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3C Workspace 云桌面 

学生端用户手册(教育场景) 

 
 

 

 

 

 

 

 

 

 

 

 

 

 

 

 

 

 

 

 

资料版本：5W105-20210326 

产品版本：H3C_Workspace-E1007P08 

 

Copyright © 2021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除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外，本手册中出现的其它公司的商标、产品标识及商品名称，由各自权利人拥有。 
本文档中的信息可能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i 

目  录 

1 概述 ·························································································································································· 1 

1.1 产品简介 ··············································································································································· 1 

1.2 界面介绍 ··············································································································································· 2 

2 学生端使用（学生用户） ························································································································· 4 

2.1 Toolbar ················································································································································· 5 

2.2 Learningspace 上课窗口 ···················································································································· 10 

2.2.2 讨论 ········································································································································· 11 

2.2.3 教室 ········································································································································· 11 

2.2.4 云盘 ········································································································································· 11 

2.2.5 应用 ········································································································································· 13 

2.2.6 自习 ········································································································································· 14 

2.3 系统托盘 ············································································································································· 16 

3 学生端设置（管理员用户） ··················································································································· 19 

3.1 查看学生端信息 ·································································································································· 20 

3.2 学生端高级设置 ·································································································································· 21 

3.2.1 查看学生端高级设置信息 ········································································································· 21 

3.2.2 修改高级设置信息 ···················································································································· 22 

4 VOI 终端高级设置（管理员用户）········································································································· 25 

4.1 查看 Profile 信息 ································································································································· 26 

4.2 网络检测 ············································································································································· 26 

4.3 镜像管理 ············································································································································· 27 

4.4 重新下载系统文件 ······························································································································ 30 

4.5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 31 

4.6 修改网络参数 ······································································································································ 31 

4.7 修改管理平台 IP ································································································································· 32 

4.8 查看版本信息 ······································································································································ 33 

4.9 重启或关机 ········································································································································· 33 

5 常见问题解答 ········································································································································· 33 

5.1 VOI 终端启动后报错：系统初始化失败 ······························································································ 33 

5.2 修改管理平台“高级设置”页面云教学任意参数后，下课状态下学生端无法登录，如何处理？ ······· 33 

 



1 

1 概述 

1.1  产品简介 

H3C Workspace 云桌面是 H3C 自主研发的基于 VDI(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IDV
（Intelligent Desktop Virtualization）和 VOI（Virtual OS Infrastructure）混合架构的桌面虚拟化

产品。通过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平台可以将虚拟化的桌面组件（包括应用软件、操作系统和用

户数据等）转移到云数据中心进行托管，并进行统一管理、集中控制。用户可使用瘦终端、胖终

端、移动端、PC 等设备访问桌面操作系统，给用户提供与个人 PC 类似的使用体验。 

H3C Workspace 云桌面根据使用场景可分为办公场景和教育场景，同时也支持办公教育混合场景。

教育场景下的 H3C Workspace 云桌面（又称为 Learningspace）主要由以下组件构成： 

•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部署于云数据中心服务器上，通过 Web 方式访问。管理员通过管理平台可以完成

云主机管理、课程管理、教室管理、帐户管理和系统管理等操作。 

• Learningspace 教师端 

教师使用的软件，安装在教师机上，如个人 PC。教师通过教师端可以进行上下课、学生客

户端管理、收发作业管理和打开教学管理软件等操作。为了便于教师操作，教师端支持常用

操作一键完成，如一键上下课、对所有学生机进行一键远程开关机等。 

• Learningspace 学生端 

学生使用的软件，安装在学生机上，如瘦终端 C113L+、胖终端 C107V 等。目前，仅支持

VDI 和 VOI 两种架构的终端。学生通过学生端可获得对应的课程桌面，并配合教师端完成课

程上下课以及上课过程中的相关教学操作，也可自由选择课程进行自习。 

Learningspace 中组件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1-1 组件关系图 

 

Learningspace 课程环境准备流程如下： 

(1) 管理员在管理平台完成课程、教室、教师用户和学生用户的配置。 

(2) 管理员在教师机和学生终端上分别安装好对应教师端和学生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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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将教师端注册到教室，并登录教师端。 

(4) 教师在教师端完成终端部署，即将学生端注册到相同教室中。此时，课程环境准备完毕。 

本文主要介绍 Learningspace 学生端的使用方法。关于学生端的安装，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安装指导》。 

1.2  界面介绍 

Learningspace 支持 VDI 和 VOI 两种类型的课程，且课程类型不同适配的终端类型也有差异。请

联系管理员获知课程的具体类型。关于课程的详细介绍，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

平台联机帮助》。 

课程环境准备完毕后，学生端将呈现以下几种界面： 

• 对于 VDI 学生端： 

 若教室无需登录即可进入，则学生端显示课程列表页面，如图 1-2 所示。 

 若教室需登录后才能进入，则学生端显示登录页面，如图 1-3 所示。输入学生账号和密

码，单击<登录>按钮即可登录学生端，并进入待上课页面等待教师开始上课，如图 1-2
所示。 

• 对于 VOI 学生端： 

 若教室无需登录即可进入，则学生端显示默认课程的课程桌面如图 1-4 所示。若教师选

择匹配终端型号的其他 VOI 非默认课程上课，学生端将自动重启并加载教师指定的 VOI
课程。关于 VOI 默认课程的详细介绍，请联系管理员或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
理平台联机帮助》。 

 若教室需登录后才能进入，则学生端显示登录页面，如图 1-3 所示。输入学生账号和密

码，单击<登录>按钮即可登录学生端，并进入默认课程的课程桌面，如图 1-4 所示。 

 

 

关于“进入教室是否需要登录”与管理平台上教室设置有关，若需修改请联系管理员或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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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学生端待上课（VDI 学生端） 

 

 

图1-3 学生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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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允许学生自习，学生可双击任意课程进入课程桌面进行自习。若不允许学生自习，学生需等待

教师开始上课后，学生端才能进入对应的课程桌面。是否允许学生自习，由教师端设置，请参见

《H3C Workspace 云桌面 教师端联机帮助（教育场景）》。 

 

图1-4 学生端待上课（VOI 学生端） 

 

 

 

• 此处以 Windows10 操作系统的默认课程为例。 

• 若教师选择匹配终端型号的其他 VOI 非默认课程上课，学生端将自动重启并加载教师指定的

VOI 课程。 

• 关于 VOI 默认课程的详细介绍，请联系管理员或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

机帮助》。 

2 学生端使用（学生用户） 
教师端上课后，学生端将自动连接并进入课程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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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学生课程桌面（VDI） 

 

 

图2-2 学生课程桌面（VOI） 

 

 

2.1  Toolbar 

学生端进入课程桌面后，右上角将出现 Toolbar，如下图所示。若 Toolbar 被隐藏，可通过右下角

系统托盘中显示 Toolbar 功能将其展示在桌面，具体请参见系统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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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课程桌面 Toolbar（VDI） 

 

 

图2-4 课程桌面 Toolbar（VOI） 

 
 

表2-1 Toolbar 功能说明 

图标 说明 

设备号 学生端注册到教室后显示的编号。该编号由教师端完成终端部署后生成。 

 将Toolbar固定到课程桌面，再次单击将取消固定。 

 

• 当学生想发言时，可通过该图标示意教师。 

• 需教师端开启学生举手功能后，学生才有操作权限。 

 

• 学生通过该图标打开上传作业对话框以便提交作业。 

• 需教师端在教学设置中开启学生自己提交作业功能后，学生才有操作权限。若教师未开启，则

只能通过教师端进行作业收集时，学生端才能自动打开作业提交对话框。 

 
• 学生两两进行通话。 

• 需教师端在上课窗口中开启个别通话功能后，学生才有操作权限。 

 
• 重启学生课程桌面，仅 VDI 课程支持。 

• 需教师端开启桌面重启功能后，学生才有操作权限。 

 
• 还原学生课程桌面到初始状态，仅 VDI 课程支持。 

• 需教师端开启桌面还原功能后，学生才有操作权限。 

 监测当前学生端网络连接状况，单击图标展示网络监测结果。 

 

上传作业：单击 图标，在弹出作业提交对话框中，可提交单个文件夹或单个文件。不支持提交

空文件夹或内容为空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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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作业提交 

 
 

图2-6 提交完成 

 
 

个别通话：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个别通话对话框中，可选择一个学生进行通话。被呼叫学生可

接受也可拒绝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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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个别通话 

 

 

图2-8 呼叫中等待学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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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被呼叫学生桌面对话框 

 
 

图2-10 通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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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earningspace上课窗口 

学生端进入课程桌面后，桌面中间将出现 Learningspace 上课窗口，默认进入讨论页面，如下图

所示。 

图2-11 Learningspace 上课窗口（VDI） 

 

 

图2-12 Learningspace 上课窗口（VOI） 

 

 



11 

2.2.2  讨论 

学生可发送文字、图片、表情给教师或指定的学生分组。 

(1) 单击接收消息的用户或分组，在下方输入框编辑文字后，单击<发送>按钮，可向指定用户

或用户分组发送消息。 

(2) 单击图片或表情，也可向指定用户发送所选图片或表情。 

2.2.3  教室 

学生可向当前教室中的其他学生发送消息。 

(1) 选中一个学生端图片，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发送消息]菜单项，跳转到讨论页面。 

(2) 在讨论页面，可发送文字、图片或标签给指定学生。接收消息的学生，在讨论页面可查看到

消息内容。 

图2-13 教室（以 VDI 课程为例） 

 
 

2.2.4  云盘 

云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随时随地存取数据的个人数据空间，默认为 1GB。云盘中的文件支持自动

分类，用户可批量下载、复制、移动、删除、分享文件等。 

 

• 管理员在管理平台为学生用户授权云盘后，学生才可登录并使用云盘。 

• 若需修改云盘大小，请联系管理员。 

 

(1) 单击左侧[云盘]菜单项，打开个人云盘客户端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12 

图2-14 个人云盘登录页面 

 
 

表2-2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云盘地址 管理平台上配置的云盘服务器地址，具体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用户名 学生的用户名。该用户名需已在管理平台上创建并授权云盘。 

密码 学生的用户名对应密码。 

 

(2) 输入云盘地址、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按钮，即可登录学生的个人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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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云盘 

 

 

 

关于云盘的使用方法，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云盘配置与使用指导》。 

 

2.2.5  应用 

学生可将已安装于学生课程桌面的应用软件快捷方式添加到学生上课窗口的应用页面，以便通过

双击应用页面中的软件快捷方式打开对应软件。 

(1) 单击“添加软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已安装软件的快捷方式，单击<打开>按钮，可

将所选软件快捷方式添加到应用页面。 

(2) 右键单击软件快捷方式，选择[删除软件]或[修改名称]菜单项，可删除对应软件快捷方式或

修改应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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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应用（以 VDI 课程为例） 

 

 

2.2.6  自习 

当在教师端 Learningspace 窗口的[设置/教室设置/教学功能]页面中，允许学生进入自习模式时，

学生可选择任意课程进行自习。关于允许学生进入自习模式的设置，请联系教师或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教师端联机帮助（教育场景）》。 

1. 学生自习（VDI） 

(1) 学生端完成部署后，在待上课页面（如下图所示），可双击任意课程进行自习。自习时将为

学生创建一台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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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学生自习（VDI） 

 
 

2. 学生自习（VOI） 

(1) 在学生端待上课页面（如下图所示），单击窗口中[自习]菜单项，并双击任意课程图片，可

下载并进入该课程进行自习。 

图2-18 VOI 学生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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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托盘 

上课后，学生端右下角将出现系统托盘。 

1. VDI 课程系统托盘 

VDI 课程上课后，课程桌面右下角系统托盘将出现如图 2-19 所示图标： 

• Cloud Class-Student Client：VDI 学生课程虚拟机程序，学生上课窗口、学生桌面 Toolbar
的显示等均通过该程序控制。 

• 个人磁盘：若管理员已在管理平台上为学生用户启用个人磁盘，则上课时学生登录学生端后

将自动挂载个人磁盘。关于个人磁盘的配置和使用，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个人

磁盘配置指导》。 

图2-19 系统托盘（VDI） 

  
 

(1) 单击右下角 图标，显示系统托盘。 

(2) 右键单击 Cloud Class-Student Client，弹出菜单项。 

 显示窗口：用于显示 Learningspace 上课窗口。 

 显示 Toolbar：用于显示右上角 Toolbar。 

 个别通话：用于学生两两进行通话。该功能需教师端开启个别通话功能后学生才有操作

权限。 

 讨论：显示 Learningspace 上课窗口的讨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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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Cloud Class-Student Client 菜单项 

 
 

(3) 右键单击个人磁盘，弹出菜单项。关于个人磁盘的详细配置和使用方法，请参见《H3C 
Workspapce 云桌面 个人磁盘配置指导》。 

 打开：打开学生个人磁盘登录窗口。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挂载个人磁盘。挂载成功

后（如下图所示），学生可以像使用其他磁盘一样使用个人磁盘。 

 卸载：卸载学生个人磁盘。 

图2-21 个人磁盘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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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个人磁盘登录 

 

 

图2-23 个人磁盘挂载成功 

 
 

2. VOI 课程系统托盘 

VOI 课程上课后，课程桌面右下角系统托盘将出现如图 2-24 所示图标： 

• Learningspace：VOI 学生客户机程序，上课时通过该程序自动重启系统并加载对应课程。

学生无需对该程序进行任何操作。仅当教师选择默认课程上课时，才显示该程序。关于 VOI
默认课程的详细介绍，请联系管理员或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 Cloud Class-Student Client：VOI 学生课程虚拟机程序，学生上课窗口、学生桌面 Toolbar
的显示等均通过该程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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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系统托盘（VOI） 

 
 

(1) 单击右下角 图标，显示系统托盘。 

(2) 右键单击 Cloud Class-Student Client，弹出菜单项。 

 显示窗口：用于显示 Learningspace 上课窗口。 

 显示 Toolbar：用于显示右上角 Toolbar。 

 个别通话：用于学生两两进行通话。该功能需教师端开启个别通话功能后学生才有操作

权限。 

 重置：单击后，输入终端管理密码即可使学生端回到待部署页面。终端管理密码请从管

理员处获取。 

 讨论：显示 Learningspace 上课窗口的讨论页面。 

图2-25 Cloud Class-Student Client 菜单项 

 
 

3 学生端设置（管理员用户） 
本章节的相关介绍主要用于管理员进行整个教学环境的准备或修改，不建议学生进行操作。VDI
学生端与 VOI 学生端功能基本一致，若无特殊说明，下文以 VDI 学生端截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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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查看学生端信息 

(1) 单击学生端右上角 图标，弹出学生端设置菜单项。 

 当 VDI 学生端显示自习、登录或待部署页面时，学生端右上角将显示 图标。 

 当 VOI 学生端处于待部署页面时，学生端右上角将显示 图标。 

图3-1 学生端设置（以登录页面为例） 

 

 

表3-1 学生端设置 

参数 说明 

时间 显示当前终端的时间。 

计算机名 显示当前终端在Learningspace环境中的计算机名。 

Mac地址 显示当前终端的MAC地址。 

IP地址 显示当前终端的IP地址。 

教室 显示当前终端所在的教室。 

当前教师 显示当前学生端关联的教师账号，即注册到教室的教师账号。 

关于 显示产品名称、技术支持电话（400-810-0504）、官方网站（www.h3c.com）、系统信

息以及版权。 

高级设置 学生端相关配置展示、修改与重置，修改或重置前需解除禁用。 

返回本地 

返回终端本地系统，需输入密码。 

• 当学生端未注册到管理平台时，需进行本地验证，密码为“h3c.com”。 

• 当学生端已注册到管理平台时，需进行平台验证，密码为管理平台上设置的“终端

管理密码”，具体请从管理平台[系统/高级设置/系统参数/桌面参数]页面获取。 

 

http://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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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生端高级设置 

3.2.1  查看学生端高级设置信息 

(1) 当学生端处于自习页面、登录页面或待部署页面时，单击学生端右上角 图标，弹出学生

端设置菜单项。 

(2) 单击[高级设置]菜单项，进入高级设置页面。 

图3-2 高级设置 

 

 

表3-2 高级设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终端号 学生端注册到教室后显示的编号。该编号由教师端完成终端部署后生成。 

管理平台IP 学生端关联的管理平台IP。 

教师端IP 学生端关联的教室端IP。 

分辨率 
• 学生端的分辨率。 

• 该参数由教师端的配置决定。 

默认音量 学生端默认声音大小。 

设置本地IP 设置当前学生端所在终端的IP地址。 

日志 当前学生端记录的日志级别。 

Ctrl+Alt+Del 
• 是否启用 Ctrl+Alt+Del 热键。 

• 为避免学生随意使用 Ctrl+Alt+Del 热键，进入操作系统任务管理器，影响上课

秩序，建议禁止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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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重置 将学生端重置到待部署状态。 

解除禁用 修改高级设置相关参数前，需解除禁用。 

 

3.2.2  修改高级设置信息 

(1) 解除禁用：单击<解除禁用>按钮，在弹出的密码验证对话框中输入密码，即可解除禁用。 

 当学生端已注册到管理平台时，需进行平台验证，密码为管理平台上设置的“终端管理

密码”，请从管理平台[系统/高级设置/系统参数/桌面参数]页面获取。 

 当学生端未注册到管理平台时，需进行本地验证，密码为“h3c.com”。请确保上课前学

生端已注册到管理平台，以免学生随意返回本地影响上课秩序。 

图3-3 密码验证 

 

 

(2) 解除禁用后，可进行如下设置。 

 修改教师端 IP 地址：单击[教师端 IP]菜单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教师端 IP 地址，单

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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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教师端 IP 

 

 

 设置终端本地 IP：单击[设置本地 IP]菜单项，在弹出的对话中选择设置方式，若选择手

动，需输入终端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单击<确定>按钮。 

图3-5 学生终端本地 IP 

 

 

 日志设置：单击[日志]菜单项右侧箭头，选择需要记录的日志级别，包括致命、错误、警

告、详细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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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日志级别 

 

 

 重置：若需将学生端还原到部署前的状态，可单击<重置>按钮。重置后学生端将回到待

部署页面。 

图3-7 待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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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OI 终端高级设置（管理员用户） 
本章节主要介绍管理员对学生所用 VOI 终端的管理，不建议学生进行操作。 

管理员可重启学生所用 VOI 终端，出现“正在初始化系统”时，连续按<Ctrl+Alt+M>键，可进入

学生端高级设置页面。 

图4-1 正在初始化系统 

 

 

图4-2 高级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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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查看Profile信息 

(1) 在高级设置页面的 Profile 信息框中，可查看终端基本信息、课程镜像信息、USB 策略和登

录策略等，如图 4-3 所示。 

图4-3 Profile 信息 

 

 

4.2  网络检测 

(1) 在高级设置页面，单击<点击检测网络>链接，可检测当前管理平台与学生端之间网络连通

性，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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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网络检测 

 

 

4.3  镜像管理 

(1) 在高级设置页面，单击“镜像管理”右侧<点击进入>链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管理员

用户名和密码，进入镜像制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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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镜像制作 

 
 

 

所选镜像源为管理平台上的课程（一级镜像），并可基于该课程制作新的课程（二级镜像）。制

作完成后，可上传到管理平台作为 VOI 课程。 

 

(2) 选择镜像源，并单击<下载镜像文件>按钮，开始下载镜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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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正在下载镜像 

 

 

(3) 镜像下载成功后，可启动客户机或上传镜像文件。 

 若选择“启动客户机”，终端将进入所下载镜像对应的客户机操作系统界面。 

 若选择“镜像文件上传”，将提示“检测到镜像文件，是否立即上传？”，单击<是>按钮，

开始上传镜像到管理平台。上传后，配置镜像名称和描述信息，单击<上报管理平台>按
钮，完成镜像上报。 

图4-7 镜像下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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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检测到镜像 

 
 

图4-9 上报管理平台 

 
 

4.4  重新下载系统文件 

(1) 在高级设置页面，单击“重新下载系统文件”右侧<点击确认>链接，可重新下载终端绑定

的 VOI 默认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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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1) 在高级设置页面，单击“恢复出厂默认设置”右侧<点击进入>链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

入终端管理密码，终端将恢复出厂设置。终端管理密码请以管理平台上配置的“终端管理密

码”为准，具体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4.6  修改网络参数 

默认情况下，终端通过 DHCP 动态获取 IP 地址，用户也可手动修改终端 IP 地址。 

(1) 单击页面右上角 图标，单击[IP 地址(动态)]菜单项，进入本地 IP 配置页面。 

图4-10 更多操作菜单 

 

 

(2) 选择“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并配置网络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钮。配置完成后，系统

将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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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配置网络 

 

 

4.7  修改管理平台IP 

(1) 单击页面右上角 图标，选择[管理端]菜单项，进入手动输入管理平台 IP 地址页面。 

(2) 输入管理平台 IP 地址和端口号 8860，单击<注册>按钮，可注册到其他管理平台。 

图4-12 手动输入管理平台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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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查看版本信息 

(1) 单击 图标，选择[关于]菜单项，进入版本信息页面，可查看产品名称、设备编号、版本

信息和技术支持电话（400-810-0504）。 

4.9  重启或关机 

(1) 单击 图标，选择[重新启动]或[关机]菜单项，可对终端进行重启或关机操作。 

5 常见问题解答 

5.1  VOI终端启动后报错：系统初始化失败 

该问题可能是由于客户端通过 DHCP 获取 IP 地址过慢导致。可将客户端对应接入交换机的端口

配置为边缘端口以加速 IP 获取。配置命令举例如下：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8 

[switch-if-range] stp edged-port 

5.2  修改管理平台“高级设置”页面云教学任意参数后，下课状态下学生

端无法登录，如何处理？ 

请在管理平台服务器或双机热备环境下主管理节点上执行如下命令修改数据库以规避该问题。其

中，数据库密码请咨询 H3C 技术支持工程师。 
mysql -uroot -p -e "USE workspace;INSERT INTO TBL_PARAMETER(TYPE,NAME,VALUE) SELECT 
'learningSpace.sys.conf','class.appointment.mode','off' FROM DUAL WHERE NOT EXISTS(SELECT 
* FROM TBL_PARAMETER WHERE NAME = 'class.appointment.mode');UPDATE TBL_PARAMETER SET 
VALUE='off' WHERE NAME='class.appointment.mode';UPDATE TBL_CLASSROOM SET 
IS_FORCE_LOGIN=IS_MANDATORY_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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