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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锐捷办公桌面云 

1.1 RG-CCP 平台安装 

1.1.1 背景简介 

A 企业购买了锐捷的办公桌面云，现服务器已经进场需要你去为 A 企业部署办公桌面云。通

过客户信息得知，A 企业有 8 个部门共 240 名员工，现计划全员将办公主机替换为锐捷办公

桌面云，现在由你来负责该完成 RG-CCP（Ruiji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锐捷云计算

平台）的安装部署。 

1.1.2 实验目的 

本章节指导学员完成 RG-CCP 的安装部署，主要包括资源规划、服务器部署两部分。掌握部

署 RG-CCP 方法，可以独立自主完成 RG-CCP 的资源规划并完成部署。 

1.1.3 实验需求 

1. 公司办公主机替换为锐捷办公桌面云后，规划三个新的网络，具体信息如下： 

网络项 配置项 配置值 

管理网络 

起止 IP 172.26.131.100-172.26.131.200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管理 IP 172.26.131.2 

网关 172.26.131.1 

DHCP 不需要 

所属 vl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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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链路聚合方式 

2. 千兆网口 1 与千兆网口 2 静态聚合，交

换机接口设置 Trunk Native VLAN 设置

为管理网 VLAN 

负载均衡 

存储网络 

起止 IP 自动生成 

子网掩码 自动生成 

存储服务器 IP 自动生成 

网关 自动生成 

DHCP 不需要 

所属 vlan 20 

3. 链路聚合方式 

4. 万兆网口 3 与万兆网口 4 静态聚合，交

换机接口设置 Access 

负载均衡 

业务网络 

起止 IP 192.168.X.1-192.168.X.255 | X=vlan ID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管理 IP 不需要 

网关 192.168.X.1 | X=vlan ID 

DHCP 需要 

所属 vlan 每个部门一个 vlan(100-107)， 

5. 链路聚合方式 

6. 复用千兆网口 1 与千兆网口 2 静态聚

合，交换机接口设置 Trunk 

不需要 

2. 开启服务器的超线程技术及虚拟化功能，并把引导方式调整为 UEFI； 

3. 制作启动 U 盘，并使用 U 盘安装系统； 

4. 参照上述表格配置服务器网络信息，并测试网络信息是否可用； 

5. 重新配置服务器密码，设置新密码为：Passw0rd@123； 

6. 采取极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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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实验思路 

1.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光盘、U 盘、或 PXE 完成服务器系统安装。 

2. 安装操作系统之后，登陆 TUI 完成网络配置与测试 

3. 使用 chrome 浏览器完成平台部署。 

1.1.5 实验步骤 

1. 安装服务器系统 

锐捷云服务器出厂后，默认已携带一个可用的服务器系统。本手册采用 U 盘作为启动

盘安装服务器。 

步骤 1 使用 U 盘启动盘刻录 

注：系统软件及刻录工具可以通过闪电兔获取。因为软件较大，下载之后最好做下

MD5 校验值比对。 

本手册演示单机服务器安装与部署。 

步骤 2 服务器设置 U 盘启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下图为案例： 

 

步骤 3 U 盘启动成功之后，安装程序启动。选择第一块固态盘作为系统盘进行安装，点击

yes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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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开始安装系统，等待安装完成后，点击左下角 reboot 重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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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UI 部署 

 
服务器连接键鼠，按<F2>登录TUI并进入网络配置界面，完成单机部署。 

步骤 1 登录 TUI。密码默认为服务器序列号后六位（注意大小写） 

 
如果忘记TUI登录密码，在首页使用快捷键<Ctrl+Alt+F>打开重置密码界面，选

<Reset>按钮即可将密码重置为初始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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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使用键盘的方向键，光标移动选择[Network Configuration]菜单，通过右方向键移动

光标配置管理主机网络。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管理网IP地址、管理网子网掩码、管理网网关、DNS等，图中DNS

服务器以114.114.114.114为例 

 
○  Role：角色配置。节点分为主机节点和管理节点，TUI部署时整个集群只能设置一个

管理节点，其他节点为主机节点。 

○  System Internal Network Subnet：建议保持默认值。若无IP冲突问题，请勿修

改。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解决方案类型为VDI+IDV部署，选择网络负载模式为平衡模

式，选择网卡聚合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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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后，方向键选择<Apply>按钮提交网络配置，直到提示ok。 

 
如果发现配置有误，可选择<Reset>重新编辑配置信息。 

 

3. 极简部署 

步骤 1 使用浏览器访问 https://<virtual IP>:9250 登录锐捷云计算平台（如 

https://172.26.131.131:9250），默认账号/密码：admin/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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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阅读并接受用户协议后，点击立即部署： 

 

步骤 3 时间同步设置，推荐“同步本地时间“，同步过程服务器会自动重启，服务器时间更

新成最新时间 

 
-  同步本地时间：同步本地 PC 的时间； 

-  同步 NTP 服务时间：同步外部 NTP 服务器时间； 

-  同步时间：同步自定义输入的时间； 

注：如果服务器时间与本地一致，选择”跳过时间同步”，可在后续运维中选择同步 NTP 服

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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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部署模式，锐捷云服务器推荐点击<极简部署>按钮进入极简部署系统完成部署，

若需要定制配置，请点击<高级部署>按钮部署。 

 

步骤 5 选择桌面云部署方案，点击办公桌面云 

 

步骤 6 填写管理节点的管理网 IP，如果是单机部署直接下一步，如果是集群，则可以添加指

定的主机 IP 完成集群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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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检查服务器的硬件要求是否满足极简部署条件（TUI 管理网卡配置、网线接入情况、

磁盘条件等），检查通过，则开始自动安装部署 

 
 

注意： 

-部署过程中请保持云服务器环境的可靠运行。如出现断网、断电等异常，可能会导致部署失

败。 

-如果是因为集群服务器规格等问题导致极简部署失败，可选择高级部署模式完成部署。 

步骤 8 安装完成后，首次登录需要修改管理员密码，根据实际需求填写即可。 

 
至此，平台部署完毕，你将拥有锐捷桌面计算平台 30 天的临时授权。可以在后续运维管中，

上传永久授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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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办公云安装部署 

1.2.1 背景简介 

完成 RG-CCP 的安装后，完成办公桌面云的安装部署。 

1.2.2 实验目的 

本章节指导学员完成办公云桌面的部署。 

1.2.3 实验需求 

1. 按照如下表格完成办公云的部署 

表1-1 办公云桌面部署项 

配置步骤 配置项 配置值 

配置策略 
云桌面策略 

勾选或编辑系统默认创建的

6 个云桌面策略 。 

网络策略  

软件上传 软件策略 
上传 QQ、微信等常用软件

安装包 

用户导入 
使用模板导入用户组 

用户信息参考下表，也可以

后续在管理平台添加 

同步域控信息 无需同步 

表1-2 用户信息 

用户组名 用户名 姓名 

云办公 张三 张三 

云办公/一组 李四 李四 

云办公/二组 王五 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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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实验思路 

1. 完成平台升级 

2. 完成办公云管理平台部署 

1.2.5 实验步骤 

1. 管理平台升级 

步骤 1 完成 RG-CCP 平台安装后，可点击云计算升级系统进入升级平台： 

 

步骤 2 单击上传，进入下一步： 

 

步骤 3 选择已经下载好的平台升级包，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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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开始上传，在浏览器右下角可看到上传进度，此时耐心等待，勿刷新页面， 

 

步骤 5 上传完成之后，进入升级包检测阶段： 

 

步骤 6 完成升级包检测后，状态为就绪，此时可以选中升级包，点击左上角升级，或者升级

包右侧操作-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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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准备升级页面，单击开始升级

 

步骤 7 整个升级过程经历安装包分发、升级环境检测、正式升级三个阶段，请耐心等待升级

完成，升级中会数次重启服务器。 

 

如遇到浏览器超时，无需担心，也可重新登陆升级平台查看整体升级进度： 

 

步骤 8 升级结束后，页面提示升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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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升级管理系统中，提升已升级： 

 

 

2. 办公云部署安装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s://云服务器 VIP:8443“进入办公云管理平台。 用户名密码：

admin/admin 

步骤 1 勾选需要准备的资料选项，并勾选接受《用户协议》，“加入用户体验计划”；单击

立即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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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策略配置：勾选默认云桌面策略、创建网络策略；也可以在后续平台管理中创建管

理：

 

步骤 3 软件上传：单击上传软件安装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常用软件包上传，后续在镜像

模板制作中已共享目录形式存在

 

步骤 4 查看是否已完成所需 qq、wechat 软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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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用户导入：根据模板完成用户组和用户导入，如有 AD 域，可以根据需要同步；也可

以在后续平台管理中进行用户组和用户创建管理

 

下一步确认信息之后，等待完成部署后即可进入平台进行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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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锐捷课堂桌面云 

2.1 RG-CCP 平台安装 

2.1.1 背景简介 

某市实验小学购买了锐捷的课堂桌面云，现服务器已经进场需要你去为客户部署课堂桌面云。

客户计划将课堂桌面云全部用于机房做教学使用，现计划部署一间机房，现在由你来负责该完

成 RG-CCP（Ruiji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锐捷云计算平台）的安装部署。 

2.1.2 实验目的 

本章节指导学员完成 RG-CCP 的安装部署，主要包括资源规划、服务器部署两部分。掌握部

署 RG-CCP 方法，可以独立自主完成 RG-CCP 的资源规划并完成部署。 

2.1.3 实验需求 

1. 公司办公主机替换为锐捷办公桌面云后，规划三个新的网络，具体信息如下： 

网络项 配置项 配置值 

管理网络 

起止 IP 172.26.131.100-172.26.131.200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管理 IP 172.26.131.2 

网关 172.26.131.1 

DHCP 不需要 

所属 vla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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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链路聚合方式 

2. 千兆网口 1 与千兆网口 2 静态聚合，交

换机接口设置 Trunk Native VLAN 设置

为管理网 VLAN 

负载均衡 

存储网络 

起止 IP 自动生成 

子网掩码 自动生成 

存储服务器 IP 自动生成 

网关 自动生成 

DHCP 不需要 

所属 vlan 20 

3. 链路聚合方式 

4. 万兆网口 1 与万兆网口 2 静态聚合，交

换机接口设置 Access 

负载均衡 

业务网络 

起止 IP 192.168.200.1-192.168.200.255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管理 IP 不需要 

网关 192.168.200.1 

DHCP 需要 

所属 vlan 200 

5. 链路聚合方式 

6. 复用千兆网口 1 与千兆网口 2 静态聚

合，交换机接口设置 Trunk 

不需要 

2. 开启服务器的超线程技术及虚拟化功能，并把引导方式调整为 UEFI； 

3. 制作启动 U 盘，并使用 U 盘安装系统； 

4. 参照上述表格配置服务器网络信息，并测试网络信息是否可用； 

5. 按照下表部署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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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项 设置参数 参数值 

基础信息 

计算集群名称 默认计算集群 

存储集群名称 默认存储集群 

存储网络 IP 地址 172.16.100.100 

存储池名称 默认存储池 

存储池冗余策略 2 副本 

网络配置 

主机节点名 host 02 

存储网络 IP 与存储网络 IP 地址同网段即可 

存储网络模式 平衡策略 

业务网络组网方式 独立组网 

业务网络模式 平衡策略 

磁盘规划 
缓存盘 选用 SSD 磁盘 

容量盘 剩下任意磁盘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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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实验思路 

1. 完成服务器安装、TUI 网络配置 

2.1.5 实验步骤 

1. 安装服务器系统与 TUI 部署参照 1.1.5 

2. 高级部署 

步骤 1 部署模式：选择高级部署

 

步骤 2 选择课堂桌面云

 

步骤 3 选择单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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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按要求配置基础信息

 

步骤 5 主机管理-编辑主机节点-基本信息：添加服务器 IP，后续可以在管理平台继续添加

 

步骤 6 主机管理-编辑主机节点-网络配置：选择平衡策略、成员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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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选择共享管理网络

 

步骤 8 主机管理-编辑主机节点-磁盘规划：选择一块缓存盘（推荐固态 480G）、

 

注：安装系统时已经使用一块系统盘 

步骤 9 余下作为容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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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信息检查无误之后，点击确认：

 

步骤 11 管理节点显示完成，此时点击下一步

 

步骤 12 网络信息：选择扁平网络方便部署，后续可以在管理平台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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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3 确认配置信息，如下图：

 

 

步骤 14 开始部署，耐心等待完成即可

 

3. 平台升级操作参考 1.2.5 第一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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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G-CCP 运维与管理 

3.1 计算资源管理 

3.1.1 背景简介 

A 企业已经完成了 RG-CCP 的平台安装部署，本章节实验指导学员在刚安装完的 RG-CCP 平

台中配置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的步骤。 

3.1.2 实验目的 

掌握 RG-CCP 平台中配置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的管理方法。 

3.1.3 实验需求 

7. 按照如下需求创建集群 

设置项 设置参数 设置值 

计算集群 

计算集群名称 Cluster1 

添加计算节点 Host 1 

绑定存储池 新存储池 1 

绑定虚拟交换机 新虚拟交换机 

存储池 

名称 Storage1 

冗余策略 2 副本 

容量盘 5 块 512G 磁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虚拟交换机 

名称 vswitch1 

绑定节点 Host 1 

Vlan 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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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高可用集群中添加一个主机节点作为高可用节点。 

3.1.4 配置思路 

4. 创建集群后，再创建存储池和虚拟交换机； 

5. 高可用主机节点需要先加入集群 

3.1.5 配置步骤 

1. 创建集群 

步骤 1 在锐捷云计算平台上展开“基础设施”，点击“计算集群”，选择“创建” 

 

步骤 2 给集群命名然后段及“确定”； 

 

步骤 3 给集群添加计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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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对应主机加入即可。 

2. 添加主机 

步骤 1 在锐捷云计算平台上展开“基础设施”，点击“主机节点”，点击添加； 

  

步骤 2 选择“精简纳管主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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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主机名称”及安装好的计算节点的“IP 地址”，再点击“完成”； 

  

步骤 4 稍等片刻添加成功即可； 

步骤 5 集群添加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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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存储池： 

步骤 1 在锐捷云计算平台上展开“存储资源”，点击“存储池管理”，选择“创建”； 

 

步骤 2 给存储池命名，然后选择要加入存储池的磁盘，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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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虚拟交换机： 

步骤 1 在锐捷云计算平台上展开“网络资源”，点击“虚拟交换机”，选择“创建”； 

 

步骤 2 给虚拟交换机命名、网络类型选择 vlan 网络并添加 vlanID 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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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为虚拟交换机绑定集群、主机、业务网络，点击“下一步：信息确认”； 

 

步骤 4 信息确认无误后即可完成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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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集群添加高可用节点 

步骤 1  在锐捷云计算平台上展开“基础设施”，点击“高可用配置”，选择“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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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添加成功后即可。 

3.2 RG-CCP 平台运维 

3.2.1 背景简介 

本章节实验指导学员在刚安装完的 RG-CCP 平台中配置集群、高可用、运维、告警信息的步

骤。 

3.2.2 实验目的 

掌握 RG-CCP 平台中配置集群、高可用、运维、告警信息的方法。 

3.2.3 实验需求 

1. 将系统时间和 internet 时间进行同步； 

2. 按照下表配置告警； 

表3-1 告警配置 

告警类别 告警状态 告警等级 通知方式 

存储池使用率 大于 80 % 严重 邮件通知 

主机在线状态 主机离线 严重 企业微信 

网卡 IP 冲突状态 IP 冲突 严重 企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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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配置思路 

为服务器设置 NTP 服务器或者同步互联网时间，然后在设置服务器告警。 

3.2.5 配置步骤 

1. 为系统设置 NTP 服务器： 

步骤 1 在锐捷云计算平台上展开“系统运维”，点击“NTP 同步设置”，选择“与 NTP 服务

器同步”，填写 NTP 服务器，点击“确定”。 

 

2. 为系统配置告警信息： 

步骤 1 在锐捷云计算平台上展开“告警监控”，点击“告警设置”，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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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按表格选择“告警类别”、“持续时间”、“告警等级”、“通知方式”，创建告

警。 

 

  



 

 

实验指导手册 第 39 页 
 

 

4 RCDC 运维与管理 

4.1 办公桌面云运维与管理 

4.1.1 背景简介 

本章节实验指导学员使用办公桌面云管理平台。 

4.1.2 实验目的 

学习本章节实验可以让学员完成日常的机房网络保障，云桌面控制器的开关机。 

登录云桌面控制器 web 界面，进行各项运维管理，包括云办公镜像管理、用户管理和云终端

管理等。 

4.1.3 实验需求 

1. 发布一个办公云 VDI 桌面； 

创建用户组：“云办公”； 

表4-1 用户信息 

用户组 用户名 姓名 手机号 

云办公 Office1 张三 12000000001 

2. 除领导和研发部门外，创建模板，并预装 QQ、微信，安装好相应的驱动并发布镜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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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实验思路 

4.1.5 配置步骤 

1. 创建 VDI 镜像： 

步骤 1  在锐捷云办公管理平台上展开“镜像管理”，点击“镜像文件”，选择“上传”； 

  

步骤 2 上传 Windows7 的镜像文件； 

  

步骤 3 上传成功后等待镜像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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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创建模板； 

 

步骤 5 填写模板信息，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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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启动云桌面； 

 

步骤 7 等待启动，开始安装系统； 

步骤 8 系统安装成功后安装 Guest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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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上传预装软件到“软件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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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安装 QQ、微信等预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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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 发布镜像即可； 

 

2. 创建用户： 

步骤 1 创建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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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创建用户； 

 

步骤 3 用户创建成功。 



 

 

实验指导手册 第 47 页 
 

 

 

步骤 4 软终端测试成功。 

 

4.2 课堂桌面云运维与管理 

4.2.1 背景简介 

本章节实验指导学员使用课堂桌面云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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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实验目的 

熟悉课堂桌面云的镜像制作、更新镜像、班级管理、教室创建部署、教学管理软件使用。 

4.2.3 实验需求 

1. 按照如下信息创建教室 

参数 参数项 参数值 

基本信息 

名称 机房 1 

教室类型 计算机机房 

描述 机房 1，公共机房 1 

教师机配

置 

教师机工作模式 IDV 

教师机终端 IP 192.168.1.1 

教师机主机名 TeacherPC1 

教师机云桌面 IP 192.168.1.2 

教师机云桌面子网掩码 255.255.255.0 

教师机云桌面网关 192.168.1.254 

教师机云桌面 DNS 114.114.114.114 

学生机配

置 

学生机工作模式 VDI 

学生机终端起始 IP 192.168.1.101 

学生机终端结束 IP 192.168.1.150 

学生机终端与云桌面联动关机 开启终端联动关机 

上课云桌面启动策略 启动所有云桌面 

座位配置 

最大学生数量 50 

座位名前缀 StudentPC 

座位名编号起始值 01 

VDI 云桌面网络策略 
1. 选择“机房 1”网络策略， VLAN 网络， 

VLAN I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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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I 云桌面网络策略 2. VLAN 网络 

VDI 云桌面起始 IP 172.16.100.101 

2. 按照如下参数创建镜像模板； 

参数 参数项 参数值 

基本参数 

镜像类型 VDI  

镜像名称 英语课 

镜像文件名 选择上传的镜像文件 

操作系统 选择镜像文件对应操作系统 

用途名称 信息技术课 

描述 英语课 

高级配置 

CPU 核数 2 

内存（GB） 4 

系统盘（GB） 40 

网络策略 选择网络策略：镜像模板的网络策略必须与云服务

器在同一个网段且能 PING 通云服务器。 

vGPU  不开启 

启用嵌套虚拟化 不开启 

3. 为模板安装驱动并设置学生云桌面云类型为还原； 

4. 发布镜像模板并把镜像模板分配给学生机。 

5. 部署教室终端，配置好终端 IP 地址后将终端连接到云服务器。 

6. 运行 HALO 体检，并保证体检分数大于 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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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实验思路 

4.2.5 配置步骤 

1. 参考“2.1.5 的 1.创建 VDI 镜像中步骤 1-11”完成镜像模板创建； 

2. 创建教室 

步骤 1 创建镜像策略； 

 

步骤 2 发布桌面； 

 

步骤 3 创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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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按表格填入参数，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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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瘦终端系统安装 

步骤 1 终端 U 盘刷机：下载 RG-RainOS_V3.8_R1.1052_L_Factory_x64.iso 系统，制作 U 盘

系统启动盘，服务器选择 U 盘启动

 

步骤 2 选择自动安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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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安卓 Rain 100S v2 终端：设备首次连接后，尝试连接服务器：

 

步骤 4 点击断开连接-点击页面设置-输入密码：ruijie.com；填入对应服务器 IP，测试连通性

正常。此时瘦终端可自动更新系统版本

 

注：遇到无法更新的情况，可以一键恢复。 

步骤 5 安卓 Rain 100S v2 终端一键恢复：终端关机的时候，用牙签按住 RECOVER 孔并维持

常按状态；在此同时，按一下电源键；等待屏幕显示机器人倒下的画面，此时可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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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RECOVER 按键：

 

步骤 6 安卓 Rain 100S v2 终端一键恢复：按一下终端电源键，开始固件一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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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恢复成功后，终端自行重启之后按步骤 3 操作，系统完成更新

 

4. 发布模板 

步骤 1 发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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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部署教师机连接云桌面：输入账号和密码登

 

步骤 3 部署学生机连接云桌面：设置-教室管理工具-统一配置学生机，打开教师机 CMR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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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点击选择部署模式为出厂部署

 

步骤 5 扫描教室内学生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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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按照要求填入起始 IP，进入配置

 

步骤 7 点击重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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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逐台完成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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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点击批量配置终端主机名、IP，下图为例：

 

 

步骤 10 完成后即可在 web-教室-座位终端列表中查看到相关信息，下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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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lo 体验验收 

步骤 1 下载 Halo 体检工具，http://wind.ruijie.com.cn 

 

步骤 2 解压之后，运行 Halo.exe 执行

 

步骤 3 接受用户体验协议

 

http://wind.ruiji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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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根据实际场景选择用户行业，本手册选择非涉密行业

 

步骤 5 输入云主机 IP，开始体检（集群部署，输入管理网络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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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开始体检

 

注： 

-Halo 体检工具评分>90 分，且无严重问题，该环境才算配置合格。 

-体检未达标时，报告也会给出明确的提示，根据提示进行处理后，再次体检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