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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控制台

查看系统邮件
并根据邮件指引操作

一、云桌面开通流程总览

说明：
      开通桌面条件：注册云桌面官网账号并完成企业认证；
      快速创建：默认托管AD，每个账户可申请5个桌面(最高使用20核vCPUs，40GB内存
和10个磁盘，磁盘总容量为900GB)；到期后可选择付费继续使用桌面或停止使用桌面；如
需更高规格需求配置，请通过以下自定义创建新的桌面，或联系我们。
      自定义创建：对接AD，有AD Managed、AD Connector两种方式，详情见第四点指引；
      疑难解答： 桌面申请成功后，系统将在30分钟之内自动发送桌面账号信息至用户提交
的有效邮箱。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送邮件至：csi.SpeedDesktop@chinasofti.com
 

  具体操作步骤详情见，下一页指引

国内官网地址：https://speeddesktop.cn                                         
海外官网地址：https://speeddesktop.com

企业实名认证

选择桌面配置
分区、计费与规格、镜

像储存、网络等

快速创建

购买并支付订单
余额结算&线下汇款

自定义创建

创建桌面

完成AD配置

AD Managed    |   
ADConnector

对接企业
AD目录

使用CSI
托管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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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验证并注册。

Step1：打开SD官网，点击【注册】按钮。

Step2：同意并注册。

②

一、云桌面开通流程总览

① ②
①租户管理员账号
②代理商账号

勾选并同意注册



Step4：注册成功，获取登录账号。

Step5：打开官网（国内地址：https://speeddesktop.cn、海外地址：https://speeddesktop.com）
登录账号，进入主页。

进入Speed Desktop官网

二、官网账号注册流程

https://speeddesktop.cn/


Step2：进入控制台，根据需要选择创建方式(优先选择自定义创建，便于后续测试数据保存)。

Step3：创建前需要完成【企业认证】，点击【去认证】，前往企业认证页面。

Step1：登录账号，点击【控制台】。

三、账号企业认证流程



进入企业认证审核流程

正常情况下，SpeedDeskTop团队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核，并邮件通
知您审核结果！

审核不通过邮件         || 请根据驳回理由，重新提交审核通过邮件

认证成功，返回账号中心，即可看到生效企业信息
     返回控制台，即可正常发起 桌面创建流程

Step4：按照要求填写企业认证信息，并提交认证审核！

Step5：等待认证审核结果。

三、账号企业认证流程



登录账号,进入官网主页

打开控制台

AD ConnectorAD Managed

对接企业
AD目录

完善AD对接信息完善AD 域配置

立即创建

网络配置 高级选项

AD托管
若企业无AD对接需
求，可直接申请AD
托管形式，使用
CSI提供的独立AD。

AD对接
若企业有AD对接需求，
须在线上提交AD信息。
CSI&SD团队会线下
与客户完成对接。

NO Yes

后台审批

申请开通

CSI&SD团队
与您线下沟通对接AD

审批通过/AD对接成功
创建桌面

AD审批/对接成功后，您可以在官网【控制台】发放单个桌面或批量发放桌面。

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送邮件至csi.SpeedDesktop@chinasofti.com

四、AD创建流程



方式一：快速创建（AD目录）
       POC期间，用户可以使用快速创建方式，使用现有CSI Active Directory目录。若您创建的
桌面商用后不再使用，建议采用此方式.若商用后仍需将桌面数据保留，请采用自定义创建方式。

       【操作步骤】
       Step1.登录云桌面管理控制台。
       Step2.在导航栏，选择“总览”。
       Step3.点击“快速创建”。
       Step4.系统弹出窗口后，选择“确认”;
       Step5.自动化配置公有AD，开通成功即可创建桌面。

客户在初次登录SpeedDesktop console，可以通过快速创建和自定义创
建2种方式来实现AD的管理。

四、AD创建流程

方式二：自定义创建（AD目录）
       允许 华夏云网云桌面 使用现有CSI Active Directory目录或客户Active Directory，必须向 
华夏云网云桌面 注册该目录。注册一个目录后，即可在该目录中启动 华夏云网云桌面。

      注册目录以便用于 华夏云网云桌面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Ø 如果您使用的是 AD Connector，则 AD Connector 必须直接连接到将用于 华夏云网云桌面 
部署的同一 VPC ，确保AD所在的VPC与华夏云网云桌面所在的VPC网络互通。

Ø 如果您使用的是CSI Managed AD, 系统将CSI Managed AD目录注册到华为云网云桌面VPC
所在子网。

方式一：快速创建云桌面，
默认选择托管AD

方式二：自定义创建云
桌面，进行AD对接



选项1：创建AD Managed目录

       操作步骤
       Step1.登录云桌面管理控制台。
       Step2.在导航栏，选择“总览”。
       Step3.点击“自定义创建”。
       Step4.在“租户配置”页面上，选中“AD Managed”填写如下信息：
                 区域：根据所选区域进行回填，不可编辑。
                 规格：小型、中型和大型
                 小型：支持最大桌面数            500
                 中型：支持最大桌面数 5000
                 大型：支持最大桌面数 100000
               【根域名】：目录的完全限定名称，域的完整域名系统 (DNS) 名称。此名称将仅在
您的 VPC 内解析。该名称不需要可公开解析。例如 corp.example.com。
               【域管理员密码】：目录管理员的密码。目录创建过程将创建一个具有 adsadmin 用
户名和此密码的管理员账户。至少包含字母、数字、符号中的两种。
               【确认密码】：重新输入管理员密码。
               【备注】：填写公司/项目名称，用于运营经理审批，以便您快速体验。
               【网络配置】：根据公司网络规划，选择华夏云网云桌面所属VPC网段，不可与公司
内部其他服务分配在同一网段。

四、AD创建流程



选项2：创建AD Connector目录
       

操作步骤
       1.登录云桌面管理控制台。
       2.在导航栏，选择“总览-自定义创建”/“租户配置”。
       3.选中“AD Connector”，填写如下信息。

     【根域名】：目录的完全限定名称，域的完整域名系统 (DNS) 名称。此名称将仅在您的 
VPC 内解析。该名称不需要可公开解析。例如 corp.example.com。
     【域管理员名称】：目录管理员的名称。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字符和以下字符: `_ - `，且必
须以字母开头。
     【域管理员密码】：目录管理员的密码。至少包含字母、数字、符号中的两种。
     【确认密码】：重新输入管理员密码。
     【主域控制器名称】：域控制器名称即计算机全名。Windows AD服务器的主机名称，登录
对应IP的AD服务器，在 “控制面板 > 系统和安全 > 系统 ”菜单下获取计算机名作为主机名称，
例如： FA-2016AD-01。
     【主域控制器IP】：您要连接到AD服务器的私网IP地址。
     【主DNS IP】 ：您要连接到的 DNS 服务器的 私网IP 地址。
     【备域控制器名称】：域控制器名称即计算机全名。
     【备域控制器IP】：您要连接到AD服务器的私网IP地址。
     【备DNS IP 】：您要连接到的 DNS 服务器的 私网IP 地址。

       

四、AD创建流程



批量创建桌面

五、自助创建云桌面

快速开通/AD对接成功后，支持单台桌面创建或批量创建桌面两种方式。

总览 桌面管理

创建桌面

选择分区/计费与规格/
镜像/存储

确认配置

分配桌面/标签

网络

文档导入

手动输入

下载模板

上传附件

填写信息

立即订购

打开控制台



五、自助创建云桌面

Step1 ：【快速开通】
       登录官网，菜单栏点击【控制台】，点击【快速开通】并【确认】。快速开通后，每个账
号可创建5个桌面，使用20核vCPUs，40GB内存和10个磁盘，磁盘总容量为900GB。到期后可
选择付费继续使用桌面或停止使用桌面；
       如需创建更多，请联系csi.SpeedDesktop@chinasofti.com



Step2 ：创建桌面基础配置。选择【随机分配】-【计费与规格】-【镜像】-【存储】，点
击【下一步】。

Step3 ：选择【网络】，点击【下一步】。

五、自助创建云桌面



Step4 ：分配桌面。选择【手动输入】后完善桌面信息，点击【下一步】。

Step5 ：确认配置，点击【立即购买】并支付金额。

备注说明：
Ø 桌面创建过程约20分钟，系统会自动发送邮件至您提交的有效邮箱。
Ø 对应站点资源下，申请公测之后创建的桌面无法进行站点间迁移，请创建桌面前确认

使用站点及 AD 对接形式。
Ø 目前海外地区可选亚太-曼谷、拉美-圣地亚哥、拉美-墨西哥城、拉美-圣保罗站点资

源，国内地区 可选北京四、上海一站点资源。项目采用就近原则，根据测试地点选择
站点，距离站点 越近，体验感越好。

五、自助创建云桌面

支付价格

自动续费功能

支付按钮



Step3：下载云桌面客户端，并安装。客户端下载方式有2种：①在邮件里面点击下载；
②门户下载地址（https://speeddesktop.cn/resource）

Step1：支付成功后，回到【控制台】，查看生成的新桌面。

Step2：查看 新分配桌面邮件信息推送。单击此处激活帐户并修改初始密码。

①允许下载

②

六、安装&使用云桌面

Step3

点击此处，进行账号激活，并修改初始密码

②

https://speeddesktop.cn/resource


Step5：输入云桌面账号及密码，登录使用。

Step4：打开桌面客户端，首次进入配置服务器地址及自定义名称。

登录成功，开启您的云桌面之旅。

服务器地址从上一
步邮件提示中获取

登录界面

六、安装&使用云桌面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