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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当用户有两个网络且要求网络之间完全隔离的需求时，可使用云桌面双网功能实现。云桌面双网功

能基于业界主流的虚拟桌面基础架构（VDI，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融合了电信级虚拟化平台 CAS 产品的功能和优势，能够将用户的桌面环境以虚拟机的形式托管到

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服务器上，桌面资源在后端服务器上隔离。管理员可以实现对所有云桌面资源

进行可视化的便捷管理，快速地批量部署云桌面满足大量用户的需求等操作。用户可以通过 PC、

瘦终端等多种终端使用自己的云桌面，方便地完成日常办公、管理等任务。 

双网功能支持用户连接两个处于不同网络中的管理平台，在同一时刻只允许启用其中一个网络，并

连接对应管理平台授权的云桌面。双网功能目前支持双网隔离和双网切换两种，两种区别如下表所

示： 

表1 双网隔离和双网切换比较 

双网功能 安装类型 网卡数量 切换网络方式 

双网隔离 瘦终端版 单网卡 借助网络切换器切换网络 

双网切换 普通版 双网卡 通过切换网卡来切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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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指导 

2.1  网络规划 

2.1.1  组网图 

1. 双网隔离组网需求 

图1 双网隔离组网图 

 
 

表2 网络隔离软硬件配置要求 

软硬件配置 数量  型号 说明 

Broker 2  两套Broker需要网络隔离 

终端 n X86终端 与实际环境需求有关 

网络切换器 n MT-ViKI 迈拓维矩 NETWORK 
SWITCH 10M-100M 

终端与网络切换器数量为1:1 

交换机 与实际需求有关 H3C S5120/H3C S5500  

网线 3n  

网络切换器IN口（与终端连接）

/OUT口 A口 B口（A口和B口与交换

机相连）分别需要一条网线（交换

机内部网线数量忽略不计） 

终端IP地址 2n  两个网络分别需要为终端分配一个

不同网段的IP地址 

网
络
切
换
器

Broker A

Broker B

SW A

SW B

VM B

VM A
网络A

网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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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网切换组网需求 

图2 双网切换组网图 

 
 

表3 网络切换软硬件配置要求 

软硬件配置 数量  型号 说明 

Broker 2  两套Broker需要网络隔离 

终端 n X86终端 
终端必须有两张网卡，且在安

装客户端时设置安装类型为

“普通版” 

交换机 与实际需求有关 H3C S5120/H3C S5500  

网线 2n  
两个网卡各需一根网线分别与

交换机连接（交换机内部网线

数量忽略不计） 

终端IP地址 2n  两个网络分别需要为终端分配

一个不同网段的IP地址 

 

Broker A

Broker B

SW A

SW B

VM B

VM A

网卡1

网卡2

网络A

网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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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组网说明 

表1 组网说明 

设备 接口 端口用途 所属 VLAN Interface Vlan 

Switch A 

GE1/0/1~GE1/0/47 用于TC接入 VLAN1 172.16.60.1/24 

GE1/0/48 用于直连服务器A 允许VLAN1报文通过，并能与A网云桌面管理平

台及CVK通信 

Switch B 

GE1/0/1~GE1/0/47 用于TC接入 VLAN1 172.16.61.1/24 

GE1/0/48 用于直连服务器B 允许VLAN1报文通过，并能与B网云桌面管理平

台及CVK通信 

 

2.1.3  交换机配置 

本文仅介绍使用交换机作为 DHCP Server 的场景 

(1) 启用 DHCP 服务 
<SW A>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 A]dhcp enable 

(2) 创建 Vlan1 三层接口 
[SW A]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 A-Vlan-interface1]ip address 172.16.60.1 24 

[SW A-Vlan-interface1]quit 

(3) 创建 DHCP 地址池 
[SW A]dhcp server ip-pool A 

[SW A-dhcp-pool-a]gateway-list 172.16.60.1  –指定网关为 VLAN1 三层接口 IP 地址 

[SW A-dhcp-pool-a]network 172.16.60.0 24   –指定 DHCP 地址池网段，也可通过 address range
限制分配范围，选配，如下： 

[SW A-dhcp-pool-a]address range 172.16.60.3 172.16.60.253 

[SW A-dhcp-pool-a]expired day 0 hour 8 minute 0 second 0  —限制 DHCP IP 租约 

[SW A-dhcp-pool-a]dns-list 172.16.60.254—指定 DHCP 服务下发 DNS 列表，选配 

[SW A-dhcp-pool-a]display this   --查看当前配置 

# 

dhcp server ip-pool a 

gateway-list 172.16.60.1 

network 172.16.60.0 mask 255.255.255.0 

address range 172.16.60.3 172.16.60.253 

dns-list 172.16.60.254 

expired day 0 hour 8 

# 

return 

(4) 在 VLAN1 三层接口上启用 DHCP 
[SW A]interface vlan 1 

[SW A-Vlan-interface1]dhcp server apply ip-pool a  --在 VLAN 1 三层接口启用 DHCP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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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A-Vlan-interface1]quit 

(5) 配置交换机终端接入端口为 STP Edged-port（必配），由于我司交换机默认启用了 STP 协议，

所以为了提高终端 DHCP 获取 IP 地址速度以及网络切换速度等，需要将于终端连接的交换机

端口配置为边缘端口。 
[SW A]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7  --批量配置交换

机 1 至 47 口 

[SW A-if-range]stp edged-port   --配置端口为 stp edged-port ，该属性为终端接入使用，减少终

端 DHCP 获取 IP 地址的时间 

 

交换机 B 配置与交换机 A 配置基本一致，此处不作详细介绍。 

 

• 本文交换机配置以 H3C 交换机 V7 版本为例，其他厂商交换机不作介绍 

• 本文网络配置以测试环境举例，项目实际配置请从实际情况出发  
• 本文仅介绍 H3C 交换机作 DHCP Server 的情况，其他 DHCP Server 配置不作介绍，如采用

其他 DHCP Server，请务必执行第(5)步操作，终端接入交换机需配置终端接入端口属性为

STP Edged-port（仅以 H3C V7 版本交换机为例，其他厂商交换机请参考配置手册配置） 

 

2.2  配置前提 

• 请确保在双网环境中分别安装了云桌面管理平台。 
• 请确保在两个云桌面管理平台上都为用户增加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的本地用户，且都已分配了

虚拟机。 

2.3  双网隔离 

双网隔离功能仅支持瘦终端版客户端。由于瘦终端设备只有一张网卡，使用双网隔离功能时需要借

助网络切换器切换网络。该功能要求在双网中的两个管理平台上都增加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的本地

用户，且都已分配了虚拟机。 

(1) 在客户端登录页面，单击<服务器设置>按钮，进入服务器设置页面。 

(2) 勾选“启用双网”后，根据需求分别设置以太网 1 和以太网 2 服务器地址以及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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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设置网络 

 
 

(3) 配置完成后，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客户端连接授权桌面。 

(4) 通过网络切换器切换以太网 1 和以太网 2 网络，连接另一个网络的授权桌面。切换桌面时，

注销登录当前桌面，连接到另一网络中的桌面。 

图4 网络切换器 

 

 

2.4  双网切换 

双网切换功能为普通版客户端功能。该功能要求本地终端有两张网卡，两张网卡分别接入到不同的

网络环境并可以访问到不同的管理平台。该功能要求在两个管理平台上都增加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的本地用户，且都已分配了虚拟机。 

(1) 在客户端登录页面单击<网络配置>按钮，进入网络配置页面。 



7 

图5 网络配置 

 
 

(2) 勾选“启用双网切换”后，分别配置以太网 1 和以太网 2 中服务器地址和服务器端口，默认

启用以太网 1 中网络。 

图6 配置以太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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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以太网 2 配置 

 
 

 

以太网 1 和以太网 2 网络分别对应终端本地“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连接”中的本地连接和

本地连接 2，网络名称由于可以自定义设置，所以不一定与终端本地网卡的网络名称一致。 

 

(3) 单击<确定>按钮后，将会把未启用网络的网卡禁用掉。如本例为启用网络 1，禁用网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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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启用网络 1 禁用网络 2 

 
 

(4) 单击<登录>按钮，双击连接云桌面。 

(5)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 Toolbar 操作菜单。单击<网络切换>按钮，弹出切换

到网络 2 确认对话框。 

图9 网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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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按钮，将注销当前桌面登录，禁用终端本地网络 1 对应的网卡，启用网络 2 的网

卡，同时清除客户端缓存，刷新客户端配置，连接网络 2 中管理平台为用户分配的云桌面。 

图10 操作确认 

 

 

图11 禁用网络 1 启用网络 2 

 
 

(7) 当不使用网络切换功能时，可在网络配置中取消勾选“启用双网切换”。取消后被禁用的网卡

将会被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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