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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平台 FAQ 

1.1  云学堂解决方案支持哪些版本的CAS？ 

云学堂解决方案目前支持 E0303 和 E0512 版本的 CAS，其它版本暂不支持。 

1.2  云学堂解决方案使用的CAS是否能同时用于其它用途？ 

不能。云学堂管理平台使用的 CAS 是专用的，不能同时用于其它用途。在云学堂解决方案中，CAS
的使用都是通过管理平台调用的，无需单独登录 CAS 进行操作。为了确保云学堂解决方案的稳定

性，请勿自行登录 CAS 进行操作。 

1.3  使用IE浏览器无法登录云学堂管理平台，如何处理？ 

云学堂管理平台暂时仅适配了 Google Chrome 浏览器，IE 浏览器暂不适配，可能会出现无法登录

的情况，请您使用 Chrome 浏览器登录。Chrome 浏览器的安装包可以直接在云学堂管理平台登录

页面下载。 

1.4  云学堂管理平台无法打开应用软件安装页面，如何处理？ 

在云学堂管理平台上通过点击镜像对应的“ ”图标，或点击课程对应的“ ”图标后，无法弹

出应用软件安装页面。该问题可能是由于 Chrome 浏览器拦截了弹出窗口导致的。可以尝试通过禁

用 Chrome 浏览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解决。禁用 Chrome 浏览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的方法如下： 

(1) 打开 Chrome 浏览器的菜单，单击[设置]菜单项。 

(2) 在页面底部找到并单击“显示高级设置”链接。 

(3) 在“隐私设置”部分，单击<内容设置>按钮。 

(4) 在“弹出式窗口”部分，选择“允许所有网站显示弹出式窗口”选项。 

(5) 单击<完成>按钮。 

1.5  执行上传镜像或上传应用软件操作，无响应，如何处理？ 

上传镜像和应用软件时都需要借助上传工具——H3C 云学堂专用上传软件。请确认教师机上是否已

安装 H3C 云学堂专用上传软件。若未安装则请先安装，然后刷新页面，重新单击<上传>按钮，再

次上传镜像文件或应用软件。H3C 云学堂专用上传软件随云学堂软件一起发布，软件包名称为

“H3ClassFTP_setup.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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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管理端 FAQ 

2.1  教师管理端上显示的课程与管理平台上显示的课程不同步，如何处

理？ 

该问题可能是由于课程未启用导致的。启用课程的方法如下： 

(1) 首先确认管理平台页面上是否存在灰色的课程图标，灰色图标表示该课程未启用。未启用的课

程模板教师管理端和学生客户端不可见。通过如下方法可以启用课程模板： 

a. 单击课程模板对应的“ ”图标，弹出修改课程配置对话框。 

b. 在对话框的“是否启用”栏选择启用选项。 

c.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课程的启用操作。 

(2) 打开教师管理端的课程环境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刷新>按钮，可以将云学堂管理平台中

的课程同步到教师管理端界面。 

2.2  执行上课操作，提示“课程启动失败，错误原因：发生冲突”，如何

处理？ 

在教师管理端上执行上课操作，弹出提示信息“课程启动失败，错误原因：发生冲突。当前课程正

在运行（编辑）中，无法上课。” 

该问题是由于课程对应的虚拟机正在运行导致的。解决方法如下： 

(1) 登录云学堂管理平台。 

(2)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菜单项，进入课程列表页面。 

(3) 单击课程对应的“ ”图标，在打开页面左上角的“操作”菜单中单击<关闭>按钮，关闭虚

拟机。 

(4) 再次执行上课操作。 

3 学生客户端 FAQ 

3.1  如何将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 

将学生机从云学堂客户端界面切换到本地桌面的方法有如下两种： 

• 将单台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在学生机上通过键盘按<F12>键，然后输入密码（默认为

1qaz2wsx），显示桌面选择“本地”并“确定”，进入本地桌面。 

• 将所有学生机切换到本地桌面：在教师机上登录教师管理端软件，单击教师管理端界面上方常

用菜单栏中的额“远程控制”按钮，单击选择“切换到本地”。  

3.2  如何将学生机切换到云学堂客户端界面？ 

将学生机从本地桌面切换到云学堂客户端界面的方法有如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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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单台学生机切换到云学堂客户端界面：在学生机右下角的任务栏中找到云学堂学生客户端的

图标，右键单击学生客户端图标，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是否切换到华三云学堂”选项，然后选

择“确定”。 

• 将所有学生机切换到云学堂客户端界面：在教师机上登录教师管理端软件，单击教师管理端界

面上方常用菜单栏中的额“远程控制”按钮，单击选择“切换到云学堂”。  

3.3  学生机屏幕竖屏显示，如何处理？ 

可以通过 Alt+Ctrl+方向键调整屏幕横竖屏显示。 

3.4  学生机自动休眠，如何处理？ 

在学生机上设置电源选项，将休眠时间设置为从不。具体步骤如下： 

(1) 打开控制面板，找到电源设置选项。 

(2) 单击<更改计划设置>按钮，然后将各选项设置为从不。 

3.5  Linux操作系统的学生桌面如何访问作业空间？ 

Ubuntu、CentOS 等 Linux 操作系统的学生桌面暂不支持作业空间功能。 

4 教学管理软件 FAQ 

4.1  云学堂教学管理软件是否支持直播教学？ 

支持。云学堂教学管理软件支持摄像头广播教学（教师机需要配置摄像头）。 

4.2  云学堂教学管理软件是否支持口语课？ 

支持。云学堂教学管理软件支持声音广播（需要使用耳麦），支持学生回答问题时广播给所有学生。 

4.3  云学堂教学管理软件是否支持屏幕录制？ 

支持。云学堂教学管理软件支持录制教师机屏幕和学生机屏幕。录制学生机屏幕时，支持单屏和多

屏录制两种方式。 

4.4  云学堂教学管理软件在线考试的试题格式是什么？ 

云学堂教学管理软件支持 Word 格式的试题文件或通过 Excel 模板导入试题。 

4.5  屏幕广播时，学生机不能全屏显示，如何处理？ 

此问题可能是由于教师机和学生机的分辨率不一致造成的。请调整教师机或学生机的分辨率，确保

两者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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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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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常见 FAQ 

5.1  云学堂解决方案由哪些组件组成？ 

云学堂解决方案由如下组件组成： 

• 云主机 

• 学生机（瘦终端或普通 PC） 

• 教师机 

• 云学堂软件 

• CAS 虚拟化平台 

5.2  云主机如何选型？ 

云学堂解决方案中的云主机需要满足如表 5-1 和表 5-2 所示的软硬件配置要求。 

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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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关系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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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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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开启超线程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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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关系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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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T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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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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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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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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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303 或 Ubuntu 12.04 64 位操作系统 

• 当云学堂需要使用 VDP 协议时，需要云主机安装 CAS E0512 

 

5.3  学生机如何选型？ 

云学堂解决方案支持的学生机类型如下： 

• 瘦客户机 

• 普通 PC 

学生机需要满足如表 5-3 和表 5-4 所示的软硬件配置要求。 

表5-3 学生机硬件配置要求 

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CPU 1.44GHz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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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分辨率为1200x800至1600x900 

网线 六类非屏蔽双绞线（CAT6） 

 

表5-4 学生机软件配置要求 

配置项 配置要求 备注 

操作系统 
• Windows 7 （32/64bit） 

• Windows 8 （32/64bit） 

• 推荐使用 Windows 10 64 位企业版 

• 暂不支持 Windows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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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配置要求 备注 

• Windows10 （32/64bit，1703 版

本）（请联系云学堂技术服务人员

获取） 

• 推荐为 Windows 7 和 Windows 8 版本的操作系

统安装 Service Pack 1 补丁，Windows7 操作系

统要求支持 RDP8.0 远程桌面协议 

•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软件冲突问题，建议使用操

作系统较为纯净的瘦终端或 PC 充当学生机 

 

5.4  教师机如何选型？ 

教师机需要满足如表 5-5 和表 5-6 所示的软硬件配置要求。 

表5-5 教师机硬件配置要求 

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CPU 2.3GHz及以上，双核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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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分辨率为1200x800至1920x1080 

网线 六类非屏蔽双绞线（CAT6） 

 

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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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获取） 

• 推荐使用 Windows 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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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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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云学堂软件包括哪些？ 

云学堂软件主要包括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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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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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后，在教师允许自由上课的情况下，学

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并进入相应桌面学习。 

5.6  云学堂解决方案是否支持试用？ 

支持。云学堂解决方案安装成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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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内，屏幕广播等教学管理软件相关功能最多支持 10 台学生机使用，上

下课等其它功能最多支持 70 台学生机使用。 

5.7  云学堂解决方案是否支持利旧？ 

支持。可以通过改装教室原有的 PC 或瘦终端部署云学堂解决方案，但是需要满足云学堂解决方案

的部署条件。利旧方案部署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5.8  云学堂利旧方案中，学生机原有的还原卡如何处理？ 

学生机原有的还原卡可以进行禁用或卸载，具体方法请参见还原卡的产品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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