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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网盘简介 
个人网盘是管理平台为用户分配授权的个人数据空间，数据永久保存且个人独享。管理员可在管理

平台上为用户启用网盘并分配网盘大小，用户在终端登录虚拟桌面后，打开网盘客户端即可直接使

用，无须再次输入用户名、密码。网盘中的文件支持自动分类，用户可批量下载、复制、移动、删

除、分享文件等。  

2 使用前提 

2.1  安装CloudDisk客户端 

终端启动后会自动下载绑定的镜像文件进行使用，故上传的用于终端绑定的镜像文件需安装

CloudDisk 个人网盘客户端。制作镜像时，需使用 H3COptTools 优化工具安装 CloudDisk 个人网盘

客户端，关于 CloudDisk 客户端安装，请参见《H3C Cloud Desktop-E 开局指导书-V1.02》。 

2.2  启用网盘 

只有管理员在管理平台上为用户启用云盘后，用户才能在终端上使用 CloudDisk 个人网盘客户端。

在管理平台的网盘界面中，需为对应的用户增加授权以分配网盘，当网盘初始化后，才支持启用、

禁用网盘的功能，关于启用网盘的操作，请参见《H3C Cloud Desktop-E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3 使用指导 

3.1  上传文件 

在个人网盘中可将本地文件上传到个人网盘。 

(1) 在终端桌面双击打开 CloudDisk 个人网盘客户端，如图 3-1 所示，将自动登录到与用户绑定

的个人网盘，在右上角可以看到当前登录的用户名，在左下角可以看到个人网盘容量大小，

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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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CloudDisk 个人网盘客户端 

 
 

图3-2 自动登录进入个人网盘 

 

 

(2) 单击页面上方的<上传>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待上传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完成

上传操作，如图 3-3 所示。在全部文件页面上可以看到上传的文件，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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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上传文件 

 

 

图3-4 文件已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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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建文件夹 

在个人网盘中可以新建文件夹来对文件进行管理。 
(1) 单击页面上方的<新建文件夹>按钮，如图 3-5 所示。 

图3-5 单击<新建文件夹>按钮 

 

 

(2)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文件夹名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创建，如图 3-6 所示，新建的文件夹

会显示在文件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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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输入文件夹名称 

 

 

3.3  下载网盘文件 

在个人网盘中可以将网盘文件下载到终端本地。 
(1) 在文件列表中勾选欲下载的文件，单击页面上方的<下载>按钮，如图 3-7 所示。 



6 

图3-7 下载网盘文件 

 

 

3.4  复制文件 

在个人网盘中可将文件复制到目标文件夹中。 
(1) 在文件列表中勾选欲复制的文件，单击页面上方的<更多操作>按钮，在弹出的下拉框中单击<

复制>按钮，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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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单击<复制>按钮 

 

 

(2)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目标文件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文件复制，如图 3-9 所示。 

图3-9 选择目标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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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移动文件 

在个人网盘中可将文件移动到目标文件夹中。 
(1) 在文件列表中勾选欲移动的文件，单击页面上方的<更多操作>按钮，在弹出的下拉框中单击<

移动>按钮，如图 3-10 所示。 

图3-10 单击<移动>按钮 

 

 

(2)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目标文件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文件移动，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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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选择目标文件夹 

 

 

3.6  分享文件 

在个人网盘中可以将文件分享给其他用户。 
(1) 在文件列表中勾选欲分享的文件，单击页面上方的<更多操作>按钮，在弹出的下拉框中单击<

分享>按钮，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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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单击<分享>按钮 

 

 

(2)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分享的目标用户，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文件分享，如图 3-13 所示。被分

享的文件将在文件列表中的分享按钮旁显示分享状态和人数，如图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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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选择分享的目标用户 

 

 

图3-14 已分享文件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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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左侧导航栏[我的分享]中会显示本网盘用户分享的文件信息，如图 3-15 所示。 

图3-15 [我的分享]中显示分享文件信息 

 

 

(4) 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分享详情中，可增加分享用户，在用户栏中勾选目标用户，可批量取

消分享，如图 3-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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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分享详情 

 

 

(5) 在左侧导航栏[分享给我]中会显示本网盘用户收到的分享文件信息，如图 3-17 所示。 

图3-17 [分享给我]中收到的分享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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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删除文件 

在个人网盘中可对文件进行批量删除。 
(1) 在文件列表中勾选欲删除的文件，单击页面上方的<更多操作>按钮，在弹出的下拉框中单击<

删除>按钮，如图 3-18 所示。 

图3-18 单击<删除>按钮 

 

 

3.8  文件自动分类 

CloudDisk 个人网盘支持文件自动分类功能，上传到网盘中的文件将根据文件类型显示在左侧导航

栏中的[文档]、[图片]、[音乐]、[视频]、[压缩包]中，如图 3-19、图 3-20 所示，在分类文件中均可

对文件进行上传、下载、复制、移动和删除操作。在导航栏第一行全部文件中则会显示全部的上传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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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文件自动分类-[文档] 

 

 

图3-20 文件自动分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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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注销、切换用户 

(1) 在页面的右上角用户处，单击 箭头，弹出用户<注销>按钮，单击<注销>按钮以注销当前

用户，如图 3-21 所示。 

图3-21 注销当前用户 

 

 

(2) 注销当前用户后会返回到网盘登录界面，在登录界面中输入网盘地址、用户名与密码完成网

盘用户切换，如图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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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切换网盘用户 

 

 

4 注意事项 
• 网盘单个文件上传大小限制为 100G。 

• 打开网盘时，会优先读取配置文件，然后读取上一次登录的缓存，自动登录终端用户网盘。

如果配置文件和缓存都没有，则需手动输入网盘地址、用户名和密码。 
• 文件自动分类时，对文件格式不属于文档、图片、音乐、视频压缩包的文件，将不会显示在

分类中，而显示在[全部文件]中。 

5 相关资料 
表5-1 相关资料 

资料 描述 获取方式 

H3C Cloud Desktop-E 管理

平台联机帮助 

介绍Cloud Desktop-E详

细使用方法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

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

d_YZM/H3C_Cloud_Desktop-E/Configure/Online_

Help/H3C_Cloud_Desktop-E_OH-5W101/ 

H3C Cloud Desktop-E 开局 介绍Cloud Desktop-E开 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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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描述 获取方式 

指导书-V1.02 局部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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