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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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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维工作，简化日常例行工作，降低 IT 环境的复杂度和运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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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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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运维架构 

  
 

 

本文档中相关功能配置的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H3C Space Console 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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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维建议 
• 建议管理员日常关注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的系统健康度和资源使用情况，定期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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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监测主机/虚拟机/IP/VLAN/存储维度的资源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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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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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员可以记录并累积维护经验。 
• 建议管理员定期查看和分析日志信息，能够及时发现系统中存在的隐患。H3C Space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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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 基础运维 

3.1  系统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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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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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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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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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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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 

图3-1 概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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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图标，进入大屏概览页面。 

图3-2 大屏概览 

 
 

3.2  一键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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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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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提供有效的改进建议，确保业务系统稳定可靠的运行。 
(1) 单击任意页面右上角 图标，进入一键巡检页面。 

(2) 选择需要的检测项，单击<开始检测>按钮，开始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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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单击指定检测项，可查看该检测项具体的检测内容以及改进建议。 

图3-3 一键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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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检测结果 

 

 

3.3  系统监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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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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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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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平台提供了将报表保存到本地的功能，可将查询报表结果保存为图片或 PDF 文档。 

• 主机报表：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主机在指定时间范围内的资源利用率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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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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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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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大在线桌面数：用于统计和查看一天中同时在线桌面数量最多时刻的桌面数量。 
• 云桌面在线时长：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范围内在线时间最长或最短的云桌面信息。 

3.3.1  主机报表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主机报表]菜单项，进入主机报表页面。 
(2) 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主机性能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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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主机报表 

 

 

3.3.2  虚拟机报表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虚拟机报表]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报表页面。 
(2) 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虚拟机性能的统计数据。 

图3-6 虚拟机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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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TopN 统计报表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监控管理/监控报表/TopN 统计报表]菜单项，进入 TopN 统计性能统计页面。 
(2) 选择“主机”或者“虚拟机”页签，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

示对应主机或虚拟机的对应统计数据。 

图3-7 TopN 统计报表 

 

 

3.3.4  云桌面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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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云桌面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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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 云桌面的利用率 

 
 

3.3.5  最大在线桌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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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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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图3-9 最大在线桌面数 

 

 

3.3.6  云桌面在线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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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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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0 云桌面在线时长 

 

 

3.4  系统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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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任务的完成状态以及审计管理员所做操作是否安全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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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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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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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的查询、清理和收集操作与云桌面日志相关操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3.4.1  查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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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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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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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1 云桌面日志 

 

 

3.4.2  清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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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击<清理>按钮，弹出清理日志对话框。 
(3) 单击输入框，在日历框中选择清理截止日期。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9 

图3-12 清理日志 

 

 

3.4.3  收集日志 

该功能用于收集日志信息，并将收集到的日志文件下载到本地。例如，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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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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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击<日志收集>按钮，弹出收集日志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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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3 收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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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虚拟化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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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主机池信息 

1. 查看主机池概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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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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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利用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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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4 主机概览信息 

 

 

2. 查看主机池中主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池中的所有主机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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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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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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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吞吐量、TOP5 虚拟机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 

3. 查看主机池中虚拟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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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系统以及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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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虚拟机”页签，进入主机池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

关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5.2  集群信息 

1. 查看集群概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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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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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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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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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查看集群性能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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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单击“性能监控”页签，进入集群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3. 查看集群中主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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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数、内存容量、磁盘容量、CPU 和内存利用率等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单击“主机”页签，进入集群下主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对主机进主机发现、修改主机、

删除主机等操作。 

(3) 单击主机名称，可跳转到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4. 查看集群中虚拟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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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利用率、IP 以及操作系统等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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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5.3  主机信息 

1. 查看主机概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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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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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信息、网络吞吐量、CPU 和内存利用率 Top5 的虚拟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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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机更改内存或 CPU 硬件资源后，管理员需要重新连接主机，才能在主机概要中显示更改后的

内存或 CPU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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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查看主机硬件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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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电源信息和风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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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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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单击<导出>按钮，可导出摘要信息。 
(3) 选择左侧“处理器”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处理器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处理器的型

号、状态、结构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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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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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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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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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状态、转速信息。 

3. 查看主机性能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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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延迟、磁盘利用率和分区占用率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2) 选择“性能监控”页签，进入主机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4. 查看主机上的虚拟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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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地址、IP 地址和操作系统信息。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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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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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虚拟机信息 

1. 查看虚拟机概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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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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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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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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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查看虚拟机性能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的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I/O 吞吐量统计、网络吞吐量统计、磁盘 I/O
延迟、磁盘请求、CPU 使用情况、磁盘利用率、连接数和分区占用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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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该工具可以准确的获取虚拟机 CPU 和内存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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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占用率都会显示为空。 
在虚拟机在线迁移的过程中，虚拟机的 CPU 使用情况、内存使用情况、I/O 吞吐量统计、网络吞吐

量统计等性能监控信息可能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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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性能监控”页签，进入虚拟机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3. 查看虚拟机进程服务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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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和内存使用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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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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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进程服务监控”页签，进入虚拟机进程服务监控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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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虚拟机备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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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以及磁盘备份文件的存储路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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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备份管理”页签，进入虚拟机备份管理页面。 

5. 查看虚拟机迁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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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此虚拟机的管理员、迁移的开始时间、迁移耗时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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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迁移历史”页签，进入虚拟机迁移历史页面。 

6. 查看虚拟机控制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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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以及 IP 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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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概览信息页面。 
(2) 单击“控制台”页签，进入虚拟机控制台信息页面。 

4 高级运维 

4.1  资源使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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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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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报表数据打印、导出为 PDF 文档或 EXCLE 表格保存。 
• 主机资源统计：用于统计和查看主机基本信息和资源使用情况，例如运行时间、主机型号、

CPU 型号、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本地磁盘容量等。 

• 虚机资源统计：用于查看虚拟机的基本信息和资源使用情况，例如主机名、虚拟机状态、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CPU、内存、虚拟机磁盘、操作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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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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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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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资源包括虚拟机磁盘、网络存储、共享文件系统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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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主机资源统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主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主机资源统计页面。 
(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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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资源统计的查询结果。 

图4-1 主机资源统计 

 

 

4.1.2  虚拟机资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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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 
(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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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结果。 

图4-2 虚拟机资源统计 

 

 

4.1.3  IP 分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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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IP 分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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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VLAN 分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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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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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VLAN 分配统计 

 
 

4.1.5  存储资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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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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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将显示对应类型的查询结果。 

图4-5 存储资源统计 

 
 

4.2  告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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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实时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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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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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信息，了解告警原因和恢复建议后，再去采取措施处理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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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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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可对维护经验进行编辑记录。 
(2) 单击<高级查询>，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设置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实时告警列表中

将显示符合过滤条件的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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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列表中已处理的告警信息进行确认。选中列表中已处理但未进行状态确认的实时告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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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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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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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操作。因此，为了方便管理员完成告警信息确认操作，可以更改刷新时间间隔。 

 

图4-6 查看实时告警信息 

 
 

4.2.2  告警阈值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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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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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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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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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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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异常告警。单击<展开所有>按钮可展开每类告警的指标项。 
(2) 查看告警指标项，可在对应指标项操作列启用、禁用或编辑指标，也可选择多个指标项进行

批量启用或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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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告警阈值配置 

 

 

4.2.3  告警屏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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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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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警屏蔽配置功能，配置需要屏蔽的指标项和对象。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屏蔽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屏蔽配置列表页面。单击<新

建配置>按钮，弹出新建告警屏蔽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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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告警屏蔽配置页面。 

图4-8 告警屏蔽配置 

 
 

4.2.4  告警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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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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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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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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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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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邮件配置>按钮，弹出邮件服务器对话框，进行邮件服务器配置。配置完成后，单击<保
存>按钮返回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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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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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多个主机和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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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7) 选择“邮件配置”页签，单击<邮件测试>按钮，验证告警邮件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邮件通知配置。 

图4-9 告警邮件通知 

 
 

4.2.5  告警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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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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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运行的状态。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短信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2) 设置短信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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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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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单击<保存>按钮返回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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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多个主机和虚拟机。 

(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7) 选择“短信配置”页签，单击<短信测试>按钮，验证告警短信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短信通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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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告警短信通知 

 
 

4.3  主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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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简单，只要二层网络可达即可，无需任何额外的网络配置和管理配置。 
 

 

• 待增加到管理平台的主机已安装的软件版本必须与管理平台的版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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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量、链路聚合配置需要与管理平台初始化部署时各网络的规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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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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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后，单击<确定>按钮。 

(4) 单击<添加到集群>按钮，在弹出的选择磁盘对话框中，将主机磁盘加入指定硬盘池，单击<下
一步>按钮。 

(5)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图4-11 主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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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用管理 

应用管理主要包含校园空间，云应用，可管理校园空间和云应用，提高运维效率。 

• 校园空间：用于查看重启校园空间容器。 

• 云应用：用于配置云应用。 

4.4.1  校园空间 

当校园空间微服务出现异常时，可以登录管理平台查看校园空间的容器状态。 

4.4.2  云应用 

配置云应用的参数，在云应用的虚拟机出现异常时，前往查看相关问题。 

4.5  任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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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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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率。 

• 桌面池任务：包括关机、开机、重启、手工桌面池还原、创建快照和还原快照。 
• 虚拟机任务：包括关机、开机、重启等。 

• 终端任务：包括开机和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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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高级设置/任务设置/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2) 单击<新建桌面池任务>按钮，弹出新建桌面池任务对话框，设置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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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5) 单击欲执行任务对应操作列的<立即执行>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执行

桌面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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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的桌面池列表操作列删除应用桌面池任务的桌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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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新建桌面池任务 

 

 

4.6  Linux相关命令 

4.6.1  校园空间 

1. 查看所有容器状态的命令(前缀为 athena 的是校园空间容器) 

docker ps –a 

 

 

前缀为 athena 的是校园空间容器，STATUS 为“UP”状态表示容器正常运行中。 

 

2. 查看单个容器信息的命令 

docker inspect 容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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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容器实时日志的命令 

docker logs 容器 id 

4.6.2  管理平台 

1. 查看服务进程状态的命令 

service workspace-server status 

 
 

 

Active 为绿色“active”表示进程正常。 

 

5 日志收集和介绍 

5.1  客户端日志 

(1) 终端日志可通过 H3C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终端】->【日志收集】进行一键日志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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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到的日志，可以在【系统】->【终端日志】中查看： 

 

 

表5-1 客户端日志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Windows 

Learningspa

ce教师端 

用户文档目录

\Learningspace\log 
teacher.日期.log 

记录Learningspace教师

端软件运行日志 

Learingspac

e学生端 

用户文档目录 

\Learningspace\log 
student.日期.log 

记录Learningspace学生

端软件运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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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sp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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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spce安装目录\log 
Learningspce_NSIS_lo

g.txt 

记录Learningspce客户

端安装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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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SpaceAgent SpaceAgent安装目录\log SpaceAgent.日期.log 
记录SpaceAgent终端服

务代理程序日志 

SpaceConfig SpaceAgent安装目录\log SpaceConfig.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终端配置程

序运行日志 

upgrader Liveupdate安装目录\log 
Upgrader.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在线升级运

行日志 popview.日期.log 

SpaceOS 

Learningspc

e 

/home/spaceos/Documents

/Learningspace/log 
Learningsp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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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Agent 
/userdata/H3C/SpaceAgent

/log 
SpaceAgent.日期.log 

记录SpaceAgent终端服

务代理程序日志 

SpaceConfig 
/userdata/H3C/SpaceAgent

/log 
SpaceConfig.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终端配置程

序运行日志 

upgrader 
/userdata/H3C/Liveupdate/l

og 

Upgrader.日期.log 记录客户端在线升级运

行日志 popview.日期.log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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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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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客户机 Windows 外设 

H3C安装路径

\Learningspce\Devic

e Redirect\log\ 

VDIUsbService日期星

期几.log 
端口重定向日志 

UsbSetup日期星期

几.log 

端口重定向驱动安

装日志 

VDIComService日期星

期几.log 
串口重定向日志 

ComSetup日期星期

几.log 

串口重定向驱动安

装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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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机/客户机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devredirect日期.log 摄像头重定向日志 

virtualCamera日期星期

几.log （虚拟机侧独有） 

虚拟摄像头日志

（虚拟机内独有） 

C:\Users\当前登录用

户\H3CDClient\  

C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物理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S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虚拟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视频重定向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视频重定向运

行日志 

vGPU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光谱运行日志 

HTML5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H5重定向运

行日志 

Spiceclient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protocol-服务器地址-桌

面池-桌面ID-日期.log 

记录远程桌面连接

程序协议运行日志 

SpaceOS 

sPiceclient 
/home/spaceos/Docu

ments/VdSession/log 

protocol-服务器地址-桌

面池-桌面ID-日期.log 

记录远程桌面连接

程序协议运行日志 

视频重定向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视频重定向运

行日志 

H5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址

-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H5重定向运

行日志 

vGPU 
用户文档目录

\VdSession\log 

 VdSession-服务器地

址-桌面池-桌面ID-日

期.log 

 记录vgpu运行日

志 

外设 

/var/log/ comredirect/ 
Comredir日期星期

几.log 
串口重定向日志 

/var/log/camera_redi

rect/ 
devredirect日期.log 摄像头重定向日志 

/var/log/eveusb/ Eveusb日期星期几.log 端口重定向日志 



27 

虚机/客户机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或者     

/var/log/ syslog 
系统日志及端口重

定向日志 

/home/当前登录用户/

文档/DiskMapping/ 

C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 
磁盘映射日志 

或者 

/home/当前登录用户

/Documents/DiskMa

pping/ 

虚拟机 Windows 

外设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 \Device 

Redirect\log\ 

VDIUsbService日期星

期几.log 
端口重定向日志 

UsbSetup日期星期

几.log 

端口重定向驱动安

装日志 

VDIComService日期星

期几.log 
串口重定向日志 

ComSetup日期星期

几.log 

串口重定向驱动安

装日志 

devredirect日期.log 摄像头重定向日志 

virtualCamera日期星期

几.log （虚拟机侧独有） 

虚拟摄像头日志

（虚拟机内独有） 

H3C安装路径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C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物理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SDriverMapp日期星期

几.log（虚拟机侧独有） 
磁盘映射日志 

vGPU 
H3C安装路径

\VdiAgent\Vgpu\log 

VGPUCapturer_日期

星期几.log（虚拟机侧独

有） 

Capturer日志 

视频重定向 

  

MMRRedirect+序

号.log 
视频重定向日志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 \Device 

MMRPlayerHookExe+

序号.log 
视频重定向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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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机/客户机 系统 组件名称 日志目录 日志文件名称 日志内容 

Redirect\log\ MMRPlayerHookDll+

序号.log 

MMRVChannel+序

号.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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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5重定向日志 

优化工具 C:\ 

optToolsCopyProfileSe

v日期星期几.log （虚拟

机侧独有） 

优化工具日志 

agent 

Agent安装路径\ 

VdiAgent\Vdagent 

Tools\log \ 
Vdagent_日期.log Agent相关日志 

: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

Vdagent Tools\log 

服务器 

Linux hostagent 
/var/log/vdi/hostagen

t/ 
hostagent+日期.log 

记录hostagent运

行日志 

Linux 
Spiceserve

r 
/var/log/libvirt/qemu/ 虚机存储名称.log 

记录spiceserver及

虚机kvm/qemu进

程的运行日志 

 

5.3  管理平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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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troller： Controller 所有日志，包括 grpc 通信日志 
• hostagent：hostagent 日志 

• ssv：ssv 用户日志模块日志 

• workspace-server：管理平台后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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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i-install.log： vdi 安装日志 
• vdi-upgrade.log：vdi 升级日志 

• athena: 校园空间日志 

6 变更方法 

6.1  重置学生端 

学生端被教师端部署以后，如果要调整教室的终端数量。那么需要重置学生端。重置的密码可以前

往 Learingspace 管理平台查看或者修改（高级设置-系统参数-云桌面参数-终端管理密码）。 

图6-1 终端管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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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重置学生端 

 
 

6.2  修改Controller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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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管理平台修改IP地址的方法 

管理平台地址在初始化前修改 IP 方法： 

(1) 前置条件访问 HDM 的主机有 java 环境 
(2) HDM 登陆后，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台->java 控制台 

(3) 页面会提示下载 jnlp 文件，有些版本的服务器下载下来的文件是 txt 格式，手动改成 jnlp 

 

 

(4) 然后在控制面板->Java->安全里，选择编辑站点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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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添加，把设备的地址添加进去。然后点击应用让修改生效，接着点确定退出。 

(6) 接着打开'jviewer.jnlp'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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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于弹出的安全警告，分别选择 继续、单选框，运行，  

(8) 没有动过的服务器，控制台打开后应该是下面这种。 

 

 

(9) Network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 ->Configure Management Interface，已经初始化的到

这一步就会提示主机已被管理。 

(10) 未初始化的应该会提示输入账户密码，未初始化的服务器账号密码应该是 root/Sys@1234。 

(11) 后面选状态是 connected 状态的网口，按照网络规划修改 IP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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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变更主机 

6.4.1  添加主机 

1. 主机发现 

(1) 点击虚拟化-主机池 workspace_0（取决于要扩容那一个主机池）-主机发现 

 
 

(2) 勾选需要添加的主机，并配置网卡 IP 相关信息，然后选择添加主机到对应的主机池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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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删除主机 

(1) 删除主机时，首先维护该主机，然后选择自动迁移。最后选择删除主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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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添加磁盘 

6.5.1  后台挂载本地磁盘 

(1) 查询本地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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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本地挂载路径。 

SSD 磁盘用于存储虚拟机系统盘镜像文件所以挂载点取名 vmsys，也可以根据习惯取名；同

理 HDD 磁盘用于存储虚拟机数据盘镜像文件所以挂载点取名 vmstor。 

 

 

(3) 初始化本地磁盘。 



38 

 
 

(4) 初始化 HDD 磁盘。 

 

 

(5) Mount 挂载本地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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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执行命令 df –h 查询挂载结果。 

 

 

(7) 启动项写入配置文件 fstab。 

 
 

(8) 编辑/etc/fstab 文件，追加下图所示配置并保存。 

 

 

6.5.2  管理平台主机增加本地存储 

(1) 增加 SSD 磁盘，即挂载 vm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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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 HDD 磁盘即添加 vmstor 

 
 

6.6  删除磁盘 

6.6.1  管理平台删除本地存储 

1. 查看磁盘在后台对应的挂载点，并在管理平台删除 

(1) 首先输入命令 df –h 查看后台磁盘的挂载点,找到该挂载点，然后前往管理平台如下页面找到

该挂载点/vms/test123 然后在平台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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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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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后台卸载本地磁盘 

(1) 输入 df –h 查找到挂载点/vms/test123 然后可以看到挂载点/vms/test123 对应的设备名为

/dev/sdc。 
(2) 输入 umount /dev/sdc 即可卸载该磁盘。 

 

 

6.7  管理网、业务网、存储网的IP变更 

6.7.1  登录管理平台查看管理网，业务网，存储网 

登录管理平台，选择虚拟化-cvknode1(主机)-虚拟交换机，可以看到管理网，业务网，存储网的配 
置项。选择一项按照网络规划配置填写参数即可。 

 

 

6.7.2  修改业务网 IP 

例如修改业务网络 IP, 选择业务网 IP，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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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填写业务网 IP 参数 

填写规划的业务网 IP 和子网掩码即可。 

 
 

7 虚拟化维护方法 
请参考《H3C CAS 维护手册 V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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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实时告警]菜单项，进入实时告警列表页面。单击告警信息将弹出查看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里的告警原因与恢复建议为系统提供，用户可对维护经验进行编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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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邮件通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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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击<新建桌面池任务>按钮，弹出新建桌面池任务对话框，设置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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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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