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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文档介绍 H3C Cloud Desktop-E 常见故障的诊断及处理措施，本文档适用于 H3C Cloud 
Desktop-E E0104 及以后版本。 

1.1  故障处理注意事项 

 

建议您在完成 H3C Cloud Desktop-E 安装及配置后，系统正常运行时，及时保存并备份 H3C Cloud 
Desktop-E 目录 ，以便出现故障后及时恢复。 

 

在进行故障诊断和处理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当出现故障时，请尽可能全面、详细地记录现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收集信息越

全面、越详细，越有利于故障的快速定位。 
 记录您所使用的 H3C Cloud Desktop-E 版本。 

 记录具体的故障现象、故障时间、配置信息。 

 记录完整的网络拓扑，包括组网图、端口连接关系、故障位置。 
 记录现场采取的故障处理措施及实施后的现象效果。 

• 故障处理过程中，如需更换程序文件或安装补丁，请参考软件对应的版本说明书，确保兼容性。 

• 诊断和处理故障人员必须详细了解软件运行机制，并能熟练操作软件及其所依赖的程序和系统。 

1.2  故障处理求助方式 

当故障无法自行解决时，请准备好设备运行信息、故障现象等材料，发送给 H3C 技术支持人员进

行故障定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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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管理平台故障处理 

2.1  H3C Cloud Desktop-E管理平台访问故障 

2.1.1  故障描述 

IDV 管理平台无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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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管理平台服务可能未正常启动。 

故障处理方法： 

(1) 检查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是否正常启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如下图所示，登录到管理平台所在服务器，通过如图命令查看服务是否正常运行。 

 
b. 如下图所示，检查 portal 相关进程和 service 相关进程是否正常运行，正常运行状态会显示

Running，否则为进程启动异常。  

 

(2) 如果有进程启动异常，管理平台会自动重启相应服务，在浏览器再次访问查看效果。 

(3) 如果依然无法访问，请联系开发人员具体定位解决。 

2.2  H3C Cloud Desktop-E启动后能访问登录界面，但无法登录成功 

2.2.1  故障描述 

H3C Cloud Desktop-E 启动后，能访问管理平台登录界面，但无法登录管理平台。 

2.2.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管理平台后台启动异常。 

故障处理方法： 
(1) 清除管理平台浏览器缓存。 

(2) 重新启动 IDV 管理后台，再次登录。 

(3) 如果以上方法不能解决问题，请联系开发人员具体定位解决。 

2.3  管理平台点击关机终端操作后，刷新管理平台页面，显示终端依然在

线 

2.3.1  故障描述 

管理平台点击关机终端操作后，刷新界面，管理平台显示的终端状态依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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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管理平台获取终端状态的数据更新需要一定时间。 

故障处理方法：稍等片刻再次刷新界面即可。 

2.4  H3C Cloud Desktop-E管理平台上传镜像异常 

2.4.1  故障描述 

H3C Cloud Desktop-E 管理平台点击上传镜像，提示上传失败。 

2.4.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存放镜像文件的服务器磁盘空间已满。 

故障处理方法：登录到存放镜像文件的服务器查看磁盘空间使用情况，删除不必要的镜像文件。查

看磁盘空间使用情况如下图所示。 

 

2.5  H3C Cloud Desktop-E云盘无法正确挂载 

2.5.1   故障描述 

H3C Cloud Desktop-E 客户端虚拟机云盘无法正确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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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故障处理步骤 

在管理平台先添加授权后再使用云盘。 

 

 

3 终端故障处理 

3.1  终端使用32位Windows系统情况下键盘使用异常 

3.1.1  故障描述 

在终端进入 32 位 Windows 系统后，键盘输入信息时没有反应。  

3.1.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32 位 Windows 系统目前不支持 USB3.0。 

故障处理方法： 

(1) 在终端盒子上重新插拔键盘。 
(2) 将键盘 USB 接口插入到 USB2.0 接口。 

3.2  终端界面显示在线，管理平台无法看到终端 

3.2.1  故障描述 

终端界面下可以看到终端在线状态，管理平台下终端列表中无法看到终端。 

3.2.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 
• 可能是终端和 IDV 管理平台网络不通。 



5 

• IDV 管理平台误删了终端。 
故障处理方法： 

(1) 对于网络不通查看终端网络，通过 IDV 管理平台 Ping 终端 IP 查看是否能 Ping 通，并检查相

关网络连接。测试网络连通情况命令如下图。 

 

(2) 对于误删终端操作，需要手动关闭终端，并再次手动启动终端，当终端进入待确认状态后在

IDV 管理平台点击确认。 

3.3  管理平台关闭终端后，再对终端做其他的操作没有反应 

3.3.1  故障描述 

管理平台对终端进行关机操作后，再对终端做其他操作时，终端没有反应。 

3.3.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关闭终端后，终端已经进行了物理关机，再对其操作无法响应。 
故障处理方法：手动再次物理开启终端盒子。 

3.4  首次开启终端注册失败 

3.4.1  故障描述 

首次开启终端进行到注册步骤时，注册失败。 

3.4.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注册服务器后台没有正常启动。 

故障处理方法： 
(1) 重新启动终端注册对应的服务器。 

(2) 检查云桌面管理平台服务是否正常启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如下图所示，登录到管理平台所在服务器通过如图命令查看服务是否正常运行。 

 
b. 如下图所示，检查 portal 相关进程和 service 相关进程是否正常运行，正常状态会显示

Running，否则为进程启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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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有进程启动异常，管理平台会自动重启相应服务，重启后再次注册终端查看效果。 

(4) 如果依然无法注册，请联系开发人员具体定位解决。 

3.5  首次开启终端，下载镜像后，进入安装系统阶段长时间黑屏 

3.5.1  故障描述 

首次开启终端，下载镜像后进入到系统安装阶段，终端卡死在黑屏状态无法进行下去下。 

3.5.2  故障处理步骤 

故障可能原因：通常在客户端第一次登录时，单点登录需要在 Windows 虚拟机创建新用户并实现

云盘自动挂盘，因此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故障处理方法：请耐心稍等片刻，如果依然一直停留黑屏界面，请联系开发人员具体定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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