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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H3C Cloud 云学堂安装指导主要介绍了 H3C Cloud 云学堂的安装、注册、卸载方法。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2.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产品配套资料 

H3C Cloud 云学堂安装指导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联机帮助 

H3C Cloud云学堂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帮助您了解云学堂管理平台的使用方法 

H3C Cloud云学堂 教师管理端联机帮助 帮助您了解云学堂教师管理端的使用方法 

H3C Cloud云学堂 学生客户端联机帮助（X86） 帮助您了解云学堂X86学生客户端的使用

方法 

H3C Cloud云学堂 学生客户端联机帮助（ARM） 帮助您了解云学堂ARM学生客户端的使用

方法 

用户手册 H3C Cloud云学堂 用户手册 
帮助您了解云学堂常用的功能操作，以及定

位和解决在使用云学堂解决方案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 

升级指导书 H3C Cloud云学堂 升级指导书 帮助您了解云学堂历史版本至当前版本的

升级方式 

故障处理手册 H3C Cloud云学堂 故障处理手册 帮助您了解云学堂使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处理方法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info@h3c.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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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产品简介 

H3C 通过对教育行业的深入调研，针对计算机教室的教学需求，结合云计算技术研发了新一代计算

机教学解决方案——H3C Cloud 云学堂。H3C Cloud 云学堂利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将学生的桌面

环境以虚拟机的形式托管到云主机（即高性能服务器）上，只需一台云主机，便可获得几十台性能

超越普通 PC 的虚拟机，这些虚拟机通过网络交付给学生机（瘦终端或普通 PC），学生便可体验生

动的云桌面环境。 

1.2  产品组件 

H3C Cloud 云学堂解决方案中涉及到的硬件包括云主机，学生机和教师机。 

• 云主机用于部署云学堂管理平台。 

 云主机推荐使用 H3C UIS-CLASS 系列云学堂一体机。该系列一体机包含三种型号，不同

型号支持的虚拟桌面数不同。例如，UIS-CLASS-60 表示支持支持 60 个虚拟桌面。一体机

出厂前已预装 CAS 虚拟化软件和云学堂软件。 

 云主机也可使用配置满足要求的裸服务器，支持用户数量由云主机配置确定，授权需要与

用户数量对应，支持单独购买。 

• 学生机用于部署云学堂学生客户端。 

 对于安装 X86 学生端的学生机，推荐使用 C100E 瘦客户机、C200E 或 C201E 显示器一体

机。 

 对于安装 ARM 学生端的学生机，推荐使用 C112E 或 C110E 瘦客户机。 

• 教师机用于部署云学堂教师管理端。推荐使用操作系统较为纯净的 PC 充当教师机。 

表1 云学堂解决方案硬件产品 

产品 云主机 学生机 

示意图 
   

产品型号 

推荐使用云学堂一体机： 

• UIS-CLASS-60（最多支持 60 个云桌面） 

• UIS-CLASS-45（最多支持 45 个云桌面） 

• UIS-CLASS-30（最多支持 30 个云桌面） 

适用于安装X86学生端的学生机如下： 

• C100E、C100E+（瘦客户机） 

• C200E、C201E（显示器一体机） 

适用于安装ARM学生端的学生机如下： 

• C112E（瘦客户机） 

• C110E（瘦客户机） 

产品描述 学生云桌面的集中承载、集中管理 学生终端通过网络连接，访问在云主机上的云桌

面 

 

H3C Cloud 云学堂解决方案主要由以下组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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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学堂管理平台 

管理员使用软件，部署在云主机上。管理员通过管理平台可以完成云主机管理、课程管理、教

室管理、账户管理和系统管理等操作。 

管理员通过管理平台可以定制课程。课程的本质是一台虚拟机，不同的课程可以使用不同的操

作系统，并安装不同的应用程序，以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教师选择课程上课时，管理平台

将以指定课程对应的虚拟机为模板，批量创建虚拟机，用于为学生提供云桌面。所创建的虚拟

机与课程模板完全相同，从而保证每位学生获得相同的桌面环境。通过管理平台还可以更新课

程，所作更改可在下次上课时生效。教师每次执行下课操作后，管理平台都会自动删除虚拟机，

回收资源。 

• 云学堂教师管理端软件 

教师使用软件，安装在教师机上。教师通过教师管理端可以进行上下课、学生客户端管理、作

业空间管理和打开教学管理软件等操作。 

为了便于教师操作，教师管理端支持常用操作一键完成，如一键上下课、对所有学生机进行一

键远程开关机等。 

• 云学堂学生客户端软件 

学生使用软件，安装在学生机上。学生通过学生客户端无需输入账号和密码即可使用课程桌面。

上课时，学生机会强制进入教师指定的课程桌面；在教师允许自由上课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在

下课后自由选择课程并进入相应桌面学习。 

各组件在云学堂解决方案中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1 云学堂解决方案各组件关系图 

 
 

1.3  工作流程 

云学堂解决方案的基本工作流程如下： 

(1) 管理员在管理平台创建课程。 

(2) 教师在教师管理端选择课程，单击<上课>按钮，开始上课。 

…

…

…

…

…

…

管理平台

教师管理端

学生客户端
云主机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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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平台以课程对应的虚拟机为模板，根据该教室设置的座位数批量创建虚拟机，为学生提供

云桌面。 

(4) 学生客户端自动获取云桌面，开始正常上课。 

(5) 下课时，教师在教师管理端单击<下课>按钮，管理平台自动删除虚拟机，回收资源。 

2  安装前准备 

2.1  安装方案介绍 

H3C Cloud 云学堂解决方案的典型部署方案有两种：单机部署和集群部署。 

表2 单机环境与集群环境 

项目 单机环境 集群环境 

服务器 1台 2台及2台以上推荐搭建集群环境 

软件安装 单台服务器上安装CAS_CVK和云学堂管理平

台软件 
在一台云主机上搭建和配置云学堂管理平台，

其余云主机只需安装对应版本的CAS CVK 

网卡规格 千兆及以上 

• 四台及四台服务器以下的集群环境，业务

口两两聚合、管理口两两聚合 

• 四台以上的集群环境，业务口、管理口要

求万兆网卡 

部署流程 参见图2 参见图3 

环境变更 支持单机环境变更集群环境 不支持集群环境变更单机环境 

场景推荐 学校只开设一间云教室的情况 学校开设多间云教室的情况 

优点 - 集中管理、资源动态调度，故障容错率高 

SSD磁盘分区 

常规分区方式： 

/gluster/ssd：/vms/desktop=4:6 

如果实际环境需要创建的课程较少，或云桌面

数量略微超标，可以自定义该比例为3:7或2:8 

-- 

 

2.2  安装流程介绍 

H3C Cloud 云学堂解决方案的部署涉及云主机、学生机和教师机，部署分为单机部署和集群部署两

种类别，部署流程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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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云学堂单机环境解决方案部署流程图 

学生机 教师机云主机
部
署
准
备

安
装
部
署

方
案
验
证

安装CAS CVK

安装云学堂管理平台

云学堂管理平台
初始化配置

部署准备

终端软件部署

验证云学堂解决方案是否部署成功

部署结束

创建镜像

创建课程

教师管理端优化配置

教师管理端
初始化配置

安装对应版本
教师管理端

是否为一体机

N

Y

检查学生客户端版本

是否为最新版本

升级学生端和教师端软件到最新版本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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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云学堂集群环境解决方案部署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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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学堂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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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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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管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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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管理端

是否为一体机

N

Y

检查学生客户端版本

是否为最新版本

升级学生端和教师端软件到最新版本

Y

N

安装CAS CVK

是否为一体机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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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软硬件要求 

2.3.1  硬件配置要求 

云主机的硬件配置要求如表 3 所示。 

表3 云主机硬件配置要求 

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CPU 
• 支持 Intel-VT 或 AMD-V 

• 推荐的 CPU 核数与虚拟机数量、课程模板配置要求相关，换算关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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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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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超线程（Hyper-Threading）不予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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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虚拟机分配 1 个 vCPU 

 对于高性能配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每台虚拟机默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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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 

• 推荐的内存大小与虚拟机数量、课程模板配置要求相关，换算关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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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虚拟机分配 2GB 内存 

 对于高性能配置要求的课程模板，每台虚拟机默认分配 4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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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盘 

• 机械硬盘（HDD）≥300GB（推荐值为 2×2TB） 

• 固态硬盘（SSD）≥240GB（推荐值为 2×240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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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卡 
• 2 个及以上千兆网口（推荐值为 4 个千兆网口，两两聚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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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线 六类非屏蔽双绞线（CA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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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机的硬件配置要求如表 4 所示。 

表4 教师机硬件配置要求 

硬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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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及以上千兆网口 

显示器 15寸以上液晶显示屏，推荐分辨率为1200*800至1920*1080，暂不支持800*600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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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网线 六类非屏蔽双绞线（CAT6） 

 

学生机的硬件配置要求如表 5 所示。 

表5 学生机硬件配置要求 

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适用于 X86 学生端） 

配置要求 

（适用于 ARM 学生端） 

CPU 1.44GHz及以上 

请使用官方指定的瘦客户机 
内存 2GB及以上 

硬盘 16GB及以上，推荐使用SSD 

网卡 1个及以上千兆网口 

显示器 15寸以上液晶显示屏，推荐分辨率为1200*800至1600*900，暂不支持800*600分辨率 

网线 六类非屏蔽双绞线（CAT6） 

 

 

为了保证云桌面获得较好的显示效果，请确保教师机和学生机的分辨率一致。建议不要采用

1366x768 等水平或垂直像素不能被 4 整除的分辨率。 

 

2.3.2  软件配置要求 

1. 云主机软件配置 

云主机的软件配置要求如表 6 所示。 

表6 云主机软件配置要求 

配置项 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 
• 请确保云主机兼容 CAS 操作系统 

• 当云学堂需要使用 VDP 协议时，云主机需安装 CAS E0512 

 

2. 教师机软件配置 

教师机的软件配置要求如表 7 所示。 

表7 教师机软件配置要求 

配置项 配置要求 备注 

操作系统 
• Windows 7 （32/64bit） 

• Windows10 （64bit 专业版，1703 版

本）（请联系云学堂技术服务人员获

• 推荐使用 Windows 7 64 位版本，需要注意

的是教师机操作系统勿用家庭版 

• 暂不支持 Windows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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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配置要求 备注 

取） • 推荐为 Windows 7 操作系统安装 Service 
Pack 1 补丁 

•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软件冲突问题，建议使

用操作系统较为纯净的 PC 充当教师机 

 

3. 学生机软件配置 

学生机软件配置要求如表 8 所示。 

表8 学生机软件配置要求 

配置项 配置要求 备注 

操作系统（适用

于X86学生端） 

• 推荐使用 C100E 瘦客户机或

C200E/C201E 显示器一体机作为学

生机。 

• 上述学生机出厂已自带 Windows 操

作系统和云学堂学生客户端 

• 若无推荐的瘦客户机或显示器一体机，可使

用操作系统较为纯净的 PC 充当学生机，且

建议使用 Windows 7\10 （32\64bit）操作系

统，强烈推荐使用 64 位的 1703 企业版

Windows 10 系统作为学生机 

• 若使用 Windows 7，请安装 Service Pack 1
补丁，且 Windows7 操作系统需支持

RDP8.0 及以上远程桌面协议 

• 若使用 Windows 10，请确保操作系统支持

RDP10.0 及以上远程桌面协议 

• 暂不支持 Windows XP 系统作为学生机 

操作系统（适用

于ARM学生端） 

• 推荐使用C112E或C110E瘦客户机

作为学生机。 

• 上述学生机出厂已自带安卓系统和

云学堂学生客户端。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软件冲突，建议使用官方提供

的终端BIOS和补丁 

 

4. 端口使用要求 

请确保表 9 所示端口未被其他程序占用。若在云学堂相关软件运行前表 9 所示端口已经被其他程序

占用，将导致软件无法运行，或者在软件运行过程某些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 UDP 12596-12599、137-138 

• TCP 3389、5900、5901、139、389、445、901、9000、12579-12599、12882 

云学堂所使用的端口如表 9 所示。 

表9 端口使用说明 

服务 端口 

屏幕广播通信 视频UDP 12596、音频UDP 12598 

视频广播通信 UDP 12596 

教师端SignalR服务 TCP 12582 

教师端ZeroMQ通信 TCP 12882 

教师端与学生端Socket心跳 TCP 1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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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端口 

学生端与虚拟机端通信 TCP 9000 

教师端接收组播通信 TCP 12583 

学生端发送组播通信 TCP 12583 

教师端发送组播通信 TCP 12882 

学生端接收组播通信 TCP 12882 

教师端与学生端截屏通信 TCP 12579 

VMServer通信 TCP 12584 

RDP通信 TCP 3389 

VNC通信 TCP 5900、5901 

网盘挂载 UDP 137、138，TCP 139、389、445、901 

 

2.4  安装文件准备 

在开始部署云学堂解决方案之前，请从 H3C 官方渠道获取正式发布的最新版本文件，文件清单如

表 10。 

表10 部署文件清单 

文件 说明 

CAS云计算管理平台安装

文件 

• E0512 版本，支持 RDP 和 VDP 两种模式 

• UIS-Class 云学堂一体机出厂已安装 CAS CVK，若 CAS CVK 版本并非所需

版本，请参见 3.1.2  重新安装无需重复安装 

云学堂管理平台安装文件 名称为h3class-installer-version.tar.gz，其中version为版本号 

教师管理端安装文件 以文件夹形式提供，可执行文件名称为CloudClassTeacher-version.exe，其中

version为版本号 

学生客户端安装文件 

以文件夹形式提供，可执行文件名称为： 

• CloudClassStudent-version.exe，其中 version为版本号（适用于X86学生端） 

• H3CCloudClassClient.apk+CloudServiceApp.apk（适用于 ARM 学生端），出

厂时已预装学生客户端 

虚拟机作业空间挂载程序 

以文件形式提供，可执行文件名称为： 

• CloudVMServerSetup_VDP_version.exe（适用于 X86 学生端） 

• CloudVMServerSetup_VDP_android-version.exe（适用于 ARM 学生端） 

教学所需应用软件安装文

件 
提前与教师沟通，明确教学所需的教学软件，提前下载准备完毕，便于制作课程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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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平台安装与初始化 

3.1  安装管理平台 

云学堂底层使用 H3C CAS 虚拟化解决方案。当用户使用华三云学堂一体机时，一体机出厂即安装

好 CAS CVK 组件，进行适当配置后即可用于云学堂环境。当用户自己定制云主机时，即使用非云

学堂一体机作为云主机时，云主机中并未安装 CAS CVK 组件，需手动安装。 

3.1.1  使用云学堂一体机作为云主机 

1. 修改管理口 IP 地址 

UIS-Class 云学堂一体机默认完成： 

• RAID 配置，两块机械硬盘配置 RAID 1、两块固态硬盘配置 RAID 0。 

• CAS_CVK 的安装，请确认缺省安装的 CAS_CVK 版本是否与将要使用的 CAS_CVK 版本一

致。 

• 管理网卡默认选择 eth0，地址设置 192.168.86.100，请根据实际网络规划提前修改该地址。 

集群环境时，需要为管理口配置网卡链路聚合。UIS-Class云学堂一体机缺省 root密码为 1q2w8UHB。 

(1) 启动云主机。 

(2) 云主机开机进入 CAS 管理界面。进入“Network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Configure 
Management Interface”项。输入 root 密码，一体机默认 root 密码为“1q2w8UHB”。进入

Configure Management Interface 页面，如图 4 所示。 

图4 输入 root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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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Configure Management Interface 页面，选中 eth0 后（如果需要做静态聚合，可以选择多

个网卡，如图 5 所示），按 Enter 键，然后根据网络规划完成管理口 IP 地址的修改，如图 6
所示。 

图5 选择网卡 

 

 

图6 根据网络规划修改管理口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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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根据网络规划分别为集群中所有一体机重新配置管理 IP 地址。 

• 配置 CVK 管理网地址时请勿配置网关 IP 地址。 

• 配置网卡聚合时，请同时在交换机上配置端口聚合。 

 

2. 安装管理平台 

(1) 打开登录 PC 的 Web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管理口的管理 IP 地址>:5566，进入云

学堂一体机部署页面。其中，管理 IP 地址缺省为 192.168.86.100，若修改了管理 IP 地址，

请根据实际情况输入。 

(2) 选择管理节点，然后单击<开始部署>按钮，会在本台服务器上安装云学堂管理平台，如图 7
所示。（由于计算节点上无需安装管理平台，且计算节点上所需的 CAS CVK 出厂时已经安装

完毕，所以如果选择计算节点将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计算节点可以在管理平台上通过添加主机

的方式加入集群，具体见后续步骤。） 

图7 通过 Web 页面安装管理平台 

 

 

 

通过Web页面安装方式只能安装出厂自带版本的管理平台，如需升级可以等管理平台安装成功后，

在[系统管理/升级包管理/管理平台升级包]页面上传新版本管理平台安装包（上传的是解压后的 bin
文件）或通过[关于/<检查更新>]下载升级包，然后在[系统管理/升级包管理/管理平台升级包]页面单

击<升级>按钮升级管理平台。 

 

 

3.1.2  使用非一体机作为云主机 

用户定制的云主机未安装 CAS CVK，该情况下，需要手动给云主机安装所需版本的 CAS CVK。 

1. 云主机基础配置 

本节以服务器 H3C UIS R390X G2 为例，介绍云主机基础配置方法（不同型号服务器的配置方法存

在差异，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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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工作模式 

a. 启动服务器，在服务器 POST 期间按<Delete>键进入 Aptio Setup Utilty 界面。 

b. 在 Aptio Setup Utilty 界面中，选择“Boot”页签，通过<Enter>键设置 Boot Mode Select
（启动模式选择）为“legacy Only（仅 legacy）”，如图 8 所示。 

c. 按<F4>保存并退出。 

图8 设置 BIOS 

 

 

(2) 配置 RAID 

为了提高云主机存储数据的可靠性，建议配置两块机械硬盘和两块固态硬盘，机械硬盘配置 RAID 1，
增强数据稳定性。固态硬盘配置 RAID 0，增加系统数据处理速度。请确保机械硬盘的物理盘位顺

序在固态硬盘之前，用户可以在服务器上调整硬盘盘位顺序。配置 RAID 的步骤如下： 

a. 启动服务器，在服务器 POST 期间按<Delete>键进入 Aptio Setup Utilty（Aptio 设定工具）

界面。 

b. 在 Aptio Setup Utilty 界面中，选择 IntelRCSetup>PCH Configuration（PCH 配置）并按

<Enter>键进入“PCH Configuration”界面，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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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选择 PCH Configuration 

 

 

c. 在 PCH Configuration 界面中选择“PCH SATA Configuration（PCH SATA 配置）”并按

<Enter>键进入“PCH SATA Configuration”界面，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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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选择 PCH SATA Configuration 

 

 

d. 并在“PCH SATA Configuration”界面中选择“Configure SATA As”，通过回车设置值

为“RAID”，配置 SATA 为 RAID，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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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设置“Configure SATA As”值 

 

 

e. 设置完成后按<F4>键保存退出等待重启服务器。 

f. 在服务器启动 POST 期间按“<Ctrl>+A”键进入 PMC SAS/SATA Configuration Utility 界

面。 

g. 选择“Logical Device Configuration（逻辑设备配置）”选项，并按<Enter>键进入界面，

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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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选择 Logical Device Configuration 

 

 

h. 在 Logical Device Configuration 界面菜单中选择“Create Array”，如图 13 所示。 

图13 配置 RAID 

 

 

i. 进入磁盘选择页面中，使用<Space>键选择左侧磁盘设备，此处对两块机械硬盘做 RAID 1，
选择两块机械硬盘（物理设备标明 SATA 的磁盘，根据容量在列表中找到对应的磁盘），

并按<Enter>键，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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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选择磁盘 

 

 

j. 进入 RAID 界面中，使用<↑><↓>键和<Enter>键选择配置 RAID 参数，如图 15 所示。 

 Array Type：RAID 级别，其决定了逻辑磁盘性能、容错能力和容量，此处配置 RAID 1。 

 Array Label：RAID 名称，自定义。 

 Array Size：RAID 容量。 

 Stripe Size：条带大小，写在每块磁盘上的条带数据大小。 

 Create RAID via：配置 RAID 初始化方式。 

图15 配置 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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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配置完成后使用<↑><↓>选择<Done>并按<Enter>键，等待 RAID 初始化完成。 

l. 待 RAID 创建完成之后自动跳转至选择磁盘界面，使用<Space>键选择左侧固态硬盘（物

理设备标明 SSD 的磁盘，根据容量在列表中找到对应的磁盘），并按<Enter>键，如图 16
所示。 

图16 选择磁盘 

 

 

m. 进入 RAID 界面中，使用<↑><↓>键和<Enter>键选择配置 RAID 参数。如果是集群环境，

此处 RAID 级别配置为 RAID 0，如果是单机环境，此处 RAID 级别配置 RAID 1。配置完

成后选择<Done>并按<Enter>键完成配置，如图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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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配置 RAID 

 

 

2. 安装 CAS CVK 组件 

在安装云学堂管理平台之前，需要先在云主机上安装CAS CVK。云学堂E0306版本配套CAS E0512
版本。云学堂解决方案中的每台云主机都需要安装 E0512 版本的 CAS CVK，具体安装步骤如下： 

(1) 在云主机上挂载 CAS E0512 版本的 ISO 安装文件，重启云主机，进入 CAS 安装页面。 

(2) 在进入 CAS 安装界面后，当提示选择 CAS 组件时，无需选择任何组件，直接通过<Tab>键选

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18 所示。不选择任何组件时，表示仅安装 CAS 
CVK。云学堂目前仅依赖于 CAS CVK，所以仅需安装 CAS CVK 即可。 

图18 选择安装 CAS 组件 

 

 

(3) 通过<↑><↓>键选择安装 CAS 的中文版，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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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选择 CAS 组件语言 

 

 

(4) 通过<↑><↓>键选择管理口的网卡，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20 所示。 

图20 选择管理口网卡 

 

 

(5) 设置云主机管理口的 IP地址（根据规划的云主机管理口 IP地址进行填写，本文以10.88.16.100
为例），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21 所示。 

图21 设置管理口 IP 地址 

 

 

(6) 设置云主机管理口的子网掩码（本文以 255.255.255.0 为例），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
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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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设置子网掩码 

 
 

(7) 云主机管理口的网关 IP 地址留空，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如图 23 所示。由于一台服务器只能设置一个网关，后面在做管理平台初始化的时候，我们需

要为业务口设置网关，所以管理口不设置网关。 

 

此处设置的网关为管理口的网关，请务必留空。由于业务口会设置网关，如果同时为管理口设置了

网关，可能会导致云主机同时有两个网关，网络路由会出现问题，从而影响网络连通性。 

 

图23 设置网关 IP 地址 

 
 

(8)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留空，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24 所示。 

图24 设置 DNS 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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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置云主机名称（保持默认 cvknode），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

一步，如图 25 所示。 

图25 设置云主机名称 

 

 

(10) 当网络环境已创建域且云主机需要加入域时，需设置域名，否则域名可以为空。根据需要设置

云主机的域名（本文以域名留空为例），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

一步，如图 26 所示。 

图26 设置域名 

 

 

(11) 输入 root 密码，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27 所示。root
密码是通过 SSH 等方式登录云主机时 root 用户对应的密码，设置后请您务必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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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设置 root 密码 

 
 

(12) 重复输入 root密码，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28所示。 

图28 重复输入 root 密码 

 

 

(13) FC HBA 卡驱动用于实现云主机和 FC 存储之间的连接，云学堂解决方案中的 CAS 安装在本

地磁盘，所以不需要加载 FC HBA 卡驱动，通过<Tab>键选择<No>，按<Enter>键进入下一

步，如图 29 所示。 

图29 加载 FC HBA 卡驱动 

 

 

(14) 在磁盘分区界面中通过<↑><↓>键选择 Manual，即手动分区方式，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如图 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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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选择手动分区方式 

 
 

(15) 划分磁盘分区，划分方式依照表 11，具体步骤如下。重复如下步骤，可以划分多个分区。 

表11 磁盘分区配置信息 

硬盘类型 磁盘空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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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可选）在磁盘概览界面中通过<↑><↓>键选择待分区的磁盘，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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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选择待分区的磁盘 

 

 

b. （可选）在创建分区表界面中，通过<Tab>键选择<Yes>，创建分区表，按<Enter>键进入

下一步，如图 32 所示。 

图32 创建分区表 

 

 

c. 在选择磁盘空闲空间进行手工分区界面中，通过<↑><↓>键选择磁盘空间，按<Enter>键
进入下一步，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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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选择磁盘空闲空间进行手工分区 

 

 

d. 在创建分区界面中通过<↑><↓>键选择Create a new partition，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如图 34 所示。 

图34 创建分区 

 
 

e. 设置分区大小后，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35 所示。 

图35 设置分区大小 

 

 

f. 选择分区类型，通过<↑><↓>键选择 Primary，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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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选择分区类型 

 
 

g. 选择分区的位置，通过<↑><↓>键选择 Beginning，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37 所

示。分区的位置包括 Beginning 和 End。Beginning 是从磁盘可用空间的起始位置开始分区；

End 是从磁盘可用空间的末尾位置开始分区。 

图37 选择分区的位置 

 

 

h. 在分区信息的配置页面通过<↑><↓>键选择 Mount point，按<Enter>键，如图 38 所示。 

图38 设置分区信息 

 
 

i. 通过<↑><↓>键选择分区的挂载点，按<Enter>键完成挂载点的设置并返回分区信息的配

置界面，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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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分区的挂载点时，如果在设置分区挂载点界面中没有所需的挂载点，需要手动增加挂载点。例

如，为本例中“/var/log”分区设置挂载点的方法如下：在如图 39 所示的设置分区挂载点界面中，

通过<↑><↓>键选择 Enter manually，按<Enter>键进入如图 40 所示的手动输入分区挂载点界面，

输入“/var/log”后，按<Enter>键完成设置并返回分区信息的配置界面。 

 

图39 设置分区的挂载点 

 
 

图40 手动输入分区挂载点 

 

 

j. 对于“/”分区，需要将 Bootable flag 设置为 on，其它分区无需设置本项。在分区信息的

配置页面通过<↑><↓>键选择 Bootable flag，按<Enter>键将 Bootable flag 设置为 on，
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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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设置 Bootable flag 

 
 

k. 确认设置的分区信息正确后，通过<↑><↓>键选择 Done setting up the partition，如图 42
所示，按<Enter>键进入显示已创建分区的信息界面，如图 43 所示。 

图42 完成分区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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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已创建分区的信息页面 

 
 

(16) 所有分区划分完成，确认分区信息正确后，通过<↑><↓>键选择Finish partitioning and write 
changes to disk，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44 所示。 

 

请参考(15)表 11 分区配置信息进行分区。 

 

图44 分区确认 

 
 

(17) 由于没有 swap 分区，通过<Tab>键选择<No>，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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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swap 分区确认 

 
 

(18) 如图 46 所示，通过<Tab>键选择<Yes>，按<Enter>键格式化磁盘分区并进入系统安装界面，

如图 47 所示。 

图46 将磁盘进行分区并格式化 

 
 

图47 安装系统 

 

 

(19) 在安装完成确认界面中，通过<Tab>键选择<Continue>，按<Enter>键重启系统，如图 4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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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安装完成确认界面 

 
 

 

CAS 安装完成后，需先取消 ISO 安装文件的挂载，再重启系统，否则当系统重新启动后，将会重

新进入安装界面。 

 

(20) 集群模式下，管理口同时承载存储网络的流量。为了提高存储网络的可靠性和带宽，需要管理

口配置链路聚合。配置方法为：在云主机操作系统界面，选择 Network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 > Configure Management Interface，选择用于管理口聚合的网卡，云学堂目前仅支

持网卡静态聚合，如图 49 所示。 

图49 管理口聚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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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别为集群中所有节点安装 CAS  CVK。 

• 配置 CVK 管理网地址时请勿配置网关 IP 地址。 

• 磁盘划分方式和分区挂载点名称必须严格依照表 11。 

• 配置网卡聚合时，请同时在交换机上配置端口聚合。 

 

3. 安装管理平台 

将云主机管理口的网卡接入物理交换机，并在物理交换机上进行链路聚合、VLAN 等配置，实现加

入同一资源池的各云主机管理口之间能够互通、存放管理平台安装软件包的 PC 与云主机管理口之

间能够互通。在 PC 上使用 SSH 等工具登录到某台云主机上，将云学堂管理平台安装软件包

（h3class-installer-version.tar.gz，其中 version 为版本号）上传至云主机。出于不同的应用环境需

要，需要搭建云学堂单机环境或者集群环境。单机环境只有一台云主机，而集群环境有两台以及两

台以上数量的云主机。实际场合中，只有一台云主机的单机环境，可以按需求，通过添加一台云主

机后，变成集群环境。暂不支持集群环境降为单机环境。 

 

 

• 集群环境虽然每台云主机都需要安装 CAS CVK，但云学堂管理平台只需要在其中一台云主机

上安装即可，其它云主机作为计算节点。用户可以通过已经安装云学堂管理平台的云主机的业

务口地址或者管理口访问管理平台。 

• 如果云主机使用的是 UIS-Class 云学堂一体机，云学堂管理平台安装软件包已上传至云主机

（缺省放置在 UIS-Class 的/root 和/usr/local/src 目录下），安装前需通过 H3C 官网或

400-810-0504 热线确认是否为最新安装版本，如为老版本则需上传新版本替换。 

 

执行如下操作安装管理平台： 

(1) 将管理平台安装包“h3class-installer-version.tar.gz”上传至服务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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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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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执行安装脚本安装云学堂管理平台。 
root@h3class1: h3class-installer-version #./h3class-installer-version.bin 

 1. Check System: 

    Check System: ... PASS 

 

 2. Get h3class: 

    Unpack h3class package: ... PASS 

 3. Install A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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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 Apt Source: ... PASS 

    Install Ansible: ... PASS 

    Configure Ansible: ... PASS 

 

 4. Install System Libs: 

    Update Apt Source: ... PASS 

    Install General Libraries: ... PASS 

    Install Dnsmasq: ... PASS 

    Install Python 3.5: ... PASS 

    Install Nagios: ... PASS 

 

 5. Install h3class Tools: 

    Install h3class: ... PASS 

 

 6. Configure System: 

    Generate Local SSH keys: ... PASS 

    Configure Horizon: ... PASS 

    Configure Apt Repo: ... PASS 

    Configure PyPI Repo: ... PASS 

    Configure H3Client Upgrade: ... PASS 

    Configure h3class Management Node: ... PASS 

    Configure FTP Server: ... PASS 

    Configure Share Image: ... PASS 

 

 7. Install Database: 

    Install MySQL Server: ... PASS 

    Start MySQL Server: ... PASS 

    Initialize Database: ... PASS 

    Migrate Database: ... PASS 

    Install Redis Server: ... PASS 

 

 8. Start H3C Cloud Class: 

    Start Services: ... P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3class ALL In One version Installation Completed: 

  - Installation path: /var/lib/h3class 

  - Visit http://<管理口的管理 IP 地址> in Chrome 

3.2  管理平台初始化配置 

(1) 云学堂管理平台安装成功后，直接使用浏览器即可访问，访问时推荐使用 Google Chrome 73
及以上版本的浏览器（使用 IE 浏览器时，可能会出现无法登录的情况。在管理平台登录页面

提供 Chrome 浏览器下载链接）。通过浏览器访问 http://<云主机管理网口 IP 地址>（如

http://10.88.16.100），首次登录云学堂管理平台会自动进入初始化页面。云学堂初始化配置

完成后，请通过业务 IP 访问使用管理平台，如图 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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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初始化界面 

 

 

 

• 云学堂管理平台的初始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 

• 为了确保云学堂管理平台的登录安全，建议您首次登录管理平台后，及时修改并妥善保管密码。 

 

(2) 进入初始化页面后，设置学校相关信息，并选择“我已阅读并接受”服务条款，单击<下一步>
按钮进入添加主机页面，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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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服务条款 

 

 

(3) 在添加主机页面中单击“+”号图标，弹出“添加新主机”窗口，如图 52 所示。 

图52 添加主机 

 
 

(4) 在添加新主机窗口中配置主机参数，并单击<保存>按钮，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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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添加新主机 

 

 

添加主机参数说明： 

• 管理口 IP：云主机的管理口 IP 地址。 

• 业务口 IP：云主机的业务口 IP 地址（请勿将业务口 IP 和管理口 IP 设置同一个网段）。在后续

初始化工作完成后，业务口 IP 将作为云学堂管理平台的正式访问通道，管理口 IP 仅仅在需要

对云主机进行调试的时候才会用到。 

• 子网掩码：云主机业务口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掩码。 

• 网关：云主机业务口所在网络的网关 IP 地址。 

• 用户名：云主机操作系统 root 用户的用户名。 

• 密码：云主机操作系统 root 用户的密码。 

• 网卡列表：云主机上目前可用的网卡名称。勾选多个网卡时表示网卡之间进行链路聚合。 

 

 

• 集群环境时，重复单击“+”图标添加多台云主机。 

• 部署单机环境时，保证管理口与部署用 PC 之间网络互通。 

• 部署集群环境时，需要保证主机管理口之间网络互通、业务口之间网络互通，主机管理口与部

署用 PC 之间网络互通。 

 

(5) 添加完所有云主机后，单击<开始部署>按钮部署，如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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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开始部署 

 
 

图55 部署进度 

 

 

 

部署过程中请勿刷新或关闭浏览器。 

 

(6) 部署完成后进入添加教室页面，单击右上角<添加>按钮，弹出“添加教室”窗口，如图 5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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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添加教室 

 

 

(7) 在“添加教室”窗口中配置教室参数，并单击<保存>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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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添加教室 

  

 

上图中相关参数的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12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解释 

教室名称 教室的名称。 

座位数 教室中的学生座位数，等于学生机数量，该数量同时也决定了教师上课时系统创建的虚拟机数

量。 

教师机IP 教室中教师机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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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解释 

起始IP 虚拟机DHCP地址池的起始IP地址。 

结束IP 虚拟机DHCP地址池的结束IP地址。虚拟机DHCP地址池的地址段请勿与学生机、教师机和云主

机等的IP地址重叠。请确保虚拟机DHCP地址池中的IP地址数量大于等于N+2（N为学生机数量）。 

子网掩码 虚拟机DHCP地址池所属网络的子网掩码。 

网关 虚拟机DHCP地址池所属网络的网关IP地址。 

DNS 虚拟机DHCP地址池使用的DNS服务器地址。 

VLAN ID 
虚拟机DHCP地址池所属的VLAN ID。VLAN ID为可选选项，如果配置了VLAN ID，则请在与云

主机业务网卡直连的交换机端口上，配置允许带指定VLAN Tag的报文通过，并且需要配置交换

机端口发给虚拟机的报文带指定的VLAN Tag。 

白名单列表 

允许通过报文的网段地址列表。为禁网功能所用，即禁网时虚拟机仅能访问白名单列表中的IP
地址。为了确保虚拟机和学生机、虚拟机和DHCP服务器之间能够互访，请将学生机和虚拟机

的网段地址都加入白名单列表中。格式为IP地址/掩码长度，例如：192.168.1.0/24。如有多个

网段，使用英文逗号隔开。 

网络访问控制 是否允许学生使用云桌面访问互联网。 

定时下课任务 
• 教师端启动时，到达设定时间，教师端会自动控制教室下课。 

• 教师端软件未启动时，则管理平台将会在定时上课时长达到时直接操控教室下课。 

 

(8) 完成添加教室操作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完成管理平台初始化并进入管理平台首页，如图

58 和图 59 所示。 

图58 完成添加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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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管理平台首页 

  

 

4  教师管理端安装与初始化 

 

• 建议教师机为纯净操作系统，未安装其他软件避免教师机操作系统受到损坏。 

• 已为教师机配置静态 IP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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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认教师机操作系统已经安装 IE 浏览器（IE8-IE11），以保证教师端资源中心功能正常使用。 

 

4.1  安装前优化 

安装教师端之前，请对教师机进行优化，以确保教师机达到运行教师端的最佳配置要求。 

(1) 确认教师机所用远程桌面协议为 RDP8.0 及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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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确认 RDP 版本 

 

 

(2) 关闭 Windows 防火墙。 

图61 关闭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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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关闭显示器时间、进入休眠状态为“从不”。 

图62 设置关闭显示器和进入休眠状态 

 

 

(4) 设置电源计划为“高性能”。 

图63 设置电源计划为高性能 

 
 

(5) 设置唤醒不需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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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唤醒不需要密码 

 
 

(6) 关闭 Windows 自动更新和驱动更新。 

图65 关闭 Windows 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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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关闭 Windows 驱动更新 

 
 

(7) 在“运行”窗口输入“msconfig”命令，打开“系统配置”窗口。禁用用户账户控制 UAC。 

图67 禁用用户账户控制 

 
 

(8) 在“运行”窗口输入 secpol.msc 命令，打开本地安全策略对话框。依次单击安全设置->本地

策略->安全选项。将“用户账户控制：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 和“用户账户控

制：用于内置管理员账户的管理员批准模式”项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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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禁用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 

 
 

(9) 优化完成后，重启教师机。 

4.2  安装教师管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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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T Framework 4.5 

• H3C 云学堂专用上传软件 

• 云学堂教师管理端 

教师管理端软件的安装步骤如下： 

(1) 将教师端安装包文件夹拷贝至教师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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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云学堂教师管理端软件进行自动安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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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教师管理端初始化配置 

4.3.1  首次登录 

(1) 双击教师机桌面的教师管理端应用程序图标“ ”，首次登录时，会弹出如图 69 所示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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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教师管理端初始化配置对话框 

 
 

(2) 设置教师端参数，参数说明如所示，填写完成后，请单击<保存>按钮，如果提示“保存成功”，

则表示已完成教师管理端的初始化设置。 

表13 教师端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教师机IP 教师机的本地静态IP地址，当教师机的IP地址变化后，需要修改本项。 

管理平台IP 云学堂管理平台业务网口的IP地址。 

学生机台数 教室中学生机的数量，根据实际数量进行填写。 

学生端起始IP 学生机所属DHCP地址池的第一个IP地址。教室中所有学生机IP地址需在

“学生端起始IP”和“学生机台数”配置的范围内。 

ARM学生终端 教师端所连的学生终端类型为ARM学生终端。 

允许部署到IP地址段外的学生终端 

允许教师端部署到学生机IP地址段范围（由“学生端起始IP”和“学生机台

数”确定）外的学生机。当待部署的学生机本地有IP地址并且不在学生机IP
地址范围内时，需要勾选该选项。如果学生机本地IP地址在学生机IP地址范

围内，或学生机本地无IP地址，则可以不勾选该选项。 

 

(3) 配置成功后，弹出教师管理端登录窗口，如图 70 所示。 

(4) 在登录窗口中输入教师用户名和密码（初始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即可登录教师管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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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 教师管理端登录窗口 

 

 

4.3.2  非首次登录 

(1) 非首次登录，双击图标“ ”会弹出教师管理端登录窗口，如图 70 所示。 

(2) 单击教师管理端登录窗口右上角的“ ”按钮，可以打开教师管理端初始化配置对话框。当

需要修改教师管理端初始化配置值时，例如提示教师机本地端口号已被占用时，用户可以在初

始化配置对话框中修改初始化配置值。 

(3) 配置完成后，在登录窗口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初始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即可登录教

师管理端。 

5  安装学生客户端 

5.1  使用指定终端作为学生机 

H3C 发货的学生机出厂已完成优化配置并预装好云学堂客户端软件，开机后会自动进入云学堂学生

客户端自动部署界面，如图 71、图 72 所示。学生机在教师管理端安装完成并进行终端部署后即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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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学生机预装的学生客户端软件和需部署的版本不一致，教师机先安装学生机预装软件对应版

本的教师管理软件，待教师机与学生机部署完成后再升级。 

• 升级过程中，先批量升级学生客户端软件，再升级教师管理端软件。 

• 有关升级的详细操作过程，请参见《H3C Cloud 云学堂 升级指导书》。 

 

图71 学生端自动部署（X86 学生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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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学生端自动部署（ARM 学生端） 

 

 

5.2  使用非指定终端作为学生机（X86） 

若使用非指定型号的终端做学生机，则该学生机只能作为 X86 学生机接入云学堂环境。在安装学生

端前，需要对学生机进行性能优化配置，以确保学生机达到运行学生端的最佳配置要求。 

5.2.1  安装前优化 

(1) 关闭 Windows 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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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关闭防火墙 

 
 

(2) 设置关闭显示器时间、进入休眠状态为“从不”。 

图74 设置关闭显示器和进入休眠状态 

 

 

(3) 设置电源计划为“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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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设置电源计划为高性能 

 
 

(4) 关闭 Windows 自动更新。 

图76 关闭 Windows 自动更新 

 

 

(5) 在“运行”窗口输入“msconfig”命令，打开“系统配置”窗口。禁用用户账户控制 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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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禁用用户账户控制 

 
 

(6) 在“运行”窗口输入 secpol.msc 命令，打开本地安全策略对话框。依次单击安全设置->本地

策略->安全选项。将“用户账户控制：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 和“用户账户控

制：用于内置管理员账户的管理员批准模式”项禁用。 

图78 禁用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 

 
 

(7) 优化完成后，重启学生机。 

5.2.2  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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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客户端软件的安装步骤如下（请重复如下安装步骤为待部署的所有学生机安装学生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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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学生端安装包文件夹拷贝至学生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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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终端部署 
学生客户端软件在安装成功后，需要进行终端部署才能正常使用。为了便于用户操作，云学堂解决

方案支持在教师管理端上远程对学生客户端进行部署，具体部署方法如下： 

(1) 在教师机上双击教师管理端桌面应用程序图标“ ”，在弹出的登录窗口中输入管理员账户

的用户名和密码（管理员账户的缺省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admin），进入教师管理端界面。 

(2) 如图 79 所示，单击界面右上角的“ ”按钮，在下拉菜单中单击[终端部署]菜单项，将弹出

终端部署对话框。 

图79 打开终端部署功能 

 

 

(3) 云学堂默认使用学生端的“自动部署”功能，在弹出的“终端部署”对话框中，将自动搜索出

该教室网段中的安装有学生端软件的学生机，并为学生端编号（如果学生端未配置 IP 地址则

教师端程序为其分配 IP 地址），编号顺序随机并未按教室中座位顺序编号，如图 80、图 81
所示。安装未成功或网络不可达的学生机，将不会显示在列表中。在终端部署界面还能看到部

署成功的学生客户端安装软件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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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0 终端部署（X86 学生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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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终端部署（ARM 学生端） 

 

 

(4) 搜索并部署完所有终端后，单击<完成>按钮。初次部署后，需要单击<确定并重启终端>按钮，

使学生机部署信息生效，完成终端部署，如图 82 所示。 

图82 部署后确认并重启终端 

 
 

(5) 为方便教师使用编号定位学生终端，云学堂提供以下两种手动为学生端编号的方法，在教师端

单击<终端部署>按钮时，学生端将显示编号界面，如图 83、图 84 所示，选中学生界面中间

的圆形编号窗口，并通过如下两种方法之一为学生端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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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空格>键，学生端将按照按下空格键时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 

• 按<Enter>键或单击学生机界面右上角的<自定义>按钮，将弹出自定义编号对话框，可以输入

自定义的编号值，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自定义编号，如图 85、图 86 所示。 

图83 编号界面（X86 学生端） 

 

 

图84 编号界面（ARM 学生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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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自定义编号（X86 学生端） 

 

 

图86 自定义编号（ARM 学生端） 

 

 

7  软件注册 
云学堂管理平台安装成功后，可在 90 天内试用所有功能，超过试用期限后，需要获取 License 授

权才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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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License简介 

云学堂的 License 依据教室使用的学生机数量进行授权，根据用户需要的云桌面数量，申请相应个

数的 License。请您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相应类型的 License，我们将根据您购买的 License 类型提供

相应的授权书。授权书中包含用于申请 License 文件的授权码，所以请您妥善保管授权书。如果您

后续发现申请的 License 已不能满足需求，也可以通过再次购买 License 的方式对 License 进行扩

容。 

 

 

在 H3C 官方 License 注册页面注册后，请使用从网页上下载的 Lic 文件，请勿使用邮箱中获取到的

Lic 文件。 

 

7.2  License注册过程 

7.2.1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 

(1) 通过浏览器登录云学堂管理平台。 

(2) 单击导航树中[系统管理/License 管理]菜单项，在 License 激活步骤中单击 STEP01 的<正式

申请 License>按钮，如图 87 所示。 

图87 正式申请 License 

  

 

(3) 在弹出的“填写用户信息”页面中填写用户信息，如图 8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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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填写用户信息 

 
 

 

如果云学堂环境部署有 HA，那么在填写用户信息的时候，请选择“已启用 HA”，填写备份机 IP、
用户名、密码等参数信息。如果没有部署 HA，则不需要填写备份机信息。 

 

(4) 填写完成后，单击<提交>按钮，提交信息并将主机信息文件下载到本地保存。主机信息文件

默认名称为“host.info”。 

7.2.2  申请 License 文件 

(1) 获取到主机信息文件后，单击 STEP02 中<H3C 官方 License 注册页面>按钮，打开官方注册

页面申请 License 文件。 

• 如果是首次申请 License 文件，请依次点击“服务支持->授权业务->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

进入“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页面，产品分类中填写云应用_云学堂，如图 8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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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 

 
 

• 如果此前已申请过 License 文件，又需要对 License 进行扩容，请依次点击“服务支持->授权

业务->License 扩容激活申请”，进入“License 扩容激活申请”页面，产品分类中填写云应用

_云学堂，如图 90 所示。 

图90 License 扩容激活申请 

 
 

(2) 请根据页面提示，填写相关信息，获取 License 文件，相关信息说明请参见表 14 和表 15。 

表14 首次申请 License 信息说明 

项目 说明 

授权信息 

请填写授权信息，有以下两种方式： 

• 批量上传授权码 

• 直接输入授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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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设备信息 请上传此前获取到的设备信息文件 

用户信息 请填写您的用户信息，其中带“*”的项目必填 

 

表15 License 扩容信息说明 

项目 说明 

设备信息 

请先选择待扩容设备的信息上传方式，包括以下两种： 

• 上传最新的历史激活文件：需要上传历史 License 文件，网站会从中自动解析出设备信息 

• 上传服务器主机信息：需要上传此前获取到的设备信息文件 

 

 

• 如需要在多个云学堂管理平台中共用一个授权信息，可在 License 注册网页输入授权信息后填

写本次云学堂管理平台中要激活的点数，其他云学堂管理平台可使用同一授权信息激活剩余点

数的 License。 

• 如在申请 License 过程中遇到其他问题，请咨询 H3C 工程师。 

 

7.2.3  激活 License 

(1) 获取到激活文件后，单击 STEP03 中<激活 License>按钮，上传 License 文件。 

(2) 单击<上传>按钮，弹出本地文件选择窗口。 

(3) 在窗口中选中 License 文件，然后单击窗口右下角的<打开>按钮，完成 License 文件的上传

操作。如果提示“文件上传成功”，则表示获取 License 授权成功。 

(4) 操作完成后，将 lic 文件做一下备份，便于后续遇到问题需要重装服务器的时候做重新激活。 

 

 

License 激活后，lic 文件会被默认备份在/var/lib/h3class/repo/目录下，建议通过 FTP 工具下载到本

地保存，避免在遇到需要进行环境重装或者卸载的情况下，再次重新申请 License。如果您需要重

装云学堂环境，但您的 lic 文件已经丢失无法找回，请联系云学堂一线工程师，提交“工作联络单”

申请授权码与物理机解绑，或者致电 400-810-0504 寻求产品支持，申请授权码与物理机解绑。待

解绑成功后，使用新的授权文件再次按照云学堂管理平台上的 License 激活步骤进行注册激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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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软件卸载 

8.1  卸载云学堂管理平台 

使用 SSH 远程工具通过管理口 IP 地址登录安装有管理平台的服务器，找到之前的安装包 bin 文件

进入 bin 文件目录，执行“./h3class-installer-version.bin  -r”命令，即可完成云学堂管理平台卸载。 

 

 

• 必须通过管理 IP 远程连接服务器卸载，请勿通过业务口登录。 

• 集群环境不支持降级：对集群环境中的管理平台软件执行卸载后，如果再重新安装管理平台软

件，只能够安装与原管理平台版本一致或者更高的版本，不支持安装比原管理平台版本低的版

本。 

 

8.2  卸载教师管理端 

在[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中依次卸载“Microsoft SQL Server Desktop Engine(AsMars8)”（如

果有）、“云学堂教师端”、“H3ClassFTP Client 3.14.1”文件，卸载成功后请手动重启系统。 

 

 

如果是云学堂教师端故障，需要卸载重装时，只需要卸载“云学堂教师端”即可，而不需要卸载

“Microsoft SQL Server Desktop Engine(AsMars8)”等教学软件程序。 

 

8.3  卸载学生客户端 

8.3.1  X86 学生端卸载 

1. 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 

在卸载学生客户端之前，需要先将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然后再执行卸载操作。学生机切换到本

地桌面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 将单台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 

a. 学生端处于下课状态，在学生机上按<F12>键，输入密码（默认为 1qaz2wsx）。如果忘记

学生端配置窗口登录密码，可通过 admin 账户登录教师端，通过“设置-终端高级-修改终

端 F12 密码”修改密码，如图 91 所示。 

b.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显示桌面为“本地”，如图 92、图 9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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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修改终端 F12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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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将单台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X86 学生端） 

  

 

图93 将单台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ARM 学生端） 

 

 

• 通过“高级设置”将所有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 

a. 通过 admin 账户登录教师端，单击教师管理端界面右上角的“ ”按钮，选择[高级设置]

菜单项，弹出高级设置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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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远程配置窗口中选择“系统还原”为“本地”，所有已连接的学生机将自动进入本地桌

面，如图 94 所示。 

图94 将所有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 

  

 

• 通过“终端控制”将所有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 

a. 单击顶部工具栏中<远程控制>按钮，出现下拉菜单，如图 95 所示。 

b. 选择“终端控制”菜单项下的“切换到本地”，可将处于非上课状态的学生机切换到本地

桌面。 

图95 远程控制下拉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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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载学生端软件 

(1) 超级管理员可以在 [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中卸载云学堂学生端，如图 96 所示。 

图96 卸载学生客户端 

 

 

8.3.2  ARM 学生端卸载 

如需卸载，请咨询 H3C 工程师。  

9  常见问题解答 

9.1  如何通过HDM打开服务器控制台？ 

在没有显示器和键盘与服务器直联的情况下，可通过 HDM 打开服务器控制台安装操作系统等。操

作步骤如下：  

(1) 将 PC 连接服务器 HDM 口。 

(2)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DM 口 IP 地址访问控制台。 

(3) 打开远程控制台菜单，可直接打开控制台，不能打开时，根据提示安装相应插件后再打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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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CAS安装时提示“No bootable devices detected.”，如何处理？ 

该问题可能是由于云主机的BIOS引导模式与CAS不兼容造成的。BIOS引导模式包括两种：Legacy
和 UEFI，CAS 要求 BIOS 引导模式为 Legacy。 

• 当云主机配置有独立的 RAID 卡时，解决方法为先配置 RAID，然后修改 BIOS 引导模式为

Legacy。 

• 当云主机无独立的 RAID 卡时，解决方法为先启用 SATA AHCI 支持，然后修改服务器的 BIOS
引导模式为 Legacy。 

9.3  云主机重启后无法进入CAS，如何处理？ 

该问题可能是由于云主机的BIOS引导模式和CAS不兼容造成的。BIOS引导模式包括两种：Legacy
和 UEFI，CAS 要求 BIOS 引导模式为 Legacy。 

解决方法为将 BIOS 引导模式设置为 Legacy，具体方法请参见“3.1.2  1. 云主机基础配置”。 

9.4  教师管理端软件安装失败，提示“复制加密文件失败，无法进行安装”，

如何处理？ 

在安装教师管理端软件过程中，提示“复制加密文件失败，无法进行安装”，如图 97 所示。 

图97 复制加密文件失败 

 

 

该问题可能是由于安装过程中未将教学管理软件光盘中的加密文件拷贝到教师管理端安装文件夹

下的 setup-std 子文件夹中造成的。 

解决方法如下： 

(1) 将教学管理软件光盘放入教师机的光驱中，将加密锁（也称加密狗）插入教师机的 USB 口。 

(2) 核对光盘中 serial.txt 文件记录的序列号和加密狗上的序列号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光

盘和加密锁不匹配，请更换光盘或加密锁。 

(3) 将光盘 setup 文件夹中的加密文件（pepa～pepe 文件）拷贝至教师管理端安装文件夹下的

setup-std 子文件夹中，如图 98 和图 99 所示。 

(4) 再次尝试安装教师管理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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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复制加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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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粘贴加密文件 

 

 

9.5  初始化部署或添加主机失败，报错“FAILED - RETRYING: install 
python3.5-venv”，如何处理？ 

“初始化失败”、“添加主机”失败，/var/log/h3class/ansible.log 报错“FAILED - RETRYING: install 
python3.5-venv”，解决方法如下： 

(1) 请再次单击<部署>按钮即可。  

(2) 如果多次单击部署无用，请到管理节点/var/lib/apt/lists 下找到文件名包含管理平台 IP 地址的

的文件，并把该文件通过“scp”传输命令传到目的主机相同目录。  

(3) 在目的主机上直接执行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3.5-venv，成功后，再次在界面上单击<部
署>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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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教师机上双击教师管理端桌面应用程序图标“”，在弹出的登录窗口中输入管理员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管理员账户的缺省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进入教师管理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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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云学堂默认使用学生端的“自动部署”功能，在弹出的“终端部署”对话框中，将自动搜索出该教室网段中的安装有学生端软件的学生机，并为学生端编号（如果学生端未配置IP地址则教师端程序为其分配IP地址），编号顺序随机并未按教室中座位顺序编号，如图80、图81所示。安装未成功或网络不可达的学生机，将不会显示在列表中。在终端部署界面还能看到部署成功的学生客户端安装软件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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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为方便教师使用编号定位学生终端，云学堂提供以下两种手动为学生端编号的方法，在教师端单击<终端部署>按钮时，学生端将显示编号界面，如图83、图84所示，选中学生界面中间的圆形编号窗口，并通过如下两种方法之一为学生端编号：

	7   软件注册
	7.1   License简介
	7.2   License注册过程
	7.2.1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
	(1) 通过浏览器登录云学堂管理平台。
	(2) 单击导航树中[系统管理/License管理]菜单项，在License激活步骤中单击STEP01的<正式申请License>按钮，如图87所示。
	(3) 在弹出的“填写用户信息”页面中填写用户信息，如图88所示。
	(4) 填写完成后，单击<提交>按钮，提交信息并将主机信息文件下载到本地保存。主机信息文件默认名称为“host.info”。

	7.2.2   申请License文件
	(1) 获取到主机信息文件后，单击STEP02中<H3C官方License注册页面>按钮，打开官方注册页面申请License文件。
	(2) 请根据页面提示，填写相关信息，获取License文件，相关信息说明请参见表14和表15。

	7.2.3   激活License
	(1) 获取到激活文件后，单击STEP03中<激活License>按钮，上传License文件。
	(2) 单击<上传>按钮，弹出本地文件选择窗口。
	(3) 在窗口中选中License文件，然后单击窗口右下角的<打开>按钮，完成License文件的上传操作。如果提示“文件上传成功”，则表示获取License授权成功。
	(4) 操作完成后，将lic文件做一下备份，便于后续遇到问题需要重装服务器的时候做重新激活。



	8   软件卸载
	8.1   卸载云学堂管理平台
	8.2   卸载教师管理端
	8.3   卸载学生客户端
	8.3.1   X86学生端卸载
	1.  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
	a. 学生端处于下课状态，在学生机上按<F12>键，输入密码（默认为1qaz2wsx）。如果忘记学生端配置窗口登录密码，可通过admin账户登录教师端，通过“设置-终端高级-修改终端F12密码”修改密码，如图91所示。
	b.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显示桌面为“本地”，如图92、图93所示。
	a. 通过admin账户登录教师端，单击教师管理端界面右上角的“”按钮，选择[高级设置]菜单项，弹出高级设置对话。
	b. 在远程配置窗口中选择“系统还原”为“本地”，所有已连接的学生机将自动进入本地桌面，如图94所示。
	a. 单击顶部工具栏中<远程控制>按钮，出现下拉菜单，如图95所示。
	b. 选择“终端控制”菜单项下的“切换到本地”，可将处于非上课状态的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

	2.  卸载学生端软件
	(1) 超级管理员可以在 [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中卸载云学堂学生端，如图96所示。


	8.3.2   ARM学生端卸载


	9   常见问题解答
	9.1   如何通过HDM打开服务器控制台？
	(1) 将PC连接服务器HDM口。
	(2)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DM口IP地址访问控制台。
	(3) 打开远程控制台菜单，可直接打开控制台，不能打开时，根据提示安装相应插件后再打开即可。

	9.2   CAS安装时提示“No bootable devices detected.”，如何处理？
	9.3   云主机重启后无法进入CAS，如何处理？
	9.4   教师管理端软件安装失败，提示“复制加密文件失败，无法进行安装”，如何处理？
	(1) 将教学管理软件光盘放入教师机的光驱中，将加密锁（也称加密狗）插入教师机的USB口。
	(2) 核对光盘中serial.txt文件记录的序列号和加密狗上的序列号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光盘和加密锁不匹配，请更换光盘或加密锁。
	(3) 将光盘setup文件夹中的加密文件（pepa～pepe文件）拷贝至教师管理端安装文件夹下的setup-std子文件夹中，如图98和图99所示。
	(4) 再次尝试安装教师管理端软件。

	9.5   初始化部署或添加主机失败，报错“FAILED - RETRYING: install python3.5-venv”，如何处理？
	(1) 请再次单击<部署>按钮即可。
	(2) 如果多次单击部署无用，请到管理节点/var/lib/apt/lists下找到文件名包含管理平台IP地址的的文件，并把该文件通过“scp”传输命令传到目的主机相同目录。
	(3) 在目的主机上直接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3.5-venv，成功后，再次在界面上单击<部署>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