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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局准备 

1.1  开局要求 

(1) 为项目实施提供基础设备条件，包括所需的软件、硬件。在基础设备按照要求规格上架连网后

方可进行具体的开局工作。 

(2) 开局硬件资源必须进行评估，保障服务器、存储等资源满足云桌面配置要求。 

(3) 虚拟机模板制作必须参考模板制作指导《H3C Cloud Desktop 标准模板制作手册》。 
(4) 开局使用的终端设备如果是Windows 7系统，RDP 版本必须升级到 RDP8.1并开启相关策略。 

1.2  服务器准备 

1. 服务器兼容性要求 

云桌面使用的虚拟化平台 CAS 需要服务器 CPU 对 Intel-VT 或者 AMD-V 技术的支持，否则无法正

常使用。在安装 CAS 前请确保服务器端 BIOS 的 Intel-VT 或者 AMD-V 技术的虚拟化功能已正常开

启。 

2. 管理服务器配置要求 

若管理服务器仅作为管理服务器，不提供虚拟机业务，则不要求管理服务器的 CPU 支持虚拟化功

能。 

当使用非 FlexServer R390 服务器作为管理服务器时，需要确保如下的配置要求。 

表1 管理服务器配置要求 

硬件需求 硬件配置 

CPU 主频≥2GHZ 

内存 ≥4GB 

内置硬盘 ≥160GB 

网络 至少1块10/100/1000Mb自适应以太网卡 

CD/DVD ROM 1 

 

3. 业务服务器配置要求 

当使用非 FlexServer R390 服务器作为业务服务器时，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虚拟化的作用，最大限

度地利用单台服务器的物理资源，建议运行业务的服务确保如下的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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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业务服务器配置要求 

硬件需求 双路 四路 八路 

CPU(HZ/几路，几核) 双路四核 四路双核或四核 八路双核或四核+ 

内存 16GB+ 32GB+ 64GB+ 

内置硬盘 2 2 2 

千兆/万兆

网卡 

无外接存储 4+ 4+ 4+ 

FC存储 4+ 4+ 4+ 

IP存储 6+ 6+ 6+ 

CD/DVD ROM 1 1 1 

电源 双冗余 双冗余 双冗余 

 

• CPU：必须支持硬件辅助虚拟化技术，如 Intel-VT 或 AMD-V。采用同一厂商、同一产品族和

同一代处理器的服务器组成的集群，可以获得最好的迁移兼容能力。 

• 内存：内存资源往往比 CPU 资源更会成为潜在的性能瓶颈，尽可能将服务器配置到最大内存，

采用最大容量的内存条。 

• 网卡：无外接存储时，建议配置至少 4 块网卡，分别用于管理网络（2 块）和业务网络（2 块）。

有外接 FC 存储时，建议配置至少 4 块网卡，分别用于管理网络（2 块）和业务网络（2 块）。

有外接 IP 存储时，建议配置至少 6 块网卡，分别用于管理网络（2 块）、业务网络（2 块）和存

储网络（2 块）。使用网卡链路捆绑方式，提高链路的高吞吐量和高可靠性。 
• 本地磁盘：无外接存储时，本地磁盘大小与虚拟机的数量及给其分配的磁盘大小有关。有外接

存储时，本地磁盘用于保存虚拟机配置文件等信息。建议配置至少 2 块 SAS 或 SATA 磁盘，并

配置 RAID 1。 

• 光驱：配置至少 1 个 CD/DVD ROM，用于安装 H3C CAS 云计算软件。FlexServer 服务器通

过 iLO 的 Remote Console 功能安装 H3C CAS 云计算软件，可以不配置光驱设备。 

• 电源：建议配置双冗余电源以尽量避免服务器电源本身的故障造成虚拟机业务中断。 

 

 

1.3  软件要求 

VDI 发布版本与配套 CAS 版本具体要求请参考版本说明书。本文以 VDI E0223P20 版本为例，配

套 CAS 版本为 E0530H16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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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配套软件要求 

软件名称 版本号 

H3C Cloud Desktop 2.0 E0223P20 

H3C CAS 5.0 E0530H16 

 

1.4  云终端要求 

表4 云终端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 硬件要求 

 
Windows 7 (32/64 bit) 
Windows 10 (32/64 bit) 

瘦终端：单显示器分辨率≤1080p：终端选择H3C C100S或H3C 
C100S+；单显示器分辨率>1080p或双显示器：终端选择H3C 
C100S； 

CPU：4核（主频≥1.7GHz） 

内存：2G或以上 

硬盘：软件需要2G磁盘空间 

网卡：10/100/1000M自适应以太网卡*1 

普通PC： 

CPU：4核（主频≥2.0GHz） 

内存：3G或以上 

硬盘：软件需要2G磁盘空间 

网卡：10/100/1000M自适应以太网卡*1 

Android 5.1 

ARM终端：支持使用C113系列终端 

CPU：ARM Cortex-A17 四核（主频：1.8GHz） 

内存：1GB 

存储：8GB 

网卡：1000M以太网卡*1 

显示接口：VGA*1、HDMI*1 

Android 5.1 

ARM终端：支持使用C113S系列终端 

CPU：ARM Cortex-A17 四核（主频：1.8GHz） 

内存：1GB 

存储：8GB 

网卡：1000M以太网卡*2 

显示接口：VGA*1、HDM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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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规划与技术设计 

2.1  服务器设计 

2.1.1  主机 CPU 估算 

总物理 CPU 数=虚拟机总数/单物理核支撑虚拟桌面类型个数/0.8 

总主机数=总物理 CPU 数/单主机物理 CPU 数 
单主机承载虚拟机数=虚拟机总数/总主机数 

2.1.2  内存估算 

每台主机需要内存=虚拟机数量*单个内存大小/0.8 

2.2  存储设计 

2.2.1  存储 RAID 以及分区设计 

(1) 当磁盘空间充足时，请使用 RAID1，RAID1 的磁盘利用率为 50%。例如：一共有 10 块 1TB
的硬盘，则做好 RAID1 后，磁盘空间变为 5TB。假设一台云桌面需要分配 100GB 的空间，

则可以部署云桌面的数量为 5*1000GB/100GB=50 台。注意：此方法不区分磁盘类型，无论

是 SSD、SAS 或 SATA 硬盘，均建议采用 RAID1。 
(2) 当磁盘空间没有那么充足时，请使用 RAID5， RAID5 的磁盘利用率为（N-1）/N（N 为磁盘

数量）。例如：一共有10块 1TB的硬盘，则做好RAID5后，磁盘空间变为[（10-1）/10]*10TB=9TB。
假设一台云桌面需要分配 100GB 的空间，则可以部署云桌面的数量为（9*1000GB）
/100GB=90 台。 

(3) 如果磁盘为部分 SSD，部分 SAS，请将云桌面系统盘存放到 SSD 中，数据盘存放到 SAS 盘

中。 

(4) 磁盘分区可采用默认分区。 
(5) 上述方法不区分磁盘类型，无论是 SSD 还是 SAS 或是 SATA 硬盘均适用。 

2.2.2  本地存储设计 

服务器等相关主机均配置两块 10,000 rpm _900GB 的 SAS 硬盘，设置为 RAID1。选择 RAID1 的

目的是防止本地硬盘出现单点故障，提高服务器本身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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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共享存储设计 

图1 虚拟机所需 IOPS对应表 

虚拟桌面类型 1 虚拟桌面所需 IOPS 

Office 办公虚拟桌面 35 

软件编程虚拟桌面 80~120 

流水车间虚拟桌面 35 

阅览室虚拟桌面 20 

 

1. IOPS 性能要求 

总 IOPS=虚拟机数量*虚拟机桌面类型所需 IOPS 

2. 存储容量 

存储总容量=虚拟机磁盘空间*虚拟机数量 

3. 存储磁盘设计 

(1) 磁盘相关规格 

表5 常见 RAID 容量计算与单盘有效 IOPS 

 RAID10 RAID5 

单盘有效容量 N/2N (N-1)/N 

单盘有效IOPS 单盘提供IOPS/(1+1*写IO所占比例) 单盘提供IOPS/(1+3*写IO所占比例) 

 

表6 常用磁盘 IOPS 规格 

磁盘类型 转速 IOPS 

SAS 10000rpm 150 

SAS 15000rpm 180 

SATA 7500rpm 80 

 

(2) 磁盘数量规划 
推荐使用根据容量设计的方式规划磁盘数量，若环境对 IOPS 有特殊要求则使用根据 IOPS 设计方

式规划磁盘数量。 

• 根据容量设计磁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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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磁盘数量=存储总容量/Raidx 单盘有效容量 
• 根据 IOPS 设计磁盘数量 

总磁盘数量=总 IOPS/Raidx 单盘有效 IOPS 

2.2.4  存储池与桌面池规划 

1. 存储池规划 

原则上，一个桌面池不能同时使用多个存储 LUN，但在一个存储 LUN 上可以创建多个桌面池。在

实际应用中，一个存储逻辑磁盘上可以划分多个 LUN，为了方便 IOPS 和磁盘大小评估，本次开局

涉及的虚拟桌面要求独占存储逻辑磁盘。在实施桌面池之前，客户需要事先提供本次开局涉及到所

有存储资源，而且必须是独占。 

2. 桌面池规划 

原则上，一个桌面池只属于一个部门。统计每个部门每类虚拟桌面的个数。 

2.3  网络设计 

2.3.1  组网图 

云桌面典型组网方案建议业务、管理、存储三网分开，业务网络 AD 认证、用户介入等通过三层路

由和管理网互通，避免三张网络因为数据量太大彼此干扰。 



7 

图2 云桌面解决方案典型组网 

 
 

表7 组件说明 

组件名称 组件作用 是否必选 

CAS CVM 为VDI提供虚拟化平台 是 

VDI服务器 VDI管理端，可与CVM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 是 

AD预控服务器 为VDI提供预控环境 否，仅使用本地用户时无须搭建AD服务器 

瘦客户机 安装客户端后可用于连接使用虚拟机。 是 

 

2.3.2  管理、业务、存储组网 

每台业务主机网卡需要实现管理、业务、存储的流量分离，并且管理与业务口做绑定。存储链路实

现多路径。端口绑定与存储多路径设置可以实现网络负载的平衡与链路的冗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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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管理、业务、存储组网图 

 

 

2.3.3  端口规划 

图4 服务器端口规划 

端口 协议 源 目的 备注 

8080、8490、8880、8480 TCP 浏览器 管理平台 Tomcat和nginx的HTTP/HTTPS端
口 

8088、8444 TCP 用户客户端

REST客户端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Broker REST接口端口 

8006、8032 TCP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启动/停止监听端口 

9188、9189 TCP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内存监控端口 

19058、9059 
TCP 
UDP 

客户端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与X86客户端、管理平台与

ARM客户端 

8800 TCP 

管理平台 

虚拟机Agent 

主机HostAgent 

管理平台
IMG 各组件直接与IMG通信端口 

3307 TCP 
管理平台 

MySql客户端 
管理平台 MySql端口 

9001 UDP 刷机系统/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关机、重启 

5900、5901 TCP 客户端 
CVK主机的
Spice Server
服务 

客户端每通过VDP协议访问一台虚

拟机将占用两个端口，并往后递增.

断开协议后立即释放，再次连接从前

面缺省的端口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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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协议 源 目的 备注 

6969 UDP 客户端和虚拟机
Agent 

管理平台 BT服务端口 

6379 TCP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 Redis数据库端口 

 

表8 客户端与虚拟机端口规划 

端口 协议 源 目的 备注 

9001 TCP 浏览器 客户端 客户端日志下载 

9003 TCP 浏览器 Agent(虚拟机) Agent日志下载 

50240-50368 TCP 客户端USB服务 虚拟机USB服务 USB重定向设备TCP连接端口 

5473、5474、5475、5476 TCP 客户端USB服务 虚拟机USB服务 USB服务接受命令的监听端口 

5485 TCP 
客户端

DevRedirect服
务 

虚拟机摄像头重

定向服务 
摄像头重定向服务接受命令的监

听端口 

3389 TCP 客户端 虚拟机RDP服务 客户端访问虚拟机的RDP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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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主机物理网卡配置图 

图5 主机物理网卡配置图 

 

 

• 每台 CVK 服务器的物理网卡 NIC_1 配置成管理网络访问的 IP 地址，能够与 CVM 进行通信。 

• CVK 服务器物理网卡 NIC_B 配置为 iSCSI 或 NFS 存储专用网络，采用独立的 IP 地址网段，

和管理网络以及生产网络隔离，从而保证 NIC_2 上只有和存储相关的数据流通过。如果采用

HBA 光纤卡直连的共享存储，则不需要此网卡配置。 

• 根据虚拟机的具体网络访问需求在虚拟交换机上划分 VLAN，从而将虚拟机之间的流量与其它

物理服务器的流量相隔离，提高安全性。 
• 在项目设计中考虑可靠性与负载压力，需要配置多路径。虚拟机生产网络可以在虚拟机业务密

度较大的时候配置了多块网卡 NIC_3 和 NIC_4，建议配置为多网卡绑定，实现网卡冗余功能

之外还可以提高虚拟机生产网卡的吞吐量，提高网络访问的性能。网卡绑定在 CVK 主机中有

多种绑定模式，注意对应交换机上要做的相关的配置。 

2.3.5  网卡流量设计 

表9 远程协议存储流量规格表 

桌面类型 带宽 

Office办公虚拟桌面(含少量视频播放需求) 5Mbps以下 

软件编程虚拟桌面 10Mbps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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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类型 带宽 

流水车间虚拟桌面 10Mbps以下 

阅览室虚拟桌面 2Mbps(如有视频播放需求，带宽可适当增加) 

存储 XXMbps 

 

表10 网卡带宽速率规格 

网卡类型 带宽 速率 

百兆网卡 100Mbps 12.5MB/s 

千兆网卡 1Gbps 125MB/s 

万兆网卡 10Gbps 1250MB/s 

 

2.3.6  主机网卡设计 

1. 业务网卡设计 

单主机业务总带宽=桌面类型带宽*单主机虚拟机数 

单主机业务网卡数=单主机业务总带宽/网卡带宽 
考虑可靠性设计，使用两块千兆网卡绑定 

2. 存储网卡设计 

单台主机存储总带宽=单台虚拟机存储带宽*虚拟机数量 

单台主机存储网卡数=单台主机存储总带宽/网卡带宽 
设计存储网卡需要考虑单主机承载的虚拟机数，然后根据流量表计算出千兆需要多少个网口聚合或

者万兆需要多少个网口聚合。建议在主机密度很高的情况下使用多路径保障存储可靠性。 

表11 单台主机网络分流的网卡规划实践 

网卡 网络 绑定状态 速度 

NIC_0 
管理 绑定 

1G 

NIC_1 1G 

NIC_2 
业务 绑定 

1G 

NIC_3 1G 

HBA 
存储 多路径 

4G/8G/16G 

HBA 4G/8G/1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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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网络地址规划 

 

网络规划请以实际部署的网络环境为准。 

 

表12 主机网络地址范围及网关地址 

主机名 IP 子网 VLAN ID 网关 ilo 

Cloud.vdi.com 172.22.170.26/24  3170 172.22.170.1  

CVK1 172.22.170.19/24  3170 172.22.170.1  

CVK2 172.22.170.20/24  3170 172.22.170.1  

CVK3 172.22.170.21/24  3170 172.22.170.1  

 

表13 业务地址范围及网关地址 

部门 IP 地址段 网关 VLAN ID 个数 DHCP 

部门1 172.21.65.0/24  651  是 

部门2 172.22.98.0/24  3098  是 

部门3 172.22.94.0/24  3094  是 

 

表14 终端接入地址范围及网关地址 

部门 IP 地址段 网关 VLAN ID 个数 DHCP 

部门1     是 

部门2     是 

部门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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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典型配置套餐 

2.4.1  负载模型及对应场景 

表15 负载模型及对应场景 

负载模型 推荐场景 典型应用/场景下的软件兼容列表 

轻载 公检法税务培训室/会议室（无

需上网且并发视频低于5%）、

公共查询机、呼叫中心、替代远

程应用发布、xx 

1、主要使用office、pdf、邮件系统等轻量软件，不需要上外网，

少于5%非重定向视频。 

2、生产线场景允许查看设计图纸和使用文档，无长时间并发编

辑以及大量客户端并发启动和作业的场景 

中载 公检法税务办公、政府办事大厅

（多外设）、企业办公、xx 
常规office办公、上网、看视频，但持续并发的重载虚拟机个数

不超过20%。外包运维主要使用运维工具，不涉及开发类工具。 

重载 复杂办公、视频监控、视频会议、

PS场景软件开发、测试、外包

开发、xx 

1、需要高并发浏览大型网站和看视频。 
2、安装了桌管软件、PC版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文件加密

软件的办公场景。 
3、需要经常访问50M以上office大文件的办公场景，比如招标

书、财务大报表等。 

vGPU 工业设计、动画制作，高图像处

理需求场景、xx 
重度使用3Dmax、CAD、UG、Adobe Effects、Adobe Premiere、
玛雅Maya、草图大师、会声会影、谷歌地球、xx 

 

2.4.2  典型配置套餐 

1. 服务器配置 

套餐使用服务器磁盘统一默认 4 块 240G SSD+2 块 1.8T HDD,统一 2GB RAID 卡，网卡统一默认 2
端口万兆，选配 4 千兆。 

表16 服务器配置 

中配服务器 高配服务器 GPU 服务器 

CPU：4114 v5 
2.2GHz /2*10 
RAM：8*32GB 

CPU：5118 v5 
2.6GHz /2*12 
RAM：10*32GB 

CPU：6126 v5 
3.2GHz /2*12 
RAM：2*256GB 
GPU：M10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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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负载模型虚拟机推荐配置 

表17 不同负载模型虚拟机推荐配置 

轻载/中载 重载/单项重载 vGPU 

windows7：64位 

vCPU：1路*2核 

vRAM：4G 

windows7：64位 

vCPU：1路*4核 

vRAM：6G 

windows10：64位 

vCPU：1路*4核 

vRAM：10~12G 

VGPU：1G显存 

 

3. 不同配置服务器对应典型套餐 

(1) 中配服务器典型套餐 

表18 中配服务器套餐 

负载模型 业务占比 桌面数 

轻载 

视频重定向(5%以上) 推荐桌面数：43 
最大桌面数：47 

非视频重定向(5%) 推荐桌面数：38 
最大桌面数：40 

中载 

视频重定向(5%以上) 推荐桌面数：31 
最大桌面数：34 

非视频重定向(5%) 推荐桌面数：28 
最大桌面数：31 

重载 

视频重定向(5%以上) 推荐桌面数：22 
最大桌面数：25 

非视频重定向(5%) 推荐桌面数：20 
最大桌面数：22 

单项重载 

2014 CAD 三维设计（0.5mb以下素材） 推荐桌面数：16 

Adobe Flash动画调试(100kb以下素材) 推荐桌面数：21 

1080P视频虚拟机软解 推荐桌面数：13 

2013 Office 纯动画PPT(17MB)播放演示 推荐桌面数：12 

 

(2) 高配服务器典型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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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高配服务器 

负载模型 业务占比 桌面数 

轻载 

视频重定向(5%以上) 推荐桌面数：55 
最大桌面数：61 

非视频重定向(5%) 推荐桌面数：50 
最大桌面数：56 

中载 

视频重定向(5%以上) 推荐桌面数：39 
最大桌面数：42 

非视频重定向(5%) 推荐桌面数：36 
最大桌面数：39 

重载 

视频重定向(5%以上) 推荐桌面数：29 
最大桌面数：32 

非视频重定向(5%) 推荐桌面数：27 
最大桌面数：29 

单项重载 

2014 CAD 三维设计（0.5mb以下素材） 推荐桌面数：19 

Adobe Flash动画调试(100kb以下素材) 推荐桌面数：25 

1080P视频虚拟机软解 推荐桌面数：18 

2013 Office 纯动画PPT(17MB)播放演示 推荐桌面数：14 

 

(3) GPU 服务器典型套餐 

此套餐桌面不做渲染，渲染是指建筑设计、动画制作等利用 3DS MAX、MAYA 等软件制作好模型、

动画帧之后，将所设计内容利用软件本身或者辅助软件（lightscape、vray 等）制作成最终效果图

或者动画的过程。 

表20 GPU服务器 

负载模型 业务占比 桌面数 

vGPU  推荐桌面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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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可重定向的视频业务非常消耗 CPU，受视频质量影响较大，服务器 CPU 资源无法支持非重

定向下的多并发，特殊情况下请保证非重定向视频播放最大在桌面为总桌面 5%，且最多不超过 3
个。 

2、要求部署桌面的业务服务器配置相同，CPU 不建议混搭，如必须混搭，可把不同型号的 CPU
服务器划分到管理平台下不同的主机组。 
3、虚拟机系统磁盘推荐采用 SSD，数据盘可采用 SATA 或 SAS。 

4、不建议最大桌面数下 12 小时以上持续高负荷运行 

5、重载及其 vGPU 场景由于行为边界难以确定，应尽可能结合用户实际使用进行评估 
6、实测时，轻载场景未考虑持续重载操作，中载未超过 20%持续重载操作并发，重载未超过 40%
持续并发，如果高于该比例需要灵活重新推算 

 

2.5  软件组织资源规划 

2.5.1  总体方案组织架构设计 

图6 组织总体架构 

 
 



17 

2.5.2  集群组织规划 

1. 主机池规划 

(1) CAS 支持创建多个主机池，如果现场存在不属于相同二层网络的主机，那么建议将属于相同

二层网络的主机规划到同一主机池下。 

(2) 在主机池中可以创建共享文件系统，共享文件系统以主机池为边界，一个共享文件系统只能用

于一个主机池，如果用于两个主机池将导致严重错误。 
(3) 一个主机池最多能够管理 64 台主机。 

(4) 如果主机没有特殊要求，建议将主机都添加到集群，不要直接添加到主机池下。 

2. 集群规划 

(1) 创建集群时建议开启 HA 和 DRS 等功能，增强虚拟机可靠性。如集群中只有一台主机，建议

不要开启 HA 和 DRS，否则会发生错误。 
(2) 一个主机池下可以创建多个集群。建议虚拟机超过 1024 台时，新建一个集群。 

(3) 一个集群最多支持 32 台主机。 

3. 服务器规划 

服务器规划包括 CAS 相关的规划，主要包括主机名和密码规划，需在满足 CAS 主机名及密码规划

的要求前提下，按照客户的规范进行规划，具体可以参考下表。其中，CAS 系统最大支持 255 个字

符的主机名，允许大小写字母、数字和连接符，不能包含下划线、不能以数字开头。 

表21 服务器规划表 

角色 主机名 用户名 密码 

管理服务器（虚拟化管理/云桌面管理） CVM admin P@sswrd 

主机1 CVK01 root P@sswrd 

主机2 CVK02 root P@sswrd 

主机3 CVK03 root P@sswrd 

虚拟机  administrator P@sswrd 

 

 

1、服务器规划，请按照客户的规划进行规划。 

2、表中的用户名除 CVM 主机的用户名 admin 属于前台用户名，其他主机的用户名均为后台用户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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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虚拟交换机规划 

表22 虚拟交换机规划 

网卡 网络 绑定状态 虚拟交换机 

NIC_0 
管理 绑定 vSwitch0 

NIC_1 

NIC_2 
业务 绑定 vSwitch-network 

NIC_3 

HBA 
存储 多路径 vSwitch-storage 

HBA 

 

 

同一个集群下，主机的虚拟交换机名称必须保持一致，同时也保证每台主机的虚拟交换机绑定的物

理网卡的数量、绑定模式都保持一致，否则会导致虚拟机迁移异常、创建组织时无法选择虚拟交换

机。 

 

2.5.4  虚拟机硬件规划 

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对虚拟机的 CPU、内存、磁盘空间以及相关的硬件资源进行规划。这里以 2vCPU，

2GRAM 为例子通过最佳实践完成规划，将规划虚拟机转换成虚拟机模板。 

硬件类型 参数 说明 

CPU 1*2  

RAM 2GB  

磁盘空间 50GB+100GB C盘50GB+D盘100GB 

CPU工作模式 Custom  

内存预留 1/3  

设备型号 Virtio网卡  

总线类型 Virtio硬盘  

磁盘类型 文件  

磁盘格式 智能  

缓存方式 直接读写（direct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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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桌面池规划 

表23 桌面池规划 

名称 
计算机
类型 

数
量 

分配
方式 

用户类型 虚拟机模板 部署位置 授权策略 虚拟交换机 网络策略 

桌面

池1 虚拟机 60 
静态

桌面

池 
本地用户 Win764 集群 Default vswitch0 Default 

桌面

池2 虚拟机 60 
动态

桌面

池 
域用户 Win1064 主机 新增策略 vswitch1 vlan2 

桌面

池3 虚拟机 60 
手工

桌面

池 
设备用户 Win1032 主机 新增策略 vswitch2 vlan3 

 

 

桌面池规划，请以现场实际需求为准，可多种部署方式进行组合。 

 

2.5.6  用户与用户分组规划 

表24 用户与用户分组规划 

用户类型 用户名 密码 用户/设备分组 OU 备注 

域用户 USER01~100 P@sswrd ADGroup ou=人力资源部,ou=xx股份公

司, dc=xxx,dc=com,dc=cn 需配置ldap 

本地用户 USER101~200 P@sswrd LocalGroup   

设备用户 终端MAC地址  DeviceGroup  支持终端注册 

 

2.5.7  域控目录服务规划 

项目中若客户环境中不存在AD域控服务器，则需要新建配置域控服务器，并确保DNS服务器与AD
域控服务器为同一服务器。 

若客户环境中已存在AD域控服务器，则需要确认域控服务器域名及 IP地址，DNS服务器是否与AD
域控服务器为同一服务器，若不在，则需要确认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由于虚拟机或瘦终端等都需要解析 Broker 域名，请确保整个 VDI 环境都能访问 DNS 服务器并可以

解析 Broker 域名。 

在项目实施前我们需要对涉及域名解析的服务器规划好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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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域名规划 

角色 域名 备注 

AD ad.vdi.com  

DNS dns.vdi.com 尽量与AD服务器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 

H3CDServer cloud.vdi.com  

 

2.6  License申请 

在正式开局之前请在 H3C 官网申请云桌面和 CAS 所需的 license 文件。 

未注册的 CAS 试用版可以试用 180 天，用户可以通过获取 License 并注册为正式版解除试用时间

限制。CAS 的 License 注册与云桌面 License 注册内容大致相同，可按照同样的流程分别注册 CAS
和云桌面。CAS License 注册的详细内容可参考《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安装指导》 

未注册的 VDI 试用版可以试用 180 天，且最高能使用的 License 数目为 200 个（即在线虚拟桌面的

数量）。超过试用期或所需 License 数量大于 200 个时，用户需要通过获取 License 文件并注册成

为正式版才能正常使用云桌面环境。下面介绍云桌面 License 注册的相关内容。 

2.6.1  获取主机文件 

(1)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登录界面中点击“产品注册”链接，License 操作选择“申请新的 License
或升级现有的 License”，设置用户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 

(2) 在下载主机信息文件界面中单击<下载>按钮，将生成的主机信息文件下载到本地。 

2.6.2  申请 License 文件 

(1) 访问 H3C 公司中文网站 http://www.h3c.com，依次点击[产品支持与服务-> 服务支持中心->
授权业务-> 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进入 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页面。 

http://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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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License首次激活申请页面 

 

 

(2) 在“产品分类”中选择要申请的产品类型。如果不知道产品类型，也可直接输入授权码，系统

将自动显示出产品分类。 

(3) 请按照表 26 的说明，在页面上显示填写相关信息。 

表26 相关信息说明 

项目 说明 

授权信息 

请写授权信息，有以下两种方式： 

• 批量上传授权码 

• 直接输入授权码 

设备信息 请上传此前获取到的主机信息文件 

用户信息 请填写您的用户信息，其中带“*”的项目必填 

 

(4) 请输入验证码并勾选“已阅读并同意法律声明所述服务条款各项内容”，再点击<获取激活码

（文件）>按钮，请将生成的 License 文件保存到本地 PC 待用。 

2.6.3  注册 License 

(1)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登录界面中点击“产品注册”链接，License 操作选择“使用 License 文件

对产品进行注册”，点击上传文件，在弹出的打开对话框中选择 License 文件，单击<打开>
按钮，返回产品注册页面，单击<上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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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现注册成功提示后，表明注册成功，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注册操作。 
(3) 注册成功后，登录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即可在关于对话框查看 License 失效日期信息

和许可在线云桌面数。 

 

CAS License 申请及注册过程与云桌面申请注册过程相同。 

 

2.7  HA环境License申请 

2.7.1  获取主机文件 

高可用 HA 环境中有主备服务器，在申请 License 之前需要分别下载主备服务器的主机文件。 

1. 收集主服务器文件 

(1) 确保此时主服务器中 H3CDServer 服务正在运行。可用 Xshell 等软件连接主服务器通过

“service H3CDServer status”命令查看 H3CDServer 服务的运行状态。 

(2) 确定主服务器 H3CDServer 服务正在运行后，通过浏览器访问 http://虚 IP 地址:8880/h3cd，
打开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的登录页面。 

(3) 在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登录界面中点击“产品注册”链接，进入产品注册操作选择界

面。在产品注册操作选择界面中输入 admin 的登录密码，选择“申请新的 License 或升级现

有的 License”、输入用户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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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产品注册操作选择界面 

 
 

(4) 在下载主机信息文件界面中单击<下载>按钮，将生成的主机信息文件下载到本地。 

图9 下载主机信息文件 

 

 

2. 收集备服务器主机文件 

(1) 切换主备，确保备服务器上 H3CDServer 服务正在运行。可通过 Xshell 连接主服务器，通过

“service H3DServer stop”命令停止主服务器上的服务，H3CDServer 服务将会在备服务器

上启动。 

(2) 此时通过 Xshell 连接备服务器，通过“service H3CDServer status”命令查看 H3CDServer
服务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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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备服务器 H3CDServer 服务正在运行后，按照主服务器获取主机文件的步骤收集主机文

件。 

2.7.2  申请 License 文件 

获取到主备服务器的主机信息文件后，请登录 H3C 中文网站使用主备服务器的主机信息文件申请

License 文件。详细步骤请参考 2.6.2 申请 License 文件。 

2.7.3  注册 License 

高可用 HA 环境中有主备服务器，注册 license 时只需要在主服务器上注册即可正常使用。 

(1) 确保此时主服务器中 H3CDServer 服务正在运行。可用 Xshell 等软件连接主服务器通过

“service H3CDServer status”命令查看 H3CDServer 服务的运行状态。 
(2) 确定主服务器 H3CDServer 服务正在运行后，通过浏览器访问 http://虚 IP 地址:8880/h3cd，

打开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的登录页面。 

(3) 在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登录界面中点击“产品注册”链接，在产品注册页面输入 admin
的登录密码，选择“使用 License 文件对产品进行注册”，点击上传文件，在弹出的打开对话

框中选择从官网获取的 License 文件，单击<打开>按钮，返回产品注册页面，单击<上传>按
钮。 

图10 注册 License 

 
 

(4) 注册成功后，登录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即可在关于对话框查看 License 失效日期信息

和许可在线云桌面数。 

3  基础环境安装 

3.1  CAS安装 

CAS 的具体安装过程请参考《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安装指导》。在安装 CAS 时，请注意以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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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件选择 

若服务器为管理服务器，则需要在安装 H3C CAS 时选中“CVM”，若为业务服务器，无需勾选，

直接按<continue>。 

图11 根据服务器类型选择安装 CAS 组件 

 
 

2. DNS 配置 

在实际云桌面环境中都需要用到 DNS 解析域名等，建议在管理服务器安装 CAS 时，配置 DNS 地

址。 

图12 配置 DNS地址 

 

 

若在安装 CAS 时未在管理服务器配置 DNS 地址，可通过下列步骤进行配置。 

(1) 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管理服务器。 
(2) 通过以下命令设置 DNS 服务器地址： 

root@ubuntu:~# vim /etc/network/interfaces 

a. 在 interfaces 文件中 vswitch0 中补充 DNS 服务器地址，如下面标红处。 
auto vswitch0 

iface vswitc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3.188 

        netmask 255.255.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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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192.168.0.0 

        broadcast 192.168.3.255 

        gateway 192.168.0.4 

        dns-nameservers 192.168.0.1 

b. 修改完成后，重启网络服务。 
root@cvknode:~#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3)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配置 DNS 服务器是否可以解析管理平台域名。 
root@cvknode:~# ping desktop.com 

PING desktop.com (192.168.1.75)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92.168.1.75: icmp_req=1 ttl=128 time=0.151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75: icmp_req=2 ttl=128 time=0.127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75: icmp_req=3 ttl=128 time=0.173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75: icmp_req=4 ttl=128 time=0.058 ms 

 

 

当需要配置云桌面高可用 HA 时，需要先配置 CAS CVM 双机热备环境，CAS CVM 双机热备配置

详细内容请参考《H3C CAS CVM 双机热备操作指导书》。 

 

3.2  CAS配置 

CAS 作为虚拟化资源层为 VDI 产品提供所需的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及网络资源等。所以在安装 CAS
后，需要在 CVM 管理平台上配置环境所需的资源等。 

 

CVM 主机资源管理模式为“主机池>>集群>>主机”模式的逻辑关系，不能直接在 CVM 管理平台

上添加集群。 

 

配置内容包括： 

• 增加主机池 

• 增加集群 
• 增加主机 

• 增加虚拟交换机 

• 配置存储及上传虚拟机镜像文件等 

3.2.1  增加主机池 

(1) 打开浏览器输入 H3C CVM 管理平台地址：“http://CVM 服务器 IP 地址:8080”。输入用户名

与密码登录 CVM 管理平台，缺省超级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 

(2)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菜单项，进入云资源概要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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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云资源概览 

 

 

(3) 单击<增加主机池>按钮，在弹出的主机对话框中输入规划好的主机池名称，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增加主机池操作。 

图14 增加主机池 

 

 

(4) 根据规划情况按照上述步骤依次添加主机池。 

3.2.2  增加集群 

主机池增加完成后，需要在对应主机池概要页面添加集群，在该页面添加的集群都属于该主机池。

在 CVM 中添加的集群支持启用 HA、开启计算资源 DRS 以及开启存储资源 DRS 等功能来保障集

群高可靠性。在云桌面管理平台添加的集群不支持上述功能，但可以设置部署限制，建议在 CAS
上添加集群后，在云桌面中通过修改集群功能设置部署限制。 

(1)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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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主机池概要页面 

 
 

(2) 单击<增加集群>按钮，在弹出增加集群对话框中配置集群参数，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增加

集群操作。 

图16 增加集群 

 
 

(3) 根据规划按照上述步骤依次添加集群。 

3.2.3  增加主机 

集群增加完成后，需要在对应集群概要页面添加主机，在该页面添加的主机都属于该集群。 

(1)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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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集群概要页面 

 

 

(2) 单击<增加主机>按钮，在弹出增加主机对话框中输入已安装 CVK 的主机 IP 地址、用户名和

密码，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增加主机操作。 

图18 增加主机 

 
 

(3) 若需要批量添加主机，可启用批量增加主机，并设置主机的起始 IP 和结束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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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批量增加主机 

 
 

3.2.4  虚拟交换机配置 

组网规划中的管理网、存储网和业务网，分别对应管理虚拟交换机、存储虚拟交换机和业务虚拟交

换机。CAS 安装完成后默认配置管理虚拟交换机，需要根据规划配置存储虚拟交换机和业务虚拟交

换机。 
(1)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集群>/<主机>]菜单项，进入指定主机概要页面。单击“虚拟交

换机”页签，进入该主机的虚拟交换机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虚拟交换机对话框。 

(3) 基础信息：设置名称、根据规划选择网络类型、转发模式，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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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基础信息 

 
 

(4) 配置网络：选择网络对应的物理接口，并配置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单击<完成>按钮。 

 

一个主机只能配置一个网关，如果配置多个网关，会造成不可预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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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配置网络 

 
 

(5) 配置模式：当在配置网络步骤选择多个物理接口时，需要对该虚拟交换机进行多网卡绑定，并

设置链路聚合模式和负载分担模式，单击<确定>按钮。 

 

• 当设置多网卡绑定时，需要根据虚拟交换机配置，对物理交换机进行相应的链路聚合配置。 

• 如果虚拟交换机配置了“动态链路聚合”，则连接的物理交换机上必须配置动态聚合。 

• 如果虚拟交换机配置了“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主备负载分担”，则物理交换机

上不应该配置聚合。 
• 如果虚拟交换机配置了“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基本负载分担”或者“高级负载

分担”，则物理交换机上应配置静态聚合。 

• 推荐使用“主备负载分担”或“基本负载分担”，不建议使用“高级负载分担”。 

 



33 

图22 配置模式 

 
 

3.2.5  存储设置 

1. 增加共享存储 

桌面池建议部署在共享存储中，需要依赖 IP_SAN 或 FC_SAN 共享存储设备。本例以 iSCSI 共享

文件系统为例。 

(1)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单击“存储”页签，

进入集群下共享存储列表页面。 

图23 共享存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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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共享存储对话框。单击共享文件系统对应的 图标，弹出选择共享文

件系统。 

图24 增加共享存储 

 

 

(3) 在该对话框中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 

图25 选择共享文件系统 

 
 

(4) 填写名称等基本信息，选择与存储对应的类型，此处以 iSCSI 为例选择“iSCSI 共享文件系统”

类型。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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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基本信息 

 
 

(5) 输入存储服务器的 IP 地址，单击 LUN 对应的 图标，弹出选择 LUN 对话框。 

图27 增加共享文件系统-LUN信息 

 
 

(6) 选择 LUN，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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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选择 LUN 

 

 

(7) 在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中，单击<完成>按钮，增加共享文件系统成功，返回选择共享文

件系统对话框。 

图29 增加共享文件系统 

 
 

(8) 选择新建的共享文件系统，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增加共享存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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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选择共享文件系统 

 
 

(9) 单击<选择主机>按钮，弹出选择主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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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增加共享存储-选择主机 

 
 

(10) 勾选允许访问该共享存储的主机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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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选择主机 

 

 

(11) 在增加共享存储对话框下方显示集群下所有可以访问该共享存储的主机信息，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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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增加共享存储 

 
 

(12) 单击该共享存储对应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启动共享存储池。 

图34 启动存储池 

 

 

(13) 也可在有权限访问共享存储池的主机存储页面中查看共享存储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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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查看共享存储池 

 

 

2. 上传文件 

云桌面不支持将文件上传到存储池，所以需要在配置 CVM 时将虚拟机所需的镜像文件上传到存储

池。 

(1)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集群/<主机名>]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要信息页面。选择“存储”

页签，进入该主机的存储池列表页面。 

(2) 选择要上传的共享存储池，单击<上传文件>按钮，弹出上传文件对话框，将需要上传的操作

系统镜像文件拖拽至虚线框内，并单击<开始上传>按钮。上传完成后，关闭对话框。 

图36 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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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云桌面安装 

3.3.1  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 

安装时请务必保证 CVM 服务器已安装完成且在 CVM 管理平台中已添加所有环境中需要的 CVK 主

机等。 
(1) 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的服务器，通过 Xftp 等软件将

H3Cloud_Desktop_2.0(version).tar.gz （以 E0223P20 版本安装包为例）文件上传到/root 目
录下。 

图37 上传文件 

 

 

(2) 确保当前目录中不存在“h3cd-e0223p20”等与安装包解压后同名的文件，若存在，则使用命

令“rm -rf h3cd-e0223p20”删除，否则会造成安装包解压失败，使用 tar 命令解压

H3Cloud_Desktop_2.0(E0223P20).tar.gz 文件。 
root@ubuntu:~# tar -zxvf H3Cloud_Desktop_2.0\(E0223P20\).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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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安装包文件有特殊字符（比如“（”），建议新环境中键入 H3Cloud 后加 Tab 补全名称，

若环境中有其它 H3Cloud 开头的文件，需手动输入安装包名称时需注意在特殊字符前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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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解压文件 

 
 

(3) 切换到 h3cd-e0223p20 目录，并在该目录下执行 install.sh 脚本文件进行安装。 
root@ubuntu:~# cd h3cd-e0223p20 

root@ubuntu:~/h3cd-e0223p20# ./instal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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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 

 

 

(4) 安装过程中，会检查当前 CAS 版本，若管理服务器安装的 CAS 版本低于云桌面配套 CAS 版

本，会提示升级 CAS 时，输入 yes 升级 CAS。若是配套 CAS 版本，则无需升级。 

图40 升级 CAS 

 
 

 

• 若之前已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在安装 install.sh 文件时会判断两者版本；若低于或等于之前版

本，则提示信息不继续安装，若大于之前版本，则会直接升级到当前安装包版本； 
• 若 install.sh 脚本文件没有可执行权限，可通过 chmod +x install.sh 增加可执行权限； 

•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sh 脚本文件不允许使用“sh xxx.sh”命令执行，推荐切换到该脚本路径

下后使用“./xxx.sh”命令执行。 

 

(5) 安装过程中将自动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以及各种组件。在界面弹出以下信息，则证明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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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安装成功提示 

 

 

 

如果安装失败，可将/var/log/h3cvdi 目录下的 install.log 文件拷贝到本地进行查看检查出错原因。 

 

(6) 安装完成后，默认已启动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可通过 service H3CDServer status 命令来查

看当前服务状态。若未启动可通过 service H3CDServer start 命令启动服务。 

图42 查看服务状态 

 
 

 

云桌面管理平台安装完成且已启动 H3CDServer 服务时，用户可通过 http:// 云桌面管理平台 IP 地

址:8880/version 路径下载其他配套组件。 

 

(7) 云桌面安装过程中会自动为 CVM 管理的 CVK 主机批量安装 HostAgent。但此时由于云桌面

还未配置数据中心与 CVM 进行关联，所以此时 H3CDHostAgent 服务处于未启动状态。在云

桌面管理平台上配置数据中心并进行同步操作后会自动启动 H3CDHostAgent 服务。 

图43 H3CDHostAgent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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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使用过程中，若需添加 CVK 主机，则在管理平台数据中心增加主机后，需为主机安装

HostAgent，具体操作请参见附录中的安装 HostAgent。 

 

(8) 可通过以下命令对管理平台的服务进行管理。 

• 云桌面服务管理 
 service H3CDServer start 启动云桌面服务 

 service H3CDServer stop 停止云桌面服务 

 service H3CDServer restart 重启云桌面服务 
 service H3CDServer status 查看云桌面服务状态 

 service H3CDServer version 查看云桌面版本信息 

• mysql 数据库服务管理 
 service h3cdmysql start 启动 mysql 数据库服务 

 service h3cdmysql stop 停止 mysql 数据库服务 

 service h3cdmysql status 查看 mysql 数据库服务状态 
• HostAgent 服务管理 

 service H3CDHostAgent status 查看 HostAgent 服务状态 

 service H3CDHostAgent version 查看 HostAgent 服务版本 
 service H3CDHostAgent start 启动 HostAgent 服务 

 service H3CDHostAgent stop 关闭 HostAgent 服务 

 service H3CDHostAgent restart 重启 HostAgent 服务 
 service H3CDHostAgent getip 查看当前 Broker IP 地址 

 service H3CDHostAgent setip x.x.x.x(新 Broker ip 地址) 设置新的 Broker IP 地址并重启

HostAgent 服务： 

图44 查看和修改 Broker IP 地址 

 
 

 service H3CDHostAgent getporttype 获取 VDP 访问端口类型 

 service H3CDHostAgent setporttype 1 设置 VDP 访问端口类型为 spice 端口 
 service H3CDHostAgent setporttype 2 设置 VDP 访问端口类型为 tls 端口 



48 

 

 

如需更改 VDP 访问端口类型，需要在每台 CVK 主机上进行修改。 

 

3.3.2  云桌面高可用 HA 配置 

当环境要求系统高可用性时，需要配置云桌面高可用 HA，HA 与 CAS 的双机热备环境配合使用，

CAS 的双机热备环境搭建好后，VDI 高可用的两个节点分别部署在 CAS 双机热备的两个节点上。

云桌面高可用 HA 是为了保证云桌面管理平台业务的高可用性，当管理服务器由于故障导致无法对

外提供服务时，可通过该配置将业务迁移到备用服务器中，从而保证业务不中断或中断时间很短。 

配置准备： 
• 已经存在 CVM 双机 HA 环境。假设主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0.100.1.141，备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0.100.1.140，HA 设置的虚 IP 地址为 100.100.1.143 且虚 IP 没有被占用。 

• 要求两台服务器的系统时间一致，安装的版本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一致，如果需要修改用户名、

密码，请在两个服务器上同步修改。 

• 主服务器以及备服务器按照 3.3.1  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安装最新版本的云桌面管理平台。且

要求两台服务器安装的云桌面版本一致。 

 

• CVM 双机环境下，若需要部署云桌面 HA 环境，需要将云桌面管理平台部署在 CVM 服务器上

并进行高可用 HA 配置。 
• CVM 中未配置双机环境时，若需要部署云桌面 HA 环境，不允许将云桌面管理平台部署在 CVK

主机上，需要两台独立于 CVK 和 CVM 的物理服务器或不在同一台 CVK 主机上的两台虚拟机

上部署云桌面管理平台并进行高可用 HA 配置。 

• CAS 双机 HA 环境中虚 IP 与云桌面 HA 环境中的虚 IP 不能相同。 

 

1. 在主 CVM服务器上安装 VDI云桌面 

此处主 CVM 服务器 IP 为 100.100.1.141。在主 CVM 服务器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的具体方法请参

考 3.3.1  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 

2. 热备切换 

登录 CAS CVM 管理平台，进入系统管理的双机热备配置页面，进行热备切换。 

3. 在原备 CVM服务器上安装 VDI版本云桌面 

此处原备 CVM 服务器 IP 为 100.100.1.140。在原备 CVM 服务器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的具体安装

方法请参考 3.3.1  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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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 VDI HA环境中主服务器高可用 

(1) 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到主服务器。热备切换后，此时主服务器 IP 为

100.100.1.140。 

(2) 切换到/opt/H3C/H3CDServer/mysql/目录下。 
root@ubuntu:~# cd /opt/H3C/H3CDServer/mysql/ 

root@ubuntu:/opt/H3C/H3CDServer/mysql# 

图45 切换目录 

 
 

(3) 执行 enableha.sh 脚本文件，依次设置参数为虚 IP、主服务器 IP、从服务器 IP、主/备模式，

注意各个参数之间有一个英文空格。当提示“Please enter a number between 0 and 255 as the 
new ID, or press Enter to use ID xxx.”时，请键入 enter 键。确保配置正确后，输入“yes”
并键入 enter 键。 
root@ubuntu:/opt/H3C/H3CDServer/mysql# ./enableha.sh 100.100.1.143 100.100.1.140 
100.100.1.141 master 

图46 配置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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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 VDI HA环境备服务器高可用 

(1) 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到备服务器。热备切换后，此时备服务器 IP 为

100.100.1.141。 

(2) 切换到/opt/H3C/H3CDServer/mysql/目录下。 
root@ubuntu:~# cd /opt/H3C/H3CDServer/mysql/ 

root@ubuntu:/opt/H3C/H3CDServer/mysql# 

图47 切换目录 

 
 

(3) 执行 enableha.sh 脚本文件，依次设置参数为虚 IP、主服务器 IP、从服务器 IP、主/备模式，

注意各个参数之间有一个英文空格。当提示“Please enter a number between 0 and 255 as the 
new ID, or press Enter to use ID xxx.”时，请键入 enter 键。确保配置正确后，输入“yes”
并键入 enter 键。 
root@ubuntu:/opt/H3C/H3CDServer/mysql# ./enableha.sh 100.100.1.143 100.100.1.140 
100.100.1.141 slave 

图48 设置备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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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台服务器之间只同步数据库，不同步文件、日志、缓存等其它资源。 

• 在配置了 HA 后，请勿修改主备服务器的 IP 地址。 

• 升级云桌面版本时，先升级主服务器再升级备服务器。 

 

6. 修改虚 IP 地址 

若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修改虚 IP 地址，修改步骤如下： 

(1) 分别在主备服务器上执行 reset-bin-log.sh 脚本，并设置主服务器 IP 地址和备服务器地址（不

区分先后顺序）。 
root@ubuntu:/opt/H3C/H3CDServer/mysql# ./reset-bin-log.sh 100.100.1.140 
100.100.1.141 

图49 重置 

 
 
(2) 确保主备服务器的数据库一致。把备服务器数据库清空，将主服务器的数据库备份并恢复到备

服务器。 
• 通过管理平台界面：<系统>--<备份配置>可以备份到远程服务器，指定的备用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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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备份到指定路径 

 

 

 

• E0213 及之前版本数据库备份采用命令行的形式：主服务器备份需指定备份路径，如备份到

“/var/test”路径下    root@ubuntu:~# h3cdsqltool -b -f /var/test 

•  
• 通过 xftp 等软件将备份文件复制粘贴到备份服务器中 

•  

 

• 备服务器恢复该数据库文件，通过后台命令行和虚 IP 管理平台均可恢复数据。 
root@ubuntu141:~# h3cdsqltool -r -f /root/h3cd_20200214_003126.sql 



53 

图51 命令行恢复数据库 

 

 

图52 管理平台恢复数据库 

 
 

(3) 再次按照上述设置 VDI HA 环境中主服务器高可用、设置 VDI HA 环境备服务器高可用两步配

置高可用。 

 

如需修改 HA 配置，请确保数据库用户名与密码没有被修改。 

 

7. 验证 HA配置 

(1) 分别查看主备服务器上 H3CDServer 服务的状态。 

图53 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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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备服务器 

 
 

(2) 通过虚地址访问云桌面管理平台。 

图55 访问云桌面管理平台 

 
 

(3) 登录后，单击用户信息区域 图标，可查看配置的虚 IP 地址及主备服务器的 IP 地址。 

图56 高可用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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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截图中 HA 主备机中的 IP 地址及虚 IP 地址仅供参考，请以实际配置情况为准。 

 

(4) 当主服务器发生故障时，H3CDServer 服务将会在备用服务器上启动。云桌面管理平台业务大

概会中断一分钟左右，其它业务如虚拟机业务不会中断。 

8. 常见问题 

(1) 新安装的 VDI HA 环境中如果不能获取到主机和虚拟机等信息，需要点击用户信息区域的 图

标同步 CAS 虚拟资源以及系统配置参数。 
(2) 如果 VDI HA 环境出现虚 IP 不能访问的情况，需要分别在两台服务器上重启 H3CDServer 服

务。 

 

• 如果出现问题请及时搜集两个节点日志，需要搜集的日志路径如下：1.“/var/log/syslog”、2.
“/opt/H3C/H3CDServer/H3CDBroker/log”。 

• 高可用 HA 环境中有主备服务器，在申请 License 之前需要分别下载主备服务器的主机文件。

详情可参见 HA 环境 License 申请。 

 

3.3.3  安装云桌面客户端 

1. Windows 版本 

本章节将以 Windows 7 操作系统为例，介绍单个云桌面客户端的安装步骤。如需批量为瘦终端安装

客户端，可使用终端刷机软件。 
(1) 打开终端的 Web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管理服务器 IP 地址/version/H3CDClient，进

入客户端下载界面。下载并运行 H3CDClientVDI.msi 文件，进入 H3C Cloud 云桌面客户端的

安装向导对话框。 

http://管理服务器ip地址/version/H3CD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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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安装向导对话框 

 
 

 

通过 administrator 账户在 Windows10 操作系统中下载并安装云桌面客户端，结果无法安装，可能

是因为 Windows10 操作系统对于 administrator 账户做了限制或客户端已被锁定。解决方法：在开

始旁边的搜索框中输入 secpol.msc，打开本地安全策略对话框。在“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对应窗

口中双击“用户账户控制：用于内置管理员账户的管理员批准模式”，弹出属性对话框，勾选“已

启用”，单击<确定>按钮。更改完成后需要注销当前账户再次登录即可正常安装客户端。若还无法

安装，右键查看客户端安装包属性，并在属性常规页面勾选“解除锁定”。 

 

(2)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安装类型对话框。客户端的安装类型包括普通版和瘦终端版，

如果客户端安装在普通 PC 上，需要选择普通版；如果客户端安装在瘦终端上，需要选择瘦终

端版。本例是在普通 PC 上安装客户端，此处选择“普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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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选择安装类型对话框 

  
 

 

当安装瘦终端模式的客户端时，需要以 administrator 账户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开机自动进入登

录页面。如需切换到本地，可通过释放客户端功能，在弹出框中输入终端释放密码来释放客户端，

进入本地操作系统。默认终端释放密码为“h3c.com”，可在管理平台系统参数中进行修改。 

 

(3)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登录模式对话框。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选择登录模式，其中免

账号登录无需用户名密码登录，使用终端设备作为登录凭证，该模式适用于公共机房、阅览室

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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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设置登录模式 

 
 

(4)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通信环境设置对话框。根据实际情况输入 Broker 服务器（即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其中 IP 地址也可以设置为 Broker 服务器

的域名，端口的默认值为 19058（E0223 以前的版本端口号默认值为 9059）。本例中，Broker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0.100.3.113，端口为 1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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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通信环境设置对话框 

 

 

(5)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已做好安装程序的准备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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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已做好安装程序的准备对话框 

  
 

(6) 确认安装 H3C Cloud 云桌面客户端，则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待安装完成后，进入

Installer 完成对话框。 

图62 Installer完成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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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完成>按钮，关闭 Installer 完成对话框，完成 H3C Cloud 云桌面客户端的安装。 

 

客户端安装完成后需要重启 PC 端。 

 

2. ARM版本 

云桌面从 E0222P04 版本支持 ARM 终端版本客户端 C112 系列；从 E0223P10 版本支持 ARM 终

端版本客户端 C113 系列。C112 系列和 C113 系列的 ARM 终端出厂时已安装配套云桌面客户端，

无需用户手动安装。 
(1) 终端开机后将直接进入服务器配置以及选择登录方式页面。 

图63 服务器配置 

 

 

(2) 设置服务器地址、端口号，选择登录方式（本例为“账号登录”），勾选“确认使用账户登录

方式，登录方式选择后不可更改”后，单击<确定>按钮，进入云桌面登录页面。 



62 

图64 登录页面 

 

 

(3)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后，单击<登录>按钮，即可成功登录访问云桌面。 

3.4  云桌面配置 

3.4.1  同步 CAS 资源 

(1) 打开浏览器输入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地址：“http://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器 IP 地

址:8880/h3cd”。输入用户名与密码登录管理平台，缺省超级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 

(2)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数据中心]菜单项，进入数据中心配置页面。在该页面配置相关参数，单击

<保存>按钮，与 CAS 虚拟化平台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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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连接 CAS 

 

 

(3) 保存配置后，单击<手工同步>按钮，同步 CAS 上的计算、存储及网络资源等。 

(4) 除同步 CAS 资源外，云桌面还支持添加集群、主机以及虚拟交换机。不支持创建存储池。 

• 增加集群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数据中心]菜单项，在进入数据中心配置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

加集群对话框。 

 配置名称以及部署限制，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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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增加集群 

 
 

• 增加主机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数据中心]菜单项，在进入数据中心配置页面单击<增加主机>按钮，弹

出增加主机对话框。 

 选择主机所属集群、配置 IP 地址、用户名、密码等，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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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增加主机 

 

 

• 增加虚拟交换机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数据中心]菜单项，进入数据中心配置页面。 

 单击左侧导航栏[数据中心/<集群>/<主机>]菜单项，进入指定主机概要页面。选择“虚拟交

换机”页签，进入虚拟交换机列表页面。单 
 击<增加>按钮，在弹出的增加虚拟交换机对话框中配置虚拟交换机参数。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操作。业务交换机无需配置 IP 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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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增加虚拟交换机 

 
 

3.4.2  增加用户 

云桌面用户支持三种类型，分别为域用户、本地用户以及设备用户。其中，设备用户用于登录“免

账号登录”模式的客户端，适用于公共场合，用户无需账号密码；本地用户和域用户用于登录“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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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登录”模式的客户端，域用户需配套搭建域控服务器，具体根据实际业务环境需求选择域用户或

本地用户。 

1. 域用户 

域用户需要搭配域控服务器使用，创建域用户前，请确认环境中存在 AD 域控服务器且已创建好用

户所需 OU。域用户支持两种增加方式：同步域控服务器上的域用户、直接在管理平台添加域用户。 

同步域用户 

 

请务必在配置完 LDAP 配置项后再创建虚拟机。如在没有配置 LDAP 时创建虚拟机或者创建完虚拟

机后配置 LDAP，会导致虚拟机无法完成自动加域操作。如需要恢复虚拟机能够自动加域，需要保

障 H3CDManager 成功配置 LDAP，未能完成自动加域的虚拟机需要手动重启虚拟机内的

H3CDAgent 服务。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系统/配置/LDAP 配置]菜单项，在进入的 LDAP 配置页面中配置相关参数。 

图69 LDAP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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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LDAP 配置中不勾选更新服务器数据，则不允许在管理平台添加域用户，只支持在域控服务器添

加用户，并同步到管理平台。 

 

(2) 单击<连接测试>按钮，提示测试成功即表示与 AD 域控服务器成功建立连接。单击<保存>按
钮，保存配置。 

(3) 单击“同步 OU”页签，在进入的同步 OU 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 OU 对话框。配

置需要同步的 OU 信息，单击<确定>按钮。 

图70 增加 OU 

 

 

(4) 单击<立即同步>按钮，将 AD 域控服务器中 OU 上的域用户及域用户分组同步到云桌面管理平

台。 

增加域用户 

当管理平台 LDAP 配置中勾选更新服务器数据后，可支持在管理平台创建域用户，保存到 AD 域控

服务器中。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用户/用户]菜单项，在进入的用户列表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

加用户对话框。 

(2) 选择用户类型为域用户、配置用户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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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增加域用户 

 
 
 

2. 本地用户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用户/用户]菜单项，在进入的用户列表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

加用户对话框。 

(2) 选择用户类型为本地用户、配置用户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70 

图72 增加本地用户 

 
 

3. 设备用户 

设备用户即以终端设备的标识符为账户。支持在客户端注册以及在管理平台添加。 

客户端注册 

(1) 当用户安装免账号登录的客户端时，需要将终端设备注册到管理平台，新安装的客户端会有弹

框提示。 



71 

图73 免账号登陆客户端安装完弹框 

 
 

(2) 未注册的客户端，用户打开客户端后，单击<注册网卡>按钮，弹出设备注册成功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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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注册网卡 

 
 
 

增加设备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设备/设备]菜单项，进入设备列表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设

备对话框。输入设备信息，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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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增加设备 

 
 

4. 批量添加用户 

除上述增加用户方式外，云桌面还支持批量添加域用户、本地用户以及设备用户。通过导入 csv 文

件批量添加用户。 

 

如不确定导入文件内容格式要求，请在对应页面下载导入模板，并在该 csv 文件中补充信息。 

 

批量添加域用户或本地用户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用户/用户]菜单项，在进入的用户列表页面中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

择[导入用户]菜单项，进入导入用户页面。 

(2) 配置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导入预览页面。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导入>按钮，

批量添加域用户或本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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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导入用户 

 
 

批量添加设备用户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设备/设备]菜单项，进入设备列表页面。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导
入设备]菜单项，进入导入设备页面。 

(2) 选择导入文件，根据文件内容设置参数对应文件中的列。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导入预览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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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导入设备 

 

 

3.4.3  制作虚拟机模板 

虚拟机模板是桌面池的重要组成部分，桌面池根据虚拟机模板的基础镜像批量部署虚拟机等。虚拟

机模板根据应用环境不同可分为快速初始化虚拟机模板、完全初始化虚拟机模板。完全初始化模板

即在快速初始化虚拟机模板的基础上再执行 sysprep 封装操作。其中使用组策略的域用户桌面池中

使用完全初始化虚拟机模板，本地用户/设备用户桌面池以及不使用组策略的域用户桌面池使用快速

初始化模板。 

 

制作虚拟机模板的详细步骤请参见《H3C Cloud Desktop 标准模板制作手册》 

 

本例以 Windows 7 32bit 系统为例制作虚拟机模板。主要步骤为： 
• 增加虚拟机并配置操作系统 

• 安装 CAStools 

• 安装 Agent 
• 安装自定义软件 

• 虚拟机优化配置 

• Sysprep 封装(快速初始化模板忽略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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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隆为模板 

1. 增加虚拟机并配置操作系统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数据中心]菜单项，进入数据中心配置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集
群>/<主机>]菜单项，进入指定主机概要页面。 

(2) 单击<增加虚拟机>按钮，弹出增加虚拟机对话框。 

图78 增加虚拟机 

 
 

(3) 基础信息：设置显示名称、选择操作系统及版本，推荐安装 spice 控制台并选择声卡类型为

“ac97”。 

 

若用户需要使用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请务必安装 spice 控制台并选择 ac97 声卡，若在增加虚拟

机时未选择，可通过升级控制台功能为虚拟机安装 spice 控制台和 ac97 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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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基本信息 

 

 

(4) 系统配置：推荐选择标准配置(CPU：2*2 核，内存：2GB)。 

图80 系统配置 

 

 

(5) CPU 信息：单击 CPU 信息 图标，显示高级设置，工作模式选择“兼容模式”，体系结构为

“x86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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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CPU 配置 

 
 

(6) 内存信息：单击内存信息 图标，显示高级设置。保持默认即可。 

图82 内存信息 

 

 

(7) 网卡：单击网卡信息 图标，显示高级设置，选择对应的虚拟交换机和网络策略模板，设置设

备型号为“Virtio 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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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网卡 

 

 

(8) 磁盘： 

• 单击路径输入框或 图标，弹出选择存储对话框。单击<新建存储卷>按钮，在弹出新建存储

卷对话框中设置名称、最大容量、格式为默认的“智能”，并勾选直接选择新增存储卷，单击<
确定>按钮。 

图84 磁盘路径-新增存储卷 

 

 

• 单击磁盘信息 图标，显示高级设置。设置总线类型为“Virtio 磁盘”、类型为“文件”、缓存

方式为“直接缓存(direct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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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光驱：单击光驱信息 图标，显示高级设置。连接方式选择默认的“镜像文件”，单击输入框

或 图标，弹出选择存储对话框。选择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单击<确定>按钮。 

图85 光驱 

 
 

(10) 如需添加硬件，请单击<增加硬件>按钮，添加网卡或磁盘等硬件。至此虚拟机硬件创建完成。 

(11) 单击新增虚拟机名称项，进入虚拟机详细信息页面。单击<控制台>按钮，打开虚拟机控制台，

单击<启动>按钮，启动虚拟机并开始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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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启动虚拟机 

 
 

(12) 安装时请注意以下步骤： 

• 在当提示“您想进行何种类型的安装？”时，请选择“自定义（高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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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安装类型 

 
 

• 当选择“Virtio 磁盘时”，当提示“您想将 Windows 安装到何处？”时，显示无可用磁盘，此

时加载驱动程序。单击“加载驱动程序（L）”，弹出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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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加载驱动程序 

 
 

• 单击<浏览>按钮，在窗口中选择“软盘驱动器（A）”下的“x86/amd64，单击<确定>按钮，返回

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窗口。 

 

32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请选择 x86；64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请选择 amd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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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浏览文件夹 

 
 

• 通过 ctrl 或 shift 按键全选窗口中的所有驱动程序，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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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0 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 当再次提示“您想将 Windows 安装到何处？”时，若有多块磁盘，按需求进行分区后单击<
下一步>按钮，接下来按照提示安装操作系统即可，直至系统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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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选择磁盘 

 
 

 

安装操作系统时，如果有多块磁盘，请注意用驱动器选项（高级）功能对磁盘进行分区。 

 

2. 安装 CAStools 

(1) 在虚拟机控制台窗口单击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下拉菜单[挂载 CASTools 光驱]
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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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挂载 CASTools 光驱 

 

 

(2) 挂载成功后，弹出 CD 驱动器，选择“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进入 castools 文件夹。右

键单击 CAS_tools_setup.exe 安装程序，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A）”，进

入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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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运行安装程序 

 

 

(3) 当在安装过程中弹出 Windows 安全提示框时，请勾选“始终信任来自”Red Hat, Inc.”的软件

(A)。”以及“始终信任来自”Hang Zhou H3C Technologies Co.,Ltd.”的软件(A)。”，单击<
安装>按钮安装驱动软件。 

图94 Windows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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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Windows 安全提示 

 
 

(4) H3C 显示适配器安装完成后将会弹出 CASTools 安装完成后建议重启以修改虚拟机分辨率的

提示框。单击<确定>按钮。 

图96 建议重启提示 

 
 

(5) CAStools 安装完成后，关闭安装对话框，并重启虚拟机。 

 

若虚拟机挂载了两个磁盘， CAStools 工具安装完成后还将会格式化磁盘（D 盘）。 

 

3. 安装 Agent 

(1) 在虚拟机控制台窗口单击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下拉菜单[挂载云桌面 Tools 光驱]
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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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挂载云桌面 Tools光驱 

 

 

(2) 挂载成功后，弹出 CD 驱动器，选择“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进入云桌面 tools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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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云桌面 tools 文件夹 

 
 

 

• 云桌面 tools 中包含 H3CDAgent、H3COptTools、H3CSHCollection、H3CSysprep 等。 
• 若加载云桌面 Tools 时提示不存在时，请手动将 h3cdtools.iso 上传到每个 CVK 主机的 isopool

存储池。一般情况下新增主机都需要手动拷贝 h3cdtools.iso 文件或在 CVM 管理服务器中执行

upgrade_tools_hostagent.sh 脚本文件。 

 

(3) 双击 H3CDAgent.msi 安装包，进入 H3CDAgent 安装向导对话框。在通信环境设置对话框页

面中输入 Broker 的 IP 地址或域名（建议生产项目使用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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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通信环境设置 

 

 

(4) 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安装完成。 

4. 安装自定义软件 

在虚拟机中安装所需软件。 

5. 虚拟机优化配置 

 

在操作系统完成配置后，进行操作系统优化前的虚拟机可以创建快照，便于应用以及出现问题可恢

复。 

 

虚拟机基础配置完成后，需要对其进行优化配置，来提高虚拟机的运行速度以及连接体验等。优化

完成后可用于制作虚拟机模板。通过云桌面 tools 文件夹中的 H3COptTools 优化工具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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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CoptTools 优化工具只支持管理员 administrator 运行，请在运行之前启用并切换到

administrator 用户，建议删除其他无关账户。 

• 确保虚拟机中已安装 Agent。 

 

(1)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云桌面 tools 文件夹中的 H3CoptTools.exe 工具。选择模板适用场景为“云

桌面模板优化”，单击<确定>按钮。 

图100 选择模板 

 

 

 

若虚拟机模板是供设备用户桌面池使用时，请选择模板的适用场景为“云桌面设备用户模板优化”。

相比云桌面模板优化多了 h3cvdiuser 定制项。优化完成后，重启以 h3cvdiuser 用户登录虚拟机，

关机后断开光驱、软驱连接即可用于克隆为虚拟机模板。 

 

(2) 在工具首页单击<一键检查>按钮，在下方显示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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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检查结果 

 
 

(3) 勾选需要优化的项目，单击<一键优化>按钮，优化勾选项内容。 

 

若虚拟机挂载 vGPU 设备，还需要勾选配置 vGPU License Server，vGPU 特性相关配置内容请参

考《云桌面 vGPU 配置指导》 

 

(4) 选择定制用户 profile 的磁盘，优化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对虚拟机进行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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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定制用户 profile磁盘 

 

 

6. Sysprep 封装(可选) 

制作完全初始化模板时需要进行 Sysprep 封装。 

(1) 确保虚拟机 IP 地址为 DHCP 获取方式。 

(2) 确保虚拟机中只存在缺省用户且 administrator 用户的密码设为空，使用 administrator 用户登

录虚拟机。 
(3)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云桌面 tools 文件夹中的 H3CSysprep 文件，弹出系统封装对话框。 

图103 系统封装 

 

 

(4) 单击<确定>按钮，封装完成，提示是否关机时，单击<确定>按钮，系统自动关机，至此封装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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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封装完成 

 
 

 

• 执行完全初始化过程的虚拟桌面生产过程会比较慢，但如果不执行 sysprep 会导致操作系统

SID 相同，文件共享时，会导致相同 SID 系统的同名账号可以访问，同时会导致域策略通过计

算机目录推送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的 SID 相同而推送失败。 
• 制作完全初始化模板的虚拟机如果安装类似腾讯安全管家等安全软件，会导致通过完全初始化

模板部署的虚拟机无法正常使用。这是由于这些安全类软件会修改某些配置，对封装过程产生

干扰，从而导致部署的虚拟机无法完成系统配置。当制作初始化模板时若确实需要安装此类安

全软件时，可逐个在部署完成的虚拟机里进行安装。 

 

7. 克隆为模板 

将虚拟机克隆为模板之前请检查以下内容： 

• 确保虚拟机已关机； 

• 确保虚拟机已断开与光驱或软驱的连接，可在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分别断开与光驱或软驱的连

接。 
(1) 在虚拟机详细信息页面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克隆为模板]菜单项，弹出克隆为模板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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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克隆为模板 

 

 

(2) 输入模板名称和描述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106 配置信息 

 

 

(3) 至此虚拟机模板制作完成，可用于创建桌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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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桌面池配置 

1. 增加桌面池 

桌面池是云桌面产品的核心，用于批量部署虚拟机并将虚拟机分发给用户使用。 

创建桌面池之前请确保云桌面管理平台已存在以下文件： 
• 虚拟机模板：通过上一步骤制作而成。 

• 授权策略：管理平台存在默认授权策略，若默认策略不符合要求，需要在“桌面管理>策略管

理>授权策略”中配置相关授权策略。 

• 网络策略：管理平台存在默认网络策略，若默认策略不符合要求，需要在“桌面管理>策略管

理>网络策略”中配置相关网络策略。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列表页面。  

图107 桌面池列表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桌面池对话框。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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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增加桌面池 

 

 

 

重要参数说明： 
• 计算机类型：桌面池中包含的计算机类型，包括虚拟机和物理机。 

• 最大桌面数量：桌面池中最多可容纳的虚拟机的数量。 

• 分配方式：根据桌面池中虚拟机的分配方式，可将桌面池分为静态桌面池、动态桌面池、手工

桌面池。静态桌面池中虚拟机保存用户数据且与用户一一绑定，用户可长期使用；动态桌面池

中虚拟机与用户无固定绑定关系，随用随取，先到先得，且具有重启还原的特性；手工桌面池

中虚拟机与用户也无固定绑定关系，随用随取，先到先得，且支持手动设置还原点。手动还原

的特性。 
• 用户类型：桌面池支持的授权的用户类型，包括本地用户、域用户、设备用户。 

• 虚拟机模板：用于批量部署相同配置的虚拟机。 

• 部署位置：桌面池中的虚拟机的部署位置。 
• 初始化方式：若虚拟机模板中进行了 Sysprep 封装，请选择完全初始化方式，若没有，则选择

快速初始化方式。 

• 授权策略：设置用户使用桌面池中虚拟机的规则。 

 

(3) 当增加桌面池时勾选了“立即部署”，或在虚拟桌面列表页面单击<批量部署>按钮，弹出批

量部署对话框。首次部署会默认部署一个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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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9 批量部署 

 

 
 

图110 IP 分配方式 

 

 

图111 GPU资源池 

 
 

(4) 确认配置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批量部署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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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确认 

 

 

(5) 确保虚拟机正常可用后，单击<批量部署>按钮，批量部署剩余的虚拟机。 

 

部署 vGPU 虚拟机需选择对应 GPU 资源池，部署非 vGPU 虚拟机 GPU 资源池直接下一步即可， 
vGPU 特性相关配置内容请参考《云桌面 vGPU 配置指导》 

 

2. 授权用户 

(1) 在虚拟桌面列表页面单击<预授权列表>按钮，弹出预授权列表对话框。单击<选择用户>或<
选择用户分组>按钮，弹出选择用户或选择用户分组对话框。 

图113 预授权列表 

 

 

(2) 选择授权用户或授权用户分组，单击<确定>按钮。在预授权列表的用户和用户分组都有权限

使用桌面池中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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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选择用户 

 

 

图115 选择用户分组 

 
 

3.4.5  客户端登录 

(1) 打开桌面上的 H3CDClient.ink 快捷方式，打开云桌面客户端。输入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
按钮，登录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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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客户端登录页面 

 
 

(2) 当用户仅有一个授权桌面时，直接连接该桌面，当用户有多个桌面时，进入桌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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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桌面列表 

 

 

(3) 双击桌面列表的虚拟机进行连接。 

图118 连接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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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数据库备份和还原 

从 E0214 版本开始，系统支持通过管理平台对数据库进行备份和还原。 

4.1.1  数据库备份 

(1) 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单击顶部导航栏[系统/备份配置]菜单项，进入备份配置页面。 

(2) 设置备份服务器、备份路径以及启用定时备份（本例中选择备份到服务器本地目录中）。单击

<保存>按钮。 

图119 数据库备份 

 

 

(3) 保存配置后，单击<立即备份>按钮，备份数据库文件。 

4.1.2  数据库还原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系统/备份设置]菜单项，进入备份设置页面。 

(2) 单击“备份历史”页签，进入备份历史页面。 

(3) 单击指定备份文件操作列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图120 数据库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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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按钮，还原数据库，还原期间会暂停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请稍后刷新页面重新

访问管理平台。 

图121 操作确认 

 

4.2  安装HostAgent 

4.2.1  通过 HostAgent 脚本批量安装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器上执行 HostAgent 脚本将批量为所有 CVK 主机安装 HostAgent，此方法

需重启虚拟机后才生效（E0223H02 之前版本将在无任何提示情况下强制重启所有虚拟机；

E0223H02 及之后版本将提示用户重启虚拟机），推荐在业务暂停状态下使用。 

 

(1) 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器。 
(2) 进入 h3cd-e0223p20 目录下，并执行 upgrade_tools_hostagent.sh 文件，即可为新增的 CVK

主机安装 HostAgent。 
root@ubuntu:~# cd h3cd-e0223p20 

root@ubuntu: ~/h3cd-e0223p20# ./upgrade_tools_hostagent.sh 

(3) 安装完成后，请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上进行手工同步的操作，为新增 CVK 主机设置 HostAgent
服务的 Broker IP 地址并启动 HostAgent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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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手工同步 

 
 

4.2.2  通过 H3CDHostInstall脚本单独安装 

 

当业务正常运行状态下，需为新加入的 CVK 主机单独安装 HostAgent 或使用 HostAgent 脚本批量

安装 HostAgent 失败时，推荐使用如下方法。 

 

(1) 打开登录 PC 的 Web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云桌面管理平台 IP 地

址>:8880/version/H3CDHost”，右键点击 H3CDHost.tar.gz 链接，选择下拉菜单的“复制链

接地址”。此处以 100.100.3.113 为例。 

图123 复制 H3CDHost链接地址 

 

 

(2) 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新加入的 CVK 主机。此处以 cvknode113 为例。 

(3) 请先通过以下命令确保该主机 “/root”目录下不存在 H3CDHost.tar.gz 文件和 H3CDHost 目
录，并粘贴上一步复制的链接地址，下载 H3CDHost.tar.gz 到新加入的 CVK 主机。 
root@cvknode113:~# rm -rf H3CDHost.tar.gz H3CD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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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cvknode113:~# wget http://100.100.3.113:8880/version/H3CDHost/H3CDHost.tar.gz 

图124 下载 H3CDHost文件 

 

 

(4) 更改 H3CDHost.tar.gz 文件的权限，为其添加可执行权限，并解压 H3CDhost.tar.gz 文件。 
root@cvknode113:~# chmod +x H3CDHost.tar.gz 

root@cvknode113:~# tar -zxvf H3CDHost.tar.gz 

图125 修改前文件权限 

 
 

图126 修改后文件权限 

 
 

图127 解压文件 

  

 

(5) 切换到 H3CDHost 目录，并在该目录下执行 H3CDHostInstall.sh 脚本文件进行安装。在云桌

面中，sh 脚本文件不允许使用“sh xxx.sh”命令执行，推荐使用“./xxx.sh”命令执行。 
root@cvknode113:~/H3CDHost# ./H3CDHostInstal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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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安装 HostAgent 

  

(6) 执行以下 getip命令查看CVK主机的 Broker IP 。若 IP不是当前环境中Broker IP，则执行 setip
设置 CVK 主机的 Broker IP 地址。设置后重启 HostAgent 服务。 
service H3CDHostAgent getip  

service H3CDHostAgent setip x.x.x.x 

service H3CDHostAgent restart 

图129 查看和修改 Broker IP 地址 

   
 

(7) 安装成功后，通过“service H3CDHostAgent status”和“service H3CDHostAgent version”
命令查看当前安装的 HostAgent 服务状态及版本信息。 

图130 查看服务状态及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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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础信息：设置名称、根据规划选择网络类型、转发模式，单击<下一步>按钮。
	(4) 配置网络：选择网络对应的物理接口，并配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单击<完成>按钮。
	(5) 配置模式：当在配置网络步骤选择多个物理接口时，需要对该虚拟交换机进行多网卡绑定，并设置链路聚合模式和负载分担模式，单击<确定>按钮。

	3.2.5   存储设置
	1.  增加共享存储
	(1)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单击“存储”页签，进入集群下共享存储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共享存储对话框。单击共享文件系统对应的图标，弹出选择共享文件系统。
	(3) 在该对话框中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
	(4) 填写名称等基本信息，选择与存储对应的类型，此处以iSCSI为例选择“iSCSI共享文件系统”类型。单击<下一步>按钮。
	(5) 输入存储服务器的IP地址，单击LUN对应的图标，弹出选择LUN对话框。
	(6) 选择LUN，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
	(7) 在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中，单击<完成>按钮，增加共享文件系统成功，返回选择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
	(8) 选择新建的共享文件系统，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增加共享存储对话框。
	(9) 单击<选择主机>按钮，弹出选择主机对话框。
	(10) 勾选允许访问该共享存储的主机后，单击<确定>按钮。
	(11) 在增加共享存储对话框下方显示集群下所有可以访问该共享存储的主机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12) 单击该共享存储对应的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启动共享存储池。
	(13) 也可在有权限访问共享存储池的主机存储页面中查看共享存储池信息。

	2.  上传文件
	(1)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集群/<主机名>]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要信息页面。选择“存储”页签，进入该主机的存储池列表页面。
	(2) 选择要上传的共享存储池，单击<上传文件>按钮，弹出上传文件对话框，将需要上传的操作系统镜像文件拖拽至虚线框内，并单击<开始上传>按钮。上传完成后，关闭对话框。



	3.3   云桌面安装
	3.3.1   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
	(1) 通过Xshell等软件以root用户登录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的服务器，通过Xftp等软件将H3Cloud_Desktop_2.0(version).tar.gz （以E0223P20版本安装包为例）文件上传到/root目录下。
	(2) 确保当前目录中不存在“h3cd-e0223p20”等与安装包解压后同名的文件，若存在，则使用命令“rm -rf h3cd-e0223p20”删除，否则会造成安装包解压失败，使用tar命令解压H3Cloud_Desktop_2.0(E0223P20).tar.gz文件。
	(3) 切换到h3cd-e0223p20目录，并在该目录下执行install.sh脚本文件进行安装。
	(4) 安装过程中，会检查当前CAS版本，若管理服务器安装的CAS版本低于云桌面配套CAS版本，会提示升级CAS时，输入yes升级CAS。若是配套CAS版本，则无需升级。
	(5) 安装过程中将自动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以及各种组件。在界面弹出以下信息，则证明安装完成。
	(6) 安装完成后，默认已启动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可通过service H3CDServer status命令来查看当前服务状态。若未启动可通过service H3CDServer start命令启动服务。
	(7) 云桌面安装过程中会自动为CVM管理的CVK主机批量安装HostAgent。但此时由于云桌面还未配置数据中心与CVM进行关联，所以此时H3CDHostAgent服务处于未启动状态。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上配置数据中心并进行同步操作后会自动启动H3CDHostAgent服务。
	(8) 可通过以下命令对管理平台的服务进行管理。

	3.3.2   云桌面高可用HA配置
	1.  在主CVM服务器上安装VDI云桌面
	2.  热备切换
	3.  在原备CVM服务器上安装VDI版本云桌面
	4.  设置VDI HA环境中主服务器高可用
	(1) 通过Xshell等软件以root用户登录到主服务器。热备切换后，此时主服务器IP为100.100.1.140。
	(2) 切换到/opt/H3C/H3CDServer/mysql/目录下。
	(3) 执行enableha.sh脚本文件，依次设置参数为虚IP、主服务器IP、从服务器IP、主/备模式，注意各个参数之间有一个英文空格。当提示“Please enter a number between 0 and 255 as the new ID, or press Enter to use ID xxx.”时，请键入enter键。确保配置正确后，输入“yes”并键入enter键。

	5.  设置VDI HA环境备服务器高可用
	(1) 通过Xshell等软件以root用户登录到备服务器。热备切换后，此时备服务器IP为100.100.1.141。
	(2) 切换到/opt/H3C/H3CDServer/mysql/目录下。
	(3) 执行enableha.sh脚本文件，依次设置参数为虚IP、主服务器IP、从服务器IP、主/备模式，注意各个参数之间有一个英文空格。当提示“Please enter a number between 0 and 255 as the new ID, or press Enter to use ID xxx.”时，请键入enter键。确保配置正确后，输入“yes”并键入enter键。

	6.  修改虚IP地址
	(1) 分别在主备服务器上执行reset-bin-log.sh脚本，并设置主服务器IP地址和备服务器地址（不区分先后顺序）。
	(2) 确保主备服务器的数据库一致。把备服务器数据库清空，将主服务器的数据库备份并恢复到备服务器。
	(3) 再次按照上述设置VDI HA环境中主服务器高可用、设置VDI HA环境备服务器高可用两步配置高可用。

	7.  验证HA配置
	(1) 分别查看主备服务器上H3CDServer服务的状态。
	(2) 通过虚地址访问云桌面管理平台。
	(3) 登录后，单击用户信息区域图标，可查看配置的虚IP地址及主备服务器的IP地址。
	(4) 当主服务器发生故障时，H3CDServer服务将会在备用服务器上启动。云桌面管理平台业务大概会中断一分钟左右，其它业务如虚拟机业务不会中断。

	8.  常见问题
	(1) 新安装的VDI HA环境中如果不能获取到主机和虚拟机等信息，需要点击用户信息区域的图标同步CAS虚拟资源以及系统配置参数。
	(2) 如果VDI HA环境出现虚IP不能访问的情况，需要分别在两台服务器上重启H3CDServer服务。


	3.3.3   安装云桌面客户端
	1.  Windows版本
	(1) 打开终端的Web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管理服务器IP地址/version/H3CDClient，进入客户端下载界面。下载并运行H3CDClientVDI.msi文件，进入H3C Cloud云桌面客户端的安装向导对话框。
	(2)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安装类型对话框。客户端的安装类型包括普通版和瘦终端版，如果客户端安装在普通PC上，需要选择普通版；如果客户端安装在瘦终端上，需要选择瘦终端版。本例是在普通PC上安装客户端，此处选择“普通版”。
	(3)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登录模式对话框。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选择登录模式，其中免账号登录无需用户名密码登录，使用终端设备作为登录凭证，该模式适用于公共机房、阅览室等场景。
	(4)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通信环境设置对话框。根据实际情况输入Broker服务器（即H3C Cloud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其中IP地址也可以设置为Broker服务器的域名，端口的默认值为19058（E0223以前的版本端口号默认值为9059）。本例中，Broker服务器的IP地址为100.100.3.113，端口为19058。
	(5)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已做好安装程序的准备对话框。
	(6) 确认安装H3C Cloud云桌面客户端，则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待安装完成后，进入Installer完成对话框。
	(7) 单击<完成>按钮，关闭Installer完成对话框，完成H3C Cloud云桌面客户端的安装。

	2.  ARM版本
	(1) 终端开机后将直接进入服务器配置以及选择登录方式页面。
	(2) 设置服务器地址、端口号，选择登录方式（本例为“账号登录”），勾选“确认使用账户登录方式，登录方式选择后不可更改”后，单击<确定>按钮，进入云桌面登录页面。
	(3)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后，单击<登录>按钮，即可成功登录访问云桌面。



	3.4   云桌面配置
	3.4.1   同步CAS资源
	(1) 打开浏览器输入H3C Cloud云桌面管理平台地址：“http://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器IP地址:8880/h3cd”。输入用户名与密码登录管理平台，缺省超级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均为admin。
	(2)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数据中心]菜单项，进入数据中心配置页面。在该页面配置相关参数，单击<保存>按钮，与CAS虚拟化平台建立连接。
	(3) 保存配置后，单击<手工同步>按钮，同步CAS上的计算、存储及网络资源等。
	(4) 除同步CAS资源外，云桌面还支持添加集群、主机以及虚拟交换机。不支持创建存储池。

	3.4.2   增加用户
	1.  域用户
	同步域用户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系统/配置/LDAP配置]菜单项，在进入的LDAP配置页面中配置相关参数。
	(2) 单击<连接测试>按钮，提示测试成功即表示与AD域控服务器成功建立连接。单击<保存>按钮，保存配置。
	(3) 单击“同步OU”页签，在进入的同步OU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OU对话框。配置需要同步的OU信息，单击<确定>按钮。
	(4) 单击<立即同步>按钮，将AD域控服务器中OU上的域用户及域用户分组同步到云桌面管理平台。
	增加域用户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用户/用户]菜单项，在进入的用户列表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用户对话框。
	(2) 选择用户类型为域用户、配置用户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2.  本地用户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用户/用户]菜单项，在进入的用户列表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用户对话框。
	(2) 选择用户类型为本地用户、配置用户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  设备用户
	客户端注册
	(1) 当用户安装免账号登录的客户端时，需要将终端设备注册到管理平台，新安装的客户端会有弹框提示。
	(2) 未注册的客户端，用户打开客户端后，单击<注册网卡>按钮，弹出设备注册成功提示框。
	增加设备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设备/设备]菜单项，进入设备列表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设备对话框。输入设备信息，单击<确定>按钮。

	4.  批量添加用户
	批量添加域用户或本地用户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用户/用户]菜单项，在进入的用户列表页面中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导入用户]菜单项，进入导入用户页面。
	(2) 配置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导入预览页面。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导入>按钮，批量添加域用户或本地用户。
	批量添加设备用户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设备/设备]菜单项，进入设备列表页面。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导入设备]菜单项，进入导入设备页面。
	(2) 选择导入文件，根据文件内容设置参数对应文件中的列。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导入预览页面。


	3.4.3   制作虚拟机模板
	1.  增加虚拟机并配置操作系统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数据中心]菜单项，进入数据中心配置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集群>/<主机>]菜单项，进入指定主机概要页面。
	(2) 单击<增加虚拟机>按钮，弹出增加虚拟机对话框。
	(3) 基础信息：设置显示名称、选择操作系统及版本，推荐安装spice控制台并选择声卡类型为“ac97”。
	(4) 系统配置：推荐选择标准配置(CPU：2*2核，内存：2GB)。
	(5) CPU信息：单击CPU信息图标，显示高级设置，工作模式选择“兼容模式”，体系结构为“x86_64”。
	(6) 内存信息：单击内存信息图标，显示高级设置。保持默认即可。
	(7) 网卡：单击网卡信息图标，显示高级设置，选择对应的虚拟交换机和网络策略模板，设置设备型号为“Virtio网卡”。
	(8) 磁盘：
	(9) 光驱：单击光驱信息图标，显示高级设置。连接方式选择默认的“镜像文件”，单击输入框或图标，弹出选择存储对话框。选择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单击<确定>按钮。
	(10) 如需添加硬件，请单击<增加硬件>按钮，添加网卡或磁盘等硬件。至此虚拟机硬件创建完成。
	(11) 单击新增虚拟机名称项，进入虚拟机详细信息页面。单击<控制台>按钮，打开虚拟机控制台，单击<启动>按钮，启动虚拟机并开始安装操作系统。
	(12) 安装时请注意以下步骤：

	2.  安装CAStools
	(1) 在虚拟机控制台窗口单击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下拉菜单[挂载CASTools光驱]菜单项。
	(2) 挂载成功后，弹出CD驱动器，选择“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进入castools文件夹。右键单击CAS_tools_setup.exe安装程序，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A）”，进入安装程序。
	(3) 当在安装过程中弹出Windows安全提示框时，请勾选“始终信任来自”Red Hat, Inc.”的软件(A)。”以及“始终信任来自”Hang Zhou H3C Technologies Co.,Ltd.”的软件(A)。”，单击<安装>按钮安装驱动软件。
	(4) H3C显示适配器安装完成后将会弹出CASTools安装完成后建议重启以修改虚拟机分辨率的提示框。单击<确定>按钮。
	(5) CAStools安装完成后，关闭安装对话框，并重启虚拟机。

	3.  安装Agent
	(1) 在虚拟机控制台窗口单击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下拉菜单[挂载云桌面Tools光驱]菜单项。
	(2) 挂载成功后，弹出CD驱动器，选择“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进入云桌面tools文件夹。
	(3) 双击H3CDAgent.msi安装包，进入H3CDAgent安装向导对话框。在通信环境设置对话框页面中输入Broker的IP地址或域名（建议生产项目使用域名）。
	(4) 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安装完成。

	4.  安装自定义软件
	5.  虚拟机优化配置
	(1)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云桌面tools文件夹中的H3CoptTools.exe工具。选择模板适用场景为“云桌面模板优化”，单击<确定>按钮。
	(2) 在工具首页单击<一键检查>按钮，在下方显示检查结果。
	(3) 勾选需要优化的项目，单击<一键优化>按钮，优化勾选项内容。
	(4) 选择定制用户profile的磁盘，优化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对虚拟机进行重启。

	6.  Sysprep封装(可选)
	(1) 确保虚拟机IP地址为DHCP获取方式。
	(2) 确保虚拟机中只存在缺省用户且administrator用户的密码设为空，使用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虚拟机。
	(3)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云桌面tools文件夹中的H3CSysprep文件，弹出系统封装对话框。
	(4) 单击<确定>按钮，封装完成，提示是否关机时，单击<确定>按钮，系统自动关机，至此封装完成。

	7.  克隆为模板
	(1) 在虚拟机详细信息页面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克隆为模板]菜单项，弹出克隆为模板对话框。
	(2) 输入模板名称和描述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 至此虚拟机模板制作完成，可用于创建桌面池。


	3.4.4   桌面池配置
	1.  增加桌面池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桌面池对话框。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钮。
	(3) 当增加桌面池时勾选了“立即部署”，或在虚拟桌面列表页面单击<批量部署>按钮，弹出批量部署对话框。首次部署会默认部署一个虚拟机。
	(4) 确认配置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批量部署虚拟机。
	(5) 确保虚拟机正常可用后，单击<批量部署>按钮，批量部署剩余的虚拟机。

	2.  授权用户
	(1) 在虚拟桌面列表页面单击<预授权列表>按钮，弹出预授权列表对话框。单击<选择用户>或<选择用户分组>按钮，弹出选择用户或选择用户分组对话框。
	(2) 选择授权用户或授权用户分组，单击<确定>按钮。在预授权列表的用户和用户分组都有权限使用桌面池中的虚拟机。


	3.4.5   客户端登录
	(1) 打开桌面上的H3CDClient.ink快捷方式，打开云桌面客户端。输入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客户端。
	(2) 当用户仅有一个授权桌面时，直接连接该桌面，当用户有多个桌面时，进入桌面列表页面。
	(3) 双击桌面列表的虚拟机进行连接。



	4   附录
	4.1   数据库备份和还原
	4.1.1   数据库备份
	(1) 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单击顶部导航栏[系统/备份配置]菜单项，进入备份配置页面。
	(2) 设置备份服务器、备份路径以及启用定时备份（本例中选择备份到服务器本地目录中）。单击<保存>按钮。
	(3) 保存配置后，单击<立即备份>按钮，备份数据库文件。

	4.1.2   数据库还原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系统/备份设置]菜单项，进入备份设置页面。
	(2) 单击“备份历史”页签，进入备份历史页面。
	(3) 单击指定备份文件操作列的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4) 单击<确定>按钮，还原数据库，还原期间会暂停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请稍后刷新页面重新访问管理平台。


	4.2   安装HostAgent
	4.2.1   通过HostAgent脚本批量安装
	(1) 通过Xshell等软件以root用户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器。
	(2) 进入h3cd-e0223p20目录下，并执行upgrade_tools_hostagent.sh文件，即可为新增的CVK主机安装HostAgent。
	(3) 安装完成后，请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上进行手工同步的操作，为新增CVK主机设置HostAgent服务的Broker IP地址并启动HostAgent服务。

	4.2.2   通过H3CDHostInstall脚本单独安装
	(1) 打开登录PC的Web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云桌面管理平台IP地址>:8880/version/H3CDHost”，右键点击H3CDHost.tar.gz链接，选择下拉菜单的“复制链接地址”。此处以100.100.3.113为例。
	(2) 通过Xshell等软件以root用户登录新加入的CVK主机。此处以cvknode113为例。
	(3) 请先通过以下命令确保该主机 “/root”目录下不存在H3CDHost.tar.gz文件和H3CDHost目录，并粘贴上一步复制的链接地址，下载H3CDHost.tar.gz到新加入的CVK主机。
	(4) 更改H3CDHost.tar.gz文件的权限，为其添加可执行权限，并解压H3CDhost.tar.gz文件。
	(5) 切换到H3CDHost目录，并在该目录下执行H3CDHostInstall.sh脚本文件进行安装。在云桌面中，sh脚本文件不允许使用“sh xxx.sh”命令执行，推荐使用“./xxx.sh”命令执行。
	(6) 执行以下getip命令查看CVK主机的Broker IP 。若IP不是当前环境中Broker IP，则执行setip设置CVK主机的Broker IP地址。设置后重启HostAgent服务。
	(7) 安装成功后，通过“service H3CDHostAgent status”和“service H3CDHostAgent version”命令查看当前安装的HostAgent服务状态及版本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