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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水印是网络中信息保护的一种常用手段，适用于需要进行版权保护或保密业务泄密后需追溯责任等

保密场景。 

云桌面水印分为明水印和盲水印。 

 明水印：指在云桌面使用中，在客户端的云桌面中自动打上肉眼可见的文字水印。明水印实现

形式比较简单，但影响美观和使用效果。 

 盲水印：即人为无法感知的水印，目的在不破坏原始图片的情况下，实现对图片的溯源和追踪。

盲水印保证了云桌面的美观和使用效果，可通过“盲水印解析”功能来回溯泄露信息的云桌面

和用户。 

2  特性实现流程 

2.1  明水印实现流程 

明水印是在客户端通过图层叠加的方式实现的，其流程如下： 

(1) 在 WEB 管理平台配置水印，Broker 根据配置信息在策略报文中增加水印的配置字段。 

(2) 客户端申请虚拟机时，Broker 下发带有水印的策略给客户端。 

(3) 客户端根据授权策略信息叠加水印。 

2.2  盲水印实现流程 

盲水印是通过将水印信息混合到虚拟机图层中的方式实现，其流程如下： 

1. 加水印  

(1) 在 WEB 管理平台配置水印，Broker 根据配置信息在策略报文中增加水印的配置字段。 

(2) 虚拟机收到策略时提取水印信息。 

(3) 底层显卡将该水印信息与桌面背景进行混合，混合后水印信息将叠加到屏幕的每一帧画面上，

用户截图之后就携带了该水印信息。 

2. 解水印 

(1) 通过云桌面管理平台上特定的解水印算法从屏幕截图中提取水印信息。 

3  使用限制 

 使用明水印功能时，客户端务必采用 VDP 协议连接云桌面。 

 仅支持对截取包含云桌面屏幕的图片添加盲水印。 

 支持对 png 和 bmp 图片格式进行清晰的盲水印解析，其他图片格式解析效果不是很好。 

 对于视频场景渐变色类截图不能进行盲水印解析。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不支持盲水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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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指导 

桌面水印是附加在授权策略中的一个特性，实现该特性需先在授权策略中启用并配置水印，然后再

应用授权策略即可。 

4.1  配置流程 

明水印的配置流程如图 1 所示，盲水印的配置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1 明水印的配置流程 

 

 

图2 盲水印的配置流程 

 

 



3 

4.2  配置步骤 

本文以增加授权策略为例，说明桌面明水印和盲水印的配置方法。在授权策略中着重介绍桌面水印

相关参数，授权策略其他参数请参考其他资料。 

4.2.1  增加桌面明水印授权策略 

(1) 管理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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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授权策略窗口，输入授权策略名称等参数，持续单击<下一步>按

钮，直到“水印配置”页面，如图 3 所示。 

图3 增加授权策略—水印配置 

 

 

(4) 启用明水印开关，进入水印配置预览界面，如图 4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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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水印配置预览界面 

 

 

(5) 单击配置图标 配置水印各项参数，背景可实时预览水印效果。如图 5 所示。 

图5 明水印参数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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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桌面上的水印信息包括：是否显示用户姓名、用户登录名、计算机名、IP 地址、MAC 地址、当

前时间、满屏水印，设置水印颜色、字体大小、透明度（%）、旋转角度以及自定义内容。这些参

数均可通过图 5 进行配置。 

 

(6) 水印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回到增加授权策略窗口，如图 6 所示。 

图6 增加授权策略—明水印配置完成状态 

 

 

(7)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授权策略的增加。 

4.2.2  增加桌面盲水印授权策略 

(1) 管理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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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授权策略对话框，输入授权策略名称等参数，持续单击<下一步>

按钮，到“水印配置”页面，如图 3 所示。 

(4) 如图 7 所示，启用盲水印开关并配置相关参数，输入自定义水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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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盲水印配置界面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授权策略的增加。 

4.2.3  应用授权策略 

当把虚拟桌面授权给用户或用户分组时，选择指定的授权策略，该用户或用户分组就拥有授权策略

中配置好的所有权利。 

1. 增加或修改桌面池时为桌面池指定授权策略 

本文以修改桌面池为例说明授权策略的应用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1) 管理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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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指定桌面池右侧操作列的 图标，弹出修改桌面池对话框。单击授权策略右侧的 图

标，如图 8 所示。在弹出的选择授权策略对话框中选择上一步中增加的授权策略“桌面水印

策略”后，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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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修改桌面池 

 

 

图9 为桌面池选择授权策略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桌面池授权策略的应用。该桌面池下所有的云桌面都将使用选择的授

权策略“桌面水印配置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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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预授权列表批量为授权用户或用户分组指定授权策略 

(1) 管理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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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指定桌面池名称，进入桌面中详情页面。如图 10 所示。单击[虚拟桌面]页签，再单击<预

授权列表>按钮，从页面右侧弹出预授权列表对话框。 

图10 桌面池详情页—左侧弹出预授权列表 

 

 

(4) 在预授权列表对话框，可进行如下方式的授权： 

 单击<选择用户>按钮，弹出选择用户窗口。选择指定用户（可单选、多选、全选），并为这些

用户选择授权策略。如图 11 所示。 

图11 选择用户并授权 

 

 

 单击<选择用户分组>按钮，弹出选择用户分组窗口。选择指定用户分组（可单选、多选、全

选），并为这些用户分组选择授权策略。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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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选择用户分组并授权 

 

 

3. 通过静态桌面池直接为单个授权用户指定授权策略 

 

 

动态/手工桌面池不支持直接指定授权用户的授权策略。 

 

(1) 管理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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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指定静态桌面池名称，

进入桌面池概要页面。单击“虚拟桌面”页签，进入桌面池虚拟桌面列表页面。 

图13 静态桌面池虚拟桌面列表页面 

 

 

(3) 单击指定虚拟桌面授权用户列的 图标，在弹出的选择用户窗口中选择指定用户，表示将该

虚拟桌面授权给该用户，并选择相应的授权策略。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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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单个用户授权 

 

 

图15 用户授权后状态 

 

 

4.3  水印效果查看 

4.3.1  明水印效果查看 

管理平台上配置完成后，用户通过客户端使用 VDP 协议连接云桌面，可看到明水印生效。以普通 PC

版的云桌面客户端为例，说明 VDP 连接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1) 从 PC 打开云桌面客户端。单击登录界面右上角的 图标弹出通用设置窗口，下滑找到远程

桌面协议，确保当前是 VDP 协议。若不是，则将远程桌面协议设置成 VDP 协议。如图 16 所

示。 



11 

图16 通用设置 

 

 

(2) 输入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客户端并连接云桌面。 

图17 连接云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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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成功后，进入云桌面，可看到该桌面已经有水印。 

图18 客户端连接云桌面可看到水印 

 

 

4.3.2  盲水印效果查看 

查看盲水印效果需要借助“盲水印解析”功能。管理平台上配置完成后，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云桌

面，进行屏幕截图操作，图片将被加上盲水印。操作步骤如下： 

(1) 打开云桌面客户端。输入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客户端并连接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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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连接云桌面中 

 

 

(2) 连接成功后，进入云桌面，打开任一文件，使用截图工具进行截图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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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采用截图工具截图并保存 

 

 

(3) 管理员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 

(4)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策略管理/盲水印解析]菜单项，进入盲水印解析页面。 

(5) 单击<选择文件>按钮，选择已保存的截图文件，单击<上传>按钮，上传该文件至管理平台。

单击<算法一解析>或<算法二解析>按钮，进行盲水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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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盲水印解析 

 

 

 

云桌面管理平台支持两种算法解析方法，推荐在截屏内容复杂的情况下使用算法二进行解析。其他

情况可随意选择，两者解析后的效果无差别。 

 

(6) 解析成功后，单击<下载>按钮，将解析后的盲水印下载到本地，查看水印内容。 

图22 查看水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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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相关资料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 联机帮助 

 云桌面 桌面水印使用指导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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