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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局准备 

1.1  开局要求 

开局前，基础设备的配置必须进行评估，以保障服务器、存储资源等满足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系统的配置要求。待基础设备按照要求规格上架连网后，才可进行具体的开局工作。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系统支持对接 UIS、CAS、XenServer 虚拟化平台。本文主要以对接

XenServer 虚拟化平台进行介绍。 

1.2  服务器准备 

服务器需要支持 Intel-VT 或者 AMD-V 技术的支持，否则无法正常使用。在安装系统前，请确保服

务器端 BIOS 的 Intel-VT 或者 AMD-V 技术的虚拟化功能已正常开启。 

管理服务器配置要求请参见 XenServer 相关安装手册。 

1.2.1  虚拟化主机服务器 

虚拟化主机服务器配置要求请参见 XenServer 相关安装手册。 

1.2.2  存储准备 

存储要求请参见 XenServer 相关安装手册。 

1.2.3  网络准备 

虚拟机所需网络带宽根据用户需求来评估，例如正常办公和需要观看视频所需带宽就不同，现场部

署时依照用户需求进行计算，评估现场网络带宽以及网络状况。 

1.3  软件要求 

表1 配套软件 

软件内容 版本/说明 

H3Cloud Desktop Access安装包 E0104 

XenServer 7.1或7.2 

ProvisioningServices715_9.iso 7.15 

Citrix Receiver 4.9.4000.exe Citrix客户端 

Citrix Optimizer Citrix虚拟机优化工具 

Windows8.1-KB2939087-x64.msu 
Windows8.1-KB2975061-x64.msu 
Windows8.1-KB2919355-x64.msu 

Windows Server 2012 R2服务器

所需补丁，请通过正规渠道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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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_sql_server_2012_enterprise_edition_with_sp1_x64_dvd_1234495.iso SQL Server数据库安装文件，请

通过正规渠道获取。 

 

2  项目规划与技术设计 

2.1  服务器设计 

2.1.1  虚拟机与物理 CPU 分配评估表 

表2 虚拟机与物理 CPU 分配评估表 

虚拟桌面类型 1 超线程对应虚拟 CPU 个数 

Office办公虚拟桌面 3.75 

OA办公虚拟桌面 5 

软件编程虚拟桌面 1.0~1.6 

流水车间虚拟桌面 5 

阅览室虚拟桌面 3.75（如果有视频播放需求，这个值需要恰当考虑减少） 

 

2.1.2  主机 CPU 的估算 

• 总物理 CPU 数=虚拟机总数/单物理核支撑虚拟桌面类型个数/0.8 

• 总主机数=总物理 CPU 数/单主机物理 CPU 数 

• 单主机承载虚拟机数=虚拟机总数/总主机数 

2.1.3  内存估算 

每台主机需要内存=虚机数量*单个内存大小/0.8 

2.2  存储设计 

2.2.1  存储 RAID 以及分区设计 

(1) 当磁盘空间充足时，请使用 RAID1。RAID1 的磁盘利用率为 50%。例如：一共有 10 块 1TB
的硬盘，则做好 RAID1 后，磁盘空间变为 5TB。假设一台云桌面需要分配 100GB 的空间，

则可以部署云桌面的数量为 5*1000GB/100G=50 台。注意：此方法不区分磁盘类型，无论是

SSD 还是 SAS 或是 SATA 硬盘，均建议采用 RAID1。 

(2) 当磁盘空间没有那么充足时，请使用 RAID5。RAID5 的磁盘利用率为（N-1）/N（N 为磁盘数

量）。例如：一共有 10块 1TB的硬盘，则做好RAID5后，磁盘空间变为[（10-1）/10]*10TB=9TB。
假设一台云桌面需要分配 100GB 的空间，则可以部署云桌面的数量为（9*1000GB）
/100GB=9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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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磁盘为部分 SSD，部分 SAS，请将云桌面系统盘存放到 SSD 中，数据盘存放到 SAS 盘

中。 

(4) 服务器等相关主机均配置两块 SAS 硬盘，设置为 RAID1。选择 RAID1 的目的是防止本地硬

盘出现单点故障，提高服务器本身的可用性。 

(5) 上述方法不区分磁盘类型，无论是 SSD 还是 SAS 或是 SATA 硬盘均适用。 

2.2.2  存储类型规划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产品支持 FC SAN、IP SAN、NAS 以及共享 DAS。由于 XenServer
在 NAS 存储上支持精简置备，从而大大减少存储空间的使用，因此在大规模的项目中我们推荐使

用 NAS 存储或者支持 NAS 的统一存储，在小型的项目中推荐使用共享 DAS。 

2.2.3  存储容量和 IOPS 规划 

1. 基础架构（管理）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200GB，100 IOPS 

其它基础架构（管理）服务器：100GB，80 IOPS 

2. 用户虚拟机 

专属桌面：每个卷上承载 30 用户，每用户 30 IOPS，每个卷承载 900IOPS。 

PVS 共享桌面：每个卷承载 30 用户，每用户 VM 在存储上分配 5-8GB 空间作为 Write Cache，每

用户 VM 在运行时产生 5-8 IOPS，加上冗余每卷大约需要承载 300 IOPS。 

2.3  网络设计 

2.3.1  组网图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产品典型组网方案。虚拟桌面部署时底层的物理组网建议采用三网分

离模式，即管理网、业务网、存储网分离模式，可以提高安全性，避免网络之间的相互干扰，并且

管理与业务口做绑定，存储链路实现多路径。端口绑定与存储多路径设置可以实现网络负载的平衡

与链路的冗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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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组网 

图1 H3Cloud Desktop Access 产品组网-XenServer 

 
 

 

现场环境可能与组网图有区别，但整体架构一致，请根据实际环境进行规划。 

 

• 管理网：用于管理底层 XenServer、物理服务器（iLom）、存储和网络设备，管理网流量包括

存储、网络设备、XenServer 和虚拟机的管理，以及虚拟机的迁移等。由于虚拟机迁移会占用

大量带宽，因此管理网需要与业务网分开，以免影响业务的正常使用。 

• 业务网：业务使用的网络流量主要是业务虚拟机对外提供服务时产生的流量。业务网需要与客

户方的客服网络、营业厅网络、瘦终端网络互通，以实现桌面的接入及在桌面上操作具体业务。

业务网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分成基础架构 VLAN,用户虚拟机 VLAN,而用户虚拟机 VLAN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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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场景又可以进一步细分成各种应用场景 VLAN，这些 VLAN 通过三层交换机或路由器

进行连接。 

• 存储网：XenServer 与磁盘阵列之间的网络，根据存储类型的不同可以是光纤存储网络或者以

太网。 

2. 逻辑组网 

虚拟桌面部署时的逻辑组网根据实际部署的要求，一般可以划分成为一个基础架构网段，及一个或

多个用户虚拟桌面网段。在实际部署中，为了避免用户原有的网络和虚拟桌面网络互相影响，应尽

可能通过防火墙或 ACL 将用户网络和虚拟桌面基础架构网络进行隔离。 

图2 H3Cloud Desktop Access 产品逻辑组网图-Xen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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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H3Cloud Desktop Access 产品逻辑组网图-UIS 

uis1 uis2 uis3

AD DDC SQL Server License Server

PVS Server1 PVS Server2 PVS Server3

MCS Win7桌面池、MCS Win10桌面池、PVS 
Win7桌面池、PVS Win10桌面池

控制层 资源层

硬件层

 
 

 

图中单独列出的服务器例如AD域控服务器、License Server、DB Server等都将部署在XenServer
的虚拟机上而非具体的物理服务器。 

 

2.3.2  网络地址规划 

根据实际部署的要求，请提前规划物理服务器 IP 地址，对于每台 XenServer 服务器，其在存储网

（如果是连接 iSCSI 或 NAS 存储时）、管理网会分别占用一个固定 IP 地址。做 IP 规划时请同时考

虑到后续扩展。 

例如在某部署中，业务网段位 10.0.0.*，10.0.3.*（推荐一个 vlan 不同子网或者不同 vlan），管理网

段为 10.0.2.*，存储网段为 10.0.1.*，服务器域名及 IP 地址规划如下： 

图4 服务器 IP 地址规划 

服务器角色 服务器名称 网络 IP 地址 备注 

AD/DNS/DHCP AD1.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1 域控制器 

AD/DNS/DHCP AD2.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2 额外域控制器 

DDC1 DDC1.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3 
DDC需要与UIS管理网通信，

通常可以在DDC虚拟机配置

双网卡实现 

DDC2 DDC2.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4 
DDC需要与UIS管理网通信，

通常可以在DDC虚拟机配置

双网卡实现(站点HA)； 

License License1.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5 License服务器计算机名必须

和License许可证名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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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SQL1.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7 主服务器 

SQL Server SQL2.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8 镜像服务器 

SQL Server SQL3.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9 见证服务器 

PVS1 PVS1.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10  

PVS2 PVS2.vdi.com 业务网（基础架构VLAN） 10.0.0.11  

虚拟机 XX.vdi.com 业务网（用户VLAN） 10.0.3.*  

 

表3 域名及管理员规划 

名称 值 

域名 vdi.com 

域管理员 h3cadmin 

密码 xxxxxx 

2.3.3  端口规划 

建议在安装基础架构的管理服务器上禁用防火墙，如必须需要使用防火墙，请确保开放以下端口。 

图5 管理服务器所需端口 

端口 备注 

8880 管理平台 

5000 管理平台和REST服务通信端口 

50000 REST服务监听端口 

27000、7279 License服务端口 

8082 License管理端口 

445、1494、443、1433、1434、3389 其它 

 

2.4  基础架构（管理）服务器虚拟机规划 
基础架构（管理）服务器包括 AD/DNS/DHCP Server、License Server、SQL Server、DDC Server、
PVS Server。通过 XenServer 创建虚拟机，然后将这些基础架构（管理）服务器部署在虚拟机上，

推荐的规划配置如下： 

表4 管理服务器配置要求 

虚拟机名称 服务器 操作系统 虚拟机推荐配置 

AD1 域控制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3、内存6GB、C盘50GB 

AD2 额外域控制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3、内存6GB、C盘50GB 

核心组件1 DDC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3、内存8GB、C盘5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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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名称 服务器 操作系统 虚拟机推荐配置 

核心组件2 DDC服务器，站

点HA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3、内存8GB、C盘50GB 

流控制 PVS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4、 内存12GB、C盘50GB、D盘200GB 

流控制 PVS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4、 内存12GB、C盘50GB、D盘200GB 

License1 许可证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2、内存6GB、C盘50GB 

SQL1 数据库服务器，

主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3、内存8GB、C盘80GB、D盘200G 

SQL2 数据库服务器，

镜像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3、内存8GB、C盘80GB、D盘200G 

SQL3 数据库服务器，

见证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2*3、内存8GB、C盘80GB 

 

 

此表中的规划为常见配置，具体配置还需要结合现场情况(点数)做调整。  

 

2.5  License申请 

开局前还需要准备好所需 License 申请，注意 License Server 的计算机名必须与申请 License 时填

写的一致。 

3  安装虚拟化平台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系统支持对接 XenServer、CAS 和 UIS 虚拟化平台。本文以对接

XenServer 进行介绍。 

3.1  XenServer虚拟化平台 

3.1.1  安装 XenServer 

目前适配的 XenServer 版本为 7.1。 

(1) 在物理主机的 iLO 管理平台上挂载 XenServer 安装镜像文件。 

(2) 启动物理主机，按<回车>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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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初始安装 

 

 

 

• F12 键快速前进到下一个屏幕； 

• F1 键获得帮助信息； 

 

(3) 通过按<↑><↓>键选中键盘布局为“[qwerty] us”美式键盘，直接按<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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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选择键盘布局 

 

 

(4) 按<Tab>键选中<OK>键，按<回车>键确定。 

图8 欢迎安装页面 

 

 

 

XenServer 默认安装包里已经附带了绝大多数硬件平台的所有驱动程序，可支持主流服务器的硬件

配置。如果需要加载第三方硬件厂家设备的驱动程序包，可以按 F9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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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Tab>键选中<Accept EULA>键接受用户协议，按<回车>键确定。 

图9 用户协议 

 

 

(6) 默认选中第一块磁盘，按<Tab>键将光标跳转到“Enable thin provisioning”精简模式，按<
空格>键选中。精简模式可节省磁盘空间。按<Tab>键选中<OK>键，按<回车>键确定。 

图10 磁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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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安装源，默认选中“Local media”本地安装源，本例是通过虚拟光驱安装，即选中本地

安装源即可。直接按<回车>键。 

图11 选择安装源 

 

 

(8) 按<↑><↓>键选中“Skip verification”跳过验证安装源的完整性，直接按<回车>键。 

图12 验证安装源 

 

 

(9) 设置 root 用户的密码，按<Tab>键输入确认密码，按<Tab>键选中<OK>键，按<回车>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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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设置 root 密码 

 

 

(10) 按<Tab>键切换到“Static configuration”静态配置，按<空格>键选中，按<Tab>键跳转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按<Tab>键选中<OK>键，按<回车>键确定。 

图14 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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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多块网卡的话，会提示选择管理网卡，建议使用物理机上的第一块网卡作为管理网卡。安装

成功后，可在 XenCenter 中设置绑定两个物理网卡来提高网络的高可用性。 

 

(11) 设置主机名，按<Tab>键切换设置 DNS 地址，按<Tab>键选中<OK>键，按<回车>键确定。 

图15 设置主机名和 DNS 

 

 

(12) 设置时区，按<↑><↓>键选择“Asia”，直接按<回车>键确定，按<↑><↓>键选择“Beijing”，

直接按<回车>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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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设置时区 

 

 

 

(13) 设置系统时间，如环境中存在 NTP 服务器，请选择“Using NTP”，如不存在 NTP 服务器，

请选择“Manual time entry”手工配置，通过按<↑><↓>键选择后直接按<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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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系统时间 

 

 

(14) 按<Tab>键选择“Install XenServer”，按<回车>键确定，开始安装 XenServer。 

图18 开始安装 

 

 

(15) 如不需要安装附加补充包，选择“no”，按<回车>键确定。后续如需安装补充包，可通过 CLI
命令行或 XenCenter 添加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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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附加补充包 

 

 

(16) 按<Tab>切换设置日期和时间，按<Tab>键选中<OK>键，按<回车>键确定。 

图20 设置时间 

 

 

(17) 移除镜像，按<回车>键重启主机，至此 XenServer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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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安装完成 

 

 

3.1.2  安装 XenCenter 

 

XenCenter 安装之前要求安装.NET Framework4.6。 

 

(1) 安装 XenServer 后，在管理员电脑上输入 XenServer 地址下载并安装 XenCenter。 

图22 下载 Xen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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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完成后，可使用 XenCenter 工具连接并管理 XenServer 虚拟化资源。 

3.1.3  配置 XenServer 

1. 创建主机池 

(1) 打开 XenCenter 软件，单击顶部菜单栏[Pool]菜单，选择下拉菜单[New Pool]菜单项，弹出创

建主机池对话框。 

图23 创建主机池 

 

 

(2) 设置主机池名称，单击<Add New Server>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主机 IP 地址、用户名

和密码，单击<add>按钮，依次按照上述步骤添加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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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添加主机 

 
 

2. 配置网络 

(1) 选中主机，单击“Networking”选项卡，可在该页面配置管理网、业务网、存储网。单击<Add 
Network>按钮，弹出增加网络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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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添加网络 

 

 

(2) 选择网络类型，单击<next>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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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选择网络类型 

 

 

(3) 配置网络名称，单击<next>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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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网络名称 

 

 

(4) 选择网络连接的物理网卡、设置 VLAN，单击<Finish>按钮，完成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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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网络设置 

 

 

3. 配置存储 

XenCenter 支持创建 ISO library 与本地共享文件夹管理，在 XenCenter 上创建虚拟机可直接使用

共享文件夹中的镜像文件等。 

(1) 在本地 PC 上设置共享 ISO 文件夹，设置权限为 everyone 完全控制。文件夹中包括基本的安

装虚拟机的 iso 镜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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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共享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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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设置权限 

 

 

(2) 选中主机，单击“Storage”选项卡，单击<New SR>按钮，弹出创建 SR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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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存储 

 

 

(3) 选择“Windows File Sharing”，单击<next>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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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类型 

 

 

(4) 设置名称，单击<next>按钮。 

图33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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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共享路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Finish>按钮。 

图34 存储位置 

 

 

4  安装 Access 组件 

4.1  部署管理组件虚拟机模板 

Access 管理组件包括 AD 域控、数据库、核心组件、许可服务器、Streaming Server 等，需要分别

装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虚拟机上。推荐在虚拟化平台上部署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虚

拟机并将其转换为模板，再根据模板部署组件虚拟机。 

4.1.1  创建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 

在虚拟化平台创建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 

4.1.2  部署管理组件模板虚拟机 

按照下列步骤部署管理组件（AD、数据库、核心组件等）的模板虚拟机。 

1. 安装 Windows 补丁 

依次在虚拟机里安装下列补丁（有顺序要求）： 

Windows8.1-KB2939087-x64.m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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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8.1-KB2975061-x64.msu 

Windows8.1-KB2919355-x64.msu 

安装完成后，重启虚拟机生效。 

图35 安装补丁 

 
 

2. 禁用 IPv6 

图36 取消勾选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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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闭防火墙 

图37 关闭防火墙 

 

 

4. 安装.net Framework 3.5 

使用系统镜像文件安装.net Framework 3.5。 

(1) 在服务器管理器中添加角色和功能，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选择功能页面勾选.net 
Framework 3.5 功能，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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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勾选.net Framework 3.5 功能 

 

 

(2) 由于服务器上缺少源文件，所以需要指定备用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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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指定备用源路径 

 

 

(3) 备用源路径为挂载的操作系统光驱的路径，本例中由于 Server 2012 R2 系统镜像在 D 盘，所

以备用源路径为“D:\Sources\SxS\”，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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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配置路径 

 
 

(4) 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net Framework 3.5，直至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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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安装完成 

 

 

5. 请在安装完 XenTools 之后进行 Sysprep 清理 

(1) 在虚拟机“C:\Windows\System32\Sysprep”路径下执行 sysprep.exe，勾选通用，关机选项

设置为“关机”，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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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Sysprep 

 
 

6. 转换成模板 

(1) 将关机状态的虚拟机转换成模板。 

4.2  部署微软基础环境 

在虚拟化平台上使用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模板部署一台虚拟机，用于安装 AD、DHCP、DNS。
通常情况下 AD、DHCP、DNS 部署在一台服务器上。 

4.2.1  安装 AD、DNS、DHCP 

(1) 根据规划表更改系统中计算机名称。 

(2) 根据规划表配置静态 IP 地址，由于本例中 AD、DNS、DHCP 配置在一台服务器，所以需要

将 DNS 地址配置为本机 IP。 

(3) 在服务器管理器中添加角色和功能，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选择服务器角色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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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选择服务器角色 

 

 

(4) 勾选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DHCP 服务器、DNS 服务器，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

开始安装，单击<安装>按钮，直至安装完成。 



38 

图44 安装完成 

 

 

4.2.2  配置 AD 域控 

1. 提升到域控制器 

(1) 单击“将此服务器提升为域控制器”链接，开始配置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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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域服务配置 

 
 

(2) 勾选“添加新林”，并配置根域名（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域名），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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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域控制器选项 

 
 

(3) 配置密码和确认密码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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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DNS 选项 

 
 

(4) 忽略注意事项，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 

(5) 确保已分配了 NETBIOS 域名，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先决条件检查页面，单击<安装>
按钮。 

(6) 直至安装完成，重启。 

2. 配置 OU 等信息 

按照下表规划配置 OU 信息。 

表5 OU 规划 

AD 类别 名称 位置 备注 

OU组织单位 

请按右面结构创建

相应的OU： 

H3C， 

H3CUsers， 

Infra， 

XenApp， 

XenDesktop 
vWin7 

Domain Root 
|--H3C 
   |-- Endpoints 
   |---H3CUsers 
      |--Management 
      |--Users 
   |---Infra 
   |---VDA 
      |--AppServer 
      |--Desktop 
         |--vWin7 

H3C：存放所有本POC有关的对象 

Infra：存放基础构架服务器的计算机账号。 

H3CUsers：存放POC测试用户账号 

Management：存放管理员账号 

Users：存放普通用户桌面账号 

VDA：存放交付的计算机账号 

APPServer：存放虚拟应用服务器计算机账号 

Desktop：存放普通桌面账号 

vWin7：存放Win7虚拟桌面计算机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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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类别 名称 位置 备注 

 

管理员用户 h3cadmin Management OU内 POC环境管理员。记得将其加入域管理员组

Management。 

用户 

User01 
User02 
… 
User05 

Users OU内 普通用户桌面账号 

 

(2) 在服务器管理器中单击“工具”选择下拉菜单的[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菜单项，弹出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对话框。 

图48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 

 

 

(3) 根据规划添加 OU 组织单位、管理员用户（举例 h3cadmin）、普通用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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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OU 配置 

 

 

3. 组织单位委派 

委派 h3cadmin 用户管理权限。 

(1) 在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对话框中右键单击 vdi.com（本例中的域名），选择菜单中

的“委派控制”，弹出委派控制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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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委派控制 

 
 

(2)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用户和组中单击<添加>按钮，添加管理员（h3c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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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添加管理员 

 

 

(3) 单击<下一步>按钮，勾选所有常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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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委派任务 

 

 

(4) 单击<下一步>按钮，完成委派任务，单击<完成>按钮，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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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完成 

 

 

4.2.3  配置 DHCP 

(1) 如下图所示，单击“完成 DHCP 配置”链接，弹出 DHCP 安装完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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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完成 DHCP 配置 

 

 

(2) 单击<下一步>按钮，默认使用当前登录用户为用户凭据，单击<提交>按钮。 

图55 授权 

 
 

(3) 安装完成后，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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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关闭 

 
 

(4) 在服务器管理器中单击“工具”选择下拉菜单的[DHCP]菜单项，弹出 DHCP 对话框。右键单

击 IPV4，选择[新建作用域]菜单项，弹出新建作用域向导。 

图57 新建作用域 

 
 

(5) 单击<下一步>按钮，配置作用域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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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下一步>按钮。配置 IP 地址范围。 

图58 IP 地址范围 

 
 

(7) 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到路由器(默认网关)页面，设置网关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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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8) 如无特殊要求可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配置完成，单击<完成>按钮，关闭对话框。 

(9) 在 DHCP 对话框中，右键单击[DHCP/<计算机名>/IPv4/作用域/作用域选项]菜单项，选择[配
置选项]菜单项，弹出作用域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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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配置选项 

 
 

(10) 勾选“066 启动服务器主机名”和“067 启动文件名”，并分别设置 066 数据项为“Streaming 
server 主机名”,067 数据项为“ARDBP32.BIN”。该步骤可在配置完 Streaming Server 服务

器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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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启动服务器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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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启动文件名 

 
 

4.3  部署数据库 

在虚拟化平台上根据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模板部署一台虚拟机用于部署数据库。 

4.3.1  基础配置 

(1) 根据规划表将虚拟机配置为静态 IP 地址，设置 DNS 地址为“AD 服务器 IP 地址”。 

(2) 根据规划表虚拟机改名并加域。 

(3) 将域管理员账号（h3cadmin）添加到虚拟机的本地管理员组。在计算机管理>系统工具>本地

用户和组>组中，右键单击 Administrators 组，选择属性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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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本地管理组 

 
 

(4) 单击<添加>按钮，将 h3cadmin 用户添加到本地管理组，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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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添加完成 

 
 

(5) 关闭防火墙。 

(6) 使用域管理员(h3cadmin)账号登录虚拟机。 

4.3.2  安装 SQL Server 

(1) 在虚拟机上挂载“cn_sql_server_2012_enterprise_edition_with_sp1_x64_dvd_1234495.iso”
安装包。 

(2) 运行 setup 安装文件，弹出 SQL Server 2012 安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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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SQL Server 安装中心 

 

 

(3) 单击左侧<安装>按钮，选择“全新 SQL Server 独立安装或向现有安装添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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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全新安装 

 

 

(4) 等待片刻待出现如下界面时，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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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安装程序支持规则 

 

 

(5) 选择版本，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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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产品密钥 

 

 

(6) 勾选接受许可条款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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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许可条款 

 

 

(7) 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开始在系统上安装安装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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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 产品更新 

 

 

(8) 等待片刻后，若无失败的项，可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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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安装程序支持规则 

 

 

(9) 保存默认即可，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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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设置角色 

 

 

(10) 勾选“SQL Server 复制”、“管理工具 – 完整”、“SQL 客户端连接 SDK”功能后单击<下
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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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功能选择 

 

 

 
 

(11) 通过安装规则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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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安装规则 

 

 

(12) 保持默认实例即可，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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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实例配置 

 

 

(13) 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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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磁盘空间要求 

 

 

(14) 将 SQL Server 代理和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的账户名和密码改为域管理员账号和密码，并

将所有的启动类型改为自动，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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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服务器配置 

 

 

(15) 身份验证模式选择 Windows 身份验证模式，添加当前登录用户为指定 SQL Server 管理员，

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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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数据库引擎配置 

 

 

(16) 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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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错误报告 

 

 

(17) 单击<下一步>按钮。 



72 

图80 安装配置规则 

 

 

(18) 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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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准备安装 

 

 

(19)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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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完成 

 

 

4.3.3  验证数据库是否配置正确 

(1) 在“开始>全部应用”中双击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应用程序，打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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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 弹出连接到服务器对话框，配置连接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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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连接到服务器 

 

 

(3) 单击<连接>按钮，可成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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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成功连接 

 

 

4.3.4  数据库 Mirror 配置 

当环境要求数据库高可用时，需要进行数据库 Mirror 配置。为了实现数据库的高可用性，需要在三

台虚拟机上部署数据库，分别作为主体服务器、镜像服务器、见证服务器。其中主体服务器提供数

据库服务；镜像服务器作为主体数据库的副本；见证服务器用来支持自动故障转移。 

(1) 在 XenCenter 上使用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模板部署三台虚拟机。 

(2) 三台数据库服务器分别按照 4.3.1  基础配置和 4.3.2  安装的步骤进行部署。 

4.4  安装核心组件 

在虚拟化平台上根据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模板部署一台虚拟机用于安装核心组件等。 

4.4.1  基础配置 

请参考 4.3.1  基础配置章节。 

4.4.2  安装核心组件 

(1) 挂载 H3C_Desktop_Access.iso 并执行 H3CSelect.exe 文件，打开 H3C Desktop Access 1.0
安装界面。 



78 

图86 安装界面 

 

 

(2) 单击“核心组件”模板，等待片刻弹出 Desktop Controller 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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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Desktop Controller 安装向导 

 
 

(3) 一直单击下一步，直至弹出“选择是否安装管理门户”对话框，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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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安装管理门户 

 
 

(4) 设置域名、用户名（h3cadmin）、密码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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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设置域用户 

 
 

(5) 等待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重启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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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0  

 
 

4.4.3  验证核心组件是否安装成功 

(1)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地址:8880”，弹出下列界面，表明核心组件安装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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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管理平台界面 

 
 

4.5  安装许可证服务器 

在虚拟化平台上根据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模板部署一台虚拟机用于安装许可证服务器。 

4.5.1  基础配置 

请参考 4.3.1  基础配置章节。 

请注意许可证服务器的主机名必须与 License 文件中的指定名字一致，且大小写敏感。 

4.5.2  安装 License 服务器 

(1) 执行 H3CSelect.exe 文件，打开 H3C Desktop Access 1.0 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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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安装界面 

 

 

(2) 单击“许可证服务器”模块，弹出 License 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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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安装完成。 

图93 安装完成 

 
 

4.6  安装部署Streaming Server 

在虚拟化平台上根据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模板部署一台虚拟机用于安装部署 Streaming Server。 

4.6.1  基础配置 

请参考 4.3.1  基础配置章节。 

4.6.2  安装 Streaming Server 

(1) 执行 H3CSelect.exe 文件，打开 H3C Desktop Access 1.0 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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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安装界面 

 

 

(2) 单击“Streaming Server”模板，弹出 Streaming Server 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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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StreamingServer 安装向导 

 
 

(3) 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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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安装完成 

 
 

4.6.3  配置向导 

(1) 双击运行桌面上 StreamingServerConfigWizard.exe 文件，弹出配置向导对话框。单击<下一

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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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配置向导 

 
 

(2) 保持默认，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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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PXE 服务 

 
 

(3) 勾选“创建场”，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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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新建场 

 
 

(4) 输入安装数据库的服务器名称，实例为空，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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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0 数据库服务器 

 
 

(5) 输入新数据库和场的名称，第一次配置可保持默认，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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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新建场 

 
 

(6) 设置存储名称和默认路径（默认路径为本机目录），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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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新建存储 

 
 

(7) 输入许可证服务器的主机名，单击<下一步>按钮。 



95 

图103 许可证服务器 

 
 

(8) 输入用户账户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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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用户账户 

 
 

(9) 确认配置设置，单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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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完成 

 
 

(10) 配置完成后，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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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关闭对话框 

 
 

4.6.4  验证是否可以连接流控制台 

该验证步骤需要等待管理平台站点配置完成，可正常登录管理平台后操作。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流控制台]菜单项，弹出连接场对话框。 

(2) 配置参数后，连接成功，进入流控制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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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连接场 

 

 

5  初始配置 

5.1  创建站点 

5.1.1  不启用 HA 

(1) 部署完成后，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地址:8880”，弹出请先创建站点对话

框。 

(2) 配置站点名称、许可证服务器地址（单击许可证服务器地址右侧 图标，测试是否可以连接

成功）、数据库服务器位置（单击数据库服务器位置右侧 图标，测试是否可以连接成功）、

用户名、密码、站点数据库名称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创建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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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创建站点 

 

 

(3) 连接站点成功后，输入域名、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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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9 登录管理平台 

 
 

5.1.2  启用 HA 

若环境中设置了 SQL Server 数据库 Mirror 配置，则可以启用 HA。 

(1)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地址:8880”，弹出请先创建站点对话框。 

(2) 勾选启用 HA，配置站点名称、许可证服务器地址（单击许可证服务器地址右侧 图标，测试

是否可以连接成功）、主服务器名称、镜像服务器名称、见证服务器名称、用户名、密码以及

站点数据库名称，单击<数据库连接测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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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创建站点 

 
 

(3) 连接成功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创建站点。输入域名、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

登录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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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登录管理平台 

 

5.2  License注册 

请提前申请 License 文件，并将 License 文件导入 Access。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系统/许可]菜单项，进入许可页面。 

图112 许可页面 

 

 

(2) 单击<导入 License 文件>按钮，弹出导入 License 文件对话框，选择 License 文件后，单击<
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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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选择 License 文件 

 

 

(3) 导入成功后，许可证列表中显示 License 信息。 

图114 导入成功 

 

 

5.3  新建连接和资源 

为 Access 添加 XenServer 虚拟化平台。 

(1) 管理员登录成功后，默认在连接资源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连接和资源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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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连接资源 

 

 

(2) 连接类型选择“XenServer”，配置连接地址（http://XenServer 服务器 IP 地址）、用户名、

密码、连接名称（连接 XenServer 资源需要输入后台登录主机的用户名 密码）单击<下一步>
按钮。 

图116 新建 XenServer 连接 

 
 

(3) 设置资源名称，勾选资源使用的网络，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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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网络 

 
 

(4) 勾选存储资源，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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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标准存储 

 
 

(5) 确认摘要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创建 XenServer 类型的连接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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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摘要 

 
 

6  基于 XenServer 创建桌面池 

6.1  XenServer MCS桌面池 

6.1.1  制作主映像 

1. 创建虚拟机 

(1) 在 XenCenter 上创建 Windows 7 32bit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直至安装完成。 

2. 安装补丁 

Windows 7 操作系统需要安装 Windows 7 SP1 补丁。Windows10 暂不需要。 

(1) Windows 7 32 位操作系统虚拟机安装补丁到一半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错误，此时需要重启虚

拟机重新安装补丁包。Windows 7 64 位虚拟机暂无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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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 补丁安装出错 

 

 

 

E0104 版本之前版本 Agent 需要在域控环境下安装，所以需要在虚拟机中加域，E0104 及之后版本

Agent 支持在非域控环境下安装，无须加域。 

 

3. 关闭防火墙 

(1) 在“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Windows 防火墙\自定义设置”中关闭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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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关闭防火墙 

 
 

4. 安装 Agent 

(1) 在虚拟机上挂载 H3C_Desktop_Access.iso 镜像，运行 H3C select.exe 文件，提示安装.NET，
根据安装向导完成 NET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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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NET 安装完成 

 
 

(2) NET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系统自动重启，使用域管理员登录，进入桌面自动弹出

H3C Cloud Access 可视化安装界面，单击 Agent 模块，根据向导安装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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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Agent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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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进入 Agent 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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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确认安装 Agent 

 

 

(3) 设置 Controller 的 FQDN 地址（如 ddc.vdi.com），即安装核心组件的服务器主机名，单击<
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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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输入核心服务器域名 

 

注意：若使用 HA 的环境请输入多个 Controller 地址；涉及到 HA 环境时，制作模板安装 agent 均
需要输入多个 Controller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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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选择图形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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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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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安装完成，重启系统 

 

 

(4) 根据提示重启后，确保主映像的网络模式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 

5. 安装必要软件 

在虚拟机中安装必要软件。 

6. 优化 

使用 CitrixOptimizer 优化工具优化。 

 

Citrix 优化可以提高虚拟机的承载密度和使用体验。请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使用优化工具对虚拟机进

行优化。 

 

7. 创建快照 

(1) 在 XenCenter 的虚拟机“快照”页签上单击<生成快照>按钮，弹出生成快照对话框，配置名

称等信息，单击<确定>按钮，为虚拟机创建快照。 



119 

图130 创建快照 

 

 

至此桌面池所需主映像制作完成。 

6.1.2  创建桌面池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桌面池对话

框。 

(2) 设置名称，选择部署虚拟机技术为“XenServer MCS”、资源，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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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增加桌面池 

 
 

(3) 选择操作系统为“桌面操作系统”，分配类型为“动态桌面池”，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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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桌面体验 

 
 

(4) 选择“XenServer MCS 主映像制作”步骤制作的主映像虚拟机或虚拟机快照，单击<下一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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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主映像 

 
 

(5) 设置虚拟机的 CPU 个数和内存及网卡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 



123 

图134 虚拟机配置 

 
 

(6)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计算机账户，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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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Active Directory 计算机账户 

 
 

(7) 确认摘要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桌面池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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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摘要确认 

 
 

(8) 桌面池增加成功后，单击指定桌面池操作列的 图标，弹出增加计算机对话框，设置计算机数

量，单击<确定>按钮，向桌面池增加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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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增加计算机 

 

 

(9) 创建完成后，可单击桌面池名称项，进入虚拟机列表页面，查看创建的虚拟机，并可以对虚拟

机进行管理。 

图138 虚拟机列表 

 

 

(10) 启动虚拟机，确认虚拟机注册状态变为“已注册”后，交付桌面池中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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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注册状态 

 
 

 

只有“已注册”状态的虚拟机可成功被用户连接使用，若虚拟机状态为“未注册”，请按照以下方

面进行排查： 

• 虚拟机和 DDC 服务器之间是否可以互相 ping 通，可以互相正常解析域名。 

• 防火墙是否关闭或是否配置正确的端口通行。 

• 虚拟机和 AD 域控服务器之间时间是否同步。 

• 安装 Agent 时，DDC 的 fqdn 地址是否正确，可在计算机注册表“计算机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itrix\VirtualDesktopAgent”下查看 ListOfDDCs 键值

是否正确。 

• 查看 Citrix 相关的服务（Citrix Desktop Service）是否正常运行。 

• 查看 windows 事件管理器未注册的原因，查询官方知识库。 

 

6.2  XenServer Stream桌面池 

6.2.1  制作虚拟磁盘 

1. 创建虚拟机 

(1) 在 XenCenter 上创建 Windows 7 32bit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直至安装完成。 

2. 安装补丁 

Windows 7 操作系统需要安装 Windows 7 SP1 补丁。Windows10 暂不需要。 

(1) Windows 7 32 位操作系统虚拟机安装补丁到一半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错误，此时需要重启虚

拟机重新安装补丁包。Windows 7 64 位虚拟机暂无此类问题。 



128 

图140 补丁安装出错 

 

 

3. 加域 

(1) 将虚拟机加入域（vdi.com）后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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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加域 

 
 

(2) 将 h3cadmin（域管理员）加入本地管理员组，在计算机管理>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组中，

右键单击 Administrators 组，选择属性菜单项。单击<添加>按钮，将 h3cadmin 用户添加到本

地管理组，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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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将域管理员加入本地管理员组 

 
 

(3) 切换用户登录，使用域管理员账号（h3cadmin）登录虚拟机。 

4. 关闭防火墙 

(1) 在“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Windows 防火墙\自定义设置”中关闭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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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关闭防火墙 

 
 

(2) 以 h3cadmin 用户登录虚拟机。 

5. 安装 agent 

(1) 挂载 H3C_Desktop_Access.iso 镜像，运行 H3C select.exe 文件，提示安装.NET，根据安装

向导完成 NET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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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安装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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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NET 安装完成 

 
 

(2) NET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系统自动重启，使用域管理员登录，进入桌面自动弹出

H3C Cloud Access 可视化安装界面，单击 Agent 模块，根据向导完成 Agent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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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 进入 Agent 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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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确认安装 Agent 

 

 

(3) 设置 Controller 地址，即我们安装核心组件的服务器地址，输入核心服务器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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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8 输入核心服务器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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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9 选择图形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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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0 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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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安装完成，重启系统 

 

 

(4) 单击<关闭>按钮，重启虚拟机。 

6. 安装 provisioningServices 

(1) 挂载 ProvisioningServices.iso 镜像，运行 autorun.exe 文件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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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目标设备安装 

 
 

(2) 单击目标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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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目标设备安装 

 
 

(3) 单击目标设备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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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安装完成 

 

 

7. 根据映像向导制作映像 

(1) 从开始菜单中找到并运行映像向导。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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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运行映像向导 

 
 

(2) 连接站点时，使用 Windows 当前登录用户、密码作为凭据。 

图156 连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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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创建虚拟磁盘”模式，创建成功后，将直接在流服务器的存储路径下生成虚拟磁盘。单

击<下一步>按钮。 

图157 选择磁盘创建方式 

 
 

(4) 设置目标设备的名称，网络连接以及目标设备加入的设备集合，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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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8 添加目标设备 

 
 

(5) 设置虚拟磁盘的名称、选择 StreamingServer 的存储名称（确保改存储有足够空间大小）、虚

拟磁盘类型选择“VHD”，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159 新建虚拟磁盘时输入磁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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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情况选择，本例为“无”。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160 Microsoft 批量许可 

 
 

(7) 选择“对整个引导磁盘执行映像操作”，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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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操作对象 

 
 

(8) 选择“不再优化硬盘”，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162 优化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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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确保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按钮。 

图163 摘要 

 
 

(10) 创建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虚拟机，在虚拟机启动之前，请将虚拟机引导选项改为“网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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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4 重启 

 
 

图165 重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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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6 设置引导选项 

 

 

(11) 重启成功后，开始执行映像操作，在流服务器上创建虚拟磁盘等。 

图167 执行映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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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抓取镜像完成后，请将该虚拟机关机。 

(13) 在 Streaming Server 服务器对应存储路径可查看到生成的虚拟磁盘。 

图168 查看创建的虚拟磁盘 

 
 

(14) 在管理平台流控制台的[场/存储/<存储名称>]中可查看虚拟磁盘。单击指定磁盘对应的 按钮，

弹出虚拟磁盘属性对话框。将虚拟磁盘访问模式为“专有映像”改为“标准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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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9 虚拟磁盘列表 

 

 

6.2.2  制作空虚拟机模板 

(1) 在 XenCenter 上按照以下配置新建 VM。 

(2) 选择操作系统类型为“Windows 7(32-bit)”，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170 选择 VM 模板 

 

 

(3) 配置相关信息，直至安装介质界面，选择“网络启动”，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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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安装介质 

 

 

(4) 配置相关信息，直至存储界面，选择“创建从网络启动的无磁盘 VM”，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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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配置存储 

 

 

(5) 直至创建完成。将虚拟机转换成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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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转换为模板 

 

 

6.2.3  桌面配置向导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流控制台]菜单项，进入流控制台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场>/站点/<站点>]
菜单项，进入指定站点页面。单击<桌面配置向导>按钮，弹出桌面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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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4 控制器 

 

 

(2) 选择资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需要输入主机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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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5 主机资源 

 

 

(3) 选择上一步骤部署的模板，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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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6 模板 

 

 

(4) 选择制作的虚拟磁盘，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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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7 虚拟磁盘 

 

 

(5) 选择创建桌面池、操作系统和分配类型，若已存在桌面池，可选择使用已有桌面池，单击<下
一步>按钮。 



160 

图178 桌面池 

 

 

(6) 设置虚拟机的数量以及虚拟机配置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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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9 虚拟机 

 

 

(7) 设置部署出来的计算机账户名称位置及命名方案，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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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0 Active Directory 计算机账户 

 

 

(8) 单击<确定>按钮后，默认会创建设备集合和桌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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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 摘要 

 

 

(9) 启动桌面池中的虚拟机，确认虚拟机注册状态变为“已注册”后，桌面池中的虚拟机可用于交

付。 

图182 注册状态 

 

 

7  交付组 
创建交付组之前请确保已创建了桌面池，且桌面池下有已注册的虚拟机可用于交付。 

7.1  交付桌面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交付组]菜单项，进入交付组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交付组对话

框。选择桌面池并设置交付组里的虚拟机数量，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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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 增加交付组 

 
 

(2) 选择交付类型，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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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4 交付类型 

 
 

(3) 单击<添加用户或组>按钮，在弹出的添加用户和组对话框中选择授权用户，单击<确定>按钮，

将用户添加到分配用户列表中，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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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5 添加用户或组 

 
 

(4) 配置交付组名称等基础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交付组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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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6 配置基本信息 

 
 

7.2  交付应用程序 

交付应用程序的虚拟桌面要求操作系统为服务器操作系统，并通过交付组交付应用程序。 

 

服务器操作系统（如 server 2012/2008 等）的虚拟机需要按照上面创建桌面池的步骤创建服务器操

作系统的桌面池；请注意创建交付组前要确保服务器桌面开启且注册正常。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交付组]菜单项，进入交付组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交付组对话

框。选择桌面池并设置交付组里的虚拟机数量，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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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7 增加交付组 

 
 

(2) 选择交付类型为“桌面和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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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8 交付类型 

 
 

(3) 单击<添加用户或组>按钮，在弹出的添加用户和组对话框中选择授权用户，单击<确定>按钮，

将用户添加到分配用户列表中，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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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9 用户 

 
 

(4) 勾选要交付的应用程序，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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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0 应用程序 

 
 

(5) 配置交付组名称等基础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交付组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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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 配置基础信息 

 
 

8  用户登录 
(1) 访问 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 IP 地址或名称/Citrix/StoreWeb，点击下载安装 Citrix Receiver。 

图192 下载 Receiver 

 

 

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ip地址或名称/Citrix/Stor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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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完成后，访问 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 IP 地址或名称:8880/store 应用商店获取用户授权的

桌面和应用。 

图193 登录应用商店 

 
 

(3) 查看分配给用户的虚拟桌面和应用。 

图194 虚拟桌面 

 

 

图195 应用程序 

 

 

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ip地址或名称:8880/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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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击桌面或应用程序，下载并打开*.ica 文件访问虚拟桌面或应用程序。 

图196 访问虚拟桌面 

 

 

图197 访问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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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击“将此服务器提升为域控制器”链接，开始配置域控。
	(2) 勾选“添加新林”，并配置根域名（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域名），单击<下一步>按钮。
	(3) 配置密码和确认密码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4) 忽略注意事项，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
	(5) 确保已分配了NETBIOS域名，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先决条件检查页面，单击<安装>按钮。
	(6) 直至安装完成，重启。

	2.  配置OU等信息
	(2) 在服务器管理器中单击“工具”选择下拉菜单的[Active Directory用户和计算机]菜单项，弹出Active Directory用户和计算机对话框。
	(3) 根据规划添加OU组织单位、管理员用户（举例h3cadmin）、普通用户等。

	3.  组织单位委派
	(1) 在Active Directory用户和计算机对话框中右键单击vdi.com（本例中的域名），选择菜单中的“委派控制”，弹出委派控制向导。
	(2)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用户和组中单击<添加>按钮，添加管理员（h3cadmin）。
	(3) 单击<下一步>按钮，勾选所有常见任务。
	(4) 单击<下一步>按钮，完成委派任务，单击<完成>按钮，关闭对话框。


	4.2.3   配置DHCP
	(1) 如下图所示，单击“完成DHCP配置”链接，弹出DHCP安装完配置向导。
	(2) 单击<下一步>按钮，默认使用当前登录用户为用户凭据，单击<提交>按钮。
	(3) 安装完成后，关闭对话框。
	(4) 在服务器管理器中单击“工具”选择下拉菜单的[DHCP]菜单项，弹出DHCP对话框。右键单击IPV4，选择[新建作用域]菜单项，弹出新建作用域向导。
	(5) 单击<下一步>按钮，配置作用域名称。
	(6) 单击<下一步>按钮。配置IP地址范围。
	(7) 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到路由器(默认网关)页面，设置网关IP地址。
	(8) 如无特殊要求可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配置完成，单击<完成>按钮，关闭对话框。
	(9) 在DHCP对话框中，右键单击[DHCP/<计算机名>/IPv4/作用域/作用域选项]菜单项，选择[配置选项]菜单项，弹出作用域选项对话框。
	(10) 勾选“066 启动服务器主机名”和“067 启动文件名”，并分别设置066数据项为“Streaming server主机名”,067数据项为“ARDBP32.BIN”。该步骤可在配置完Streaming Server服务器后操作。


	4.3   部署数据库
	4.3.1   基础配置
	(1) 根据规划表将虚拟机配置为静态IP地址，设置DNS地址为“AD服务器IP地址”。
	(2) 根据规划表虚拟机改名并加域。
	(3) 将域管理员账号（h3cadmin）添加到虚拟机的本地管理员组。在计算机管理>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组中，右键单击Administrators组，选择属性菜单项。
	(4) 单击<添加>按钮，将h3cadmin用户添加到本地管理组，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5) 关闭防火墙。
	(6) 使用域管理员(h3cadmin)账号登录虚拟机。

	4.3.2   安装SQL Server
	(1) 在虚拟机上挂载“cn_sql_server_2012_enterprise_edition_with_sp1_x64_dvd_1234495.iso”安装包。
	(2) 运行setup安装文件，弹出SQL Server 2012安装中心。
	(3) 单击左侧<安装>按钮，选择“全新SQL Server独立安装或向现有安装添加功能”。
	(4) 等待片刻待出现如下界面时，单击<确定>按钮。
	(5) 选择版本，单击<下一步>按钮。
	(6) 勾选接受许可条款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7) 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开始在系统上安装安装程序文件。
	(8) 等待片刻后，若无失败的项，可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
	(9) 保存默认即可，单击<下一步>按钮。
	(10) 勾选“SQL Server复制”、“管理工具 – 完整”、“SQL客户端连接SDK”功能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11) 通过安装规则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12) 保持默认实例即可，单击<下一步>按钮。
	(13) 单击<下一步>按钮。
	(14) 将SQL Server代理和SQL Server数据库引擎的账户名和密码改为域管理员账号和密码，并将所有的启动类型改为自动，单击<下一步>按钮。
	(15) 身份验证模式选择Windows身份验证模式，添加当前登录用户为指定SQL Server管理员，单击<下一步>按钮。
	(16) 单击<下一步>按钮。
	(17) 单击<下一步>按钮。
	(18) 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19)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关闭对话框。

	4.3.3   验证数据库是否配置正确
	(1) 在“开始>全部应用”中双击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应用程序，打开程序。
	(2) 弹出连接到服务器对话框，配置连接参数等。
	(3) 单击<连接>按钮，可成功连接。

	4.3.4   数据库Mirror配置
	(1) 在XenCenter上使用Server 2012 R2虚拟机模板部署三台虚拟机。
	(2) 三台数据库服务器分别按照4.3.1  基础配置和4.3.2  安装的步骤进行部署。


	4.4   安装核心组件
	4.4.1   基础配置
	4.4.2   安装核心组件
	(1) 挂载H3C_Desktop_Access.iso并执行H3CSelect.exe文件，打开H3C Desktop Access 1.0安装界面。
	(2) 单击“核心组件”模板，等待片刻弹出Desktop Controller安装向导。
	(3) 一直单击下一步，直至弹出“选择是否安装管理门户”对话框，单击<下一步>按钮。
	(4) 设置域名、用户名（h3cadmin）、密码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5) 等待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重启虚拟机。

	4.4.3   验证核心组件是否安装成功
	(1)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地址:8880”，弹出下列界面，表明核心组件安装完成。


	4.5   安装许可证服务器
	4.5.1   基础配置
	4.5.2   安装License服务器
	(1) 执行H3CSelect.exe文件，打开H3C Desktop Access 1.0安装界面。
	(2) 单击“许可证服务器”模块，弹出License安装向导。
	(3) 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安装完成。


	4.6   安装部署Streaming Server
	4.6.1   基础配置
	4.6.2   安装Streaming Server
	(1) 执行H3CSelect.exe文件，打开H3C Desktop Access 1.0安装界面。
	(2) 单击“Streaming Server”模板，弹出Streaming Server安装向导。
	(3) 一直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安装完成。

	4.6.3   配置向导
	(1) 双击运行桌面上StreamingServerConfigWizard.exe文件，弹出配置向导对话框。单击<下一步>按钮。
	(2) 保持默认，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勾选“创建场”，单击<下一步>按钮。
	(4) 输入安装数据库的服务器名称，实例为空，单击<下一步>按钮。
	(5) 输入新数据库和场的名称，第一次配置可保持默认，单击<下一步>按钮。
	(6) 设置存储名称和默认路径（默认路径为本机目录），单击<下一步>按钮。
	(7) 输入许可证服务器的主机名，单击<下一步>按钮。
	(8) 输入用户账户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
	(9) 确认配置设置，单击<完成>按钮。
	(10) 配置完成后，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4.6.4   验证是否可以连接流控制台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流控制台]菜单项，弹出连接场对话框。
	(2) 配置参数后，连接成功，进入流控制台页面。



	5   初始配置
	5.1   创建站点
	5.1.1   不启用HA
	(1) 部署完成后，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地址:8880”，弹出请先创建站点对话框。
	(2) 配置站点名称、许可证服务器地址（单击许可证服务器地址右侧图标，测试是否可以连接成功）、数据库服务器位置（单击数据库服务器位置右侧图标，测试是否可以连接成功）、用户名、密码、站点数据库名称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创建站点。
	(3) 连接站点成功后，输入域名、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管理平台。

	5.1.2   启用HA
	(1)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地址:8880”，弹出请先创建站点对话框。
	(2) 勾选启用HA，配置站点名称、许可证服务器地址（单击许可证服务器地址右侧图标，测试是否可以连接成功）、主服务器名称、镜像服务器名称、见证服务器名称、用户名、密码以及站点数据库名称，单击<数据库连接测试>按钮。
	(3) 连接成功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创建站点。输入域名、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管理平台。


	5.2   License注册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系统/许可]菜单项，进入许可页面。
	(2) 单击<导入License文件>按钮，弹出导入License文件对话框，选择License文件后，单击<确定>按钮。
	(3) 导入成功后，许可证列表中显示License信息。

	5.3   新建连接和资源
	(1) 管理员登录成功后，默认在连接资源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连接和资源对话框。
	(2) 连接类型选择“XenServer”，配置连接地址（http://XenServer服务器IP地址）、用户名、密码、连接名称（连接XenServer资源需要输入后台登录主机的用户名 密码）单击<下一步>按钮。
	(3) 设置资源名称，勾选资源使用的网络，单击<下一步>按钮。
	(4) 勾选存储资源，单击<下一步>按钮。
	(5) 确认摘要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创建XenServer类型的连接和资源。


	6   基于XenServer创建桌面池
	6.1   XenServer MCS桌面池
	6.1.1   制作主映像
	1.  创建虚拟机
	(1) 在XenCenter上创建Windows 7 32bit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直至安装完成。

	2.  安装补丁
	(1) Windows 7 32位操作系统虚拟机安装补丁到一半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错误，此时需要重启虚拟机重新安装补丁包。Windows 7 64位虚拟机暂无此类问题。

	3.  关闭防火墙
	(1) 在“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Windows 防火墙\自定义设置”中关闭防火墙。

	4.  安装Agent
	(1) 在虚拟机上挂载H3C_Desktop_Access.iso镜像，运行H3C select.exe文件，提示安装.NET，根据安装向导完成NET的安装。
	(2) NET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系统自动重启，使用域管理员登录，进入桌面自动弹出H3C Cloud Access可视化安装界面，单击Agent模块，根据向导安装Agent。
	(3) 设置Controller的FQDN地址（如ddc.vdi.com），即安装核心组件的服务器主机名，单击<下一步>按钮。
	(4) 根据提示重启后，确保主映像的网络模式为自动获取IP地址。

	5.  安装必要软件
	6.  优化
	7.  创建快照
	(1) 在XenCenter的虚拟机“快照”页签上单击<生成快照>按钮，弹出生成快照对话框，配置名称等信息，单击<确定>按钮，为虚拟机创建快照。


	6.1.2   创建桌面池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桌面池对话框。
	(2) 设置名称，选择部署虚拟机技术为“XenServer MCS”、资源，单击<下一步>按钮。
	(3) 选择操作系统为“桌面操作系统”，分配类型为“动态桌面池”，单击<下一步>按钮。
	(4) 选择“XenServer MCS主映像制作”步骤制作的主映像虚拟机或虚拟机快照，单击<下一步>按钮。
	(5) 设置虚拟机的CPU个数和内存及网卡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
	(6) 配置Active Directory计算机账户，单击<下一步>按钮。
	(7) 确认摘要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桌面池的创建。
	(8) 桌面池增加成功后，单击指定桌面池操作列的图标，弹出增加计算机对话框，设置计算机数量，单击<确定>按钮，向桌面池增加虚拟机。
	(9) 创建完成后，可单击桌面池名称项，进入虚拟机列表页面，查看创建的虚拟机，并可以对虚拟机进行管理。
	(10) 启动虚拟机，确认虚拟机注册状态变为“已注册”后，交付桌面池中的虚拟机。


	6.2   XenServer Stream桌面池
	6.2.1   制作虚拟磁盘
	1.  创建虚拟机
	(1) 在XenCenter上创建Windows 7 32bit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直至安装完成。

	2.  安装补丁
	(1) Windows 7 32位操作系统虚拟机安装补丁到一半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错误，此时需要重启虚拟机重新安装补丁包。Windows 7 64位虚拟机暂无此类问题。

	3.  加域
	(1) 将虚拟机加入域（vdi.com）后重启。
	(2) 将h3cadmin（域管理员）加入本地管理员组，在计算机管理>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组中，右键单击Administrators组，选择属性菜单项。单击<添加>按钮，将h3cadmin用户添加到本地管理组，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3) 切换用户登录，使用域管理员账号（h3cadmin）登录虚拟机。

	4.  关闭防火墙
	(1) 在“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Windows 防火墙\自定义设置”中关闭防火墙。
	(2) 以h3cadmin用户登录虚拟机。

	5.  安装agent
	(1) 挂载H3C_Desktop_Access.iso镜像，运行H3C select.exe文件，提示安装.NET，根据安装向导完成NET的安装。
	(2) NET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系统自动重启，使用域管理员登录，进入桌面自动弹出H3C Cloud Access可视化安装界面，单击Agent模块，根据向导完成Agent的安装。
	(3) 设置Controller地址，即我们安装核心组件的服务器地址，输入核心服务器的域名。
	(4) 单击<关闭>按钮，重启虚拟机。

	6.  安装provisioningServices
	(1) 挂载ProvisioningServices.iso镜像，运行autorun.exe文件开始安装。
	(2) 单击目标设备安装。
	(3) 单击目标设备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7.  根据映像向导制作映像
	(1) 从开始菜单中找到并运行映像向导。单击<下一步>按钮。
	(2) 连接站点时，使用Windows当前登录用户、密码作为凭据。
	(3) 选择“创建虚拟磁盘”模式，创建成功后，将直接在流服务器的存储路径下生成虚拟磁盘。单击<下一步>按钮。
	(4) 设置目标设备的名称，网络连接以及目标设备加入的设备集合，单击<下一步>按钮。
	(5) 设置虚拟磁盘的名称、选择StreamingServer的存储名称（确保改存储有足够空间大小）、虚拟磁盘类型选择“VHD”，单击<下一步>按钮。
	(6) 根据情况选择，本例为“无”。单击<下一步>按钮。
	(7) 选择“对整个引导磁盘执行映像操作”，单击<下一步>按钮。
	(8) 选择“不再优化硬盘”，单击<下一步>按钮。
	(9) 确保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按钮。
	(10) 创建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虚拟机，在虚拟机启动之前，请将虚拟机引导选项改为“网络启动”。
	(11) 重启成功后，开始执行映像操作，在流服务器上创建虚拟磁盘等。
	(12) 抓取镜像完成后，请将该虚拟机关机。
	(13) 在Streaming Server服务器对应存储路径可查看到生成的虚拟磁盘。
	(14) 在管理平台流控制台的[场/存储/<存储名称>]中可查看虚拟磁盘。单击指定磁盘对应的按钮，弹出虚拟磁盘属性对话框。将虚拟磁盘访问模式为“专有映像”改为“标准映像”。


	6.2.2   制作空虚拟机模板
	(1) 在XenCenter上按照以下配置新建VM。
	(2) 选择操作系统类型为“Windows 7(32-bit)”，单击<下一步>按钮。
	(3) 配置相关信息，直至安装介质界面，选择“网络启动”，单击<下一步>按钮。
	(4) 配置相关信息，直至存储界面，选择“创建从网络启动的无磁盘VM”，单击<下一步>按钮。
	(5) 直至创建完成。将虚拟机转换成模板。

	6.2.3   桌面配置向导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流控制台]菜单项，进入流控制台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场>/站点/<站点>]菜单项，进入指定站点页面。单击<桌面配置向导>按钮，弹出桌面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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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选择创建桌面池、操作系统和分配类型，若已存在桌面池，可选择使用已有桌面池，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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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交付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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