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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局准备 

1.1  开局要求 

本文档旨在指导云学院的基本安装和使用，按照文档要求准备和部署系统后，可以正常进行开局工

作。 

(1) 开局准备，为项目实施提供基础设备条件，包括所需的软件、硬件。在基础设备按照规格上

架连网后方可进行具体的开局工作。 

(2) 开局硬件资源必须进行评估，保障服务器，存储资源满足云学院环境部署的配置要求。 

(3) 开局前需要准备云学院所需的 License 申请。现场若需使用正式版或者学生端大于 200 点请

提前申请 License。云学院的 License 注册详细内容请参考《H3C Cloud 云学院·License 管

理特性说明书》。 

(4) 有 vGPU 使用场景的局点请提前准备好 vGPU 对应的 License。vGPU 的 License 注册详细内

容请参考《H3C Cloud 云学院 vGPU 配置指导》。 

1.2  服务器硬件要求 

1. 服务器兼容性要求 

云学院使用的虚拟化平台 CAS 需要服务器 CPU 对 Intel-VT 或者 AMD-V 技术的支持，否则无法正

常使用。在安装 CAS 前请确保服务器端 BIOS 的 Intel-VT 或者 AMD-V 技术的虚拟化功能已正常开

启。 

2. 服务器硬件配置要求 

当学生终端数小于 200 点时可直接在其中一台业务主机中安装云学院管理端。 

当学生终端数大于 200 点时需单独规划一台标准业务服务器用做云学院管理端。 

表1 云学院管理服务器硬件要求 

硬件需求 硬件配置 

CPU（GHz/Core） 2.0GHz /2*4Core 

内存 64GB 

磁盘 2*300GB 15000rpm SAS 

网卡 2*10GB 

 

表2 标准业务服务器 

硬件需求 硬件配置 

CPU（GHz/Core） 2.4GHz /2*10Core 

内存 224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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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需求 硬件配置 

磁盘 

2*300GB 10000rpm SAS盘  RAID1 

3*480 SSD盘  RAID5 

2*1TB SATA盘 RAID1 

网卡 
4*1000MB+2*10000MB（万兆网卡用于管理与存储网

络，千兆网卡用于业务网络） 

阵列卡 Cache≥1GB 

 

表3 vGPU 标准业务服务器 

硬件需求 硬件配置 

CPU（GHz/Core） 2.6GHz /2*12Core(非渲染) 3.0GHz /2*12Core(渲染) 

内存 256GB 

磁盘 

2*300GB 10000rpm SAS盘  RAID1 

4*240 SSD盘  RAID5 

2*1.8TB SATA盘 RAID1 

网卡 
4*1000MB+2*10000MB（万兆网卡用于管理与存储网

络，千兆网卡用于业务网络） 

阵列卡 Cache≥1GB 

 

表4 服务器标准桌面数量推荐 

虚拟桌面类型 虚拟桌面个数 虚拟桌面规格 

轻负载office教学学生桌面 50 
4vCPU/4GB vRam/40GB OS盘 

5个镜像模版 5*50GB 

重负载软件编程 30 
4vCPU/4GB vRam/50GB OS盘 

5个镜像模版 5*50GB 

非渲染 32 

4vCPU/4GB vRam/40GB OS 盘 /1GB 

GPU 

5个镜像模版 5*50GB 

渲染 16 

4vCPU/4GB vRam/50GB OS盘  /2GB 

GPU 

5个镜像模版 5*50GB 



 

3 

 

1.3  个人磁盘存储配置要求 

一般学生虚拟机的系统镜像文件存储在业务服务器本地的 SSD 硬盘中。一键下课后虚拟机的数据

将随着虚拟机镜像文件一同删除。如果课程需要各自学生保留课堂文件或数据，需要在云学院环境

中为学生开通个人磁盘功能，并单独配置共享存储。详情可参见《H3C Cloud 云学院 个人磁盘特

性说明书》。 

1.4  教师机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表5 教师机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CPU ≥2.4GHz（intel） 

内存 ≥4GB 

硬盘 ≥500GB SATA 

网卡 ≥1个千兆网口 

显存 ≥2GB 

显示器 分辨率1440x900以上，1920*1080以下，建议与学生端分辨率一致 

 

1.5  学生机终端硬件配置 

1.5.1  中配终端硬件配置 

表6 低配终端硬件配置 

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型号 C100X 

系统 Windows10 64bit  1703（内部版15063.726） 企业版 

显示器 分辨率1440x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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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高配终端配置要求 

表7 高配终端配置 

硬件类型 配置要求 

型号 C433M 

系统 WES07 32bit 

显示器 分辨率1920*1080  

 

1.5.3  终端出厂排查（刷机指导） 

学生端由一系列瘦客户机构成，我们统称为学生终端。在实际教学环境中，同一个教室的学生终端

总是具有相同的操作系统和配置。学生终端出厂应该安装好统一的操作系统和配置。但是为了避免

出现意外，云学院管理平台提供终端刷机服务，可以同时为同一个教室或者具有相同配置需求的一

批学生终端进行批量安装操作系统和配置应用环境。详情可参见《H3C Cloud 云学院现场批量刷机

指导》。 

1.6  配套软件要求 

1. 服务器软件要求 

表8 配套软件要求 

软件内容 版本 

云学院管理平台 H3C Cloud Learning_Space 3.0 版本号E0508 

华三虚拟化平台 CAS 5.0 版本号E0530H06 

极域 2.7.13616 

 

1.7  组网设计 

1.7.1  服务端口要求 

管理服务器以及客户端端口规划如下： 

表9 管理服务器端口规划 

端口 协议 源 目的 备注 

8090、8490、8880、

8480 
TCP 浏览器 管理平台 

Tomcat 和 nginx 的

HTTP/HTTPS端口 



 

5 

端口 协议 源 目的 备注 

8088、8444 TCP 
用户客户端 

REST客户端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Broker REST接

口端口 

8006、8032 TCP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启动停止监听端口 

9188、9189 TCP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内存监控端口 

9058、9059 TCP、UDP 
客户端 

虚拟机Agent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与客户端、Agent

通信端口 

8800 TCP 

管理平台 

虚拟机Agent 

主机HostAgent 

管理平台IMG 各组件直接IMG通信端口 

3307 TCP 
管理平台 

MySql客户端 
管理平台 MySql端口 

8800、9058、9059 TCP 教师端 

Broker管理平台

和 Class 管理平

台 

教师端与 class 管理平台

IMG端口，教师端与Broker

端口 

9058、9059 TCP 学生端 管理平台 学生端与Broker通信端口 

9001 UDP 刷机系统/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关机、重启 

5900~ TCP 客户端 

CVK 主 机 的

Spcie server 服

务 

客户端每通过VDP协议访问

一台虚拟机将占用两个端

口，并往后递增.断开协议后

立即释放，再次连接从前面

缺省的端口号开始 

 

表10 客户端与虚拟机端口规划 

端口 协议 源 目的 备注 

9001 TCP 浏览器 客户端 客户端日志下载 

9003 TCP 浏览器 Agent（虚拟机） Agent日志下载 

50240-50368 TCP 客户端USB服务 虚拟机USB服务 
USB 重 定 向 设 备

TCP连接端口 

5473 TCP 客户端 USB服务 
USB服务接受命令

的监听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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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协议 源 目的 备注 

5475 TCP 客户端 USB服务 
USB服务接受命令

的监听端口 

5485 TCP 客户端 USB服务 
USB服务接受命令

的监听端口 

3389 TCP 客户端 虚拟机的RDP服务 
客户端访问虚拟机

的RDP服务 

 

1.7.2  典型组网 

1. 组网图 

图1 云学院典型组网 

 

 

2. 服务器网卡配置指导 

表11 服务器网卡配置指导 

网卡 类型 配置方式 说明 

Eth0、Eth1 万兆网卡 静态聚合 管理和存储业务流量 

Eth2~Eth5 千兆网卡 静态聚合 虚拟机业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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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P地址规划 

因为每个教室的学生终端和上课时该教室使用的虚拟机在同一网段，为避免发生 IP 地址冲突的情

况，建议为该教室配置的 DHCP 地址池中可用 IP 地址数至少为学生终端数的三倍。可参考下表进

行规划。建议租期时间为默认值 60min。 

表12 IP 地址规划 

教室终端数量 配置 

小于等于80 该教室DHCP地址池使用24的mask即可 

大于80小于150 该教室DHCP地址池使用23的mask即可 

大于150，如果为X （2^（32-mask）-2）> 3*X，算出mask即可 

 

4. 组网简介 

表13 交换机配置（以教室最大终端数小于等于 80 个为例） 

设备 接口 配置说明 配置规则 

Switch A 

交换机系统接口视图 交换机全局配置 启用DHCP服务 

GE1/0/1~GE1/0/10 
与CVK的万兆网口两两相连，静

态聚合 

Trunk口、native vlan 100、 

Permit vlan all 

GE1/0/11~GE1/0/30 
与CVK的千兆网口四四相连，静

态聚合 
Trunk口、Permit vlan all 

GE1/0/31~GE1/0/48 连接各教室的接入交换机 Trunk口、Permit vlan all 

Vlan-Interfece 100 用于VLAN100汇聚 

接口IP：100.100.0.1/24 

创建DHCP地址池：100.100.0.0/24 

启用DHCP 

Vlan-Interfece 10 用于VLAN10汇聚 

接口IP：192.168.110.1/24 

创建DHCP地址池：192.168.110.0/24 

启用DHCP 

Vlan-Interfece 20 用于VLAN20汇聚 

接口IP：192.168.120.1/24 

创建DHCP地址池：192.168.120.0/24 

启用DHCP 

Vlan-Interfece 30 用于VLAN30汇聚 

接口IP：192.168.130.1/24 

创建DHCP地址池：192.168.130.0/24 

启用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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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1 
GE1/0/1 与Switch A相连 Trunk口、Permit vlan all 

其他接口 与教室1中教师端和学生端相连 VLAN10、Access口 

Switch 2 
GE1/0/1 与Switch A相连 Trunk口、Permit vlan all 

其他接口 与教室2中教师端和学生端相连 VLAN20、Access口 

Switch 3 
GE1/0/1 与Switch A相连 Trunk口、Permit vlan all 

其他接口 与教室3中教师端和学生端相连 VLAN30、Access口 

 

5. 交换机配置代码参考 

交换机详细的配置代码请参见《H3C Cloud 云学院 合班上下课特性说明书》。 

2  CAS的安装配置 

2.1  安装CAS 

2.1.1  安装CVM以及CVK组件 

CVM 以及 CVK 的安装过程请参考《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安装指导》。以下重点展示 CAS 安

装时磁盘手动分区步骤。安装时若已将系统盘、数据盘进行分区，则可忽略 2.1.2  、2.1.3  挂载

的步骤。 

表14 磁盘分区配置信息表 

磁盘类型 分区方式 磁盘空间 分区文件类型 分区挂载点 

机械磁盘 

（cas安装盘） 
自动分区 

80GB EXT4 / 

20GB EXT4 /var/log 

30GB Swap swap 

剩余空间 EXT4 /vms 

SSD 

（系统盘） 
手动分区 全部容量 EXT4 /vms/vdios 

机械磁盘 

（数据盘） 
手动分区 全部容量 EXT4 /vms/vdidata 

 

(1) 选择整个磁盘作为 cas 安装盘，自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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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选择整块磁盘 

 

 

图3 选择 sda 

 
 

图4 将 sda 自动分区作为 cas 安装盘 

 

 

(2) 对系统盘、数据盘进行手动分区挂载。 

a. 通过<↑><↓>键选择待分区的磁盘，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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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选择 sdb 

 
 

b. 创建分区表，通过<Tab>键选择<Yes>，创建分区表，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图6 创建分区表 

 
 

c. 选择磁盘空闲空间进行手工分区，通过<↑><↓>键选择磁盘空间，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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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手工分区 

 
 

d. 选择 Create a new partition，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图8 创建分区 

 
 

e. 设置分区大小。默认大小即可，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图9 设置分区大小 

 
 

f. 选择分区类型，通过<↑><↓>键选择 Primary，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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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选择 Primary 

 
 

g. 在分区信息的配置页面通过<↑><↓>键选择 Mount point，通过<↑><↓>键选择 Enter 
manually 手动输入。系统盘，手动挂载到/vms/vdios；数据盘，手动挂载到/vms/vdidata。 

图11 输入挂载点 

 

 

h. 确认设置的分区信息正确后，通过<↑><↓>键选择 Done setting up the partition 

图12 确认分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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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所有分区划分完成：CAS安装盘 sda自动分区；SSD系统盘 sdb手动分区，挂载到/vms/vdios；
数据盘 sdc 手动分区，挂载到/vms/vdidata。确认分区信息正确后，通过<↑><↓>键选择

Finish partitioning and write changes to disk，按<Enter>键进入下一步。 

图13 完成分区并写入磁盘 

 

 

2.1.2  挂载系统盘 

云学院环境中使用 SSD 硬盘作为虚拟机系统盘的存储空间，所以需要在安装每台 CVK 主机时都增

加 SSD 硬盘并进行挂载。如果在安装 CVK 时，没有对 SSD 盘进行分区挂载，则待主机安装完系

统重新启动后，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 CVK 主机，执行如下命令实现自动挂载 SSD
硬盘。 

(1) 查看 CVK 主机上所有磁盘。 
root@cvk3194:~# ll /dev/disk/by-path/ 

(2) 对 sdb 磁盘分区：fdisk /dev/sdb。 
Partition number 选择默认值 1，按回车即可 

First sector 选择默认值，按回车即可 

Last sector 选择默认值，按回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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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对系统磁盘进行分区 

 
 

(3) 分区格式化为 ext4 格式。 
root@cvk3194:~# mkfs.ext4 /dev/sdb1 

(4) 创建 SSD 存储挂载的目录为/vms/vdios。 
root@cvk3194:~# mkdir -p /vms/vdios/ 

(5) 通过 blkid 命令获取硬盘的 UUID。 
root@cvk3194:~# blkid /dev/sdb1 

/dev/sdb1: UUID="73c6cc5b-7a0f-4a94-9f86-1bf507c34cae" TYPE="ext4" 

(6) 通过“vim /etc/fstab”命令，将步骤(4)获取的 UUID 增加到文件中（见下图红色方框），实

现开机自动 mount（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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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修改文件 

 

 

(7) 将系统盘挂载到刚才创建的目录下。 
root@ cvk3194:~# mount /dev/sdb1 /vms/vdios 

(8) 重新启动 CVK 主机，检查是否设置成功，如果不成功请重新检查以上步骤的配置。 

(9) 用 mount 命令查看是否 mount 成功。 
root@ cvk3194:~# mount | grep /vms/vdios 

/dev/sdb1 on /vms/vdios type ext4 (rw) 

2.1.3  挂载数据盘 

云学院环境中使用机械磁盘作为虚拟机数据盘的存储空间，所以需要在安装每台 CVK 主机时都增

加机械磁盘并进行挂载。如果在安装 CVK 时，没有对机械磁盘进行分区挂载，则待主机安装完系

统重新启动后，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 CVK 主机，执行如下命令实现自动挂载数据硬

盘。 

(1) 查看 CVK 主机上所有磁盘。 
root@cvk3194:~# ll /dev/disk/by-path/ 

(2) 对 sdb 磁盘分区：fdisk /dev/sdc。 
Partition number 选择默认值 1，按回车即可 

First sector选择默认值，按回车即可 

Last sector选择默认值，按回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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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对数据磁盘分区 

 
 

(3) 磁盘格式化为 ext4 格式。 
root@cvk3194:~# mkfs.ext4 /dev/sdc1 

(4) 创建数据盘存储挂载的目录为/vms/vdidata。 
root@cvk3194:~# mkdir -p /vms/vdidata/ 

(5) 通过 blkid 命令获取每个硬盘的 UUID。 
root@cvk3194:~# blkid /dev/sdc1 

/dev/sdc1: UUID="113d0a06-569e-4bbb-bb15-77da2feee1bd" TYPE="ext4" 

(6) 通过“vim /etc/fstab”命令，将步骤(4)获取的 UUID 增加到文件中（见下图红色方框），实

现开机自动 mount（挂载）。 

图17 修改 fstab 挂载文件 

 
 

(7) 将分区挂载到刚才创建的目录下。 
root@ cvk3194:~# mount /dev/sdc1 /vms/vdidata 

(8) 重新启动 CVK 主机，检查是否设置成功，如果不成功请重新检查以上步骤的配置。 

(9) 用 mount 命令查看是否 mount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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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cvk3194:~# mount | grep /vms/vdidata 

/dev/sdc1 on /vms/vdios type ext4 (rw) 

2.2  配置CAS 

CAS 安装完成后，需要在 CVM 管理平台中增加主机池、集群、主机以及存储等资源，使其能为云

学院提供虚拟化资源。请注意 CVM 的主机资源管理必须是“主机池>>集群”模式。 

2.2.1  增加主机池 

(1) 打开浏览器输入 H3C CVM 管理平台地址：“http://192.168.3.194:8080”。输入用户名与密

码 admin/admin 登录 CVM 管理平台。本文档中 CVM 服务器 IP 地址都以 192.168.3.194 为

例。 

(2) 增加主机池。 

图18 增加主机池 

 
 

图19 输入主机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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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增加集群 

在对应主机池概要页面添加集群。  

图20 添加集群 

 
 

图21 填写集群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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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配置集群 HA 策略 

 
 

图23 配置集群计算 DRS 参数 

 
 

图24 配置集群存储 D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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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增加主机 

在对应的集群概要页面添加该集群的主机。 

图25 增加主机 

 

 

图26 填写主机信息 

 
 

2.2.4  增加存储池 

将 SSD 硬盘挂载的文件目录添加到 CVM 管理平台的主机存储池中，供云学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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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增加主机存储池 

 
 

图28 填写存储池基本信息 

 
 

图29 填写存储池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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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操作确认 

 

 

 

 存储池名称设置为“vdios”和“vdidata”，在后续云学院管理平台添加主机分组时就可以使用默

认值，不进行修改。 

 环境中所有主机新增存储池时都需要设置为相同名称的存储池。 

 

3  安装部署H3C Cloud云学院教学环境 
本章节将介绍云学院各个组件的安装步骤。 

3.1  安装方法 

本章节介绍云学院管理平台与 CVM 服务器安装在同一台服务器时，在 CAS 服务器上安装 H3C 
Cloud 云学院管理平台的步骤。安装前请务必保证 CVM 服务器安装完成且在 CVM 管理平台中已添

加所有环境中需要的 CVK 主机等。 

(1) 通过 Xshell 等软件以 root 用户登录将要安装云学院管理平台的服务器，通过 Xftp 等软件将

H3C Cloud_Learning_Space_3.0（version）.tar.gz（以 E0503 版本安装包为例）文件拷贝

到/root 目录下。如所示。 

图31 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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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压 H3C Cloud_Learning_Space_3.0(E0503).tar.gz 文件并切换到 learningspace-e0503 目

录下。 
root@cvknode41:~# tar -zxvf H3C Cloud_Learning_Space_3.0\(E0503\).tar.gz 

root@cvknode41:~# cd learningspace-e0503/ 

root@cvknode41:~/learningspace-e0503# ls 

图32 解压安装包后切换到该目录 

 
 

(3) 执行 install.sh 安装脚本直接升级 CAS、安装 HostAgent 以及云学院管理平台等。 
root@cvknode41:~/learningspace-e0503# ./install.sh 

(4) 安装过程中若 CAS 需要升级，则在界面提示升级时请输入“yes”继续（输入“no”将会终

止安装），安装完成后，在界面弹出以下信息。 

图33 CAS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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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安装成功提示 

 

 

 

 安装组件过程中，当出现警告错误提示时，直接联系二线处理。 

 如果安装失败，可将/var/log 目录下的 h3cd_install.log 文件拷贝到本地联系二线进行查看，检

查出错原因。 

 

(5) 安装完成后，默认已启动H3CDServer 服务，可通过 service H3CDServer status 命令来查看

当前服务状态。若未启动可通过 service H3CDServer start 命令启动服务。 

图35 查看服务状态 

 
 

(6) 若安装完云学院管理平台之后，云学院环境中再加入新的主机，需要给新加入的主机安装

hostagent，此时只需要在 CVM 上执行脚本 upgrade_tools_hostagent.sh 即可。 

 

 

云学院管理平台安装完成且已启动 H3CDServer 服务时，用户可通过

http://192.168.100.41:8880/version 路径下载相关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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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升级方法 

3.2.1  升级准备事项 

(1) 高版本的安装包文件。 

(2) 已关闭 CVM 管理平台上的高可靠 HA，并正常关闭虚拟机和暂停共享文件系统。 

图36 关闭高可用 HA 

 
 

图37 将启用 HA 设置为“否” 

 
 

(3) 如下图暂停共享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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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暂停共享文件系统 

 
 

(4) CAS 升级注意事项请参考 CAS 升级的相关手册。 

3.2.2  升级 

云学院管理平台与 CVM 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直接执行安装包中的 install.sh 文件直接升级 CAS、
HostAgent 以及云学院管理平台等。具体升级步骤请参考 3.1  安装方法。 

3.3  部署云学院管理平台 

云学院管理平台部署流程包括：登录->配置数据中心->增加云主机->修改云主机->增加教室->增加

教师->增加学生->制作课程镜像->发布课程镜像。 

3.3.1  登录云学院管理平台 

(1) 打开 PC 的 Web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192.168.3.194:8880/cloudclass，如下图所

示，登录用户名和密码为“admin/admin”。 

图39 登录 H3C Cloud 云学院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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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配置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用于云学院管理平台与 CVM 系统建立连接，从而同步 CAS 的虚拟计算、网络、存储资源

等。 

(1) 登录云学院管理平台，单击导航树中[系统设置/数据中心]菜单项，进入数据中心页面。 

(2) 输入名称、描述、IP/域名、登录方式、端口号、用户名、密码，单击<保存>按钮，保存配置。 

(3) 单击<手工同步>按钮，手动同步 CAS 虚拟资源。 

图40 配置数据中心 

  
 

3.3.3  增加云主机 

云主机是通过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将多台物理主机的计算资源集合组成的计算资源池。用来提供虚拟

计算资源。云主机对应了 CAS 管理平台上的集群，所以在增加云主机时，可选择 CAS 上已有集群，

也可输入新的集群名称，同步 CAS 上的集群资源。 

图41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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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填写主机分组信息 

  
 

增加云主机后，云学院管理平台自动同步 CAS 上的主机资源。 

3.3.4  修改云主机 

主要是将云主机的系统盘和数据盘修改为在 2.2.4  增加存储池章节里，为 CVK 配置的存储池名称。 

图43 修改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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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修改主机分组信息 

  

 

3.3.5  开启IOMMU（vGPU主机必选） 

vGPU 的主机必须开启 IOMMU，后续使用 vGPU 课程时，该主机上的 vGPU 才能正常使用，单击”
云主机-主机分组-主机-修改”按钮，进入 IOMMU 配置页面，启用 IOMMU 并重启对应主机使功能生

效。 

图45 开启主机 IOMMU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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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增加教室 

云学院管理平台上的虚拟教室与物理教室通过教室编号进行绑定。当管理员在增加课程镜像时选择

将该课程关联到某些教室，则课程镜像发布后，教师启动上课时，该教室将会根据课程镜像链接克

隆出相应的教学桌面，供学生使用。 

图46 增加 

 
 



 

31 

图47 填写教室信息 

  

 

3.3.7  增加教师 

(1) 单击导航栏[用户管理/教师管理]菜单项，进入教师列表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填写教师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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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增加教师页面 

  
 

(2) 若用户过多，可通过导入功能方式增加教师。 

• 单击右上角<导入>按钮，选择下拉菜单[导入本地教师]菜单项，导入本地教师信息。 

图49 导入本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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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的本地教师信息文件只支持 csv、txt 格式。 

 

• 单击右上角<导入>按钮，选择下拉菜单[导入云桌面教师]菜单项，导入云桌面教师信息。 

图50 导入云桌面教师 

 

 

3.3.8  增加学生 

(1) 增加学生。 

图51 增加学生 

  
 

(2) 导入本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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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导入本地学生 

 
 

图53 导入本地学生详情页面 

  

 

 

导入的本地教师信息文件只支持 csv、txt 格式。推荐下载导入模板，在导入模板中添加信息后进行

导入。 

 

(3) 导入云桌面学生 



 

35 

图54 导入云桌面学生信息 

 
 

图55 导入云桌面学生详情页面 

  
 

3.3.9  制作课程镜像 

课程镜像支持根据已有虚拟机存储文件和 ISO 镜像文件两种方式进行创建。若已有存储文件，可直

接上传系统存储文件并根据存储文件创建镜像，根据存储创建的课程镜像无需安装操作系统等操作。

无存储文件可根据上传的 ISO 镜像文件创建镜像。以 ISO 镜像文件为例介绍创建课程镜像方法，

关于基于存储文件创建课程镜像可参考《H3C Cloud 云学院基于存储文件创建课程镜像操作指导》

手册。 

1. 增加课程镜像 

 
 

(1) 在增加课程镜像页面填写镜像信息（系统盘存储按照默认设置大小，操作系统光盘如没有可

选的镜像文件，可参考上传镜像文件上传，系统配置建议选择标准配置），选择发布教室，

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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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填写课程镜像信息 

  

 

(2) 点击“展开高级选项”，选填高级选项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57 课程镜像高级信息设置 

 

 

(3) 镜像增加完成后，界面自动刷新出新建的镜像。 

2. 上传镜像文件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镜像]菜单项，进入课程镜像列表页面。单击右上角<增加>按钮，在进入的

增加课程镜像页面点击 图标，弹出确认安装 H3ClassFTP 软件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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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上传镜像文件 

  

 

(2) 若第一次使用上传功能，请单击<下载>按钮，下载 H3ClassFTP 上传工具。若已下载

H3ClassFTP 工具，请单击<确定>按钮，打开上传工具。 

图59 提示框 

 
 

(3) 下载H3ClassFTP上传工具后，双击打开H3CFtp.exe应用程序，进入H3C Cloud Class FTP 
Client 安装界面。按照步骤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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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H3ClassFTP 软件安装 

 

 

(4) 安装完成后，再次点击增加课程镜像页面的 图标，在弹出的确认安装 H3ClassFTP 软件提

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打开 H3ClassFTP 工具。 

图61 H3ClassFTP 工具 

 
 

(5) 在“本地站点”中选中待上传的镜像文件（存储文件的名称不能包含空格且存储目录路径不要太

深），然后通过如下方式之一将镜像文件上传到主机。 

• 直接将文件从本地站点拖拽到远程站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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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待上传文件。 

• 右键单击弹出操作菜单，在操作菜单中单击<上传>按钮。 

图62 上传镜像文件 

 

 

(6) 上传完成后，关闭 H3ClassFTP 软件窗口， 

3. 安装操作系统 

(1) 进入镜像控制台，启动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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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打开控制台 

  
 

图64 启动虚拟机 

 
 

(2) 进入操作系统安装页面，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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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安装操作系统 

 

 

图66 选择自定义（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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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选择加载驱动程序 

 

 

图68 单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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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选择软盘驱动器 

 
 

图70 全选 

 
 

(3) 当再次提示“您想将 Windows 安装到何处？”时，按需求分区后单击<下一步>按钮，接下来按

照提示安装操作系统即可。 

图71 驱动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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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选择新建 

 
 

图73 点击应用 

 
 

图74 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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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多磁盘时注意进行分区 

 

 

图76 开始安装操作系统 

 

 

 

安装操作系统时，如果有多块磁盘，请注意用驱动器选项（高级）对磁盘进行分区。 

 

(4) 在设置 Windows 界面，设置用户名为“h3cvdiuser”，密码为空，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

系统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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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输入用户名 

 

 

(5) 系统安装完成后，可以通过正规途径进行系统激活等操作。 

(6) 具体课程镜像制作参照《H3C Cloud 云学院课程镜像制作手册》。 

(7) vGPU 课程的制作步骤请参照《H3C Cloud 云学院 vGPU 配置指导》 

3.3.10  发布课程镜像 

(1) 发布课程镜像。发布前，请确保按照《H3C Cloud 云学院课程镜像制作手册》步骤完成课程

镜像的制作。 

图78 发布课程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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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发布确认 

 
 

图80 任务台查看发布进度 

 

 

(2) 课程镜像状态包含三种：已发布教室并已同步：蓝色背景，右下角有标示“已发布”；已发

布教室未同步：蓝色背景，右下角标示“未发布”；未发布教室：灰色背景且页面有红框提

示。 

图81 课程镜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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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在教室上课的时间段进行课程镜像发布。 

 如果镜像有更新，请重新发布后再上课。若发布时显示此虚拟机不存在，则点击页面右上角

手工同步按钮后再发布课程镜像即可。 

4  安装教师端 
本章节以 Windows 7 为例介绍云学院教师机客户端软件的安装、访问方法。 

云学院的教师端管理软件和学生端软件都可以通过 H3CDClientLearningSpace.msi 包安装。 

4.1  安装方法 

(1) 以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登录教师机，WEB 浏览器输入 http:// 
192.168.3.194:8880/version/H3CDClient 下载 H3CDClientLearningSpace.msi 安装包 

图82 获取教师端安装包 

 

 

(2) 双击 “H3CDClientLearningSpace.msi”应用程序，进入 H3CDClient 的安装向导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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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安装云学院教师客户端 

 
 

图84 选择教室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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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输入 Broker IP 

 

 

图86 设置教室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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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开始安装 

 

 

图88 安装完成 

 

 

4.2  安装极域教学软件教师端 

(1) 教师端浏览器进入“http://192.168.3.194:8880/version/Mythware”页面，将

Teacher_2.7.13616.exe 安装程序下载到教师机上，并解压。 

(2) 进入解压后的目录，鼠标双击 Teacher_2.7.13616.exe 安装程序打开安装界面，单击<下一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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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教师端安装极域 

 
 

图90 勾选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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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点击下一步 

 

 

图92 配置安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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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配置开始菜单快捷方式 

 
 

图94 点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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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正在安装 

 
 

图96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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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重启 

 
 

(3) 重启系统后，打开云学院教师端，单击页面上方<极域>按钮，弹出极域课堂管理系统登录界

面。输入账户或创建账户后登录。 

图98 教师端调用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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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登录极域 

 

 

图100 选择用户演示版 

 
 

(4) 工具栏托盘右键极域图标进入“设置”，设置授权服务器读取授权，设置自动登录。 

图101 进入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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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授权服务器读取授权 

 
 

图103 设置自动登录 

 

 

(5) LicenseServer 安装 

将极域标准版软件上传至虚拟机，点击 LicenseServer_2.7.13488.exe 进行安装，按照安装流程完

成安装，安装完成后弹出对话框，选“是”进行主机重启。注意极域服务器安装的虚拟机需要与云

学院环境网络互通，且必须保障虚拟机不能断网断电。 

(6) 重启出现授权更新界面，无网络连接时选择 offine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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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选择离线更新 

 
 

(7) 记录主机识别码申请授权文件并上传授权文件。 

图105 上传授权文件 

 

 

(8) 有网络连接时，可选择 online update,输入授权码进行授权。授权成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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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授权成功 

 

 

(9) 更新完成后打开界面，选择第三页 User Management 然后进行如下配置。 

图107 基本配置 

 

 

(10) 在第二页 Network 获取 IP 地址与端口号，在教师机软件中选择该服务器的地址并选取授权后

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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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网络配置 

 
 

(11) 极域教学软件的注册请参照安装目录下《LicenseServer》，相关使用帮助请点击极域教学管

理软件界面右上角 图标进入帮助页面，查看相关帮助。  

4.3  教师端初始配置 

(1) 教师用户打开教师客户端弹出如下登录框，请确保已经在云学院管理平台中增加教师用户信

息且该教室有已发布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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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9 教师登录页面 

 

 

(2) 在登录之前，请确保教师端配置信息设置正确。其中服务器地址为云学院管理平台 IP 地址。

一个教师端可以在两个不同网段的编号相同的教室中进行切换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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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服务配置 

 

 

图111 通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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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登录 

 

 

(3) 教师登录后，单击[虚拟教室]菜单项，点击虚拟教室页面右上角 图标，选择下拉菜单[教室

布局]菜单项，可根据教室实际位置情况调整教室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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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调整布局 

  

 

(4) 点击页面右上角 图标，选择下拉菜单[开放注册]菜单项，此时学生机需要根据座位的顺序注

册到该教室。学生机注册之后，下次登录默认属于该教室。当所有学生机注册后，可点击页

面右上角 图标，选择下拉菜单[禁止注册]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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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开放注册/禁止注册 

  

 

图115 禁止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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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端使用指导 
学生终端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以及环境配置等支持批量部署，具体请参见《H3C Cloud 云学院终

端刷机操作指导》。本章节以 Windows 7 为例介绍云学院学生客户端的升级、访问和注册方法。也

适用于教师端升级。 

5.1  升级方法 

(1) 在升级配置页面中填写升级信息，启动升级。 

图116 进入升级页面 

 

 

(2) 保存配置后，重启教师端和学生端自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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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升级学生端 

 

 

图118 查看版本号 

 
 

填写参数说明： 

• 强制升级：当启用 Client 升级后，用户打开客户端后，Broker 会自动检查 Client 版本是否低

于待升级的 Client 版本，若低于当前配置，则强制升级，不允许取消升级。 

• 服务器 IP：安装云学院管理平台的服务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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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Web 服务器上待升级的 Client 的版本号，即 Client 升级后的版本号。 

• 版本类型：包括系统默认、用户上传两种类型。 

• 系统默认：即配置 Client 待升级版本与当前安装的云学院管理平台版本一致。 

• 用户上传：由用户自己上传安装包，支持高于当前版本的任意版本的安装包。 

• URL：下载 Web 服务器上待升级 Client 版本的 URL 地址。 

• MD5：下载待升级 Client 升级安装包的密钥。 

5.2  访问方法 

安装或升级完成后，重启学生终端或双击快捷方式进入初始界面。 

图119 学生端进入教学界面 

 

 

5.3  学生终端注册 

(1) 学生开机后自动登录学生端。教师端开启注册后，学生端可看到所有开放注册的教室，在学

生端选择合适的老师后双击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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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 学生端注册 

 

 

(2) 注册完成后，每个学生机都会被分配一个终端编号。进入等待上课阶段。 

图121 等待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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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师端常用功能介绍 
1. 上下课 

该功能用于教师选择课程一键完成上下课操作。 

(1) 在教师管理端单击导航树中[课程环境]菜单项，进入课程环境页面。 

(2) 单击页面两侧箭头或左右滑动切换到指定课程，单击<上课>按钮。当按钮显示为“下课”时，

表示上课环境准备就绪，学生机自动进入相应课程的桌面。 

图122 一键上课 

 

 

(3) 下课时，单击<下课>按钮，当按钮显示为“上课”时，表示下课成功，学生机自动恢复到云

学院客户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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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一键下课 

 

 

2. 学生自习 

该功能用于在非强制上课期间允许学生进入任意课程的云桌面，并允许使用云桌面中的各种文件、

程序等资源。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环境]菜单项，进入课程环境页面。 

(2) 单击或滑动页面右上方的学生自习开关，开关显示为“on”时，表示允许学生进行自习，单

击“上课”按钮开启学生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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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学生自习 

 

 

3. 启用账号登录 

当需要学生使用账号登录虚拟桌面时，教师可在教师端启用该功能。启用账号登录的前提是在管理

平台上为学生创建了相应的账号，否则学生无法登录虚拟桌面。 

(1) 单击导航树中[课程环境]菜单项，进入课程环境页面。 

(2) 单击或滑动页面右上方的账号登录开关，开关显示为“on”时，表示开启账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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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启用账号登录 

 

 

4. 综合管理 

云学院教师端将教师常用功能以快捷按钮的形式展现出来，教师点击快捷按钮即可启用相关功能。 

• 屏幕广播：该功能用于将教师端屏幕广播给教室中的学生终端。单击页面上方<屏幕广播>按
钮，在弹出的对话款中设置画面质量和窗口户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126 屏幕广播设置 

 
 

• 教学演示：该功能用于将指定学生端的桌面屏幕画面以及声音广播给教师机和其它学生机，

进行教学演示。单击页面上方<教学演示>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款中选择指定学生、设置画面

质量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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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教学演示 

 

 

• 屏幕监控：该功能用于帮助教师查看学生屏幕情况，目前最多允许监控 4 个学生桌面。单击

页面上方<屏幕监控>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款中选择要监控的学生并设置画面质量参数后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128 屏幕监控 

 
 

• 网络禁止/网络允许：云学院管理平台上创建教室的时候，可以配置上网白名单，在该上网白

名单内的 IP 地址之间可以正常通信。教师端的网络禁止和网络允许功能就是用来控制上网白

名单是否生效。 

 执行网络禁止的时候，能用于教师端控制学生端连接的课程桌面能否正常通信的权限上网

白名单生效，只有在上网白名单内的 IP 地址之间可以正常通信。 

 执行网络允许的时候，所有 IP 地址之间正常通信不受上网白名单影响。 

• USB 禁用：该功能用于用于禁用学生端的 USB 设备。 

• 全屏肃静：该功能用于教师强制将所有学生终端界面置黑，禁止学生一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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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域：该功能用于调用极域教学软件来进行教学。极域教学软件是一款和云学院适配的第三

方教学软件，在安装该软件后，教师可以从教师端调用起来进行教学使用。 

 单击页面上方<极域>按钮，弹出极域教学登录界面。输入教师姓名、登录密码，选择班级

名称和频道后单击<登录>按钮进入极域教学管理系统。也可以单击<创建账户>按钮创建新

的账户。 

图129 登录极域教学软件 

 
 

 教学软件涉及课程准备、课堂授课、课堂纪律、课堂互动、练习指导、复习测试等各个环

节，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教学管理软件的操作指导，可以单击教学管理软件界面右上角的 图

标，可以打开教学管理软件的联机帮助。 

图130 极域教学软件 

 

 

• 一键开机：教师可一键对已经注册到该教室中的学生终端物理机执行开机操作。 

• 一键关机：对于已经注册到该教室中的学生终端，教师可以通过教师端一键关闭所有学生物

理机。 



 

77 

• 一键重启：该功能用于教师一键重启教室中已注册到该教室的所有学生终端。 

7  故障处理 
云学院故障处理请参考《H3C Cloud 云学院故障处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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