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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使用 SFS 网络文件系统

操作场景

涉及多人维护的文件，管理员可在对应区域中购买文件系统并指导对应区域桌面用户
将文件系统挂载至桌面中，实现同一区域中的多个桌面用户共同访问和分享文件。具
体可用场景，请参见弹性文件服务SFS产品文档的应用场景。

使用限制
● 云桌面VPC未使用对等连接。

● 创建的文件系统与云桌面必须使用同一VPC。

● 桌面重启后需要重新挂载文件系统。

● UOS操作系统的桌面挂载文件系统需连接互联网。

前提条件
● 管理员已成功购买桌面。

● 管理员已具有弹性文件服务的操作权限。

说明

● 自主注册的华为云帐号默认拥有华为云所有服务的操作权限，如果您使用的是此类账
号，无需再进行确认。

● 华为云帐号下新建的IAM帐号，需要加入“admin”内置用户组，或者拥有弹性文件服
务操作权限的用户组，才可使用弹性文件服务。可进入“统一身份认证服务”中查看是
否属于“admin”内置用户组。若非“admin”内置用户组，请参见弹性文件服务授权
赋予IAM帐号使用弹性文件服务的权限。

操作步骤

创建文件系统

步骤1 使用管理员帐号登录管理控制台。

1. 在华为云官网，单击页面右上方“控制台”。

2. 根据页面提示输入帐号名和密码后，单击“登录”。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Region和Project。

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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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请选择需要共同访问和分享文件的桌面所在Region（区域）和Project（项目）。

步骤3 单击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存储 > 弹性文件服务”。

步骤4 请根据表1-1，参考弹性文件服务产品文档中的“创建文件系统”描述，创建对应类型
的文件系统。

表 1-1 不同桌面类型适用的文件系统类型

桌面操作
系统类型

可创建文件系
统类型

说明

Windows SFS容量型 创建SFS容量型文件系统时，协议需选择“CIFS”。文
件系统需与待使用的桌面为同一VPC，且桌面VPC未使
用对等连接。

SFS Turbo 创建SFS Turbo文件系统时，协议需选择“NFS”。文
件系统需与待使用的桌面为同一VPC，且桌面VPC未使
用对等连接。

UOS SFS容量型 创建SFS容量型文件系统时，协议需选择“NFS”。文
件系统需与待使用的桌面为同一VPC，且桌面VPC未使
用对等连接。

SFS Turbo 创建SFS Turbo文件系统时，协议需选择“NFS”。文
件系统需与待使用的桌面为同一VPC，且桌面VPC未使
用对等连接。

 

说明

SFS容量型有大容量、高带宽、低成本的优点，SFS Turbo有低时延、高IOPS、高带宽、租户独
享的优点，不同文件系统类型之间的具体差别请参见文件系统类型。

挂载文件系统至桌面

步骤5 使用终端用户帐号密码通过客户端登录桌面。

步骤6 根据桌面操作系统类型及创建的文件系统类型，在桌面中挂载文件系统。

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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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不同桌面类型的文件系统挂载操作

桌面操作
系统类型

文件系统类型 挂载步骤

Windows 协议为
“CIFS”的
SFS容量型

说明
Windows版本不同，进入应用的路径可能不同，请以实际
Windows版本显示为准。

1. 单击 ，选择“文件资源管理器”，进入文件资源
管理器列表页面。

2. 在左侧导航列表中，右键单击“此电脑”，选择
“映射网络驱动器”，进入映射网络驱动器设置页
面。

3. 在“文件夹”输入框中输入挂载地址。

说明
挂载地址，请联系管理员在管理控制台的弹性文件服务的
“SFS容量型”列表中获取。例如挂载地址显示为“\\sfs-
nas01.cn-north-1.huaweicloud.com\share-15a8365c”，
则在“文件夹”输入框中输入“\\sfs-nas01.cn-
north-1.huaweicloud.com\share-15a8365c”。

4. 单击“完成”，即可进入共享文件系统中。

协议为
“NFS”的
SFS Turbo

1. 参考“挂载NFS文件系统到云服务器
（Windows）”中的“安装NFS客户端”步骤，在
Windows桌面中安装NFS客户端。

2. 参考“挂载NFS文件系统到云服务器
（Windows）”中的“修改NFS传输协议”步骤，
在Windows桌面中修改NFS传输协议。

3. 进入Windows桌面的CMD命令运行应用中。

4. 执行如下命令挂载文件系统至Windows桌面中。
mount -o nolock -o casesensitive=yes 挂载地址!
X:
说明
命令中的挂载地址，请联系管理员在管理控制台的弹性文
件服务的“SFS Turbo”列表中获取。例如挂载地址显示为
“10.10.10.1:/”，则挂载命令为“mount -o nolock -o
casesensitive=yes 10.10.10.1:/! X:”。

5. 挂载成功后，可在“此电脑”界面，查看到共享文
件系统。

说明
Windows版本不同，对本机的称呼不一样，请以实际
Windows版本显示为准。

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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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操作
系统类型

文件系统类型 挂载步骤

UOS 协议为
“NFS”的
SFS容量型和
SFS Turbo

1. 在桌面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在终端中打开”，
进入命令运行页面。

2.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系统是否安装NFS软件包。
dpkg -l nfs-common
如果返回“un nfs-common”表示未安装NFS客户
端，请执行6.3。如果返回“ii nfs-common”，则
已安装NFS客户端，请执行6.4。

3. 执行如下命令，安装NFS客户端。

说明
需确保桌面已连接互联网。桌面访问互联网配置请参考配
置云桌面访问公网。

sudo apt-get install nfs-common
4. 执行如下命令，切换到root用户。

su root
输入桌面登录密码。

5. 执行如下命令，创建用于挂载文件系统的本地路
径。
mkdir 本地路径
说明
本地路径请自定义。例如设置本地路径为“/home/用户
名/sharefiles”。

6. 执行如下命令挂载NFS文件系统至桌面中。
mount -t nfs -o
vers=3,timeo=600,noresvport,nolock 挂载地址
本地路径
说明
挂载地址请联系管理员在管理控制台的弹性文件服务的文
件系统列表中获取。本地路径即为6.5中创建文件路径。例
如挂载地址显示为“sfs-nas01.cn-
north-1.huaweicloud.com:/share-1a752702”，本地路径
为“/home/user1/sharefiles”，则挂载命令为“mount -t
nfs -o vers=3,timeo=600,noresvport,nolock sfs-
nas01.cn-north-1.huaweicloud.com:/share-1a752702 /
home/user1/sharefiles”。

7. 执行如下命令，可查看挂载文件系统。
df -h
返回信息中包括6.5中新建的本地路径挂载点，则文
件系统挂载成功。

8. 在桌面中进入6.5中新建的本地路径，即可使用共享
文件系统。

----结束

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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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CBR 备份恢复云桌面

操作场景

当发生病毒入侵、人为误删除、软硬件故障等事件时，可通过CBR的备份服务将云桌
面的数据恢复至任意备份点。备份恢复过程中，CBR会保障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正确
性，确保业务安全。

前提条件
● 已购买云桌面。

● 管理员帐号已具备云备份服务操作权限。

说明

● 自主注册的华为云帐号默认拥有华为云所有服务的操作权限，如果您使用的是此类账
号，无需再进行确认。

● 华为云帐号下新建的IAM帐号，需要加入“admin”内置用户组，或者拥有云备份服务
操作权限的用户组，才可使用云备份服务。可进入“统一身份认证服务”中查看是否属
于“admin”内置用户组。若非“admin”内置用户组，请参见云备份服务授权赋予
IAM帐号使用云备份服务的权限。

操作步骤

购买云桌面备份存储库

步骤1 使用管理员帐号登录管理控制台。

1. 在华为云官网，单击页面右上方“控制台”。

2. 根据页面提示输入帐号名和密码后，单击“登录”。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Region和Project。

说明

请选择需要创建备份的桌面所在Region（区域）和Project（项目）。

步骤3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存储 > 云备份”。

进入云备份总览页面。

云桌面
最佳实践 2 通过 CBR 备份恢复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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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云桌面备份”。

进入云桌面备份列表页面。

步骤5 在右上角单击“购买云桌面备份存储库”。

进入购买云桌面备份存储库配置页面。

步骤6 根据实际需要配置如表2-1所示参数。

表 2-1 购买云桌面备份存储库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配置说明 取值样例

计费模
式

● 包年包月是预付费模式，按订单的购买
周期计费，适用于可预估资源使用周期
的场景，价格比按需计费模式更优惠。

● 按需计费是后付费模式，根据实际使用
量进行计费，可以随时购买或删除存储
库。费用直接从账户余额中扣除。

按需计费

选择云
桌面

● 立即配置，需选择未绑定存储库且状态
为“运行中”或“使用中”的桌面。

● 暂不配置，需在创建存储库后参考步骤
9~步骤11再绑定云桌面。

立即配置

DOC03

存储库
容量

取值范围为10GB~10485760GB。存储库容
量不能小于备份云桌面的总容量。您可以参
考我需要购买多大的存储库提前规划存储库
容量。如果实际使用时存储库容量不足，可
以通过扩容存储库扩大容量。

-

自动备
份

● 立即配置，配置后会将存储库绑定到备
份策略中，整个存储库绑定的云桌面都
将按照备份策略进行自动备份。可以选
择已存在的备份策略，也可以创建新的
备份策略。新的备份策略创建请参见创
建存储库备份策略。

● 暂不配置，存储库将不会进行自动备
份。请在创建存储库后参考步骤12~步骤
14手动进行云桌面数据备份。

立即配置

备份策略 defaultPolicy

企业项
目

如开通了企业项目，需要为存储库添加已有
的企业项目。

企业项目是一种云资源管理方式，企业项目
管理提供统一的云资源按项目管理，以及项
目内的资源管理、成员管理，默认项目为
default。
说明
如果已为IAM用户配置CBR FullAccess策略，则
在创建存储库时将无法显示和选择企业项目，需
要前往企业项目为目标用户组添加CBR
FullAccess策略即可。

-

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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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配置说明 取值样例

标签 （可选）为存储库添加标签。

标签以键值对的形式表示，用于标识存储
库，便于对存储库进行分类和搜索。此处的
标签仅用于存储库的过滤和管理。一个存储
库最多添加10个标签。

-

存储库
名称

自定义存储库名称。

只能由中文字符、英文字母、数字、下划
线、中划线组成，且长度小于等于64个字
符。例如：workspace-vbc_612c。

workspace-vbc_612c

购买时
长

当计费模式为“包年/包月”时，需要选择
购买时长。可选取的时间范围为1个月~5
年。

可以选择是否自动续费，勾选自动续费时：

● 按月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个月。

● 按年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年。

-

 

步骤7 单击“立即购买”。

进入信息确认页面。

● 包年/包月：确认存储库配置信息无误后，单击“去支付”，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支
付。

● 按需计费：确认存储库配置信息无误后，单击“提交”。

步骤8 返回云桌面备份页面。可以在存储库列表看到成功创建的存储库。

● 如果创建存储库时已完成云桌面选择，请根据需要参考步骤12~步骤14手动创建
备份或者等待自动备份完成后，再参考步骤15~步骤17恢复云桌面数据。

● 如果创建存储库时未完成云桌面选择，请参考步骤9~步骤11完成云桌面绑定，再
根据需要参考步骤12~步骤14手动创建备份或者等待自动备份完成后，再参考步
骤15~步骤17恢复云桌面数据。

绑定云桌面

仅在步骤6中购买存储库配置参数时未选择云桌面，或者需要在存储库中追加云桌面
时，需要执行此操作。

步骤9 在桌面备份页面，找到目标存储库，单击“绑定云桌面”。

步骤10 在资源列表中勾选需要备份的云桌面，勾选后将在已选列表区域展示，如图2-1所示。

图 2-1 绑定云桌面

云桌面
最佳实践 2 通过 CBR 备份恢复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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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需选择未绑定存储库且状态为“运行中”或“使用中”的桌面。

步骤11 单击“确定”。

在存储库列表“已绑定云桌面（个）”一列可以看到绑定的云桌面个数，查看到资源
已成功绑定。

创建备份

仅在步骤6中购买存储库配置参数时未设置自动备份，或者在自动备份周期外需要手动
创建备份数据时，需要执行此操作。

步骤12 在桌面备份页面，找到目标存储库，单击“操作”列的“执行备份”。

步骤13 勾选需要创建备份的云桌面，设置备份名称，设置备份描述，选择是否启用执行全量
备份，如图2-2所示。

图 2-2 备份参数配置

步骤14 单击“确定”。

在“备份副本”页签，产生的备份的“备份状态”为“可用”时，表示备份任务执行
成功。

恢复云桌面

已成功生成云桌面备份数据后，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数据恢复。

步骤15 在桌面备份页面，切换到“备份副本”页签。

步骤16 找到存储库和对应的云桌面所对应的备份，单击状态为“可用”的备份所在行的“恢
复数据”，如图2-3所示。

云桌面
最佳实践 2 通过 CBR 备份恢复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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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恢复数据

须知

● 恢复云桌面数据之后将导致备份时间点的数据覆盖云桌面数据，一旦执行，无法回
退。

● 恢复服务器的过程中会关闭云桌面，请在业务空闲时操作。

如果取消勾选“恢复后立即启动云桌面”，则恢复云桌面操作执行完成后，需要手动
启动云桌面。

步骤17 根据页面提示，单击“确定”。

可以在云桌面备份副本页面和云桌面页面确认恢复数据是否成功。直到云桌面的“状
态”恢复为“可用”时，表示恢复成功。

----结束

云桌面
最佳实践 2 通过 CBR 备份恢复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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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2-11-03 第二次正式发布。

新增：

通过CBR备份恢复云桌面

2022-03-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云桌面
最佳实践 A 修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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