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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述 
本文档用于指导您将 VDI、IDV、VOI 三种类型的终端刷机成适配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的对应

SpaceOS 操作系统的终端，以便完成 Workspace 环境的部署。 

2 用 PXE 批量刷机（适用于 E1005 及以后版本） 
本章节将指导您通过 PXE 工具批量对常见的 VDI、IDV 或 VOI 类型终端进行刷机。目前支持的终

端型号包括：C200E、C200V、C100V、C106V、C107V、C208V Pro、C101LS、C206V Plus、
C31M、C107i、C5520V、C5320V、C5010V、C6030V、C6330V、C6530V。 

2.1.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表2-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PC机一台 
X86-64 Windows 10版本PC，多个待刷机的终端

在同一网段，且该网段对PXE无限制，无DHCP 
请自行准备 

PXE_AUTO 
PXE的集成刷机工具包，集成了httpd，tftpd和7z

压缩工具包 

请从如下网盘地址获取：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qDH

3WUclcG89FXZauMuTg  

• 提取码：t6pe 

H3C_SpaceOS-versi

on-x86-64.iso或

H3C_SpaceOS-HW

E-version-x86_64.iso 

• VDI 终端刷机镜像，如

H3C_SpaceOS-E1007-linux-x64.iso 

• 对于 C106V 终端，请使用 E1010 及之后版

本，带 HWE 字段的刷机镜像，例如

H3C_SpaceOS-HWE-E1010-x86_64.iso，

其他终端请使用不带 HWE 的版本 

• IDV 终端刷机镜像，如

H3C_SpaceOS_IDV-E1007-x86_64.iso 

• VOI 终端刷机镜像，如

H3C_SpaceOS-VOI_UEFI-E1007-x86_64

.iso 

版本软件包中自带该镜像，请从

H3C-FTP上获取 

 

2.1.2  PXE 注意事项 

• 刷机所用 PC 需已安装 VC++环境。推荐使用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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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刷机环境需要用到 PXE_AUTO.zip 工具，上传需要刷机的版本，直接运行 PXE_AUTO
工具即可自动部署刷机环境后即可进行刷机。 

• 刷机所用 PC 应有且只有一张网卡插入网线并使用。 

• 刷机所用 PC 需具备 C 盘且作为系统盘，可用空间应大于 5GB。 

• 终端刷机依赖于 PXE，需确保终端与刷机虚拟机处于同一 VLAN 中，且该 VLAN 为单独的二

层网络，不存在 DHCP 服务器。建议开启终端所连交换机上的边缘端口，以缩短 DHCP 获取

IP 地址的时间。边缘端口的开启方法与交换机型号有关，请参见网络环境中所用交换机的配

置命名手册。 
• 最大支持并发刷机数 20 台。 

• 若使用 PXE 对 IDV 终端进行刷机，请先修改 PC 本地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6 日。 

• 若待刷机终端 CPU 为第十代、第十一代终端，例如 C5520V、C5320V、C5010V、C6030V、
C6330V、C6530V，镜像仅支持 E1011L02 及之后版本，镜像名称中包含“K511”字样。 

2.1.3  刷机方法 

1. PXE 服务启动 

(1) 通过百度网盘获取 PXE_AUTO_LENACY 工具，并进行解压，通常解压到桌面即可。 

图2-1 解压 PXE 工具 

 

 

 

解压后的文件保存路径不能包含中文。 

 

(2) 将 SpaceOS 的 ISO 文件放到 PXE_AUTO 工具的 source/version/路径下。此处以 VOI 终端

镜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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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PXE_AUTO 工具 source/version/ 

 

 

(3) 以管理员身份启动执行文件 AUTO_PXE.exe 进行自动化环境部署。 

图2-3 启动执行文件 

 

 

(4) 根据终端类型，输入对应序号后回车。 

 VDI 类型终端，输入“1”后回车。 

 IDV 类型终端，输入“2”后回车。 
 VOI 类型终端，输入“3”后回车。此处以 VOI 终端为例。 

 

对于 IDV 类型终端，输入序号并回车后即可，对于 VDI 和 VOI 类型终端，还需根据终端型号

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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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 VDI 或 VOI 终端型号，输入对应序号后回车。 

 

 

(6) 选择设备型号后，tftp 服务自动启动，不需要修改配置，等待该网段要烧录的客户端来连接服

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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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默认配置启动的 tftpd 服务 

 
 

2. 通过 PXE 刷机 

(1) 终端开机，根据终端型号执行以下操作，进入选择启动设备界面。 

 对于型号以“1”开始的终端，如 C102V、C103V、C105V、C106V、C107V、C108V 等，

请连续按<F12>。若提示输入密码，请输入 BIOS 密码 1qaz@WSX 后，进入选择启动设

备界面。 

 对于型号以“2”开始的终端，如 C200V、C201V、C206V、C207V、C208V 等，请连续

按<F8>，可直接进入选择启动设备界面。 
 

 

对于型号以“2”开始的终端，也可以先连续按<Delete>，并在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 1qaz@WSX
后，进入终端 BIOS 系统，并按<F8>进入选择启动设备界面。 

 

图2-5 输入 BIOS 密码 

 

 

(2) 在选择启动设置界面，选择“Realtek PXE B01 D00”，开始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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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选择 PXE 启动项 

 
 

(3) 选择启动项后，开始检测终端与 PXE 服务器的连通性。 

图2-7 终端与 PXE 服务器通信 

 

 

(4) 终端开始下载 SpaceOS 镜像，不需要手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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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开始下载安装镜像 

 

 

(5) 在 PC 的服务端，tftpd 端显示开始下载。 

图2-9 PXE 的 tftpd 服务端下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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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载完成后，开始版本烧录，键盘选择默认配置。 

图2-10 选择默认配置 

 

 

(7) 直接回车，进入下一步 

 

 

(8) 选择“NO”，进入下一步。 

(9) 安装完成后,终端将会自动关机,手动开机后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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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版本 

(1) 终端开机后，在右上角的菜单中，选择关于，查看版本号是否正确，如果关于选项是灰色，

请等待一会再点击。此处以 VOI 终端为例。 

图2-11 版本验证 

 

 

3 VDI 终端刷机（X86 架构） 

3.1  通过U盘刷机（适用于单个终端） 

3.1.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表3-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PC机一台 PC与终端网络互通 请自行准备 

U盘一个 
用于制作成启动盘，会对其格式化，请先备份U

盘数据，或使用空白U盘 
请自行准备 

Rufus软件 
用于将U盘制作为启动盘，推荐使用Rufus 3.8及

以上版本 

请从如下网盘地址获取：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q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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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3WUclcG89FXZauMuTg  

• 提取码：t6pe 

H3C_SpaceOS-versi

on-linux-x64.iso或

H3C_SpaceOS-HW

E-version-x86_64.iso 

• 终端刷机镜像  

• 对于 C106V、C100L 终端，请使用 E1010

及之后版本，带 HWE 字段的刷机镜像，例

如

H3C_SpaceOS-HWE-E1010-x86_64.iso，

其他终端请使用不带 HWE 的版本 

版本软件包中自带该镜像，请从

H3C-FTP上获取 

适用终端 C31M、C101LS、C100、C106V、C100L 无 

 

3.1.2  刷机方法 

1. 制作刷机 U 盘 

(1) 双击运行 Rufus 软件，在弹出的窗口中设备选择目标 U 盘，引导类型选择刷机镜像文件，其

他参数保持默认即可，如下图所示。本例中 U 盘名称为 Spaceos Install CD（G:），引导类

型为“H3C_SpaceOS-E1002-linux-x64.iso”。对于 C106V、C100L 终端刷机到 E1010 及之

后版本，请使用带 HWE 字段的版本，例如 H3C_SpaceOS-HWE-E1010-x86_64.iso，其他终

端请使用不带 HWE 字段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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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运行 Rufus 软件 

 

 

(2) 配置完成且确认信息正确后，单击<开始>按钮，开始制作。 

(3) 制作中，弹出如下提示框时，请分别单击<确定>按钮和<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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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制作中 

     

 

(4) 制作 U 盘为刷机时的启动盘完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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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制作成功 

 

 

2. 通过 U 盘刷机 

(1) 将 U 盘插入终端的 USB 口，开机，C31M、C101LS、C106V、C100L 终端连续按<F12>，
C100 连续按<F7>，进入选择启动设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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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C31M、C101LS 选择启动设备 

 

 

图3-5 C106V 选择启动设备 

 
 

图3-6 C100 选择启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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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C100L 选择启动设备 

 

 

(2) 选择从 U 盘启动刷机。对于 C31M、C101LS，请选择“USB Disk 3.0 PMAP”；对于 C100，
请选择“Android-IA (SanDisk)”，SanDisk 为 U 盘名字；对于 C106V、C100L，请选择“USB”。 

(3) 刷机过程中会出现以下画面，请如图所示单击对应按钮。 

 
 

 
 



16 

(4) 刷机完成后，终端将自动关机，手动开机后即可使用。 

3. 验证版本 

(1) 终端开机后，弹出 SpaceConfig 对话框，单击[关于]菜单项，查看终端的 SpaceOS 版本号是

否正确。此处以 C31M 为例。 

 
 

3.2  通过PXE模式刷机（适用于批量刷机） 

3.2.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表3-2 必备软件与工具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PC机一台 
PC与多个待刷机的终端在同一网段，且该

网段对PXE无限制，无DHCP 
请自行准备 

Tftpd64  
4.64或者以上版本，用于提供DHCP和

FTP服务 
请从如下网盘地址获取：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

eqDH3WUclcG89FXZau

MuTg  

• 提取码：t6pe 

httpd 
httpd-2.4.43-win64-VS16或以上版本，用

于搭建http服务 

UltraISO 用于解压iso文件 

ftpdboot.zip或tftpdboot._C100zip PXE的相关配置文件 

H3C_SpaceOS-version-linux-x64

.iso 

• 终端刷机镜像 

• 对于 C100，请使用 E1004P04 及之

后版本 

版本软件包中自带该镜像，请从

H3C-FTP上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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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刷机方法 

1. 解压安装包文件 

(1) 在 PC 本地新建文件夹，如 E1002。 
(2) 运行 UltralSO 软件，单击[文件]菜单项，打开 H3C_SpaceOS-E1002-linux-x64.iso，并将镜

像解压到 E1002 文件夹内，如下图所示。 

 
 



18 

 

 

2. http 配置 

(1) 将 httpd-2.4.43-win64-VS16 压缩包的内容解压到本地。 

 
 

 

建议直接放在 C 盘或者 D 盘下，解压路径中最好不要有中文。本文中的解压路径为 D:\PXE，
直接将 Apache24 文件夹解压到 D:\PXE 路径下。 

 

(2) 将解压的 SpaceOS 文件（E1002 文件夹）复制到 D:\PXE\Apache24\htdocs\目录下。 

(3) 修改 SpaceOS 对应.seed 文件，修改以下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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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C31M 或 C101LS，修改 D:\PXE\Apache24\htdocs\E1002\preseed\spaceos.seed 文

件。 
 对于 C100，修改 D:\PXE\Apache24\htdocs\E1002\preseed\spaceos-uefi.seed 文件。 

 

 

 

(4) Apache24的SRVROOT默认路径是C:/Apache24，本文中由于解压路径为D:\PXE，因此需

要修改 Apache24\conf\httpd.conf 配置文件，SRVROOT 的路径修改为 d:/PXE/Apache24。 

 

 

(5) 运行 D:\PXE \Apache24\bin\httpd.exe。 

 

httpd 的运行环境需要已安装 VC++ 2015-2019 X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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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浏览器中查看 http 环境正确性，若能访问，则说明 http 服务正确。 

图3-7 确认 http 环境正确 

 
 

3. tftpboot 配置 

(1) 对于 C31M 或 C101LS 将 tftpdboot.zip 解压到本地，修改

\tfpboot\ubuntu-installer\amd64\boot-screens\txt.cfg 文件；对于 C100 将 tftpdboot_C100.zip
解压到本地，并修改\tfpboot\grub\grub.cfg 文件。将如下图所示配置项 IP地址修改为本地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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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C31M 或 C101LS 修改项 

 

 

图3-9 C100 修改项 

 

 

(2) 启动 Tftpd64，将“Current Dirctory”配置为本地 tftpdboot 地址，并选择“Server interfaces”
为本地 IP 地址。 

 

 

(3) 单击<Settings>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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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TFTP”页签，按照下图所示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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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DHCP”页签，并按照下图所示进行配置后，单击<OK>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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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C31M/C101L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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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C100 配置 

 
 

4. 通过 PXE 模式刷机 

(1) 启动 Tftpd64 软件。 
(2) 对于 C31M 或 C101LS，开机后连续按<F12>，在选择启动项界面，选择“Realtek PXE B01 

D00”，开始刷机；对于 C100，开机后连续按<F7>，在选择启动项界面，选择“UEFI: IP4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开始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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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C31M 或 C101LS 选择启动项 

 

 

图3-13 C100 选择启动项 

 
 

(3) 刷机过程中出现域名地址设置界面时，请直接回车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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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出现下图所示界面时，单击<No>，进入下一步。 

 
 

(5) 刷机完成后，终端将自动关机，手动开机后即可使用。 

5. 验证版本 

(1) 终端开机后，弹出 SpaceConfig 对话框，单击[关于]菜单项，查看终端的 SpaceOS 版本号是

否正确。此处以 C31M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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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DI 终端刷机（ARM 架构） 
目前 ARM 架构的 VDI 终端只有 C113。C113 终端操作系统不同，刷机方法略有差异： 
• 若当前终端操作系统为老版本 SpaceOS，如适配老版本的 H3C Workspace 云桌面。请参见

将终端系统刷成最新的 SpaceOS，以适配最新的 H3C Workspace。 

• 若当前终端操作系统为Android 系统，如适配Cloud Desktop云桌面的C113 终端。请参见将

终端系统刷成最新的 SpaceOS，以适配最新的 H3C Workspace。 

4.1  将老版本SpaceOS系统刷成最新SpaceOS 

4.1.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表4-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PC机一台 

Windows系统PC，可用存储大

于10GB，且存放刷机软件和终

端固件版本 

请自行准备 

双USB连接线 两端都是USB公口 请自行准备 

卡针 无 请自行准备 

FactoryTool 
FactoryTool_v1.68版本，批量

刷机软件 

请从如下网盘地址获取：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qDH3WUc

lcG89FXZauMuTg  

• 提取码：t6pe 

DriverAssitant 驱动程序 



29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H3C_SpaceOS-version-linux-a

rm32.img 

C113终端固件版本，此处以

H3C_SpaceOS-E1003-linux-ar

m32.img为例 

版本软件包中自带该固件版本，请从

H3C-FTP上获取 

 

4.1.2  刷机方法 

1. 为 PC 安装瑞芯微 USB 驱动 

(1) 进入 PC 本地 DriverAssitant 目录，直接运行 DriverInstall.exe，选择[驱动安装]菜单项，安装

USB 驱动。 

2. 使用 FactoryTool 工具刷机 

(1) 运行 FactoryTool 刷机工具。 
(2) 将双 USB 连接线两端分别连接 PC 与 C113 终端后方的 USB 5 口。 

(3) 拔掉 C113 电源线，将卡针插入前面板耳机孔旁小孔，然后插上电源线。 

(4) 等待 PC 上 FactoryTool 工具识别到终端设备后，即可拔掉卡针。 
(5) 单击<固件>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刷入的版本后，选中“升级”，并单击<启动>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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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始刷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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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刷机成功，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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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刷机完成后，终端将自动关机，手动开机后即可使用。 
 

 

若刷机失败，请确认驱动是否安装成功，确认方法：打开终端设备管理器，若显示如下图所

示，则安装成功；若不是，请重新安装驱动后重启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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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版本 

(1) 终端开机后，弹出 SpaceConfig 对话框，单击[关于]菜单项，查看终端的 SpaceOS 版本号是

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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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将Android系统刷成最新SpaceOS 

4.2.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表4-2 必备软件与工具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PC机一台 
Windows系统PC，可用存储大于10GB，且

存放刷机软件和终端固件版本 
请自行准备 

双USB连接线 两端都是USB公口 请自行准备 

卡针 无 请自行准备 

FactoryTool 
FactoryTool_v1.62，SpaceoOS批量刷机软

件 

请从如下网盘地址获取：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

eqDH3WUclcG89FXZau

MuTg 

• 提取码：t6pe 

DriverAssitant 驱动程序 

H3C_SpaceOS-version-linux-

arm32.img 

C113终端固件版本，此处以

H3C_SpaceOS-E1003-linux-arm32.img为

例 

版本软件包中自带该固件版本，

请从H3C-FTP上获取 

 

4.2.2  刷机方法 

 

请严格按照步骤顺序执行，以避免终端 MAC 地址重复。 

 

1. 为 PC 安装瑞芯微 USB 驱动 

PC 已安装瑞芯微 USB 驱动，可忽略此步。 

(1) 进入 PC 本地 DriverAssitant 目录，直接运行 DriverInstall.exe，选择[驱动安装]菜单项，安装

USB 驱动。 

2. 备份 MAC 地址和 SN 

(1) 运行 FactoryTool 刷机工具。 
(2) 将双 USB 连接线两端分别连接 PC 与 C113 终端后方的 USB 5 口。 

(3) 拔掉 C113 电源线，将卡针插入前面板耳机孔旁小孔，然后插上电源线。 

(4) 等待 PC 上 FactoryTool 工具识别到终端设备后，即可拔掉卡针。 
(5) 选择“Android”，并单击<备份>按钮，开始备份 MAC 地址与终端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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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界面显示“备份成功”，即终端 MAC 地址与 SN 已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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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FactoryTool 工具刷机 

(1) 单击<固件>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刷入的版本后，选中“修复”。 

 

 

(2) 单击<启动>按钮，开始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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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刷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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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机完成后请勿立即断电。若需关闭终端，请待终端稳定运行后，使用正常关机方式关闭终

端系统。 

 

4. 还原 MAC 地址和 SN 

(1) 拔掉 C113 电源线，将卡针插入前面板耳机孔旁小孔，然后插上电源线。 

(2) 等待 PC 上 FactoryTool 工具识别到终端设备后，即可拔掉卡针。 
(3) 选择“Linux”，并单击<还原>按钮。 

 

 

(4) 界面显示“还原成功”，即终端 MAC 地址和 SN 已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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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版本 

(1) 终端开机后，弹出 SpaceConfig 对话框，单击[关于]菜单项，查看终端的 SpaceOS 版本号是

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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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DV 终端刷机 

5.1  通过U盘刷机（适用于单个终端） 

5.1.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表5-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PC机一台 PC与待刷机终端网络互通 请自行准备 

U盘 
用于制作成启动盘，会对其格式化，请先备份U盘数

据，或使用空白U盘 
请自行准备 

UltraISO 用于解压iso文件 

请从如下网盘地址获取：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eqDH3WUclcG89FXZ

auMuTg  

• 提取码：t6pe 

H3C_SpaceOS_for_IDV

-version-1.0-x64.iso或

H3C_SpaceOS_IDV-ver

sion-x86_64-K510.iso 

• IDV 终端刷机镜像 

• 对于 C107i 终端，请使用 E1010 及之后版本带

有 K510 字段的刷机镜像，例如

H3C_SpaceOS_IDV-E1010-x86_64-K510.iso

，其他终端请使用不带 K510 字段的版本 

版本软件包中自带该镜像，请

从H3C-FTP上获取 

适用终端 C102V、C103V、C105V、C107i 无 

 

5.1.2  刷机方法 

1. 制作刷机 U 盘 

(1) 运行 UltraISO 软件，单击[文件/打开]菜单项，并选择 IDV 终端镜像。 



41 

 
 

(2) 单击[启动/写入硬盘映像]菜单项，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写入>按钮后，并在弹出的确认

框中，单击<是>，开始写入，等待写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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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U 盘刷机 

(1) 将 U 盘插入终端，并保证终端网口处于 UP 状态（接入网线），且网络环境中有 DHCP 服务

器。 

(2) 终端开机，听到“滴”声后，连续按<F12>，进入选择启动项界面。 
(3) 选择启动 U 盘（注意需选择 UEFI 模式），如下图所示。选择后，终端将自动开始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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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刷机完成后，单击右下角<Reboot>按钮，重启终端。 

 

 

 

终端重启后，将自动进入终端桌面系统，此时请勿进行任何操作，静待终端自动关机。 

 

(5) 终端关机后，手动开机即可。 

3. 验证版本 

(1) 单击终端右上角 图标，展开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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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关于]菜单项，可查看版本信息。 

 

 

5.2  通过PXE模式刷机（适用于批量刷机） 

5.2.1  必备软件与工具 

图5-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PC机一台 
PC与多个待刷机的IDV终端在同一网段，且该网段

对PXE无限制，无DHCP 

请自行准备，刷机前请先将

PC的时间修改为2020年11

月26日 

Tftpd64  4.64或者以上版本，用于提供DHCP和FTP服务 请从如下网盘地址获取： 

• 链接：UltraISO 用于解压iso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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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haneWIN NFS server  
haneWIN NFS server 1.2.33或以上版本，用于提

供NFS服务 

https://pan.baidu.com/

s/1eqDH3WUclcG89F

XZauMuTg  

• 提取码：t6pe tftpdboot.rar 
• PXE 的相关配置文件 

• 对于 C107i 终端，请使用 ftpboot_C107.zip 

H3C_SpaceOS_for_IDV-ver

sion-1.0-x64.iso或

H3C_SpaceOS_IDV-version

-x86_64-K510.iso 

• IDV 终端刷机镜像 

• 对于 C107i 终端，请使用 E1010 及之后版本

带有 K510 字段的刷机镜像，例如

H3C_SpaceOS_IDV-E1010-x86_64-K510.i

so，其他终端请使用不带 K510 字段的版本 

版本软件包中自带该镜像，

请从H3C-FTP上获取 

适用终端 C102V、C103V、C105V、C107i 无 

 

5.2.2  刷机方法 

1. 解压安装包 

(1) 在 PC 本地新建文件夹，如 IDV_E1002。 

(2) 运行 UltralSO 软件，单击[文件]菜单项，打开 ISO 文件，并将镜像解压到 IDV_E1002 文件夹

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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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ftpboot 配置 

(1) 将 tftpdboot.rar 或 C107i 终端所用 tftpboot_C107.zip 解压到本地，修改

\tftpboot\pxelinux.cfg\default 文件如图，将如下配置项 IP地址修改为本地地址: 

 
 

(2) 将解压出的 IDV_E1002\isolinux\ks.cfg 替换 tftpboot\kickstart\ks.cfg 
(3) 启动 Tftpd64，将"Current Dirctory"配置为本地 tftpdboot 地址，并选择“Server interfaces”

为本地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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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Settings>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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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TFTP”页签，按照下图所示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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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DHCP”页签，并按照下图所示进行配置后，单击<OK>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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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neWIN NFS Server 配置 

(1) 运行 haneWIN NFS Server 软件。 

 

 



51 

(2) 单击<Edit>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Exports”页签，并单击<Edit exports file>按钮。 

 

 

(3) 修改“Exports”选项，将 centos tftpdboot 文件夹用 NFS 挂载后，保存并退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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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 PXE 模式刷机 

(1) 启动 Tftpd64 软件。 

(2) 启动 haneWIN NFS Server 软件。 
(3) IDV 终端开机后，连续按<F12>，进入选择启动项界面，选择“BOOT NDC”，开始刷机。 

 

 

(4) 刷机完成后，单击右下角<Reboot>按钮，重启终端。 

 

 

 

安装完成后，可能屏幕会黑屏并显示"4 terminated" 此时只需手动长按电源关闭终端并重启即

可正确进入系统。 

 

(5) 重启后，系统会自动关机一次，再次手动开机即可。 



53 

 

 

刷机完成后请勿立即断电。若需关闭终端，请待终端稳定运行后，使用正常关机方式关闭终

端系统。 

 

5. 验证版本 

(1) 单击终端右上角 图标，展开菜单项。 

 
 

(2) 单击[关于]菜单项，可查看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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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OI 终端刷机 

6.1  通过U盘刷机（适用于单个终端） 

6.1.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表6-1 必备软件与工具 

软件或工具 说明 获取方式 

PC机一台 PC与终端网络互通 请自行准备 

U盘一个 
用于制作成启动盘，会对其格式化，请

先备份U盘数据，或使用空白U盘 
请自行准备 

Rufus软件 
用于将U盘制作为启动盘，推荐使用

Rufus 3.8及以上版本 

请从如下网盘地址获取：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

eqDH3WUclcG89FXZau

MuTg  

• 提取码：t6pe 

H3C_SpaceOS-version-x86-64.iso 

终端刷机镜像，此处以

H3C_SpaceOS-VOI_UEFI-E1007-x86

_64.iso为例 

版本软件包中自带该镜像，请从

H3C-FTP上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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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刷机方法 

1. 制作刷机 U 盘 

(1) 双击运行 Rufus 软件，在弹出的窗口中设备选择目标 U 盘，引导类型选择刷机镜像文件，其

他参数保持默认即可，如下图所示。本例中 U 盘名称为 Spaceos Install CD（H:），引导类型

为“H3C_SpaceOS-VOI_UEFI-E1007-x86_64.iso”。 

图6-1 运行 Rufus 软件 

 

 

(2) 配置完成且确认信息正确后，单击<开始>按钮，开始制作。 
(3) 制作中，弹出如下提示框时，请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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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启动盘制作中 

 
 

(4) 制作 U 盘为刷机的启动盘完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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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制作成功 

 

 

2. 通过 U 盘刷机 

(1) 将 U 盘插入终端的 USB 口，开机并根据终端型号执行以下操作： 

 对于型号以“1”开始的终端，如 C106V、C106V Plus、C107V、C108V 等，请连续按<F12>。
若提示输入密码，请输入 BIOS 密码 1qaz@WSX 后，进入选择启动项选择界面。 

 对于型号以“2”开始的终端，如 C200V、C201V、C206V、C207V、C208V 等，请连续

按<F8>，可直接进入启动项选择界面。 
 

 

对于型号以“2”开始的终端，也可以先连续按<Delete>，并在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 1qaz@WSX
后，进入终端 BIOS 系统，并按<F8>进入启动项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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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输入 BIOS 密码 

 
 

(2) 在选择启动设备界面，选择从 U 盘启动刷机。C200V 与 C107V 均选择“KingstonDataTraveler 
3.0 PMAP”。 

 

请勿选择带“UEFI”的 U 盘启动项，如 C102V、C103V、C105V、C106V、C107V 和

C108V 终端，请勿选择“UEFI：KingstonDataTraveler 3.0 PMAP，Partition 1”。 

图6-5 C200V 选择启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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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C107V 选择启动设备 

 
 

(3) 刷机过程中会出现以下画面，请如图所示单击对应按钮。 

图6-7 分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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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刷机完成后，终端将自动关机，手动开机后即可使用。 

3. 验证版本 

(1) 终端开机后，在右上角的菜单中，选择关于，查看版本号是否正确，如果关于选项是灰色，

请等待一会再点击。 

图6-8 版本确认 

 
 

7 常见问题解答 

7.1  U盘在开始烧录阶段无法识别，如何处理？ 

7.1.1  故障描述 

U 盘在开始烧录阶段无法识别，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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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重新挂载烧录镜像 

 

 

7.1.2  故障处理方法 

(1) 尝试重新挂载，如果仍不成功，则推荐更换一个 USB 口，重新插拔 U 盘。重新插入 U 盘后，

选中下面流程重新开始烧录。 

图7-2 重新探测和挂载烧录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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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尝试上面方法后，还是无法识别，则推荐重启设备，重新开始烧录。如果还存在问题，

建议更换其他 U 盘，重新制作系统启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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