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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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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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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主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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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配置流程 
管理员可在云学堂管理平台创建课程。课程创建流程如下： 

(1) 上传课程所需应用软件。 
(2) 创建课程，并为课程安装应用软件。 

(3) （可选）为课程进行网络配置和增加盘符。 

(4) 激活课程的操作系统后关闭课程。 

3 注意事项 
创建课程前，请确保所需镜像已发布，并准备好待安装的应用软件安装包。关于镜像的创建，请参

见《H3C Cloud 云学堂 基于 BASE 文件创建镜像指导书》和《H3C Cloud 云学堂 基于 ISO 文件

创建镜像指导书》。 

4 配置步骤 

4.1  上传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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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以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安装程序为例。 

 

上传的文件不能大于 4GB，推荐以压缩包形式上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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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1 所示，然后输入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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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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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云学堂管理平台登录页面 

 

 

(2)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课程列表页面。 

图4-2 课程列表页面 

 
 

(3) 单击页面上方的“软件安装文件”页签，进入应用软件管理页面。 

图4-3 软件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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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右上角的<上传>按钮，打开上传工具，如图 4-4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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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未安装上传工具，请单击“点击下载”，并根据提示安装 H3ClassFTP 上传工具。 

图4-4 H3ClassFTP 上传工具 

 
 

(5) 在“本地站点”中双击待上传的软件安装包（本文是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安装包），将

软件安装包上传到云主机，如图 4-5 所示。 



4 

图4-5 上传应用软件 

 
 

(6) 上传成功后，关闭上传工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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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课程 

 

若环境中已有课程，需要为课程安装应用软件，可在上传所需的应用软件安装包后，通过课程控制

台进入课程对应虚拟机的操作系统进行安装。安装方法请参见为课程安装应用软件。 

 

(1) 单击云学堂管理平台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课程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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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课程列表页面 

 
 

(2) 单击右上角的<创建>按钮，弹出确认软件已上传对话框。请确认所需的应用软件是否已上传，

如果未上传，请单击<上传软件>按钮，上传应用软件后再重新添加课程。 

图4-7 添加课程向导 

 
 

(3)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步骤二的镜像列表中选择课程所使用的镜像，如图 4-8 所示。如果无

所需镜像，请通知管理员创建对应镜像。 

图4-8 选择镜像 

 
 

(4)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步骤三中填写课程名称等参数，如图 4-9 所示。主要参数说明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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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完善课程信息 

 
 

表4-1 课程信息主要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是否启用 
课程是否可用于上课。 

设为“不启用”后，该课程在教师端课程列表以及管理平台上的教室上课选择课程列表中不可见。 

是否公开 

课程对学生端是否可见，可设置为“公开”、“不公开”和“部分公开”。 

• 设置为“部分公开”时，需选择学校，所选学校中的课程对学生可见。 

• 课程对学生端不可见时，课程无法用于自由上课。当课程未启用时，本参数的设置不生效。 

是否考试专
如果选择“是”，则该课程专用于考试场合，教师端下课时，后台不会删除相应的虚拟桌面，下次

再使用该课程上课后，学生可继续使用上次上课的虚拟桌面，其中保存了相应的考试数据。一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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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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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专用课程尚不支持高可用功能。 

是否考试模

式 

考试模式用于通过计算机登录用户名区分每台计算机的考试类应用软件的场景。启用后，还需设置

用户名前缀和用户名补全规则。 

• 使用未设置考试模式的课程模板上课时，创建的虚拟机的用户名均为 h3class。 

• 使用启用考试模式的课程模板上课时，将根据用户名前缀和用户名补全规则修改虚拟机的登录

用户名，且修改后虚拟机将自动重启一次，请耐心等待。 

显示模式 
Linux课程可以对显示模式进行选择。选择不同的显示模式，将决定集中上课后，Linux课程桌面的

显示是界面模式还是命令行模式。 

云桌面连接

协议 

选择云桌面连接协议，包括RDP和VDP： 

• RDP：Remote Desktop Protocol，远程桌面协议。普通课程常用的协议。该协议仅适用于

X86 学生端。 

• VDP：Virtul Desktop Protocol，虚拟桌面协议。当课程需要使用到各类设备重定向及 3D 功

能时，建议采用 VDP 协议。该协议适用于 X86 和 ARM 学生端。 

高可用功能 

开启高可用功能的课程上课时，某一台主机故障后，在环境中其他主机资源池够用的情况下，虚拟

机可以迁移到其他主机上。如果要使用课程的“高可用功能”，请务必申请云学堂研发工程师协助。

该功能只能在集群环境中使用。 

 

(5) 单击<下一步>按钮，确认待创建课程信息正确，如图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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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确认课程信息 

 

 

(6) 单击<保存并开始安装软件>按钮，弹出启动课程提示，单击<确认>按钮，启动课程。 

图4-11 确认启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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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为课程安装应用软件 

(1) 启动课程后，自动进入课程的操作系统页面。 

图4-12 操作系统页面 

 

 

(2) 进入 D 盘，如图 4-13 所示。此盘符下存放着上传的应用软件，由于软件安装盘是只读权限的，

为了避免有些软件在安装过程中写入数据到软件安装盘，推荐先将软件安装包复制到 C 盘，

然后再进行安装，安装成功后，建议删除 C 盘中的软件安装包。 

图4-13 安装应用软件 

  
 

(3) 复制应用软件到 C 盘后，右键单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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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安装软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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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所示，然后在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按钮，关闭系统。 

图4-15 关闭课程操作系统 

  
 

4.4  网络设置（可选） 

该功能用于为课程分配动态 IP 地址，该 IP 用于外网访问。 
(1) 单击左导航树中[课程模板/镜像]菜单项，进入镜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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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镜像列表 

 

 

(2) 单击镜像列表右上角<网络设置>按钮，弹出网络设置对话框。 

图4-17 网络设置 

 

 

(3) 配置网络设置参数，参数说明如表 4-2 所示，单击<保存>按钮完成操作。 

表4-2 网络设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起始IP DHCP地址池的起始IP，需设置在业务网网段中。 

结束IP DHCP地址池的结束IP，需设置在业务网网段中。该DHCP地址段不能与虚拟机DHCP地址段重叠。 

子网掩码 DHCP地址池所在网络的子网掩码。 

网关 DHCP地址池所在网络的网关。 

DNS DHCP地址池所在网络所使用的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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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ID 

DHCP地址池所属的VLAN ID。VLAN ID为可选选项，如果配置了VLAN ID，则请在与教室环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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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左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课程列表。 

(5) 单击课程模板中的 图标，进入课程虚拟机中。 

(6) 打开虚拟机的“本地连接\网络连接详细信息”，查看课程模板虚拟机已获取的地址池中的 IP，
如图 4-18 所示。 

图4-18 获取 IP 

 
 

4.5  增加课程盘符（可选） 

默认情况下，基于 BASE 文件创建的镜像中只有 C 盘一个盘符。使用一个盘符的镜像创建课程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给课程增加盘符，方法如下：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2) 单击待增加盘符的镜像中的“ ”图标，启动镜像，如图 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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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进入镜像 

 

 

 

如果需要新增 D 盘，请先单击控制台中 操作菜单下的“断开软件共享盘”选项，再进入课程模板

进行后续的操作。 

 

(3) 右键单击计算机图标，选择[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如图 4-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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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计算机管理 

 
 

(4) 在[计算机管理]窗口中选择[存储\磁盘管理]菜单项，如图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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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磁盘管理 

 

 

(5) 右键单击 C 盘并选择“压缩卷”，弹出压缩 C：对话框，如图 4-22 所示。 

图4-22 压缩卷 

 

 

(6) 在压缩 C：对话框中，输入压缩空间量的大小并单击<压缩>按钮开始压缩。 

(7) 压缩完成后可在磁盘 0 区域中查看到压缩后的卷，如图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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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压缩后的卷 

 

 

(8) 右键单击压缩卷，选择“新建简单卷”选项。 

(9) 在弹出的“新建简单卷向导”中，指定简单卷大小，并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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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 指定卷大小 

 

 

(10) 为新建的简单卷分配驱动器号，并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4-25 所示。 

图4-25 分配驱动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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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如下设置格式化这个卷，文件系统请选择 NTFS，并勾选“执行快速格式化”选项。单击<
下一步>按钮，如图 4-26 所示。 

图4-26 格式化分区 

 

 

(12) 格式化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新建简单卷向导。 
(13) 操作完成后可在磁盘管理中查看新建的卷，并在“计算机”中查看到新加磁盘，如图 4-27、

图 4-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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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7 查看新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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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8 查看新加磁盘 

 
 

4.6  激活操作系统 

(1) 右键单击“计算机”，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属性]菜单项。 

图4-29 进入计算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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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Windows 激活”栏中查看 Windows 激活信息，如果未激活，请激活操作系统。H3C 推

荐您购买官方正版授权用于激活操作系统。 

图4-30 查看激活信息 

 
 

4.7  关闭课程 

(1) 单击课程操作系统中的<关机>按钮或在课程列表中单击相应课程的“ ”图标，关闭课程操

作系统。所创建课程已在课程列表中。 

图4-31 课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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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关资料 
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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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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击云学堂管理平台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课程列表页面。
	(2) 单击右上角的<创建>按钮，弹出确认软件已上传对话框。请确认所需的应用软件是否已上传，如果未上传，请单击<上传软件>按钮，上传应用软件后再重新添加课程。
	(3)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步骤二的镜像列表中选择课程所使用的镜像，如图4-8所示。如果无所需镜像，请通知管理员创建对应镜像。
	(4)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步骤三中填写课程名称等参数，如图4-9所示。主要参数说明如表4-1所示。
	(5) 单击<下一步>按钮，确认待创建课程信息正确，如图4-10所示。
	(6) 单击<保存并开始安装软件>按钮，弹出启动课程提示，单击<确认>按钮，启动课程。

	4.3   为课程安装应用软件
	(1) 启动课程后，自动进入课程的操作系统页面。
	(2) 进入D盘，如图4-13所示。此盘符下存放着上传的应用软件，由于软件安装盘是只读权限的，为了避免有些软件在安装过程中写入数据到软件安装盘，推荐先将软件安装包复制到C盘，然后再进行安装，安装成功后，建议删除C盘中的软件安装包。
	(3) 复制应用软件到C盘后，右键单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软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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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所示，然后在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按钮，关闭系统。

	4.4   网络设置（可选）
	(1) 单击左导航树中[课程模板/镜像]菜单项，进入镜像列表。
	(2) 单击镜像列表右上角<网络设置>按钮，弹出网络设置对话框。
	(3) 配置网络设置参数，参数说明如表4-2所示，单击<保存>按钮完成操作。
	(4) 单击左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课程列表。
	(5) 单击课程模板中的图标，进入课程虚拟机中。
	(6) 打开虚拟机的“本地连接\网络连接详细信息”，查看课程模板虚拟机已获取的地址池中的IP，如图4-18所示。

	4.5   增加课程盘符（可选）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2) 单击待增加盘符的镜像中的“”图标，启动镜像，如图4-19所示。
	(3) 右键单击计算机图标，选择[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如图4-20所示。
	(4) 在[计算机管理]窗口中选择[存储\磁盘管理]菜单项，如图4-21所示。
	(5) 右键单击C盘并选择“压缩卷”，弹出压缩C：对话框，如图4-22所示。
	(6) 在压缩C：对话框中，输入压缩空间量的大小并单击<压缩>按钮开始压缩。
	(7) 压缩完成后可在磁盘0区域中查看到压缩后的卷，如图4-23所示。
	(8) 右键单击压缩卷，选择“新建简单卷”选项。
	(9) 在弹出的“新建简单卷向导”中，指定简单卷大小，并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4-24所示。
	(10) 为新建的简单卷分配驱动器号，并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4-25所示。
	(11) 按如下设置格式化这个卷，文件系统请选择NTFS，并勾选“执行快速格式化”选项。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4-26所示。
	(12) 格式化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新建简单卷向导。
	(13) 操作完成后可在磁盘管理中查看新建的卷，并在“计算机”中查看到新加磁盘，如图4-27、图4-28所示。

	4.6   激活操作系统
	(1) 右键单击“计算机”，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属性]菜单项。
	(2) 在“Windows激活”栏中查看Windows激活信息，如果未激活，请激活操作系统。H3C推荐您购买官方正版授权用于激活操作系统。

	4.7   关闭课程
	(1) 单击课程操作系统中的<关机>按钮或在课程列表中单击相应课程的“”图标，关闭课程操作系统。所创建课程已在课程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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