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rome 浏览器快速入门 (Windows) 

通过 windows 域管理在 Windows 设
备上设置 Chrome 浏览器 
 

请按照以下步骤在受管理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上部署受管理的 Chrome 浏览

器。您还可以根据指南快速设置小范围的 Chrome 浏览器测试部署。 

步骤概述 
1. 下载 Chrome 浏览器企业版捆绑包，获取部署所需的所有文件。 
2. 设置和自定义 Chrome 浏览器政策，以满足您单位和用户的需求。 
3. 控制 Chrome 应用和扩展程序的安装，自定义您希望用户使用的应用和扩展程序。 
4. 在用户的 Windows 计算机上部署和测试 Chrome 浏览器。 
 
 

1. 下载捆绑包 
首先，请下载合适的 Chrome 浏览器企业版捆绑包（64 位或 32 位）。 

下载：64 位版捆绑包 | 32 位版捆绑包 | 捆绑包里有什么？ 

捆绑包包含您在 Windows 网络中配置、更新和部署 Chrome 浏览器所需的所有文件。

您还可以获取适用于其他操作系统和设备的文件。捆绑包中的重要文件包括： 

• Windows 安装程序包 (.msi) 
• 政策和偏好设置模板 (.admx) 
• 自动更新模板 (.admx) 
• 旧版浏览器支持文件 

您还可以从 Chrome 企业版网站中单独下载文件。或者通过阿里云呼叫中心官网帮助中心

下载。 

  

2. 设置政策 
您可以设置政策模板，以控制受管理 Windows 计算机上的 Chrome 浏览器。使用组策

略管理编辑器即可设置所需政策。 



提示：如要了解详细步骤，请参阅 Chrome 浏览器部署指南 (Windows)。 

第 1 步：添加 Chrome 浏览器政策模板 
目前，您可以使用组策略在一个 chrome.admx 文件中管理超过 200 项政策。您加载 
chrome.admx 文件后，其中的每项政策都会被激活并采用默认设置（未配置），而您随

时可以修改默认设置。 

要添加政策模板，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您下载的 Chrome 浏览器捆绑包，然后转到配置  admx。 

2. 将 google.admx 和 chrome.admx 文件复制到策略定义模板文件夹（例如：
C:\Windows\PolicyDefinitions）。 

3. 在 admx 文件夹中，打开适当的语言文件夹。举例来说，如果您在美国境内，则请打开
“en-US”文件夹。 

4. 将 google.adml 和 chrome.adml 文件复制到策略定义文件夹中对应的语言文件夹（例
如：C:\Windows\PolicyDefinitions\en-US）。 

5. 打开组策略，确认文件是否加载正常。如果出现错误，通常是由于文件位置有误造成
的。请检查文件位置并再次确认。 

第 2 步：设置政策 
在“组策略”中，您可以设置政策来控制受管理计算机上的 Chrome 浏览器。要确定特定政

策的默认设置，请在“组策略”中打开该政策。 

1. 打开组策略，然后转到管理模板  Google  Google Chrome。 

注意：并非所有政策都在“Google Chrome”根文件夹中。请一定要查看子文件夹。 
2. 查找并打开您要配置的政策。 
3. 选择一个选项： 
• 启用 - 启用后，您可以更改政策的默认设置。 
• 禁用 - 防止政策影响 Chrome 浏览器。 
• 未配置 - 将政策重置为默认设置。 

您可以从以下政策开始设置。 

政策名称 
（“组策略” 中显示的名
称） 说明 



在工具栏上显示“主

页”按钮 

在工具栏中显示“主页”按钮 

配置主页网址（“主页”文
件夹） 

设置默认主页网址。 

启用关于使用情况和崩溃相
关数据的报告 

确定是否要以匿名方式向 Google 发送数据 

配置扩展程序 安装黑名单
（“扩展程序”文件夹） 

指定禁止用户安装哪些扩展程序。如果已安装的扩展程
序被加入黑名单，则相应扩展程序会被停用。 

启用安全浏览 启用 Google 安全浏览功能，并禁止用户更改任何相
关设置。 

  

3. 安装应用 
管理员可以在用户的 Windows 计算机上自动安装 Chrome 应用和扩展程序，还能控制

用户可以自行安装哪些应用或扩展程序。您可以设置适用于所有应用和扩展程序的默认政

策（扩展程序管理设置）。之后，如果您想自定义设置特定应用或扩展程序，则可以覆盖

默认设置。 

使用组策略 
在 Microsoft Windows 组策略编辑器（“计算机配置”或“用户配置”文件夹）中： 

1. 转到管理模板  Google  错误!未指定文件名。 Google 

Chrome  错误!未指定文件名。 扩展程序。 

2. 启用扩展程序管理设置。 
3. 在“选项”下方的框中，使用 JSON 代码将安装模式设为下列某种模式： 
• allowed - 用户可以安装 Chrome 网上应用店中的应用和扩展程序。如果您未定义安

装模式，那么这就是默认设置。 
• blocked - 用户无法安装 Chrome 网上应用店中的应用和扩展程序。您可以设定自定

义错误消息，通知用户相应内容已被禁止安装（详见下文）。 

• force_installed - 自动安装您指定的扩展程序，无需用户进行任何操作。用户无法停用
或移除所安装的扩展程序。您还需要指定扩展程序的下载位置（详见下文）。 

• normal_installed - 自动安装您指定的扩展程序，无需用户进行任何操作。用户可以停
用所安装的扩展程序。您还需要指定扩展程序的下载位置（详见下文）。 
 



注意：请将单行中输入 JSON 代码，不要换行。您可以使用此 JSON 压缩工具验证政
策并将其压缩到一行中。请参阅下文的示例。 

示例 JSON 

{ 

"*": { 

"runtime_blocked_hosts": ["*://*.example.com"], 

"blocked_permissions": ["usb"] 

   } 

} 

紧凑 JSON 

{"*":{"runtime_blocked_hosts":["*://*.example.com"],"blocked_permissions":["usb"]}} 

如需有关应用和扩展程序政策设置的详细说明，为 Windows 设置应用和扩展程序政策。 

 

4. 部署和测试 
通过 MSI 安装 Chrome 浏览器会覆盖用户安装的任何 Chrome 浏览器版本。以

下是这两种安装程序的 Chrome 安装和链接位置： 

• 用户级："%USER DATA%\Google\Chrome\Application\" 

• 系统级："Program Files\Google\Chrome\Application\" 

注意：旧版 Chrome 无法覆盖新版 Chrome。Chrome 的 MSI 必须比当前已部署

的版本新（例如 Chrome 62 不能覆盖 Chrome 63）。 

第 1 步：推送 MSI 程序包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将 .msi 文件分发到受管理的 Windows 计算机： 

• Active Directory 组策略管理 

• 惠普客户端自动化 

•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如果您使用 SMS 或其他工具部署软件，则需要像安装其他 .msi 一样推送 

Chrome 浏览器 MSI 程序包。您也可以使用 msiexec /q /l 

GoogleChrome.msi 命令行直接以静默方式在目标计算机上运行文件。 

第 2 步：测试安装 



针对每种场景或您想部署的政策设置类型，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测试组中的每台计算机上，转到 chrome://policy。 

2. 验证政策是否正确并已生效。有关详情，请参阅查看设备当前的 Chrome 政策。 

3. 如果您未看到正确的政策或设置，请打开命令行或输入 gpupdate /force，以强制更新
组策略管理编辑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