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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障处理概述
本文档对 H3C Learningspace 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进行了介绍，用户可参考本文档
完成对 H3C Learningspace 的故障处理。

1.1 故障处理流程
当 H3C Learningspace 发生故障时，用户可参考图 1 所示的流程进行故障处理。
图1 故障处理流程
紧急情况下记录故障现象后，可优先从“查找常见故障”开始排查，后续补齐其他记录表。

表1 故障处理流程说明
流程步骤

说明

记录故障现象

记录H3C Learningspace故障现象并填写《H3C Learningspace故障现象记录表》

收集基本信息

收集H3C Learningspace基本信息并填写《H3C Learningspace基本信息收集表》

收集系统日志

收集H3C Learningspace系统日志

查找常见故障

结合故障现象、基本信息和测试结果在本文档中查找符合的故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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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参考

尝试排除故障

如果找到符合的故障描述，请参考相关的解决办法排除故障

故障处理求助

如果未找到符合的故障描述或尝试排除故障失败，请拨打400-810-0504电话向H3C
技术支持寻求帮助。H3C技术支持将会对H3C Learningspace故障进行定位与排除

2 记录故障现象
当用户遇到 H3C Learningspace 故障时，请先记录故障现象并填写《H3C Learningspace 故障现象
记录表》
。

2.1 故障现象记录表
表2 H3C Learningspace 故障现象记录表
项目

描述

故障发生时间

故障操作与截图

故障影响范围
故障相关信息

2.2 故障现象记录表填写说明
用户可参考以下说明填写《H3C Learningspace 故障现象记录表》
：
•

故障发生时间：故障发生的时间或时间范围，请尽可能精确到分钟。

•

故障操作与截图：执行过的相关操作以及关键步骤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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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影响范围：故障影响的范围，例如：个别用户、全部用户、个别组织、全部组织、管理员、
第三方系统等。

•

故障相关信息：可能与故障相关的其他信息，例如：设备断电、网线脱落、存储故障等。

3 收集基本信息
故障现象记录完成后，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H3C Learningspace 基本信息收集表》。

3.1 基本信息收集表
表3 H3C Learningspace 基本信息收集表
项目

信息

部署模式

 虚拟化模式

 超融合模式

桌面模式

 VDI

 IDV

 VOI

CPU配置
内存容量
硬件
运行
环境

本地存储容量
共享存储类型
共享存储容量

版本信息
授权类型

授权
信息

 正式授权

 试用授权

 临时授权

使用情况

3.2 基本信息收集表填写说明
请参考以下内容填写《H3C Learningspace 基本信息收集表》
。
•

部署模式：H3C Learningspace 的部署模式，包括虚拟化模式、超融合模式、CloudOS 纳管
Learningspace。

•

硬件运行环境：H3C Learningspace 的硬件运行环境，包括服务器和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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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配置：服务器的 CPU 数量和主频。



内存容量：服务器的内存容量。



本地存储容量：服务器的本地存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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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存储类型：未使用时标明“无”
。



共享存储容量：各共享存储卷的容量，未使用共享存储时请标明“无”
。

•

版本信息：H3C Learningspace 的版本信息，包括版本号及序列号。

•

授权信息：H3C Learningspace 的授权信息。


授权类型：H3C Learningspace 当前的授权类型，包括正式授权、试用授权和临时授权。



使用情况：H3C Learningspace 授权的使用情况。

4 收集系统日志
收集完 H3C Learningspace 的基本信息后，
请参考以下内容来收集 H3C Learningspace 系统日志。

4.1 客户端日志
终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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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可一键下载
客户端打包日志。
表4 客户端日志
系统

Windows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Learningspa
ce

用户文档目录
\Learningspace\log

Learningsp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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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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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space 安装目录
\log

Learningspace_NSIS_l
og.txt

记录 Learning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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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view.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在线升级运
行日志

Learningspa
ce

/home/spaceos/Documents
/Learningspace/log

Learningspace.日期.log

记录 Learning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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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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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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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view.日期.log

日志内容

记录客户端在线升级运
行日志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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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媒体、vGPU、协议、外设、Agent 相关日志
虚机/客户
机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H3C安装路径
\Learningspace\Devi
ce Redirect\log\
外设

客户机

日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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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摄像头日志
几.log （虚拟机侧独有） （虚拟机内独有）

Windows

C:\Users\当前登录用
户\H3CD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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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名称

C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物理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SDriverMapp日期星期
磁盘映射日志
几.log（虚拟机侧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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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地址

记录H5重定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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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VdSession\log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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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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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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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log

系统日志及端口重
定向日志

C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

磁盘映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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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摄像头日志

SpaceOS

日志内容

记录vgpu运行日
志

或者
外设
/var/log/
/home/当前登录用户/
文档/DiskMapping/
或者
/home/当前登录用户
/Documents/DiskMa
pping/

虚拟机

2020-08-18

Windows

外设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 \Device
Redirect\log\

H3C 机密，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6

第6页

H3C Learningspace 故障处理手册
虚机/客户
机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内部公开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几.log （虚拟机侧独有） （虚拟机内独有）

H3C安装路径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H3C安装路径
\VdiAgent\Vgpu\log

vGPU

Ag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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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盘映射日志
几.log（虚拟机侧独有）
VGPUCapturer_日期
星期几.log（虚拟机侧独
有）

Capturer日志

MMRRedirect+序
号.log

视频重定向日志

MMRPlayerHookExe+
序号.log
MMRPlayerHookDll+
序号.log
视频重定向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 \Device
Redirect\log\

MMRVChannel+序
号.log
视频重定向日志
MMRTransfer+序
号.log
MMRDShowHook+序
号.log
MMRVRender+序
号.log

H5

H3C安装路径
\VdiAgent\Device
Redirect\log

H3CcivetwebServer日
期星期几.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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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agent_日期.log

Agent相关日志

H5重定向日志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
agent
: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
Vdagent Tool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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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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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程的运行日志

4.3 管理平台日志
Learningspace 管理平台日志都在/var/log/vdi/目录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模块：
•

cancer ：license client 日志，以后会去掉这个组件，统一用 OM 提供的 liccmgr 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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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常见故障
本章列举了 H3C Learningspace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故障问题，用户可根据故障现象及检
查结果快速定位并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5.1 管理平台故障
5.1.1 新建本地用户，在客户端使用该用户登录云盘，提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1. 故障分析
新建本地用户操作并不会为该用户创建云盘账号，需要在【应用-云盘】中为该用户增加云盘授权后
才能正常使用云盘功能
2. 故障处理方法
在【应用-云盘】中为用户增加云盘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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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配置云盘服务器，提示“云盘已经被平台 xx 使用“
1. 故障分析
一个云盘服务器只能被一个管理平台使用，当某个管理平台使用云盘服务器地址 xx 配置成功后，
其他管理平台将不能使用该地址。
2. 故障处理方法
重新部署云盘服务，使用新的云盘服务器地址。

5.1.3 新建本地用户，登录名输入中文。然后在【应用-云盘】中为该用户增加云盘授权，提
示增加失败？
1. 故障分析
云盘组件暂不支持中文作为登录名，所以无法为中文登录名的用户授权。
2. 故障处理方法
使用英文、数字、下划线作为用户登录名。

5.1.4 为用户授权云盘后，无法对用户的云盘使用权做启用/禁用操作？
1. 故障分析
刚被授权的用户处于“未初始化”状态，此状态下云盘用户无法被启用/禁用。
2. 故障处理方法
从云盘客户端登陆过一次后即可变为“已初始化”状态。在“已初始化”状态下可对用户做启用/
禁用操作。

5.1.5 管理平台连接 license 服务器提示“连接命令已下发，但状态异常，请检查 license 服务
器设置”
1. 故障分析
管理平台在下发 license 服务器连接命令后，后台连续数次获取连接状态结果不是”已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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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等待数秒后刷新页面，如果仍未连接，请检查 license 服务器配置，包括 ip 地址、端口等，然后再
次连接，如仍不能解决，收集 CAS、管理平台、cancer 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6 软件分发打开软件库模板虚拟机，虚拟机中无法显示软件制作工具
1. 故障分析
可能是 agent、vdiagent 运行不正常导致，也可能是登录虚拟机的账户不是 administrator。
2. 故障处理方法
管理平台查看虚拟机是否一直处于运行状态（5 分钟），虚拟机中账户切换为 administrator（管理平
台会每隔 5 分钟，检查一下状态）
。

5.1.7 域用户在客户端修改密码后，新密码不生效，老密码仍然可以登录。
1. 故障分析
域控策略的问题，允许老密码在修改过后仍然可以使用 5 分钟
2. 故障处理方法
请 5 分钟后再进行登录，验证老密码是否不能登录。

5.1.8 新建 VDI 桌面镜像虚拟机网络异常
1. 故障分析
可能是该虚拟机选择了错误的虚拟交换机导致。
2. 故障处理方法
进入“虚拟化”页面找到该虚拟机，点击“修改”，查看虚拟机“网络”配置，修改虚拟交换机配
置。如仍不能解决，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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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管理员登录数超最大限制无法登录
1. 故障分析
默认单个操作员并发连接数为 10，管理员同时在线人数超过配置，无法继续登录。
2. 故障处理方法
让登录在线的管理员修改默认参数，路径为“高级设置”“系统参数”“系统基本参数”“单
个操作员并发连接”
，如仍不能解决，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10 管理员登录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实际密码正常
1. 故障分析
•

查看统一鉴权是否运行正常，可登录服务后台，输入 service auth-center status 查看统一鉴
权运行状态是否是 running 状态，如下图所示。

•

也可打开页面 ip:6060/swagger-ui.html，在“认证相关 API”中，使用/oauth2/token 接口测
试，测试页面，如下图所示。按照提示输入对应参数，以下参数中修改 username 和 password
即可，执行后查看结果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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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如果统一鉴权状态异常，或者测试页面无法正常执行结果，说明是统一鉴权服务异常，请收集相关
日志联系 H3C 技术支援，之后可后台执行 systemctl restart auth-center.service 重启恢复。
如仍不能解决，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11 新建管理员登录后，无部分功能按钮，无法进行对应操作
1. 故障分析
管理员对应角色权限勾选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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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更新对应管理员角色权限后重新登录。如仍不能解决，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12 域管理员无法登录
1. 故障分析
检测域服务器配置是否正确。
2. 故障处理方法
检查域服务器配置是否正确，配置正确后重新登录域账号。如仍不能解决，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13 客户端超时无法连入虚拟机
1. 故障分析
可先检测虚拟机是否安装 spice 控制台。
2. 故障处理方法
若无重新制作模板添加 spice 控制台。或者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14 客户端连接数量达到上限。
1. 故障分析
可先检测 license-server 配置界面，确定是否正确获取授权信息，可用授权是否为 0。
2. 故障处理方法
若无则购买正式授权，或者再次申请临时授权。或者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15 若客户端不能被强制下线，终端关机，重启无反应
1. 故障分析
可先检测是否正确安装 spaceagent，自动寻址（服务器地址）是否正确。
•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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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下，命令行中执行：sc query SpaceAgent

2. 故障处理方法
若无则重新安装，或者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16 web 升级配置正常，但是客户端无法升级。
1. 故障分析
可先检测是否正确安装 spaceagent，自动寻址（服务器地址）是否正确
•

Linux 下，命令行中执行：sudo systemctl status SpaceAgent

•

Windows 下，命令行中执行：sc query SpaceAgent

2. 故障处理方法
若无则重新安装，或者收集日志并联系 H3C 技术支援。

5.1.17 管理员在 LicenseServer 中安装了激活文件，但是在 Learningspace 管理平台中配置
连接到 LicenseServer 后却获取不到授权数量？
1. 故障分析
为了 简化用户 操作，Learningspace 管 理平台 连接 到 LicenseServer 后会采 用抢占方 式获取
LicenseServer 中的空闲授权，在多 Learningspace 管理平台共用同一个 LicenseServer 时，授权
可能被其他管理平台抢占。
2. 故障处理方法
只需在浏览器登录 LicenseServer 管理界面 http://ip:8090，依次点击【客户端连接】-【查看详情】
-【操作】-【强制回收授权】即可将被抢占的 License 置为空闲状态，此时在 Learningspace 管理
平台重连接 LicenseServer 即可。

5.1.18 试用期部署了 License Server，并且 Learningspace 管理平台中配置连接到 License
Server 后，之前可用的客户端都无法连接到云桌面了？
1. 故障分析
Learningspace 出厂自带 180 天的 300 点试用授权，配置连接到 LicenseServer 意味着试用终止，
后台会从 LicenseServer 拉取授权信息并覆盖试用授权信息，如果此时 LicenseServer 中没有安装
授权激活文件，Learningspace 的主要功能将无法使用。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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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如需继续试用，请向一线人员申请 180 天期限的临时授权码；如需正式使用，请向一线人员下单获
取正式授权码。

5.1.19 点击文件上传按钮后，提示“同名文件正在上传，请稍后重试“
1. 故障分析
此时有其他用户正在上传同一个文件，或者当前用户上次上传异常结束。
2. 故障处理方法
等待其他用户文件上传完成；关闭其他上传页面，等待 1min 后重试。

5.1.20 点击文件上传按钮后，提示“临时目录%s 空间不足，请进行清理!“
1. 故障分析
临时空间所在磁盘被占满，没有空间存放上传文件。
2. 故障处理方法
删除管理节点/vms/tmp 目录下所有文件并重新尝试上传。

5.1.21 点击文件上传按钮后，发现文件立马上传完成，但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文件
1. 故障分析
临时文件目录中存在同名文件，导致系统错误认为文件已上传完成。
2. 故障处理方法
删除管理节点/vms/tmp/upload 下与文件同名的目录，并重新尝试上传。

5.1.22 客户端部署/升级时不执行下载
1. 故障分析
(1)

注册到管理平台的终端不在 VDI 除默认分组的其他分组中。

(2)

安装包对应的.torrent 文件的第一行 IP 不正确。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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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1)

在终端列表上删除对应终端信息，让终端重新向管理平台注册。

(2)

利用终端转移分组，将终端转移到正确的分组中。

(3)

如果 torrent 文件第一行的 IP 是和终端 ping 不通的，在升级管理或者系统参数-BT 服务修改 IP，
重新做种。部署需要重启 spaceAgent 服务，或者使用管理平台推送功能，升级重启客户端
即可。

5.1.23 融合版本挂载镜像安装时报错 “An unkonwn error has occurred”。
1. 故障分析
可能是安装过程中，iso 镜像传输出错导致。ilo 挂载 iso，需要从 HDM 通过网络的方式读取本地 iso
的内容， iso 的传输过程：本地 iso -> 服务器 hdm -> 服务器硬盘。iso 镜像通常比较大，如果网络
状况不好或者故障，会导致 iso 镜像传输出错。
2. 故障处理方法
重新挂载 iso，重新安装。为了避免再次由于网络原因导致失败，可以考虑用 U 盘安装。

5.1.24 系统安装后业务异常，服务起不来或者添加主机中提示版本号不对。
1. 故障分析
查看系统安装日志/var/log/syslog.install 中有安装失败的日志，可能是安装过程中，安装包比较大、
网络状况不好或者故障导致压缩包没读完整，进而导致解压失败。
2. 故障处理方法
重新安装。

5.1.25 GlusterFS 类型的存储池不活动，手动启动存储池也无法启动
1. 故障分析
通常是由于网络故障、GlusterFS 存储池中文件有重名或者存在文件脑裂导致。
2. 故障处理方法
(1)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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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故障的 GlusterFS 存储池对应的存储卷挂载到一个临时目录后，查看 GlusterFS 存储卷
下是否有重复文件，如果有请删除重复文件。将存储卷挂载到临时目录的步骤入下：
a. 在主机后台执行 mkdir -p /vms/tmp 命令创建目标临时目录/vms/tmp。
b. 执行 mount -t glusterfs IP:/VolumeName /vms/tmp 命令挂载存储卷，其中 IP 是 GlusterFS
存储卷某一个正常节点的 IP 地址，VolumeName 是指存储卷的名称。
c. 执行 df -h 命令查看是否已经挂载成功
d. 进入/vms/tmp 目录，执行 ls -al 查看所有文件，包括隐藏文件，看是否有重复名称的文件，
如果有则删除重复文件。

(3)

执行 gluster volume heal VolumeName info 命令查看是否存在脑裂的文件，VolumeName 是
指存储卷的名称，如果显示有 Is in split-brain，则表示该文件已脑裂，请删除脑裂文件，如果
文件比较重要，则需要进入存储块路径下将该文件拷贝出来备份，待存储池修复后重新拷
回。

5.2 外设故障
5.2.1 虚拟机中挂载好的网络驱动器名称显示错误
1. 故障分析
进入目录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Vdagent Tools，命令行中执行"vdinfsctl /l"查看虚
拟机中对应磁盘的名称是否正常，如果此处信息正常，只是资源管理器中显示错误。
2. 故障处理
尝试重启 explorer.exe 进程试一下。

5.2.2 虚拟机中进入映射的网络驱动器中时，刷新资源很慢，标题栏进度条进展缓慢。
1. 故障分析
可能与杀毒软件相关。
2. 故障处理
请将虚拟机中的 vdagent.exe 以及客户端的 VdSession.exe 加入杀毒软件的实时监控排除列表中重
启系统后再次尝试操作。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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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在 Toolbar 中不能看到希望重定向的设备。
1. 故障分析
(1)

可能在管理平台中关闭了该类设备的重定向功能。

(2)

在终端设备上测试希望重定向设备是否能正常被识别。

2. 故障处理方法
在管理平台上查看是存在例外规则，对应的 class 是否与该设备匹配。删除管理平台上的例外规则
或者将其修改为开启端口重定向。

5.2.4 在 Toolbar 中能看到希望重定向的设备，但无法点击进行重定向。
1. 故障分析
(1)

确认虚拟机是否异常。虚拟机如果异常会导致客户端从管理平台获取的数据不正常，客户端不
发起重定向请求。

(2)

确认虚拟机内外设驱动是否正常。Vdi hub 及 vdi hub stub 驱动

(3)

确认虚拟机外设重定向服务是否正常启动。

(4)

确认虚拟机与终端 IP 是否互相通。

2. 故障处理方法
(1)

登录管理平台确认。

(2)

在虚拟机设备管理器中确认是否存在 vdi hub 设备结点。

(3)

在虚拟机中的服务里查看 usb redirection 服务是否正常运行。

(4)

终端与虚拟机 IP 是否能相互 ping 通，并联系管理员进行虚拟机处理。
a. 在虚拟机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Device Redirect\driver\目录内查找到对应
操作系统的版本目录。NT6---win7x32 NT6x64----win7x64 NTx6_3-----win10x32
NT6_3x64--- win10x64，顺序运行卸载命令、重启、安装命令。


卸载命令：
− setup_server.exe usb uninstall
− setup_server.exe usb dpdelete



安装命令：
− setup_server.exe usb install

b. 在虚拟机内对应目录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Device Redirect\运行以下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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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Service.exe install
− usbService.exe enable


64 位系统：
− usbService64.exe install
− usbService64.exe enable

5.2.5 重定向设备（主要是存储设备）在虚拟机内，设备管理器中可见，但存在黄色叹号。
1. 故障分析
(1)

双击问题设备，如果出现 errorcode 为 10，该设备无法正常启动。

(2)

双击问题设备，如果出现 errorcode 为 38，系统中已经存在一个实例。

2. 故障处理
(1)

尝试插拔下该设备，看是否恢复。

(2)

该问题由于系统中存在对应 pdo 未删除干净导致，需要重启虚拟机恢复。

5.2.6 外设无法重定向，故障原因不明。
1. 故障处理方法
查看设备在本地工作是否正常，一键收集日志供进一步分析。

5.3 客户端升级故障
5.3.1 能够自动下载客户端，但下载进度一直为 0
1. 故障分析
升级版本下载优先使用 BT 下载方式，将从 6881~7000 端口范围选择端口启用监听，本故障通常是
由于本地端口被占用或端口未放开。
2. 故障处理方法
开放 BT 下载通信端口，或等待 10 分钟后程序自动切换为 http 下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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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出厂终端自带的 SpaceOS 系统，无法自动部署 Learningspace 客户端应用程序
1. 故障分析
启动 SpaceConfig 程序，查看账户页签是否存在服务器地址，如果长时间未显示服务器地址，则客
户端无法发现管理平台。
2. 故障处理方法
排查通信网络启用组播转发协议；SpaceConfig 查看终端网络地址信息是否正常获取；检查终端与
管理平台网络通信是否正常；可启动 SpaceConfig 程序，手动添加管理平台地址。

5.3.3 自启动的 SpaceConfig 程序终端标签页显示信息不完整
1. 故障分析
由于系统刚启动时网卡未准备好，程序获取信息失败。
2. 故障处理方法
重启 SpaceConfig 程序。

5.3.4 能够自动发现管理平台，但是无法自动下载客户端
1. 故障分析
通常是由于管理平台终端分组配置不当或本地多网络连接。
2. 故障处理方法
联系管理员重新划分终端分组或将终端移动到指定分组；或者只开启一个网络连接。

5.4 客户端登录故障
5.4.1 启用 Learningspace 客户端后弹窗提示“获取认证模式失败，请检查服务器配置是否正
确”，输入用户名密码无法登录
1. 故障分析
通常由客户端与管理平台网络通信不正常造成。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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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正确配置管理平台地址，检查客户端与管理平台间的网络连通性。Win7 系统版本较老也可能因为
ssl 版本太低造成通信不正常，可尝试升级 windows 版本。

5.4.2 客户端远程桌面断开后，快速再次连接该桌面，Learningspace 提示“启动超时，稍后
重试”
1. 故障分析
相同远程桌面断开后，需等待 5 秒才能再次连接。
2. 故障处理方法
等待片刻后再次点击连接云桌面。

5.4.3 客户端程序崩溃
1. 故障分析
当客户端程序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常，运行程序将自动捕获异常并弹出【错误报告】窗口，该窗口可
帮助用户反馈错误信息，包括收集日志，收集奔溃信息等，以便问题定位。使用过程中弹出错误报
告窗口，说明客户端程序发生异常。
2. 故障处理方法
(1)

在确保能收发邮件的情况下，正确填写管理员邮箱，描述操作现象，并点击发送，将发送邮件
给管理员。

(2)

可使用导出功能导出错误信息，并联系管理员处理。

5.5 客户端远程桌面使用故障
5.5.1 客户端远程连接突然断开，界面返回到 Learningspace 程序界面
1. 故障分析
远程连接程序因网络通信故障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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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检查网络连通性，待网络恢复正常后重新连接远程桌面。

5.5.2 客户端无法连接桌面，使用微软 mstsc（远程桌面链接）能连接桌面
1. 故障分析
网络原因或者虚拟机缺少 SPICE 控制台。
2. 故障处理方法
(1)

排查本地网络是否能 ping 通服务器（CVK 地址）。

(2)

联系管理员，添加 spice 控制台。

5.5.3 连接桌面，画面模糊，鼠标一直偏移
1. 故障分析
虚拟机里 vdagent 组件异常。
2. 故障处理方法
(1)

排查虚拟机里设备管理器，
显卡是否正常，
是否带黄色叹号？，如果有则需要联系管理员重装。

(2)

排查 vdiagent 服务是否正确运行, 以 win10 为例，打开任务管理器，点击“打开服务”，查
找到“VDIAgent”的服务，重启该服务。

(3)

在管理平台访问 http://[虚拟机 IP]:9003,对日志进行收集，重启 VM 如果仍然无法解决，联
系管理员重新安装 agent 组件。

(4)

本地分辨率设置，是否有放大的情况，必须保持 100%。

5.5.4 无法双屏，本地两个显卡。
1. 故障分析
虚拟机是否添加了两块 qxl 显卡，显卡驱动是否正常。
2. 故障处理方法
本地和虚拟机显卡驱动是否正常(黄色叹号)，dxdiag 命令排查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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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SpaceOS 系统下客户端无法连接桌面
1. 故障分析
根目录下没有存储空间。
2. 故障处理方法
释放根目录下部分根存储空间。

5.5.6 Spaceos 系统环境本地磁盘映射没有磁盘列表
1. 故障分析
通常是因为 Spaceos 系统未提供可用的映射路径。
2. 故障处理方法
检查/userdata/share/路径是否存在，并且确定该目录为 spaceos 用户权限，通常该目录不存在或者
权限不正确，会出现没有映射磁盘的情况。

5.5.7 窗口化后，本地桌面闪烁
1. 故障分析
vdiagent 服务没有正常运行。
2. 故障处理方法
重新启动 vdiagent 服务。以 win10 为例，打开任务管理器，点击“打开服务”
，查找到“VDIAgent”
的服务，重启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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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终端复制文件或者文件夹，虚拟机点击粘贴后没有反应
1. 故障分析
虚拟机用户权限问题。登陆用户必须是管理员权限。
2. 故障处理方法
Win7 虚拟机可以手动重新添加用户的管理员权限。Win10 虚拟机以管理员权限启动 vdagent。

5.5.9 鼠标操作没有响应
1. 故障分析
检查本地鼠标是否正常
2. 故障处理方法
若本地鼠标无响应，应排查是否是鼠标硬件问题；若本地鼠标正常，则一键采集日志供进一步分析。

5.5.10 虚拟机 crash
1. 故障分析
第三方软件异常有可能会引发虚拟机蓝屏。虚拟机出现蓝屏、或者异常重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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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步骤 1. 拍照记录蓝屏界面错误码信息；
步骤 2. 采集蓝屏转储文件、一键采集日志、CVK 侧虚机日志供进一步分析。

5.5.11 虚机操作卡顿
1. 故障分析
卡顿的原因有多种，通过控制台登录虚机，若仍然卡顿，则排查 CVK 负载。一般来讲在办公使用
高峰期时 CVK 负载较大。
2. 故障处理方法
1)

若 CVK 负载较大，应调整虚拟机部署，均衡负载；或者考虑扩容；

2)

若 CVK 服务器负载正常，则录制视频采集日志供下一步分析。

5.6 vGPU、多媒体故障
5.6.1 创建虚拟机添加了 vGPU 却无法使用 GPU
1. 故障分析
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在制作镜像时没有安装显卡驱动或者驱动版本不对导致。
2. 故障处理方法
联系管理员重新制作带显卡驱动的虚机镜像。

5.6.2 带 vGPU 的虚拟机连接时出现画质比本地稍微模糊的情况
1. 故障分析
这是因为 vGPU 虚拟机客户端默认采用硬件解码 YUV420，由于 YUV420 算法的有损压缩特性，导
致画质会有一定模糊，而硬件解码不支持解码 YUV444。
2. 故障处理方法
在本地客户端性能足够的情况下，可通过客户端 toolbar 设置中的“体验”选项切换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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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带 vGPU 的虚拟机在切换为软解时，出现卡顿现象
1. 故障分析
这通常是因为客户端本地硬件软解性能不足导致。
2. 故障处理方法
通过客户端 toolbar 设置中的“体验”选项切换为硬解，也可切换为自适应来自动判断是否支持软
解。

5.6.4 虚拟机播放视频没有声音
1. 故障分析
可能是由于没有添加声卡设备，没有连接音频设备。
2. 故障处理方法
联系管理员添加显卡设备，并安装声卡驱动；安装音频设备。

5.6.5 vGPU 虚拟机黑屏
1. 故障分析
可能是虚拟机的抓图进程异常，导致桌面数据无效。
2. 故障处理方法
联系管理员重启 VGPUCapturer 进程，kill 掉进程后，此进程会自动重启

5.6.6 vGPU 虚拟机，单屏转双屏，副屏黑屏
1. 故障分析
可能是 qxl 显卡未被禁用
2. 故障分析
联系管理员禁用 qxl 驱动设备，虚拟化/虚拟机/修改虚拟机，删除掉 QXL 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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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MPC 播放器无法重定向播放
1. 故障分析
(1)

客户端上视频重定向开关未打开

(2)

MPC 播放器未使用配套版本

(3)

虚拟机用户无管理员权限

2. 故障处理方法
客 户 端 打 开 视 频 重 定 向 开 关 ， 使 用 服 务 器 上 配 套 版 本 MPC 播 放 器(http://服 务 器
IP:8083/download/software/)，给用户添加管理员权限。

5.6.8 MPC 播放器提示找不到音频设备
1. 故障分析
虚拟机未添加音频设备且未优化。
2. 故障处理方法
虚拟机添加音频设备并进行优化。

5.6.9 视频重定向播放卡顿/不流畅
1. 故障分析
视频文件的码率大于带宽。
2. 故障处理方法
扩充物理带宽。

5.6.10 vGPU 帧率上不去
1. 故障分析
Capture 抓图设置了最大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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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如 对 高 帧 率 有 要 求 ， 则 修 改 配 置 文 件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Vgpu\config\
vGPU_Configure，适当增大 CaptureRateNum 配置项并重启 VGPUCapturer 进程。

5.6.11 拖动窗口卡顿
1. 故障分析
可能是开启了窗口效果：拖动时显示窗口内容
2. 故障处理方法
右键我的电脑->系统属性->高级->性能->视觉效果，去除勾选拖动时显示窗口内容，点确定。

5.6.12 新部署的虚拟机没有自动加载 H5 扩展或重定向不成功
1. 故障分析
新部署的虚拟机当前用户下没有 chrome 配置文件，首次打开 chrome 浏览器后才能在当前用户下
生成配置文件，修改配置后，需要重启 chrome 浏览器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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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处理方法
新部署的虚拟机，需要打开并关闭一次 chrome 浏览器，才能自动加载扩展。

5.6.13 虚拟机使用 IE 浏览器打开 Flash 网页卡顿
1. 故障分析
可能是 Flash 插件版本较低导致。
2. 故障处理方法
安装较新版本的 Flash 插件。

5.6.14 C113 播放视频没有画面
1. 故障分析
在虚拟机重定向或者成流播放出现黑屏。
2. 故障处理方法
一键收集日志发回研发分析。

5.6.15 C113 打开视频短暂黑屏（能自动恢复）
1. 故障分析
检查视频连接线是否为 VGA。
2. 故障处理方法
如果是 VGA 线，则替换成 HDMI 可解决。然后一键收集日志，发回研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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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6 C100 接入 HDMI 无声音播放设备显示器进行视频重定向，关闭 MPC 播放器后，
VdSession 进程无响应
1. 故障分析
C100 接入 HDMI 无声音播放设备的显示器（如 HP N240）后，客户端播放声音播放设备会识别为
HDMI 显示器的声音设备，会导致系统没有声音，进一步导致视频重定向出现问题。
2. 故障处理方法
在终端上，打开播放设备选择页面，选择非 HDMI 显示器的播放设备即可。

5.7 其他
5.7.1 管理平台部署后，终端无法自动下载客户端。
故障处理方法：从以下几方面检查。
(1)

检查终端网络正常，且终端网络和管理平台属于同一网络。

(2)

步骤 1 正确情况下，在管理平台终端页面，可以看到相应的终端信息。管理平台增加终端分
组，规划网络处 IP 段要覆盖终端 IP，并选择正确的认证方式及匹配客户端类型。并把终端放
到这个终端分组中。终端可自动下载客户端。

(3)

若以上步骤完成后，终端还是不能自动下载客户端，在终端找到应用”配置程序”或
“spaceConfig”，账户页面输入管理平台 IP，终端可自动下载客户端。

5.7.2 配置认证服务器进行连接测试，提示网络通信异常或 LDAP 服务器错误。
故障处理方法：
(1)

检查管理平台与认证服务器网络通信正常。

(2)

去掉安全控制，进行连接测试，若测试通过，确认认证服务器证书安装正常，这时再勾选安全
控制进行连接测试。

5.7.3 超融合环境服务器异常断电重启或网络变动，主机恢复正常后虚拟机启动失败。
故障处理方法：
(1)

首先查看共享存储，若存储异常则查看服务器，保证服务器接入的万兆存储网口与初始化时服
务器接入的万兆存储网口一致。

(2)

然后登录其中一台服务器后端 ping 其他服务器节点的存储内外网络地址，保证通信无异常后，
启动存储使其运行正常。虚拟机可成功启动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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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C113 终端升级 spaceOS 系统后无法开机，黑屏或停留在启动 logo。
故障处理方法：将终端断电两次，可正常进入系统。

5.7.5 双机热备环境搭建失败。
故障处理方法：搭建双机热备环境需要提前规划，在管理平台初始化完成后直接搭建，确保搭建双
机热备前不向磁盘写入数据。

5.7.6 超融合环境模板创建在共享存储目录，重启主机后模板不可用
故障处理方法：管理平台【桌面镜像—镜像存储】，观察镜像存储状态是否正常，如果存储为非活
动状态，启动存储。如果无法启动，参考 5.7.9

5.7.7 共享存储启动失败，报错 internal error ocfs the mountpoint hace to be an empty
directory。
故障处理方法：共享存储目录被占用（被备份目录占用）
，先将备份目录重命名后重启存储。

5.8 主机故障
5.8.1 节点故障或网络不通
1. 故障分析
(1)

打开故障节点的 OSD 日志；

(2)

查看是否存在类似以下的日志
no reply from osd.10 since back 2017-05-03 02:55:15.983994 front 2017-05-03
02:55:15.983994 (cutoff 2017-05-03 02:59:38.312660)

(3)

该日志说明，osd.10 所在的节点网络不通；

2. 故障处理方法
(1)

检查是否存储 IP 冲突。

(2)

使用 ping osd.10 所在的节点 IP，检查是否有网络通信故障，如跨交换机、网线或光纤虚接、
光模块故障等。

(3)

检查是否有交换机网络生成树状态迁移。

5.8.2 硬盘或 RAID 卡故障
故障处理方法：
2020-08-18

H3C 机密，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31

第 31 页

H3C Learningspace 故障处理手册

内部公开

(1)

如果 RAID 卡是 HP 的，可以采用 hpssacli controller all show config detail，根据结果来判断
是 RAID Failed 还是 Disk Failed（请参考文章中硬盘的操作方法）；

(2)

最简单的方法是执行：python /var/lib/ceph/shell/check_disk_param.py list_disk_info，完成
后在异常的 OSD 目录下查看 osd_disk_info.ini 文件，例如 osd.2 故障：vi
/var/lib/ceph/osd/ceph-2/osd_disk_info.ini，可查看是否存在类似以下的内容；
[raid]
slot = 1
status = OK
vendor = HP
controller_mode = raid
cache_ratio = 10% Read / 90% Write
power_mode = h
total_cache_size = 4.0 GB
[osd]
filestore_queue_max_ops = 300
journal_queue_max_ops = 300
osd_client_message_cap = 300
disk_name = /dev/sdb
logical_name = LOGICALVOLUME
mount_point = /var/lib/ceph/osd/ceph-1

[device0]
id = 2I:1:1
status = OK
max_temp = 46
serial_number = W7J4ZZ7G
disk_speed = 10000
disk_type = SAS
curr_temp = 34
size = 600 GB

(3)

尝试修复文件系统，以 OSD.10 异常为例：
a. 执行 mount 命令，记录 osd.10 挂载的设备，假如为/dev/sdh
b. 执行 umount /dev/sdh
c. 执行 xfs_check /dev/sdh1，如果有错误信息打印，说明 XFS 文件系统损坏，继续修复；
d. 执行修复命令：xfs_repair –L /dev/sdh1 等等执行完毕；
e. 重新启动 osd，先挂载：mount –t xfs /dev/sdh1 /var/lib/ceph/osd/ceph-10
f. start ceph-osd id=10，等等集群恢复即可；

5.8.3 节点暂无数据
故障处理方法
(1)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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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OSD 应该至少分配 1G 内存，如果 OSD 的数量超过内存容量的三分之二，需要增加内
存。

5.8.4 高可用 IP 通但是 IO 不通
1. 故障分析
集群比较繁忙，tgt 发给 ceph 的 IO 超时，没有读写成功。可通过观察/var/log/syslog 日志观察是否
有-110 错误，如下：
Mar 8 11:39:47 wy-ost209 iscsid: cannot make a connection to 90.90.90.128:3260 (-1,101)
Mar 8 11:39:58 iscsid: last message repeated 3 times
Mar 8 11:39:58 wy-ost209 tgtd: procaioresp(221) io error 0x1f33160 28 -110
Mar 8 11:39:58 wy-ost209 tgtd: target_cmd_done(1520) rsp for abort task
Mar 8 11:39:59 wy-ost209 iscsid: cannot make a connection to 90.90.90.128:3260 (-1,101)
Mar 8 11:40:13 iscsid: last message repeated 4 times
2. 故障处理方法
减轻业务压力，或者增大集群性能(可以增加节点硬盘)。

5.8.5 扫描添加主机
1. 故障分析
在如下一些情况，可能存在主机扫描不到或着添加失败的问题：
(1)

主机是从其它管理节点异常删除，再加入另外一个管理节点。

(2)

异常删除若残留配置文件/etc/cvk/cvm_info.conf，会导致界面不显示该主机，删除该文件即可
扫描出来

(3)

主机曾经做过管理节点：比如三台新装的主机，每台都执行过初始化的‘网络配置’步骤

(4)

做管理节点后，会有一个/root/.ssh/isCvmFlag 文件，导致主机不能被发现，删除即可

(5)

扫描主机是已序列号为准的，相同序列号的主机只能被发现一次。比如虚拟机的序列号都是
Not Specified，所以加入一台虚拟机以后，后面虚拟机就不能被发现了（主机发现）

(6)

如果发现界面只能扫除管理节点或者一台都没有,在/var/log/tomcat8/cas.log 搜索某台主机的
序列号，如果在对应时间没有搜到该序列号，可能是脚本安装有问题。

5.8.6 删除主机提示删除失败，实际删除成功
判断方法
在该主机上执行 lsblk 查看是否有 osd 未被 u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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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有分区残留，查看该 osd 目录是否被打开

可以确定该问题是由于删除主机时打开了主机下的 osd 目录
故障处理方法
(1)

使用 cd 命令退出该 osd 目录，然后手动执行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1 即可

(2)

执行 sgdisk –zap-all /dev/sdf 格式化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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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无可用硬盘
1. 故障分析
(1)

使用 lsblk 查看想要添加的硬盘，查看硬盘已有分区，再使用 gdisk -l /dev/xxx (xxx 为盘符名
称)命令，查看硬盘分区中有 ceph 标识：

(2)

则认为此硬盘已被使用。

2. 故障处理方法
若确认此硬盘未被用户使用，只是之前残留导致，则使用 ceph-disk zap /dev/xxx(xxx 为盘符名称)
清除残留数据后，再尝试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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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删除存储节点过程中，由于误操作拔出该存储节点对应的 OSD，导致读缓存残留
1. 故障分析
集群开启闪存加速，删除存储节点过程中，拔出该存储节点对应的 osd，节点删除成功后，发现被
拔出的 osd 会残留读缓存分区，插回该 osd，再次添加该存储节点进原集群后，发现 osd 对应的读
缓存分区重新挂载了，而且原残留读缓存还在，造成读缓存浪费。
2. 故障处理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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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要将该节点重新加入集群且避免缓存浪费，需要手动删除缓存分区，执行命令如下
dmsetup remove adeb6765-dcb7-437a-807e-ad6e0b6aaced（如果删除失败，建议重启）

(3)

在 handy 界面上重新添加该节点到集群中，添加成功，且无残留缓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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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 无法扫描到主机
(1)

网络排查：确保主机管理接口与 Manager 节点的管理口处于同一局域网。

(2)

主机管理接口对应的交换机端口配置了端口聚合：

(3)



如果配置了静态端口聚合，需要 shutdown 其中一个端口，待主机扫描完成后再 up 端口；



如果配置了动态端口聚合，需要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lacp edge-port）。

集群曾经初始化失败过：需要查看每个 cvk 中是否有文件残留。查看 /etc/cvk 下的 cvm_info
文件和/root/.ssh 下的 mhost 文件，如果文件存在，需要执行以下命令手动删除。
rm –rf cvm_info
rm –rf mhost

(4)

要加入的主机曾经做过 manager 节点：查看/root/.ssh 下是否存在 isCvmFlag 文件，如果文件
存在，需要执行以下命令手动删除。
rm –rf isCvmFlag

6 故障处理救助
当用户遇到无法解决的故障时，可参考本章内容进行故障处理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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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公开

6.1 故障处理求助准备
拨打故障处理求助电话前，请准备好以下信息：
•

故障现象记录表

•

基本信息收集表

•

H3C Learningspace 系统日志

•

基础测试记录表

•

自主排障操作记录

6.2 故障处理求助电话
用户支持邮箱：service@h3c.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810-0504（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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