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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云桌面超融合版本（H3C Workspace 云桌面）中的存储融合服务由分布式存储 ONEStor 提供。它

是云桌面融合版本的一种基础架构交付和使用模式。超融合部署完成后，会将主机本地磁盘升级为

共同管理的共享盘，有效的提高系统容灾能力和数据服务的安全性。同时，管理员在管理平台可通

过 ONEStor 页面的功能创建和配置存储资源，按需分配用户所需的存储资源。 

分布式存储将不同服务器的本地磁盘聚合成一个统一的存储资源池，为上层虚拟化业务提供存储空

间。 

分布式存储具有以下特点： 

• 简单化：传统存储阵列需要一台昂贵的硬件以及相应的存储交换机、HBA 卡等专用配件，对

于存储阵列的配置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管理，有时甚至需要依赖存储厂商。而分布式存储直接

利用服务器本地的磁盘，简化了数据中心建设的复杂程度，同时也降低了管理维护的难度。 

• 易扩展：随着服务器集群规模的扩展，分布式存储系统的性能和容量也能够近线性扩展。 

• 高可靠：灵活的数据冗余保护机制，如副本和纠删码，允许将不同的副本或不同的数据块、校

验块放在不同的服务器上，来保障当服务器或磁盘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数据不丢失、仍然可访

问；同时系统会自动进行数据重构，恢复因故障丢失的数据。 

• 高可用：iSCSI 高可用为存储外网设置一个高可用 IP。使得业务主机访问 iSCSI 高可用 IP 即

可持续发现存储集群中的块设备，不受存储节点故障的影响，保障存储业务的连续性。 

• 块存储服务：统一提供块存储服务，支持 iSCSI 的访问方式。 

• 智能负载均衡：当分布式存储系统中增加或减少磁盘时，存储系统会自动执行数据均衡操作，

使数据均衡的分布在所有服务器的磁盘上。 

2 技术实现 

2.1  重要概念 

1. 存储集群 

分布式存储软件将服务器组成一个存储集群，由存储集群对各服务器的本地磁盘进行统一的管理。 

存储集群由三类节点组成： 

• 管理节点：提供管理、运维整个超融合系统的 Web 用户界面。 

• 存储节点：提供数据存储服务。 

• 监控节点：维护整个存储系统的全局状态，持有整个存储系统的元数据信息。一台服务器可以

同时作为存储节点和监控节点。 

2. 硬盘池 

硬盘池是基于存储集群创建的一组硬盘的集合，存储集群中不同存储节点的部分或全部硬盘构成一

个硬盘池。将存储集群划分出不同的硬盘池后，系统会将一份数据的多个副本或分片存放在某一指

定硬盘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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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ol 

由于“硬盘池”是一个用于资源管理的逻辑概念，无法直接被存储业务使用，因此需要对硬盘池中

的资源进行转化，使其成为存储业务可以使用的资源，这个转化过程称为“池化”，池化后的资源

即为“存储池”，也称为“Pool”。用户通过 Pool 来使用存储集群的块存储资源，同时 Pool 定义了

数据的冗余策略，包括副本和纠删码。 

4. 业务主机、业务主机组 

业务主机即实现具体业务的主机；业务主机组则是一组实现相同业务的主机的集合，用于统一管理

相同业务的主机。主机要使用集群的分布式存储资源，需要先加入到业务主机组中，建立业务主机

组与块设备的映射关系。 

5. iSCSI 高可用 

业务主机通过 iSCSI 协议访问存储集群中的块存储资源。iSCSI 高可用为存储外网设置一个高可用

IP，保障存储业务的连续性。业务主机访问 iSCSI 高可用 IP 即可持续发现存储集群中的块设备，不

受存储节点故障的影响。 

6. 块设备 

块设备是指在存储集群中创建的逻辑存储卷（LUN），支持 iSCSI 的访问方式。块设备上没有文件

系统，就像一块全新未被格式化的硬盘一样。 

块设备可以直接映射给虚拟机使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会将块设备识别为一块物理硬盘。操作系统

对挂载的块设备进行分区、格式化后，才能正常使用块设备提供的存储空间。 

块设备也可以格式化为共享文件系统，为虚拟化主机提供共享存储服务。 

7. 共享存储池 

共享存储池是指共享文件系统类型的存储池，可以被集群内的主机同时挂载。集群的 HA、DRS、
DPM 等涉及到虚拟机在线自动迁移的功能都依赖于共享存储池。使用共享存储池的虚拟机可以保

证虚拟机在迁移过程中只涉及计算资源的迁移，不涉及存储资源的迁移，节省了迁移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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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架构图 

图2-1 超融合存储、虚拟化和 VDI 实现架构介绍 

VDI 虚拟化 ONEStor

前端架构

VDI CVM ONEStor

后台

 
 

对于超融合环境而言，前端架构上将 VDI、虚拟化、ONEStor 功能界面进行模块化，但统一由 H3C 
Space Console 即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平台进行呈现。后台分别与其各自产品线开发的后

台进行对接。除 VDI 会与负责虚拟化的 CVM 产生平行调用外，前端各模块均只能和自身的后台进

行通信。采用此方式，最大化的解耦各个产品线相互之间的调用关系，从而达到所有组件各自维护

各自升级，且升级小组件不会影响到大的业务逻辑的目的。 

本文讲述的 ONEStor，作为超融合方式分布式存储功能的提供者，在 H3C Space Console 界面的

ONEStor 页面中即可完成分布式存储的创建、组合、提供存储路径等功能。VDI 以及提供虚拟化的

CVM 只需与 ONEStor 提供的存储路径建立联系即可使用对应存储。 

3 配置指导 
本文以 E1013 版本为例，介绍分布式存储的配置方法，其他版本操作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3.1  使用限制 

• 部署超融合架构的服务器数量最少 3 台；建议集群的规模不超过 32 台。 

• 服务器数量为 N 时，系统可设置的副本数为： 

 当 3≤N＜6 时，副本个数为 2～N-1； 

 当 N≥6 时，副本个数为 2～5。 

• 服务器数量为 N（N≥4）时，纠删码可设置的数据块、校验块个数如下表所示： 



 

4 

表3-1 服务器数量与纠删码数据块、校验块的关系 

校验块个数 

服务器数量 
1 2 3 4 

4 2+1（66%） － － － 

5 3+1（75%） － － － 

6 4+1（80%） － － － 

7 4+1（80%） 4+2（66%） － － 

8 6+1（85%） 4+2（66%） 4+3（57%） － 

9 6+1（85%） 6+2（75%） 4+3（57%） － 

10 8+1（88%） 6+2（75%） 6+3（66%） － 

11 8+1（88%） 8+2（80%） 6+3（66%） 6+4（60%） 

12 8+1（88%） 8+2（80%） 8+3（72%） 6+4（60%） 

13 8+1（88%） 8+2（80%） 8+3（72%） 8+4（66%） 

14 12+1（92%） 8+2（80%） 8+3（72%） 8+4（66%） 

15 12+1（92%） 12+2（85%） 8+3（72%） 8+4（66%） 

16 12+1（92%） 12+2（85%） 12+3（80%） 8+4（66%） 

17 12+1（92%） 12+2（85%） 12+3（80%） 12+4（75%） 

18 16+1（94%） 12+2（85%） 12+3（80%） 12+4（75%） 

19 16+1（94%） 16+2（88%） 12+3（80%） 12+4（75%） 

20 16+1（94%） 16+2（88%） 16+3（84%） 12+4（75%） 

21~32 16+1（94%） 16+2（88%） 16+3（84%） 16+4（80%） 

 

• 分布式存储系统中正常工作的数据盘数量发生变化时（包括主机故障、磁盘故障、新增主机、

新增磁盘），系统会自动进行数据的再均衡。当数据不均衡时，不能执行删除主机、删除正在

使用的数据盘等操作。 

• 创建的块设备（存储卷）采用精简方式配置时，须保证所有块设备总容量小于硬盘池实际可用

容量，容量超配会导致业务中断、数据丢失甚至存储集群崩溃。 

3.2  配置前提 

在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的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以超融合架构进行初始化部署的时候，在“配

置存储”环节管理员可以设置分布式存储初始化配置信息，如图 3-1 所示，如未修改初始化配置将

保持默认初始化配置，完成后管理平台会对分布式存储进行初始化。 

默认初始化配置项如下所示： 

• 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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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主机到集群中时需要选择机架，集群最多允许创建 32 个机架，创建机架时，机架名称不能与

硬盘池名称或主机名称相同。初始化部署时默认配置为创建一个名称为“Rack0”的机架，并将所

有主机添加到该机架中。建议根据部署的物理服务器摆放机架的实际情况来手动创建机架。 

 

 

建议每个机架内主机的数目保持一致。 

 

• 节点池 

管理平台会自动创建名称为“nodepool0”的唯一节点池，用户无需自己创建，直接使用即可。 

• 硬盘池 

管理平台默认会根据实际情况创建 HDD 硬盘池和 SSD 硬盘池，并将不同类型的硬盘放置在对应类

型的硬盘池中，供用户使用。 

• Pool 信息 

管理平台会根据已创建的硬盘池来创建 Pool。 

• 业务主机信息 

管理平台会自动生成所有受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平台纳管的主机信息。 

• 业务主机组 

管理平台会自动生成 uistorHostGroup 业务主机组。 

 

图3-1 分布式存储初始化配置 

 
 

本文档中的配置均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配置和验证，配置前服务器和软件的所有参数均采用出

厂时的缺省配置。如果您已经对被测试对象进行了配置，为了保证配置效果，请确认现有配置和以

下举例中的配置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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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置环境 

本文档不严格与具体硬件服务器型号对应，如果使用过程中与产品实际情况有差异，请以产品实际

情况为准。 

3.4  使用流程 

图3-2 配置与应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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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配置指导 

3.5.1  分布式存储配置 

1. 增加业务主机 

此步骤只针对集群外主机使用本集群存储资源。对于集群内的主机，系统在初始化完成后已将其自

动添加为业务主机，管理员无需再手工增加，可以跳过此步骤。 

 

 

超融合场景不建议将分布式存储提供给集群外的主机使用。  

 

(1) 登录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块存储/卷映射/业务主机]菜单

项，进入业务主机列表页面。 

图3-3 业务主机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创建业务主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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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创建业务主机对话框 

 
 

(3) 输入要添加的业务主机的名称，选择操作系统，输入 Agent IP 地址、标识符和描述，单击<
确定>按钮。相关参数说明见下表。 

表3-2 增加业务主机参数说明表 

参数 说明 

操作系统 业务主机的操作系统，支持Windows、Linux、ESXi与H3C CAS四类。 

Agent IP 业务主机与块服务网连通的IP地址。 

启动器 业务主机上用于连接存储卷的启动器。 

选择CHAP 

• 若选择不绑定，则单击<确定>按钮。 

• 若选择 incoming 认证，则在已有的 CHAP 帐号中选择或新建一个 incoming 帐号，

单击<确定>按钮。 

• 若选择双向认证，则分别在已有的 CHAP 帐号中选择或新建一个 incoming 和

outgoing 帐号，单击<确定>按钮。 

 

2. 增加业务主机组 

• 对于集群外主机，增加为业务主机之后，还需将业务主机加入业务主机组。 

• 对于集群内的业务主机，系统在初始化完成后已为其默认创建了一个业务主机组

uistorHostGroup。该业务主机组不允许删除。若用户需要为其创建新的业务主机组，需要先

将主机从 uistorHostGroup 中移除，然后再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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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块存储/卷映射/业务主机组]菜单项，进入业务主机组列表页面。 

图3-5 业务主机组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创建业务主机组对话框。 

图3-6 创建业务主机组对话框 

  

 

(3) 输入主机组名称和描述，单击<确定>按钮。 

(4) 单击创建的业务主机组名称，进入指定业务主机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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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进入指定业务主机组页面 

 

 

(5) 单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弹出添加业务主机对话框。 

图3-8 为业务主机组添加业务主机 

 

 

(6) 勾选要添加的业务主机，也可以单击<增加>按钮添加新的集群外主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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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添加业务主机对话框 

 

 

(7) 业务主机添加到业务主机组完成 

图3-10 业务主机添加完成 

 

 

3. 增加硬盘池 

管理平台初始化时已默认创建硬盘池，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额外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资源管理/硬盘池]菜单项，进入硬盘池列表页面。 



 

12 

图3-11 硬盘池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创建硬盘池页面。 

图3-12 创建硬盘池页面 

 

 

(3) 输入硬盘池名称，选择硬盘池的服务类型、配置方式等，单击<确定>按钮。 

表3-3 增加硬盘池参数说明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硬盘池名称 创建的硬盘池的名称，不能与节点池名称、机架名称或存储节点的主机名称相同。 

服务类型 硬盘池提供的存储服务的类型，包括块存储、文件存储、文件存储-数据池、文件存储-
元数据池、对象存储、对象存储-数据池、对象存储-元数据池。 

配置方式 硬盘池的配置方式决定了在使用该硬盘池的数据池中创建的块设备占用存储空间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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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配方式以及容量是否能够超配，仅服务类型为块存储时需配置。 

• 厚配置：在此类型硬盘池中，创建块设备时就为该块设备分配最大容量的存储空

间。在使用该类型硬盘池的数据池中创建块设备时，设置的容量不能超过数据池

的可用容量。 

• 精简配置：此类型硬盘池中，块设备占用存储空间的容量是按需分配的。在使用

该类型硬盘池的数据池中创建块设备时，设置的容量可以超过数据池的可用容量。 

存储类别 

有“标准存储”和“低频存储”两种，仅服务类型为对象存储-数据池时需配置。 

• 标准存储：标准存储数据池用于存储经常访问的数据。如果期望规划中的对象存

储支持低频存储，建议配置标准存储数据池为 SSD 硬盘池，低频存储数据池为

HDD 硬盘池；如果期望规划中的对象存储不支持低频存储，建议配置标准存储数

据池为 HDD 硬盘池。 

• 低频存储：低频存储数据池用于存储不频繁访问的数据，仅当规划中的对象存储

支持低频存储时，建议配置标准存储数据池为 SSD 硬盘池，低频存储数据池为

HDD 硬盘池。 

恢复策略 

硬盘池中数据丢失时的数据恢复策略，决定了数据恢复的速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为优

先重构>自适应>优先业务。 

• 优先重构：当硬盘池中有数据丢失时，优先进行数据恢复。 

• 自适应：当硬盘池中有数据丢失时，根据当前存储业务的情况动态调整数据的恢

复速度。 

• 优先业务：当硬盘池中有数据丢失时，优先保证业务，以较低的速度进行数据恢

复。 

节点池 硬盘池所属的节点池。 

加密服务 

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该硬盘池的加密服务。 

• 若开启加密服务，则该硬盘池中添加的硬盘都将被加密。 

• 若关闭加密服务，则该硬盘池中添加的硬盘不被加密。 

数据盘类型 用于存储数据的硬盘的类型，只有符合所选类型的硬盘才可以添加至该硬盘池中。 

硬盘转速 硬盘的最大转速，只有符合所选转速的硬盘能加入硬盘池。SSD硬盘无此参数。 

元数据盘类型 元数据盘就是存储系统内部用来管理用户数据的数据盘。由于这部分数据会经常读写，

所以对性能要求较高，建议将其部署到单独的SSD上。 

元数据保护级别 

对缓存数据的保护级别，影响缓存数据的存储方式，当元数据盘类型为SSD时需配置。 

• 一般：硬盘池内的存储节点以 RAID 0 方式将元数据和缓存存储至元数据盘。 

• 高级：硬盘池内的存储节点以 RAID 1 方式将元数据和缓存存储至元数据盘。 

元数据盘比 每块元数据盘最多支持的数据盘数量，当元数据盘类型为SSD时需配置。 

缓存盘类型 

用于进行缓存加速的硬盘类型。 

• 关闭：表示不启用缓存加速。 

• SSD：表示使用 SSD 缓存盘为 HDD 数据盘提供缓存加速功能，仅当硬盘池的数

据盘类型为“HDD”时才可以开启缓存功能（即缓存盘类型才可以选择“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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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池配置方式为精简配置时，支持配置存储卷大小大于存储池可用容量，但容量超配可能会

导致业务中断等严重后果，请谨慎配置。 

 

(4) 单击目标硬盘池操作列的<增加硬盘>按钮，弹出增加硬盘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

进入增加硬盘页面。 

图3-13 单击<增加硬盘>按钮 

 

 

(5) 在增加硬盘页面，选择要加入此硬盘池的主机磁盘。 

图3-14 增加硬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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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硬盘池中至少要包含三台不同主机上的数据盘。 

 

(6) 磁盘选择完成后，确认无误后，单击<部署>按钮完成操作。 

4. 增加 Pool 

管理平台会根据已创建的硬盘池来创建 Pool，用户可根据自己需要额外进行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Pool 信息]菜单项，进入 Pool 列表页面。 

图3-15 Pool 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创建 Pool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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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创建 Pool 页面 

 

 

(3) 输入 Pool 名称，选择所用节点池、硬盘池和冗余策略。若冗余策略类型选择为“副本”，则

需要选择副本个数；若策略类型选择为“纠删码”，则需输入数据块个数、校验块个数和条带

大小。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表3-4 增加数据池参数说明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节点池 选择Pool所在的节点池。 

硬盘池 选择Pool所在的硬盘池。 

冗余策略 

Pool的冗余策略，包括副本和纠删码。 

• 副本：将数据块复制为多份副本进行存放，只要副本不全部丢失，数据就不会丢

失。 

• 纠删码：根据几个数据块计算生成校验块，允许在部分数据块或校验块丢失时，

通过剩余的数据块和校验块计算出丢失的数据。。 

副本个数 一个数据块的副本个数，例如“副本个数”为3，表示一个数据块最终被存放了3份。

副本个数越多，安全性越高，但存储数据所需要的空间也越大。 

单副本可读 在副本个数不足时，对数据实行可读不可写的保护策略。 

数据块个数 用于计算生成校验块的数据块个数，例如“数据块个数”为4，表示以每4个数据块

为单位生成校验块，并将这些数据块和校验块分别存放在不同的设备中。 

校验块个数 数据块与校验块的比例，例如“校验块个数”为2:1，表示数据块与校验块的比例为

2:1，即如果数据块个数为4时，则每4个数据块生成2个校验块。 

Chunk大小 
数据块的大小。为保障设备间的负载均衡，存储在存储系统中，一份数据会被切分为

多个大小相同的数据块进行存放， Chunk大小即每个数据块的大小。Chunk大小会对

业务性能产生影响，需要根据实际业务情况进行规划与设置。 

条带大小 数据编码/解码的基本单位，由数据块个数和Chunk大小决定。 

最小可写冗余策

略 
允许数据写入的最小冗余备份数策略。若选择“数据可靠性优先”，则至少存在一份

冗余数据时才允许数据写入；若选择“业务持续性优先”，则不存在冗余数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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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下仍允许数据写入。 

 

(4) 完成创建的 Pool 会显示在 Pool 信息列表中。 

图3-17 创建完成的 Pool 

 

 

5. 增加 iSCSI 高可用 

(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块存储/卷映射/ISCSI高可用]菜单项，进入 ISCSI高可用列表页面。 

图3-18 iSCSI 高可用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高可用配置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进入高可用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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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高可用配置页面 

 

 

(3) 输入 iSCSI 高可用 IP，选择高可用组 ID、主节点 IP 和备节点 IP，单击<确定>按钮。相关参

数说明见下表。 

表3-5 增加 iSCSI 高可用参数说明表 

参数 说明 

高可用IP 用于访问集群块存储资源的虚拟IP地址。业务主机通过高可用IP访问集群块存储资源，即

使因为节点故障而导致主备切换，业务主机也不感知。 

高可用组ID iSCSI高可用组的编组ID。高可用组ID会下发至同组内所有节点，只有拥有相同高可用组ID
的节点之间才能故障时进行主备切换。 

负载均衡 开启负载均衡后，系统将根据各节点的负载情况智能地分配iSCSI连接，使各节点间的负

载均衡。 

多路径 当业务主机可通过多个物理路径访问块存储资源时，可以开启多路径功能，开启后，当路

径中任何组件出现故障，业务主机可自动选择另一条可用路径访问块存储资源。 

主用节点 提供iSCSI接入点的主用节点。 

备用节点 当主用节点故障时提供iSCSI接入点的节点。 

 

(4) 等待添加成功，即可在 iSCSI 高可用列表看到新添加的 iSCSI 高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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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添加 iSCSI 高可用成功 

 

 

6. 创建存储卷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块存储]-[存储卷]菜单项，进入存储卷列表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弹出创建

存储卷对话框。 

图3-21 存储卷列表页面 

 

 

(2) 设置好相关参数，关于参数的详细介绍，请参见表 3-6，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创建存储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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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创建存储卷对话框 

  
 

表3-6 创建存储卷参数说明表 

参数 说明 

存储池 存储卷所在的存储池。 

创建模式 
存储卷支持单个创建或批量创建。若为批量创建，存储卷名称将以“存储卷名称前

缀+数字”的形式自动命名。例如，若存储卷名称前缀为lun，存储卷个数为2，则

批量创建的存储卷名称为lun0和lun1）。 

存储卷大小 存储卷的容量大小。建议根据存储池可用容量设置存储卷大小。 

存储池可用容量 当前硬盘池剩余的有效容量大小。 

 

(3) 存储卷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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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存储卷创建完成 

 

 

7. 添加映射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块存储/映射管理]菜单项，进入映射管理页面。 

图3-24 映射管理页面 

 
 

(2) 单击欲创建映射的业务主机组的名称，进入存储卷映射管理页面，单击上方的<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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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单击<添加>按钮 

 

 

(3) 弹出添加卷至业务主机组对话框，勾选要添加到此业务主机组的存储卷，单击<确定>按钮，

弹出操作确认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映射信息的添加。 

图3-26 添加卷至业务主机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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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映射信息添加完成 

 

 

3.5.2  分布式存储应用-共享文件存储池 

1. 为主机池增加共享文件系统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进入虚拟化页面，在页面中打开集群的共享文件系

统页签。 

图3-28 集群共享文件系统 

 
 

(2) 单击<增加共享文件系统>按钮，弹出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设置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进行 LUN 信息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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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 

 
 

(3) 填写存储外网 IP，单击 LUN 参数的 按钮，将搜索出对应 IP 地址绑定的 LUN 信息，选择

欲使用的 LUN，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增加共享文件系统。 

图3-30 填写 LUN 信息 

 

 

(4)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在共享文件系统列表中可以看到新增的共享文件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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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完成 

 

 

2. 为主机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存储池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进入虚拟化页面，在页面中打开欲增加共享文件系

统存储的主机的页签。 

图3-32 主机存储页签 

 
 

(2) 单击存储池下的<添加>按钮，弹出增加存储池对话框，配置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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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增加存储池对话框 

 
 

 
 

(3) 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弹出启动确认对话框，再次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格式化共享文件

系统对话框，配置相关参数。 

图3-34 启动确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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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格式化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 

 
  

(4) 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共享文件系统存储池的添加，单击新添加存储池操作列的<启动>
按钮，启动存储池，此时主机就可以使用共享存储资源了。 

图3-36 共享文件系统存储池添加完成 

 
 

4 相关文档 
表4-1 相关文档 

资料 获取方式 

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
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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