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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H3C Learningspace 安装指导主要介绍了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的安装和初始化部署以及

H3C Learningspace 客户端的安装、卸载方法。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2.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产品配套资料 

H3C Learningspace 安装指导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联机帮助 H3C Space Console联机帮助（Learningspace） 帮助您了解H3C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

的使用方法 

联机帮助 H3C Learningspace 教师端联机帮助 帮助您了解H3C Learningspace教师端的

使用方法 

用户手册 H3C Learningspace 学生端用户手册 帮助您了解H3C Learningspace学生端的

使用方法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info@h3c.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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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Learningspace 是在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软件基础上开发的，针对教育场景的一套解决方

案。 

Learningspace 主要由以下组件构成： 

• Learningspace 管理平台，即 Space Console 

通过 Web 方式访问的业务统一管理的入口。管理平台部署于云数据中心服务器上，利用服

务器虚拟化技术，将学生的桌面环境以虚拟机的形式托管到云端资源池，资源池由一台或几

台服务器组成，按需向教室提供性能超越普通 PC 的虚拟机，这些虚拟机通过网络交付给学

生机（瘦终端或普通 PC），学生便可体验生动的云桌面环境。 

• Learningspace 教师端 

Learningspace 解决方案中教师使用的软件，安装在教师机上，如个人 PC。教师通过教师

端可以进行上下课、学生客户端管理、收发作业管理和打开教学管理软件等操作。为了便于

教师操作，教师端支持常用操作一键完成，如一键上下课、对所有学生机进行一键远程开关

机等。 

• Learningspace 学生端 

Learningspace 解决方案中学生使用的软件，安装在学生机上，如瘦终端。学生通过学生端

可获得对应的课程桌面，并配合教师端完成课程上下课以及上课过程中的相关教学操作。 

Learningspace 解决方案中组件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1-1 组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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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流程 
H3C Learningspace 的安装任务主要分为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的安装与初始化和 H3C 
Learningspace 客户端的安装。 

本指导将对管理平台和客户端安装方法进行详细介绍。表 2-1 列出了安装 H3C Learningspace 过

程中的主要任务。 

表2-1 H3C Learningspace 安装任务简介 

安装任务 说明 

Space Console安装前准备 

服务器配置要求 介绍了部署计算虚拟化场景的准备工作 

安装软件准备 介绍了Learningspace部署之前需准备的安装软

件 

License授权服务器 介绍了License授权服务器的安装配置方法 

License申请 介绍了Learningspace License的申请方法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安

装 

获取管理软件ISO文件 介绍了管理软件ISO文件的使用方法 

制作U盘启动盘 介绍了管理软件IOS文件U盘启动盘的制作方法 

服务器BIOS设置 介绍了服务器BIOS的设置方法 

服务器RAID配置 介绍了服务器RAID的配置方法 

服务器系统安装 介绍了服务器系统安装的方法 

选择安装组件 介绍了安装组件的选择 

选择系统盘 介绍了系统盘的选择 

磁盘分区 介绍了磁盘分区方法 

启动安装 介绍了启动安装到完成安装的过程 

安装后版本确认 介绍了安装完成后版本确认方法 

系统登录 
配置管理IP地址 介绍了配置管理IP的方法 

登录管理平台 介绍了登录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的方法 

初始化配置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初始化 介绍了管理平台的初始化方法 

GlusterFS配置 介绍了GlusterFS的配置方法 

学生端安装 

VDI终端（Windows） 介绍了Windows系统的VDI终端上学生端的安

装方法 

VDI终端（SpaceOS） 介绍了SpaceOS系统的VDI终端上学生端的安

装方法 

VOI终端 介绍了VOI终端上的学生端安装方法 

极域学生端 介绍了极域学生端的安装方法 

教师端安装 Learningspace教师端 介绍了教师端的安装方法 



3 

安装任务 说明 

极域教师端 介绍了极域教师端的安装方法 

终端部署 

VDI终端 介绍了完成Learningspace客户端安装的VDI终
端的部署方法 

VOI终端 介绍了完成Learningspace客户端安装的VOI终
端的部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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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ace Console 安装前准备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提供两种部署场景：计算虚拟化和超融合架构，H3C Learningspace
仅支持计算虚拟化场景部署。计算虚拟化场景仅部署虚拟化管理平台，不部署分布式存储，适用

于使用外部 IP SAN 或 FC SAN 存储的场景。部署计算虚拟化至少需要一台服务器。 

3.1  服务器配置要求 

H3C Learningspace 硬件配置要求如下所示。 

3.1.1  普教场景 

表3-1 低配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轻载与重载场景，根据虚拟机配置不同，支持15~30点数云桌面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4210（2路*10核）及以上，主频≥2.2GHz 

内存 6*16GB及以上 

系统盘 1*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1*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集群规模小于5，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集群规模大于等于5，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表3-2 中配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轻载与重载场景，根据虚拟机配置不同，支持22~50点数云桌面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4214或4214R（2路*12核）及以上，主频≥2.2GHz 

内存 8*16GB及以上 

系统盘 1*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1*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集群规模小于5，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集群规模大于等于5，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5 

表3-3 高配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轻载与重载场景，根据虚拟机配置不同，支持30~60点数云桌面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4216（2路*16核）及以上，主频≥2.1GHz 

内存 10*16GB及以上 

系统盘 1*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1*96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集群规模小于5，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集群规模大于等于5，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表3-4 小规模 VOI 管理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重载场景，根据VOI终端配置不同，支持120点数以下桌面数 

CPU i3-9100 3.6GHz 

内存 16GB 

系统盘 512GB SSD 

网卡 1千兆以太网口 

 

表3-5 中等规模 VOI 管理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重载场景，根据VOI终端配置不同，支持120~1000点桌面数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3260R（2路*8核）及以上，主频≥1.9GHz 

内存 64GB及以上 

系统盘 1*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1*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桌面数200点以下，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桌面数200点以上，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表3-6 大规模 VOI 管理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重载场景，根据VOI终端配置不同，支持1000~2000点桌面数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4110（2路*8核）及以上，主频≥2.1GHz 

内存 128GB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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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盘 1*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1*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3.1.2  高教场景 

表3-7 低配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轻载与中载场景，根据虚拟机配置不同，支持25~40点数云桌面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4214R（2路*12核）及以上，主频≥2.4GHz 

内存 桌面内存*桌面数*120%（安全空间）+32G（管理平台） 

系统盘 2*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2*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集群规模小于4，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集群规模大于等于4，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表3-8 中配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轻载、中载与重载场景，根据虚拟机配置不同，支持30~50点数云桌面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5218（2路*16核）及以上，主频≥2.3GHz 

内存 桌面内存*桌面数*120%（安全空间）+32G（管理平台） 

系统盘 2*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2*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集群规模小于4，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集群规模大于等于4，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表3-9 高配服务器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轻载、中载与重载场景，根据虚拟机配置不同，支持40~60点数云桌面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6226R（2路*16核）及以上，主频≥2.9GHz 

内存 桌面内存*桌面数*120%（安全空间）+32G（管理平台） 

系统盘 2*2TB HDD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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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盘 2*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集群规模小于4，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集群规模大于等于4，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表3-10 GPU 服务器（不渲染）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最大桌面数（不做渲染）32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6226R（2路*16核）及以上，主频≥2.9GHz 

内存 12*32GB 

GPU M10*1或T4*2  

系统盘 1*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1*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集群规模小于4，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集群规模大于等于4，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表3-11 GPU 服务器（渲染）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适用场景 最大桌面数（做渲染）16~24，以GPU显存分配数量为上限 

CPU Intel至强处理器6246R（2路*16核）及以上，主频≥3.4GHz 

内存 12*32GB或16*32GB，单卡16~24 GB显存 

GPU T4*2或RTX6000*2  

系统盘 1*2TB HDD及以上 

镜像盘 1*480GB SSD及以上 

数据盘 可按需选配 

网卡 集群规模小于4，至少存在4端口千兆以太网口；集群规模大于等于4，至少存在2个万兆以太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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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服务器 CPU 必须支持 Intel-VT 或 AMD-V。采用同一厂商、同一产品族和同一代处理

器的服务器组成的集群，可以获得最好的迁移兼容能力。 

• Intel-VT（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虚拟化技术）：使用这种技术就可以单 CPU 模拟

多 CPU 并行，可以实现单机同时运行多操作系统。 
• AMD-V（AMD Virtualization，虚拟化）：把一台主机在逻辑上分割成几个虚拟机，每个虚拟

机均分配有独立的硬件资源，从而在各自的虚拟机上能够分别独立运行各自操作系统，从而

实现在一台主机上同时运行不同操作系统。 

• 内存：内存资源往往比 CPU 资源更会成为潜在的性能瓶颈，尽可能将服务器配置到最大内存，

采用最大容量的内存条。 

• 本地磁盘：无外接存储时，本地磁盘大小与虚拟机的数量及为其分配的磁盘大小有关。有外

接存储时，本地磁盘用于保存虚拟机配置文件等信息。建议配置至少 2块SAS或SATA磁盘，

并配置 RAID 1。 
• 电源：建议配置双冗余电源以尽量避免服务器电源本身的故障造成虚拟机业务中断。 

• 要求部署桌面的业务服务器配置相同。 

• 服务器磁盘的安插必须按插槽编号顺序依次为 SAS 系统盘、SSD 数据盘、HDD 数据盘，便

于 RAID 自动制作和管理；若磁盘安插顺序不规范，则必须手动制作 RAID。 

 

3.1.3  推荐 RAID 配置 

请根据服务器配置情况规划 RAID 配置，推荐 RAID 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3-12 推荐 RAID 配置 

磁盘类型 磁盘指标 RAID 类型 说明 

SAS HDD 2TB * 2块，10k rpm RAID1 Workspace系统安装 

SATA SSD 480GB * 2块 RAID0 用于虚拟机系统盘镜像存储 

SATA HDD 4TB * 2块，≥7.2k rpm RAID1 用于虚拟机数据盘镜像存储 

 

3.2  安装软件准备 

在开始部署 H3C Learningspace 之前，请从 H3C 官方渠道获取正式发布的最新版本安装软件，

安装软件清单如表 3-13，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安装包进行安装。 

表3-13 部署文件清单 

软件包名称 备注 

H3C_Workspace-version-centos-x8
6_64.iso 手动安装版本，安装过程需要手动配置系统磁盘分区、管理节点信息 

H3C_Workspace-version-centos-x8
6_64-AUTO.iso 自动安装版本，安装过程采用软件默认配置自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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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名称 备注 

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
win32.zip Windows系统终端对应客户端安装包，包含教师端、学生端和虚拟机 

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li
nux-x64.zip SpaceOS系统终端对应客户端安装包，仅包含学生端 

H3C_Workspace_SpaceAgent- 
version -win32.zip Windows系统终端对应SpaceAgent安装包 

H3C_Workspace_SpaceAgent-vers
ion-linux-x64.zip SpaceOS系统终端对应SpaceAgent安装包 

LicenseServer_2.7.13616.exe 极域授权服务器安装程序，用于软件授权 

Student_2.7.13616.exe 极域学生端应用程序 

Teacher_2.7.13616.exe 极域教师端应用程序 

 

 

• AUTO 版本：自动完成 RAID 制作以及系统盘分区及安装。若服务器已配置 RAID，安装时将

保持当前 RAID 配置不做修改。为确保 RAID 配置符合要求，推荐先清除现有 RAID 配置，并

按照表 3-12 手动完成 RAID 制作后，再使用 AUTO 版本进行安装。若现场服务器磁盘的安插

顺序按插槽编号顺序依次为 SAS 系统盘、SSD 数据盘、HDD 数据盘，也可在清除现有配置

后，直接使用 AUTO 版本进行安装，无需手动制作 RAID。 

• 非 AUTO 版本：主要用于有特殊要求场景，例如 RAID 特殊要求或系统盘分区特殊要求。版

本安装前，先根据实际规划手动完成相关配置。 

• 推荐先手动完成 RAID 制作，再使用 AUTO 版本完成系统自动安装。 

 

3.3  License授权服务器 

授权服务器上需安装 H3C License Server 授权管理软件，用于为 H3C Learningspace 提供授权

服务，具有集中管理授权、集中分发授权、HA（High Availability，高可靠性）等功能，可以简化

用户的 License 使用、解决动态业务授权控制等问题。 

H3C License Server 授权管理软件的安装请参考官网文档中心的文档《H3C License Server 安装

指导-5W108》：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License_Server/Catal
og/H3C_License_Server/H3C_License_Server/Installation/Installation_Manual/H3C_License_I
G-5W108/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License_Server/Catalog/H3C_License_Server/H3C_License_Server/Installation/Installation_Manual/H3C_License_IG-5W108/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License_Server/Catalog/H3C_License_Server/H3C_License_Server/Installation/Installation_Manual/H3C_License_IG-5W108/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License_Server/Catalog/H3C_License_Server/H3C_License_Server/Installation/Installation_Manual/H3C_License_IG-5W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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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使用物理服务器搭建 License Server，若无可用的物理服务器，可选择与物理服务器配

置接近的虚拟机搭建，但不支持 License Server 与 Learningspace 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 对 Learningspace 管理平台进行本地授权时，请使用 E1145 版本的 License Server。 
• 若需重装 License Server，请先在管理平台上断开 License Server 连接。关于 License Server

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H3C Space Console 联机帮助（Learningspace）》。 

 

3.4  License申请 

安装前需要准备好所需 License，License 申请与激活过程如下： 
(1) 授权服务器完成 License Server 安装后，登录 License Server 管理平台，导出用户 DID 文

件。 

(2) 访问 H3C 公司中文网站 http://www.h3c.com，依次点击“产品支持与服务->授权业务

->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进入“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页面。 

(3) 根据使用的授权方式，在“产品分类”中选择“云应用_H3C Learningspace 管理软件”。 
(4) 输入授权信息，在设备信息文件中上传之前导出的用户 DID 文件，填写用户信息，单击<获

取激活码（文件）>按钮，请将生成的 License 文件保存到本地 PC 待用。 

(5) 将 License 文件上传至 License Server，完成激活操作。 
 

 

• 如果是教育场景，则只申请 Learningpsace 的 License 即可，如果是办公教育混合场景，则

需要同时申请 Learningspace 和 Workspace 的 License。 

• 授权数量计算方法：VDI 在线用户数+VOI 注册到教室的终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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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安装 

 

为服务器安装软件之前，需先为其外接显示器、键盘、鼠标等外设。 

 

4.1  获取管理软件ISO文件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 ISO 文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AUTO 自动安装版本（例如：H3C_Wor
kspace-version-centos-x86_64-AUTO），一个是手动安装版本（例如：H3C_Workspace-version
-centos-x86_64）。推荐使用 AUTO 自动安装版本进行安装，用户在安装时无需进行其他设置，

启动安装后，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的安装支持 U 盘安装和服务器的虚拟光驱安装两种方式，推荐使用 U 盘

安装，本节以 U 盘安装为例介绍手动安装版本的安装步骤。 

 

• 若采用虚拟光驱方式进行安装，请使用 KVM 方式打开服务器的远程控制台进行安装，确保在

安装过程中网络稳定不中断。 

• 若选择 NVMe 硬盘作为系统盘，安装前需手工为硬盘配置 RAID（推荐两块 NVMe 硬盘配置

RAID 1），并使用手动安装版本安装。 

• 请提前准备可用存储空间至少 16GB 的 U 盘。 

 

4.2  制作U盘启动盘 

服务器通常都提供多个 USB 端口，可以将 ISO 文件制作为 U 盘启动盘，使用 U 盘启动盘为服务

器安装软件。制作 U 盘启动盘必须使用 rufus 工具，rufus 是免费的启动盘制作软件，可在其官网

下载获取：rufus.ie。 

图4-1 rufus 工具 

 

 

http://www.rufu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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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 U 盘启动盘必须使用 rufus 工具，使用其他工具制作会导致制作失败。 

• 经验证 Rufus 3.11 版本存在无法扫描加载 ISO 镜像问题，推荐使用 Rufus3.9 或 3.10 版本来

制作 U 盘启动盘。 

 

(1) 左键双击运行 rufus 软件，在弹出的 rufus 窗口中：设备选择目标 U 盘，引导类型选择“镜

像文件”，再单击<选择>按钮，在弹出的文件窗口中选择 H3C Learningspace 的安装包 ISO
镜像。此处以 H3C_WORKSPACE-E1004-centos-x86_64-AUTO.iso 为例。 

图4-2 选择设备、引导类型和 ISO 镜像 

 
 

(2) 配置完成且确认信息正确后，单击<开始>按钮，弹出“检测到 ISOHybird 镜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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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开始制作 

 
 

(3) 在“检测到 ISOHybird 镜像”对话框中选择“以 DD 镜像模式写入”，单击<OK>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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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以 DD 镜像模式写入 

 
 

(4) 再次单击<开始>按钮，开始进行制作，制作完成后 U 盘启动盘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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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开始制作 

  
 

4.3  服务器BIOS设置 

 

• 关于 BIOS 设置的具体方法请参见服务器的使用手册。 

• Learningspace 支持 UEFI 和 Legacy两种启动模式，但同一集群下的服务器需为同一模式。 

 

• 启动服务器，进入 BIOS 页面。 
• 在 BIOS 页面中开启 CPU 硬件辅助虚拟化功能，即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处于

Enable 状态。 

• 修改完成后，保存 BIOS 设置，退出并重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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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服务器RAID配置 

• 若需自动完成 RAID 配置，则使用 AUTO 版本安装包：安装前需先清除服务器原有 RAID 配

置，且保证服务器磁盘的安插必须按插槽编号顺序依次为 SAS 系统盘、SSD 数据盘、HDD
数据盘，再由安装软件自动完成 RAID 配置。 

• 若需手动完成 RAID 配置，则先手动完成 RAID 制作，再使用手动版本或 AUTO 版本完成系

统安装。推荐 RAID 配置请参见表 3-12。 

4.5  服务器系统安装 

4.5.1  引导进入安装界面 

(1) 将制作好的 U 盘启动盘插入服务器的 USB 端口。 

(2) 启动服务器，在系统启动界面按 F7 进入启动项选择。 

图4-6 系统启动界面 

 
 

(3) boot device 选择对应的 U 盘（本文以“hp x750w 110”为例），进入安装选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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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选择 U 盘 

 
 

 

• 请勿在 BIOS 中将 USB 设为第一启动项，否则系统安装完成后，若未及时拔掉 U 盘，服务器

重启后会再次重装系统。 

• 为避免 U 盘占用 sda 分区，建议系统安装完成后，系统重启完成前及时拔掉 U 盘。 

 

(4) 在安装选项界面，保持默认选择“Install UIS-x86_64”，倒计时结束后将自动进入 Space 
Console 管理软件的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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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安装选项界面 

 
 

 

若使用 AUTO 版本安装，安装过程无需手动配置，等待系统安装完成即可；若对系统安装有特殊

规划，则使用手动安装版本，本文以手动安装版本为例。 

 

4.5.2  选择安装组件 

(1) 自动进入系统安装界面，如图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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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系统安装页面 

 
 

(2) 单击“SOFTWARE SELECTION”进入安装组件选择页面，如图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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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单击 SOFTWARE SELECTION 

 
 

(3) 在 SOFTWARE SELECTION 页面中根据主机角色选择对应的组件，此处选择“Cloud 
Virtualization Manager(CVM)-Chinese”组件，如图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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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根据主机角色选择对应组件 

 

 

 

• 手动安装版本默认选择 CVK。若主机仅作为业务节点使用保持默认即可。若主机作为管理节

点请选择 CVM-Chinese，且无需勾选右侧可选组件。 
• 自动安装版本默认选择 CVM，安装完成后选择其中一个 CVM 主机作为管理节点，其余 CVM

主机作为业务节点即可。 

 

4.5.3  选择系统盘 

(1) “SOFTWARE SELECTION”选择完成后回到系统安装界面，如图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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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系统安装页面 

 
 

(2) 单击“INSTALLATION DESTINATION”进入选择系统盘页面，如图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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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选择系统盘页面 

 
 

(3) 在 Local Standard Disks 区域取消勾选不需要安装系统的磁盘，只保留一个磁盘，如图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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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选择系统盘页面 

 
 

4.5.4  磁盘分区 

 

安装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时，系统盘支持自动分区和手动分区两种分区方式。如果对分区大

小没有特殊要求，推荐使用自动分区。 

 

1. 自动分区 

(1) 在如图 4-14 所示的选择系统盘页面中，在 Partitioning 区域选择“Automatically configure 
partitioning”，如图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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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选择系统盘-自动分区 

 
 

(2) 单击<Done>按钮完成自动分区，返回系统安装页面，如图 4-16 所示。 

图4-16 系统安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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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动分区 

(1) 进入选择系统盘页面后，选择“I will configure partitioning”，如图 4-17 所示。 

图4-17 选择系统盘-手动分区 

 

 

(2) 单击<Done>按钮进入手动分区页面，如图 4-18 所示。 

图4-18 手动分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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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按钮，弹出“增加挂载点”对话框，如图 4-19 所示。 

图4-19 增加挂载点对话框 

 
 

(4) 在“Mount Point”下拉框中选择对应分区，在“Desired Capacity”输入框中输入分区大小，

单击<Add mount point>按钮完成分区的添加，每个分区添加完成后，需设置其 File System
类型，设置完成后单击<Update Settings>按钮完成修改 

图4-20 增加挂载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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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此方法依次添加/、/boot/efi、swap、/vms、/var/log 分区。关于各分区介绍和规格要求

请参见表 4-1。 

表4-1 分区介绍和规格要求 

分区名

称 作用 File 
System 

分区大小要求（推荐

值） 备注 

/ 根目录分区，用于存放系统的所有目录，

用户可以通过此分区来访问所有目录。 ext4 ≥100GB（120GB）  

/boot/efi 引导分区，用于存放系统的引导文件。 
EFI 
System 
Partition 

≥512MB （512MB） 

服务器以UEFI模式

启动，需要创建该分

区；若以Legacy模式

启动，无需创建此分

区 

swap 

交换分区，当系统内存不足时，用于存

放临时数据，等待一段时间后，系统会

将这些临时数据调入内存中执行。该分

区只能由系统访问。 

swap ≥5GB （32GB）  

/vms 虚拟机数据分区，用于存放虚拟机的所

有数据文件。 ext4 ≥100GB（磁盘剩余空

间） 
以300GB为例，配置
117GB 

/var/log 日志分区，用于存放系统操作的日志文

件。 ext4 ≥30GB (30GB)  

 

分区完成后，如图 4-21 所示。 

图4-21 分区完成 

 

 

(6) 在如图 4-21 所示的页面中单击<Done>按钮，弹出确认对话框，如图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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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确认对话框 

 
 

(7) 单击<Accept Changes>按钮，返回到系统安装页面，如图 4-23 所示。 

图4-23 系统安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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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启动安装 

(1) 单击<Begin Installation>按钮，开始安装。 

图4-24 开始安装 

 
 

 

手动版本和自动版本在安装过程中都会自动设置 ROOT PASSWORD，默认设置为 Sys@1234，
无需手动设置。 

 

(2) 软件安装完成后，服务器会自动重启，并进入参数配置页面，如图 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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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服务器参数配置页面 

 

 

 

若管理网络中已部署 DHCP 服务器，则服务器会自动获取管理 IP 地址；若未部署 DHCP 服务器，

则在图 4-25 所示页面中各项网络参数均为空。 

 

4.6  安装后版本确认 

4.6.1  Learningspace 版本号确认 

(1) 登录管理平台服务器后台（用户名/密码默认为 root/Sys@1234）。 
(2) 执行命令 cat /etc/workspace-server.version 查看 Learningspac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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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检查内核版本 

(1) 在管理平台服务器后台，执行命令 uname –a 查看系统内核版本。 

 
 

4.6.3  Learningspace 系统组件安装检查 

(1) 登录管理节点平台所在服务器后台，在/opt 目录下执行./vdi_check.sh 检查组件安装结果。 

 

 

 

使用手动版本安装时，若主机作为 CVK 节点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上图所示的个别组件检查结果

将不通过（例如 workspace-server/database），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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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登录 

5.1  配置管理IP地址 

当所有服务器均完成 Space Console 管理软件的安装后，用户需要指定一台 CVM 节点服务器作

为管理节点，并为该服务器配置管理 IP 地址。 

 

• 当管理网络中部署了 DHCP 服务器时，服务器会自动获取管理 IP 地址，用户在服务器配置

页面（如图 4-25 所示）查看相应信息即可。 

• 当管理网络中未部署 DHCP 服务器时，用户需要手工为服务器配置管理 IP 地址。 

 

手工配置管理 IP 地址的步骤如下： 

(1) 打开服务器的远程 KVM 控制台，进入参数配置页面，如图 5-1 所示。 

图5-1 参数配置页面 

 

 

(2) 通过<↑><↓>键选择<Network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选项，单击<Enter>键进入

Network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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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Network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 页面 

 

 

(3) 选择<Configure Management Interface>选项，单击<Enter>键，弹出 Login 对话框，输入

root 用户名密码（默认为 Sys@1234）。 

图5-3 Login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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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Enter>键，进入选择管理网网卡页面，选择一个物理接口作为管理网口。 

图5-4 选择管理网网卡页面 

 
 

(5) 单击<Enter>键，进入设置静态 IP 页面，配置管理网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主机名和

VLAN ID 等信息，单击<Enter>键完成配置。 
 

 

服务器管理网 IP 地址不能配置为 172.17.0.0/16 及其子网段的 IP，系统中已存在的服务已默认配

置该 IP 及网段。 

 



 

36 

图5-5 设置静态 IP 页面 

 

 

5.2  登录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安装完成后，可通过浏览器访问管理平台。管理节点的管理 IP 地址为用户在配置管理 IP
地址章节中配置的 IP 地址。浏览器的要求如下： 
• 必须关闭浏览器的弹出窗口阻塞设置。 

• 必须使能浏览器的 Cookies。 

• 必须将 H3C Space Console 站点加入浏览器的受信任站点。 
• 浏览器需要的显示器分辨率宽度至少为 1280，推荐分辨率为 1440*900 或者更高。 

• 推荐使用 Chrome 45+、FireFox 49+及其以上版本的浏览器。 

登录管理平台的方法如下： 
(1)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 <管理节点的管理 IP 地址>，进入 Space Console 管理

平台登录页面，如图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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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登录页面 

 

 

(2) 在登录页面中输入系统默认的管理员账号和密码（admin/Cloud@1234），单击<登录>按钮，

进入 Space Console 系统初始化引导流程的时间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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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始化配置 

6.1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初始化 

首次登录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后，需对系统进行初始化部署。目前，Learningspace 仅支持

计算虚拟化部署方式。 
 

 

管理平台服务器初始化之前，请先后台执行命令 uname -a 检查各个服务器主机内核，确保版本

一致。若系统内核版本不一致，可能导致初始化失败。检查主机内核的方法，请参见检查内核版

本。 

 

(1) 在登录页面中输入默认用户名和密码（admin/Cloud@1234），单击<登录>按钮，进入 Space 
Console 系统初始化引导流程的时间配置页面。 

(2) 设置 NTP 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场景选择页面。 

图6-1 Space Console 系统初始化引导流程－时间配置 

 
 

 

NTP 主服务器推荐设置为管理服务器，当 NTP 主服务器设置为管理服务器时，无需配置备用服

务器。 

 

(3) 部署场景选择“计算虚拟化”，应用场景选择教育或办公教育混合，本文以教育场景为例。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规划网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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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Space Console 系统初始化引导流程－选择场景 

 

 

(4)  设置网络规划参数，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图6-3 Space Console 系统初始化引导流程－规划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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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管理网 IP 地址不能配置为 172.17.0.0/16 及其子网段的 IP，系统中已存在的服务已默

认配置该 IP 及网段。 

• 请确保管理网起始 IP、子网掩码、网关和 VLAN ID 填写正确，若填写错误或未填写，可能会

导致初始化过程失败。 

• 集群名称如果不填写，则使用默认的集群名称“workspace_0”。 

 

图6-4 操作确认对话框 

 

 

 

下发初始化数据后，Space Console 管理节点的管理网 IP 地址会被修改为网络规划页面中设置的

管理网起始 IP 地址。若规划网络页面中设置的管理网起始 IP 地址与初始登录 Space Console 管

理平台所使用的管理 IP 地址不一致时，网页会自动刷新并跳转到以新管理网 IP 为登录地址的登

录页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进入到选择主机页面，否则直接进入选择主机页面。 

 

(5) 单击<确定>按钮，进入选择主机配置页面，根据主机 IP、网卡 MAC 地址和主机序列号等信

息，选择需要加入集群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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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Space Console 系统初始化引导流程－主机配置 

 

 

(6) 单击目标主机对应操作列<配置网卡>按钮，弹出“配置网卡”对话框。 

图6-6 配置网卡对话框 

 
 

主要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网卡配置模板 

开启后，加入集群的其他主机会根据此主机的网络配置进行自动设置，实现批量部署。要使用

此功能，须保证其他待加入集群的主机与此模板主机有相同名称且处于活动状态的物理接口，

且各物理接口速率应满足对应网络的最低配置要求。例如，开启网卡配置模板功能的主机A的
配置为管理网eth0，业务网eth1，则其他待加入集群的主机上也必须存在eth0，eth1两个活动

状态的物理接口，且eth0、eth1的速率需大于等于1000Mbps。对于不满足条件的主机，需要手

工指定各网络使用的物理接口。 

IP地址 
在规划网络页面中设置的管理网起始IP分配给管理节点。其余待加入集群的主机的管理网IP地
址若不单独指定，则采取自动分配原则，在设置的起始IP的基础上依次加1。主机的业务网无需

配置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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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物理接口 
主机管理网所使用的物理接口必须配置。业务网所使用的物理接口选配。若不为业务网配置物

理接口，则在初始化完成后，主机上不会自动创建业务网络类型的虚拟交换机，需手工在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中添加。 

 

 

• 配置主机管理网、业务网使用的物理接口时，若当前配置的主机各网络物理接口的复用关系

与其他已配置的主机不一致，则会导致其他已配置主机的配置失效，需重新进行配置。 

• 例如：对于已配置的主机 A，其管理网和业务网分别单独使用 eth0 和 eth1。当配置主机 B
时，管理网和业务网复用 eth0。与主机 A 相比，主机 B 的管理网与业务网复用了同一个物理

接口，复用关系发生了变化。配置完主机 B 后，主机 A 的配置将失效，需重新配置。 

 

(7) 在如图 6-6 所示的页面中单击 图标，弹出“选择物理接口”对话框，如图 6-7 所示，依

次配置主机管理网和业务网使用的物理接口，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6-7 选择物理接口对话框 

 

 

主要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链路聚合模式 
物理接口之间的链路聚合方式，包括静态链路聚合和动态链路聚合，默认为静态链路

聚合。当此参数设置为“动态链路聚合”时，物理交换机侧需要开启LACP（链路汇聚

控制协议）。选择多个物理接口时，才允许配置此参数。 

负载分担模式 物理接口之间的负载分担模式，包括高级负载分担、基本负载分担和主备负载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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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选择多个物理接口时，才允许配置此参数。 

• 高级负载分担：根据转发报文的以太网类型、IP 报文协议、源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源端口和目的端口进行负载分担。 

• 基本负载分担：根据转发报文的源 MAC 地址和 VLAN Tag 进行负载分担。推荐

使用“基本负载分担”，多个物理接口同时工作，增加了网络带宽、同时降低了

单个物理接口的负载压力、增强了稳定性和可靠性。 

• 主备负载分担：根据物理接口主备进行负载分担。主接口出现故障时，自动使用

备接口进行网络流量的处理。当链路聚合模式为“静态链路聚合”时，此参数才

可选。 

 

 

• 若配置了 VLAN 隔离，则与对应物理接口连接的物理交换机端口需配置为 Trunk 模式，并允

许相应的 VLAN 通过。 

• 若主机侧配置“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主备负载分担”，则与对应物理接口连

接的物理交换机端口不应配置聚合。 
• 若主机侧配置“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基本负载分担”或“高级负载分担”，

则与对应物理接口连接的物理交换机端口应配置为静态聚合。当交换机侧完成了聚合模式的

配置，出现无法发现主机的情况时，需要将主机非 vSwitch0 绑定的管理网物理接口连接的交

换机侧端口 shutdown，然后再次扫描主机。 

• 若主机侧配置“动态链路聚合”，则与对应物理接口连接的物理交换机端口必须配置动态聚合。

当交换机侧完成了聚合模式的配置，出现无法发现主机的情况时，需要将主机管理网物理接

口连接的交换机侧端口配置为聚合边缘接口。然后再次扫描主机。 

• 链路聚合时不能选择两个速率不同的物理接口。 

 

(8) 网卡配置完成后，在如图 6-8 所示选择主机页面选择欲添加到集群的主机，单击<选择主机

添加到集群>按钮，弹出“主机配置确认”对话框，如图 6-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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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主机配置—选择主机 

 

 

图6-9 主机配置确认对话框 

 
 

(9) 单击<确定>按钮，弹出“设置密码”对话框。统一设置所有主机 root 用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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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设置密码对话框 

 
 

(10) 密码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将主机添加到集群中，添加完成后回到主机配置

页面，主机状态为“已添加”。 

图6-11 主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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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配置完成后，一旦单击<下一步>按钮之后不可返回，请再三确认主机配置是否正确。 

 

(11)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 License 授权页面。若已完成 License 申请，则选择“已有授权服

务器，激活使用正式版本 ”，在“授权服务器配置”区域中选择授权模式、配置 License server
的 IP 地址、端口号、客户端名称和客户端密码，单击<连接>按钮连接至 License server，
连接成功后管理平台会自动获取所有授权信息。如未申请 License，则选择“暂无授权服务

器，先使用试用版本”。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进入管理平台界面。 

图6-12 Space Console 系统初始化引导流程－License 授权-本地授权 

 
 

图6-13 Space Console 系统初始化引导流程－License 授权-远程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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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授权：由与管理平台能互通的 Licence server 服务器进行授权管理。 

• 远程授权：云操作系统统一纳管授权。当管理平台被云操作系统纳管时选择该授权模式。 

 

图6-14 初始化完成进入管理平台界面 

  

 

6.2  GlusterFS配置 

GlusterFS 分布式文件系统具有强大的扩展能力、高可用性和高性能。在 Learningspace 的使用

场景中，学校有着大量的班级与教室，因此需要多台主机组建集群使用，而集群必须使用

GlusterFS 进行教学镜像、桌面虚拟机等文件的存储。 

6.2.1  添加存储虚拟交换机 

集群如果要使用 GlusterFS 存储，需要在集群配置 GlusterFS 的每个主机上添加名称相同的存储

虚拟机。 
 

 

当 Learningspace 集群的管理节点不作为业务节点使用时，如果要使用 GlusterFS 存储，管理节

点上也要添加存储虚拟交换机，且每个节点上的存储虚拟交换机名称需要一致。方法为先将管理

节点加入集群，然后添加存储虚拟交换机，完成后再从集群中删除该管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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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中单击导航栏中的[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进入虚拟化

页面，单击页面左侧列表中的主机名称，单击右侧的“虚拟交换机”页签，单击页签下的<
添加>按钮，弹出“增加虚拟交换机”对话框。 

图6-15 虚拟化页面 

 

 

(2) 在“增加虚拟交换机”对话框中，根据需求配置基本信息，网络类型选择“存储网络”。单

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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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增加虚拟交换机-基本信息 

 

 

(3) 配置网络信息，若勾选多个物理接口，还需配置链路聚合与负载分担模式，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存储虚拟机的增加。 
 

 

“增加虚拟交换机”中的网关一项无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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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 增加虚拟交换机-配置网络 

 

 

图6-18 增加虚拟交换机-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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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增加后的存储虚拟交换机 

 

 

(4) 按照以上步骤依次在其余主机上增加同名存储虚拟交换机。 

6.2.2  新建教学镜像存储 

新建教学镜像存储用于将主机中空闲的磁盘格式化后挂载到本地存储路径/vms/learningspace，
后续新建的 GlusterFS 挂载路径与存储块会挂载到同块磁盘的/vms/learningspace/glusterfs 路径

下。 

(1) 在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中单击导航栏中的[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菜单项，进入

教学镜像存储配置页面，单击页面中的<新建>按钮，弹出“新建”对话框。 

图6-20 教学镜像存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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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建”对话框中，选择存储类型，支持本地磁盘或共享存储，本文以本地磁盘为例，单

击<下一步>按钮。 

图6-21 选择存储类型 

 
 

(3) 选择存储集群和主机，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6-22 选择存储集群与主机 

 
 

(4) 选择空闲 SSD 磁盘，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输入“CONFIRM”，单击<
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教学镜像存储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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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选空闲磁盘需要为 SSD 磁盘，可在系统 BIOS 界面中确认磁盘类型。 

• 所选择的磁盘将会被格式化，格式化将导致磁盘上的原有数据丢失，请谨慎操作。 

 

图6-23 选择空闲磁盘 

 

 

图6-24 新建后的教学镜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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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新建 GlusterFS 存储 

(1) 在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中单击导航栏中的[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GlusterFS 配

置]菜单项，进入 GlusterFS 配置页面，单击页面中的<新建存储>按钮，弹出“新建存储”

对话框。 

图6-25 GlusterFS 配置页面 

 

 

(2) 在“新建存储”对话框中，选择存储类型，存储集群、主机、虚拟交换机和拓扑类型等，虚

拟交换机选择之前新建的存储交换机，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弹出创建存储进度框，等

待创建存储完成。 
 

 

• 类型为“教学镜像存储”时，GlusterFS 用于存储课程镜像与桌面虚拟机文件，挂载点与存

储块路径为默认且不可修改。 

• 类型为“自定义存储”时，GlusterFS 用于存储校园空间文件，可自定义挂载点与存储块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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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 新建存储 

 

 

图6-27 创建存储进度框 

 

 

(3) 创建存储完成之后，在 GlusterFS 配置页面上可以看到新建的 GlusterFS 存储信息，可以在

新建课程与校园空间中选择 GlusterFS 存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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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8 GlusterFS 存储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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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生端安装 
学生端是 Learngingspace 解决方案中学生使用的软件，安装在学生机上。学生通过学生客户端

无需输入账号和密码即可使用课程桌面。上课时，学生机会强制进入教师指定的课程桌面；下课

后，在教师允许自由上课的情况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并进入相应桌面学习。 

Learningspace 学生端支持在 VDI 终端和 VOI 终端上安装，其中 VDI 终端系统分为 Windows 系

统与 SpaceOS 系统。 

• 在 VDI 终端上同时也支持自动安装和手动安装两种安装方法。 
• VOI 终端上的 Learningspace 学生端安装在课程镜像虚拟机中。 

表7-1 安装方法 

安装方法 说明 

自动安装 
• 终端接入网络并上电开机后，通过 SpaceAgent 服务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并从管理

平台下载适配终端型号的客户端进行安装。 

• 官方指定的 VDI 终端，出厂时已预装 SpaceAgent 服务。 

手动安装 使用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zip或
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linux-x64.zip客户端安装包进行手动安装。 

 

• Learningspace学生端仅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安装时会检查本地是否已安装SpaceAgent，
若未安装则可以勾选“安装 SpaceAgent”项同步安装 SpaceAgent，同时也支持手动安装

SpaceAgent，手动安装 SpaceAgent 方法请参考 11.1.1  Windows 终端一节。 

• Learningspace 学生端在 SpaceOS 操作系统中安装时不会同步安装 SpaceAgent，对于官

方指定的 SpaceOS 操作系统的终端，出厂时已预装 SpaceAgent，无需单独手动安装。手

动安装 SpaceAgent 方法请参考 11.1.2  SpaceOS 终端一节。 

7.1  VDI终端（Windows） 

7.1.1  创建 VDI 终端分组 

(1) 登录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登录方法请参见登录管理平台，进入管理平台首页后，单

击左侧导航栏[终端/终端]菜单项进入终端页面，单击“终端分组”页签，进入终端分组概览

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终端分组”对话框。 

(2) 分组类型选择“VDI 分组”，规划网络参数为终端所在网段的参数，认证方式为“终端认证”。 
(3) 匹配客户端选择“LearningSpace”，客户端模式保持默认，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终端分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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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新建终端分组 

 

 

 

• 若在管理平台创建终端分组前，终端已经联网开机，SpaceAgent 会将终端注册到管理平台

的终端“默认分组”下，需要手动将其移动到目标终端分组。 
• 推荐按照终端网络规划先在管理平台进行终端分组配置，然后终端上电自动注册到目标分组

完成客户端自动下载部署。 

 

7.1.2  自动安装 

(1) VDI 终端联网、上电、开机后，SpaceAgent 将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可通过 SpaceConfig 配

置程序查看），并注册到管理平台提前规划的终端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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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SpaceConfig 查看管理平台信息 

 

 

(2) 管理平台根据提前配置好的网段规划资源池，将对应的客户端下发到终端。 

图7-4 自动下载客户端 

 

 

(3) 终端将自动安装好客户端，安装完成后自动霸屏进入学生端等待上课界面。单击右上角的

按钮，单击“返回本地”菜单项，输入密码“h3c.com”返回本地，单击<关闭>按钮，完成

学生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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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自动安装客户端 

 

 

图7-6 等待上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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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返回本地 

 
 

 

关于学生端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见《H3C Learningspace 学生端用户手册》。 

 

7.1.3  手动安装 

本文以 E1004P01 版本学生端为例。 
(1) 解压缩 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zip 客户端压缩包，运行解压出的

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exe 客户端安装程序，弹出安装向导对话框。 

图7-8 运行客户端安装程序 

 

 

(2) 在安装向导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信息”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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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安装向导对话框 

 

 

(3) 在设置信息对话框中，终端类型选择 VDI，客户端类型选择教室端，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7-10 选择安装类型 

 

 

(4) 安装程序会自动检测 SpaceAgent 安装情况，选择是否安装 SpaceAgent，单击<下一步>按
钮，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 

 

 

若本地已经安装了其他版本的 SpaceAgent，勾选“安装 SpaceAgent”后，安装程序会自动卸载

其他版本的 SpaceAgent 并安装当前版本的 Spac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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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选择是否安装 SpaceAgent 

 

 

(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学生端的安装。 

图7-12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 

 

 

(6) 当对话框上显示“已完成”时，学生端安装完成并自动霸屏进入等待部署界面，单击右上角

的 按钮，单击“返回本地”菜单项，输入密码“h3c.com”返回本地，单击<关闭>按钮，

完成学生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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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安装完成 

 

 

图7-14 等待部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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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返回本地 

 
 

 

关于学生端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见《H3C Learningspace 学生端用户手册》。 

 

7.2  VDI终端（SpaceOS） 

7.2.1  创建 VDI 终端分组 

(1) 登录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登录方法请参见登录管理平台，进入管理平台首页后，单

击左侧导航栏[终端/终端]菜单项进入终端页面，单击“终端分组”页签，进入终端分组概览

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终端分组”对话框。 
(2) 分组类型选择“VDI 分组”，规划网络参数为终端所在网段的参数，认证方式为“终端认证”。 

(3) 匹配客户端选择“LearningSpace”，客户端模式保持默认，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终端分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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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6 新建终端分组 

 

 

 

• 若在管理平台创建终端分组前，终端已经联网开机，SpaceAgent 会将终端注册到管理平台

的终端“默认分组”下，需要手动将其移动到目标终端分组。 
• 推荐按照终端网络规划先在管理平台进行终端分组配置，然后终端上电自动注册到目标分组

完成客户端自动下载部署。 

 

7.2.2  自动安装 

(1) VDI 终端联网、上电、开机后，SpaceAgent 将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可通过 SpaceConfig 配

置程序查看），并注册到管理平台提前规划的终端分组。 
 

 

• 请确保终端已提前预装正确版本的 SpaceAgent，否则可能无法进行终端注册与自动安装。 

• 若 SpaceAgent 没有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可在 SpaceConfig 账户中增加管理平台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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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 SpaceConfig 查看管理平台信息 

 
 

(2) 管理平台根据提前配置好的网段规划资源池，将对应的客户端下发到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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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8 自动下载客户端 

 
 

(3) 终端将自动安装好客户端，安装完成后自动霸屏进入学生端等待部署界面。单击右上角的

按钮，单击“返回本地”菜单项，输入密码“h3c.com”返回本地，单击<关闭>按钮，完成

学生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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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 自动安装客户端 

 
 

图7-20 等待部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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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 返回本地 

 

 

 

关于学生端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见《H3C Learningspace 学生端用户手册》。 

 

7.2.3  手动安装 

Learningspace 学生端手动安装完成后，还需搭配 SpaceAgent 才能正常使用。如果终端没有预

装 SpaceAgent，请参考 11.1.2  SpaceOS 终端一节手动安装 SpaceAgent。 
(1) 使用浏览器访问地址<管理平台 IP:8083/data/version>目录获取 H3C_Learningspace_App-

version-linux-x64.zip 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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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2 获取 Learningspace 客户端安装包 

 
 

(2) 在系统桌面上单击左下角齿轮图标，在System Tools中单击LXTerminal，打开命令框，也

可直接使用 Ctrl+Alt+T 快捷键调出 LXTerminal 命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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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3 调出 LXTerminal 命令框 

 
 

(3) 在命令框中输入以下命令，完成安装包的解压： 

a. cd+安装包路径,进入到安装包所在文件夹中 
spaceos@localhost:~$ cd /home/spaceos/Downloads 

b. 查看安装包文件夹中的文件 
spaceos@localhost:~/Downloads$ ll 

c. 解压缩安装包 
spaceos@localhost:~/Downloads# unzip H3C_Learningspace_App-E1004P01-linux-x64.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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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4 解压安装包 

 
 

d. 以超级管理员权限执行安装程序 
spaceos@localhost:~/Downloads# sudo ./instal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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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5 执行安装程序 

 
 

(4) 客户端安装完成后会自动霸屏进入学生端等待部署界面。单击右上角的 按钮，单击“返

回本地”菜单项，输入密码“h3c.com”返回本地，单击<关闭>按钮，完成学生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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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6 自动安装客户端 

 
 

图7-27 等待部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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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8 返回本地 

 

 

 

关于学生端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见《H3C Learningspace 学生端用户手册》。 

 

7.3  VOI终端 

VOI 终端上的 Learningspace 学生端安装在课程镜像虚拟机中，具体安装方法和步骤请参见《H3C 
Space Console 联机帮助（Learningspace）》中的[云学堂/课程管理/制作 VOI 课程]一节。 

7.4  极域学生端 

极域学生端安装在课程镜像的虚拟机中。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将极域学生端 Student_2.7.13616.exe 安装程序拷贝到课程虚拟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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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建 VDI 课程时通过软件上传功能上传极域学生端安装程序到 share 共享盘，然后在课程

虚拟机中通过挂载 share 共享盘，将极域学生端拷贝到课程虚拟机中，具体操作请参见《H3C 
Space Console 联机帮助（Learningspace）》中的[云学堂/课程管理/制作 VDI 课程]一节。 

• 在 VOI 课程虚拟机中，通过 Windows 局域网文件共享的方式将极域学生端传入到课程中，

具体操作请参见《H3C Space Console 联机帮助（Learningspace）》中的 [云学堂/课程管理

/制作 VOI 课程]一节 

 

图7-29 拷贝极域学生端安装程序到课程 

 

 

(2) 双击 Student_2.7.13616.exe 安装程序打开安装界面，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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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0 打开安装界面 

 

 

(3) 勾选接受许可条款，单击<下一步>按钮后阅读自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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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 同意许可协议 

 

 

(4) 进入自述文件对话框中，可查看该软件的安装硬件要求、功能特性、新增功能等。查看后单

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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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2 查看自述文件 

 

 

(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目录，系统默认安装到“C:\Program Files(x86)\Mythware\Classroom 
Management by Mythware\”目录下。可通过单击<更改>按钮更改安装目录（不推荐更改

安装目录），确认安装目录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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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3 更改目标文件夹 

 

 

(6) 选择开始菜单快捷方式文件夹，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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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4 选择快捷方式文件夹 

 

 

(7) 设置卸载密码，该密码将会防止学生卸载该软件。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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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5 设置卸载密码 

 

 

(8) 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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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6 开始安装 

 

 

(9) 安装完成后，出现如下界面，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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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7 完成安装 

 
 

(10) 系统弹出重启提示，可在最后完成课程制作之后进行重启，完成学生端的安装。 

图7-38 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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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师端安装 

8.1  Learningspace教师端 

教师端是 Learningspace 解决方案中教师使用的软件，安装在教师机上。教师通过教师端可以进

行上下课、学生客户端管理、作业空间管理和打开教学管理软件等操作。 
Learningspace 教师端需手动安装，且仅支持在 VDI 类型终端上安装。Learningspace 教师端在

安装时会检查本地是否已安装 SpaceAgent，若未安装则可以勾选“安装 SpaceAgent”项同步安

装 SpaceAgent，同时也支持手动安装 SpaceAgent，手动安装 SpaceAgent 方法请参考 11.1  
SpaceAgent 安装。 

本文以 E1004P01 版本教师端为例。 

(1) 解压缩 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zip 客户端压缩包，运行解压出的

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exe 客户端安装程序，弹出安装向导对话框。 

图8-1 运行客户端安装程序 

 
 

(2) 在安装向导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信息”对话框。 

图8-2 安装向导对话框 

 

 

(3) 在设置信息对话框中，终端类型选择 VDI，客户端类型选择教师端，单击<下一步>按钮。 



 

87 

图8-3 选择安装类型 

 

 

(4) 安装程序会自动检测 SpaceAgent 安装情况，选择是否安装 SpaceAgent，单击<下一步>按
钮，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 

 

 

若本地已经安装了其他版本的 SpaceAgent，勾选“安装 SpaceAgent”后，安装程序会自动卸载

其他版本的 SpaceAgent 并安装当前版本的 SpaceAgent。 

 

图8-4 选择是否安装 SpaceAgent 

 

 

(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单击<安装>按钮，开始教师端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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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 

 

 

(6) 当对话框上显示“已完成”时，单击<关闭>按钮，完成教师端的安装。 

图8-6 安装完成 

 

 

(7) 安装完成后会在桌面上显示教师端快捷方式 ，双击快捷方式运行教师端，教师端会自动

检测本机配置，弹出教师端引荐配置窗口，可以检查本机配置项是否满足要求，单击<确定>
按钮，进入教师端登录界面，以教师账号登录即可开始使用教师端。 



 

89 

图8-7 教师端硬件配置检测 

 
 

图8-8 教师端登录界面 

 
 

 

关于教师端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见《H3C Learningspace 教师端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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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极域教师端 

(1) 将 Teacher_2.7.13616.exe 安装程序上传到教师机上。 
(2) 双击 Teacher_2.7.13616.exe 安装程序打开安装界面，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8-9 打开安装界面 

 
 

(3) 勾选接受许可条款，单击<下一步>按钮后阅读自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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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同意许可协议 

 
 

(4) 进入自述文件对话框，可查看该软件的安装硬件要求、功能特性、新增功能等。查看后单击

<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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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 查看自述文件 

 
 

(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目录，系统默认安装到“C:\Program Files(x86)\Mythware\Classroom 
Management by Mythware\”目录下。可通过单击<更改>按钮更改安装目录，确认安装目

录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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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 更改目标文件夹 

 
 

(6) 选择开始菜单快捷方式文件夹，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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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 选择快捷方式文件夹 

 
 

(7) 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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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 开始安装 

 
 

(8) 安装完成后，出现如下界面，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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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5 完成安装 

 
 

(9) 系统弹出重启提示，此时可选择立即重启或以后手动重启。 

图8-16 重启系统 

 

 

(10) 重启系统后，打开并登录教师端，选择课程开始上课，上课后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极域”

菜单项，弹出极域课堂管理系统创建账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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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7 打开极域教学软件 

 
 

(11)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创建账户后，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注册对话框。 

图8-18 创建账户 

 

 

(12) 单击<现在注册>按钮，完成教学软件的注册。 
 

 

极域教学软件的注册请参照安装目录下 LicenseServer.doc 中的“服务器授权使用方法”和“极

域软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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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9 教学软件注册 

 

 

(13) 注册完成后进入极域教学软件管理界面。 

图8-20 极域教学软件 

 

 

 

相关使用帮助请点击极域教学管理软件界面右上角 图标进入帮助页面，查看相关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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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终端部署 
H3C Learningspace 支持 VDI 终端与 VOI 终端，VDI 终端（包括 PC 与瘦终端）可作为教师端或

学生端使用；VOI 终端仅支持作为学生端使用。两种终端的部署方法如下。 

9.1  VDI终端 

9.1.1  教师端 

VDI 终端作为教师端使用时，只需 VDI 终端联网、上电、开机和完成教师端安装之后，即可完成

部署。 

9.1.2  学生端 

VDI 终端作为学生端使用时，需先完成 VDI 终端的联网、上电、开机和学生端的安装，然后在教

师端上搜索学生端 VDI 终端，完成部署，教师端上具体操作如下。 

(1) 单击桌面的教师端图标 ，进入教师端登录界面，单击右上角的 按钮，弹出设置对话

框，在设置对话框中设置管理平台地址、选择上课教室，完成后回到登录界面，输入教师用

户名与密码，登录进入教师端界面。 

图9-1 教师端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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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设置对话框 

 
 

(2) 单击教师端界面右上方的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项中单击“终端部署”，弹出终端部署对

话框，单击<启动搜索>按钮，搜索待部署的学生终端。 

图9-3 终端部署-启动搜索 

 
 

(3) 搜索出的所有的待部署终端会显示在下方列表中，单击<停止搜索>按钮，勾选无需部署的

终端，单击对话框中的<删除>按钮，删除无需部署的终端，完成后单击下方的<完成>按钮，

弹出上传部署信息对话框，提示终端信息上传成功，学生终端部署完成，教师可选择课程开

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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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搜索出的欲部署终端 

 
 

图9-5 终端信息上传成功 

 
 

9.2  VOI终端 

VOI 终端的联网、上电、开机之后，需要先注册到管理平台，在管理平台上将注册的 VOI 终端转

移到匹配客户端为 LearningSpace 的 VOI 终端上，VOI 终端会自动下载默认课程镜像，下载完成

后进入系统，然后在教师端上搜索学生端 VOI 终端，完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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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 终端部署之前，需先完成对应终端类型的 VOI 默认课程的制作，VOI 默认课程制作请参

考《H3C Space Console 联机帮助（Learningspace）》中[云学堂/课程管理/制作 VOI 课程]
一节。 

• 官方 VOI 终端出厂时已预装对应的 VOI 客户端，并且接入到管理平台后会自动检查版本并进

行升级。 

 

9.2.1  创建 VOI 终端分组 

(1) 登录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登录方法请参见登录管理平台，进入管理平台首页后，单

击左侧导航栏[终端/终端]菜单项进入终端页面，单击“终端分组”页签，进入终端分组概览

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终端分组”对话框。 

图9-6 终端页面 

 
 

(2) 分组类型选择“VOI 分组”，匹配客户端选择“LearningSpace”，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终端分组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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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新建 VOI 终端分组 

 

 

9.2.2  部署 VOI 终端 

 

 

VOI 终端通过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1) VOI 客户端首次开机时，会自动发现并解析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 IP 地址。界面显

示已发现的所有可注册的管理平台 IP 地址。注册前，终端与管理平台的连接状态如右上角

图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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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自动发现解析管理平台 IP 地址 

 

 

图9-9 选择需连接的管理平台 IP 地址 

 

 

(2) 选择需注册的管理平台 IP，单击<注册>按钮，或者单击<手动输入>，并在界面中输入管理

平台 IP 地址后，单击<注册>按钮。注册成功后，终端与管理平台的连接状态如右上角 图

标所示。 



 

105 

图9-10 手动输入管理平台 IP 地址 

 
 

图9-11 客户端持续请求虚拟机池和授权用户信息 

 

 

(3) VOI 客户端会持续请求虚拟机池和授权用户信息，同时在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终

端列表中可以查看到相应终端信息，在管理平台上将终端加入创建 VOI 终端分组中创建的

VOI 终端分组中，重启 VOI 终端，VOI 终端将自动从管理平台上下载对应终端类型的默认课

程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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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2 转移终端分组 

 
 

图9-13 下载镜像文件 

 

 

(4) 镜像文件下载完成后，将进入课程桌面。 

(5) 切换到教师终端，单击桌面的教师端图标 ，进入教师端登录界面，单击右上角的 按

钮，弹出设置对话框，在设置对话框中设置管理平台地址、选择上课教室，完成后回到登录

界面，输入教师用户名与密码，登录进入教师端界面。 



 

107 

图9-14 教师端登录界面 

 
 

图9-15 设置对话框 

 
 

(6) 单击教师端界面右上方的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项中单击“终端部署”，弹出终端部署对

话框，单击<启动搜索>按钮，搜索待部署的学生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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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6 终端部署-启动搜索 

 
 

(7) 搜索出的所有的待部署终端会显示在下方列表中，单击<停止搜索>按钮，勾选无需部署的

终端，单击对话框中的<删除>按钮，删除无需的部署终端，完成后单击下方的<完成>按钮，

弹出上传部署信息对话框，提示终端信息上传成功，学生终端部署完成，教师可选择课程开

始上课。 

图9-17 搜索出的欲部署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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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8 终端信息上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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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见问题解答 

10.1  安装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时安装界面黑屏，如何解决？ 

安装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时，安装界面黑屏可参照如下方法解决： 
(1) 进入安装界面。 

图10-1 启动安装 

 

 

(2) 按[e]键进入编辑模式。 

(3) 在开头为 linuxefi 或 linux 的行末尾增加参数：inst.graphical inst.xdriver=fbdev 

video=efifb:off video=VGA-1:1024x768-32@60me ro console=tty0，如图

10-2 所示。 

图10-2 增加参数 

 
 

(4) 确认参数添加无误后，按[ctrl+x]，启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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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GlusterFs存储池不活动，手动启动存储池无法启动 

(1) 排查存储网络是否连通。 
(2) 将 GlusterFs 存储卷挂载到一个临时路径后查看 GlusterFs 存储卷下是否有重复文件，如果

有请删除重复文件。挂载方法：第一步，执行 mkdir -p /vms/tmp 命令；第二步，执行 mount 
-t glusterfs IP:/VolumeName /vms/tmp 命令；第三步，执行 df –h 命令查看是否已经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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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11.1  SpaceAgent安装 

11.1.1  Windows 终端 

本文以 E1004P01 版本为例。 

(1) 解压缩 H3C_Workspace_SpaceAgent-version-win32.zip 客户端压缩包，运行解压出的

H3C_Workspace_SpaceAgent-version-win32.exe客户端安装程序，弹出安装向导对话框。 

图11-1 运行客户端安装程序 

 

 

(2) 在安装向导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安装位置”对话框。 

图11-2 安装向导对话框 

 

 

(3) 选择 SpaceAgent 的安装目标文件夹，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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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 

 

 

(4)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完成 SpaceAgent 安装。 

图11-4 安装完成 

 

 

11.1.2  SpaceOS 终端 

(1) 通过浏览器访问地址<管理平台 ip:8083/data/version>目录获取 SpaceAgent 安装包

H3C_Workspace_SpaceAgent-version-linux-x64.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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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获取 SpaceAgent 安装包 

 
 

(2) 在系统桌面上单击左下角齿轮图标，在System Tools中单击LXTerminal，打开命令框，也

可直接使用 Ctrl+Alt+T 快捷键调出 LXTerminal 命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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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调出 LXTerminal 命令框 

 
 

(3) 在命令框中输入以下命令，完成安装包的解压： 

a. cd+安装包路径,进入到安装包所在文件夹中 
spaceos@localhost:~$ cd /home/spaceos/Downloads 

b. 查看安装包文件夹中的文件 
spaceos@localhost:~/Downloads$ ll 

c. 解压缩安装包 
spaceos@localhost:~/Downloads# unzip H3C_Workspace_SpaceAgent-E1004P01-linux-x64.z
ip 

d. 以超级管理员权限执行安装程序 
spaceos@localhost:~/Downloads# sudo ./instal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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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安装程序执行完成 

 
 

11.2  SpaceAgent卸载 

11.2.1  Windows 终端 

(1) 在终端桌面上打开控制面板，单击控制面板中程序下的卸载程序，进入卸载或更改程序界面。 

(2) 在卸载或更改中选中并右键单击对应安装程序，如 SpaceAgent E1004P01，选择[卸载/更
改(U)]菜单项,开始卸载。 

图11-8 卸载客户端 

 
 

(3) 弹出卸载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卸载，卸载完成后，弹出卸载完成提示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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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卸载完成 

 

 

11.2.2  SpaceOS 终端 

(1) 在系统桌面上单击右下角齿轮图标，在 System Tools 中单击 LXTerminal，打开命令框，也

可直接使用 Ctrl+Alt+T 快捷键调出 LXTerminal 命令框。 

(2) 在命令框中输入以下命令，执行 SpaceAgent 卸载程序： 

a. cd+安装路径,进入到安装文件夹中 
spaceos@localhost:~$ cd /userdata/H3C/SpaceAgent 

b. 以超级管理员权限执行卸载程序 
spaceos@localhost:/userdata/H3C/SpaceAgent# sudo ./uninstal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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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SpaceAgent 卸载程序执行完成 

 
 

11.3  卸载Learningspace客户端 

11.3.1  Windows 终端 

此处以卸载 E1004P01 版本为例。 

(1) 在终端桌面上打开控制面板，单击控制面板中程序下的卸载程序，进入卸载或更改程序界面。 

(2) 在卸载或更改中选中并右键单击对应安装程序，如 Learningspace E1004P01，选择[卸载/
更改(U)]菜单项,开始卸载。 

图11-11 卸载客户端 

 
 

(3) 如果卸载 Learningspace 学生端，还需输入卸载密码，卸载密码默认为 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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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 输入卸载密码 

 

 

(4) 卸载完成后，可以看到桌面上 Learningspace 客户端已被卸载，重启系统使卸载彻底生效。 

11.3.2  SpaceOS 终端 

(1) 在系统桌面上单击右下角齿轮图标，在 System Tools 中单击 LXTerminal，打开命令框，也

可直接使用 Ctrl+Alt+T 快捷键调出 LXTerminal 命令框。 

(2) 在命令框中输入以下命令，执行 Workspace 卸载程序。 
a. cd+客户端安装路径,进入到安装文件夹中 
spaceos@localhost:~$ cd /userdata/H3C/Workspace/E1003 

b. 以超级管理员权限执行卸载程序 
spaceos@localhost: /userdata/H3C/Workspace/E1003$ sudo ./uninstal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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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 执行卸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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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4 Workspace 卸载程序完成 

 
 

(3) 卸载完成后，可以看到桌面上 Learningspace 学生端已被卸载，重启系统使卸载彻底生

效。 

11.4  卸载极域客户端 

极域教师端与学生端卸载方法相同，但学生端卸载时需输入卸载密码。 

(1) 在终端桌面上打开控制面板，单击控制面板中程序下的卸载程序，进入卸载或更改程序界面。 

(2) 在卸载或更改中选中并右键单击对应安装程序 Classroom Management by Mythware – 
2.7.13616，选择[卸载/更改(U)]菜单项,开始卸载。 

图11-15 卸载客户端 

 

(3) 卸载极域客户端时，需输入安装时设置的卸载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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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6 输入卸载密码 

 
 

(4) 卸载完成后，可以看到桌面上的极域客户端已被卸载，重启系统使卸载彻底生效。 

11.5  安装AD域控服务器 

AD 域控服务器需要安装在操作系统为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虚拟机、PC 或者服务器上。

下面以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为例，介绍 AD 域控服务器的设置方法。 

(1) 通过选择“开始>>运行”菜单项，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dcpromo”后，单击<确定>按
钮，进入“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器安装向导”对话框。 

图11-17 运行对话框 

 
 

(2)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操作系统兼容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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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8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器安装向导对话框 

 
 

(3)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某一部署配置”对话框。 

图11-19 操作系统兼容性对话框 

 
 

(4) 选择“在新林中新建域”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命名林根域”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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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 选择某一部署配置对话框 

 
 

(5) 根据需要设置目录林根级域的 FQDN（本例中设置为 iNode.com）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进入“设置林功能级别”对话框。 

图11-21 命名林根域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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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需要选择林功能级别（本例中选择 Windows Server 2008 R2）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进入“其他域控制器选项”对话框。 

图11-22 设置林功能级别对话框 

 
 

(7) 根据需要设置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按钮。本例中，由于没有创建 DNS 服务器委派，单击

<下一步>按钮之后，系统会弹出警告提示对话框。 



 

126 

图11-23 其他域控制器选项对话框 

 

 

(8) 单击<是>按钮，关闭警告提示对话框，进入“数据库、日志文件和 SYSVOL 的位置”对话

框。 

图11-24 警告提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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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据实际情况，指定 AD 域的数据库日志文件的存放路径，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进入“目录服务还原模式的 Administrator 密码”对话框。 

图11-25 数据库、日志文件和 SYSVOL 的位置对话框 

 
 

(10) 设置 Administrator 的密码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摘要”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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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6 目录服务还原模式的 Administrator 密码对话框 

 

 

(11) 查看安装域控前的摘要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配置域控服务”对话

框。 

图11-27 摘要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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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待安装完成后，进入“完成安装”对话框。 

图11-28 配置域控服务对话框 

 
 

(13) 单击<完成>按钮后，系统会提示是否立即重新启动服务器，选择“立即重新启动”即可。 

图11-29 完成安装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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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CA证书服务器配置 

11.6.1  添加角色 

CA 证书需要配置在域控服务器或其它已加入域控的服务器。以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为例，

介绍 CA 证书服务器的配置方法。本例为在已加入域控的服务器中添加证书服务。 

(1) 通过选择[开始/管理工具/服务器管理器]菜单项，打开“服务器管理器”对话框，如下图所

示，在服务器管理器对话框中，选择[角色/添加角色]菜单项，弹出“添加角色向导-开始之

前”对话框。 

图11-30 服务器管理器对话框 

 
 

(2) 阅读注意事项之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选择服务器角色”对话框，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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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1 添加角色向导-开始之前对话框 

 
 

(3) 选择服务器角色为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服务（Active Directory 证书服务既可以在域环境下

部署，也可以工作组中部署），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Active Directory
证书服务”对话框。 

图11-32 添加角色向导-选择服务器角色对话框 

 
 

(4) 阅读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服务的简介和注意事项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

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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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3 添加角色向导-Active Directory 证书服务对话框 

 
 

(5) 为证书服务器安装服务组件，默认只选择了“证书颁发机构”，还需选择“证书颁发机构

Web 注册”、“联机响应程序”和“证书注册策略 Web 服务”。选择完成后，单击<下一

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指定安装类型”对话框。 

图11-34 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 

 
 

(6) 在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中，当选择“证书颁发机构 Web 注册”选项后，会弹

出“确认是否添加依赖的角色服务”对话框，单击<添加所需的角色服务>按钮，关闭当前

对话框，返回“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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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5 确认是否添加依赖的角色服务对话框 

 
 

(7)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指定安装类型”对话框。 

图11-36 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 

 
 

(8) 本例是在域控环境下部署，所以安装类型选择企业 CA，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

色向导-指定 CA 类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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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7 添加角色向导-指定安装类型对话框 

  

 

(9) 本例为第一次安装 CA，所以选择根 CA，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设置私

钥”对话框。 

图11-38 添加角色向导-指定 CA 类型对话框 

 

 

(10) 如果没有现成的私钥，选择“新建私钥”手动创建一个私钥。完成设置后，单击<下一步>
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为 CA 配置加密”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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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9 添加角色向导-设置私钥对话框 

 

 

(11) 系统提供了多种加密程序和哈希算法供选择，一般情况下选择默认即可。完成设置后，单击

<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设置 CA 名称”对话框。 

图11-40 添加角色向导-为 CA 配置加密对话框 

 

 

(12) 根据需要设置 CA 的名称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设置有效期”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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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1 添加角色向导-设置 CA 名称对话框 

 

 

(13) 根据需要设置 CA 生成的证书有效期（默认为 5 年），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

向导-配置证书数据库”对话框。 

图11-42 添加角色向导-设置有效期对话框 

 

 

(14) 选择证书数据库、数据库日志的位置，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身份

验证类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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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3 添加角色向导-配置证书数据库对话框 

 

 

(15) 选择向客户端使用的身份验证类型，选择“用户名和密码”选项，单击<下一步>按钮，进

入“添加角色向导-SSL 加密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对话框。 

图11-44 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身份验证类型对话框 

 

 

(16) 选择“选择证书并稍后为 SSL 分配”选项。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Web
服务器(IIS)”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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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5 添加角色向导-SSL 加密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 

 

 

(17) 阅读 Web 服务器(IIS)介绍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

话框。 

图11-46 添加角色向导-Web 服务器(IIS)对话框 

 
 

(18) 根据需要选择要安装的 IIS 服务器组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确认

安装选择”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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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7 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 

 
 

(19) 角色已添加完毕，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安装成功后，进入“添加角色向导-安装结

果”对话框。需要注意的是，安装完成之后不要修改计算机名或 IP 地址，否则会影响证书

服务器的使用；最好手动重启一下 CA 服务，以免有些组件没有生效。 

图11-48 添加角色向导-确认安装选择对话框 

 
 

(20) 单击<关闭>按钮，完成角色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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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9 添加角色向导-安装结果对话框 

 

 

11.6.2  安装证书 

(1) 角色添加成功以后，通过运行 mmc 打开控制台。 

图11-50 控制台窗口 

 
 

(2) 选择“文件>>添加/删除管理单元”菜单项，弹出“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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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1 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对话框 

 

 

(3) 在可选的管理单元中选中“证书”菜单项，单击<添加>按钮，弹出“证书管理”对话框。 

图11-52 证书管理对话框 

 

 

(4) 选择“计算机帐户”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计算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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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3 选择计算机对话框 

 
 

(5) 选择“本地计算机”选项后，单击<完成>按钮，返回“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对话框。 

图11-54 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对话框 

 

 

(6) 确认证书添加成功后，单击<确定>按钮，返回控制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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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5 控制台窗口 

 

 

(7) 选择“证书”节点下的“个人”节点，通过鼠标右键选择[所有任务/申请新证书]菜单项，弹

出“证书注册-在您开始前”对话框。 

图11-56 证书注册-在您开始前对话框 

 

 

(8) 阅读安装证书的相关信息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证书注册-选择证书注册策略”对

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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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7 证书注册-选择证书注册策略 

 

 

(9) 选择 Active Directory 注册策略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证书注册-请求证书”对话框。 

图11-58 证书注册-请求证书对话框 

 
 

(10) 选择“域控制器”、“域控制器身份验证”和“目录电子邮件复制”选项后，单击<注册>
按钮。完成注册后，进入“证书注册-证书安装结果”对话框。 



 

145 

图11-59 证书注册-证书安装结果对话框 

 
 

(11) 单击<完成>按钮，关闭证书注册对话框，返回控制台窗口。 

图11-60 控制台窗口 

 

 

(12) 点击证书节点，查看安装完成的证书信息。 

11.6.3  配置验证 

(1) 通过 ldp 应用进行测试，验证 ldaps 是否可用。通过在运行输入框中输入 ldp 打开 ldp 应用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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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1 ldp 应用窗口 

 

 

(2) 选择[连接/连接]菜单项，弹出连接对话框。 

图11-62 连接对话框 

 

 

(3) 设置服务器及端口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连接测试，测试结果将通过 ldp 应用窗口

进行显示。 

图11-63 ldp 应用窗口 

 

 

(4) 本例中，端口 636 的 ldaps 访问可用，证明配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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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设置NTP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场景选择页面。
	(3) 部署场景选择“计算虚拟化”，应用场景选择教育或办公教育混合，本文以教育场景为例。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规划网络页面。
	(4)  设置网络规划参数，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5) 单击<确定>按钮，进入选择主机配置页面，根据主机IP、网卡MAC地址和主机序列号等信息，选择需要加入集群的主机。
	(6) 单击目标主机对应操作列<配置网卡>按钮，弹出“配置网卡”对话框。
	(7) 在如图6-6所示的页面中单击图标，弹出“选择物理接口”对话框，如图6-7所示，依次配置主机管理网和业务网使用的物理接口，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8) 网卡配置完成后，在如图6-8所示选择主机页面选择欲添加到集群的主机，单击<选择主机添加到集群>按钮，弹出“主机配置确认”对话框，如图6-9所示。
	(9) 单击<确定>按钮，弹出“设置密码”对话框。统一设置所有主机root用户的密码。
	(10) 密码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将主机添加到集群中，添加完成后回到主机配置页面，主机状态为“已添加”。
	(11)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License授权页面。若已完成License申请，则选择“已有授权服务器，激活使用正式版本 ”，在“授权服务器配置”区域中选择授权模式、配置License server的IP地址、端口号、客户端名称和客户端密码，单击<连接>按钮连接至License server，连接成功后管理平台会自动获取所有授权信息。如未申请License，则选择“暂无授权服务器，先使用试用版本”。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进入管理平台界面。

	6.2   GlusterFS配置
	6.2.1   添加存储虚拟交换机
	(1) 在H3C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中单击导航栏中的[数据中心/虚拟化]菜单项，进入虚拟化页面，单击页面左侧列表中的主机名称，单击右侧的“虚拟交换机”页签，单击页签下的<添加>按钮，弹出“增加虚拟交换机”对话框。
	(2) 在“增加虚拟交换机”对话框中，根据需求配置基本信息，网络类型选择“存储网络”。单击<下一步>按钮。
	(3) 配置网络信息，若勾选多个物理接口，还需配置链路聚合与负载分担模式，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存储虚拟机的增加。
	(4) 按照以上步骤依次在其余主机上增加同名存储虚拟交换机。

	6.2.2   新建教学镜像存储
	(1) 在H3C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中单击导航栏中的[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菜单项，进入教学镜像存储配置页面，单击页面中的<新建>按钮，弹出“新建”对话框。
	(2) 在“新建”对话框中，选择存储类型，支持本地磁盘或共享存储，本文以本地磁盘为例，单击<下一步>按钮。
	(3) 选择存储集群和主机，单击<下一步>按钮。
	(4) 选择空闲SSD磁盘，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输入“CONFIRM”，单击<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教学镜像存储的新建。

	6.2.3   新建GlusterFS存储
	(1) 在H3C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中单击导航栏中的[数据中心/教学存储配置/GlusterFS配置]菜单项，进入GlusterFS配置页面，单击页面中的<新建存储>按钮，弹出“新建存储”对话框。
	(2) 在“新建存储”对话框中，选择存储类型，存储集群、主机、虚拟交换机和拓扑类型等，虚拟交换机选择之前新建的存储交换机，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弹出创建存储进度框，等待创建存储完成。
	(3) 创建存储完成之后，在GlusterFS配置页面上可以看到新建的GlusterFS存储信息，可以在新建课程与校园空间中选择GlusterFS存储使用。



	7  学生端安装
	7.1   VDI终端（Windows）
	7.1.1   创建VDI终端分组
	(1) 登录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登录方法请参见登录管理平台，进入管理平台首页后，单击左侧导航栏[终端/终端]菜单项进入终端页面，单击“终端分组”页签，进入终端分组概览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终端分组”对话框。
	(2) 分组类型选择“VDI分组”，规划网络参数为终端所在网段的参数，认证方式为“终端认证”。
	(3) 匹配客户端选择“LearningSpace”，客户端模式保持默认，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终端分组创建。

	7.1.2   自动安装
	(1) VDI终端联网、上电、开机后，SpaceAgent将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可通过SpaceConfig配置程序查看），并注册到管理平台提前规划的终端分组。
	(2) 管理平台根据提前配置好的网段规划资源池，将对应的客户端下发到终端。
	(3) 终端将自动安装好客户端，安装完成后自动霸屏进入学生端等待上课界面。单击右上角的按钮，单击“返回本地”菜单项，输入密码“h3c.com”返回本地，单击<关闭>按钮，完成学生端安装。

	7.1.3   手动安装
	(1) 解压缩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zip客户端压缩包，运行解压出的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exe客户端安装程序，弹出安装向导对话框。
	(2) 在安装向导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信息”对话框。
	(3) 在设置信息对话框中，终端类型选择VDI，客户端类型选择教室端，单击<下一步>按钮。
	(4) 安装程序会自动检测SpaceAgent安装情况，选择是否安装SpaceAgent，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
	(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学生端的安装。
	(6) 当对话框上显示“已完成”时，学生端安装完成并自动霸屏进入等待部署界面，单击右上角的按钮，单击“返回本地”菜单项，输入密码“h3c.com”返回本地，单击<关闭>按钮，完成学生端安装。


	7.2   VDI终端（SpaceOS）
	7.2.1   创建VDI终端分组
	(1) 登录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登录方法请参见登录管理平台，进入管理平台首页后，单击左侧导航栏[终端/终端]菜单项进入终端页面，单击“终端分组”页签，进入终端分组概览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终端分组”对话框。
	(2) 分组类型选择“VDI分组”，规划网络参数为终端所在网段的参数，认证方式为“终端认证”。
	(3) 匹配客户端选择“LearningSpace”，客户端模式保持默认，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终端分组创建。

	7.2.2   自动安装
	(1) VDI终端联网、上电、开机后，SpaceAgent将自动发现管理平台（可通过SpaceConfig配置程序查看），并注册到管理平台提前规划的终端分组。
	(2) 管理平台根据提前配置好的网段规划资源池，将对应的客户端下发到终端。
	(3) 终端将自动安装好客户端，安装完成后自动霸屏进入学生端等待部署界面。单击右上角的按钮，单击“返回本地”菜单项，输入密码“h3c.com”返回本地，单击<关闭>按钮，完成学生端安装。

	7.2.3   手动安装
	(1) 使用浏览器访问地址<管理平台IP:8083/data/version>目录获取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linux-x64.zip安装包。
	(2) 在系统桌面上单击左下角齿轮图标，在System Tools中单击LXTerminal，打开命令框，也可直接使用Ctrl+Alt+T快捷键调出LXTerminal命令框。
	(3) 在命令框中输入以下命令，完成安装包的解压：
	a. cd+安装包路径,进入到安装包所在文件夹中
	b. 查看安装包文件夹中的文件
	c. 解压缩安装包
	d. 以超级管理员权限执行安装程序

	(4) 客户端安装完成后会自动霸屏进入学生端等待部署界面。单击右上角的按钮，单击“返回本地”菜单项，输入密码“h3c.com”返回本地，单击<关闭>按钮，完成学生端安装。


	7.3   VOI终端
	7.4   极域学生端
	(1) 将极域学生端Student_2.7.13616.exe安装程序拷贝到课程虚拟机中。
	(2) 双击Student_2.7.13616.exe安装程序打开安装界面，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勾选接受许可条款，单击<下一步>按钮后阅读自述文件。
	(4) 进入自述文件对话框中，可查看该软件的安装硬件要求、功能特性、新增功能等。查看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目录，系统默认安装到“C:\Program Files(x86)\Mythware\Classroom Management by Mythware\”目录下。可通过单击<更改>按钮更改安装目录（不推荐更改安装目录），确认安装目录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6) 选择开始菜单快捷方式文件夹，单击<下一步>按钮。
	(7) 设置卸载密码，该密码将会防止学生卸载该软件。单击<下一步>按钮。
	(8) 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9) 安装完成后，出现如下界面，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安装。
	(10) 系统弹出重启提示，可在最后完成课程制作之后进行重启，完成学生端的安装。


	8  教师端安装
	8.1   Learningspace教师端
	(1) 解压缩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zip客户端压缩包，运行解压出的H3C_Learningspace_App-version-win32.exe客户端安装程序，弹出安装向导对话框。
	(2) 在安装向导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信息”对话框。
	(3) 在设置信息对话框中，终端类型选择VDI，客户端类型选择教师端，单击<下一步>按钮。
	(4) 安装程序会自动检测SpaceAgent安装情况，选择是否安装SpaceAgent，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
	(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夹，单击<安装>按钮，开始教师端的安装。
	(6) 当对话框上显示“已完成”时，单击<关闭>按钮，完成教师端的安装。
	(7) 安装完成后会在桌面上显示教师端快捷方式，双击快捷方式运行教师端，教师端会自动检测本机配置，弹出教师端引荐配置窗口，可以检查本机配置项是否满足要求，单击<确定>按钮，进入教师端登录界面，以教师账号登录即可开始使用教师端。

	8.2   极域教师端
	(1) 将Teacher_2.7.13616.exe安装程序上传到教师机上。
	(2) 双击Teacher_2.7.13616.exe安装程序打开安装界面，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勾选接受许可条款，单击<下一步>按钮后阅读自述文件。
	(4) 进入自述文件对话框，可查看该软件的安装硬件要求、功能特性、新增功能等。查看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5) 选择安装目标文件目录，系统默认安装到“C:\Program Files(x86)\Mythware\Classroom Management by Mythware\”目录下。可通过单击<更改>按钮更改安装目录，确认安装目录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6) 选择开始菜单快捷方式文件夹，单击<下一步>按钮。
	(7) 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8) 安装完成后，出现如下界面，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安装。
	(9) 系统弹出重启提示，此时可选择立即重启或以后手动重启。
	(10) 重启系统后，打开并登录教师端，选择课程开始上课，上课后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极域”菜单项，弹出极域课堂管理系统创建账户界面。
	(11)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创建账户后，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注册对话框。
	(12) 单击<现在注册>按钮，完成教学软件的注册。
	(13) 注册完成后进入极域教学软件管理界面。


	9  终端部署
	9.1   VDI终端
	9.1.1   教师端
	9.1.2   学生端
	(1) 单击桌面的教师端图标，进入教师端登录界面，单击右上角的按钮，弹出设置对话框，在设置对话框中设置管理平台地址、选择上课教室，完成后回到登录界面，输入教师用户名与密码，登录进入教师端界面。
	(2) 单击教师端界面右上方的按钮，在弹出的菜单项中单击“终端部署”，弹出终端部署对话框，单击<启动搜索>按钮，搜索待部署的学生终端。
	(3) 搜索出的所有的待部署终端会显示在下方列表中，单击<停止搜索>按钮，勾选无需部署的终端，单击对话框中的<删除>按钮，删除无需部署的终端，完成后单击下方的<完成>按钮，弹出上传部署信息对话框，提示终端信息上传成功，学生终端部署完成，教师可选择课程开始上课。


	9.2   VOI终端
	9.2.1   创建VOI终端分组
	(1) 登录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登录方法请参见登录管理平台，进入管理平台首页后，单击左侧导航栏[终端/终端]菜单项进入终端页面，单击“终端分组”页签，进入终端分组概览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终端分组”对话框。
	(2) 分组类型选择“VOI分组”，匹配客户端选择“LearningSpace”，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终端分组的创建。

	9.2.2   部署VOI终端
	(1) VOI客户端首次开机时，会自动发现并解析H3C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IP地址。界面显示已发现的所有可注册的管理平台IP地址。注册前，终端与管理平台的连接状态如右上角图标所示。
	(2) 选择需注册的管理平台IP，单击<注册>按钮，或者单击<手动输入>，并在界面中输入管理平台IP地址后，单击<注册>按钮。注册成功后，终端与管理平台的连接状态如右上角图标所示。
	(3) VOI客户端会持续请求虚拟机池和授权用户信息，同时在H3C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终端列表中可以查看到相应终端信息，在管理平台上将终端加入创建VOI终端分组中创建的VOI终端分组中，重启VOI终端，VOI终端将自动从管理平台上下载对应终端类型的默认课程镜像。
	(4) 镜像文件下载完成后，将进入课程桌面。
	(5) 切换到教师终端，单击桌面的教师端图标，进入教师端登录界面，单击右上角的按钮，弹出设置对话框，在设置对话框中设置管理平台地址、选择上课教室，完成后回到登录界面，输入教师用户名与密码，登录进入教师端界面。
	(6) 单击教师端界面右上方的按钮，在弹出的菜单项中单击“终端部署”，弹出终端部署对话框，单击<启动搜索>按钮，搜索待部署的学生终端。
	(7) 搜索出的所有的待部署终端会显示在下方列表中，单击<停止搜索>按钮，勾选无需部署的终端，单击对话框中的<删除>按钮，删除无需的部署终端，完成后单击下方的<完成>按钮，弹出上传部署信息对话框，提示终端信息上传成功，学生终端部署完成，教师可选择课程开始上课。



	10  常见问题解答
	10.1   安装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时安装界面黑屏，如何解决？
	(1) 进入安装界面。
	(2) 按[e]键进入编辑模式。
	(3) 在开头为linuxefi或linux的行末尾增加参数：inst.graphical inst.xdriver=fbdev video=efifb:off video=VGA-1:1024x768-32@60me ro console=tty0，如图10-2所示。
	(4) 确认参数添加无误后，按[ctrl+x]，启动安装。

	10.2   GlusterFs存储池不活动，手动启动存储池无法启动
	(1) 排查存储网络是否连通。
	(2) 将GlusterFs存储卷挂载到一个临时路径后查看GlusterFs存储卷下是否有重复文件，如果有请删除重复文件。挂载方法：第一步，执行mkdir -p /vms/tmp命令；第二步，执行mount -t glusterfs IP:/VolumeName /vms/tmp命令；第三步，执行df –h命令查看是否已经挂成功。


	11  附录
	11.1   SpaceAgent安装
	11.1.1   Windows终端
	(1) 解压缩H3C_Workspace_SpaceAgent-version-win32.zip客户端压缩包，运行解压出的H3C_Workspace_SpaceAgent-version-win32.exe客户端安装程序，弹出安装向导对话框。
	(2) 在安装向导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安装位置”对话框。
	(3) 选择SpaceAgent的安装目标文件夹，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4)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按钮，完成SpaceAgent安装。

	11.1.2   SpaceOS终端
	(1) 通过浏览器访问地址<管理平台ip:8083/data/version>目录获取SpaceAgent安装包H3C_Workspace_SpaceAgent-version-linux-x64.zip。
	(2) 在系统桌面上单击左下角齿轮图标，在System Tools中单击LXTerminal，打开命令框，也可直接使用Ctrl+Alt+T快捷键调出LXTerminal命令框。
	(3) 在命令框中输入以下命令，完成安装包的解压：
	a. cd+安装包路径,进入到安装包所在文件夹中
	b. 查看安装包文件夹中的文件
	c. 解压缩安装包
	d. 以超级管理员权限执行安装程序



	11.2   SpaceAgent卸载
	11.2.1   Windows终端
	(1) 在终端桌面上打开控制面板，单击控制面板中程序下的卸载程序，进入卸载或更改程序界面。
	(2) 在卸载或更改中选中并右键单击对应安装程序，如SpaceAgent E1004P01，选择[卸载/更改(U)]菜单项,开始卸载。
	(3) 弹出卸载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卸载，卸载完成后，弹出卸载完成提示对话框。

	11.2.2   SpaceOS终端
	(1) 在系统桌面上单击右下角齿轮图标，在System Tools中单击LXTerminal，打开命令框，也可直接使用Ctrl+Alt+T快捷键调出LXTerminal命令框。
	(2) 在命令框中输入以下命令，执行SpaceAgent卸载程序：
	a. cd+安装路径,进入到安装文件夹中
	b. 以超级管理员权限执行卸载程序



	11.3   卸载Learningspace客户端
	11.3.1   Windows终端
	(1) 在终端桌面上打开控制面板，单击控制面板中程序下的卸载程序，进入卸载或更改程序界面。
	(2) 在卸载或更改中选中并右键单击对应安装程序，如Learningspace E1004P01，选择[卸载/更改(U)]菜单项,开始卸载。
	(3) 如果卸载Learningspace学生端，还需输入卸载密码，卸载密码默认为h3c.com。
	(4) 卸载完成后，可以看到桌面上Learningspace客户端已被卸载，重启系统使卸载彻底生效。

	11.3.2   SpaceOS终端
	(1) 在系统桌面上单击右下角齿轮图标，在System Tools中单击LXTerminal，打开命令框，也可直接使用Ctrl+Alt+T快捷键调出LXTerminal命令框。
	(2) 在命令框中输入以下命令，执行Workspace卸载程序。
	a. cd+客户端安装路径,进入到安装文件夹中
	b. 以超级管理员权限执行卸载程序

	(3) 卸载完成后，可以看到桌面上Learningspace学生端已被卸载，重启系统使卸载彻底生效。


	11.4   卸载极域客户端
	(1) 在终端桌面上打开控制面板，单击控制面板中程序下的卸载程序，进入卸载或更改程序界面。
	(2) 在卸载或更改中选中并右键单击对应安装程序Classroom Management by Mythware – 2.7.13616，选择[卸载/更改(U)]菜单项,开始卸载。
	(3) 卸载极域客户端时，需输入安装时设置的卸载密码。
	(4) 卸载完成后，可以看到桌面上的极域客户端已被卸载，重启系统使卸载彻底生效。

	11.5   安装AD域控服务器
	(1) 通过选择“开始>>运行”菜单项，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dcpromo”后，单击<确定>按钮，进入“Active Directory域服务器安装向导”对话框。
	(2)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操作系统兼容性”对话框。
	(3)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某一部署配置”对话框。
	(4) 选择“在新林中新建域”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命名林根域”对话框。
	(5) 根据需要设置目录林根级域的FQDN（本例中设置为iNode.com）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林功能级别”对话框。
	(6) 根据需要选择林功能级别（本例中选择Windows Server 2008 R2）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其他域控制器选项”对话框。
	(7) 根据需要设置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按钮。本例中，由于没有创建DNS服务器委派，单击<下一步>按钮之后，系统会弹出警告提示对话框。
	(8) 单击<是>按钮，关闭警告提示对话框，进入“数据库、日志文件和SYSVOL的位置”对话框。
	(9) 根据实际情况，指定AD域的数据库日志文件的存放路径，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目录服务还原模式的Administrator密码”对话框。
	(10) 设置Administrator的密码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摘要”对话框。
	(11) 查看安装域控前的摘要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配置域控服务”对话框。
	(12) 待安装完成后，进入“完成安装”对话框。
	(13) 单击<完成>按钮后，系统会提示是否立即重新启动服务器，选择“立即重新启动”即可。

	11.6   CA证书服务器配置
	11.6.1   添加角色
	(1) 通过选择[开始/管理工具/服务器管理器]菜单项，打开“服务器管理器”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在服务器管理器对话框中，选择[角色/添加角色]菜单项，弹出“添加角色向导-开始之前”对话框。
	(2) 阅读注意事项之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选择服务器角色”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3) 选择服务器角色为Active Directory证书服务（Active Directory证书服务既可以在域环境下部署，也可以工作组中部署），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Active Directory证书服务”对话框。
	(4) 阅读Active Directory证书服务的简介和注意事项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
	(5) 为证书服务器安装服务组件，默认只选择了“证书颁发机构”，还需选择“证书颁发机构Web注册”、“联机响应程序”和“证书注册策略Web服务”。选择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指定安装类型”对话框。
	(6) 在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中，当选择“证书颁发机构Web注册”选项后，会弹出“确认是否添加依赖的角色服务”对话框，单击<添加所需的角色服务>按钮，关闭当前对话框，返回“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
	(7)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指定安装类型”对话框。
	(8) 本例是在域控环境下部署，所以安装类型选择企业CA，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指定CA类型”对话框。
	(9) 本例为第一次安装CA，所以选择根CA，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设置私钥”对话框。
	(10) 如果没有现成的私钥，选择“新建私钥”手动创建一个私钥。完成设置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为CA配置加密”对话框。
	(11) 系统提供了多种加密程序和哈希算法供选择，一般情况下选择默认即可。完成设置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设置CA名称”对话框。
	(12) 根据需要设置CA的名称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设置有效期”对话框。
	(13) 根据需要设置CA生成的证书有效期（默认为5年），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配置证书数据库”对话框。
	(14) 选择证书数据库、数据库日志的位置，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身份验证类型”对话框。
	(15) 选择向客户端使用的身份验证类型，选择“用户名和密码”选项，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SSL加密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对话框。
	(16) 选择“选择证书并稍后为SSL分配”选项。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Web服务器(IIS)”对话框。
	(17) 阅读Web服务器(IIS)介绍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选择角色服务”对话框。
	(18) 根据需要选择要安装的IIS服务器组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添加角色向导-确认安装选择”对话框。
	(19) 角色已添加完毕，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安装成功后，进入“添加角色向导-安装结果”对话框。需要注意的是，安装完成之后不要修改计算机名或IP地址，否则会影响证书服务器的使用；最好手动重启一下CA服务，以免有些组件没有生效。
	(20) 单击<关闭>按钮，完成角色的添加。

	11.6.2   安装证书
	(1) 角色添加成功以后，通过运行mmc打开控制台。
	(2) 选择“文件>>添加/删除管理单元”菜单项，弹出“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对话框。
	(3) 在可选的管理单元中选中“证书”菜单项，单击<添加>按钮，弹出“证书管理”对话框。
	(4) 选择“计算机帐户”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计算机”对话框。
	(5) 选择“本地计算机”选项后，单击<完成>按钮，返回“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对话框。
	(6) 确认证书添加成功后，单击<确定>按钮，返回控制台窗口。
	(7) 选择“证书”节点下的“个人”节点，通过鼠标右键选择[所有任务/申请新证书]菜单项，弹出“证书注册-在您开始前”对话框。
	(8) 阅读安装证书的相关信息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证书注册-选择证书注册策略”对话框。
	(9) 选择Active Directory注册策略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证书注册-请求证书”对话框。
	(10) 选择“域控制器”、“域控制器身份验证”和“目录电子邮件复制”选项后，单击<注册>按钮。完成注册后，进入“证书注册-证书安装结果”对话框。
	(11) 单击<完成>按钮，关闭证书注册对话框，返回控制台窗口。
	(12) 点击证书节点，查看安装完成的证书信息。

	11.6.3   配置验证
	(1) 通过ldp应用进行测试，验证ldaps是否可用。通过在运行输入框中输入ldp打开ldp应用窗口。
	(2) 选择[连接/连接]菜单项，弹出连接对话框。
	(3) 设置服务器及端口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连接测试，测试结果将通过ldp应用窗口进行显示。
	(4) 本例中，端口636的ldaps访问可用，证明配置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