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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M 终端简介 
H3C Cloud 云学堂目前支持 H3C C112E 和 C110E 两款云终端，如图 1-1 所示。两款终端均搭载高

性能 ARM 架构处理器，强劲四核心，具备卓越的计算性能和高清视频解码能力，适用于企业办公、

教育学习等多种应用场景，主要特点如下： 

• 纤薄小巧，时尚美观 

• 功能强大，性价比高 

• 环保静音，绿色节能 

• 轻松安装，维护简单 

图1-1 终端示意图 

 

2 ARM 终端规格 
ARM 云终端规格参数如表 2-1 所示。 

表2-1 H3C C112E 云终端规格 

硬件参数 C112E C110E 

CPU ARM Cortex-A9 四核/1.6GHz ARM Cortex-A9 四核/1.6GHz 

系统内存 1GB 1 GB 

存储 4GB 8 GB 

接口 

VGA口 1个 1个 

HDMI口 无 1个 

USB口 4个USB2.0端口 6个USB2.0 

RJ-45网口 1个百兆以太网口 1个百兆以太网口 

耳机插口 1个，3.5mm 1个，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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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参数 C112E C110E 

麦克风插口 1个，3.5mm 1个，3.5mm 

电源接口 1个 1个 

锁孔  1个 1个 

恢复出厂设置按键 1个 1个 

显示支持 最大分辨率：1920*1080@60Hz 最大分辨率：1920*1080@60Hz 

外形尺寸 110*110*27mm（含脚垫不含壁挂） 125*125*30mm（含脚垫不含壁挂） 

电源 适配器5V/3A DC直流电源 适配器12V/1.5A DC直流电源 

重量 0.174kg（裸机净重） 0.45kg 

其他 含壁挂件，不含键鼠 含壁挂件，不含键鼠 

 

本文主要介绍两款云终端的升级方法。 

3 升级流程概述 
ARM 终端升级主要包括升级终端 BootLoader、固件版本和客户端版本。 

• 终端发货时 BootLoader 和固件版本已是最新版本，通常只需升级客户端版本即可。关于客户

端版本升级的详细步骤，请参见升级客户端版本。 

• 若环境中存在 BootLoader 或固件不是最新版本的终端，请参见附录 A 升级终端 BootLoader，
参见附录 B 升级终端固件版本。 

如下流程图中给出了 ARM 终端升级的完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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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ARM 终端升级完整流程图 

 

 

4 升级客户端版本 
4.1.1  检查客户端版本 

升级客户端版本前，请先查看学生客户端是否为最新版本。 

1. 批量查看客户端版本 

用户可在教师端批量查看学生客户端版本号，方法如下： 

(1) 教师机上双击教师管理端桌面应用程序图标 ，在弹出的登录窗口中输入管理员账户的用户

名和密码（管理员账户的缺省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admin），进入教师管理端界面。 

(2) 如图 4-1 所示，单击界面右上角的“ ”按钮，在下拉菜单中单击[终端部署]菜单项，将弹出

终端部署对话框。 

N

YData分区是否符合要求

升级终端BootLoader

终端固件版本号

是否为最新版本

N

客户端版本号

是否为最新版本

升级终端固件版本

升级客户端版本

开始

终端型号是否为

C112E或C110E
选择C112E或C110E终端

结束

Y

Y

N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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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打开终端部署功能 

 

 

(3) 在终端部署界面，查看终端 Data 分区和学生客户端版本。 

图4-2 终端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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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单个客户端版本 

(1) 在学生端页面，单击 图标，弹出云学堂学生客户端关于界面，可查看产品名称、版本序号

和系统固件号。 

图4-3 C112E 学生端关于界面 

 
 

图4-4 C110E 学生端关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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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升级前准备 

• 已准备好待升级终端，终端型号为 C112E 或 C110E。终端型号可从设备背面铭牌上查看。 

• 与待升级终端连通的 PC 或虚拟机。 

• 客户端的升级需借助 CCM 云终端管理系统。请确保 PC 或虚拟机上已安装 CCM 云终端管理

系统。CCM 云终端管理系统安装程序请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 

• 已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学生客户端升级包：H3CCloudClassClient.apd。 

4.1.3  升级方法 

1. 登录 CCM 云终端管理系统 

(1) 打开 IE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s://<输入安装CCM工具的PC或虚拟机的 IP 地址>，进入

导航已阻止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4-5 导航已阻止界面 

 
 

(2) 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进入云终端管理系统界面，如下图所示。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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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云终端管理系统登录界面 

 

 

(3) 登录云终端管理系统。默认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Admin123!@#。首次登录要求修改密码，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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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密码设置对话框 

 
 

(4) 修改密码后，单击<下一步>，进入添加文件服务器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4-8 添加文件服务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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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 名称：文件服务器的名称 

• IP 地址：安装 CCM 工具的 PC 机或虚拟机的 IP 地址，如 192.168.85.222，不要写 127.0.0.1 

• 端口：保留默认值即可，无需修改 

• 用户名称：保留默认值即可，无需修改 

• 密码：默认为 Admin123! 

(5) 文件服务器添加完成后，单击<连接测试>按钮，提示成功，则表示文件服务器已配置完成，

进入云终端管理系统首页，如下图所示。 

图4-9 云终端管理系统首页 

 

 

2. 纳管终端 

(1) 单击“搜索”页签，弹出搜索对话框。 

(2) 设置搜索范围，选中搜索出的待纳管的终端，单击<加入管理>按钮，弹出输入密码对话框。 

 

 

若在关闭网络中防火墙，且 CCM 服务器可以 ping 通终端的情况下，未搜索到终端，请更换一台

PC 或虚拟机，重新安装 CCM 云终端管理系统后在进行搜索操作。 

 

(3) 输入默认密码 Admin123！，弹出选择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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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搜索待纳管终端页面 

 
 

(4) 选择待添加终端的分组，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4-11 选择分组对话框 

 
 

(5) 终端出厂时已预装 CCM 的 Agent 代理，用于与 CCM 服务器进行通信。纳管完成后，终端将

显示在所选的分组中。分组列表中，左侧小电脑图标为蓝色，表示终端在线，灰色表示终端

不在线，需要重启终端。若终端有 IP 地址，且三层环境有网关，则终端与 CCM 服务器可不

在同一网段，可跨三层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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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分组中的终端列表 

 

 

3. 升级包上传 

升级包的上传需要依赖 java 环境，但谷歌、火狐等浏览器因安全问题已不再支持 java，故请使用

IE 浏览器进行操作。 

 

若使用 IE 浏览器时，仍无法启动 java 程序，并且重装 java 程序后，依旧无法启动，请使用 32bit
的 IE 浏览器再次尝试。 

 

(1) 在云终端管理平台，单击“升级”页签，选择“终端升级”菜单项。 

(2) 单击右侧<上传>按钮，弹出文件上传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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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云终端管理系统升级页面 

 
 

图4-14 文件上传对话框 

 
 

(3) 单击<浏览>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上传升级包后，单击<打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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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打开对话框 

 

 

(4) 在文件上传对话框中，单击<上传>按钮，开始上传学生客户端升级包。 

图4-16 文件上传对话框 

 
 

(5) 上传成功后，右侧文件仓库中，已上传的文件类型显示为“Android 补丁”。如果文件类型不

是“Android 补丁”，请检查升级包是否损坏，并重新获取完整的升级包进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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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上传客户端升级包 

 

 

4. 终端升级 

(1) 升级包上传完成后，勾选待升级的终端和用于升级的文件，单击<下一步>按钮，弹出系统升

级对话框。 

 

在执行升级过程中，为了避免安装 CCM 的 PC 或虚拟机（比如教师机）在 ping 学生端时出现丢包

现象，导致终端升级失败，建议一次最多升级 10 个终端。 

 

图4-18 选中终端与升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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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参数保持默认值，单击<确定>按钮，开始下载升级包到终端。 

图4-19 系统升级对话框 

 
 

(3) 下载完之后，终端会弹出升级提示框，进行 1 分钟倒计时确认。单击<确定>按钮，进行升级。

升级完成之后，所有终端会呈现黑屏现象。 

(4) 在云终端管理系统中，单击“更多”页签，选择“电源控制”菜单项，选择升级后黑屏的终

端进行重启，重启时间可以自行设置，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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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电源控制对话框 

 
 

(5) 重启完成后，所有终端将显示课程列表界面。为了进一步确认是否成功，可通过教师端的终

端部署功能进行确认，图中最后一列显示学生端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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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终端部署对话框 

 

 

附录 A 升级终端 BootLoader 
一般情况下，终端发货时，Data 分区大小至少为客户端 apd 升级包大小的两倍，以保证客户端升

级时有足够的空间。若环境中存在 Data 分区大小不符合要求的终端，请参照本章节内容升级终端

BootLoader 以扩大 Data 分区大小。 

C112E 与 C110E 的 BootLoader 升级方法下同。 

A.1 检查 Data 分区大小 
一般情况下，终端发货时，Data 分区大小至少为客户端 apd 升级包大小的两倍，以保证客户端升

级时有足够的空间。 

查看终端 Data 分区大小的方法与查看客户端版本方法相同，请参见检查客户端版本。 

A.2 升级前准备 
• 与待升级终端连通的PC或Windows终端，操作系统为Windows7且USB口可以正常使用。 

• 双 USB 线（两个 USB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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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 ARM 终端的 BootLoader 需借助 BootLoaderup 工具。请确保 PC 或 Windows 终端上已

安装 BootLoaderup 工具。BootLoaderup 工具安装程序请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 

• 已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上获取最新的固件版本，此处以固件版本

C91V2_BootLoader_V1.08_20180911.img 为例。 

A.3 升级终端 BootLoader 
• 对于 C112E 终端，BootLoader 升级成功后，其 MAC 地址将被初始化为 14:14:14:ff:ff:ff。因

此，升级前请先记录下待升级终端的 MAC 地址，用于 BootLoader 升级完成后终端 MAC 地

址的修改。 

• 对于 C110E 终端，BootLoader 升级不影响其 MAC 地址，可直接参见 A.3.2 升级

BootLoader。 

A.3.1 记录 ARM 终端 MAC 地址（仅 C112E 需此步骤） 

(1) 启动终端，按<Ctrl+Alt+shift+T>键可进入终端 Update Selection 界面，如图 4-22 所示，或者

按住终端底部 RESET 暗孔（以 C112E 终端为例，如图 4-23 所示），再给终端上电，上电完

成进入终端 Update Selection 界面。 

图4-22 Update Selection 界面 

 
 

图4-23 C112E 终端 RESET 暗孔示意图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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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5. Auto-update Setting”，可以查看终端 MAC 地址，将其记录下来，如图 4-24 所示。 

图4-24 Auto-update Setting 对话框 

 
 

A.3.2 升级 BootLoader 

(1) 将装有 BootLoaderup 工具的 PC 或者 Windows 终端开机。 

(2) 将双 USB 线的一个 USB 口接到 PC 或者 Windows 终端的 USB 口。首次使用会自动安装安

装 USB 驱动 Rockusb Device，安装好之后通过“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查看到如下设备。 

图4-25 查看 Rockusb Device 

 
 

(3) 让ARM终端处于断电状态，将双USB线的另一个口接到ARM终端麦克风口旁边的USB口。

按住 ARM 终端底部 RESET 暗孔，然后将终端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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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终端 USB 接口示意图 

 
 

(4) 运行 BootLoaderup 安装目录下的 BatchTool.exe 工具，待终端上电成功，BatchTool 工具连

接设备区域的对应终端编号将显示为绿色，如下图所示。 

图4-27 BatchTool 工具连接终端 

 

 

(5) 选择固件位置，加载固件 C91V2_BootLoader_V1.08_20180911.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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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8 加载固件 

 

 

(6) 加载完成后，单击<升级>按钮，对 BootLoader 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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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 升级终端固件 

 
 

(7) 升级成功后，显示升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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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 终端固件升级成功 

 

 

(8) 如果有多个双 USB 线，也可以同时连接多台 ARM 终端进行批量升级。 

A.3.3 修改终端 MAC 地址（仅 C112E 需此步骤） 

(1) 启动终端，按<Ctrl+Alt+shift+T>键可进入终端 Update Selection 界面，如图 4-22 所示，或者

按住终端底部 RESET 暗孔（如图 4-23 所示），再给终端上电，上电完成进入终端 Update 
Selection 界面。 

(2) 选择“5. Auto-update Setting”，在 Auto-update Setting 对话框中输入已记录的终端 MAC
地址，并按<Enter>键，如图 4-24 所示。 

附录 B 升级终端固件版本 
一般情况下，终端发货时，固件版本已是最新版本，只需确认客户端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即可。若

环境中存在固件不是最新版本的终端，请参照本章节内容将终端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B.1 升级 C112E 固件版本 

B.1.1 检查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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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终端固件版本的方法如下： 

(1) 在学生端页面，单击 图标，弹出云学堂学生端关于界面，可查看产品名称、版本序号和系

统固件号。 

图4-31 学生端关于界面 

 
 

B.1.2 通过 USB 升级（适用于升级单个终端） 

1. 升级前准备 

• 已准备好文件系统为 FAT32 格式的 USB。 

• 已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 C112E 最新.dat 升级包，并将其拷贝至 USB 中。 

5. 升级方法 

(1) 将 USB 插入终端的 USB 接口。 

(2) 启动终端，按<Ctrl+Alt+shift+T>键进入终端Update Selection界面，或者按住终端底部RESET
暗孔，再给终端上电，上电完成进入终端 Update Selection 界面。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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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终端 Update Selection 界面 

 
 

(3) 将高亮光标移动到“2.USB Disk Update”并按<Enter>键，进入 Please Select Version File
对话框。若提示没有可用 disk，则表明 USB 未识别，请重新插拔 USB，或更换 USB 后再继

续此步骤。 

图4-33 Please Select Version File 对话框 

 
 

(4) 选择升级包，按<Enter>键即可升级固件版本。升级完成后，终端会自动重启。 

B.1.3 通过 TCPUP 工具升级（适用于批量升级多个终端） 

1. 升级前准备 

• 已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 TCPUP 软件包 

• 已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 C112E 最新.dat 升级包 

2. 升级方法 

使用 TCPUP 工具进行批量升级终端固件版本前，请确保网络环境中已部署 DHCP 服务器。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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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TCPUP 工具包拷贝到某台与学生机连通的 PC 上，运行 TCPUP.exe。 

图4-34 TCPUP 工具界面 

 

 

(2) 单击右上角 图标，弹出 Select Update File 对话框。 

图4-35 Select Update File 对话框 

 
 

(3) 选择“1.System File”中的<Select>按钮，加载所需版本，然后单击<OK>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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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6 选择系统文件 

 
 

(4) 启动终端，按<Ctrl+Alt+shift+T>键进入终端Update Selection界面，或者按住终端底部RESET
暗孔，然后给终端上电，上电完成进入终端 Update Selection 界面。 

图4-37 终端 Update Selection 界面 

  
 

(5) 选择“4. Auto-update system”，按空格选中，该项后面被标记为“x”。 

图4-38 选择“4. Auto-upda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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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移动光标，选择“5. Auto-update Setting”，查看 Server IP 是否为安装 TCPUP 工具所在 PC
的 IP。 

a. 如果不是则进行修改，再移动光标到<OK>按钮，按<Enter>键，终端将自动重启。 

b. 如果 Server IP 正确，则移动光标到<CANCEL>按钮，并按<Enter 键>返回上一界面，选

择“6. Save & Restart”，终端将自动重启。 

图4-39 Auto-update Setting 对话框 

 

 

(7) 终端重启后自动进入 Update 界面，进行刷机。当 Install Progress 为 100%时，补丁升级完成。

如果某个终端一直处于“retry”状态，请按<Ctrl+Alt+delete>键重新升级补丁。 

图4-40 Update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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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升级完成后，终端将自动重启。重启后，在 10 秒倒计时内选择“PQC 段”，进入出厂设置

页面。 

图4-41 升级完成重启后界面 

 

 

(9) 单击<出厂>按钮，终端恢复出厂设置。完成后终端将关机，此时请手动将其开机。 

图4-42 出厂设置页面 

 

 

B.2 升级 C110E 固件版本 

B.2.1 检查固件版本 

查看终端固件版本的方法如下： 

(1) 在学生端页面，单击 图标，弹出云学堂学生端关于界面，可查看产品名称、版本序号和系

统固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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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 学生端关于界面 

 
 

B.2.2 通过 USB 升级（适用于升级单个终端） 

1. 升级前准备 

• 已准备好文件系统为 FAT32 或 NTFS 格式的 USB。推荐使用常规单分区的 USB。 

• 已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 C110E 最新升级文件，并将其拷贝至 USB 中，重命名为

update.zip。 

2. 升级方法 

C110E 通过 USB 升级固件有两种方法：进入安卓系统升级和进入 Recovery 界面升级。 

进入安卓系统升级 

(1) 插入 USB 并启动终端，进入安装系统界面。系统将自动检测到 USB 内的升级包。 

图4-44 发现升级包 

 
 

(2) 单击<安装>，系统将重启并开始自动升级。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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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5 升级提示 

 

(3) 升级成功后会自动重启，并出现如下提示，请按照需求选择是否删除升级包。 

图4-46 升级成功提示 

 
 

进入 Recovery 界面升级 

(1) 将 USB 插入终端的 USB 接口。 

 

Recovery 界面不支持设备热插拔，请在进入 Recovery 界面前，将键盘、USB 等设备提前插好以

便被系统识别到。 

 

(2) 通过如下方式之一进入 Recovery 界面： 

• 安卓系统界面下，使用 Ctrl+Shift+Alt+U 组合键进入 Recovery 界面 

• 使用针状物按住终端侧面 Reset 小孔后，电源键旁边会亮起一个蓝色的指示灯，此时再按电

源键即可开机进入 Recovery 界面  

(3) 使用键盘调节光标至“appl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并回车。 

图4-47 选择“appl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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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动光标至 update.zip 并回车确认。 

图4-48 选择“update.zip”升级包 

 
 

(5) 升级结束后手动重启终端，进入新系统。 

图4-49 升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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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0 升级成功 

 

 

B.2.3 通过 OTA 工具升级（适用于批量升级多个终端） 

1. 升级前准备 

• 已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 VirtualBox 安装文件和 ota_server 文件，并将两个文件放

于本地英文路径下。 

• 已从 cloudclasswiki.h3c.com 获取 C110E 最新.dat 升级包。 

2. 升级方法 

安装 VirtualBox 软件 

(1) 双击本地 VirtualBox 安装包，启动安装，进入安装向导界面。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http://cloudclasswiki.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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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1 VirtualBox 安装向导 

 
 

(2) 根据安装向导，按照默认配置，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当出现如下提示是，勾选始终信任，并单击<安装>按钮，继续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图4-52 VirtualBox 安装完成界面 

 
 

虚拟机配置 

(1) 双击桌面 VirtualBox 快捷方式，打开 Oracle VM VirtualBox 管理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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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3 Oracle VM VirtualBox 界面 

 
 

(2) 单击[控制/注册]菜单项，打开选择虚拟电脑对话框。 

图4-54 选择虚拟电脑对话框 

 
 

(3) 根据文件所在路径，选择 ota_server 文件，单击<打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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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5 选择 ota_server 文件 

 

 

(4) 右键单击 default 虚拟机，选择[设置]菜单项。 

图4-56 设置 default 虚拟机 

 
 

(5) 在 default-设置对话框中，选择[存储]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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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7 default-设置对话框 

 
 

(6) 确认“控制器：SATA”下已导入虚拟光驱 boot2docker.iso 和虚拟硬盘 disk.vdi，且位置与实

际存放路径一致。虚拟光驱 boot2docker.iso 和虚拟硬盘 disk.vdi 存放路径必须为纯英文，推

荐放与本地桌面。 

图4-58 确认虚拟光驱存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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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9 确认虚拟硬盘存放位置 

 
 

(7) 单击[网络]菜单项，进入网络设置页面。 

图4-60 网络设置页面 

 
 

(8) 单击“网卡 2”页签，并设置“界面名称”为本地物理网卡名称。本地物理网卡必须和待升级

终端为同一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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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1 网卡 2 设置 

 
 

(9) 设置完成后，单击<OK>按钮，返回 Oracle VM VirtualBox 管理器界面。 

启动虚拟机 

(1) 在 Oracle VM VirtualBox 管理器界面，单击<启动>按钮右侧箭头，选择[正常启动]菜单项，启

动 default 虚拟机。 

图4-62 启动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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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default 虚拟机启动失败，且提示信息中包含“VT-x is disabled in the BIOS for all CPU modes”，
请进入本地电脑的 BIOS 开启虚拟化功能。 

 

虚拟机网络参数配置 

(1) 虚拟机启动后，执行如下命令为虚拟机配置静态 IP 地址，其中 xxx.xxx.xxx.xxx 为虚拟机 IP
地址，该地址应与云主机本地的 IP 地址以及云学堂环境中云终端的 IP 地址处于同一网段，

yyy.yyy.yyy.yyy 为虚拟机所在网段的子网掩码，该掩码应与云主机本地子网掩码一致。 
ifconfig -a eth1 xxx.xxx.xxx.xxx netmask yyy.yyy.yyy.yyy 

图4-63 为虚拟机配置静态 IP 地址 

 

 

(2) 执行如下命令为虚拟机配置网关，其中 XXX.XXX.XXX.XXX为虚拟机的网关 IP 地址，网关地

址应与云主机本地网关地址一致。 
route add default gw XXX.XXX.XXX.XXX dev e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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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4 为虚拟机配置网关 

 
 

(3) 按照如下步骤为虚拟机配置 DNS。 

a. 执行 vi /etc/resolv.conf 命令，查看 resolv.conf 文件。 

b. 按下 i 键，进入编辑状态。 

c. 将移动光标，将第 1 个“nameserver”后默认信息修改为当前网络主 DNS，将第 2 个

“nameserver”后默认信息修改为备用 DNS（如果没有或者不准备配置备用 DNS， 第 2
个“nameserver”后参数可忽略）。 

d. 按一下 ESC 键，然后键入“:wq!”，退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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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5 配置 DNS 

 
 

(4) 关闭窗口，返回 Oracle VM VirtualBox 管理器界面，再次单击<启动>按钮右侧箭头，选择[正
常启动]菜单项，启动 default 虚拟机。 

升级终端 

(1) 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虚拟机 IP:8080/upgradeOtp/index.jsp，跳转到版本预览页面，查看当

前可用于批量升级的固件版本信息。其中浏览器推荐使用 Chrome65 及以上版本，虚拟机 IP
地址为之前已配置的 IP 地址。 

图4-66 版本预览 

 
 

(2) 单击右上角<添加新版本>，进入添加新版本页面。 

http://虚拟机ip:8080/upgradeOtp/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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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7 添加新版本 

 
 

(3) 填写版本信息，并通过<浏览>按钮上传所需固件版本，确认无误后单击页面下方<确定>按钮，

开始上传。 

图4-68 上传固件版本 

 
 

(4) 在版本预览页面，确定用于升级的固件版本后，单击操作列<更新>按钮，跳转到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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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9 设备列表 

 
 

(5) 根据实际升级需求，全选（或部分勾选）待升级云终端，确认勾选无误后，单击下方<升级>
按钮，所有被勾选的云终端将进入升级程序。 

(6) 升级完成后如有升级失败情况发生，可点击下方<排序>按钮，将升级失败云终端信息通过排

序方式置顶，便于再次进行勾选和升级操作。 

附录 C ARM 终端日志收集 
ARM 终端学生端日志可以通过 WEB 访问学生端 IP 加端口号 9001 进行访问下载。日志结构如下： 

• log.txt：最新保存的日志 

• log.txt.1~log.txt.10：之前保留的日志（因为一个 txt 只有 5M，所以老的日志会分文件进行保

存） 

• eveusb.log：客户端 USB 相关日志  

• crash.txt：客户端崩溃日志（如果客户端未崩溃，则没有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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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选择固件位置，加载固件C91V2_BootLoader_V1.08_20180911.img。
	(6) 加载完成后，单击<升级>按钮，对BootLoader进行升级。
	(7) 升级成功后，显示升级完成。
	(8) 如果有多个双USB线，也可以同时连接多台ARM终端进行批量升级。

	A.3.3 修改终端MAC地址（仅C112E需此步骤）
	(1) 启动终端，按<Ctrl+Alt+shift+T>键可进入终端Update Selection界面，如图4-22所示，或者按住终端底部RESET暗孔（如图4-23所示），再给终端上电，上电完成进入终端Update Selection界面。
	(2) 选择“5. Auto-update Setting”，在Auto-update Setting对话框中输入已记录的终端MAC地址，并按<Enter>键，如图4-24所示。



	附录 B 升级终端固件版本
	B.1 升级C112E固件版本
	B.1.1 检查固件版本
	(1) 在学生端页面，单击图标，弹出云学堂学生端关于界面，可查看产品名称、版本序号和系统固件号。

	B.1.2 通过USB升级（适用于升级单个终端）
	5.  升级方法
	(1) 将USB插入终端的USB接口。
	(2) 启动终端，按<Ctrl+Alt+shift+T>键进入终端Update Selection界面，或者按住终端底部RESET暗孔，再给终端上电，上电完成进入终端Update Selection界面。
	(3) 将高亮光标移动到“2.USB Disk Update”并按<Enter>键，进入Please Select Version File对话框。若提示没有可用disk，则表明USB未识别，请重新插拔USB，或更换USB后再继续此步骤。
	(4) 选择升级包，按<Enter>键即可升级固件版本。升级完成后，终端会自动重启。


	B.1.3 通过TCPUP工具升级（适用于批量升级多个终端）
	(1) 将TCPUP工具包拷贝到某台与学生机连通的PC上，运行TCPUP.exe。
	(2) 单击右上角图标，弹出Select Update File对话框。
	(3) 选择“1.System File”中的<Select>按钮，加载所需版本，然后单击<OK>按钮。
	(4) 启动终端，按<Ctrl+Alt+shift+T>键进入终端Update Selection界面，或者按住终端底部RESET暗孔，然后给终端上电，上电完成进入终端Update Selection界面。
	(5) 选择“4. Auto-update system”，按空格选中，该项后面被标记为“x”。
	(6) 移动光标，选择“5. Auto-update Setting”，查看Server IP是否为安装TCPUP工具所在PC的IP。
	a. 如果不是则进行修改，再移动光标到<OK>按钮，按<Enter>键，终端将自动重启。
	b. 如果Server IP正确，则移动光标到<CANCEL>按钮，并按<Enter键>返回上一界面，选择“6. Save & Restart”，终端将自动重启。

	(7) 终端重启后自动进入Update界面，进行刷机。当Install Progress为100%时，补丁升级完成。如果某个终端一直处于“retry”状态，请按<Ctrl+Alt+delete>键重新升级补丁。
	(8) 升级完成后，终端将自动重启。重启后，在10秒倒计时内选择“PQC段”，进入出厂设置页面。
	(9) 单击<出厂>按钮，终端恢复出厂设置。完成后终端将关机，此时请手动将其开机。


	B.2 升级C110E固件版本
	B.2.1 检查固件版本
	(1) 在学生端页面，单击图标，弹出云学堂学生端关于界面，可查看产品名称、版本序号和系统固件号。

	B.2.2 通过USB升级（适用于升级单个终端）
	进入安卓系统升级
	(1) 插入USB并启动终端，进入安装系统界面。系统将自动检测到USB内的升级包。
	(2) 单击<安装>，系统将重启并开始自动升级。
	(3) 升级成功后会自动重启，并出现如下提示，请按照需求选择是否删除升级包。
	进入Recovery界面升级
	(1) 将USB插入终端的USB接口。
	(2) 通过如下方式之一进入Recovery界面：
	(3) 使用键盘调节光标至“appl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并回车。
	(4) 移动光标至update.zip并回车确认。
	(5) 升级结束后手动重启终端，进入新系统。

	B.2.3 通过OTA工具升级（适用于批量升级多个终端）
	安装VirtualBox软件
	(1) 双击本地VirtualBox安装包，启动安装，进入安装向导界面。
	(2) 根据安装向导，按照默认配置，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当出现如下提示是，勾选始终信任，并单击<安装>按钮，继续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虚拟机配置
	(1) 双击桌面VirtualBox快捷方式，打开Oracle VM VirtualBox管理器界面。
	(2) 单击[控制/注册]菜单项，打开选择虚拟电脑对话框。
	(3) 根据文件所在路径，选择ota_server文件，单击<打开>按钮。
	(4) 右键单击default虚拟机，选择[设置]菜单项。
	(5) 在default-设置对话框中，选择[存储]菜单项。
	(6) 确认“控制器：SATA”下已导入虚拟光驱boot2docker.iso和虚拟硬盘disk.vdi，且位置与实际存放路径一致。虚拟光驱boot2docker.iso和虚拟硬盘disk.vdi存放路径必须为纯英文，推荐放与本地桌面。
	(7) 单击[网络]菜单项，进入网络设置页面。
	(8) 单击“网卡2”页签，并设置“界面名称”为本地物理网卡名称。本地物理网卡必须和待升级终端为同一网段。
	(9) 设置完成后，单击<OK>按钮，返回Oracle VM VirtualBox管理器界面。
	启动虚拟机
	(1) 在Oracle VM VirtualBox管理器界面，单击<启动>按钮右侧箭头，选择[正常启动]菜单项，启动default虚拟机。
	虚拟机网络参数配置
	(1) 虚拟机启动后，执行如下命令为虚拟机配置静态IP地址，其中xxx.xxx.xxx.xxx为虚拟机IP地址，该地址应与云主机本地的IP地址以及云学堂环境中云终端的IP地址处于同一网段，yyy.yyy.yyy.yyy为虚拟机所在网段的子网掩码，该掩码应与云主机本地子网掩码一致。
	(2) 执行如下命令为虚拟机配置网关，其中XXX.XXX.XXX.XXX为虚拟机的网关IP地址，网关地址应与云主机本地网关地址一致。
	(3) 按照如下步骤为虚拟机配置DNS。
	a. 执行vi /etc/resolv.conf命令，查看resolv.conf文件。
	b. 按下i键，进入编辑状态。
	c. 将移动光标，将第1个“nameserver”后默认信息修改为当前网络主DNS，将第2个“nameserver”后默认信息修改为备用DNS（如果没有或者不准备配置备用DNS， 第2个“nameserver”后参数可忽略）。
	d. 按一下ESC键，然后键入“:wq!”，退出编辑。

	(4) 关闭窗口，返回Oracle VM VirtualBox管理器界面，再次单击<启动>按钮右侧箭头，选择[正常启动]菜单项，启动default虚拟机。
	升级终端
	(1)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虚拟机IP:8080/upgradeOtp/index.jsp，跳转到版本预览页面，查看当前可用于批量升级的固件版本信息。其中浏览器推荐使用Chrome65及以上版本，虚拟机IP地址为之前已配置的IP地址。
	(2) 单击右上角<添加新版本>，进入添加新版本页面。
	(3) 填写版本信息，并通过<浏览>按钮上传所需固件版本，确认无误后单击页面下方<确定>按钮，开始上传。
	(4) 在版本预览页面，确定用于升级的固件版本后，单击操作列<更新>按钮，跳转到设备列表。
	(5) 根据实际升级需求，全选（或部分勾选）待升级云终端，确认勾选无误后，单击下方<升级>按钮，所有被勾选的云终端将进入升级程序。
	(6) 升级完成后如有升级失败情况发生，可点击下方<排序>按钮，将升级失败云终端信息通过排序方式置顶，便于再次进行勾选和升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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