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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案例介绍如何部署云学堂混合计算。混合计算技术将学生机（瘦终端或普通 PC）本地的应用程

序和云桌面中的应用程序无缝融合，并借助学生机本地空闲的计算能力，分担云主机的计算压力，

从而提升重载应用（占用 CPU、GPU 或内存资源较多的应用程序）的使用体验。该技术既能减轻

云主机压力，也可节约网络带宽。 

云学堂的混合计算技术通过虚拟机中的 HybridApp 程序调用学生机本地安装的应用程序，从而实现

从学生的云桌面中访问本地应用。 

2  特性使用指南 

2.1  使用场合 

 教学环境中需要使用重载应用，如 AutoCAD、3DMAX 等。 

 虚拟机中的浏览器播放视频卡顿，可以调用学生机本地的浏览器，解决视频播放卡顿的问题。 

 考试软件采用混合计算方式部署，可以避免云主机故障造成的所有学生考试过程中断问题。 

2.2  配置前提 

本文档假设您已了解云学堂混合计算技术。 

2.3  使用限制 

 云学堂混合计算技术目前仅支持应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类型的课程模板。 

 云学堂混合计算已验证支持的常用软件包括： 

表1 混合计算支持的常用软件 

软件类别 软件列表 

常用软件 

Adobe Photoshop CS3 

Adobe Photoshop CS4 

Adobe Photoshop CS5 

Adobe Photoshop CS6 

AutoCAD 2004 

AutoCAD 2007 

AutoCAD 2012 32位 

AutoCAD 2013 

AutoCA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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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类别 软件列表 

Adobe Reader PDF阅读器 

authorware 

Adobe Premiere Pro 

Counter-Strike 1.5/1.6 

EWB 5.12 

Google earth 

IBM SPSS 22.0 

irobots 

Math3D 

Maya 2009 

Maya 2013 

Maya 2014 

MATLAB 2014 

Microsoft Office 2010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 

Microsoft Network Monitor 3.1 

Microsoft Developer Network 

PDF文件转换(Solid Converter PDF) v7.1.932 

Pro/ENGINEER Wildfire 5.0 

Protel DXP 2004 

Quicktime 

SolidWorks 2014 

SAS9.3软件 

Sketchup 

windows live 影音制作 

Windows Media Player 

3DMax.2009.精简版 

3ds Max 2010 

3ds Max 2013 

3ds Max 2014 

死亡打字员 

科大讯飞英语听力口语模拟考试系统 

金山打字通 

酷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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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类别 软件列表 

用友网络教学软件 

会声会影 

爱剪辑 

 

如需部署其它应用程序，请联系 H3C 技术支持工程师。 

 混合计算应用程序新建的文件仅能保存在本地或本地学生空间中，无法直接保存在虚拟机中。

使用混合计算应用程序时建议将新建的文件先保存在本地学生空间中，这样就可以从虚拟机中

访问学生作业空间，然后将文件复制到虚拟机中使用。如果混合计算应用程序打开的是虚拟机

中的文件，通过单击[文件/保存]菜单项可以直接在原文件基础上保存修改，通过单击[文件/另

存为]菜单项仅能保存在本地或学生作业空间中。 

3  配置举例 

3.1  需求描述 

某学校已部署 H3C Cloud 云学堂解决方案，某教师通过云学堂解决方案授课，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

AutoCAD 2007 版本软件。由于 AutoCAD 软件属于重载应用，部署在课程模板中时，使用体验不

佳，学校希望使用云学堂混合计算技术部署 AutoCAD 软件。 

3.2  配置思路 

(1) 在学生机本地安装 AutoCAD 2007 版本软件。 

(2) 通过云学堂管理平台上传 HybridApp 程序安装包。 

(3) 进到课程模板中，安装配置 HybridApp 程序，包括配置 AutoCAD 软件的打开路径、快捷方式

图标等参数。 

3.3  注意事项 

 所有学生机本地都需要安装混合计算使用的应用程序，并且安装路径必须保持一致。 

 在课程模板的 HybridApp 程序中务必设置正确的本地程序路径，否则会出现从云桌面无法访

问本地应用的问题。 

 请确保部署混合计算的课程模板已安装配套版本的作业空间挂载程序（安装包名称为

“H3ClassVMServerSetup.exe”），否则在使用混合计算过程中会提示“未将对象引用到实例”

的错误信息。 

3.4  配置步骤 

在开始配置之前，请准备好如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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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版本的云学堂混合计算 HybridApp 程序安装包：请通过 H3C 官方渠道获取。 

 待部署的应用程序安装包：需要用户自行准备，本例中为 AutoCAD 2007 版本软件的安装包。 

1. 在学生机上安装应用程序 

请重复如下步骤为所有学生机安装 AutoCAD 软件。 

(1) 从 U 盘复制 AutoCAD 2007 版本软件的安装包到学生机本地 C 盘，然后执行安装。 

(2) 安装完毕后，找到 AutoCAD 2007 软件可执行文件（.EXE 文件）所在的完整路径，例如

“C:\Program Files\AutoCAD 2007\acad.exe”，如图 1 所示。请记录该路径，以备后用。 

图1 可执行文件路径 

 

 

(3) 为了解决 AutoCAD 软件打开时加载速度慢的问题，请打开本地的 IE 浏览器，单击[工具

/Internet 选项]菜单，选择“高级”选项，取消勾选如图 2 所示红框内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按钮。（如果安装的是其它应用软件，无需执行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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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解决加载速度慢方法示意图 

 

 

2. 上传混合计算 HybridApp程序安装包 

(1) 在教师机上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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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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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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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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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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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本地站点”中选中待上传的混合计算程序安装包 HybridApp.zip，然后通过如下方式之一

将 HybridApp.zip 上传到云主机，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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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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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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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bridApp.zip 文件将显示在软件列表中。 

3. 在课程模板中部署混合计算 

在部署混合计算之前，请确保相应的课程模板已经创建。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模板/课程]菜单项，进入课程列表页面。单击课程对应的“ ”图标。进

入操作系统，在挂载的软件安装盘（通常是系统 D 盘）中找到 HybridSetup.exe 文件。由于

软件安装盘为只读权限，请将 HybridSetup.exe 文件拷贝到 C 盘，并右键 HybridSetup.exe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安装完成后，桌面会生成 HybridInstall 快捷图标，如图 5 所示。 

图5 打开混合计算 HybridApp程序 

 

 

(2) 双击 HybridInstall 图标。如图 6 所示，在打开的配置界面中，填写程序名称，输入学生机本地

应用程序的完整路径，选择本地应用程序在虚拟机中显示的快捷方式图标，然后单击<下一步>

按钮，课程桌面上会自动生成该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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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混合计算 HybridApp程序配置界面 

 

 

参数说明： 

 程序名称：自定义应用程序的名称。 

 程序路径：学生机本地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EXE 文件）的完整路径，本例中为 AutoCAD

软件可执行文件所在的完整路径：“C:\Program Files\AutoCAD 2007\acad.exe”。 

 程序图标：本地应用程序在虚拟机中显示的快捷方式图标，为.ico 文件格式，用户可以自行提

供图标，也可使用自带的默认图标。 

(3) （可选）单击<高级设置>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配置混合计算应用程序默认打开文件的后缀

名（可配置多个），然后单击<保存>按钮，如图 7 所示。本例中由于 AutoCAD 的默认文件扩

展名为.dwg，可以在窗口中配置“.dwg”，这时虚拟机中所有后缀名为.dwg 的文件都将默认

使用混合计算部署的 AutoCAD 程序打开。 

图7  默认打开文件后缀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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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的混合计算应用程序和配置的默认打开文件后缀名必须一一对应，比如部署的混合计算应用

程序是 AutoCAD 软件，则配置的默认打开文件后缀名应该是.dwg；部署的混合计算应用程序是

PhotoShop 软件，则配置的默认打开文件后缀名应该是.psd。请勿配置不对应的文件后缀名。 

 请勿将混合计算应用程序默认打开文件的后缀名设置为“.exe”、“.dll”、“.bat”或“.msi”等

Windows 系统文件用的扩展名，否则可能会损坏课程模板镜像文件。 

 

(4) （可选）当需要部署多个混合计算应用程序时。请双击 HrbridInstall.exe，重新执行安装，然

后重复(2)-(3)步骤。课程桌面会自动生成多个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如图 8 所示。 

图8 部署多个混合计算应用程序效果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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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9 所示。 

图9 关闭课程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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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验证结果 

(1) 登录教师管理端选择已部署混合计算的课程进行上课，上课后学生的云桌面上有一个

AutoCAD 软件的快捷方式，如图 10 所示。 

图10 学生云桌面快捷方式 

 

 

 

直接在课程模板中打开混合计算程序，或者在没有终端虚拟桌面中打开混合计算程序是无效的。 

(2) 在学生终端上双击云桌面的桌面 AutoCAD 快捷方式，可以打开本地的 AutoCAD 软件，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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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打开本地的 AutoCAD软件 

 

 

(3) 如需保存 AutoCAD 软件新建的文件，可以选择保存在学生作业空间中，如图 12 所示。 

图12 保存文件至学生作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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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编辑已经部署的混合计算程序 

(1) 编辑已经配置过混合计算的应用程序的混合计算配置。通过桌面快捷方式右键菜单，打开文件

所在位置，在应用程序的混合计算配置文件目录打开应用程序“配置”，如图 13 所示。对混

合计算参数进行修改，如图 14 所示。编辑完成后，“保存设置”。 

图13 混合计算配置文件 

 

 

图14 编辑混合计算配置 

 

 

参数说明： 

 应用程序关联进程：应用程序关联程序的程序名（不需要填写程序扩展名），多个程序以|隔开。

本参数仅当应用程序的启动需要同时启动其它程序时填写。本例中无需填写，留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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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参数：应用程序启动时输入的参数。本参数仅当应用程序的启动需要传入参数时填写，

比如：给浏览器传入 www.baidu.com 参数，那么配置有混合计算的浏览器打开后将自动打开

百度首页。本例中无需填写，留空即可。 

4  相关资料 

 H3C Cloud 云学堂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H3C Cloud 云学堂 教师管理端联机帮助 

 H3C Cloud 云学堂 学生客户端联机帮助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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