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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UCC(Ultra Cloud Client)指H3C的胖终端一体化解决方案。在已有的市面上，云计算分为VDI、IDV、
VOI 和 TCI 技术，其中，VDI 技术用于瘦终端上，本地终端能力较弱，依赖于远端提供计算、存储、

网络的能力。IDV、VOI 和 TCI 技术用于胖终端上，本地终端具有强大的计算、网络、存储能力。 

鉴于胖终端的技术体系较多，每种体系下的实现方式有着巨大差异，对用户的认知形成冲击。因此，

H3C 推出了 UCC 终端，凝聚了 IDV、VOI 和 TCI 三种技术能力，即在 UCC 终端上，能够使用上

述三种技术的能力。 
E1012 版本 UCC 终端暂未支持 IDV，本文仅介绍 UCC 终端的 VOI 与 TCI 业务部署方法。 
 

 

管理平台界面上的 VOI 包含了 VOI 和 TCI，TCI 和 VOI 共用相同的业务部署流程，终端和桌面使用

方法也完全相同，两者仅在桌面镜像的制作、发布上有细微差别。 

 

2 适配信息 
UCC 终端与桌面镜像操作系统的适配关系如下表所示： 

表2-1 UCC 终端与桌面镜像操作系统适配表 

终端分类 VOI TCI 

操作系统 Windows 
国产操作

系统 
其他Linux Windows 

国产操作

系统 
其他Linux 

6代终端

（102-105）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9代终端 

（106-108、

206-208） 

支持 

（不支持Win7 32）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BIOS，不支持Win7 

32） 

不支持 不支持 

10代终端

（5xxx-6xxx） 

支持 

（不支持Win7）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UEFI，不支持

Win7）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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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代终端均未做适配，强行使用可能会遇到问题。 

• VOI 和 TCI 对于终端硬件的要求较高，需要本机能够支持这些版本的 OS，才可以去做适配。

其中，TCI 必须是 Intel 的 CPU。 
• Windows 目前特指 Windows 7 和 Windows 10，Windows 11 未做适配。 

• VOI 对于 Windows 7，只支持企业版和旗舰版，其他版本不予支持。 

 

3 配置前提 
在进行业务部署前，需要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已完成安装部署。 

• 用于制作桌面镜像的系统镜像已准备好。 

• 优化工具已上传至管理平台，上传方法请参见优化工具上传。 

4 部署指导 

4.1  部署流程 

UCC 终端的 VOI 与 TCI 业务部署流程如下： 

(1) 新建系统镜像：上传系统镜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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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镜像虚拟机安装并优化系统、驱动和所需的软件。 

(4) 发布桌面镜像：桌面镜像可以通过镜像虚拟机克隆或镜像虚拟机转换的方式进行发布，发布

后的桌面镜像可以用于新建桌面池和部署桌面。 

(5) 制作二级镜像：制作二级镜像的目的是使驱动加载生效（Windows 7）和差异化软件安装。 
(6) 新建桌面池 

(7) 将 UCC 终端加入到桌面池 

(8) 授权用户：UCC 终端授权给用户之后，用户才能在 UCC 终端上使用桌面镜像。 
(9) UCC 终端使用桌面 

4.2  配置指导 

4.2.1  新建系统镜像 

该步的目的是在管理平台中新建系统镜像，以便管理员能基于此系统镜像制作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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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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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ndows 10 操作系统推荐使用 1903 或 1909 以上版本，Windows 7 操作系统推荐使用

SP1 补丁版本。具体操作系统版本支持情况请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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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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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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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图4-4 系统镜像上传后在页面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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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页签下的<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镜像虚拟机页面。 

图4-5 单击<新建>按钮 

 

 

(2) 在新建镜像虚拟机页面，镜像类型选择 VOI，配置新建镜像虚拟机基础信息及存储路径，系统

镜像选择上一步上传的系统镜像，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镜像虚拟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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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 和 TCI 场景的镜像类型均选择 VOI。 

• UCC 终端推荐使用通用镜像，镜像虚拟机的配置请根据 UCC 终端硬件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 镜像虚拟机的引导固件需与终端的引导固件保持一致，否则终端将无法正常使用此镜像。 

• 终端的引导固件可通过终端后台/sys/firmware/efi 文件来判断，若终端有此文件，则为

UEFI，否则为 BIOS。 

• 10 代终端（5xxx-6xxx）仅支持 UEFI 启动；9 代终端（106-108、206-208）支持 CSM(UEFI
和 BIOS），但推荐选择 BIOS 启动方式。 

 

图4-6 新建 VOI 镜像虚拟机 

 

 

表1-1 新建 VOI 镜像虚拟机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主机 选择镜像虚拟机所在的主机。 

镜像类型 镜像适配的桌面架构类型，分为VDI、IDV和VOI三种类型。 

类型 

设置镜像虚拟机的磁盘类型，包括文件、新建RBD块和块设备，其中文件分为新建

文件和已有文件。当主机上存在活动的RBD网络存储池时，默认为新建RBD块；反

之，默认为新建文件。 

• 新建文件：文件是构建在文件系统之上的磁盘文件，虚拟机看到的是一个实际

的磁盘，实际使用的是一个虚拟磁盘文件所表示的一个磁盘。文件方式的磁盘

挂接方式更便于管理。新建文件是新建一个空的存储文件作为虚拟机的磁盘。 

• 新建 RBD 块：在 RBD 网络存储池中新建一个 RBD 块作为虚拟机的磁盘。 

• 已有文件：选择一个已经存在且未被其他虚拟机使用的存储文件作为虚拟机的

磁盘。可选项包括本地文件目录、共享文件系统、NFS 网络文件系统类型的存

储池中的存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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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 块设备：块设备也称作裸设备，即磁盘上没有文件系统，如 IP SAN 或 FC SAN

上的存储 LUN。块设备一般应用于性能要求较高的虚拟化环境，如数据库、高

性能 I/O 计算等。该选项用于选择一个已经存在且未被其他虚拟机使用的存储卷

作为虚拟机的磁盘。可选项包括 RBD 网络存储、iSCSI 网络存储、FC 网络存

储和 LVM 逻辑存储卷类型的存储池中的存储卷。 

存储路径 

作为镜像虚拟机文件的存储路径，不作为桌面镜像的最后存储路径。其中，

/vms/images和/vms/isos为本地文件目录，建议选择其他路径防止本地目录空间不

足。 

配置 
镜像虚拟机的配置，UCC终端推荐使用通用镜像，请根据使用UCC终端的硬件情况

进行配置。 

CPU工作模式 

设置CPU的工作模式，包括兼容模式，主机匹配模式，直通模式，默认为兼容模式： 

• 兼容模式：将不同型号物理 CPU 虚拟成相同型号的 vCPU，迁移兼容性好。 

• 主机匹配模式：将不同型号物理 CPU 虚拟成不同型号的 vCPU，迁移兼容性差，

相对于兼容模式可以给虚拟机操作系统提供更优的性能。 

• 直通模式：直接将物理 CPU 暴露给虚拟机使用，迁移兼容性差，相对于兼容模

式和主机匹配模式可以给虚拟机操作系统提供更优的性能。此模式下，虚拟机

在迁移时，要求目的主机与源主机的 CPU 型号必须保持一致。ARM 架构主机

仅支持直通模式。 

物理机模拟 
开启之后，应用软件将把虚拟机作为物理机。当CPU工作模式为主机匹配模式时，

才可配置该参数。ARM架构主机暂不支持此参数。 

网络 选择镜像虚拟机网络通信使用的虚拟交换机。 

系统镜像 镜像虚拟机使用的操作系统的纯净ISO镜像。 

文件名 

新建文件作为虚拟机的磁盘时，输入磁盘的文件名称，选择文件的磁盘格式，包括高

速、智能，默认为智能。 

• 智能：虚拟机的磁盘格式为 qcow2。 

• 高速：虚拟机的磁盘格式为 raw。该格式结构简单，I/O 效率高。 

预分配 

存储卷的分配方式，包括精简、延迟置零和置零，默认为精简。当磁盘类型为新建文

件时，需要设置此参数。 

• 精简：创建存储卷时，只为该存储卷分配最初所需要的数据存储空间的容量。

如果之后存储卷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则它可以增加到创建存储卷时设置的最

大容量。 

• 延迟置零：创建存储卷时就为存储卷分配最大容量的存储空间。创建时不会擦

除物理设备上保留的任何数据，在虚拟机首次执行写操作时，将其置零。 

• 置零：创建存储卷时就为存储卷分配最大容量的存储空间，在创建过程中会将

物理设备上保留的数据置零，创建存储卷所需时间较长。 

簇大小 文件占用磁盘空间的最小单位，默认为256KB。如果一个文件的容量大于单个簇大小，

该文件将存储到多个簇中；如果一个文件的容量小于单个簇大小，该文件将独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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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簇。共享文件系统存放的文件多为虚拟机镜像文件，建议将簇大小设置的尽可能大，

以增强磁盘读取数据的性能，又节约磁盘空间。当新建智能格式的磁盘时，需设置此

参数。 

总线类型 
设置虚拟机磁盘的总线类型，包括IDE硬盘、USB硬盘、高速硬盘、高速SCSI硬盘，

默认为高速硬盘。 

缓存方式 

设置虚拟机数据的缓存方式，包括直接读写、一级物理缓存、二级虚拟缓存、一级虚

拟缓存。磁盘格式为“智能”（即qcow2格式）时，默认为直接读写（directsync），

磁盘格式为raw、块设备（包括RBD）时，默认只能为一级虚拟缓存（none）。 

• 直接读写（directsync）：指数据直接从物理磁盘读写。 

• 一级物理缓存（writethrough）：指数据先写入主机缓存，再将主机缓存内的数

据写入物理磁盘。 

• 二级虚拟缓存（writeback）：指数据先写入虚拟机缓存，再将虚拟机缓存内的数

据写入主机缓存，最终写入物理磁盘。 

• 一级虚拟缓存（none）：指数据先写入虚拟机缓存，再将虚拟机缓存内的数据直

接写入物理磁盘。 

引导固件 

镜像虚拟机的固件引导方式，分为BIOS与UEFI。请根据终端的启动方式，选择对应

的引导固件。10代终端（5xxx-6xxx）仅支持UEFI启动；9代终端（106-108、206-208）

支持CSM(UEFI和BIOS），但推荐选择BIOS启动方式。 

 

(3) 在镜像虚拟机页签下可以看到新建的 VOI 镜像虚拟机。 

图4-7 新建的 VOI 镜像虚拟机 

 

 

4.2.3  制作镜像虚拟机 

1. 为镜像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 

此处以 Windows10 为例。 
(1) 单击新建的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弹出镜像虚拟机控制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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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打开 VOI 镜像虚拟机控制台 

 

 

(2) （引导固件为 UEFI 的镜像虚拟机需完成此步骤）在打开的控制台中，单击上方的<重启>按钮，

镜像虚拟机重启至图 4-9 阶段时，按下任意键使镜像虚拟机以 UEFI 方式启动。 

图4-9 按下任意键以 UEFI 方式启动 

 

 

(3) 虚拟机启动后，进入 Windows 安装页面，选择语言和其他首选项，单击<下一步>，单击<现
在安装>开始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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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选择语言和其他首选项 

 

 

(4) 选择要安装的 Windows 10 的版本，推荐安装企业版。 

图4-11 选择要安装的 Windows 10 的版本 

 
 



11 

 

VOI 对 Windows 7 操作系统仅支持旗舰版和企业版，TCI 则无此限制。 

 

(5) 接受许可条款，安装类型选择“自定义（高级）”。 

图4-12 安装类型选择“<自定义（高级）>” 

 

 

(6) 提示“您想将 Windows 安装到何处？”时，单击<新建>按钮，按需求分区后单击<下一步>
按钮，等待系统安装完成，安装期间系统可能重启数次。 

 

 

此处驱动空间即 VOI 规格配置中的系统盘空间，可根据使用需求对驱动空间进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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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按需求进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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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分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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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等待系统安装完成 

 

 

(7) 安装完成后，开始进行区域设置、键盘布局、网络、账户等系统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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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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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账户设置 

 

 

 

后续系统优化时需用管理员账户 Administrator 进行，此处设置的用户仅用以安装完成后进入

桌面，进入桌面后需再切换到 Administrator 用户。 

 

(8) 全部的系统设置项完成后会进入 Windows 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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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完成设置后进入 Windows 桌面 

 

 

2. 切换到管理员 Administrator 账户 

(1) 直接在任务栏搜索输入框中输入计算机管理，在弹出的菜单项中单击[计算机管理(G)]，弹出

计算机管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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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单击<计算机管理(G)> 

 
 

(2) 在计算机管理窗口打开进入[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在右侧的窗口中找到 Administrator 单击右

键，在弹出的菜单项中单击[属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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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右键单击 Administrator,选择<属性(R)>项 

 

 

(3) 在弹出的Administrator属性窗口中取消勾选<账户已禁用项>，以启用Administrator账户，完

成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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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启用 Administrator 账户 

 

 

(4) 启用Administrator账户后，重启系统，在系统用户登录界面选择Administrator即可登录，无

需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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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选择 Administrator 账户 

 
 

(5) 以 Administrator 账户进入桌面后，单击[控制面板/用户账户/删除用户账户]，进入管理账户页

面，选择安装操作系统时创建的本地账户，进入下图所示更改账户页面，删除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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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删除安装系统时创建的用户 

 

 

3. 安装常用软件 

根据桌面镜像的用途，安装相应的软件。例如办公 office 软件，搜狗输入法，播放器等。软件安装

包可通过与镜像虚拟机网络互通的共享文件夹 PC 进行传递。 
 

 

若涉及到杀毒软件的安装，请在完成杀毒软件安装后将 Workspace 相关组件添加到白名单。 

 

(1) 在桌面的[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中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窗口中单

击<属性(P)>按钮，选中“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单击<属性(R)>按钮，根据现

网情况，配置镜像虚拟机 IP，镜像虚拟机 IP 需与共享文件夹所在的 PC 互通。完成后单击<
确定>按钮，应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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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 配置镜像虚拟机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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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进行文件夹共享的 PC 上，新建文件夹，并将所需软件放入新建文件夹中，在新建文件夹上

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项中选择[共享/特定用户]。在弹出的文件共享对话框中单击<添加>

按钮旁的下拉框 ，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Everyone”,单击<添加>按钮，然后单击<共
享>按钮完成共享。 

图4-25 设置文件共享 

 

 

(3) 在镜像虚拟机中，执行 Win+R 按键，在弹出的运行窗口中输入：\\本地 PC 与虚拟机在同一网

段的网卡 IP 地址，单击<确定>按钮弹出共享文件夹，将所需软件拷贝到镜像虚拟机中。出于

安全考虑，共享完成后，建议关闭共享。 

图4-26 打开共享文件夹 

 

 

(4) 依次安装所需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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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应用助手 

应用助手用于显示应用中心对应的驱动程序，供云桌面安装使用。 

 

安装应用助手前，请确保优化工具已上传至管理平台，上传方法请参见附录中优化工具上传的一节。 

 

(1) 单击<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下拉菜单[挂载优化工具]菜单项。 

图4-27 挂载优化工具 

 
 

(2) 进入光驱（光盘驱动器）, 并运行 AppCenter_Setup_v1.2.0 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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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8 进入光盘驱动器 

 

 

图4-29 运行应用助手安装程序 

 

 

(3) 在弹出的安装向导中设置应用助手安装路径，单击<一键安装>按钮开始安装，安装完成后单

击<开始使用>按钮，进入应用中心程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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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 应用助手安装向导 

 

 

图4-31 应用助手安装完成 

 

 

(4) 在应用助手界面中完成管理平台 IP 地址与驱动保存目录的设置，单击<保存>按钮完成设置，

完成应用助手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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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应用助手设置 

 

 

5. 系统服务的配置与优化 

虚拟机基本配置完成后，必须对虚拟机进行优化配置，以此来提高 VOI 客户端桌面的运行速度与使

用体验。 

(1) 单击<安装模板工具>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挂载优化工具]菜单项。 

图4-33 挂载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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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 进入光驱（光盘驱动器） 

 

 

图4-35 运行 H3COptTools 应用程序 

 

 

(2) 根据相应的优化场景，选择“VOI 设备用户模板优化”，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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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6 选择“VOI 设备用户模板优化” 

 

 

(3) 在首页单击<一键检查>按钮，对操作系统进行检查。 

图4-37 对操作系统进行一键检查 

 

 

(4) 检查结束后，未通过项会默认标红，勾选全部待优化项，单击<一键优化>按钮，开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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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8 优化检查未通过项 

 

 

(5) 选择定制用户 profile 的磁盘，单击<确定>按钮。 

图4-39 选择定制用户 profile 的磁盘 

 

 

(6) 用户 profile 定制完成后，会弹出 CloudDiskClient 安装向导，完成 CloudDiskClient 安装后，

会弹出 VoiAgent 安装向导，单击<下一步>按钮，设置通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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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0 CloudDiskClient 安装向导 

 

 

图4-41 VoiAgent 安装向导 

 

 

(7) 在“通信环境设置”对话框中输入 Workspace 管理平台管理节点主机的 IP 地址或域名（域名

需是完全限定性域名），端口保持默认，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安装 VoiAgent 的目标文件

夹，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33 

图4-42 通信环境设置 

 

 

图4-43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 

 

 

(8)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弹出云驱动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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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 VoiAgent 安装完成 

 

 

(9) 在云驱动：许可协议对话框中，单击<我接受>按钮，进入云驱动：安装选项对话框，勾选与

课程对应的终端类型，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安装完成之后单击<关闭>按钮。 

图4-45 云驱动：许可证协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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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6 选择终端类型 

 

 

 

UCC 终端推荐使用通用镜像，因此桌面镜像在安装云驱动时，需勾选后续可能使用此桌面镜

像的终端类型对应的云驱动。例如使用通用镜像的 C208V Pro 和 C108V Pro 的 UCC 终端，

其通用镜像安装云驱动时，终端类型需勾选 C106*/C107*/C108*和 C206*/C207*/C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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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7 云驱动安装完成 

 

 

(10) 优化完成后，重启操作系统以保证安装的软件及驱动生效。 

图4-48 重启电脑以完成优化 

 

 

4.2.4  发布桌面镜像 

桌面镜像可以通过镜像虚拟机克隆或镜像虚拟机转换的方式进行发布，发布后的桌面镜像可以用于

新建桌面池和部署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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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桌面镜像前，请先将对应的镜像虚拟机正常关机。 

 

1. 克隆为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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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待克隆的镜像虚拟机操作列下的<克隆为桌面镜像>按钮，弹出克隆为桌面镜像对话

框。 

图4-49 单击<克隆为桌面镜像>按钮 

 
 

(2) 在克隆为桌面镜像对话框中，填写桌面镜像名称、选择存储路径，同时建议启用克隆完成时

创建快照，以便后期需要时还原，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克隆。 
 

 

• 若桌面镜像用于 VOI，则文件类型需选择 VHD；若桌面镜像用于 TCI，则文件类型需选

择 QCOW2。 

• 桌面镜像配置选择通用，所有 UCC 终端均可使用此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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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0 克隆为桌面镜像 

 
 

(3) 等待克隆为桌面镜像完成，可在桌面镜像页签下看到克隆的桌面镜像。 

图4-51 克隆的桌面镜像 

 

 

2. 转换为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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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待转换的镜像虚拟机操作列下的<转换为桌面镜像>按钮，弹出转换为桌面镜像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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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桌面镜像用于 TCI，则文件类型需选择 QCOW2；若桌面镜像用于 VOI，则文件类型需

选择 VHD。 

• 桌面镜像配置选择通用，所有 UCC 终端均可使用此桌面镜像。 

 

图4-52 单击<转换为桌面镜像>按钮 

 

 

(2) 在转换为桌面镜像对话框中，填写桌面镜像名称、选择存储路径，单击<确定>按钮开始转换。 

图4-53 转换为桌面镜像 

 
 

(3) 等待转换为桌面镜像完成，可在桌面镜像页签下看到转换的桌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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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4 转换的桌面镜像 

 

 

4.2.5  制作二级镜像 

二级镜像即基于一级镜像（父镜像）或已有二级镜像创建的桌面镜像，二级镜像只能通过将一级镜

像或已有二级镜像下载到终端后，在终端完成新二级镜像的制作和上传到管理平台，管理平台桌面

镜像中的二级镜像必须与其一级镜像（父镜像）同时存在才可使用。制作二级镜像的目的是使驱动

加载生效（Windows 7）和差异化软件安装。制作二级镜像的场景有以下三种： 

• 用于 9 代终端（106-108、206-208）且操作系统类型为 Windows 7 的 VOI 桌面一级镜像，

需通过制作二级镜像的方式，使桌面镜像的显卡驱动生效和安装所需的软件与驱动，以完成

最终桌面镜像的制作。 

• 终端类型为 C200V 的 VOI 桌面一级镜像，需通过二级镜像的方式，安装显卡驱动和所需的软

件与驱动，以完成最终桌面镜像的制作。 
• 需基于一级镜像安装差异化软件，并生成新的镜像。 

二级镜像的制作方法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业务快速部署指导(办公场景)》中“VOI 业
务快速部署”一章中的“制作二级镜像”一节。 

4.2.6  新建桌面池 

VOI 桌面池的授权类型可以分为单用户、多用户和匿名用户。单用户类型的 VOI 桌面池只允许终端

授权给单个用户；多用户类型的 VOI 桌面池允许终端授权给多个用户；匿名用户类型的 VOI 桌面

池无需用户授权与验证，允许任何访客使用终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桌面池/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页面，单击<新建桌面池>按钮或<新建>

按钮，弹出新建桌面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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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5 桌面池页面 

 

 

(2) 在新建桌面池页面配置 VOI 桌面池基本信息，桌面类型选择 VOI，单击<下一步：登录信息>
按钮，进入登录信息配置页面。 

图4-56 新建桌面池-配置基本信息 

 

 

(3) 在登录信息页面选择用户类型，单击<下一步：配置信息>按钮，进入配置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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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7 新建桌面池-配置登录信息 

 

 

(4) 完成配置信息配置，配置选择通用，镜像选择之前终端完成制作的通用桌面镜像。单击<下一

步：确认信息>按钮，进入确认信息页面。 

图4-58 新建桌面池-配置信息 

 

 

(5) 确认所选配置正确后，单击<完成>按钮完成 VOI 桌面池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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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9 新建桌面池-确认信息 

 

 

(6) 创建完成后在桌面池列表中可以看到创建的 VOI 桌面池信息。 

图4-60 桌面池中可查看到创建的 VOI 桌面池 

 

 

4.2.7  将 UCC 终端加入到桌面池 

(1) 终端部署完成后会自动注册到管理平台，在管理平台终端页面可以看到注册的终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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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1 注册到管理平台的终端 

 
 

 

为确保终端与管理平台间通信正常，终端注册到管理平台后禁止修改其本地时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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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欲增加

UCC 终端的桌面池，单击<选择 VOI 客户端>按钮，弹出选择 VOI 客户端对话框。 

图4-62 单击<选择 VOI 客户端>按钮 

 

 

 

• 将 UCC 终端加入桌面池前，请确认 UCC 终端模式与桌面镜像的文件类型是否匹配，否

则桌面镜像将无法在终端上正常运行。 

• QCOW2 桌面镜像适用于 TCI 模式，VHD 桌面镜像适用于 VOI 模式。 

• UCC 终端模式切换方法请参见 UCC 终端模式切换。 

 

(3) 在选择 VOI 客户端对话框中勾选欲加入桌面池的 UCC 终端，单击<确定>按钮将 UCC 终端加

入桌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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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3 选择加入桌面池的 UCC 终端 

 
 

(4) 在桌面池的 VOI 客户端列表中可以看到新添加的 UCC 终端信息。 

图4-64 新添加的 VOI 客户端 

 

 

4.2.8  授权用户 

不同用户类型的 VOI 桌面池授权用户方式如下： 

• 单用户：VOI 桌面池只能在添加终端之后进行单独授权，单独授权的方式是管理员选中 VOI
桌面池中的终端，将其授权给指定的一个用户，只有指定的用户才能使用该终端。 

• 多用户：管理员通过用户列表对用户或用户分组进行授权。添加到用户授权列表的用户可以

在桌面池中所有的空闲终端上登录并使用，已授权的终端只能由当前的授权用户使用。 
• 匿名用户：用户使用终端时将以访客身份登录，无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因此，将终端加入

桌面池后，无需进行用户授权，所有用户均可使用终端。 

(1) 在桌面池页面中，单击欲授权终端的“授权用户登录名”列下的 按钮，弹出“选择用户”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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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5 单击“授权用户登录名”下添加按钮 

 

 

(2) 在“选择用户”对话框中，单击欲授权的用户，同时选择对应的授权策略，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选择用户，回到桌面池页面。 

图4-66 单击<选择用户>按钮 

 
 

(3) 在桌面池页面中右上角提示授权成功，在 VOI 客户端列表中可以看到授权用户登录名，此时

已完成用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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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7 授权完成，可以看到用户授权信息 

 

 

4.2.9  UCC 终端使用桌面 

(1) UCC 终端首次开机时，会自动发现并解析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 IP 地址。界面显示

已发现的所有可注册的管理平台 IP 地址。注册前，终端与管理平台的连接状态如右上角 图

标所示。 

图4-68 选择需连接的管理平台 IP 地址 

 

 

(2) 选择需注册的管理平台 IP，单击<注册>按钮，或者单击<手动输入>，并在界面中输入管理平

台 IP 地址，端口号默认为 8860，单击<注册>按钮。注册成功后，终端与管理平台的连接状

态如右上角 图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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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9 手动输入管理平台 IP 地址 

 
 

图4-70 客户端持续请求虚拟机池和授权用户信息 

 
 

(3) 客户端会持续请求桌面池和授权用户信息，待管理平台为终端分配桌面池，并授权用户后，

终端将下载镜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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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1 下载镜像文件 

 

 

 

UCC 终端在通过网关下载镜像过程中，若出现断网等异常情况，将提示下载失败，请将异常

情况恢复后，再重启终端下载镜像。 

 

(4) 镜像文件下载完成后，将进入用户登录页面。 
 对于授权类型为“单用户”或“多用户”的 VOI 桌面池，需输入用户密码才能登录，如图

4-71 所示。 

 对于授权类型为“匿名用户”的桌面池，将自动登录，如图 4-72 所示。 

图4-72 登录页面（以单用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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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3 匿名用户登录 

 

 

 

在终端客户系统中使用磁盘管理功能，如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客户系统中进行磁盘的格式

化、扩展、压缩、增加盘符以及删除操作，可能导致终端系统无法启动，需要重新刷机。 

 

5 附录 

5.1  优化工具上传 

优化工具作为一个独立的压缩包，随管理平台安装包一起发布，管理平台安装包中不含优化工具，

因此，在管理平台部署或升级完成后，需手动在管理平台“镜像工具”页面上传优化工具压缩包，

优化工具压缩包上传完成且管理平台自动解析出优化工具后，镜像虚拟机才可挂载使用优化工具。 
(1) 在产品发布的总包中，获取优化工具压缩包，将优化工具压缩包拷贝到欲进行上传优化工具

操作的电脑或终端。 

(2) 登录进入管理平台，进入[应用/镜像工具]页面，单击<上传>按钮，弹出“上传”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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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镜像工具页面 

 

(3) 在“上传”对话框中，单击<点击上传>按钮，在弹出的文件选择框中，选择优化工具压缩包

H3C_Workspace-version-OptTools，单击<打开>按钮，开始上传。 
(4) 上传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在镜像工具列表中能看到上传的优化工具，至此上传优化工

具完成。 

图5-2 优化工具上传完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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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优化工具上传完成-2 

 

 

5.2  UCC终端模式切换 

UCC 终端提供了 TCI 与 VOI 两种使用模式，TCI 模式支持 QCOW2 格式的桌面镜像，VOI 模式支

持 VHD 格式的桌面镜像。UCC 终端模式切换方法如下： 
(1) 在 UCC 终端上，单击右上方 按钮，选择[高级]菜单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终端管理密

码，进入高级设置界面。 

图5-4 选择[高级]菜单项 

 

 

(2) 在高级设置界面，单击“SpaceOS 初始化”右侧<点击进入>链接，输入终端管理密码，进入

终端模式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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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SpaceOS 初始化 

 

 

图5-6 输入终端管理密码 

 

 

(3) 选择欲切换的终端模式，单击<强制执行>按钮，UCC 终端将重启并切换为所选模式。 
 

 

• 切换终端模式将格式化终端硬盘上的所有数据，请谨慎操作。 

• 如终端已加入到桌面池中，请先将终端从桌面池中移除，再切换终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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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选择终端模式 

 

 

5.3  常见问题 

5.3.1  如何区分 UCC 终端和非 UCC 终端（老 VOI 终端）？ 

在终端的高级设置中有“SpaceOS 初始化”配置项的，即为 UCC 终端，否则即为非 UCC 终端（老

VOI 终端），如图 5-8 所示。 

图5-8 SpaceOS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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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VOI 与 TCI 终端磁盘使用情况 

VOI 终端磁盘空间使用情况如下： 

总磁盘空间=终端操作系统占用空间（约 10GB）+数据盘空间+镜像 VHD 文件占用空间+系统盘空

间+剩余空间。系统盘空间与数据盘空间大小可设置，剩余空间可灵活使用。当 VOI 终端运行客户

机操作系统时，终端将磁盘中的镜像 VHD 文件加载进系统盘空间运行，此时系统盘空间=客户机镜

像 VHD 文件占用空间+系统盘剩余空间。下图 5-9 以 C206V 终端，数据盘默认配置 6GB，系统盘

空间默认配置 120GB，镜像 VHD 文件大小 15GB 为例，对 VOI 终端磁盘使用空间情况进行展示。 

图5-9 VOI 终端磁盘空间使用情况 

 

 

TCI 终端磁盘空间使用情况如下： 

总磁盘空间=终端操作系统占用空间（约 10GB）+预留扩展（约 6GB）+数据盘空间+系统盘空间+
剩余空间。系统盘空间与数据盘空间大小可设置。下图 5-10 以 C206V 终端，数据盘默认配置 6GB，
系统盘空间默认配置 120GB，镜像 QCOW2 文件大小 15GB 为例，对 TCI 终端磁盘使用空间情况

进行展示。 

图5-10 TCI 终端磁盘空间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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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择欲切换的终端模式，单击<强制执行>按钮，UCC终端将重启并切换为所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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