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学堂解决方案及开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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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H3C 云学堂解决方案介绍
PART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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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账户

个人数据

应用数据

桌面操作系统

云学堂平台

VDI是云学堂实现的基础：什么是VDI？

VDI(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是一种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云业务应用。使用虚拟化技术，一台
服务器可同时满足多人的PC独立使用需求，从而将机构内部的PC环境从“分散的物理PC”变为“集中
的云PC数据中心”。

虚拟化CAS

硬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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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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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学堂解决方案

云学堂是针对九年义务教育中小学计算机教室场景化定制的云PC解决方案。依托于云计算技
术，把教学需要的桌面、应用、资源部署在云端，满足信息技术课、英语口语训练等多种场景
的需求。同时，还兼具丰富的运维特性和互动功能，有效降低维护工作量，提高学习效率！

学生桌面、教学应用
部署在云端

学生终端

桌面连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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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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C 云学堂与传统计算机教室的对比
PART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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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学堂机房优势传统PC机房存在的问题
逐台维护、费时费力

准备教学环境工作量巨大

故障修复耗时长，教学中断

维护难

不环保
占用空间大

能耗高

噪声大、发热量大

体验差
PC开机、运行速度慢

单系统兼容性问题频发

学生行为不可控，教学效果差

云平台统一进行升级、维护

在模板中统一更新教学环境

H3C专家5X8小时在线解决故障

虚拟机采用链接克隆技术占用空间小

学生端功耗低

学生端体积小

学生端和虚拟机采用固态硬盘，开机及运行速度快

不同课程模板可以采用不同的操作系统

监控各个学生画面，严格控制学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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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求助
教师端发起一键求助，在线的专家直接远
程协助用户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自动
记录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归档到问题库。
跟踪记录用户问题反馈，高效及时解决问
题，提升产品口碑。

一键巡检
一键巡检服务器，教师机及课程模板中存
在的问题及没有执行优化的优化项，帮助
用户一键完成部分异常的修复及优化。另
集成求助工具及wiki帮助，给用户提供更
多的求助渠道。

在线升级
云学堂新发布新的版本，管理平台及教师
端及时接收到消息提醒，并一键获取最新
的云学堂软件版本包，根据wiki的指导手
册，完成云学堂新版本的升级。

一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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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Step 2

一键连接
运维人员

请求客服人员控制您的电脑

传输文件给客服人员 请求观看客服人员额桌面

共享桌面给客服人员

问题概述

详细内容

问题类型

截图或者
日志

问题处理的进展

远程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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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学堂运维监控平台

• 区县云学堂建设和使用情
况一屏尽览，教育信息化
建设成果展示更直观。

• 上课情况、使用频率等信
息一目了然，避免资源闲
置与浪费。

• 系统风险提前预警，提前
服务，防患于未然。

• 故障及时发现，准确定位，
配合远程运维工具，足不
出户日理万“机”。

• 区域巡检，多维度报表，
科学指导信息化建设方向。

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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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学堂内容运营平台

• 共享课堂：教学直播/录
播，师资共享，区域教
育资源均衡不再难。

• 共享课件：优质课件资
源库，随需取用。

• 教学仿真：在线实验，
电脑上的理化生实验室。

• 运营中心：丰富的教育
云服务目录。

• 应用商店：优质教学应
用的集合。

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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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H3C 云学堂规划及安装部署
PART 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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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规划
云学堂服务器通常使用两路的服务器，带有两颗物理CPU。
可供虚拟机分配的vCPU个数=CPU总核数×3，此处的CPU总核数=物理CPU个数×每个物理CPU
的核数，超线程不予计算。（老版本云学堂支持1虚4，但是性能会降低）
为课程模板分配的vCPU资源在创建课程模板时由用户自行配置，针对不同课程模板的性能要求，推
荐的vCPU配置如下：

对于标准配 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每台虚拟机分1个 vCP
对于高性能配 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每台虚拟机默认分2个 vCPU

假设云主机的CPU总核数为2×10，在不考虑内存的情况下，对于标准配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支持
创建60台虚拟机；对于高性能配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支持创建30台虚拟机
为了提高性能，在服务器支持的前提下，请务必开启超线程功能，具体方法请参见服务器的配套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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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规划
可供虚拟机分配的内存为云主机的总内存的85%
为课程模板分配的内存资源在创建课程模板时由用户自行配置，针对不同课程模板的性能要求，推
荐的内存配置如下：

对于标准配 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每台虚拟机分2G 内存
对于高性能配 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每台虚拟机默认分4G 内存

假设云主机的总内存为100G，在不考虑CPU的情况下，对于标准配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支持创建
42台虚拟机；对于高性能配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支持创建21台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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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规划
云学堂服务器通常配置两块机械硬盘和两块固态硬盘。
机械硬盘（HDD）≥300GB（推荐值为2×1TB）。
固态硬盘（SSD）≥200GB（推荐值为2×300GB）。
请确保机械硬盘（HDD）的物理盘位顺序在固态硬盘（SSD）之前，可在服务器上调整硬盘盘位顺序。
两块机械盘配置RAID1，两块固态硬盘配置RAID0。

/gluster/ssd分区用于存放系统镜像，/vms/desktop用于存放上课后平台中所有的虚拟机。

备注：上课后系统中建立的虚拟机均采用连接克隆技术，实际使用的存储空间会远远小于所有虚拟机磁盘空
间之和。

硬盘类型 磁盘空间 分区文件系统类型 分区挂载点

机械硬盘（HDD）

30GB EXT4 /
20GB EXT4 /var/log
100GB EXT4 /vms
剩余空间 EXT4 /gluster/hdd

固态硬盘（SSD） 40%的容量 EXT4 /gluster/ssd
60%的容量 EXT4 /vms/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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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口规划
• 用于部署云学堂的服务器通常有4个板载千兆电口。
• 当环境中的服务器数量不超过4台时，推荐采用2个千兆电口承载管理网，另选2
个千兆电口聚合承载业务网。

• 4台及以上（不包括4台）的集群环境中，需要为云主机的业务口、管理口分别配
置万兆网卡。

• 管理网和业务网的用途和虚拟化平台类似，用于平台内部各个服务器之间通信；
• 业务网用于平台内虚拟机与外部通信。

备注：实际开局时建议配置并连接HDM接口，方便后期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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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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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认现场环境，准备软件版本 2、服务器配置RAID，安装CVK

3、在管理节点安装云学堂平台4、部署云学堂集群

5、安装教师端 6、安装学生端

安装部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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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服务器、教师端和学生端联调 8、上传base镜像和软件

9、部署课程镜像10、导入license

11、完成checklist 12、资料移交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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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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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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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H3C云学堂日常使用注意事项
PART 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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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网关设置在业务网。与常见的虚拟化平

台不同，云学堂管理网通常不用跨网段访问，

大集群环境时业务网需要跨网段访问，故安装

CVK时不设置网关，网管后续设置在业务口。

网关落在业务网口

云学堂存储采用链接克隆技术，随着使用时间

的增加存储占用空间会越来越大，不及时下课

会引发平台故障。故需要在每次上完课后，在

教师端点击下课，释放存储空间。

及时下课

更新课程模板之前需要下课，保证模板没有
在被使用。再将模板虚拟机开机，更改完成
后再关机。

使用base镜像时务必更新vmserver程序。云学
堂每个版本都有配套的vmserver程序，请在安

装完base镜像后按照指导书更新vmserver

更新vmserver

更新模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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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哪些是云学堂相对传统PC优势 （多选）
A 能耗低 B 易维护 C 运行速度快 D 资源利用率高
答案：ABCD
2、安装虚拟化环境CAS时是否设置网关 （单选）
A 不设置 B  设置
答案：A
3、安装虚拟化环境CAS时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一共需要划分几个分区 （单选）
A、3 B、4 C 、5 D、6 
答案 C
4、下列哪个磁盘分区用于存放课程镜像 （单选）
A、/vms/desktop B、/vms C、/gluster/hdd D、/gluster/ssd
答案 D
5、下列哪个磁盘分区用于存放课程桌面虚拟机 （单选）
A、/vms/desktop B、/vms C、/gluster/hdd D、/gluster/ssd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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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台服务器有2颗10核的CPU，该服务器可以虚拟多少VCPU？
A、50                      B、60                    C、70                     D、80
答案：B
7、一台服务器有8个16GB内存，该服务器有多少内存资源可供桌面虚拟机使用？
A、92                 B、100              C、108                   D、116
答案：C
8、下列哪些是云学堂功能（多选）
A、远程运维 B、一键求助 C、教学资源共享 D、一键巡检
答案：ABCD
9、下列哪个不属于云学堂的三级镜像（单选）
A、系统镜像 B、课程镜像 C、桌面镜像 D、个人镜像
答案：D
10、云学堂集群环境中，当服务器数量超过 台时，管理网和业务网需要采用
万兆网口？（单选）
A、3             B、4            C、5            D、6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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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
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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