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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镜像用于创建课程，只有存在相应操作系统类型的镜像，才能创建相应操作系统类型的课程。基于

同一镜像，可以创建多个课程，这些课程完全继承该镜像信息，包括操作系统、系统配置以及镜像

中所安装的软件。课程可以基于镜像进行定制化修改，比如根据课程要求，安装所需的应用软件。 

目前云学堂支持业内主流操作系统的镜像，详细支持情况请参见表 1-1。云学堂管理平台可基于

BASE 文件和基于 ISO 文件两种方式创建镜像。 

表1-1 课程镜像支持情况 

终端类型 RDP 协议 VDP 协议 

X86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Windows Server2008、Redhat、Ubuntu、CentOS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10 

ARM - Windows 7、Windows 10 

 

云学堂管理平台支持基于 BASE 文件和基于 ISO 文件两种方式创建镜像。此处以基于 ISO 文件创

建镜像为例进行介绍。基于 Base 文件创建镜像的相关操作请参见《H3C Cloud 基于 BASE 文件创

建镜像指导书》。 

2 创建流程 
基于 ISO 文件创建镜像的主要流程如下： 

(1) 上传 ISO 文件，并创建镜像。 

(2) 为镜像安装操作系统。 
(3) 镜像配置与系统激活。 

(4) 镜像发布。 

3 文件准备 
在开始制作镜像之前，请准备好如下文件。 

表3-1 文件准备 

文件类型 获取方式 说明 

操作系统ISO文件 请通过cloudclasswiki.h3c.com获取纯净ISO文件 
配置课程镜像需要

的基础文件。 

虚拟机作业空间挂载程

序安装文件（适用于

Windows系统镜像） 

请从H3C Cloud云学堂官方获取的软件包中获取以下文件： 

• ARM：CloudVMServerSetup_VDP_android-version.exe 

• X86：CloudVMServerSetup_VDP_version.exe 

用于支持作业空间

挂载功能，并会修改

虚拟机的主机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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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indows 系统镜像制作 

4.1  基于ISO文件创建镜像 

4.1.1  上传并创建镜像 

(1) 如图 4-1 所示，在教师机上通过 Chrome 浏览器访问 http://<云主机业务网口 IP 地址>，打开

云学堂管理平台的登录页面。 

图4-1 云学堂管理平台登录页面 

 
 

(2) 在登录界面输入管理员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admin 账户的初始密码是 admin），单击<登录>
按钮进入云学堂管理平台的首页。 

(3)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镜像]菜单项，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4) 单击镜像列表右上方的<创建>按钮。 

(5) 如图 4-2 所示，选择“基于 ISO 文件创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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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基于 ISO 文件创建镜像 

 
 

(6) 单击<上传>按钮，打开上传工具。上传工具左侧的“本地站点”为本地 PC 上的目录，右侧

的“远程站点”为云主机上存放操作系统安装文件的目录“/isos”（请勿修改该路径）。 

(7) 如图 4-3 所示，在“本地站点”中选中待上传的 ISO 文件（ISO 文件的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然后通过如下方式之一将 ISO 文件上传到云主机。 

 直接将文件从本地站点拖拽到远程站点中。 

 双击待上传文件。 
 右击弹出操作列表，在操作列表中单击<上传>按钮。 

图4-3 上传 ISO 文件 

 
 

(8) 上传成功后，关闭上传工具。 

(9) 单击<刷新>按钮，已上传的 ISO 文件出现在下拉列表中。 

(10) 自定义镜像名称，如图 4-4 所示，选择刚才上传的 ISO 文件，选择操作系统类型、操作系统

版本、硬盘大小等。 



4 

(11) 单击<创建>按钮，进入操作系统安装页面。 

图4-4 填写镜像信息 

 
 

4.1.2  为镜像安装操作系统 

(1) 如图 4-5 所示，在弹出的操作系统安装向导中，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4-5 操作系统安装向导 

 
 

(2) 如图 4-6 所示，当提示“您想进行何种类型的安装？”时，请选择“自定义（高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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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选择安装类型 

 
 

(3) 当首次提示“您想将 Windows 安装到何处？”时，请单击“加载驱动程序（L）”链接，如

图 4-7 所示，将弹出“加载驱动程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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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选择安装位置 

 
 

(4) 在“加载驱动程序”窗口中单击<浏览>按钮，如图 4-8 所示，将弹出“浏览文件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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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加载驱动程序窗口 

 
 

(5) 在“浏览文件夹”窗口中选中“软盘驱动器（A）”下的“x86”或“amd64”文件夹（32 位

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请选择 x86；64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请选择 amd64。），单击<确
定>按钮，如图 4-9 所示，选择进入驱动程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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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选择安装的驱动路径 

 

 

(6) 通过 ctrl 或 shift 按键全选窗口中的所有驱动程序，如图 4-10 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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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7) 如图 4-11 所示，当再次提示“您想将 Windows 安装到何处？”时，请单击<下一步>按钮。

接下来按照提示安装操作系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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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选择安装位置 

 
 

(8)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在页面左上角的“操作”菜单中单击<关闭>按钮（请勿直接单击右上

角 X 号关闭页面），如图 4-12 所示，然后在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按钮，关闭系统。 

图4-12 关闭镜像操作系统 

 

 

(9) 如图 4-13 所示，在管理平台镜像列表页面，镜像列表中会显示已安装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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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镜像列表页面 

 
 

4.2  ISO镜像配置 

4.2.1  上传软件 

准备好待上传的软件，如作业空间挂载程序安装文件。通过如下步骤上传至管理平台：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 

(2) 单击页面上方的“软件安装文件”页签。 
(3) 单击右上角的<上传>按钮，打开上传工具。上传工具左侧的“本地站点”为本地 PC 上的目

录，右侧的“远程站点”为云主机上的共享目录“/share”（请勿修改该路径）。 

(4) 在“本地站点”中选中待上传的文件，然后通过如下方式之一将文件上传到云主机。 

• 直接将文件从本地站点拖拽到远程站点中。 
• 双击待上传文件。 

• 右击弹出操作列表，在操作列表中单击<上传>按钮。 

(5) 上传成功后，关闭上传工具。 
(6) 单击右上角的<刷新>按钮，上传的软件安装文件将显示在软件列表中。 

4.2.2  安装作业空间挂载程序 

(1) 在 D 盘中找到已上传的作业空间挂载程序，将它拷贝至 C 盘任意目录。 

(2) 右键单击程序，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菜单项，进入安装向导。 
(3) 根据安装向导，完成虚拟机作业空间挂载程序的安装。安装成功后，桌面出现相应的操作图

标 。 

4.2.3  执行配置程序 

(1) 双击桌面上的配置程序快捷方式 ，弹出“设置程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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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配置程序首页 

 
 

(2) 单击<配置>按钮，输入缺省密码“1qaz2wsx”后，单击<确定>按钮，打开配置列表对话框。 

图4-15 配置列表对话框 

 
 

(3) 根据实际情况完成配置，相关配置说明如表 4-1 所示。 

(4) 配置完成后，单击镜像左上角[操作/重启]菜单项，重启镜像使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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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操作菜单项 

 
 

(5) 重启后，单击镜像左上角[操作/关闭]菜单项，关闭镜像。 

表4-1 配置说明 

参数分类 参数名称 说明 

通用设置 

学生空间 

用于设置学生空间、素材空间以及个人网盘的盘符名称（默认无需

修改）。 
素材空间 

个人网盘 

计算机名称前缀 用于设置学生端名称前缀。 

软件安装 

Castools-V3 
请先通过SSH远程访问管理平台后台，使用“cat 

/etc/h3c_cas_cvk-version”或“cat /etc/cas_cvk-version”命令检

查CAS版本。 

• 若 CAS 版本为 E0512，请通过控制面板卸载原 Castools，然

后单击<Castools-V5>按钮重装 Castools。 

• 若 CAS 版本为 E0303，则无需重装 Castools。 

• 若 ARM 学生端使用官方指定的 ARM Base，则无需重装

CAStools。 

Castools-V5 

Rdp8 

用于为课程模板安装更新程序KB2592687和KB2574819。 

• 仅适用于使用 RDP 协议的 Windows7 课程模板 

• 检查更新前，请先启用 Windows Update 服务，待更新完成后，

再关闭。 

模板优化 仅适用于为WindowsXP以上操作系统的课程模板进行优化。 

Windows补丁 仅适用于使用VDP协议，且操作系统为Windows7的课程模板。 

vdp安装 

请选择OS版本 当前课程模板的操作系统版本。 

安装VDP/卸载VDP 

• 安装 VDP：USB 重定向相关组件也集成在该参数中，因此 RDP

模板也需要安装。主要用于安装声卡驱动等，安装完成后，可

组建 VDP 环境或 RDP 的 USB 重定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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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分类 参数名称 说明 

• 卸载 VDP：卸载 VDP 后，请在“计算机”右键菜单中单击<

管理>按钮，打开计算机管理，选择“设备管理器/系统设备”，

卸载“VirtIO Serial Driver”驱动。 

安装3D特性/卸载3D特性 

• 仅适用于为使用 VDP 协议的 Windows7 课程模板安装和卸载

3D 特性。 

• 安装 3D 特性后，将为云桌面中 3D 软件提供 3D 加速功能。 

修改密码 旧密码、新密码、确认密码 用于修改配置程序登录密码。 

关于 无 用于查看配置程序的版本信息。 

 

4.2.4  操作系统设置 

(1) 在镜像操作系统，打开控制面板的屏幕分辨率对话框，如图 4-17 所示，修改镜像分辨率，使

其与教师机和学生机保持一致。 

 

• 推荐分辨率为 1200*800 至 160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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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暂不支持 800*600 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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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调整分辨率 

 
 

(2) 如图 4-18 所示，关闭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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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关闭防火墙 

 
 

(3) 如图 4-19 所示，关闭“检查计算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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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关闭检查计算机更新 

 

 

(4) 如图 4-20 所示，更改电源选项，修改“关闭显示器”和“使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为“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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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更改电源选项 

 
 

(5) 修改“远程设置” 

a. 右键单击“计算机”，选择“属性”。 

b. 在左侧菜单列表单击“远程设置”，在弹出的“系统属性”窗口中，选择“远程”选项卡。

勾选“允许远程协助连接这台计算机”和“允许运行任意版本远程桌面的计算机连接（较

不安全）”，单击“应用”。 
(6) 如图 4-21 所示，设置 h3class 用户的密码永不过期、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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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设置密码永不过期 

 
 

(7) 如图 4-22 所示，执行“运行>msconfig>工具”，选中“更改 UAC 设置”，单击[启动]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用户账户为“从不通知”后，单击<确定>按钮，禁用 UAC。如图 4-23
所示，设置无 GUI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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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禁用 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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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设置无 GUI 引导 

 
 

(8) 执行“运行>secpol.msc>网络列表管理器策略>所有网络>如图 4-24 设置”，设置用户不允许

修改网络位置。 

图4-24 设置用户不允许修改网络位置 

 
 

(9) 执行“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 组件>远程桌面服务>远程桌面会话

主机>安全>远程（RDP）连接要求使用指定的安全层”，如图 4-25 所示，双击编辑远程（RDP）
连接要求使用指定的安全层，点选“已启用”，安全层选择“RDP”，应用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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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远程（RDP）连接要求使用指定的安全层 

  

 

(10) 禁用客户体验改进计划 

a.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操作中心>更改操作中心设置>客户体验改善计划设置”，选

择“否，我不想参加该计划>保存更改”。 
b.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任务计划程序”，在“任务计划程序(本地)”窗口

中，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Microsoft>Windows”节点，打开“Application Experience”
文件夹，禁用“AiTAgent”和“ProgramDataUpdater”任务。打开“Customer 
Experience Improvement Program settings”文件夹，禁用“Consolidator”、

“KernelCeipTask”和“UsbCeip”任务。 

(11) 禁用 WinSAT：为解决 VDP 模式下云桌面文件大小增长问题，需要禁用该项。 

a.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任务计划程序”，在“任务计划程序(本地)”窗口

中，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Microsoft>Windows”节点，打开 Maintenance 文件夹，禁

用“Win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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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禁用 WinSAT 

 

 

(12) 开启课程镜像的系统通知。 

• 开启 Windows10 课程镜像的系统通知方法如下： 
a. 右键单击桌面空白处，选择[显示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b. 选择[通知和操作]菜单项，并将“获取来自应用和其他发送者的通知”设置为“开”即可。 

图4-1 开启 Windows10 课程镜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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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Windows7 课程镜像的系统通知方法如下： 
a. 单击[开始-控制面板]，选择查看方式为“大图标”后，单击[通知区域图标]，进入如图 4-1

所示界面。 

b. 在对话框中找到教师端或学生端图标，将行为设置为“显示图标和通知”即可。 

图4-2 通知区域图标 

 
 

(13) Windows 7 镜像，优化操作系统的虚拟内存分页交换文件大小。 

a.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Windows 7 操作系统。 

b. 鼠标右击计算机，选择“属性”。 

c.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高级系统设置”。 
d. 在弹出的“系统属性”对话框中，选“高级”>“性能设置”。 

e. 在弹出的“性能选项”对话框话框中，选“高级”>“虚拟内存更改”。 

f. 在弹出的“虚拟内存”对话框中取消勾选“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 
g. 选择“自定义大小”，初始大小和最大值，分别填写“200”和“500”。 

h. 单击“设置”，使其生效。  

i. 最后点确定，并重启系统即可 
(14) Windows 7 镜像，禁用诊断策略服务。 

a. 单击“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服务”，打开服务窗口。 

b. 打开“Diagnostic Policy Service”对话框中，单击“停止”。 
c. 在“启动类型”菜单中，选择“禁用”。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15) Windows 7 镜像，禁用预取和超级获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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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执行“运行>regedit”，打开 Windows 注册表编辑器。 
b. 导航至名为 PrefetchParameters 的注册表项。该注册表项位于以下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 

c. 将 EnablePrefetcher 和 EnableSuperfetch 的值设为 0。 

d. 单击“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服务”，打开服务窗口。 
e. 打开“Superfetch”对话框中，单击“停止”。 

f. 在“启动类型”菜单中，选择“禁用”。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16) Windows 7 镜像，禁用注册表备份。 

a.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任务计划程序”，在“任务计划程序(本地)”窗口

中，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Microsoft>Windows”节点。 

b. 双击“Registry”并选择“RegIdleBackup”。在“操作”窗格中，单击“禁用”。 

(17) Windows 7 镜像，禁用系统还原。 

a.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任务计划程序”，在“任务计划程序(本地)”窗口

中，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Microsoft>Windows”节点。 
b. 双击“SystemRestore”并选择“SR”。在“操作”窗格中，单击“禁用”。 

(18) Windows 7 镜像，禁用 Windows Defender。 

a. 执行“运行>Windows Defender”，打开 Windows Defender 窗口。 

b. 单击“工具”>“选项”>“管理员”，取消选择“使用此程序”并单击 “保存”。 

(19) Windows 7 镜像，禁用 Microsoft Feeds Synchronization。 

a.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Internet 选项”，弹出 Internet 属性窗口。 

b. 单击“内容 选项卡，在“源和网页快讯”下，单击“设置”。 
c. 弹出源和网页快讯设置窗口，取消选择“自动检查源和网页快讯的更新”并单击“确定”。 

d. 在“Internet 属性”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4.2.5  非必选优化项 

下列优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选择进行优化。 
(1) 如图 4-3、图 4-4 所示，安装更新 Media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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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安装更新 Media player（步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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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安装更新 media player（步骤二） 

 
 

(2) 如图 4-5 所示，安装更新 Flash player，通过浏览器打开 www.youku.com，选择打开任意优

酷视频，对弹出的“您想安装此软件吗”提示窗选择安装，安装可能会花一段时间，请耐心

等待。 

http://www.you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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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安装 Flash player 

 
 

(3) 性能选项优化，对图 4-6 所示选项进行优化。 

图4-6 性能优化项 

 
 

(4) 如图 4-7 所示，Windows 8 环境下启动项优化，执行“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管理模

板>系统>登录>设置“显示首次登录动画”为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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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禁用登录动画 

 
 

(5) 安装 360 修复清理，选择“系统修复”，如图 4-8 所示，仅对“常规修复”里，除了“任务

栏上的托盘图标无法显示”以外的修复项进行修复。选择“电脑清理”，如图 4-9 所示，对扫

描结果执行“一键清理”。以上操作执行完成后，请彻底卸载 360 安全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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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系统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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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电脑清理 

 
 

(6) 禁用服务。执行“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禁用下列服务：Windows 
Firewalls、Diagnostic Policy Service、Print Spooler。 

4.2.6  激活操作系统 

(1) 激活镜像操作系统，后续基于该镜像创建的课程会继承激活信息。若此处不激活，待课程创

建成功后，则需要分别在课程对应的虚拟机中操作系统进行激活。H3C 推荐您购买官方正版

授权用于激活操作系统。 

(2) 在页面左上角的“操作”菜单中单击<关闭>按钮（请勿直接单击右上角 X 号关闭页面），然

后在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按钮，关闭系统。 

4.3  镜像发布 

只有已发布的镜像才可用于创建课程，但已发布的镜像将无法修改镜像信息或安装软件。 

(1) 在云学堂管理平台，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镜像]菜单项，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2) 单击已关闭镜像右上角的“ ”图标，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镜像的发布。

镜像发布成功后会显示在镜像列表中，如图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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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发布 Windows 系统镜像 

 
 

5 Linux 系统镜像制作 
本文以 Ubuntu 系统为例进行介绍，其余 Linux 操作系统的镜制作方法类似。 

5.1  基于ISO文件创建镜像 

5.1.1  上传并创建镜像 

Linux 系统镜像制作时，ISO 文件的上传方法与制作 Windows 系统镜像时 ISO 文件上传方法类似，

请参见 4.1.1  上传并创建镜像。 

5.1.2  为镜像安装操作系统 

(1) 镜像启动后在左侧语言选择栏中选择中文（简体），然后单击<安装>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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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选择语言 

 
 

(2) 此时还未连接到互联网，点击右上角的连接按钮，选择<Edit Connections>，在连接编辑中

选择第四个页签“IPV4 Settings”，将 Method 改为“Manual”模式，并在 Address 中添加

可以使用的网络地址，单击<save>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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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网络配置 

 
 

(3) 网络联通后，单击<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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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继续安装 

 
 

(4) 选择“清除整个磁盘并安装 Ubuntu”，并单击<现在安装>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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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清除整个磁盘并安装 Ubuntu 

 
 

(5) 确认将改动写入磁盘，单击<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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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将改动写入磁盘 

 
 

(6) 在区域选择中，单击<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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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区域选择 

 
 

(7) 在键盘布局中选择所需的语言，本文选择“汉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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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键盘布局 

 
 

(8) 在创建计算机名和用户名时，请务必将用户名和密码同时设置为“h3class”，以保障之后的

顺利登录。勾选“自动登录”，点击<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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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创建用户 

 

 

(9) 设置完成后安装 Ubuntu 操作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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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安装 Ubuntu 操作系统 

 

 

(10) 安装完成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现在重启>按钮，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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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重启系统 

 
 

5.2  镜像配置 

(1) 重启后进入安装好的操作系统。单击进入挂载的 32GB 软件共享盘。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选择

castools/V3 或者 castools/V5，进入对应路径将 linux 文件夹复制至本地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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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复制 linux 文件夹 

 

 

(2) 右键本地的 linux 文件目录，将所有权限改为“读写”模式。 

图5-12 修改 linux 文件权限 

 

 

(3) 同时按住“Ctrl + Alt + t”键，打开终端命令行，进入本地 linux 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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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打开终端命令行 

 

 

(4) 在命令行中输入“sudo passwd root”给 root 用户创建密码。密码创建完成后使用“su root”
将用户切换为 root 用户。执行 linux 文件夹中的 CAS_tools_install.sh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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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安装 CAStools 

 
 

(5) CAStools 安装完成后，单击左上角<操作>栏中的重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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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重启镜像 

 
 

(6) 在[系统\显示]中将分辨率修改至终端匹配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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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修改分辨率 

 

 

(7) 在[系统\亮度和锁屏]中将锁屏时间设置为“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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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设置锁屏时间 

 
 

(8) 激活镜像操作系统，后续基于该镜像创建的课程会继承激活信息。若此处不激活，待课程创

建成功后，则需要分别在课程对应的虚拟机中操作系统进行激活。H3C 推荐您购买官方正版

授权用于激活操作系统。 

(9) 在页面左上角的“操作”菜单中单击<关闭>按钮（请勿直接单击右上角 X 号关闭页面），然

后在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按钮，关闭系统。 

5.3  镜像发布 

只有已发布的镜像才可用于创建课程，但已发布的镜像将无法修改镜像信息或安装软件。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镜像]，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2) 单击镜像右上角的 图标，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镜像的发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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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发布 Linux 系统镜像 

 
 

6 相关资料 
表6-1 相关资料 

资料 描述 获取方式 

H3C Cloud云学堂 安装指导 介绍云学堂详细安装方法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

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

YXT/H3Cloud_YXT/ 

H3C Cloud云学堂 联机帮助 介绍云学堂详细使用方法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

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

YXT/H3Cloud_YXT/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T/H3Cloud_YXT/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T/H3Cloud_YXT/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T/H3Cloud_YXT/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T/H3Cloud_YXT/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T/H3Cloud_YXT/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T/H3Cloud_Y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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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禁用客户体验改进计划
	a.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操作中心>更改操作中心设置>客户体验改善计划设置”，选择“否，我不想参加该计划>保存更改”。
	b.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任务计划程序”，在“任务计划程序(本地)”窗口中，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Microsoft>Windows”节点，打开“Application Experience”文件夹，禁用“AiTAgent”和“ProgramDataUpdater”任务。打开“Customer Experience Improvement Program settings”文件夹，禁用“Consolidator”、“KernelCeipTask”和“UsbCeip”任务。

	(11) 禁用WinSAT：为解决VDP模式下云桌面文件大小增长问题，需要禁用该项。
	a.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任务计划程序”，在“任务计划程序(本地)”窗口中，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Microsoft>Windows”节点，打开Maintenance文件夹，禁用“WinSAT”。

	(12) 开启课程镜像的系统通知。
	a. 右键单击桌面空白处，选择[显示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b. 选择[通知和操作]菜单项，并将“获取来自应用和其他发送者的通知”设置为“开”即可。
	a. 单击[开始-控制面板]，选择查看方式为“大图标”后，单击[通知区域图标]，进入如图4-1所示界面。
	b. 在对话框中找到教师端或学生端图标，将行为设置为“显示图标和通知”即可。

	(13) Windows 7镜像，优化操作系统的虚拟内存分页交换文件大小。
	a.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Windows 7 操作系统。
	b. 鼠标右击计算机，选择“属性”。
	c.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高级系统设置”。
	d. 在弹出的“系统属性”对话框中，选“高级”>“性能设置”。
	e. 在弹出的“性能选项”对话框话框中，选“高级”>“虚拟内存更改”。
	f. 在弹出的“虚拟内存”对话框中取消勾选“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
	g. 选择“自定义大小”，初始大小和最大值，分别填写“200”和“500”。
	h. 单击“设置”，使其生效。
	i. 最后点确定，并重启系统即可

	(14) Windows 7镜像，禁用诊断策略服务。
	a. 单击“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服务”，打开服务窗口。
	b. 打开“Diagnostic Policy Service”对话框中，单击“停止”。
	c. 在“启动类型”菜单中，选择“禁用”。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15) Windows 7镜像，禁用预取和超级获取功能。
	a. 执行“运行>regedit”，打开Windows 注册表编辑器。
	b. 导航至名为 PrefetchParameters 的注册表项。该注册表项位于以下路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
	c. 将 EnablePrefetcher 和 EnableSuperfetch 的值设为 0。
	d. 单击“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服务”，打开服务窗口。
	e. 打开“Superfetch”对话框中，单击“停止”。
	f. 在“启动类型”菜单中，选择“禁用”。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16) Windows 7镜像，禁用注册表备份。
	a.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任务计划程序”，在“任务计划程序(本地)”窗口中，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Microsoft>Windows”节点。
	b. 双击“Registry”并选择“RegIdleBackup”。在“操作”窗格中，单击“禁用”。

	(17) Windows 7镜像，禁用系统还原。
	a.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任务计划程序”，在“任务计划程序(本地)”窗口中，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Microsoft>Windows”节点。
	b. 双击“SystemRestore”并选择“SR”。在“操作”窗格中，单击“禁用”。

	(18) Windows 7镜像，禁用Windows Defender。
	a. 执行“运行>Windows Defender”，打开Windows Defender窗口。
	b. 单击“工具”>“选项”>“管理员”，取消选择“使用此程序”并单击 “保存”。

	(19) Windows 7镜像，禁用Microsoft Feeds Synchronization。
	a.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Internet选项”，弹出Internet属性窗口。
	b. 单击“内容 选项卡，在“源和网页快讯”下，单击“设置”。
	c. 弹出源和网页快讯设置窗口，取消选择“自动检查源和网页快讯的更新”并单击“确定”。
	d. 在“Internet 属性”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4.2.5   非必选优化项
	(1) 如图4-3、图4-4所示，安装更新Media player。
	(2) 如图4-5所示，安装更新Flash player，通过浏览器打开www.youku.com，选择打开任意优酷视频，对弹出的“您想安装此软件吗”提示窗选择安装，安装可能会花一段时间，请耐心等待。
	(3) 性能选项优化，对图4-6所示选项进行优化。
	(4) 如图4-7所示，Windows 8环境下启动项优化，执行“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登录>设置“显示首次登录动画”为禁用”。
	(5) 安装360修复清理，选择“系统修复”，如图4-8所示，仅对“常规修复”里，除了“任务栏上的托盘图标无法显示”以外的修复项进行修复。选择“电脑清理”，如图4-9所示，对扫描结果执行“一键清理”。以上操作执行完成后，请彻底卸载360安全卫士。
	(6) 禁用服务。执行“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禁用下列服务：Windows Firewalls、Diagnostic Policy Service、Print Spooler。

	4.2.6   激活操作系统
	(1) 激活镜像操作系统，后续基于该镜像创建的课程会继承激活信息。若此处不激活，待课程创建成功后，则需要分别在课程对应的虚拟机中操作系统进行激活。H3C推荐您购买官方正版授权用于激活操作系统。
	(2) 在页面左上角的“操作”菜单中单击<关闭>按钮（请勿直接单击右上角X号关闭页面），然后在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按钮，关闭系统。


	4.3   镜像发布
	(1) 在云学堂管理平台，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镜像]菜单项，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2) 单击已关闭镜像右上角的“”图标，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镜像的发布。镜像发布成功后会显示在镜像列表中，如图4-10所示。


	5  Linux系统镜像制作
	5.1   基于ISO文件创建镜像
	5.1.1   上传并创建镜像
	5.1.2   为镜像安装操作系统
	(1) 镜像启动后在左侧语言选择栏中选择中文（简体），然后单击<安装>按钮。
	(2) 此时还未连接到互联网，点击右上角的连接按钮，选择<Edit Connections>，在连接编辑中选择第四个页签“IPV4 Settings”，将Method改为“Manual”模式，并在Address中添加可以使用的网络地址，单击<save>进行保存。
	(3) 网络联通后，单击<继续>按钮。
	(4) 选择“清除整个磁盘并安装Ubuntu”，并单击<现在安装>按钮。
	(5) 确认将改动写入磁盘，单击<继续>按钮。
	(6) 在区域选择中，单击<继续>按钮。
	(7) 在键盘布局中选择所需的语言，本文选择“汉语”为例。
	(8) 在创建计算机名和用户名时，请务必将用户名和密码同时设置为“h3class”，以保障之后的顺利登录。勾选“自动登录”，点击<继续>按钮。
	(9) 设置完成后安装Ubuntu操作体统。
	(10) 安装完成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现在重启>按钮，重启系统。


	5.2   镜像配置
	(1) 重启后进入安装好的操作系统。单击进入挂载的32GB软件共享盘。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选择castools/V3或者castools/V5，进入对应路径将linux文件夹复制至本地桌面。
	(2) 右键本地的linux文件目录，将所有权限改为“读写”模式。
	(3) 同时按住“Ctrl + Alt + t”键，打开终端命令行，进入本地linux文件目录。
	(4) 在命令行中输入“sudo passwd root”给root用户创建密码。密码创建完成后使用“su root”将用户切换为root用户。执行linux文件夹中的CAS_tools_install.sh文件。
	(5) CAStools安装完成后，单击左上角<操作>栏中的重启按钮。
	(6) 在[系统\显示]中将分辨率修改至终端匹配的分辨率。
	(7) 在[系统\亮度和锁屏]中将锁屏时间设置为“从不”。
	(8) 激活镜像操作系统，后续基于该镜像创建的课程会继承激活信息。若此处不激活，待课程创建成功后，则需要分别在课程对应的虚拟机中操作系统进行激活。H3C推荐您购买官方正版授权用于激活操作系统。
	(9) 在页面左上角的“操作”菜单中单击<关闭>按钮（请勿直接单击右上角X号关闭页面），然后在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按钮，关闭系统。

	5.3   镜像发布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镜像]，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2) 单击镜像右上角的图标，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镜像的发布，所示。


	6  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