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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产品介绍
PART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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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机房存在的问题—使用体验差

体验
差

各自选择
操作系统

系统臃肿
操作卡顿

学生数据
转移困难

兼容性问
题频发

学生各自选择系统，易选错，

选错就要重启PC，影响上课

系统单一，软件与系统、软

件与软件之间兼容性问题多

大量软件安装在一个操作系统

上，系统臃肿、卡顿

通过U盘、邮箱、网盘等方法转移数据，

速度慢，易丢失、易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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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机房存在的问题—管理维护难

PC数量多、软硬件维护工作量巨大。

准备一次教学、考试环境需要4~6小时。

PC故障后需要购买配件或重装系统，维修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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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学堂是什么

个人数据

应用数据

操作系统

兼容性好 维护简便 极致体验 易扩展 灵活部署

云学堂是针对计算机教学场景化定制的软硬件一体化云桌面
解决方案。利用云计算的技术解决了传统机房的种种问题。
开箱即云，让教学机房变得更智慧、更稳定、更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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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学堂软件组件

H
3C

loud
 C

lass

管理端 集群管理、性能监控、模板管理、账号管理

教师端 屏幕广播、视频广播、虚拟教室、作业空间

学生端 自由上课、个人网盘、作业空间、自助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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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装部署
PART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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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主机配置要求

+ + +
E5-2600V3 每用户2G 至少1块300G 至少1块500G

CPU：1虚3
内存：用户数*每用户分配数（缺省2G）/0.8
SSD：至少1块300G，多多益善
HDD：至少1块500G，推荐2块做RAID，7200转即可
RAID卡：至少H24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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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机配置要求

配置项 配置要求

CPU 双核处理器2.3GHz及以上

内存 4GB及以上

硬盘 500GB SATA及以上

网卡 1个及以上千兆网卡

显示器 15寸以上液晶显示屏，推荐的分辨率为1200x800至1920x1080

操作系统

Windows 7 (32/64bit)
Windows 8 (32/64bit)
操作系统勿用家庭版
暂不支持Windows XP
推荐为Windows 7和Windows 8版本的操作系统安装Service Pack 1补丁



11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1111

学生机配置要求

配置项 配置要求

CPU 1.44GHz及以上

内存 2GB及以上

硬盘 8GB以上，推荐使用SSD

网卡 1个及以上千兆网卡

显示器 15寸以上液晶显示屏，推荐的分辨率为1200x800至1600x900

操作系统

Windows 7 (32/64bit)
Windows 8 (32/64bit)
Windows 10 (32/64bit)
暂不支持Windows XP
推荐为Windows 7和Windows 8版本的操作系统安装Service Pack 1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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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0

port4 access

port5 access

port1

port0

port1

port0

port1

port0

port1

port6 access

port7 access

教室一

教室二

教室三

教室四

外网 VLAN20(云桌面) VLAN20(终端)

VLAN30(云桌面) VLAN30(终端)

VLAN40(云桌面) VLAN40(终端)

VLAN50(云桌面) VLAN50(终端)

port3 trunk业务口和
各教室VLAN,PVID为业

务口所属VLAN

port2 access

交换机上配置业务口、各教室网段的网关
port0和port1的IP地址不能在同一个网段

网络规划-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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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规划-方案二

port0

port4 access

port5 access

port1

port0

port1

port0

port1

port0

port1

port6 access

port7 access

port2 access

port3 trunk业务口及
所有云桌面VLAN,PVID
是业务口所属VLAN

教室一

教室二

教室三

教室四

外网 VLAN60(云桌面) VLAN20(终端)

VLAN70(云桌面) VLAN30(终端)

VLAN80(云桌面) VLAN40(终端)

VLAN90(云桌面) VLAN50(终端)

交换机上配置业务口、云桌面和各教室网段的网关
port0和port1的IP地址不能在同一个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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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隔离

• 云学堂管理平台所在云主机上有为虚拟机分配IP地址的DHCP服务器。

• DHCP地址池在添加教室的过程中创建，会根据资源ID和教室信息为虚拟机生成静态的

MAC地址，从而生成MAC和IP地址静态绑定的地址池。

• 请避免在虚拟机同网段内有其他DHCP服务器，防止虚拟机获取到不在规划内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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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虚拟化安装要求

E0303版本，云学堂最新版本E0303适配CAS 5.0。

要求：

• 只需要安装CVK，服务器为云学堂专用，暂不支持它用。

• 请勿在CAS后台进行手动创建虚拟机或修改虚拟交换机配置等操作。(如果安装

cvm）

• 安装CAS CVK时，必须按照最新文档要求的分区要求，并且不设置网关。

说明：云学堂一体机（UIS-CLASS）出厂时已经安装好CAS C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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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虚拟化安装要求

安装CAS CVK时，不设置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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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虚拟化安装要求

CAS CVK时，必须按照最新文档要求的分区要求。

硬盘类型 磁盘空间大小 文件系统类型 分区挂载点 说明

机械硬盘
（HDD）

30GB EXT4 / 操作系统

20GB EXT4 /var/log 日志

100GB EXT4 /vms ISO文件和应用程序安装包

剩余空间 EXT4 /gluster/hdd 作业空间

固态硬盘
（SSD）

40%的容量 EXT4 /gluster/ssd 镜像和课程

60%的容量 EXT4 /vms/desktop 虚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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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云主机安装

1. 安装CVK
2. 安装云学堂管理平台
3. 上传base镜像课程模板
4. 添加教室

备注：一体机出厂默认已经
带管理平台安装包，18年3
月底之后版本，默认安装管
理平台

02 
学生机安装

安装学生机客户端

备注：c100终端默认安装
云学堂学生机版本，开机
即可

03 
教师机安装

安装云学堂教师端

备注：多媒体教学软件为
可选组件，默认用自研的。

04 
教师端部署

1. 学生端开机后，一键在
教师端部署完成。
2. 根据需求进行编号，
3. 重启终端

05 
功能测试验证

1. 测试上下课（60台，2
分钟内全部进入）
2. 测试教学软件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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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安装包“h3class-installer-version.tar.gz”上传至服务器。

1. 在服务器上执行如下命令解压安装包并切换至该目录下：

root@h3class1:~# tar -xvf h3class-installer-version .tar.gz

root@h3class1:~# cd h3class-installer-version

2. 显示当前目录内容，获取安装软件包名称。

root@h3class1: h3class-installer-version # ls

h3class-installer- version.bin

3. 执行安装脚本安装云学堂管理平台。

root@h3class1: h3class-installer-version #./h3class-installer-versio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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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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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镜像

基础镜像 基础操作系统
云学堂虚拟机端软件

教师教学所需软件

桌面镜像 学生使用桌面过程中
相关操作产生的文件

课程镜像

1.磁盘扩容

2.增加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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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上传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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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创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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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
该功能用于为镜像及课程分配动态IP地址，该IP用于外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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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学生端

使用云学堂学生客户端安装文件为学生机安装学生客户端的过程中，系统将自动安装如下软件：

• .NETFramework 4.5 

• 云学堂学生客户端

1. 当前学生机默认启动方式为Window Boot Manager，如果开机后不能进入桌面，可以手动将默认引导项（Boot Option 

#1）改为Window Boot Manager即可。修改方式为：进入BIOS，选择Boot>Boot Option #1>选择“Windows Boot 

Manager”项。单击F4保存并退出。

2. 设置学生机电源休眠时间为从不，具体方法为：在控制面板中找到并进入“电源选项”。单击“更改计划设置”链接，

将各选项设置为从不。

3. 将学生端安装包文件夹拷贝至学生机。

4. 进入文件夹选中可执行文件，文件名为CloudClassStudent-version.exe，其中version表示版本号。单击右键，在下拉

菜单中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A）”。

5. 学生客户端软件进行自动安装。安装完成后，学生机自动进入学生客户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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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学生端
云学堂学生客户端安装完成后将自动进入云学堂学生客户端自动部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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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端安装前检查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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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教师端
使用云学堂教师管理端安装文件为教师机安装教师管理端的过程中，系统将自动安装如下软件

• NETFramework 4.5 

• H3C云学堂专用上传软件

• 云学堂教师管理端

1. 云学堂学生客户端关闭教师机的防火墙，具体方法为：在控制面板中找到并进入“Windows防火墙”选项。在“打开或关闭Windows

防火墙”配置项中，将防火墙设置为关闭。

2. 为教师机配置静态IP地址。需要注意的是，请勿在教师机接入云学堂业务网络的网卡上配置从IP地址。

3. 将教师端安装包文件夹拷贝至教师机。

4. 在教师端安装包文件夹中选中可执行文件，文件名为CloudClassTeacher-version.exe，其中version表示版本号。单击右键，在下拉

菜单中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A）”。

5. 云学堂教师管理端软件进行自动安装。安装成功后，建议将云学堂教师端安装目录加入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的信任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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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端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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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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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指导

全新安装
（未安装CAS）

获取学生端配套版本
的教师端安装包，部
署成功后再进行升级

云学堂部署
(E0301H01)

全新开局

现有环境升级 参考升级指导书

获取学生端配套版本
的教师端安装包，部
署成功后再进行升级

安装CAS和管理
平台

一体机安装
（已安装CAS）

安装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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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指导

E0301H01
教师端
一键升级

管理平台
一键升级

学生端
一键升级

E0102P03系列
E0301 升级学生端 重装教师端升级管理平台

E0102P02H01
单台学生机脚

本升级
重装教师端备份课程

（可选）
重装CAS和管理

平台

注意：升级版本后，需要将课程模板中的作业空间挂载程序更新到配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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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使用指导
PART 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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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课

下课状态 上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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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教室

可对缩略图进行如下右键操作：
• 学生终端操作： 开机：远程开启学生端机器。

关机：远程关闭学生端机器。
重启：远程重启学生端机器。

• 学生桌面操作（上课情况下才会显示该项）： 还原：
还原学生端正在连接的云桌面。

重启：重启学生端正在连接的云桌面。

• 远程协助：远程对学生端桌面进行操作。
• 黑屏：学生终端屏幕将被强制置黑，禁止学生的一切操
作。

• 学生演示：允许指定学生远程操纵教师机桌面进行课程演示。
• 学生转播：将指定学生机的桌面转播给其他学生。
• 移动到：将指定学生移动到已存在或新建的学生分组中。
• 添加：添加分组。

(3) 批量操作：通过可框选或者通过鼠标结合Ctrl/Shift按键选中
多个学生，可批量对学生进行屏幕广播、视频广播、黑屏肃静等操
作。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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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

虚拟教室支持分组，支持鼠标多选进行开关机等批量操作。

老师可以将班级学生编入不同的小组，针对某一小组可单独使用屏幕

广播、视频广播、黑屏肃静、文件分发、远程开关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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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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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空间

该功能用于管理作业空间。



39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939

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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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广播
该功能用于将教师机屏幕画面以及声音广播给学生机，学生在自己的电脑上
可观看教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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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广播
教师可以通过视频广播功能在自已的计算机上播放视频，让学生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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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教鞭

在屏幕广播过程中可使用画笔做提醒标记备注，增加互动性，使学生更好的学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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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开启签到功能，实现对到场学生的信息统计。系统默认为“实名签

到”，可手动选择切换到“匿名签到”。签到后，签到按钮会变成“签到中”。学

生签到后，教师端集中上课，学生课程模板将自动挂载每个学生自己的“个人网盘”

（匿名签到没有个人网盘）

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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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端自由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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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故障处理
PART 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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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部署故障处理
1、初始化部署，在部署主机阶段提示“云主机本地镜像存储/vms/images未就绪

解决方法：检查分区，严格按照安装指导上的要求分区。

2、云学堂环境重装CAS和管理平台，需要对License进行重新注册

解决方法：如果先后安装在同一台服务器上。由于License只与服务器的MAC地址存在

绑定关系，使用原Lic文件直接激活License即可。如果Lic文件丢失或安装到不同服务器

上，提交“工作联络单”申请授权码与物理机解绑，然后重新注册。E0102P03H03及其

之后的版本，Lic文件会被默认备份到安装有管理平台软件的服务器上，存放目录为

/var/lib/h3class/repo/，可以使用FTP工具将Lic文件传输到本地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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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故障处理

1、修改业务口IP

解决方法：先维护主机，然后在虚拟交换机中找到hccvswitch，点击<修改>按钮。修

改后要同步修改教师端上记录的管理平台IP地址，并且要进行一次终端部署。（通过管理

口访问管理平台）

2、修改管理口IP

解决方法：SSH登录服务器，修改/etc/network/interfaces文件，然后修改数据库，如

果是管理平台安装的服务器，还需要修改config.y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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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故障处理

1、教师管理端上显示的课程与管理平台上显示的课程不同步

解决方法：

• 首先检查管理平台是否存在灰色的课程图标，灰色图标表示该课程未启用。

• 其次确认教师管理是否已刷新课程列表。

• 最后检查课程是否为公开课程，如果不是公开课程，检查登入的老师账号对于该课

程是否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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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故障处理
2、素材空间和学生空间挂载失败

解决方法：

• 首先检查服务端/opt/doc/samba目录是否存在与当前教室对应的学生空间和素材

空间目录，教师端软件目录下的y.dat和z.dat文件中记录了素材空间和学生空间在

服务端的空间存储名称。如果找不到，请重新创建教室。

• 其次检查VMAgent进程是否运行。

• 最后手动映射教师端学生空间盘和素材空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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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故障处理

3、教师端上课时，提示资源不足。或者有几台学生终端无法进入到云桌面

解决方法：

• 首先检查教室当前设置是否满足“云主机可创建的最大虚拟机数量取CPU、内存和

License三者各自支持创建虚拟机数量中的最小值”。

• 其次修改虚拟化比例。

• 最后修改/etc/cvk/cpu_mem_threshold.conf文件，将CPU后面的数值85修改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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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故障处理

4、因教师端软件配置文件损坏，需要重新安装教师端软件

解决方法：

• 记录教师端配置信息。

• 然后备份Configruation.xml文件。

• 重新安装教师端后将Configruation.xml文件拷贝回安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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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故障处理

5、集中上课，学生机无法成功连接虚拟机

解决方法：

• 首先检查网络，检查虚拟机是否获取到IP地址，获取的IP地址是否在预期范围内。

• 检查防火墙是否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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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学习途径
PART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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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学堂wiki及微信订阅号
h3classwiki.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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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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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
www.h3c.com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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