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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客户现有的单机环境的云桌面管理平台可以通过本文的操作步骤修改为双机环境，即将双机云桌面

环境搭建在H3C CAS CVM双机热备环境之上。H3C CAS CVM双机热备使用两台服务器部署CVM，

同时两台服务器互相备份，共同提供服务。当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可由另一台服务器承担服务，

从而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保证 CVM 管理平台能持续提供服务，解决了在主服务器故

障时管理平台中断的问题。 

2 配置流程 
基于现有网络搭建双机环境时，有如下两种方法： 

• 由于双机环境需用到单机环境的 IP 地址，以完成数据还原，所以为了避免 IP 地址冲突，可以

在完成准备工作并关闭 CVM 主机后，再在现有网络中搭建 CVM 环境，但此方法服务中断时

间较长。具体步骤如图 2-1 左侧流程图所示。 

• 为了缩短服务中断时间，也可以在与单机环境不同 VLAN 中先部署好 CVM 双机环境，待单机

CVM 环境完成相关配置和备份，且 CVM 主机关机后，再将双机环境接入现有网络中，但此

方法需额外部署一个网络。具体步骤如图 2-1 右侧流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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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流程图 

 
 

3 注意事项 
• 部署双机热备环境时，CVM 管理平台需全新安装，且未作为 CVK 主机加入网络。不支持将

原有在线使用的 CVM 管理平台直接作为双机环境中的一台 CVM 主机进行部署。 

• 通过分析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对服务中断的容忍程度，以此决定是否使用双机热备环境，即业

务能否容忍中断，可容忍多长的时间恢复，或者业务不能恢复时所造成的影响。 

• 双机热备会有一个短暂的切换过程。在切换过程中，CVM 管理平台服务有可能出现短暂的中

断。当切换完成后，服务将正常恢复。 

4 配置说明 
1. 单机环境说明 

现有单机环境说明如下表所示： 

先搭双机CVM再关闭单机CVM

开始

搭建双机CVM

单机CVM配置与备份

双机CVM接入现有网络

CVM License变更

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

云桌面配置与数据还原

云桌面License变更

结束

单机CVM还原与配置

关闭单机CVM主机

开始

配置前准备

在现有网络搭建双机CVM

单机CVM还原与配置

CVM License变更

安装云桌面管理平台

云桌面配置与数据还原

云桌面License变更

结束

关闭单机CVM主机

关闭单机CVM主机再搭双机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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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单机环境说明表 

名称 IP 地址 说明 

CVM管理平台（cvknode234

主机） 
192.168.3.234 部署CVM的服务器也作为CVK主机加入环境 

CVK01主机（cvknode238） 192.168.3.238 该主机为被CVM管理的另一个CVK主机 

云桌面管理平台（虚IP） 192.168.3.234 云桌面管理平台与CVM部署于同一台服务器上 

 

2. 目标双机环境说明 

目标双机环境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4-2 目标双机环境说明表 

名称 IP 地址 说明 

CVM管理平台（虚IP） 192.168.1.234 

请确保双机环境下云桌面管理平台的虚IP与单

机环境下一致。 

为了实现云桌面管理平台高可用性，云桌面管理

平台的虚IP地址不允许与CVM管理平台双机热

备的虚IP相同。 

 

CVM01主机（主） 192.168.3.240 

CVM02主机（备） 192.168.3.242 

云桌面管理平台（虚IP） 192.168.3.234 

云桌面管理平台（主） 192.168.3.240 

云桌面管理平台（备） 192.168.3.242 

CVK主机 192.168.3.238 

 

5 操作指导 

 

本文主要以先完成单机环境的配置与备份后，再搭建双机环境进行介绍。若系统对服务中断的容忍

程度较低，建议您先在与原网络不同的 VLAN 中搭建好 CVM 双机环境后，待 CVM 主机关机或脱

离管理网后，再将双机环境接入现有网络中，具体步骤请参见图 2-1。 

 

5.1  单机环境配置与备份 

(1) 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备份云桌面数据，用于双机环境搭建完成后的数据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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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备份云桌面数据 

 
 

(2) 通过数据库管理工具，如 HeidiSQL，查看和备份 CAS DOMAIN 数据库表，用以确认双机环境

搭建成功后还原了原单机环境的数据。 
(3) 在单机 CAS CVM 管理平台中，禁用 HA、DRS 功能。 

图5-2 禁用 HA 和 DRS 

 

 

(4) 下载 CAS CVM 单机环境中的虚拟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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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下载虚拟机模板 

 
 

(5) 将 cvknode234 主机上的虚拟机迁移至 cvknode238 主机上。  

图5-4 迁移虚拟机 

 

 

(6) 待迁移完成，暂停 cvknode234 上共享存储。 

图5-5 暂停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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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主机 cvknode234 从 CAS CVM 管理平台中删除，使其不再被 CVM 管理。 

图5-6 删除主机 

 
 

(8) 根据实际需要删除其他主机。以确保备份前，单机环境下被 CVM 管理的主机与双机热备环境

下被管理的主机一致。 

(9) 备份 CVM 数据，并将备份数据下载到本地。 

图5-7 CVM 备份配置 

 
 

图5-8 下载 CVM 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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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备份文件的完整性，请从备份历史中下载备份文件，为后续双机环境中还原做准备。 

 

(10) 进入 CVM 主机 cvknode234 的控制台，并将其正常关机。 

图5-9 将 CVM 主机关机 

 

 

5.2  双机CVM环境搭建 

 

• 先搭建双机 CVM 环境时，需在与原单机 CVM 环境不同 VLAN 的网络中进行，以避免 IP 地址冲突。待原单机

CVM 的管理主机关机或断开管理网后，再将双机 CVM 环境接入原有网络中。 

• H3C CAS 从 E0523 版本开始支持通过系统界面进行双机热备环境的部署，E0523 之前的版本只能通过命令行

进行双机热备环境的部署。 

 

搭建双机 CVM 环境之前，请分别在两台新的服务器（240 和 242）上安装 CVM，安装方法请参见

CAS 安装指导。 
• 若当前云桌面适配 CAS 3.0 版本，请参见《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安装指导-E0310》。 

• 若当前云桌面适配 CAS 5.0 版本，请参见《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安装指导-E0525》。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AS/H3C_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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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通过界面部署双机 CVM 环境（适用于 CAS E0523 及之后版本） 

(1) 在 CVM 管理平台中，单击导航树中[系统管理/双机热备配置]菜单项，进入热备主机列表页面。 
(2) 单击<热备搭建>按钮，在弹出的热备搭建对话框中，设置热备参数，参数说明如表 5-1 所示。 

图5-10 热备搭建对话框 

 

 

表5-1 热备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示例 

虚IP地址 
CVM管理平台对外提供访问的IP地址。 

该地址必须为空闲地址且不能与。 

192.168.3.234 

与单机环境下CVM管理平台IP地址相

同，便于还原CVM数据。 

为确保后续云桌面高可用性配置生效，还

原CVM数据后，将修改该地址，使其与

云桌面管理平台的虚IP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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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示例 

子网掩码 虚IP地址对应的子网掩码。 255.255.0.0 

备机IP地址 备CVM主机的管理IP地址。 192.168.3.242 

备机root密码 备CVM主机root用户的密码。 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仲裁方式 

高级仲裁：指定一台已安装CVK组件的主机作为仲

裁主机。仲裁主机安装的CAS软件版本号必须与主

备CVM管理平台安装的CAS软件版本号一致。 

简易Ping方式：指定两个仲裁IP地址，当主备CVM

管理平台之间通信异常时，主备节点同时ping两个

仲裁IP地址来判断自身是否网络故障。若节点无法

同时ping通，则认为自身故障，降为备机。 

此处以简易Ping方式为例，配置的两个仲

裁IP地址为局域网中能够访问的网关或

一直可连通的主机IP，用于测试CVM主

机网络是否故障。 

预估主机个数 
预估管理平台中主机的个数，用于计算数据库分区

大小。 
本例中主机数为2。 

预估虚拟机个数 
预估管理平台中虚拟机的个数，用于计算数据库分

区大小。 
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数据库分区大小 

数据库分区是在CVM主机的／vms分区中创建的

分区，用于主备CVM管理平台间的数据同步，最

少为20GB。 

请根据如下公式计算分区大小： 

数据库分区大小=（预估主机个数 * 7MB 

+ 预估虚拟机个数 * 5MB）* 15天 / 

1024MB 

 

(3) 设置热备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在弹出的热备搭建确认对话框中输入参数 CONFIRM，单

击<确定>按钮。 

图5-11 热备搭建确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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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预检查出错，会提示相应的错误信息，修改配置重新搭建即可。详细的错误信息将保存在

/var/log/cvm_master_slave.log 日志文件中。 

 

(4) 开始搭建双机热备环境时，管理平台将跳转到双机热备配置页面，展示搭建进度。 

图5-12 双机热备配置 

 

 

(5) 双机热备搭建成功，将跳转到虚地址登录页面。页面跳转需要一定时间，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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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双机热备配置失败提示 

 

 

 

如果双机热备搭建失败，搭建页面中途会中止，并且页面下方提示“配置失败，请尝试重新登录并

配置”，详细的错误信息将保存在/var/log/cvm_master.log 和/var/log/cvm_master_slave.log 日志

文件中。根据失败所在的阶段和日志可以找到对应的原因，修改配置重新搭建。 

 

(6) 热备搭建成功后，第一次登录 CVM 管理平台时，会自动跳转到模板存储配置界面。 

(7) 如果要正常使用 CVM 双机热备功能，需要配置模板存储。单击<现在创建>按钮，创建模板存

储。若单击<暂不创建>，后续需要增加模板存储，可以在[系统管理/双机热备配置/模板存储]
中增加。 

图5-14 首次登录提示创建本地同步分区或共享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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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桌面的虚拟机模板存放于模板存储中，为确保后续云桌面环境能正常使用模板，建议此处创建虚

拟机模板存储。推荐使用 FC 共享目录或 iSCSI 共享目录类型的模板存储。 

 

图5-15 创建模板存储 

 
 

 

双机热备部署或增加本地同步分区盘的过程中，要保证服务器健壮性，不能重启和关闭服务器。若

出现故障服务器重启或断电，需要重新部署搭建。 

 

(8) 配置 VNC 代理服务器：如果虚拟机登录时需要使用 VNC 代理，则需要登录管理平台，在[系
统管理]中配置 VNC 代理服务器的信息。 

图5-16 VNC 代理服务器参数配置 

 
 

 

• VNC 代理服务器用于将远端的计算机屏幕通过网络传输到本地，并允许以本地操作的方式对远端计算机进行远

程控制。CVM 中的虚拟机控制台为 VNC 客户端，主机上的虚拟机为 VNC 服务器，由于操作员可能会通过

Internet 从外部网络访问数据中心内部的虚拟机，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为这些虚拟机安装一个 VNC 代理服务

器，该 VNC 代理服务器成为数据中心暴露给外部网络的唯一节点，操作员首先通过 CVM 访问 VNC 代理服务

器，由该 VNC 代理服务器统一与数据中心内部的虚拟机进行通信，确保了虚拟机业务应用的安全性。 

• 如果提供 CVM 服务的主机本身配置了 VNC 代理服务器，则要求主备两台 CVM 主机必须都配置 VNC 代理服

务器，且其 IP 参数必须设置为 CVM 管理平台的虚 IP 地址。 

 

5.2.2  通过命令行部署双机 CVM 环境（适用于 CAS E0523 之前版本） 

(1) 通过 SSH 工具连接双机 CVM 环境的主 CVM（240）并进入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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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如下命令配置双机 CVM 环境，双机环境虚 IP 需配置为 192.168.3.234 与原单机 CVM 的 
IP 一致。 

图5-17 运行脚本搭建 CVM 双机环境 

 

 

 

• 搭建双机热备环境时，虚 IP 地址必须与原单机环境下 CVM 的 IP 地址相同，以便于还原 CVM 数据。 

• 为确保后续云桌面高可用性配置生效，还原 CVM 数据后，将修改该地址，使其与云桌面管理平台的虚 IP 不同。 

 

5.3  CVM数据还原 

(1) 登录 CVM 双机环境管理界面（虚 IP 地址 192.168.3.234），手动执行一次 CVM 配置备份（此

步骤是为了在后台创建一个文件夹）。 

图5-18 双机环境手动备份 CVM 配置 

 
 

(2) 将之前的单机 CVM 配置备份文件上传至双机环境中并还原 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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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上传原单机 CVM 备份文件 

 

 

图5-20 CVM 配置还原 

 

 

(3) 修改 CVM 双机环境虚 IP 地址，此处以 192.168.1.234 为例。请确保待配置的 IP 地址未被占

用。 

 

为确保后续云桌面高可用性配置生效，还原 CVM 数据后，需修改双机热备环境下 CVM 的虚 IP 地

址，使其与云桌面管理平台的虚 IP 不同。 

 

• 对于 E0523 之前的版本，请依次执行以下操作： 

a. 通过实 IP 连接主 CVM，并执行 cvm_resource_stop.sh。 
b. 在主 CVM 上执行 crm_resource –r webip –p ip –v ‘192.168.1.234’，修改虚 IP 地址。 

c. 在主 CVM 上执行 cvm_resource_start.sh。 

• 对于 E0523 及之后的版本，请依次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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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实 IP 分别连接主 CVM 和备 CVM，并执行 service cmsd stop。 

b. 在仲裁服务器上执行 service cmsd stop。通过简易 Ping 方式搭建双机热备环境时，请忽

略此步骤。 
c. 分别在主 CVM 和备 CVM 上打开配置文件/etc/cmsd/services/network.conf，将 IP 地址修

改为 192.168.1.234。 

d. 在仲裁服务器上，打开配置文件/etc/cmsd/services/network.conf，将其中的 IP 改为

192.168.1.234。通过简易 Ping 方式搭建双机热备环境时，请忽略此步骤。 

e. 分别在主 CVM 和备 CVM 上执行 service cmsd start。 
f. 在仲裁服务器上执行 service cmsd start。通过简易 Ping 方式搭建双机热备环境时，请忽

略此步骤。 

(4) 双机热备配置完成后，由于服务器硬件更换，导致原 CAS License 失效，请获取主备两台主

机的主机信息文件后，重新申请 License。 

5.4  云桌面单机改双机 

(1) 将云桌面管理平台版本安装包分别上传至两台 CVM 主机解压，而后进入版本目录找到

changeroot.sh 脚本。分别在两台主机上执行该脚本开启 CAS 数据库远程连接，然后执行版

本安装脚本。 

图5-21 开启 CAS 数据库远程连接 

 
 

图5-22 安装云桌面 

 

 

(2) 分别在主备两台 CVM 主机上搭建云桌面 HA 环境，配置虚 IP 为 192.168.3.234，即与单机环

境下云桌面的虚 IP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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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 在主 CVM 上搭建 HA 

 
 

图5-24 在备 CVM 上搭建 HA 

 

 

 

• 搭建 VDI HA 过程中提示输入数字为新 ID，默认按 enter 键即可。 

• 当出现“Please make sure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are correct(yes/no)? ”提示时，输入“yes”即可。 

 

(3) 将备份的云桌面数据文件上传至 CVM 主机 root 目录，执行脚本还原之前备份的云桌面配置环

境。 

图5-25 还原云桌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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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opt/H3C/H3CDServer/mysql/bin/h3cd 下的脚本 reset_cas_server_ip.sh 在云桌面数据

中同步双机 CVM 修改后的虚 IP 地址，此处为 IP 192.168.1.234。 

图5-26 重设 CAS 地址为虚 IP 

 
 

 

若版本中无修改 IP 的脚本，请联系研发获取。 

 

(5) 重启 H3CDServer，访问云桌面管理平台。 

(6) 申请新的云桌面 License 并完成注册。 

 

• 环境正常可用后，如需使用桌面池部署桌面，请先重新选择虚拟机模板。 

• 根据实际需要，可将原 CVM 主机作为 CVK 加入现有环境中使用。加入环境前请先重装主机，修改 IP，并完

成云桌面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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