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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传统模式下，更新用户云桌面中的软件有如下两种方法： 

• 手动更新：云桌面用户获取软件安装包后，需手动逐个进行软件的安装、升级等操作。特别是

在需大批量更新云桌面中软件的场景下，效率低下。同时，管理员不易控制每个用户获取的软

件版本，影响系统管理运维。 

• 软件分发：管理员通过管理平台上的软件分发功能，批量更新云桌面中的软件。此方法支持的

软件有限，不支持个人软件（如某公司自行研发仅在公司范围内使用的软件）、输入法、大型

常用不变更软件（如 Auto CAD 等）、用户密切相关且切换用户无法使用的软件。同时，此方

法也不支持对云桌面驱动和系统进行更新。 

针对上述方法的不足，H3C Workspace 云桌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云桌面软件更新方法——云桌面

系统盘重建（E1010 之前版本又称为更新桌面镜像），即管理员通过统一的桌面镜像批量对云桌面

进行系统盘更新，更新方法为先删除桌面池下所有桌面的系统盘，再更新为所选桌面镜像的系统盘。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功能可用于安装或升级云桌面驱动、系统补丁，办公软件等，且对支持的软件没

有任何限制。 

本文以 E1011L06 版本为例介绍如何通过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功能批量更新云桌面的系统盘，其他版

本操作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2 使用限制 
•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功能仅适用于用户类型为“本地用户”和“域用户”的 VDI 静态桌面池。 

•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功能仅适用于快速初始化方式部署的Windows或UOS操作系统的云桌面。 

• 待重建系统盘的云桌面需使用两个及以上存储卷，用户数据保存在数据盘。 

3 注意事项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属于高危操作，请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会删除桌面池下所有桌面的系统盘，并更新为所选桌面镜像的系统盘。操作

前，请务必做好数据备份！ 

• 若只需要更换桌面池的桌面镜像不需要更改桌面池下桌面系统盘（C 盘）数据，请勿使用此功

能，仅需通过修改桌面池操作，替换当前桌面池镜像为最新镜像即可。 

• 用于重建云桌面系统盘的桌面镜像需在优化时，将用户 Profile 文件指定到除系统盘以外的其

他盘，如 D 盘。若云桌面没有数据盘，用户数据将全部删除。 

• 为镜像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时，请勿对其系统盘进行分区，即桌面镜像制作过程中不能进行系

统盘分区。 

•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只保留安装于桌面镜像系统盘的软件，用户自行安装于云桌面系统盘的软件

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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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过程中，禁止操作和使用云桌面及其桌面镜像。若重建前客户端已连接云桌面，重建时将

断开连接。 

• 重建完成后，为了恢复用户数据，客户端第一次连接已重建系统盘的云桌面时，桌面将会注销，

导致客户端连接断开，重新连接云桌面即可。 

4 操作前提 
• 已完成管理平台的安装与初始化部署。 

• 已完成镜像存储配置与系统镜像上传。本文以 Windows 系统镜像为例。 

• 对于 E1009 及以上版本，还需获取与管理平台版本匹配的优化工具压缩包

H3C_Workspace-version-OptTools.zip，并将其上传到镜像工具页面才能在优化镜像虚拟机时

挂载优化工具。上传后将自动解析出 VDIOptTools.iso、VOIOptTools.iso 和 IDVOptTools.iso，
如下图所示。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功能只需使用 VDIOptTools.iso。对于 E1009 之前版本，无需

上传优化工具压缩包。 

图4-1 VDIOptTools 

 
 

5 操作流程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的操作流程如下所示： 

(1) 新建镜像虚拟机：镜像虚拟机将用于发布桌面镜像，新建时需为添加数据盘，并安装操作系统

等。 

(2) 初始化数据盘：镜像虚拟机的数据盘初始化后才能正常使用。 

(3) 安装应用软件：为镜像虚拟机安装用户所需的应用软件。 

(4) 安装云桌面工具：为镜像虚拟机安装 CAStools 和 VdiAgent。 

(5) 优化镜像虚拟机：使用优化工具对镜像虚拟机镜像系统优化。 

(6) 发布桌面镜像：将镜像虚拟机发布为桌面镜像。 

(7) 部署云桌面：通过桌面镜像创建桌面池、部署云桌面，并将桌面授权给用户。 

(8) 使用云桌面：用户使用云桌面，并创建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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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新制作桌面镜像：基于已发布的桌面镜像重新制作用于重建用户云桌面系统盘的桌面镜像。 

(10) 桌面系统盘重建：使用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功能批量更新用户云桌面的系统盘。 

6 操作指导 

6.1  新建镜像虚拟机 

(1) 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并单击“镜像虚拟机”页签，在页面中单击

<新建>按钮，进入新建镜像虚拟机页面。 

图6-1 镜像虚拟机 

 
 

(2) 配置镜像虚拟机参数，其中镜像类型选择“VDI”，并为其增加至少一块磁盘作为数据盘（此

处以增加一块磁盘为例）。其他参数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 

图6-2 新建镜像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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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为新建的镜像虚拟机增加至少一块磁盘作为数据盘，并参照后续步骤将其初始化，以便

优化镜像虚拟机时，将用户 Profile 文件指定到数据盘，避免桌面系统盘重建时用户数据丢失。 

 

(3) 镜像虚拟机新建成功后，在列表中单击<控制台>按钮，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根据安装向

导为其安装操作系统。 

图6-3 镜像虚拟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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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安装操作系统向导 

 

 

(4) 选择要安装的 Windows 10 的版本，推荐安装企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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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选择要安装的 Windows 10 版本 

 

 

(5) 接受安装许可条款，安装类型选择“<自定义（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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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安装类型选择“<自定义（高级）>” 

 

 

(6) 在弹出的加载驱动程序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再单击<加载驱动程序>按钮，将自动根据

操作系统的位数，弹出选择待安装的驱动程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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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单击<确定>按钮 

 

 

(7) 本文示例为 64 位的操作系统，故弹出的操作系统驱动程序路径为 A:\amd64\，在选择驱动程

序对话框中，通过 ctrl 或 shift 按键全选对话框中的所有驱动程序，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 32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将自动选择为 A:\x86\； 

• 64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将自动选择 A:\amd64\。 

• 请务必进行加载驱动程序操作，并确保在驱动程序对话框中选择全部兼容的驱动程序，否则缺

少驱动程序将会影响桌面镜像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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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根据安装操作系统位数自动选择对应程序驱动 

 

 

(8) 当安装向导进入“你想将 Windows 安装在哪里？”阶段时，为便于区分系统盘和数据盘，推

荐将系统安装于驱动器 0 上，即驱动器 0 为系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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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选择安装位置 

 

 

 

安装操作系统过程中，请勿对系统盘进行分区。 

 

(9)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在计算机管理窗口，启用 Administrator 用户，并删除安装系统时创建

的本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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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Administrator 用户 

 
 

图6-11 本地用户 

 
 

6.2  初始化数据盘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需对新建镜像虚拟机时增加的磁盘进行初始化。 

(1) 使用 Administrator 用户登录，进入计算机管理设置，选择[存储/磁盘管理]菜单项，会自动弹

出初始化磁盘弹框，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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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初始化磁盘 

 
 

(2) 然后鼠标在磁盘 1 上单击右键，选择[新建简单卷]菜单项。 

图6-13 新建简单卷 

 
 

(3) 配置向导全部采用默认配置，全部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此数据盘完成格式化，格式化完

成后即完成数据盘挂载。此处以分配驱动器号 E 为例。桌面镜像续优化时，用户 profile 需指

定到 E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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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新建简单卷 

 
 

图6-15 初始化磁盘完成 

 
 

(4) 初始化完成后，并对数据盘进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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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格式换磁盘 

 

 

6.3  安装应用软件 

请将应用软件安装包上传到镜像虚拟机中，并将其安装于系统盘（C 盘），以便通过云桌面系统盘

重建功能更新安装于系统盘的软件或驱动。 

6.4  安装云桌面工具 

云桌面工具主要包括 CAStools 和 VdiAgent，均集成在 agent_tools 安装包中。执行 agent_tools 安

装程序时，将先进入 VdiAgent 向导，并填写管理平台 IP 地址后，开始安装。安装 VdiAgent 过程

中，会自动解析并安装 CAStools。 

(1) 在镜像虚拟机控制台，选择[安装模板工具/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并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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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 挂载驱动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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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8 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 

 

 

(2)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agent_tools_setup，进入安装向导，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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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运行 agent_tools_setup 

 

 

图6-20 安装向导 

 
 

(3) 设置管理平台地址，端口号保持默认即可，单击<下一步>按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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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设置管理平台地址 

 

 

(4) 安装过程若出现 Windows 安装中心提示时，请勾选相关选项，并单击<安装>按钮，直至安装

完成。安装完成后，卸载光驱。 

6.5  优化镜像虚拟机 

优化镜像虚拟机，将用户 profile 文件指定到除系统盘以外的其他盘，本文中为 E 盘。 

(1) 在镜像虚拟机控制台，选择[安装模板工具/挂载优化工具]菜单项，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优化工

具。 



19 

图6-22 挂载优化工具 

 

 

图6-23 运行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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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云桌面模板优化”，单击<确定>按钮，并单击<一键检查>按钮后，单击<一键优化>按
钮，开始优化。 

图6-24 选择“云桌面模板优化” 

 

 

(3) 优化过程中，进入定制用户 profile 的磁盘，此处选择 E 盘，单击<确定>按钮，继续优化。 

图6-25 定制用户 profile 文件 

 

 

6.6  发布桌面镜像 

镜像虚拟机优化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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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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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 镜像虚拟机列表 

 

 

图6-27 克隆为桌面镜像 

 
 

图6-28 克隆成功的桌面镜像 

 
 

6.7  部署云桌面 

(1) 使用已发布的桌面镜像，新建桌面池。 



22 

图6-29 桌面池列表 

 
 

图6-30 新建桌面池-基础信息 

 

 

 

桌面类型请选择“VDI”；桌面池类型请选择“静态桌面池”。 

 

图6-31 新建桌面池-登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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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类型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本地用户”或“域用户”。使用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功能时，不

支持“终端用户”类型。 

 

图6-32 新建桌面池-配置信息 

 

 

 

桌面镜像请选择之前已发布的桌面镜像；初始化方式请选择“快速初始化”。 

 

(2) 批量部署云桌面，并将桌面授权给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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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3 批量部署云桌面 

 

 

图6-34 授权云桌面 

 

 

 

此时，用户可通过客户端连接登录云桌面。请勿将用户个人数据保存于系统盘（C 盘）。 

 

6.8  使用云桌面 

用户可通过客户端连接登录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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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云桌面的过程中，请勿在系统盘（C 盘）保存个人数据，安装软件等。 

 

6.9  重新制作桌面镜像 

(1) 使用图 6-26 中镜像虚拟机，进入其控制台，进行系统盘软件更新，本文以安装微信为例。 

图6-35 更新镜像虚拟机 

 

 

(2) 安装成功后，参照优化镜像虚拟机和发布桌面镜像再次进行系统优化和发布为新的桌面镜像，

此处以 test2-image 为例。 

 

优化时，请勿重新定制用户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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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6 再次优化 

 

 

图6-37 新发布的桌面镜像 

 

 

6.10  桌面系统盘重建 

 

 

•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会删除桌面池下所有桌面的系统盘（C 盘），并重建为所选桌面镜像的系统盘。

操作前，请务必做好数据备份！ 

• 若只需要更换桌面池的桌面镜像不需要更改桌面池下桌面系统盘（C 盘）数据，请勿使用此功

能，仅需通过修改桌面池操作，替换当前桌面池镜像为最新镜像即可。 

 

(1) 单击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树[桌面池/<桌面池名称>]菜单项，在所选桌面池列表页面，单击上方<
更多>按钮，选择[系统盘重建]菜单项，弹出系统盘重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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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 

 

 

(2) 选择重新制作桌面镜像中的桌面镜像，输入当前管理员密码，勾选“已充分了解本操作造成的

结果”，单击<确定>按钮。 

图6-39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 

 

 

(3) 通过右侧任务台，可查看到重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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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0 重建成功 

 

 

图6-41 重建后的桌面 

 
 

 

系统盘重建成功后，云桌面首次启动时，将自动执行计算机改名、重启流程（耗时约 5 分钟），

这期间云桌面状态不稳定。请等待 5 分钟后，再使用 Workspace 客户端接入云桌面，否则可

能导致云桌面加域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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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桌面系统盘重建完成后，通过客户端重新连接虚拟机可以看到用户的数据仍保留，软件或驱

动的版本等也进行了更新。 

7 相关文档 
表7-1 相关文档 

资料名称 获取方式 

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
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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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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