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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文档用于指导客户端用户了解并使用 H3CDClient 客户端的常用功能以及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的

使用方法。 

云桌面客户端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根据终端类型、使用场合设置安装类型和登录模式，不同安装类型

及登录方式的客户端在界面和功能略有差异。差异内容大致如下： 

• 瘦终端版比普通版多了终端关机、重启以及本机设置的功能。 

• 账号登录和免账号登录仅登录页面的登录方式不同，其他无区别。 

表1 客户端类型比较 

终端类型 使用场合 安装类型 登录模式 是否屏蔽本地系统 

普通PC 

办公 

普通版 

账号登录：以客户端用户用户名、密码

进行登录 否，启动客户端才能进入登录页

面，无法对本地系统进行开关机

操作等 公共场合 免账号登录：以MAC地址作为设备标识

登录客户端，无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瘦终端 

办公 

瘦终端版 

账号登录：以客户端用户用户名、密码

进行登录 
是，终端开机即可进入客户端登

录页面，支持对终端进行关机、

重启等简单操作，若需返回终端

本地需使用终端释放功能 公共场合 免账号登录：以MAC地址作为设备标识

登录客户端，无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2  登录设置 

2.1  服务器设置 

服务器地址即为管理平台服务器的地址，客户端需要与管理端建立连接获取用户、虚拟机信息。若

服务器地址变化或用户登录不上客户端且提示网络错误时，请检查客户端设置的服务器地址是否正

确。 

(1) 打开客户端，在登录页面上单击<服务器设置>按钮，进入服务器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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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登录页面 

 
 

(2) 设置服务器地址或查看服务器地址是否为管理员指定的服务器地址，单击<确定>按钮，返回

登录页面 

图2 设置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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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置远程桌面协议 

云桌面客户端支持远程桌面协议有 VDP、RDP、RGS 三种。 

• VDP 协议：即 Virtual Desktop Protocol（虚拟桌面协议）。该协议基于开源的 Spice（simple 
protocol for independent computing environment）协议，通过自动判断和调整图像处理的位

置，将图像处理命令而不是渲染后的图像内容传输至终端，从而减少带宽占用、提升传输效

率。VDP 在虚拟机断网情况下可正常连接使用。 

• RDP 协议：即微软 Remote Desktop Protocol（远程桌面协议）。该协议基于国际电信联盟 ITU 
T.120 协议族，通过建立多个独立的虚拟通道，承载不同的数据传输和设备通信，将渲染后的

图像内容传输至终端，因此对带宽要求较高。 

• RGS 协议：即 HP Remote Graphics Software（远程图形软件）。该协议基于超高压缩比和压

缩质量的 HP2 压缩技术，支持在标准计算机网络中实时共享复杂的 3D 图像，适合文本、图

形、视频混合的远程图形传输。RGS 协议非产品自带协议，需在终端本地安装 RGS Receiver
插件，在虚拟机侧安装 RGS Sender 插件。 

1. 登录前设置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 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图3 设置 

 
 

(2) 将远程桌面协议设置成“VDP”或“RDP”，推荐使用 VDP 协议，单击客户端登录页面上除

设置对话框外任意地方，返回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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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设置远程桌面池协议 

 
 

2. 登录后设置 

登录客户端后如需设置远程桌面协议，请确保已断开所有连接的云桌面。 

(1) 单击左侧导航[设置]菜单项，在设置页面设置远程桌面协议。当用户正在连接云桌面时不允许

修改远程桌面协议，请先断开云桌面后再修改远程桌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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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远程桌面协议 

 
 

2.3  开机自动登录 

当用户办公环境都在云桌面时，可设置开机后自动登录客户端并连接云桌面。 

1. 登录前设置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 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在通用设置中分别启用“开机启动”、“自动登录”、“保存账号信息”， 单击客户端登录

页面上除设置对话框外任意地方，返回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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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通用设置 

 
 

(3) 在登录页面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勾选保存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客户端。 

图7 保存密码 

 
 

(4) 若用户仅有一个云桌面，登录后即会自动连接云桌面，当用户有多个云桌面时，登录后需要选

择云桌面进行连接使用。 

2. 登录后设置 

登录客户端后可启用开机启动和自动登录功能，但保存账号及密码等仅支持在登录前设置 

(1) 登录客户端后，单击左侧导航[设置]菜单项，在设置页面启用开机启动和自动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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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设置 

 
 

 

瘦终端版本默认开机启动，无须设置开机启动功能。 

 

2.4  修改密码 

(1) 单击登录页面<修改密码>按钮，显示修改密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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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修改密码 

 
 

(2) 输入新密码、确认密码后，单击<确定>按钮，成功修改密码。 

2.5  超时自动注销登录 

当用户长时间未连接使用云桌面时，客户端会自动注销用户登录。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 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在通用设置中设置自动注销超时时间，用户在超过设定时间内未连接使用云桌面，将会注销用

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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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自动注销超时时间 

 
 

2.6  双网功能 

当用户有需要将办公网和业务网隔离的需求时，可配置双网功能满足用户需求。双网功能支持用户

连接两个不同的管理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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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用户安装普通版客户端且终端有双网卡时，可直接配置双网切换功能。当用户安装瘦终

端版客户端且终端仅有一个网卡时，可借助网络切换器配置双网隔离功能。 

双网功能不仅需要管理员在双网环境中的两个管理平台上为用户增加相同用户名和密码的本地用

户并分配虚拟机，还需要用户在客户端上配置服务器地址等。请联系管理员。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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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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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网络配置 

 

 

(2) 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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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置以太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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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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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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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网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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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按钮，将禁用终端本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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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操作确认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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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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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网络切换器切换双网中的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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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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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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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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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 网络切换器 

 

 

2.7  终端管理 

当安装瘦终端版本客户端后，用户可在客户端上对终端进行简单管理。 

2.7.1  终端重启 

(1) 终端开机后自动进行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 图标，选择下拉菜单的[重启]菜单项，弹出操作

确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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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终端重启 

 

 

(2) 单击<确定>按钮，重启终端。 

2.7.2  终端关机 

(1) 终端开机后自动进行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 图标，选择下拉菜单的[关机]菜单项，弹出操作

确认对话框。 

图21 终端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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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确定>按钮，将终端关机。 

2.7.3  终端本机设置 

(1) 终端开机后自动进行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 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单击“本机设置”页签，进入本机设置页面。 

图22 本机设置 

 

 

(3) 在本机设置页面支持如下功能： 

• 查看终端信息：查看终端本地网络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及主机名。 

• 本机音量：拖动音量调整终端设备音量。 

• 开放刷机检测：刷机功能即批量为终端设备安装操作系统及客户端。当启用开放刷机检测后，

管理平台终端刷机中可以检测到终端设备，并可以对设备进行刷机操作。 

• 终端释放：瘦终端版客户端默认屏蔽终端本地操作系统，如需要返回终端本地操作系统，可单

击<终端释放>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终端释放密码，单击<确定>按钮。返回终端本地

操作系统。 

3  桌面管理 

3.1  桌面列表管理 

桌面列表中显示所有登录用户有权限访问的云桌面和桌面池。可在该页面对云桌面进行简单管理。 

3.1.1  查看云桌面信息 

(1) 用户登录客户端后默认进入桌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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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默认显示云桌面名称、运行状态以及云桌面操作系统信息。 

图23 桌面列表 

 
 

(3) 将鼠标悬停在指定云桌面上，可以查看指定云桌面的 IP 地址、MAC 地址等以及指定云桌面允

许进行的管理操作图标。 

图24 云桌面操作管理 

 
 

• ：快照管理； 

• ：网络监测； 

• ：关机； 

• ：重启； 

• ：断电； 

• ：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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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云桌面； 

• ：断电重启。 

3.1.2  连接云桌面 

(1) 用户登录客户端后默认进入桌面列表页面。 

(2) 双击指定云桌面，连接云桌面。 

3.1.3  重命名云桌面 

重命名功能要求管理平台上管理员在用户使用的授权策略中启用“允许客户端修改云桌面名称”。 

(1) 在桌面列表双击云桌面名称，重命名云桌面。 

图25 重命名云桌面 

 
 

3.1.4  快照管理 

快照功能仅支持非保护模式的云桌面，且要求管理平台上管理员在用户使用的授权策略中启用“允

许云桌面客户端创建快照”。当云桌面为非保护模式，且对应授权策略中已启用允许云桌面客户端

创建快照，用户可在桌面列表中看到云桌面上有 图标。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 图标，进入指定云桌面的快照列表。 

(2) 单击<创建>按钮，为当前状态的云桌面添加快照。云桌面只允许创建一个快照，再次单击<创
建>按钮将会覆盖之前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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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快照列表 

 
 

(3) 选中指定快照，单击<恢复>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将虚拟机还原到

指定快照状态。 

(4) 选中指定快照，单击<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删除指定快照。 

3.1.5  网络检测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 图标，弹出网络检测对话框。 
(2) 默认弹出后直接开始检测，等待片刻后查看检测结果。 

图27 网络检测 

 
 

(3) 单击“显示详细信息”链接，查看详细的检测结果及当前网络情况支持的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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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网络检测详细信息 

 
 

3.1.6  关机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可关闭云桌面。 

3.1.7  重启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可重启云桌面。 

3.1.8  断电 

断电操作有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请谨慎使用。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可关闭云桌面电源。 

3.1.9  断开 

断开功能仅断开客户端与云桌面的连接，不会影响云桌面的状态。 

(1) 用户连接上云桌面后，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断开与云桌面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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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释放云桌面 

当用户连接使用动态或手工桌面池中云桌面时，会随机为用户分配空闲云桌面并建立临时绑定关系，

当用户不需要使用该云桌面后，可以使用释放云桌面工具解除云桌面与用户的临时绑定关系，当用

户再次连接动态或手工桌面池中云桌面时，会再次随机为用户分配空闲桌面并建立临时绑定关系。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解除动态、手工桌面池中云桌面与用户的临时绑定关系。 

3.1.11  断电重启 

建议使用关机后开机或重启操作重启虚拟机，尽量避免使用断电重启操作。如需断电重启，请在向

虚拟机写入数据后等待一段时间再进行断电重启操作，以免造成数据丢失。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云桌面电源并重启云桌面。 

3.2  操作菜单管理 

云桌面的 Toolbar 操作菜单上的功能项与管理平台上管理员设置的用户使用的授权策略有关，如当

前功能不满足需求，请联系管理员。 

3.2.1  Toolbar 停靠位置 

1. 登录前设置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 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在通用设置中设置 Toolbar 停靠位置。 

图29 Toolbar 停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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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后设置 

(1) 登录客户端后则需要断开所有连接的云桌面，单击左侧导航[设置]菜单项，在设置页面设置

Toolbar 停靠位置。 

图30 设置 

 
 

(2) 用户连接云桌面后，操作菜单 Toolbar 默认出现在设置的停靠位置处，也可自定义拖动 Toolbar。 

3.2.2  VDP 操作菜单 

当用户以 VDP 连接云桌面时，云桌面 Toolbar 操作菜单如下图所示。 

图31 VDP Toolbar 

 
 

1. 断开 

(1)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断开>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断开与云桌面的连接并关闭云桌面页面。 

2. 返回 

(1)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返回>按钮，返回客户端桌面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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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启 

(1)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重启>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重启云桌面。 

4. 断电重启 

(1)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断电重启>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强制重启云桌面。 

5. 关机 

(1)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关机>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将云桌面关机。 

6. 切换云桌面 

(1) 当用户同时拥有并连接过多个云桌面时，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云桌面>按钮后，显示用户授权的所有桌面。 

图32 切换云桌面 

 
 

(3) 单击其它桌面，将当前云桌面切换到其它云桌面。 

7. 窗口化 

仅普通版客户端支持窗口化功能，瘦终端版不支持。 

(1)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窗口化>按钮，云桌面使用界面变成窗口，可随意拖动改变窗口大小，并根据窗口大小

自适应调整分辨率，除在云桌面操作外，用户同时可在本地终端上进行任意操作。单击窗口右

上角的关闭图标，将断开与云桌面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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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云桌面窗口显示时，不显示云桌面操作菜单。 

• 单击 VDP 窗口的最小化按钮，将窗口最小化到任务栏； 

• 单击最大化按钮，恢复全屏显示； 

• 单击关闭按钮，将断开与云桌面的连接。 

 

窗口化恢复全屏后，云桌面中的桌面软件图标顺序和排列会变化。 

 

8. 网络检测 

(1)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网络检测>按钮，弹出网络检测对话框。 

(3) 默认弹出后直接开始检测，等待片刻后查看检测结果。 

图33 网络检测 

 
 

(4) 若想重新检测网络情况单击<开始>按钮，开始检测。 

(5)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9. 帧率/带宽显示 

当客户端使用 VDP 协议连接挂载 vGPU 设备的虚拟机时，会在操作菜单最右侧显示帧率和带宽。 

(1) 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帧率和带宽信息会实时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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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帧率/带宽显示 

 
 

3.2.3  RDP 操作菜单 

当用户以 RDP 连接云桌面时，云桌面 Toolbar 操作菜单如下图所示。 

图35 RDP 操作菜单 

 

 

RDP 协议下 Toolbar 与 VDP 协议下 Toolbar 功能大致相同，RDP 协议不支持窗口化功能和帧率显

示。且 RDP 协议下支持同时连接多个云桌面。即在连接云桌面时返回客户端，还可以同时连接其

他云桌面。默认最多同时连接 4 个云桌面。 

(1) 当用户同时连接多个云桌面时，单击折叠按钮“ ”，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云桌面>按钮后，显示用户正在连接使用的所有桌面。 

图36 切换云桌面 

 
 

(3) 单击其它桌面，将当前云桌面切换到其它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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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桌面功能与混合计算功能不支持同时使用，即定制混合计算程序后，不再支持多桌面功能。 

 

3.3  个人磁盘 

当管理员在管理平台为用户启用个人磁盘后，用户可在云桌面中挂载个人磁盘。 

(1) 用户连接到云桌面后，双击右下角 个人磁盘图标，弹出个人磁盘对话框。 

图37 个人磁盘图标 

 

 

(2) 输入客户端用户用户名、密码后，单击<登录>按钮，开始挂载个人磁盘。 

图38 个人磁盘 

 

 

(3) 等待挂载成功后，自动打开个人磁盘，并在桌面生成个人磁盘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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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挂载成功 

 
 

(4) 当不需要使用个人磁盘时，右键单击右下角 个人磁盘图标，选择下拉菜单[卸载]，弹出操作

确认对话框。 

图40 卸载 

 
 

(5) 单击<确定>按钮，卸载个人磁盘。 

 

首次登录个人磁盘的过程中，不允许插入 U 盘，否则 U 盘可能会被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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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定向 

4.1  多媒体重定向 

为了解决云桌面中多媒体视频播放效果差的问题，云桌面产品针对本地视频和在线视频的播放需求，

分别提供了视频重定向、Flash 重定向以及 HTML5 重定向三种视频重定向功能，用以提高视频播放

效果，减轻服务器端的资源消耗等。下面简要说明下三种重定向方式的使用场合。 

表2 三种视频重定向方式使用场合 

重定向方式 视频类型 视频格式/支持

网站 所需软件 备注 

视频重定向 本地视频/播放

器内在线视频 
mp4、mkv、
mov、wmv 

MPC播放器（推荐）、

QQ影音、暴风影音 
5.60 

无 

Flash重定向 网站在线视频 
爱奇艺、搜狐、

乐视、56、凤凰、

新浪 
IE 8/9/10/11(32位) 

• 使用 Flash 重定向需要在虚拟

机安装 Flash 插件 

• 要求终端连接外网或当终端

不连接外网时，要求管理平台

上启用 Flash 代理 

HTML5重定向 网站在线视频 适配大多数常

见视频网站 
推荐Chrome 63(32/64
位) 终端必须要连外网 

 

4.1.2  视频重定向 

当用户有播放本地视频需求时，可启用视频重定向功能，在云桌面中使用视频播放器播放本地视频。

目前支持 MPC 播放器（推荐）、QQ 影音或暴风影音。 

1. 启用视频重定向 

(1) 确保远程桌面协议为 VDP。 

(2)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 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3) 在体验设置中启用“视频重定向”，单击客户端登录页面上除设置对话框外任意地方，返回登

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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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视频重定向 

 
 

(4) 登录客户端后也可以在高级中启用视频重定向，单击左侧导航树中[高级]菜单项，在体验中启

用“视频重定向”。 

图42 启用视频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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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视频重定向 

请确保云桌面中已安装 MPC 播放器（推荐）、QQ 影音或暴风影音。 

(1) 若未安装 MPC 播放器，可使用浏览器访问 http://服务器 IP 地址:8880/version/H3CDTools/，
下载并安装 MPC-HC Player.msi。 

 

服务器 IP 地址为客户端服务器设置中的服务器地址。 

 

图43 下载 MPC-HC Player 

 

 

(2) 安装完成后，MPC 播放器使用视频重定向功能播放本地视频。在终端本地截图，可发现返回

和窗口化功能灰化无法操作。在云桌面上截图则直接显示黑框，无具体视频内容。则表示视频

重定向成功。 

http://服务器ip地址:8880/version/H3CD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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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终端本地截图 

 
 

图45 虚拟机内截图 

 
 

4.1.3  HTML5 重定向 

当用户有播放网页视频需求时，若分配的云桌面未配置 HTML5 重定向，用户可按照下面步骤手动

配置 HTML5 重定向。 

(1) 确保客户端远程桌面协议为 VDP 且终端可以访问外部网络，例如可以访问爱奇艺等视频网站。 

(2) 在云桌面中根据操作系统位数安装对应位数的 Chrome 63 版本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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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 Chrome 浏览器，单击浏览器右上角 图标，选择更多工具>扩展程序菜单项，打开扩展

程序页面。 

(4) 勾选“开发者模式”，单击<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按钮，选择“C:\Program Files 
(x86)\H3C\H3Cloud Device Redirect\H5\7.3.0.2_2”（其中 7.3.0.2_2 为当前版本序号），单

击<确定>按钮。 

图46 加载 HTML5 扩展程序 

 
 

(5) 加载成功后，如下图所示，默认是已启用状态，可在该页面控制是否启用 HTML5 重定向或将

该扩展程序删除。 

图47 加载成功 

 

 

(6) 连接支持 HTML5 重定向的云桌面，在云桌面中使用 Chrome 浏览器播放爱奇艺等网页在线视

频时，将会使用 HTML5 重定向进行播放，在云桌面中截屏，视频播放区域将显示黑屏，在浏

览器右上角有 HTML5 重定向标志，在终端上截屏 Toolbar 无法返回或窗口化，表示 HTML5
重定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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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HTML5 重定向 

 

 

4.1.4  Flash 重定向 

Flash 重定向要求管理员在管理平台配置相关 Flash 重定向策略才可使用 IE 浏览器访问指定视频网

站。如有需求，请咨询管理员。 

4.2  外设管理 

若用户需要在云桌面中使用 USB 外设设备，需要管理员在管理平台上为用户使用的授权策略中配

置相应的外设策略。 

(1) 当用户连接到云桌面后，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操作菜单上<外设>按钮，弹出外设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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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外设 

 
 

(3) 外设设备会自动映射到第一个连接的云桌面中。 

(4) 在连接多个桌面的情况下，若断开使用外设的云桌面或在外设配置对话中取消勾选外设设备后

再连接使用其它桌面，外设不会自动映射到其它桌面中，需要在外设配置对话框中手动启用该

设备，使其映射到云桌面中。 

4.3  磁盘映射 

在云桌面中使用终端本地磁盘功能要求管理员在用户使用的授权策略中启用了磁盘映射。若授权策

略中未启用磁盘映射，请联系管理员。 

(1) 云桌面用户登录客户端，单击左侧导航[高级]菜单项，在本地磁盘中勾选终端上存在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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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勾选本地磁盘 

 
 

(2) 在桌面列表中双击连接云桌面，在计算机中查看已映射了终端的本地磁盘。使用方式同云桌面

本地磁盘。 

图51 映射本地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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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剪切板映射 

当用户有需求在终端和云桌面中互相拷贝文件时，需要管理员在用户使用的授权策略中启用剪切板

映射。 

(1) 当用户使用 RDP 协议登录连接云桌面时，若管理员在授权策略中启用了 RDP 剪切板映射，

则用户可以在云桌面和终端之间互相拷贝。 

(2) 当用户使用 VDP 协议登录连接云桌面时，若管理员在授权策略中启用了 VDP 剪切板映射。 

• 映射方向启用了双向映射后，则用户可以在云桌面和终端之间互相拷贝。 

• 映射方向只启用了从终端到虚拟机，则用户仅可以拷贝终端的内容到云桌面。 

• 映射方向只启用了从虚拟机到终端，则用户尽可以拷贝云桌面的内容到终端。 

(3) 若管理员启用的映射方向不满足用户需求，请联系管理员。 

4.5  混合计算 

混合计算程序即在云桌面中使用本地安装的应用程序。该功能仅支持瘦终端且要求安装定制了混合

计算程序的客户端。如有使用混合计算程序需求，请联系管理员。 

(1) 确保客户端用户以 RDP 协议登录连接云桌面。 

(2) 本例以安装了定制 Chrome 浏览器的客户端为例，实际仅在终端本地安装了 Chrome 浏览器，

云桌面中未安装 Chrome 浏览器。当定制了 Chrome 混合计算程序后，用户可在云桌面查看

到 Chrome 浏览器图标，双击打开 Chrome 浏览器进行使用。 

图52 混合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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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助服务 
云桌面客户端用户除在客户端外，还可以通过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注册账号、申请云桌面并对已拥

有的云桌面进行管理。 

5.1  访问 

(1) 用户在浏览器输入 http://服务器 IP地址:8880/ssv/访问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输入客户端用户

账号、密码，单击<登录>按钮。 

图53 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 

 
 

5.2  用户管理 

5.2.1  用户预注册 

若用户没有账号，可通过自助服务平台注册账号。 

(1) 在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登录页面，单击“用户预注册”超链接，弹出注册用户对话框。 

http://服务器ip地址:8880/s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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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用户预注册 

 
 

(2) 配置用户信息，单击<注册>按钮，提交用户注册电子流等待管理员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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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注册用户 

 

 

(3) 审批完成后，用户可使用账号密码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和客户端。 

5.2.2  账户延期 

当用户账户即将到期时可使用账户延期功能延长用户账户的使用期限。 

(1) 以用户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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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图56 账户延期 

 

 

(3) 设置到期时间和申请理由，单击<确定>按钮，等待管理员审批账户延期电子流。 

图57 账户延期申请 

 
 

5.2.3  修改密码 

(1) 以用户账户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 

(2) 单击<修改密码>按钮，弹出修改密码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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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修改密码 

 

 

(3) 配置相关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2.4  修改用户信息 

(1) 以用户账户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 

(2) 单击<修改信息>按钮，弹出修改信息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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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修改信息 

 

 

(3) 配置相关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3  云桌面管理 

5.3.1  申请云桌面 

(1) 单击云桌面模块<申请云桌面>按钮，弹出申请云桌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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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云桌面模块 

 

 

(2) 输入简述，设置到期时间，选择申请形式。 

• 若管理平台上已定制场景，则用户可以选择“预定义”，并选择对应场景。 

• 若管理平台上未定制场景，则用户可以选择“自定义”，并设置虚拟机配置信息。 

图61 申请云桌面 

 
 

(3)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提交申请云桌面电子流，等待管理员审批完成后，用户可分

别在自助平台和客户端上查看该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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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预定义申请 

 
 

图63 自定义申请 

 

 

5.3.2  查看云桌面详情 

(1) 在云桌面模块，将鼠标悬停在云桌面中间区域，将显示云桌面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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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云桌面详情 

 

 

5.3.3  启动云桌面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关闭”状态的云桌面上的<启动>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认>按钮，启动关闭状态的云桌面。 

5.3.4  正常关机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运行”状态的云桌面上的<正常关机>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认>按钮，将云桌面关机。 

5.3.5  重启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运行”状态的云桌面上的<重启>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认>按钮，重启云桌面。 

5.3.6  强制断电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运行”状态的云桌面上的<强制断电>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认>按钮，将云桌面关机。 

5.3.7  控制台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指定云桌面上的<控制台>按钮，打开云桌面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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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控制台 

 
 

(2) 在控制台上可查看当前云桌面的桌面环境。 

(3) 在控制台窗口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 发送按键：单击<发送按键>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发送到虚拟机的组合键，包括

Ctrl+Alt+Del/Ctrl+Space/Delete/F8。 

• 挂载光驱：单击<挂载光驱>按钮，根据提示将本地光驱挂载给虚拟桌面使用。 

• 安装 CASTools 

a. 单击<安装 CASTools>按钮，选择下拉菜单[挂载]菜单项，在光驱中挂载 CASTools 工具。 

b. 挂载成功后，在虚拟机中弹出 CAStools 的 CD 驱动器。 

c. 选择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进入 CAStools 文件夹。 

d. 双击打开 CAS_tools_setup.exe 安装程序，进入安装程序，直至其安装成功。 

e. 单击<安装 CASTools>按钮，选择下拉菜单[卸载]菜单项，断开与光驱的连接。 

• 启动：单击<启动>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 重启：单击右上角<重启>按钮，弹出重启虚拟机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 正常关机：单击<正常关机>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3.8  延期使用 

当云桌面使用期限即将到期，可通过延期功能申请云桌面延期使用。当云桌面有到期日期时，将会

在云桌面上出现申请延期按钮。若云桌面可以永久使用，则无该按钮。 

(1) 在云桌面模块，当云桌面即将到期时，将会提示云桌面还有 n 天即将到期。 



47 

图66 申请延期 

 
 

(2) 单击<申请延期>按钮，弹出云桌面延期申请对话框。 

图67 云桌面延期申请 

 
 

(3) 配置相关信息，单击<确定>按钮，提交云桌面延期电子流，等待管理员审批。 

5.4  电子流管理 

(1) 在电子流模块，当电子流未被审批或被驳回时，用户可以修改或关闭电子流。修改电子流后等

待管理员审批。 



48 

图68 待审批电子流 

 

 

图69 被驳回电子流 

 
 

(2) 当电子流已被审批处于待实施状态时，不支持对电子流进行任何操作。 

图70 待实施电子流 

 
 

(3) 当电子流实施成功后，可直接关闭电子流。 

图71 电子流 

 

 

6  维护 

6.1  查看客户端版本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 图标，弹出版本信息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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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版本信息 

 
 

(2) 登录客户端后在左侧导航树中[关于]菜单项，可查看客户端版本。 

图73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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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日志收集 

6.2.1  设置日记级别 

当客户端故障或需要配合管理员调试时，可在登录页面的通用设置或登录客户端后的设置中设置日

志级别，供管理员收集对应级别的客户端日志信息。 

1. 登录前设置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 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设置日志级别为“不记录、严重、错误、警告、通知、调试、详细”等。 

图74 设置日志级别 

 
 

2. 登录后设置 

(1) 登录客户端后，单击左侧导航[设置]菜单项，在设置页面设置日志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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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设置日志级别 

 
 

6.2.2  收集日志 

(1) 在终端本地的“C:\Users\用户名\H3CDClient”目录下可收集客户端日志，可将该目录的日志

反馈给管理员协助定位解决问题。 

图76 日志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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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一键求助 

当用户在使用客户端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通过一键求助功能向管理员反馈问题并发送日志。 

(1) 单击登录页面<一键求助>按钮或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 图标，弹出问题描述对话框或在登录

客户端后，单击左侧导航[关于]菜单项，单击<一键求助>按钮，弹出问题描述对话框。 

(2) 输入问题描述，单击<我要求助>按钮，将自动搜索用户日志并发送到用户反馈 Email 邮箱。 

图77 一键求助 

 
 

7  常见问题解答 

7.1  ModifyConfig工具 

ModifyConfig 工具用于设置客户端显示方式、字体以及常用服务器列表。 

当用户打开客户端后，客户端界面显示不出来或字体异常等可尝试使用 ModifyConfig 工具修改显示

方式和字体。使用方式如下： 

(1) 确保客户端程序已关闭。 

(2) 在“开始>所有程序>H3C>H3CDClient”下以管理员权限打开 ModifyConfig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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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ModifyConfig 工具 

 
 

(3) 在客户端设置的常规页签中设置显示方式和字体，单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后单击<退出>
按钮，退出工具。 

图79 客户端设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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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关术语 
H3C Cloud 云桌面产品相关术语如表 3 所示。 

表3 术语表 

术语名称 解释 

VDI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即虚拟化桌面架构。VDI是一种基于服务器的计算模型，其利用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并结合传统的瘦客户端技术，将桌面组件（包括应用、操作系统和用户设置

等）转移到数据中心进行集中管理，通过桌面连接协议生成独立的桌面操作系统，发送给本地终

端设备，供用户在本地终端上使用。 

Broker 
H3C Cloud Desktop Broker，简写H3CDBroker，是云桌面管理平台的核心组件，与H3CDManager
一起安装在服务器上，通过与LDAP服务器通信获取用户信息，与H3CDAgent通信获取虚拟机信

息，为用户提供分配虚拟桌面和授权使用的功能。 

管理平台 H3C Cloud Desktop Manager，H3C云桌面管理平台，简写H3CDManager。管理平台安装在服

务器上，通过Web实现桌面池的统一管理，可以轻松实现虚拟桌面的部署、授权、监控等功能。 

云终端 

用于承载云桌面客户端的设备。终端类型包括： 

• Windows 系统的普通 PC 和 x86 终端 

• 安卓系统的 ARM 终端 

瘦终端 
又称为瘦客户机，是在客户端-服务器网络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无需应用程序的计算哑终端。它通过

一些协议和服务器通信，进而接入局域网。瘦客户端将其鼠标、键盘等输入传送到服务器处理，

服务器再把处理结果回传至瘦客户端显示。 

客户端 H3C Cloud Desktop Client，H3C云桌面客户端，简写H3CDClient，即运行在云终端上的云桌面

软件。 

虚拟机代理 H3C Cloud Desktop vAgent，H3C Cloud云桌面虚拟机代理，简写H3CDAgent，安装在虚拟机

上，通过与H3CDBroker进行通信，将虚拟机状态上报给H3CDBroker。 

主机代理 H3C Cloud Desktop HostAgent，H3C Cloud云桌面主机代理，简写H3CDHostAgent，安装在每

台CVK主机上（包括CVM），用于支持客户端使用VDP协议连接虚拟机。 

CAS  
Cloud Automation System，简称CAS，是构建云计算基础架构的管理软件，它为数据中心云计

算基础架构提供完善的虚拟化和云业务运营管理解决方案，用于实现数据中心云计算环境的中央

管理控制。 

CVM Cloud Virtualization Manager，虚拟化管理系统，主要实现对数据中心内的计算、网络和存储等

硬件资源的软件虚拟化管理，对上层应用提供自动化服务。 

CVK Cloud Virtualization Kernel，虚拟化内核平台。运行在基础设施层和上层客户操作系统之间的虚

拟化内核软件。 

RDP Remote Desktop Protocol，远程桌面连接协议。 

VDP 
Virtual Desktop Protocol，虚拟桌面连接协议。基于该协议，对使用浏览器在线观看视频、使用

指定播放器观看视频、USB外设以及3D软件等有更好的支持效果。但同时也对虚拟机性能要求较

高。 

桌面池 桌面池是由一组虚拟机构成的云桌面管理单元。 

虚拟机模板 虚拟机模板是由一台虚拟机克隆或转换而来，用于便捷地创建和配置多台新虚拟机。通过虚拟机

模板部署的虚拟机与模板具有相同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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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登录设置
	2.1   服务器设置
	(1) 打开客户端，在登录页面上单击<服务器设置>按钮，进入服务器设置页面。
	(2) 设置服务器地址或查看服务器地址是否为管理员指定的服务器地址，单击<确定>按钮，返回登录页面

	2.2   设置远程桌面协议
	1.  登录前设置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将远程桌面协议设置成“VDP”或“RDP”，推荐使用VDP协议，单击客户端登录页面上除设置对话框外任意地方，返回登录页面。

	2.  登录后设置
	(1) 单击左侧导航[设置]菜单项，在设置页面设置远程桌面协议。当用户正在连接云桌面时不允许修改远程桌面协议，请先断开云桌面后再修改远程桌面协议。


	2.3   开机自动登录
	1.  登录前设置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在通用设置中分别启用“开机启动”、“自动登录”、“保存账号信息”， 单击客户端登录页面上除设置对话框外任意地方，返回登录页面。
	(3) 在登录页面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勾选保存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客户端。
	(4) 若用户仅有一个云桌面，登录后即会自动连接云桌面，当用户有多个云桌面时，登录后需要选择云桌面进行连接使用。

	2.  登录后设置
	(1) 登录客户端后，单击左侧导航[设置]菜单项，在设置页面启用开机启动和自动登录。


	2.4   修改密码
	(1) 单击登录页面<修改密码>按钮，显示修改密码界面。
	(2) 输入新密码、确认密码后，单击<确定>按钮，成功修改密码。

	2.5   超时自动注销登录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在通用设置中设置自动注销超时时间，用户在超过设定时间内未连接使用云桌面，将会注销用户登录。

	2.6   双网功能
	2.6.1   双网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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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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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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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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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单击<确定>按钮，将禁用终端本地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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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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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双网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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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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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终端管理
	2.7.1   终端重启
	(1) 终端开机后自动进行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图标，选择下拉菜单的[重启]菜单项，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重启终端。

	2.7.2   终端关机
	(1) 终端开机后自动进行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图标，选择下拉菜单的[关机]菜单项，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将终端关机。

	2.7.3   终端本机设置
	(1) 终端开机后自动进行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单击“本机设置”页签，进入本机设置页面。
	(3) 在本机设置页面支持如下功能：



	3   桌面管理
	3.1   桌面列表管理
	3.1.1   查看云桌面信息
	(1) 用户登录客户端后默认进入桌面列表页面。
	(2) 默认显示云桌面名称、运行状态以及云桌面操作系统信息。
	(3) 将鼠标悬停在指定云桌面上，可以查看指定云桌面的IP地址、MAC地址等以及指定云桌面允许进行的管理操作图标。

	3.1.2   连接云桌面
	(1) 用户登录客户端后默认进入桌面列表页面。
	(2) 双击指定云桌面，连接云桌面。

	3.1.3   重命名云桌面
	(1) 在桌面列表双击云桌面名称，重命名云桌面。

	3.1.4   快照管理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图标，进入指定云桌面的快照列表。
	(2) 单击<创建>按钮，为当前状态的云桌面添加快照。云桌面只允许创建一个快照，再次单击<创建>按钮将会覆盖之前的快照。
	(3) 选中指定快照，单击<恢复>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将虚拟机还原到指定快照状态。
	(4) 选中指定快照，单击<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删除指定快照。

	3.1.5   网络检测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图标，弹出网络检测对话框。
	(2) 默认弹出后直接开始检测，等待片刻后查看检测结果。
	(3) 单击“显示详细信息”链接，查看详细的检测结果及当前网络情况支持的使用场景。

	3.1.6   关机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可关闭云桌面。

	3.1.7   重启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可重启云桌面。

	3.1.8   断电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可关闭云桌面电源。

	3.1.9   断开
	(1) 用户连接上云桌面后，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断开与云桌面的连接。

	3.1.10   释放云桌面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解除动态、手工桌面池中云桌面与用户的临时绑定关系。

	3.1.11   断电重启
	(1) 单击桌面列表上指定云桌面的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云桌面电源并重启云桌面。


	3.2   操作菜单管理
	3.2.1   Toolbar停靠位置
	1.  登录前设置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在通用设置中设置Toolbar停靠位置。

	2.  登录后设置
	(1) 登录客户端后则需要断开所有连接的云桌面，单击左侧导航[设置]菜单项，在设置页面设置Toolbar停靠位置。
	(2) 用户连接云桌面后，操作菜单Toolbar默认出现在设置的停靠位置处，也可自定义拖动Toolbar。


	3.2.2   VDP操作菜单
	1.  断开
	(1)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断开>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断开与云桌面的连接并关闭云桌面页面。

	2.  返回
	(1)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返回>按钮，返回客户端桌面列表界面。

	3.  重启
	(1)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重启>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重启云桌面。

	4.  断电重启
	(1)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断电重启>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强制重启云桌面。

	5.  关机
	(1)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关机>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将云桌面关机。

	6.  切换云桌面
	(1) 当用户同时拥有并连接过多个云桌面时，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云桌面>按钮后，显示用户授权的所有桌面。
	(3) 单击其它桌面，将当前云桌面切换到其它云桌面。

	7.  窗口化
	(1)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窗口化>按钮，云桌面使用界面变成窗口，可随意拖动改变窗口大小，并根据窗口大小自适应调整分辨率，除在云桌面操作外，用户同时可在本地终端上进行任意操作。单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图标，将断开与云桌面的连接。
	(3) 在云桌面窗口显示时，不显示云桌面操作菜单。

	8.  网络检测
	(1)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网络检测>按钮，弹出网络检测对话框。
	(3) 默认弹出后直接开始检测，等待片刻后查看检测结果。
	(4) 若想重新检测网络情况单击<开始>按钮，开始检测。
	(5)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9.  帧率/带宽显示
	(1)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帧率和带宽信息会实时刷新。


	3.2.3   RDP操作菜单
	(1) 当用户同时连接多个云桌面时，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云桌面>按钮后，显示用户正在连接使用的所有桌面。
	(3) 单击其它桌面，将当前云桌面切换到其它云桌面。


	3.3   个人磁盘
	(1) 用户连接到云桌面后，双击右下角个人磁盘图标，弹出个人磁盘对话框。
	(2) 输入客户端用户用户名、密码后，单击<登录>按钮，开始挂载个人磁盘。
	(3) 等待挂载成功后，自动打开个人磁盘，并在桌面生成个人磁盘快捷方式。
	(4) 当不需要使用个人磁盘时，右键单击右下角个人磁盘图标，选择下拉菜单[卸载]，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5) 单击<确定>按钮，卸载个人磁盘。


	4   重定向
	4.1   多媒体重定向
	4.1.2   视频重定向
	1.  启用视频重定向
	(1) 确保远程桌面协议为VDP。
	(2)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3) 在体验设置中启用“视频重定向”，单击客户端登录页面上除设置对话框外任意地方，返回登录页面。
	(4) 登录客户端后也可以在高级中启用视频重定向，单击左侧导航树中[高级]菜单项，在体验中启用“视频重定向”。

	2.  视频重定向
	(1) 若未安装MPC播放器，可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服务器IP地址:8880/version/H3CDTools/，下载并安装MPC-HC Player.msi。
	(2) 安装完成后，MPC播放器使用视频重定向功能播放本地视频。在终端本地截图，可发现返回和窗口化功能灰化无法操作。在云桌面上截图则直接显示黑框，无具体视频内容。则表示视频重定向成功。


	4.1.3   HTML5重定向
	(1) 确保客户端远程桌面协议为VDP且终端可以访问外部网络，例如可以访问爱奇艺等视频网站。
	(2) 在云桌面中根据操作系统位数安装对应位数的Chrome 63版本浏览器。
	(3) 打开Chrome浏览器，单击浏览器右上角图标，选择更多工具>扩展程序菜单项，打开扩展程序页面。
	(4) 勾选“开发者模式”，单击<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按钮，选择“C:\Program Files (x86)\H3C\H3Cloud Device Redirect\H5\7.3.0.2_2”（其中7.3.0.2_2为当前版本序号），单击<确定>按钮。
	(5) 加载成功后，如下图所示，默认是已启用状态，可在该页面控制是否启用HTML5重定向或将该扩展程序删除。
	(6) 连接支持HTML5重定向的云桌面，在云桌面中使用Chrome浏览器播放爱奇艺等网页在线视频时，将会使用HTML5重定向进行播放，在云桌面中截屏，视频播放区域将显示黑屏，在浏览器右上角有HTML5重定向标志，在终端上截屏Toolbar无法返回或窗口化，表示HTML5重定向成功。

	4.1.4   Flash重定向

	4.2   外设管理
	(1) 当用户连接到云桌面后，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2) 单击操作菜单上<外设>按钮，弹出外设配置对话框。
	(3) 外设设备会自动映射到第一个连接的云桌面中。
	(4) 在连接多个桌面的情况下，若断开使用外设的云桌面或在外设配置对话中取消勾选外设设备后再连接使用其它桌面，外设不会自动映射到其它桌面中，需要在外设配置对话框中手动启用该设备，使其映射到云桌面中。

	4.3   磁盘映射
	(1) 云桌面用户登录客户端，单击左侧导航[高级]菜单项，在本地磁盘中勾选终端上存在的磁盘。
	(2) 在桌面列表中双击连接云桌面，在计算机中查看已映射了终端的本地磁盘。使用方式同云桌面本地磁盘。

	4.4   剪切板映射
	(1) 当用户使用RDP协议登录连接云桌面时，若管理员在授权策略中启用了RDP剪切板映射，则用户可以在云桌面和终端之间互相拷贝。
	(2) 当用户使用VDP协议登录连接云桌面时，若管理员在授权策略中启用了VDP剪切板映射。
	(3) 若管理员启用的映射方向不满足用户需求，请联系管理员。

	4.5   混合计算
	(1) 确保客户端用户以RDP协议登录连接云桌面。
	(2) 本例以安装了定制Chrome浏览器的客户端为例，实际仅在终端本地安装了Chrome浏览器，云桌面中未安装Chrome浏览器。当定制了Chrome混合计算程序后，用户可在云桌面查看到Chrome浏览器图标，双击打开Chrome浏览器进行使用。


	5   自助服务
	5.1   访问
	(1) 用户在浏览器输入http://服务器IP地址:8880/ssv/访问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输入客户端用户账号、密码，单击<登录>按钮。

	5.2   用户管理
	5.2.1   用户预注册
	(1) 在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登录页面，单击“用户预注册”超链接，弹出注册用户对话框。
	(2) 配置用户信息，单击<注册>按钮，提交用户注册电子流等待管理员审批。
	(3) 审批完成后，用户可使用账号密码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和客户端。

	5.2.2   账户延期
	(1) 以用户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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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设置到期时间和申请理由，单击<确定>按钮，等待管理员审批账户延期电子流。

	5.2.3   修改密码
	(1) 以用户账户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
	(2) 单击<修改密码>按钮，弹出修改密码对话框。
	(3) 配置相关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2.4   修改用户信息
	(1) 以用户账户登录云桌面自助服务平台。
	(2) 单击<修改信息>按钮，弹出修改信息对话框。
	(3) 配置相关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3   云桌面管理
	5.3.1   申请云桌面
	(1) 单击云桌面模块<申请云桌面>按钮，弹出申请云桌面对话框。
	(2) 输入简述，设置到期时间，选择申请形式。
	(3)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提交申请云桌面电子流，等待管理员审批完成后，用户可分别在自助平台和客户端上查看该云桌面。

	5.3.2   查看云桌面详情
	(1) 在云桌面模块，将鼠标悬停在云桌面中间区域，将显示云桌面的详细信息。

	5.3.3   启动云桌面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关闭”状态的云桌面上的<启动>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认>按钮，启动关闭状态的云桌面。

	5.3.4   正常关机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运行”状态的云桌面上的<正常关机>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认>按钮，将云桌面关机。

	5.3.5   重启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运行”状态的云桌面上的<重启>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认>按钮，重启云桌面。

	5.3.6   强制断电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运行”状态的云桌面上的<强制断电>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认>按钮，将云桌面关机。

	5.3.7   控制台
	(1) 在云桌面模块，单击指定云桌面上的<控制台>按钮，打开云桌面控制台。
	(2) 在控制台上可查看当前云桌面的桌面环境。
	(3) 在控制台窗口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a. 单击<安装CASTools>按钮，选择下拉菜单[挂载]菜单项，在光驱中挂载CASTools工具。
	b. 挂载成功后，在虚拟机中弹出CAStools的CD驱动器。
	c. 选择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进入CAStools文件夹。
	d. 双击打开CAS_tools_setup.exe安装程序，进入安装程序，直至其安装成功。
	e. 单击<安装CASTools>按钮，选择下拉菜单[卸载]菜单项，断开与光驱的连接。


	5.3.8   延期使用
	(1) 在云桌面模块，当云桌面即将到期时，将会提示云桌面还有n天即将到期。
	(2) 单击<申请延期>按钮，弹出云桌面延期申请对话框。
	(3) 配置相关信息，单击<确定>按钮，提交云桌面延期电子流，等待管理员审批。


	5.4   电子流管理
	(1) 在电子流模块，当电子流未被审批或被驳回时，用户可以修改或关闭电子流。修改电子流后等待管理员审批。
	(2) 当电子流已被审批处于待实施状态时，不支持对电子流进行任何操作。
	(3) 当电子流实施成功后，可直接关闭电子流。


	6   维护
	6.1   查看客户端版本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图标，弹出版本信息对话框。
	(2) 登录客户端后在左侧导航树中[关于]菜单项，可查看客户端版本。

	6.2   日志收集
	6.2.1   设置日记级别
	1.  登录前设置
	(1) 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图标，弹出设置对话框。
	(2) 设置日志级别为“不记录、严重、错误、警告、通知、调试、详细”等。

	2.  登录后设置
	(1) 登录客户端后，单击左侧导航[设置]菜单项，在设置页面设置日志级别。


	6.2.2   收集日志
	(1) 在终端本地的“C:\Users\用户名\H3CDClient”目录下可收集客户端日志，可将该目录的日志反馈给管理员协助定位解决问题。


	6.3   一键求助
	(1) 单击登录页面<一键求助>按钮或单击登录页面右上角图标，弹出问题描述对话框或在登录客户端后，单击左侧导航[关于]菜单项，单击<一键求助>按钮，弹出问题描述对话框。
	(2) 输入问题描述，单击<我要求助>按钮，将自动搜索用户日志并发送到用户反馈Email邮箱。


	7   常见问题解答
	7.1   ModifyConfig工具
	(1) 确保客户端程序已关闭。
	(2) 在“开始>所有程序>H3C>H3CDClient”下以管理员权限打开ModifyConfig工具。
	(3) 在客户端设置的常规页签中设置显示方式和字体，单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后单击<退出>按钮，退出工具。


	8   相关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