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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性介绍 
随着虚拟化越来越普及，各学校逐渐使用虚拟机代替物理 PC 进行教学,随之而来也面临着各类考试

的适配以及与考试相关要求的匹配需求。为了满足考试后数据复查的需求，云学堂推出了考试专用

课程这一特性。本特性适用于专门的考试场景。考试专用课程下课后，后台不会删除相应的虚拟桌

面，虚拟桌面中的数据将被保存。再次使用该课程上课时，学生可继续使用上次上课的虚拟桌面，

查看之前的考试数据。 

2 特性优点 
默认情况下，考试桌面在下课后仍保留，不被自动删除。同时，用户可手动删除考试桌面。 

3 配置指导 

3.1  配置前提 

课程是云主机创建虚拟机（用于提供云桌面）时所使用的模板，其本质也是一台虚拟机。云学堂管

理平台支持基于已发布的镜像创建课程。因此，在进行考试专用课程配置之前，需确保对应的镜像

已创建并发布。 
在创建课程之前，可以将课程需要的应用软件上传至云主机的共享目录。课程对应的虚拟机启动后，

共享目录会自动挂载到虚拟机上，这样就可在课程对应的虚拟机上直接访问共享目录，安装所需的

应用软件。同时，在课程创建时，请确保使用课程上课时创建的虚拟机所占用资源不超过主机总可

用资源，避免因资源不足导致无法上课。 

3.2  配置步骤 

(1) 如图 3-1 所示，通过 Chrome 浏览器访问 http://<云主机业务网口 IP 地址>（如

http://10.172.50.50），打开云学堂管理平台的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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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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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2 所示。 

图3-2 云学堂管理平台首页 

 
 

(3) 如图 3-3 所示，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课程列表页面，单击课程列表右上

方的<创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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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课程列表页面 

 
 

(4) 如图 3-4 所示，在步骤一中确认软件是否已上传齐全，如需上传其他软件请单击<上传软件>
按钮进行上传，如软件已上传齐全则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3-4 步骤一：确认软件已上传 

 
 

(5) 如图 3-5 所示，在步骤二中选择课程使用的镜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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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镜像可选择，请先创建镜像。镜

像选择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3-5 步骤二：选择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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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图 3-6 所示，在步骤三中完善课程基础信息，对课程名称、虚拟 CPU 核数、内存和课程容

量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单击<显示高级设置>按钮，进行考试专用课程的设置。 

图3-6 步骤三：完善课程基础信息 

 

 

(7) 如图 3-7 所示，在课程信息高级设置中，在“是否考试专用课程”选项中勾选“是”，配置课

程为考试专用课程，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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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配置为考试专用课程 

 
 

(8) 如图 3-8 所示，在步骤四中确认课程信息，确认课程信息无误后，若需开始安装上传的软件，

则单击<保存并开始安装软件>按钮，若暂不需安装软件，则单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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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确认课程信息 

 
 

(9) 考试专用课程创建完成后，在课程列表页面考试专用课程会在课程右下角标出“考试专用”

字样，如图 3-8 所示。 

图3-9 考试专用课程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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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教师机打开云学堂教师端，在登录界面输入对应教师账号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按
钮进入云学堂教师端，如图 3-8 所示。 

图3-10 登录云学堂教师端 

 
 

(11) 在课程列表中可以看到相应的考试专用课程可以选择，在考试专用课程右下角有“考试专用”

字样，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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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云学堂教师端考试专用课程 

 
 

3.3  配置验证 

(1) 在管理平台首页单击导航树中[教室]菜单项进入教室页面，在菜单项右侧会显示出教室相关信

息，如图 3-12 所示。 

图3-12 进入教室页面 

 
 

(2) 单击右侧对应教室操作栏中的<上课>按钮，在弹出的“选择课程中选择”考试专用课程，如

图 3-13 与图 3-14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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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进行上课操作 

 
 

图3-14 选择课程 

 

 

(3) 此时可以看到教室“class1”的状态为“上课中”，单击教室名称“class1”进入教室概要信

息页，在概要信息页下方的云桌面中单击序号为 1 的云桌面控制台进入学生虚拟机，如图 3-15
与图 3-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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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单击教室名称“class1” 

 
 

图3-16 进入学生虚拟机 

 
 

(4) 在学生虚拟机中创建文本文档，用以验证考试专用课程不删除虚拟机的功能，如图 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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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在虚拟机中创建文本文档 

 
 

(5) 在教室概要页面单击<下课>按钮对教室“class1”进行下课操作，如图 3-18 所示。 

图3-18 对教室“class1”进行下课操作 

 
 

(6) 重复本小节第(2)和第(3)步的上课操作，进入学生虚拟机可以看到文本文档仍然存在，说明考

试专用课程下课之后不会对虚拟机进行删除操作。如果需要进行删除虚拟机操作，可在操作

一栏中单击<更多功能>下<删除>按钮，删除虚拟机，如图 3-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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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删除学生虚拟机 

 
 

(7) 如果需要批量清理删除考试专用课程中的虚拟机，则在左侧导航栏中的课程模板-课程中单击

对应课程上方的 按钮，如图 3-20 所示。在弹出的清理虚拟桌面窗口中选择需要清理的教

室，单击<确定>完成清理操作，如图 3-21 所示。 

图3-20 单击清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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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单击<确定>完成清理操作 

 

 

3.4  注意事项 

• 在考试专用课程上课期间，教师端无法进入教师演示桌面。 
• 一个考试专用课程仅适用于一场考试，不同场次的考试必须创建不同的考试专用课程。 

• 在集群环境中，普通课程支持高可用功能，但是考试专用课程尚不支持高可用功能。 

4 其他相关资料 
表4-1 特性相关资料 

资料 描述 获取方式 

云学堂 安装指导 介绍云学堂环境安装方式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

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T/H3Cloud_Y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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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oftware/Docume

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T/H3Cloud_Y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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