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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通云桌面服务 

步骤 1 管理员登录（账号，密码）-> 选择区域 ->“控制台”->“所有服务” -> “企业应

用” -> “云桌面”； 

步骤 2 “申请开通服务”->选择“可用分区”->选择“虚拟私有云”->选择“业务子网”->配

置“管理子网”->“配置 AD”，若企业已有 AD 域，参考 Workspace 如何对接微软

AD？，转到步骤 4；否则创建一个 AD 域，执行步骤 3； 

步骤 3 如下图，设置域名，域管理员账号，域管理员密码，注意密码需要满足一定要求 ->选

择“Internet 接入”或者“专线接入”->执行步骤 5； 

 

步骤 4 配置“域名”，“域管理员账户”，“主域控制器 IP”，“备域控制器 IP”，“主

DNS IP”，“备 DNS IP”->选择“Internet 接入”或者“专线接入”->执行步骤 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493862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4938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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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点击“立即申请”。开通需要等待约 40 分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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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云桌面 

步骤 1 云桌面控制台->“总览”->“创建桌面”； 

步骤 2 根据需要选择“计费方式”->“可用分区”->“规格”->“镜像”->“业务子网”->

“标签”->设置“用户名”和“邮箱”，“用户名”可以重名，表示一个用户下面有多

台云桌面，邮箱用来接收开通信息，或者选择“批量导入”； 

 

步骤 3 开通成功，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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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根据邮件设置密码，同一个用户名下只有一个邮件用来设置密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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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方式 

共有 4 种登录方式，通知邮件发送了两种常用登录方式： 

 

 通过软终端登录（推荐方式） 

− 下载安装 AcessClient.msi->安装成功后双击图标 ，进入登录界面->点

击地址管理->填写“服务器名”和“服务器地址”： 

 

https://obs.myhwclouds.com/obs-workspace-share/AccessClient.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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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名--随意填写；服务器地址--填写通知邮件中“互联网接入网址”，如

。 

− 如果需要设置代理，请在“高级设置”中进行设置。 

 

− 启动->填写用户名，密码->登录。 

 

 通过浏览器登录 

在浏览器中输入通知邮件中“互联网接入网址”，若使用 IE 首次需要加载插件，

并且需要下载安装软件 AcessClient.msi，然后同样调用此软件，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 

批注 [L1]: 打码 

https://obs.myhwclouds.com/obs-workspace-share/AccessClient.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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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种登录方式 

 通过瘦终端登录 

− 需要具备华为瘦终端硬件，后面登录方式同软终端方式登录。 

 通过移动终端登录 

− 在 Android 市场或者苹果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安装“FusionAccess”，填写登录

信息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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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怎么配置策略 

根据需要设置策略->进入云桌面控制台->点击“策略管理”。 

 

 HDP Plus 策略 

HDP Plus 策略，此策略用于优化显示功能，提高显示质量和编辑体验，建议打开；打

开“HDP Plus”策略，高级策略可以选择默认即可；如果使用专线场景且网络资源充

足，可将“显示级别”更改为“画质优先”。 

 其他详见策略管理：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70146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701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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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上传文档 

可通过剪切板重定向或文件重定向策略实现，可通过华为云“控制台”->“云桌面”，

然后在“策略管理”页面可配置相应策略，如 

 

以文件重定向-本地磁盘映射为例：登录云桌面，打开我的电脑， 

可以看到本地磁盘被已映射到云桌面，可以直接访问拷贝或粘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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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终端用户如何访问 Internet 

管理员可以通过配置 NAT 网关使客户端连接网络，目前 NAT 网关处于公测阶段，需

要先进行申请，同一个 VPC 下面可以购买一个 NAT 网关。 

 购买 

登录华为云->"产品"->“网络”->“NAT 网关”->“立即体验”并申请->“购买 NAT

网关”->选择“当前区域”->“计费模式”->“名称”->选择与云桌面同一个“VPC”

->选择“业务子网”->选择“规格”->“立即购买”。 

 

 配置： 

进入 VPC“网络控制台”->点击“NAT 网关”->点击“NAT 网关名称”->“添加

SNAT 规则”->选择与云桌面同一个“子网”->选择“弹性公网 IP”->“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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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云桌面就可以连接 Internet 了，可以登录云桌面进行测试。 

 通过其他方式配置云桌面访问 Internet 可以参考： 

帮助中心>云桌面>用户指南>常见问题（管理员）>终端用户如何访问 Internet？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dex.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workspace/index.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45434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436414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40716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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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见问题 

1. 点击工具栏左侧“主页”按钮，可以灵活切换主机页面和云桌面。 

2. 根据需要设置工具栏自动显示，默认为自动显示，实际使用可以取消工具栏自动

显示防止影响操作。 

 

3. 用户忘记密码 

华为云->控制台->企业应用（云桌面）->用户管理->重置密码或者解锁，发邮件通

知。 

多次输入错误密码造成锁定 

华为云->控制台->企业应用（云桌面）->用户管理->解锁。 

 

4. 网络状态 

− 状态灯 

移动鼠标到最上面可以看到云桌面状态栏 

批注 [L2]: 打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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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代表时延超过 100ms，体验较差；红色代表网络时延大于 250ms，体验

会很差； 

− Huawei vdesk 工具 

打开云桌面桌面上的 Huawei Vdesk 工具，然后点击右上角“设置”，打勾

“显示性能悬浮窗”和“启用开机自动运行”选项 

     

然后桌面上会显示如下网络状态，（注：CPU/内存当鼠标移动到信息栏上才会

显示） 

 

桌面右下角会显示网络资源占用情况共参考，上述截图表示客户端到桌面时

延为 1ms，云桌面内下行和上行的网络速率分别为 87.92kbps、1158.88kbps。 

当网络较差时，一般时延会增大，状态灯显示为红色，操作可能会出现卡

顿、延迟，模型显示可能有明显失真或缺帧的现象。 

5. 日志收集 

− 云桌面日志收集 

打开云桌面桌面上的 Huawei Vdesk 工具软件， 

 

然后依次点击“常用工具”->“日志工具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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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免责条款点击“确定”，收集完成如下图，日志位于 C 盘根目录下 

 

如果已经开了本地磁盘重定向策略，可以拷贝打包好的日志文件拷贝，然后

打开“我的电脑”找到映射的本地磁盘，粘贴进去即可在本地电脑发送。 

− 客户端日志收集 

客户端日志所在目录：C:\Hdp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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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打包工具 WinRAR 或者 7-zip 等打包工具将 HdpLog 目录下的所有目录打

包发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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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危操作 

Workspace 桌面基于网络提供按需服务，依赖桌面中的操作系统和网络配置才能正常工

作。下面列举一些在桌面里的危险操作，需要在实际使用时注意。 

这些操作项一般无需调整，如果有特殊需求需要修改操作项，请务必先与管理员联系

确认。 

 禁用操作（进程和服务） 

1. 禁止更改系统配置中默认的服务和启动选项，如图 1 所示。图 1 服务和启动 

 

2. 禁止禁用 HDP 类服务，如图 2 所示。 

图 2 HDP 类服务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701469.html#ZH-CN_TOPIC_0032701469__zh-cn_topic_0034422025_fig85570549585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701469.html#ZH-CN_TOPIC_0032701469__zh-cn_topic_0034422025_fig487407481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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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卸载以下程序，如图 3 所示。 

图 3 程序 

 

4. 禁止结束任务管理器中“LOCAL SERVICE”、“NETWORK SERVICE”和

“SYSTEM”类进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任务管理器 

 

 禁用操作（网络） 

a. 禁止禁用网卡、禁用或修改网络配置，如下图所示。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701469.html#ZH-CN_TOPIC_0032701469__zh-cn_topic_0034422025_fig212158581012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701469.html#ZH-CN_TOPIC_0032701469__zh-cn_topic_0034422025_fig5516542810827


云桌面 

使用手册 8 高危操作 

 

文档版本 01 (2018-05-22)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 

 

 

b. 禁止执行修改路由的脚本或命令，如 route DELETE *。 

c. 禁止在 Windows 防火墙例外选项中删除 28511、28512、28521 和 28522 端

口。 

d. 禁止打开 IPsec 等具有禁用网络流量功能的软件或工具。 

 禁止开启防火墙 

 禁用操作（其他） 

a. 禁止删除“C:\Program Files\Huawei”目录下的文件和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b. 禁止对桌面执行睡眠操作，桌面默认不启用睡眠操作，如下图所示。 

 

c. 禁止修改 HDP 客户端（Access Agent）配置文件。 

d. 禁止运行魔法兔子或 Windows 优化大师等软件对注册表进行清理和优化。 

e. 自定义安装具有变换功能的屏保会消耗大量系统资源，导致用户重新进入桌

面时会有一定延迟，请慎重操作。 

 

批注 [L3]: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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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高危操作详见：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

cn_topic_0032701469.html#ZH-CN_TOPIC_0032701469 

 

批注 [L4]: 增加添加数据盘指导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701469.html#ZH-CN_TOPIC_003270146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workspace/zh-cn_topic_0032701469.html#ZH-CN_TOPIC_0032701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