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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述 

1.1  背景 

当前数据上云后，公司的重要数据和用户的个人数据都存放在云桌面里，保障公司的信息安全以及

个人数据安全显得格外重要，当前云计算环境中，VDI 云桌面用户进行截屏时，信息安全存在较大

风险。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需要使用一种手段，将用户的这类操作记录下来，方便管理员进行审计，或者

禁止用户某些危险行为，这就需要进行屏幕监控功能。 

1.2  功能描述 

屏幕监控是通过在虚拟机内进行屏幕录制来实现，管理员可以在管理平台的授权策略页面进行策略

配置。管理平台向录屏服务器请求屏幕录制的数据，并将数据展示在屏幕监控日志展示页面上，管

理员可以在页面上获取到指定数据，并进行审计。 

图1-1 屏幕监控功能架构介绍 

 

 

(1) 管理员在管理平台完成录屏服务器的配置，在策略组中开启屏幕监控，并将策略应用在桌面

上。 

(2) 录屏服务器将根据服务器和策略配置，对用户的桌面操作录屏，录屏数据存储在录屏服务器

中。 

(3) 管理员在管理平台可查看和下载录屏服务器中的录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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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流程 
(1) 录屏服务器安装 

a. 增加虚拟机 
将 H3Linux 操作系统的系统镜像上传到管理平台，使用此系统镜像增加虚拟机。 

b. 虚拟机系统安装 

安装 H3Linux 操作系统和 CAS tools。 
c. 配置虚拟机 IP 地址 

配置的 ip 需要与管理平台互通。 

d. record 服务器安装 
在镜像虚拟机中安装 Record 服务。 

(2) 录屏服务器配置 

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屏幕监控日志]菜单项，进入屏幕监控日志页面配置录屏

服务器。 
(3) 屏幕监控策略配置 

单击左侧导航树[策略/策略组]菜单项，进入策略组页面新建屏幕监控策略，开启屏幕监控总开

关，设置录制间隔等。 

(4) 屏幕录制结果验证 

3 使用指导 

3.1  使用限制 

• 目前仅支持 Windows 7、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 VDI 桌面 

• 目前不支持 Windows XP 系统 

• 目前不支持所有非 Windows 系统 
• 目前仅支持 ffmpeg gdi 录制，录制启动会有 3-5 秒延迟 

3.2  配置指导 

3.2.1  录屏服务器配置要求 

表3-1 录屏服务器配置要求 

配置项 明细 备注 

CPU 2*8 核 配置高低将影响播放流畅度和下载录像文件

速率 

内存 8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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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 除系统盘空间外，需为录屏数据预留硬盘

存储空间，空间大小请参考备注中录屏数

据计算公式得出。 

录屏数据大小（MB）=存档天数*录制时长*

桌面数*2，例如：录屏间隔为60秒时，100

个云桌面连续录制12小时，并且数据存储2

天，将产生2*12*100*2=4800 MB大小的数

据。 

 

3.2.2  录屏服务器安装 

1. 增加虚拟机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系统镜像]菜单项，进入系统镜像页面。单击上方<新建>按钮，弹

出“新建系统镜像”对话框。 

图3-1 系统镜像页面 

 
 

(2) 设置镜像名称，根据上传系统镜像选择操作系统类型及版本，设置系统镜像上传路径，并将

镜像文件拖拽到虚线框中，或单击<点击上传>，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待上传的镜像文件，

单击<打开>按钮开始上传镜像。 
 

 

• 若系统镜像的上传路径为主机本地目录，则只有该主机能使用该系统镜像。 

• 若系统镜像的上传路径为共享存储路径，则所有主机均可使用该系统镜像。 

• 请确保系统镜像的上传路径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否则上传系统镜像将失败，建议上传路径选择/vms/i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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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新建系统镜像对话框 

 

 

 

上图中，“操作系统”和“版本”的配置需与实际上传的 ISO 系统镜像保持一致。 

 

(3) 上传完成后，右上角弹出提示框“上传文件成功”，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系统镜像操作。 

图3-3 新建系统镜像完成 

 

 

(4) 系统镜像上传完成后，在系统镜像列表页面可以看到新建的系统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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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已上传的系统镜像 

 

 

(5) 在管理平台中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进入虚拟化页面，单击主机页面下的

“虚拟机”页签，单击<增加虚拟机>按钮进入增加虚拟机页面。 

图3-5 虚拟化页面 

 

 

(6) 在增加虚拟机页面，根据需求配置虚拟机基本信息和 CPU、内存、网络、磁盘和光驱等硬件

信息。其中，光驱需连接步骤(2)上传的系统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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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增加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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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硬件信息中光驱右侧的 按钮，弹出“选择存储”对话框，在“isopool”页签下，选择上

传的系统镜像，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系统镜像挂载。 

图3-7 挂载系统镜像 

 
 

(8) 虚拟机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虚拟机。 

2. 虚拟机系统安装 

(1) 在虚拟化页面中的“虚拟机”页签下，启动虚拟机，并单击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弹出

虚拟机控制台窗口。 

图3-8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 

 
 

(2) 在虚拟机控制台中安装 H3Linux 操作系统，在安装开始界面语言请选择 English，单击

<Continue>按钮进入“INSTALLATION SUMMARY”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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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安装开始界面 

 

 

(3) 在“INSTALLATION SUMMARY”界面中确保“KEYBOARD”与“LANGUAGE SUPPORT”
项均设置为“English”，其余配置项会自动完成配置，单击<Begin Installation>按钮开始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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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INSTALLATION SUMMARY 界面 

 

 

(4) 单击安装界面上方的“ROOT PASSWORD”项，进入 ROOT PASSWORD 页面，设置 ROOT
密码，完成后等待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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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设置 ROOT 密码 

 

 

(5) 安装完成后单击<安装模板工具>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为虚拟机挂

载 castools.iso 文件。 

图3-12 为虚拟机挂载 castools.iso 

 
 

(6) 挂载完成后，登录操作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安装 castools。 

a. 查看光驱路径。 
[root@localhost ~]# ll /dev/ | grep -i 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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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查看光驱路径 

 

 

b. 挂载光驱到指定路径 
[root@localhost ~]# mount /dev/sr0 /media/ 

图3-14 挂载光驱到指定路径 

 
 

c. 进入 castools 安装脚本路径，不同版本 Workspace 的 castools 安装脚本路径可能不同，

进入到/media/linux 目录中，在此目录的子目录中找到 cas_tools_install.sh，并执行该安装

脚本，本文以 x86 版本为例。 
[root@localhost media]# cd /media/linux/x86/castools 

[root@localhost castools]#ls 

[root@localhost castools]# ./cas_tools_install.sh 

图3-15 安装 castools 

 

 

3. 配置虚拟机 IP 地址 

(1) 单击该虚拟机操作列的<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虚拟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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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虚拟机页面 

 

 

(2) 在修改虚拟机页面中的网络页签下配置网卡信息，在 IPv4 信息项中选择“手工配置”或

“DHCP”，本文以手工配置为例为虚拟机配置网卡 IP 地址。最后单击<应用>按钮完成配置。 

图3-17 配置网卡 

 
 

 

录屏服务器 IP 需要与管理平台互通，目前仅支持一个录屏服务器连接一个管理平台。 

录屏服务器 IP 需要与用户云桌面网络互通，否则云桌面的录屏数据无法上传至录屏服务器。 

 

(3) 配置完成后单击该虚拟机操作列的“更多”下拉菜单中的<启动>按钮，启动该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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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启动虚拟机 

 

 

 

部署完虚拟机后，该虚拟机需要保持开启，关闭后录屏服务将无法正常工作。 

 

4. record 服务器安装 

(1) 通过 SSH 工具登录虚拟机后台，输入虚拟机 IP、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成功。 

图3-19 SSH 工具登录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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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登录成功界面 

 

 

(2) 将 record 服务器安装包（record-server-installer-E1013.tar）上传到虚拟机后台。 

图3-21 上传 record 服务器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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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正在上传 record 服务器安装包 

 

 

图3-23 record 服务器安装包上传成功 

 

 

(3) 通过虚拟机控制台可以看到已上传的 record 服务器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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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虚拟机控制台查看 record 服务器安装包 

 
 

(4) 执行如下图所示命令解压安装包并切换至解压后的目录。 
tar –vxf record-server-installer-E1013.tar.gz 

cd record-server-installer/ 

图3-25 解压安装包 

 
 

图3-26 进入安装目录 

 

 

(5) 执行安装脚本（install.sh）安装 record 服务器。 
bash install.sh 

图3-27 执行脚本安装服务器 

 
 



 

17 

图3-28 安装成功 

 

 

3.2.3  录屏服务器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屏幕监控日志]菜单项，进入屏幕监控日志页面，单击<录屏服务器

配置>按钮，弹出“录屏服务器配置”对话框。 

图3-29 录屏监控日志页面 

 

 

(2) 在“录屏服务器配置”对话框中配置录屏服务器地址、备份位置，选择类型等，完成后单击<
确定>按钮，待右上方提示“录屏服务器配置成功”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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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 录屏服务器配置-本地文件目录 

 

 

图3-31 录屏服务器配置-NFS 网络文件系统 

 

 

表3-2 录屏服务器配置参数 

参数名 说明 

录制服务器地址 录屏服务器的IP地址，即安装了Record Service的虚拟机的IP地址。 

备份位置 录屏文件的存储路径。 

类型 存储录屏文件的存储类型，可选择本地文件目录或NFS网络文件系统。 

源主机 NFS server所在主机的IP地址。 

源路径 NFS server所在文件系统的路径。 

保留期限（天） 录屏文件的保留期限，超过保留期限的录屏文件将被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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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保留天数需要根据录屏服务器数据盘大小设置，存储大小必须小于数据盘大小。产生

数据计算公式大小请见参见表3-1。 

 

 

• 当本地备份位置存储不够时，可将录屏数据备份位置切换至网络文件系统。 

• 使用 NFS 网络文件系统前需完成 NFS 服务器配置，且管理平台可访问 NFS 服务器。。 

 

3.2.4  屏幕监控策略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策略/策略组]菜单项，进入策略组页面，单击上方<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策

略组对话框。 

图3-32 策略组页面 

 
 

(2) 在新建策略组对话框中首先配置基本信息，类型选择“VDI”，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 VDI
架构策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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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新建策略组对话框-配置基本信息 

 

 

(3) 在 VDI 架构策略配置中根据需求设置外设、客户端、会话、显示、水印、宽带控制、安全、

个性化数据和应用加速等策略，在“安全”页签下开启屏幕监控总开关，并设置录制间隔（秒），

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应用对象的配置。 

图3-34 新建策略组对话框-VDI 架构策略配置-1 

 

 



 

21 

图3-35 新建策略组对话框-VDI 架构策略配置-2 

 

 

(4) 选择策略组应用对象，对象类型以选择桌面为例，再选择待录屏的桌面对象，完成后单击<下
一步>按钮，进入确认信息步骤。 

图3-36 新建策略组对话框-选择策略组应用对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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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7 新建策略组对话框-选择策略组应用对象-2 

 

 

图3-38 新建策略组对话框-选择策略组应用对象-3 

 

 

(5) 确认配置信息，若需修改某项策略，可通过逐步单击<上一步>按钮修改相关参数。确认无误

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策略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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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9 新建策略组对话框-确认信息 

 

 

(6) 新建的屏幕监控策略组可以在策略组列表中查看和管理。 

图3-40 新建策略组完成 

 
 

3.2.5  屏幕录制结果验证 

(1) 开启需要被录屏的云桌面，进行一段时间的鼠标键盘操作，完成后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系
统/日志/屏幕监控日志]菜单项，进入屏幕监控日志页面，会看到从服务器上传的录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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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 录制屏幕文件 

 
 

(2) 单击录像文件操作列的<播放>按钮，可以查看录制画面，单击<下载文件>按钮可以将该录像

文件下载到本地。 

图3-42 播放和下载录制文件 

 
 

 

• 桌面中鼠标和键盘不操作时不会进行录屏。 

• 桌面锁屏后录制功能会停止。 

 

4 参考文档 
表4-1 相关文档 

资料 获取方式 

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

https://www.h3c.com/cn/pub/Document_Center/2022/05/H3C_Workspace_YZM_WebHelp/default_auto.htm?CHID=69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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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获取方式 

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

Cloud_YZM/H3C_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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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系统镜像]菜单项，进入系统镜像页面。单击上方<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系统镜像”对话框。
	(2) 设置镜像名称，根据上传系统镜像选择操作系统类型及版本，设置系统镜像上传路径，并将镜像文件拖拽到虚线框中，或单击<点击上传>，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待上传的镜像文件，单击<打开>按钮开始上传镜像。
	(3) 上传完成后，右上角弹出提示框“上传文件成功”，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系统镜像操作。
	(4) 系统镜像上传完成后，在系统镜像列表页面可以看到新建的系统镜像。
	(5) 在管理平台中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进入虚拟化页面，单击主机页面下的“虚拟机”页签，单击<增加虚拟机>按钮进入增加虚拟机页面。
	(6) 在增加虚拟机页面，根据需求配置虚拟机基本信息和CPU、内存、网络、磁盘和光驱等硬件信息。其中，光驱需连接步骤(2)上传的系统镜像。
	(7) 单击硬件信息中光驱右侧的按钮，弹出“选择存储”对话框，在“isopool”页签下，选择上传的系统镜像，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系统镜像挂载。
	(8) 虚拟机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虚拟机。

	2.  虚拟机系统安装
	(1) 在虚拟化页面中的“虚拟机”页签下，启动虚拟机，并单击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弹出虚拟机控制台窗口。
	(2) 在虚拟机控制台中安装H3Linux操作系统，在安装开始界面语言请选择English，单击<Continue>按钮进入“INSTALLATION SUMMARY”界面。
	(3) 在“INSTALLATION SUMMARY”界面中确保“KEYBOARD”与“LANGUAGE SUPPORT”项均设置为“English”，其余配置项会自动完成配置，单击<Begin Installation>按钮开始安装。
	(4) 单击安装界面上方的“ROOT PASSWORD”项，进入ROOT PASSWORD页面，设置ROOT密码，完成后等待安装完成。
	(5) 安装完成后单击<安装模板工具>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为虚拟机挂载castools.iso文件。
	(6) 挂载完成后，登录操作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安装castools。
	a. 查看光驱路径。
	b. 挂载光驱到指定路径
	c. 进入castools安装脚本路径，不同版本Workspace的castools安装脚本路径可能不同，进入到/media/linux目录中，在此目录的子目录中找到cas_tools_install.sh，并执行该安装脚本，本文以x86版本为例。


	3.  配置虚拟机IP地址
	(1) 单击该虚拟机操作列的<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虚拟机页面。
	(2) 在修改虚拟机页面中的网络页签下配置网卡信息，在IPv4信息项中选择“手工配置”或“DHCP”，本文以手工配置为例为虚拟机配置网卡IP地址。最后单击<应用>按钮完成配置。
	(3) 配置完成后单击该虚拟机操作列的“更多”下拉菜单中的<启动>按钮，启动该虚拟机。

	4.  record服务器安装
	(1) 通过SSH工具登录虚拟机后台，输入虚拟机IP、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成功。
	(2) 将record服务器安装包（record-server-installer-E1013.tar）上传到虚拟机后台。
	(3) 通过虚拟机控制台可以看到已上传的record服务器安装包。
	(4) 执行如下图所示命令解压安装包并切换至解压后的目录。
	(5) 执行安装脚本（install.sh）安装record服务器。


	3.2.3   录屏服务器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屏幕监控日志]菜单项，进入屏幕监控日志页面，单击<录屏服务器配置>按钮，弹出“录屏服务器配置”对话框。
	(2) 在“录屏服务器配置”对话框中配置录屏服务器地址、备份位置，选择类型等，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待右上方提示“录屏服务器配置成功”完成操作。

	3.2.4   屏幕监控策略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策略/策略组]菜单项，进入策略组页面，单击上方<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策略组对话框。
	(2) 在新建策略组对话框中首先配置基本信息，类型选择“VDI”，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VDI架构策略配置。
	(3) 在VDI架构策略配置中根据需求设置外设、客户端、会话、显示、水印、宽带控制、安全、个性化数据和应用加速等策略，在“安全”页签下开启屏幕监控总开关，并设置录制间隔（秒），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应用对象的配置。
	(4) 选择策略组应用对象，对象类型以选择桌面为例，再选择待录屏的桌面对象，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确认信息步骤。
	(5) 确认配置信息，若需修改某项策略，可通过逐步单击<上一步>按钮修改相关参数。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策略组操作。
	(6) 新建的屏幕监控策略组可以在策略组列表中查看和管理。

	3.2.5   屏幕录制结果验证
	(1) 开启需要被录屏的云桌面，进行一段时间的鼠标键盘操作，完成后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屏幕监控日志]菜单项，进入屏幕监控日志页面，会看到从服务器上传的录制文件。
	(2) 单击录像文件操作列的<播放>按钮，可以查看录制画面，单击<下载文件>按钮可以将该录像文件下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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