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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操作系统版本及安装

• Windows客户端版本
 Windows 7 
 Windows 10

• Windows服务器版本
 Windows server 2012 (R2)
 Windows server 2016
 Windows server 2019 

1、使用场景：发布的桌面时客户端操作系统，基础架构组件用Windows 
server系统；
2、客户端操作系统是单用户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支持多用户并发
登录，发布共享桌面时要使用Windows server；
3、win7一般用SP1版本，不建议使用家庭版，

win10 建议用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
Windows Server安装选择GUI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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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操作系统补丁安装

• 在线更新

 计算机能够访问公网可以采用在线更新

• 离线更新

 计算机无法访问公网，需要去官网下载补丁包，离线更新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

• WSUS更新

 搭建WSUS服务器，采用批量更新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51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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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补丁服务器安装

• WSUS补丁服务器部署与配置

 搭建WSUS服务器

 设置WSUS更新服务，需确保

WSUS能够与Microsoft官网能

够通信

 控制台添加需更新的计算机

 组策略设置更新策略

 WSUS状态报告

 WSUS更新服务选项



6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66

Windows操作系统激活方法
• 多次激活密钥（MAK）激活

 一个序列号允许被多个计算机多次激活，不能保证180天内连接到网络中的计算机应采

用此激活方式

• 密钥管理服务（KMS）激活

 传统批量激活服务，只有客户端请求超过25个时才会进行批量激活。对于服务器激活则

阈值为5，激活后每隔180天续订激活。客户端通过查询DNS的SRV记录来寻找KMS服

务器

 Active Directory 激活，对于仅运行Windows 8，Windows Server 2012或更高版本

的客户端或服务器操作系统的环境，基于Active Directory的激活是激活所有客户端和

服务器的合适选项。域内计算机在启动过程中自动、透明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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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注册表
注册表： Windows中的一个重要的数据库，用于存储系统和应用程序的设置信息。
• HKEY_CURRENT_USER

 该分支中存放的是当前登录用户的个人个性化喜好设置、所用的软件的设置等个人数据。

• HKEY_LOCAL_MACHINE

 只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访问系统注册表数据，其中存放了系统中各项重要的核心设置数据。

• HKEY_USERS

 该分支中存放的是所有用户的个人个性化喜好设置、所用的软件的设置等个人数据。

• HKEY_CLASSES_ROOT

 应用程序运行时必需的信息

• HKEY_CURRENT_CONFIG

 包括了系统中现有的所有配置文件的细节，允许软件和设备驱动程序员很方便的更新注册表，而

不涉及到多个配置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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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注册表操作规范

• 针对某一个路径，可以
新建或修改键值表项。

• 注册表操作需要谨慎，
建议做好备份操作，且
修改注册表后需要重启
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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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用户及权限管理

• 本地用户与组
 普通用户与本地管

理员的区别：普通
用户不能改系统配
置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
来设置不同的用户
权限

• 共享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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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Active Directory域服务
• Active Directory域内的目录数据库被用来存储用户账户、计算机账户、打印机与共享文件夹等对象，

而提供目录服务的组件就是Active Directory域服务(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s, AD DS), 它

负责目录数据库的存储、新建、删除、修改与查询等工作。

 对象：AD中的所有资源都是以对象的形式存在，一个用户是一个对象，其具有很多不同的属性

 容器与组织单元：容器也是一种对象，只是容器可以包含其他的对象或者容器，也有其自身的属性，组

织单元是一种特殊的容器，不仅能够包含对象或单元单位，还能为组织单元添加组策略

 域控制器：AD域服务的目录数据存在于域控制器，一个域内可能存在多台域控制器

 只读域控制器：AD目录数据库只能被读取，无法被修改的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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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域控高可用实现及故障切换
• 域控高可用：一台主域控，多台备域控

 域服务环境搭建

 域服务配置主域控

 备域控加入现有域

 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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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域控高可用实现及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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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域控高可用实现及故障切换
• 域控高可用：一台主域控，多台备域控

 域服务环境搭建

 域服务配置主域控

 备域控加入现有域

 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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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加入到域环境

更改计算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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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录中用户和计算机管理
• AD用户与计算机

 用户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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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策略是一个能够让系统管理员充分管理用户工作环境的功能通过它来

确保用户拥有应有的工作环境，也通过它来限制用户。因此，不但可以让用户

拥有适当的环境，也可以减轻系统管理员的管理负担。

本地安全组策略 AD域控组策略

Windows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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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安全组策略：

仅对本地用户与计算

机生效的组策略。

本地安全组策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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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控组策略管理

 打开AD组策略编辑器

 新建组策略对象

 编辑组策略对象

 应用组策略对象

域控组策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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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AD组策略
• 限制用户密码复杂度

 计算机配置\策略\Windows设置\安全策略\密码策略

• 禁止修改网络连接策略

 计算机配置\策略\Windows设置\安全策略\系统服务:Network Connections服务给只读权限

 用户配置\策略\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删除网络图标（已启用）

• 登录或注销脚本（如挂载个人网盘）

 用户配置\策略\Windows设置\脚本（登录\注销）：登录\注销脚本编写。

• 环回策略

 计算机配置\策略\管理模板\系统\组策略:配置用户组策略环回处理模式

• 刷新组策略

 CMD中运行gpupdat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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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处理顺序与优先级

• 处理顺序

 本地组策略对象

 域级组策略对象

 组织单位

• 策略优先级顺序

 组织单位

 域级组策略对象

 本地组策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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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SQL Server数据库

• 选择SQL Server功能
• 选择SQL Server服务账

户名和启动类型
• 选择身份验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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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

数据文件的初始大小

日志文件的初始大小

数据存储的潜在增长

主文件
辅助文件

日志文件

文件类型 扩展名 描述

主文件 .mdf 主数据文件包含数据库的启动信息
以及指向其他文件的指针

辅助文件 .ndf
辅助文件可用于将用户数据分散到
多个磁盘上（将每个文件放在不同
的磁盘驱动器上）

事务日志 .ldf 日志文件包含用于恢复数据库的所
有信息

• 数据库名称和数据库文件大小和存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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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日志工作方式

缓冲区缓存

数据页位于缓存区缓存中，或者
读入缓冲区缓存然后修改2

修改记录在磁盘上的事务
日志中3

检查点将提交的事务
写入数据库

4

数据修改由应用程序发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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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恢复模式

恢复模
式

描述 缺点 恢复的时间
点

简单 不备份日志，不需要保
存事务日志的空间。

无法恢复在最近一
次备份后做的修改。

只能恢复到
某次备份当
时的时间点。

完整 备份日志，数据文件丢
失也没关系，能恢复到
任意时间点。

几乎没有。 能恢复到日
志包含的任
意时间点。

大容量
日志

备份日志，但比完整备
份要占用更小的日志空
间。

如果自最近一次日
志备份以来日志已
损坏或发生大容量
日志操作，则必须
重做自上次备份以
来的更改。

能恢复到任
意一次备份
当时的时间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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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日志截断与日志收缩

• 日志截断：将释放记录全部在最小
恢复日志序列号 (MinLSN) 之前出
现的所有虚拟日志。

• 日志收缩：直接减小事务日志文件
（ldf）的大小。

• 当做完事务日志备份后，代表已对
事务日志进行截断，可以通过收缩
文件释放事务日志占用的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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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高可用技术
数据库
高可用方案

特点 要求

故障转移群集 数据库实例（服务器）级别
高可用

需要共享磁盘

镜像 数据库级别高可用 SQL Server 2008 标准版及以上；
至少三台数据库服务器(主体、镜像、见
证)

AlwaysOn高
可用组

可用性组级别高可用；
可支持多个只读副本；
备份操作运行在只读副本数，
可以降低主副本的系统压力，
特别是I/O压力

SQL Server 2012及以上；
至少两台数据库服务器；
需要搭建故障转移群集；
需要一个虚拟网络名称用于客户端的统
一连接(侦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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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高可用技术一：数据库镜像
• 数据库镜像提供了数据库级别的保护

Principal(主体)：具有完整的数据副本，对外提供数据库读写服
务

Mirror(镜像)：具有完整的数据副本，本身不提供读写服务，通
过接收来自Principal的更新日志实现数据同步，允许创建快照实现
报表

Witness(见证): 本身不存储数据，只负责在高安全运行模式下提
供自动故障切换的能力，确保两个SQL Server实例只有一个对外提
供服务，避免脑裂情况出现

• 数据库镜像角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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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镜像状态介绍

已同步：数据库主体和数据库镜像同步正常且已完全同步
已断开连接：数据库主体与数据库镜像失去连接，同步异常
挂起：数据库主体和数据库镜像同步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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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镜像故障转移

1、A为主体，B为镜像

2、A主体发生故障

3、触发故障转移，B变为主体

4、A恢复之后，B保持主体状态，A成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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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镜像配置过程

1、在主体数据库服务器上新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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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镜像配置过程

1、在主体数据库服务器上新建数据库
2、在主体数据库服务器上备份数据库（完整和事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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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镜像配置过程

1、在主体数据库服务器上新建数据库
2、在主体数据库服务器上备份数据库
（完整和事务日志）
3、在镜像数据库服务器上还原数据库
（完整和事务日志）

注意事项：
a、勾选覆盖现有数据库
b、恢复状态选择“RESTORE WITH NO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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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镜像配置过程

1、在主体数据库服务器上新建数据库
2、在主体数据库服务器上备份数据库
（完整和事务日志）
3、在镜像数据库服务器上还原数据库
（完整和事务日志）
4、在主体数据库服务器上配置数据库
镜像

注意事项：
a、选择正确的主体、镜像、见证服务器
b、填入正确的数据库服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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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高可用技术二：AlwaysOn高可用组

主副本：AlwaysOn可以支持多个副本（SQL Server 

2012最多支持五个副本，2014及以上版本最多可支

持九个副本），但只有一个可用性副本上运行的数据

库是处于可读写状态

辅助副本：除主副本外的副本都被称为辅助副本，

辅助副本上的数据库可能是不可访问的，或者是只能

接受只读操作（取决于可用性组的配置）

• AlwaysOn 可用性组提供数据库可用组级别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 需要SQL Server 2012 及以上，企业版

• 数据库AlwaysOn高可用组角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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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置故障转移集群

注意事项：
a、两台数据库服务器配置故障转移集群
b、配置集群见证(共享文件夹)

数据库AlwaysOn配置过程



39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939

2、安装数据库

注意事项：
a、SQL Server 2012及以上，企业版
b、SQL Server服务属性勾选“启用
AlwaysOn可用性组”

数据库AlwaysOn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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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SQL01上新建数据库，
备份数据库及事务日志

数据库AlwaysOn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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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SQL02上还原数据库
及事务日志

注意事项：
a、恢复状态选择“RESTORE WITH 
NORECOVERY”

数据库AlwaysOn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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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SQL01上配置AlwaysOn

注意事项：
a、添加SQL02并启用可读辅助副本

数据库AlwaysOn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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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置AlwaysOn侦听器

注意事项：
a、侦听器DNS名称请勿冲突
b、端口为1433

数据库AlwaysOn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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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AlwaysOn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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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维护计划介绍

通过设定数据库维护计划，定期备份数据库、备份数据库事务日志、清除维护任
务、收缩数据库，以防止因数据库日志文件写满磁盘导致数据库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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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定备份频率及备份时
间

数据库维护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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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维护任务(备份数据
库完整、备份数据库事务日
志、清除维护任务)

数据库维护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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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需要备份的数据库

数据库维护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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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定备份文件存放位置

数据库维护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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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除维护”任务选择
存放备份文件的路径，输入
文件扩展名(bak/trn)，选择
保留时间

数据库维护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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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加“清除维护”任务，
定期删除备份文件(扩展名为
trn)

数据库维护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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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建“收缩数据库”维
护计划

数据库维护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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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数据库镜像手动故障转
移，在原镜像数据库上制定
同样的维护计划

数据库维护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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