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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升级介绍 
本文提供了 Workspace 云桌面产品的升级方案，主要包括管理平台和客户端的升级。 

• 管理平台（Space Console）升级：介绍升级脚本的使用方法，输入不同的参数，选择不同的

升级方案。详细介绍了升级的操作过程。 
• 客户端升级（VDI&IDV）：介绍不同的升级方式及其升级步骤。 

2 管理平台升级 

2.1  升级前准备 

2.1.1  查看系统状态  

系统在进行版本升级的过程中，有可能需要执行虚拟机关闭、共享文件系统暂停，重启主机等操作。

为了确保升级完成后管理平台可以快速恢复到升级前的状态，需要在执行版本升级操作前检查系统

的运行状态。 
待检查的系统运行状态如下： 

• 集群状态：高可靠性（HA）。 

• 主机状态：主机的运行状态（必须是正常运行）、虚拟交换机状态、存储池状态。 
• 虚拟机状态：记录下虚拟机的运行状态，未正常运行的虚拟机需要和客户确认。 

• ONEStor 状态：ONEStor 集群健康度和集群分布状态，组件安装情况检查。 

• 待升级主机与所连存储服务器的连接状态：在升级管理平台时，尤其是涉及到内核版本升级

时，为了确保正常升级、业务系统数据可靠，建议升级前确认待升级主机与存储服务器的连

接状态正常。 

2.1.2  备份数据 

1. 备份虚机 

升级版本前，建议对虚拟机进行备份。可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选择需要备份

的虚拟机，并单击<立即备份>按钮进行备份，建议将虚拟机备份到远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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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备份虚拟机 

 

 

2. 备份重要业务数据 

Workspace 云桌面环境中运行了客户虚拟机，在升级系统的过程中需要关闭虚拟机或者重启主机，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客户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为了确保业务系统数据的可靠性，建议备份应用业

务数据，比如使用 Oracle 自带的 exp 功能备份数据库数据。 

2.1.3  准备升级包 

(1) 获取Workspace升级包，以Workspace E1003 升级包为例。获取到Workspace E1003 升级

包：H3C_WORKSPACE-E1003-Upgrade-centos-x86_64.tar.gz。 

(2) 上传升级包： 
使用 SSH 工具将升级包“H3C_WORKSPACE-E1003-Upgrade-centos-x86_64.tar.gz”上传

至 Workspace 管理平台所在主机的“/root”目录下。上传完成后，通过 SSH 工具登录

Wokrspace Manager 后台，确认版本升级包已经成功上传至“/root”目录。可通过 MD5 值，

检查上传至 Wokrspace Manager 主机上的版本升级包与本地的版本升级包大小是否一致。 

(3) 解压版本升级包，命令如下： 

tar -xzf H3C_WORKSPACE-E1003-Upgrade-centos-x86_64.tar.gz。版本升级包解压完成后，

会生成“upgrade.e1003”目录。/root/upgrade.e1003 目录下的 vdi_upgrade.sh.x 即为

Workspace 管理平台的升级文件。 

2.1.4  暂停业务 

 

 

Workspace 管理平台只支持离线升级，因此升级前请先暂停所有业务。 

 

1. 关闭虚拟机  

建议进入虚拟机控制台，通过操作系统内部的关机按钮执行正常关机操作，或者通过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中虚拟机的<安全关闭>按钮执行正常关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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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安全关闭虚拟机 

 
 

 

禁止通过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中虚拟机的<关闭电源>按钮执行关机操作，因为强制关闭电源有可

能损坏虚拟机的文件系统，导致业务异常。 

 

2. 页面关闭 HA（高可靠性）  

版本升级前，必须关闭集群 HA（高可靠性）。请先关闭 HA，再执行暂停存储池操作。升级完成后，

重启主机之前，HA 将不可用。 

图2-3 集群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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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关闭高可靠性 

 
 

3. 停止 BT 服务 

(1) 通过 SSH 客户端，登录 Workspace 管理平台所在主机后台。 

(2) 执行命令 systemctl stop bttorrent && /var/lib/vdi/Bittorrent/bttorrent.sh stop 

 

 

4. 暂停存储池 

版本升级前需要暂停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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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暂停存储池 

 
 

 

各个 CVK 主机下的共享存储池都需要暂停，暂停共享存储前请确保其上的虚机都已经正常关闭。 

 

5. 暂停镜像存储列表中的共享存储 

 
 

2.1.5  配置共享存储故障隔离 

建议在升级之前到系统参数页面配置共享存储故障隔离为不重启主机。 



 

6 

 

 

2.1.6  断开 License Server（仅限升级到 E1003 版本） 

升级前，请在 License Server 配置页面，断开 License Server 连接。 

升级完成后，需要在管理平台重新配置 License Server 信息，再次连接 License Server。 

 

 

2.2  升级注意事项 

• 升级过程中将重启主机，在重启主机前，需要到 Workspace 管理平台，检查各个主机的共享

存储是否处于不活动状态。如果有处于活动状态的共享存储，请将其暂停，以确保集群下所

有主机的共享存储是不活动的，再重启主机。 

• 若单独离线升级 ONEStor 也需要停止共享存储。 
• 执行升级操作过程中，请勿新加节点到存储集群，或修改集群配置。相关操作请在升级完成

后进行。 

• 双机热备环境下，请通过Master节点的真实IP登录其后台，上传升级包进行升级。请勿通过虚IP

登录双机热备环境后台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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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升级版本 

2.3.1  超融合场景升级 

超融合场景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升级： 

• 统一升级：适用于不涉及系统内核版本升级的情况。此时，可通过一条命令自动完成整体环

境的升级，包括 Workspace 和 ONEStor。 

• 单独升级：适用于需升级系统内核的情况。此时，需先单独升级 Workspace，然后重启主机

后，再单独升级 ONEStor。 

1. 统一升级 

(1) 通过 SSH 客户端，登录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主机后台，进入版本升级包目录。 

(2) 执行./vdi_upgrade.sh.x offline，离线升级整个 Workspace 集群，升级完成后请重启集群下所

有主机。 

 
 

(3) 执行上述命令后，系统将自动先升级 Workspace，再升级 ONEStor。升级完成后，将自动进

行环境验收检查，具体如下图所示。系统也支持手动进行整体环境的验收检查，具体请参见

系统环境验收检查。 

 

• Workspace 的升级本质上依赖于 CAS 升级，一旦 CAS 升级成功，Workspace 也相应升级完成。因此，相关

截图中打印信息以 CAS 显示，不影响升级效果。 

• 升级过程中，RBD 共享存储将被自动关闭，升级完成后会被自动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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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orkspace 升级完，将自动升级 ONEStor，ONEStor 升级前会再次对集群环境进行预检查和

确认，具体如下图所示。 

 
 

(5) ONEStor 预检查成功后，开始升级 ONEStor。ONEStor 升级完成后，将自动进行 ONEStor
环境验收检查，具体如下图所示。系统也支持手动进行整体环境的验收检查，具体请参见系

统环境验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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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NEStor 升级完后，整个超融合场景下 Workspace 管理平台升级完成。 
 

 

超融合场景升级时，安装于虚拟机中的 CAStools 也将自动升级。若 Workspace 管理平台升级完成

后，发现某台虚拟机的 CAStools 升级失败，也可尝试手动触发该虚拟机的 CAStools 升级，具体请

参见如何手动升级虚拟机的 CAStools。 

 

2. 单独升级 

涉及内核版本升级时，需先单独升级 Workspace，然后重启主机后再升级 ONEStor。 

单独升级 Workspace 

(1) 通过 SSH 客户端，登录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主机后台，进入版本升级包目录。 

(2) 执行./vdi_upgrade.sh.x -o -s cas，单独串行升级 Workspace。 
(3) 升级完成后，重启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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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pace 的升级本质上依赖于 CAS 升级，一旦 CAS 升级成功，Workspace 也相应升级完成。因此，相关

截图中打印信息以 CAS 显示，不影响升级效果。 

• 升级过程中，RBD 共享存储将被自动关闭，升级完成后会被自动拉起。 

 

单独升级 ONEStor 

 

• 若需单独离线升级 ONEStor，在升级 ONEStor 之前，需要到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检查各主机的共享存储

和共享虚拟机模板存储是否处于不活动状态，如果有处于活动状态的，请暂停处于活动状态的主机的共享存储

和共享虚拟机模板存储，确保集群下所有主机的共享存储和共享虚拟机模板存储是不活动的，且存储集群健康

度为 100，再继续升级 ONEStor。 

• 若是双机热备环境，确保是在主节点上执行升级，若因重启发生了热备切换，需要手动在管理平台的双机热备

页面进行热备切换操作，确保主节点还是重启前的节点。 

 

(1) 通过 SSH 客户端，登录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主机后台，进入版本升级包目录。 
(2) 执行 ceph –s，检查存储集群健康是否是“HEALTH_OK”，若不是，请排查原因，恢复到

“HEALTH_OK”，再继续往下执行。 

 
 

(3) 执行./vdi_upgrade.sh.x -o onestor offline，单独升级 ONEStor 存储。升级过程中会先进行

precheck 检查，预检成功了才会升级，升级完后会进行 postcheck 检查，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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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升级时，安装于虚拟机中的 CAStools 也将自动升级。若 Workspace 管理平台升级完成后，发

现某台虚拟机的 CAStools 升级失败，也可尝试手动触发该虚拟机的 CAStools 升级，具体请参见如

何手动升级虚拟机的 CAStools。 

 

2.3.2  计算虚拟化场景升级 

(1) 通过 SSH 客户端，登录 Workspace 管理平台主机后台，进入版本升级包目录。 

(2) 执行./vdi_upgrade.sh.x -o -s cas，单独串行的升级整个集群。 

 

 

计算虚拟化场景升级时，安装于虚拟机中的 CAStools 也将自动升级。若 Workspace 管理平台升级

完成后，发现某台虚拟机的 CAStools 升级失败，也可尝试手动触发该虚拟机的 CAStools 升级，具

体请参见如何手动升级虚拟机的 CAS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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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升级后检查 

2.4.1  系统环境验收检查 

Workspace 管理平台升级验收检查分两部分：系统升级验收检查和 ONEStor 存储升级验收检查。 

升级完后会自动做 postcheck 检查，也可手动执行./vdi_upgrade.sh.x postcheck offline 进行升级后

检查，检查结果存放在/var/log/upgrade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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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版本检查 

升级完，确认各个节点的版本是否成功升级到目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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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orkspace 系统版本检查 

[root@cvknode1 ~]# cat /etc/workspace-server.version  
E1004 V500R001B02D004 

202006171930Build01 

Build Wed Jun 17 21:05:31 CST 2020 

CAS_BRANCH:f-cas-e0706-vdi 

CAS_FRONT_BRANCH:f-cas-e0706-vdi 

UIS_FRONT_BRANCH:v-e0550-tovdi 

2. 内核版本检查 

[root@cvknode1 ~]# uname -a 
Linux cvknode1 4.14.0-generic #862.el7 SMP Sat May 25 17:05:06 CST 2019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2.4.3  升级日志检查 

升级完，检查各个节点的升级日志，检查是否有报错和告警，从中分析升级是否存在问题。 

升级日志存放在/var/log/upgrade/目录下，升级日志包括 UIS、CAS 系统的升级日志和 ONEStor
的升级日志。具体如下： 

1. UIS 升级日志文件 

uis-upgrade_timestamp.log，timestamp 是时间戳。该文件记录了 UIS 升级过程中关键步骤的日志

打印。 

2. CAS 相关升级日志文件 

• cas_upgrade_history.txt，该文件记录了历史升级版本的时间、CAS 版本信息。 

• cvk-upgrade_timestamp.log，timestamp是时间戳。该文件记录该 cvk 升级CAS 系统的打印

信息。集群中每个 cvk 的/var/log/upgrade/目录都有一份此日志，记录本 cvk 升级 CAS 的过

程。 
• postcheck-report_timestamp.txt，timestamp 是时间戳。该文件记录了升级完成后，对 CAS

升级的验收检查信息。 

3. ONEStor 相关升级日志文件 

• upgrade_sh.log，该文件是ONEStor的升级日志，ONEStor升级过程中若有报错，可以到该

日志中查看原因。 

• console_print.log。该文件记录了升级 ONEStor 时打印到控制台上的信息。 

2.5  恢复业务 

(1) 清除浏览数据  
Workspace 管理平台升级完成后，浏览器会保存老版本的访问记录信息，会影响新 UIS 系统的正常

使用。因此请先清除浏览器的访问记录信息后，再访问 Workspace 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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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清楚浏览数据 

 

 

(2) 启动存储池，检查并确保各个 CVK 主机的共享存储池的状态都为“活动”。 

(3) 启动虚拟机：根据备份虚拟机中记录的虚拟机状态恢复虚拟机。 

(4) 启用 HA（集群高可靠性）。 
(5) 连接 License Server。 

3 客户端软件升级（VDI） 

3.1  升级配置 

3.1.1  终端安装终端管理服务程序（SpaceAgent） 

• SpaceOS 操作系统：自带 SpaceAgent。 
• Windows 操作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SpaceAgent，安装包可以管理平台升级管理页面获取，

如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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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升级包上传至管理平台并开启升级 

1. 默认升级包 

管理平台安装完成后，默认提供与管理平台版本相同的所有类型升级包，且默认开启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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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

到所有升级包。 

图3-1 系统默认升级包 

 

 

2. 用户自定义升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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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升级包文件上传并打开<
开启升级>滑块按钮，并根据需要打开强制升级、设置服务器 IP（当服务器有多块网卡，需要设置

服务器 IP，当只有单块网卡时默认即可）、选择升级时间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上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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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上传自定义升级包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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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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新建终端分组 

 
 

3.2  升级方法 

3.2.1  三种触发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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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定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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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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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定时升级 

 
 

3. 客户端检查更新 

单击客户端右上角设置图标，选择[检查更新]菜单项，即可触发客户端升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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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客户端检查更新 

 
 

3.2.2  两种升级模式 

1. 非强制升级（交互式升级） 

• 触发升级后如果终端有用户登录（用户锁屏或活动），则会询问用户是否允许升级。如果用户

不允许升级（点击了升级进度弹框的取消按钮或关闭了升级进度弹框），则当前升级任务关闭。

如果用户允许升级（点击了升级进度弹框的确认按钮），则升级包会被下载安装，有重启需求

的任务会自动重启。 
• 触发升级后如果终端没有用户登录，则升级包会被自动下载安装，有重启需求的任务会自动

重启。如果用户在升级过程中登录了，会有升级进度弹框提醒。升级过程中如果用户关闭了

升级进度弹框，升级任务不会取消。 

图3-6 升级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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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下载 

 

 

图3-8 安装 

 
 

2. 强制升级（静默升级） 

不论终端是否有用户登录，只要触发了升级就会去下载安装，有重启需求的会自动重启。如果用户

在升级过程中登录了，会有升级进度弹框提醒。如果用户关闭了升级进度弹框，升级任务不会取消。 

3.2.3  注意事项 

• 在 C113 型号终端上手动安装 SpaceAgent 时，安装完成后需要执行 sudo systemctl start 
SpaceAgent 启动服务或重启终端，否则无法触发升级。 

• 查看升级进度：在管理平台的升级历史记录页面有所有升级任务的进度。 

• 若 SpaceAgent 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失败（没有自动部署客户端），有用户登录时配置程序

（SpaceConfig）将会自动启动；没有用户登录时，在用户登录时配置程序将会自动启动。用



 

23 

户可以尝试通过配置管理平台 IP 或配置终端网络来自动发现客户端信息。若通过上述操作仍

然不能部署客户端，则需要管理员查看管理平台配置。 

图3-9 管理平台发现中 

 

 

图3-10 未发现客户端 

 
 

4 客户端升级（IDV） 

4.1  升级模式 

IDV 仅支持开机强制升级 ，即对于管理平台配置的定时升级，强制升级等。IDV 终端均在重启之后

触发。不会按照指定的时间进行升级。（避免在虚拟机运行过程中强制重启机器造成的用户数据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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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升级组件 

IDV 终端并非 SpaceOS 操作系统，因此无需升级 H3C 自研的 SpaceOS 操作系统。待升级组件仅

包括： 
• IDV 客户端：终端开机后自动强制升级。 

• Spaceagent：升级时用户感知不到。 

4.3  升级方法 

(1) 上传升级包：在管理平台上传升级包方式，上传方式与升级 VDI 时相同。 

(2) 客户端操作：IDV 终端使用过程中，不会触发升级。IDV 终端重启后，不需要手动操作，开机

即进入强制升级，如下图。 

图4-1 IDV 客户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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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5.1  升级ONEStor失败，升级时报：TGT checks failed 

 
 

说明存在 ISCSI 会话需要 Logout，检查虚拟机是否全都关闭、共享存储是否全都暂停、共享虚拟机

模板存储是否全都暂停。确定都是 OK，再次进行升级。 

5.2  onestor离线升级预检查过程中主节点发生重启或主节点网络异常，再

次执行离线升级准备时报错 

 

可能原因：离线升级预检查过程中如果主节点发生重启，则主节点会残留一个标记文件，需要手动

删除该标记，再执行离线升级准备。 

处理意见：在主节点执行：echo 0 > /opt/h3c/upd/updflag/nodeFile 

5.3  管理平台为E1003及以上版本时，License Server无法正常连接申请授

权 

可能原因：License Server 版本过低，无法正常通信。 

处理意见：检查 License Server 版本，并升级至 E1145 及以上版本。 

5.4  如何手动升级虚拟机的CAStools 

管理平台升级时，安装于虚拟机中的CAStools也将自动升级。若Workspace管理平台升级完成后，

发现某台虚拟机的 CAStools 升级失败，也可尝试手动触发该虚拟机的 CAStools 升级，具体如图

5-1 或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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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主机下虚拟机 CAStools 升级 

 
 

图5-2 虚拟机 CAStools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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