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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信息说明

 请按产品使用手册或说明书进行操作。

 请使用配套的电源适配器。如使用未认可或不兼容的电源、充电器、电池，可能会损

坏设备或使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请保持散热孔通畅，切勿将任何物品遮挡住设备的散热孔。

 不要自行拆卸设备。防止儿童在无人监管下使用设备，以避免吞咽小配件。

 保持设备通风、电源插头清洁干燥，如有不正常现象出现（冒烟/声音异常/异味），

请立即断开电源插头。

 终端正常运行时，请不要通过按住电源按钮来硬复原终端。

 关闭终端时，请确保执行完整的关机操作。

 设备及其配件应避免受到强烈的冲击或震动，防止损坏设备及其配件，导致设备故

障。

 产品送修前，请将个人资料、档案另行备份，维修过程中可能会影响资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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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本章包含如下主题：

 前/后视图 2

 左/右视图 4

 上/底视图 5

uSmart D321是一款专为办公场景设计的云终端。该产品支持无线连接、有线连接、HDMI 

高清显示、USB 外设连接，配合中兴通讯 uSmart 云电脑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简洁清

爽、安全高效的办公体验。

uSmart D321产品外观图如图2-1所示。

图2-1 产品外观图

 说明：

uSmart D321产品有多种配置，具体配置以现场实际为准。

2.1 前/后视图

前视图

uSmart D321产品前视图有两种，包括：

 普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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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图2-2 前视图-普通款

 Type-C款

图2-3 前视图-Type-C款

前视图各部件名称以及功能说明参见表2-1。

表2-1 前视图部件说明

序号 名称 说明

1 硬复位孔 必要时，可通过该复位孔对设备进行硬复位。

2 电源按键（指示灯） 连接电源后，可通过该按键给设备上电、开机；上电

后，该指示灯指示设备上电状态。

3 耳机插孔 用于连接耳机。

4 麦克风插孔 用于连接麦克风。

5 USB Type-C 前置USB Type-C，用于连接Type-C接口的设备。

6 USB 3.0 前置USB 3.0接口（×4），用于连接USB外设，如USB键

盘、USB鼠标、U盘等设备。

后视图

uSmart D321产品有两种后视图，包括：

 VGA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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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mart D321 用户指南

图2-4 后视图-VGA款

 DP款

图2-5 后视图-DP款

后视图各部件名称以及功能说明参见表2-2。

表2-2 后视图部件说明

序号 名称 说明

1 电源输入 电源输入接口（DC 12 V），通过配套电源适配器和电

源线缆连接设备和交流电源。

2 USB 2.0 后置USB 2.0接口（×2），用于连接USB外设，如USB键

盘、USB鼠标、U盘等设备。

3 VGA接口 视频接口，通过VGA接口线缆连接显示器等显示设备。

4 RJ45接口 千兆网口，通过网线连接有线网络。

5 HDMI接口 视频接口，通过HDMI接口线缆连接显示器等显示设备。

6 DP接口 视频接口，通过DP接口线缆连接显示器等显示设备。

2.2 左/右视图

左视图

uSmart D321产品左视图如图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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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图2-6 左视图

1. TF卡槽

右视图

uSmart D321产品右视图如图2-7所示。

图2-7 右视图

1. 安全锁孔

2.3 上/底视图

上试图

uSmart D321产品上视图如图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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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上视图

底视图

uSmart D321产品底视图如图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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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图2-9 底视图

1. SSD卡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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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参数

uSmart D321产品参数以及说明参见表3-1。

表3-1 参数说明

参数名 规格参数

CPU Intel J3355 双核2.0 GHz

或

Intel N5095 四核2.0 GHz

内存 2 GB

或

4 GB

操作系统 Linux、Win10

存储 默认： 32 GB，可选：64 GB、128 GB

说明：默认为EMMC，可选为SSD

显示接口 默认：HDMI+VGA

如配置为4核CPU，可选视频接口：HDMI+DP

USB  USB 3.0×4

 USB 2.0×2

网口 1个千兆有线网口

说明：可以选配：WiFi5+BT4.2

音频 双插孔，3.5 mm耳麦插孔

安全锁孔 1个

硬复位孔 1个

重量 ＜500 g

尺寸 125 mm × 113.4 mm × 24 mm（L×W×H）

背挂 支持

说明：默认不配背挂组件

电源 DC 12 V/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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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说明

uSmart D321产品使用场景如图4-1所示。

图4-1 使用场景

使用说明：

1. 使用HDMI/VGA线缆连接显示器。

2. 连接有线键盘和有线鼠标。

 说明：

可搭配蓝牙或无线键盘&鼠标使用，需自备。

3. 使用网线连接有线网络。

4. 使用随产品附带的电源适配器连接电源。

5. 按下电源键启动系统，进入云电脑主页面。

6. 输入账号和密码，登录云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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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首次使用

本章包含如下主题：

 首次开机 10

 连接有线网络 11

 设置云服务器地址 14

 登录云电脑 17

 关闭/重启云终端 18

5.1 首次开机

摘要

首次拿到uSmart D321产品后，需要连接电源和网络，启动完成后进入云电脑登录主页

面，在该页面可登录云电脑，可设置云终端、云服务器、网络等的参数。

前提

已连接电源、显示器、鼠标和网络，具体连接参见“4 使用说明”。

步骤

1. 按下电源键，uSmart D321启动完成后，进入云电脑登录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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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首次使用

图5-1 云电脑登录主页面

序号 名称 说明

1 账号/密码输入区域 输入分配的账号、密码以及动态口令。

说明：密码可选择是否明文/密文显示，单击密码后

的 图标，可切换密码显示方式。

2 登录按钮 输入账号、密码、动态口令后，单击登录按钮，可登

录云电脑。

3 登录方式切换按钮 支持账号/密码或扫码方式登录云电脑。

说明：中兴uSmartView云电脑支持扫码方式登录，具

体以现场实际为准。

4 电源管理按钮 关闭或重启云终端uSmart D321。

5 网络按钮 设置云服务器参数、显示网络连接状态。

6 换肤按钮 更换登录页面的背景皮肤图片。

7 设置中心按钮 进入设置中心，设置终端参数。

8 时间区域 显示当前时间、日期。

5.2 连接有线网络

摘要

uSmart D321产品使用有线网络登录云电脑之前，需要执行相应设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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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mart D321 用户指南

 说明：

默认自动获取IP地址。

前提

已使用网线连接有线网络。

步骤

1. 在云电脑登录主页面，单击设置中心按钮，弹出设置中心界面。

图5-2 设置中心界面

2. 单击网络设置按钮，弹出网络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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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首次使用

图5-3 网络设置窗口

3. （可选）在网卡区域，下拉选择对应网卡。

4. 单击配置按钮，激活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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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网络设置窗口-配置

5. 根据需要设置⽹络地址和DNS，单击应用按钮。

5.3 设置云服务器地址

摘要

登录云电脑前，需要设置云服务器地址等相关数据。

 说明：

云服务器默认地址：cloud.zte.com.cn:8443，如不需修改，可跳过；如需要修改，可咨

询相应云电脑运营商获取云服务器地址。

前提

 已提前通过云电脑运营商获取云服务器地址。

 如通过外网接入，需要获取网关地址。

步骤

1. 在云电脑登录主页面，单击网络按钮，弹出网络界面。

14 SJ-20211020141951-001 | 2021-12-17（R1.0）



5 首次使用

图5-5 网络界面-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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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网络界面-外网

2. 根据需要设置网络配置参数，参数说明参见表5-1。

表5-1 网络设置参数

参数 说明

云服务器地址 默认地址：cloud.zte.com.cn:8443，根据实际修改。

网络类型 选择终端连接云电脑使用的网络类型。

 内网

 外网

网关地址 可手工输入指定网关地址。

说明：网络类型设置为外网时，显示网关地址区域。

网关选择 a. 单击更换网关，弹出网关列表窗口。

b. （可选）单击测试按钮，测试与网关的连接情况。

c. 选择指定网关，返回网络界面。

说明：网络类型设置为外网时，显示网关选择区域。

3. 单击云电脑主页面其他区域，完成云服务器设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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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首次使用

相关任务

单击更多网络配置按钮，进入网络设置界面，具体操作参见“5.2 连接有线网络”。

5.4 登录云电脑

摘要

连接电源和网络后，按下电源键，uSmart D321开机并进入登录界面。登录后，进入云资

源池页面。在云资源池页面，可查看已有的云电脑信息。

 说明：

登录界面支持账号/密码或扫描登录，具体以现场实际为准。

 说明：

如用户账号下只有一个云电脑，登录云电脑后自动进入桌面内。

步骤

1. 在云电脑登录主页面，输入账号、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云电脑。

图5-7 云资源池页面

序号 名称 说明

1 电源管理按钮 关闭或重启云终端uSmart D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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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说明

2 退出登录按钮 单击该按钮，可退出云电脑登录，返回登录主页

面。

3 网络按钮 设置云服务器参数、显示网络连接状态。

4 切换皮肤按钮 更换登录页面的背景皮肤图片。

5 刷新按钮 刷新登录后的界面。

6 设置中心按钮 进入设置中心，设置终端参数。

5.5 关闭/重启云终端

摘要

在云电脑登录界面，对uSmart D321产品执行关机或重启操作。

步骤

1.
在云电脑登录主页面，单击电源管理按钮 ，弹出快捷菜单。

2. 根据需要，执行相应操作。

如果… 那么…

关闭云终端 选择菜单关机。

重启云终端 选择菜单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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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级管理

本章包含如下主题：

 设置显示器分辨率 19

 设置双屏复制 19

 设置双屏扩展 20

6.1 设置显示器分辨率

摘要

云电脑支持自适应显示器分辨率，如果有分辨率不符合需求时，可手工调整显示器分辨

率。

步骤

1. 在云电脑登录主页面，单击设置中心按钮，弹出设置中心界面。

2. 单击显示设置，弹出显示设置窗口。

图6-1 显示设置-分辨率

3. 在分辨率框中下拉选择对应的分辨率。

4. 单击确定按钮。

6.2 设置双屏复制

摘要

云电脑支持双屏，打开双屏功能后，uSmart D321可同时连接两个显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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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屏复制模式下，两个显示器显示内容完全相同。

前提

 云电脑已打开双屏功能。

 已连接两个显示设备。

步骤

1. 在云电脑登录主页面，单击设置中心按钮，弹出设置中心界面。

2. 单击显示设置按钮，弹出显示设置窗口。

图6-2 显示设置窗口

3. 在显示模式框中下拉选择复制。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双屏设置。

6.3 设置双屏扩展

摘要

云电脑支持双屏，打开双屏功能后，uSmart D321支持连接两个显示设备。

双屏扩展模式下，两个显示器显示内容完全不同。

 说明：

双屏扩展时，uSmart D321会保证自动适应最佳的分辨率，如需要手动设置，可参考“6.1

设置显示器分辨率”操作。

前提

 云电脑已打开双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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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级管理

 已连接两个显示设备。

步骤

1. 在云电脑登录主页面，单击设置中心按钮，弹出设置中心界面。

2. 单击显示设置按钮，弹出显示设置窗口。

图6-3 显示设置-扩展

3. 在显示模式框中下拉选择扩展。

4. 勾选设置主显示器，在显示器选择主显示器、副显示器，设置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双屏

的显示方向。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双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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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云电脑操作

本章包含如下主题：

 工具栏说明 22

 设置首选项 22

 强制重启云电脑 24

 断开与云电脑连接 25

 检测网络 26

7.1 工具栏说明

通过uSmart D321登录云电脑后，在云电脑桌面中将鼠标移至顶部中央处，自动弹出云电

脑工具栏。

图7-1 工具栏

按钮名称 说明

Ctrl+Alt+Del 系统组合键。根据操作系统不同，名称会有所不同。

首选项 进入首选项界面，具体操作参见“7.2 设置首选项”。

设备 进入设备管理界面，可查看当前USB设备信息。

网络检测 检测云终端与云电脑服务器之间的网络情况，查看网络质量统

计数据。

重启 强制重启云电脑。

断开 断开与云电脑桌面的连接，进入云资源池页面（如图5-7所

示）。

7.2 设置首选项

摘要

首选项功能包括画质设置、自动重定向开关、反馈故障以及查看版本等功能。

步骤

1. 在云电脑的工具栏中，单击首选项按钮，弹出首选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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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云电脑操作

图7-2 首先项窗口

2. 根据需要执行相应操作。

如果… 那么…

自动重定向USB设备 a. 在常规页签，单击自动重定向USB后的开关，打开自动重定向开

关。

b. 在终端上插入USB设备（如U盘）。

c. 登录云电脑，USB设备自动重定向至云电脑桌面。

用户可以在云电脑桌面中使用插在终端上的USB设备。

根据当前环境设置云电脑

桌面画质

在常规页签，在画质框中下拉选择对应画质。

一键上报故障信息 a. 切换到帮助与反馈页签。

b. 在上报区域，选择问题类型，单击上报按钮。

查看报障联系方式 a. 切换到帮助与反馈页签。

b. 在获取帮助区域查看报障电话和报障邮箱。

通过报障电话或报障邮箱获取帮助。

查看云电脑客户端版本信

息

a. 切换到关于页签。

b. 查看当前版本信息。

如果有可升级版本，单击升级按钮，可升级客户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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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强制重启云电脑

摘要

在桌面卡死等异常情况下，可执行强制重启云电脑操作。

 说明：

正常情况下请使用操作系统的重启功能。

前提

已登录云电脑。

步骤

1. 在云电脑的工具栏中，单击重启按钮，弹出重启提示窗口。

2. 单击确定按钮，重启云电脑。

相关任务

1. 进入云资源池页面，在云电脑列表区域，单击待重启云电脑下的三角图标，弹出快捷

菜单。

图7-3 重新启动菜单

2. 选择快捷菜单重新启动，弹出重启提示窗口。

3. 单击确定按钮，重启云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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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云电脑操作

7.4 断开与云电脑连接

摘要

当完成操作，不需要关闭云电脑操作系统，可直接断开与云电脑的连接。

 说明：

断开与云电脑桌面连接后，可再次进入；如果有多个云电脑桌面，可切换到其他云电脑桌

面。

步骤

1. 在云电脑工具栏中，单击断开按钮，断开与云电脑的连接，返回云电脑登录界面。

相关任务

1. 在云电脑的工具栏中，单击断开按钮，断开与云电脑连接，返回登录云资源池页面。

图7-4 云资源池页面

2. 根据需要执行相应操作。

如果… 那么…

查看云电脑信息 在云资源池界面，可查看云电脑的类型、名称等信息。

切换云电脑桌面 如果用户有多个云电脑，可在云电脑列表中选择对应云电脑，单击连接

按钮，进入对应云电脑桌面。

返回登录主页面
单击退出登录按钮 ，返回登录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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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检测网络

摘要

登录云电脑后，检查云终端与云电脑服务器之间的网络具体情况和网络质量统计数据。

相关信息

当前网络较差时，通过两个地方变化来提醒用户：

 工具条变色提醒用户：工具条下拉按钮在常态和红色态来回闪烁。

 网络监测按钮上方闪烁红色圆点提醒用户：圆点闪烁两次后，停止闪烁，停留在红色

圆点状态。

步骤

1. 在云电脑工具栏中，单击网络检测按钮，弹出网络检测窗口。

图7-5 网络检测窗口

2. 可根据需要执行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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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云电脑操作

如果… 那么…

查看当前连接状态 在连接状态区域，可查看当前云终端与服务器之间的网络状态

（蓝色：正常、黄色：一般、红色：差）、当前网络时延、当

前网络丢包情况。

查看当前IP 单击IP详情按钮，弹出IP详情窗口，可查看终端的当前IP。

切换连接 单击切换连接按钮，可将当前连接在TCP、UDP两种连接之间切

换。

说明：不建议切换，请谨慎执行。

查看质量统计 在质量统计区域，可查看当前网络的实时波动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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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管理

本章包含如下主题：

 云终端操作无响应 28

 云电脑操作无响应 28

 云电脑操作卡顿 29

 云电脑连接失败 29

 云电脑影音播放无声音 30

8.1 云终端操作无响应

若云终端因异常原因导致操作无响应，请参考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

1. 重新插拔USB鼠标和键盘，检查操作是否恢复正常。

2. 长按云终端电源5秒强制关闭云终端。

3. 启动云终端，检查操作是否恢复正常。

8.2 云电脑操作无响应

步骤

1. 检查云电脑网络稳定性。

若网络异常中断，可导致云电脑操作无响应，网络中断超时后，系统会自动退出当前

云电脑，待网络恢复后，再重新登录到云电脑。

图8-1 云电脑操作无响应

2. 若网络状态正常，且云电脑操作无响应。

a. 返回登录界面，在对应云电脑处下拉选择快捷菜单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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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管理

 说明：

如无法重启，可联系管理员后台重启。

b. 在云终端登录界面单击重启按钮，选择重启终端。

c. 待云电脑和云终端均重启完成后，重新操作登录云电脑。

8.3 云电脑操作卡顿

步骤

1. 检查云电脑网络稳定性。

a. 将鼠标移动到最上端，跳出工具栏。

b. 单击网络检测按钮，弹出网络检测窗口。

c. 检查网络延时是否过大，网络丢包率是否过高；例如网络延时大于100 ms。丢包率

大于10%。

图8-2 检查网络延时

2. 检查云电脑进程使用是否正常。

a. 在云电脑内调出任务管理器（Ctrl+Alt+Del）窗口。

b. 查看云电脑CPU使用率及内存使用率是否过高，若有进程的CPU或内存占用过高，请

关闭进程对应的应用程序。

8.4 云电脑连接失败

步骤

1.
在登录主页面上，单击设置中心按钮 ，弹出设置中心窗口。

2. 选择菜单网络设置，查看当前网络状态是否正常。

如果网络状态异常，处理网络异常问题。

3. 查看网络配置是否正常。

4.
在登录主页面上，单击网络按钮 ，弹出网络窗口。

5. 根据登录网络，修改当前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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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通过内网登录 修改云服务器设置。

通过外网登录 修改网络类型、云服务器、网关地址设置。

8.5 云电脑影音播放无声音

步骤

1. 检查云电脑虚拟机声音设置是否正常。

2. 检查终端声音设置是否正常。

a.
在登录主页面上，单击设置中心按钮 ，弹出设置中心窗口。

b. 选择菜单声音设置，进入声音设置界面。

c. 检查扬声器及麦克风是否设置为静音，扬声器及麦克风音量设置是否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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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害物质说明

为了减小环境污染、保护地球，特声明由中兴通讯生产的uSmart D321产品在以下物质含

量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SJ/T 11364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

识要求。

该声明基于目前所了解的知识。由于使用条件无法控制，中兴通讯对该信息的使用不做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具体有害物质，可参见下表。

表9-1 有害物质说明表

部件名称 铅 汞 镉 六价

铬

多溴

联苯

多溴

二苯

醚

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

基）酯

邻苯二甲

酸苄基酯

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

邻苯二甲

酸二异丁

酯

PCBA主板 ○ ○ ○ ○ ○ ○ ○ ○ ○ ○

金属配件 ○ ○ ○ ○ ○ ○ ○ ○ ○ ○

外壳塑胶及

部件

○ ○ ○ ○ ○ ○ ○ ○ ○ ○

电源适配器 × ○ ○ ○ ○ ○ ○ ○ ○ ○

包装材料及

组件

○ ○ ○ ○ ○ ○ ○ ○ ○ ○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注：

 本表显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供应的本型号产品可能包含这些物质，但这些信息可能随着技术发

展而不断更新。

 注意：本品标有“×”的原因是：现阶段没有可供替代的技术和部件。

 本表中部件定义的解释权归属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为本型号产品的产品环保使用期限标志，某些可更换的零部件会有一个不同的产品环保

使用期（例如：电池单元模块）贴在其上。此产品环保使用期限只适用于产品是在产品手册中所规定

的条件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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