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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性介绍 
在云学院教学环境中，学生通过学生端连接虚拟教学桌面进行上课，真正使用的是数据中心的虚拟

桌面。当在终端上插入 USB 外设时，需要从虚拟桌面中识别出插入的 USB 外设并能正常使用，所

以通过 USB 重定向特性将原本插入在终端本地的 USB 外设设备映射到虚拟桌面中。 

2  特性优点 
该特性有如下优点： 

• 学生连接的虚拟桌面可直接识别学生终端本地插入的 USB 设备，便捷实用。 

• 支持包括普通 U 盘、移动硬盘、Ukey、摄像头、打印机、扫描仪等多种 USB 外设设备的重

定向，支持详细请参见表 1。 

3  版本历史记录 
图1 版本历史记录 

产品版本号 修改描述 备注 

H3C Cloud Learning Space 3.0(E0503) 首次发布 无 

H3C Cloud Learning Space 3.0(E0507) 刷新截图 云学院管理平台界面不再显示终端刷机 

H3C Cloud Learning Space 3.0(E0507H01) 刷新版权信息 无 

 

4  使用指南 

4.1  使用场景 

USB 重定向应用于云学院上课或自习过程中，学生需要在虚拟桌面中使用各类 USB 外设的场景。 

4.2  应用方式 

(1) 为课程镜像启用 USB：包括创建新课程镜像时启用和修改现有课程镜像时启用两种方式。 

(2) 教师端允许学生端使用 USB。 

(3) 教师端上课或开启自习。 

(4) 学生端进入虚拟桌面后，在终端插入 USB 设备，在虚拟桌面中使用。 

4.3  应用举例 

本章节以常用 USB 存储设备为例，介绍 USB 重定向的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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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课程镜像启用 USB 

要实现 USB 重定向，需要为课程镜像启用 USB，根据此课程镜像创建的虚拟桌面才支持 USB 重定

向功能。操作步骤如下： 

(1) 管理员登录云学院管理平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树[课程镜像]菜单项，进入课程镜像列表页面。 

图2 课程镜像列表页面 

 

 

(3) 单击页面右上角<增加>按钮，进入增加课程镜像页面。输入课程镜像各项参数，并展开高级

选项，将“是否启用 USB”配置为“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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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增加课程镜像 

 
 

 

 课程镜像增加完成后，需要对课程镜像虚拟机进行软件安装和配置优化等操作，详情请参考

《H3C Cloud 云学院 课程镜像制作指导》。 

 除了新增课程镜像时启用 USB 外，还可以通过修改现有课程镜像的方式来启用现有课程镜像

的 USB，但是修改后的课程镜像需要重新发布后，修改才会生效。 

 

(4) 课程镜像配置完成后，在课程镜像列表页面，进行镜像发布。发布后的课程镜像可用于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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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镜像发布 

 

 

4.3.2  教师端控制 USB 的可用性 

为课程镜像启用 USB 后，教师端还可以对 USB 的启用和禁用进行控制。操作步骤如下： 

(1) 教师登录教师端，进入云学院教师管理端界面。 

• 单击教师端顶部<USB 禁用>快捷按钮，可禁用当前教室中所有学生端的 USB 重定向功能。 

• 单击左侧[虚拟教室]菜单项，进入虚拟教室页面，选择一个或多个学生，单击顶部<USB 禁用>
按钮，选中的学生端将被禁用 USB 重定向功能。 

(2) 再次单击顶部<USB 禁用>按钮，解除 USB 禁用，学生端可使用 USB 设备。 

图5 教师端控制 USB 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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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端的 USB 控键（禁用 USB 或允许使用 USB）只对启用了 USB 的课程有效。如果学生连接的

课程桌面没有启用 USB，那无论教师端是否禁用 USB，学生端都不能使用 USB 重定向功能。 

 

4.3.3  教师端上课或启用自习 

USB 重定向是在学生端连接上虚拟教学桌面的情况下使用的，所以需要教师上课或启用自习。 

(1) 教师登录教师端，选中启用了 USB 的课程后，点击<上课>按钮，当按钮显示为“下课”时，

表示正在上课，学生端自动进入指定课程的虚拟桌面；教师也可通教师端右上角开启学生自

习，在单击<上课>按钮，学生端可自由选择课程进入虚拟桌面自习。 

图6 教师端上课或启动自习 

 

 

4.3.4  学生端使用 USB 设备 

(1) 学生端进入虚拟桌面。 

(2) 将 USB 设备插入学生终端本地 USB 接口。 

(3) 在虚拟桌面中识别出 USB 设备，并能正常使用。 



 

6 

图7 虚拟桌面识别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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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USB 设备正常显示并可使用 

 

 

5  USB 重定向使用规格限制 
(1) 学生客户端在使用 USB 重定向时请确保不要用延长线，不然会造成识别成功率降低。 

(2) 如果 Windows XP 虚拟桌面中需要使用 USB 外设，在制作课程镜像时，需要手动将

UsbService.exe 加入虚拟桌面防火墙的程序例外。操作步骤：开始->控制面板->安全中心

->Windows 防火墙->例外->添加程序->通过“浏览”找到 UsbService，路径一般在“C:\Program 
Files\H3C Cloud Device Redirect”，选择对应的版本后，依次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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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将 UsbService.exe 加入防火墙例外 

 

 

(3) 并非所有 USB 设备都支持重定向到虚拟桌面。目前已知的 USB 设备重定向的兼容性列表如

下表所示，未列出的其他 USB 设备表示尚未测试，如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不支持的 USB
设备，请联系 H3C 技术工程师处理。 

表1 USB 重定向设备兼容性列表 

类型 厂家 型号 兼容情况 

U盘 

东芝 TransMemory 支持 

金士顿 DT101 8GB USB2.0 支持 

闪迪 DT101 16GB USB2.0 支持 

PNY SanDisk Ultra 32GB USB3.0 支持 

移动硬盘 
爱国者 PNY双子盘 8GB USB2.0 支持 

希捷 H8165 支持 

Ukey 

国税局信息中心  支持 

互诚通  支持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 

贵州省电子证书有限公司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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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厂家 型号 兼容情况 

深圳CA数字证书EKEy  支持 

检察院身份认证专用总参第

五十六研究所 
 支持 

公安部数字证书公安部第三

研究所制 
 支持 

摄像头 
罗技  支持 

极速  支持 

打印机 

爱普生 
EPSON-M101 支持 

PLQ-20K 支持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TY-820II 支持 

HP 

LaserJet Pro MFP M226dw 支持 

HP Deskjet InkAdvantage 

2020hc 
支持 

HP P1008 支持 

HP LaserJet Pro 400 M401d 支持 

LaserJet1020 支持 

NFCP DPK8600E 支持 

富士通 FUJITSU DPK870 支持 

富士施乐 DP3150 支持 

brother HL-5350N 支持 

扫描仪 

富士通 FUJITSU fi-6125LA 支持 

汉王 3010A 支持 

HP 
HP Scanjet 7000 支持 

HP ScanJet Pro 4500 fn1 支持 

虹光 AV212 支持 

多功能一体机 brother MFC-7340 支持 

高拍仪 良田 T820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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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厂家 型号 兼容情况 

扫描枪 honey well 1900 支持 

光驱 惠普 APH8178-M1T-PRO 支持 

金税盘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AN6-W-3.0SK 支持 

百旺 百旺：VID（1432）；PID（07dc） 支持 

读卡器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JK100D 支持 

电子白板 

希沃 希沃白板3 支持 

教学白板 未知 支持 

汉翔大将军 汉翔大将军手写板 第九代 支持 

交换盘 

广州国迈科技 GA04-013208952 支持 

无固定U盘厂商，利用北信

源软件制作 
无固定U盘厂商 支持 

USB隔离器 浪潮 RE-730-FB 支持 

速录机 亚伟 亚伟速录机YW-III 支持 

刻录机 先锋 先锋速录机DVR-XD11C 支持 

声卡 Scarlett Scarlett第二代18-in/20-out 支持 

互动黑板 江苏欧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教室互动黑板SiS HID 

Touch Controller 
支持 

三合一设备 中孚信息 涉密专用 支持 

唐人笔 汉王 唐人笔TR-TB618 支持 

数字影像拍摄仪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HX-1020H-S（航信） 

不支持。使用混合计算，通

过客户安装的“实名助手”

程序使用 

360安全U盘 360定制安全U盘 360定制安全U盘 
不支持。RDP磁盘映射方式

映射到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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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相关资料 
表2 特性相关资料 

资料 描述 获取方式 

云学院 安装指导 介绍云学院环境安装方式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

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

ud_YXY/ 

云学院 联机帮助 介绍云学院详细使用方法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

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

ud_YXY/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ud_YXY/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ud_YXY/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ud_YXY/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ud_YXY/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ud_YXY/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ud_Y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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