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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性介绍 
手工桌面池是基于动态桌面池的基础上开发的特性，内置快照还原。相较于动态桌面池中虚拟机重

启后会自动还原到初始状态，手工桌面池支持用户自定义还原点、手工还原到指定时刻等。 

2  使用指南 

2.1  特性实现原理 

图1 特性实现原理 

 
 

(1) 虚拟机初次启动后，Agent 会自动创建内置快照。 

(2) 为手工桌面池设置还原点后，会手工创建快照。 

(3) 支持多次为手工桌面池设置还原点，但是还原桌面池只还原到最新一次快照 n。 

(4) 每天凌晨 3 点会清理其它快照，只保留最新的快照。 

2.2  使用场合 

可以自主选择还原点进行还原，适用于有回滚需求的场景。 

3  配置指导 

3.1  配置思路 

(1) 创建桌面池之前的准备工作：制作虚拟机模板、增加授权策略、增加网络策略、增加用户等。 

(2) 创建手工桌面池并批量部署虚拟机。 

(3) 将虚拟机授权给用户使用。 

(4) 创建桌面池还原点、还原桌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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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意事项 

• 可多次设置桌面池还原点，还原桌面池以最近设置的还原点为准。 

3.3  配置步骤 

3.3.1  准备工作 

1. 制作虚拟机模板 

详细内容请参考《H3C Cloud Desktop 标准模板制作手册》。以 Windows 操作系统为例简要说明制

作虚拟机模板的步骤。 

(1) 新建虚拟机。 

(2) 安装操作系统。 

(3) 安装 CAStools。 

(4) 安装 Agent。 

(5) 以 administrator 用户执行 H3COptTools 优化工具，并对模板进行优化。 

(6) 若桌面池用户类型是域用户，建议进行 sysprep 封装。 

(7) 关闭虚拟机，断开光驱软驱后，将虚拟机克隆为模板。 

2. 增加授权策略 

如无特殊需求，可使用 Default 授权策略。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策略管理/授权策略]菜单项，进入授权策略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授权策略对话框。 

(3) 根据需求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 增加网络策略 

如无特殊需求，可使用 Default 网络策略。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策略管理/网络策略]菜单项，进入网络策略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网络策略对话框。 

(3) 根据需求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4. 增加用户 

可根据需求增加本地用户或域用户，以本地用户为例，。 

(1) 单击顶部导航栏[用户/用户/用户]菜单项，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用户对话框。 

(3) 若无本地分组，可单击用户分组右侧 图标，增加本地分组。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操作。 

3.3.2  创建手工桌面池及批量部署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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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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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名称、描述、选择计算机类型为“虚拟机”、设置最大桌面池数量、分配方式为“手工桌

面池”、设置用户类型为“本地用户”、选择虚拟机模板、设置部署位置及使用的主机或集群、

其它参数保持默认，建议勾选立即部署，单击<确定>按钮。 

图2 增加手工桌面池 

 

 

(4) 创建完成后立即弹出批量部署对话框，建议先部署一个虚拟机、选择系统配置为“标准配置（推

荐）”、勾选部署完成启动、设置网络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3 批量部署 

 

 

(5) 如环境中有 DHCP 服务器，建议勾选“DHCP”，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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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批量部署 

 
 

(6) 确认批量部署的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开始部署虚拟机。 

图5 确认 

 

 

(7) 通过虚拟机控制台确认部署的虚拟机可以正常使用后，单击<批量部署>按钮，部署剩余虚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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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批量部署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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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预授权列表 

 

 

(2) 单击<选择用户>按钮或<选择用户分组>按钮，弹出选择用户或用户分组对话框，选择用户或

用户分组，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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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选择用户 

 

 

3.3.4  验证手工桌面池特性 

1. 客户端登录 

(1) 用户通过客户端登录连接手工桌面池中的虚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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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客户端登录 

 

 

(2) 在虚拟桌面中新建 txt 文档，并添加如下内容后保存。 

图10 初始状态 

 
 

2. 设置桌面池还原点 

(1) 管理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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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计算机类型为“虚拟机”的“手工桌面池”的名称项，进入桌面池概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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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虚拟桌面”页签，进入虚拟桌面页面。单击<设置桌面池还原点>按钮，弹出操作确认

对话框。 

图11 设置桌面池还原点 

 
 

(4) 单击<确定>按钮，设置桌面池的还原点。 

3. 还原桌面池 

(1) 用户通过客户端登录连接手工桌面池中的虚拟桌面。 

(2) 修改文档内容或删除等。 

图12 修改文档内容 

 
 

(3) 管理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在虚拟桌面页面中单击<还原桌面池>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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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还原桌面池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 通过客户端登录连接云桌面并查看文档内容等。可发现与设置还原点前的内容一模一样。 

图14 还原后文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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