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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升级指导 
本文档针对用户使用版本情况提供了以下几种情况的升级方案： 

• E0203 版本升级到 E0214 版本 

• E0212 版本升级到 E0214 版本 

• E0213 版本升级到 E0214 版本 

其他版本升级到 E0214 版本请咨询云桌面开发人员。 

自 E0213 版本以来，VDI 配套 CAS 版本切换成 V5.0 版本，E0203 到 E0212 版本对应的 CAS 版本

为 V3.0 版本。 

表1 VDI 与 CAS 的配套版本表 

VDI 版本 CAS 版本 

E0203 E0306H06 

E0212 E0306H17 

E0213 E0509 

E0214 E0509H01 

 

2  升级准备 

2.1  查看CAS系统状态 

H3C CAS 的升级过程中可能需要执行虚拟机关闭，重启主机，业务暂停等操作，为了确保 CAS 的

顺利升级和完成后的系统状态恢复，需要先检查 CAS 系统的运行状态，确保能正常升级。 

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集群状态：高可靠性（HA）、动态资源调度（DRS）和电源智能管理（DPM） 

主机状态：主机的运行状态（必须是正常运行）、虚拟交换机状态、存储池状态 

虚拟机状态：记录下虚拟机的运行状态，非正常运行的虚拟机需要和客户确认 

连接状态：待升级主机与所连存储服务器的连接状态(必须是正常运行) 

2.2  备份重要虚拟机 

升级前，建议对重要的虚拟机进行备份，同时建议备份到远端服务器上。 

(1) 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主机/<虚拟机>]或者[云资源/主机池/集群/主机/<虚拟机>]菜单项，

进入虚拟机概要信息页面。单击<更多操作>按钮，选择[立即备份]菜单项，弹出立即备份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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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备份虚拟机 

 

 

(2) 选择将虚拟机备份到远端服务器，并配置相关参数。单击<完成>按钮。 

图2 备份到远端服务器 

 

 

2.3  备份重要业务数据 

H3C CAS 虚拟化环境中运行了客户虚拟机，升级时如果关闭虚拟机或者重启主机，一定程度会对

影响客户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为了确保业务数据的安全性，建议备份重要的应用业务数据，比如

Oracle 自带的功能备份数据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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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暂停业务 

CAS 版本升级前需要执行关闭高可用(HA)，暂停共享存储池等操作，并且必须先关闭高可用(HA)
再暂停共享存储池。 

(1) 关闭虚拟机：在 CAS 平台的虚拟机概要页面单击<安全关闭>按钮，执行关机操作。 

图3 关闭虚拟机 

 
 

 

禁止通过 CAS 平台的<关闭电源>功能执行关机操作，此操作可能会损坏虚拟机文件系统，导致客

户业务异常。 

 

(2) 关闭高可用(HA)：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单

击<高可靠性>按钮，在弹出的修改集群高可靠性对话框中关闭”启用 HA”，并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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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关闭高可用 

 
 
(3) 暂停存储池：单击导航树中[云资源/主机池/<主机>]或者[云资源/主机池/集群/<主机>]菜单项，

进入主机概要信息页面。单击“存储”页签，在进入该主机的存储池列表页面中单击 图标

来暂停各个 CVK 主机下的共享存储池。 

图5 关闭各主机共享存储池 

 

 

3  E0203-E0214 升级 
由于 E0203 版本对应 CAS 版本为 E0306H06 版本，E0214 对应 CAS 版本为 E0509H01 版本，无

法直接安装 E0214 版本中的 install 文件将 CAS 升级到 E0509H01。所以在升级过程中需要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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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14 版本中的 H3CDRepair 修复包。修复包会将 CAS 升级到 E0509 版本，并修复依赖关系等。

修复完成后，再执行 E0214 版本中的 install 文件。 

3.1  CAS升级及修复依赖包 

3.1.1  CAS升级包获取路径 

请从用服 FTP 服务器获取 CAS E0509 升级包。 

3.1.2  升级步骤 

(1) 将 E0214 版本安装包 H3Cloud_Desktop_2.0(0214).tar.gz 上传到 CAS 服务器。 

(2) 解压并进入到 h3cd-e0214/H3CDRepair/目录。 

(3) 请将 CAS E0509 升级包上传到 H3CDRepair/目录。 

(4) 上传成功后执行目录下的 repair.sh 文件 
root@cvknode:~# tar -xvzf H3Cloud_Desktop_2.0\(E0214\).tar.gz 

root@cvknode:~# cd h3cd-e0214/H3CDRepair/ 

root@cvknode:~/h3cd-e0214/H3CDRepair# ./repair.sh 

(5) 由于 repair 修复包中包含升级后快照还原再次升级 CAS 的过程，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会两次提

示 CAS 版本从 E0306H06 版本升级到 E0509 版本，键入“yes”后回车，即可升级 CAS。 

图6 CAS 升级提示 

 

 

(6) 修复完成后，查看 CAS 版本是否已升级到 E0509。 

root@cvknode:~# cat /etc/cas_cvk-version 

图7 查看版本信息 

 

 

3.2  云桌面管理平台升级 

(1) 进入 h3cd-e0214 目录，并执行目录下的 instal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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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cvknode:~# cd h3cd-e0214 

root@cvknode:~/h3cd-e0214# ./install.sh 

(2) 执行过程中会提示 CAS 版本从 E0509 版本升级到 E0509H01 版本，键入“yes”后回车，即

可升级 CAS。 

图8 CAS 升级提示 

 
 

(3) 直至升级完成后，云桌面管理平台升级到 E0214 版本。 

 

4  E0212-E0214 升级 
由于 E0212 版本对应 CAS 版本为 E0306H17 版本，E0214 对应 CAS 版本为 E0509H01 版本，无

法直接安装 E0214 版本中的 install 文件将 CAS 升级到 E0509H01。所以在升级过程中需要先执行

执行 CAS 升级包将 CAS 升级到 E0509 版本。升级成功后，再执行 E0214 版本中的 install 文件。 

4.1  CAS升级 

4.1.1  获取路径 

请从用服 FTP 服务器获取 CAS E0509 升级包。 

4.1.2  升级步骤 

 

CAS 的升级指导可参见《H3C CAS-E0509 版本说明书》。以下步骤简要说明下如何升级 CAS。 

 

(1) 将 CAS E0509 版本升级包上传到 CAS 服务器的 root 目录下。 

(2) 解压后并进入 upgrade.e0509 目录下执行升级脚本。 
root@cvknode:~# tar –xvzf CAS-E0509-Upgrade.tar.gz 

root@cvknode:~# cd upgrade.e0509 

root@cvknode:~/ upgrade.e0509# ./ upgrade.sh 

(3) 在升级过程中会提示 CAS 版本从 E0306H17 版本升级到 E0509 版本。键入“yes”后回车，

即可升级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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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升级提示 

 

 

(4) 版本升级成功后，查看 CAS 版本信息。 
root@cvknode:~# cat /etc/cas_cvk-version 

图10 查看版本信息 

 
 

 

CAS 升级到 E0509 版本后，CAS 及云桌面管理平台暂不可用，请将云桌面管理平台升级到 E0214
版本后方可正常使用。 

 

4.2  云桌面管理平台升级 

(1) 将 E0214 版本安装包 H3Cloud_Desktop_2.0(0214).tar.gz 上传到 CAS 服务器。 

(2) 解压并进入到 h3cd-e0214 目录，并执行目录下的 install 文件。 
root@cvknode:~# cd h3cd-e0214 

root@cvknode:~/h3cd-e0214# ./install.sh 

(3) 执行过程中会提示 CAS 版本从 E0509 版本升级到 E0509H01 版本，键入“yes”后回车，即

可升级 CAS。 

图11 CAS 升级提示 

 
 

(4) 直至升级完成后，云桌面管理平台升级到 E0214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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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0213-E0214 升级 
E0213 版本与 E0214 版本配套的 CAS 都是 V5.0 版本，可以直接安装 E0214 版本的安装包，即可

升级到 E0214 版本。 

(1) 将 E0214 版本安装包 H3Cloud_Desktop_2.0(0214).tar.gz 上传到 CAS 服务器。 

(2) 解压并进入 h3cd-e0214 目录，并执行目录下的 install.sh 文件。 
root@cvknode:~# tar -xvzf H3Cloud_Desktop_2.0\(E0214\).tar.gz 

root@cvknode:~# cd h3cd-e0214 

root@cvknode:~/h3cd-e0214# ./install.sh 

图12 解压 

 

 

图13 执行 install 脚本 

 
 
(3) 执行过程中会提示 CAS 版本从 E0509 版本升级到 E0509H01 版本，键入“yes”后回车，即

可升级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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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提示 CAS 升级 

 
 

(4) 直至升级完成后，云桌面管理平台升级到 E0214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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