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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arallels Access，能够远程访问所有的 Mac 和 Windows 应用程序以及 

iPad、iPhone、Android 设备或另一台电脑上的文件。 

您可以操作桌面应用程序如同原生移动应用程序一样，使用已熟悉的手势操作非常方便，而且会

自动调整大小平铺移动设备的整个显示屏。 

 

您还可以在您的设备上存储和处理来自电脑的文件，并与任何人共享电脑上的文件。 

阅读此指南了解如何安装和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本章内容 

您需要什么 ............................................................. 6 

设置 Parallels Access .................................................. 6 
 
 

章  1  

欢迎进入 Parallels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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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进入 Parallels Access 

 

您需要什么 

通过使用 Parallels Access，您连接或使用来自以下设备的应用程序： 

• 运行 macOS 10.10 或更高版本的 Mac 

• 配备 Windows 7 或更新版本的 PC 或虚拟机 

想要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您需要以下设备之一： 

• 运行 iOS 9 或更高版本的 iPad（二代、三代或四代）或任意 iPad Air、iPad Pro 或 

iPad mini 

• 运行 iOS 9 或更高版本的 iPhone（4s 或更高版本） 

• 运行安卓 4 或更新版本的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 

想要使用 Parallels Access 从另一台电脑上连接您的电脑，另一台电脑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 MAC 的配置： 

• Safari 6 或更高版本 

• Chrome 14 或更高版本 

• Firefox 6 或更高版本 

• Opera 12.10 或更高版本 

• Windows PC 的配置： 

• Internet Explorer 10 或更高版本 

• Chrome 14 或更高版本 

• Firefox 6 或更高版本 

• Opera 12.10 或更高版本 

您的电脑和移动设备必须连接互联网。务必下载和安装您的操作系统的最新更新。 
 

设置 Parallels Access 

仅需简单几步即可安装运行 Parallels Access。要设置 Parallels Access： 

1 在要连接到的计算机上，转到 access.parallels.com，并使用 Parallels 账户登录。 

您可以使用现有的 Parallels 账户登录，如果您还没有账户可注册一个新的 Parallels 

账户或通过 Facebook 或 Google 账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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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进入 Parallels Access 

 

2 点击 下载 然后在您的电脑上下载和安装 Parallels Access 代理。 

重要说明：如果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操作虚拟机，请为您的电脑本机操作系统下载和安装 

Parallels Access 代理。而且，您将可以使用本机和虚拟机两个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 

如果您想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操作多台电脑，请在每台电脑上下载和安装 Parallels 

Access 代理。 

3 为了确保当您不在计算机旁边时仍可以访问计算机及其文件，请设置为永不进入休眠模式（见

第 33 页）。 

4 如果您想要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请进行以下操作： 

1. 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下载并安装获取自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的 

Parallels Access 。 

 

2. 打开 Parallels Access 并登录。 

5 要在另一台计算机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请转到 access.parallels.com，并使用 

Parallels 账户登录。 

 



 

 

本小节详细阐述了当您的电脑和手机或平板电脑相连接时，如何使用 Parallels Access 

的所有功能。 

本章内容 

入门 ................................................................... 8 

组织和打开应用程序 ..................................................... 11 

查看应用程序 ........................................................... 13 

点击、拖拽、滚动和选择 ................................................. 17 

使用键盘 ............................................................... 19 

一次查看多个应用程序 ................................................... 20 

设置声音播放 ........................................................... 21 

管理和共享文件 ......................................................... 21 

游戏模式 ............................................................... 31 

鼠标模式 ............................................................... 33 

从远程地址访问您的电脑 ................................................. 33 

安全性 ................................................................. 36 
 
 

入门 

设置 Parallels Access 后，便可以开始在移动设备上使用桌面应用程序，具体步骤如下： 

1 如果 Parallels Access 代理未在您的电脑上运行，请打开它（在 Mac 上的 应用程序 

文件夹中或在 Windows 中的 开始 屏幕或 所有程序s 中） 

Parallels Access 代理会自动登录并通过 Parallels Access 服务器进行注册。 

2 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打开 Parallels Access。 

 

3 登录 Parallels 账户。 

章  2  

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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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如果是首次使用此设备进行登录，将会收到一封包含设备验证链接的电子邮件。打开此电子邮

件，并单击验证链接。 

 

然后，返回到 Parallels Access，并点按“我已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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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所有登录到 Parallels Access 的电脑都可以被访问。 

 

您可以向左或向右推送以切换至其它电脑。 

4 轻拍有您想要使用的应用程序或文件的电脑。 

一旦连接，您即可登录到您的电脑并开始在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您的应用程序。 

如果您无法连接，请查看 故障排除 小节 (p. 44) 查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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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组织和打开应用程序 

如果是首次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将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到计算机，便会看到 App 

Launcher，其中显示相应计算机中的多个应用程序。 

 

您可以从 App Launcher 移除应用程序或向其添加应用程序。 

添加应用程序到 App Launcher： 

1 iPad：依次点按右上角的“菜单”按钮（三个点）和“将项添加到 App Launcher”。 

iPhone：点按左下角的“+”。 

Android：依次点按右上角的“菜单”按钮（三个点）和“编辑应用程序列表”。 

此时，将会看到计算机上所有应用程序的列表。 

2 打开 Switcher 

或勾选您想要添加的应用程序旁边的复选框。要查找一个应用程序，请在搜索字段中键入。 

从 App Launcher 移动或移除应用程序： 

iPad/iPhone：按住任意应用图标，直到应用开始呈现扭动效果。然后，将应用拖到其他位置

即可移动它，或点按应用图标左上角的“X”即可删除它。 

Android：长按应用，然后将它拖到其他位置即可移动它，或将它拖到屏幕顶部的“删除”即

可删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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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还可以快速删除多个应用，具体方法是依次点按“菜单”按钮（三个点）和“编辑应用程序列

表”，然后取消选中要删除的应用旁边的复选框。 

从 App Launcher 

移除应用程序并不会从您的电脑移除该应用程序，因此您稍后还可以把该应用程序再次添加到 

App Launcher。 

打开应用程序：轻拍应用程序： 

返回至 App Launcher：轻拍工具栏或 或 App Switcher 的 。在 App Launcher 

中，可以打开其他应用。 

在安卓主屏幕上创建一个快捷键: 

如果您有安卓设备，您可以创建任何应用程序的快捷键，这样就可以直接从安卓主屏幕上启动它

们。 

1 从 App 

Launcher，轻拍并按住一个应用程序图标一会，然后拖拽它以在屏幕顶部创建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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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2 要启动应用程序，只需轻拍主屏幕上的图标即可。 

 
 

查看应用程序 

Parallels Access 调整到您如何使用设备，那么您就可以按您所想的方式看到您的应用程序。 

横向和纵向 

当您打开一个应用程序时，Parallels Access 

会自动调整其大小以适应您所使用的设备的屏幕大小。您可以用您的设备横向或纵向查看应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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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在平板电脑上横向查看应用程序：不论在平板电脑还是手机上，应用程序窗口都会调整屏幕大小

以平铺。 

 

纵向查看应用：当使用 iPhone 

或安卓手机时，您会看到整个应用程序的屏幕，向左向右推送则可以滚动到两边。 

 

当使用 iPad 或安卓平板电脑时，整个应用程序跨越中心水平呈现，顶部和底部呈现黑色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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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应用程序和其窗口之间的切换 

应用程序之间和窗口之间的移动以及打开和关闭窗口非常容易。 

在打开的应用程序直接切换：您轻拍右边工具栏中的  在下面显示 App Switcher 

就可以看到所有打开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会以被使用的顺序呈现。轻拍任何打开的应用程序以

切换至该应用程序。向左推送查看更多打开的应用程序。 

 

切换至其它打开的窗口：在 App Switcher 

中，如打开了多个应用程序窗口则会在应用程序缩略图上显示一个数字。轻拍该数字以展开打开

的窗口，然后轻拍窗口以切换至该窗口。 

 

关闭应用程序或窗口：轻拍  以显示 App Switcher，然后轻拍应用程序缩略图左上角中的 X 

来关闭应用程序。要仅关闭应用中的一个窗口，可以展开窗口（见上文），然后点按窗口左上角

的“X”。 

移动或隐藏工具栏 

工具栏有基础的系统功能并且总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在不需要时移动或删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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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移动工具栏：要移动屏幕右边的 Parallels Access 工具栏，请向上或向下拖拽。 

 

显示或隐藏工具栏：在 iPad 

上，想要隐藏工具栏，可把它推送到屏幕右边来实现。要再次显示，请从屏幕右边边缘向中间推

送。 

调整显示屏 

您可以根据喜好调整大小、分辨率和图片质量。 

放大：在 iPhone 或安卓手机上，您可以在应用程序的某个位置两指推开来实现放大。 

注意：使用一些支持用触控板或触摸屏调整内容大小的应用程序，例如Microsoft 

Word，一旦你缩小或放大，里面的内容也会相应缩放来调整大小。 

修改分辨率：如果想要尽可能多的看到应用程序屏幕，则可以修改分辨率。为此，请依次点按右

侧工具栏中的“ ”和“桌面分辨率”。您可以选择： 

• 最适合设备：这是默认的设置，最大限度平衡可读性和详尽性。 

• 更多空间：您可以看到更多应用程序但是界面和文本会更小。 

• 与电脑相同：该分辨率匹配您电脑的屏幕。 

可以尝试每种设置看哪种更适合您。 

注意：当您正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时，您的电脑显示器的分辨率会为了适应 iPad 

而进行调整。当您从电脑断开连接 Parallels Access 时或在 iPad、iPhone 或安卓设备上按下 Home 

按钮几分钟后，显示器的分辨率会立刻恢复正常。 

总是显示高质量图片：如果网速变慢，Parallels Access 

可以默认调整图片的保真度。要设置为始终显示优质图片，请依次点按右侧工具栏中的“

”和“桌面分辨率”，然后弃用“更优质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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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退出全屏模式：在许多 macOS 

应用中，可以单击右上角的双箭头，从而进入全屏模式。应用程序的菜单栏会消失。要想退出 

Parallels Access 中的 全屏 模式，请轻拍屏幕顶部的 退出全屏 图标。 

 
 

点击、拖拽、滚动和选择 

您可以使用操作 iPad、iPhone 或安卓设备的应用程序的相同手势在 Parallels Access 

中控制来自电脑的应用程序。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手势，更有利于操作桌面应用程序。 

点击：直接轻拍界面元素实现点击它。会出现一个触控点指示显示您所点击的地方。轻拍两次以

双击。 

Smart Tap 技术能够帮助激活您想要控制的项目，即使您未击中只在其周围轻拍亦可。 

点击更精确：通过使用这种方法，您每次都可以准确点击您想要点击的位置。在想要点击的项目

（例如小的按钮）附近轻拍并按住，会弹出一个放大镜，把指针中心置放于该项目上，释放以点

击。 

 

拖拽项目：在您的电脑上，您通常会点击鼠标然后拖拽来实现操作，如在屏幕中移动项目，选择

文本，移动选定文本，选择菜单项，拖拽滑块、窗口分隔条以及其它界面项目，等等。通过 

Parallels Access，您能够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实现同样的操作。 

要拖拽项目，请进行以下操作： 

• 轻拍并按住您想要拖拽的项，会弹出一个放大镜，保持按住一会儿蓝色线会环绕放大镜，同时

会弹出指针显示该项目已被锁定在内。然后拖拽移动该项目。 

• 或想要更快速拖拽，请轻拍并按住您想要拖拽的项，使用其它手指在屏幕其它地方轻拍，然后

拖拽该项。 

您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实现点击并按住鼠标按钮来完成对任何项目和对象的抓取。例如，不用轻拍

菜单名称再轻拍菜单项，为了更精确地实现，而是可以轻拍菜单名，按住直到指针锁定并且菜单

打开后再拖到您想要的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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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右击: 双指轻拍。在很多情况下，此操作会引出一个快捷菜单。 

右击更精确：  

1 在想要点击的项目附近轻拍并按住，会弹出一个放大镜。 

2 把指针中心置放于该项目上，按住的同时，使用两个以上的手指在屏幕其它地方轻拍，会弹出

一个快捷菜单。 

3 拖拽指针到您想要的菜单项然后释放以实现点击。 

滚动：单指或双指向上、下、左、右拖拽 

选择文本：有多种选择文本的方法。可以尝试每种方式看您最喜欢哪种。 

• 轻拍并按住文本，会弹出一个放大镜，保持按住一会儿蓝色线会环绕放大镜，同时会弹出指针

显示该项目已被锁定在内。然后拖拽选择文本。 

 

 

• 轻拍并按住文本以弹出一个放大镜，并使用其它手指轻拍屏幕的其它地方，然后拖动选定文本

。 

• 两次轻拍一个词或三次轻拍一个段落来选定文本然后拖拽选择手柄来修改选择。 

• 在 iPad 或 iPhone 上，您还可以通过 iOS 

应用程序的方式选定文本：轻拍并按住文本直到出现放大镜，然后迅速释放即会显示 编辑 

菜单。 然后轻拍 选择 以选定单个词，并通过拖动选择手柄来调整。  

不管您使用以上哪种方式选择文本，都可以通过拖动出现的选择手柄来调整选择。 

缩放：在某些应用程序中，如 Microsoft Office 

应用程序，您可以通过分开或捏合两指的方式来扩大或减小文本大小，也就是放大或缩小，就如

您在电脑的触控板上操作一样。 

使用鼠标指针 

操作应用程序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使用屏幕鼠标指针来点击和选择文本，就如使用真正的鼠标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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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要使用鼠标指针，请轻拍右边工具栏中的  然后轻拍 鼠标指针。一个箭头光标  

会出现而左、右键点击按钮  会在屏幕底部显示。 

点击：可以在屏幕任何地方拖拽单指来移动指针。轻拍  实现直接在指针下点击。  

选择文本: 一指移动光标时使用大拇指轻拍并按住  来选定文本。 

拖拽对象：一指移动光标时使用大拇指轻拍并按住  

来拖拽其下面的对象，例如文件或文件夹。 

右击: 轻拍  实现在指针下右击操作。 

滚动：双指向上、下、左、右拖拽 

放大：放大指针经过的文本和图片，轻拍并按住直到出现放大镜然后移动指针。 

 
 

使用键盘 

通过 Parallels Access，您可以使用软件键盘操作您的桌面应用程序。 

显示或隐藏键盘：在输入文本的区域中轻拍，或轻拍右边工具栏中的  

以显示键盘。再一次轻拍  隐藏键盘。 

您还可以三指同时轻拍来显示键盘。 

Parallels Access 有一个改进的键盘，所有需要的键都触手可及。 

 

• 点按“F1-F12”可以使用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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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 轻拍 ... 访问 Home、 End、 Pg Up 和 Pg Down 键 

• 轻拍方向键精确移动插入点，一次一个空间。 

设置其它总是出现在屏幕底部的键：轻拍右边工具栏中的  并轻拍  

其它键。即使隐藏键盘时也显示这些键。当您使用的应用程序需要常用 Command、Alt 或 

Control 键时，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蓝牙键盘 

您还可以通过 Parallels Access 使用任何与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相兼容的无线蓝牙键盘。 

欲了解有关在 iPhone 或 iPad 上使用蓝牙键盘的信息，请进入 support.apple.com 搜索“iPad 

无线键盘”。 
 

一次查看多个应用程序 

默认 Parallels Access 允许在 phone 

或平板电脑上全屏使用桌面应用程序，就如移动设备原生应用一样。 



21 

 

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您可以设置 Parallels Access 为 

桌面模式，这样您就可以一次看到多个应用程序。在这样的模式下，您可以进行多项操作，例如

，从桌面拖拽文件到文件夹，一起查看两个应用程序的窗口，访问 Windows 任务栏或 Mac 

菜单项和 Dock。 

 

打开或关闭 桌面模式。轻拍右边工具栏中的  并轻拍 桌面模式。 
 

设置声音播放 

您可以设置是否在您的设备电脑上播放声音，或者分本不播放。 

设置声音播放：依次点按右上角的“菜单”按钮（三个点）和“设置”。在“常规”部分中，点按

“声音”，然后选择“在移动设备上播放”、“在计算机上播放”或“静音”。 
 

管理和共享文件 

在 Prallels Access 

中，可以使用“文件管理器”这一原生移动界面，轻松浏览计算机的文件系统并处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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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您可以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和设备上的移动应用程序打开桌面应用程序上的文件。您可以在设备上本地移动、重命名、删除

以及存储文件，在云端处理文件，等等。您可以执行许多操作，例如从电脑导入一个文件并存储

到本地，然后连接到另一台电脑并用该电脑上的一个应用程序打开文件。 

您还可以通过发送自定义连接轻松与同事和朋友共享您的任何文件。 

打开文件管理器： 点按“计算机列表”屏幕顶部、“App Launcher”或工具栏中的“

”。文件管理器已打开。 

 

通过文件管理器，您可以访问： 

• 您已经添加到 Parallels Access 的电脑上的文件，只要电脑在线并可访问。 

• 在您设备上存储的文件。 

• Dropbox、OneDrive、Google 云端硬盘等云服务中的文件（必须先注册云服务）。 

搜索文件：点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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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打开文件： 

打开计算机上存储的文件：找到存储在电脑上的一个文件并轻拍它。在很多情况下，显示文件预

览。您电脑上能打开该文件的应用程序列表会出现在下方。轻拍您想要选择的那个。 

 

打开存储在其他地方（如您的设备、云端或另一台电脑）的一个文件：想要在远程电脑上打开一

个上面没有的文件时，您必须把它先复制或移动到该电脑，然后打开它。 

1 找到您先要打开的文件并轻拍它。 

可以查找设备、云或其他计算机中存储的文件，具体方法是依次点按“

”（如果使用的是手机）和计算机名称旁边的后退箭头。 

 



24 

 

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2 移动或复制文件到您想要打开它的电脑上：点按“菜单”图标 (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点按“移动”。文件将移动至您的电脑，并且副本不会保存到原始位置。 

• 点按“复制”。文件将移复制到您的电脑，并且副本也会保存到原始位置。 

3 选择您想要移动或复制文件的地方。然后，点按“粘贴”。 

4 轻拍文件。下面显示应用程序列表。轻拍您想要用来打开文件的那个。 

用另一个移动程序打开文件你可以使用 Parallels Access 

从另一个移动上打开文件。例如，如果您收到一封带有附有 Microsoft Excel 

文件的邮件，您可以在您远程电脑上用 Excel 打开它（如果您有 Excel）。 

首先复制文件到 Parallels 

Access，然后您复制或移动文件到远程电脑病选择一个桌面应用程序打开它。 

1 在另一个移动应用中，选择文件后依次点按“共享”图标（iPone 或 iPad 上的 

）和“Parallels Access”。可能需要先点按“打开方式”或滚动找到“Parallels 

Access”。 

此时，文件被复制到 Parallels Access 的“本地文件”中。 

2 依次点按文件和“菜单”图标 (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轻拍“移动”。文件将移动至您的电脑，并且副本不会保存到 Parallels Access。 

• 轻拍“复制”。文件将复制到您的电脑，并且副本也会保存到 Parallels Access。 

3 选择您想要复制或移动文件的地方。然后轻拍“粘贴”。 

4 轻拍文件并轻拍您想要打开它的应用程序。 

用另一个移动程序打开文件：在您设备上任意兼容的移动应用程序中，您可以用文件管理器打开

文件。 

1 依次点按文件和“菜单”图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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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2 点按“共享”，并选择应用。可能需要先点按“打开方式”。 

 

导出文件至 iCloud：如果您正在使用运行 iOS 8 或更新版本的 iPhone 或 

iPad，就可以导出文件至 iCloud。依次点按在 iPhone 或 iPad 

上本地存储的文件和“导出”，然后转到 iCloud 文件夹。 

如果使用的是 OS X Yosemite 或更高版本，可以通过其他 iCloud 应用和 Finder 访问文件。 

提示：您还可以用此方法移动文件到其他云服务器，例如 Dropbox 或 Google 

Drive。依次点按“导出”和“位置”，以选择第三方云服务。 

 

移动和组织文件 

复制和粘贴文件：依次点按文件、“菜单”图标 ( ) 和“复制”。导航至新的地址并轻拍 

粘贴。文件会被移动到新的地址。 

在设备上存储文件：要将文件快速复制到设备，请依次点按文件和“离线使用”。  

文件已存储到您的设备上，您可以在连接到任何电脑时或在您设备支持的应用程序上打开它。文

件副本保留在原始位置。 

你可以用一下方法移动文件到您的设备，而不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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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移动文件：依次点按文件、“菜单”图标 ( ) 和“移动”。导航至新的地址并轻拍 

粘贴。文件会被移动到新的地址。 

您还可以通过触摸或按住文件来移动它，然后拖放到一个文件夹。 

 

删除文件：依次点按文件、“菜单”图标 ( ) 和“删除”。最后轻拍 是 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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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提示：您可以一次删除、移动或复制粘贴多个文件。依次点按“选择”图标（iPad 和 iPhone 上的 

）、一个或多个要选择的文件和边栏中的相应选项。 

 

重命名文件：依次点按文件、“菜单”图标 ( ) 和“重命名”。然后键入新的名称。 

创建新的文件夹：轻拍 。 

归类文件：  

1 请视需要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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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 在 iPad 或 iPhone 上，向下推送以显示工具栏。 

 

• 在 Android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依次点按“菜单”图标 ( ) 和“排序依据”。 

2 点按“名称”、“日期”或“大小”（或 Android 

上的“修改日期”），相应地对文件进行排序。 

在 iPhone 或 iPad 上，您可以再次轻拍项目以按升序和降序来切换。 

在 iPad 上切换到图标或列表视图：向下推送以显示工具栏，然后轻拍  或 。 
 

共享文件 

通过可访问 Parallels Access 

的任何电脑，您可以与朋友和同事共享文件。当您选择要共享的文件时，会生成一个链接并复制

到剪切板。您可以给任何人发送链接，他们可以在您电脑在线并可访问时下载文件（例如，Paral

lels Access 代理正在运行并且电脑可访问）。 

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或电脑启动文件共享操作。 

通过电脑共享 

如果您通过电脑启动共享操作，您还可以设定如果共享文件的限制。 

1 单击菜单栏或任务栏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图标 ，并选择“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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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2 单击“共享新文件”，并选择要共享的文件。 

3 根据需要调整设置。 

 

您可以： 

• 为文件输入一个描述。点击链接的人下载文件之前可以看到。 

• 设置到期期限，从一小时到一年。 

• 为了额外安全级别设置密码。这是可选的。如果您设置了密码，确保给到可以下载文件的

每个人。 

4 单击“共享”。下载链接已被自动复制到剪切板。 

5 通过按下 Command-V 或 Control-V 

粘贴链接至信息（邮件、短信等）并发送至可以下载文件的每个人。 

调整设置、重新复制下载链接或停止共享文件：一旦文件被分享，如果您想发送给某个人，可以

重新复制链接、调整设置或停止共享文件。 

1 点击菜单栏或任务栏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图标  并选择“文件共享”。  

2 在共享文件上移动鼠标指针以显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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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3 请视需要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 再次复制链接到剪切板：单击“ ”。 

• 调整下载设置：单击“ ”。 

• 停止共享文件：点击 X 图标。 

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共享 

当您使用移动共享文件时，你仍旧在共享存储在远程电脑上的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中，选择远程电脑上的文件。 

2 点按“ ”，并单击“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共享”。 

在 iPad 或 iPhone 

上，下载链接已被自动复制到剪切板。粘贴链接至信息（邮件、短信等）并发送至可以下载文

件的每个人。 

在 Android 

设备上，可以单击“复制链接”将链接复制到剪切板中，然后再将它粘贴到消息中。也可以单

击“共享链接”，并选择链接共享方法。 

停止共享文件：依次点按文件、“ ”和“停止共享文件”。 

重新复制链接就可以发给某个人：依次点按文件、“ ”和“复制链接”。 

重要说明：您的电脑必须打开并且可以通过 Parallels Access 访问来共享文件。 

 

注册云服务 

在第三方云服务上，例如 OneDrive 和 Google Drive（在 iPad 或 iPhone 上），或 

Dropbox（在任何设备上），您处理文件之前必须在您的设备上进行注册。 

1 请视需要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 点按“计算机”屏幕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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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 要连接到远程计算机，请依次点按“

”（如果使用的是手机）和计算机名称旁边的后退箭头。 

 

2 点按“添加服务”（在 iPad 或 iPhone 上）或“添加云服务”（在 Android 

设备上），并选择云服务，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游戏模式 

如果您正在使用 

iPad，您可以用自定义控件使视屏游戏更容易玩。您可以从不同种类游戏的几个预设游戏控件配

置中选择，并且可以自定义您喜欢的控件。 

进入游戏模式： 

1 连接到远程计算机并打开应用程序后，立即点按右侧工具栏中的“

”，然后滚动到右侧并点按“游戏模式”。 

显示游戏控件，覆盖屏幕。 

2 根据您想要玩的游戏种类选择预设配置。可以选择“RPG”、“策略”、“迷宫探索”、“射击

”或“赛车”。 

有以下几种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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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 按钮：正方形或长方形控件可以代表任何键、鼠标按钮或组合键和/或鼠标按钮。按钮默认由

键盘标签进行标记。LM 和 RM 代表鼠标左键和鼠标右键，LShift 和 Rshift 代表左右 Shift 

按钮。 

 

• 控制杆：圆形控件主要用于不同方向的寻找或移动。有 4 位和 8 

位的控制杆、模拟控制杆（在现代控制台控制器上模拟摇杆）和鼠标控制杆（模拟移动鼠标）

。 

 

• D-Pad：四通方向控件，每个点上有一个按钮，像一个在控制台游戏控制器上的 D-Pad。 

 

自定义控件：您可以添加、扩展、配置、移动和删除游戏控件。实验证明哪一个配置下您喜欢的

游戏玩的最好。 

在游戏模式中，点按“编辑”（如果看不到“编辑”，请先点按“

”），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创建新的预设：如果您不想便器现有的预设配置，您可以复制一个预设用作模板。选择要复制

的预设，点按“ ”，命名新预设，然后点按“创建”。 

• 移动控件：拖拽控件到您想要的位置。 

• 放大或缩小按钮：拖拽按钮右下角的手柄。 

• 删除控件：在控件的左上角轻拍 X。 

• 添加控件：在显示屏上方按下 +，选择一个控件类型，然后配置控件（如下所示）。 

• 配置按钮：轻拍任意按钮或添加一个新的。输入标签。当轻拍按钮是，轻拍您想要触发的任意

个键或鼠标按钮。 

• 配置 4 位或 8 

位控制杆：轻拍控制杆或添加一个新的。当在该方向移动控制杆时，轻拍一个方向或输入您想

要触发的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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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 配置鼠标控制杆：轻拍鼠标控制杆或添加一个新的。调整 X 轴、Y 

轴和摄像头速度的敏感度设置。启用或禁用“发送相关事件”（对于有中心光标的射击类等游

戏很有用）。不断实验这些设置直至控件运行良好。 

• 设置指针是否显示：点按“ ”，并启用或禁用“显示指针”。 

• 设置控件透明度：点按“ ”，并向左或向右拖动“控件不透明度”滑块。 

• 删除预设配置：轻拍废纸篓图标然后确认您要删除的预设。 
 

鼠标模式 

连接到远程计算机后，便可以选择对远程应用使用什么种类的鼠标。点按右侧工具栏中的“

”，然后滚动到右侧并点按“鼠标模式”。可以选择下列模式之一： 

• 触摸模式。如果使用此模式，屏幕上就没有鼠标指针。 

要模拟左击，请用一根手指点按屏幕。 

要模拟右击，请用两根手指点按屏幕。 

要显示放大镜（有助于查看小元素），请用一根手指长按住屏幕。 

• Dumbo 鼠标。如果选择此模式，屏幕上显示有 2 个按钮和 1 个指针的虚拟鼠标。 

要移动鼠标指针，请用一根手指拖动鼠标。 

要模拟左击或右击，请使用鼠标按钮。 

• 指针。如果使用此模式，屏幕上显示鼠标指针和 2 个按钮（用于左击和右击）。 

要移动鼠标指针，请用一根手指点按屏幕并移动它，指针会相应地移动。 

要模拟左击或右击，请使用屏幕底部的按钮。也可以用一根手指点按屏幕模拟左击，或用两根

手指点按屏幕模拟右击。 

若要显示放大镜（帮助查看小元素），请使用一根手指轻拍并按住屏幕一会儿。 
 

从远程地址访问您的电脑 

只要您的电脑和移动设备都连接了互联网，Parallels Access 

代理就会在您的电脑上运行，如果您的电脑不是睡眠状态，您则可以通过 Parallels Access 

远程访问和使用它。只需打开 Parallels Access 如往常操作一样进行连接即可。 

重要说明：要想从您电脑本地区域 Wi-Fi 

网络以外的地址进行连接，您的电脑则必须不能处于睡眠模式。为了保证您的电脑一直保持唤醒状态，

请设置为永不处于睡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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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要设置您的电脑永不处于睡眠模式：请视需要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 Mac：  

1. 选择 Apple 菜单 > 系统偏好设置 然后点击 节能器.  

2. 拖动控制电脑睡眠的滑块到 永不, 或选择 

当显示器关闭时防止电脑自动进入睡眠(如果出现该复选框时） 

您的 Mac 将保持唤醒状态，除非您手动设置为睡眠模式。 

• Windows：  

1. 点击 控制面板（从 开始 菜单）。（在 Windows 8 

或更高版本的“开始”屏幕中，键入“控制面板”，然后单击“控制面板”。） 

2. 点击 系统和安全, 然后点击 电源选项。 

3. 点击 更改计划设置。 

4. 请选择 从不 （在  使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 菜单上）。 

远程唤醒您的电脑 

如果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到相同的本地 Wi-Fi 

网络，而您的电脑和正处于睡眠模式，您则可以尝试远程唤醒电脑。 

 

要尝试唤醒电脑，请轻拍其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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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提高 Parallels Access 远程唤醒您的电脑的几率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设置您的电脑和网络路由，这样 Parallels Access 

将更有可能远程唤醒您的电脑： 

Mac：  

1 选择 Apple 菜单 > 系统偏好设置 然后点击 节能器。 

2 选择“唤醒以供 Wi-Fi 网络访问”（如果尚未选择的话）。 

3 选择 接上电源适配器时启用 Power Nap（如果还未选定）。 

因您电脑的型号不同，这些项可能不一定有。 

Windows：在 Windows 电脑上，可通过配置网络适配器来实现网络唤醒。要实现此目的： 

1 依次转到“控制面板”>“网络适配器”>“<LAN 

适配器>”>“电源管理”>“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 

2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修改 BIOS 设置： 

• 基于 PCI 

• 基于 PCIE 

• PCI 设备基于 

• 基于 Onboard LAN 

• 网络唤醒 > 基于 

3 Windows 

中的“电源管理”控制面板可能包含以下选项（具体视网络适配器的制造商而定），必须启用

所有这些选项，才能提供 LAN 唤醒功能： 

• 没有唤醒系统的响应 ARP 请求 

• 魔术包唤醒 (Wake on magic packet) 

• 从关机状态的魔术包唤醒 

4 从网址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 下载 下载 Intel Smart Connect Technology 

(ISCT) 工具。  

5 使用该工具查看您的电脑是否支持 ISCT，如果支持，请启用 ISCT。 

注意：有时候您可以通过互联网唤醒处于睡眠模式的电脑。您的网络路由必须启用 UPnP 

且允许的内部和外部端口范围设置为 1-65535。而且必须启用 NAT-

PMP。查看有关您的路由的文档了解更多信息。在 Apple AirPort 设备上，可以打开“AirPort 

Utility”应用程序，依次单击“网络”和“网络选项”，然后选择“启用 Nat 

端口映射协议”，从而启用 NAT-P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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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Parallels Access 使用包括 SSL 和 256 位 AES 加密在内的最新技术安全地连接到您的电脑。 

而且如果您担心在远程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时会有人访问您的电脑或看到您正进行的操作，可相应地调整安全设置。 

要在您的电脑上访问安全设置，请点击菜单栏或任务栏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图标  并选择 

偏好设置。然后点击 高级 并进行以下操作： 

• 设置 Parallels Access 每次连接时要求输入您电脑的用户名和密码：  选择 

要求我的用户名和密码。 

• 设置在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时锁定电脑屏幕：选择 当远程操作时锁定该电脑。 

当屏幕被锁定时，靠近您电脑的人看不到您的操作，要访问您的电脑需要输入密码。 

• 设置在 Parallels Access 断开连接时锁定电脑屏幕：选择 当结束远程操作时锁定该电脑。 

当您完成操作时，需要您的密码才能本地访问您的电脑。 
 

在要远程访问的计算机上设置 Parallels Access 后，便可以在另一台计算机上使用 Web 

浏览器控制相应计算机。 

远程访问您的电脑： 

1 在您离开您的另一台电脑之前，请确保 Parallels Access 代理正在运行并已经登录。 

Parallels Access 代理默认设定为持续运行。 

2 转到 access.parallels.com，并登录 Parallels 账户（如果需要）。 

3 点击您想要访问的电脑。 

通过另一台电脑控制您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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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您的电脑。 

 

现在您可以远程控制您的电脑。 

注意：必须使用支持的 Web 浏览器（见第 6 页），才能远程访问计算机。 

设置分辨率：您可以设置屏幕进行缩放至浏览器窗口铺满整个桌面或者以全分辨率显示。单击右

侧工具栏中的“ ”或“ ”，以切换显示比例和全分辨率视图。 

平移：当设定为全分辨率时，如果您的浏览器窗口小于远程电脑屏幕的大小，您将看不到整个屏

幕。您只需移动鼠标指针到任意边缘就可以平移屏幕。 

从本地电脑复制文本到远程电脑：照常本地复制文本，然后单击浏览器的右侧工具栏中的“

”，并将文本粘贴到出现的文本字段中。然后选定您想要文本放置的插入点并按下 

Command+V（用于 Mac）或 Control+V（用于 Windows PC）。 

从远程电脑复制文本到本地电脑：选中文本并按下 Command+V（在 Mac 上）或 Control+V（在 

Windows PC 上），从远程计算机复制文本，然后单击右侧工具栏中的“

”。显示文本。选中并再次复制文件，然后您就可以按常用的方式在粘贴到本地。 

输入组合键：一些组合件（如，Windows 中的 Ctrl + Alt + 

Delete）不能按常用的方式按住组合键进行远程操作。要输入这样的组合键，请单击工具栏中的

“ ”。显示可用组合键列表。点击所需的那个。 

提示：几个可以正常操作的组合键会出现在组合键菜单中以便使用。单击“

”可查看可用组合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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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详细介绍了 Parallels Access 

设置。要打开这些设置，请依次点按右上角的“菜单”按钮（三个点）和“设置”。 

本章内容 

隐私 ................................................................... 39 

账户 ................................................................... 39 

常规 ................................................................... 40 

用户输入 ............................................................... 40 

安全性 ................................................................. 40 

客户体验计划 ........................................................... 41 

故障排除 ............................................................... 41 

关于 Parallels Access .................................................. 41 
 
 

隐私 

在此部分中，可以编辑与隐私相关的设置： 

注意：此部分仅适用于 iOS。 

• 麦克风。此选项可用于指定 Parallels Access 能否访问 iOS 设备上的麦克风。 

• 后台应用刷新。此选项可用于指定是否允许 Parallels Access 在后台运行。 
 

您的账户 

点按账户可以获取订阅的相关信息、延长订阅期限（如有必要）或注销。 

注意：此部分仅适用于 iOS。 

 

章  3  

Parallels Acces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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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在“常规”部分中，可以修改下列设置： 

• 禁用自动锁定。  

• 自动显示键盘。启用此选项后，键盘便会在您每次点按文本字段时自动弹出。 

• Parallels Desktop Retina 模式。  

注意：此部分仅适用于 iOS。 

• 保持登录状态。  

• 声音。此选项可用于设置在哪里播放声音（在设备上、在远程计算机上，还是根本就不播放）

。 

• 在后台运行。如果在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后切换到其他应用程序，iOS 

便会暂停处于非活动状态的应用，并断开与远程计算机的连接。启用此选项，可以允许 

Parallels Access 在后台运行。 
 

用户输入 

在“用户输入”部分中，可以修改下列设置： 

注意：此部分仅适用于 iOS。 

• 使用 Swiftpoint GT 鼠标。启用此选项，可以使用 Swiftpoint GT 

鼠标。需要通过蓝牙将此鼠标连接到 iOS 

设备。建立连接后，鼠标便会自动连接，然后您就可以开始使用它了。 
 

安全性 

在“安全”部分中，可以修改下列设置： 

• Touch ID（或 Face ID）和密码。（或指纹和 PIN 码，如果使用的是 Android 设备。） 

点按此字段可以选择是否使用密码和 Touch ID/Face ID（或 PIN 码和指纹，如果使用的是 

Android 设备），保护 Parallels Access 抵御未经授权的访问。 

注意： 

1.如果 iOS 设备不支持 Touch ID 或 Face ID，可以仅指定密码。 

2.如果 Android 设备不支持指纹，可以仅指定 PIN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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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体验计划 

在“客户体验计划”部分中，可以修改下列设置： 

• 报告统计信息。如果同意参与客户体验计划，请选中此选项。Parallels 

收集统计信息来改进产品。不会收集任何个人数据。 
 

故障排除 

在“故障排除”部分中，可以修改下列设置： 

• 使用详细日志消息。如果无法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并决定向 Parallels 

发送技术数据（见第 45 

页），请在发送数据前选择“使用详细日志消息”。这样一来，Parallels 

会收到更详细的日志文件，并缩短问题解决时间。不建议始终启用此选项，因为这可能会导致 

Parallels Access 开始运行速度变慢。 
 

关于 Parallels Access 

在“关于 Parallels Access”部分中，可以获取下列信息： 

• 版本。使用此字段，可以查看 Parallels Access 版本。 

• 客户体验计划。点按此字段，可以详细了解客户体验计划。 

• 版权信息。点按此字段，可以查看版权信息。 

• 技术支持。点按此字段，可以了解如何获取技术支持。 

 



 

 

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完 Parallels Access 

时，可以断开与计算机的连接，具体方法是点按“断开连接”或 APP Launcher 

左上角的“>”。您的电脑显示屏会恢复到正常的分辨率，以备使用。 

您也可以在您的移动设备上按下 Home 按钮。 

几分钟后您的电脑显示屏就会恢复到正常分辨率，或者您可以点击电脑上的 断开连接 

来手动恢复。 

如果您在 Parallels Access 会话过程中或之后 设置您的电脑被锁定 (p. 36) 

那么您断开连接时则需要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进行本地访问。 

如果您通过另一台电脑上的浏览器来操作 Parallels Access，只需关闭浏览器窗口来断开连接。 

本章内容 

软件更新 ............................................................... 42 

从 Parallels Access 移除电脑 ........................................... 43 
 
 

软件更新 

Parallels 会定期地提供免费的更新以提升 Parallels Access。 

更新 Parallels Access 移动应用程序 

要检查适用于 iPad 或 iPhone 的 Parallels Access 应用程序的更新，请打开 App Store 

并轻拍 更新。 

要检查是否有适用于 Android 的 Parallels Access 应用更新，请打开 Google Play 

商店，然后依次点按左上角的“Play 商店”和“我的应用”。 

在您的电脑上更新 Parallels Access 代理 

默认配置您电脑上的 Parallels Access 代理会自动检查新的软件更新并进行安装。Parallels 

Access 会在更新安装后提示您。 

章  4  

当您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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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完成时 

 

要手动检查更新，请在您的电脑上点击菜单栏或任务栏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图标 并选择  

检查更新. 

要调整软件更新设置，请在您的电脑上点击菜单栏或任务栏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图标  

并选择 偏好设置.然后点击 高级 并进行以下操作： 

• 要设置 Parallels Access 代理是否自动检查更新，请选择或取消选择 自动检查更新。 

• 要设置是否自动下载和安装更新，请选择 在后台下载和安装新发行可用的更新。 
 

从 Parallels Access 移除电脑 

如果您不再需要通过 Parallels Access 

使用某台电脑，您可以移除该电脑，那么移动应用程序和 Web 控制台中都将不再显示此电脑。 

1 要在您的电脑上访问安全设置，请点击菜单栏或任务栏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图标  

并选择 偏好设置。 

2 如果出现绿灯，表示电脑可访问，那么请点击 关闭 Access。 

3 请访问 https://access.parallels.com 然后登录到您的账户（如果需要）。 

4 依次单击“计算机”和要删除的计算机旁边的“回收站”图标。 

重命名电脑 

您可以从 web 门户在 Parallels Access 中给电脑重命名。要实现此目的： 

1 请访问 https://access.parallels.com 然后登录到您的账户（如果需要）。 

2 依次单击“计算机”和要编辑的计算机名称。 

3 编辑名称。 

下次打开 Parallels Access 时，该电脑将会以新的名称出现。 

 



 

 

如果您连接 Parallels Access 和您的电脑时遇到问题，请进行以下操作： 

• 请确定您的移动设备和电脑已打开且连接到互联网。 

• 确保您的电脑没有处于睡眠模式 (p. 33)。 

• 请确保在移动设备上登录 Parallels Access。轻拍屏幕底部的 登录 。 

• 请确保在您的电脑上登录 Parallels Access 代理。请在电脑上点击菜单栏或任务栏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图标  并选择 登录。 

如果您还没有 Parallels 账户，您可以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注册一个账户。 

• 请确保您电脑上的 Parallels Access 代理设置为可访问，操作方式是点击 打开 

Access（如果必要的话）。出现绿光表示您的电脑可访问。 

 

• 如果您仍无法连接，请尝试重启您的电脑和移动设备，然后再重新连接。 

本章内容 

获取帮助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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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获取帮助 

为了帮助提高 Parallels Access 的质量，您可以发送反馈或问题报告给 

Parallels。我们非常重视您的反馈，非常希望听到您对 Parallels Access 的各方面评价。 

您还可以针对您所遇到的问题搜索答案或请求技术支持。 

从您的设备获取帮助 

1 在您的设备上打开 Parallels Access 并连接到电脑。 

2 在 App Launcher 中，点按问号图标 (?)。 

3 请视需要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 点按“教程”学习有关如何使用 Parallels Access 

的快速教程。包括一个介绍教程和如何使用手势和文件管理器的教程。 

• 点按“故障排除”。随后，可以搜索 Parallels 

知识库索引来寻求解答，也可以点按“请求支持”从 Parallels 获取帮助。 

从您的电脑请求技术支持 

1 在计算机上，单击菜单栏或任务栏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图标 

，并选择“发送技术数据”。 

2 请描述问题以及问题出现时您所进行的操作。 

3 输入您的姓名和邮件地址并点击 发送报告。 

4 会显示您的问题报告 ID。请复制和粘贴该 ID 到一个文本文件或记下来以备使用。 

5 如果您想要请求技术支持，请进入 parallels.com/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