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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硬件网络环境要求

1.1、云图管家服务器配置及网络环境建议：
软件 1、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03、2008 或以上；

2、数据库系统：MS SQL Server2000 或以上，FB 等；

3、浏览器：MS IE6.0 以上；

4、建立安装服务器安全狗（防病毒、防攻击、云备份）

硬件 1、内存：4G 内存或以上；

2、硬盘：1-12T 以上硬盘空间（根据企业点数、文件容量、备份容灾、时间规划配置），

硬盘转速一般为 7200 转，建议提高速度配置 15000 转的；

3、CPU:Intel@ Xeon（至强）处理器 2.2G 或以上（推荐双核、四核 CPU）；

4、网卡：100M 网卡，最好 1000M 网卡；

5、路由器：企业级路由器，支持 1000M 网卡；

6、防护墙：企业级防护墙。

网络要

求

1、网络畅通，服务器文件夹能共享到客户端；

2、固定 IP,最好支持远程，远程支持浮动 IP，有企业级 VPN 最好，可以支持远程应用；

3、网卡支持 100-1000M 主干；

4、网络最好配置专业的杀毒软件；

5、网线一般为 5 类，建议配置 6 类线或超 6 类线。

备份措

施

1、软件提供定时增量海量文件本地局域网、异地广域网备份功能；

2、服务器硬盘做 RAID 磁盘阵列备份，需要服务器提供商做；

3、专业的服务器系统、文件、数据库备份容灾解决方案，可以咨询我们。

硬 件 服

务 器 参

考

1、硬件服务器价位预算：1-15 点： 4000RMB-15000RMB；15-30 点： 15000RMB-30000RMB;

2、服务器专业硬盘：1T 大约 1500 左右；

3、 100 点以上建议配置 2 台以上服务器做负载均衡或服务器+存储模式；

4、推荐品牌：国产浪潮、联想等品牌，国外：DELL、惠普、IBM 等品牌；

5、说明：软件对服务器配置要求不高，服务器只是存储作用，点数少也可以用 PC 做服务器。

1.1、客户端配置建议：
软件 1、操作系统：Windows XP、2000 pro、win7 32 位或 64 位等

2、浏览器：MS IE6.0 或以上

硬件 1、256MB 内存或以上；

2、20G 以上硬盘空间

3、Pentium IV 1G 或以上（推荐使用 Pentium IV 1。8G 以上 CPU）

4、显示器分辨率 1024*768

网络 1、安装 TCP/IP 协议，网络畅通；

2、固定 IP,VPN 可以支持远程访问；

3、只要要求服务器局域网 100M 网络到客户端，1000M 速度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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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软件安装步骤说明

2.1、第一步：操作系统准备；
云图管家服务器操作系统支持:windows server2003,2008 操

作系统.

2.2、第二步：操作系统.NET 环境；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服务端需要 3.0 及以上，2003 需要单独安装，2008 可以在计算机右

键 - 服 务 管 理 器 - 功 能 - 添 加 功 能 里 添 加 .netframework3.0 功 能

2.3、第三步：SQL 数据库安装；
参考 SQL2000,2008 数据库安装说明

2.4、第四步：服务器安装注册；
云图管家服务端安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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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安装之前先安装 sql server （2000/ 2005/ 2008）

双击安装包如下

下一步

接受许可 –下一步

选择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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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选择服务器端安装，（如果是客户端安装，就直接选择客户端安装）下图是服务端的安装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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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sql server 数据库（安装杭谷之前，应该安装好 sql，设置好 sa账户密码）



9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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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耐心等待



11

安装好后桌面会多出一个图标如下

双击该图标 输入用户名 admin 密码是 hgoo 点击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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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

定将下图的服务器机器码提取 ：这串码发给商务，并提供公司名称 点数 授权时间

商务会授权一个 lic的文件过来

点击浏览—
选择 lic授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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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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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即可

服务端的安装和注册完成。

2.5、第五步：服务器配置；

A．文件服务器云盘配置；
服务器 IP地址要固定好。

先在服务器的空间比较大的硬盘出建立一个共享文件夹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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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个文件，例如 hgdb
右键—共享—高级共享

点击高级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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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并确定

测试下刚才建立的共享是否可以访问

开始运行里输入\\计算机 ip或者计算机名回车是否可以访问 hgdb文件夹

如果测试可以访问，请继续下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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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服务的登入方式如下图

开始运行里输入 services.msc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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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下图 H开头的服务

这 2个服务是云图管家的主服务和更新备份的服务

点击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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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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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BAKService服务也按照上述操作设置登入方式

设置完成后，重启 HGVDMService 服务

重新登入云图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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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织架构配置；
点击文档管理模块

如图

下面设置目录结构树

空间分成四类 草稿区 个人区 发布区 回收站

草稿区：文件在定稿之前的历次文稿都称为草稿。草稿区可以设置权限（只读 修改 删除等）

日常工作的过程文件都是存放在此处。可以多个草稿区

个人区：软件会自动按照组织架构建立文件夹的目录结构，自动分配相应人员对应文件夹的

权限，默认所有用户都只能看到自己的文件夹。一个文件服务器只能建立一个个人区

发布区：文件正式定稿的区域，所有的文件都不能只能保存到该区域，只能通过有权限的人

快速升版或者发起发布流程进行审核后归到发布区，在发布区的所有文件都是只读的，不能

直接更改，如果需要修改，必须走快速签出后再发布回来，或者走流程升级。可以多个

回收站：在软件界面上删除的文件或者在虚拟盘里右键选择云盘删除的文件会被隐藏重命

名，只有在回收站的文件列表里看到，有权限的人可以进行彻底删除或者还原。一个文件服

务器只能有一个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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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完成后，重新登入云图管家在文档管理模块可以看到刚才添加成功的空间

C、文件目录树配置；
二级目录可以直接在这里建立如下图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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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权限管理设置；
选择系统管理—权限管理---对应用户 功能权限 设置用户权限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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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文件及文件夹权限设置；
建立好文件夹后分配权限

根据需要给相应的人，相应文件夹，对应的权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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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组织管理建立
删除内置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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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或者保存并继续

可以继续添加

当然也支持批量用户的导入导出功能

先建立相应的部门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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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导出的 excel表格，填写后，保存再导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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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第六步：客户端安装登录使用；
在客户端运行云图管家安装程序

点击下一步

点击浏览，目的文件夹路径修改其它盘，点击下一步



36

选择客户端，下一步

继续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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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安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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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完成

运行软件就可以用客户端的用户名登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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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见问题参考说明

一 T6—PDM虚拟盘无法出现
1、检查文件服务器配置，确认文件服务器的配置无误密码账户都正确

（部分 2008server 服务器电脑安装 sql 2000
数据库需要打数据库 sp4补丁，配置文件服

务器的时候需用计算机名配置服务器地址）
2、检查共享文件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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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属性里加上 everyone的权限

3.共享可访问 权限配置正确 要改本地安全设置

打开组策略 gpedit.msc



41

如果组策略打不开

检查环境变量：

a、点击『开始』菜单

b、点击“控制面板”

c、在“控制面板”中打开“系统”

d、在“系统属性”中点击“高级”标签

e、在“高级”标签页中点击“环境变量”按钮

f、在“环境变量”中的“系统变量”框中的变量名为 Path中修改变量值为：

%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
每个环境变量用分号隔开

二、共享类问题总结：

1、无任何网络提供

服务器访问本机（127.0.0.1）提示如图所示，

1、检查局域网中是否有电脑的计算机名和服务器计算机名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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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享服务器停止了（检查本机或者服务器）共享服务开始运行里输入 services.msc 回车

这 2个服务要已启动，尤其是 server服务。

3检查服务器的工作组和客户端端的工作是否在同一个组里。

2、局域网内局域网用\\计算机名不能访问，用\\ip地址可以访问

1、确定要访问的对象没有防火墙或者防火墙内设置了允许别的计算机访问其共享资源

2、确定本机的防火墙允许了访问共享

3、 这一步就是关键了。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高级-WINS，接下来

的选择启用 LMHOSTS 查找，NetBIOS设置里选择默认或者启用 TCP/IP 上的 NetBIOS；选

项里的可选设置 TCP/IP 筛选-属性选择启用 TCP/IP 筛选（所有适配器），然后下面的点全

部允许。（或者直接这项不启用，一般是启用和全部允许）如图所示

3、共享可以访问，但是进入具体文件夹提示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

1、记住了错误的共享权限，可以通过开始运行里输入 cmd回车后输入 net use * /del
删除已经建立的共享

2、如果客户端保存了记住的账户和密码可以控制面板\用户帐户和家庭安全\用户帐户\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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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器列表中删除账户和密码，重启电脑生效（如果是 xp 系统的话，如图所示控制面

板-用户账户，选中 administrator，

三、杭谷服务启动不了

无法启动 HGVDMService 1053错误

解决办法：

在 IE里的 工具----Internet选项里检查发行商的证书是否吊销 去掉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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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启动 HGVDMService 1069错误（如图所示）

是登入方式的 administrator 的密码错误导致
部分服务器在完成服务端的安装后，在服务管理看到服务无法启动，将其修改成登入方式

修改成 administrator才可以启动

四、T6-pdm注册问题

安装数据库完成后需要检查下企业管理器，看下数据库的项目注册

企业管理器的 SQL Server组 上右击-新建 SQL Server 注册-服务器选(local)-windows

身份验证-下一步直到完成！

注册点击没有反应

检查 C:\HGLogInfo\HGServiceInfo文件夹下的错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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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文字描述：

2008/2005数据库

System.Data.SqlClient.SqlException: 已成功与服务器建立连接，但是在登

录前的握手期间发生错误。在连接到 SQL Server 2005 时，在默认的设置

下 SQL Server 不允许远程连接可能会导致此失败。 (provider: 命名管

道提供程序, error: 0 - 管道的另一端上无任何进程。)

是数据库的不允许远程连接导致，需要在开启数据库的远程连接使用 TCP，ip

协议

2000数据库

错误提示：System.Data.SqlClient.SqlException: 客户端无法建立连接，因为在登录前连接初

始化进程中发生错误。可能的原因包括: 客户端尝试连接的 SQL Server 的版本不受支持;
服务器过忙，无法接受新连接; 或者，服务器上存在资源限制(内存不足或已达到允许的连

接最大数量)。 (provider: 命名管道提供程序, error: 0 - 管道的另一端上无任何进程。)

解决方法：把 TCP/IP协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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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已启用动了后，要重启数据库服务！

2注册文件问题，将厂家发给你的 lic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复制 lic 文件中的内容黏贴到激活

框呢，输入公司名称点击激活。

五、VDM中预览功能和右键菜单不能使用

如果VDM中预览功能不能使用 不可预览文件 那么在安装目录下找到AutoVueX.ocx文件

然后复制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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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路径复制

然后运行 cmd

在此处输入 regsvr32“D:\Program Files\HGVDM\AutoViewer\AutoVueX.ocx”回车即可

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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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6右键注册：

1、先退出 T6-vdm
2、找到 regsvru.bat双击它（安装目录）

六、客户端登入 T6-PDM一直开在登入界面：

检查 C:\HGLogInfo\HGServiceInfo文件夹下的错误日志

杭谷输入注册完成后，输入 admin和密码 hgoo后，服务器上登入一直卡在登入界面

首先要检查登入的日志，日志存放在

C:\HGLogInfo文件下打开其中的当天时间的记事本

如下提示

1、无法加载MyFistCPlus.dll说明是缺少这个文件

2、无 法 启 动 MyFistCPlus.dll 一 般 是 x86 文 件 需 要 手 动 安 装 下

3、检查服务器防火墙和客户端防火墙是否关闭

4、检查 ie 工具-----internet选项 ----高级- 取消客户端的

5、数据库不支持远程连接----需要使得数据库的远程连接的 tcp/ip已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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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据库的备份和还原

2. 数据库备份

3. 数据库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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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客户端登入 T6—PDM后文档管理模块无法显示出树状结构如下图所示

通常有下几种原因

第一服务器端出现上述现象：通常是文件服务器配置中出现错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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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磁盘标记的盘符不能和服务器已有盘符相同

（2）服务器地址可以是计算机名也可以是 ip地址，2008server R2服

务端时候一般采用计算机名才可以解析到!

(3)服务器路径指的是服务器设置的共享文件的磁盘位置，记得

2个反斜杠( backslash '\')

(4)用户名是服务器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开机用户，建议使用

administrator

(5)密码是指的是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开机密码

（*）如果服务器的共享服务停止了也会导致这个情况

共享停止了导致，文档中心消失。

二、下面来分析客户端电脑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如何分析以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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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端是 xp电脑，坚持客户端是否可以访问服务器的共享文档

即正常的在客户端的电脑开始运行里输入如下图

确定

输入 administrator以及服务器的开机密码

可以查看到服务的共享

并且可以正常进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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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示下图所示：

一般这个情况是客户端记住了服务器的上次的密码，或者记住了上次

访问服务器的用户以及密码，

开始运行里输入 control keymgr.dll

清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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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菜单->运行->输入“gpedit.msc”->确定，检查网络访问要以经典-本地用户

共享不能访问的问题这里不做详细介绍了，遇到了，再详细分析，网上也有教程。

三、T6-PDM的软件的底层驱动没有安装：

检查底层驱动有没有安装，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开始运行里输入 cmd

回车如提示下图所示

那就是底层没有安装，底层驱动如何安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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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T6的安装目录下有个 jstar.inf 文件右键有个安装

安装完成后在执行上述命令就会有下图所示

这里强调一点，一般 xp电脑是安装客户端的时候会自动安装的，但是 win 7（32）电脑不

会，需要手动安装底层驱动，方法如上述所示，win 7 64位数的安装方法略有不同下面做图

示

将 T6软件的安装目录即 Client文件夹下的 Jstar.sys文件删除掉

再把 win7x64 复制一下改成 jstar.sys

再选中 jstarx64.inf 文件右键安装

再通过 cmd命令启动，提醒下很多 win7用户使用的是非系统管理员

账户，有可能使得有些程序无法正常用运行再输入 net start jstar，否

则部分电脑会提示拒绝访问。如图所示

开始输入 cmd，右键有个以超级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下图所示

四：Win 7 操作系统 提示底层已经启动 共享访问输入密码就是不正确也会导致树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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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来

直接按下 win+r 键，输入 secpol.msc，打开本地安全策略。

2、找到“安全设置”的“本地策略”的“安全选项”

3、在右边一栏找到“网络安全：LAN 管理器身份验证级别”，双击进入

4、在默认状态选项下，英文版应该为"no defined"，中文版为空。下拉那个默认

选项，选择“仅发送 NTLM 响应”

九、杭谷软件刚安装好服务器端一直卡在登入界面，软件未注册也没

有弹出

杭谷软件刚安装好服务器端一直卡在登入界面，软件未注册也没有弹出

在 C:\HGLogInfo\ExecuteError 下查看错误日志如下

System.Data.SqlClient.SqlException: 已成功与服务器建立连接，但是在登录过程中发生错误。

(provider: 命名管道提供程序, error: 0 - 管道的另一端上无任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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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ystem.Data.SqlClient.SqlInternalConnection.OnError(SqlException exception, Boolean
breakConnection)

解决方法如下 (数据库为 2005 或者 2008)

首先选中服务器(右键)->属性 ->安全性->服务器身份验证修改为"SQL SERVER

和 WINDOWS 身份验证模式"

其次展开服务器上的"安全性"->登陆名->选中 SA登陆帐号(右键)->状态->登陆

修改为启用

解决步骤：

1、用 Windows 身份登录 Management Studio，右击服务器选择属性，将安全性

选项 更改为:SQL Server 和 Windows 身份验证模式。

http://hiphotos.baidu.com/hongfeisong/pic/item/db2fa3deb7debd4cccbf1af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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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安全性->登录名 中设置 sa用户的属性，在状态一栏中有“登录”一项，默认是禁用，

改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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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开 配置工具->“SQL Server 外围应用配置器”，运行后，选择“服务和连接的外围应用

配置器”。

首先选择 远程连接->本地连接和远程连接->仅使用 TCP/IP，点击“应用”。

其次选择 服务 先停止 SQLEXPRESS服务，再将其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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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无法正常卸载杭谷 vdm 客户端

运行—regedit 打开注册表

一般删除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Jstar]
即可

卸载出错时候

顽固删除

注册表搜索：33BA3B71-1580-442A-BC00-DA0E5C71948B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33BA
3B71-1580-442A-BC00-DA0E5C719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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