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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PC 手机瘦客户机 笔记本电脑

PC变成终端设备

云计算引领桌面进入后PC时代——云桌面时代，最主要的变化是使传统PC的操作系
统、应用程序及数据与终端硬件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传统PC桌面面临的困境。

用户账户

个人数据

应用数据

桌面操作系统

数据中心

存储、计算以及操作
系统、应用程序全部
迁移到云数据中心

什么是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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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部署和管理用户工作环境

• 模板批量派生，快速生成上百

虚拟桌面

• 统一的软件升级管理

• 桌面远程协助运维

• 桌面不用后可删除，回收资源

• 统一数据存放及备份

• 网络传输加密

• 外设集中控制

• 任意设备、任意地点、

任意时间都可使用

部署管理数据安全 移动办公 用户体验

• 软件操作流畅度

• 外设正常使用

• 视频播放

• 3D设计类软件对显卡要

求

云桌面四大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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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1010 SSL 1011011010 SSL  1011011010 SSL 1011011010 SSL 1011011010 SSL 101101110 11桌面传输协议VDP/RDP/HDX 应用程序

用户数据

操作系统

云桌面交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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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服务器

H3C网络

虚拟化安全 H3C一体化服务

云桌面软件系统
（自研&转售思杰）

H3C存储

H3C服务器虚拟
化（CAS&Xen）

H3C 云桌面解决方案

云桌面解决方案涉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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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云桌面全景解决方案
H3C 
Cloud 
Desktop

H3C Cloud 
Desktop-E(易
桌面）

H3C Cloud 
Workspace

Citrix  
XenDesktop/
Virtual Apps 
and Desktops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底层 CAS 定制版CAS 
CVK

UIS XenServer UIS

架构 VDI IDV VDI/IDV VDI VDI

终端 瘦终端/
利旧PC

胖终端 瘦终端/胖终端
/利旧PC

瘦终端/利旧
PC/手机/平板

瘦终端/利
旧PC/手机
/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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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界成熟、高可靠的云资源统一管理能力；

• 最高节省40%功耗；

• 提升IT资源利用率40%；

高效节能

• 统一管理桌面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

• 硬件与系统、应用软件解耦，终端轻量化；

• 桌面系统个人免维护；

• 教育行业的计算机实训室应用；

• 政府行业的外网办公场景；

• 政府行业的双网隔离桌面；

适合多种应用场景

基于云计算的统一资源管理

VPN

桌面/应用资源池 云学堂

公检法云桌面

云办公

云学院

场景化

桌面连接协议

桌面连接协议

硬件平台
服务器 存储 网络

SOS

App

OS

App

H3C CAS 服务器虚拟化

内网用户

外网用户

控制层访问层 接入层 抽象层

云桌面管理平台

VDIM

Active 
Directory

DHCP

基础架构组件
DNS

云桌面系统

Cloud OS云管理平台

桌面资源池/vDesktop

Windows 10 Windows XPWindows 7

管理组件

数据资源池/Data

VDI解决方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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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V解决方案架构

IDV桌面启动过程：

1) 客户端根据配置连接管理平台

2) IDV盒子下载镜像，并解封装生成虚拟机

3) 用户登陆，加载管理透传硬件（包括显卡声卡）

4) 启动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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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I vs IDV

VDI  : 集中管理 集中运行

优点 ：1. 弹性调度

2. 分布式存储

3.维护方便

4. 高可用

缺点 : 1.特殊外设兼容难度高

2. 存储瓶颈可能会引发启动风暴

3.对网络要求高

IDV : 集中管理 分布运行

优点：1. 对服务器依赖小

2. 成本较低

3. 对网络依赖小，可以离线运行

4. 外设支持较为简单

缺点 : 1. 资源无法随意分配

2. 虚拟机下发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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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方案
 本地用户

 域用户

 设备用户：认证终端MAC地址

1、不支持涉密网办公

2、不支持移动客户端接入

3、不支持未适配的第三方终端

4、请务必检查软件和外设是否在兼容列表，列表之外的

需求须预先咨询产品部评估

5、客户要有桌面运维能力

桌面类型
 静态桌面池：用户与桌面一一绑定，类个人PC体验

 动态桌面池：随机分配，先到先得；断电重启后桌面还原

 手工桌面池：支持设置还原点

1、CAS/UIS虚拟化平台

2、应用监测（应用黑名单）

3、数字水印

4、用户自助申请平台

5、支持云桌面与瘦终端统一管理，可以对终端进行远程

开关机的操作

……

优势特性： 边界说明：

Workspace云桌面类型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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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轻量级办公场景：应用较为轻量，用户视频并发量低于20%；

多媒体、编程场景：视频并发量大于20%，或涉及编程开发场景；

3D设计类场景：需要GPU共享/vGPU技术运行专业3D软件；

图形渲染：需vGPU专业级别图形渲染，例如图形工作站、BIM场景；

企业行业
普通OA办公、研发场景、GPU需求场景

护士工作站：包括轻量级应用办公、含HIS场景；

医生工作站：涉及PACS系统，或主治医生查看高清图片场景；

 医疗行业技术门槛高，对于品牌敏感。思杰云桌面技术成熟，在医疗行

业有丰富经验积累以及大量成功案例；

医疗行业
医生站、护士站

• HDX远程访问协议：根据网络和业务情况，自适应调整，保证最优体验
• 独家系统镜像制备技术（PVS）：降低桌面对存储的要求，支持桌面系统及软件模板的更新和回退
• FlexCast按需交付技术：为客户提供多种桌面类型，包括虚拟应用

• 强国产化要求云桌面场景：思杰国外产品，国产化场景无法满足
• 非AD域登录云桌面场景：思杰基于AD域控登录云桌面
• 利旧服务器及利旧PC终端等：思杰有兼容性列表，非兼容终端体验远低于方案适配终端
• 客户无运维能力：针对有运维意识的客户，我司可以做运维技术传递

优势

边界

Access/思杰云桌面主推场景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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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收集用户需求

按照《云桌面项目需求

调研表》收集用户需求

反馈至 产品部评估风险

召集销售/售前/

售后，开测试分

析会

提交测试

电子流

开测试分析会 提交测试电子流 准备测试环境

04
准备测试服务

器和终端

售前版 - H3Cloud云桌面项目需求调研表.xlsx

云桌面售前测试流程

http://pmo.h3c.com/2013ProductPrepare/00/05%20VDI/01%20%E4%BA%91%E6%A1%8C%E9%9D%A2/05%20%E6%B5%8B%E8%AF%95%E6%8C%87%E5%AF%BC/%E5%94%AE%E5%89%8D%E7%89%88%20-%20H3Cloud%E4%BA%91%E6%A1%8C%E9%9D%A2%E9%A1%B9%E7%9B%AE%E9%9C%80%E6%B1%82%E8%B0%83%E7%A0%94%E8%A1%A8%20v2.1.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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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名称 使用说明 责任人

1 项目需求调研表
开测试分析会之前，办事处必须准备好项目需求调研表。尽可能的
与客户确认表格中提示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表格中的提示。测试
分析会以此表格需求为基准进行分析判断。

责任人：办事处项目售前

2 硬件配置信息 结合表格中的提示，跟客户确认测试的硬件环境。如果是办事处自
己提供硬件环境，需根据调研需求，在测试分析会上确认配置。

责任人：办事处售后测试接口人/
售前配合收集或硬件申请

3 项目联系人通讯录 调研时需要明确客户处测试的负责人和接口人，提供相应联系方式。
我司联系人根据提示按需填写

责任人：办事处售后测试接口人/售前
配合提供客户联系方式

4 测试账号信息 调研时可参考，告知客户基本账号需求，让客户提前准备。如客户
无要求，则自行准备测试账号

责任人：办事处售后测试接口人

5 网络资源需求 调研时需根据表格提示，告知客户网址需求。如客户无要求，则自
行规划测试网络

责任人：办事处售后测试接口人

6 项目测示例
开测试分析会之前，办事处需根据前面的项目需求调研结合标准测
试例进行删减后提供，禁止直接将标准测示例原文粘贴。在测试分
析会上总部进行测示例评审和建议

责任人：办事处项目售前

《桌面云售前测试方案
模板.docx》

如果需要，可根据此模板进行修改。主要变动的就是测试例部分，
可以直接将不同的测示例粘贴进来即可。

责任人：办事处售后测试接口人

云桌面售前测试准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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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云售前测试准备信息收集表
• 桌面云售前测试方案/测试例
• 测试镜像，应用软件和设备驱动
• 配套版本

每日及时发出测试日报，遇到问题及时
求助。根据桌面云售前测试日报或周报
模板填写即可
务必抄送总部测试接口人及相关领导

• 桌面云售前测试结果汇报
• 桌面云售前测试信息反馈表

测试前 测试后

测试中

云桌面售前测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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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客户网络环境评审，收集项目需求信息

• 桌面虚拟化及应用需求评估、概念验证和总拥有成本(TCO)分析
需求调研阶段

规划设计阶段

构建/测试

部署上线

运维服务

• 确定桌面及应用交付架构及维护生产环境和达到预先确定的项目需求所需的操作流程

• 规划设计具体的部署和实施策略、部署交付解决方案

• 设计阶段包含概念设计、架构设计、实施设计和运营设计等

• 构建、配置和定制设计阶段所输出的交付解决方案

• 网络基础环境构建后，会对所有解决方案进行全面的单元和递归测试

• 初始测试后，进行完整的系统测试

• 项目试点发布

• 产品发布-试点成功后，发布解决方案已投入生产环境

• 知识转移-终端用户和IT员工培训，项目所有权交付转移

• 年度运维服务

• 现场保障服务

• 定制开发

• 专业培训

• 技术支持服务

云桌面解决方案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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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测试及实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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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0-0504

L3/云数解决方案部

合约客户 星级渠道工
程师

L1 L2

研发

办事处

客户/渠道工程师

云桌面技术支持求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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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支持

01.远程技术支持

03.健康巡检服务

02.现场技术支持

04.网络变更服务

备注：转售升腾终端问题直接联系升腾技术支持 4001581515

H3C+CDESKTOP-云桌面管理系统高级
版桌面虚拟化平台健康检查指南

云桌面技术支持内容

http://dmp.h3c.com/cloud/02/5-%E4%BA%91%E8%AE%A1%E7%AE%97%E6%9C%8D%E5%8A%A1%E4%BA%A7%E5%93%81%E8%B5%84%E6%96%99/%E4%B8%93%E9%A1%B9%E6%9C%8D%E5%8A%A1-CDESKTOP-%E4%BA%91%E6%A1%8C%E9%9D%A2%E7%AE%A1%E7%90%86%E7%B3%BB%E7%BB%9F%E9%AB%98%E7%BA%A7%E7%89%88%E8%A7%84%E5%88%92%E9%83%A8%E7%BD%B2%E6%9C%8D%E5%8A%A1(50%E7%82%B9)/H3C+CDESKTOP-%E4%BA%91%E6%A1%8C%E9%9D%A2%E7%AE%A1%E7%90%86%E7%B3%BB%E7%BB%9F%E9%AB%98%E7%BA%A7%E7%89%88%E6%A1%8C%E9%9D%A2%E8%99%9A%E6%8B%9F%E5%8C%96%E5%B9%B3%E5%8F%B0%E5%81%A5%E5%BA%B7%E6%A3%80%E6%9F%A5%E6%8C%87%E5%8D%97_v1.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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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日期
第一期 H3C云桌面解决方案介绍 3月17日

第二期 云桌面基础技术一：GPU原理及在云桌面中的应用 3月19日

第三期 云桌面基础技术二：Windows操作系统和SQL Server数据库基础原理介绍 3月24日

第四期 云桌面基础技术三：云桌面终端和外设使用介绍 3月26日

第五期 Workspace产品方案介绍 3月31日

第六期 Workspace开局规划和测试指导 4月2日

第七期 Workspace常用特性和日常使用指导 4月7日

第八期 Workspace故障维护指导 4月9日

云桌面培训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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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
www.h3c.com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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