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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产生背景 

在云桌面使用场景中，存在两种多媒体播放需求： 
• 使用播放器播放本地视频：即用户登录云桌面后，通过播放器观看多媒体视频。该场景下，视

频会先在云桌面中渲染解码，再将渲染后的视频数据重新编码后通过远程桌面协议传输到用户

终端。该过程不仅会影响视频的播放效果，还会加重服务器的资源负担等。 

• 播放网页在线视频：即用户登录云桌面后，直接通过浏览器打开对应视频网站观看视频。该场

景下，需在浏览器安装 Flash 插件，使浏览器得以播放 swf 文件。但由于 Flash 插件的限制，

视频的弹幕和选集功能不可用，并且无法登录会员和去广告。当播放高清视频时CPU占用高，

容易导致浏览器宕机等。 

针对上述本地视频和在线视频的播放需求，H3C Workspace 云桌面分别提供了视频重定向和 H5 视

频重定向功能，以提高视频播放效果。 
• 视频重定向：视频重定向是将云桌面指定播放器（MPC 播放器）上播放的本地视频重定向到

物理终端上播放。对用户而言，其效果类似于在云桌面中直接播放。视频播放流畅度与在终端

本地系统直接播放相同。视频重定向支持播放高清视频，且有效降低服务器压力。 

• H5 视频重定向：H5 即 HTML5，是 Web 中核心语言 HTML 的第五次修改版。H5 视频重定向

是将在云桌面浏览器中播放的网页视频重定向到物理终端上播放，即由终端本地直接访问网站

视频。对用户而言，其效果类似于在云桌面浏览器中直接播放。借助 HTML5 播放视频时，无

需额外插件，完美解决了插件引起的不支持弹幕、选集、会员登录、去广告等问题。H5 视频

重定向功能保障视频流畅播放的同时，也降低了服务器压力。 

1.2  技术实现 

1.2.1  VDP 

视频重定向与 H5 视频重定向均需借助 H3C 自研的新一代云桌面传输协议 VDP（Virtual Desktop 
Protocol）。VDP 采用自适应的数据传输压缩算法，针对文字和图片用无损压缩保证清晰度，针对

视频采用优化的视频压缩算法。具体来说： 

• 支持多个虚拟通道，如图 1-1 所示。每个虚拟通道可承载不同的数据业务，通过虚拟机通道可

以保证每个通道的通讯安全，也可以通过每个通道的优先级来保证重要的通道数据传输，从而

在某些特定场景保证用户体验。 
• 数据压缩算法多样，可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文本、自然图像、人工图像、视频）采用不同的

压缩算法。 

• 支持高音质音频，采样率从 8K 窄带到 48K 全频，支持立体声，比 AAC 更优、低延时，能做

到更好的音视频同步。 

• 支持智能数据缓存，使云桌面在广域网环境下使用更流畅。 
• 智能利用终端的视频解码能力，减少虚拟机的 CPU 占用，并保证视频流畅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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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VDP 协议示意图 

 
 

1.2.2  视频重定向 

(1) 在云桌面中使用指定播放器播放本地视频时，服务器将视频解析成音频流（Audio Stream）

和视频流（Video Stream）。 

(2) 音、视频流通过对应音、视频过滤器生成音频数据包和视频数据包。 

(3) 音、视频数据包从专用通道（VDP 虚拟通道）发送到客户端（终端设备）上。 
(4) 当音视频文件缓冲并达到可以播放的要求时，终端调用本地系统的解码器将视频在终端上播放。 

视频重定向实现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1-2 视频重定向实现流程 

 
 

1.2.3  H5 视频重定向 

(1) 云桌面 Chrome 浏览器中打开 HTML5 视频网页，如爱奇艺。 

(2) HTML5 重定向扩展模块获取视频相关数据和信息，如音频数据、视频数据、控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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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桌面将音视频数据以及控制数据通过 VDP 虚拟通道转发到客户端侧。 
(4) 终端通过浏览器控件 CEF 加载 HTML5 重定向 Web 页面，以接收云桌面内的数据。 

(5) 在终端 HTML5 重定向 Web 页面内实现视频播放和控制的重定向。 

H5 视频重定向实现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1-3 H5 视频重定向实现流程 

 
 

2 使用场合与限制 

2.1  使用场合 

表2-1 两种重定向方式使用场合 

重定向方式 视频类

型 视频格式/支持网站 所需软件 说明 

视频重定向 本地视

频 

MP4、MKV、AVI、
MOV、RMVB、FLV、
WMV、WEBM 

MPC播放

器 

• 适用于 VDI 客户端连接云桌面的场景 

• 云桌面中需安装 MPC 播放器，MPC 播

放器安装包可在 http://Workspace 云桌

面管理平台 IP 地

址:8083/download/software/路径下获取 

H5视频重定向 网页在

线视频 

爱奇艺、腾讯、优酷、

哔哩哔哩、土豆、搜狐

等 

推荐
Chrome 
63(32/64
位)及以上

版本 

• 用户可自定义 H5 视频重定向网站 

• 适用于 VDI 客户端，且终端需为 C101LS
终端或 Windows7 及以上版本操作系统

的个人 PC 

• 使用 H5 视频重定向功能播放在线视频

时，要求云桌面必须可以访问外网，且对

土豆网在线视频进行 H5 重定向时，还需

终端也能访问外网 

http://workspace管理平台ip地址:8083/download/software/
http://workspace管理平台ip地址:8083/download/software/
http://workspace管理平台ip地址:8083/download/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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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限制 

• 视频重定向仅支持同一时间内播放一个视频，不支持两个及多个视频同时播放。 
• 播放多个网页视频时，只能对播放的第一个网页视频进行 H5 视频重定向，且 H5 视频重定向

和本地视频重定向不可同时使用。 

• ARM 终端仅支持对 H.264/AVC 编码的非高清 4K 视频进行本地视频重定向。 

3 配置流程 

3.1  视频重定向 

视频重定向只需在客户端中启用视频重定向，在云桌面中使用 MPC 播放器播放本地视频即可达到

视频重定向效果。 

3.2  H5视频重定向 

(1) 确保管理平台已开启 H5 视频重定向功能，且需进行重定向的网址也已启用 H5 重定向功能。 
(2) 若环境中虚拟机都需要使用 H5 视频重定向播放在线视频，请在制作桌面镜像时，根据操作系

统位数，分别安装 Chrome 63 版本（32 位或 64 位）浏览器。若只有单个用户需要使用该功

能，可在用户获取到云桌面后，安装 Chrome 63 版本（32 位或 64 位）浏览器。 

(3) 使用浏览器开发者模式加载 HTML5 重定向扩展程序。 

(4) 通过浏览器扩展程序控制是否启用 H5 视频重定向。 

4 配置指导 

4.1  视频重定向 

(1) 运行 客户端程序，进入客户端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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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客户端登录页面 

 
 

(2) 单击右上角 设置图标，选择[高级设置]菜单项，弹出设置对话框，默认打开“账户”页签。 

图4-2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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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设置对话框 

 
 

(3) 单击“常规”页签，并开启视频重定向功能后，单击<关闭>按钮。 

图4-4 开启视频重定向 

 
 

(4) 用户在云桌面中使用 MPC 播放器播放本地视频，Toolbar 上返回 和窗口化 按钮被隐藏，

则表示视频重定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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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播放视频前-云桌面 

 
 

图4-6 播放视频前-桌面 Toolbar 

 
 

图4-7 播放本地视频时-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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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播放本地视频时-Toolbar 

 
 

4.2  H5视频重定向 

4.2.1  开启 H5 视频重定向 

使用 H5 视频重定向功能需首先确保管理平台已开启 H5 视频重定向。该功能为全局策略，即对管

理平台中所有 VDI 桌面池中的云桌面均有效。 

(1)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策略/全局策略/H5 视频重定向]菜单项，进入 H5 视

频重定向页面。 

(2) 开启 H5 视频重定向总开关，并确认播放在线视频的网址已启用 H5 视频重定向。 

图4-9 开启 H5 视频重定向 

 

 

4.2.2  加载 H5 重定向扩展程序 

H5 视频重定向功能需借助 Chrome 浏览器的 H5 重定向扩展程序。本例以单个用户在已获取的云桌

面中加载 HTML5 重定向扩展程序为例。若需批量为用户启用该功能，请在桌面镜像制作过程中安

装 Chrome 浏览器并加载 HTML5 重定向扩展程序，具体模板制作步骤请参考《H3C Workspace 云

桌面 业务快速部署指导》。 

(1) 运行 客户端程序，并连接登录用户云桌面。 
(2) 在连接的云桌面中根据操作系统位数安装对应位数的 Chrome 63 版本浏览器。 

(3) 打开 Chrome 浏览器，单击浏览器右上角图标，选择[更多工具/扩展程序]菜单项，打开扩展程

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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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扩展程序]菜单项 

 
 

(4) 在扩展程序页面，勾选“开发者模式”，单击<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按钮，选择“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Device Redirect\H5\7.3.0.2_2”（其中 7.3.0.2_2为当前版本序号），

单击<确定>按钮。 

图4-11 加载 HTML5 扩展程序 

 
 

(5) 加载成功后，如下图所示，默认是已启用状态，可在该页面控制是否启用 HTML5 重定向或将

该扩展程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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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加载成功 

 
 

(6) 在云桌面中使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已启用 H5 视频重定的网站（此处以爱奇艺为例），并播

放在线视频。此时，浏览器右上角有 HTML5 重定向标志（如下图所示），表示 H5 视频重定

向成功。同时，云桌面 Toolbar 上返回 和窗口化 按钮被隐藏，也表示 H5 视频重定向成

功。 

图4-13 H5 视频重定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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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解答 

5.1  提示“请停用以开发者模式运行的扩展程序”时，如何处理？ 

5.1.1  问题现象 

用户打开 Chrome 浏览器时，提示“请停用以开发者模式运行的扩展程序”，如下图所示。 

图5-1 请停用以开发者模式运行的扩展程序 

 
 

5.1.2  解决方法 

请关闭 Chrome 浏览器后，再次打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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