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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运维架构可分为基础运维和高级运维，如图 1-1 所示，分别涵盖了不同

的功能，适用于不同的场景。用户熟悉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相关的功能后，即可轻松应对

运维工作，简化日常例行工作，降低 IT 环境的复杂度和运维成本。 

• 基础运维：系统概览、一键巡检、ONEStor 监控报表、系统监控报表、系统日志管理、虚拟

化数据中心。 

• 高级运维：资源使用统计、告警管理、主机发现、应用管理、命令下发、任务设置。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运维架构 

 

 



2 

 

本文档中相关功能配置的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H3C Space Console 联机帮助》。 

 

2 运维建议 

• 建议管理员日常关注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的系统健康度和资源使用情况，定期巡检，

检测软硬件运行情况以及掌握虚拟化环境健康状态。了解系统内计算/网络/存储资源的分布情

况，监测主机/虚拟机/IP/VLAN/存储维度的资源使用情况。 

• 建议管理员设置告警通知功能来关注系统告警，按照告警详细信息的恢复建议对告警进行处

理。同时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提供告警维护经验记录功能，对于同类型的告警，管

理员可以记录并累积维护经验。 

• 建议管理员定期查看和分析日志信息，能够及时发现系统中存在的隐患。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提供日志下载功能，遇到疑难问题可以发送日志给技术支持工程师，协助分析解决

问题。 

3 基础运维 

3.1  系统概览 

该功能在管理平台首页通过图表的形式可视化的展示了系统的运行状态、资源使用情况以及用户使

用情况等相关信息，帮助管理员清晰地监控和分析系统关键数据，快速掌握系统环境的资源使用现

状。 

通过概览页面可查看：系统健康度、桌面池数、桌面镜像数、本地用户与域用户数、桌面数量与状

态、不同类型终端的数量与状态、CPU 分配比、内存分配比、共享存储分配比、告警数量、云盘总

数与状态。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概览]菜单项，进入概览信息页面。单击各指标对应图标即可跳转到对应详情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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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览页面 

 

(2) 单击 图标，进入大屏概览页面。 

 大屏概览 

 

 

3.2  一键巡检 

一键巡检功能用于快速检测当前环境中虚拟机状态、主机 HostAgent 状态以及客户端版本号，帮助

管理员快速了解虚拟机环境的运行状态、性能以及可能存在的隐患。对于检测异常的指标项，系统

会提供有效的改进建议，确保业务系统稳定可靠的运行。 

(1) 单击任意页面右上角 图标，进入一键巡检页面。 

(2) 选择需要的检测项，单击<开始检测>按钮，开始巡检。 

(3) 检测完成后，默认显示检测汇总页签下所有检测项的检测结果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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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检测异常”页签，查看所有检测项为异常的检测项的检测结果及详情。 

(5) 单击指定检测项，可查看该检测项具体的检测内容以及改进建议。 

 一键巡检 

 

 

 检测结果 

 

 

3.3  ONEStor监控报表 

3.3.1  集群概览 

该功能用于显示查看整个集群的概要信息，如集群容量、健康度、集群 IOPS/OPS 等。 

(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概览]菜单项，进入存储概览页面。鼠标停留在图例上可浮框显示具

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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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概览 

 

 

3.3.2  集群监控报表 

该功能用于监控集群相关运行数据，包含 IOPS/OPS、带宽、流量、容量、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

率、硬盘时延和负载的详细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监控报表页面。 

(2) 勾选监控指标，并在右上角设置数据显示时间段，页面将显示所选时间段内已勾选指标的相

关数据。 

 集群监控报表 

 

 

3.3.3  主机监控报表 

该功能用于监控主机相关运行数据，包含数据盘 IOPS、读写带宽、容量、读写时延，以及文件 OPS、

读写带宽、以及主机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网卡收发数据量等。 

(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主机]菜单项，进入主机监控报表页面。 

(2) 勾选监控指标，并在右上角选择主机和数据显示时间段，页面将显示所选时间段内主机的相

关监控指标项数据。 

(3) 单击部分指标右上角<详情>按钮，可查看对应监控指标详细信息。 



6 

 主机监控报表 

 

 

3.3.4  硬盘监控报表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内硬盘使用率排名以及相关硬盘使用率图表等。 

(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硬盘]菜单项，进入硬盘监控报表页面。 

 硬盘监控报表 

 

 

3.4  系统监控报表 

监控报表功能用于统计和展示系统内主机、虚拟机、云桌面的性能和运行数据。监控报表包括：主

机报表、虚拟机报表、TopN 统计报表、云桌面利用率、最大在线桌面数、云桌面在线时长和各项

资源使用统计。查询监控报表可协助管理员对调整架构和更换 IT 资源等规划做出最佳决策。同时，

管理平台提供了将报表保存到本地的功能，可将查询报表结果保存为图片或 PDF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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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报表：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主机在指定时间范围内的资源利用率等信息。 

• 虚拟机报表：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虚拟机在指定时间段内资源利用率等信息。 

• TopN 统计报表：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时间段内资源利用率最高的主机或虚拟机信息。 

• 云桌面利用率：用于统计和查看配置的工作日内上班时间段云桌面的使用情况。计算公式：

云桌面利用率=（虚拟机在配置时间段的使用时长总和）/（虚拟机个数 X 配置时间段） 

• 最大在线桌面数：用于统计和查看一天中同时在线桌面数量最多时刻的桌面数量。 

• 云桌面在线时长：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范围内在线时间最长或最短的云桌面信息。 

3.4.1  主机报表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主机报表]菜单项，进入主机报表页面。 

(2) 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主机性能的统计数据。 

 主机报表 

 

 

3.4.2  虚拟机报表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虚拟机报表]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报表页面。 

(2) 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虚拟机性能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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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机报表 

 

 

3.4.3  TopN 统计报表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监控管理/监控报表/TopN 统计报表]菜单项，进入 TopN 统计性能统计页面。 

(2) 选择“主机”或者“虚拟机”页签，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

示对应主机或虚拟机的对应统计数据。 

 TopN 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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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云桌面利用率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云桌面利用率]菜单项，进入云桌面利用率页面。默认显示全

局云桌面的利用率。 

(2) 单击<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按钮，可查看对应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下云桌面的利用率。 

 云桌面的利用率 

 

 

3.4.5  最大在线桌面数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最大在线桌面数]菜单项，进入最大在线桌面数页面。默认显

示全局下最大同时在线的桌面数。 

(2) 单击<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按钮，可查看对应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下最大同时在线的桌面

数。 

 最大在线桌面数 

 

 

3.4.6  云桌面在线时长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云桌面在线时长]菜单项，进入云桌面在线时长页面。 

(2) 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查询>按钮，显示虚拟桌面在线时长统计图以及明细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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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桌面在线时长 

 

 

3.5  系统日志管理 

系统日志详细记录了各类用户对系统所做的各项操作及时间类型，可协助用户了解系统内执行操作

的情况，任务的完成状态以及审计管理员所做操作是否安全合规。 

日志管理功能主要用于管理员和用户操作日志的记录和管理，包括查询操作日志详情、清理和下载

或导出系统保存的操作日志。其中管理员操作日志包含：云桌面日志、虚拟化日志、主机日志和存

储日志。 

 

 

本文档以云桌面日志管理为例介绍日志管理功能，虚拟化日志、主机日志、存储日志和用户操作日

志的查询、清理和收集操作与云桌面日志相关操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3.5.1  查询日志 

系统详细记录了管理员对管理平台所做的操作，可通过该功能查询操作详情，协助故障排查等。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3) 设置查询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云桌面日志列表中将显示符合过滤条件的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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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桌面日志 

 

 

3.5.2  清理日志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2) 单击<清理>按钮，弹出清理日志对话框。 

(3) 单击输入框，在日历框中选择清理截止日期。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清理日志 

 

 

3.5.3  收集日志 

该功能用于收集管理平台日志信息，并将收集到的日志文件下载到本地（对于 Agent、终端等组件

日志搜集方法，请参见第 5 章：日志收集和介绍）。例如，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管理员发现云桌

面运行异常无法处理时，可选择对应的云桌面进行日志文件收集，发给技术支持工程师分析。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2) 单击<日志收集>按钮，弹出收集日志对话框。 

(3) 设置日志收集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收集日志文件并下载到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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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日志 

 

 

3.6  虚拟化数据中心 

虚拟化数据中心详细展示了系统中主机池、集群、主机和虚拟机的的各项参数信息。 

3.6.1  主机池信息 

1. 查看主机池概要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池的详细配置信息（包括：CPU 总核数、总内存、本地总存储、本地总可用存

储、虚拟机数量和密度）、Top10 主机的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以及 Top10 虚拟机的 CPU 和内

存利用率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览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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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概览信息 

 

 

2. 查看主机池中主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池中的所有主机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2) 单击“主机”页签，进入主机池下主机列表页面，查看主机状态、管理 IP 地址、主机上运行

的虚拟机数量、主机 CPU 总核数等信息。该页面下还可进行主机发现、修改主机、删除主机

等操作。  

(3) 单击主机名称，可跳转到主机概览信息页面，该页面以图表形式展示主机资源使用概况、网

络吞吐量、TOP5 虚拟机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 

3. 查看主机池中虚拟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池中的所有虚拟机的所属主机、状态、CPU 总核数、内存容量、IP 地址、操

作系统以及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2) 单击“虚拟机”页签，进入主机池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

关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2  集群信息 

1. 查看集群概要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的详细配置信息（包括：主机数、CPU 核数、总内存、本地总存储、虚拟机数、

虚拟机密度和高可靠性、计算 DRS、存储 DRS 的开启/关闭情况），资源状况（CPU、内存、共享

存储的利用率和分配比）、Top10 主机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以及 Top10 虚拟机的 CPU 和内存

利用率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查看集群性能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下主机的 CPU 平均利用率、内存平均利用率、I/O 吞吐量统计和磁盘请求。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单击“性能监控”页签，进入集群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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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集群中主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中的所有主机的状态、管理 IP 地址、主机上运行的虚拟机数量、主机 CPU 总

核数、内存容量、磁盘容量、CPU 和内存利用率等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单击“主机”页签，进入集群下主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对主机进主机发现、修改主机、

删除主机等操作。 

(3) 单击主机名称，可跳转到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4. 查看集群中虚拟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中的所有虚拟机的所属主机名称、状态、CPU 总核数、内存容量、CPU 和内

存利用率、IP 以及操作系统等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单击“虚拟机”页签，进入集群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关

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3  主机信息 

1. 查看主机概览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指定主机的详细配置信息（包括：主机 IP 地址、主机状态、主机 iLO 口地址、主

机型号、版本、内存等）、资源状况（包括 CPU 分配比、内存分配比、内存利用率）、计算资源监

控信息、网络吞吐量、CPU 和内存利用率 Top5 的虚拟机信息。 

 

 

当主机更改内存或 CPU 硬件资源后，管理员需要重新连接主机，才能在主机概要中显示更改后的

内存或 CPU 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2. 查看主机硬件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硬件监控相关信息，主要包括主机的摘要信息、处理器信息、内存信息、温度

信息、电源信息和风扇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2) 选择“硬件监控”页签，进入主机摘要信息页面，可查看设备状态信息、系统信息和 BIOS 信

息。单击<导出>按钮，可导出摘要信息。 

(3) 选择左侧“处理器”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处理器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处理器的型

号、状态、结构等信息。 

(4) 选择左侧“内存”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内存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内存摘要信息和

详细信息。 

(5) 选择左侧“温度”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温度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温度图和传感器

数据。 

(6) 选择左侧“电源”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电源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电源名称、功率

和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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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左侧“风扇”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风扇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风扇的名称、位

置、状态、转速信息。 

3. 查看主机性能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指定主机的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I/O 吞吐量、网络吞吐量、磁盘请求、磁盘

I/O 延迟、磁盘利用率和分区占用率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2) 选择“性能监控”页签，进入主机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4. 查看主机上的虚拟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指定主机上所有虚拟机的所属主机、状态、CPU 总核数、内存容量、CPU 利用率、

内存地址、IP 地址和操作系统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2) 选择“虚拟机”页签，进入主机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关

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4  虚拟机信息 

1. 查看虚拟机概览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的基本信息（包括：虚拟机的操作系统、版本、磁盘容量、所属主机、虚拟

机状态、远程登录虚拟机的 VNC 端口号、创建时间、最后关机时间等）、硬件信息（显示虚拟机的

硬件设备信息，包括 CPU、内存、磁盘、网络、光驱、软驱信息）、CPU 利用率和内存利用率。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查看虚拟机性能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的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I/O 吞吐量统计、网络吞吐量统计、磁盘 I/O

延迟、磁盘请求、CPU 使用情况、磁盘利用率、连接数和分区占用率信息。 

 

 

为了准确的监控虚拟机 CPU 和内存的使用情况，建议管理员在虚拟机上安装 CAStools，管理平台

通过该工具可以准确的获取虚拟机 CPU 和内存的使用情况。 

当虚拟机关闭、暂停、未安装 CAStools 时，系统将无法获取虚拟机的相关信息，磁盘利用率和分

区占用率都会显示为空。 

在虚拟机在线迁移的过程中，虚拟机的 CPU 使用情况、内存使用情况、I/O 吞吐量统计、网络吞吐

量统计等性能监控信息可能不准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性能监控”页签，进入虚拟机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3. 查看虚拟机进程服务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进程和服务，显示每个进程的用户名、PID、进程名、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和内存使用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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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机在线迁移的过程中，虚拟机进程的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等性能监控信息可能不准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进程服务监控”页签，进入虚拟机进程服务监控信息页面。 

4. 查看虚拟机备份历史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的整机备份文件的创建时间、备份模式、备份位置、备份文件大小和备份类

型以及磁盘备份文件的存储路径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备份管理”页签，进入虚拟机备份管理页面。 

5. 查看虚拟机迁移历史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历史迁移的详细信息，包括迁移前后虚拟机所在的主机和存储池、迁移方式、

迁移此虚拟机的管理员、迁移的开始时间、迁移耗时等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迁移历史”页签，进入虚拟机迁移历史页面。 

6. 查看虚拟机控制台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指定虚拟机的控制台信息，包括虚拟机 UUID、虚拟机状态、VNC 端口、MAC 地

址以及 IP 地址等。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控制台”页签，进入虚拟机控制台信息页面。 

3.7  Worksapce开关机操作步骤 

1. 开机操作 

(1) 上电开机并检查网络：将集群内所有服务器上电开机并检查集群各网段是否能相互 ping 通。 

(2) 检查 NTP 状态：在所有节点执行 ntpq -p 检查，所有节点应该指向同一个 ntp server，ntp server

的状态 refid 字段不为 INIT，且 offset 值在 100ms 以内。 

(3) 关闭维护模式：登入 Workspace 的 web 界面，在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退出维护模式。 

(4) 恢复业务：连接启动存储，虚拟机正常启动，恢复业务。 

2. 关机操作 

(1) 停止上层业务：Workspace 数据中心-虚拟化-虚拟机下的所有虚拟机正常安全关机。 

(2) 暂停存储池：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存储，将所有存储正常暂停。注：不要删除存储。 

(3) 开启维护模式：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进入维护模式，将每个主机进入维护模式。如果是超

融合环境，还需要到 ONEStor-主机管理-主机-更多-维护模式-切换维护模式状态，将每个存

储主机进入维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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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常关机下电： 

 如果配置了双机热备，则首先关闭非工作节点，再关闭当前工作节点； 

 尽量不要同时关机，避免引起电流的较大波动； 

 执行 sync 将内存下刷； 

 执行 hwclock -w 将时钟写入硬件； 

 执行 shutdown -h now 正常关机； 

 待 HDM 页面显示电源状态为“关机”，或服务器电源指示灯处于待机状态后，再将服务器

下电。 

4 高级运维 

4.1  资源使用统计 

该功能模块集成在“监控报表”下，主要用于对管理平台中主机、虚拟机、IP、VLAN 和存储资源

分配情况的统计，为用户的资源规划提供最佳的决策依据。管理平台支持报表信息的灵活定制，以

及报表数据打印、导出为 PDF 文档或 EXCLE 表格保存。 

• 主机资源统计：用于统计和查看主机基本信息和资源使用情况，例如运行时间、主机型号、

CPU 型号、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本地磁盘容量等。 

• 虚机资源统计：用于查看虚拟机的基本信息和资源使用情况，例如主机名、虚拟机状态、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CPU、内存、虚拟机磁盘、操作系统等。 

• IP 分配统计：用于统计 IP 分配情况，可以快速的查询出每个主机池、集群和主机的虚拟机 IP

分配情况。 

• VLAN 分配统计：用于统计系统中 VLAN 分配情况，可以快速查询虚拟机所属 VLAN。 

• 存储资源统计：用于统计系统中存储资源分配情况，可以快速的查询主机池、集群和主机下

存储资源包括虚拟机磁盘、网络存储、共享文件系统的分配情况。 

4.1.1  主机资源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主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主机资源统计页面。 

(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3) 设置状态、CPU 利用率范围、内存利用率范围等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列表中将显示

主机资源统计的查询结果。 

 主机资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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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虚拟机资源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虚拟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虚拟机资源统计

页面。 

(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3) 设置状态、CPU 利用率范围、内存利用率范围等查询参数，列表中将显示虚拟机资源统计的

查询结果。 

 虚拟机资源统计 

 

 

4.1.3  IP 分配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IP 分配统计]菜单项，进入 IP 分配统计页面。 

 IP 分配统计 

 

 

4.1.4  VLAN 分配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VLAN 分配统计]菜单项，进入 VLAN 分配统计

页面。 

(2) 单击 VLAN ID 列的 图标，可展开 VLAN ID 下的虚拟机列表。 

 VLAN 分配统计 

 

 

4.1.5  存储资源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存储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存储资源统计页面。 

(2) 在类型选择框中，选择待查询的类型（包括虚拟机磁盘、网络存储和共享文件系统）。报表

中将显示对应类型的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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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资源统计 

 

 

4.2  告警管理 

通过告警机制，用户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影响系统健康运行的问题，确保系统能够稳定运行。 

4.2.1  实时告警 

该功能用于显示系统最近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告警，支持对告警原因分析和恢复建议。例如，在日常

运维中业务虚拟机发生故障影响了部分业务。管理员可以通过实时告警功能去查看这台虚拟机的告

警信息，了解告警原因和恢复建议后，再去采取措施处理虚拟机。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实时告警]菜单项，进入实时告警列表页面。单击告警信息将

弹出查看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里的告警原因与恢复建议为系统提供，

用户可对维护经验进行编辑记录。 

(2) 单击<高级查询>，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设置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实时告警列表中

将显示符合过滤条件的告警信息。 

(3) 选择列表中已处理的告警信息进行确认。选中列表中已处理但未进行状态确认的实时告警信

息， 单击<确认告警信息>按钮进行确认。确认告警信息后，可根据需要选择清理或删除告警

信息。 

 

 

默认情况下，实时告警信息的刷新频率为 10 秒。系统在达到刷新时间间隔所设置的时间后，将自

动刷新实时告警信息列表中显示信息。若刷新时间间隔设置较短，管理员将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确

认操作。因此，为了方便管理员完成告警信息确认操作，可以更改刷新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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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实时告警信息 

 

 

4.2.2  告警阈值配置 

该功能用于配置触发告警的最低值，支持自定义告警级别和告警阈值。例如，管理员重视集群的

CPU 利用率这项告警检测指标，希望在实时告警列表及时发现集群 CPU 利用率的变化。管理员可

以通过告警阈值配置功能，为这指标项配置告警级别、告警阈值、告警持续时间等参数，来获取关

注的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阈值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阈值配置列表页面。系统中

告警类别分为：主机资源告警、虚拟机资源告警、集群资源告警、故障告警、安全告警、其

他异常告警。单击<展开所有>按钮可展开每类告警的指标项。 

(2) 查看告警指标项，可在对应指标项操作列启用、禁用或编辑指标，也可选择多个指标项进行

批量启用或禁用。 

 告警阈值配置 

 

 

4.2.3  告警屏蔽配置 

该功能用于将管理员不关注或不想展示在实时告警列表的告警信息进行屏蔽。已屏蔽的告警将不再

上报到实时告警列表。例如，在实时告警列表中有多条无需关注的告警信息上报。管理员可以通过

告警屏蔽配置功能，配置需要屏蔽的指标项和对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屏蔽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屏蔽配置列表页面。单击<新

建配置>按钮，弹出新建告警屏蔽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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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需要屏蔽的告警指标项与需要屏蔽对象，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的告警屏蔽配置将显示

在告警屏蔽配置页面。 

 告警屏蔽配置 

 

 

4.2.4  告警邮件通知 

该功能用于将系统内告警信息以邮件方式通知用户。例如，在实际的使用中，管理员可能会需要时

刻重点监控部主机或虚拟机运行中的一些指标。管理员可以通过接收告警邮件通知实时了解系统内

资源运行的状态。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邮件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2) 设置邮件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3) 单击<添加邮箱>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接收告警通知的目的邮件地址后，单击<确定>

按钮，可设置多个目的邮件地址。 

(4) 单击<邮件配置>按钮，弹出邮件服务器对话框，进行邮件服务器配置。配置完成后，单击<保

存>按钮返回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

者“选定告警”，“选定告警”支持自定义配置通知的告警指标项；需要关注的指标项可选

择多个主机和虚拟机。 

(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7) 选择“邮件配置”页签，单击<邮件测试>按钮，验证告警邮件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邮件通知配置。 

 告警邮件通知 

 

 

4.2.5  告警短信通知 

该功能用于将系统内告警信息以短信方式通知用户。例如，在实际的使用中，管理员可能会需要时

刻重点监控部主机或虚拟机运行中的一些指标。管理员可以通过接收告警短信通知实时了解系统内

资源运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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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短信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2) 设置短信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3) 单击<添加电话>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接收告警通知的接收短信电话后，单击<确定>

按钮，可设置多个接收短信电话。 

(4) 单击<短信配置>按钮，弹出短信配置对话框，启用短信通知功能，配置相关参数。配置完成

后，单击<保存>按钮返回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

者“选定告警”，“选定告警”支持自定义配置通知的告警指标项；需要关注的指标项可选

择多个主机和虚拟机。 

(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7) 选择“短信配置”页签，单击<短信测试>按钮，验证告警短信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短信通知配置。 

 告警短信通知 

 

 

4.3  主机发现 

主机发现功能用于将主机加入到管理平台中，适用于系统扩容的场景。整个扫描过程自动进行，操

作简单，只要二层网络可达即可，无需任何额外的网络配置和管理配置。 

 

 

• 待增加到管理平台的主机已安装的软件版本必须与管理平台的版本一致。 

• 待增加到管理平台的主机，其管理网、业务网、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各网络规划的网卡物理接口

的数量、链路聚合配置需要与管理平台初始化部署时各网络的规划一致。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单击<主机发现>按钮，进入主机发现页面。 

(3) 勾选符合要求的主机，单击<配置网卡>按钮，根据初始化配置时的网络规划进行主机网络配

置后，单击<确定>按钮。 

(4) 单击<添加到集群>按钮，在弹出的选择磁盘对话框中，将主机磁盘加入指定硬盘池，单击<下

一步>按钮。 

(5)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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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发现 

 

 

4.4  应用管理 

应用管理主要包含文件分发和软件分发功能，可批量下发文件和安装更新软件，提高运维效率。 

• 文件分发：用于将文件分发到开机状态下用户正在使用的虚拟机。 

• 软件分发：用于为有相同软件需求的桌面池中的虚拟桌面下发软件，实现软件批量自动化安

装。 

4.4.1  文件分发 

当云桌面环境中多个用户需要从管理员处获取相同文件时，此时管理员可以使用文件分发功能批量

为在线用户发送文件。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文件分发/文件管理]菜单项，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2) 单击<上传>按钮，弹出上传对话框。 

(3) 选择文件或文件夹按钮，单击“点击上传”，在本地选中待上传的文件或文件夹，上传成功

后，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文件管理页面。 

(4) 单击<配置>按钮，弹出配置对话框，设置任务并发数和虚拟机下载限速，单击<确定>按钮，

回到文件管理页面。 

(5) 在文件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单击<文件分发>按钮，弹出选择虚拟机对话框。 

(6) 选择需要分发文件的虚拟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文件分发操作。 

 文件分发 

 

文件分发失败问题排查思路： 

1、首先通过 ping 测试确定虚拟机和管理平台网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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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虚拟机内部资源管理器直接访问\\ip\h3cd，提示无法访问，有可能是管理平台服务异常或者网

络问题。 

3、检查平台侧服务状态，在 CVM 执行 service status smb.service，返回结果平台服务运行正常，

还是考虑网络问题。 

4、文件分发使用的是管理平台的 445 端口，可能是 445 端口不通。使用 tcping 工具，可以测试端

口连通性。工具使用方法参见 https://zhiliao.h3c.com/theme/details/148855《tcping 工具使用方法》，

测试结果管理平台 445 端口不通。 

 

4.4.2  软件分发 

通过在软件库模板上安装软件、采集软件安装时释放的文件和注册表参数差异，上传差异到服务器

共享盘生成软件标本，在管理平台将软件标本下发至相同平台的虚拟机，虚拟机重启后即自动更新，

实现相关软件的自动推送更新。 

软件分发需新建软件库模板，然后在软件库模板机上安装待下发的软件，系统采集安装过程中产生

的差异的文件和注册表参数，生成软件标本上传至管理平台。最后，管理平台将软件标本下发至待

更新软件的虚拟机，虚拟机重启后即自动更新安装软件，实现软件的自动推送更新。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软件分发/软件库模板]菜单项，进入软件库模板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软件库模板页面，配置相关参数，新建软件库模板，新建软件库

模板时选择的虚拟机建议为新建的“纯净”的虚拟机且该虚拟机必须已安装配套版本的 Agent

和 CASTools。 

 新建软件库模板 

 

 

(3)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软件分发/软件库]菜单项，进入软件库页面。 

(4)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软件库页面。 

(5) 配置基本信息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制作软件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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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软件库—基本信息配置 

 

 

(6) 在制作软件库页面，制作状态显示为未制作，单击<打开制作页面>按钮，打开 Web 控制台。 

 制作软件库 

 

 

(7) 通过共享目录等方式获取软件安装包，并将其拷贝至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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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软件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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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安装包拷贝至桌面 

 

 

(8) 打开软件库制作工具页面，单击<开始制作>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确认已存在软件安

装包后，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桌面，开始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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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软件制作 

 

 

(9) 软件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制作>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制作

（虚拟机自动关机），返回制作软件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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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制作 

 

 

(10) 此时制作状态仍为“制作中”，单击<刷新>按钮，进入测试软件库页面。 

(11)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选择虚拟桌面对话框。 

(12) 选择用于测试的虚拟桌面，单击<确定>按钮，软件库向虚拟桌面下发软件。 

(13) 当虚拟桌面列表下发状态显示为“下发成功“后，可以单击虚拟桌面对应操作列的<控制台>

按钮，查看测试虚拟桌面中是否已成功安装软件库中的软件。单击<软件列表>按钮，可查看

软件库中软件和版本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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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软件库 

 

 

(14) 测试软件库可用后，单击<完成测试>按钮，进入软件下发页面。 

 软件下发 

 

 

(15) ，单击<软件下发>按钮，弹出软件下发对话框。选择桌面池中需要安装或更新软件的虚拟桌

面。单击<确定>按钮下发软件。若勾选“强制下发“，会将选中的虚拟桌面强制关机并安装

或更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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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下发 

 

(16) 当虚拟桌面列表下发状态显示为“下发成功“后，可以单击虚拟桌面对应操作列的<控制台>

按钮，查看虚拟桌面中是否已成功安装软件库中的软件。 

4.4.3  消息推送 

该功能用于向桌面或桌面池推送消息，消息推送管理包括新建消息和管理消息推送任务。下面简述

新建消息推送任务的步骤：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消息推送]菜单项，进入消息推送任务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消息页面。 

 

(3) 填写消息的标题和内容等基础信息。 

⚫ 类别：推送消息的类别，包括普通和重要，默认为普通。 

⚫ 推送时间：推送消息的时间，包括立即推送和定时推送，默认为立即推送。当选择“定

时推送”时，设置的推送时间需晚于新建消息模板完成时的时间。 

http://10.125.8.10:8083/workspace/doc/help/application/messagePush.html#_Ref37682494
http://10.125.8.10:8083/workspace/doc/help/application/messagePush.html#_Ref3768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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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送对象：接收消息的对象，包括全部桌面、桌面池和桌面。当选择“桌面池”或“桌

面”时，请选择具体桌面池或桌面。 

(4)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消息预览页面，可看到消息详情及消息推送到云桌面的简单预览效

果。 

 

(5) 点击<发送>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列消息推送任务列表页面，可

以看到消息详情和推送结果。 

4.5  命令下发 

该功能用于通过控制台将命令或附件下发到指定终端或虚拟机，实现远程运维，方便管理人员对虚

拟机或终端进行调试。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命令下发/命令下发]菜单项，进入命令下发页面。 

(2) 在[控制台]栏直接输入下发命令，若需附带文件，可直接将文件拖至页面对应位置或点击上传

文件。 

(3) 单击<下发到终端>或<下发到虚拟机>按钮，弹出选择终端或虚拟机对话框，选择一个或多个

终端或虚拟机，单击<确定>按钮将命令和附件下发到指定的终端或虚拟机。 

(4) 下发成功后，可在[系统/命令下发/下发历史]页面查看下发历史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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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下发 

 

4.6  任务设置 

该功能用于配置桌面池、虚拟机和终端的周期性定时任务策略。适用于无需全时段运行的业务，既

可以保证在指定时间段内业务的可用性，也可以确保其它时间段内资源的及时释放，提高系统资源

利用率。 

⚫ 桌面池任务：包括关机、开机、重启、手工桌面池还原、创建快照和还原快照。 

⚫ 虚拟机任务：包括关机、开机、重启等。 

⚫ 终端任务：包括开机和关机。 

 

 

本文档以桌面池任务为例介绍任务设置功能，虚拟机任务和终端任务的相关操作与桌面池任务对应

操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高级设置/任务设置/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桌面池任务>按钮，弹出新建桌面池任务对话框，设置相关参数。 

(3) 单击<选择执行对象>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应用任务的桌面池，单击<确定>按钮。 

(4) 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5) 单击欲执行任务对应操作列的<立即执行>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执行

桌面池任务。 

(6) 如有需要，可在桌面池任务列表操作列编辑或删除相应的桌面池任务，也可在应用桌面池任

务的桌面池列表操作列删除应用桌面池任务的桌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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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桌面池任务 

 

 

5 组件介绍 

5.1  管理平台 

5.1.1  workspace-server 

1. workspace-server 进程的描述和服务管理 

service workspace-server restart | start | status | stop 重启 | 启动 | 查询状态 | 停止。 

2. 常用问题排查命令 

• Jstack：获取运行 java 程序的 java stack 和 native stack 的信息。命令格式：jstack -l <pid> > 

<dstFileName>。 

• Jmap：获取运行 java 程序的内存分配的详细情况，例如实例个数、大小等。命令格式：jmap 

-dump:format=b,file=<destFileName, e.g. heap.bin> <pid>。 

• Jstat：获取 classloader、compiler、gc 相关信息。可以时时监控资源和性能。命令格式：jstat 

–gcutil <pid> <interval, unit: ms>。 

 

 

Jmap 命令不建议在环境管理业务繁忙或者环境压力大的时候执行。其它命令可在必要时执行，收

集信息。 

 

3. 分析日志，定位常见问题 

日志目录：/var/log/vdi/workspace-server/。 

• workspace.log：记录 workspace-server 内部运行日志，界面操作有报错，可以查看该日志。 

• ws-gc.log.0.current：workspace-server 内存占用过大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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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tack 生成日志：用于界面任务长时间未完成时，查看具体停留或阻塞的堆栈。 

• jmap 生成日志：需配合 eclipse MemoryAnalyzer 工具解析查看，一般收集后直接提供给研

发。 

 

 

查看 workspace.log 和 jstack 生成的日志时，可以根据界面业务做模糊查询，如部署虚拟机可以使

用“deploy”。 

 

5.1.2  Controller 

1. Controller 简介 

Controller 作为云桌面组件的基础消息组件，在云桌面业务中充当消息枢纽的角色。Controller 负责

和其他多个组件进行消息交互，消息使用 grpc 和 protobuf 作为协议载体。具体交互对象如下： 

• 和瘦终端上客户端进行通信（用户虚拟机登录流程）。 

• 和瘦终端上 spaceagent 进行通信，并维护长连接状态（用于终端管理，瘦终端上服务升级等

功能）。 

• 和虚拟机内部 agent 进行通信，并维持长连接状态（用于给 agent 拉取，推送策略）。 

• 和主机上的 hostagent 进行通信，并维持长连接状态（只在软件分发功能有用到这个组件）。 

• 和 workspace-server.java 进行通信，并维持长连接状态（用户界面操作时，触发 controller

对其他组件的消息推送）。 

 Controller 消息交互示意图 

 

 

2. Controller 进程的描述和服务管理 

Service controller restart | start | status | stop 重启 | 启动 | 查询状态 |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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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用问题排查命令 

• Jstack：获取 java 程序的 java stack 和 native stack 的信息。命令格式：jstack -l <pid> > 

<dstFileName>。 

• Jmap：获取 java 程序的内存分配的详细情况。例如实例个数，大小等。命令格式：jmap 

-dump:format=b,file=<destFileName, e.g. heap.bin> <pid>。 

• Jstat：获取 classloader，compiler，gc 相关信息。可以时时监控资源和性能。命令格式：

jstat –gcutil <pid> <interval, unit: ms>。 

 

 

Jmap 命令不建议在环境管理业务繁忙或者环境压力大的时候执行。其它命令可在必要时执行，收

集信息。 

 

 

4. 分析日志，定位常见问题 

Controller 组件日志目录：/var/log/vdi/controller/。 

• controller.log：记录 controller 内部运行日志，业务逻辑异常时进行查看，所有对 cas 接口的

调用，url 都会记录在此日志。 

• grpc-client.log：controller 组件和客户端通信的日志记录。 

• grpc.log ：controller 和非客户端组件，例如 agent，hostagent，workspace-server，

spaceagent 等组件的通信日志。 

• jstack 生成日志：用于界面任务长时间未完成时，查看具体停留或阻塞的堆栈。 

• jmap 生成日志：需配合 eclipse MemoryAnalyzer 工具解析查看，一般收集后直接提供给研

发。 

 

 

• 查看 grpc-client.log 和 grpc.log 日志时，非网关环境下可以根据通信对端的 IP 进行日志过滤（如客户端 IP 和

agent 的 IP）；网关环境下可以通过虚拟机的 IP 和 MAC 进行日志过滤。 

• 根据是否存在日志，可判断虚拟机、客户端与平台是否建立连接。 

 

 非网关环境下查看 grpc-client.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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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关环境下查看 grpc-client.log 

 

 

5.2  BT组件 

Workspace BT 是基于 BitTorrent 开源组件实现的一个提供文件下载的服务，在 Workspace 和

Learningspace 场景下提供镜像、客户端安装包、Agent 等大文件下载服务。 

Workspace BT 包含如下两个组件： 

• BT 管理服务，服务名 bttorrent。详细介绍请参见 BT 管理服务介绍。 

• BitTorrent 服务，一个开源组件，真正提供文件下载的后台服务，使用 python 语言基于 Bit 

Torrent 协议开发的一个应用，源码地址：https://github.com/kenorb-contrib/BitTorrent。关于

Bit Torrent 协议的详细介绍可参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bt/8274326?fr=aladdin。 

5.2.1  原理和实现 

常用的文件下载方式有 HTTP 和 BT，二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 HTTP 是一种 CS 模型，文件保存在服务端，所有的客户端都从服务端请求文件。如果文件太

大，每个客户端在下载文件时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客户和服务器会一直保持连接。如果同时

有大量客户端都需要下载文件，那么这些客户端就会和服务器一直连接，这样将会给服务器

带来极大的压力。 

https://github.com/kenorb-contrib/BitTorrent
https://baike.baidu.com/item/bt/8274326?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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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下载模型 

 

 

• BT 是一种 P2P 的模型，在下载时先找到网络上拥有这个文件的主机，然后与该主机建立连接，

向其获取文件。对于每一台主机来说，既是服务器也是客户端，作为服务器它可以为其他客

户端提供下载，作为客户端它可以从其他主机上下载文件。所以说，BT 对于 HTTP 来说，如

果下载的客户端越多，下载速度就会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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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 下载模型 

 

 

5.2.2  BT 管理服务介绍 

BT 管理服务是对 BitTorrent 服务的二次开发，使得在开发过程中更加简洁方便地调用 BitTorrent。

核心代码全部在 bttorrent.sh 脚本中，脚本目录：CVM 主节点/var/lib/vdi/Bittorrent/bttorrent.sh。脚

本提供了 5 个如下参数：start、stop、restart、status、refresh。 

 bttorrent.sh 脚本参数 

 

 

• start：开启 BT 下载进程，该脚本主要是开发人员调用，使用方法如下所示：./bttorrent.sh start 

原文件路径 种子文件路径。主要过程分为两步：生成一个种子文件、使用种子文件开启下载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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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torrent.sh 脚本参数-start 

 

 

• stop：停止 BT 下载进程。 

 bttorrent.sh 脚本参数-stop 

 

 

• restart：重启 BT 下载进程。 

 bttorrent.sh 脚本参数-restart 

 

 

• status：查看 BT 运行状态（运行状态将列出 tracker 服务状态和当前运行的下载进程）。 

 bttorrent.sh 脚本参数-status-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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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torrent.sh 脚本参数-status-未运行状态 

 

 

• refresh：目前已弃用，请勿使用。 

5.2.3  常见问题排查排查方法 

(1) 查看 bttorrent 状态是否正常。 

 查看 bttorrent 状态 

 

 

(2) 查看 bt downloader 进程是否正常，看 downloader 列表里面是否包含下载的文件。 

 查看 bt downloader 进程 

 

 

(3) 查看源文件、镜像文件是否存在。 

(4) 如果服务器重启过，bt 服务会从数据库读取 bt 列表，然后挨个启动 downloader 下载进程。

如果在 downloader 列表中无法找到，那么可以查看数据库表，看是否存在相应的记录。表的

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是原文件和种子文件，可根据路径检查文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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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数据库表 

 

 

(5) 查看客户端到服务端 6969 端口通信是否正常。 

 查看 6969 端口 

 

 

 

也可通过 telnet命令或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ip:6969/的方式来查看客户端到服务端6969端口

通信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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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个 downloader 都会独占一个端口，在启动端口时会寻找一个可用端口，端口从 6881 开始

递增。查询某个 downloader 端口的命令如下，查询到端口之后，可以在客户端用相关命令（如

telnet）检查端口通信是否正常。 

 查询 downloader 端口 

 

 

5.3  VDP 协议 

5.3.1  VDP 协议模块简介 

• VDP（Virtual Desktop Protocol 虚拟桌面协议）是连接 VDP Server 和 VDP Client 的基础协

议。 

• VDP Server 通过 Qxl device 获取虚拟机的渲染命令和光标命令，通过 VDI device 与虚拟机

进行内部通信。 

• VDP Client运行在瘦客户机、普通PC等设备上。VDP Client与VDP Server通信，处理VDP 

Server 发送过来的指令。VDP Client 提供了显示虚拟机桌面和与虚拟机交互的基础功能。

VDP Client 通过插件的方式来加载扩展业务，提供数据传输的通道。虚拟通道业务与 RDP 协

议虚拟通道原理类似，插件以动态库的方式增加，VDP 协议启动会自动加载相应的插件来使

能相应的业务。业务数据通过 VDP 协议通道，与虚拟机中的程序进行通信。 

 VDP 协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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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VDP 模式介绍 

VDP 协议分为高清模式、智能模式和极速模式，不同模式针对场景不同。 

• 高清模式：主要用于普通办公场景，支持高清有损和高清无损。 

• 极速模式：主要用于视频场景，视频场景下带宽较低。 

• 智能模式：自动探测当前场景，根据场景自动切换图片压缩算法。 

 不同模式的处理流程 

 

 

5.3.3  常见问题排查方法 

1. 客户端连不上虚拟机 

(1) 排查终端能否正常访问管理平台及宿主机上用于终端访问的 IP。 

(2) 排查宿主机是否放开虚拟机 spice 控制台端口限制。 

(3) 可以使用 telnet 或 tcping 工具(windows 终端)。 

(4) 网关场景则排查终端到网关 IP、网关对外端口的连接是否畅通。 

(5) 登录后连不上虚拟机：尝试将该目录下清空后再打开客户端登录尝试连接。 

 windows 终端：C:\Users\当前用户\Documents\Workspace\vdps。 

显卡抓取图片

场景配置

成流

极速模式

帧合并

文字图片识别区分

压缩

发送数据

高清模式

自动检测成流与否

智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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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os 终端：/home/spaceos/Documents/Workspace/vdps。 

(6) 如果终端系统是 Win10，查看文件夹限制访问功能如果打开请关闭后再尝试。 

(7) Windows 安全中心-病毒和威胁防护-勒索软件防护-文件夹限制访问。 

2. 使用虚拟机过程中突然断开连接 

客户端弹框报终端与虚拟机所在服务器通信异常或与云桌面已断开连接。 

(1) 排查终端到宿主机之间的网络是否正常，终端到宿主机上虚拟机 spice 控制台端口 tcp 连接是

否正常， 可在终端长 ping 宿主机 IP，当问题再次出现后查看 ping 的结果，如果是 windows

终端推荐用 tcping 工具。 

(2) 网关场景则排查终端到网关 IP、网关端口的连接是否稳定。 

(3) 排查终端到宿主机之间的网络设备（防火墙、路由器、三层交换机等）tcp 老化时间是否过小。 

3. 虚拟机操作卡顿 

(1) 排查终端到宿主机间的网络带宽是否过小、延迟是否过大，如果是则优化网络。 

(2) 管理平台上查看虚拟机磁盘 IO 延迟、磁盘请求 IOPS 在卡顿的时间是否过大有峰值，如果有

则需要排查存储或 CAS 虚拟化组件问题。 

(3) 虚拟机内部查看 CPU 占用是否过高，内存占用是否过大。 

(4) 不带 vGPU 显卡的虚拟机尝试修改客户端高级设置：图片压缩改成有损或将场景模式调换成

极速模式、解码模式改为硬解，断开重连生效。 

(5) 查看是否在虚拟机运行比较消耗 GPU 的软件（如 autocad 等），如果是则建议使用 vGPU 显

卡。 

(6) 带 vGPU 显卡的虚拟机，尝试修改客户端高级设置，解码模式改为硬解。 

(7)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后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8) 有条件尝试换配置较高的终端连接虚拟机。 

4. 鼠标键盘无响应 

(1) 断开客户端连接，到终端本地查看鼠标键盘能否正常操作，如果不能则尝试更换鼠标或键盘。 

(2) 如果是 USB 键盘鼠标，排查 USB 重定向策略，是否已将设备重定向到虚拟机中。 

(3) 鼠标无响应，键盘正常：虚拟机内查看进程 vdservice.exe、vdagent.exe 是否正常运行，服

务 Spice Agent 是否正常运行，尝试重启 Spice Agent 服务。 

(4) 鼠标正常，键盘无响应：使用同一终端连接另一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题。 

(5)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5. 虚拟机不能正常播放声音 

(1) 排查终端是否能正常播放声音。 

(2) 查看虚拟机和终端系统是否静音、播放音量大小是否为 0。 

(3) 查看虚拟机是否有声卡设备、声卡驱动是否正常工作，安装声卡及驱动后是否重启过虚拟机。 

(4) 如果使用的 USB 音箱或耳机，排查 USB 重定向策略，是否已将设备重定向到虚拟机中。 

(5) 播放卡顿有杂音： 排查虚拟机内正常操作是否卡顿；更换终端连接同一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

题，使用同一终端连接其他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题。 

(6)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6. 虚拟机不能录音 

(1) 排查终端是否能正常录音。 

(2) 查看虚拟机和终端系统麦克风是否静音、麦克风音量大小是否为 0。 



46 

(3) 查看虚拟机是否有声卡设备、声卡驱动是否正常工作，安装声卡及驱动后是否重启过虚拟机。 

(4) 如果使用的是 USB 麦克风，排查 USB 重定向策略，是否已将设备重定向到虚拟机中。 

(5) 录音后播放卡顿有杂音：排查虚拟机内正常操作是否卡顿；更换终端连接同一虚拟机查看是

否有问题， 使用同一终端连接其他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题。 

(6)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7. 虚拟机播放视频卡顿 

(1) 排查虚拟机操作是否卡顿参考第三点。 

(2) 排查视频源是否本身就卡顿、帧率较低。 

(3) 使用物理机直接播放是否卡顿。 

(4) 不带 vGPU 显卡虚拟机：视频播放器推荐完美者解码、射手影音，不推荐 windows 系统自带

mediaplayer，客户端高级设置模式是否为智能模式或极速模式，高清模式目前不适合播放视

频。 

(5) 带 vGPU 显卡的虚拟机，尝试修改客户端高级设置，解码模式改为硬解。 

(6)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7) 有条件换配置较高的终端。 

8. 虚拟机使用过程中出现卡死无响应 

(1) 查看客户端 toolbar 是否能正常显示点击，能否正常返回到终端系统，如果不能考虑客户端或

终端系统有问题，尝试断开重连客户端或重启终端系统。 

(2) 排查是否是鼠标键盘无响应，可看虚拟机画面是否有更新（系统时间是否变化或可在控制台

尝试操作 查看客户端显示画面），如果是键鼠无响应可参考前面相应章节。 

(3) 管理平台上虚拟机控制台能正常操作或能正常发送按键：尝试断开重连客户端、重启终端系

统。 

(4) 管理平台上虚拟机控制台也卡死：尝试断开重连客户端、重启终端系统都无效的话，可能是

虚拟机系统卡死，尝试使用 RDP 或将该虚拟机授权给其他用户后尝试登录。都不行的话，若

想快速恢复，可在管理平台依次尝试安全关闭、重启和关闭电源后再启动。 

5.4  外设 

H3C Workspace 云桌面中支持通过本地资源映射和 USB 重定向两种方式将终端本地外设映射到云

桌面中使用。本章节主要介绍外设使用过程中相关问题排查方法，以便快速定位云桌面中外设使用

问题。 

 

 

• 若外设需在终端本地使用，请勿对其使用 USB 重定向。 

• VDP 有独立的输入、音频、录音通道，鼠标、键盘、麦克风、扬声器不需要重定向。 

• 支持本地资源映射则优先使用本地资源映射，如摄像头、磁盘、串口设备、并口设备推荐使用本地资源映射的

方式重定向到云桌面中。若此种方式重定向效果不佳，摄像头和磁盘可直接使用 USB 重定向，串口和并口设

备需通过 USB 转接线连接后，使用 USB 重定向。 

• 除摄像头、磁盘、串口设备、并口设备以外，其余设备推荐使用 USB 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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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使用限制 

外设重定向功能支持情况如下： 

• 外设重定向功能支持的终端操作系统：Windows7、Windows10、SpaceOS、UOS、中标麒

麟、银河麒麟。 

• 外设重定向功能支持的云桌面操作系统：Windows XP、Windows7、Windows10、Linux（具

体操作系统如下表）。 

表5-1 外设重定向功能支持的 Linux 云桌面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系统架构 系统版本 

UOS X86 uos-sp2-desktop-amd64.iso 

uos-sp2-server-amd64.iso 

ARM64 uos-arm-sp2-compile.iso 

Ubuntu X86 14.04 

CentOS X86 6.9、7.5 

银河麒麟 X86 Kylin-Desktop-V10-Release-Build1-20200710-2-x86_64.iso 

Kylin-Desktop-V10-SP1-RC1-Build01-20210326-x86_64.iso 

ARM64 Kylin-Desktop-V10-Release-Build1-20200710-arm64.iso 

Mips64 Kylin-Desktop-V10-Release-Build1-20201026-mips64el.iso 

凝思 X86 6.0.60、6.0.80 

Suse X86 12 

 

5.4.2  注意事项 

• 一些外设存在本身实现驱动不规范，但是设备厂商针对指定的操作系统进行了开发适配，所

以在 PC 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在虚拟化上会工作不正常，这种设备需要进行适配。 

• 由于 USB 重定向将实传输 USB 硬件细节，所以如果使用摄像头，高拍仪等图像设备会导致

占用带宽过大的问题，建议避免在带宽不足千兆的场景，慎重使用图像设备的 USB 重定向。 

• 建议优先使用本地资源映射中的磁盘映射方式使用存储类设备。 

• 存储类设备在 SpaceOS 终端下使用 NTFS 文件系统，当开启只读模式时，会出现只能看到盘

符无法显示容量及内容的情况。 

• 云桌面与管理平台网络不通时，会导致重定向进云桌面的存储类设备为只读模式。 

• 对于摄像头、U 盘，推荐使用本地资源映射的方式进行重定向；但对于 NTFS 格式的 U 盘，

若要求只读，只能使用本地资源映射的方式进行重定向；对于加密 U 盘，只能使用 USB 重定

向；对于 MATLAB 软件，若需打开 U 盘中的 mlx 格式的工程进行实时编辑，也只能使用 USB

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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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外设重定向问题排查——外设重定向组件服务检查 

1. Windows 终端 

对于 Windows 系统中的云桌面，可使用外设检测工具检查和安装外设重定向依赖服务。 

(1) 在管理平台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应用下载>按钮，并在“其他”页签找到并下载外设检测

工具。 

 应用下载 

 

 

 下载外设检测工具 

 

 

(2) 将外设检测工具（RedirCheckTool.exe）拷贝到终端或云桌面中。 

(3) 在终端或云桌面中分别运行外设检测工具，单击<一键检测>按钮，开始外设检测。若检测出

有异常项，可通过检测工具“一键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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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设检测工具 

 

 

 检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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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到异常项及一键修复 

 

 

 异常一键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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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本地查看异常状态 

 

 

 友商检测 

 

 

(4) 在 Windows 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可查看重定向组件是否正确安装。 

 

 

在 Windows 的驱动安装日志（c:\windows\inf\setup_apidev.log）中查询失败原因：如果在安

装 vdihub 的日志中发现如下字符“Restricted installation of devices not described by policy”,

表明该设备可能由于组策略禁止了驱动的安装，需要管理员放开该限制，或者修改

“ HKLM\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DeviceInstall\Restrictions!DenyUnspecified ”

的值为 0 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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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系统设备管理器 

 

 

2. SpaceOS 终端 

(1) 检查端口重定向服务是否存在。 

ps –ef |grep eveusbd -i 

(2) 检查摄像头重定向服务是否存在。 

ps –ef |grep cameraservice -i 

(3) 检查串口重定向服务是否存在。 

ps –ef |grep comservice –i 

5.4.4  配置与调试方法 

1. USB 重定向 

除摄像头、COM 口，大容量 USB 存储设备外，通常 USB 外设都可以使用 USB 重定向。 



53 

 启用 USB 重定向 

 

 

其中有些特殊设备（如 HID 设备、部分存储设备、转接线）可以通过添加自定义规则控制设备是否

重定向到云桌面。 

 添加自定义规则 

 

 

 自定义开启评价仪 USB 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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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摄像头重定向 

当网络带宽不足，或者虚拟桌面配置较低时，通常外置摄像头都建议使用摄像头重定向。 

配置方法 

当禁用 USB 重定向时，只需启用本地资源映射下的摄像头即可，如图 5-31 所示；当启用 USB 重

定向时，除了启用本地资源映射下的摄像头外，还需将 USB 重定向下的摄像头设置为禁用状态，

如图 5-32 所示。 

 启用本地资源映射的摄像头 

 

 

 禁用 USB 重定向下的摄像头 

 

 

查看摄像头状态 

当摄像头采用本地资源映射的方式重定向到云桌面后，可在云桌面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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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摄像头状态 

 

 

摄像头调试 

(2)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管理平台 IP:8083/download/software/”，在页面中单击

“cameratools.zip”下载后，解压即可获取 GraphEdit 工具（graphedt_x86.exe 或

graphedt_xp.exe）。 

 获取调试工具 

 

 

http://管理平台ip:8083/download/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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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 GraphEdit 工具，并单击[Graph/Insert Filters]菜单项。 

 GraphEdit 工具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重定向到云桌面的摄像头，单击<Insert Filter>按钮后，再单击<Close>

按钮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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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摄像头 

 

 

(5) 右键单击摄像头右侧边框方形按钮，选择[Pin Properties]菜单项。 

 Pin Properties 

 

 

(6) 设置摄像头参数，单击<OK>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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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摄像头参数 

 

 

(7) 再次右键单击摄像头右侧边框方形按钮，选择[Render Pin]菜单项，生成 Video Render。 

 选择[Render Pin]菜单项 

 

 

(8) 单击上方运行按钮，即可看到摄像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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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摄像头 

 

 

 摄像头调试成功 

 

 

3. U 盘等存储设备磁盘映射 

通常存储类 USB 设备，如 U 盘，硬盘，推荐使用磁盘映射方式进行重定向到云桌面。 

• 当禁用 USB 重定向时，只需启用本地资源映射下的磁盘即可，如图 5-42 所示； 

• 当启用 USB 重定向时，除了启用本地资源映射下的磁盘外，还需将 USB 重定向下的存储设

备设置为禁用状态，如图 5-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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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本地资源映射的磁盘 

 

 

 禁用 USB 重定向下的存储设备 

 

 

4. COM 串口重定向 

对于 POS 机、串口扫码枪等串口设备，建议使用本地资源映射中的串口重定向。 

配置方法 

(1) 使用串口设备通常有两种情况： 

• 若终端有 COM 接口，需将终端 COM1 口修改为其它端口号，如 COM3，设置方式如图 5-44

所示。 

 修改终端 COM1 口 

 

 



61 

• 若终端无 COM 接口，需要使用 USB 转串口线接入串口设备，启用本地资源映射下的串口,

同时在 USB 重定向中禁用 USB 串口线，如图 5-45 所示。 

 禁用 USB 串口线 

 

 

(2) 串口重定向映射成功后，可以在云桌面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其状态。 

 查看串口重定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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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调试 

(3) 运行 MobaXterm 工具，单击左上方<Session>按钮，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erial”。 

 运行 MobaXterm 工具 

 

 

(4) 选择待调试的串口，并设置其波特率后，单击<OK>按钮，连接对应串口。串口波特率请以设

备的实际参数为准。 



63 

 设置串口参数 

 

 

(5) 串口连接成功后，串口上的数据将展示界面中。例如，扫码枪进行扫码时，获取到的数据将

展示在下图黑色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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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展示窗口 

 

 

并口设备重定向 

对于直接接入终端的并口设备（未经过 USB 转并口线接入）重定向，只需启用本地资源映射下的

并口。 

 启用并口设备重定向 

 

 

5. 转接线类 

外设通过转接线连接到终端时，通常需要将转接线禁止重定向。例如，如图 5-51 所示两种串口线，

需要单独配置为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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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接线状态 

 

 

 

连接终端的 USB 转串口线的 USB 端不支持热插拔。若在已连接云桌面的情况下，插拔转接线 USB

端，需断开云桌面重连后才能正常进行重定向。 

 

USB 转串口线在 Windows 系统终端上使用时通常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否则将无法正常加载对应串

口设备。购买转接线时会附带驱动程序，请在终端上手动安装对应驱动程序。 

 安装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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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驱动程序后 

 

 

6. USBkey U 盾类 

Class 00 类型设备 

此类设备如果在 Windows 终端上无法重定向，需要在终端配置文件中以 VID:PID 形式分行添加。

配置文件路径为：C:\Program Files (x86)\H3C\Workspace\Device Redirect，配置方法如图 5-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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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Class 00 类型设备 VDI 和 PID 

 

 

复合设备类型 

复合设备可能包含两种以上 Class 类型，默认可以不配置策略即可重定向。若已配置了其中一个

Class 类型，则需要将其余 Class 类型都配置，如图 5-55 所示中的兴业银行 U 盾设备包含（03、

08）两类 Class，需要同时添加。 

 复合设备类型 

 

 

7. 高拍仪类 

高拍仪推荐使用本地资源映射中的摄像头重定向。 

(1) 开启管理平台本地资源映射中的摄像头重定向。 

(2) 在云桌面里修改摄像头重定向 config参数，修改完成后重启服务。其中，图像编解码格式MJPG、

YUY2、RGB23 的设置值中，1 表示支持，0 表示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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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摄像头重定向配置参数 

 

 

 修改完成后重启服务 

 

 

(3) 在终端修改摄像头重定向 config 参数。当网络带宽不足时，需在终端修改摄像头重定向配置

参数。以E1009版本为例，配置文件路径为/userdata/H3C/Workspace/E1010/Device 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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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rame_interval 表示帧率：100 表示 10 帧，200 表示 5 帧，0 表示无限制；max_width

表示分辨率最大带宽。 

 修改终端摄像头重定向配置参数 

 

 

5.5  虚拟机代理程序Agent 

5.5.1  概述 

Agent 主要用于处理虚拟机分辨率适应、授权用户添加、单点登录、外设策略、个人磁盘、文件分

发、黑白名单、WEM 策略、日志一键收集、命令下发、消息通知、水印功能、剪贴板、防卸载等

功能。此外 Agent 还接收并处理 Workspace 客户端和管理平台发送的消息，支撑虚拟机功能组件、

外设组件、castools 组件的安装、升级和卸载等功能。 

5.5.2  Agent 状态信息查看 

1. 通过管理平台查看 Agent 状态 

用户可在 Workspace 管理平台的桌面池页面查看虚拟机状态，虚拟机状态包括运行、异常、关闭

三类。其中运行状态为正常状态，关闭状态表明虚拟机已关闭，异常状态表明虚拟机 castools 状态

异常。Agent 状态异常时，运行状态后会有“！”显示，如下图图 5-59 所示。 

 Agent 状态 

 

 

2. 通过管理平台查看虚拟机代理程序版本号 

在 Agent 运行正常的条件下，管理平台可以查看当前虚拟机代理程 Agent 版本号，如图 5-60 所示，

其中 vdiwin10-002 虚拟机状态异常，因此无法显示 Agent 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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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Agent 版本 

 

 

3. 通过虚拟机查看 Agent 状态 

用户也可通过虚拟机查看 Agent 状态，Agent 默认安装在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 如

图 5-61 所示。不同操作系统的虚拟机查看 Agent 状态的方式不同。 

 Agent 默认安装目录 

 

 

Windows 操作系统虚拟机 

登录虚拟机，启动任务管理器，在详细信息页签下查看 Agent 相关服务和应用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如图 5-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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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操作系统虚拟机查看 Agent 状态 

 

 

 

也可以通过 cmd 命令行方式查看 Agent 状态。 

 

 通过 cmd 命令查看 Agent 状态 

 

 

Linux 操作系统虚拟机 

登录 Linux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后台，执行 service spice-vdagentd status 命令查看 Agent

状态。Agent 服务名为 spice-vdagentd。 

root@cvknode-l17484:~# service spice-vdagentd status 

 Linux 操作系统虚拟机查看 Agent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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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gent 日志收集 

可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收集 Agent 日志：通过管理平台一键收集和通过浏览器收集。 

 

 

收集 Agent 日志前请确保虚拟机中的 9003 端口处于开放状态。 

 

 管理平台一键收集 Agent 日志 

 

 

 浏览器收集 Agent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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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常见问题和处理方法 

1. Agent 状态异常 

Windows 系统 

(1) 查看服务器地址是否配置正常，配置文件路径：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conf\grpc_config.cfg，使用记事本打开，如图 5-67 所示。 

 查看服务器地址是否配置正常 

 

 

(2) 查看虚拟机是否设置代理，数据包被代理转发，如图 5-68 所示。 

 查看虚拟机是否设置代理 

 

 

(3) 查看通信日志是否正常，如图 5-69、图 5-7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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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通信日志是否正常-1 

 

 

 查看通信日志是否正常-2 

 

 

Linux 系统 

(1) 查看服务器地址是否配置正常，配置文件路径：/userdata/h3c/cfg/ip.cfg，使用 vi 打开，如图

5-71 所示。 

 查看服务器地址是否配置正常 

 

 

(2) 检测是否配置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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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sudo journalctl –b | grep vdagentd 命令，查看 GRPC 相关日志，GRPC 日志在 syslog

中打印，如图 5-72 所示。 

 查看 GRPC 相关日志 

 

 

2. 加域分析 

Windows 系统 

(1) 一键收集 Agent 日志后，解压日志文件，如下图所示 

 解压 Agent 日志 

 

 

(2) 查看 NetSetup.LOG 日志是否有异常，如图 5-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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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NetSetup.LOG 日志 

 

 

(3) 查看系统日志，对比计算机改名和加域的时间点，双击打开 System.evtx 查看。 

 查看系统日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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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系统日志-2 

 

 

(4) 查看是否是 Agent 加域：打开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VDIService_时间.log 文件，查

找 joinDomain 关键字，如图 5-77 所示显示计算机已经在域中，不需要加域，如果提示

“NetJoinDomain Success”表明是 agent 加域。 

 查看是否是 Agent 加域 

 

 

Linux 系统 

Linux 一键收集日志之后，日志文件结构如所图 5-78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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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志文件结构 

 

 

3. 单点登录失败分析 

Windows 系统 

(1) 一键收集 Agent 日志，查看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VDISSO_CP__时间.log 单点登录

日志，查看用户名是否正确，如下图所示： 

 查看单点登录日志-1 

 

 

(2) 若单点登录失败，查看从客户端获取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为空，下图日志显示获取的密码是

空。 

 查看单点登录日志-2 

 

 

Linux 系统 

一键收集 Agent 日志，通过查看 syslog 中 sso_agent 日志，使用 sudo journalctl –b | grep sso_agent

即可查看单点登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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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系统查看单点登录日志 

 

 

5.6  vGPU 

5.6.1  概述 

1. vGPU 介绍 

每个物理GPU都可以支持几种不同类型的虚拟GPU（vGPU）。显卡和vGPU类型决定了显存大小、

支持的显示器数量和最大分辨率。根据优化工作负载的不同类别，它们被分为不同的系列，每个系

列由 vGPU 类型名称的最后一个字母标识： 

• Q 系列：该类型的 vGPU 针对设计师和高级用户。 

• B 系列：该类型的 vGPU 针对高级用户。 

• A 系列：该类型的 vGPU 针对虚拟应用程序用户。 

• C 系列：该类型的 vGPU 针对计算密集型服务器工作负载场景，如人工智能（AI）、深度学习

或高性能计算（HPC）。 

以 Tesla M60 显卡为例，支持的 vGPU 类型及具体规格如表 5-2 所示。 

表5-2 Tesla M60 支持的 vGPU 类型-Q 系列 

vGPU 类型 场景 
显存

(MB) 

每个物理 GPU

支持 vGPU 数 

每个显卡支

持 vGPUs 数 
分辨率 

显示器

接口数 

License

类型 

M60-8Q 
虚拟工

作站 
8192 1 2 

5120×2880 2 
Quadro 

vDWS 
4096×2160或更低 4 

M60-4Q 
虚拟工

作站 
4096 2 4 

5120×2880 2 Quadro 

vDWS 
4096×2160或更低 4 

M60-2Q 
虚拟工

作站 
2048 4 8 

5120×2880 2 Quadro 

vDWS 
4096×2160或更低 4 

M60-1Q 
虚拟桌

面 
1024 8 16 

5120×2880 1 Quadro 

vDWS 
4096×21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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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工

作站 

3840×2160 2 

2560×1600或更低 4 

M60-0Q 

虚拟桌

面 

虚拟工

作站 

512 16 32 2560×1600 2 

Quadro 

vDWS 

 

 

 

 

物理 GPU 可以切分的 vGPU 是有数量限制的，切分原则是： 

• 按照显存进行切分，切分后每个 vGPU 的显存大小是固定的。 

• 每一个物理 GPU 同时仅能按照一种显存大小的规格进行切分。 

• 同一显卡上的不同物理 GPU 可以同时切分为不同类型的 vGPU。 

本文以 Teska M60 显卡为例，说明切分原则，如图 5-82 所示。 

• GPU0 以 M60-2Q 进行切分，同时 GPU1 以 M60-4Q 进行切分，切分有效。 

• GPU0 以 M60-1B 进行切分，同时 GPU1 以 M60-2Q 进行切分，切分有效。 

• GPU0 以 M60-2Q 和 M60-4Q 进行混合切分，切分无效，无法切分。 

• GPU1 以 M60-1B 进行切分，切分有效。 

 Tesla M60 切分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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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各种切分，Nvidia 对 vGPU 帧率做了限制，具体限制为：B 型切分帧率最高为 45fps，Q、C 和 A 型切分

帧率最高为 60fps。 

• vGPU 帧率限制的解除方法，请见

https://docs.nvidia.com/grid/10.0/grid-vgpu-release-notes-generic-linux-kvm/index.html#lower-vgpu-

benchmarks。 

• 更多关于适用于虚拟化的 NVIDIA GPU 以及其支持的 vGPU 的介绍，请参考 NVIDIA 的《Virtual GPU Software 

User Guide》手册。 

 

2. vGPU License 概述 

NVIDIA vGPU 是一种许可产品。在受支持的 GPU 上启动时，vGPU 的性能将会受到限制，获得许

可证后，这些限制将被删除。未经许可的 vGPU 的性能将受到以下限制： 

• 帧速率上限为每秒 3 帧。 

• GPU 资源分配有限，这将阻止某些应用程序正常运行。 

• 在支持 CUDA 的 VGPU 上，CUDA 被禁用。 

 

 

• Q 系列 vGPU 类型需要 Quadro vDWS 许可证。 

• C 系列 vGPU 类型需要 NVIDIA 虚拟计算服务器（vCS）许可证，但也可以与 Quadro vDWS 许可证一起使用。 

• B 系列 vGPU 类型需要 GRID Virtual PC 许可证，但也可以与 Quadro vDWS 许可证一起使用。 

• A 系列 vGPU 类型需要 GRID Virtual Applications 许可证。 

• vGPU License 的获取与激活方法，请参考《H3C Workspace 云桌面 vGPU 配置指导(办公场景)》 

 

3. CUDA 支持情况 

CUDA 支持和 vGPU 版本有关，支持情况如下： 

表5-3 CUDA 支持与 vGPU 版本配套表 

CUDA Toolkit Version vGPU Software Releases 

CUDA 11.4 Update 2 (11.4.2) 13.x releases 

CUDA 11.4 Update 1 (11.4.1) 13.x releases 

CUDA 11.4 13.x releases 

CUDA 11.3 Update 1 (11.3.1) Not supported 

CUDA 11.3 Not supported 

CUDA 11.2 Update 1 (11.2.1) Not supported 

CUDA 11.2 12.x releases 

https://docs.nvidia.com/grid/10.0/grid-vgpu-release-notes-generic-linux-kvm/index.html#lower-vgpu-benchmarks
https://docs.nvidia.com/grid/10.0/grid-vgpu-release-notes-generic-linux-kvm/index.html#lower-vgpu-benchmarks
https://docs.nvidia.com/grid/13.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13.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13.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12.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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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 Toolkit Version vGPU Software Releases 

CUDA 11.1 Update 1 (11.1.1) Not supported 

CUDA 11.1 Not supported 

CUDA 11.0 11.x releases 

CUDA 10.2 10.x releases 

CUDA 10.1 Update 2 (10.1.243) Not supported 

CUDA 10.1 Update 1 9.x releases 

CUDA 10.1 general release (10.1.105) 8.x releases 

CUDA 10.0.130 7.x releases 

CUDA 9.2 (9.2.148 Update 1) Not supported 

CUDA 9.2 (9.2.88) Not supported 

CUDA 9.1 (9.1.85) 6.x releases 

CUDA 9.0 (9.0.176) 5.x releases 

 

5.6.2  授权策略中的 vGPU 配置建议 

1. vGPU 配置参数说明 

在管理平台中的[数据中心/策略/授权策略]页面，新建或编辑授权策略时，可编辑 vGPU 配置，如图

5-83 所示。相关参数可根据表 5-4 进行配置。 

 编辑 vGPU 配置 

 

 

https://docs.nvidia.com/grid/11.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10.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9.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8.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7.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6.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https://docs.nvidia.com/grid/5.0/grid-vgpu-user-guide/index.html#cuda-open-cl-support-v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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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vGPU 配置参数建议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显示场景 

支持超轻载办公场景、轻载办公场景、中载办公场景、标准办公场景和重载办公场

景，默认为标准办公场景。不同场景下抓图参数和编码参数的默认值略有不同。 

• 超轻载办公场景：适用于 512kbps 以下的网络带宽，仅用于浏览文本文档等

超轻载办公场景，显示质量较低。 

• 轻载办公场景：适用于 1Mbps 以下的网络带宽，仅用于浏览文本文档及静态

图片等轻载办公场景，显示质量略优于超轻载办公场景。 

• 中载办公场景：适用于 4Mbps 以下的网络带宽，可用于浏览文档、图片、动

态网页等中载办公场景。 

• 标准办公场景：适用于 20Mbps 以下的网络带宽，可用于流畅播放标清/高清

视频，显示质量与占用带宽达到最佳平衡。 

• 重载办公场景：适用 20Mbps 以上的网络带宽，视频播放效果最优。 

抓图帧率 
每秒抓取的帧数。该值越大，则视频播放越流畅，但所需的网络带宽以及云桌面的

GPU使用率也会随之升高。如果客户端使用软解，则CPU利用率也会随之升高。 

抓图方式 

支持超时抓图、固定帧率抓图和动态帧率抓图，默认为超时抓图。 

• 超时抓图：需配置超时间隔时间（默认为 150ms），即画面没有刷新或鼠标

没有移动的情况下，每隔一个超时间隔时间抓一次图。 

• 固定帧率抓图：不管画面是否有刷新或者鼠标是否有移动，等待(1000/抓图帧

率)ms 时间后开始抓图。 

• 动态帧率抓图：画面有刷新或者鼠标有移动才抓图。 

优先模式 

支持质量优先和带宽优先，默认为质量优先。 

• 质量优先：该模式优先以固定质量压缩视频画面，生效参数为“平均质量”、

“最低质量”、“最高质量”以及“峰值码率”。桌面画面质量稳定，显示效

果优，但可能造成带宽占用高，对终端硬件性能要求高。 

• 带宽优先：该模式优先以固定码率压缩视频画面，生效参数为“平均码率”、

“峰值码率”。带宽占用稳定，但画面质量可能产生波动，适用于终端性能要

求不高，且桌面显示质量要求不高的场景。 

平均质量 视频画面的平均质量系数。在质量优先模式下，该值越大，视频质量越差。 

平均码率 
视频画面的平均码率系数，单位为kbps。在带宽优先模式下，该值越大，视频质量

越好。 

最低质量 视频画面的质量下限。在质量优先模式下，该值越大，视频质量越差。 

峰值码率 视频画面的峰值码率，单位kbps。该值越大，视频质量越好。 

最高质量 视频画面的质量上限。在质量优先模式下，该值越大，视频质量越差。 

编码预置 
视频压缩算法参数。该值越小，编码速度越快，流畅度越好，但图像质量越差，带

宽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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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GOP 
Group of Pictures，即画面组，是一个视频压缩算法参数。一个 GOP 即一组连续

的画面。该值越小，视频质量越好，但带宽占用越大，推荐设为视频帧率的 1~2 倍。 

编码方式 

视频编码方式，支持 H.264 和 H.265 两种编码方式。H.265 即 H.264 的升级版，

压缩率、传输码率都高于 H.264，即同样视频画质和码率情况下，H.265 比 H.264

占用的存储空间少、所需带宽较低，但服务器 CPU 占用较高，因此并发数会受一

定影响。同时，该方式下终端配置要求也高于使用 H.264 编码方式。配置为 H.265

时，客户端将自动判断终端配置是否达到要求，若达不到，将使用 H.264 编码方式。 

 

2. 典型场景配置建议 

性能 PK 场景 

该场景下终端性能充足，带宽充足，需要提高帧率以提升用户体验，推荐使用如图 5-84 所示配置。 

 vGPU 配置推荐-性能 PK 场景 

 

 

终端性能不足场景 

当终端性能不足，如使用 C113 终端进行 4K 测试时（不推荐），可适当降低帧率和码率，推荐使用

如图 5-85 所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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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PU 配置推荐-终端性能不足场景 

 

 

广域网、专网场景 

当现场网络受限时，如网络带宽大小只有 10Mbps 时，可以使用带宽优先模式，并调整码率，推荐

使用如图 5-86 所示配置 

 vGPU 配置推荐-广域网、专网场景 

 

 

高画面质量场景 

当客户对画面质量要求特别高时，可使用 H.265 并适当调整 qp 值，推荐使用如图 5-87 所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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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PU 配置推荐-高画面质量场景 

 

 

5.6.3  常见问题处理 

1. 黑屏问题初步排查 

(1) 在管理平台的虚拟机控制台查看是否有画面。 

(2) 如果控制台也是黑屏，则收集虚拟机一键收集日志发给研发。 

(3) 如果控制台有画面则先一键收集虚拟机日志和终端日志，然后进行以下尝试。 

(4) 尝试在 Toolbar 的[高级设置/体验/解码模式]中切换软硬解看是否能否恢复，如果恢复，则再

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并将出问题前的日志和恢复后的日志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

点。 

(5) 尝试重连看是否能恢复，则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并将出问题前的日志和恢复后

的日志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点。 

(6) 尝试使用不同的终端登录云桌面, 则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并将出问题前的日志和

恢复后的日志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点。 

(7) 如以上尝试均不能恢复，则修改虚拟机内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Vgpu\config\VGPUCapture 文件，将 SaveStream 字段置为 1，如图

5-8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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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SaveStream 字段置为 1 

 

 

 任务管理器杀死 VGPUCapture 进程 

 

 

运行 10 秒-1 分钟之后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发给研发。由于将 SaveStream 字段改为 1

之后 VGPUCapture 会一直保存图像流到本地文件，所以收集完日志后应立即将 SaveStream 字段

改为 0，并重启 VGPUCaptre 进程避免虚拟机内磁盘被写满。 

 

2. 卡顿问题初步排查 

(1) 查看 license 是否有和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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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虚拟机中里查看 CPU 使用率，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 CPU 是否满载,对于 Windows10 操

作系统请选择逻辑处理器视图，如图 5-90 所示。CPU 状态请关注整体和单核负载。 

 逻辑处理器视图 

 

 

(3) 在 Windows10 操作系统中，打开任务管理器，选“性能”页签，单击 GPU 查看负载情况，

如图 5-91 所示。在 Window 7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 nvidia-smi 命令查看 GPU 负载情况。 

 Windows 10 查看 GPU 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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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rdp 连接云桌面进行对比。 

(5) 确认盒子的编码能力和使用场景。 

• 盒子解码能力是否可以支持多屏。 

• 盒子解码能力是否满足当前屏幕分辨率。 

• 盒子解码能力是否能够满足当前帧率。 

• 可以登录盒子查看盒子的 CPU 和 GPU 状态。 

3. vGPU 测试分数低于直通 GPU 

与在直通模式下运行的物理 GPU 相比，在物理 GPU 上配置的单个 vGPU 使用 3dmark 等软件跑分

时产生的基准得分更低。 

除了可能归因于 vGPU 较小的帧缓冲区大小的性能差异之外，vGPU 还集成了称为帧速率限制器

（Frame Rate Limiter，FRL）的性能平衡功能。在使用尽力调度程序的 vGPU 上，启用了 FRL。

在使用固定份额或相等份额调度程序的 vGPU 上，FRL 被禁用。 

FRL 用于确保驻留在同一物理 GPU 上的多个 vGPU 的平衡性能。FRL 设置旨在提供良好的交互式

远程图形体验，但是与通过 GPU 上运行的相同基准相比，基准可能会降低取决于测量帧渲染速率

的基准的分数。 

解决方法： 

(1) 在智能资源调度的“资源明细”页签中查询虚拟机和对应正在使用的 vGPU 及其 UUID。 

 智能资源调度页签 

 

 

 查看虚拟机使用 vGPU 的 UUID 

 

 

(2) 在 CVK 上执行 cd /sys/bus/mdev/devices，进入 vGPU设备配置文件路径，找到(1)中的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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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对应 UUID 

 

 

(3) 先将虚拟机关机，然后执行如下命令修改配置文件，将 frame_rate_limiter 值设为 0，关闭 FRL

策略。其中 vGPU-UUID 为查询到的 UUID。 

echo "frame_rate_limiter=0" > 「vGPU-UUID」/nvidia/vgpu_params 

 

 

若需要开启 FRL 策略，执行如下命令将 frame_rate_limiter 值设为 1： 

echo "frame_rate_limiter=1" > 「vGPU-UUID」/nvidia/vgpu_params 

FRL 影响 vGPU 底层调度，仅推荐在性能跑分测试时禁用，实际生产场景建议开启。 

 

4. License 获取不到 

(1) 虚拟机上是否安装 grid 驱动 是否配置了 License server 地址。 

(1) 是否和 License server IP 能 ping 通 端口是否能通。 

(2) License server 上是否还有剩余可分配的授权点数授权时间是否过期。 

(3) License sever 是否与 vm 的时间同步。 

(4) License 类型是否和 VM 上显卡切分的类型对应。 

(5) License 服务的虚拟机：FlexNet License Server - nvidia 服务允许是否正常。License 客户端

虚拟机：NVIDIA Display Container LS 服务允许是否正常。可尝试重启服务。 

5. License 回收速度慢 

(1) 找到指定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NVIDIA 

Corporation\Global\GridLicensing"。 

(2) 添加 key "LicenseInterval" 类型为 DWord (REG_DWORD)。 



91 

 编辑注册表项 

 

 

 

License 的租约期限 10-10080 的取值范围 单位为分钟(minutes) 默认 1440 分钟 也就是 1

天。 

 

6. nvidia-smi 工具使用说明 

nvidia-smi 是 nvidia 的系统管理界面，其中 smi 是 System management interface 的缩写，它可以

收集各种级别的信息，查看显存使用情况。可以使用该工具进行简单的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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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vidia-smi 系统管理界面 

 

 

常用命令如下： 

nvidia-smi vgpu 

 查看当前 vGPU 的状态信息 

 

 

nvidia-smi vgp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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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显示虚拟桌面中应用程序对 GPU 资源的占用情况 

 

 

nvidia-smi dmon 

 设备监控命令，以滚动条形式显示 GPU 设备统计信息 

 

 

5.7  CAStools 

5.7.1  qemu-ga 模块 

1. qemu-ga 模块原理和实现 

qemu-ga（全名 qemu-guest-agent）是一个运行在虚拟机内部的普通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名称默

认为 qemu-ga，其目的是实现一种宿主机和虚拟机进行交互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依赖于网络，而是

依赖于 virtio-serial（默认首选方式）或者 isa-serial，而 QEMU 则提供了串口设备的模拟及数据交

换的通道，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串口设备（虚拟机内部）和一个 unix socket 文件（宿主机上）。 

Qemu-ga 在虚拟机系统内表现为 qemu-ga 服务。 

2. 问题排查 

排查问题前请先确认如下问题： 

• 虚拟机系统已经成功安装了 CAStools 程序。 

• CAS 界面检查 CAStools 是否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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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VK 后台运行 virsh qemu-agent-command vm-name ‘{“execute”:”guest-info”}’

命令查看是否有正常的返回，有正常返回无报错说明程序工作正常，其中vm-name需要替换

成当前环境上面虚拟机的名字。 

(2) 虚拟机内，Windows 可以在服务对话框查看 qemu-ga 服务是否正常运行，Linux 可以在命令

行通过 service qemu-ga status 查看程序状态。 

3. 日志分析，常见问题的分析和定位 

Windows 系统虚拟机 qemu-ga 的日志在 C:\\Program Files\\CAS tools\\qemu-ga.log；Linux 系统

虚拟机日志在/var/log/qemu-ga.log。 

通过查看问题日志，可以大致了解问题的原因，大致是什么功能引起的异常，比如“open channel 

error”相关日志，一般来说是打开虚拟机上面的串口设备异常。 

• Windows 系统虚拟机可以在的设备管理器检查串口设备，排查串口设备 virtio 驱动是否安装

正常，CAStools 集成了 Windows 系统的 virtio 驱动在 C:\\Program Files\\CAS tools\\driver

路径下，如果驱动异常，可以手动设备管理器更新驱动，手动选择到这个路径进行修复。 

• Linux 系统虚拟机 virtio 驱动系统默认已集成，只要系统内核不是特别老，一般少有异常。 

4. 注意事项 

仅虚拟机运行且 CAS 界面 CAStools 运行的情况下，才能发送 qemu-ga 相关指令。 

5.7.2  libguestfs 模块 

1. libguestfs 模块的原理和实现 

libguestfs 模块主要原理是将虚拟机的磁盘挂载到一个最小系统上面，在不需要开启虚拟机的情况

下，读写虚拟机磁盘。Castools 调用该模块实现离线修改虚拟机信息，比如离线修改虚拟机网络地

址，部署虚拟机的初始化信息写入等。 

2. 问题排查 

该部分排查可以手动在测试虚拟机上，关机修改其网络相关信息，查看日志来排查问题。 

单独对 libguestfs 模块的功能进行检查，可以后台执行命令 libguestfs-test-tool。 

3. 日志分析，常见问题的分析和定位 

该模块 CAStools 日志绝大多数记录在 CVK 上面/var/log/castools.log，对于 Windows 系统虚拟机

如果使用完全部署方式部署日志在/var/log/sysprep.log。 

通过对该日志的查看，基本可以定位出原因，常见的几个问题：虚拟机内需要安装 CAStools 才能

使用 libguestfs 相关功能，也就是说该虚拟机首先是已经有安装了操作系统，且该虚拟机上完整安

装了 CAStools。如果条件未满足，日志上面可以看出来。同时，如果操作系统异常或者损坏，也会

导致该功能报错。 

4. 注意事项 

libguestfs 模块只能在虚拟机关机时调用。 

5.8  客户端 

5.8.1  Workspace 客户端 

1. 客户端组件介绍 

Workspace 客户端包含以下组件：Workspace、VdSession 和 Spac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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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pace 

Workspace是整个云桌面客户端的入口，用户可以通过Workspace管理工作中用到的应用和工具，

包括虚拟桌面、虚拟应用等。 

• VdSession 

VdSession 是云桌面连接程序，在 Workspace 中登录用户后，连接云桌面的过程实际是由

VdSession 来完成的。 

• SpaceConfig 

SpaceConfig 即配置程序，用于自动获取或配置管理平台地址，配置网络、显示等信息，以及对终

端和客户端的信息展示。 

2. 运行原理及功能介绍 

(1) 客户端各组件关系如图 5-100 所示。 

 客户端各组件关系 

 

 

(2) 运行原理 

a. Workspace 启动后会首先向管理平台发送报文获取服务器类型（网关还是非网关）、登录

认证类型（用户登录还是终端认证登录）以及终端类型（是否是瘦终端，如果是瘦终端，

客户端将以霸屏模式运行）。如果客户端和管理平台通信不畅，会在这里进入重试界面。 

b. 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登录并连接 

c. 客户端的登录以及申请虚拟机等报文需要客户端和云桌面管理平台进行通信，获得虚拟机

连接授权后，Workspace 会拉起 VdSesion 进程，由 VdSession 来与 SpiceServer 服务器

建立连接，来传输虚拟机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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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客户端连接虚拟机后会有 toolbar(圆形或条形工具栏)，用户对虚拟机的常见操作，如关机、

重启、断电、修改设置等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修改。 

3. 日志收集方式 

(1) 对应日志位置，日志文件名称 

Windows 终端日志位置：我的文档/Workspace/log；我的文档/VdSession/log； 

SpaceOS 系统瘦终端或其他国产信创终端：~/Documents/Workspace/log; 

~/Documents/VdSession/log 

日志文件格式为 Workspace.20220430.log 或者

VdSession-10.125.10.170-ac66a1da-cfc2-4f4e-be55-52c16b68231b-2.20220426.log，后缀

根据日期和不同的桌面区分。 

(2) 一键收集日志方式 

在本地终端浏览器输入：127.0.0.1:9001 即可一键收集日志。 

(3) 修改日志级别 

客户端日志级别默认为 4。但对于定位问题来说，这个日志是不够的，需要修改日志级别后重

新复现问题。修改客户端日志级别步骤如下： 

a. 关闭 Workspace 和 VdSession 进程（重要，否则修改无法生效）。 

b. 打开我的文档/Workspace/settings.ini 文件，搜索 LOGLEVEL 字段，将对应的值改成 5 后

保存。 

c. 删除我的文档/Workspace/vdps/文件夹下的所有问题。 

d. 复现问题，一键收集日志。 

4. 常见问题处理和定位流程 

(1) 客户端打开后显示当前服务器获取类型和授权失败，如图 5-101 所示。 

 服务器获取类型和授权失败 

 

 

处理流程： 

a. 检查终端网络是否通畅； 

b. 检查服务器地址和端口是否填写正确； 

c. 使用 ping 或者 telnet 来检查终端与当前所填服务器之间网络是否通畅； 

d. 检查终端与服务器之间是否有防火墙开启某些策略导致网络访问不可达； 

e. 检查终端是否开启代理导致网络不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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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ndows 终端 Workspace 突然无法启动，双击无反应（先前可以启动）。 

处理流程： 

a. 在 Windows 任务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有 Workspace 进程残留，如果有，杀掉进程后重启启

动 workspace。 

b. 重启终端后再次尝试打开 workspace（有时进程不会显示在任务管理器中，所以需要重启）。 

c. 如果重启终端后仍然无法启动 workspace，删除掉我的文档/Workspace 文件夹下面的所有

文件，再次重启终端。（有时强杀 Workspace 进程会导致配置文件异常，需要做此操作）。 

(3) 客户端登录时提示错误。 

这里的错误包括但不限于：当前用户未分配桌面；当前用户桌面无使用授权等。这里的错误

信息是管理平台返回的，需要联系管理员进行处理。 

(4) 客户端登录后无法连接桌面提示启动超时。 

 连接桌面超时 

 

 

处理流程： 

a. 任务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有 VdSession 进程残留，如果有，杀掉进程后再次尝试连接。 

b. 如果杀进程或者重启后仍然提示连接超时，查看 VdSession 日志在本次连接的时间点上是

否有更新。如果有更新，查看日志中是否有报错，如果日志无更新，操作步骤 3。 

c. 如果是 windows 终端，进入 workspace 安装目录后双击 VdSession 能否有报错；如果是

linux 终端，打开命令行 cd /userdata/H3C/Workspace/E1010 目录（版本号根据实际情况

填写），执行 ./start_vdsession.sh 脚本，查看是否有报错。 

(5) 客户端登录后连接桌面失败，报错“云桌面已断开”或者“终端与云桌面所在主机通信异常”。 

处理流程： 

a. 查看 VdSession 日志，搜索关键字 disconnect reason，结果如下： 

[2021-12-16 17:13:35:574] [Warning] [38703] #### channel event:  

0x7f4801c930 , event No:  24 , disconnect reason:  

SPICE_CHANNEL_ERROR_IO , channel info:  it's MAIN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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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6 17:13:35:574] [Verbose] [38703] spice channel error, will 

disconnect current VdSession, event =  24 

[2021-12-16 17:13:35:574] [Verbose] [38703] 

vmdisconnectionFromSpice notify vm disconnect to client "终端与云桌

面所在主机通信异常" 

b. 查看 disconnect reason 后面的描述： 

 常见情况为：SPICE_CHANNEL_CLOSED，SPICE_CHANNEL_ERROR_CONNECT，

SPICE_CHANNEL_ERROR_IO。这三种情况通常是网络出现问题，请先排查终端到

spiceip,spiceport 之间网络是否通畅。 

 SPICE_CHANNEL_ERROR_TLS。这种情况通常策略开启了 tls，出现 tls证书认证未通过的情

况。请联系研发进一步查看。 

(6) 虚拟机断开后无法再次连接。 

处理流程： 

a. 大概率进程残留，如果是 windows 系统，进入任务管理器将 VdSession 进程杀掉或者重启

终端即可恢复。 

b. 如果是 linux 系统，杀掉进程方法如下：“ps –fe |grep VdSession”可查看到是否有

VdSession 进程存在以及进程 id，kill -9 进程 id” 即可杀掉 VdSession 进程。 

(7) 每次连接云桌面固定时间后自动断开。 

处理流程： 

a. 查看客户端个性设置中“云桌面超时断开”选项是否打开。 

b. 查看管理平台->系统->高级设置->系统参数->桌面参数，云桌面超时下线功能是否打开。 

上面 2 条所示功能互不关联，打开一项即会有本条问题所示现象。 

(8) 连接上桌面后屏幕卡死，画面不更新。 

处理流程： 

a. 这里我们需要首先确认是不是整个终端死机，按下键盘上“CapsLock”大小写切换按键，

看指示灯是否变化，如果不变化。终端卡死，收集终端日志。 

b. 如果终端未卡死，那么鼠标肯定可以动，使用鼠标点击 toolbar（圆形工具栏），如果 toolbar

可以正常响应，则说明客户端响应正常，客户端未崩溃。如果 toolbar 无法正常响应，说明

客户端崩溃，需要收集客户端日志。 

 Tool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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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客户端未崩溃，按照如下操作：管理平台->桌面池->控制台。此时可打开虚拟机的 vnc

远程窗口，查看鼠标是否能正常操作，画面是否正常更新。如果画面不能正常更新，那么

是虚拟机死机，此时需要收集虚拟机日志，一般重启虚拟机可恢复。如果画面可以正常更

新，那么是客户端虚拟机画面的更新机制有问题，可联系研发进一步查看。  

5.8.2  Learningspace 客户端 

1. 客户端组件介绍 

Learningspace 客户端软件主要包含教师端，学生端和学生端虚拟机 app 三个端。教师端支持

windows 系统，安装在 PC 机上；学生端支持 windows 和 spaceos 系统，安装在终端盒子上；虚

拟机支持 windows 系统，在虚拟机模板中安装。 

(1) 客户端组件 

Learningspace 客户端涉及交互的组件如所示。 

 Learingspace 组件及交互 

 

 

• 教师端涉及交互的组件：SpaceAgent，ScreenSender，ScreenReceiver，Murmur，

Mumble，tvnserver，vncviewer，VdSession。 

• 学生端涉及交互的组件：SpaceAgent，ScreenSender，ScreenReceiver，Mumble，

tvnserver，vncviewer，VdSession。 

• 学生端虚拟机 App 涉及交互组件：agent/voiagent, Mumble，tvnserver，vncviewer。 

(2) 组件介绍 

ScreenSender 和 ScreenReceiver 是屏幕广播，屏幕监控等使用组件，主要用于抓取系统桌

面的屏幕实时展示到局域网的另一电脑的桌面上。其中 ScreenSender 是负责抓取桌面系统

的屏幕，压缩成视频流，并发送到指定网络地址，ScreenReceiver 接受压缩的视频流，解压

并显示。 

Murmur 和 Mumble 是语音功能使用的第三方组件，主要用户语音的交互通话。其中 Murmur

作为语音服务器，主要控制语音转发，mumble 作为语音客户端负责语音采集播放等。 

Tvnserver和Vncviewer是远程协助使用的第三方组件，主要用于协助操作对方电脑使用。其

中 Tvnserver 作为服务器是受控端，Vncviewer 作为客户端控制服务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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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Agent 作为终端上的服务，接受平台上下课通知消息。 

Agent 作为虚拟机的服务，在 VDI 场景下提供转发消息的作用。 

VoiAgent 作为虚拟机的服务，在 VOI 场景下提供接受平台上下课通知消息，网络管理，USB

管控和系统重启等处理 

VdSession 作为虚拟机连接组件，提供虚拟机连接等相关功能。 

(3) 组件交互 

SpaceAgent 和教师端，学生端通过管道交互，教师端和学生端启动后会连接 SpaceAgent 的

管道服务，当重启终端时会通知 SpaceAgent 做相应的系统重启操作，当平台上下课成功后会

通过 SpaceAgent 转发消息到教师端学生端处理。 

教师端和学生端通过长连接的方式，用于教师端发送控制命令到学生端，学生端反馈处理结

果到教师端。 

学生端和学生端拟机 App 通过多个组件转发消息的方式通信，学生端通过 Vdsession，虚拟

机中的 Agent 转发到学生端虚拟机 App。 

教师端和学生端虚拟机 App 通过长连接的方式通信，只用于作业收发功能。 

2. 常用功能介绍 

常见功能及流程如下： 

(1) 上下课 

上下课可以通过教师端和管理平台操作。从平台和教师端上下课流程类似，以教师端上课为

例，流程如下： 

 上课流程 

 

 

教师端上课会触发平台创建虚拟机，平台创建好虚拟机后，通过 SpaceAgent 通知学生端连接

虚拟机。 

多班上课的场景下，学生端会建立和上课教师端的连接，以接收教师机的教学操作管控。比

如教师机 A 上课选择教室 A 和 B 教室上课，则教室 B 的学生端在收到上课通知后，会发起和

教师机 A 的连接，接收教师机 A 的教学操作。 

如果出现教师机上课后，学生端不会自动上课连接虚拟机，请检查终端是否安装 SpaceAgent

组件。 

(2) 作业收发 

• 作业分发：作业分发功能是通过教师端发送作业到学生端的虚拟机中。作业分发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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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分发 

 

 

 

发作业使用端口号 55661，同时需要保证教师端和学生端网络通（教师端发送黑屏之类命令

学生端能响应则通），保证学生端和平台的网络通（正常能连上虚拟机就通），保证教师机

和虚拟机网络通。 

 

• 作业收集：作业收集功能是学生手动将作业上传到教师端。作业收集流程如下： 

 作业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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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收集需要教师机和虚拟机的 55661 端口能通信，学生端和虚拟机 App 通信是通过桌面协

议通信。现场如果出现了发作业成功，收作业失败的情况，首先考虑教师端和虚拟机出现了

单通的情况，即虚拟机能和教师端连通，教师端不能和学生端连通，考虑防火墙是否有类似

屏蔽单通。 

 

(3) 屏幕广播 

屏幕广播是通过教师端共享屏幕到学生端展示，涉及教师端和学生端。其组件和流程如下： 

 屏幕广播 

 

 

屏幕广播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网络使用组播，需要组播能通信。屏幕广播通过教师端抓屏，编

码，发送到学生端，学生端接受到数据解码并显示。抓屏，编码和解码比较消耗 PC 或终端性

能。 

(4) 远程协助 

远程协助主要用于教师辅助学生操作，所以显示效果不会达到虚拟机连接这样的显示效果。

终端系统为 SpaceOS 时,VNC 组件在虚拟机中运行，教师端的命令会通过学生端转发到虚拟

机；终端系统为 Windows，VNC 组件在终端运行。其协助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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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协助 

 

 

(5) 学生转播 

转播为协助和广播的组合。先启动协助，再启动广播，其中任一组件启动，转播失败。其流

程如下： 

 学生转播 

 

 

(6) 学生演示 

学生演示和学生转播类似，都为协助和广播的组合，只是学生演示是教师端控制学生端，并

把学生端的画面广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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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演示 

 

 

3. 日志收集方式 

(1) 对应的日志位置，日志文件名称 

 C:\Users\登录用户\Documents\Learningspace\teacher.*.log：教师端运行日志; 

 C:\Users\登录用户\Documents\Learningspace\student.*.log：学生端windows系统下日志; 

 /userdata/H3C/Learningspace/版本号/log/student.*.log：学生端 spaceos 系统下日志; 

 C:\Users\登录用户\Documents\Learningspace\screensender.*.log：屏幕广播发送端

windwos 系统下日志 

 /userdata/H3C/Learningspace/版本号/log/ screensender.*.log：屏幕广播发送端 spaceos

系统下日志； 

 C:\Users\登录用户\Documents\Learningspace\screenreceiver.*.log：屏幕广播展示端

windows 系统下日志； 

 /userdata/H3C/Learningspace/版本号/log/ screenreceiver.*.log：屏幕广播展示端

spaceos 系统下日志； 

 C:\Users\登录用户\Documents\Learningspace\vm.*.log：学生端虚拟机程序 App 日志； 

(2) 一键搜集日志和对应日志名称 

通过在浏览器地址输入 http://ip:9001 和 http://ip:9003 分别搜集终端和虚拟机的日志。解压文

件后，其中的日志文件名称对应如下： 

 teacher.*.log：教师端日志; 

 student.*.log：学生端日志; 

 vm.*.log：学生端虚拟机 App 日志; 

 screensender.*.log：屏幕广播发送端日志; 

 screenreceiver.*.log：屏幕广播接收端日志; 

http://ip:9001/
http://ip: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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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问题的分析和定位流程 

(1) 教师端不能部署学生端。 

a. 确定学生端是否在等部署页面，并尝试使用学生端的重置功能完全清理部署信息。再次尝

试在教室端搜索部署是否能成功部署。 

b. 排查教师端和学生端组播是否通： 

通过教师端和学生端互相 ping 查看网络是否连通。如果都能互相 ping 同，则在教室端开

启搜索后，看学生端的日志，确认学生端是否开启组播接收并接收到组播，如果确认开启

组播但未收到组播消息，则检查交换机网络是否限制组播。学生端日志示例： 

[2022-04-24 16:43:13:116] [Verbose] [27861] joinMulticastGroup  

->>>>> "225.1.1.1" 12345 

… 

[2022-04-24 16:43:21:989] [Verbose] [27861] Network recved to send- 

"10.125.17.31:9111;2;18:65:71:EA:4C:28" 

[2022-04-24 16:43:21:989] [Verbose] [27861] 

DepolymentProcessorPrivate::receiveTeacherMulticastInfo > 

"10.125.17.31:9111;2;18:65:71:EA:4C:28" 

[2022-04-24 16:43:22:002] [Verbose] [27861] Settings::exists() > -1 

2 "" 

[2022-04-24 16:43:22:003] [Verbose] [27861] receive multicast info 

from teacher. ip: "10.125.17.31" ,port: "9111" ,classroom: 

"2" ,teacher mac: "18:65:71:EA:4C:28" 

 

 

示例中 joinMulticastGroup 为加入部署组播，receiveTeacherMulticastInfo 为接受到教室

端的部署信息，其中 10.125.17.31 为教室端 IP 地址，确认教室端 IP 地址是否正确。 

 

c. 确认收到的部署信息教师端的 IP 地址是否正确，确认学生端通过 IP 地址是否能连上教师

端，示例日志： 

[2022-04-24 16:43:22:067] [Verbose] [27861] setGrpcConnected 

[2022-04-24 16:43:22:124] [Verbose] [28084] Student receive switch 

config msg 

[2022-04-24 16:43:22:144] [Verbose] [27861] student first receive 

teacher HEARTBEAT_RECEIPT 

[2022-04-24 16:43:22:144] [Verbose] [27861] setGrpcConnected 

[2022-04-24 16:43:22:190] [Verbose] [27861] d->queryClient->signal 

flag--> false 

[2022-04-24 16:43:22:190] [Verbose] [27977] do stop query teacher. 

[2022-04-24 16:43:22:190] [Verbose] [27861] handleMonitor 

[2022-04-24 16:43:22:191] [Verbose] [27861] handleMonitor config set 

is off. 

[2022-04-24 16:43:22:191] [Verbose] [27861] stop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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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端一直未连上教师端，确认教师端使用的本地地址是否正确，主要排查教师端使用

双网卡，因软件检查到 2 张网卡和平台的网络都是可用的，所以不能确定使用的网卡是否正

确，可禁用一张网卡后，再重启教师端重试，然后再把禁用网卡解除禁用。 

 

(2) 教师端不能管控学生端。 

a. 确认不能管控现象，是教师端上的学生列表上看，学生离线还是学生是在线的某些功能不

能使用。 

b. 学生在教师端上看是离线，查看学生端的界面在终端上是否可见，VOI 场景下，需要打开

任务管理器查看 student 进程是否存在。如果学生端进程不在，重启终端恢复。如果终端

存在，从学生端的设置页面中，查看学生端的教室和教室端注册的教室是否一致，不一致

则需要重置终端重新部署。 

c. 如果是学生端在线，但是某些功能不能控制，比如学生转播，学生演示和发送作业不成功。

要排查教师端使用双网卡，因软件检查到 2 张网卡和平台的网络都是可用的，所以不能确

定使用的网卡是否正确，可禁用一张网卡后，再重启教师端重试，然后再把禁用网卡解除

禁用。 

(3) 收发作业失败。 

a. 收发作业失败首先排查学生端虚拟机 app 是否在虚拟机模板中安装，并在上课后正常启动。 

b. 然后排查教室端和虚拟机网络是否连通。可通过使用搜集日志方式确认网络连通性(在教室

端的浏览器中输入虚拟机日志搜集地址是否能打开：http://虚拟机 IP:9003，在虚拟机的浏

览器地址中输入教师端日志搜集地址是否能打开:http://教师端:9001)，如果能连通通，则

windows 的 telnet 命令检查 55661 端口是否可通。 

c. 如果以上都正常，再排查教师端使用双网卡，因软件检查到 2 张网卡和平台的网络都是可

用的，所以不能确定使用的网卡是否正确，可禁用一张网卡后，再重启教师端重试，然后

再把禁用网卡解除禁用。 

(4) 屏幕广播黑屏和卡顿。 

a. 屏幕广播黑屏确认是单个黑屏还是全部终端都黑屏卡顿。单个学生黑屏卡顿一般是终端网

线引起，可通过和旁边正常的终端交换网线后确认。 

b. 广播后全部黑屏，可以在广播 20 分钟后，查看终端是否有打印包统计消息（包统计 2 分

钟左右打印一次）。如果无该日志需要从交换机排查组播是否可用。 

[2022-04-25 10:22:09:976] [Verbose] [1958] seqInitErrCnt: 0  

seqRecvIErrCnt: 2  seqIErrCnt: 0  seqRecvPErrCnt: 0 

[2022-04-25 10:22:09:976] [Verbose] [1958] seqLostTotalCnt: 22  

seqErrCnt: 2  lengthErrCnt: 0  decodeErrCnt: 0  otherErrCnt: 2 

[2022-04-25 10:24:02:757] [Verbose] [1958] statusInitErrCnt: 54  

statusRecvIErrCnt: 0  statusIErrCnt: 0  statusRecvPErrCnt: 0 

[2022-04-25 10:24:02:758] [Verbose] [1958] seqInitErrCnt: 0  

seqRecvIErrCnt: 6  seqIErrCnt: 0  seqRecvPErrCnt: 0 

[2022-04-25 10:24:02:758] [Verbose] [1958] seqLostTotalCnt: 67  

seqErrCnt: 6  lengthErrCnt: 0  decodeErrCnt: 0  otherErrC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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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5 10:25:54:980] [Verbose] [1958] statusInitErrCnt: 143  

statusRecvIErrCnt: 0  statusIErrCnt: 0  statusRecvPErrCnt: 0 

[2022-04-25 10:25:54:981] [Verbose] [1958] seqInitErrCnt: 1  

seqRecvIErrCnt: 15  seqIErrCnt: 0  seqRecvPErrCnt: 0 

[2022-04-25 10:25:54:981] [Verbose] [1958] seqLostTotalCnt: 119  

seqErrCnt: 16  lengthErrCnt: 0  decodeErrCnt: 0  otherErrCnt: 16 

c. 广播后卡顿，可以在广播 20 分钟后，查看终端日志打印的包统计消息，如果 ErrCnt 字段

存在大量丢包，需要在交换机排查丢包原因。 

(5) 学生转播或学生演示一段时间后教师端提示异常，终端黑屏。 

因转播和演示会同时用到协助和广播功能，而协助使用很耗费网络，在高转发的情况下，网

络不稳可能会导致该情况。首先尝试教师端网卡驱动升级后是否正常，后排查网络情况是否

存在瓶颈。 

5.9  Spaceagent 

5.9.1  概述 

H3C 客户端管理系统程序 SpaceAgent，是运行于客户端的管理程序，客户端开机后在后台自动运

行。主要用于客户端部署安装、升级、日志搜集、设备注册、单点登录、远程管理等。 

SpaceAgent 主要有 3 个组件：SpaceAgent、upgrader 以及 popview。SpaceAgent 主要用于通信

和管理、upgrader 主要用于下载升级、popview 主要用于展示和交互。 

5.9.2  核心功能介绍 

1. 日志收集 

SpaceAgent 提供日志收集服务。在浏览器中输入终端 IP:9001 进入日志搜集主页，点击一键收集，

压缩打包好的客户端日志将被下载到本地。其中包括了操作系统、客户端、SpaceAgent 以及外设

驱动模块日志。 

 日志收集 

 

 

Linux 系统桌面一键收集日志之后，日志文件结构如图 5-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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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系统桌面日志收集 

 

 

 

日志收集必须确保网络中 9001 端口开放。 

 

2. 升级服务 

SpaceAgent 概述 

SpaceAgent 可运行在 Windows、Linux、Macos 系统上，支持 VDI、IDV、VOI、以及 Learningspace

以及 SpaceOS 的部署和升级（注：SpaceOS 是一种 Linux 系统）。 

客户端程序升级方式主要有三种：客户端启动时自检升级、用户主动查询升级、管理员远程推送升

级。配合管理平台的升级配置，实现立刻/预约升级客户端。注意，不是每种升级包都同时支持这三

种升级方式。各种升级包的升级方式概括如下： 

表5-5 各种升级包的升级方式 

升级包类型 是否支持客户端启

动自检升级 

是否支持远

程推送升级 

是否支持用户主

动查询升级 

相关系统 

VDI(Workspace) Y Y Y Windows、Linux、MacOS 

Learningspace Y Y 教师端Y, 

学生端 N 

Windows、Linux 

SpaceOS Y Y N Windows、SpaceOS 

IDV Y Y N CentOS 

VOI Y N N Spac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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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前准备 

(1) 升级包上传至管理平台 

在升级管理页面，单击<升级配置>按钮，在弹出的升级配置对话框中，将升级包文件上传，

设置服务器 IP（当服务器有多块网卡，需要设置为管理网 IP，当只有单块网卡时默认即可）。 

 升级包上传至管理平台 

 

(2) 查看升级包 

在浏览器中打开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单击导航树中[系统/升级服务/升级管理]菜单

项，查看上传的升级包。 

 查看升级包 

 

 

(3) 终端规划 

• SpaceOS 和 SpaceAgent 升级：不需要终端规划。 

• 客户端（VDI/IDV）升级： 

需要在管理平台配置终端分组信息，规划终端不同网段内需要安装的客户端类型。在浏览器

中打开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单击导航树中[终端/终端]菜单项，选择“终端分组”

页签，单击<新建>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资源分组>标签页。在对话框中填写“分组

名”、“规划网络”字段，并选择需要安装的客户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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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终端分组 

 

 

升级方法 

• 终端上电触发 

终端上电（无须用户登录）系统启动后，SpaceAgent 作为服务程序随系统启动，启动后将逐

一检查 SpaceOS、SpaceAgent 和客户端升级信息，检查到管理平台有更高版本时将触发升

级。 

• 客户端启动自检触发 

Workspace 和 Learningspace 客户端启动后，自动向管理平台查询升级信息，如果需要升级，

则提示用户，待用户允许后自动升级。 

• 用户主动检查更新（仅 Workspace） 

单击客户端左下角菜单图标，选择[检查更新]菜单项，即可触发客户端升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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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更新 

 

 

• 远程推送 

上传目标升级包，按需编辑升级配置，然后选定设备分组并推送升级。 

在管理平台升级管理页面配置升级时间。如果升级时间配置为“立刻”，则会立即触发升级；

如果升级时间配置为日期时间，则当配置的时刻到来时会触发升级。不论是立刻还是定时，

升级信息只向开机的终推送一次。 

 远程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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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升级后会重启终端，请确认升级前保存好个人数据。 

• 升级顺序：先升级 SpaceAgent，再升级 SpaceOS，最后升级客户端软件。 

• 对于 arm32 终端(C113)，手动安装 SpaceAgent 后，需要执行 sudo systemctl start SpaceAgent 启动服

务或重启终端，否则无法触发升级。 

 

5.9.3  SpaceAgent 程序运行状态检查 

1. Linux 终端查看 SpaceAgent 是否正常运行 

通过 Linux 系统命令 ps 可查询正在运行的进程。 

 Linux 终端查看 SpaceAgent 是否正常运行 

 

 

2. Windows 终端查看 SpaceAgent 是否正常运行 

通过任务管理器，查看 SpaceAgent 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Windows 终端查看 SpaceAgent 是否正常运行 

 

 

3. 通过日志判断 SpaceAgent 运行状态 

如果在浏览器中输入 IP:9001，如果可以打开日志服务主页，说明 SpaceAgent 正在运行，否则说

明 SpaceAgent 程序未运行或运行异常。 

5.9.4  客户端常见升级问题排查 

表5-6 客户端常见升级问题排查 

错误 现象 SpaceAgent 日志 补充说明 

客户端和管理平台网

络不通 

启动终端后，终端无任何

升级提示 

ntpdate同步失败、grpc发送

消息失败 

如果安装了Workspace，打

开Workspace发现登录不上

服务器，即可证明网络不通。 

如果未安装Workspace，使

用ping或者端口扫描工具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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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现象 SpaceAgent 日志 补充说明 

测服务器网络是否可达。 

平台未上传OS升级

包。 

启动终端后，终端无任何

升级提示 

SpaceOS UpgradeResp 为

空 

非 SpaceOS 终端忽略之 

平台上传了OS升级

包，但没有开启升级。 

启动终端后，终端无任何

升级提示 

SpaceOS UpgradeResp 为

空 

非 SpaceOS 终端忽略之 

平台未上传

SpaceAgent升级包。 

启动终端后，终端无任何

升级提示 

SpaceAgent UpgradeResp

为空 

注意终端和升级包要对应 

arm32/mips/arm64/windows 

平台上传了

SpaceAgent升级包，

但没有开启升级。 

启动终端后，终端无任何

升级提示 

SpaceAgent UpgradeResp

为空 

注意终端和升级包要对应 

arm32/mips/arm64/windows 

平台未将终端纳入一

个指定类型的分组。 

推送升级客户端APP，终

端无任何升级提示 

没有升级推送信息记录 注意终端和升级包要对应 

arm32/mips/arm64/windows 

平台NTP同步服务未

打开 

1009及更低版本终端，启

动后较长时间可达20分

钟不升级，管理平台查看

不在线（注意区分状态未

刷新的假在线：点击一下

远程重启即可区分） 

1009 以上版本终端，2 分

钟内连接服务器，若

时间偏差太大也会

出现不在线、不升级 

ntpdate 同步失败 也可手动ntpdate -d <服务器

IP>探测 NTP 服务是否

正常 

网络环境屏蔽了NTP

端口 

同第6条 同第6条 可使用网络端口扫描工具探

测123端口是否可用 

也可手动ntpdate -d <服务器

IP>探测NTP服务是否正常 

网络环境限制了特权

端口 

同第6条 同第6条 手动使用命令 “ntpdate -d <

服务器IP>”或 “ntpdate -u<

服务器IP>”正常，但“ntpdate 

<服务器IP> ”不正常，需要修

改局点的网络配置。 

 

5.10  SpaceOs 

5.10.1  VDI SpaceOs 

本章节主要介绍一些 VDI 下 spaceos 系统一些典型的问题排查以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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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查前检查工作 

(1) 判断是属于虚拟机还是终端侧问题。 

(2) 通过 ssh 远程连接终端，查看系统/var/log/syslog 日志是否存在相关业务明显报错。 

(3) 排查问题是否有规律，是否稳定复现，并及时拍摄复现相关操作步骤。 

(4) 及时搜集系统终端日志。 

表5-7 常用维护命令 

常用维护命令 备注 

查询spaceos系统版本 cat /etc/spaceos-version  

查询磁盘信息 lsblk  

查询终端型号 dmidecode -s system-product-name  

查看磁盘空间占用情况 df -h  

查看系统磁盘文件系统类型 blkid  

查看终端分辨率 export DISPLAY=:0.0 

xrandr 

 

播放音频 apply  

录音 arecord  

音频控制 Pavcontrol 软件 

 

2. VDI SpaceOs 常见问题 

黑屏以及显示问题 

终端黑屏与显示问题的成因很多，涉及软件、硬件与外设兼容性等，针对目前常见的问题，给出一

些初步排查手段，供参考，也为问题快速定位，提供帮助。 

(1) 系统根分区剩余空间不足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远程 ssh 登录系统，查看磁盘空间使用情况，查看根分区剩余空间是否不足，例如，下图黄色标注

为根分区的使用情况 

 

 

如果属于空间不够的情况，查看是否是用户导入了一些大文件，查看用户常用目录，是否有用户放

入的文件，桌面目录（/home/spaceos/Desktop/），下载目录（/home/spaceos/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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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存放目录/var/log，是否有过大日志文件，如果有大日志文件，先导出后删除， 

重启系统，将大日志提供给研发分析。 

(2) 出现 spaceos 系统登录界面。 

远程 ssh 登录系统分析属于下列哪种情况 

• 情况一：根分区剩余空间不足 

先执行 df  -h 查看磁盘空间余量，看是否属于根分区占满的问题 

• 情况二：显示服务 xorg 重启 

查看系统服务 lightdm 与 xorg 启动情况，看是否有重启的现象 

 

 

• 情况三：系统低内存(OOM)导致图形服务无法正常启动 

查看/var/log/syslog 日志，搜索是否有 OOM 等日志打印，如有，查看是哪个进程占用过高， 

请研发判断是否出现内存泄漏情况 

(3) VGA/HDMI 线路接触问题。 

远程 ssh 登录系统，依次执行 export DISPLAY=:0.0，再执行 xrandr 

 
 

执行结果显示 HDMI/VGA 处于 disconnected，说明系统未正常识别到显示器，请更换线再尝试 

 

 

(4) 屏幕分辨率与系统默认不对应 

远程 ssh 登录系统，依次执行 export DISPLAY=:0.0，再执行 xrandr 命令 

分辨率查看方法：先执行如下命令，获取系统的分辨率，如图红色区域，*号代表目前分辨率，+号

代表最佳的分辨，xrandr 执行的结果列出了支持的分辨率；一般情况下系统目前分辨率就是最佳的

分辨率，如果屏幕分辨率与系统默认不对应，请通过客户端软件进行修改后重启，如修改无效，请

联系研发解决。 

 

 

外设问题 

外设问题，首先需要分析定位问题是属于虚拟机还是终端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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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定界方法如下： 

• 情况一：未连接虚拟机情况下 

如果外设出现问题，初步可以认定属于终端问题。 

• 情况二：已经连接虚拟机情况下 

先断开虚拟机的连接，返回终端系统 spaceos 后，进行排查，如果终端系统不出现，初步可以认定

属于虚拟机问题。 

耳机问题 

• 播放无声 

返回到终端本地系统上，先通过系统自带的 pavcontrol 软件，检查声音输出通道是否正确，是耳机

还是 HDMI 输出，如果异常，请先切换输出通道，然后执行如下命令进行播放系统自带的音频，如

果播放有声音，说明问题不在终端侧。 

 

• 录音异常 

返回到终端本地系统上，先通过系统自带的 pavcontrol 软件，检测声音输入通道是否正确，如果异

常，请先切换输入通道，然后执行如下命令，先进行录音。 

 

然后播放录音文件进行测试。 

 

键盘鼠标 

(1) 先检查键鼠是否在正常供电 

(2) 然后断开虚拟机，返回到终端本地系统上，先拔插鼠标，看是否恢复，观察是否是概率性的？

如果仍无法恢复，尝试替换 USB 端口；如果替换端口还是无法恢复，请联系研发介入分析。 

扫码枪输入设备 

输入型设备不可用，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驱动不支持，导致功能不可用  第二类：linux 系统下

兼容性不好，功能概率性无法使用； 

进入终端 spaceos 系统，打开系统工具->LX 终端，然后用扫码枪进行扫描，看是否输出字符正常；

观察是否有字符或者缺少字符等问题； 

如果无法输出字符，请换 USB 端口进行尝试，如果无法解决，请研发介入分析；如果现场有 x86

的终端，可以进行对比下，反馈给研发 

检测方法： 

如果没有字符输出，先执行如下命令后，再进行拔插扫描枪，将输出的结果反馈给研发。 

 

存储类外设（如 U 盘） 

返回到终端本地 spaceos 系统上，进行如下几步检测： 

第一步：U 盘成功挂载后，系统桌面会形成快捷方式，检查桌面是否有快捷方式。 

第二步：通过命令行进一步确认，通过 mount 命令检查是否挂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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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确认下 U 盘无法挂载，属于下列哪种情况： 

• 是否是接触不良问题，概率性无法识别，在其它终端上是否有该问题。 

• 是否只在某一个端口上无法使用，在其它端口上是否使用正常。 

网络问题 

终端常见的网络问题主要集中如下几类： 

• 静态 IP 设置不生效、IP 变化、终端动态获取 IP 时间长。 

• 终端网络突然连接断开，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 

• 终端网络丢包严重。 

针对上面常见的几类问题，下面给出一些分析与定位方法。 

(1) C113 终端设置的静态 IP 未生效（服务端未开启 DHCP）。 

• 排查方向： 

检查系统每次启动, MAC 地址是否在变化（该问题以一定概率存在 C113 终端上），具体可执行如下

命令查看。 

 

• 解决方案： 

C113 终端重刷 MAC。 

(2) 终端启动后，无论是静态 IP 还是动态 IP 始终无法获取。 

• 排查方向： 

 方式 1：在终端上查看文件 /var/lib/NetworkManager/NetworkManager.state 

中 NetworkingEnabled 字段是否为 false，如果为 false，说明用户关闭了启动联网功能。 

spaceos@localhost:~$ cat 

/var/lib/NetworkManager/NetworkManager.state 

 

[main] 

NetworkingEnabled=false 

WirelessEnabled=true 

WWANEnabled=true 

 

 

 方式 2：通过系统 network 管理界面查看，是否关闭了启动联网功能，如下图所示表示用

户关闭了启动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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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 

通过 spaceos 系统，network 管理界面勾选打开启动联网功能。 

(3) 终端系统启动后无法获取动态 IP。 

• 排查方向： 

首先从 network 管理界面查看，是否关闭了启动联网功能；如果未关闭启动联网功能， 

接着从 DHCP 服务器端侧进行排查，例如：租约期是否太长，或者地址池满了，无 IP 可以分配导

致的；如果 DHCP 服务器端侧未发现异常，需要研发介入分析。 

(4) 终端在启动的过程，客户端首次连接云桌面报错。 

• 排查方向： 

检测是否是 DHCP 服务器分配 IP 耗时，导致终端在刚启动的时刻，未能及时获取 IP 

可以查看/var/log/syslog 中 dhclient 日志判断，大致时间可以 Dhclient 发起 DHCPDISCOVER 包到

DHCPACK 间隔；或者通过抓包工具也观测到 Dhclient 与 DHCP 服务器之间协商过程 

 

• 解决方案： 

推荐开启交换机的边缘端口，或者设置静态 IP。 

(5) 终端设备偶现 workspace 会掉线、IP 被回收，需要断开网络重启连接，方可恢复正常。 

• 排查方向： 

先排除是网络不稳定扰动等因素导致，再查看是否是终端时间跳变导致（可以通过系统日志

/var/log/syslog 查看），未及时发送 DHCP 续租请求，导致 IP 被回收导致的。 

• 解决方案： 

修改终端的时间；修改续租的时间；设置静态 IP。具体采用哪种方案请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6) 终端出现间歇性丢包现象。 

• 排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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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用 ping 命令检测网络情况，再在终端上执行命令：cat /proc/net/dev 查看网络接口的收发包

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功能类似 netstat），进行动态观测，分析确认有丢包的问题，请提供终端 log

给开发人员。 

(7) 终端出现持续性丢包或则断开连接 

• 排查方向： 

 方式 1：用 ping 命令检测网络情况，查看延时与丢包率情况 

 方式 2：用 iperf 工具来检测带宽/丢包/延时。 

5.10.2  VOI SpaceOS 

本章主要介绍一些 Spaceos VOI 系统一些典型的问题排查以及处理方法，VOI 下非 spaceos 系统

问题见《H3C VOI/IDV/UCC 维护手册》。 

1. 排查前检查工作 

(1) 是否在更新硬件/环境/配置后出现的问题。 

(2) 分析定位是属于管理机器还是客户机问题。 

(3) 问题是大面积出现，还是偶现还是稳定复现，并及时拍摄视频，记录复现相关操作步骤。 

(4) 获取系统版本等信息，及时搜集系统终端日志。 

表5-8 常用维护命令 

常用维护命令 备注 

查询spaceos系统版本 cat /etc/spaceos-version  

查询磁盘信息 lsblk 查看系统分区类型以及挂载情况 

查询终端型号 dmidecode -s system-product-name  

查看磁盘空间占用情况 df -h  

查看系统磁盘文件系统类型 blkid 查询分区是否被修改 

 

2. VOI 常见问题 

VOI 在系统上分为 VOI 管理机和 VOI 客户机： 

• VOI 管理机：VOI 上电开机后的启动的 spaceos 系统，管理机主要起到与管理平台连接，提

供客户机系统管理和下载，用户登录等功能。 

• VOI 客户机：管理机控制启动的系统，一般是 windows 系统，为客户使用的目标系统。进入

该系统后，与客户直接使用 windows 一致，不涉及虚拟化。 

因为 VOI 上面的特点，VOI 一般不涉及外设问题，外设表现与 windwos 一致， VOI 上问题主要集

中在使用中的 VOI 显示花屏/黑屏，分辨率不对，客户机启动，镜像下载失败，但因为用户数据存

放在本地，可能存在数据丢失问题。 

一般先排查外部原因，如更换了新的显示器，VGA/HDMI 线，电源是否为匹配，网络部署是否有变

动，是否存在异常断电等问题。 

屏幕显示相关问题 

终端黑屏与显示问题的成因很多，涉及软件、硬件与外设兼容性等，针对目前常见的问题，给出一

些初步排查手段，供参考，也为问题快速定位，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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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OI 管理机使用中突然黑屏或者花屏。 

a. 确定是否更换了显示器/VGA/HDMI 等，换回原来的设备，确定是否正常。 

b. 尝试远程 ssh 连接，如果 ssh 可以连接，则抓取相关的日志，使用终端设备 IP:9001 的方

式获取日志。如果无法 ssh 远程连接，确定是否 VOI 系统崩溃，按键盘其他键系统是否有

响应等。 

(2) VOI 管理机使用中突然黑屏或者花屏。 

如果没有更换设备，客户机 windows 使用突然黑屏/花屏等，则考虑 windows 系统驱动，硬件等问

题，与 VOI 系统无关。 

(3) 刷机后，部分机型出现分辨率异常。 

查看系统是否为 uefi 模式，在 uefi 模式下，一部分机型分辨率异常，两种查看方式，建议采用第一

种方式确定磁盘类型： 

• sudo fdisk -l  /dev/sda (后面是磁盘节点) 

磁盘类型是 gpt，则是 uefi 模式 

磁盘类型是 dos，则是 legacy 模式 

 

 

• 使用 sudo lsblk 查看 

有/boot/efi 分区的，是 uefi 模式，没有则是 legacy 模式。 

 

 

(4) 显示器热插拔问题。 

因为 VOI 是深度裁剪系统，xorg 相关的功能都没有，所以早期版本热插拔存在故障，后续版本加入

了热插拔的支持。 

系统启动相关问题 

(1) 系统启动在 bios 阶段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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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阶段黑屏，出现厂商 logo 后，系统卡住不动，考虑电源是否匹配，系统是否异常断电后重启，

否则可能是系统硬件或者 bios 问题。 

(2) bios 启动失败，找不到磁盘。 

 

 

上图所示为一体机 C207V 问题，这种问题一般是硬盘出现问题，导致无法找到启动盘，问题原因

一般是异常断电，需要硬件厂商解决。 

(3) 系统启动进入 recovery 模式。 

 

 

上面 C5320V 终端，VOI 系统在启动后，偶现进入到 bios 的 recovery 模式，正常情况下，刷机，

配置等不会进入该模式，确定是终端异常断电后引起的问题，需要硬件厂商解决。 

用户系统相关问题 

(1) 用户数据丢失问题。 

因为 spaceos 系统提供了系统分区调整，分区隐藏等功能，所以在系统升级，通过管理平台调整分

区大小时，可能会引起用户数据丢失。所以进行这种操作尽量先小批量尝试，确认安全后进行操作，

如果出现问题，则尽量减少操作，保留现场以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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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VOI/IDV/UCC 

5.11.1  概述 

1. 1.1VOI 概述 

VOI（Virtual OS Infrastructure）作为 Workspace 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承担着教学、医疗等细分

领域赛道许多需求的实现。VOI 技术是不通过虚拟化层的技术，使用户终端侧的计算资源利用率达

到 100%（IDV 仅有 80%-90%）。VOI 承载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从管理平台下载到客户机中，经过

管理机的认证、资源查询等功能，引导进系统启动模块，用以启动镜像文件。实现类似于 PC 一般

的本地系统操作。 

VOI 产品系统架构 

软件技术架构 

VOI 架构中，存在两个以上的系统，一个管理机系统（spaceos）和多个客户机系统（guest os）。

管理机系统负责用户鉴权、与远端平台间的数据交互（主要为管理数据）。客户机系统负责终端用

户使用环境，常运行 win7 \win10 等客户实操环境。这两个系统共同坐落于同一套终端硬件环境中。

两个系统是隔离系统，相互之间无通信连接。在同一个时间点内，有且仅有一个系统处于激活状态。

终端每次启动时，会先进入到管理机中，再经过内部程序引导进入客户机中。 

为了保障部分重要数据能传输到客户机里去，在 VOI 架构中，采用了 swap 盘。当前 VOI 下的 swap

盘承载两个功能： 

• 传输重要数据（单向传输从管理机→客户机的数据，目的用于单点登录，云盘的自登陆，授

权策略留存等信息。） 

• 用户存放用户数据信息，即通常意义上的 D 盘。swap 盘已经支持可扩展，默认是 6G，客户

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 swap 盘的大小进行扩展。 

 VOI 架构 

 

 

由于其底层缺乏虚拟化层（虚拟化可以作为本地硬件资源和 OS 资源间的隔离），因此客户机的系

统能否运行，由以下因素导致： 

• 终端硬件是否可以独自运行此操作系统，检视方法：用同样的硬件安装纯净的 os； 

• 操作系统的限制，我们 VOI 技术使用的是微软的 VHD 文件，根据微软的要求，只有 win7 只

能是旗舰版和企业版才可以使用 vhd 的磁盘文件，即只有这两款 OS，才能够运行在 VOI 终

端上。 

软件启动顺序 

VOI 中，无论电源键触发启动、系统触发重启还是通过 WOL 进行网络唤醒，软件启动的顺序均是

先启动管理机进行权限管控，再拉起客户机进入客户系统，启动顺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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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 软件启动顺序 

 

 

存储占用情况 

以 64G 的硬盘为例，约 6G 空间被 swap 默认区域和 spaceos 所占用（后期 swap 默认区域会扩展

为 6G，当前以最早 2G 版本示例），VHD 镜像需要预留双倍空间，以保证客户不会有复写（虽然客

户很难出现，但是依然为了保证客户在极端状态下数据被复写，也能够正常启动，不会被蓝屏。）

镜像 VHD 文件、厚存储下的系统盘空间和剩余空间是一个整体分区。当 swap 盘的大小需要被扩

容时，根据存储的基本知识，并不一定会只占据剩余空间的区域，也可能导致占用镜像 VHD 文件

所占区域。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则可能导致 VHD 的磁盘无法启动。因此，建议在管理平台部署完

毕后（未下载镜像前或者未产生个人数据前），立即进行 swap 盘调整。保证接下来使用的分区占用

是稳定的。 

 存储占用情况 

 

 

2. 1.2IDV 概述 

IDV（Intelligent Desktop Virualization）可以理解为将单个 VDI 运行在本地终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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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V 产品系统架构 

软件技术架构 

IDV 的软件具有虚拟化层，隔绝了底层硬件与操作系统的对应关系。能够增强操作系统方面的适配

能力。但是，也是由于多了虚拟化层，在外设使用上，其适应能力不如 VOI。VOI 系统中，从管理

机到客户机是做到了隔离，但是在 IDV 里，他们理论上是可以进行相互通信的。 

 IDV 架构 

 

 

软件启动顺序 

与 VOI 启动顺序基本类似，只是管理机和客户机可以共存。 

 IDV 软件启动顺序 

 

 

3. 1.3 UCC 概述 

IDV 和 VOI 是某个技术的名称，UCC 是整套的解决方案。UCC 将 IDV\VOI\TCI 技术全部融入进来。

打破了原先 IDV 终端仅能支持 IDV，VOI 仅能支持 VOI 的限制。UCC 终端可以根据镜像的类型或

桌面池的类型，决定启动方式（TCI\VOI\IDV）。（1012 的版本仅仅支持 VOI 和 TCI，IDV 正在开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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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 是 intel 提供的类似 VOI 的方案，与 VOI 不同的点在于： 

• 磁盘文件不同，H3C VOI 基于 VHD 的磁盘文件进行工作。TCI 基于 qcow2 的磁盘文件。 

• CPU 类型不同，H3C VOI 理论上可以适配 Intel、AMD 或者其他 X86 的 CPU，TCI 仅能适配

INTEL 的 CPU。 

• 操作系统的适配上，H3C VOI 对于 win7 的支持是旗舰版或者企业版，TCI 支持的版本与硬件

单独支持的版本相同。 

• 磁盘文件读写和功能上，QCOW2 的读写效率更高，能够支持的功能更多。 

5.11.2  问题排查思路 

主要介绍问题出现时排查思路以及应该具体查看日志的路径等。VOI/IDV/UCC 日志分析是重中之重，

现场出现问题后，一般是根据现象，分析具体的功能模块。从相关的功能模块的日志中，分析具体

的原因。本章介绍问题排查的基本思路、日志收集方式、针对问题现象查找对应日志以及各位置的

路径。分享日志时，请携带上具体局点的名称会方便于研发人员定位分析。 

1. 问题排查流程 

按从管理平台到客户端顺序排查。 

 问题排查流程 

 

 

(2) 第一步：管理平台前台 F12 CONSOLE（缓存问题）。 

(3) 第二步：按下 F12，触发出现异常的操作，查看后台状态返回码排查问题： 

 200：get/post 请求正常，再关注 API 返回信息 

 401：一般是没有授权，token 失效或未传递 

 403：一般是服务器已经得到请求但拒绝响应 

 404：not forbidden 前后台开发协商 URL 不一致 

 502：后台异常，基本排除前台问题，查看后台服务状态和日志继续定位报错信息。 



126 

(4) 第三步：根据 F12-网络返回的接口，查找对应日志。接口请求网址为 ip:8083/vdi 时查看

workspace.log（/var/log/vdi/workspace-sever/workspace.log）；接口请求网址为 ip:8083/ cas

时需查看 cas.log （/var/log/tomcat8/cas.log）；接口请求网址为 IP:8083/uis 时需查看 uis.log

（/var/log/uis-core/uis.log）。 

(5) 第四步：涉及终端问题，首先排查管理平台是否向客户端发送的 grpc 消息，查看

controller.log（/var/log/vdi/controller/controller.log）该日志记录平台、客户端、CAS、UIS 等

通信的服务。 

(6) 第五步：涉及客户端的问题，首先排查管理平台是否向客户端发送的 grpc 消息，查看

grpc-client.log 日志，再看客户端是否接收到管理平台下发的命令，根据客户端的类型去不同

目录下查看对应日志。 

(7) 第六步：一些 agent 下发相关的问题查看 grpc.log 日志。 

2. VOI/IDV 相关业务密码 

表5-9 VOI/IDV 相关业务密码 

业务功能项 默认密码 备注 

管理机-返回本地 workspace.com 超级管理员密码，可以使用ctrl+alt+t返回终

端本地，同时systemctl start idvclient 切换回

客户端界面 

管理机-镜像管理 E1007L01之前版本：

Workspace@1234 

E1007L01及其之后版本：账户admin,

密码Cloud@1234 

制作二级镜像时的认证密码，启动终端后： 

Learningspace可以通过ctrl+atl+m进入镜像

制作流程 

Workspace可以通过esc进入镜像制作流程 

管理机-恢复出厂设置 离线时：workspace.com, 

在线时：E1007L01之前版本：

Workspace@1234 

E1007L01及其之后版本：

Password@1234 

该在线密码可以在【系统-高级设置-系统参数

-桌面参数】中修改终端管理密码 

管理机-spaceos账户 User@1234  

管理机-root账户 User@1234 不允许ssh连接，可以通过spaceos切换到

root用户 

客户机-Agent Agent@1234 E1007L01及其之后版本 

客户机-学生端返回本

地 

离线时：workspace.com, 

在线时：E1007L01之前版本：

Workspace@1234 

E1007L01及其之后版本：

Password@1234 

VOI的学生端，安装时一定要选择VOI类型 

进入VOI终端BIOS 1qaz@WSX 涉及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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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功能项 默认密码 备注 

C200V/C201V/C106V-C108V/C206V-C208

V 

 

3. 日志收集的方法和手段 

界面一键收集 

在管理平台输入 IP+9001 可以一键收集客户端日志，格式：IP：9001 

同上，虚拟机日志：虚拟机 IP:9003 

携带上具体局点的名称会方便于研发人员定位分析。 

后台收集方式 

可通过 ssh 工具（Moba）抓取 log 定位问题进行排查分析，各日志路径在后文表格给出，登陆账号

密码如下： 

 

• VOI：spaceos/User@1234 登陆后 E1004P04 及之前版本：/var/log/voiclient/*，E1004P05

及之后版本：/voisys/var/log/voiclient/* 

• IDV：root/root(E1007 以后：Sys@1234)登录之后，/var/log/idvclient/* 

• UCC：spaceos/User@1234 登录知乎，/voisys/var/log/voiclient/* 或/var/log/voi/* 

4. 各组件日志地址 

表5-10 各组件日志地址 

组件 日志地址 替包地址及步骤 说明 

Workspace-server /var/log/vdi/workspace-sever/wor

kspace.log 

/var/lib/vdi/workspace-se

ver/workspace-sever.jar 

原jar包更名为

workspace-server.jar.orig

in进行备份 

用测试jar包覆盖

workspace-server.jar 

更改新包权限与原来包一

致 

重启服务service 

workspace-server restart 

查看服务状态service 

workspace-server status 

 

Ui 浏览器F12-CONSOLE /var/lib/vdi/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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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日志地址 替包地址及步骤 说明 

Controller /var/log/vdi/controller/controller.l

og（平台、客户端、CAS、UIS等

通信的服务） 

/var/log/vdi/controller/grpc.log 

（controller跟agent等的GRPC通

信的日志） 

/var/log/vdi/controller/grpc-client.l

og （controller跟client的GRPC通

信日志，详细打印双方的请求/回

复报文） 

/var/lib/vdi/controller 

原jar包复制为

controller.jar.origin进行备

份 

用测试jar包覆盖

controller.jar 

Service controller restart 

 

VOI管理机客户端 E1004P04及之前版本：

/var/log/voiclient/* 

E1004P05及之后版本：

/voisys/var/log/voiclient/* 

 E1004P04及之前版

本客户端只记录当次

启动的日志; 

E1004P05及之后版

本客户端的日志可以

保留三天 

VOI管理机agent /home/spaceos/idvclient/log/*  只记录当次启动日志 

管理机系统日志 /var/log/*  主要是syslog，只记

录当次启动日志 

客户机重要日志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

ts\Workspace\log 

voiagent：C:\Program Files 

(x86)\H3C\VoiAgent\Vdagent 

Tools\Log 

外设管控：C:\Program Files 

(x86)\H3C\VoiAgent\Device 

Redirect\log 

  

IDV /var/log/idvclient/*   

UCC /voisys/var/log/voiclient/*  

或/var/log/voi/* 

  

 

5.11.3  常见问题和排查方法 

本章主要介绍一些典型的问题描述以及处理方式。 

1. 排查前检查工作 

(1) 管理机客户端、客户机客户端和管理平台版本是否匹配。 

(2) 是否完全安装各个组件，voiagent，包括安装的类型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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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 voiclient.log 日志是否存在相关业务明显报错。 

(4) 问题是否有规律，如果问题能稳定复现，将 ssh 到终端后端，修改

/voisys/etc/voiclient/setting.ini 里的 LOG 字段设置为 5。 

(5) 重启后再复现一次搜集日志。 

表5-11 管理机后端常用维护命令 

管理机后端常用维护命令 备注 

查询管理机客户端版本 cat /etc/idvclient-version  

查询SpaceSO版本 cat /etc/spaceos-version  

查询磁盘 lsblk  

查询终端型号 dmidecode—type system |grep Product 

或者dmidecode |grep Product 

特定利旧场景可能更多涉及 

查询配置信息 cat /proc/cmdline 查询管理平台IP和镜像信息 

进入本地镜像文件存储

目录 

cd /vms/idv/data 包含镜像文件以及差分镜像文

件 

查看SpaceOS是否为

UCC版本 

ls –l /etc/os-type os-type文件存在即为UCC，不

存在为VOI1.0 

查看终端类型VOI还是

TCI 

cat /etc/os-type 

VOI：VOI 0001000000000000 VOI_2.0 

TCI：VOI 0000000000010000 VOI_2.0 

VOI适配启动vhd格式镜像 

TCI适配启动qcow2格式镜像 

进入客户端日志目录 VOI1.0：cd /voisys/var/log/voiclient/ 

UCC：cd /var/log/voi/ 

 

进入spaceagent日志目

录 

VOI1.0：cd /home/spaceos/SpaceAgent/log/ 

UCC：cd /usr/local/spaceagent/ 

 

 

查看本地配置文件 VOI：cat /voisys/etc/voiclient/settings.ini 

UCC：cat /mnt/rsvd/voi/etc/settings.ini 

 

 

2. 典型问题分析 

初始化系统失败 

• VOI 初始化失败：在规定时间内(30 秒)，终端连接管理平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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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 初始化失败 

 

 

排查方向： 

 检查物理链路是否正常，填写的管理平台 IP 是否正确。 

 检查接入交换机是否配置边缘端口（必须配置）。 

 管理平台 controller 等组件是否正确运行，可以 ssh 到管理平台运行/opt/vdi_check.sh 检

查。 

 终端管理机版本是否和管理平台一致，比如管理平台低于管理机版本。 

• IDV 系统刷机后，无法正常获取 IP：IDV 终端提示初始化失败，获取 IP 失败。 

 原因：刷机完成后，未等系统 OVS 组件初始化完成自动关机，用户手动关机。 

 解决办法：重新刷机等待终端初始化完毕后自动关机后再使用 

客户端无法下载镜像 

• （BT 问题）现象：VOI 终端下载镜像时提示镜像文件下载失败（注：教育场景完成课程发布

后，通常建议至少 3 分钟后再去下载）。 

解决办法： 

(1) 首先排查网络： 

a. 终端和 BT 服务器(平台侧-系统-高级设置)是否网络互通。 

b. 终端 IP 是否存在变更(/var/log/syslog 查看)。 

c. BT 服务（/var/lib/vdi/Bittorrent 运行./bttorrent.sh status），查看服务是否运行正常。 

(2) 查看种子文件是否正常： 

a. 直接打开种子文件查看内容是否符合预期（/vms/idv/iso 下获取）。 

b. 种子文件平台 IP 信息，终端是否能 ping 通。 

c. 直接使用 uTorrent/迅雷等软件验证该种子在同网段 PC 上是否能下载。 

(3) 通过上述两步可以推断问题出在终端侧还是链路以及平台侧： 

 如果是终端侧问题，VOI 查看/voisys/var/log/voiclient/*日志，UCC 查看

/var/log/voi/voiclient.*.log 是否有明显的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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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平台侧，可以根据下图进一步排查。 

 

 

• （网关场景）现象：VOI 终端下载镜像时报错，提示“1 个文件下载失败”。 

原因： 

 voiclient 日志中打印 https 链接下载失败。 

 询问一线后发现一线在选择管理平台注册时勾选了“启用网关”，而实际环境中没有网关。

VOI 通过网关访问服务器只能使用 https 下载镜像。 

 

 

• （网关场景）现象：VOI 终端下载镜像时报错，提示“镜像文件下载失败！详情：虚拟机镜像

文件验证失败”。 

原因：网关限制下载。 

解决办法：在网关虚拟机下输入 gateway proxy -i enable 关闭限制，重启网关虚拟机，继续进行镜

像下载。 

 

 

客户端下载镜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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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离线，排查网络连接。 

• 平台镜像源文件丢失，进入平后台镜像缓存目录查看源文件是否存在。 

客户机创建失败 

• 终端磁盘空间不足。 

• 二级镜像找不到父镜像，查看客户端日志，检查是否有明显报错。 

VOI 客户端报错空间不足 

• 现象：终端在下载镜像时提示空间不足。 

• 原因：终端规格中系统盘大小以及一级镜像、二级镜像三者之和大于终端总存储大小。 

• 解决方案：重新制作一级镜像，且一级镜像中只安装驱动，voiagnet、优化工具等；在二级镜

像中安装客户需要的软件。 

VOI 管理机上传镜像问题排查方法 

• 现象：上传镜像失败。 

• 解决方法： 

(1) 首选排查终端侧： 

a. 终端和服务器实际网络是否互通。 

b. 终端 IP 是否存在变更(/var/log/syslog 查看)。 

c. 查看客户端日志是否有明显的报错。 

d. 进入终端后台,ls –lh -R /vms/idv/ 查看本地源文件是否存在。 

(2) 排查 sftp 是否正常： 

a. 终端侧实测是否 sftp 是否正常(下图为正常示例)。 

 

 

b. 平台侧重启 docker 服务。 

 

 

蓝屏问题 

• 现象：终端下载镜像后进入 windows 系统蓝屏，提示：INACCESSIBLE BOOT DEVICE。 

• 解决办法：检查下载的镜像对应虚拟机内是否正确安装 agent 等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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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问题 

(3) 查看管理平台网络。 

(4) 查看平台升级包原文件是否丢失。 

(5) 查看 upgrader 日志是否安装出现异常，可能存在版本跨度太大引起部分组件不兼容，导致安

装升级包失败。不同版本 upgrader 日志存放目录可能不同，可连接终端后台使用全局查找：

find / -name upgrader*.log。 

6 日志收集和介绍 

6.1  终端日志 

(1) 终端日志可通过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终端】->【日志收集】进行一键日志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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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到的日志，可以在【系统】->【终端日志】中查看： 

 

 

表6-1 终端日志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Windows 

Workspace 
用户文档目录

\Workspace\log 
Workspace.日期.log 

记录 Workpace 软件运

行日志 

VdSession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 ID-日期.log 

记录远程桌面连接程序

运行日志 

U2ec Workspace 安装目录\log u2ec_日期.log 
记录外设重定向程序运

行日志 

安装日志 Workspace 安装目录\log 
Workspace_NSIS_log.t

xt 

记录 Workspace 客户端

安装日志 

SpaceAgent SpaceAgent 安装目录\log SpaceAgent.日期.log 
记录 SpaceAgent 终端

服务代理程序日志 

SpaceConfig SpaceAgent 安装目录\log SpaceConfig.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终端配置程

序运行日志 

upgrader Liveupdate 安装目录\log Upgrader.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在线升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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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popview.日期.log 行日志 

SpaceOS 

Workspace 
/home/spaceos/Documents

/Workspace/log 
Workspace.日期.log 

记录 Workspace 软件运

行日志 

VdSession 
/home/spaceos/Documents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 ID-日期.log 

记录远程桌面连接程序

运行日志 

SpaceAgent 
/userdata/H3C/SpaceAgent

/log 
SpaceAgent.日期.log 

记录 SpaceAgent 终端

服务代理程序日志 

SpaceConfig 
/userdata/H3C/SpaceAgent

/log 
SpaceConfig.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终端配置程

序运行日志 

upgrader 
/userdata/H3C/Liveupdate/l

og 

Upgrader.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在线升级运

行日志 
popview.日期.log 

 

6.2  多媒体、vGPU、协议、外设、Agent日志 

虚拟机日志可通过浏览器一键收集。收集方法:在浏览器中输入“虚机 IP 地址：9003”，可一键下

载客户端打包日志。 

表6-2 多媒体、vGPU、协议、外设、Agent 相关日志 

虚机/终端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终端 Windows 外设 

H3C安装路径

\workspace\Device 

Redirect\log\ 

VDIUsbService日期星

期几.log 
端口重定向日志 

UsbSetup日期星期

几.log 

端口重定向驱动安

装日志 

VDIComService日期星

期几.log 
串口重定向日志 

ComSetup日期星期

几.log 

串口重定向驱动安

装日志 

devredirect日期.log 摄像头重定向日志 

virtualCamera日期星期

几.log （虚拟机侧独有） 

虚拟摄像头日志

（虚拟机内独有） 

C:\Users\当前登录用

户\H3CDClient\  

C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物理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S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虚拟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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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机/终端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视频重定向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视频重定向运

行日志 

vGPU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光谱运行日志 

HTML5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H5重定向运

行日志 

Spiceclient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protocol-服务器地址-桌

面池-桌面ID-日期.log 

记录远程桌面连接

程序协议运行日志 

SpaceOS 

sPiceclient 
/home/spaceos/Docu

ments/VdSession/log 

protocol-服务器地址-桌

面池-桌面ID-日期.log 

记录远程桌面连接

程序协议运行日志 

视频重定向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视频重定向运

行日志 

H5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H5重定向运

行日志 

vGPU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

址-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vgpu运行日

志 

外设 

/var/log/ comredirect/ 
Comredir日期星期

几.log 
串口重定向日志 

/var/log/camera_redi

rect/ 
devredirect日期.log 摄像头重定向日志 

/var/log/eveusb/ Eveusb日期星期几.log 端口重定向日志 

或者     

/var/log/ syslog 
系统日志及端口重

定向日志 

/home/当前登录用户/

文档/DiskMapping/ 

C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 
磁盘映射日志 或者 

/home/当前登录用户

/Documents/DiskMa

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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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机/终端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虚拟机 Windows 

外设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 \Device 

Redirect\log\ 

VDIUsbService日期星

期几.log 
端口重定向日志 

UsbSetup日期星期

几.log 

端口重定向驱动安

装日志 

VDIComService日期星

期几.log 
串口重定向日志 

ComSetup日期星期

几.log 

串口重定向驱动安

装日志 

devredirect日期.log 摄像头重定向日志 

virtualCamera日期星期

几.log （虚拟机侧独有） 

虚拟摄像头日志

（虚拟机内独有） 

H3C安装路径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C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物理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S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虚拟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vGPU 
H3C安装路径

\VdiAgent\Vgpu\log 

VGPUCapturer_日期

星期几.log（虚拟机侧独

有） 

Capturer日志 

视频重定向 

  

MMRRedirect+序

号.log 
视频重定向日志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 \Device 

Redirect\log\ 

MMRPlayerHookExe+

序号.log 

视频重定向日志 

MMRPlayerHookDll+

序号.log 

MMRVChannel+序

号.log 

MMRTransfer+序

号.log 

MMRDShowHook+序

号.log 

MMRVRender+序

号.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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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机/终端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H5 

H3C安装路径

\VdiAgent\Device 

Redirect\log 

H3CcivetwebServer日

期星期几.log 
 H5重定向日志 

优化工具 C:\ 

optToolsCopyProfileSe

v日期星期几.log （虚拟

机侧独有） 

优化工具日志 

agent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 

Vdagent_日期.log Agent相关日志 

: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

Vdagent Tools\log 

服务器 

Linux hostagent 
/var/log/vdi/hostagen

t/ 
hostagent+日期.log 

记录hostagent运

行日志 

Linux Spiceserver /var/log/libvirt/qemu/ 虚机存储名称.log 

记录spiceserver及

虚机kvm/qemu进

程的运行日志 

 

6.3  管理平台日志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平台日志都在/var/log/vdi/目录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模块： 

• controller： Controller 所有日志，包括 grpc 通信日志 

• hostagent：hostagent 日志 

• ssv：ssv 用户日志模块日志 

• workspace-server：管理平台后台日志 

• vdi-install.log： vdi 安装日志 

• vdi-upgrade.log：vdi 升级日志 

6.4  VOI终端日志 

VOI 终端有两种状态：管理机状态和客户机状态。 

管理机状态：可以理解成客户端显示登录界面那个状态，这个时候终端上面只运行着

Workspace/Learningspace 登录程序，还未走到用户实际使用的 Windows 系统； 

客户机状态：指终端已经进入用户的 Windows 系统并可以正常使用。 

(1) VOI 终端管理机状态日志： 

目前还不支持一键收集功能，只能手动收集。手动收集方法：把终端停留在管理机界面，远

程连接终端，进入/voisys/var/log/目录，该目录是 VOI 相关组件的日志目录，其中./voiclient

目录是 VOI 管理机日志目录，下载里边的 voiclient.date.log 日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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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OI 终端客户机状态日志： 

日志可通过浏览器一键收集。收集方法:在浏览器中输入“终端 IP 地址：9003”，可一键下载

客户端打包日志。 

7 变更方法 

7.1  修改主机网络配置（初始化部署后） 

Workspace 初始化部署完成后，由于网络规划和环境变更，需要同步对的 Workspace 集群中主机

的网络配置进行修改，从 E1010 版本开始支持的修改项如下表所示： 

表7-1 支持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 计算虚拟化 超融合 

双机热备虚IP地址 √ √ 

业务网虚IP地址 √ √ 

存储网虚IP地址  √ 

集群中管理网起始IP网段  √ 

集群中管理网网关IP地址  √ 

双机热备仲裁节点1 IP地址 √ √ 

双机热备仲裁节点2 IP地址 √ √ 

主机IP地址 √ √ 

主机网关地址 √ √ 

 

本章介绍计算虚拟化场景与超融合场景中主机网络配置的修改步骤。 

7.1.2  前提条件 

在进行主机网络配置修改操作之前，请确保下列前提条件已满足： 

• Workspace 初始化部署已完成。 

• 关闭所有虚拟机。 

• 操作所有主机进入维护模式。 

• 删除所有主机下的非本地存储，RBD 存储无需删除。删除前请备份好存储名称与路径等信息，

以便后续重新添加。 

• 若配置了非本地镜像存储与双机存储，也需要删除。删除前请备份好存储名称与路径等信息，

以便后续重新添加。若 VOI 或 IDV 镜像使用该镜像存储，请在删除前下载 VOI 与 IDV 镜像作

为备份。 

• 若教学场景部署了校园空间，在管理平台[应用/校园空间]页面，停止校园空间。 

• 管理节点与各业务节点（CVK）网络处于连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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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修改 IP 操作之前，请提前规划好网络 IP，保证新网络间可连通。 

• 修改后的管理网 IP，需要保证与 LDAP、域服务器、邮件服务器、共享存储、上报监管平台

数据地址以及 License 服务器等第三方组件可连通。 

7.1.3  注意事项 

在进行主机网络配置修改操作中，请重点关注以下注意事项： 

• 若非必要，请勿擅自使用该脚本修改主机信息，尤其在复杂的生产环境，修改可能导致业务

不能正常工作。 

• 在修改管理网 IP 过程中不能执行其他操作。 

• 超融合场景的存储内外网不支持修改。 

• 若虚拟机的 IP 地址是静态 IP，则跨网段修改管理网 IP 后需要手动修改虚拟机的 IP 地址。 

• 修改管理网 IP 之前，如果有管理数据备份历史，请勿在修改完管理网 IP 之后执行备份恢复。 

7.1.4  操作步骤 

1. 计算虚拟化场景 

(1) 使用 SSH 工具，在管理节点或双机热备的主节点上进入/opt/vdi/目录。 

(2) 执行./modify_hosts_ip.sh 命令，导出当前所有主机信息到当前路径下，文件名为

hosts_network_info。 

 导出所有主机信息 

 

 

(3) 输入 cat hosts_network_info 命令可查看导出的文件，hosts_network_info 内容如下例所示。 

HA 双机环境： 

"vip":"10.125.70.58/24","new_vip":"" 

"vb_ip":"10.125.70.56/24","new_vb_ip":"" 

"quorum_ip_1":"10.125.70.59","new_quorum_ip_1":"","quorum_ip_2":"10.125.70.60","new

_quorum_ip_2":"","type_quorum":"ping" 

"cluster_id":"1","cluster_name":"cluster_0","start_ip_mask":"10.125.70.53/24","new_

start_ip_mask":"","cluster_gateway":"10.125.70.1,"cluster_new_gateway":"" 

"hostname":"cvknode1","ip_mask":"10.125.70.57/24","gateway":"10.125.70.1","new_ip_m

ask":"","new_gateway":"","type":"cvm_master","cluster_name":"cluster_0" 

"hostname":"cvknode2","ip_mask":"10.125.70.54/24","gateway":"10.125.70.1","new_ip_m

ask":"","new_gateway":"","type":"cvm_slave","cluster_name":"cluster_0" 

 

请根据需求在上方标红部分填入参数值，其余内容请勿修改。各字段含义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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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字段含义表 

字段名称 含义 

new_vip 虚IP，双机环境时显示该字段，格式为：IP/掩码 

new_vb_ip 业务网虚IP，格式为：IP/掩码 

new_quorum_ip_1 
仲裁节点1，双机环境仲裁方式为简易ping方式时显示该字段，高级仲裁方式无该

字段 

new_quorum_ip_2 
仲裁节点2，双机环境仲裁方式为简易ping方式时显示该字段，高级仲裁方式无该

字段 

new_start_ip_mask 管理网起始IP网段，格式为：IP/掩码 

cluster_new_gateway 管理网网关IP  

new_ip_mask 主机IP地址，格式为：IP/掩码 

new_gateway 主机网关IP地址 

 

(4) 参考上一步中的内容实例与参数说明，输入 vim hosts_network_info 命令，按下<i>键修改

hosts_network_info 文件，完成后按下<Esc>键退出编辑模式，再输入“:wq!”并按下回车键

保存编辑，本文修改示例如下。 

 修改前的文件内容 

 

 

修改内容示例如下： 

a. 修改 vip 为 10.125.70.55/24，new_vip 对应的值填入 10.125.70.55/24。 

b. 修改简易 ping 仲裁节点 ip 为 10.125.70.51、10.125.70.52，new_quorum_ip_1、

new_quorum_ip_2 分别填入 10.125.70.51、10.125.70.52。 

c. 修改 cvknode1 的 ip 为 10.125.70.53/24，new_ip_mask 填入 10.125.70.53/24。 

 

 修改后的文件内容 

 

 

(5) 再执行命令./modify_hosts_ip.sh hosts_network_info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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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修改命令 

 

 

(6) 窗口中会自动打印即将要修改的信息，确认无误后，请输入 yes，开始修改。修改完成后主机

将自动重启。 

 确认修改信息 

 

 

2. 超融合场景 

(1) 确定 ONEStor 的当前工作节点：分别在双机热备主备管理节点主机上执行 ip addr 命令，查

看存储虚 IP 所在主机上，存储虚 IP 所在的主机即为 ONEStor 的当前工作节点 

(2) 在 ONEStor 的当前工作节点上执行 onestor modify modify_ip export 命令，导出主机信息到

/opt/h3c/modify_ip/路径下。 

 导出信息成功 

 

 

(3) 输入命令 vim /opt/h3c/modify_ip/cluster_ip_infos.json，按下<i>键编辑主机信息。根据需求在

原字段下方增加下表字段的参数信息，其余内容请勿修改。修改完成后输入 wq!命令保存修改。 

表7-3 字段含义表 

字段名称 含义 

new_handy_vip 存储虚IP 

new_manage_ip 主机IP 

new_manage_network 网关与掩码，格式为：IP/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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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主机信息 

 

 

(4) 在 ONEStor 的当前工作节点上执行修改 IP 预处理命令：onestor modify modify_ip prepare。 

 ONEStor 预处理成功 

 

 

(5) 在管理几点或双机热备的主节点上进入/opt/vdi/目录。 

(6) 执行./modify_hosts_ip.sh，导出当前所有主机信息到当前路径，文件为 hosts_network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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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主机信息 

 

 

(7) 输入 cat hosts_network_info 命令可查看导出的文件，hosts_network_info 内容如下例所示。 

"vip":"10.125.60.39/23","new_vip":"" 

"vb_ip":"10.125.60.87/23","new_vb_ip":"" 

"quorum_ip_1":"10.125.60.1","new_quorum_ip_1":"","quorum_ip_2":"10.125.112.210","ne

w_quorum_ip_2":"","type_quorum":"ping" 

"storage_ip":"10.125.60.85","new_storage_ip":"" 

"cluster_id":"1","cluster_name":"cluster_0","start_ip_mask":"10.125.60.50/23","new_

start_ip_mask":"","cluster_gateway":"10.125.60.1,"cluster_new_gateway":"" 

"cluster_id":"3","cluster_name":"1010TestCluster","start_ip_mask":"10.125.60.100/23

","new_start_ip_mask":"","cluster_gateway":"10.125.60.1,"cluster_new_gateway":"" 

"hostname":"cvknode1","ip_mask":"10.125.60.86/23","gateway":"10.125.60.1","new_ip_m

ask":"","new_gateway":"","type":"cvm_master","cluster_name":"cluster_0" 

"hostname":"cvknode2","ip_mask":"10.125.60.123/23","gateway":"10.125.60.1","new_ip_

mask":"","new_gateway":"","type":"cvm_slave","cluster_name":"cluster_0" 

"hostname":"cvknode3","ip_mask":"10.125.60.122/23","gateway":"10.125.60.1","new_ip_

mask":"","new_gateway":"","type":"cvk","cluster_name":"cluster_0" 

"hostname":"cvknode4","ip_mask":"10.125.60.107/23","gateway":"10.125.60.1","new_ip_

mask":"","new_gateway":"","type":"cvk","cluster_name":"1010TestCluster" 

"hostname":"cvknode5","ip_mask":"10.125.60.108/23","gateway":"10.125.60.1","new_ip_

mask":"","new_gateway":"","type":"cvk","cluster_name":"1010TestCluster" 

"hostname":"cvknode6","ip_mask":"10.125.60.109/23","gateway":"10.125.60.1","new_ip_

mask":"","new_gateway":"","type":"cvk","cluster_name":"1010TestCluster"  

 

请根据需求在上方标红部分填入参数值，其余内容请勿修改。各字段含义如下： 

表7-4 字段含义表 

字段名称 含义 

new_vip 虚IP，双机热备环境时显示该字段，格式为：IP/掩码 

new_vb_ip 业务网虚IP，格式为：IP/掩码 

new_quorum_ip_1 
仲裁节点1，双机环境仲裁方式为简易ping方式时显示该字段，高级仲裁方式无该

字段 

new_quorum_ip_2 
仲裁节点2，双机环境仲裁方式为简易ping方式时显示该字段，高级仲裁方式无该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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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_storage_ip 存储虚IP，双机热备环境时显示该字段 

new_start_ip_mask 
管理网起始IP网段，超融合场景下，有多个集群时，将显示多个对应该字段信息，

格式为：IP/掩码 

cluster_new_gateway 管理网网关IP，超融合场景下，有多个集群时，将显示多个对应该字段信息 

new_ip_mask 主机IP地址，格式为：IP/掩码 

new_gateway 主机网关IP地址 

 

(8) 参考上一步中的内容实例与参数说明，输入 vim hosts_network_info 命令，按下<i>键编辑

hosts_network_info 文件，修改示例如下。 

 修改前的文件内容 

 

 

修改内容示例如下： 

a. 修改业务网虚 IP 为 10.125.60.89/23，new_vb_vip 的值填入 10.125.60.89/23。 

b. 修改存储虚 IP 为步骤(3)中配置的存储虚 IP，new_storage_ip 的值填入 10.125.60.37。 

c. 修改 cvknode1 的 IP 为 10.125.60.36/23，new_ip_mask 填入 10.125.12.37/22。 

d. 修改 cvknode5 方法同 cvknode1。 

 修改后的文件内容 

 

 

(9) hosts_network_info 文件编辑完成后，输入 wq!并回车保存修改。再执行./modify_hosts_ip.sh 

hosts_network_info 命令执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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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修改命令 

 

 

(10) 窗口中会自动打印即将要修改的信息，确认无误后，请输入 yes，开始修改。修改完成后会自

动重启主机。 

 确认修改信息 

 

 

 

节点与新 IP 的对应关系务必与步骤(3)里的修改保持一致。 

 

(11) 如果 ONEStor 存在纯监控节点，请在监控节点上修改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vswitch0 文件中的网络信息，再输入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命令重启网络。 

(12) 在 ONEStor 的当前工作节点上执行修改 ONEStor IP 的命令：onestor modify modify_ip 

modify。 

 

 

onestor modify modify_ip modify 命令需要在网络变更完成后执行。 

 



147 

 修改 ONEStor IP 成功 

 

 

7.1.5  环境恢复 

(1) 超融合场景需在[虚拟化/分布式存储]页面中修改对应的 handy IP 地址，修改完成后需同步

ONEStor 配置。 

 修改 handy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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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 ONEStor 配置 

 

 

(2) 重新登录管理平台后，在[数据中心/虚拟化]页面中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集群名称，在界面右侧

单击<更多操作>按钮，在弹出的菜单项中单击“连接所有主机”，完成后在每个主机页面，

单击<退出维护模式>按钮。 

 连接所有主机 

 

 

 退出维护模式 

 

 

(3) 若管理平台出现主机心跳异常告警，则在管理节点上执行 service cas_mon restart 命令重新

恢复主机心跳。 

(4) 重新添加前提条件中删除的非本地存储、非本地镜像存储与双机存储，在管理平台[数据中心/

虚拟化]页面中添加非本地存储。在管理平台[桌面镜像/镜像存储]页面，添加非本地镜像存储。

在管理平台[系统/双机热备管理/共享存储]页面，添加双机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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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重新添加双机共享存储时，报错“模板存储目标路径已经被使用，请更换目标路径”，请

在后台重命名原有路径，保证该路径不存在时，才能添加成功。 

 

 添加非本地存储 

 

 

 添加非本地镜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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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双机存储 

 

 

(5) 在[系统/高级设置/系统参数/基础参数]页面中修改 BT 服务器 IP 地址。 

(6) 教学场景若部署了校园空间，则进入[应用/校园空间]页面，启动校园空间。 

(7) 若 Space Center 已纳管该管理平台，则需要在 Space Center 上重新纳管。 

(8) 若配置了安全网关，则需要在安全网关上执行 gateway proxy -c new_ip 命令，new_ip 为新的

管理平台 IP。 

 

7.2  修改管理平台IP地址（初始化部署前） 

初始化部署前，修改管理平台 IP 地址的方法如下： 

(1) 前置条件访问 HDM 的主机有 java 环境 

(2) HDM 登陆后，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台->java 控制台 

(3) 页面会提示下载 jnlp 文件，有些版本的服务器下载下来的文件是 txt 格式，手动改成 jnlp 

 

 

(4) 然后在控制面板->Java->安全里，选择编辑站点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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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添加，把设备的地址添加进去。然后点击应用让修改生效，接着点确定退出。 

(6) 接着打开'jviewer.jnlp'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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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于弹出的安全警告，分别选择继续、单选框，运行，  

(8) 没有动过的服务器，控制台打开后应该是下面这种。 

 

 

(9) Network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 ->Configure Management Interface，已经初始化的到

这一步就会提示主机已被管理 

(10) 未初始化的应该会提示输入账户密码，未初始化的服务器账号密码应该是 root/Sys@1234 

(11) 后面选状态是 connected 状态的网口，里面可以改 IP。 

7.3  修改客户端连接的Controller IP 

(1) 目前客户端可以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如下图所示，客户端上会列出自动发现的管理平台 IP，

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要连接的 IP。 

 

 

(2) 如果由于网络故障导致无法“发现”想要连接的 Controller IP（即服务器 IP），可以单击<添

加>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新增 Controller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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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修改Controller的地址 

(1) 进入终端本地如下图所示目录，找到 grpc_config.cfg 文件。 

 

 

(2) 修改文件中的 GrpcAddress 的值，并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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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HDM IP修改方法 

(1) 登录服务器 HDM 网页。如果是新服务器，默认 HDM 地址一般是 192.168.1.2，服务器机箱

上会贴。同时用来访问 HDM 页面的主机也需要 IP 在 192 网段上。一般默认账号/密码为

admin/Passwor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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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配置->网络配置->网络配置。 

 LAN 接口选 “HDM 专用网络接口”，IPv4 使用 DHCP 建议关闭 

 IPv4 里 IP 网关、子网掩码视具体需求设置。 

 

 

(3) 其他不变，最后右下角保存。 

(4) 具体的页面选项视服务器型号、版本，会有些区别，但流程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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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数据备份建议 

如果现场环境重新安装，建议备份以下信息： 

• 用户信息，支持导入导出。 

• 系统镜像，支持下载导入。 

• 桌面镜像（重装后平台 IP 不变，镜像里的 Agent 上报的 IP 才能正常），支持导入导出。 

• 域控信息，需记录下来，重新配置。 

• 桌面池、桌面，需基于导入的桌面镜像重新部署。 

• 终端信息，无需备份，新平台搭好后，会自动重新注册。 

• 策略信息，需记录下来，重新配置。 

• 云盘数据，需要用户自行备份，无法在新平台恢复。 

• License，重装前，建议先手动断开连接。 

7.7  终端更换操作建议 

 

 

• 更换终端前请务必提醒用户备份数据并停止业务。 

• 办公场景下，更换前请记录旧终端所在终端分组。 

• 教育场景下，更换前请记录旧终端的 MAC 地址。 

 

(1) 旧终端关机，拔出网线。教育场景下，还需在教师端的终端部署页面根据旧终端 MAC 地址，删除旧

终端。 

(2) 新终端开机，检查网络正常，确保新终端的 SpaceOS 系统版本、客户端版本和管理平台版本保持一

致。 

(3) 根据场景执行如下操作： 

• 办公场景下：若终端分组已配置 IP 网段，则管理平台会根据终端 IP 地址将终端自动划分到对

应分组；若终端分组未配置 IP 网段，则需手动将新终端添加到旧终端所在分组。且对于 VOI

或 IDV 终端，还需将新终端加入对应桌面池，并且授权用户。 

• 教育场景下：在教师端的终端部署页面，单击<搜索>按钮搜索并添加新终端，单击击<确定>

按钮完成替换操作。且对于 VOI 终端，还需要在管理平台终端分组页面，将新终端添加到匹

配客户端为“Learningspace”的终端分组，再在教室页面添加该终端到对应教室。 

7.8  计算虚拟化场景CVM备用节点主机替换指导 

 

 

若需替换节点主机已故障，管理平台无法连接故障节点，无法执行步骤（3）、（4）、（6）操作，

请忽略对应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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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故障节点主机角色已切换到“备节点”。 

 确认故障节点主机角色为“备节点” 

 

 

 

若需替换非故障主机，需在管理平台执行“热备切换”操作，确保待更换主机角色为“备节

点”。 

 

(2) 修改主节点 cmsd.xml 文件。 

通过 ssh连接工具登录主节点后台，修改双机配置文件/etc/cmsd/cmsd.xml：将需替换节点主机的

IP修改为任意未使用的 IP以将需替换节点主机从 Workspace 集群中删除。 

 修改主节点 cmsd.xml 文件（需替换节点 IP 修改前） 

 

 

 修改主节点 cmsd.xml 文件（需替换节点 IP 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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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迁移运行在需替换节点主机上的虚拟机至其他节点。 

 迁移虚拟机 

 

 

(4) 暂停需替换节点主机的存储池。 

 暂停需替换节点主机的存储池 

 

 

(5) 停用集群 HA：登录管理平台停用集群 HA。 

 停用集群 HA 

 

 

(6) 将需替换节点主机进入维护模式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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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主机进入维护模式后关闭 

 

 

(7) 删除需替换节点主机。 

 删除需替换节点主机 

 

 

(8) 修改集群小 IP 限制。 

 

 

若需替换主机的管理 IP 是集群内小 IP，需要先将集群 IP 限制去掉，才能将新主机添加到集

群。若需替换主机的管理 IP 不是集群内小 IP，忽略该步骤即可。 

 

a. 通过 ssh 连接工具登录主节点后台，执行如下命令修改数据库限制，其中 x.x.x.x/xx 为集

群允许小 IP 及掩码，例如 100.100.3.113/16。 

mysql -p1q2w3e vservice  

#管理网限制 

UPDATE TBL_PARMAMETER SET VALUE='x.x.x.x/xx' WHERE 

NAME="manager.network.segment" 

(9) 准备一台满足如下要求的新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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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待替换主机硬件配置相同。 

• 已安装与待替换主机相同版本的操作系统。 

• 已安装与原 Workspace 集群相同软件版本的 CVM。 

• 已配置与待替换主机相同的主机名称和 IP 地址。 

• 服务器启动引导模式与 CVM 主节点一致。 

 

 配置与待替换主机相同的主机名称和 IP 地址 

 

 

 查看 CVM 主节点服务器启动引导模式-UEFI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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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CVM 主节点服务器启动引导模式-BIOS 模式 

 

 

(10) 新主机时间同步。 

新服务器安装系统完成后，执行如下命令同步原Workspace集群 NTP服务器，其中 x.x.x.x

为 NTP Server 的 IP 地址。同步完成后，执行命令 hwclock -w写入 BIOS 保存。 

ntpdate -u x.x.x.x 

(11) 将新主机加入集群。相关操作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将新主机加入集群 

 

 

(12) 恢复主节点 cmsd.xml 文件：将新主机的 IP修改为原需替换节点主机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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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主节点 cmsd.xml 文件（新主机的 IP修改为原需替换节点主机的 IP） 

 

 

(13) 进入主节点后台，执行双机热备恢复命令。 

a. 执行 crm status命令查看当前双机热备配置。 

 查看当前双机热备配置 

 

 

b. 在/opt/bin 目录下执行 ms_recovery.sh x.x.x.x passwd1 passwd2命令恢复双机

热备，其中 x.x.x.x 为新主机 IP 地址，passwd1 为新装主机后台 root 密码，passwd2 为仲

裁节点 root 密码（若双机热备采用简易 PING 方式，可省略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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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双机热备 

 

 

 双机热备恢复过程（备份恢复数据） 

 

 

 双机热备恢复成功 

 

 

c. 执行 crm status命令查看恢复成功后的双机热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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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恢复成功后的双机热备配置 

 

 

(14) 恢复集群小 IP 限制（若步骤(8)未修改，可忽略该步骤）。 

a. 通过 ssh 连接工具登录主节点后台，执行如下命令修改数据库限制，其中 x.x.x.x/xx 为集

群允许小 IP 及掩码，例如 100.100.3.113/16。 

mysql -p1q2w3e vservice  

#管理网限制 

UPDATE TBL_PARMAMETER SET VALUE='x.x.x.x/xx' WHERE 

NAME="manager.network.segment" 

(15) 启用集群 HA：登录管理平台启用集群 HA。 

 启用集群 HA 

 

 

7.9  教育场景GlusterFS硬盘更换指导 

7.9.1  注意事项 

• GlusterFS 缩容需要考虑拓扑类型（备份数），如果是 4 节点 2 备份，则缩容只能两台一起缩

容，也就是说缩容都是一个备份组一起缩容的。 

• GlusterFS 缩容需要预留足够空间，举例 4 台服务器，2 备份，缩容两台服务器，但是另外两

台空间不足就会丢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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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usterFS 硬盘更换过程中，不得有任何教室处于上课状态。 

• 本文仅适用于 GlusterFS 配置使用教学存储的场景。 

• GlusterFS 缩容操作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请提前做好数据备份。 

7.9.2  操作步骤 

(1) 查看当前 GlusterFS 配置情况，确认其处于健康状态。 

 查看当前 GlusterFS 配置状态 

 

 

(2) 查看当前教学镜像存储配置，确认 GlusterFS 配置中的各存储节点位置。 

 查看当前教学镜像存储配置 

 

 

(3) 后台执行 gluster volume info命令，查看GlusterFS存储卷信息，确保存储卷状态正常，且没

有“均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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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GlusterFS 存储卷信息-1 

 

 

 查看 GlusterFS 存储卷信息-2 

 

 

(4) 备份数据：包括课程镜像和被缩容主机上的本地磁盘文件。 

• 备份课程镜像：进入课程镜像页面，分别单击各课程镜像下方<下载>按钮将所有课程镜像下

载至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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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课程镜像 

 

 

• 备份被缩容主机上的本地磁盘文件（所有挂载到/vms/learningspace/desktop 下的文件），可

以前台或者后台操作。前台下载位置如下高亮处： 

 

 

(5) 暂停并删除被缩容主机的本地存储：登录管理平台，进入[数据中心/虚拟化]页面，在被缩容主

机（此处为 cvknode17）下选择“存储”页签，暂停并删除以/vms/learningspace 开头的存储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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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并删除被缩容主机的本地存储 

 

 

(6) 暂停并删除被缩容主机的 course_image_local 存储池：登录管理平台，进入[数据中心/虚拟

化]页面，在被缩容主机（此处为 cvknode17）下选择“存储”页签，暂停并删除

course_image_local 存储池。 

 

 

暂停 course_image_local 存储池前请确认该存储池没有被虚拟机或其它进程使用，若有，请

先关闭虚拟机或退出相关进程。 

 

 暂停并删除被缩容主机的 course_image_local 存储池 

 

 

(7) 缩容 GlusterFS 存储。 

a.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GlusterFS 配置]菜单项，进入

GlusterFS 配置页面。 

b. 单击 GlusterFS 存储列表操作列<缩容>按钮，弹出缩容对话框。 

c. 选择欲删除的存储节点主机和是否删除存储池。 

d. 勾选“已充分了解本操作造成的结果”并输入当前管理员密码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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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容 GlusterFS 存储-1 

 

 

 缩容 GlusterFS 存储-2 

 

 

(8) 后台执行 gluster volume info 命令，查看 GlusterFS 存储卷信息，检查数据均衡状态，确保没

有“均衡数据”。 

 gluster volume info 命令，查看 GlusterFS 存储卷信息 

 

 

(9) 删除被缩容主机的教学镜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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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教学镜像存储配置]菜单项，进入

教学镜像存储配置页面。 

b. 单击教学镜像存储列表操作列<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输入“DELETE”（不

区分大小写）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删除被缩容主机的教学镜像存储前 

 

 

 删除被缩容主机的教学镜像存储后 

 

 

(10) 更换被缩容主机的 SSD 硬盘。 

(11) 新建教学镜像存。 

a.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教学镜像存储配置]菜单项，进入

教学镜像存储配置页面。 

b.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对话框。 

c. 选择存储类型（本地磁盘或共享存储），单击<下一步>按钮。 

d. 选择存储集群下的主机，单击<下一步>按钮。 

e. 当存储类型为“本地磁盘”时，选择所选主机的空闲磁盘，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操作确

认对话框，输入“CONFIRM”（不区分大小写）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当存储类

型为“共享存储”时，确认共享存储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输入

“CONFIRM”（不区分大小写）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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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教学镜像存 

 

 

(12) 扩容 GlusterFS 存储。 

a.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GlusterFS 配置]菜单项，进入

GlusterFS 配置页面。 

b. 单击 GlusterFS 存储列表操作列<扩容>按钮，弹出扩容对话框。 

c. 根据具体需求选择是否修改拓扑类型。当选择不修改拓扑类型时，集群中可用主机数需为

拓扑类型的倍数。 

d. 勾选集群中可用主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扩容 GlusterFS 存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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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容 GlusterFS 存储 

 

 

 扩容 GlusterFS 存储后 

 

 

 

如需恢复考试课程相关数据，请将已备份/vms/learningspace/desktop 路径中

CLASSROOM-x-EXAM 路径下的所有文件恢复到被缩容节点的相应目录。 

 

(13) 检查验证。 

• 检查 GlusterFS 配置状态，确认其处于健康状态。若未处于健康状态，请在“节点管理”页

面找到异常主机，单击<修复>按钮修复存储节点。 

• 检查在步(5)(6)中被删除的存储池是否已在扩容节点上自动创建。 

• 检查课程业务是否正常，包括普通课程、考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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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GlusterFS 配置状态 

 

 

8 VOI 常见问题解答 

8.1  管理平台 

(1) 问题：在制作 VOI 桌面镜像时，为什么右上角任务台显示克隆镜像完成后，新建 VOI 桌面池

无法选择刚才克隆的桌面镜像？ 

解答：在 E1009 之前的版本，因为在制作 VOI 桌面镜像平台右上角任务台显示克隆镜像完成

后，还需要等待后续镜像文件处理（将 qcow2 格式转 vhd 格式，并进行 BT 做种）完成后才

可以使用。可在管理节点后台进入/var/lib/vdi/Bittorrent 目录，使用./bttorrent.sh status 命令查

看该桌面镜像的 BT 下载进程是否已存在，以判断该桌面镜像是否已完全完成制作。。 

(2) 问题：克隆 VOI 桌面镜像时镜像存储剩余空间大于镜像文件，为什么还会克隆失败？      

解答：制作 VOI 桌面镜像期间会产生数个中间文件挤占空间，在克隆前请确认镜像存储剩余

空间至少有镜像文件的三倍大小。 

(3) 问题：为什么桌面池中某 VOI 终端的远程连接提示“查询远程连接信息异常”？ 

解答：请检查对应终端是否已启动并进入操作系统。 

(4) 问题：桌面池中某 VOI 终端的远程连接能正常弹出窗口但无法访问 VNC，如何处理？ 

解答：请检查授权策略的网络规则，确认是否把当前浏览器所在终端的 IP 加入了防火墙。 

(5) 问题：在 Agent 设置正确并且管理平台认证服务器也设置正确的情况下虚拟机加域失败，该

如何处理？ 

解答：1.请登录管理平台，点击桌面池->桌面池页签，选择终端所在的桌面池，在“VOI 客户

端列表”里查看终端对应的授权策略。2.点击数据中心->策略->授权策略页签，找到终端对应

的授权策略。3.检查是否设置有网络规则，如果已设置，请检查该网络规则是否禁用了域所在

IP。如果是，请修改并放开该限制。然后再次尝试给虚拟机加域 

(6) 问题：如果在 VOI 客户机操作系统启动过程中，将用户或终端添加到黑名单。用户仍然可以

正常登陆，并没有被立即下线，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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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因为 VOI 客户机系统启动阶段是一个暂态，此时 Agent 组件还没有运行起来，平台与

终端暂时无法通信；当平台和 Agent 建立正常通信后，就会把用户下线。 

(7) 问题：为什么新建的 VOI 桌面池中无法选择某一镜像或者某一终端？ 

解答：请检查该桌面池下的桌面镜像规格与终端规格是否完全一致。 

(8) 问题：VOI 使用 Windows 7 系统还原模式每次登录客户机都需要安装驱动吗？ 

解答：不是，这种情况需要通过制作二级镜像完成驱动安装解决。关于二级镜像的制作，请

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快速入门（教育场景）》和《H3C workspace 云桌面 业务快

速部署（办公场景）》。 

(9) 问题：在管理平台上制作 VOI 镜像并完成优化后，为什么不能单点登录？ 

解答：在管理平台上制作镜像时，由于缺少终端 nextcloud 文件，做镜像时单点登录会失败，

因此需要手工登录。在 VOI 终端登录没有这个问题。 

(10) 问题：VOI 能否增加 D 盘等或修改 VOI-SWAP 盘符？ 

解答：在镜像制作安装操作系统时可以进行分盘满足。 

(11) 问题：VOI 管理平台下发策略不生效，该如何处理？ 

解答：首先，需要检查 Agent 配置 IP 地址是否正确： 进入到 Agent 默认安装路径下（64 位

系统：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conf），用记事本等工具打开 grpc_config.cfg

文件，查看GrpcAddress参数配置是否正确，正确配置应该与管理平台 IP一致。如果不正确，

请在“任务管理器”-----“服务”中找到“vdservice”服务，停止该服务。然后修改

GrpcAddress 参数为正确的管理平台 IP 地址并保存，最后在“任务管理器”-----“服务”中

启动“vdservice”服务。 

其次，需测试客户机网络与管理平台是否互通：打开windows开始菜单，应用搜索框输入“cmd”，

回车，打开 dos 命令控制台，输入如下命令：“ping  {管理平台 IP}”；反之，SSH 连接管

理平台服务器，输入如下命令：“ping  {管虚拟机 IP}”；正常通信结果类似下图： 

 

8.2  客户端 

(1) 问题：下载镜像时卡在 0%，如何处理？ 

解答：请做初步排查，然后根据排查结果联系 400 处理。 

1. 请登录镜像所在服务器后台，输入命令 ps –ef | grep 镜像名。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显示

BT 服务信息，如下图所示，里面包含了镜像文件和种子文件路径。 

 

2. 根据显示的信息，找到 BT 种子文件并下载到本地。该图中，镜像 BT 路径为

/var/lib/vdi/Bittorrent/data/image/Win10_x64_voif0eb78dc-c69c-495d-8e9d-d71b9f9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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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vhd162072498.torrent。在 PC 机上使用迅雷等 BT 下载工具加载该种子文件并尝试下

载。 

3. 如果 BT 下载工具能够下载，则说明种子文件及服务正常，需要排查终端和服务器之间是

否存在网络限制。 

(2) 问题：镜像下载失败问题排查方法？ 

解答：1、BT 下载做种之后需要等大概 5 分种；下载超时，服务器没有流返回或一般是 TCP

断开，首先应该排查网络问题；2、在/vms/idv/iso/下有种子，取出来之后用 BT 客户端下载，

定位是服务器没有流还是客户端异常；3、BT 具有断点续传功能，如果 IP 改变断点续传会失

败，这时应该排查是不是 IP 地址改变导致的下载失败。 

(3) 问题：VOI 的镜像支持回传到管理平台吗？ 

解答：支持，E1009 之后终端支持编辑一级镜像和二级镜像。通过镜像制作流程，可将修改

后的镜像传回平台，并分发给其他终端使用。 

(4) 问题：C206 如果磁盘空间是 256GB，是不是系统盘最大就是 128GB？ 

解答：系统盘推荐大小，为/vms 目录所在分区的一半。通常制作的 50GB 系统盘的镜像大小

会小于 50GB。必须满足：镜像文件大小 （1 级 2 级）与系统盘大小之和小于/vms 所在分区

大小。其它终端型号同理。 

(5) 问题：教育场景下，VOI 终端启动后显示“正在请求桌面池和授权用户信息”，如何处理？ 

解答：教育场景的 VOI 终端，需要将终端移动到匹配客户端类型为 Learningspace 的分组。

创建方式是进入“终端”下的“终端分组”页签，点击“新建”。选择类型为“VOI 分组”，

选择匹配客户端为“Learningspace”，然后将目标终端移入此分组。操作完成后，终端需要

进行重启。 

(6) 问题：教育场景下，终端启动后，长时间停留在“正在请求镜像信息”页面，如何处理？ 

解答：首先确保 VOI 终端已经移动到了 Learningspace 分组之下，其次确认终端型号和课程

类型是否一致。 

 终端型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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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类型示意图 

 

 

如果类型一致，则查看课程关联的终端分组是否包含了终端所属的终端分组；是否指定了用

户或者教室。 

 查看课程信息示意图 

 

(7) 问题：离线登录时提示登录失败，如何处理？ 

解答：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离线时间已超过管理平台配置的离线时长，重新连接管理平台可

解决此问题。 

(8) 问题：平台上下课，VOI 终端无反应，不重启切换镜像，如何处理？ 

解答：首先，确认客户端网络是否正常，是否能够接收到平台的推送。可以通过平台 Ping 客

户端 IP，以及查看终端菜单里客户端的在线状态判断。由于防火墙可能单向放行，建议这两

个测试都进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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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在线状态示意图 

 

其次，确认终端型号和教室关联的终端型号是否一致。教室中关联的 VOI 终端型号，可以在

教室详情里查看。终端自身型号，可以在终端列表查看。 

 教室关联的终端型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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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型号示意图 

 

如果终端类型是匹配的，则可以通过检查日志排查管理平台的报文下发情况。通过 SSH 指令

登录服务器后台，可以查看的关键日志包括以下几类。 

表8-1 关键日志列表 

日志名称 日志路径 备注 

Workspace日志 
/var/log/vdi/workspace-server/workspace.

log 
管理平台日志 

Controller日志 /var/log/vdi/controller/controller.log 
客户端，Agent和管理平台的通信中间件

业务日志 

Grpc-Client日志 /var/log/vdi/controller/grpc-client.log 

客户端同管理平台的报文，一般由客户端

发起，平台接受并相应。比如教师端发起

的上课请求。 

Grpc日志 /var/log/vdi/controller/grpc.log 

除客户端报文以外的其他报文，包括

Agent和平台交互的报文、平台主动推送

给Agent、客户端的报文。比如平台上课

以后，通知学生端切换VOI镜像的通知报

文。 

 

正常情况下，上课之后，可以从 Grpc 日志中查询到报文编号为 50008 的报文： 

 查询编号为 50008 的报文 

 

同时可以从 Controller1 日志中，查找到推送相关的业务日志。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

batchNotifyTerminalsBeginClass。这里可以看到被推送终端的 ID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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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推动终端的 ID 列表示意图 

 

关于目标终端的 ID，可以在终端菜单里，选中某个终端后，通过查看 URL 检查该终端是否被

推送过上课信息。如果该 ID 存在于被推送的 ID 列表，则需要结合客户端软件进行排查为何

收不到上课信息。 

 查看终端的 ID 示意图 

 

(9) 问题：制作二级镜像回传管理平台报错安全套接字错误，如何处理？ 

 安全套接字错误 

 

解答：由于管理平台用于提供上传服务的容器 ip 和 iptables 规则不匹配，导致访问失败。上

传镜像的端口不通，socket 连接没法建立，报套接字错误。解决办法：请 ssh 到管理平台后

台执行 systemctl restart docker.service 

(10) 问题：终端刷机时，如何正确选择启动项？ 

解答：不同终端处理方法有所区别: 

1. 对于 H3C 102V/H3C 103V/H3C 105V 终端： 

开机听到“滴”声后连续按“F12”； 

2. 对于 H3C C106V Pro/ H3C C106V/ H3C C107V Pro/ H3C C107V Plus/ H3C 

C107V/H3C C108V Pro/ H3C C108V Plus/等型号 

开机并按 F12，选择启动项，不需要输入密码 

3. 对于 H3C C206V/ H3C C206V Plus/ H3C C207V/ H3C C207V Plus/ H3C C207V Pro/ 

H3C C208V Plus/ H3C C208V Pro 等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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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并按"F8"，进入密码输入界面, 输入密码 1qaz@WSX ； 

4. 对于 H3C C201V 型号 

开机并按 F12，进入密码输入界面； 输入密码 1qaz@WSX 

9 存储维护方法 

9.1  oneStor PG inconsistent恢复流程 

9.1.1  PG inconsistent 故障恢复流程 

恢复流程如图 8-1 所示： 

 PG inconsistent 故障恢复流程 

开始

检查PG 所属数据池PG状
态是否都是
active+clean

检查集群中是否存在正
在做scrubbing的PG

是 等待scrubbing完
成

否

调整scrub相关参
数

是

否

对 inconsistent 
PG执行repair操作

对inconsistent 
PG执行deep-scrub

操作

Inconsistent PG
恢复结果确认及记

录

结束

恢复scrub相关参
数

 

 

9.1.2  PG inconsistent 故障恢复注意事项 

• 在 handy 节点执行恢复脚本恢复 inconsistent 故障 

• Inconsistent 状态 pg 所属的 pool 下存在非 active+clean 的 PG，PG 故障恢复脚本将跳过恢

复该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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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pg 故障恢复脚本恢复 pg inconsistent 前，若是集群存在正在做 scrubbing 的 PG，需要

等待当前的 PG scrub 完成后才正式进入到恢复流 

• 执行 pg 故障恢复脚本恢复 pg inconsistent 前，为了顺利完成 inconsistent 故障恢复，建议暂

时关闭 pg 自动均衡功能 

• PG 故障恢复工具项目脚本中仅仅提供了 repair 方案来恢复 inconsistent 故障，当且仅当使用

项目恢复脚本，无法恢复 inconsistent 异常PG 后，并且需要仔细分析不一致对象的确是发生

了超冗余错误后，如果是超冗余错误，请联系 400 处理。 

对象发生超冗余错误，repair 后 pg 主 osd 日志中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纠删码：超冗余数量分片存在类似这样打印：be_select_auth_object: error(s) osd 23(3) 

for obj 2:3eff0af3:::1000000fa49.00000000:head 

 纠删码：无法选择出权威对象会有类似这样打印：2.7c soid 

2:3eff0af3:::1000000fa49.00000000:head: failed to pick suitable object info 

 副本：无法选择出权威对象数据会有类似打印：4.135 soid 

4:acff053d:::100000074f2.00000000:head: failed to pick suitable auth object) 

• 超冗余的数据不一致，因为集群中已无法获取到正确的对象数据，本文提供的方案仅仅可以

恢复 pg 的不一致状态，无法保证不一致对象恢复后数据的正确性。 

• 本文档中提供的 inconsistent 故障恢复方案可能无法满足所有的 inconsistent 故障场景，这种

情况下，请联系 400 或者技术支持。 

• 针对因为对裸盘进行写操作，导致集群上出现大量数据不一致的 PG。针对这样的情况，可以

使用 PG 故障恢复工具项目恢复脚本进行恢复，也可以使用恢复周期较短的方案，请联系 400

处理。 

• 针对因为对裸盘进行写操作，出现的数据不一致。请联系 400 处理。 

9.1.3  执行恢复 

 

执行脚本恢复期间，不得存在 down 盘操作，特别是 down 和当前恢复 pg 相关的 osd。这样会导致

deep-scrub 以及 repair 过程异常中断，最终影响恢复 

本文档中并没有提及到 pg 恢复工具脚本提示的操作，仅仅是给出该操作的补充说明以及需要注意

的点。但是脚本中所有的操作，实际恢复过程中都是需要执行的 

对于纠删码冗余策略，若是对象的 size 信息出错，当客户端读写到该对象，会导致断言产生 

 

1. 恢复 pg inconsistent 

(1) 在集群中的 handy 节点，进入到 PG 故障恢复工具脚本文件存放目录：cd /usr/lib/ceph 

(2) 在/usr/lib/ceph 目录下执行恢复脚本：bash pg_recovery_too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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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脚本 pg_recovery_tool.sh 恢复数据不一致故障 

 

 

 

• 在执行恢复脚本恢复 pg inconsistent 前，可以暂停 PG 自动均衡功能，防止恢复中出现 pg 迁移影响恢

复数据不一致 

• 对于 E1007 以前版本，脚本使用方法可能不同，请严格遵守脚本中的提示的注意事项。 

 

2. 恢复期间状态说明 

• 提示集群存在正在做 scrubbing pg  

这种情况是因为 pg 修复工具将在后台自动设置 no-scrub, nodeep-scrub 状态。等待集群

scrubbing 完成后即可进入到恢复 inconsistent pg。 

 集群存在 scrubbing 状态 pg 

 

 

• 提示 pool 存在 unclean pg 

这种情况是因为 pg 所属的 pool 存在 unclean 的 pg。pool 下存在 unclean pg 会影响到 scrub

和 repair 命令执行，所以将跳过恢复当前 inconsistent pg。请等待 pool 完成数据重构，恢复

健康后再次执行恢复即可。 

 pool 存在 unclean pg 

 

 

• 提示 pool 存在 stale pg 

这种情况是因为 pg所属的 pool 存在 stale的 pg。pool 下存在 stale pg会影响到 scrub和 repair

命令执行，所以将跳过恢复当前 inconsistent pg。请等待 pool 完成数据重构，恢复健康后再

次执行恢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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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l 存在 stale 状态 pg 

 

 

• 提示 pg osd 状态异常 

这种情况是因为 pg映射到 osd发生了变化，pg状态将不再是 active+clean+inconsistent，这

会导致恢复失败，所以将跳过恢复当前 inconsistent pg。请等待 pg 再次恢复 clean 后，再次

执行恢复即可。如果没有 osd 震荡，pg inconsistent 的原因是由于踩到坏道，坏盘触发硬盘

可靠性后台自动修复不一致的 pg，此时也会改变不一致的 pg 状态。 

 pg 映射到的 osd 状态异常 

 

 

• 提示 pg 正在 repair/deep-scrub 

该情况表明，pg 还处在恢复过程中。pg repair/deep-scrub 所需时间和 pg 上数据强相关，等

待完成该过程即可。 

 pg 处于 repair/deep-scrub 状态 

 

 

• 提示 repair 失败 

该情况下，需要查看 pg 的主 osd 日志，查看 pg 是不是出现了超冗余的数据错误，确认方法

前面已经提及。确认是之后，请联系 400 处理。修复过程中如果出现其他异常，也请联系 400

处理。 

 脚本恢复失败 

 

 

 

9.2  Workspace超融合场景硬盘故障更换方法 

以 UIS-Cell 3030 G3 服务器为例，RAID 卡硬件信息如下： 



184 

 

 

Workspace E1007 以上版本，管理平台支持一键换盘： 

 

 

9.2.1  原盘插拔（异常拔插） 

(1) 将其中一硬盘拔出后，主机硬盘池中会检测到异常，可在平台查看。 

 

(2) 重新插入后，等待数据恢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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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更换硬盘 

(1) 若出现硬盘故障，只需要将故障硬盘拔出。 

 

 



186 

 

 

(2) 插入同等规格的新硬盘；然后在平台上点击对应的硬盘操作列「更换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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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换完成后等待数据恢复。 

 

 

9.2.3  清理原硬盘缓存 

若出现如下报警信息，则需要清理原盘缓存残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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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如下命令清理原盘缓存残留信息： 

/opt/MegaRAID/storcli/storcli64 /c0/fall del 

/opt/MegaRAID/storcli/storcli64 /cakk/vall delete preservedcache 

(2) 执行如下命令检查硬盘状态： 

/opt/MegaRAID/storcli/storcli64 /c0/eall/sall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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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备份管理”页签，进入虚拟机备份管理页面。

	5.  查看虚拟机迁移历史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迁移历史”页签，进入虚拟机迁移历史页面。

	6.  查看虚拟机控制台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控制台”页签，进入虚拟机控制台信息页面。



	3.7   Worksapce开关机操作步骤
	1.  开机操作
	(1) 上电开机并检查网络：将集群内所有服务器上电开机并检查集群各网段是否能相互ping通。
	(2) 检查NTP状态：在所有节点执行ntpq -p检查，所有节点应该指向同一个ntp server，ntp server的状态refid字段不为INIT，且offset值在100ms以内。
	(3) 关闭维护模式：登入Workspace的web界面，在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退出维护模式。
	(4) 恢复业务：连接启动存储，虚拟机正常启动，恢复业务。

	2.  关机操作
	(1) 停止上层业务：Workspace数据中心-虚拟化-虚拟机下的所有虚拟机正常安全关机。
	(2) 暂停存储池：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存储，将所有存储正常暂停。注：不要删除存储。
	(3) 开启维护模式：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进入维护模式，将每个主机进入维护模式。如果是超融合环境，还需要到ONEStor-主机管理-主机-更多-维护模式-切换维护模式状态，将每个存储主机进入维护模式。
	(4) 正常关机下电：



	4  高级运维
	4.1   资源使用统计
	4.1.1   主机资源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主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主机资源统计页面。
	(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3) 设置状态、CPU利用率范围、内存利用率范围等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列表中将显示主机资源统计的查询结果。

	4.1.2   虚拟机资源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虚拟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虚拟机资源统计页面。
	(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3) 设置状态、CPU利用率范围、内存利用率范围等查询参数，列表中将显示虚拟机资源统计的查询结果。

	4.1.3   IP分配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IP分配统计]菜单项，进入IP分配统计页面。

	4.1.4   VLAN分配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VLAN分配统计]菜单项，进入VLAN分配统计页面。
	(2) 单击VLAN ID列的图标，可展开VLAN ID下的虚拟机列表。

	4.1.5   存储资源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存储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存储资源统计页面。
	(2) 在类型选择框中，选择待查询的类型（包括虚拟机磁盘、网络存储和共享文件系统）。报表中将显示对应类型的查询结果。


	4.2   告警管理
	4.2.1   实时告警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实时告警]菜单项，进入实时告警列表页面。单击告警信息将弹出查看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里的告警原因与恢复建议为系统提供，用户可对维护经验进行编辑记录。
	(2) 单击<高级查询>，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设置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实时告警列表中将显示符合过滤条件的告警信息。
	(3) 选择列表中已处理的告警信息进行确认。选中列表中已处理但未进行状态确认的实时告警信息， 单击<确认告警信息>按钮进行确认。确认告警信息后，可根据需要选择清理或删除告警信息。

	4.2.2   告警阈值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阈值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阈值配置列表页面。系统中告警类别分为：主机资源告警、虚拟机资源告警、集群资源告警、故障告警、安全告警、其他异常告警。单击<展开所有>按钮可展开每类告警的指标项。
	(2) 查看告警指标项，可在对应指标项操作列启用、禁用或编辑指标，也可选择多个指标项进行批量启用或禁用。

	4.2.3   告警屏蔽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屏蔽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屏蔽配置列表页面。单击<新建配置>按钮，弹出新建告警屏蔽配置对话框。
	(2) 选择需要屏蔽的告警指标项与需要屏蔽对象，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的告警屏蔽配置将显示在告警屏蔽配置页面。

	4.2.4   告警邮件通知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邮件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2) 设置邮件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3) 单击<添加邮箱>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接收告警通知的目的邮件地址后，单击<确定>按钮，可设置多个目的邮件地址。
	(4) 单击<邮件配置>按钮，弹出邮件服务器对话框，进行邮件服务器配置。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返回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者“选定告警”，“选定告警”支持自定义配置通知的告警指标项；需要关注的指标项可选择多个主机和虚拟机。
	(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7) 选择“邮件配置”页签，单击<邮件测试>按钮，验证告警邮件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邮件通知配置。

	4.2.5   告警短信通知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短信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2) 设置短信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3) 单击<添加电话>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接收告警通知的接收短信电话后，单击<确定>按钮，可设置多个接收短信电话。
	(4) 单击<短信配置>按钮，弹出短信配置对话框，启用短信通知功能，配置相关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返回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者“选定告警”，“选定告警”支持自定义配置通知的告警指标项；需要关注的指标项可选择多个主机和虚拟机。
	(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7) 选择“短信配置”页签，单击<短信测试>按钮，验证告警短信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短信通知配置。


	4.3   主机发现
	4.4   应用管理
	4.4.1   文件分发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文件分发/文件管理]菜单项，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2) 单击<上传>按钮，弹出上传对话框。
	(3) 选择文件或文件夹按钮，单击“点击上传”，在本地选中待上传的文件或文件夹，上传成功后，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文件管理页面。
	(4) 单击<配置>按钮，弹出配置对话框，设置任务并发数和虚拟机下载限速，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文件管理页面。
	(5) 在文件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单击<文件分发>按钮，弹出选择虚拟机对话框。
	(6) 选择需要分发文件的虚拟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文件分发操作。

	4.4.2   软件分发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软件分发/软件库模板]菜单项，进入软件库模板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软件库模板页面，配置相关参数，新建软件库模板，新建软件库模板时选择的虚拟机建议为新建的“纯净”的虚拟机且该虚拟机必须已安装配套版本的Agent和CASTools。
	(3)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软件分发/软件库]菜单项，进入软件库页面。
	(4)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软件库页面。
	(5) 配置基本信息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制作软件库页面。
	(6) 在制作软件库页面，制作状态显示为未制作，单击<打开制作页面>按钮，打开Web控制台。
	(7) 通过共享目录等方式获取软件安装包，并将其拷贝至桌面。
	(8) 打开软件库制作工具页面，单击<开始制作>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确认已存在软件安装包后，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桌面，开始安装软件。
	(9) 软件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制作>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制作（虚拟机自动关机），返回制作软件库页面。
	(10) 此时制作状态仍为“制作中”，单击<刷新>按钮，进入测试软件库页面。
	(11)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选择虚拟桌面对话框。
	(12) 选择用于测试的虚拟桌面，单击<确定>按钮，软件库向虚拟桌面下发软件。
	(13) 当虚拟桌面列表下发状态显示为“下发成功“后，可以单击虚拟桌面对应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查看测试虚拟桌面中是否已成功安装软件库中的软件。单击<软件列表>按钮，可查看软件库中软件和版本等信息。
	(14) 测试软件库可用后，单击<完成测试>按钮，进入软件下发页面。
	(15) ，单击<软件下发>按钮，弹出软件下发对话框。选择桌面池中需要安装或更新软件的虚拟桌面。单击<确定>按钮下发软件。若勾选“强制下发“，会将选中的虚拟桌面强制关机并安装或更新软件。
	(16) 当虚拟桌面列表下发状态显示为“下发成功“后，可以单击虚拟桌面对应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查看虚拟桌面中是否已成功安装软件库中的软件。

	4.4.3   消息推送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消息推送]菜单项，进入消息推送任务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消息页面。
	(3) 填写消息的标题和内容等基础信息。
	(4)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消息预览页面，可看到消息详情及消息推送到云桌面的简单预览效果。
	(5) 点击<发送>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列消息推送任务列表页面，可以看到消息详情和推送结果。


	4.5   命令下发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命令下发/命令下发]菜单项，进入命令下发页面。
	(2) 在[控制台]栏直接输入下发命令，若需附带文件，可直接将文件拖至页面对应位置或点击上传文件。
	(3) 单击<下发到终端>或<下发到虚拟机>按钮，弹出选择终端或虚拟机对话框，选择一个或多个终端或虚拟机，单击<确定>按钮将命令和附件下发到指定的终端或虚拟机。
	(4) 下发成功后，可在[系统/命令下发/下发历史]页面查看下发历史详情。

	4.6   任务设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高级设置/任务设置/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桌面池任务>按钮，弹出新建桌面池任务对话框，设置相关参数。
	(3) 单击<选择执行对象>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应用任务的桌面池，单击<确定>按钮。
	(4) 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5) 单击欲执行任务对应操作列的<立即执行>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执行桌面池任务。
	(6) 如有需要，可在桌面池任务列表操作列编辑或删除相应的桌面池任务，也可在应用桌面池任务的桌面池列表操作列删除应用桌面池任务的桌面池。


	5  组件介绍
	5.1   管理平台
	5.1.1   workspace-server
	1.  workspace-server进程的描述和服务管理
	2.  常用问题排查命令
	3.  分析日志，定位常见问题

	5.1.2   Controller
	1.  Controller简介
	2.  Controller进程的描述和服务管理
	3.  常用问题排查命令
	4.  分析日志，定位常见问题


	5.2   BT组件
	5.2.1   原理和实现
	5.2.2   BT管理服务介绍
	5.2.3   常见问题排查排查方法
	(1) 查看bttorrent状态是否正常。
	(2) 查看bt downloader进程是否正常，看downloader列表里面是否包含下载的文件。
	(3) 查看源文件、镜像文件是否存在。
	(4) 如果服务器重启过，bt服务会从数据库读取bt列表，然后挨个启动downloader下载进程。如果在downloader列表中无法找到，那么可以查看数据库表，看是否存在相应的记录。表的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是原文件和种子文件，可根据路径检查文件是否存在。
	(5) 查看客户端到服务端6969端口通信是否正常。
	(6) 每个downloader都会独占一个端口，在启动端口时会寻找一个可用端口，端口从6881开始递增。查询某个downloader端口的命令如下，查询到端口之后，可以在客户端用相关命令（如telnet）检查端口通信是否正常。


	5.3   VDP协议
	5.3.1   VDP协议模块简介
	5.3.2   VDP模式介绍
	5.3.3   常见问题排查方法
	1.  客户端连不上虚拟机
	(1) 排查终端能否正常访问管理平台及宿主机上用于终端访问的IP。
	(2) 排查宿主机是否放开虚拟机spice控制台端口限制。
	(3) 可以使用telnet或tcping工具(windows终端)。
	(4) 网关场景则排查终端到网关IP、网关对外端口的连接是否畅通。
	(5) 登录后连不上虚拟机：尝试将该目录下清空后再打开客户端登录尝试连接。
	(6) 如果终端系统是Win10，查看文件夹限制访问功能如果打开请关闭后再尝试。
	(7) Windows安全中心-病毒和威胁防护-勒索软件防护-文件夹限制访问。

	2.  使用虚拟机过程中突然断开连接
	(1) 排查终端到宿主机之间的网络是否正常，终端到宿主机上虚拟机spice控制台端口tcp连接是否正常， 可在终端长ping宿主机IP，当问题再次出现后查看ping的结果，如果是windows终端推荐用tcping工具。
	(2) 网关场景则排查终端到网关IP、网关端口的连接是否稳定。
	(3) 排查终端到宿主机之间的网络设备（防火墙、路由器、三层交换机等）tcp老化时间是否过小。

	3.  虚拟机操作卡顿
	(1) 排查终端到宿主机间的网络带宽是否过小、延迟是否过大，如果是则优化网络。
	(2) 管理平台上查看虚拟机磁盘IO延迟、磁盘请求IOPS在卡顿的时间是否过大有峰值，如果有则需要排查存储或CAS虚拟化组件问题。
	(3) 虚拟机内部查看CPU占用是否过高，内存占用是否过大。
	(4) 不带vGPU显卡的虚拟机尝试修改客户端高级设置：图片压缩改成有损或将场景模式调换成极速模式、解码模式改为硬解，断开重连生效。
	(5) 查看是否在虚拟机运行比较消耗GPU的软件（如autocad等），如果是则建议使用vGPU显卡。
	(6) 带vGPU显卡的虚拟机，尝试修改客户端高级设置，解码模式改为硬解。
	(7)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后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8) 有条件尝试换配置较高的终端连接虚拟机。

	4.  鼠标键盘无响应
	(1) 断开客户端连接，到终端本地查看鼠标键盘能否正常操作，如果不能则尝试更换鼠标或键盘。
	(2) 如果是USB键盘鼠标，排查USB重定向策略，是否已将设备重定向到虚拟机中。
	(3) 鼠标无响应，键盘正常：虚拟机内查看进程vdservice.exe、vdagent.exe是否正常运行，服务Spice Agent是否正常运行，尝试重启Spice Agent服务。
	(4) 鼠标正常，键盘无响应：使用同一终端连接另一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题。
	(5)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5.  虚拟机不能正常播放声音
	(1) 排查终端是否能正常播放声音。
	(2) 查看虚拟机和终端系统是否静音、播放音量大小是否为0。
	(3) 查看虚拟机是否有声卡设备、声卡驱动是否正常工作，安装声卡及驱动后是否重启过虚拟机。
	(4) 如果使用的USB音箱或耳机，排查USB重定向策略，是否已将设备重定向到虚拟机中。
	(5) 播放卡顿有杂音： 排查虚拟机内正常操作是否卡顿；更换终端连接同一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题，使用同一终端连接其他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题。
	(6)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6.  虚拟机不能录音
	(1) 排查终端是否能正常录音。
	(2) 查看虚拟机和终端系统麦克风是否静音、麦克风音量大小是否为0。
	(3) 查看虚拟机是否有声卡设备、声卡驱动是否正常工作，安装声卡及驱动后是否重启过虚拟机。
	(4) 如果使用的是USB麦克风，排查USB重定向策略，是否已将设备重定向到虚拟机中。
	(5) 录音后播放卡顿有杂音：排查虚拟机内正常操作是否卡顿；更换终端连接同一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题， 使用同一终端连接其他虚拟机查看是否有问题。
	(6)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7.  虚拟机播放视频卡顿
	(1) 排查虚拟机操作是否卡顿参考第三点。
	(2) 排查视频源是否本身就卡顿、帧率较低。
	(3) 使用物理机直接播放是否卡顿。
	(4) 不带vGPU显卡虚拟机：视频播放器推荐完美者解码、射手影音，不推荐windows系统自带mediaplayer，客户端高级设置模式是否为智能模式或极速模式，高清模式目前不适合播放视频。
	(5) 带vGPU显卡的虚拟机，尝试修改客户端高级设置，解码模式改为硬解。
	(6) 尝试把虚拟机正常关机再启动（不是重启，是断电后启动）。
	(7) 有条件换配置较高的终端。

	8.  虚拟机使用过程中出现卡死无响应
	(1) 查看客户端toolbar是否能正常显示点击，能否正常返回到终端系统，如果不能考虑客户端或终端系统有问题，尝试断开重连客户端或重启终端系统。
	(2) 排查是否是鼠标键盘无响应，可看虚拟机画面是否有更新（系统时间是否变化或可在控制台尝试操作 查看客户端显示画面），如果是键鼠无响应可参考前面相应章节。
	(3) 管理平台上虚拟机控制台能正常操作或能正常发送按键：尝试断开重连客户端、重启终端系统。
	(4) 管理平台上虚拟机控制台也卡死：尝试断开重连客户端、重启终端系统都无效的话，可能是虚拟机系统卡死，尝试使用RDP或将该虚拟机授权给其他用户后尝试登录。都不行的话，若想快速恢复，可在管理平台依次尝试安全关闭、重启和关闭电源后再启动。



	5.4   外设
	5.4.1   使用限制
	5.4.2   注意事项
	5.4.3   外设重定向问题排查——外设重定向组件服务检查
	1.  Windows终端
	(1) 在管理平台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应用下载>按钮，并在“其他”页签找到并下载外设检测工具。
	(2) 将外设检测工具（RedirCheckTool.exe）拷贝到终端或云桌面中。
	(3) 在终端或云桌面中分别运行外设检测工具，单击<一键检测>按钮，开始外设检测。若检测出有异常项，可通过检测工具“一键修复”。
	(4) 在Windows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可查看重定向组件是否正确安装。

	2.  SpaceOS终端
	(1) 检查端口重定向服务是否存在。
	(2) 检查摄像头重定向服务是否存在。
	(3) 检查串口重定向服务是否存在。


	5.4.4   配置与调试方法
	1.  USB重定向
	2.  摄像头重定向
	配置方法
	查看摄像头状态
	摄像头调试
	(2)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管理平台IP:8083/download/software/”，在页面中单击“cameratools.zip”下载后，解压即可获取GraphEdit工具（graphedt_x86.exe或graphedt_xp.exe）。
	(3) 运行GraphEdit工具，并单击[Graph/Insert Filters]菜单项。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重定向到云桌面的摄像头，单击<Insert Filter>按钮后，再单击<Close>按钮关闭对话框。
	(5) 右键单击摄像头右侧边框方形按钮，选择[Pin Properties]菜单项。
	(6) 设置摄像头参数，单击<OK>按钮。
	(7) 再次右键单击摄像头右侧边框方形按钮，选择[Render Pin]菜单项，生成Video Render。
	(8) 单击上方运行按钮，即可看到摄像头画面。

	3.  U盘等存储设备磁盘映射
	4.  COM串口重定向
	配置方法
	(1) 使用串口设备通常有两种情况：
	(2) 串口重定向映射成功后，可以在云桌面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其状态。
	串口调试
	(3) 运行MobaXterm工具，单击左上方<Session>按钮，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erial”。
	(4) 选择待调试的串口，并设置其波特率后，单击<OK>按钮，连接对应串口。串口波特率请以设备的实际参数为准。
	(5) 串口连接成功后，串口上的数据将展示界面中。例如，扫码枪进行扫码时，获取到的数据将展示在下图黑色区域中。
	并口设备重定向

	5.  转接线类
	6.  USBkey U盾类
	Class 00类型设备
	复合设备类型

	7.  高拍仪类
	(1) 开启管理平台本地资源映射中的摄像头重定向。
	(2) 在云桌面里修改摄像头重定向config参数，修改完成后重启服务。其中，图像编解码格式MJPG、YUY2、RGB23的设置值中，1表示支持，0表示不支持。
	(3) 在终端修改摄像头重定向config参数。当网络带宽不足时，需在终端修改摄像头重定向配置参数。以E1009版本为例，配置文件路径为/userdata/H3C/Workspace/E1010/Device Redirect，其中frame_interval表示帧率：100表示10帧，200表示5帧，0表示无限制；max_width表示分辨率最大带宽。



	5.5   虚拟机代理程序Agent
	5.5.1   概述
	5.5.2   Agent状态信息查看
	1.  通过管理平台查看Agent状态
	2.  通过管理平台查看虚拟机代理程序版本号
	3.  通过虚拟机查看Agent状态
	Windows操作系统虚拟机
	Linux操作系统虚拟机

	4.  Agent日志收集

	5.5.3   常见问题和处理方法
	1.  Agent状态异常
	Windows系统
	(1) 查看服务器地址是否配置正常，配置文件路径：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conf\grpc_config.cfg，使用记事本打开，如图5-67所示。
	(2) 查看虚拟机是否设置代理，数据包被代理转发，如图5-68所示。
	(3) 查看通信日志是否正常，如图5-69、图5-70所示。
	Linux系统
	(1) 查看服务器地址是否配置正常，配置文件路径：/userdata/h3c/cfg/ip.cfg，使用vi打开，如图5-71所示。
	(2) 检测是否配置代理。
	(3) 使用sudo journalctl –b | grep vdagentd命令，查看GRPC相关日志，GRPC日志在syslog中打印，如图5-72所示。

	2.  加域分析
	Windows系统
	(1) 一键收集Agent日志后，解压日志文件，如下图所示
	(2) 查看NetSetup.LOG日志是否有异常，如图5-74所示。
	(3) 查看系统日志，对比计算机改名和加域的时间点，双击打开System.evtx查看。
	(4) 查看是否是Agent加域：打开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VDIService_时间.log文件，查找joinDomain关键字，如图5-77所示显示计算机已经在域中，不需要加域，如果提示“NetJoinDomain Success”表明是agent加域。
	Linux系统

	3.  单点登录失败分析
	Windows系统
	(1) 一键收集Agent日志，查看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VDISSO_CP__时间.log单点登录日志，查看用户名是否正确，如下图所示：
	(2) 若单点登录失败，查看从客户端获取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为空，下图日志显示获取的密码是空。
	Linux系统



	5.6   vGPU
	5.6.1   概述
	1.  vGPU介绍
	2.  vGPU License概述
	3.  CUDA支持情况

	5.6.2   授权策略中的vGPU配置建议
	1.  vGPU配置参数说明
	2.  典型场景配置建议
	性能PK场景
	终端性能不足场景
	广域网、专网场景
	高画面质量场景


	5.6.3   常见问题处理
	1.  黑屏问题初步排查
	(1) 在管理平台的虚拟机控制台查看是否有画面。
	(2) 如果控制台也是黑屏，则收集虚拟机一键收集日志发给研发。
	(3) 如果控制台有画面则先一键收集虚拟机日志和终端日志，然后进行以下尝试。
	(4) 尝试在Toolbar的[高级设置/体验/解码模式]中切换软硬解看是否能否恢复，如果恢复，则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并将出问题前的日志和恢复后的日志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点。
	(5) 尝试重连看是否能恢复，则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并将出问题前的日志和恢复后的日志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点。
	(6) 尝试使用不同的终端登录云桌面, 则再次一键收集虚拟机和终端日志，并将出问题前的日志和恢复后的日志发给研发，并说明时间点。
	(7) 如以上尝试均不能恢复，则修改虚拟机内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Vgpu\config\VGPUCapture文件，将 SaveStream 字段置为1，如图5-88所示。

	2.  卡顿问题初步排查
	(1) 查看license是否有和被激活。
	(2) 在虚拟机中里查看CPU使用率，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CPU是否满载,对于Windows10操作系统请选择逻辑处理器视图，如图5-90所示。CPU状态请关注整体和单核负载。
	(3) 在Windows10操作系统中，打开任务管理器，选“性能”页签，单击GPU查看负载情况，如图5-91所示。在Window 7操作系统中，请使用nvidia-smi命令查看GPU负载情况。
	(4) 使用rdp连接云桌面进行对比。
	(5) 确认盒子的编码能力和使用场景。

	3.  vGPU测试分数低于直通GPU
	(1) 在智能资源调度的“资源明细”页签中查询虚拟机和对应正在使用的vGPU及其UUID。
	(2) 在CVK上执行cd /sys/bus/mdev/devices，进入vGPU设备配置文件路径，找到(1)中的UUID。
	(3) 先将虚拟机关机，然后执行如下命令修改配置文件，将frame_rate_limiter值设为0，关闭FRL策略。其中vGPU-UUID为查询到的UUID。

	4.  License获取不到
	(1) 虚拟机上是否安装grid驱动 是否配置了License server地址。
	(1) 是否和License server IP 能ping通 端口是否能通。
	(2) License server上是否还有剩余可分配的授权点数授权时间是否过期。
	(3) License sever是否与vm的时间同步。
	(4) License类型是否和VM上显卡切分的类型对应。
	(5) License服务的虚拟机：FlexNet License Server - nvidia服务允许是否正常。License客户端虚拟机：NVIDIA Display Container LS服务允许是否正常。可尝试重启服务。

	5.  License回收速度慢
	(1) 找到指定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NVIDIA Corporation\Global\GridLicensing"。
	(2) 添加key "LicenseInterval" 类型为DWord (REG_DWORD)。

	6.  nvidia-smi工具使用说明


	5.7   CAStools
	5.7.1   qemu-ga模块
	1.  qemu-ga模块原理和实现
	2.  问题排查
	(1) CVK后台运行virsh qemu-agent-command vm-name ‘{“execute”:”guest-info”}’命令查看是否有正常的返回，有正常返回无报错说明程序工作正常，其中vm-name需要替换成当前环境上面虚拟机的名字。
	(2) 虚拟机内，Windows可以在服务对话框查看qemu-ga服务是否正常运行，Linux可以在命令行通过service qemu-ga status查看程序状态。

	3.  日志分析，常见问题的分析和定位
	4.  注意事项

	5.7.2   libguestfs模块
	1.  libguestfs模块的原理和实现
	2.  问题排查
	3.  日志分析，常见问题的分析和定位
	4.  注意事项


	5.8   客户端
	5.8.1   Workspace客户端
	1.  客户端组件介绍
	2.  运行原理及功能介绍
	(1) 客户端各组件关系如图5-100所示。
	(2) 运行原理
	a. Workspace启动后会首先向管理平台发送报文获取服务器类型（网关还是非网关）、登录认证类型（用户登录还是终端认证登录）以及终端类型（是否是瘦终端，如果是瘦终端，客户端将以霸屏模式运行）。如果客户端和管理平台通信不畅，会在这里进入重试界面。
	b. 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登录并连接
	c. 客户端的登录以及申请虚拟机等报文需要客户端和云桌面管理平台进行通信，获得虚拟机连接授权后，Workspace会拉起VdSesion进程，由VdSession来与SpiceServer服务器建立连接，来传输虚拟机相关数据。
	d. 客户端连接虚拟机后会有toolbar(圆形或条形工具栏)，用户对虚拟机的常见操作，如关机、重启、断电、修改设置等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修改。


	3.  日志收集方式
	(1) 对应日志位置，日志文件名称
	(2) 一键收集日志方式
	(3) 修改日志级别
	a. 关闭Workspace和VdSession进程（重要，否则修改无法生效）。
	b. 打开我的文档/Workspace/settings.ini文件，搜索LOGLEVEL字段，将对应的值改成5后保存。
	c. 删除我的文档/Workspace/vdps/文件夹下的所有问题。
	d. 复现问题，一键收集日志。


	4.  常见问题处理和定位流程
	(1) 客户端打开后显示当前服务器获取类型和授权失败，如图5-101所示。
	a. 检查终端网络是否通畅；
	b. 检查服务器地址和端口是否填写正确；
	c. 使用ping或者telnet来检查终端与当前所填服务器之间网络是否通畅；
	d. 检查终端与服务器之间是否有防火墙开启某些策略导致网络访问不可达；
	e. 检查终端是否开启代理导致网络不可达。

	(2) windows终端Workspace突然无法启动，双击无反应（先前可以启动）。
	a. 在Windows任务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有Workspace进程残留，如果有，杀掉进程后重启启动workspace。
	b. 重启终端后再次尝试打开workspace（有时进程不会显示在任务管理器中，所以需要重启）。
	c. 如果重启终端后仍然无法启动workspace，删除掉我的文档/Workspace文件夹下面的所有文件，再次重启终端。（有时强杀Workspace进程会导致配置文件异常，需要做此操作）。

	(3) 客户端登录时提示错误。
	(4) 客户端登录后无法连接桌面提示启动超时。
	a. 任务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有VdSession进程残留，如果有，杀掉进程后再次尝试连接。
	b. 如果杀进程或者重启后仍然提示连接超时，查看VdSession日志在本次连接的时间点上是否有更新。如果有更新，查看日志中是否有报错，如果日志无更新，操作步骤3。
	c. 如果是windows终端，进入workspace安装目录后双击VdSession能否有报错；如果是linux终端，打开命令行 cd /userdata/H3C/Workspace/E1010目录（版本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执行 ./start_vdsession.sh脚本，查看是否有报错。

	(5) 客户端登录后连接桌面失败，报错“云桌面已断开”或者“终端与云桌面所在主机通信异常”。
	a. 查看VdSession日志，搜索关键字disconnect reason，结果如下：
	b. 查看disconnect reason后面的描述：

	(6) 虚拟机断开后无法再次连接。
	a. 大概率进程残留，如果是windows系统，进入任务管理器将VdSession进程杀掉或者重启终端即可恢复。
	b. 如果是linux系统，杀掉进程方法如下：“ps –fe |grep VdSession”可查看到是否有VdSession进程存在以及进程id，kill -9 进程id” 即可杀掉VdSession进程。

	(7) 每次连接云桌面固定时间后自动断开。
	a. 查看客户端个性设置中“云桌面超时断开”选项是否打开。
	b. 查看管理平台->系统->高级设置->系统参数->桌面参数，云桌面超时下线功能是否打开。

	(8) 连接上桌面后屏幕卡死，画面不更新。
	a. 这里我们需要首先确认是不是整个终端死机，按下键盘上“CapsLock”大小写切换按键，看指示灯是否变化，如果不变化。终端卡死，收集终端日志。
	b. 如果终端未卡死，那么鼠标肯定可以动，使用鼠标点击toolbar（圆形工具栏），如果toolbar可以正常响应，则说明客户端响应正常，客户端未崩溃。如果toolbar无法正常响应，说明客户端崩溃，需要收集客户端日志。
	c. 如果客户端未崩溃，按照如下操作：管理平台->桌面池->控制台。此时可打开虚拟机的vnc远程窗口，查看鼠标是否能正常操作，画面是否正常更新。如果画面不能正常更新，那么是虚拟机死机，此时需要收集虚拟机日志，一般重启虚拟机可恢复。如果画面可以正常更新，那么是客户端虚拟机画面的更新机制有问题，可联系研发进一步查看。



	5.8.2   Learningspace客户端
	1.  客户端组件介绍
	(1) 客户端组件
	(2) 组件介绍
	(3) 组件交互

	2.  常用功能介绍
	(1) 上下课
	(2) 作业收发
	(3) 屏幕广播
	(4) 远程协助
	(5) 学生转播
	(6) 学生演示

	3.  日志收集方式
	(1) 对应的日志位置，日志文件名称
	(2) 一键搜集日志和对应日志名称

	4.  常见问题的分析和定位流程
	(1) 教师端不能部署学生端。
	a. 确定学生端是否在等部署页面，并尝试使用学生端的重置功能完全清理部署信息。再次尝试在教室端搜索部署是否能成功部署。
	b. 排查教师端和学生端组播是否通：
	c. 确认收到的部署信息教师端的IP地址是否正确，确认学生端通过IP地址是否能连上教师端，示例日志：

	(2) 教师端不能管控学生端。
	a. 确认不能管控现象，是教师端上的学生列表上看，学生离线还是学生是在线的某些功能不能使用。
	b. 学生在教师端上看是离线，查看学生端的界面在终端上是否可见，VOI场景下，需要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student进程是否存在。如果学生端进程不在，重启终端恢复。如果终端存在，从学生端的设置页面中，查看学生端的教室和教室端注册的教室是否一致，不一致则需要重置终端重新部署。
	c. 如果是学生端在线，但是某些功能不能控制，比如学生转播，学生演示和发送作业不成功。要排查教师端使用双网卡，因软件检查到2张网卡和平台的网络都是可用的，所以不能确定使用的网卡是否正确，可禁用一张网卡后，再重启教师端重试，然后再把禁用网卡解除禁用。

	(3) 收发作业失败。
	a. 收发作业失败首先排查学生端虚拟机app是否在虚拟机模板中安装，并在上课后正常启动。
	b. 然后排查教室端和虚拟机网络是否连通。可通过使用搜集日志方式确认网络连通性(在教室端的浏览器中输入虚拟机日志搜集地址是否能打开：http://虚拟机IP:9003，在虚拟机的浏览器地址中输入教师端日志搜集地址是否能打开:http://教师端:9001)，如果能连通通，则windows的telnet命令检查55661端口是否可通。
	c. 如果以上都正常，再排查教师端使用双网卡，因软件检查到2张网卡和平台的网络都是可用的，所以不能确定使用的网卡是否正确，可禁用一张网卡后，再重启教师端重试，然后再把禁用网卡解除禁用。

	(4) 屏幕广播黑屏和卡顿。
	a. 屏幕广播黑屏确认是单个黑屏还是全部终端都黑屏卡顿。单个学生黑屏卡顿一般是终端网线引起，可通过和旁边正常的终端交换网线后确认。
	b. 广播后全部黑屏，可以在广播20分钟后，查看终端是否有打印包统计消息（包统计2分钟左右打印一次）。如果无该日志需要从交换机排查组播是否可用。
	c. 广播后卡顿，可以在广播20分钟后，查看终端日志打印的包统计消息，如果ErrCnt字段存在大量丢包，需要在交换机排查丢包原因。

	(5) 学生转播或学生演示一段时间后教师端提示异常，终端黑屏。



	5.9   Spaceagent
	5.9.1   概述
	5.9.2   核心功能介绍
	1.  日志收集
	2.  升级服务
	SpaceAgent概述
	升级前准备
	(1) 升级包上传至管理平台
	(2) 查看升级包
	(3) 终端规划
	升级方法


	5.9.3   SpaceAgent程序运行状态检查
	1.  Linux终端查看SpaceAgent是否正常运行
	2.  Windows终端查看SpaceAgent是否正常运行
	3.  通过日志判断SpaceAgent运行状态

	5.9.4   客户端常见升级问题排查

	5.10   SpaceOs
	5.10.1   VDI SpaceOs
	1.  排查前检查工作
	(1) 判断是属于虚拟机还是终端侧问题。
	(2) 通过ssh远程连接终端，查看系统/var/log/syslog日志是否存在相关业务明显报错。
	(3) 排查问题是否有规律，是否稳定复现，并及时拍摄复现相关操作步骤。
	(4) 及时搜集系统终端日志。

	2.  VDI SpaceOs常见问题
	黑屏以及显示问题
	(1) 系统根分区剩余空间不足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2) 出现spaceos系统登录界面。
	(3) VGA/HDMI线路接触问题。
	(4) 屏幕分辨率与系统默认不对应
	外设问题
	耳机问题
	键盘鼠标
	(1) 先检查键鼠是否在正常供电
	(2) 然后断开虚拟机，返回到终端本地系统上，先拔插鼠标，看是否恢复，观察是否是概率性的？如果仍无法恢复，尝试替换USB端口；如果替换端口还是无法恢复，请联系研发介入分析。
	扫码枪输入设备
	存储类外设（如U盘）
	网络问题
	(1) C113终端设置的静态IP未生效（服务端未开启DHCP）。
	(2) 终端启动后，无论是静态IP还是动态IP始终无法获取。
	(3) 终端系统启动后无法获取动态IP。
	(4) 终端在启动的过程，客户端首次连接云桌面报错。
	(5) 终端设备偶现workspace会掉线、IP被回收，需要断开网络重启连接，方可恢复正常。
	(6) 终端出现间歇性丢包现象。
	(7) 终端出现持续性丢包或则断开连接


	5.10.2   VOI SpaceOS
	1.  排查前检查工作
	(1) 是否在更新硬件/环境/配置后出现的问题。
	(2) 分析定位是属于管理机器还是客户机问题。
	(3) 问题是大面积出现，还是偶现还是稳定复现，并及时拍摄视频，记录复现相关操作步骤。
	(4) 获取系统版本等信息，及时搜集系统终端日志。

	2.  VOI常见问题
	屏幕显示相关问题
	(1) VOI管理机使用中突然黑屏或者花屏。
	a. 确定是否更换了显示器/VGA/HDMI等，换回原来的设备，确定是否正常。
	b. 尝试远程ssh连接，如果ssh可以连接，则抓取相关的日志，使用终端设备IP:9001的方式获取日志。如果无法ssh远程连接，确定是否VOI系统崩溃，按键盘其他键系统是否有响应等。

	(2) VOI管理机使用中突然黑屏或者花屏。
	(3) 刷机后，部分机型出现分辨率异常。
	(4) 显示器热插拔问题。
	系统启动相关问题
	(1) 系统启动在bios阶段黑屏。
	(2) bios启动失败，找不到磁盘。
	(3) 系统启动进入recovery模式。
	用户系统相关问题
	(1) 用户数据丢失问题。



	5.11   VOI/IDV/UCC
	5.11.1   概述
	1.  1.1VOI概述
	VOI产品系统架构
	软件技术架构
	软件启动顺序
	存储占用情况


	2.  1.2IDV概述
	IDV产品系统架构
	软件技术架构
	软件启动顺序


	3.  1.3 UCC概述

	5.11.2   问题排查思路
	1.  问题排查流程
	(2) 第一步：管理平台前台F12 CONSOLE（缓存问题）。
	(3) 第二步：按下F12，触发出现异常的操作，查看后台状态返回码排查问题：
	(4) 第三步：根据F12-网络返回的接口，查找对应日志。接口请求网址为ip:8083/vdi时查看workspace.log（/var/log/vdi/workspace-sever/workspace.log）；接口请求网址为ip:8083/ cas时需查看cas.log （/var/log/tomcat8/cas.log）；接口请求网址为IP:8083/uis时需查看uis.log（/var/log/uis-core/uis.log）。
	(5) 第四步：涉及终端问题，首先排查管理平台是否向客户端发送的grpc消息，查看controller.log（/var/log/vdi/controller/controller.log）该日志记录平台、客户端、CAS、UIS等通信的服务。
	(6) 第五步：涉及客户端的问题，首先排查管理平台是否向客户端发送的grpc消息，查看grpc-client.log日志，再看客户端是否接收到管理平台下发的命令，根据客户端的类型去不同目录下查看对应日志。
	(7) 第六步：一些agent下发相关的问题查看grpc.log日志。

	2.  VOI/IDV相关业务密码
	3.  日志收集的方法和手段
	界面一键收集
	后台收集方式

	4.  各组件日志地址

	5.11.3   常见问题和排查方法
	1.  排查前检查工作
	(1) 管理机客户端、客户机客户端和管理平台版本是否匹配。
	(2) 是否完全安装各个组件，voiagent，包括安装的类型是否正确。
	(3) 查看voiclient.log日志是否存在相关业务明显报错。
	(4) 问题是否有规律，如果问题能稳定复现，将ssh到终端后端，修改/voisys/etc/voiclient/setting.ini里的LOG字段设置为5。
	(5) 重启后再复现一次搜集日志。

	2.  典型问题分析
	初始化系统失败
	客户端无法下载镜像
	(1) 首先排查网络：
	a. 终端和BT服务器(平台侧-系统-高级设置)是否网络互通。
	b. 终端IP是否存在变更(/var/log/syslog查看)。
	c. BT服务（/var/lib/vdi/Bittorrent运行./bttorrent.sh status），查看服务是否运行正常。

	(2) 查看种子文件是否正常：
	a. 直接打开种子文件查看内容是否符合预期（/vms/idv/iso下获取）。
	b. 种子文件平台IP信息，终端是否能ping通。
	c. 直接使用uTorrent/迅雷等软件验证该种子在同网段PC上是否能下载。

	(3) 通过上述两步可以推断问题出在终端侧还是链路以及平台侧：
	客户端下载镜像失败
	客户机创建失败
	VOI客户端报错空间不足
	VOI管理机上传镜像问题排查方法
	(1) 首选排查终端侧：
	a. 终端和服务器实际网络是否互通。
	b. 终端IP是否存在变更(/var/log/syslog查看)。
	c. 查看客户端日志是否有明显的报错。
	d. 进入终端后台,ls –lh -R /vms/idv/ 查看本地源文件是否存在。

	(2) 排查sftp是否正常：
	a. 终端侧实测是否sftp是否正常(下图为正常示例)。
	b. 平台侧重启docker服务。

	蓝屏问题
	升级问题
	(3) 查看管理平台网络。
	(4) 查看平台升级包原文件是否丢失。
	(5) 查看upgrader日志是否安装出现异常，可能存在版本跨度太大引起部分组件不兼容，导致安装升级包失败。不同版本upgrader日志存放目录可能不同，可连接终端后台使用全局查找：find / -name upgrader*.log。




	6  日志收集和介绍
	6.1   终端日志
	(1) 终端日志可通过H3C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终端】->【日志收集】进行一键日志收集：
	(2) 收集到的日志，可以在【系统】->【终端日志】中查看：

	6.2   多媒体、vGPU、协议、外设、Agent日志
	6.3   管理平台日志
	6.4   VOI终端日志
	(1) VOI终端管理机状态日志：
	(2) VOI终端客户机状态日志：


	7  变更方法
	7.1   修改主机网络配置（初始化部署后）
	7.1.2   前提条件
	7.1.3   注意事项
	7.1.4   操作步骤
	1.  计算虚拟化场景
	(1) 使用SSH工具，在管理节点或双机热备的主节点上进入/opt/vdi/目录。
	(2) 执行./modify_hosts_ip.sh命令，导出当前所有主机信息到当前路径下，文件名为hosts_network_info。
	(3) 输入cat hosts_network_info命令可查看导出的文件，hosts_network_info内容如下例所示。
	(4) 参考上一步中的内容实例与参数说明，输入vim hosts_network_info命令，按下<i>键修改hosts_network_info文件，完成后按下<Esc>键退出编辑模式，再输入“:wq!”并按下回车键保存编辑，本文修改示例如下。
	a. 修改vip为10.125.70.55/24，new_vip对应的值填入10.125.70.55/24。
	b. 修改简易ping仲裁节点ip为10.125.70.51、10.125.70.52，new_quorum_ip_1、new_quorum_ip_2 分别填入10.125.70.51、10.125.70.52。
	c. 修改cvknode1的ip为10.125.70.53/24，new_ip_mask填入10.125.70.53/24。

	(5) 再执行命令./modify_hosts_ip.sh hosts_network_info修改。
	(6) 窗口中会自动打印即将要修改的信息，确认无误后，请输入yes，开始修改。修改完成后主机将自动重启。

	2.  超融合场景
	(1) 确定ONEStor的当前工作节点：分别在双机热备主备管理节点主机上执行ip addr命令，查看存储虚IP所在主机上，存储虚IP所在的主机即为ONEStor的当前工作节点
	(2) 在ONEStor的当前工作节点上执行onestor modify modify_ip export命令，导出主机信息到/opt/h3c/modify_ip/路径下。
	(3) 输入命令vim /opt/h3c/modify_ip/cluster_ip_infos.json，按下<i>键编辑主机信息。根据需求在原字段下方增加下表字段的参数信息，其余内容请勿修改。修改完成后输入wq!命令保存修改。
	(4) 在ONEStor的当前工作节点上执行修改IP预处理命令：onestor modify modify_ip prepare。
	(5) 在管理几点或双机热备的主节点上进入/opt/vdi/目录。
	(6) 执行./modify_hosts_ip.sh，导出当前所有主机信息到当前路径，文件为hosts_network_info
	(7) 输入cat hosts_network_info命令可查看导出的文件，hosts_network_info内容如下例所示。
	(8) 参考上一步中的内容实例与参数说明，输入vim hosts_network_info命令，按下<i>键编辑hosts_network_info文件，修改示例如下。
	a. 修改业务网虚IP为10.125.60.89/23，new_vb_vip的值填入10.125.60.89/23。
	b. 修改存储虚IP为步骤(3)中配置的存储虚IP，new_storage_ip的值填入10.125.60.37。
	c. 修改cvknode1的IP为10.125.60.36/23，new_ip_mask填入10.125.12.37/22。
	d. 修改cvknode5 方法同cvknode1。

	(9) hosts_network_info文件编辑完成后，输入wq!并回车保存修改。再执行./modify_hosts_ip.sh hosts_network_info命令执行修改。
	(10) 窗口中会自动打印即将要修改的信息，确认无误后，请输入yes，开始修改。修改完成后会自动重启主机。
	(11) 如果ONEStor存在纯监控节点，请在监控节点上修改/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vswitch0文件中的网络信息，再输入service network restart命令重启网络。
	(12) 在ONEStor的当前工作节点上执行修改ONEStor IP的命令：onestor modify modify_ip modify。


	7.1.5   环境恢复
	(1) 超融合场景需在[虚拟化/分布式存储]页面中修改对应的handy IP地址，修改完成后需同步ONEStor配置。
	(2) 重新登录管理平台后，在[数据中心/虚拟化]页面中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集群名称，在界面右侧单击<更多操作>按钮，在弹出的菜单项中单击“连接所有主机”，完成后在每个主机页面，单击<退出维护模式>按钮。
	(3) 若管理平台出现主机心跳异常告警，则在管理节点上执行service cas_mon restart命令重新恢复主机心跳。
	(4) 重新添加前提条件中删除的非本地存储、非本地镜像存储与双机存储，在管理平台[数据中心/虚拟化]页面中添加非本地存储。在管理平台[桌面镜像/镜像存储]页面，添加非本地镜像存储。在管理平台[系统/双机热备管理/共享存储]页面，添加双机存储。
	(5) 在[系统/高级设置/系统参数/基础参数]页面中修改BT服务器IP地址。
	(6) 教学场景若部署了校园空间，则进入[应用/校园空间]页面，启动校园空间。
	(7) 若Space Center已纳管该管理平台，则需要在Space Center上重新纳管。
	(8) 若配置了安全网关，则需要在安全网关上执行gateway proxy -c new_ip命令，new_ip为新的管理平台IP。


	7.2   修改管理平台IP地址（初始化部署前）
	(1) 前置条件访问HDM的主机有java环境
	(2) HDM登陆后，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台->java控制台
	(3) 页面会提示下载jnlp文件，有些版本的服务器下载下来的文件是txt格式，手动改成jnlp
	(4) 然后在控制面板->Java->安全里，选择编辑站点列表，如下图。
	(5) 选择添加，把设备的地址添加进去。然后点击应用让修改生效，接着点确定退出。
	(6) 接着打开'jviewer.jnlp'文件。
	(7) 对于弹出的安全警告，分别选择继续、单选框，运行，
	(8) 没有动过的服务器，控制台打开后应该是下面这种。
	(9) Network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 ->Configure Management Interface，已经初始化的到这一步就会提示主机已被管理
	(10) 未初始化的应该会提示输入账户密码，未初始化的服务器账号密码应该是 root/Sys@1234
	(11) 后面选状态是connected状态的网口，里面可以改IP。

	7.3   修改客户端连接的Controller IP
	(1) 目前客户端可以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如下图所示，客户端上会列出自动发现的管理平台IP，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要连接的IP。
	(2) 如果由于网络故障导致无法“发现”想要连接的Controller IP（即服务器IP），可以单击<添加>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新增Controller IP。

	7.4   修改Controller的地址
	(1) 进入终端本地如下图所示目录，找到grpc_config.cfg文件。
	(2) 修改文件中的GrpcAddress的值，并保存即可。

	7.5   HDM IP修改方法
	(1) 登录服务器HDM网页。如果是新服务器，默认HDM地址一般是192.168.1.2，服务器机箱上会贴。同时用来访问HDM页面的主机也需要IP在192网段上。一般默认账号/密码为admin/Password@_
	(2) 选择配置->网络配置->网络配置。
	(3) 其他不变，最后右下角保存。
	(4) 具体的页面选项视服务器型号、版本，会有些区别，但流程是一样的。

	7.6   数据备份建议
	7.7   终端更换操作建议
	(1) 旧终端关机，拔出网线。教育场景下，还需在教师端的终端部署页面根据旧终端MAC地址，删除旧终端。
	(2) 新终端开机，检查网络正常，确保新终端的SpaceOS系统版本、客户端版本和管理平台版本保持一致。
	(3) 根据场景执行如下操作：

	7.8   计算虚拟化场景CVM备用节点主机替换指导
	(1) 确认故障节点主机角色已切换到“备节点”。
	(2) 修改主节点cmsd.xml文件。
	(3) 迁移运行在需替换节点主机上的虚拟机至其他节点。
	(4) 暂停需替换节点主机的存储池。
	(5) 停用集群HA：登录管理平台停用集群HA。
	(6) 将需替换节点主机进入维护模式后关闭。
	(7) 删除需替换节点主机。
	(8) 修改集群小IP限制。
	a. 通过ssh连接工具登录主节点后台，执行如下命令修改数据库限制，其中 x.x.x.x/xx 为集群允许小IP及掩码，例如100.100.3.113/16。

	(9) 准备一台满足如下要求的新主机：
	(10) 新主机时间同步。
	(11) 将新主机加入集群。相关操作请参见《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12) 恢复主节点cmsd.xml文件：将新主机的IP修改为原需替换节点主机的IP。
	(13) 进入主节点后台，执行双机热备恢复命令。
	a. 执行crm status命令查看当前双机热备配置。
	b. 在/opt/bin目录下执行ms_recovery.sh x.x.x.x passwd1 passwd2命令恢复双机热备，其中x.x.x.x为新主机IP地址，passwd1为新装主机后台root密码，passwd2为仲裁节点root密码（若双机热备采用简易PING方式，可省略该密码）。
	c. 执行crm status命令查看恢复成功后的双机热备配置。

	(14) 恢复集群小IP限制（若步骤(8)未修改，可忽略该步骤）。
	a. 通过ssh连接工具登录主节点后台，执行如下命令修改数据库限制，其中 x.x.x.x/xx 为集群允许小IP及掩码，例如100.100.3.113/16。

	(15) 启用集群HA：登录管理平台启用集群HA。

	7.9   教育场景GlusterFS硬盘更换指导
	7.9.1   注意事项
	7.9.2   操作步骤
	(1) 查看当前GlusterFS配置情况，确认其处于健康状态。
	(2) 查看当前教学镜像存储配置，确认GlusterFS配置中的各存储节点位置。
	(3) 后台执行gluster volume info命令，查看GlusterFS存储卷信息，确保存储卷状态正常，且没有“均衡数据”。
	(4) 备份数据：包括课程镜像和被缩容主机上的本地磁盘文件。
	(5) 暂停并删除被缩容主机的本地存储：登录管理平台，进入[数据中心/虚拟化]页面，在被缩容主机（此处为cvknode17）下选择“存储”页签，暂停并删除以/vms/learningspace开头的存储池。
	(6) 暂停并删除被缩容主机的course_image_local存储池：登录管理平台，进入[数据中心/虚拟化]页面，在被缩容主机（此处为cvknode17）下选择“存储”页签，暂停并删除course_image_local存储池。
	(7) 缩容GlusterFS存储。
	a.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GlusterFS配置]菜单项，进入GlusterFS配置页面。
	b. 单击GlusterFS存储列表操作列<缩容>按钮，弹出缩容对话框。
	c. 选择欲删除的存储节点主机和是否删除存储池。
	d. 勾选“已充分了解本操作造成的结果”并输入当前管理员密码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8) 后台执行gluster volume info命令，查看GlusterFS存储卷信息，检查数据均衡状态，确保没有“均衡数据”。
	(9) 删除被缩容主机的教学镜像存储。
	a.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教学镜像存储配置]菜单项，进入教学镜像存储配置页面。
	b. 单击教学镜像存储列表操作列<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输入“DELETE”（不区分大小写）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10) 更换被缩容主机的SSD硬盘。
	(11) 新建教学镜像存。
	a.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教学镜像存储配置]菜单项，进入教学镜像存储配置页面。
	b.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对话框。
	c. 选择存储类型（本地磁盘或共享存储），单击<下一步>按钮。
	d. 选择存储集群下的主机，单击<下一步>按钮。
	e. 当存储类型为“本地磁盘”时，选择所选主机的空闲磁盘，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输入“CONFIRM”（不区分大小写）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当存储类型为“共享存储”时，确认共享存储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输入“CONFIRM”（不区分大小写）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12) 扩容GlusterFS存储。
	a. 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GlusterFS配置]菜单项，进入GlusterFS配置页面。
	b. 单击GlusterFS存储列表操作列<扩容>按钮，弹出扩容对话框。
	c. 根据具体需求选择是否修改拓扑类型。当选择不修改拓扑类型时，集群中可用主机数需为拓扑类型的倍数。
	d. 勾选集群中可用主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13) 检查验证。



	8  VOI常见问题解答
	8.1   管理平台
	(1) 问题：在制作VOI桌面镜像时，为什么右上角任务台显示克隆镜像完成后，新建VOI桌面池无法选择刚才克隆的桌面镜像？
	(2) 问题：克隆VOI桌面镜像时镜像存储剩余空间大于镜像文件，为什么还会克隆失败？
	(3) 问题：为什么桌面池中某VOI终端的远程连接提示“查询远程连接信息异常”？
	(4) 问题：桌面池中某VOI终端的远程连接能正常弹出窗口但无法访问VNC，如何处理？
	(5) 问题：在Agent设置正确并且管理平台认证服务器也设置正确的情况下虚拟机加域失败，该如何处理？
	(6) 问题：如果在VOI客户机操作系统启动过程中，将用户或终端添加到黑名单。用户仍然可以正常登陆，并没有被立即下线，这是为什么？
	(7) 问题：为什么新建的VOI桌面池中无法选择某一镜像或者某一终端？
	(8) 问题：VOI使用Windows 7系统还原模式每次登录客户机都需要安装驱动吗？
	(9) 问题：在管理平台上制作VOI镜像并完成优化后，为什么不能单点登录？
	(10) 问题：VOI能否增加D盘等或修改VOI-SWAP盘符？
	(11) 问题：VOI管理平台下发策略不生效，该如何处理？

	8.2   客户端
	(1) 问题：下载镜像时卡在0%，如何处理？
	(2) 问题：镜像下载失败问题排查方法？
	(3) 问题：VOI的镜像支持回传到管理平台吗？
	(4) 问题：C206如果磁盘空间是256GB，是不是系统盘最大就是128GB？
	(5) 问题：教育场景下，VOI终端启动后显示“正在请求桌面池和授权用户信息”，如何处理？
	(6) 问题：教育场景下，终端启动后，长时间停留在“正在请求镜像信息”页面，如何处理？
	(7) 问题：离线登录时提示登录失败，如何处理？
	(8) 问题：平台上下课，VOI终端无反应，不重启切换镜像，如何处理？
	(9) 问题：制作二级镜像回传管理平台报错安全套接字错误，如何处理？
	(10) 问题：终端刷机时，如何正确选择启动项？


	9  存储维护方法
	9.1   oneStor PG inconsistent恢复流程
	9.1.1   PG inconsistent故障恢复流程
	9.1.2   PG inconsistent故障恢复注意事项
	9.1.3   执行恢复
	1.  恢复pg inconsistent
	(1) 在集群中的handy节点，进入到PG故障恢复工具脚本文件存放目录：cd /usr/lib/ceph
	(2) 在/usr/lib/ceph目录下执行恢复脚本：bash pg_recovery_tool.sh

	2.  恢复期间状态说明


	9.2   Workspace超融合场景硬盘故障更换方法
	9.2.1   原盘插拔（异常拔插）
	(1) 将其中一硬盘拔出后，主机硬盘池中会检测到异常，可在平台查看。
	(2) 重新插入后，等待数据恢复即可。

	9.2.2   更换硬盘
	(1) 若出现硬盘故障，只需要将故障硬盘拔出。
	(2) 插入同等规格的新硬盘；然后在平台上点击对应的硬盘操作列「更换硬盘」
	(3) 更换完成后等待数据恢复。

	9.2.3   清理原硬盘缓存
	(1) 执行如下命令清理原盘缓存残留信息：
	(2) 执行如下命令检查硬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