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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简介 
iTrans 是单位内部、单位内部到单位外部、单位外部到单位内部的文件传输系统。这三种文件传输

场景对应系统中内部文件传输流程、联调版本对外发送流程和外部文件传入流程。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主要包括八大功能：  

• 文件上传：内网访问 iTrans 时支持内部传输流程和联调版本对外发送流程；外网访问 iTrans
时只支持外部文件传入流程。流程申请人将文件（图片、文档、软件包等）以附件形式附在

流程中，提交流程即完成文件上传。 
• 文件下载：包括单位内部传输下载和单位外部传入下载。流程接收方接收到流程后，可下载

流程中的文件。 

• 我的待办：用于内部传输审批人、项目经理或部门主管进行流程审批或申请人处理被驳回的

流程。 

• 单位内部传输查询：用于查询系统中已提交的内部传输流程。 
• 联调版本外发查询：用于查询系统中已提交的联调版本对外发送流程。 

• 外发权限申请：用于申请联调版本对外发送的权限，只有获得外发权限后才能提交联调版本

对外发送流程。 

• 传输监控：用于监控流程中的附件是否有违反公司信息安全规范的内容。 
• 系统配置：用于用户管理、项目组配置、委托项目经理配置、敏感文件类型配置、系统参数

配置、服务器管理等。 

综上所述，iTrans 可对上传申请、流程跟踪、文件下载、流程记录实施全过程管理，具体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用户手册》。 

2 安装前准备 
• 明确用户需求，并提前做好网络规划。 

 若用户有单位外部传入或文件外发的需求，则需在 DMZ 区服务器上部署 iTrans 管理节点

以供内、外网访问，并在用户内网不同网段内部署 iTrans 业务节点服务器以供不同分支机

构使用 iTrans 服务。请确保内部、外部网络均能访问 DMZ 区管理节点。 

 若用户只有单位内部传输的需求，则可任选一台服务器作为 iTrans 管理节点，其他服务器

作为 iTrans 业务节点服务器即可。 

• 请根据用户所在单位的域名为 iTrans 管理节点申请域名，如 itrans.xxx.com。 
• 部署 iTrans 前，请完成 Workspace 管理平台的部署，并确保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与 iTrans

管理节点可互通。 

• iTrans 中的用户账号从 Workspace 管理平台同步而来，因此请完成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中用

户账户信息的配置，其中请务必完善用户邮箱以便接收 iTrans 中相关流程的通知邮件。 

• iTrans 可部署于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中，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配置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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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 CPU 内存 硬盘 

H3Linux_K414_V112 ≥8核 ≥16GB ≥2TB，挂载点为/ftpdata 

 

• 已从官方渠道获取 iTrans 安装包（H3C_iTrans-version.tar.gz），其中 version 表示 iTrans 版

本，该版本需与已部署的 Workspace 管理平台版本一致。 

3 安装部署 

3.1  安装步骤 

3.1.1  安装 iTrans 管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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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C_iTra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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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iTrans-version.tar.gz 命令，解压安装包。其中，version 为 iTrans 版本，此

处以 E1007 为例。 

图3-1 解压 iTrans 安装包 

 

 

(3) 执行 ll itrans-installer/命令，可查看 itrans-installer 目录详情。 

 install.sh：安装和升级的统一入口，用于安装或者升级服务。 
 uninstall.sh 脚本：卸载脚本，用于卸载服务，删除数据库表。 

 upgrade.sh：升级脚本，执行 install.sh 时将调用该脚本，也可单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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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查看 itrans-installer 目录详情 

 

 

 

iTrans 服务的日志文件保存于/var/log/vdi/itrans/下；Java 应用 info 类日志文件保存于

/var/log/vdi/itrans/info/下；error 告警日志保存于/var/log/vdi/itrans/error 文件夹下。 

 

(4) 执行 cd /itrans-installer 命令，进入 itrans-installer 目录。 
(5) 执行 bash install.sh 命令安装 iTrans 管理节点。 

(6) 执行 service itrans status 命令查看 iTrans 服务状态。若显示 active(running)，则表示 iTrans
管理节点已安装成功。 

图3-3 查看 iTrans 服务状态 

 
 

 

• iTrans 安装日志保存于/var/log/vdi/itrans/install.log 中；安装后/opt/itrans 目录为 iTrans
的运维目录。 

• iTrans 暂不支持升级，若当前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已部署过 iTrans，请在执行安装命令前，

执行 bash uninstall.sh 命令卸载之前版本的 iTrans。 

 

3.1.2  部署 iTrans 业务节点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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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rans 访问地址为：http://<管理节点域名>或 http://<管理节点 IP 地址>:9999。 

• 推荐使用 Chrome、Microsoft Edge 浏览器访问 iTrans。 

 

图3-4 以运维员账号访问 iTrans 

 

 

(2)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服务器管理/服务器配置]菜单项，进入服务器配置页面。 

图3-5 服务器配置页面 

 

 

(3) 单击列表上方<新增>按钮，并在页面中单击<添加>按钮，服务器列表变为可编辑状态。 

图3-6 服务器列表 

 
 

(4) 填入管理节点的 IP、域名、root 账号的密码，并勾选“是否管理节点”后，单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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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次单击<添加>按钮，输入业务节点的 IP、域名、root 账号密码，且不勾选“是否管理节点”，

单击<保存>按钮。重复执行此步，可添加多个业务节点。 
(6) 添加完毕后，单击<自动化部署>按钮，开始部署业务节点。部署服务器耗时较长，请耐心等

待。 
 

 

部署 iTrans 业务节点前，请保证管理节点可以访问业务节点服务器的 22 端口。 

 

(7) 系统提示部署成功后，登录业务节点后台，执行 service itrans status 命令。若显示

active(running)，则表示 iTrans 业务节点部署成功。若业务节点部署失败，请参见若业务节点

部署失败，如何处理？ 

图3-7 iTrans 业务节点部署成功 

 
 

3.1.3  服务器路由配置 

若需不同网段用户使用不同 iTrans 服务器以达到负载均衡的目的，可进行服务器路由配置。例如，

某公司在杭州有分支机构，可配置杭州网段的 IP就近访问位于杭州网段的 iTrans业务节点服务器。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服务器管理/服务器路由]菜单项，进入服务器路由页面。 

图3-8 服务器路由页面 

 
 

(2) 单击列表上<新增>按钮，在服务器路由规则配置页面输入相关参数，单击<保存>按钮。其中

IP 段表示用户所在网络的 IP 地址；访问地址表示被访问服务器的地址，输入方式为“http://<
服务器 IP 地址>”，请勿写成“http://<服务器域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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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新增服务器路由 

 

 

4 基础配置 
iTrans 安装部署完成后，需进行如下基础配置。 

4.1.1  账号同步 

iTrans 中的用户账号从 Workspace 管理平台同步而来。因此，使用 iTrans 前，需进行账号同步。

iTrans 使用过程中，若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中用户账号发生变化（如新增、修改、删除等），也需

通过账号同步功能同步用户信息。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系统参数配置/账号同步]菜单项，进入账号同步页面。 

图4-1 账号同步页面 

 

 

(2) 单击“用户账号同步”前的修改图标 ，设置 Workspace 服务器 IP 与端口号，即 Workspace
管理平台 IP 地址与端口号，并单击<保存>按钮。 

 

 

• 若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为双机热备环境，则 Workspace 服务器 IP 可设置为双机热备虚

IP。 

• 若访问 Workspace 管理平台的协议配置为 http，此处端口号保持默认 8083；若访问

Workspace 管理平台的协议配置为 https，请将端口号配置为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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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修改 Workspace 管理平台地址与端口号 

 
 

(3) 设置完成后，单击<同步账号>按钮，待系统提示“已完成用户信息的同步！”时，表示所配

置的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中的用户账号已同步到 iTrans 系统中。 

4.1.2  邮箱参数配置 

邮箱参数用于配置邮件服务器地址、发件人邮箱、邮箱用户名和密码，以便系统通过此邮箱向接收

到内部或外部文件传输流程的用户发送通知邮件。配置前请确认已部署邮件服务器。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系统参数配置/邮箱参数]菜单项，进入邮箱参数页面。 

图4-3 邮箱参数页面 

 

 

(2) 配置相关参数，单击<保存>按钮。 

图4-4 邮箱参数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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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基础参数配置 

若用户有单位外部传入和联调版本对外发送的需求，请进行如下基础参数配置。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系统参数配置/基础参数配置]菜单项，进入基础参数页面。 

图4-5 基础参数页面 

 

 

(2) 单击“系统功能项配置”前的修改图标 ，将“是否有单位外部传入单位内部的功能”和“是

否有文件外发流程”选择“是”，单击<保存>按钮即可。 

图4-6 修改基础参数 

 
 

 

• “是否有文件外发流程”为“是”时，还需进行项目组配置。 

• “单位内部传输的文件，是否需要审批”默认为“是”，即申请人提交单位内部传输流程

后，将进行一级审批。“如果含有敏感文件，是否需要增加审批环节”为“是”时，则当

内部传输流程中包含敏感文件时，将进行二级审批。 

• 运维员也可在基础参数页面进行过期时间配置。 
• 关于单位外部传入、联调版本外发流程、内部传输流程、敏感文件配置、过期时间配置等

详细介绍，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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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项目组配置 

当基础参数配置中“是否有文件外发流程”为“是”时，用户可提交联调版本对外发送流程。用户

提交联调版本外发申请前，需完成项目组配置。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项目组配置]菜单项，进入项目组配置页面。 

图4-7 项目组配置页面 

 

 

(2) 单击列表上方<新增>按钮，在项目组配置页面配置项目集、项目和项目经理后，单击上方<保
存>按钮。项目集表示多个项目的集合，项目表示项目集下的子项目，项目经理需为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中已存在的本地用户、LDAP 用户或域用户。因此，进行项目配置前，请先到账号同

步页面，同步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上的用户账号信息。 

图4-8 项目组配置 

 

 

4.1.5  用户管理 

iTrans 中用户管理主要针对管理员、内部传输审批人员和审计人员进行管理。 

• 管理员：主要负责 iTrans 的系统管理。 
• 内部传输审批人员：主要负责审批 iTrans 系统中的内部传输申请流程。仅当基础参数配置中

“单位内部传输的文件，是否需要审批”为“是”时，才需配置审批人员。 

• 审计人员：主要负责被审计部门所有相关流程的审计。 
 

 

上述三类用户均须为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中已存在用户。因此，进行用户管理前，请先到账号同

步页面，同步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上的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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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员配置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用户管理/管理员配置]菜单项，进入管理员配置页面。 

图4-9 管理员配置页面 

 

 

(2) 单击列表上方<新增>按钮，在管理员配置页面输入管理员账号后，单击上方<保存>按钮。 

图4-10 新增管理员 

 
 

2. 内部传输审批人员配置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用户管理/内部传输审批人员]菜单项，进入内部传输审批人员页

面。 

图4-11 内部传输审批人员 

 
 

(2) 单击列表上方<新增>按钮，在流程审核人配置页面中选择审批部门，并填写审批人后，单击

上方<保存>按钮。若未设置二级审批部门，则表示配置整个一级部门的审批人；若设置二级

审批部门，则表示配置二级部门的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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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新增审批人员 

 
 

3. 审计人员配置 

(1) 以默认的运维员账号（用户名、密码为：devops、itrans@h3c#）访问 iTrans 文件传输系统，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配置/审计人员配置]菜单项，进入审计人员配置页面。 

图4-13 审计人员配置页面 

 

 

(2) 单击列表上方<新增>按钮，在部门审计员配置页面，选择审计员所在的上级部门、被审计的

部门，并配置审计员账号后，单击上方<保存>按钮。 

图4-14 新增审计员 

 

 

5 常见问题解答 

5.1  若业务节点部署失败，如何处理？ 

(1) 先将状态异常的业务节点从 iTrans 的服务器配置列表中删除。若服务器配置页面没有该业务

节点的信息，则登录业务节点服务器后台，进入/opt/itrans 目录，执行 bash uninstall.sh 命令。 

(2) 在业务节点服务器后台，执行 cd /opt 命令，进入/opt 目录。 

(3) 执行 rm –rf itrans/命令和 rm –rf itrans-installer/命令，删除/opt 目录下 itrans 和 itrans-installer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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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删除 nginx 线程。 
a. 执行 ps –ef|grep nginx 命令查看 nginx: master process 线程 ID。 

图5-1 查看 nginx 线程 ID 

 

 

b. 执行 kill -9 <nginx master prcess 线程 ID>命令，删除 nginx 线程。 

图5-2 删除 nginx 线程 

 

 

(5) 执行 systemctl stop itrans.service 命令，停止 iTrans 服务。 

图5-3 停止 iTrans 服务 

 

 

(6) 在 iTrans 服务器配置页面，单击<新增>按钮，重新添加该业务节点后，单击<自动部署>按钮，

重新部署该业务节点。 

(7) 若业务节点仍部署失败，请联系 H3C 技术支持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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