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物理机桌面池典型配置举例 
 

 

 

 

 

 

 

 

 

 

 

 

 

 

 

 

 

 

 

 

 

 

资料版本：5W100-20220624 

 

Copyright © 2022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除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外，本手册中出现的其它公司的商标、产品标识及商品名称，由各自权利人拥有。 
本文档中的信息可能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i 

目  录 

1 简介 ·························································································································································· 1 

2 配置前提 ·················································································································································· 1 

3 使用限制 ·················································································································································· 1 

4 配置举例 ·················································································································································· 1 

4.1 组网需求 ··············································································································································· 1 

4.2 配置步骤 ··············································································································································· 2 

4.2.1 物理机安装 Agent ······················································································································ 2 

4.2.2 新建物理机桌面池 ······················································································································ 4 

4.2.3 新建物理机授权策略 ·················································································································· 7 

4.2.4 应用物理机桌面池 ···················································································································· 10 

4.3 配置验证 ············································································································································· 13 

5 相关资料 ················································································································································ 16 

 



 

1 

1 简介 
一般而言，PC 终端设备的使用寿命是 3-6 年，可想而知，日积月累下海量老旧 PC 的存在往往会让

管理者进退维谷，继续使用的话，开机时间长、运行速度慢、性能不足、管理困难等问题必然层出

不穷；不再使用的话，又会面临占用库房空间、资源浪费、更新设备成本等诸多挑战。 

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量的存量电脑会带来极大的运维压力和人力成本，终端异构、

扩展性低、弱安全监管、数据间难协同等问题无疑会天然加大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难度。那么有没有

办法可以加速老旧 PC 云化改造，实现 PC 像云桌面一样的管理体验，最大限度促成老电脑的“焕

然新生”呢？答案是肯定的，物理机纳管特性正是为拯救老电脑而生。 

本案例主要介绍如何在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平台上将物理机加入桌面池进行统一纳管，并

提供给用户使用，实现传统 PC 机房的高效运维管理。 

2 配置前提 
• 完成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环境搭建，包括安装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并完成初始

化部署、使用带有自研 SpaceOS 系统的终端接入网络并安装 Workspace 云桌面客户端，具

体操作请参考《H3C Workspace 云桌面 安装部署指导》。 

• 初始化配置完成后，在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平台的虚拟机中或另一台物理服务器上安装

License Server，在 H3C Space Console 的 License 页面完成配置，具体请参考《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用户手册》中的“License 管理”。 

3 使用限制 
• 物理机桌面池仅支持本地用户与域用户。 
• 本文档中的配置均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配置和验证，配置前设备的所有参数均采用出厂时

的缺省配置。如果您已经对设备进行了配置，为了保证配置效果，请确认现有配置和以下举例

中的配置不冲突。 

4 配置举例 

4.1  组网需求 

某单位机房有许多使用年限较长的物理机，各自软硬件版本也有差异，用户使用旧电脑运行速度慢，

不再使用的话，又会面临占用库房空间、资源浪费、更新设备成本等诸多挑战。 

现希望对老旧物理机实现二次利用，将机房内物理机纳入云桌面管理平台进行统一管理，要求： 
• 物理机本地用户可正常使用物理机。 

• 管理平台的授权用户可通过其他终端上的 Workspace 客户端，远程连接并使用物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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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可通过物理机桌面池实现。 

图4-1 物理机桌面池示意图 

 

 

4.2  配置步骤 

本文以 E1012 版本为例，介绍物理机桌面池的典型配置方法。 

4.2.1  物理机安装 Agent 

(1) 打开浏览器，输入管理平台地址，在登录页面右上角单击<应用下载>按钮。 

 

物理机与管理平台需处于同一网段或可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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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单击<应用下载> 

 

 

(2) 进入应用下载页面，选择 Workspace 页签，单击“Workspace_PCAgent”右侧<下载>按钮。 

图4-3 下载 PCAgent 

 
 

(3) 下载并解压安装包，双击 windows 文件夹中的 PCAgent.exe 应用程序进行安装，在通信环境

设置页面输入管理平台 IP 地址，单击<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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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安装 PCAgent 

 
 

(4) PCAgent 安装成功后，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终端/终端]菜单项，进入终端页面，

右上角<自动注册>按钮默认为开启状态，安装 PCAgent 的终端将自动注册到管理平台。 

图4-5 终端自动注册 

 

 

4.2.2  新建物理机桌面池 

在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新建名称为“PC_test”的物理机桌面池。  

(1) 在管理平台桌面池页面，单击<新建>或<新建桌面池>按钮，进入新建桌面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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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新建桌面池 

 

 

(2) 配置桌面池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登录信息>按钮。此处以名称设置为“PC_test ”、桌

面类型选择“物理机”为例。 

图4-7 基本信息 

 

 

(3) 配置登录信息，单击<下一步：配置信息>按钮。此处客户端用户类型选择“本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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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登录信息 

 

 

表4-1 新建桌面池-登录信息主要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客户端用

户类型 

包括本地用户、域用户： 

• 本地用户：用户账户信息存储于管理平台本地数据库中的用户。适用于“用户认证”场

景。 

• 域用户：用户账号在微软活动目录服务器的用户。用户类型为域用户的桌面池只能授权

给域用户。 

认证服务

器 
客户端认证服务器的名称，需选择微软活动目录类型的认证服务器。（当客户端用户类型为域

用户时需配置此项）。 

 

(4) 设置桌面池配置信息，单击<下一步：确认信息>按钮。此处选择物理机桌面池默认授权策略

PC-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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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配置信息 

 
 

(5) 在确认信息页面，单击<完成>按钮，完成物理机桌面池的创建。 

图4-10 确认信息 

 
 

4.2.3  新建物理机授权策略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策略/授权策略]菜单项，默认进入授权策略页面，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

建授权策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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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新建授权策略 

 

 

(2) 配置授权策略基本信息，设置名称为“PC_test”、类型为物理机，单击<下一步：定制策略>
按钮，进入定制策略页面。 

图4-12 配置基本信息 

 

 

(3) 物理机类型策略支持配置本地资源与设备、水印配置、网络规则和软件黑白名单，此处以配置

明水印规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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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配置水印规则 

 
 

(4) 确认配置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4-14 确认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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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新建策略完成 

 
 

4.2.4  应用物理机桌面池 

物理机桌面池的应用包括将物理机加入物理机桌面池和通过桌面池为用户授权。 

1. 物理机加入桌面池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桌面池/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页面。在左侧桌面池列表中，选中欲加入

的物理机桌面池，单击物理机列表上方的<选择物理机>按钮，弹出选择物理机对话框。 

图4-16 选择物理机 

 
 

(2) 在列表中勾选欲加入桌面池的物理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物理机加入桌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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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物理机加入桌面池 

 

 

(3) 物理机成功加入桌面池后，管理员即可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如开关机、重启、远程协助和授权

用户等。 

图4-18 物理机管理 

 

 

2. 授权用户 
可通过直接授权或预授权方式授权用户，此处以直接授权方式为例。通过直接授权功能，管理员可

以将指定物理机授权给指定的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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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机本地用户使用主机时，授权用户为非必选项，可不予设置。 

• 物理机进行纳管并授权用户后，如物理机上不存在此用户账户，管理平台将会在用户登录

Workspace 客户端并连接物理机桌面池指定主机时通知主机新建此账户，解除用户授权后此账

户将会留存。 
• 在管理平台删除用户后，将会解除其绑定物理机的授权，物理机上该用户账户将被禁用。 

• 在管理平台修改用户密码时，将会在用户使用客户端连接对应物理机时同步到该主机并由

Agent 进行更新。 

• 对物理机授权策略后，策略将对物理机上所有用户生效。 

• 以上操作需保证管理平台与物理机网络互通。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桌面池/桌面池]菜单项，打开物理机桌面池页面，在欲授权的物理机的“授权

用户登录名”列下，单击 按钮，弹出选择用户对话框。 

图4-19 授权用户 

 

 

(2) 选择欲授权的用户和设置的物理机授权策略，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直接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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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选择用户 

 

 

图4-21 物理机授权成功 

 

 

4.3  配置验证 

物理机纳管到桌面池并授权用户后，用户即可通过 Workspace 客户端远程登录物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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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物理机前需确认以下两点： 
• 物理机 RDP 的端口（默认使用 3389 端口）在网络内可以访问。 

• 物理机远程连接功能已打开，可右键单击计算机，选择[属性/远程设置]菜单项，查看是否已开

启远程连接功能。 

 

(1) 启动 Workspace 客户端，服务器地址选择为用户授权桌面的管理平台地址，并输入用户名和

密码登录。 

图4-22 登录客户端 

 
 

(2) 登录客户端后进入桌面列表，双击桌面即可连接并登录物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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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桌面列表 

 

 

(3) 连接成功后，即可进入物理机桌面并显示授权策略中配置的水印信息。 

图4-24 物理机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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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进入物理机桌面 

 

 

5 相关资料 
资料名称 获取方式 

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
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
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H3C Workspace云桌面 安装指导 

H3C Workspace云桌面 客户端用户手册(办公场景)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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