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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什么是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
程序管理器？

Important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Amazon WAM) 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从开始将不再可
用2023 年 9 月 1 日— 生命周期终止 (EOL) 日期。作为当前订阅者，您的现有订阅和套餐在终止日
期之前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新的亚马逊 WAM 和Marketplace 应用程序的订阅以及亚马逊 WAM 标
准订阅的升级不再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生命周期终结常见问题解答.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Amazon WAM) 为您提供了一种快速、灵活和安全的方式来部署和管
理应用程序亚马逊 WorkSpaces使用 Windows 的。Amazon WAM 通过将 Microsoft Windows 桌面应用程序
打包到虚拟容器中，像在本地安装一样运行。

亚马逊 WAM 已完全集成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允许您从自己的应用程序中构建应用程序目
录 line-of-business 应用程序、您拥有许可证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以及通过以下方式购买的应用程序AWS 
Marketplace.

概览
你可以将订阅部署到你的 WorkSpaces 用户来自AWS Marketplace，你的 line-of-business 应用程序或您已
经拥有许可证的应用程序。下图显示了部署应用程序的过程。

您的用户只能访问您分配给他们的 Amazon WAM 应用程序。以下是将应用程序目录中的应用程序分配给用
户的过程。

1

https://docs.aws.amazon.com/wam/latest/adminguide/end_of_life_faq.html
http://aws.amazon.com/work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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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服务

相关服务
Amazon WAM 仅在亚马逊 WorkSpaces使用 Windows 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常见问题.

Amazon WAM 并非在每个 AWS 区域中都可用。有关支持的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区域服务列表.

定价
Amazon WAM 提供两个版本：亚马逊 WAM 精简版和亚马逊 WAM 标准版。使用 Amazon WAM Lite，
您可以从中管理和交付应用程序AWS Marketplace免费的。您只需为您的用户激活的应用程序付费。使用 
Amazon WAM Standard，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构建应用程序目录 line-of-business 应用程序、您拥有许可证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以及来自AWS Marketplace适用于桌面应用程序。

使用 Amazon WAM，您只需为所使用的应用程序按用户付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定价与套餐。

2

http://aws.amazon.com/workspaces/
http://aws.amazon.com/workspaces/faqs/#warm
http://aws.amazon.com/workspaces/faqs/#warm
http://aws.amazon.com/about-aws/global-infrastructure/regional-product-services/
http://aws.amazon.com/workspaces/applicationmanager/#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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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会发生什么 WorkSpaces 订阅 Amazon 的

用户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WAM)？

生命周期终结常见问题解答
Important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Amazon WAM) 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从开始将不再可
用2023 年 9 月 1 日— 生命周期结束 (EOL) 日期。作为当前订阅者，您的现有订阅和套餐在终止日
期之前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新的亚马逊 WAM 和Marketplace 应用程序的订阅以及亚马逊 WAM 标
准订阅的升级不再可用。

现有会发生什么 WorkSpaces 订阅 Amazon 的用户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WAM)？

AWS将在生命周期终止 (EOL) 之前为现有亚马逊 WAM 用户提供支持。

在管理亚马逊上的应用程序方面，除了亚马逊 WAM 
之外，还有哪些替代方案 WorkSpaces?

AWS已与 Numecent 合作，将您的亚马逊 WAM 应用程序自动迁移到 Numecent Cloudpager。Cloudpager 
在中可用AWS Marketplace. 有了 Numecent Cloudpager，您将能够继续使用您的亚马逊 WAM 应用程序
并将其交付给亚马逊 WorkSpaces. 请参阅Numecent 新闻稿有关更多信息。要请求自动迁移您的 Amazon 
WAM 应用程序以用于 Numecent Cloudpager，请联系AWSPremiSupport. 你的AWS帐户必须订阅高级
Support 计划才能请求自动迁移。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Support 计划.

我能否在 EOL 日期之前从 Amazon WAM 导出我的
应用程序包？

是的，请联系AWSPremiSupport提出这个请求。你的AWS帐户必须订阅高级Support 计划才能请求导出。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Support 计划.

亚马逊 WAM 会接受新客户吗？
新客户无法再订阅亚马逊 WAM Lite 或亚马逊 WAM 标准版订阅。

亚马逊 WAM 会在所有可用区域停产吗？
是。有关以下内容的清单AWS提供亚马逊 WAM 的区域，请访问区域表.

3

http://aws.amazon.com/marketplace/pp/prodview-vcrfqahaffqmm
https://www.numecent.com/press/numecent-announces-cloudpager-native-support-for-amazon-workspaces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
http://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plans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
http://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plans
http://aws.amazon.com/about-aws/global-infrastructure/regional-product-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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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亚马逊 WAM 的现有客户。我能打包应用程序吗？

我是亚马逊 WAM 的现有客户。我能打包应用程序
吗？

在终止日期之前，您将能够使用 Amazon WAM Studio 创建新的应用程序包或修改现有的应用程序包。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亚马逊Package 应用程序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 Studio

我是亚马逊 WAM 的现有客户。我还能将应用程序分
配给用户吗？

在 EOL 日期之前，您将能够继续将应用程序分配给新用户或现有用户。

亚马逊 WAM 可获得什么级别的技术支持？
在停产日期之前，AWS将为构建应用程序目录、验证应用程序包、更新应用程序包、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
和群组、设置 Amazon WAM 安装程序和访问分配的应用程序等问题提供技术支持。有关常见的技术问题，
请参见Amazon WAM 问题排查.

我能删除我的应用程序包吗？
是。您将能够删除所有应用程序分配，取消关联您的目录，并手动删除应用程序包、应用程序及其版本。

我可以取消订阅亚马逊 WAM 吗？
亚马逊 WAM 没有 “取消订阅” 功能。但是，亚马逊 WAM 标准版客户将继续能够降级到亚马逊 WAM Lite，
该精简版在停产日期之前免费提供。

亚马逊 WAM Lite 或 Amazon WAM 标准版会有什么
功能变化吗？

亚马逊 WAM Lite 或 Amazon WAM 标准版不会有任何功能更改。在服务控制台的订阅计划页面上，您可以
继续查看两个订阅计划的功能详细信息。新客户无法再订阅亚马逊 WAM Lite 或 Amazon WAM 标准版订
阅。

我是亚马逊 WAM 标准套餐的现有客户。我会被收取
亚马逊 WAM 的账单吗？

Amazon WAM Standard 将继续向现有客户收费，直到 EOL 之日为止。您可以随时停止使用Amazon 
WAM。

4

https://docs.aws.amazon.com/wam/latest/adminguide/packa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am/latest/adminguide/packaging_troubleshoo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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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用吗AWS Marketplace?

我能用吗AWS Marketplace?
您无法再通过订阅新的桌面应用程序或接收现有应用程序的新产品更新AWS Marketplace目录。现有的桌面
应用程序订阅来自AWS Marketplace将继续工作直到 EOL 日期。但是，应用程序将不再接收版本更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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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开始接触 Amazon WAM 入门
Important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Amazon WAM) 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从开始将不再可
用2023 年 9 月 1 1 日 1 日 1— 生命周期终止 (EOL) 日期。作为当前订阅者，您的现有订阅和套餐
在终止日期之前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新的亚马逊 WAM 和Marketplace 应用程序的订阅以及亚马逊 
WAM 标准订阅的升级不再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生命周期终结常见问题解答.

在本教程中，您将学习如何从AWS Marketplace到Windows WorkSpace 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mazon 
WAM。

Note

• Amazon WAM 并非在每个 AWS 区域中均可用。有关支持的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区域
服务列表.

• 亚马逊 WAM 不适用于 Linux WorkSpaces.

先决条件
开始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Amazon WorkSpaces 目录。Amazon WM 支持AWSMicrosot Directory Service ctive Active 
ActiveAWS Managed Microsoft AD）、Simple AD 和 AD Connector。

Important

如果您已经在 AWS 云中的 AWS Managed Microsoft AD 与现有的本地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则无法将应用程序分配给本地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中的用
户。

• 创建用户和 WorkSpace 使用您创建的目录供该用户使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中的以下文档亚马逊 WorkSpaces 管理指南：

• 启动 WorkSpace 使用AWS Managed Microsoft AD
• 启动 WorkSpace 使用 Simple AD
• 启动 WorkSpace 使用 AD Connector

第 1 步：选择订阅计划
如果您以前使用过 Amazon WAM 控制台，则表示您已经选择了订阅计划。否则，必须选择一种订阅套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定价与套餐。

选择订阅套餐

1. 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位于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
2. 选择包含您的区域 WorkSpaces.
3. 在导航窗格上，选择订阅。
4. 如果您是首次接触 Amazon WAM，您将看到欢迎页面。在欢迎页面上，选择 Get started building your 

catalog。在 Select subscription plan 页面上，选择 WAM Lite 或 WAM Standard，然后选择 Confirm。

6

https://docs.aws.amazon.com/wam/latest/adminguide/end_of_life_faq.html
http://aws.amazon.com/about-aws/global-infrastructure/regional-product-services/
http://aws.amazon.com/about-aws/global-infrastructure/regional-product-services/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spaces/latest/adminguide/launch-workspace-microsoft-a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spaces/latest/adminguide/launch-workspace-simple-a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spaces/latest/adminguide/launch-workspace-ad-connector.html
http://aws.amazon.com/workspaces/applicationmanager/#pricing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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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将应用程序添加到您的目录中

停留在 Add applications to catalog from AWS Marketplace 页面上，并转到第 2 步：将应用程序添加到
您的目录中 (p. 7)。

5. 否则，您会看到 Subscription plan 页面。检查 Current subscription plan 的值。要将套餐从 WAM Lite 
更改为 WAM Standard，请选择 Upgrade。要将订阅套餐从 WAM Standard 更改为 WAM Lite，请
选择 Downgrade。完成后，从导航窗格中选择 Applications，然后选择 Add application from AWS 
Marketplace。停留在 Add applications to catalog from AWS Marketplace 页面上，然后转到下一步。

第 2 步：将应用程序添加到您的目录中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建您的目录AWS Marketplace，你的 line-of-business 应用程序，以及您已获得许可的
应用程序。请遵循以下过程将应用程序从 AWS Marketplace 添加到目录。

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应用程序目录

1. 在搜索 AWS Marketplace 字段中，键入应用程序的名称（例如，solitaire），然后按 Enter。从结
果中选择一个应用程序 (例如，Big Solitaires 3)。

2. 在应用程序页面上，选择 Accept terms and subscribe。
3. 选择 Return to application catalog。
4. 如果需要，将源设置为源：AWS Marketplace. 几分钟后，该应用程序将显示在已订阅的Application 

Mication Manages A

第 3 步：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
您的用户只能访问您分配给他们的 Amazon WAM 应用程序。请遵循以下过程将订阅的应用程序分配给用
户。

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

1. 找到应用程序并选中其复选框。
2. 选择 Actions、Assign application(s) to users。
3. 在 Select users 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目录，请选择您用于的目录 WorkSpace.
b. 对于 Type，选择 Users。
c. 在搜索字段中，键入用户名，或将该字段留空以列出目录的所有用户。
d. 选择搜索。
e. 对于 Search results，选中用户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右箭头 (>) 将用户添加到列表中。
f. 选择 Next（下一步）。

4. 根据需要填写 Configure options 页面，然后选择 Review。请注意，只有在使用 Amazon WAM 标准订
阅计划时，才能更改默认选项。

5. 选择 Confirm and assign。选定的应用程序将分配给选定的用户。

第 4 步：访问分配给您的应用程序
您的用户使用亚马逊 WorkSpaces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Manager Application M WorkSpaces 访问您分配
给他们的应用程序。如果尚不可用，则必须在 WorkSpace 桌面。在您设置 Amazon WAM 安装程序后，您
的用户将能够访问分配给他们的应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设置 Amazon WAM 安装程序和访问分
配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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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亚马逊 WAM 应用程序
Important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Amazon WAM) 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从开始将不再可
用2021 年 9 月 1 日— 生命周期结束 (EOL) 日期。作为当前订阅者，您的现有订阅和套餐在终止日
期之前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新的亚马逊 WAM 和Marketplace 应用程序的订阅以及亚马逊 WAM 标
准订阅的升级不再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生命周期终结常见问题解答.

你可以使用亚马逊 WorkSpaces Amazon WAM Application Manager (Amazon WA WorkSpaces 您为用户创
建的。首先，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应用程序目录。然后，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并在
其上设置 Amazon WAM 安装程序之后 WorkSpaces，他们可以连接到他们的 WorkSpaces 并使用 Amazon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安装和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您还可以使用 Amazon WAM 监控应用程序使用情况，并
部署分配给用户的应用程序的更新版本。

目录
• 构建应用程序目录 (p. 8)
• 将 Amazon WAM 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和组 (p. 10)
• 设置 Amazon WAM 安装程序和访问分配的应用程序 (p. 11)
• 更新应用程序 (p. 12)
• 监控应用程序使用情况 (p. 14)
• 删除所有应用程序分配 (p. 15)

构建应用程序目录
将 Amazon WAM 应用程序添加到应用程序目录后，您可以将其分配给您的一个或多个 WorkSpaces 用户。
您可以通过从 AWS Marketplace 订阅应用程序来将应用程序添加到您的目录中。使用亚马逊 WAM 标准版，
您还可以上传您的 line-of-business 应用程序到您的应用程序目录或您拥有许可证的任何第三方应用程序。

Note

Amazon WAM 并非在每个 AWS 区域中均可用。有关支持的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区域服
务列表.

目录
• 上传应用程序 (p. 8)
• 删除应用程序 (p. 9)

上传应用程序
您可以上传您的 line-of-business 应用程序或许可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到您的应用程序目录。

先决条件

在开始之前，请将您的应用程序打包，以便上传。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打包应用程序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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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应用程序包

1. 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位于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然后选择应用程序在导航窗
格中。

2. 选择 Create new application。
3. 在 Enter application details 页面上，执行如下操作：

a. 对于应用程序名称，输入应用程序的名称。
b. 对于简短描述，输入应用程序搜索页面的描述。
c. 对于说明，输入应用程序的描述。
d. 对于 Category，选择适当的应用程序类别。
e. 对于由... 提供，输入应用程序发布者的名称。
f. （可选）对于供应商，如果应用程序创建者的姓名与应用程序发布者的姓名不同，请输入该名称。
g. 选择 Next（下一步）。

4. 在 Enter support details 页面上，执行如下操作：

a. 对于电子邮件联系人，输入用户获取支持的电子邮件地址。
b. 对于Support 链接，输入用户获得支持时应使用的 URL。
c. 对于 Support description，提供任何其他支持信息。
d. 选择 Next（下一步）。

5. 在 Select application package 页面中，执行如下操作：

a. 对于 Package title，从经过验证的应用程序包的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标题。
b. 对于Package 构建标签，选择软件包版本。
c. 对于应用程序版本，输入版本的简短名称或编号。
d. 对于说明，输入版本的描述。
e. 对于许可证类型，选择相应的许可证类型（每个 WorkSpace 或每位用户）。
f. 对于最大安装数，输入允许的最大安装数。对于无限制安装，将此字段留为空白。
g. 选择审核。

6. 在 Review 页面上，检查应用程序信息，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然后选择 Confirm and upload。

现在，您可以将此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或群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 Amazon WAM 应用程序分配给用
户和组 (p. 10)。

删除应用程序
完成后，您可以从应用程序目录中删除任何应用程序。例如，当您的用户停止使用某个应用程序、当您希望
用应用程序的新版本替换旧版本，或者当您要用其他应用程序替换某个应用程序时，可删除相应的应用程
序。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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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应用程序目录中删除应用程序之前，必须先删除所有分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用户和
组 (p. 14)。

从 AWS Marketplace 中删除应用程序

1. 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位于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然后选择应用程序在导航窗
格中。

2. 将来源设置为 AWS Marketplace。
3. 查找相应的应用程序，并选择相应链接以打开其详细信息页面。
4.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 Unsubscribe。

删除您已上传的应用程序

1. 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位于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然后选择应用程序在导航窗
格中。

2. 将来源设置为 Your own applications。
3. 查找相应的应用程序并选中其复选框。
4. 依次选择 Actions 和 Delete application。

将 Amazon WAM 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和组
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应用程序目录后，可以将其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用户或组。

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组时，只有身为该组直接成员的用户才会收到分配的应用程序。属于所分配组的子组成员
的用户不会收到分配的应用程序。

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或组

1. 从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然后选择应用程序在导航窗格
中，。

2. 如果应用程序是上传的应用程序，请将来源设置为 Your own applications (您自己的应用程序)；如果应
用程序是订阅的应用程序，请将来源设置为 AWS Marketplace。

3. 请选择最多 5 个应用程序进行分配，然后选择 Actions 和 Assign application(s) to users。
4. 在 Select users 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Directory (目录)，选择 WorkSpaces 使用的 AWS Directory Service 目录。
b. 对于 Type，选择要在目录中搜索的实体类型 (用户或组)。
c. (可选) 对于 Fields containing，键入全部或部分用户名或组名。将此字段留空会搜索目录中的所有

用户或组。
d. 选择搜索。
e. 选中用户或组对应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右箭头图标 (>) 将它们添加到列表中
f. 选择 Next（下一步）。

5. 在 Configure assignment options 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请注意，只有在使用亚马逊 WAM 标准的情
况下才能更改默认选项。

a. 对于 Version，选择应用程序的版本。
b. 对于 Installation Type，选择安装类型。请注意，当用户启动 Amazon WorkSpace Spaces 应用程

序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程序时，会自动在用户的 WorkSpaces 上安装必需的应用程序，但用户必须手
动安装可选

c. 对于 Auto update，指明应用程序是否应自动更新到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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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择审核。
6. 在 Review 页面上，审核分配，进行所需的任何更改，然后选择 Confirm and assign。

设置 Amazon WAM 安装程序和访问分配的应用程序
用户可以在 Amazon WorkSpaces 上使用 Amazon WorkSpace 应用程序 (Amazon WAM) 来访问您分配给他
们的应用程序。如果尚未安装 Amazon WAM，您必须在 WorkSpace 桌面上安装 Amazon WAM 安装程序。
在您安装 Amazon WAM 安装程序后，用户可以访问分配给他们的应用程序。

Note

Amazon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 WorkSpace 上的 4 GB 磁盘空间来进行缓存。

安装 Amazon WAM 安装程序以及安装和启动分配的应用程序

1. 使用首选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或 Web 浏览器连接到 WorkSpac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开始使用 
WorkSpace中的Amazon WorkSpaces 用户指南；.

2. 如果它已经可用，请选择Amazon WAM快捷方式可以在 WorkSpace 桌面上启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

如果没有Amazon WAM请在桌面上启动 WorkSpace 以添加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如
果Amazon WAM快捷方式在重启 WorkSpace 后仍没有，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Windows 开始菜单上，选择 Windows 系统，然后选择命令提示符。
b.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以下命令，一次输入一个命令，然后在输入每个命令后按 Enter 键：

c:
cd "C:\Program Files\Amazon"
.\WorkSpacesApplicationManager.exe

如果WorkSpacesApplicationManager.exe请联系 WorkSpace 上的文件，请联系AWS 
SupportCenter.

c. 当询问是否允许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对您的设备进行更改时，请选择是。
d.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安装程序运行完毕后，选择完成。
e. 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

现在，您应该可以在桌面上看到 Amazon WAM 快捷方式。

3. 选择Amazon WAM快捷方式以访问应用程序。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要访问已分配给您并已安装的应用程序，请选择 MY APPS (我的应用程序)。
• 要查找已分配但未安装的应用程序，请选择 DISCOVER。要安装应用程序，请选择三角形 (安装)。

Note

必需的应用程序会在用户启动 Amazon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时自动安装在用户的 WorkSpace 
上，并会显示在 Amazon WAM 中。我的应用. 必须手动安装可选的应用程序，并会显示在 
Amazon WAM 中发现. 有关指定应用程序为“必需”还是“可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将 Amazon 
WAM 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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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使用 Amazon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或 Windows 启动 Amazon WAM 应用程序。启动菜单。
有关使用 Amazon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的Amazon WAM 用户指南.

Note

你不能通过 Windows 访问应用程序启动菜单，直到在 WorkSpace 上安装 Amazon WAM 应用程序
之后。如果 Amazon WAM 应用程序未运行，您在 Windows 上将看不到已安装的 Amazon WAM 应
用程序。启动菜单。要启动亚马逊 WAM 应用程序，请选择Amazon WAMWorkSpace 桌面上的快
捷方式。

更新应用程序
从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查看和编辑应用程序版本，并创建新版本
• 查看和编辑应用程序的约束
• 查看和编辑应用程序的标记
• 查看和编辑应用程序的分配
• 查看应用程序的支持详细信息

亚马逊 WAM Lite 订阅者拥有有限的功能。Amazon WAM Standard 订阅者能够将用户分配给自己上传的应
用程序，并配置分配选项，如控制版本、管理更新设置或配置安装类型。

打开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页面

1. 从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然后选择应用程序在导航窗格
中。

2. 要查看您自己的其中一个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将 Source 设置为 Your own applications。要查看已
订阅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将 Source (来源) 更改为 AWS Marketplace。

3. 通过选择应用程序的名称来打开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
4. 如果应用程序是您自己的应用程序之一，您可以编辑有关该应用程序的信息，例如名称、供应商、提供

商和描述。要编辑这些信息，请选择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铅笔图标，输入新信息，然后选择 Save。

主题
• 版本 (p. 12)
• 约束 (p. 13)
• 标签 (p. 13)
• 用户和组 (p. 14)
• 支持详细信息 (p. 14)

版本
无论源是什么，您都可以查看目录中所有应用程序的版本信息。您还可以更新自己应用程序的版本。要查看
应用程序的版本，请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中，展开 Versions 部分。

如果应用程序是您自己的应用程序之一，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创建新版本 (p. 13)
• 编辑现有版本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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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WAM Lite 订阅者只能分配应用程序的最新版本，而无法分配已上传的应用程序或从 AWS 
Marketplace 安装的应用程序的任何先前版本。

创建新版本
您可以创建应用程序的新版本。在创建应用程序的新版本之前，您必须已上传新版本的应用程序包，如创建
新应用程序版本 (p. 28)中所述。

创建应用程序的新版本

1.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的 Versions 部分中，选择 Create new version。
2. 在 Select application package 页面上的以下字段中输入相关内容，然后选择 Submit。即会创建新应用

程序版本。

程序包详细信息
Package build

请为新版本选择程序包内部版本。
版本信息

Version title

为新版本输入短名称。
说明

输入新版本的描述。

编辑现有版本
您可以修改现有版本的标题和描述。

编辑应用程序的现有版本

1.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的 Versions 部分中，选择要编辑的版本，然后选择 Edit version。
2. 根据需要修改版本标题和描述，然后选择 Submit。更新的版本信息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可用。

约束
您可以从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中查看和修改应用程序的约束。

查看应用程序的约束

1.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上，展开 Constraints 部分。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约束。
2. 您可以在这里执行以下任务：

• 要添加约束，请选择 Add constraints。
• 要创建应用程序的新版本，请选择 Create new version，然后执行将 Amazon WAM 应用程序分配给

用户和组 (p. 10)中的步骤。
• 要编辑应用程序的现有版本，请选择要编辑的版本，然后选择 Edit version。您可以修改版本标题和描

述。

标签
Amazon WAM 标准客户可查看、添加和删除自己应用程序中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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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应用程序的标记

1.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上，展开 Tags 部分。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标记。
2. 您可以在这里执行以下任务：

• 要添加标记，请输入标记名称和值，然后选择 Add tag。
• 要删除标记，请选择该标记，然后选择 Delete tag。

用户和组
您可以查看和修改向其分配您的应用程序的用户和组。Amazon WAM Lite 客户无法将用户和组分配给自己的
已上传应用程序。Amazon WAM 标准客户可将用户和组分配给自己的已上传应用程序。

查看向其分配应用程序的用户和组

1.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上，展开 Users and Groups 部分。此时将显示向其分配应用程序的用户。
2. 您可以在这里执行以下任务：

• 要将应用程序分配给其他用户或组，请选择 Add user or group，然后执行将 Amazon WAM 应用程序
分配给用户和组 (p. 10)中的步骤。

• 要更新应用程序的分配选项，请选择 Edit assignment options。在 Configure assignment 
options (p. 10) 页面上，您可以更新分配选项。

• 要删除应用程序分配，请选择要从中删除分配的用户和组，再选择 Remove user or group，确认您要
执行此操作，然后选择 Continue。这样就不再将该应用程序分配给选定的用户和组。

支持详细信息
要查看应用程序的支持信息，请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上，展开 Support details 部分。此时将显示该应用
程序的支持信息。

监控应用程序使用情况
Amazon WAM 允许您通过在 Amazon WAM 控制台中查看使用报告来跟踪应用程序使用情况。

主题
• 应用程序 (p. 14)
• 用户 (p. 15)

应用程序
要查看应用程序使用信息，请执行以下步骤。

查看应用程序使用信息

1. 打开 WorkSpaces 在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然后选择用量在导航格中，选
择。

2. 在 Usage 页面上，选择 Application 选项卡。所有应用程序都显示在列表中。

• 这些区域有：总安装量列中列出了安装应用程序的工作区总数。
• 这些区域有：Total Calls列中列出了用户至少一次打开应用程序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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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搜索结果一页显示不全，可以通过选择列表标题中的左箭头 (<) 或右箭头 (>) 滚动页面。

可以通过选择产品旁边的展开器按钮，查看有关特定应用程序的其他信息。

用户
要按用户查看使用信息，请执行以下步骤。

按用户查看使用信息

1. 打开 WorkSpaces 在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然后选择用量在导航格中，选
择。

2. 在 Usage 页面上，选择 Users 选项卡。
3. 在 Directory 下，选择目录。具有已分配应用程序的所有用户都显示在列表中。

Note

在列表中，才会显示在列表中。 WorkSpace 在亚马逊之后 WorkSpaces 已安装应用程序管理
器客户端应用程序。

如果搜索结果一页显示不全，可以通过选择列表标题中的左箭头 (<) 或右箭头 (>) 滚动页面。

可以通过选择用户名旁边的展开器按钮查看分配给特定用户的应用程序。

删除所有应用程序分配
Amazon WAM 服务会自动将自身注册到AWS Directory Service目录。此操作将允许 Amazon WAM 访问该
目录，并可防止该目录在正在使用时被 Amazon WAM 删除。在删除您的 WorkSpaces 分配到的目录之前，
必须先删除目录中的所有 Amazon WAM 应用程序分配，并从目录中取消注册 Amazon WAM。为简化这一任
务，Amazon WAM 控制台提供了一项功能，以便在单个操作中删除所有应用程序分配，并从目录中取消自
身的注册。

Note

即使您没有任何应用程序分配，仍必须执行以下步骤从目录中取消注册 Amazon WAM。

从目录中删除所有应用程序分配及取消注册 Amazon WAM

1. 从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然后选择用量在导航窗格中。
2. 在 Usage 页面上，选择 Users 选项卡。
3. 在 Directory下，选择相应目录。已分配应用程序的所有目录用户都会显示在列表中。

Note

安装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程序后，用户必须连接到 WorkSpace 
Spaces，才会显示在列表中。

4. 选择 Remove all assignments。将立即启动删除所有应用程序分配和取消注册目录的过程。整个过程需
要 10 到 15 分钟时间才能完成。删除所有应用程序分配后，将从目录中取消注册服务，并将该目录从
Users 选项卡的目录列表中删除。

如果您无法在执行此过程后删除目录，则可能会将其他应用程序或服务注册到该目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删除目录中的Amazon WorkSpaces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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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的应用程序进行打包和验证
Important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Amazon WAM) 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从开始将不再可
用2023 年 9 月 1 日— 生命周期结束 (EOL) 日期。作为当前订阅者，您的现有订阅和套餐在终止日
期之前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新的亚马逊 WAM 和Marketplace 应用程序的订阅以及亚马逊 WAM 标
准订阅的升级不再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生命终结常见问题解答.

您可以为亚马逊部署和管理应用程序 WorkSpaces 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mazon WAM

目录
• 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打包应用程序 (p. 16)
• 使用 Amazon WAM 打包特定应用程序 (p. 20)
• 使用 Amazon WAM 验证应用程序包 (p. 26)
• 更新程序包 (p. 28)
• 使用亚马逊 WAM 查找程序包 (p. 48)
• 与亚马逊 WAM 共享程序包 (p. 48)
• 使用亚马逊 WAM 删除程序包 (p. 48)
• 了解颜色编码 (p. 49)

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打包应用程序

创建应用程序包需要经过配置、可用于打包 Amazon WAM 应用程序的 EC2 实例。

您将需要为打包应用程序时所使用的 AWS 资源（如打包实例、Amazon S3 存储和带宽）付费。

先决条件

• 创建带公有子网的 VPC在支持亚马逊 WAM 的区域.
• 为此 VPC 创建安全组，允许从计算机上通过端口 3389 (RDP) 访问实例。有关安全组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您的 VPC 的安全组和创建安全组中的Amazon VPC User Guide.
• 创建密钥对用于访问您的打包实例。
• 创建 Amazon WAM 打包 IAM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应用程序打包角色 (p. 52)。
• 如果您尚未选择订阅套餐，请进行选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选择订阅套餐 (p. 6)。

任务
• 第 1 步：启动打包实例 (p. 16)
• 第 2 步：创建应用程序包 (p. 17)
• 第 3 步：捕获应用程序安装 (p. 18)
• 第 4 步：上传应用程序包 (p. 20)

第 1 步：启动打包实例
Amazon WAM 提供了启动打包实例时使用的 Amazon WAM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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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打包实例之前，请确保您已满足打包应用程序的先决条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打包应用程
序 (p. 16)。

启动打包实例

以下是启动打包实例时要使用的具体设置。如果您需要有关启动 EC2 实例的其他信息，请参阅从 AMI 启动
实例中的Amazon EC2 Windows 实例用户指南.

Note

Amazon WAM 不支持用于打包或验证实例的实例元数据服务版本 2 (IMDSv2)。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EC2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ec2/。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AMIs。
3. 选择您的 VPC 所在的 AWS 区域。
4. 在第一个筛选条件中，选择 Private images。
5. 选择Amazon WAM StudioAMI 然后选择启动.

在您选择订阅套餐后的几分钟内，此 AMI 将与您的账户共享。
6. 对于实例类型，我们建议您选择 m5.xlarge 或更大的实例类型，以获得最佳性能。此时将需要支付 

Amazon EC2 实例费。适合您的情况的实例类型取决于您的应用程序的计算要求和大小。对于大多数应
用程序，我们建议您选择最新 M 系列的 xlarge 大小实例。有关可用实例类型的列表，请参阅Amazon 
EC2 实例类型.

7. 在 Configure Instance Details (配置实例详细信息) 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网络，选择您的 VPC。
• 对于子网，选择您的 VPC 中的公有子网。
• 对于自动分配公有 IP，选择启用。
• 适用于IAM 角色选择您的AmazonWamapp 包装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打包角

色 (p. 52)。
8. （可选）在 Add Tags (添加标签) 页面上，选择 click to add a Name tag (单击以添加名称标签) 并为此

实例提供名称（例如，WAM packaging instance）。
9. 在存储库的配置安全组页面上，选择允许通过端口 3389 (RDP) 从网络访问实例的现有安全组。
10. 选择启动。
11. 在成功启动之后，打包实例可供您用于创建程序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 步：创建应用程序

包 (p. 17)。

第 2 步：创建应用程序包
在启动打包实例后，您需要连接到它并使用它来创建应用程序包。

创建应用程序包

1. 连接到打包实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Windows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连接您的 
Windows 实例。

2. 下载要打包的应用程序的 Windows 安装程序。
3. 选择Amazon WAM Studio打包实例桌面上的快捷方式。
4.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工具栏中，选择New.
5. 适用于1。应用程序包信息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Package title，键入应用程序的名称。
b. 对于 Description，键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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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适用于2. 应用程序安装选择应用程序的目标操作系统，然后选择安装. 对于 Windows 10，选择Windows 
8 /8.1/ 2012 R2.

7. 在安装获应用程序在对话框中，Installer path字段，选择浏览导航到安装程序可执行文件。如果应用程
序没有安装程序，请输入explorer.exe.

Note

如果在 Windows 10 上运行安装程序时遇到问题，但它适用于早期版本的 Windows，请选
择Compatibility Settings以便为安装程序选择适当的兼容模式。

8. 适用于3.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您可以保留默认设置或进行所需的任何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
列内容：

• 添加必需应用程序或脚本 (p. 40)
• 对程序包进行沙盒处理 (p. 43)
• 设置文件的安全性 (p. 45)

9. 适用于4. 程序包版本信息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Package build label，键入程序包的标签。此标签将作为版本标签显示在 Amazon WAM 控制
台中。

b. 选择 Launch Settings 并指定应用程序的命令行和兼容性设置。请注意，这是用于启动应用程序而
非应用程序安装程序的命令。上传程序包后，将无法再修改命令行。如果您的程序包没有主应用程
序，请使用 explorer.exe。

c. 对于 Working folder，指定应用程序的工作文件夹。
10.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工具栏上，选择Save（保存）以保存应用程序包

项目。
11. 在保存应用程序包之后，捕获应用程序安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 步：捕获应用程序安

装 (p. 18)。

第 3 步：捕获应用程序安装
创建应用程序包时，会在打包实例上安装应用程序。安装过程中，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应用程序会捕获安装过程中对文件系统、注册表、环境以及其他系统进行的所有更改。

捕获应用程序安装之前，请先保存应用程序项目。只有保存了项目才能捕获应用程序安装，因为有些应用程
序要求重启系统才能完成安装。

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的安装过程与没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不同。没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以独立可执行
文件形式或以压缩文件 (如 ZIP 文件) 形式交付。

目录
• 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 (p. 18)
• 没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 (p. 19)
• 捕获的信息 (p. 19)

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
捕获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的安装

1. 选择安装。
2. 适用于Installer path，输入应用程序安装程序的路径，或选择浏览导航到它。
3. 对于 Command line parameters，输入安装所需的任何命令行参数。
4. 对于 Compatibility Settings，选择安装程序所需的任何 Windows 兼容性设置，如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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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在 Windows 10 上运行安装程序时遇到问题，但它适用于早期版本的 Windows，请选
择Compatibility Settings以便为安装程序选择适当的兼容模式。

5. 选择 Launch 并根据需要安装应用程序。安装过程中会捕获对文件系统、注册表和环境进行的所有更
改。有关捕获的信息以及如何修改这些信息的更多详情，请参阅捕获的信息 (p. 19)。

6. 安装完成后，Capture将出现对话框，其中显示消息 “安装程序已完成”。选择 OK（确定）。
7. 这些区域有：Progress随即出现对话框。捕获过程完成后，您可能会在Progress对话框，但通常可以安

全地忽略这些对话框。请务必查看警告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检查完任何警告后，选择Close.
8. 捕获应用程序安装后，上传应用程序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 步：上传应用程序包 (p. 20)。

没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
捕获没有安装程序的应用程序的安装

1. 选择安装。
2. 对于 Installer path (安装程序路径)，请键入 explorer.exe。
3. 保留 Command line parameters 为空。
4. 选择 All processes。
5. 选择启动。Windows 资源管理器将打开。
6. 执行安装应用程序所需的全部步骤，如将独立的可执行文件复制到所需位置或从 ZIP 压缩包中提取文

件。安装过程中会捕获对文件系统进行的所有更改。有关捕获的信息以及如何修改这些信息的更多详
情，请参阅捕获的信息 (p. 19)。

7. 关闭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8. 这些区域有：Capture将出现对话框，其中显示消息 “安装程序已完成”。选择 OK（确定）。
9. 这些区域有：Progress随即出现对话框。捕获过程完成后，您可能会在Progress对话框，但通常可以安

全地忽略这些对话框。请务必查看警告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检查完任何警告后，选择Close.
10. 捕获应用程序安装后，上传应用程序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 步：上传应用程序包 (p. 20)。

捕获的信息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底部的选项卡包含应用程序安装过程中捕获的所有信息。
审核所有信息，并根据需要针对程序包进行修改。修改这些信息时请务必小心，因为进行更改可能导致应用
程序无法运行。

安装捕获信息

文件

此处包含对文件系统进行的所有更改。可以添加、删除或移动文件以自定义程序包。
注册表

此处包含对系统注册表进行的所有更改。可以添加、删除或移动注册表项以自定义程序包。
Environment

此处包含对环境变量进行的任何更改。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这些变量以自定义程序包。
Fonts

此处包含对系统字体进行的所有更改。可以添加或删除字体以自定义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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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up

此处包含对系统启动文件夹和注册表项进行的所有更改。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这些内容以自定义程序
包。

Services & Drivers

此处包含安装过程中安装的所有服务和驱动程序。可以添加或删除这些内容以自定义程序包。

第 4 步：上传应用程序包
在捕获安装之后，可以上传程序包。

上传应用程序包

1. 选择上传以将应用程序包上传到 Amazon WAM。
2. 上传完成后，选择 Close。
3. 关闭应用程序项目。

Note

上传后请勿修改项目。如果需要更新程序包，请创建程序包的新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新应用程序版本 (p. 28)。

应用程序包现已准备就绪，可供验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WAM 验证应用程序
包 (p. 26)。

使用 Amazon WAM 打包特定应用程序
以下示例演示如何打包特定应用程序。

主题
• 使用 Amazon WAM 打包 7-Zip (p. 20)
• 使用 Amazon WAM 打包 Google Chrome (p. 22)
• 使用 Amazon WAM 打包 Mozilla Firefox (p. 24)

使用 Amazon WAM 打包 7-Zip
在创建包之前，您必须首先在 Amazon EC2 上启动打包实例和验证实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打包应用程序 (p. 16)
• 对您的应用程序进行打包和验证 (p. 16)

创建程序包

要创建新软件包，请使用 Windows 远程桌面连接到打包实例，然后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
理器 Studio 创建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RDP 连接到 Windows 实例.

1. 在打包实例上，转到7-Zip 下载页面然后下载适用于 7-Zip 的 Windows 64 位安装程序。
2. 双击Amazon WAM Studio启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的桌面快捷方式。
3.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控制面板工具栏上，选择New.
4. UNDER1。应用程序设置中，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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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Title，输入应用程序的名称。此文本将显示在控制面板选项卡和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中，以标识此应用程序。

• 对于 Description，输入应用程序的简述。
5. In2. 应用程序安装中，选择操作系统，然后选择安装. 对于 Windows 10，请选择Windows 8 /8.1/ 2012 

R2.
6. 在 Capture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适用于Installer path中，输入 7-Zip 安装程序的路径，或选择浏览导航到它。
• 对于 Capture file and registry activity for the following processes，选择 Installer process and sub-

processes only。
• 选择 Ignore changes under the Installer path specified above。
• 对于 After capturing is complete, do the following actions during the merge，选择 Replace short path 

names with long ones in the registry。
• 选择启动。

选择 Launch 后，7-Zip 的安装程序将启动。按照安装向导中的步骤完成安装。
• 安装 7-Zip 后，Capture将出现对话框，其中显示消息 “安装程序已完成”。选择 OK（确定）。
• 这些区域有：Progress此时将显示对话框。捕获过程完成后，您可能会在Progress对话框，但通常可

以忽略这些对话框。请务必查看警告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完成查看任何警告后，选择Close.
7.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窗口底部，选择文件选项卡，然后执行以下操

作：

• 在<ProgramFilesX64>\ 7-Zip打开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7-zip.dll然后选择属性.
• 在 File Properties 对话框中，选择 Installed temporary (layer 2)，然后选择 OK。

8. 要确保在将应用程序从 WorkSpace 中删除时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不会保留对 7-zip.dll 的引用，请
创建一个可配置的 AppEvent，以使用批处理文件取消注册文件。

要创建批处理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打包实例桌面上，启动记事本。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将文件保存到桌面，为unreg_7zip.bat.

@echo off
regsvr32 /s /u "c:\Program Files\7-Zip\7-zip.dll"

要创建可配置的 AppEvent，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控制面板中，在3.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 在 Settings 对话框中，选择 Configurable AppEvents。
• 在 Configurable AppEvent Setting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在 Trigger 下，选择 Before deactivation。
• 在 Handler command line 下的 File name 中，选择之前创建的 unreg_7zip.bat 文件。
• 在 Handler launching 下，选择 Run elevated (only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or later)。
• 在 After launching 下，选择 Wait for the handler to exit。在“time out after”中，键入 5 度选择

minute(s) (分钟)。
• 选择 OK（确定）。

• 选择 OK（确定）。
9. 跳过3. 可选设置.
10.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工具栏上，选择Save（保存）以保存应用程序包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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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 Project 选项卡。In4. 程序包版本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Label，输入程序包的标签。此标签将作为版本标签显示在 Amazon WAM 控制台中。
b. 对于 Command line，选择 Launch Settings。
c. 在Command line字段中的Application 启动设置对话框中，输入C:\Program Files\7-Zip

\7zFM.exe.
d. 依次选择 Set the working folder to the folder of the command line executable, if any (将工作文件夹

设为命令行可执行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如果有）)、Set the icon to the source file of the command 
line executable, if any (将图标设置为命令行可执行文件的源文件（如果有）)，然后选择 OK (确
定)。

12. In5. 上传程序包，选择上传. 您可能会收到有关跳过文件的警告。这些警告通常可以安全地忽略，但请查
看日志以验证跳过的文件是否不必要。上传完成后，选择Close.

13. 关闭应用程序项目。

Note

上传后请勿修改项目。如果需要更新程序包，请创建程序包的新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新应用程序版本 (p. 28)。

应用程序包现已准备就绪，可供验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WAM 验证应用程序
包 (p. 26)。

使用 Amazon WAM 打包 Google Chrome
在创建包之前，您必须首先在 Amazon EC2 上启动打包实例和验证实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打包应用程序 (p. 16)
• 对您的应用程序进行打包和验证 (p. 16)

为谷歌 Chrome 创建软件包

要创建新软件包，请使用 Windows 远程桌面连接到您的打包实例，然后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
序管理器 Studio 创建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RDP 连接到 Windows 实例.

1. 双击Amazon WAM Studio桌面快捷方式启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2.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工具栏中，选择New.
3. In1。应用程序设置中，执行以下操作：

• 在 Title 字段中，输入应用程序的名称。此文本显示在控制面板选项卡和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中，以标识此应用程序。

• 在 Description 字段中，输入应用程序的简短说明。
4. In2. 程序安装，选择操作系统，然后选择安装. 对于 Windows 10，请选择Windows 8 /8.1/ 2012 R2.
5. 在 Capture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在Installer path字段中，输入C:\Program Files (x86)\Internet Explorer
\iexplore.exe.

• 在命令行参数字段中，输入"C:Program Files\Google\Chrome\Application
\chrome.exe".

• 对于 Capture file and registry activity for the following processes，选择 Installer process and sub-
processes only。

• 选择 Ignore changes under the Installer path specified above。
• 对于 After capturing is complete, do the following actions during the merge，选择 Replace short path 

names with long ones in the 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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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启动，转到备用（离线）谷歌 Chrome 安装程序（Windows），然后按照说明针对所有帐户将 
Chrome 脱机安装在 Windows 中。

• 安装 Chrome 之后，Capture将出现对话框，其中显示消息 “安装程序已完成”。选择 OK（确定）。
• 这些区域有：Progress此时将看到对话框。捕获过程完成后，您可能会在Progress对话框，但通常

可以安全地忽略这些对话框。请务必查看警告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检查完所有警告后，选
择Close.

6. 跳过3. 可选设置.
7.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窗口的底部，选择文件选项卡。

a. 查找并扩展<ProgramFilesX64>，那么谷歌，然后镀铬的. 根据镀铬的，应该有一个名为应用程序.
b. 打开的上下文（右键单击）菜单应用程序，然后选择Delete. 出现提示时确认删除。
c. 打开的上下文（右键单击）菜单镀铬的.

• 选择添加子文件夹.
• 在Add Folder (添加文件夹)对话框中，选择从此现有文件夹中创建.
• 选择浏览，然后导航到C:\Program Files\Google\Chrome\Application.
• Select递归地包含文件夹.
• Select在文件夹中包含文件.
• Select使用现有文件夹路径而非当前文件夹作为附加目标.
• 选择 OK（确定）。

8. 要验证您的 Chrome 安装是否已成功捕获，请展开以下文件夹。你应该在所有这些文件夹中看到文件，
但<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WideVinecDM > _平台_特定于
的.

Note

这些文件夹的版本号因您安装的 Chrome 版本而有所不同。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浏览器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默认应用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扩展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安装程序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语言环境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浏览器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MEIPRLOAD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swiftshader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可视化元素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WideVineecDM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WideVinecDM > _平台_特定于

的
• <ProgramFilesX64>> 谷歌 > Chrome > 应用程序 > 85.0.4183.102 > WideVinecDM > _ 平台特定 > 

win_x64
9. 选择注册表选项卡，然后创建以下密钥。

Important

以下注册表项禁用 Chrome 的自动更新。我们建议禁用通过 Amazon WAM 安装的应用程序的
自动更新，因为此类更新可能会导致应用程序停止工作。相反，您必须手动更新应用程序的版
本。要创建版本更新，请参阅更新应用程序 (p. 12)。

• 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Add Key。
• 在 Add Registry Key 对话框中，选择 Create from this existing registry key，然后选择 Brows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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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rowse System Registry 对话框中，选择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然后选择
两次 OK。

• 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 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Add Key。
• 在添加注册表项对话框中，选择使用以下名称创建新密钥，输入Google，然后选择确定.
• 打开的上下文（右键单击）菜单[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Policies\ Google，然后选择添加 

Key.
• 在添加注册表项对话框中，选择使用以下名称创建新密钥，输入Update，然后选择确定.
• 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Google\Update 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

择 Add Value。
• 适用于名称中的添加注册表项对话框中，输入AutoUpdateCheckPeriodMinutes. 对于“Type”，选

择 REG_DWORD。适用于数据，输入0，然后选择确定.
10. 选择项目选项卡，然后在4. Package build：

• 对于 Label，输入程序包的标签。此标签将作为版本标签显示在 Amazon WAM 控制台中。
• 对于 Command line，选择 Launch Settings。
• 在Command line字段中的程序启动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浏览导航到C:\Program Files\Google
\Chrome\Application\chrome.exe.

• Select将工作文件夹设置为命令行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夹（如果有）.
• Select将图标设置为命令行可执行文件的源文件（如果有）.
• 选择 OK（确定）。

11. 在工具栏上选择 Save，以保存应用程序包项目。
12. In5. 程序包上传，选择上传. 您可能会收到有关跳过文件的警告。这些警告通常可以安全地忽略，但请查

看日志以验证跳过的文件是否不必要。完成上传后，选择Close.
13. 关闭应用程序项目。

Note

上传后请勿修改项目。如果需要更新程序包，请创建程序包的新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新应用程序版本 (p. 28)。

应用程序包现已准备就绪，可供验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WAM 验证应用程序
包 (p. 26)。

使用 Amazon WAM 打包 Mozilla Firefox
在创建包之前，您必须首先在 Amazon EC2 上启动打包实例和验证实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打包应用程序 (p. 16)
• 对您的应用程序进行打包和验证 (p. 16)

为 Mozilla Firefox 创建软件包

要创建新软件包，请使用 Windows 远程桌面连接到您的打包实例，然后使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
序管理器 Studio 创建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RDP 连接到 Windows 实例.

1. 在打包实例上，启动 Internet Explorer，然后在下载适用于 Firefox Extended Support Release 的 
Windows 64 位安装程序。用你的语言下载 Firefox 扩展 Support 版本.

2. 双击Amazon WAM Studio桌面快捷方式启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3.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控制面板工具栏上，选择New.
4. In1。应用程序设置中，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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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Title，输入应用程序的名称。此文本显示在控制面板选项卡和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中，以标识此应用程序。

• 对于 Description，输入应用程序的简述。
5. In2. Application 安装，选择一个操作系统，然后选择安装. 对于 Windows 10，请选择Windows 8 /8.1/ 

2012 R2.
6. 在 Capture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适用于Installer path输入 Firefox 安装程序的路径，或者选择浏览导航到它。
• 适用于命令行参数输入-ms执行静默安装。
• 对于 Capture file and registry activity for the following processes，选择 Installer process and sub-

processes only。
• 选择 Ignore changes under the Installer path specified above。
• 对于 After capturing is complete, do the following actions during the merge，选择 Replace short path 

names with long ones in the registry。
• 选择启动。

选择 Launch 后，Firefox 的安装程序将启动。
• 安装 Firefox 之后，Capture将出现对话框，其中显示消息 “安装程序已完成”。选择 OK（确定）。
• 这些区域有：Progress此时显示对话框。捕获过程完成后，您可能会在Progress对话框，但通常可以

安全地忽略这些对话框。请务必查看警告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检查完所有警告后，选择Close.
7. 在打包实例的桌面上，启动记事本，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以创建两个文件：禁用自动更新功能并设置主页

的配置文件，以及一个使用该配置文件的脚本文件。

Note

配置文件和脚本文件的第一行必须是两个正斜杠 (//)。

• 将以下代码复制到记事本中，并将文件另存为：C:\Program Files\Mozilla Firefox
\mozilla.cfg.

// Disable automatic updates
pref("app.update.enabled", false);
pref("app.update.auto", false );
pref("app.update.mode", 0);
pref("app.update.service.enabled", false);

// Disable the default browser check  
pref("browser.shell.checkDefaultBrowser", false);
pref("browser.startup.homepage_override.mstone", "ignore");

// Set the homepage
pref("browser.startup.homepage","https://www.amazon.com");

Important

• 此配置文件禁用 Firefox 的自动更新。我们建议禁用通过 Amazon WAM 安装的应用程序的
自动更新，因为此类更新可能会导致应用程序停止工作。相反，您必须手动更新应用程序
的版本。要创建版本更新，请参阅更新应用程序 (p. 12)。

• 此配置文件展示了如何将主页设置为 amazon.com。您可能想要指定另一个位置。
• 要创建使用配置文件的脚本文件，请将以下代码复制到记事本中，然后将文件另存为C:\Program 
Files\Mozilla Firefox\defaults\pref\local-settings.js.

//
pref("general.config.obscure_value", 0);

25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管理指南
验证程序包

pref("general.config.filename", "mozilla.cfg");

8.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窗口底部，选择文件选项卡。

• 打开的上下文（右键单击）菜单<ProgramFilesX64>\ Mozilla 火狐然后选择添加文件. InSource File 
name在添加文件对话框中，输入C:\Program Files\Mozilla Firefox\mozilla.cfg，然后
选择确定.

• 打开的上下文（右键单击）菜单<ProgramFilesX64>\ Mozilla 火狐\ 默认\ pref然后选择添加文
件. InSource File name在添加文件对话框中，输入C:\Program Files\Mozilla Firefox
\defaults\pref\local-settings.js，然后选择确定.

9.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窗口底部，选择项目选项卡，然后在中执行以下
操作：4. Package build：

• 对于 Label，输入程序包的标签。此标签将作为版本标签显示在 Amazon WAM 控制台中。
• 对于 Command line，选择 Launch Settings。在 Application Launch Settings (应用程序启动设置) 对

话框中，输入 C:\Program Files\Mozilla Firefox\firefox.exe。
• Select将工作文件夹设置为命令行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夹（如果有）.
• Select将图标设置为命令行可执行文件的源文件（如果有）.
• 选择 OK（确定）。

10.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工具栏上，选择Save（保存）以保存应用程序包
项目。

11. In5. 程序包上传，选择上传. 您可能会收到有关跳过文件的警告。这些警告通常可以安全地忽略，但请查
看日志以验证跳过的文件是否不必要。完成上传后，选择Close.

12. 关闭应用程序项目。

Note

上传后请勿修改项目。如果需要更新程序包，请创建程序包的新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新应用程序版本 (p. 28)。

应用程序包现已准备就绪，可供验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WAM 验证应用程序
包 (p. 26)。

使用 Amazon WAM 验证应用程序包
应用程序包在特殊的 EC2 实例上进行验证。首次访问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控制台时，会
与您共享一个 Amazon EC2 AMI。请使用此 AMI 启动验证实例。

任务
• 第 1 步：启动验证实例 (p. 26)
• 第 2 步：验证应用程序包 (p. 27)

第 1 步：启动验证实例
建议在实例自身的 VPC 中启动验证实例，以简化启动和配置。可以使用并且应该使用打包实例所用的同一 
VPC。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 步：启动打包实例 (p. 16)。

启动验证实例之前，必须创建AmazonWamAppPackagingIAM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应用程序
打包角色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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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验证实例

以下是启动验证实例时使用的具体设置。如果您需要有关启动 EC2 实例的其他信息，请参阅从 AMI 启动实
例主题中的主题Amazon EC2 Windows 实例用户指南.

Note

Amazon WAM 不支持用于打包或验证实例的实例元数据服务版本 2 (IMDSv2)。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EC2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ec2/。
2. 选择您的 VPC 所在的 AWS 区域。
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AMIs。
4. 在第一个筛选条件中，选择 Private images。
5. 选择Amazon WAM 管理员播放器AMI 然后选择启动.
6. 对于实例类型，我们建议您选择 m5.xlarge 或更大的实例类型，以获得最佳性能。此时将按 Amazon 

EC2 实例收费。适合您的情况的实例类型取决于您的应用程序的计算要求和大小。对于大多数应用程
序，我们建议您选择最新 M 系列的 xlarge 大小实例。有关可用实例类型的列表，请参阅Amazon EC2 
实例类型.

7. 在 Configure Instance Details (配置实例详细信息) 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适用于网络中，选择您的 VPC（用于 WAM 打包的 VPC）。
• 对于 Subnet，选择 VPC 中的公有子网。
• 对于自动分配公有 IP，选择启用。
• 适用于IAM 角色选择AmazonWamapp 包装您在中创建的角色创建应用程序打包角色 (p. 52).

8. （可选）在 Add Tags (添加标签) 页面上，选择 click to add a Name tag (单击以添加名称标签) 并为此
实例提供名称（例如，WAM validation instance）。

9. 在 Configure Security Group 页面上，选择允许通过端口 3389 (RDP) 从网络访问实例的安全组。您可
以使用为打包实例创建的相同安全组。

10. 选择启动。
11. 您可以使用为打包实例创建的 key pair。
12. 启动成功之后，验证实例可供您验证程序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 步：验证应用程序

包 (p. 27)。

第 2 步：验证应用程序包
启动验证实例后，可使用它来验证挂起的应用程序包。AWS 建议为创建的每个应用程序包启动全新的验证实
例。

验证应用程序包

1. 使用远程桌面客户端，连接到验证实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连接到您的 Windows 实例中
的Amazon EC2 Windows 实例用户指南. 在验证实例上执行说明中的剩余步骤。

2. 选择Amazon WAM 管理员播放器验证实例桌面上的快捷方式。
3. Select待处理应用在导航栏中。随即将显示需要验证的所有应用程序。
4. 选择要验证的应用程序包。如果程序包是全新的，请单击 Install。如果程序包是实例上已安装的现有实

例的新版本，请单击 Upgrade。随即将在验证实例上安装或升级应用程序。
5. 以用户身份启动应用程序，并验证它是否正常工作。

如果应用程序包未按预期安装或运行，可以通过创建程序包更新并验证更新来更新程序包。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创建应用程序更新 (p. 28)。

6. 单击 Approve，将程序包标记为已完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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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应用程序包，现在可以创建新的应用程序，也可以创建现有应用程序的新版本。有关创建新应用程序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上传应用程序 (p. 8)。有关创建现有应用程序的新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新版
本 (p. 13)。

更新程序包
创建应用程序包后，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修改程序包的内容。例如，您可能希望包含用户需要的其他文件，
更改注册表项使其在您的环境中工作，或设置您的用户特有的环境变量。

要更新应用程序包的内容，您必须以更新模式打开程序包。更新程序包后，必须先验证程序包，然后您的用
户才能下载新版本。

任务
• 创建新应用程序版本 (p. 28)
• 处理文件和文件夹 (p. 29)
• 处理注册表 (p. 32)
• 处理环境变量 (p. 34)
• 处理字体 (p. 36)
• 处理启动项目 (p. 37)
• 使用服务和驱动程序 (p. 39)
• 添加必需应用程序或脚本 (p. 40)
• 对程序包进行沙盒处理 (p. 43)
• 设置文件的安全性 (p. 45)
• 在程序包中使用许可证 (p. 47)

创建新应用程序版本
除了创建新应用程序包外，您还可以创建现有程序包的新版本。这对于分发应用程序的补丁和更新特别有
用。AWS 建议您针对所创建的每个应用程序包版本启动一个全新的打包实例。

启动打包实例后，使用它来创建新的应用程序包版本。如果正在创建应用程序补丁，则可以重用仅安装有要
修补的应用程序的打包实例。

创建应用程序更新
应用程序更新（或补丁）是对现有应用程序的更新，这需要已经安装该应用程序。AWS 建议使用此方法来应
用安全更新、应用程序更新和次要版本升级。

创建应用程序更新

1. 使用远程桌面客户端，连接到您的打包实例。在打包实例上执行说明中的剩余步骤。
2. 将更新安装程序或新应用程序版本下载到实例。
3. 通过打开桌面快捷方式启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4. 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工作室中控制面板中，选择要为其创建更新的应用程序。
5. 选择更新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工具栏上。如果应用程序已安装在实例

中，您将看到一个消息框，指出实例中的文件将被程序包中的文件覆盖。选择是。该消息框会显示已被
覆盖的文件列表。

Important

如果您双击程序包或选择 Open，则程序包会以只读模式打开。在此模式下将无法更新程序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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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照第 3 步：捕获应用程序安装 (p. 18)中所述捕获升级安装。
7. 如果需要修改任何可选设置，请选择 Settings，然后修改任何所需的包生成工具设置。大多数情况下会

使用默认设置。
8. 在Package build label字段中的程序包版本信息部分中，输入新版本的标签。在 Version notes (optional)

字段中，输入新版本的描述。
Note

您无法更改已上传程序包的命令行。如果需要修改命令行，则需要创建全新的程序包。
9. 按照第 4 步：上传应用程序包 (p. 20)中所述上传新的程序包版本。

应用程序包的新版本现已准备就绪，可供验证。在完成验证之前，不能将新版本分配给用户。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WAM 验证应用程序包 (p. 26)。

处理文件和文件夹
您可以更改应用程序包中的文件和文件夹，以满足用户需求。例如，您可能希望所有用户都拥有一个包含特
定文件的文件夹。或者，您可能希望通过删除不需要的文件夹和文件来减小程序包的大小。

您可以通过在项目控制面板中选择 Files 选项卡来更改程序包中的文件夹和文件。

您的程序包中包含两种类型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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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文件夹会映射到程序包实例中的实际系统文件夹路径。模板文件夹为蓝色，且不能删除或添加到程序包
中。

根文件夹会映射到导航窗格中所显示的相同路径。这些文件夹为黄色，是在创建程序包时添加的或后来手动
添加的。您可以将根文件夹添加到文件夹树的任何部分中。

添加根文件夹或子文件夹

1. 在 Files 选项卡中，在左侧导航栏中打开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Add Root Folder。要添加子
文件夹，请在左侧导航栏中打开某个文件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Add Subfolder。

2. 在 Add Folder 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要创建新的根文件夹，请选择 Create new root folder with the following name，然后为其输入路径。
• 要从程序包实例中的现有文件夹创建新的根文件夹，请选择 Create from existing source，然后选择

Browse，以选择要添加到程序包中的文件夹。但是，不会将根文件夹中的文件和子文件夹添加到程序
包中。要添加根文件夹中的所有子文件夹，请选择 Recursively include subdirectories。要添加文件
夹和子文件夹中的文件，请选择 Include files within the folder(s)。要使用不同的文件夹名称，请选择
Override existing folder name with the following name，然后键入新的文件夹名称。

3. 选择 OK（确定）。

向文件夹中添加文件

1. 如果文件不在程序包实例中，请将该文件添加到实例中。
2. 在 Files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在其中添加该文件的文件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Add 

File。
3. 在 Add File 对话框中，选择 Browse，然后选择要添加到程序包中的文件。
4. 要更改文件的名称，请选择 Override source file name with the following name，然后输入该文件的新名

称。
5. 选择 OK（确定）。

创建程序包后添加的文件夹和文件以洋红色显示。

重命名根文件夹或文件

1. 在 Files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重命名的根文件夹或文件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Rename。
2. 键入根文件夹或文件的新名称，然后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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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根文件夹或文件的属性

1. 在 Files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重命名的根文件夹或文件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Properties。

2. 在对话框中，更改文件夹的属性，然后选择 OK。

将某个文件夹设置为工作文件夹

工作文件夹包含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或某些相关文件。有些应用程序只有在将工作文件夹设置为不包含应用
程序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夹时才可使用。对于这些类型的应用程序，您必须将工作文件夹设置为另一个文件
夹。

1. 在 Files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用作工作文件夹的根文件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Set As 
Working Folder。

2. 在对话框中，更改文件夹的属性，然后选择 OK。

从程序包中删除文件夹或文件

• 在 Files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删除的文件夹或文件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Delete。

从程序包中排除文件夹或文件

从程序包中排除的文件夹、子文件夹和文件不会安装在 WorkSpaces 中，但它们仍属于程序包的一部分。这
样您就可以灵活地对一个程序包部署包含特定文件夹和文件，而对另一个程序包部署不包含这些文件夹和文
件。此外，通过排除文件夹和文件，您还能够在没有文件夹或文件的情况下测试程序包，然后将其从项目中
永久删除。

• 在 Files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从程序包中排除的根文件夹或文件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xclude。

排除的文件夹和文件以灰色斜体文本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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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未合并文件夹更改为合并文件夹

如果您的程序包具有已位于 Amazon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上的根文件夹，则程序包和客户端应用程序文件
夹都将合并到单个文件夹中。如果要分配使用相同文件夹的多个程序包，则每个文件夹的内容均会添加到单
个合并文件夹中。

合并文件夹带有一个加号 (+)。

• 在 Files 选项卡中，打开未合并文件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Merged Folder。

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文件夹或文件

• 在 Files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的文件夹或文件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Show in Explorer。

处理注册表
您可以通过在项目控制面板中选择 Registry 选项卡来修改程序包中的注册表。您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子项，或
在包括根项 (或配置单元) 在内的任意项下添加现有子项。但是，您不能创建新的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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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子项

1. 在 Registry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在其中添加子项的根或子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Add 
Key。

2. 在 Add Registry Key 对话框中，通过输入新名称来创建新项或使用现有项创建新项。

如果根据现有项创建新项，则可以选择下列选项中的一个或多个：

Recursively include subkeys

添加现有项下的所有子项。如果您仅希望添加选定项，请清除此选择。
Include values within the key(s)

添加项的值。清除此选择可仅添加相应项。
Use existing registry key instead of current key as addition target

添加从新项的顶级开始的完整路径，从而使您不必从顶级开始手动重新创建整个路径。
3. 选择 OK（确定）。

重命名注册表项

1. 在 Registry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更改其名称的根或子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Rename。
2. 更改项的名称，然后按 Enter。

更改注册表项的处置

1. 在 Registry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更改其名称的根或子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Disposition。选择 Apply setting to subkeys recursively，以将相同的处置应用于子项。

2. 选择 OK（确定）。

将值添加到项中

1. 在 Registry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更改其值的根或子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Ad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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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Add Registry Value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 Name，输入注册表值的名称。
• 对于 Type，选择值的数据类型。
• 对于 Data，输入注册表值。选择 Display as hexadecimal，以显示十六进制值。

Note

如果注册表值似乎包含一个环境变量，例如%ServerName%，Amazon Studio 尝试解析环境
变量。如果该环境变量不存在，则 Amazon Studio 会对%characters.%ServerName%变成%
%ServerName%%. 要将环境变量用作值，请在 Environment 选项卡中定义该环境变量。

3. 选择 OK（确定）。

编辑值

1. 在 Registry选项卡中，打开您要更改其值的根或子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dit Value。
2. 在 Edit Registry Value 对话框中进行更改。
3. 选择 OK（确定）。

删除项或值

1. 在 Registry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更改其值的根或子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Delete。
2. 选择 OK（确定）。

排除项

从程序包中排除的注册表项不使用 WorkSpaces，但它们仍属于程序包的一部分。这样您就可以灵活地对一
个程序包部署包含特定项，而对另一个程序包部署不包含这些项。此外，通过排除项，您还可以先测试不含
项的程序包，然后再从项目中删除相应项。

1. 在 Registry 选项卡中，打开您要排除的根或子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xclude。
2. 选择 OK（确定）。

已排除的项将以斜体文本显示。

处理环境变量
您可以通过在项目控制面板中选择 Environment 选项卡，来设置您的程序包使用的环境变量。您可以查看程
序包中的环境变量、添加新环境变量，或更改现有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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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选项卡显示两种类型的环境变量：用户环境变量 (特定于每个用户，并在注册表中的
HKEY_CURRENT_USER \ Environment 下设置) 和系统环境变量 (全局变量，适用于每个人，并在注册
表中的以下位置设置：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Environment)。这些环境变量在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中设置，具体取决于 Settings 对话框的
Virtualization 中的 Environment Variables 设置。

• 在创建程序包时，会将整个操作系统中共享的环境变量添加到 HKEY_CURRENT_USER\Environment 注
册表项中。这些环境变量可用于该操作系统中的所有应用程序。

• 当应用程序在操作系统中启动时，会在进程环境中设置仅对应用程序可见的环境变量。应用程序的子进程
本身就能使用这些环境变量，但系统上的其他进程无法访问这些环境变量。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设置环境变量，所有虚拟环境变量都会覆盖具有相同名称的任何现有变量。此规则的唯一
例外是 %PATH% 或 %PATHEXT% 变量。这些变量会自动附加到现有系统值中。例如：

PATH = %PATH%;c:\newfolder

Note

有些传统应用程序可能会检查注册表以查找特定配置单元下的环境变量，并且不会在进程环境中使
用这些变量。对于此类应用程序，请使用直接使用注册表选项卡位于正确的位置，并将项处置设置
为 Virtual-隔离 (layer 4)。

添加环境变量

1. 在 Environment 选项卡中，在窗格中打开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Add Environment 
Variable。

2. 在 Add Environment Variable 对话框中，输入环境变量的名称和值，然后选择 OK。

编辑环境变量

1. 在 Environment 选项卡中，打开要编辑的环境变量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dit。
2. 在 Edit Environment Variable 对话框中，编辑环境变量的名称和值，然后选择 OK。

删除环境变量

• 在 Environment 选项卡中，打开要删除的环境变量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依次选择 Delete 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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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字体
您可以通过在项目控制面板中选择 Fonts 选项卡，来配置您的程序包中所用字体。

程序包中的字体要么仅可用于程序包中的应用程序，要么可用于操作系统中的其他应用程序，具体取决于
Settings 对话框中 Virtualization 下的 Font 设置。

Note

要向项目中添加更多字体，您需要知道相应字体对应的文件名，而不只是字体名称。在许多情况
下，每个字体均有多个文件。例如，Arial 由四个文件组成，其中一个针对基本字体，而另外几个分
别针对斜体、粗体和粗斜体。

导入系统字体

1. 在 Fonts 选项卡中，在窗格中打开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Import Font。
2. 在 Import Font 对话框中，选择一个字体，然后选择 OK。

重复此步骤可导入其他系统字体。

从字体文件添加字体

1. 将字体文件复制到程序包实例中。
2. 在 Fonts 选项卡中，在窗格中打开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Import Font。
3. 在 Add Font 对话框中，输入字体的名称，然后选择 Browse 以查找字体文件。
4. 选择 OK

Note

如果将字体的虚拟化设置设为注册，但将相应字体文件的处置设置为 Virtual-隔离 (layer 4)，则字体
的处置将显示为红色。尽管有虚拟化设置，但该字体对于操作系统上的其他应用程序不可见。

编辑字体

1. 在 Fonts 选项卡中，打开要编辑的字体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dit。
2. 在 Edit Font 对话框中，更改值，然后选择 OK。

更改字体的属性

您可以从 Fonts 选项卡中编辑预取、处置和安全设置，而不是在 Files 选项卡中查找和编辑字体文件。

1. 在 Fonts 选项卡中，打开要编辑的字体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Font File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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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Font File Properties 对话框中，更改属性值，然后选择 OK。

删除字体

• 在 Fonts 选项卡中，打开要删除的字体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依次选择 Delete 和 OK。

排除字体

WorkSpaces 不使用已排除的字体，但它们仍属于项目的一部分。这样您就可以灵活地在一个程序包中包含
特定字体，而在另一个程序包不包含这些字体。此外，通过排除字体变量，您也可以先测试不含字体的程序
包，然后再从该程序包中删除字体文件。

1. 在 Fonts 选项卡中，打开要排除的字体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xclude。
2. 选择 OK（确定）。

已排除的字体将以斜体文本显示。

处理启动项目
启动项目是通常在操作系统启动时启动的程序，这些程序与应用程序一起安装。这些程序通常包括允许直接
访问应用程序功能的系统托盘图标，即使应用程序未运行也是如此。

您可以通过在项目控制面板中选择 Startup 选项卡，来配置您的程序包中所用字体。

操作系统会将启动项目作为一个称为 Run 的特殊注册表项或作为一个“开始”项目进行启动。可以在 Settings
对话框的 Virtualization 中设置您的启动首选项。

Run 注册表项中的可执行文件路径会显示在 Startup 选项卡中。

HKCU Run (HKCU 代表 HKEY_CURRENT_USER)

适用于当前用户。
HKCU RunOnce

适用于当前用户，但只运行一次。
HKLM Run (HKLM 代表 HKEY_LOCAL_MACHINE)

适用于所有 Work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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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启动项目，您需要以下信息：

• 您是希望启动项目作为注册表项启动，还是作为“开始”菜单项启动
• 注册表项的名称和路径 (如果需要)
• 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添加注册表项启动项目

1. 在 Startup 选项卡中，在左侧导航窗格中打开 HKCU 或 HKLM 文件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
选择 Add Startup Value。

2. 在 Add Startup Value 对话框中，输入启动项目的可执行文件的名称和路径，然后选择 OK。

添加“开始”菜单启动项目

1. 在 Startup (启动) 选项卡中，在左侧导航窗格中打开 <UserStartup> 或 <CommonStartup> 件夹的上下
文（右键单击）菜单，然后选择 Add Startup File (添加启动文件)。

2. 在 Add Startup File 对话框中，输入启动项目的可执行文件的名称和路径。要对可执行文件使用其他名
称，请选择 Override source file name with the following name，然后输入新名称。

3. 选择 OK（确定）。

编辑启动项目

1. 在 Startup 选项卡中，打开要编辑的字体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dit。
2. 在对话框中，更改值，然后选择 OK。

Note

如果启动项目的注册表项的处置为已安装永久 (layer 1) 或 “已安装临时” (layer 2)，但是相应的
可执行文件处置设置为 Virtual-active (layer 3) 或 Virtual-隔离 (layer 4)，则系统会使用红色处置
标记该项目，因为该注册表项目会使用红色处置标记该项目。密钥实际存在于客户端上，而它
所指向的文件却不存在。

更改启动项目的属性

您可以从 Startup 选项卡中编辑预取、处置和安全设置，而不是在 Files 选项卡中查找和编辑字体文件。

1. 在 Startup 选项卡中，打开要编辑的字体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dit Command Line File 
Properties。

2. 在 Command Line File Properties 对话框中，更改属性值，然后选择 OK。

Note

如果启动项目指向快捷方式（.lnk文件) 具有已安装永久 (layer 1) 或已安装临时处置，但目标可执
行文件设置为虚拟集成 (layer 3) 或 Virtual-隔离 (layer 4)，系统会使用红色处置标记该项目，因为快
捷方式实际存在于操作系统中，而它所指向的文件不是。

删除启动项目

• 在 Startup 选项卡上，打开要删除的字体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依次选择 Delete 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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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启动项目

WorkSpaces 不使用已排除的启动项目，但它们仍属于程序包的一部分。这样您就可以灵活地在一个程序包
部署中包含特定启动项目，而在另一个程序包中不包含这些项目。此外，通过排除启动项目，您还可以先测
试不含启动项目的程序包，然后再从该程序包中删除该启动项目。

1. 在 Startup 选项卡上，打开要排除的字体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xclude。
2. 选择 OK（确定）。

已排除的字体将以斜体文本显示。

使用服务和驱动程序
您可以在项目控制面板中选择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查看在创建程序包时安装的服务和驱动程序，或
添加新服务和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和服务是操作系统内的共享组件，这意味着虽然文件和注册表项可能是虚拟的，但正在运行的进程
会影响整个操作系统。某些类型的服务或驱动程序必须在系统启动时运行，可能需要将此类服务或驱动程序
及任何依赖项设置为已安装临时 (layer 2)。删除服务或驱动程序时，您可能需要使用可配置的 AppEvent 触
发器来执行系统重启。

添加服务或驱动程序

1. 在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上，在窗格中打开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Import Service or 
Driver。

2. 在 Import Service or Driver 对话框中，从列表中选择服务或驱动程序，然后选择 OK。
3. 选择 Yes，将服务或驱动程序的映像添加到您的程序包中。

更改服务或驱动程序的注册表项处置

1. 在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上，打开要更改处置的服务或驱动程序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
择 Service Key Disposition。

2. 在 Service Key Disposition 对话框中，依次选择注册表项的处置和 OK。如果显示消息框，请选择是将
上级密钥更改为 Virtual-active (lay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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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服务或驱动程序的图像文件属性

如果您通过 Files 选项卡为服务或驱动程序添加了图像文件，则可在 Services 选项卡内编辑预取、处置和安
全设置，而无需从 Files 选项卡查找并编辑该文件。

Note

对于程序包内具有 Virtual-集成( layer 3) 处置的任何服务或驱动程序，保证其所有依赖项 (例
如.dll、.ini、.manifest、.cfg文件等) 可供其自身访问。如果将服务或驱动程序设置为已安
装永久（第 1 层）或已安装临时（第 2 层），请将依赖项设置为已安装永久性（第 1 层）或已安装
临时（第 2 层）处置。如果服务设计为在 Windows 登录时自动启动，则这一点尤为重要。您可以
将 Dependency Walker 用作工具，来识别可执行文件成功运行所需的 DLL 文件。

1. 在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上，打开要更改其图像文件属性的服务或驱动程序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
单，然后选择 Edit Image File Properties。

2. 在 Image File Properties 对话框中，选择您的设置，然后选择 OK。

编辑服务或驱动程序属性

1. 在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上，打开要更改其图像文件属性的服务或驱动程序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
单，然后选择 Edit。

2. 在对话框中，更改设置，然后选择 OK。

更改服务或驱动程序的故障操作

• 在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上，打开要更改其故障操作的服务或驱动程序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
然后选择 Turn Failure Actions OFF (如果重启已启用) 或 Turn Failure Actions ON (如果重启已禁用)。
如果无法更改所选服务或驱动程序的故障操作，则该选项会灰显。如果已为服务或驱动程序启用故障操
作，则该服务的名称将显示为红色。

删除服务或驱动程序

• 在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上，打开要删除的服务或驱动程序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依次选
择 Delete 和 OK。

排除服务或驱动程序

操作系统不使用排除的服务或驱动程序，但它们仍属于程序包的一部分。这样您就可以灵活地在一个程序包
部署中包含特定服务或驱动程序，而在另一个程序包中不包含这些服务或驱动程序。此外，通过排除服务或
驱动程序，您还可以先测试不含服务或驱动程序的程序包，然后再从该程序包中删除该服务或驱动程序。

1. 在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上，打开要排除的服务或驱动程序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Exclude。

2. 选择 OK（确定）。

排除的服务或驱动程序以斜体文本显示。

添加必需应用程序或脚本
有些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其他应用程序或脚本，才能让打包的应用程序正常运行。这些其他应用程序或脚本可
能需要在打包的应用程序启动之前、期间或之后启动。例如，您可能需要这些其他应用程序或脚本来执行以
下操作：

• 配置办公套件和浏览器应用程序的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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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虚拟打印机
• 在打包的应用程序之前启动后台应用程序

要启动这些其他应用程序或脚本，您可以使用可配置的 AppEvent 触发器。可配置的 APPEvent 触发器是您
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设置的一项操作，用于运行处理程序以启动这些其他应用
程序 该处理程序可以是采用任何编程语言 (如 C++) 编写的应用程序，也可以是采用脚本语言 (如 VBScript) 
编写的脚本。

可配置的 AppEvent 触发器中所用的应用程序不受大小限制，但所用的脚本大小不得超过 10MB。添加到程
序包中的应用程序或脚本无法直接修改。如果在程序包中修改应用程序或脚本，则 Amazon Studio 或亚马逊
管理员播放器将禁用该应用程序或脚本。

示例应用程序和脚本
打包实例包含以下示例应用程序和脚本，其路径为：C:\Program Files\Amazon\WAM Admin Studio
\Samples。

文件名 描述 错误代码

AddService.exe 添加和启动服务 –1

DotNetCheck.vbs 检查是否有 Microsoft .NET 
Framework。指定要签入的主要
版本号和次要版本号参数.

1

DirectXCheck.vbs 检查是否有特定版本的 Microsoft 
DirectX。指定要签入的主要版本
号和次要版本号参数.

1

OpenFirewall.vbs 为指定的程序或端口打开防火
墙。

–1

OSMemCheck.vbs 检查是否有足够的内存。 –1

QuicktimeCheck.vbs 检查是否有特定版本的 Apple 
QuickTime。指定要签入的主要版
本号和次要版本号参数.

1

ReaderCheck.vbs 检查是否有特定版本的 Adobe 
Reader。指定要签入的主要版本
号和次要版本号参数.

1

RemoveService.exe 停止和删除服务 –1

处理程序错误
如果处理程序返回故障代码，则 Amazon Studio 会记录故障代码，但不会显示任何有关错误代码的消息。而
处理程序必须显示错误代码的相关消息。如果在激活触发器期间发生故障，则应用程序不会添加到亚马逊管
理员播放器。如果在退出触发器期间发生故障，则处理程序将继续执行。

Note

在 Windows 注销或关闭期间，系统会跳过触发器，因为 Windows 不允许在此期间创建新进程。

添加可配置的 AppEvent 触发器
您可以通过 Amazon Studio 添加可配置的 APPEvent 触发器。

41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管理指南
添加必需应用程序或脚本

添加可配置的 AppEvent

1. 在亚马逊工作室中，选择更新以获取包中的文件。
2. UNDER3.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3. 在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 Configurable AppEvents 和 Add。

4. 在 Configurable AppEvent Settings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 Trigger，请选择启动处理程序的时间。

触发器 描述

After registration 首次将应用程序添加到 Amazon WorkSpaces 应
用程序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程序时发生一次。

After activation 在应用程序包已激活 (触发安装) 后，立即发生一
次。

After virtualization 在虚拟化已完成 (安装完成) 后立即发生。

After launch 在应用程序启动后立即发生。

After exit 在应用程序退出后发生。

Before deactivation 在应用程序包停用并从 Amazon WorkSpaces 应
用程序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删除该应用程序
之前，立即发生一次。

Before devirtualization 在去虚拟化操作开始以及从 WorkSpaces 中删除
应用程序之前发生。

• 对于 Frequency，请选择启动触发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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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 描述

Fire Once 此操作仅启动一次。

Fire Always 此操作会在发生触发条件时启动。如果仅发生一
次触发条件，则此操作仅启动一次。

• 对于  Handler command line，请输入处理程序的路径和必需参数。如果应用程序或脚本位于 
WorkSpaces 上，请选择使用本地应用.

Warning

使用 Extra 参数时，一定不要添加 <、>、|、&、^、“、#、%、{, }、\、~、[, ]、‘ 或空格等字
符，除非门户和处理程序分别对其进行编码和解码。所有字符都作为值的一部分显示在这个
额外环境变量中，且无需经过转义。

• 对于 Handler launching，请根据需要选择以下一项：

Note

该设置会影响关键文件，使用时应谨慎。

Run elevated (only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or later)

如果处理程序需要管理员权限。
Run as LocalSystem (only if allowed by group policy)

如果处理程序应作为系统进程启动。处理程序中的应用程序或脚本具有与用户相同的文件访问权
限。

• 适用于After launch，选择等处理程序等待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
的可配置 APPEvent 触发器才能进入下一个状态，以指示必须等处理程序完成。如果清除该选项，则
处理程序会启动，触发器会继续并行执行正常操作。以分或秒为单位设置 Time out after，表示客户端
中的触发器等待处理程序退出的时间。在 Success codes 中，设置具体的返回值，以指示触发器成功
触发或失败。默认情况下，0 表示成功，所有其他值均表示失败。您也可以设置其他成功代码。

• 选择 OK，以添加可配置的 AppEvent 触发器。

对程序包进行沙盒处理
沙盒旨在将对文件系统或注册表所做的更改与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程序隔离
开。Amazon WAM Admin player 会对文件进行部分沙盒处理，也就是说，只有程序包文件夹或其根文件夹
的子文件夹中修改或添加的内容才会经过沙盒处理。例如，如果软件包只包含安装根文件夹和计划文件文件
夹，以及应用程序是否在Windows文件夹中，然后将这个新文件直接写入系统。亚马逊管理员 Player 沙箱
所有默认的注册表配置单元（即，HKCR、HKCU、HKLM、HKU)，但任何其他配置单元必须属于程序包的一部
分，才能经过沙盒处理。

对于程序包中经过沙盒处理的路径，其内容独立于系统，这意味着，此类内容未写入本地系统而是被单独存
储，仅供应用程序访问。还是使用上面的示例，如果程序包在 Program Files 文件夹下新建了一个文件，则
该文件会经过沙盒处理且不会写入到系统。如果尝试修改，则应用程序仅会修改 Program Files 文件夹下未
包括在程序包中的现有文件。相同的规则适用于未包括在程序包中的现有注册表项。

一般来说，请不要对用户保存的所有文档或数据进行沙盒处理。下表列出的文件夹是经过沙盒处理的文件夹
仅有的一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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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排除文件夹

沙盒排除文件夹 路径

System Root C:\

Desktop C:\Users\<username>\Desktop

文档 C:\Users\<username>\Documents

下载 C:\Users\<username>\Downloads

Music C:\Users\<username>\Music

Pictures C:\Users\<username>\Pictures

视频 C:\Users\<username>\Videos

Links C:\Users\<username>\Links

收藏夹 C:\Users\<username>\Favorites

Contacts C:\Users\<username>\Contacts

Saved Games C:\Users\<username>\Saved Games

搜索 C:\Users\<username>\Searches

Temp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temp

Internet Cache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
\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Shared Documents C:\Users\<username>\Documents

Shared Downloads C:\Users\<username>\Downloads

Shared Music C:\Users\Public\Music

Shared Pictures C:\Users\Public\Pictures

Shared Video C:\Users\Public\Videos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向这些文件夹写入数据，则数据会如用户预期的一样直接写入系统，即使 Users 文件夹作
为根文件夹属于应用程序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配置程序包中的沙盒

1. 在亚马逊工作室中，选择更新以获取包中的文件。
2. UNDER3.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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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Sandboxing。
4. 要排除文件夹，请选择 Folder Exclusions。在 Sandbox Folder Exclusions 对话框中，选择 Add，然后

键入要排除的文件夹路径。选择 OK（确定）。

Tip

您可以从资源管理器中将要排除的文件夹拖放到 Folder Exclusions 对话框。
5. 要排除注册表项，请选择 Registry Key Exclusions。在 Sandbox Registry Key Exclusions 对话框中，选

择 Add，然后输入要从程序包中排除的注册表项。
6. 适用于Disposition for new registry key roots，选择Virtual-integrated (layer 3)对于应用程序和本地系统

可以看见但未实际安装在本地系统上的资源，或者Virtual-isolated (layer 4)适用于只有应用程序才可以看
见并且未实际安装在本地系统上的资源。

7. 对于 Application settings，请选择 Preserve application settings when application is removed，以便
在从用户中删除应用程序分配时保存用户修改的应用程序特定设置；或选择 Allow Windows to road 
application settings，以便将应用程序特定设置写入标准 Windows 漫游配置文件位置。

8. 选择 OK（确定）。

设置文件的安全性
特定应用程序进程可能需要绕过您的应用程序文件的标准安全设置。例如，可能需要应用程序补丁 
(如“Windows 更新”) 才能修改具有只读属性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安全性覆盖来允许修改，同时仍
保护应用程序。另一个示例是，不允许反病毒或索引软件提取所有应用程序页面。通过拒绝那些特定进程访
问虚拟应用程序，也可以防止此类不良副作用。

Note

使用不同的安全设置仅影响文件安全设置，而不更改处置层的可见性。如果文件处置设置为Virtual-
isolated (layer 4)，那么将系统进程设置为覆盖所有安全设置仍然看不到该文件。

更改文件的安全性

1. 在亚马逊工作室中，选择更新以获取包中的文件。
2. UNDER3.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45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管理指南
设置文件的安全性

3. 在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 Security 和 Add。
4. 在 Security Override Process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 Process name，请键入安全性覆盖控制的确切进程名称。请勿使用通配符。
• 对于 Recognition method，选择使用下面一种方法，来确定要覆盖进程的哪个文件版本。同一个文件

在系统中可能有多个版本。对于需要文件路径的任何选项，请在 Process file 字段中输入路径和文件
名。
Process name

仅使用进程名称。这种验证方法的安全性最差。
进程路径

使用进程的路径和文件名。
MD5 哈希值

使用 MD5 算法来计算并存储可执行文件的指纹，以验证进程文件是否真实可信。这种验证方法
的安全性最高。

CRC 校验和

使用 CRC 算法来计算和存储校验和值，以验证进程文件是否真实可信。
• 对于 Choose how virtual assets should be accessed (disposition override)，请选择以下一项：

Allow or deny access based on the dispositions specified for the virtual assets

使用文件、文件夹、注册表项和值的单个处置设置。
Always allow access

将所有文件、文件夹、注册表项和值均视为具有虚拟集成 (layer 3) 处置，即使它们具有虚拟隔离 
(layer 4) 处置也是如此。

Always deny access

将所有文件、文件夹、注册表项和值均视为具有虚拟隔离 (layer 4) 处置，即使它们具有虚拟集成 
(layer 3) 处置也是如此。

• 对于 Security settings override，请为以下选项选择 Allow 或 Deny，然后选择 Apply。

Note

Deny 优先于 Allow。同时选择这两项设置与选择 Deny 的效果相同。
Read or copy content of files

读取或复制应用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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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or modify content of files

写入或修改应用程序文件的内容。
Make files visible through folder listings

以文件夹列表的形式显示文件。

在程序包中使用许可证
添加应用程序许可证的方式取决于许可证的类型。

选项
• 对所有实例使用一个许可证 (p. 47)
• 使用 ISV 许可证服务 (p. 47)
• 每个实例使用一个许可证 (p. 47)

对所有实例使用一个许可证
对于所有用户使用一个主许可证的应用程序，请在打包应用程序时在相应的界面输入许可证。许可证将捕获
到程序包中并用于所有实例。

使用 ISV 许可证服务
对于使用托管在网站中的 ISV 许可证服务的应用程序，请在打包应用程序时在相应的界面输入服务 URL。服
务提供的用于激活应用程序的信息将捕获到程序包中并用于所有实例。

您还可以通过将包含许可证服务位置的环境变量添加到每个 WorkSpaces 客户端，然后使用可配置的 
AppEvent 来运行读取环境变量的脚本以自动连接到许可证服务，从而激活应用程序。

使用可配置的 AppEvent 连接到 ISV 许可证服务

此过程假设您的 WorkSpaces 客户端具有包含许可证服务位置的环境变量，并且您拥有使用许可证服务来激
活应用程序的脚本。

Note

不能将可配置的 AppEvent 添加到程序包的新版本。

1. 将脚本复制到程序包实例。
2. UDER3. 可选设置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中，选择设置.
3. 在 Settings 对话框中，选择 Configurable AppEvents 和 Add。
4. 在 Configurable AppEvent Settings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 Trigger，选择 After launch。
• 对于 Frequency，选择 Fire the first time only。
• 对于 Handler，在 File name 字段中，输入脚本的名称以激活应用程序。
• 连续两次选择 OK 以关闭对话框。

每个实例使用一个许可证
对于每个实例使用一个许可证的应用程序，请在计算机上安装应用程序时在相应的界面中输入许可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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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亚马逊 WAM 查找程序包
您可以通过 WorkSpaces 控制台查看应用程序目录中的程序包列表。

查找程序包

1. 从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
2. 选择 Packages，随即将显示应用程序目录中所有程序包的列表。

与亚马逊 WAM 共享程序包
可以创建一个应用程序包，然后与其他 AWS 账户共享。有权访问共享程序包的账户可以基于共享应用程序
创建新应用程序包。

程序包按版本共享。要共享程序包的新版本，请将 AWS 账号添加到新程序包的权限列表中。

Important

自 2022 年 1 月 7 日起，您不能再与其他账户共享包裹。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AWS Support.

共享程序包

您需要获得希望与之共享程序包的账户的 AWS 账号。

1. 从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
2. 选择 Packages，随即将显示应用程序目录中所有程序包的列表。
3. 选择程序包，并选择 Modify Permissions。
4. 对于 Version，选择要共享的程序包的版本。
5. 适用于AWS 账号，键入要与之共享程序包的账户的 AWS 账号，并选择添加权限.
6. 选择保存。

将其他账户添加到权限列表后，他们可以将使用共享程序包的应用程序上传到其自己的应用程序目录
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上传应用程序 (p. 8)。

从权限列表中删除账户

1. 从打开 WorkSpace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workspaces/.
2. 选择 Packages，随即将显示应用程序目录中所有程序包的列表。
3. 选择程序包，并选择 Modify Permissions。
4. 在要删除的账号旁边，选择 Delete 和 Save。

使用亚马逊 WAM 删除程序包
可以通过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包，使用程序包。在删除程序包时，会删除程序包的所有版本。

如果已与区域内的其他 AWS 账户共享程序包或者已从程序包创建或配置应用程序，则不能删除程序包。要
删除此类程序包，请先取消共享程序包并删除与之关联的所有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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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程序包

1. 使用远程桌面客户端 Connect 到打包实例，并启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包管理器 Studio。在
打包实例上执行说明中的剩余步骤。

2. 从 Dashboard 中选择程序包，然后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打开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并选择 Delete。
• 在工具栏中选择 Delete。
• 打开程序包以查看程序包详情，然后在工具栏中选择 Delete。

了解颜色编码
您可以通过查看颜色来确定控制面板中项目的状态。如果此项目有冲突，则将鼠标指针悬停在项目上可看到
一条消息。

下表显示了每种颜色的含义。

项目代码

颜色/属性 项目类型 描述

Black 所有项目 普通.

灰色 模板文件夹 该文件夹中不包含任何文件。

灰色斜体 文件

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注册表项和值

已从程序包中排除此项目。

蓝色 文件

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注册表项和值

此项目是在创建程序包后添加
的。此颜色不适用于手动添加到
程序包中的项目。

Magenta 文件

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注册表项和值

此项目在创建程序包后发生更
改。此颜色不适用于手动添加到
程序包中的项目。

Red 文件

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注册表项和值

在创建程序包的过程中跳过此项
目。

Red 所有项目 程序包中缺少此项目，或此项目
有冲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下表以了解冲突代码。

粗体 文件夹 工作文件夹。

粗体 文件 命令行。

选项卡中的红色文本表示您的程序包中存在冲突。下面几节介绍了选项卡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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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 选项卡

字段 意义

Source File 项目的文件不在程序包中。请将缺少的文件添加到
程序包中。

Fonts 选项卡

字段 意义

Action 字体设置为已注册，但字体对操作系统将不可见，
因为 Fonts 注册表项设置为虚拟隔离 (第 4 层)。

Action 和 File Disposition 字体设置为已注册，但字体对操作系统将不可见，
因为字体文件设置为虚拟隔离 (第 4 层)。

文件路径 项目的文件不在程序包中。请将缺少的文件添加到
程序包中。

Startup 选项卡

字段 意义

Name 和 Command Disposition 系统无法启动 Run (或 RunOnce) 注册表项资产，
因为该注册表项设置为已安装永久 (第 1 层) 或已安
装临时 (第 2 层)，但其目标命令行设置为虚拟集成 
(第 3 层) 或虚拟隔离 (第 4 层)，因此它将对系统不
可见。

Command Disposition，针对 HKCU Run 或 HKCU 
RunOnce 下的项

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 系统上不存在快捷方式文件。
• 启动快捷方式不能由操作系统启动，因为它设置

为已安装永久 (第 1 层) 或已安装临时 (第 2 层)，
但其目标命令行设置为虚拟集成 (第 3 层) 或虚拟
隔离 (第 4 层)，因此它将对系统不可见。

Services & Drivers 选项卡

字段 意义

Action 对于未指定类型的服务，无法执行此操作。

Error Control 未指定错误控制类型。

交互式 未指定交互式设置。

Image File 驱动程序设置为在系统引导或启动时启动，但其服
务注册表项或图像文件设置为虚拟集成 (第 3 层) 或
虚拟隔离 (第 4 层)，因此届时它对系统将不可见。

Image File 和 Key Disposition 图像文件层大于服务注册表项层，这样可能会导致
行为不一致，除非服务注册表项设置为虚拟集成 (第 
3 层) 或虚拟隔离 (第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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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意义

名称 该服务设置为发生故障时自动重启。这样会导致当
关闭应用程序时始终重启该服务，从而使其恢复为
正在运行状态。要修复这一问题，请将服务的故障
操作设置为 Turn Failure Actions OFF。

Start 未指定启动类型。

Type 未指定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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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亚马逊 WAM 资源的访问权限
Important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Amazon WAM) 即将到期，从 2023 年 9 月 1 日（生命周期
结束 (EOL) 日期）起将不再可用。作为当前订阅者，您的现有订阅和套餐在 EOL 日期之前不会受
到影响，但是亚马逊 WAM 和 Marketplace 应用程序的新订阅以及对亚马逊 WAM 标准订阅的升级
将不再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寿命终结常见问题。

Amazon WAM 必须有权代表您执行某些操作。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授予此访问权限。

默认情况下，IAM 用户没有访问 Amazon WAM 资源的权限。要允许 IAM 用户对 Amazon WAM 资源执行操
作，您必须创建一个策略，授予用户访问 Amazon WAM 的权限。

有关进行配置 WorkSpaces 以实现您的安全和合规性目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中的 “安全” WorkSpaces。

目录
• 创建应用程序打包角色 (p. 52)
• 创建 AWS Marketplace 访问角色 (p. 52)
• （可选）授予 IAM 用户访问亚马逊 WAM 的权限 (p. 53)

创建应用程序打包角色
此 IAM 角色允许 Amazon WAM 打包实例访问您的应用程序包目录。如果尚未创建
AmazonWamAppPackaging 角色，请使用以下步骤创建该角色。

创建 IAM 角色以访问您的 Amazon WAM 应用程序目录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Roles，然后选择 Create role。
3. 在 Select type of trusted entity 页面上，选择 EC2，然后选择 Next: Permissions。
4. 在 “附加权限策略” 页面上，选中AmazonWorkSpacesApplicationManagerAdminAccess策略的复选框，

然后选择 “下一步：标签”。
5. （可选）将标签添加到角色，然后选择 Next: Review (下一步：审核)。
6. 在 Review 页面上，键入 AmazonWamAppPackaging 作为角色的名称，然后选择 Create role。

Important

您必须指定 AmazonWamAppPackaging 作为该角色的名称，否则打包和验证应用程序将不能
访问您的程序包。

创建 AWS Marketplace 访问角色
此 IAM 角色允许 Amazon WAAWS Marketplace M 代表您访问。首次登录 Amazon WAM 控制台时，系统会
提示您创建名称为的角色AmazonWamMarketplace_Default_Role。必须允许创建此角色。

以下是该AmazonWamMarketplace_Default_Role角色的 IAM 政策。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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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ffect": "Allow",            
      "Action": [            
        "catalog-admin:Describe*",            
        "catalog-admin:Get*",            
        "catalog-admin:Search*",            
        "catalog-admin:List*",            
        "catalog-admin:CreateListing",            
        "catalog-admin:UpdateListing",            
        "catalog-admin:DeleteListing",            
        "catalog-user:SimulateView*",            
        "catalog-user:SimulateGet*",            
        "catalog-user:SimulateBrowse*"            
      ],            
      "Resource": "*" 
    } 
  ]
}

此角色信任 wam.amazonaws.com 服务来代入它。以下是信任策略文档。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wam.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

如果您使用AWS Organizations管理您的 AWS 账户的策略，请
在AmazonWamMarketplace_Default_Role角色中加入以下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Stmt1541731687000", 
      "Effect": "Allow", 
      "Action": [ 
          "ec2:AcceptReservedInstancesExchangeQuote", 
          "wam:*", 
          "catalog-admin:*", 
          "catalog-user:*" 
      ], 
      "Resource": [ 
          "*" 
      ] 
    } 
  ]
}

（可选）授予 IAM 用户访问亚马逊 WAM 的权限
以下 IAM 策略允许 IAM 用户或用户组管理 Amazon W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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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该catalog-admin:Search*操作将允许用户选择亚马逊 WAM 订阅计划。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定价与套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atalog-admin:*",                                                                
        "ds:*",                
        "iam:ListAttachedRolePolicies",                
        "iam:ListRoles",                
        "iam:CreateRole",                
        "iam:PutRolePolicy" 
      ], 
      "Resource": "*" 
    } 
  ]
}

有关将策略嵌入用户或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内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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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WAM 问题排查
下面是您在使用Amazon WAM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问题
• 查找日志文件 (p. 55)
• 应用程序打包问题 (p. 55)
• Amazon WAM 应用程序问题 (p. 58)
• 设备驱动程序和服务问题 (p. 60)
• 缺少快捷方式、文件和文件夹问题 (p. 62)
• 一般性问题 (p. 64)
• AWS账户问题 (p. 64)

查找日志文件
如果您遇到打包问题，请查看日志文件。

Amazon Studio 日志文件包含您在打包应用程序时发生的所有错误。

Amazon Admin Player 日志文件显示了捕获并过滤到包中的文件和注册表项以及任何错误。

查看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日志文件

1. 在打包实例上，打开 C:\Program Files\Amazon\WAM Studio\Capture 文件夹。
2. 打开遇到问题的应用程序包的相应日志文件。

查看亚马逊管理员播放器日志文件

1. 在亚马逊 WAM 管理员播放器中，选择文件和选项。
2. 在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Log 选项卡上，选择 View Log。

应用程序打包问题
以下是可能出现的应用程序打包问题。

问题
• 如何隐藏我的应用程序的添加/删除程序条目？ (p. 56)
• 我无法更改我的程序包中的设置 (p. 56)
• 我无法从我的应用程序进行打印 (p. 56)
• 我无法检索应用程序列表 (p. 56)
• 我的应用程序因为许可问题而无法运行 (p. 56)
• 我的应用程序无法启动 (p. 57)
• 我的应用程序缺少依赖项 (p. 57)
• 我的文件关联不起作用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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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隐藏我的应用程序的添加/删除程序条目？
许多应用程序都会在 Windows 控制面板的“添加或删除程序”或“程序和功能”列表中添加一个条目。此条目可
能会令人困惑，因为应用程序是虚拟的，无法卸载。您可以从列表中删除此条目。

隐藏应用程序条目

1.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的项目中，选择 “注册表” 选项卡。
2. 打开以下注册表项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

我无法更改我的程序包中的设置
您通过双击控制面板中的程序包以只读模式打开了程序包。要更改包中的设置，请在 Amazon Studio 工具栏
上选择 “更新”，在更新模式下打开软件包。如果程序包中的应用程序已经安装在打包实例上，则会出现一个
消息框，询问您是否覆盖现有文件。选择 Yes 用程序包中的文件覆盖程序包实例上的文件。被覆盖的文件显
示在 Progress 对话框中。

我无法从我的应用程序进行打印
一些应用程序会安装新的打印机设备，这些设备可能包含在一个程序包中。在 Amazon App WorkSpaces 
lication Manager Studio 的 “文件” 选项卡上，spool 文件夹是SystemDir系统文件夹下的子目录。如果从 Files
选项卡中删除该文件夹，附带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应用程序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在 Registry 选项卡上，以下注
册表项包含对 spool 文件夹中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引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Environments\Windows NT 
 x86\Drivers

如果新的打印机未显示在应用程序中，请使用以下过程。

重启打印后台处理程序

1.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项目选项卡。
2. 3 岁以下。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3. 在 Settings 对话框中，选择 Virtualization。
4. 在 Special requirements 下，选择 Restart Print Spooler 和 OK。

我无法检索应用程序列表
如果您收到来自 Amazon A WorkSpaces 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的错误消息，指出无法检索您的应用程
序列表，请确认您已按照中的创建应用程序打包角色 (p. 52)说明创建了正确的 IAM 角色，并将该角色应用于
打包实例。

我的应用程序因为许可问题而无法运行
许多应用程序采用某种形式的复制保护来防止盗窃和强制执行适当的许可。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
理器 Studio 不会取消版权保护。如果需要允许多个用户使用应用程序，请打包该应用程序，以便它使用序列
号进行大量许可，并且多个系统可以使用单个密钥激活应用程序 (例如，Microsoft 产品使用批量许可密钥)。
否则，应用程序会提示用户提供许可证；并非所有系统都能激活应用程序并使其完全正常运行。

56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管理指南
我的应用程序无法启动

在其他系统上测试程序包，以确保不存在您没有注意到的任何强制许可形式。如果程序包不工作或提示提供
许可，请在打包实例上再次测试程序包。如果应用程序绑定到硬件，它应该在同一系统上工作。有关支持的
许可模型的信息，请联系软件 ISV。

我的应用程序无法启动
有时，当命令行不正确时，应用程序可能无法启动。您可能需要在命令行中指定不同的可执行文件，或者可
能需要添加参数。检查原始应用程序快捷方式（通常在 “开始” 菜单中找到），并使用与 4 中相同的命令行和
参数。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工作室的Package 构建。

另一个问题可能是某些应用程序会在安装期间或第一次启动后修改本地机器的 PATH 环境变量。PATH
变量中可能包含一些特定于系统的条目 (例如：PATH=%PATH%;C:\ApplicationPath1;C:
\ApplicationPath2)。通过选择 Environment 选项卡和 Path，然后检查 Value 字段中是否存在任何特定
于应用程序的路径环境变量，确保该程序包不包含系统特定的条目。

我的应用程序缺少依赖项
许多应用程序都要求存在特定的运行时库或最低版本的 NET 框架。Amazon App WorkSpaces lication 
Manager Studio 附带了以下 C + 运行时库的最新版本：

• Visual C++ 2008 x86 和 x64
• Visual C++ 2005 x86 和 x64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其他依赖项，请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安装依赖项。捕获依赖项安装后，在上传软件包
之前，将依赖文件和注册表项的处置设置为虚拟隔离（第 4 层）。

设置文件和注册表项的处置

1.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文件选项卡。
2. 打开依赖文件或文件夹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Properties。
3. 在 “属性” 对话框中，选择 “虚拟隔离（第 4 层）” 和 “确定”。
4. 在 Registry 选项卡上，打开注册表配置单元或注册表项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Disposition。
5. 在 “注册表项处置” 对话框中，选择 “虚拟隔离（第 4 层）” 和 “确定”。

我的文件关联不起作用
Windows 在 Windows 注册表的 HKEY_CLASSES_ROOT 配置单元下管理应用程序的文件扩展名关联。必
须在注册表中设置文件类型，并且不能隐藏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确保您需要的文件扩展名存在于项目的
Registry 选项卡中。如果缺少扩展名，请手动添加扩展名。

您还可以打包应用程序的新版本，在 “捕获应用程序安装” 对话框中为以下进程选择 “捕获文件和注册表活动” 
下的所有进程，运行该应用程序并配置默认文件关联。检查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是否未隐藏，并将处置设置
为虚拟集成（第 3 层）。

创建新程序包版本

要创建新程序包版本，您需要安装文件。

1. 在 Amazon App WorkSpaces lication Manager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控制面板选项卡，在列
表中选择您的项目，然后在工具栏中选择更新和关闭。

2. 2 岁以下。 应用程序安装，选择 “安装”。
3. 在 Capture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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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Installer path 字段，输入您的安装程序的路径和文件名。
• 对于 Command line parameter 字段，输入安装应用程序所需的任何参数。
• 在 Capture file and registry activity for the following processes 下，选择 All processes。
• 选择 Ignore changes under the Installer path specified above。
• 选择 Launch，安装应用程序，然后选择 OK 和 Close。

4. 在 Files 选项卡上，打开可执行文件的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Properties。
5. 在 “文件属性” 的 “处置” 下，选择 “虚拟集成（第 3 层）” 和 “确定”。
6. 在 Project 选项卡上，进行以下操作：

• 在 4 中。 Package 构建，在 “标签” 字段中输入描述此新版本的文本。此文本将显示为程序包的版
本。

• 在 5 中。 Package 上传，选择上传。

Amazon WAM 应用程序问题
以下是 Amazon WAM 应用程序可能存在的问题。

问题
• 我已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未在使用率报告中看到该用户 (p. 58)
• 我已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该用户没有应用程序 (p. 58)
• 我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应用程序未显示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程序

中 (p. 58)
• 我已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用户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看

到 消息“No apps yet. To get apps, contact your admin (还没有应用程序。要获取应用程序，请与管理员
联系)”。 (p. 59)

• 我需要管理 Windows 上的用户访问控制 (p. 59)
• 我需要在 WorkSpaces 上执行 HTTPS 代理检查 (p. 60)

我已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未在使用率报告中看到
该用户
除非该用户是首次启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否则您不会在使用报告中看到该用户。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用户 (p. 15)。

我已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该用户没有应用程序
确保 WorkSpace 客户端桌面上有 Amazon WAM 快捷方式。如果客户端桌面上没有快捷方式，请参阅设置 
Amazon WAM 安装程序和访问分配的应用程序.

我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应用程序未显示在 
Amazon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程序
中
具有安装类型指定为必需默认情况下应显示在我的应用亚马逊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的部分。具有安装类型
指定为可选没有显示在我的应用部分直到用户选择发现在亚马逊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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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用户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看到 消息“No 
apps yet. To get apps, contact your admin (还没有
应用程序。要获取应用程序，请与管理员联系)”。我已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但用户在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看
到 消息“No apps yet. To get apps, contact your admin 
(还没有应用程序。要获取应用程序，请与管理员联
系)”。
具有安装类型指定为必需默认情况下应显示在我的应用亚马逊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的部分。具有安装类型
指定为可选没有显示在我的应用部分直到用户选择发现在亚马逊 WAM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

如果在用户选择 DISCOVER (发现) 之后应用程序仍不显示，则证书颁发机构 (CA) 可能缺失、已过期或未启
用。WorkSpace 必须至少安装并启用了以下证书颁发机构 (CA) 之一：

• Amazon Root CA 1
• Starfield Services Root Certificate Authority – G2
• Starfield Class 2 Certificate Authority

从 2018 年 5 月开始，Amazon WorkSpaces 强制使用 Amazon Trust Services 颁发的数字证书。在 Amazon 
WorkSpace 支持的操作系统上，Amazon Trust Services 已经是受信任的根 CA。但是，如果您操作系统的
根 CA 列表并非最新，则 Amazon WorkSpaces 可能会遇到问题。

将 Amazon Trust Services 添加到 WorkSpace 的本地根 CA 列表中

1. 打开 https://www.amazontrust.com/repository/。
2. 下载 DER 格式的 Starfield 证书 

(2b071c59a0a0ae76b0eadb2bad23bad4580b69c3601b630c2eaf0613afa83f92)。
3. 打开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从命令提示符窗口运行 mmc。）
4. 依次选择 File (文件)、Add/Remove Snap-in (添加/删除管理单元)、Certificates (证书)、Add (添加)。
5. 在 Certificates snap-in (证书管理单元) 页面上，选择 Computer account (计算机账户)，然后选择 Next 

(下一步)。保留默认值 Local computer (本地计算机)。选择 Finish (结束)。选择 OK（确定）。
6. 展开 Certificates (Local Computer) (证书 (本地计算机))，然后选择 Trusted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依次选择 Action (操作)、All Tasks (所有任务) 和 Import (导
入)。

7. 按照向导的说明，导入下载的证书。

我需要管理 Windows 上的用户访问控制
对于触发用户访问控制 (UAC) 输入的应用程序，Amazon WAM 的行为与本机安装的应用程序类
似。Amazon WAM 没有引入任何变化。可以通过经常用于管理用户权限的相同策略来管理 UAC。

对于使用脚本作为应用程序安装的一部分（例如，KMS 激活）的应用程序，可以将脚本设置为以本地系统管
理员身份运行。如果 WorkSpace 上的用户不是本地管理员，则 Amazon WAM 要求设置以下两项注册表设
置，以允许在程序包内执行脚本：

• HKLM\SOFTWARE\Amazon\StreamingCore\Settings\AppEvent\AllowLocalSystem,DWORD,"1"
• HKLM\SOFTWARE\Amazon\StreamingCore\Settings\Driver\PhysicalLayerMode,DWOR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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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在 WorkSpaces 上执行 HTTPS 代理检查
所有 Amazon WAM 终端节点都通过端口 443 (HTTPS) 进行访问。如果您使用公司代理路由 WorkSpace 出
站流量，并执行 HTTPS 内容检查，建议您排除 Amazon WAM 终端节点。排除终端节点可防止验证或延迟
问题。

为确保 Amazon WAM 正常运行，以下终端节点必须通过 HTTPS 进行访问：

• *.cloudfront.net
• wam-idb.region-code.amazonaws.com
• wam-ps.region-code.amazonaws.com
• s3.amazonaws.com
• *.s3.amazonaws.com
• s3-external-1.amazonaws.com
• *.s3-external-1.amazonaws.com
• *.s3-region-code.amazonaws.com
• sqs.region-code.amazonaws.com

设备驱动程序和服务问题
以下是可能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服务问题。

问题
• 如何打包即插即用设备的驱动程序？ (p. 60)
• 我无法停止处于运行状态的服务 (p. 61)
• 我的 Windows 服务或驱动程序无法启动 (p. 61)

如何打包即插即用设备的驱动程序？
用于打印机等设备的即插即用驱动程序分两个阶段安装：

•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使用安装程序将驱动程序文件复制到硬盘。
• Windows 将文件与正确的设备关联。

从 Vista 开始，Windows 使用一个名为“驱动程序存储”的受保护存储库来存储受信任的设备驱动程序。要设
置设备驱动器，请使用使用 AppEvent 该pnputil.exe实用程序的可配置驱动器。此实用工具可从驱动程序
存储中添加和删除驱动程序。使用实用工具添加驱动程序的语法为：

pnputil.exe -i -a "C:\<folder>\driver.inf"
Warning

不要尝试将驱动程序存储区中的文件设置为永久安装（第 1 层）或临时安装（第 2 层），因为这会
导致虚拟化失败。

排除设备驱动程序文件

1.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文件选项卡。
2. 打开 <WindowsDir>\inf\ 文件夹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Exclude。
3. 要排除设备驱动程序使用的所有虚拟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实例桌面上，执行以下操作以打开设备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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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开始。
• 键入 devmgmt.msc，键入按 Enter。

• 双击列表中的设备驱动程序以打开 Properties 对话框。
• 在 Properties 中，选择 Driver 选项卡和  Driver Details，记下 Driver File Details 对话框中列出的文

件，然后选择 OK。
•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文件选项卡。
• 打开每个文件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Exclude。

4. 要排除 TWAIN 设备的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排除 TWAIN 设备的文件

1. 在 Amazon App WorkSpaces lication Manager Studio 的控制面板选项卡中，选择您的项目，然后
在工具栏上选择更新。

2. 选择 Files 选项卡。
3. 对于 <WindowsDir>\SSDriver 下的每个驱动程序文件，打开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Properties。
4. 在 “属性” 对话框中，在 “处置” 和 “确定” 下选择 “临时安装（第 2 层）”。

5. 在 Amazon App WorkSpaces lication Manager Studio 中，在项目窗格顶部选择您的项目，然后在 3 下
方。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6. 在 “设置” 中，选择 “可配置” AppEvents 和 “添加”。
7. 在 “可配置 AppEvent 设置” 对话框中，选择 “触发器下激活后”。
8. • 在 Handler 中的文件名中键入命令行%SystemRoot%\system32\pnputil.exe。在 Handler 

Launching，选择 Run elevated (only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or later) 和 OK。

Note

即使在 Amazon WAM Admin Player 删除了应用程序之后，设备驱动程序仍保留在系统上。这
是预期行为。

我无法停止处于运行状态的服务
Windows 任务管理器跟踪所有采用虚拟集成（第 3 层）或虚拟隔离（第 4 层）处置的可执行文件和服务。当
可执行文件或服务正在使用时，Windows 任务管理器会将此文件或服务的 Status 值显示为 Running。

为避免跟踪使用情况，请将这些文件（例如服务 ImagePath）和服务的处置设置为临时安装（第 2 层）处
置。

此外，有些服务可能被配置为在中断后自动重新启动。

配置中断的服务以自动重新启动

1. 在 Amazon App WorkSpaces lication Manager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注册表选项卡。
2. 从服务的以下配置单元中删除 Failure 操作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我的 Windows 服务或驱动程序无法启动
如果服务需要开始使用唯一帐户AWS 账户（通常默认为 LocalSystem），则应用程序需要 “可配置” 
AppEvent 才能创建此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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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有些系统服务具有严格执行的安全描述符。在添加新服务时，必须匹配已安装版本的安全描述符。
在命令提示符处使用 sc sdshow <service_name> 可显示为服务设置的安全描述符。将应用程
序标记为添加服务后需要重启系统通常可更正安全描述符。

如果应用程序有启动或系统驱动程序，请将这些服务或驱动程序的所有文件和注册表项标记为临时安装（第 
2 层）。

设置文件和注册表项的处置

1.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 “服务和驱动程序” 选项卡。
2. 打开服务或驱动程序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Service Key Disposition。
3. 在对话框中，选择 “临时安装（第 2 层）”，然后选择 “确定”。
4. 打开服务或驱动程序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Image File Properties。
5. 在对话框中，选择 “临时安装（第 2 层）”，然后选择 “确定”。

Warning

将文件和注册表项都设置为临时安装（第 2 层）处置。如果文件和注册表项具有不同的处置设
置，您可能会遇到问题。

6. 在 Registry 选项卡上，打开您的服务或驱动程序的每个旧注册表项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Exclude。

7. 打开您的服务或驱动程序的每个 Enum 注册表项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Exclude。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Root
•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NAME}\Enum

8. 在 Project 选项卡上，选择允许或避免系统重启。在 3 中。 可选设置，选择 “设置”，然后在 “设置” 对话
框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求系统重启

1. 选择 Virtualization。
2. 在 Special requirements 下，选择 Require system reboot 和 OK。

避免系统重启

使用可配置 AppEvent 来避免系统重启。

1. 选择 “可配置” AppEvents 和 “添加”。
2. 在 “可配置 AppEvent 设置” 对话框中，在 “触发器” 下选择 “启动后”。
3. 在处理程序命令行下的文件名中，键入sc.exe start <driver_name>和确定。

有关服务如何工作的更多信息，请转到 Microsoft 知识库中的如何创建 Windows 服务。
Note

如果不重新启动，就无法停止系统驱动程序并将其从系统中删除。Amazon App WorkSpaces 
lication Manager Studio 会将这些文件从系统中删除，但在重新启动之前，驱动程序仍处于加载状
态。

缺少快捷方式、文件和文件夹问题
以下是缺失的快捷方式、文件和文件夹可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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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我的快捷方式不见了 (p. 63)
• 我的快捷方式是一个空白窗口 (p. 63)
• 文本的字体错误 (p. 63)
• 我的文件夹和文件不在我的应用程序中 WorkSpace (p. 63)

我的快捷方式不见了
如果在安装应用程序后快捷方式文件丢失，请验证以下内容：

• 对于出现在开始菜单上的快捷方式，快捷方式文件应位于 CommonPrograms 或 UserPrograms 文件夹
中。

• 对于出现在 Windows 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快捷方式文件应位于 CommonDesktop 或 UserDesktop 文件
夹中。

• 快捷方式文件和文件夹的处置设置应设置为虚拟集成（第 3 层）。这允许用户在客户端计算机的操作系统
中访问该快捷方式。

• 快捷方式文件上的安全设置不应选择 Hide from folder listing 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快捷方式文件在客户
端计算机上将不可见。

我的快捷方式是一个空白窗口
如果应用程序的桌面图标为空白 Windows 图标，则可以在 “文件属性” 对话框的 “安全设置” 下将应用程序的
可执行文件设置为 “防止复制”。这是此设置的正常行为，应用程序将正常运行。

文本的字体错误
大多数应用程序都有自己的程序字体。如果应用程序使用注入字体打包，仅供在 “设置” 对话框的 “虚拟化” 
下选择的应用程序使用，则不会显示字体。只有当应用程序从亚马逊应用程序管理器工作室启动时，才能在 
WorkSpaces 应用程序中使用私有字体。

使私有字体可供所有应用程序使用

1.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项目选项卡。
2. 3 岁以下。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3. 在 Settings 对话框中，选择 Virtualization。在 Fonts 下，选择 Register fonts for system-wide use 和

OK。

除 Fonts 选项卡外，还可在以下位置找到注册的字体：

• fontsFilesSystemFonts 选项卡上  目录的  中
• Registry 选项卡上的以下注册表项中：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Fonts

我的文件夹和文件不在我的应用程序中 WorkSpace
如果您将应用程序打包到与中使用的文件夹同名的安装文件夹 WorkSpace，则中的文件夹 WorkSpace 可
能会消失。这也可能影响标有虚拟集成（第 3 层）处置的通用文件夹下的文件，这些文件夹标有集成但未合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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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问题

修复缺少文件夹和文件的现有应用程序包

1. 对安装文件夹使用唯一名称。
2.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文件选项卡。
3. 打开上下文 (右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Properties。
4. 在 “文件属性” 对话框中，在 “处置” 和 “确定” 下选择 “虚拟隔离（第 4 层）”。

一般性问题
以下是您在打包应用程序时可能遇到的一般性问题。

问题
• 我的用户看到有关备用数据流 (ADS) 的警告消息 (p. 64)
• 我的文件夹本应包含来自其他应用程序的文件，却只包含我的应用程序中的文件 (p. 64)

我的用户看到有关备用数据流 (ADS) 的警告消息
当应用程序启动时，用户可能会收到有关备用数据流 (ADS) 的警告消息 WorkSpaces。大多数情况下，这
些消息并不是严重问题，可以忽略。极少数情况下，应用程序可能需要 ADS 才能使用特定文件。在这种情
况下，程序包应该从沙盒中排除该文件。将文件的处置设置为已安装的永久配置（第 1 层）或已安装的临时
（第 2 层）。

从沙盒中排除文件并设置处置

1.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文件选项卡。
2. 打开文件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Exclude。
3. 打开文件的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Properties。
4. 在 “属性” 对话框中，在 “处置” 和 “确定” 下选择 “已安装-永久（第 1 层）” 或 “已安装-临时（第 2 

层）”。

我的文件夹本应包含来自其他应用程序的文件，却只包
含我的应用程序中的文件
您的文件夹是一个根文件夹，其内容只对程序包中的应用程序可见。要在未合并文件夹中查看其他应用程序
的文件，请更新程序包，并将该文件夹配置为合并文件夹。合并文件夹可使来自其他应用程序的文件对所有
应用程序都可见。要将未合并文件夹更改为合并文件夹，请在 Files 选项卡上打开未合并文件夹的上下文 (右
键单击) 菜单，然后选择 Merged Folder。

AWS账户问题
下面是您在打包应用程序时可能AWS 账户遇到的问题。

问题
• 我的漫游AWS 账户和文件夹重定向不起作用 (p. 65)
• 如何创建独一无二的作品AWS 账户？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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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漫游AWS 账户和文件夹重定向不起作用

我的漫游AWS 账户和文件夹重定向不起作用
Amazon App WorkSpaces 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允许使用HKEY_CURRENT_USER注册表设置
和%appdata%文件夹内容来支持漫游配置文件。Windows 漫游配置文件存在的任何限制仍然适用。

如果您使用文件夹通过映射驱动器或 UNC 路径重定向到网络共享，请将文件夹和文件的处置设置为推荐的
永久安装（第 1 层）或临时安装（第 2 层）。如果文件或文件夹设置为虚拟集成（第 3 层）或虚拟隔离（第 
4 层），则应用程序将无法启动。

例如，如果要将该%appdata%文件夹重定向到\\fileshare\user1\appdata\该文件夹，则模板文件夹?
roamingappdata?必须仅包含具有安装永久性（第 1 层）或已安装-临时（第 2 层）配置的文件和文件夹。
重定向到其他本地磁盘支持将文件设置为虚拟集成（第 3 层）或虚拟隔离（第 4 层）配置。

Warning

使用文件夹重定向，网络文件夹必须在激活应用程序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如果 %appdata% 映
射到 n:\{username}\appdata，则 appdata 文件夹必须已经存在于服务器上。

启用漫游配置文件支持

1. 在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中，选择项目窗格顶部的项目选项卡。
2. 3 岁以下。 可选设置，选择设置。
3. 在 Settings 对话框中，依次选择 Sandboxing、Application settings 下的 Allow Windows to roam 

application settings 和 OK。

如何创建独一无二的作品AWS 账户？
有些应用程序在安装AWS 账户时会产生特殊效果。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Studio 无法
捕获，AWS 账户因为它们不能在操作系统之间传输。在 Amazon Application Manager Studio 安装 
WorkSpaces 应用程序时，您需要创建可配置 AppEvent 以编程方式在主机上复制AWS 账户和密码。

Note

AWS 账户可能在注册表中以安全标识符 (SID) 的形式出现。例如，S-1-5-18 是本地系统账户。有关
更多信息，请转到 Microsoft 知识库内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广为人知的安全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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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配额

下表列出了 Amazon WorkSpaces Application Manager (Amazon WAM) 的配额（也称为限制）。“Service 
Quotas” 控制台提供有关 Amazon WAM 配额的信息。您可以使用 “Service Quotas” 控制台查看默认的服务
配额，或者请求提升配额对于可调整的配额。

资源 默认值 描述 可调整

每个用户的应用程序分
配

50 当前区域中此账户中，
每个用户的应用程序分
配的最大数目。

是

每个应用程序的用户/
WorkSpace 或组分配

200 当前区域中此账户中，
每个应用程序的用户/工
作区或组分配的最大数
目。

是

程序包总大小（不含存
储费）

100 GB 当前区域中此账户中的
所有包裹的最大总尺寸
（以 GB 为单位）。您
可以打包的应用程序数
目没有配额，但如果程
序包超过 100GB，则会
收取存储费用。

否

应用程序的大小 5GB 可以打包在当前区域中
的此账户中的最大应用
程序大小（以 GB 为单
位）。大于 5GB 的应用
程序不能使用 Amazon 
WAM 打包。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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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机器翻译版本。若本译文内容与英语原文存在差异，则一律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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