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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性介绍 
云桌面自助服务是云桌面推出的一种全新的基础架构交付和使用模式。用户通过自助服务平台申请

所需虚拟资源，由操作员在云桌面管理平台进行响应，为用户分配所需资源。 

2  特性的优点 
桌面自助服务特性具有以下优点： 

• 改变了传统云桌面的统一交付方式，用户可按需主动申请，个性定制，节省资源的同时便捷用

户使用。 

• 自助服务平台还提供了云桌面管理功能。当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虚拟机异常时，可登录自助平

台通过控制台简单排查并解决异常问题等，减轻了运维负担。 

3  版本历史记录 
表1 特性版本历史记录 

产品版本号 修改描述 备注 

H3C Cloud Desktop 2.0(E0214)  新界面版本 

 

4  使用指南 

4.1  使用场景 

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是专门为用户开发的自助平台，用户可在自助平台上注册账号，申请云桌面，

并对云桌面进行管理操作。 

4.2  使用指导 

1. 定制场景 

由操作员在云桌面管理平台预定义用户使用场景对应的云桌面的规格配置信息。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云服务/场景定制]菜单项，进入场景定制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在弹出的增加场景对话框中配置相关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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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增加场景 

 
 

2. 用户预注册 

用户通过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注册账号，并登录使用该平台进行其他操作。 

(1) 通过浏览器访问“http://云桌面管理平台 IP 地址/ssv”，打开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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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用户预注册 

 
 

(2) 单击界面上“用户预注册”链接，在弹出注册用户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参数，单击<注册>按钮，

向云桌面管理平台发送用户注册电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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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注册用户 

 
 

3. 审批并实施用户注册电子流 

用户发送注册电子流后，操作员可以在云桌面管理平台的用户注册电子流中审批并将用户添加到对

应分组。 

(1) 操作员可在用户信息区域 中查看待审批以及待实施的用户注册电子流。 

(2)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云服务/用户注册电子流]菜单项，进入用户注册电子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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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用户注册电子流列表 

 

 

(3) 单击“待审批”状态的电子流名称项，在进入的指定电子流详细信息页面中选择审批结果为“同

意”。 

• 当指定实施操作员为“当前登录操作员”时，可直接选择用户类型和用户分组，单击<确定>
按钮，用户注册成功，用户可通过登录名和密码登录云桌面用户自助平台。 

图5 审批并实施用户注册电子流 

 
 

• 当指定实施操作员不为“当前登录操作员”时，单击<确定>按钮，电子流走向实施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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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审批用户注册电子流 

 
 

a. 指定操作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后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云服务/用户注册电子流]菜单

项，进入用户注册电子流页面。 

图7 待实施用户注册电子流 

 
 

b. 单击“待实施”状态的电子流名称项，在进入电子流详细信息页面中选择实施结果为“同

意”，选择用户类型和用户分组，单击<确定>按钮，用户注册成功，用户可通过登录名和

密码登录云桌面用户自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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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实施用户注册电子流 

 
 

4. 账户延期及审批 

当用户账户即将到期仍有使用需求时，可通过账户延期功能延长用户账户的使用期限。 

(1) 通过浏览器访问“http://云桌面管理平台 IP 地址:8880/ssv”，打开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登录

界面。输入注册成功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 

(2) 单击<账户延期>按钮，弹出账户延期申请对话框。 

图9 账户延期 

 
 

(3) 设置到期日期和申请理由，单击<确定>按钮，向管理平台发送用户延期电子流。 

(4) 管理员在云桌面管理平台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云服务/用户注册电子流]菜单项，进入用

户注册电子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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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用户电子流 

 

 

(5) 单击“待审批”状态的电子流名称项，在进入的指定电子流详细信息页面中选择审批结果为“同

意”。 

• 当指定实施操作员为“当前登录操作员”时，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11 审批并实施用户延期电子流 

 
 

• 当指定实施操作员不为“当前登录操作员”时，单击<确定>按钮，电子流走向实施操作员。 



9 

图12 审批用户延期电子流 

 
 

a. 指定操作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后单击导航树中[桌面管理/云服务/用户电子流]菜单项，进

入用户电子流页面。 

图13 待实施延期电子流 

 
 

b. 单击“待实施”状态的电子流号，在进入电子流详细信息页面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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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实施用户延期电子流 

 
 

5. 申请或延期云桌面 

用户注册成功，用户可通过登录名和密码登录云桌面用户自助平台进行申请云桌面等操作。 

(1) 通过浏览器访问“http://云桌面管理平台 IP 地址:8880/ssv”，打开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登录

界面。输入注册成功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 

图15 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 

 
 

(2) 单击<申请云桌面>按钮，弹出申请云桌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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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申请云桌面 

 
 

(3) 输入简述、设置到期日期，建议申请形式选择“预定义”，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操作员

预定义的场景，单击<确定>按钮，发送云桌面申请电子流。 

图17 申请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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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选择预定义场景 

 

 

(4) 如选择“自定义”模式，单击<下一步>按钮后还需设置申请的云桌面的配置信息，设置完成

后，单击<确定>按钮，发送云桌面申请电子流。 

图19 自定义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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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自定义配置信息 

 
 

(5) 申请成功后，生成一条云桌面电子流。用户可修改或关闭该电子流，或单击电子流号，查看电

子流申请进程。 

图21 电子流 

 

 

(6) 等待管理员审批成功后，可在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查看并管理申请的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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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查看云桌面信息 

 
 

(7) 支持对申请的云桌面资源进行一系列的管理操作： 

• 启动云桌面：当云桌面处于“关闭”状态时，单击指定云桌面上的<启动>按钮，弹出操作确

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启动虚拟机。 

• 正常关机：当云桌面处于“运行”状态时，单击指定云桌面上的<正常关机>按钮，弹出操作

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云桌面正常关机。 

• 重启：当云桌面处于“运行”状态且在云桌面上进行一系列配置后需要重启生效时，单击指定

云桌面上的<重启>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云桌面正常关机。 

• 强制断电：当云桌面因为故障卡顿无法正常使用时，可单击指定云桌面上的<强制断电>按钮，

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强制关闭云桌面。 

• 申请延期：当云桌面的使用期限将要到期仍有使用云桌面的需求时，可通过申请延期功能延长

云桌面的使用期限。 

• 控制台：单击<控制台>按钮，打开控制台管理云桌面。 

(8) 当申请的云桌面即将到期时，可以申请延长云桌面使用期限。单击<申请延期>按钮，弹出云

桌面申请延期对话框，设置到期时间，输入申请理由，单击<确定>按钮，向云桌面管理平台

发送云桌面延期申请电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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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云桌面延期申请 

 

 

6. 审批并实施云桌面申请或延期电子流 

用户在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申请云桌面或延期使用云桌面时，向云桌面管理平台发送云桌面电子流，

操作员可以在云桌面管理平台的云桌面电子流中审批并为用户分配云桌面以及延长使用期限。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云服务/云桌面电子流]菜单项，进入云桌面电子流页面。 

图24 云桌面电子流列表 

 

 

(2) 单击“待审批”状态的云桌面申请电子流名称项，在进入的指定电子流详细信息页面中选择审

批结果为“同意”。 

• 当指定实施操作员为“当前登录操作员”时，可直接选择符合用户申请的桌面池、虚拟机（当

选择桌面池为“静态桌面池”时，需要指定分配给用户使用的虚拟机）以及授权策略模板，单

击<确定>按钮，将符合用户申请条件的虚拟机或桌面池分配给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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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审批并实施电子流 

 
 

• 当指定实施操作员不为“当前登录操作员”时，单击<确定>按钮，电子流走向实施操作员。

请确保实施操作员拥有对桌面池的管理权限。 

图26 审批电子流 

 
 

a. 指定操作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后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云服务/云桌面电子流]菜单项，

进入云桌面电子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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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待实施云桌面申请电子流 

 

 

b. 单击“待实施”状态的电子流名称项，在进入电子流详细信息页面中选择实施结果为“同

意”，选择符合用户申请的桌面池、虚拟机（当选择桌面池为“静态桌面池”时，需要指

定分配给用户使用的虚拟机）以及授权策略模板，单击<确定>按钮，将符合用户申请条件

的虚拟机或桌面池分配给用户使用。 

图28 分配申请用户虚拟机 

 
 

(3) 用户在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申请延期使用云桌面时，可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查看到“延期”类

型的电子流，单击“待审批”状态的云桌面延期电子流名称项，进入的指定电子流详细信息页

面。 

图29 待审批云桌面延期电子流 

 

 

• 当指定实施操作员为“当前登录操作员”时，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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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审批并实施延期电子流 

 

 

• 当指定实施操作员不为“当前登录操作员”时，单击<确定>按钮，电子流走向实施操作员。 

图31 审批延期电子流 

 
 

a. 指定操作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后单击导航树中[桌面管理/云服务/云桌面电子流]菜单项，

进入云桌面电子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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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待实施延期电子流 

 
 

b. 单击“待实施”状态的电子流号，在进入电子流详细信息页面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

操作。 

图33 实施延期电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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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性实现流程介绍 
图34 自助服务工作流程 

 
 

(1) 用户在使用自助平台时需要先预注册账号，经管理员审批后，使用该账号登录自助平台。 

(2) 用户在自助平台中申请所需云桌面，选择申请的云桌面的配置以及使用日期等。 

(3) 管理员在云桌面管理平台审批用户的云桌面申请电子流，同意后为用户分配虚拟机使用。 

(4) 用户可以通过自主平台管理申请的虚拟机资源。 

(5) 用户通过客户端使用虚拟机资源。 

6  其他相关资料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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