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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文档介绍云学院常见故障的诊断及处理措施。 

本文档适用于 Release H3C Cloud_Learning_Space_3.0(E0508H06)及以后版本。 

1.1  故障处理注意事项 

在进行故障诊断和处理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1) 当出现故障时，请尽可能全面、详细地记录现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收集信

息越全面、越详细，越有利于故障的快速定位。 

• 记录您所使用的云学院版本。 

• 记录具体的故障现象、故障时间、配置信息。 

• 收集日志信息（收集方法见 1.2  收集故障诊断信息）。 

• 记录现场采取的故障处理措施及实施后的现象效果。 

(2) 故障处理过程中，如需更换程序文件或安装补丁，请参考软件对应的版本说明书，确保兼

容性。 

(3) 诊断和处理故障人员必须详细了解软件运行机制，并能熟练操作软件及其所依赖的程序和

系统。 

1.2  收集故障诊断信息 

1.2.1  云学院管理平台日志收集 

云学院故障诊断，需要通过收集云学院管理平台的日志信息来分析判断，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收集

相关组件的日志信息。 

管理平台日志收集： 

(1) 在云学院管理平台>>系统管理>>操作日志界面中单击<搜集>按钮，可以下载 30 天以内的

系统日志。 

(2) 若管理平台登录不上，可以在安装管理平台的服务器

“/opt/H3C/H3CDServer/H3CDManager/logs”路径获取 Manager 当前相关日志。 

图1-1 日志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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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Broker日志收集 

请使用 xshell 工具或其他远程连接工具连接管理平台获取，路径如下： 

/opt/H3C/H3CDServer/H3CDBroker/log/。 

 

 

Broker 默认日志级别为 INFO，为了更准确的定位问题，一般需要更改 Broker 日志级别为 TRACE
级别或以上。 

修改/opt/H3C/H3CDServer/H3CDBroker/conf 下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请注意： 

• 修改前先停止 H3CDServer 服务，再备份该文件，避免恢复日志级别时输错引发的问题。 

• 日志收集后，请改回日志级别，并清除 log/目录下之前打印的日志文件，避免占用服务器磁盘

空间。 

修改日志级别的步骤如下： 

(1) 执行 service H3CDServer stop 命令停止 H3CDServer 服务。 

 

 

(2) 进入/opt/H3C/H3CDServer/H3CDBroker/conf 目录 

 
 

(3) 修改 A2 处的日志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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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修改前的配置 

 

 

图1-3 修改后的配置 

 

 

(4) 日志等级填写 DEBUG 或 TRACE（DEBUG 最详细）请注意字母均为大写，修改完成后，

保存修改，并启动 H3CDServer 服务，复现问题后，收集 Broker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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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是开局或者测试阶段，建议在正式交付前修改日志级别，在交付前改回日志级别，再

删除之前的日志即可。可以在管理平台一键收集日志。搜集的日志包括云学院日志、Broker
日志和 HostAgent 日志。 

 

 

1.2.3  云学院HostAgent日志收集 

请使用 xshell 工具或其他远程连接工具连接管理平台获取，路径如下： 

/opt/H3C/H3CDHostAgent/bin/log 

 
 

1.2.4  云学院管理平台安装、升级日志收集 

安装升级过程日志，请使用 xshell 工具或其他远程连接工具连接管理平台获取，路径如下：

/var/log/h3cd_install.log 

 
 

1.2.5  云学院教学桌面H3CDAgent日志收集 

(1) H3CDAgent 日志可通过浏览器访问对应教学桌面 IP 地址+9003 端口号访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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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无法确定待收集的日志可使用一键搜集方式。 

 
 

1.2.6  云学院客户端日志收集 

教师端和学生端日志均可通过浏览器访问对应 IP 地址+9001 端口号访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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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浏览器访问 http://客户端 IP:9001下载日志。 

 

 

(2) 由于日志级别默认为 Error，所以一般收集日志前，请修改日志级别为 Verbose（详细）日

志级别，再复现问题，能方便开发人员更准确的定位问题。 

(3) 日志收集完成后，请还原日志级别为 Error（错误），避免一直输出详细日志，占用磁盘空

间。 

http://客户端ip: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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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通过客户端 web 界面修改 

 
 

也可以通过教师端客户端统一设置日志级别为详细，设置后教师端登录后，注册到该教师端的所有

学生端在连接到教师端后会统一更改日志级别为详细，方法如下： 

(1) 打开教师端后，点击右上角“设置”图标，选择[通用设置]菜单项，将日志级别更改为“详

细”，最后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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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云学院常用工具、软件获取方式 

云学院管理平台提供常用工具获取方式，获取方法如下： 

(1) 通过浏览器访问 http://管理平台 IP 地址:8880/version 获取工具和软件。 

图1-5 获取工具、软件 

  
 

(2) H3CDClient目录里H3CDClientLearningSpace.msi为云学院客户端，H3CDClientVDI.msi
为云桌面客户端。云学院客户端安装时可以指定安装类型为教师端还是学生端。 

  

 

1.3  故障处理求助方式 

当故障无法自行解决时，请准备好设备运行信息、故障现象等材料，发送给 H3C 技术支持人员进

行故障定位分析。 

用户支持邮箱：service@h3c.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810-0504（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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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学院管理平台故障处理 

2.1  管理平台访问故障 

2.1.1  故障描述 

云学院管理平台无法访问，或访问时浏览器页面提示 404 错误或 500 错误。 

2.1.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云学院管理平台服务未正常启动，或云学院版本升级后未清理浏览器缓存。 

2. 故障处理方式 

(1) 清理浏览器缓存，再访问云学院管理平台；如果问题没解决，再执行第 2 步操作 

(2) 检查云学院管理平台服务是否正常启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3) 如下图所示，通过 SSH 方式登录到云学院管理平台所在服务器。 

(4) 通过命令“service H3CDServer status”和“service h3cdmysql status”分别查看 H3C 
Cloud Desktop Service 服务（与云桌面共用）和 MySQL 服务是否正常运行。 

(5) 如果没有运行，请通过命令“service H3CDServer start”和“service h3cdmysql start”
手工启动相关服务。 

图2-1 查看服务状态 

 

 

2.2  发布课程失败 

2.2.1  故障描述 

云学院管理平台发布课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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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云学院分配的存储剩余空间不足。 

2. 故障处理方式 

(1) 如果使用本地存储可以检查服务器存储剩余空间，如果可用容量显示为 0，则无法继续写入

数据。此时可以将无用虚拟机数据彻底删除释放空间后重新部署，或者增加本地、外挂存

储扩容。注意修改存储路径后，需要在管理平台上主机分组页面进行刷新确认。 

(2) 登录 CVM 服务器重启 tomcat（service tomcat8 restart），后重新发布。 

图2-2 检查存储可用容量 

 
 

2.3  教学桌面列表里有教学桌面状态显示为异常 

2.3.1  故障描述 

教学桌面状态显示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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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教学桌面与 Broker 通信失败是导致教学桌面显示异常的主要原因，通常由以下几种情况导致（按

定位步骤的先后顺序）： 

(1) 教学桌面启动后系统异常，导致教学桌面网络不通，与 Broker 通信失败（部分异常）。 

(2) DHCP 地址池 IP 地址耗尽，导致教学桌面获取不到 IP 地址，与 Broker 通信失败（部分异

常）。 

(3) 课程镜像里 Agent 配置的 Broker 地址不对，导致克隆出来的教学桌面与 Broker 通信失败

（教学桌面全异常）。 

(4) 批量部署的教学桌面存在MAC地址重复，导致重复MAC地址的教学桌面与Broker通信失

败（少部分异常）。 

(5) 考试模式下（IP 静态绑定以及 NCRE 模式），虚拟机有残留配置文件，且状态为 running，
导致 IP 冲突。 

2. 故障处理方式 

使用控制台查看异常状态的教学桌面，如果教学桌面操作系统能正常登录并运行正常的话，打开命

令行窗口，使用命令行 ipconfig 查看教学桌面 IP 地址状态，如果显示的是 169.254.0.0/16 的 IP，
请检查教学桌面所属的 VLAN，是否启用了 DHCP Server 服务。如果已确认开启了 DHCP 服务，

请跳过下面情况 1 的处理方式，直接参考情况 2 的处理方式，如果 IP 地址正常，请参考情况 3、情

况 4 的处理方式。 

 

 

(1) 教学桌面启动后系统异常，处理方式：教学桌面启动后，系统登录异常，控制台或学生端

操作桌面无响应，也无法 ping 通该教学桌面的情况下，一般是由于课程镜像安装的软件引

发的系统异常导致。如果出现此种情况，请联系 400 反馈：操作系统详细的版本情况、软

件清单、教学桌面资源配置（vCPU 核数、内存）和直接提供出现此问题的教学桌面磁盘镜

像。 

(2) DHCP 地址池 IP 地址耗尽的情况，处理方式（仅针对 DHCP Server 为 H3C 交换机的情况

介绍）： 

• 查看 DHCP Server 地址池使用情况，根据已经分配的 IP 数以及过期数估算是否存在 IP 地址

池不够的情况。如下图所示，DHCP 地址池 IP 地址已经用完（100%）了，所以再次上下课

后教学桌面会分配不到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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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 DHCP Server 地址池的过期 IP，注意要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dhcp server expired 
pool 以及 reset dhcp server ip-in-use pool。 

 

 

 

• 教学桌面重新获取 IP 地址 

 
 

(3) 如果教学桌面之前状态正常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变为异常，可能与教学桌面里系统时间

变更跨度过大有关，某项目现场碰到过此种情况，学生上计算机操作课，变更计算机时间

为 2099 年，导致教学桌面 IP 地址续租时出现问题，IP 地址不能正常续租，教学桌面异常。

出现此问题后需要更改回正确时间，并重新获取 IP 地址再重启教学桌面 Agent 服务。 



 

13 

(4) 教学桌面获取不到 IP 地址也可能与教室配置的网络白名单，没配置 DHCP 网段为白名单有

关。如果教师端开启了禁网功能，但是教室里配置的网络白名单不包含 DHCP Server 所在

的网段，也会导致教学桌面获取不到 IP 地址。 

(5) 课程镜像安装 Agent 时，Broker 地址配置错误，处理方式： 

• 在教学桌面里找到 Agent 安装目录，\H3C\H3C Cloud Desktop vAgent\conf 文件下的 imf.cfg
文件，查看配置的 Broker 地址是否为云学院管理平台地址，如果不是，需要修改课程镜像里

的 imf.cfg 配置文件，然后重新发布该程镜像，并再次上课。 

• 如果 imf.cfg 配置文件里的地址正确，且教学桌面网络正常，也能 ping 通管理平台地址，请参

考情况 4 处理方式。 

 
 

(6) MAC 地址重复，处理方式：当部署出来的教学桌面中存在 MAC 地址相同的情况下，会出

现教学桌面异常的情况。使用 MysqL 数据库连接工具，查询 CAS 数据库（CAS mysql 数
据库端口号 3306，账户 root 密码 1q2w3e）在数据库工具查询窗口输入以下语句： 

select b.MAC , a.* 
  from vservice.TBL_DOMAIN a , vservice.TBL_DOMAIN_NETWORK b 

 where a.ID = b.DOMAIN_ID 

   and b.MAC in ( 

select MAC  

  from vservice.TBL_DOMAIN_NETWORK 

 group by MAC HAVING COUNT(ID)>1) 

观察查询结果中 TITLE 列里是否有异常状态的教学桌面显示名称，如果有的话就确认为 MAC 地

址重复导致教学桌面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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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虚拟机里禁用网卡后，看是否还能 Ping 通该 IP。如果能够 Ping 通，意味着有虚拟机残

留造成 IP 冲突。此时需要在每个 CVK 中查询是否有不应该存在的虚拟机在运行。查询命

令如下： 
virsh list --all 

(8) 如果发现有不是当前批次的考试虚拟机残留，则用以下命令删除。其中 domainname 是用

virsh list 查询出来的名称。 
virsh destroy ${domainname} 

virsh undefine ${domainname} 

2.4  云学院 FTP工具无法连接服务器 

2.4.1  故障描述 

云学院 FTP 工具无法连接服务器。 

2.4.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H3CDHostAgent 没有安装。 

2. 故障处理方式 

出现故障的可能原因是没有安装 H3CDHostAgent。可通过“service H3CDHostAgent status”检

查连接主机 CVK 节点是否正确安装了 HostAgent 组件，以及 HostAgent 组件服务是否正常运行，

如果服务没有正常运行，请通过“service H3CDHostAgent start”手工重启服务。 

图2-3 查看 H3CDHostAgent 服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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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课程镜像控制台无画面显示 

2.5.1  故障描述 

课程镜像控制台无画面显示。 

2.5.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出现该问题的可能原因是访问云学院管理平台的地址，非 vswitch0 上配置的管理网 IP 地址，受限

于目前 CAS 提供的 VNC Server 机制，控制台必须使用 vswitch0 配置的 IP 地址访问，才能输出画

面。 

2. 故障处理方式 

使用 vswitch0 上配置的 IP 地址访问云学院管理平台。 

云学院系统管理>>数据中心里配置的地址也必须为 vswitch0 上配置的 CAS 管理网 IP 地址。 

2.6  更改主机分组里虚拟交换机后，上课后部署的教学桌面未生效 

2.6.1  故障描述 

管理平台更改主机分组虚拟交换机，上课后部署的教学桌面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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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更改主机分组后，课程镜像没有重新发布，课程镜像还是沿用之前的虚拟交换机。 

2. 故障处理方式 

更改主机分组虚拟交换机后，需要重新发布课程镜像。 

 
 

2.7  通过CAS平台删除虚拟机导致云学院管理平台数据异常 

2.7.1  故障描述 

在 CAS 平台删除虚拟机后导致云学院管理平台数据异常。 

2.7.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由于 CAS 处于最底层，通过 CAS 平台操作虚拟机导致上层云学院管理平台数据异常。 

2. 故障处理方式 

(1) 禁止通过 CAS 平台对虚拟机进行操作，如果需要做此操作请联系 400。 

(2) 通过如下方法之一同步 CAS 数据，确保 CAS 与云学院管理平台间数据的一致性。 

• 单击云学院管理平台的同步图标。 

 
 

• 单击[系统管理/数据中心]菜单项，在数据中心页面单击<手工同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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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通过CAS平台添加主机后云学院管理平台下主机数量不对 

2.8.1  故障描述 

通过 CAS 添加主机进行扩容后，云学院主机数量不对。 

2.8.2  故障处理步骤 

该问题是因为 CAS 数据未同步到云学院管理平台。可通过云学院管理平台的同步操作，同步 CAS
数据，以确保两个平台间的数据一致性。云学院管理平台提供两种同步方法，分别如下： 

• 单击云学院管理平台的同步图标。 

 

 

• 单击[系统管理/数据中心]菜单项，在数据中心页面，单击<手工同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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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课程发布过程中或上课过程中服务器异常断电导致CAS虚拟机列表有

残留数据 

2.9.1  故障描述 

课程发布过程中或上课过程中服务器异常断电，导致 CAS 虚拟机列表有残留数据。 

2.9.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课程发布过程以及上课过程中，云学院管理平台会通过 CAS 提供的接口部署虚拟机，此时如果服

务器异常断电，会中断 CAS 的虚拟机部署任务，同时云学院管理平台也接收不到 CAS 接口返回的

消息，导致任务丢失。 

2. 故障处理方式 

• 课程发布过程中，服务器异常断电后，处理方式：重新发布课程。 

• 上课过程中，服务器异常断电后，处理方式：恢复后，重新上课即可。 

• 下课过程中，服务器异常断电后，处理方式：需要在 CAS 平台上手工删除残留的虚拟机，如

下图所示，删除“课程镜像名称_教室编号_虚拟机编号”的虚拟机，禁止删除“课程镜像名

称”以及“课程镜像名称_copy{N}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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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删除残留虚拟机数据 

 
 

2.10  首次发布课程后，进行一键上课操作，概率性出现个别虚拟机启动找

不到启动盘或者进入系统后没有数据盘（如果镜像中配置） 

2.10.1  故障描述 

首次发布课程后，进行一键上课操作，概率性出现个别虚拟机系统盘或者数据盘找不到。 

2.10.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首次发布的镜像为一级镜像，并发的进行链接克隆时，会概率性出现克隆的虚拟机镜像文件结构异

常。 

2. 故障处理方式 

首次发布镜像后，如果出现问题，可以下课一次再次上课，第二次上课时可恢复正常。 

2.11  上课后，后台没有创建虚拟机，导致不能上课 

2.11.1  故障描述 

教师端一键上课或者在管理平台一键上课后，CVM 下面没有创建虚拟机的任务。 

2.11.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 检查云学院服务器和 CVM 之间的通信情况（当两者部署到不同的主机时）。 

• 检查云学院服务器和 CVM 服务器的 cpu、内存、磁盘空间等后台资源使用情况。 

• 主机分组下 CVK 的存储池空间不够导致上课失败。 

2. 故障处理方式 

(1) 检查网络参数配置。 

(2) Xshell 等工具连接服务器后使用 top 等命令查看后台的 cpu、内存利用率是否异常；使用

df –Th 查看各个分区的空间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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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各存储池磁盘空间利用率，在 CVM 下面删除存储下面不需要的文件，释放空间。 

2.12  软件便携安装时无法挂载盘 

2.12.1  故障描述 

在制作镜像时无法通过控制台挂载软件便携安装的磁盘。 

2.12.2  故障处理步骤 

此问题需要根据版本来判断。 

(1) 检查版本是否为 E0505H01 及以上版本。 

(2) 根据版本执行以下操作： 

• 非 E0505H01 及以上版本不支持软件便携安装，E0505H01 版本当 CVM 和 CVK 合一时，有

个已知问题（root 密码非 123456）该问题需要通过如下方式解决： 

a. 将
/opt/H3C/H3CDServer/H3CDManager/webapps/cloudclass/WEB-INF/classes/conf/posof
tware.properties 中 PoSoftware.server.password 的值改为 cvm 主机的 root 密码，更改后

重启 h3cdserver 服务。 

b. 检查是否安装了 CASTools，以及 H3CDAgent。 

c. 检查虚拟机是否有 IP，且 IP 是否能够跟管理服务器互通。 

d. 当虚拟机是非 vswitch0 的网段分配的 IP 时，检查虚拟机配置的 Broker 地址。 

e. 检查 CVM 是否是未作为 CVK 加入到集群里。 

• 当为 E0505H01 版本时，如果 CVM 未作为 CVK 加入到集群里，需要联系二线转入研发。 

2.13  禁网功能下，白名单内网段无法通信 

2.13.1  故障描述 

教师端开启上网功能后，白名单内网段无法通信。 

2.13.2  故障处理步骤 

(1) 检查镜像的网络策略模板，确保在 CAS 上查看到的镜像，其网络策略模板为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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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制作管理平台课程镜像，教学桌面控制台，会报未知异常（错误码：

20655），VDI上会报获取数据失败 

2.14.1  故障描述 

(1) 单击云主机管理平台提示“链接云桌面服务器失败，请确定云桌面配置是否正确，云桌面

服务器是否启动，网络是否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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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镜像文件，提示“未知异常（错误码：20655）”。 

 

 

2.14.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CVM 的存储池空间不够导致。 

2. 故障处理方式 

(1) 使用 df –Th 查看各个分区的空间利用率。 

 
 

(2) 查看各存储磁盘空间利用率，在 CVM 下面删除存储下面不需要的文件，释放空间。 

2.15  云学院模板中安装SQL Server并且配置好数据库连接，上课后学生

端使用模板中保存的配置信息无法连接上数据库。 

2.15.1  故障描述 

云学院模板中安装 SQL Server 并且配置好数据库连接，上课后学生端使用模板中保存的 Windows
身份验证信息无法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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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  故障处理步骤 

(1) 在模板虚拟机中打开 SQL Serve，启用 sa账号。 

(2) 学生端 SQL Server 用户，先通过 Windows 身份验证登录虚拟机。打开 SQL Server，手动

选择虚拟机本地的服务器名称，使用 sa 账号连接数据库。 

2.16  Flash重定向时，概率性出现全屏后视频区域黑屏，但视频声音和进

度条缓冲正常。 

2.16.1  故障描述 

使用 IE 浏览器进行 Flash 重定向时，概率性出现全屏后视频区域黑屏，但视频声音和进度条缓冲正

常。 

2.16.2  故障处理步骤 

该问题为 Flash 插件自身问题，在客户机使用浏览器长时间播放 Flash 视频，全屏也会概率出现此

现象。解决方法如下： 

手动拖动进度条，画面即可恢复正常。 

2.17  vGPU课程上课时，若服务器异常后恢复，此时下课后再上课，教师

端将上报vGPU数量不足。 

2.17.1  故障描述 

vGPU 课程上课时，如果服务器异常后恢复(如断电后重新上电启动或重启等)，此时下课后再上课,

教师端上报 vGPU 数量不足，而实际运行中的 vGPU 虚拟机比 vGPU 数量少。 

2.17.2  故障处理步骤 

该问题发生在 vGPU 虚拟机比学生端多的情况下。由于服务器恢复后，未被客户端连接的虚拟机不

会启动，从而导致导致云学院无法计算正在使用的 vGPU 个数。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可规避以上问题： 

 登录云学院管理平台，使用右上角“一键卸载 vGPU”功能，该功能相当于清除缓存 

 重新切分 vGPU 

2.18  上课过程中，某台CVK服务器异常（断电或者重启），此时管理平台

或教师端下课后再上课将失败。 

2.18.1  故障描述 

上课过程中，某台 CVK 主机异常（断电或者重启），此时管理平台或教师端下课后再上课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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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  故障处理步骤 

该问题原因是云学院管理平台未感知到异常 CVK主机的状态，误以为该主机仍处于正常状态。因此

上课时，云学院管理平台将检查异常 CVK主机的存储池，从而引起异常。 

待云学院管理平台上不可用 CVK 主机的状态显示为“异常”时，再正常上课即可。 

 

3 客户端故障处理 

3.1  教师端进行物理终端网络唤醒不生效 

3.1.1  故障描述 

云学院教师端进行学生终端控制，一键开机网络唤醒不生效。 

图3-1 一键开机 

 

 

3.1.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 物理终端不支持网络唤醒。 

• 网络异常。 

• 教师端与学生端不在同一个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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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端程序安装后丢失文件。 

2. 故障处理方式 

(1) 检查物理终端是否支持网络唤醒，如果硬件支持通常在通电未开机状况下网卡接口指示灯

亮起，具体支持情况请和硬件厂商进行确认，如果支持，请在 BIOS 开启对应功能选项。 

(2) 网络不通，导致网络唤醒报文无法正常发送到物理终端。确保网络可通。 

(3) 教师端与学生端需要在同一网段。 

(4) 重新安装教师端。 

3.2  教师端使用教学演示或屏幕监控无画面 

3.2.1  故障描述 

教师端使用教学演示或屏幕监控时无画面显示。 

3.2.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教师端程序安装后缺失文件。 

2. 故障处理方式 

在教师端程序安装目录查看是否缺失 times.ttf 文件，路径如下： \H3C\H3C Cloud Desktop 
Client\ffmpep\resource 下 times.ttf 文件。 

 

 

如果缺失请重新安装教师端程序或者从其他正常的教师端程序拷贝一个过来。 

3.3  学生端启动后显示界面异常 

3.3.1  故障描述 

云学院学生端启动后显示界面异常，无对应动画播放或者显示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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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由于客户端默认设置的渲染模式与本地瘦终端显示驱动不匹配，需要修改为对应的渲染模式。 

2. 故障处理方式 

可通过下列两种方法修改客户端的显示方式： 

• 访问客户端安装目录，使用 ModifyConfig.exe 程序进行客户端显示方式修改，该方式操作比

较便捷。 

图3-2 ModifyConfig 修改 

 
 

• 在当前用户目录下访问“H3CDClient\Data”目录下的 GlobalSetting.xml 文件，修改渲染显

示类型参数，可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进行编辑，将 graphics 参数进行修改，有效值为 0、1、
2 三种，修改后保存文件，重启客户端进行查看。有效值 0、1、2 表示如下： 

 0：适用于 Windows XP 版本的实体机环境。 

 1：适用于 Windows 7 及以上版本的实体机环境。 

 2：适用于虚拟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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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修改 graphics 值 

 
 

3.4  学生端启动后无法检测到教师端 

3.4.1  故障描述 

云学院学生端启动后无法检测到教师端进行注册，始终停留在注册界面。 

3.4.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 教师端未开放注册。 

• 学生端本地系统网络与教师端隔离，导致无法在网络内探测到教师端。 

• 学生端本地系统防火墙未关闭。 

2. 故障处理方式 

(1) 检查网络配置，保障客户端与教师端网络畅通。同一个教室内的教师机和学生机保证在同

一个网段，且教师端设置中已开放注册。 

(2) 如果教师机与学生机不在同一个网段，在学生端单击设置教室 IP，输入学生机管理员用户

密码后，输入教室机的本地 IP 进行连接。 

(3) 检查学生端本地系统防火墙是否关闭，如果没有关闭需要关闭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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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启用VDP协议后，学生端无法连接教学桌面，而使用RDP协议则可以

连接 

3.5.1  故障描述 

教师端启用 VDP 协议，上课后学生端无法接入云桌面，切换协议为 RDP 之后，可以接入云桌面。 

3.5.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 未安装 H3CDHostAgent 会导致 VDP 会话无法建立。 

• HostAgent 中 Broker IP 没有填写或者填写的与实际使用 Broker 的 IP 不一致，会导致 VDP
会话无法正常连接主机。 

• 修改 H3CDHostAgent 关联的 Broker IP 之后没有重启服务，会导致 VDP 会话无法正常连接

主机。 

2. 故障处理方式 

(1) 正确安装 H3CDHostAgent。 

(2) 通过 SSH 连接到云学院管理平台所在服务器，使用指令“service H3CDHostAgent getip”
获取当前配置的 Broker IP。 

(3) 如果与当前使用的 Broker IP 不相同，使用命令“service H3CDHostAgent setip x.x.x.x”
设置云学院管理平台的 Broker IP，设置完成后系统会自动重启 H3CDHostAgent 服务。 

(4) 如果云学院管理平台的 Broker IP 与 H3CDHostAgent 生效的 Broker IP 相同，通过

“service H3CDHostAgent restart”命令重启服务。 

3.6  学生端注册信息丢失 

3.6.1  故障描述 

学生端正常注册后，重启或再次上下课后丢失注册信息，不能正常上课。 

3.6.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云学院内部处理错误，需要收集管理平台及客户端相关日志。 

2. 故障处理方式 

出现此种情况，需要在教师端将出现此情况的学生端解注册，然后开放注册，让学生端重新注册后

获取原来的编号。 

(1) 教师端取消注册该学生端，然后开放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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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后学生端重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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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教师端 IP 地址，然后学生端重新注册。 

3.7  学生端注册不成功 

3.7.1  故障描述 

教师端开放注册后，学生端发现注册信息，但是无法注册。 

3.7.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出现此问题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种： 

• 学生端本地系统的防火墙未关闭。 

• 教师端更改教室布局扩大教室容量后，未同步修改管理平台教室里的教学桌面数量（针对扩

容情况）。 

2. 故障处理方式 

(1) 检查学生端本地系统防火墙是否关闭。 

(2) 教师端更改教室布局扩大教室终端容量后，未同步修改管理平台教室的终端数量，导致后

加入的学生端不能注册成功，需要同步修改教室的教学桌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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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在学生端手工指定教师端 IP 地址进行注册。若手工指定也未注册成功，请检查网络。 

3.8  学生端处于自习模式后，如何连接教学桌面 

3.8.1  故障描述 

学生端处于自习模式后，如何连接教学桌面。 

3.8.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需要学生双击课程进行连接。 

2. 故障处理方式 

需要学生双击课程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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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学生端画面翻转 

3.9.1  故障描述 

学生端画面翻转。 

3.9.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误操作组合键“ctrl + alt + 方向键”导致画面翻转。 

2. 故障处理方式 

如果已经上课，需要断开学生端与教学桌面的连接，然后重新使用组合键恢复正常显示画面。 

3.10  学生端在上课后仍处于等待上课状态 

3.10.1  故障描述 

学生端在上课后状态仍然为等待上课状态，没有进入上课状态。 

3.10.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 学生端网线松动，未获取到 IP。 

• 如果是大班课程，当学生端数量很多时，部分学生端未收到管理平台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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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式 

(1) 请检查学生端网线是否插好，是否获取到 IP 地址。 

(2) 当大班课程上课后，学生端数量很多的情况下（超过 300 台），部分学生端暂未收到管理

平台上课指令，需要等待 1 分钟左右。如果很长时间状态仍不变的话，需要收集管理平台

及客户端相关日志。并重启管理平台服务，可以恢复。 

3.11  学生端断开教学桌面连接后，学生端程序页面消失 

3.11.1  故障描述 

学生端断开与教学桌面的连接后，学生端程序消失，桌面无任何响应。 

3.11.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学生端程序崩溃，需要收集日志。 

2. 故障处理方式 

重启学生端本地系统可恢复。 

3.12  大班课程上课并开启屏幕广播后，后面启动的学生端无法接收到屏幕

广播画面 

3.12.1  故障描述 

大班课程开始上课后教师端开启屏幕广播，部分学生端还没上电启动，待启动后，接收不到屏幕广

播画面。 

3.12.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后面启动的终端，接收不到屏幕广播的指令。 

2. 故障处理方式 

需要教师端先结束屏幕广播等所有学生端启动完成后再打开屏幕广播。 

3.13  上课后学生端连接教学桌面，教学桌面停留在用户登录页面 

3.13.1  故障描述 

学生端连接教学桌面后停留在用户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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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单点登录功能失败后，学生端连接教学桌面，教学桌面一直处于选择用户登录画面，没有登录桌面。 

 
 

2. 故障处理方式 

(1) 出现此问题后，需要收集教学桌面端 Agent 相关日志。 

(2) 在学生端重启教学桌面。 

 

 

3.14  学生端如何设置静态IP 

3.14.1  故障描述 

学生端如何设置静态 IP。 

3.14.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学生端如何设置静态 IP。 

2. 故障处理方式 

有两种方式： 

(1) 学生端返回本地后，设置静态 IP（密码：VDIClient2017，该密码可以到云学院管理平台进

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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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端上使用返回本地，注册的学生端都返回到本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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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大班课程上课时，从教室收不到主教室上课信息和广播信息 

3.15.1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 检查从教室基本的网络配置是否正确，主教室和从教室 VLAN 间可以互相通信。 

• 交换机没有开启 PIM SM、igmp snooping 组播。 

• 防火墙阻拦，关闭防火墙。 

• 检查客户端安装目下*/H3C/conf 下是否丢失 imf.cfg 文件。 

2. 故障处理方式 

• 正确配置网络。 

• 开启交换机组播通信。 

• 关闭终端的防火墙。 

• 从正常的终端拷贝该文件到从教室的终端目录下。 

3.16  主机系统空间占满，已经登录的教师端单击上课，报20655错误 

3.16.1  故障描述 

教师端单击上课，系统报 20655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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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CAS 主机的系统存储空间不够导致。 

2. 故障处理方式 

(1) 使用 df –Th 查看各个分区的空间利用率。 

 
 

(2) 查看各存储磁盘空间利用率，在 CAS 主机下面删除存储下面不需要的文件，释放空间。 

3.17  学生端虚拟机在启动界面卡住 

3.17.1  故障描述 

在批量上课后，偶尔出现部分虚拟机卡在启动界面一直无法进入系统的情况。 

3.17.2  故障处理步骤 

由于 CAS E0509H01 偶现出现虚拟机不能初始化完全的情况。故障处理步骤如下： 

(1) 在 Toolbar 上单击[断电重启]菜单项，重新进行初始化操作。 

 

 

3.18  学生端无法收发作业 

3.18.1  故障描述 

学生端无法收发作业。 

3.18.2  故障处理步骤 

学生端无法收发作业，可能原因如下： 

• 学生端与虚拟机 IP 地址不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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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端防火墙未关闭或学生端防火墙未关闭 

• 学生端没有相关进程 

故障处理步骤如下： 

(1) 虚拟机与学生端互 Ping，不通请检查是否有 IP 未获取或者 IP 地址冲突.若无 IP，请检查

DHCP 地址池是否已满，若有 IP 请首先确保是否存在冲突，没有冲突请检查三层路由是否

OK。 

(2) 检查教师端和学生端是否有防火墙未关闭。 

(3) 请检查虚拟机中是否存在 H3CHomeworkClass.exe 进程.若无，先断电重启，若还是没有

请收集教师端、客户端及虚拟机日志并联系研发。 

 
 

3.19  教师端上课时提示“该教室虚拟机正在迁移，请稍后” 

3.19.1  故障描述 

教师端单击上课时，提示“该教室虚拟机正在迁移，请稍后”。 

3.19.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的原因如下： 

• 教师端在较短的时间内针对考试专用课程快速的上下课（E0507 版本） 

• 该教室下课后服务器相关目录下有镜像文件（E0507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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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处理步骤如下： 

(1) 等待一段时间后再执行上课操作。 

(2) 检查每台服务器相应存储池路径下是否存在文件，必须确保文件夹内为空。已 9 教室为例，

在每台 CVK 的/vms/vdios/room9system/以及/vms/vdidata/room9data/文件夹下查看目录

下是否为空。 

(3) 如果仍未解决，收集管理平台及客户端日志并联系相关研发人员。 

4 极域故障处理 

4.1  极域教师端首次登录使用指导 

4.1.1  故障描述 

极域教师端首次登录使用指导： 

• 如何选择教室频道。 

• 如何设置极域教师端自动登录。 

• 如何设置极域教师端收发文件路径。 

4.1.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极域教师端首次登录使用指导： 

• 如何选择教室频道。 

• 如何设置极域教师端收发文件路径。 

2. 故障处理方式 

(1) 极域教师端首次登录后，需要新建登录账号，新建账号后，使用该账号登录。 

 
 

(2) 首次登录使用演示版登录（如果极域教师端是本地注册方式，可以使用“现在注册”，如

果是极域 License Server 注册方式，使用演示版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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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后，在极域右上角单击“ ”，在弹出的“选项”框页面，设置“登录模式”为“自

动登录”。 

 
 

(4) 更改授权方式为“授权服务器读取授权”（如果是本地注册方式，默认为“本地读取授权”，

无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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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接收文件选项”，更改为自定义的路径，比如在桌面创建一个文件夹“作业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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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改完成后，保存设置，极域会提示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后。 

 

 

(7) 重新登录后可以选择频道 ID（频道 ID 要与云学院管理平台设置的教室编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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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高级”里设置极域授权服务器地址。 



 

44 

 

 

(9) 登录后，设置“文件分发”（需要有学生端注册上来）。设置默认文件夹为 
C:\Users\h3cvdiuser\Desktop，这样分发文件后，文件会在教学桌面里 h3cvdiuser 用户的

桌面上显示。也可以设置为 C 盘根目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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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极域学生端注册后，极域教师端显示的计算机名不是教室设置的编号

名 

4.2.1  故障描述 

极域学生端注册后，极域教师端显示的计算机名不是教室设置的编号名。 

4.2.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极域学生端注册时，Agent 还未改名成功就注册到极域教师端了。 

2. 故障处理方式 

需要手工重命名，鼠标右键单击未改名成功的学生端，重命名。 

 
 

4.3  极域教师端收作业后，教师端程序报错崩溃 

4.3.1  故障描述 

极域教师端收作业后，教师端程序崩溃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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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学生端提交的文件名过长有关。 

 
 

2. 故障处理方式 

(1) 需要在学生端停止上传的文件，重新命名，不要使用超长字符名称的文件，使用正常命名

的文件提交作业。 



 

47 

 
 

(2) 如下命名长度均可正常接收。 

 
 

(3) 教师端接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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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极域教师端不能发现极域学生端 

4.4.1  故障描述 

极域教师端不能发现极域学生端。 

4.4.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 极域教师端和极域学生端是否在同一网段，如果不在同一网段需要开启 PIM SM 组播。 

• 检查教学桌面是否有 MAC 地址重复。 

• License（云学院管理平台、极域）是否已占满。 

• 检查极域教师端频道号是否与当前教室的教室编号一致。 

• 检查极域教师端频道号是否唯一。 

• 小概率情况下，极域教师端下课时未释放 license，需要重启 license server。 

2. 故障处理方式 

(1) 如果教师端与学生端不在同一网段，需要在汇聚交换机上开启 PIM SM 组播。 

(2) 根据本文 2.3  教学桌面列表里有教学桌面状态显示为异常介绍定位方法，定位是否存在

MAC 地址重复，如果存在需要再 CAS 平台上修改虚拟机的 MAC 地址。 

(3) 查看云学院管理平台或极域 License 是否不足。 

(4) 检查极域教师端频道号是否与当前教室的教室编号一致，如果不一致请更改极域的频道号

与教室编号一致。 

(5) 检查极域教师端频道号是否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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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去勾选频道 01，只保留与当前教室编号一致的频道号“频道 05”。 

 
 

(7) 重启 Licens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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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上下课后再次上课后极域学生端注册数不匹配 

4.5.1  故障描述 

上下课后再次上课，极域学生端注册数与教室教学桌面数量不匹配，缺少学生端。 

4.5.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极域软件本身的缺陷，可能需要在教室所属 VLAN 开启 igmp。 

2. 故障处理方式 

需要在汇聚交换机上，教室所属 VLAN 开启 igmp。 
[DEVICE]vlan 6 

[DEVICE-vlan6]igmp-snooping 

[DEVICE-igmp-snooping]quit 

[DEVICE]int vlan 6 

[DEVICE-Vlan-interface6]igmp enable 

4.6  极域LicenseServer如何查看过期时间 

4.6.1  故障描述 

极域 LicenseServer 如何查看过期时间。 

4.6.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极域 LicenseServer 如何查看过期时间。 

2. 故障处理方式 

查看 LicenseServer 的过期时间有如下两种方法。 

• 在 License Server 对话框的“Normal”页签中，单击<Register>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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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使用授权码，登录网址 http://www.mythware.com/w/index.php/Public/search?q= 

查看。 

4.7  极域LicenseServer如何更新授权时间 

4.7.1  故障描述 

极域 LicenseServer 如何更新授权时间。 

4.7.2  故障处理步骤 

1. 故障可能原因 

极域 LicenseServer 如何更新授权时间。 

2. 故障处理方式 

有些局点里使用的是试用 License，在时间到期前请知会产品部同事协调极域对临时 License 授权

码进行延期。 

极域延期后，请在 http://www.mythware.com/w/index.php/Public/search?q= 网址查询授权码是

否有更新过期时间，过期时间更新后，需要在 License Server 上重新注册一遍，更新本地的过期时

间。 

http://www.mythware.com/w/index.php/Public/search?q
http://www.mythware.com/w/index.php/Public/searc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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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License Server 对话框的“Normal”页签中，单击<Register>按钮。 

 
 

(2)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Online Update>，使用授权码重新注册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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