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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Cloud 云桌面用户 FAQ 
本文档介绍 H3C Cloud 云桌面的用户常见问题及解答。 

1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 

1.1  浏览器相关问题 

1.1.1  为什么在浏览器中无法使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 Java 控制台、上传文件、导入虚拟机模

板等功能？ 

问题原因： 

(1) 云桌面管理平台站点为不可信站点，浏览器阻拦该站点弹出的窗口。 

(2) Java 版本不兼容云桌面管理平台。 

(3) Chrome42 及以上版本禁用了 NPAPI，即无法运行 JRE 插件。 

解决方法： 

(4) 在浏览器上将站点添加为可信站点： 

a. 如在 Firefox 浏览器中选项对话框中的“内容”页签中讲云桌面管理平台添加为例外站点。

在 Chrome 浏览器高级设置的隐私设置中选择内容设置，在弹出的内容设置对话框中将云

桌面管理平台添加为例外站点。 

b. 当打开控制台或上传文件时，浏览器在云桌面管理平台 Logo 上方弹出阻拦窗口时，选择

将站点添加为例外或允许站点允许运行 Java 插件。 

(5) 检查本地是否已安装 32 位的 JRE 。若否，建议在虚拟机的控制台页签下载并安装云桌面管理

平台提供的 JRE 插件。安装后配置 Java 参数，配置步骤如下： 

a. 在控制面板搜索 Java，打开 Java 设置。 

b. 选择“安全”页签，勾选启用浏览器中的 Java 内容，并设置安全级别为“中”。建议将云

桌面管理平台站点加入到例外站点。 

c. 选择“高级”页签，勾选 Java 控制台中的“隐藏控制台”、Java 插件中的“启用下一代

Java 插件”、应用程序安装中的“在有提示的情况下安装”以及混合代码中的“隐藏警告

并在保护下运行”。 

(6) 若上述操作完成后，在 Chrome 浏览器中还无法使用控制台、上传文件或导入虚拟机模板功

能。  

a. 请检查 Chrome 版本是否是 42 及以上版本。若是，需要在 Chrome 浏览器中启用 NPAPI
插件，在浏览器的搜索框中输入“chrome://flags/#enable-npapi”，选择启用“启用 
NPAPI Mac, Windows”插件，重启浏览器。 

b. 若还无法使用，请使用 Firefox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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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使用多个浏览器或同一浏览器的多个窗口访问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时，为什么

会出现异常？ 

由于浏览器支持能力的不同，需要避免进行如下操作，否则可能造成系统数据异常： 

• 在一台计算机上同时打开两个浏览器（例如 Chrome 和 Firefox 等）同时访问同一个云桌面管

理平台。 

• 在同一个浏览器中同时使用两个选项卡访问同一个云桌面管理平台。 

1.1.3  在 Firefox 浏览器导入用户、用户分组、设备用户以及设备分组页面时选择 csv 或 txt
格式的导入文件后，此时若在本地修改导入文件，浏览器会报“500”的错误，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刷新页面，重新选择导入文件即可解决该问题。建议避免此类操作。 

1.1.4  Windows 10 操作系统下，通过 Edge 浏览器下载云桌面环境相关配套软件后出现无法

安装的情况（比如 H3CDAgent 无法安装），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原因：这是由于 Windows10 操作系统的安全机制导致，建议采用 Chrome 等其他浏览器下载。 

1.1.5  当管理平台配置了最大在线操作员数后，管理员登录后直接关闭浏览器，重复登录关

闭操作超过最大在线操作员数次后，提示在线操作员数量已达到最大限制，不允许登录，该

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直接关闭浏览器不等同于注销用户登录，服务器端仍记载着登录信息，需要等待登录信

息失效后，才能正常登录。 

解决方法：需等待半个小时，服务器端用户登录信息失效后，才能正常登录。建议退出时，注销用

户登录。 

1.1.6  长时间停留在大屏展示或频繁点击管理平台的主机页签可能会造成浏览器崩溃，该怎

么解决？ 

问题原因：该问题是由于上述操作导致内存不足引起浏览器崩溃。 

解决方法：当出现浏览器崩溃问题后，刷新浏览器即可。 

1.2  云桌面管理平台显示及统计相关问题 

1.2.1  当用户对云桌面管理平台进行操作时，为什么可能会出现网络通信异常的页面？ 

问题原因：任务台刷新过于频繁。 

解决方法：刷新页面并重新登录云桌面管理系统，若无法解决该问题，请清除缓存数据后再次登录。 

1.2.2  当用户加载过多菜单后拖动导航栏滚动条时，导航栏区域可能出现空白现象，如何解

决？ 

解决方法：导航栏出现空白区域不会影响云桌面管理平台的功能。继续拖动滚动条，空白将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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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为什么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列表（例如桌面池列表和虚拟机列表）名称显示顺序不一

致？ 

问题原因：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的列表的数据来源不同，排序规则可能存在差异。 

目前排序规则： 

• 排序规则 A：先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如果有相同字母再按照大小写顺序排列，比如 AaBbCc。 

• 排序规则 B：先按照字母大小写排序，后按照字母顺序排序，比如 ABCabc。 

1.2.4  为什么在过滤对话框中设置参数取消或关闭窗口后再次打开过滤对话框仍能看到之前

配置的参数？ 

问题原因：用户在过滤对话框中设置参数后单击<取消>按钮或关闭对话框后，管理平台未清空设置

窗口的参数，用户再次打开过滤对话框后，设置框中还有之前配置的参数。 

解决方法：若不需要已有参数，可单击<重置>按钮或手动删除已有参数。 

1.2.5  为什么在 CAS 上修改虚拟机状态，在 VDI 上虚拟机状态没有立即变化。 

问题原因：VDI 上虚拟机的状态是从 CAS 数据库上获取的。VDI 每 20 秒才去 CAS 数据库同步虚拟

机状态数据。所以当在 CAS 上操作虚拟机后，在 VDI 上可能不会立即看到状态变化。 

1.2.6  当用户对桌面池或虚拟机进行开关机、重启等操作时为什么虚拟机的状态变化显示不

正确？ 

问题原因：虚拟机状态变化不是实时同步的，因为对虚拟机的操作（开关机、重启等）都需要一定

的时间，在操作未执行完的时候，虚拟机的状态都不会改变。所以可能会出现短时间内状态不正确

的现象，这属于正常现象。 

1.2.7  云桌面管理平台显示的虚拟机内存使用率、CPU 使用率等信息与实际不符，是什么原

因？ 

问题原因：云桌面管理平台中不支持实时统计虚拟机的内存、CPU 利用率。 

1.2.8  为什么在云桌面在线时长中统计的数据会与实际不一致？ 

问题原因：云桌面在线时长的时间控件是以浏览器时间为准，反馈的统计数据是以服务器时间为准，

当两者不一致时，会造成统计的数据与实际不一致。 

解决方法：保证浏览器时间与服务器时间一致。 

1.2.9  为什么在 H3C Cloud 云桌面管理平台中的一些搜索框不支持“*”或者“？”等通配符

查询？ 

问题原因：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某些搜索框是通过数据库或是调用 CAS 接口来进行查询，该类搜

索框可支持通配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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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搜索框是通过字符串是否匹配 Broker 缓存的数据来进行查询的。如虚拟机列表、桌面池中

的虚拟桌面列表及授权列表、用户管理中的设备列表及设备分组列表、任务管理中的任务历史列表

等列表下的搜索框不支持通配符查询。 

1.2.10  需要导入管理平台或在管理平台上下载的 CSV 文件，使用 Excel 程序编辑或查看时，

显示内容与管理平台不一致，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由于 Excel 程序打开 csv 文件后会自动按照程序的一些规则进行处理，比如省略数字前

面的 0、时间显示不完整等。 

解决方法：请不要使用 Excel 程序查看或编辑 csv 文件，请使用记事本或 notepad++等文本编辑软

件查看或修改 csv 文件。 

1.3  桌面池相关问题 

1.3.1  为什么会出现桌面池内虚拟机个数大于最大桌面数量的情况？ 

问题原因：在桌面池批量部署虚拟机的同时使用选择虚拟机功能向桌面池增加虚拟机时可能会出现

池内虚拟机个数大于最大桌面数量。此时批量部署未完成，在选择虚拟机时无法准确判断池内的虚

拟机个数。 

解决方法：建议在桌面池部署虚拟机完成之前不要对桌面池进行任何操作。 

1.3.2  在 Windows XP 环境下用户被分配了十个及以上的云桌面，用户登录到客户端中会有

极低的概率出现无法在桌面页面查看到被分配的云桌面的情况，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建议管理员不要分配给用户太多云桌面，若出现上述情况，建议用户退出云桌面重新登

录。 

1.4  虚拟机模板制作相关问题 

1.4.1  云桌面中安装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有哪些限制？ 

操作系统：不支持使用 Ghost 文件安装云桌面的操作系统或非 VDI 优化工具优化后的操作系统。  

软件：不支持极域教学软件等不兼容软件，适配软件请参考《桌面云兼容性适配列表》。 

1.4.2  在使用虚拟机模板批量部署虚拟机时指定 DNS 主备地址后，在新部署的虚拟机中观察

到的 DNS 地址与指定的 DNS 地址不完全一致？ 

问题原因：批量部署时选择的虚拟机模板中已设置了 DNS 地址，在批量部署虚拟机时指定的 DNS
地址无法替换模板中的 DNS 地址，只能叠加在虚拟机模板的 DNS 地址之后，所以虚拟机中的主

DNS 地址是模板中的 DNS 地址，若虚拟机模板中未设备 DNS 地址，则备 DNS 地址为指定的主

DNS 地址。 

解决方法：若需要手工指定虚拟机的 DNS 地址，请不要在制作虚拟机模板时配置 DNS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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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为什么会出现云桌面中的软件没有权限访问或快捷方式失效的问题？ 

问题原因：软件的安装目录不在公共目录，比如 C:\program file 目录，而是在安装在当前用户的

profile 目录下，即 C:\users\${username}目录下。而授权用户为 Remote Desktop Users 分组，无

法访问用户的 profile 目录。 
解决方法：建议管理员在制作模板时注意软件的安装目录是否为 profile 目录，如果发现是 profile
目录，则需要手动将安装目录改为公共目录，比如 C:\program file 目录。 
或将授权用户划分为 administrators 分组，administrators 分组可访问其它用户的 profile 目录。 

1.4.4  64 位的 Linux 操作系统无法运行 Agent，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由于 Agent 是 32 位，如果需要在 64 位 Linux 系统下运行 32 位程序，就需要安装

xulrunner.i686 和 libXtst.i686。 

解决方法：安装 xulrunner.i686 和 libXtst.i686 。 

1.5  虚拟机异常问题 

1.5.1  正常运行状态的虚拟机加入到桌面池后，状态变为异常，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虚拟机加入桌面池后会进行心跳检查，当 Broker 连续 3 次未收到 Agent 上报的虚拟机

心跳时，虚拟机状态会异常。 

解决方法： 

(1) 检查虚拟机中是否安装 Agent； 

(2) Agent 设置的地址是否为 Broker 的 IP 地址； 

(3) Agent 服务是否启动； 

(4) 虚拟机网络与云桌面管理平台是否连通。 

1.5.2  当客户端与云桌面池管理平台观察云桌面状态为异常，通过控制台打开云桌面显示为

蓝屏界面，如何解决？ 

解决方法： 

(1) 通过日志提示，检查虚拟机是否通过 H3COptTools 进行过 RDP 补丁升级，如未升级进行升

级修复。 

(2) 收集操作系统的 dump 日志分析。系统默认 dump 文件为“核心内存转储”，文件路径为

“%SystemRoot%\MEMORY.DMP”。 



6 

图1-1 核心内存转储文件 

 

 

dump 文件被修改为“小内存转储”时，文件路径在“%SystemRoot%\Minidump”。 

图1-2 小内存转储文件 

 

 

若是系统蓝屏后，重启无法恢复正常启动。将虚拟机关机并将虚拟机的 C 盘挂着到正常的虚

拟机上进行 dump 文件拷贝。 

若是动态桌面蓝屏，将该虚拟机通过克隆的方式克隆出一份静态桌面进行 dump 收集。 

(3) 如果操作系统中没有 dump 日志，需要进一步检查蓝屏的时间段服务器 CPU 和内存利用率是

否过高，以及存储是否在进行大量 I/O 读写，如果 CPU、内存、存储比较繁忙，需要对资源

进行评估。若是正常使用中频繁出现蓝屏，需要添加服务器、存储等硬件来缓解资源；若是部

署阶段出现蓝屏，待存储空闲或服务器 CPU 和内存利用率下降后再次部署；若是并发启动出

现蓝屏，可通过“计划任务”进行分批次，分时间段进行并发启动任务。 

1.5.3  虚拟机在客户端与桌面池的状态显示为异常。通过 CAS 的控制台打开虚拟机显示为黑

屏，如何解决？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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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是通过 CAS 控制台查看虚拟机，移动鼠标观察黑屏画面没有鼠标光标，并且通过键盘热键

也没有任何反应，状态表现像是死机。此时需要通过 CAS 的虚拟机监控观察虚拟机历史资源

使用情况，分析黑屏时间段的 CPU、内存、磁盘 IO 等性能指标是否异常。如有异常是内存

一直保持 100%状态，可能是系统内某个软件内存泄露引发导致。强制关机启动该虚拟机多

次，至虚拟机正常启动，对安装软件逐项拷机测试观察哪个软件导致的内存泄露，将其卸载

即可。 

(2) 若是通过 CAS 控制台查看虚拟机，移动鼠标观察黑屏画面有鼠标光标移动。此时需要确认是

否在虚拟机内执行过《win7 优化脚本.txt》。如果确实执行过，此问题可能是虚拟机异常重

启后引导到了“故障恢复”画面，而因为脚本优化了开机启动画面项导致虚拟机显示是黑屏。

实际虚拟机因为无法通过“故障修复”而卡在这个阶段。修复方法： 

a. 强制关机启动该虚拟机多次，至虚拟机正常启动。 

b. 在虚拟机系统的 cmd 内输入“bcdedit /set bootux standard”修复启动画面。 

c. 在虚拟机系统的 cmd 内输入“bcdedit /set {current} bootstatuspolicy ignoreallfailures”禁用

开机引导修复，防止卡在 “故障修复”过程。 

1.5.4  使用客户端连接 win7 系统云桌面时连接失败,此时通过 mstsc 远程连接该桌面时,提示

凭证无法工作,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在云桌面操作系统中安装一系列软件（比如杀毒软件等）导致注册表中值被修改，无法

连接云桌面。 

解决方法：在云桌面操作系统中的开始处的搜索框中输入 regedit.exe，打开注册表。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t\Terminal 
Server\WinStations\RDP-Tcp 

中将 SecurityLayer 的值由 1 改为 0，重启云桌面或者在云桌面 cmd 命令框中执行 gpupdate /force
使组策略生效，再次通过 mstsc 连接云桌面查看是否解决该问题。 

1.5.5  用户使用云桌面时，管理员在后台对该云桌面在线快照，快照结束后，可能会导致图

像崩溃，需要重新连接才能恢复。 

使用建议：在用户使用云桌面期间对云桌面进行快照，会出现卡顿，图像崩溃等问题，建议管理员

避免在用户使用云桌面时对云桌面进行快照。以免对用户造成不愉快的使用体验。 

1.6  用户及用户权限相关问题 

1.6.1  当域用户和本地用户有相同登录名时，无法从客户端登录域用户。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当域用户与本地用户有相同登录名时，无论密码是否一样，默认都是按本地用户进行登

录。无法登录域用户。 

解决方法： 当本地用户与域用户登录名相同时，使用域用户登录时需要带上域名，即登录名为“域

名/用户名”。不带域名默认按照本地用户登录；建议保持登录名的唯一性。域用户和本地用户不使

用相同登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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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获取到的用户与用户分组之间的关系与在域控服务器上的对应关系

为什么不一致？ 

问题原因：云桌面管理平台无法获取域控服务器上用户与主分组的关系。在域控服务器中默认

Domain Users 分组为主分组，所有的用户默认都属于 Domain Users 分组，若用户只属于 Domian 
Users 分组，则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该用户获取到的分组为默认分组。若用户属于多个分组时，则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该用户获取到的分组为除 Domain Users 分组外的其它分组。主分组可在域控

服务器中用户属性中修改，一般不建议修改。 

解决方法：建议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中增加域用户时，选择除 Domain Users 分组外的其它分组。 

1.6.3  为什么导入用户失败时，导入文件中的用户分组却被成功创建？ 

问题原因：为了保证导入用户的速度且防止用户分组被重复导入，导入用户时首先导入用户分组，

然后再导入用户，当分组下用户因为不符合条件规范拒绝导入时，此时用户分组已经被导入。该现

象为正常情况。 

1.6.4  当授权用户权限设置为 Administrators 时，若出现授权用户无法连接上云桌面的情况，

如何解决？ 

解决方法：建议更新桌面池的虚拟机模板。制作新的虚拟机模板时，需要在虚拟机的“计算机管理>>
本地用户和组>>组”的配置项的“Remote Desktop Users”组中添加“Authenticated Users”用

户。 

1.6.5  在授权策略模板中更改授权用户的用户权限组，什么时候生效？ 

用户在使用客户端过程中更改授权用户的用户权限组后用户权限不会立即改变，在客户端注销当前

登录后生效。 

1.7  双屏相关问题 

1.7.1  当使用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双屏模式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双屏模式下，通过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并在虚拟机分辨率设置中断开一个屏，此时通过控制台

访问为副屏状态，无法进行管理。 

1.8  升级相关问题 

1.8.1  当客户端和 Agent 并发升级时带宽占满，如何解决？ 

解决方法：在存放客户端和 Agent 升级包的 Web 服务器上做下载速度和并发连接数限制。若 Web
服务器不支持该功能，可使用代理服务器（如 nginx 等）限制单一下载速度和并发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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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3C Cloud 云桌面客户端 

2.1  安装卸载升级等相关问题 

2.1.1  通过 administrator 账户在 Windows10 操作系统中下载并安装云桌面客户端，结果无

法安装，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 

• Windows10 操作系统对于 administrator 账户做了限制。 

• 客户端安装包已被锁定。 

解决方法： 

• 在开始旁边的搜索框中输入 secpol.msc，打开本地安全策略对话框。在“本地策略》安全选

项”对应窗口中双击“用户账户控制：用于内置管理员账户的管理员批准模式”，弹出属性对

话框，勾选“已启用”，单击<确定>按钮。更改完成后需要注销当前账户再次登录即可正常安

装客户端。 

• 右键查看客户端安装包属性，并在属性常规页面勾选“解除锁定”。 

 

2.1.2  在未关闭客户端的情况下，通过控制面板卸载客户端后，发现未关闭的客户端窗口还

能继续使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解决方法：建议用户在卸载客户端之前先关闭客户端。若未关闭客户端直接卸载，遇到上述情况时，

未关闭客户端不会残留卸载文件信息，将其关闭即可，不影响下次安装使用。 

2.1.3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配置 Agent 从低版本升级到 E0201H07 版本，有极低的概率出现

Agent 升级异常，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当 Agent 自动升级时，如果用户在云桌面中打开了 windows 服务管理程序，可能会导致

Agent 卸载异常，升级过程中的 Agent 安装过程无法正常进行，导致 Agent 升级失败。 

解决方法：管理员需要在异常虚拟机中使用 Agent 的 msi 升级包对该服务进行修复。或卸载 Agent
服务重新安装。 

建议配置 Agent 批量升级时选择云桌面关机的时候，在云桌面使用过程中进行 Agent 升级，可能会

出现上述异常。 

2.1.4  为什么无法通过“http://客户端 IP 地址:9001”方式收集客户端日志？ 

问题原因：请查看客户端是否启动，当客户端未启动时会导致 HTTP 服务一起关闭，从而无法收集

日志。 

解决方法：请在客户端启动状态下通过该方式收集客户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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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登录相关问题 

2.2.1  用户登录客户端连接云桌面失败，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 

a. 检查客户端和云桌面的网络连通性。 

b. 检查是否因为用户的密码复杂度不符合虚拟机密码策略的复杂要求，无法在虚拟机上增加

用户信息。 

c. 检查客户端所在的操作系统是否为 Windows Xp 系统，并修改了本地操作系统的本地安全

策略。 

解决方法： 

a. 在客户端使用 ping 命令 ping 云桌面的 ip 地址，若无法 ping 通，请联系管理员处理。 

b. 在客户端修改密码，增加密码的复杂度，修改后再尝试连接登录云桌面。看是否解决问题。 

c. 若是 Windows XP 系统，请修改客户端的管理工具---本地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系统加密选项，将其改为禁用，再尝试连接云桌面。看是否解决问题。 

d. 若上述方法都未解决，请联系管理员处理。 

2.2.2  在域控服务器中修改域用户时勾选“用户不能修改密码”选项，为什么域用户仍可在

客户端修改密码？ 

问题原因：无论在域控服务器创建或修改用户属性时，是否勾选“用户不能修改密码”选项，在 VDI
客户端都能修改用户密码。VDI 不支持域控服务器禁止域用户修改密码的功能。 

2.2.3  在客户端登录页面输入中文用户名，若长时间未正常显示中文，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当出现上述情况时，修改C:\Users\用户名\H3CDClient\Data目录下的GlobalSettings.xml
文件。将文件中的 graphics 值改为<graphics>2</graphics>，重新打开客户端。 

2.3  显示相关问题 

2.3.1  使用客户端设置小工具 ModifyConfig 修改程序字体和显示方式不生效，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 

a. ModifyConfig 工具权限不够，无法写入修改。 

b. 通过 ModifyConfig 工具修改的字体系统不支持。 

解决方法： 

以管理员权限打开 ModifyConfig 工具。或修改操作系统的用户管理权限将其调到最低。具体步骤为

打开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用户账户，在更改用户账户页面，选择更改用户账户控制设置。

在弹出的用户账户控制设置页面中，将其调到“从不通知”项，保存修改。并重启电脑。 

2.3.2  当在显卡具有 DirectX 的终端设备上通过客户端在云桌面中使用 office 2010 全屏放映

PPT 时，出现黑屏现象，如何解决？ 

问题原因：客户端访问云桌面时勾选“视觉样式”效果，会出现全屏放映 PPT 黑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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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建议经常使用 PPT 软件的用户，在客户端的设置页面中不勾选“视觉样式”效果。 

2.3.3  在某些 win7 环境下，用户登录到云桌面中反复点击返回的黑色下拉菜单导致 Client 停
止工作，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一是修改 C:\Users\用户名\H3CDClient\Data 目录下的 GlobalSettings.xml 文件。将文件

中的<graphics>1</graphics>值改为<graphics>0</graphics>，重新打开客户端。 

二是通过 H3CDClient 管理中心修改客户端的绘图驱动类型，将原来的 DirectX 类型修改为 OpenGL
类型，定制出绘图驱动类型为 OpenGL 的定制客户端。 

2.3.4  安装或升级客户端后，发现客户端字体显示异常，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客户端默认字体不适用于当前电脑。可修改客户端显示字体解决问题。 

解决方法：打开客户端后发现部分字体显示异常时，需要先关闭客户端，再修改 C:\Users\用户名

\H3CDClient\Data目录下的GlobalSettings.xml文件，将文件中<clientFont/>标签修改为<clientFont>
字体名称（如“宋体”）</clientFont>。修改完成后保存配置文件，重新打开客户端即可。 

或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ModifyConfig 工具，修改字体设置为其它字体（如“宋体”）后保存配置重新

打开客户端。 

2.3.5  云桌面混合计算定制程序的图标与本地程序的图标不一致，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在定制客户端混合计算程序时未选择图标路径。 

解决方法：使用 H3CDConfiger 程序定制混合计算程序时，选择图标路径为显示图标和程序图标一

致的任意文件。若在定制时未选择图标路标，可通过修改 C:\Program Files (x86)\H3C\H3C Cloud 
Desktop Client\MixCalculate 路径下的 MixCalculateSettings.xml 文件，将文件中<icon>标签中添加

和本地程序的图标一致的文件路径，如<icon>D:\Users\aaa\Desktop\bmw7.max</icon>，举例中

bwm7.max 文件图标与 3ds Max 的程序图标一致，可在云桌面观察到混合计算程序 3ds Max 图标

与本地程序 3ds Max 的图标一致。 

2.3.6  在瘦终端上安装客户端，安装完成后有可能会出现客户端启动有 OpenGL 报错，由于

瘦终端屏蔽掉了本地操作系统，无法进行修改，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当在瘦终端中遇到 OpenGL 错误无法正常启动时，可重启瘦终端进入安全模式，修改

C:\Users\用户名\H3CDClient\Data 目录下的 GlobalSettings.xml 文件。将文件中的 graphics 值改为

<graphics>2</graphics>，重新打开客户端。 

2.3.7  用户使用 VDP 协议连接 Linux 虚拟机后，窗口化显示有可能出现窗口分离，窗口化后

全屏有可能会出现背景分块显示的情况，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当出现窗口分离现象，无需用户操作，稍等片刻即可恢复正常；当出现背景分块现象，

可更换桌面背景或断开重连虚拟机即可恢复正常。 



12 

2.4  使用异常相关问题 

2.4.1  用户在使用客户端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 在连接云桌面的时候不要改变终端设备本地系统的分辨率，否则会造成云桌面窗口频闪的现象。 

• 禁止删除终端设备的用户文件夹即（C:\Users\用户文件夹），否则会造成客户端配置丢失。 

• 用户定制的混合计算程序仅支持在瘦终端模式的客户端中使用。 

2.4.2  使用 VDP 协议连接云桌面的使用限制有哪些？ 

• 调整虚拟机音量时会同步调整终端的音量。 

• 当前不支持的热键有：“Win+Pause Break”。 

• VDP 协议不支持屏幕翻转。 

2.4.3  VDP 协议支持 NAT 吗？ 

目前，云桌面版本暂不支持 NAT。 

2.4.4  通过客户端连接处于关闭状态的虚拟机提示超时，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处于关闭状态的虚拟机启动需要一段时间，启动时间较长时可能会提示超时，此时需等

待虚拟机启动成功后再进行连接。 

解决方法：提示超时后，关闭超时提示框，稍等片刻后再连接即可成功连接虚拟机。 

2.4.5  客户端提示终端服务器超出了最大允许连接数，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当弹出该提示框时，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该提示框，重新连接云桌面即可。 

2.4.6  客户端使用 RDP 连接云桌面时，提示“由于终端连接目前正在忙于处理一个连接，断

开连接 复位或删除操作，无法完成该请求的操作。将创建一个新会话。”，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当弹出该提示框时，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该提示框，重新连接云桌面即可。 

2.4.7  用户在虚拟机中修改屏幕为纵向、横向（翻转）、纵向（翻转）时，无法保存配置，

是什么原因？ 

问题原因：虚拟机不支持修改屏幕设置。 

解决方法：请避免修改屏幕的操作。不影响正常使用。 

2.4.8  使用 RGS 协议连接时，出现协议崩溃、客户端异常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问题原因：一：使用 RGS 协议连接过程中，该授权用户被管理员强制解除授权； 

二：在使用 RGS 协议连接虚拟机的同时，通过别的客户端使用 RDP 协议连接同一虚拟机。 

解决方法：避免以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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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使用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时出现连上后异常断开的现象，且发现 C:\Users\用户名

\H3CDClient 路径下生成 H3CVDP.dmp 文件，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终端操作系统与显卡驱动兼容性不好。  

解决方法：退出客户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ModifyConfig 工具，修改显示方式为“GDI （适用于

Windows XP 版本的实体机环境）”，保存后打开客户端即可正常使用。 

2.4.10  使用 RDP 协议连接虚拟机，客户端启用本地磁盘映射后如果出现磁盘映射不成功，

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若出现磁盘映射不成功的现象，可将本地磁盘和可移动存储设备中的选项全部勾选即可

正常使用。 

2.4.11  虚拟机内鼠标形状及大小与终端不一致时，当鼠标移至 toolbar 时，鼠标类型变成终

端上的鼠标形状，当再次切入到虚拟机时，发现鼠标还是终端上的鼠标的形状，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单击虚拟机开始按钮，在系统搜索框中单击一下，即可恢复成虚拟机上的鼠标形状。建

议虚拟机与终端的鼠标形状与大小保持一致。 

2.4.12  当虚拟机由于所在 CVK 变化导致云桌面连接中断，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当连接虚拟机失败后，手动单击刷新按钮，然后重新尝试双击对应虚拟机进行连接。 

2.4.13  Agent 异常造成虚拟桌面中操作菜单重启操作不生效，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可使用操作菜单中的断电重启功能重启虚拟桌面。断电重启操作与 Agent 无关。 

2.4.14  客户端连接虚拟机时一直提示“正在改名或加域”，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虚拟机加域时出错。 

解决方法： 

(1) 管理员在管理平台上通过控制台连接虚拟机。 

(2)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与安全->系统”，检查当前的计算机名、计算机全名以及域信息是否正

常，若不正常，单击<更改设置>按钮，在“系统属性->计算机名”对话框中单击<更改>按钮。 

(3) 在计算机名/域更改对话框中重新加域或修改现有设置，确保计算机名和域名正确。单击<其他>
按钮，在 DNS 后缀和 NETBIOS 计算名对话框中“此计算机的主 DNS 后缀”与“域”保持一致，

勾选“在域成员身份变化时，更改主 DNS 后缀”。 

2.4.15  管理平台启用 VDP 剪切板双向映射后，用户从终端向虚拟机拷贝文件失败，该怎么

解决？ 

问题原因：虚拟机登录用户不在 Administrators 用户权限组。 

解决方法：若用户需要使用 VDP 剪切板双向映射功能，请在授权策略中修改用户权限组为

“Administrators”。应用修改后的授权策略，重新登录客户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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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  客户端首次登录个人磁盘后立即断电重启，再次登录个人磁盘时耗时 5 分钟左右才能

正常登录，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原因：首次挂载个人磁盘立即断电重启，会导致磁盘缓存未写入到系统，重启后磁盘不能被操

作系统识别，需等待一段时间后才能被正常识别。 

解决方法：首次登录个人磁盘时建议不要立即断电重启。 

2.5  混合计算及重定向相关问题 

2.5.1  云桌面中不支持级联重定向，具体的情况有哪些？ 

一是重定向到云桌面中的设备只允许在一个云桌面中使用。二是若在第一个云桌面中安装并使用客

户端连接第二个云桌面，设备只能重定向到第一个云桌面中，无法重定向到第二个云桌面中。 

2.5.2  混合计算定制在云桌面上的程序，对于某些格式的文件无法打开，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该程序是一组程序套件，其中会包含多个 exe 程序，且每个 exe 支持一定格式的文件。

如果在定制客户端时，只选择其中一个 exe 程序进行定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解决方法：用户如果希望将安装的一组程序套件定制为混合计算时，必须将该程序套件支持的所有

文件格式的 exe 均定制为混合计算应用。  

2.5.3  用户使用云桌面过程中，若将已映射的 U 盘等设备与 USB 鼠标互换端口，为什么会发

现鼠标在短暂时间内不能使用？  

问题原因：当已映射的 U 盘的设备与鼠标互换端口时，之前连接 U 盘的端口已被映射，插入鼠标后，

驱动的端口会自动重连将鼠标映射到云桌面。等待片刻后，客户端会自动取消鼠标映射。鼠标即可

正常使用。 

2.5.4  瘦终端安装定制混合计算的客户端后，通过 H3C CloudUser 用户访问客户端并连接虚

拟桌面，之后注销用户，切换到 administrator 账号，为什么会发现瘦终端本地磁盘不可见？ 

问题原因：瘦终端版客户端定制混合计算后，会自动隐藏瘦终端本地的本地磁盘，此时切换为

administrator 用户后，本地终端的硬盘仍处于被隐藏状态，所以会发现找不到本地磁盘，用户可手

动输入路径访问本地磁盘。 

2.5.5  在使用云桌面过程中混合计算应用无法向混合计算映射磁盘保存文件，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当前使用用户没有权限访问混合计算映射磁盘。 

解决方法：建议管理员在制作虚拟机模板时，在所有磁盘属性中添加“everyone”用户，并授予该

用户写入权限。 

2.5.6  当在 Windows XP 系统的瘦客户端连接 Windows XP 系统的云桌面时，出现映射磁盘

为不可读文件且无法访问的情况，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当出现此类问题后，重启虚拟机，即可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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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启用磁盘映射且客户端启用共享磁盘功能时，当虚拟机激活期限已

过，发现共享本地磁盘失败，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请断开虚拟机并重新连接云桌面即可。 

2.5.8  管理平台已配置好 USB 重定向后，通过客户端连接云桌面后发现 USB 重定向失败，

对应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 请先断开云桌面后重新连接，再次查看 USB 设备是否可以重定向成功。 

• 若不成功，请查看云桌面的设备管理器中改设备组的属性信息。 

 设备显示黄色叹号，右键查看属性显示“Windows 无法加载这个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驱

动程序可能已损坏或不见了。（代码 39）”。该问题是由于云桌面设备驱动有问题，请联系

管理员更新驱动程序。 

 设备显示黄色叹号，右键查看属性显示“由于设备驱动程序的前一个实例仍在内存中，

Windows 无法加载这个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代码 38）”。该问题为 Windows 操作系统

已知 bug，请重启云桌面。 

 设备显示黄色叹号。右键查看属性显示设备被禁用（代码 22），请重启云桌面。 

• 若云桌面设备管理器中不显示该设备，请查看终端本地的设备管理器。 

 “Vdi Usb Stub”或“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等显示向下的黑白箭头，右键查看属性显示

“该设备已被禁用”。请右键重新启用设备。 

 “Vdi Usb Stub”显示黄叹号，右键查看属性显示“这个设备的驱动程序已被禁用，另外

一个驱动程序可以提供这个功能。（代码 32），请右键卸载该设备、刷新设备管理器后重启

终端。 

2.5.9  客户端长时间使用 Flash 重定向播放视频，提示 QtFlashRedirect.exe 内存不足，该怎

么解决？ 

解决方法：可通过在终端上设置系统托管虚拟内存来避免该问题。设置方法如下： 

(1) 右键单击计算机，选择“属性”菜单项，进入“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系统”页面 

(2) 选择“高级系统设置”菜单项，弹出系统属性对话框的“高级”页签。 

(3) 单击性能中的<设置(S)>按钮，弹出性能选项对话框。 

(4) 选择“高级”页签，单击虚拟内存中的<更改(C)>按钮，弹出虚拟内存对话框。 

(5) 勾选“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单击<确定>按钮直至关闭所有对话框。 

(6) 更改完成后重启终端。 

2.5.10  瘦终端长时间休眠会造成重定向到虚拟机的 U 盘无法正常使用，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重启虚拟机后即可正常使用。 



16 

2.5.11  使用 Flash 重定向功能播放对应网页上视频时，单击页面上的按钮后无反应，该怎么

解决？ 

解决方法：Flash 重定向功能会将视频播放器对话框置顶，单击页面上的按钮弹框会被遮挡无法正

常操作，请避免此类操作。 

2.5.12  在虚拟机里未启用视频重定向功能使用暴风影音播放某些片源时，出现卡顿等现象，

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暴风影音自带的解码器对某些片源的解码效果不好。 

解决方法：使用视频重定向功能播放视频，或将暴风自带的解码器换成 ffdshow 解码器。 

2.5.13  客户端定制的混合计算程序的文件，为什么打开方式里推荐是 shortcut.exe？ 

解决方法：混合计算程序实际在终端本地存在的，在虚拟机中均显示为 shortcut.exe，使用该程序

均能打开混合计算的程序文件。 

2.5.14  虚拟机重启或断电重启后未自动映射 U 盘以及偶发性出现 U 盘重定向失败，该怎么

解决？ 

解决方法：当出现上述情况时，请重新拔插 U 盘。 

2.5.15  客户端启用视频重定向后，通过 QQ 影音或暴风影音播放视频开头可能会出现音画不

同步，且快进快退出现短暂黑屏的现象，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视频重定向需要一小段时间做音频同步；快进快退时重定向会重启播放器出现短暂黑屏；

以上为正常现象。 

2.5.16  通过客户端连接虚拟机，虚拟机开机或重启后无法识别终端映射的磁盘，该怎么解

决？ 

问题原因：RDP 协议限制引起的。 

解决方法：检查 RDP 协议版本，确保 RDP 协议版本为 6.3.9600 或以上。然后在客户端断开虚拟

机连接，重新连接即可正常使用。 

2.6  双屏相关问题 

2.6.1  VDP 协议双屏模式下，更换 2 屏为主屏，Toolbar 仍在 1 屏上，该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Toolbar 为本地窗口，不会跟随虚拟机主副屏的变化而变化，该问题为正常现象。 

2.6.2  VDP 协议双屏模式下，在虚拟机中更改屏幕 2 为主屏，拔掉屏幕 1 所连的显示器接口，

再次插上后，主屏仍为屏幕 1，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原因：虚拟机中 VDP 客户端会自动将屏幕分辨率页面中识别到的左边屏幕设为主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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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使用 RDP 协议双屏过程中，拔掉一个终端所连的显示器接口，再次插上后虚拟机变为

窗口化，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RDP 协议不支持连接过程中插拔显示器。请避免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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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是通过CAS控制台查看虚拟机，移动鼠标观察黑屏画面有鼠标光标移动。此时需要确认是否在虚拟机内执行过《win7优化脚本.txt》。如果确实执行过，此问题可能是虚拟机异常重启后引导到了“故障恢复”画面，而因为脚本优化了开机启动画面项导致虚拟机显示是黑屏。实际虚拟机因为无法通过“故障修复”而卡在这个阶段。修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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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虚拟机系统的cmd内输入“bcdedit /set {current} bootstatuspolicy ignoreallfailures”禁用开机引导修复，防止卡在 “故障修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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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在授权策略模板中更改授权用户的用户权限组，什么时候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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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   使用RDP协议连接虚拟机，客户端启用本地磁盘映射后如果出现磁盘映射不成功，该怎么解决?
	2.4.11   虚拟机内鼠标形状及大小与终端不一致时，当鼠标移至toolbar时，鼠标类型变成终端上的鼠标形状，当再次切入到虚拟机时，发现鼠标还是终端上的鼠标的形状，该怎么解决？
	2.4.12   当虚拟机由于所在CVK变化导致云桌面连接中断，该怎么解决？
	2.4.13   Agent异常造成虚拟桌面中操作菜单重启操作不生效，该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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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   管理平台启用VDP剪切板双向映射后，用户从终端向虚拟机拷贝文件失败，该怎么解决？
	2.4.16   客户端首次登录个人磁盘后立即断电重启，再次登录个人磁盘时耗时5分钟左右才能正常登录，这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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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在使用云桌面过程中混合计算应用无法向混合计算映射磁盘保存文件，该怎么解决？
	2.5.6   当在Windows XP系统的瘦客户端连接Windows XP系统的云桌面时，出现映射磁盘为不可读文件且无法访问的情况，该怎么解决？
	2.5.7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启用磁盘映射且客户端启用共享磁盘功能时，当虚拟机激活期限已过，发现共享本地磁盘失败，该怎么解决？
	2.5.8   管理平台已配置好USB重定向后，通过客户端连接云桌面后发现USB重定向失败，对应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该怎么解决？
	2.5.9   客户端长时间使用Flash重定向播放视频，提示QtFlashRedirect.exe内存不足，该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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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勾选“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单击<确定>按钮直至关闭所有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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