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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Linux 桌面操作系统是一套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开源操作系统，具有高稳定性、高安全性、配置

简单、灵活度高等特点。本文介绍了 Linux 桌面镜像的配置方法。 

本文介绍 Linux 桌面镜像的制作方法，其中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版本以 E1013 为例，其他版本

操作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2 配置前准备 
配置 Linux 桌面镜像前，请参照下表完成相关准备工作。 

表2-1 配置前准备 

准备项 说明 

Workspace管理平台 已完成管理平台的部署，并已配置可用空间充足的镜像存储路径 

CentOS系统镜像 已获取CentOS系统镜像ISO文件（推荐：CentOS-7-x86_64-DVD-1804.iso） 

SUSE系统镜像 
已获取SUSE系统镜像ISO文件（推荐：

SLE-12-SP5-Server-DVD-x86_64-GM-DVD1.iso） 

Ubuntu系统镜像 已获取Ubuntu系统镜像ISO文件（推荐：ubuntu-14.04.6-desktop-amd64.iso） 

 

3 注意事项 
• 目前，H3C Workspace 云桌面仅支持 VDI 类型的 CentOS、SUSE、Ubuntu 桌面镜像。VDI

类型的 CentOS、SUSE、Ubuntu 桌面镜像仅能在 X86 架构服务器部署。 

• 若使用 Ubuntu 20.04.03 系统，则必须安装 Python 2。 

4 CentOS 桌面镜像 

4.1  配置流程 

VDI CentOS 桌面镜像的配置流程如下： 

(1) 新建系统镜像：上传 CentOS 系统镜像，用于创建对应操作系统的镜像虚拟机。 

(2) 新建镜像虚拟机：使用 CentOS 系统镜像新建镜像虚拟机。 
(3) 为镜像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为镜像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并完成系统配置等。 

(4) 安装云桌面组件：挂载驱动光驱，安装 CAStools 和 Agent 组件并检查相关配置是否正常。 

(5) 安装其他应用软件：为镜像虚拟机安装其他所需办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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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布桌面镜像：通过克隆或转化方式发布桌面镜像。 

4.2  配置指导 

4.2.1  新建系统镜像 

系统镜像是桌面镜像的基础。本章介绍如何在管理平台中上传 CentOS 操作系统的 ISO 系统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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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建系统镜像 

 
 

(2) 配置相关参数，并上传 CentOS-7-x86_64-DVD-1804.iso，上传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

成系统镜像新建操作。其中，操作系统选择[Linux]，版本选择[CentOS 6/7(64 位)]，上传路径

建议选择[/vms/i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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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系统镜像配置页面 

 
 

 

• 若系统镜像的上传路径为主机本地目录，则只有所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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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系统镜像将上传失败。 

 

图4-3 系统镜像新建成功 

 
 

4.2.2  新建镜像虚拟机 

(1) 单击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页面中的“镜像虚拟机”页

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单击页签下的<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镜像虚拟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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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镜像虚拟机列表 

 

 

(2) 选择新建类型，此处以新建镜像虚拟机为例，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图4-5 选择新建类型 

 

 

(3) 配置镜像名称等相关参数，其中镜像类型选择“VDI”，系统镜像选择已上传的 CentOS 系统

镜像，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虚拟机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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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基本信息 

 
 

(4) 在“基础配置”页签下，配置存储路径等相关参数，在“高级配置”页签下可配置 CPU 工作

模式等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确认信息页面。确认配置信息是否正确，单击<完成>
按钮完成新建镜像虚拟机操作。 

图4-7 虚拟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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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确认信息 

 

 

图4-9 镜像虚拟机新建成功 

 

 

 

此时的镜像虚拟机实际上为一台未安装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和必要驱动等的空白虚拟机。 

 

4.2.3  为镜像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 

1. 启动安装 

(1) 单击新建的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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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打开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2) 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后，通过键盘方向键选择“Install CentOS 7”，按回车键后即可进入

CentOS 系统安装向导的选择语言页面。 

图4-11 选择“Install CentOS 7” 

 

 

2. 选择安装语言 

(1) 在语言页面选择安装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本文以“English(United States)”为例），单击

<Continue>按钮进入系统安装概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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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选择语言 

 

 

(2) 在系统安装概览页面，单击“INSTALLATION DESTINATION”进入 INSTALLATION 
DESTINATION 页面进行系统盘选择和磁盘分区。 

图4-13 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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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系统盘 

(1) 在 INSTALLATION DESTINATION 页面 Local Standard Disks 区域勾选用于安装操作系统的

磁盘。若有多个磁盘，需取消勾选其他磁盘，只保留一个磁盘用于系统安装。 

图4-14 选择系统盘页面 

 

 

4. 磁盘分区 

 

 

安装操作系统时，系统盘支持自动分区和手动分区两种分区方式。如果对分区大小没有特殊要求，

推荐使用自动分区。 

 

自动分区 

(1) 在 INSTALLATION DESTINATION 页面 Partitioning 区域选择“Automatically configure 
partitioning”（系统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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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选择系统盘-自动分区 

 
 

(2) 单击<Done>按钮完成自动分区，返回系统安装概览页面。 

图4-16 系统安装概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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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分区 

(1) 在 INSTALLATION DESTINATION 页面 Partitioning 区域选择“I will configure partitioning”，
单击<Done>按钮，进入手动分区页面。 

图4-17 手动分区 

 

 

(3) 单击 按钮，弹出“增加挂载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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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增加挂载点对话框 

 

 

(4) 依次添加 swap、/boot、/和/home 分区：在“Mount Point”下拉框中选择对应分区，在“Desired 
Capacity”输入框中输入分区大小，单击<Add mount point>按钮完成分区添加。关于各分区

介绍和规格要求请参见表 1-1。 

表1-1 分区介绍和规格要求 

分区名称 作用 分区大小（推荐值） 备注 

swap 

交换分区，当系统内存不足时，用于存放临时

数据，等待一段时间后，系统会将这些临时数

据调入内存中执行。该分区只能由系统访问。 
物理内存*1.5（12GiB） 

本文物理内存

为8GiB 

/boot 引导分区，用于存放系统的引导文件。 300~500MiB（500MiB）  

/ 
根目录分区，用于存放系统的所有目录，用户

可以通过此分区来访问所有目录。 
≥10GiB（10GiB）  

/home 数据分区，用于存放系统数据文件。 磁盘所有剩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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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表格中的分区大小推荐值仅以制作普通办公桌面的桌面镜像为例进行设置，如有其它用

途，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分区大小。 

• 每个分区添加完成后，可在“Desired Capacity”下修改分区大小，修改完成后单击

<Update Settings>按钮完成操作。 

 

图4-19 修改分区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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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分区完成 

 

 

(5) 分区设置完成后单击<Done>按钮，弹出确认对话框，单击<Accept Changes>按钮，返回系

统安装概览页面。 

图4-21 确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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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系统安装概览页面 

 

 

5. 选择安装系统软件 

(1) 在系统安装概览页面单击“SOFTWARE SELECTION”进入选择安装系统软件页面。 

图4-23 单击 SOFTWAR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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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勾选需要安装的软件，此处勾选“Server with GUI”和“Development Tools”，单击

<Done>按钮返回系统安装概览页面。 

图4-24 选择安装软件 

 
 

6. 启动安装 

(1) 单击<Begin Installation>按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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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系统安装概览页面 

 
 

图4-26 系统安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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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过程中，可以同时配置 root 用户密码和创建用户。 

 

(2) 单击“ROOT PASSWORD” 进入 root 用户密码配置页面，设置 root 用户密码，单击<Done>
按钮完成设置。若设置的密码强度较弱，需双击<Done>按钮完成设置。 

图4-27 设置 root 用户密码 

 

 

(3) 单击“USER CREATION”进入创建用户页面，创建用户。单击<Done>按钮完成操作。 

图4-28 创建用户 

 
 

 

• 创建用户过程中，若设置的用户密码强度较弱，需双击<Done>按钮完成设置 

• 创建用户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勾选“Make this user administrator”赋予该用户管理员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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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安装完成后，单击<Reboot>按钮，重启镜像虚拟机。 

图4-29 重启镜像虚拟机 

 
 

7. 初始化及系统相关配置 

(1) 镜像虚拟机系统安装完成后第一次重启，进入 INITIAL SETUP 系统初始化配置页面，单击

“LICENSE INFORMATION”进入 LICENSE INFORMATION 页面，勾选“I accept this 
license agreement”，单击<Done>按钮接受声明。 

图4-30 单击“LICENS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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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 接受 License 声明 

 

 

(2) 单击“NETWORK & HOST NAME”进入 NETWORK & HOST NAME 页面。单击打开右侧

网卡开关，单击<Done>按钮，系统自动获取 IP 地址。 

图4-32 单击“NETWORK & HOS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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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3 打开网卡开关 

 
 

(3) 单击右下角<FINISH CONFIGURATION>按钮完成系统初始化配置，进入用户选择页面。 

图4-34 完成系统初始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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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选择创建的用户，输入密码后进入桌面。 

图4-35 用户登录 

 
 

(5) 进入桌面后，依次完成系统语言、键盘布局、定位服务等相关配置。 

图4-36 选择系统语言 

 
 



23 

图4-37 选择键盘布局 

 

 

图4-38 选择是否开启定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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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开启定位服务，需再次确认是否赋予 Color 程序位置权限，可根据需要选择允许或拒

绝。 

 

图4-39 确认是否赋予 Color 程序位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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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0 选择是否登录在线账号 

 
 

(6) 配置完成后，单击<Start using CentOS Linux>按钮完成系统初始化操作。系统自动弹出操作

指引视频，请根据需求观看，若不需观看，单击右上角 关闭即可。 

图4-41 单击<Start using CentOS Linux>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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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2 操作指引视频 

 
 

4.2.4  安装云桌面组件 

云桌面组件包括 CAStools 和 Agent，可通过 agenttools 中的一个安装脚本完成相关组件的安装。 

(1)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卸载光驱]菜单项，卸载完成后重启镜像虚拟机。 

图4-43 卸载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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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启镜像虚拟机后，选择创建的用户，输入密码后进入系统桌面，单击控制台右上角<安装模

板工具>按钮，并选择[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为镜像虚拟机挂载驱动光驱。 

图4-44 挂载驱动光驱 

 

 

(3) 双击桌面 agenttools 驱动光驱，依次进入[linux/x86/centos7/agent]文件夹，右键单击文件夹

空白处，选择[Open in Terminal]菜单项，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图4-45 双击桌面 agenttools 驱动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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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6 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4) 在终端命令窗口中执行 su root 命令切换至 root 用户并输入 root 用户密码，然后执行 bash 
install.sh 命令，开始安装 CAStools 和 Agent。Agent 安装过程中出现“PLEASE INPUT 
CONTROLLER IPv4/IPv6 ADDRESS”时，输入管理平台的管理 IP 地址。 

 

 

Agent 安装完成后，若需修改已配置的管理平台地址，可参见修改 Agent 中管理平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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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7 执行安装命令 

 

 

(5) 安装完成后，执行 reboot 命令重启镜像虚拟机。 

(6) 重启后，验证云桌面组件安装结果。若执行命令后打印出的进程名与截图中一一对应，则表

明组件安装成功。 

a. 执行 ps -ef | grep spice-vdagent 命令，检查 spice-agent 是否运行正常。 

图4-48 检查 spice-vdagent 是否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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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执行 ps -ef | grep eveusb 命令，检查外设服务是否正常。 

图4-49 检查外设服务是否正常 

 

 

c. 执行 ps -ef | grep qemu 命令，检查 CAStools 是否运行正常。 

图4-50 检查 CAStools 是否运行正常 

 

 

(7)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单击“虚拟机”页签，展示虚拟机列表，单击新建

虚拟机操作列的<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虚拟机页面。确认镜像虚拟机显卡驱动类型：在管理

平台-修改虚拟机页面确认镜像虚拟机显卡的设备类型为“Qxl”。若不是，请将其修改为“Qxl” 。 

图4-51 虚拟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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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2 确认显卡驱动类型 

 

 

 

修改镜像虚拟机显卡的设备类型为“Qxl”后，需断电重启虚拟机才能使修改生效。 

 

4.2.5  安装其他应用软件 

为镜像虚拟机安装办公所需其他应用软件。可通过带有 FTP 服务的软件（如 Mobaxterm）将所需

软件的安装包拷贝到镜像虚拟机中进行安装。 

4.2.6  发布桌面镜像 

镜像虚拟机配置完成后，可通过克隆或转换的方式发布为桌面镜像。桌面镜像可以用于新建桌面池

和部署桌面。本文以克隆为桌面镜像为例。 
 

 

发布桌面镜像前，请先将对应的镜像虚拟机正常关机。 

 

(1) 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镜像虚拟机”页

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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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3 镜像虚拟机列表 

 

 

(2) 单击待克隆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克隆为桌面镜像>按钮，弹出“克隆为桌面镜像”对话框。

配置桌面镜像名称、镜像存储、镜像发布状态等，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创建快照，单击<确定>
按钮，将镜像虚拟机克隆为桌面镜像。 

图4-54 克隆为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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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隆完成后，可在桌面镜像列表中看到已发布的 CentOS 桌面镜像。此时 CentOS 桌面镜像

制作完成，该桌面镜像可用于创建 VDI 桌面池并部署桌面。 

图4-55 发布成功的桌面镜像 

 
 

5 SUSE 桌面镜像 

5.1  配置流程 

VDI SUSE 桌面镜像的配置流程如下： 
(1) 新建系统镜像：上传 SUSE 系统镜像，用于创建对应操作系统的镜像虚拟机。 

(2) 新建镜像虚拟机：使用 SUSE 系统镜像新建镜像虚拟机。 

(3) 制作镜像虚拟机：为镜像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并完成系统配置等。 
(4) 发布桌面镜像：通过克隆或转化方式发布桌面镜像。 

5.2  配置指导 

5.2.1  新建系统镜像 

系统镜像是桌面镜像的基础。本章介绍如何在管理平台中上传 SUSE 操作系统的 ISO 系统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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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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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新建系统镜像 

 
 

(2) 配置相关参数，并上传 SLE-12-SP5-Server-DVD-x86_64-GM-DVD1.iso，上传完成后，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系统镜像新建操作。其中，操作系统选择“Linux”，版本选择“ Novell SUSE 
Linux Enterprise 12(64 位) ”。 

图5-2 系统镜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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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系统镜像的上传路径为主机本地目录，则只有所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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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系统镜像将上传失败。 

 

图5-3 系统镜像新建成功 

 
 

5.2.2  新建镜像虚拟机 

(1) 单击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页面中的“镜像虚拟机”页

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单击页签下的<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镜像虚拟机”对话框。 

图5-4 镜像虚拟机列表 

 

 

(2) 选择新建类型，此处以新建镜像虚拟机为例，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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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选择新建类型 

 

 

(3) 配置镜像名称等相关参数，其中镜像类型选择“VDI”，系统镜像选择已上传的 SUSE 系统镜

像，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虚拟机配置页面。 

图5-6 基本信息 

 
 

(4) 在“基础配置”页签下，配置存储路径等相关参数，在“高级配置”页签下可配置 CPU 工作

模式等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确认信息页面。确认配置信息是否正确，单击<完成>
按钮完成新建镜像虚拟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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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虚拟机配置 

 
 

图5-8 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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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镜像虚拟机新建成功 

 

 

 

此时的镜像虚拟机实际上为一台未安装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和必要驱动等的空白虚拟机。 

 

5.2.3  制作镜像虚拟机 

1. 安装操作系统 

(1) 单击新建的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图5-10 打开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2) 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显示系统安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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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系统安装选项 

 

 

(3) 单击<F2>可切换语言，通过键盘方向键选择，单击<Enter>确认。 

图5-12 选择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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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切换语言后，通过键盘方向键选择“安装”选项，单击<Enter>开始安装，安装过程主要截图

如下。 

图5-13 选择“安装” 

 

 

图5-14 启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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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更新安装程序 

 

 

图5-16 接受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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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前确认是否有注册码，安装时是否需要定制安装其它软件。此处以不注册、不定制

安装其他软件为例。 

 

图5-17 暂不注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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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不安装外接式附件 

 

 

图5-19 选择默认系统角色 

 

 



44 

图5-20 默认分区设置 

 
 

图5-21 设置时钟和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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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 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勾选“对系统管理员使用此口令”，勾选后用户和管理员密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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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 确认安装 

 
 

图5-24 执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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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完成后，虚拟机自动重启，重启进入用户登录页面，选择创建的用户，输入密码后进入

系统桌面。 

图5-25 用户登录页面 

 
 

图5-26 系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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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云桌面组件 

(1)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为镜像虚拟机挂载驱动

光驱。 

图5-27 挂载驱动光驱 

 

 

图5-28 输入管理员密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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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9 桌面出现 agenttools 驱动光驱 

 

 

(2) 双击桌面 agenttools 驱动光驱，依次进入[linux/x86/suse12/agent]文件夹，右键单击文件夹空

白处，选择[在终端打开]菜单项，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图5-30 双击桌面 agenttools 驱动光驱 

 
 



50 

图5-31 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3) 在终端命令窗口中执行 su root 命令切换至 root 用户，输入 root 用户密码后，执行 bash 
install.sh 命令，开始安装 CAStools 和 Agent。Agent 安装过程中出现“PLEASE INPUT 
CONTROLLER IPv4/ IPv6 ADDRESS”时，输入管理平台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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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 执行安装命令 

 

 

(4) 安装完成后，执行 reboot 命令重启镜像虚拟机，登录系统，在桌面单击右键，选择“打开终

端”，进入终端命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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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 打开终端 

 

 

(5) 验证云桌面组件安装结果，若执行命令后打印出的进程名与截图中一一对应，则表明组件安

装成功。 

a. 执行 ps -ef | grep vdagent 命令，检查 Agent 是否运行正常。 

图5-34 检查 Agent 是否运行正常 

 

 

b. 执行 ps -ef | grep eveusb 命令，检查外设服务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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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5 检查外设服务是否正常 

 

 

c. 执行 ps -ef | grep qemu 命令，检查 CAStools 是否运行正常。 

图5-36 检查 CAStools 是否运行正常 

 
 

d. 执行 ip a 命令，查询虚拟机 IP 地址。 

 

• SUSE 操作系统的镜像虚拟机，推荐使用静态 IP 地址，可通过管理平台[数据中心/虚
拟化]打开对应虚拟机修改页面，选择“网络”页签，在 IPv4 信息选项中勾选“手工

配置”，配置静态 IP 后单击<应用>按钮生效。 

• 如执行 ip a 命令后无法获取到有效 IP 地址，需在管理平台通过[数据中心/虚拟化]打开

对应虚拟机修改页面，选择“网络”页签，在“IPv4 信息”选项中勾选“DHCP”，单

击<应用>按钮，应用后再查询 IP 地址。 

• 如执行 ip a 命令后可以获取到有效 IP 地址，将镜像虚拟机克隆或转换为桌面镜像前，

也需参照上述操作，将其 IP 地址的获取方式由手工配置修改为自动获取，否则通过桌

面镜像部署的虚拟机网卡会残留源虚拟机的静态 IP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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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7 查询虚拟机 IP 地址 

 

 

3. 清空网卡配置文件 

SUSE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克隆或转换为桌面镜像前，请先清空其网卡配置文件。否则，通过该虚拟

机生成的桌面镜像部署新虚拟机后，修改新虚拟机的网络配置参数将不生效。 

(1) 打开[etc/sysconfig/network]文件夹，右键单击文件夹空白处，选择[在终端打开]菜单项，打开

终端命令窗口，在终端命令窗口中输入并执行 su root 命令切换至 root 用户。输入 root 用户

密码后，输入并执行 vim ifcfg-lo 命令打开 ifcfg-lo 文件，根据提示输入 E 进行直接编辑，清空

ifcfg-lo 文件内容。可输入并执行:%d 命令清空文件，清空后输入并执行:wq 命令保存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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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8 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图5-39 打开 ifcfg-lo 文件 

 
 

4. 安装其他应用软件 

为镜像虚拟机安装办公所需其他应用软件。可通过带有 FTP 服务的软件（如 Mobaxterm）将所需

软件的安装包拷贝到镜像虚拟机中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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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发布桌面镜像 

镜像虚拟机配置完成后，可通过克隆或转换的方式发布为桌面镜像。桌面镜像可以用于新建桌面池

和部署桌面。本文以克隆为桌面镜像为例。 

 

发布桌面镜像前，请先将对应的镜像虚拟机正常关机。 

 

(1) 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镜像虚拟机”页

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 

图5-40 镜像虚拟机列表 

 
 

(2) 单击待克隆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克隆为桌面镜像>按钮，弹出“克隆为桌面镜像”对话框。

配置桌面镜像名称、镜像存储、镜像发布状态等，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创建快照，单击<确定>
按钮，将镜像虚拟机克隆为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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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 克隆为桌面镜像 

 
 

(3) 克隆完成后，可在桌面镜像列表中看到已发布的 SUSE 桌面镜像。此时 SUSE 桌面镜像制作

完成，该桌面镜像可用于创建 VDI 桌面池并部署桌面。 

图5-42 发布成功的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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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buntu 桌面镜像 

6.1  配置流程 

VDI Ubuntu 桌面镜像的配置流程如下： 

(1) 新建系统镜像：上传 Ubuntu 系统镜像，用于创建对应操作系统的镜像虚拟机。 

(2) 新建镜像虚拟机：使用 Ubuntu 系统镜像新建镜像虚拟机。 
(3) 制作镜像虚拟机：为镜像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并完成系统配置等。 

(4) 发布桌面镜像：通过克隆或转化方式发布桌面镜像。 

6.2  配置指导 

6.2.1  新建系统镜像 

系统镜像是桌面镜像的基础。本章介绍如何在管理平台中上传 Ubuntu 操作系统的 ISO 系统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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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新建系统镜像 

 

 

(2) 配置相关参数，并上传 ubuntu-14.04.6-desktop-amd64.iso，上传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

成系统镜像新建操作。其中，操作系统选择“Linux”，版本选择“Ubuntu Linux(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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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系统镜像配置 

 

 

 

• 若系统镜像的上传路径为主机本地目录，则只有所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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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系统镜像将上传失败。 

 

图6-3 系统镜像新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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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新建镜像虚拟机 

(1) 单击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页面中的“镜像虚拟机”页

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单击页签下的<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镜像虚拟机”对话框。 

图6-4 镜像虚拟机列表 

 
 

(2) 选择新建类型，此处以新建镜像虚拟机为例，选择新建镜像虚拟机，单击<下一步>按钮，进

入基本信息页面。 

图6-5 选择新建类型 

 

 

(3) 配置镜像名称等相关参数，其中镜像类型选择“VDI”，系统镜像选择已上传的 Ubuntu 系统

镜像，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虚拟机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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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基本信息 

 

 

(4) 在“基础配置”页签下，配置存储路径等相关参数，在“高级配置”页签下可配置 CPU 工作

模式等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确认信息页面。确认配置信息是否正确，单击<完成>
按钮完成新建镜像虚拟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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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虚拟机配置 

 

 

图6-8 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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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镜像虚拟机新建成功 

 

 

 

此时的镜像虚拟机实际上为一台未安装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和必要驱动等的空白虚拟机。 

 

6.2.3  制作镜像虚拟机 

1. 安装操作系统 

(1) 单击新建的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图6-10 打开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2) 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显示系统安装选项，安装过程主要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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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安装 Ubuntu 系统 

 

 

图6-12 准备安装 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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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选择安装类型 

 

 

图6-14 选择键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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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选择时区 

 

 

图6-16 创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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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 开始安装 

 

 

图6-18 安装完成并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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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云桌面组件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虚拟机挂载的是系统镜像 ISO 文件，需通过卸载光驱步骤卸载此文件，再通过

重新挂载光驱挂载 Agenttools.iso 文件，完成云桌面组件的安装。 

 

(1)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卸载光驱]菜单项，卸载完成后按<Enter>键，

进入用户登录页面，选择创建的用户，输入密码后进入系统桌面。 

图6-19 卸载光驱 

 

 

图6-20 用户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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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系统桌面 

 

 

(2)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为镜像虚拟机挂载驱动

光驱。 

图6-22 挂载驱动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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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打开对应虚拟机概要页面，确保虚拟机光驱挂载的

是 agenttools.iso 文件。 

图6-23 检查虚拟机光驱文件 

 
 

(4) 单击 菜单项，在搜索框中输入“terminal”，选择[终端]菜单项，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图6-24 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5) 在终端命令窗口中，输入并执行“cd /media/ubuntu/agenttools/linux/x86/ubuntu14/agent”，

进入该目录，执行 sudo bash install.sh 命令，输入用户密码后开始安装 CAStools 和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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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CAStools 和 Agent 所在的文件目录所输入的命令需根据实际文件所在地址输入，若

无该目录，请卸载光驱后重新挂载光驱并重启虚拟机。 

• 此处密码为安装操作系统时创建的用户密码，如图 6-16 所示。 

 

图6-25 执行安装命令 

 

 

(6) Agent 安装过程中出现“PLEASE INPUT CONTROLLER IPv4/IPv6 ADDRESS”时，输入管

理平台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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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 输入管理平台 IP 地址 

 

 

图6-27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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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启虚拟机，验证云桌面组件安装结果，若执行命令后打印出的进程名与截图中一一对应，

则表明组件安装成功。 
a. 执行 ip a 命令，查询虚拟机 IP 地址。 

图6-28 查询虚拟机 IP 地址 

 
 

 

• Ubuntu 操作系统的镜像虚拟机，推荐使用静态 IP 地址，可通过管理平台[数据中心/
虚拟化]打开对应虚拟机修改页面，选择“网络”页签，在 IPv4 信息选项中勾选“手

工配置”，配置静态 IP 后单击<应用>按钮生效。 
• 如执行 ip a 命令后无法获取到有效 IP 地址，需在管理平台通过[数据中心/虚拟化]打开

对应虚拟机修改页面，选择“网络”页签，在“IPv4 信息”选项中勾选“DHCP”，单

击<应用>按钮，应用后再查询 IP 地址。 

• 如执行 ip a 命令后可以获取到有效 IP 地址，将镜像虚拟机克隆或转换为桌面镜像前，

也需参照上述操作，将其 IP 地址的获取方式由手工配置修改为自动获取，否则通过桌

面镜像部署的虚拟机网卡会残留源虚拟机的静态 IP 信息。 

 

b. 执行 ps -ef | grep vdagent 命令，检查 Agent 是否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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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9 检查 Agent 是否运行正常 

 
 

c. 执行 ps -ef | grep eveusb 命令，检查外设服务是否正常。 

图6-30 检查外设服务是否正常 

 
 

d. 执行 ps -ef | grep qemu-ga 命令，检查 qemu-ga 进程是否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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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 检查 qemu-ga 进程是否运行正常 

 
 

3. 修改显卡类型 

Ubuntu 14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只支持 Vga 显卡，不支持 Qxl 显卡。安装完 Agent 后需在管理平台手

动修改虚拟机显卡为 Vga 需在安装完 Agent 后关闭虚拟机，通过管理平台手动修改为 Vga 显卡，

显卡型号修改后，需断电重启虚拟机才能使修改生效。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单击“虚拟机”页签，展示虚拟机列表，单击新建

虚拟机操作列的<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虚拟机页面。 

图6-32 虚拟机列表 

 

 

(2) 单击“更多”页签，在“显卡-设备型号”选项中选择“Vga”，单击<应用>按钮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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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3 修改显卡类型 

 
 

4. 清空网卡配置文件 

Ubuntu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克隆或转换为桌面镜像前，请先清空其网卡配置文件。否则，通过该虚

拟机生成的桌面镜像部署新虚拟机后，修改新虚拟机的网络配置参数将不生效。 
 

 

若使用 Ubuntu 20.04.03 系统，则无需清空网卡配置文件。 

 

(1) 使用命令 sudo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编辑 interfaces 文件，输入用户密码（此处密码为安

装操作系统时创建的用户密码），删除 interfaces 文件中所有内容，可使用 vi 工具命令行模

式的:%d 命令快速删除，删除完成后可使用:wq 命令保存退出。 

图6-34 清空网卡配置文件 

 
 

5. 安装其他应用软件 

为镜像虚拟机安装办公所需其他应用软件。可通过带有 FTP 服务的软件（如 Mobaxterm）将所需

软件的安装包拷贝到镜像虚拟机中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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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发布桌面镜像 

镜像虚拟机配置完成后，可通过克隆或转换的方式发布为桌面镜像。桌面镜像可以用于新建桌面池

和部署桌面。本文以克隆为桌面镜像为例。 
 

 

发布桌面镜像前，请先将对应的镜像虚拟机正常关机。 

 

(1) 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镜像虚拟机”页

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 

图6-35 镜像虚拟机列表 

 

 

(2) 单击待克隆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克隆为桌面镜像>按钮，弹出“克隆为桌面镜像”对话框。

配置桌面镜像名称、镜像存储、镜像发布状态等，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创建快照，单击<确定>
按钮，将镜像虚拟机克隆为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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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6 克隆为桌面镜像 

 
 

(3) 克隆完成后，可在桌面镜像列表中看到已发布的 Ubuntu 桌面镜像。此时 Ubuntu 桌面镜像制

作完成，该桌面镜像可用于创建 VDI 桌面池并部署桌面。 

图6-37 发布成功的桌面镜像 

 

 



79 

7 附录 

7.1  修改Agent中管理平台地址 

以 CentOS 系统为例： 

(1) 在 CentOS 操作系统桌面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Open in Terminal]菜单项，输入 sudo cat 
/userdata/H3C/cfg/ip.cfg 命令，并输入当前登录用户的密码，即可查看当前 Agent 中配置的

管理平台地址信息。 

(2) 输入 sudo vi /userdata/H3C/cfg/ip.cfg 命令可编辑地址信息，修改完成后输入:wq 并回车，保

存修改并退出。 
(3) 重复上述步骤（1）-（2），完成/etc/vdagent/ip.cfg 文件中管理平台地址信息的修改。 

7.2  SUSE防火墙添加ssh例外 

SUSE 系统默认无法通过 ssh 连接，可根据需要添加例外，步骤如下： 

(1) 在 SUSE 系统桌面打开[应用程序/系统工具]菜单项，单击后输入密码打开 YaST 管理工具。 

图7-1 打开“YaST” 

 

 

(2) 在 YaST 管理工具页面中打开防火墙，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允许的服务”，在“要允许的

服务”选项下拉菜单中选择“Secure Shell 服务器”，单击右侧添加按钮，添加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按钮完成防火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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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打开防火墙 

 
 

图7-3 选择“要允许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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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添加 Secure Shell 服务器 

 
 

图7-5 添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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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防火墙添加 ssh 例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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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安装操作系统
	(1) 单击新建的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2) 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显示系统安装选项。
	(3) 单击<F2>可切换语言，通过键盘方向键选择，单击<Enter>确认。
	(4) 切换语言后，通过键盘方向键选择“安装”选项，单击<Enter>开始安装，安装过程主要截图如下。
	(5) 安装完成后，虚拟机自动重启，重启进入用户登录页面，选择创建的用户，输入密码后进入系统桌面。

	2.  安装云桌面组件
	(1)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为镜像虚拟机挂载驱动光驱。
	(2) 双击桌面agenttools驱动光驱，依次进入[linux/x86/suse12/agent]文件夹，右键单击文件夹空白处，选择[在终端打开]菜单项，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3) 在终端命令窗口中执行su root命令切换至root用户，输入root用户密码后，执行bash install.sh命令，开始安装CAStools和Agent。Agent安装过程中出现“PLEASE INPUT CONTROLLER IPv4/ IPv6 ADDRESS”时，输入管理平台IP地址。
	(4) 安装完成后，执行reboot命令重启镜像虚拟机，登录系统，在桌面单击右键，选择“打开终端”，进入终端命令窗口。
	(5) 验证云桌面组件安装结果，若执行命令后打印出的进程名与截图中一一对应，则表明组件安装成功。
	a. 执行ps -ef | grep vdagent命令，检查Agent是否运行正常。
	b. 执行ps -ef | grep eveusb命令，检查外设服务是否正常。
	c. 执行ps -ef | grep qemu命令，检查CAStools是否运行正常。
	d. 执行ip a命令，查询虚拟机IP地址。


	3.  清空网卡配置文件
	(1) 打开[etc/sysconfig/network]文件夹，右键单击文件夹空白处，选择[在终端打开]菜单项，打开终端命令窗口，在终端命令窗口中输入并执行su root命令切换至root用户。输入root用户密码后，输入并执行vim ifcfg-lo命令打开ifcfg-lo文件，根据提示输入E进行直接编辑，清空ifcfg-lo文件内容。可输入并执行:%d命令清空文件，清空后输入并执行:wq命令保存退出。

	4.  安装其他应用软件

	5.2.4   发布桌面镜像
	(1) 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镜像虚拟机”页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
	(2) 单击待克隆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克隆为桌面镜像>按钮，弹出“克隆为桌面镜像”对话框。配置桌面镜像名称、镜像存储、镜像发布状态等，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创建快照，单击<确定>按钮，将镜像虚拟机克隆为桌面镜像。
	(3) 克隆完成后，可在桌面镜像列表中看到已发布的SUSE桌面镜像。此时SUSE桌面镜像制作完成，该桌面镜像可用于创建VDI桌面池并部署桌面。



	6  Ubuntu桌面镜像
	6.1   配置流程
	(1) 新建系统镜像：上传Ubuntu系统镜像，用于创建对应操作系统的镜像虚拟机。
	(2) 新建镜像虚拟机：使用Ubuntu系统镜像新建镜像虚拟机。
	(3) 制作镜像虚拟机：为镜像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并完成系统配置等。
	(4) 发布桌面镜像：通过克隆或转化方式发布桌面镜像。

	6.2   配置指导
	6.2.1   新建系统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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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相关参数，并上传ubuntu-14.04.6-desktop-amd64.iso，上传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系统镜像新建操作。其中，操作系统选择“Linux”，版本选择“Ubuntu Linux(64位)”。

	6.2.2   新建镜像虚拟机
	(1) 单击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页面中的“镜像虚拟机”页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单击页签下的<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镜像虚拟机”对话框。
	(2) 选择新建类型，此处以新建镜像虚拟机为例，选择新建镜像虚拟机，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配置镜像名称等相关参数，其中镜像类型选择“VDI”，系统镜像选择已上传的Ubuntu系统镜像，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虚拟机配置页面
	(4) 在“基础配置”页签下，配置存储路径等相关参数，在“高级配置”页签下可配置CPU工作模式等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确认信息页面。确认配置信息是否正确，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新建镜像虚拟机操作。

	6.2.3   制作镜像虚拟机
	1.  安装操作系统
	(1) 单击新建的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2) 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显示系统安装选项，安装过程主要截图如下。

	2.  安装云桌面组件
	(1)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卸载光驱]菜单项，卸载完成后按<Enter>键，进入用户登录页面，选择创建的用户，输入密码后进入系统桌面。
	(2)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为镜像虚拟机挂载驱动光驱。
	(3)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打开对应虚拟机概要页面，确保虚拟机光驱挂载的是agenttools.iso文件。
	(4) 单击菜单项，在搜索框中输入“terminal”，选择[终端]菜单项，打开终端命令窗口。
	(5) 在终端命令窗口中，输入并执行“cd /media/ubuntu/agenttools/linux/x86/ubuntu14/agent”，进入该目录，执行sudo bash install.sh命令，输入用户密码后开始安装CAStools和Agent。
	(6) Agent安装过程中出现“PLEASE INPUT CONTROLLER IPv4/IPv6 ADDRESS”时，输入管理平台IP地址。
	(7) 重启虚拟机，验证云桌面组件安装结果，若执行命令后打印出的进程名与截图中一一对应，则表明组件安装成功。
	a. 执行ip a命令，查询虚拟机IP地址。
	b. 执行ps -ef | grep vdagent命令，检查Agent是否运行正常。
	c. 执行ps -ef | grep eveusb命令，检查外设服务是否正常。
	d. 执行ps -ef | grep qemu-ga命令，检查qemu-ga进程是否运行正常。


	3.  修改显卡类型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单击“虚拟机”页签，展示虚拟机列表，单击新建虚拟机操作列的<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虚拟机页面。
	(2) 单击“更多”页签，在“显卡-设备型号”选项中选择“Vga”，单击<应用>按钮完成配置。

	4.  清空网卡配置文件
	(1) 使用命令sudo vi /etc/network/interfaces编辑interfaces文件，输入用户密码（此处密码为安装操作系统时创建的用户密码），删除interfaces文件中所有内容，可使用vi工具命令行模式的:%d命令快速删除，删除完成后可使用:wq命令保存退出。

	5.  安装其他应用软件

	6.2.4   发布桌面镜像
	(1) 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镜像虚拟机”页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
	(2) 单击待克隆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克隆为桌面镜像>按钮，弹出“克隆为桌面镜像”对话框。配置桌面镜像名称、镜像存储、镜像发布状态等，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创建快照，单击<确定>按钮，将镜像虚拟机克隆为桌面镜像。
	(3) 克隆完成后，可在桌面镜像列表中看到已发布的Ubuntu桌面镜像。此时Ubuntu桌面镜像制作完成，该桌面镜像可用于创建VDI桌面池并部署桌面。



	7  附录
	7.1   修改Agent中管理平台地址
	(1) 在CentOS操作系统桌面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Open in Terminal]菜单项，输入sudo cat /userdata/H3C/cfg/ip.cfg命令，并输入当前登录用户的密码，即可查看当前Agent中配置的管理平台地址信息。
	(2) 输入sudo vi /userdata/H3C/cfg/ip.cfg命令可编辑地址信息，修改完成后输入:wq并回车，保存修改并退出。
	(3) 重复上述步骤（1）-（2），完成/etc/vdagent/ip.cfg文件中管理平台地址信息的修改。

	7.2   SUSE防火墙添加ssh例外
	(1) 在SUSE系统桌面打开[应用程序/系统工具]菜单项，单击后输入密码打开YaST管理工具。
	(2) 在YaST管理工具页面中打开防火墙，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允许的服务”，在“要允许的服务”选项下拉菜单中选择“Secure Shell服务器”，单击右侧添加按钮，添加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完成防火墙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