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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企业市场的扩大，企业中 IT 的硬件设施和软件部署会随着分支机构的产生，做出逻辑上的改变

以适应企业发展的变化。管理员在这样的分级管理中，常会遇到不易管、不易查、不易报的情形。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Workspace 云桌面推出了分级管理方案——H3C Space Center，该方案可有

效降低企业 IT 部署和管理的复杂度、提高系统的灵活性。 

H3C Space Center 是一个单独部署于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上的管理平台，用于纳管多个

Workspace 管理平台及其各自纳管的资源。 

对客户而言，H3C Space Center 分级管理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 高体验：分支机构下普通用户的云桌面连接，直接走分支机构的内部网络或者企业内部专网，

流量被限制在本地；总部到分支机构间，只有正常的简单数据流，降低网络带宽要求。 

• 高可靠：当分支机构与总部间的网络断时，分支机构的用户仍可以正常连接使用云桌面。 

• 集中运维：总部可以对所有纳管的子节点进行集中运维，实时监控各子节点的运行情况。同

时，可集中发布桌面镜像。 

• 集中备份：总部可以集中备份各分支机构的数据，指定统一的备份服务器，归档备份文件。 

2 安装 Space Center 
 

 

• 如需搭建双机热备环境，请在完成 Space Center 安装后登录系统，在“系统配置-双机热备”

页面进行操作。 

• 搭建双机热备时，备管理节点无需手动安 Space Center，相关操作请参见《H3C Space 
Center 分级管理系统联机帮助》。 

• Space Center 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安装监管平台。 

 

2.1  安装前准备 

• 已完成 Workspace 管理平台（即 Space Console）的部署。 

• 已从官方渠道获取 Space Center 安装包（H3C_Space-Center-version.tar.gz）。 

• 一台已安装 H3Linux 操作系统且已开启 SSH 服务的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其配置要求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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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配置要求 

CPU 规格 内存规格 存储 备注 

≥8核 ≥8GB ≥200GB 建议物理服务器部署，可以使用虚拟机部署 

 

 

H3Linux 操作系统安装时请务必选择“简体中文（中国）”。 

 

2.2  安装部署 

(1) 通过 SSH 方式登录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后台，并上传 Space Center 安装包

（H3C_Space-Center-version.tar.gz）。 

 

 

上传安装包前请设置为 root 用户登录，并开启 root 用户 SSH 连接。 

 

(2) 执行 tar xvf H3C_Space-Center-version.tar.gz 命令解压安装包。 

图2-1 解压安装包 

 
 

(3) 执行 cd space-center-installer/命令进入解压后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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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bash center_viewscreen_master_install.sh命令安装Space Center和监管平台，查看控制台

输出是否正常。 

图2-2 安装 Space Center 

 

 

(5) 安装后，/opt/center 目录为 Space Center 的运维目录，请执行如下命令检查 Space Center 是否

正常运行。 

a. 执行 docker ps 命令，查看容器运行状态是否正常。STATUS 处于“Up”状态表示容器正常运

行中。 

图2-3 执行 docker ps 命令，查看容器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b. 执行 systemctl status center-server.service 命令，查看分级管理平台后台服务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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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查看 Space Center 后台服务是否正常 

 

 

c. 执行 systemctl status center-controller.service 命令，查看分级管理 controller 服务是否正常。 

图2-5 查看 Space Center controller 服务是否正常（正常） 

 
 

图2-6 查看 Space Center controller 服务是否正常（不正常） 

 

 

3 访问 Space Center 
Space Center 支持浏览器访问。浏览器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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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关闭浏览器的弹出窗口阻塞设置。 

• 必须使能浏览器的 Cookies。 

• 必须将 H3C Space Center 站点加入浏览器的受信任站点。 

• 浏览器需要的显示器分辨率宽度至少为 1280，推荐分辨率为 1440*900 或者更高。 

• 推荐使用 Chrome 45+、FireFox 49+及其以上版本的浏览器。 

(1)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直接输入部署 Space Center 的虚拟机或物理服务器 IP 地址，进入 Space 
Center 登录页面，登录访问 Space Center。其中初始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Cloud@1234。 

图3-1 Space Center 登录页面 

 

 

图3-2 Space Center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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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纳管资源 
Space Center 部署完成后需纳管 Workspace 管理平台，操作步骤如下： 

 

 

进行资源纳管前请先新建组织，相关操作请参见《H3C Space Center 分级管理系统联机帮助》，

若未新建组织，所纳管资源将归属于系统默认组织。 

 

(1) 登录 Space Center 后，单击左侧导航树[资源]菜单项，进入资源页面。 

图4-1 资源页面 

 
 

(2) 单击页面上方<新建>按钮，弹出纳管资源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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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纳管资源 

 
 

(3) 设置被纳管 Workspace 地址、协议类型、协议端口号、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单击<测试连接>按
钮，测试 Space Center 与 Workspace 管理平台的连通性。其中，Workspace 地址为 Workspace
管理平台的 IP 地址或对应的域名。当输入域名时，需先配置 docker 服务的 DNS 地址以保证 Space 
Center 与 Workspace 管理平台的连通性，具体操作如下： 

a. 进入 Space Center 后台，在运维目录下执行 docker_dns_config.sh 脚本。 
[root@localhost ~]# cd /opt/center/ 

[root@localhost]#./docker_dns_config.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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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照提示输入 DNS 服务器地址后按<Enter>键重启 docker 服务和分级管理服务。 

图4-3 配置 DNS 服务器地址 

 
 

(4) 测试连接成功后，继续设置该资源节点的 Controller 地址、Controller 端口、网管地址、网关端口

节点名、所属组织、地区和详细地址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 常见问题处理 

5.1  Space Center双机热备配置失败，卸载并重装后，配置Space Center
双机热备仍然失败。 

解决方法： 

Space Center 卸载完毕后手动删除/etc/hosts 文件中“center”相关内容，再重新配置 Space Center
双机热备，具体如下： 

• 双机热备环境下，通过<Backspace>或<Delete>键删除字符串“center1”和“center2”，如

图 5-1 所示： 

图5-1 双机环境下删除/etc/hosts 文件中“center”相关内容 

 

 

• 单机环境下，通过<Backspace>或<Delete>键删除字符串“center1”，如图 5-2 所示： 

图5-2 单机情况下删除/etc/hosts 文件中“center”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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