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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License类型 

H3C UIS 超融合管理软件标准版的 License 包含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的 License、虚拟化管理平台 CAS 
License 和分布式存储 License。 

•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的 License：依据服务器的物理 CPU 数量进行授权，必选。 
• 虚拟化管理平台 CAS License：依据服务器的物理 CPU 数量进行授权，必选。 

• 分布式存储 License：UIS 6.0 和 UIS 6.5-E0705 及之前版本依据磁盘的容量进行授权，UIS 
6.5-E0706 及之后版本依据服务器的物理 CPU 数量进行授权。根据 UIS Manager 的部署场景按需

选择，计算虚拟化架构无需选择，超融合架构必选。 

未注册的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软件试用版可以试用 30 天，试用版在功能上与正式版完全相同，用户可以

通过获取 License 并注册为正式版解除试用时间限制。待注册的 License 文件中包含的物理 CPU 授权/
分布式存储磁盘容量授权必须大于等于集群中已经管理的 CPU 个数/分布式存储已用磁盘容量。 
 

从 UIS 6.5-E0711 版本开始，新增“UIS 标准版增强包 License”，用于替换 CAS 企业版 License，除了

支持 CAS 企业版的所有功能外，还新增支持 UIS 全部增强功能，如 SRM 等。 

表1-1 UIS 标准版、标准增强版主要功能特性区别列表 

功能特性 UIS 标准版 License UIS 标准版增强包 License 

动态资源扩展（DRX） × √ 

应用HA × √ 

硬件SR-IOV × √ 

DPDK × √ 

IPv6 × √ 

分布式防火墙 × √ 

云彩虹 × √ 

GPU直通/vGPU × √ 

GPU资源池 × √ 

虚拟化拓扑 × √ 

站点容灾（SR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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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 超融合管理软件标准版包含 License 条目如下表所示： 

表1-2 UIS License 条目举例 

产品分类 Item 编码 产品代码 产品描述 备注 

云计算_H3C 

UIS超融合平台 

3132A04R 
LIS-UIS-MANGERA-ST

D-2 

H3C UIS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费用-管理2个物理CPU 

UIS标准版

License，必选 

3132A09X LIS-UIS-CAS-2CPU-A 
H3C UIS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 

License费用-管理2个物理CPU 

CAS标准版

License，必选 

3130A4A9 
LIS-UIS-MGR-STD-E-2

CPU-B H3C UIS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

增强包License费用-管理2个物理CPU 

UIS标准版增

强包License，

可选 3132A08D 
LIS-UIS-MGR-STD-E-2

CPU-A 

分布式存储

_H3C ONEStor 

3132A06W 
LIS-UIS-ONEStor-BLOC

K-STD-2CPU 

H3C UIS超融合分布式存储软件

(UIS-ONEStor)-块存储标准版License-管

理2个物理CPU 依据物理CPU

个数授权 

3132A06U 
LIS-UIS-ONEStor-BLOC

K-ENT-2CPU 

H3C UIS超融合分布式存储软件

(UIS-ONEStor)-块存储企业版License-管

理2个物理CPU 

3132A00Y LIS-ONESTOR-ENT-1T 
H3C ONEStor分布式存储软件企业版

license费用-管理1TB磁盘 

依据磁盘容量

授权 

 

从 E0711 版本开始，UIS License 有以下几种配置方案： 
• 计算虚拟化场景： 

 方案 1：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UIS 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License 

 方案 2：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UIS 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License
＋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增强包 License 

• 超融合架构场景： 

 方案 1：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UIS 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License
＋UIS 超融合分布式存储软件(UIS-ONEStor)-块存储标准版 License 

 方案 2：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UIS 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License
＋UIS 超融合分布式存储软件(UIS-ONEStor)-块存储企业版 License 

 方案 3：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UIS 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License
＋UIS 超融合分布式存储软件(UIS-ONEStor)-块存储标准版 License＋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增强包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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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4：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UIS 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License
＋UIS 超融合分布式存储软件(UIS-ONEStor)-块存储企业版 License＋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增强包 License 

包含“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增强包 License”的方案与不包含的方案，其功能特性区别如

表 1-1 所示。 
UIS 超融合分布式存储软件(UIS-ONEStor)License 标准版和企业版的区别如表 1-3 所示。 

表1-3 UIS 超融合分布式存储标准版和企业版的主要功能特性区别列表 

功能特性 分布式存储标准版 License 分布式存储企业版 License 

卷拷贝 × √ 

卷迁移 × √ 

Qos × √ 

纠删码 × √ 

异步远程复制 × √ 

管理节点高可用 × √ 

 

1.2  双机热备License 

UIS 双机热备功能无需专用的 License，但注册 License 时，应选择双机热备。详见注册 License 章节。 

2 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 

2.1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 

H3C UIS License 需要和管理节点主机的物理信息进行绑定，因此在申请前需要收集管理节点主机的信息。

收集完成后会生成主机信息文件，需将该文件下载到本地电脑。 

单机环境和双机热备环境收集主机信息文件的方法相同，在双机环境下收集的主机信息是两套，分别是主

管理节点和备管理节点的主机信息文件，以管理 IP 地址作为区分。 

(1) 在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登录页面中单击“产品注册”链接，进入产品注册操作选择页面，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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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登录页面 

 

 

(2) 在产品注册操作选择页面中输入超级管理员的登录密码（默认为 Cloud@1234），选择“申请新的

License 或升级现有的 License”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用户信息输入页面，如图 2-3 所示。 

图2-2 产品注册操作选择页面 

 

 

(3) 在用户信息输入页面中，按照要求输入最终用户信息、申请人信息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到

下载主机信息文件页面，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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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用户信息输入页面 

 
 

(4) 在下载主机信息文件页面中单击<下载>按钮，将生成的主机信息文件下载到本地，解压缩后的主机

信息文件如图 2-5 和图 2-6 所示。 

图2-4 下载主机信息文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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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单机环境下的主机信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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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双机热备环境下的主机信息文件 

 

 

 

UIS_host.info 主机信息文件是 UIS 虚拟化主机的信息，UIS_onstor_ip_host.info 是分布式存储管理节点

主机信息文件。请不要修改主机信息文件的名称。 

 

2.2  获取授权码信息 

2.2.1  正式 License 

正式的工程项目中，发货设备的附件中已经包含了授权码信息。如下图所示为某局点的授权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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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软件使用授权书 

 
 

2.2.2  临时 License 

UIS License 分为临时 License 和正式 License。临时授权码仅限 H3C 内部员工申请。 

1. 申请 UIS、CAS 临时授权码 

适用于 UIS、CAS 的临时授权码如下表所示： 

表2-1 UIS、CAS 临时授权码 

产品分类 Item 编码 产品代码 产品描述 备注 

云计算_H3C 

UIS超融合平

台 

3132A04R 
LIS-UIS-MANGERA

-STD-2 

H3C UIS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费用-管理2个物理CPU 

UIS标准版

License，必选 

3130A4A9 
LIS-UIS-MGR-STD-

E-2CPU-B 

H3C UIS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增

强包License费用-管理2个物理CPU 
UIS增强包

License，二选一，

两者在功能上无

差别 3132A08D 
LIS-UIS-MGR-STD-

E-2CPU-A 

H3C UIS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增

强包License费用-管理2个物理CPU 

3132A09X 
LIS-UIS-CAS-2CPU

-A 

H3C UIS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 

License费用-管理2个物理CPU 

CAS标准版

License，必选 

 

(2) 访问 H3C License 管理平台： 
a. 在公司内部网络中可以访问 https://lmp.h3c.com，输入域账号密码登录系统。 

b. 在 H3C 公司外部网络环境下可以访问 https://licensing.h3c.com/。 

https://lmp.h3c.com/
https://licensing.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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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H3C 员工使用域账号密码登录 

 

 

(3) 在 H3C License 管理平台页面，单击[License 授权管理/临时授权码管理/临时授权码申请]，进入临

时授权码申请页面，单击“申请”按钮。 

图2-9 临时授权码申请页面 

 

 

(4) 填写申请信息，“业务类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产品分类”栏处选择“云计算_H3C UIS 超融

合平台”，单击<查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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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产品分类选择 

 
 

(5) UIS 超融合管理软件标准版的临时 License 申请必须同时申请 H3C UIS 计算虚拟化组件（UIS-CAS）
-License 和 H3C 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License；H3C UIS 管理平台标准版（UIS 
Manager）增强包-License 可选。填写申请原因，单击<提交申请>按钮。 

图2-11 申请信息 

 

 

(6) 临时授权码申请电子流审批通过后，下载临时授权码文件到本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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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下载临时授权码 

 

 

2. 申请 ONEStor 临时授权码 

若采用超融合架构部署，还需申请分布式存储的临时授权码。 
适用于 UIS 的分布式存储临时授权码如下表所示： 

表2-2 UIS 使用的分布式存储临时授权码 

产品分类 
Item 编

码 
产品代码 产品描述 备注 

分布式存

储_H3C 

ONEStor 

分布式存储

License 

3132A0

6U 

LIS-UIS-ON

EStor-BLOC

K-ENT-2CP

U 

H3C UIS超融合分布式存储软件

(UIS-ONEStor)-块存储企业版License-管理2个

物理CPU 

依据物理

CPU个数授

权 

3132A0

0Y 

LIS-ONEST

OR-ENT-1T 

H3C ONEStor分布式存储软件企业版license费

用-管理1TB磁盘 

依据磁盘容

量授权 

 



  

12 
 

(2) 填写申请信息，“业务类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产品分类”栏处选择“分布式存储_H3C ONEStor”，
单击<查询>按钮。申请 H3C ONEStor 分布式存储软件企业版 license。 

图2-13 申请分布式存储临时授权码 

  

 

(3) 临时授权码申请电子流审批通过后，授权码会发送到申请人邮箱，需下载临时授权码文件到本地电

脑。 

2.3  获取License文件 

1. 获取 UIS License、CAS License 文件 

(1) 浏览器中输入 H3C 公司网站 URL（www.h3c.com），选择“产品支持与服务”-“授权业务”。 

图2-14 H3C 官网－授权业务 

 
 

(2) 选择“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显示“License 首次激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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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License 首次激活页面 

 

 

(3) 在“产品分类”栏中选择“云计算_H3C UIS 超融合平台”进行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虚拟化平台

的激活申请。 

图2-16 产品分类选择 

 
 

(4) 在“授权信息”中添加 UIS 和 CAS 的授权码信息，可以采用 Execl 文件批量上传或者直接输入方式。 
(5) 在“设备信息”栏上传主机信息文件 UIS_host.info。若搭建的是双机热备环境，则在“请选择双机

备份类型”处勾选双机热备选项，输入服务产品合同号，分别上传主设备和备份设备的主机信息文

件。 

 

服务产品合同号可以输入 UIS、CAS 或 ONEStor 的服务合同号。进入“H3C 官网->产品支持与服务->保
修期查询”页面，输入软件序列号即可查看需要注册序列号的服务合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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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双机热备上传主备设备的主机信息文件 

 
 

(6) 在“用户信息”中输入必填信息。 

图2-18 用户信息 

 
 

(7) 单击“获取激活码（文件）”按钮，将激活文件下载本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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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下载激活文件 

 
 

2. 获取 ONEStor License 文件 

(1) 在如图 2-8 所示页面中，在“产品分类”栏中选择“分布式存储_H3C ONEStor”进行分布式存储

激活申请。 

图2-20 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 

 
 

(2) 在“授权信息”中添加 H3C ONEStor 分布式存储的授权码信息，可以采用 Execl 文件批量上传或

者直接输入方式。 
(3) “设备信息”栏上传主机信息文件 UIS_onstor_ip_host.info（ip 是管理平台的 IP 地址），若搭建的

是双机热备环境，则在“请选择双机备份类型”处勾选双机热备选项，分别上传主设备和备份设备

的主机信息文件。 

(4) 在“用户信息”中输入必填信息后单击“获取激活码（文件）”按钮，将激活文件下载本地电脑。 

2.4  注册License 

(1) 登录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单击顶部“管理”菜单，选择[License 管理]，进入 License 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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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License 管理页面 

 
 

(2) 单击“注册 License”按钮，弹出如图 2-10 所示的注册 License 对话框。 

图2-22 注册 License 对话框 

 

 

(3) 分别单击 UIS License、分布式存储 License 文件选择框对应的<浏览>按钮，选择获取到的 License
文件（文件后缀名为.lic），单击<确定>按钮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在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License
管理”页面即可查看 License 信息。 

3 License 扩容 
License 扩容适用于需要增加授权物理 CPU 数或磁盘容量、UIS 标准版升级到标准增强版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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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获取历史激活文件 

请准备历史激活文件。 

3.2  获取授权码信息 

进行 License 扩容之前，请准备好本次新增的授权码信息。 

 

• 正式扩容的授权码信息，请从 H3C 销售人员处获取。 

• 临时扩容的授权码信息，具体申请步骤请参见 2.2.2  临时 License。 

 

3.2.1  扩容 

• 若原先的授权组合是“UIS 标准版＋CAS 标准版”，则在申请扩容授权码时，统一选择产品分类“云

计算_H3C UIS 超融合平台”进行申请，如下图所示。 

图3-1 “UIS 标准版+CAS 标准版”临时扩容授权码申请 

 
 

• 若原先的授权组合是“UIS 标准版＋CAS 企业版”，则在申请扩容授权码时，UIS 标准版的扩容授权

码需选择产品分类“云计算_H3C UIS 超融合平台”进行申请，CAS 企业版的扩容授权码需要选择

产品分类“云计算_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适用于本地授权）”进行申请。 

图3-2 UIS 标准版的临时扩容授权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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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CAS 企业版的临时扩容授权码申请 

 
 

3.2.2  升级 

若原先的授权组合是“UIS 标准版＋CAS 标准版”，现需要升级使用更丰富的功能，则需要申请对应的

License 升级包。 
• E0710 及之前的版本：由于上述版本不支持 UIS 增强包特性，升级 CAS 标准版时须申请“CAS 标

准版升级到企业版”的 License，如下图所示。 

图3-4 CAS 标准版升级到企业版 License 

 
 

• E0711 及之后版本：直接申请 UIS 标准版增强包 License。 

图3-5 UIS 标准版增强包 

 

3.3  获取License文件 

此处以 UIS License、CAS License 扩容为例进行介绍。 

(1) 浏览器中输入 H3C 公司网站 URL（www.h3c.com），选择“产品支持与服务”-“授权业务”。 

https://www.h3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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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H3C 官网－授权业务 

 
 

(2) 在授权业务处选择“License 扩容激活申请”，显示 License 扩容激活申请页面。 

图3-7 License 扩容激活申请 

 
 

(3) 产品分类处选择“云计算_H3C UIS 超融合平台”；选择待扩容设备的信息上传方式，此处以“上

传最新的历史激活文件（码）”为例，将历史激活文件上传。 

 

若是分布式存储 ONEStor 扩容，产品分类处选择“分布式存储_ONEStor”。 

 

(4) 历史激活文件上传后，在授权信息处上传授权码。 

 

临时 License 扩容生成的激活文件不会叠加原 License 信息，比如原 License 包含了 10 颗 CPU 授权，扩

容时输入的授权码包含 20 颗 CPU 授权，那么扩容后生成的激活文件只包含 20 颗 CPU 授权。 
临时 License 扩容需要在授权码信息处同时将原始已注册的授权码和扩容授权码同时输入，获取的激活文

件才能实现正常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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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授权信息 

 

 

(5) 在用户信息处输入必填信息后单击“获取激活码（文件）”按钮，获取激活文件，然后将激活文件

下载至本地电脑。 

图3-9 用户信息 

 

3.4  注册License 

登录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注册 License，即可扩容 License 至新的规格，注册步骤同 2.4  注册 License。 

4 License 授权设备变更 
涉及以下场景时，需要进行 License 授权设备变更操作： 

• 将某服务器上激活部署的 UIS License 授权卸载，然后部署到另一指定的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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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服务器更换主板或网卡，UIS License、CAS License 需要变更授权设备。当管理服务器同时更

换序号为前三的网卡时，分布式存储 ONEStor License 也需要变更授权设备。 

此处以 UIS License、CAS License 为例进行介绍授权变更的详细操作。 

4.1  填写License例外申请及承诺书 

在申请 License 前需要客户填写《H3C UIS License 例外申请及承诺书.doc》，并由客户签字盖章。 
将该文件扫描成电子件，后续申请时使用该电子件。 

H3C UIS 
License例外申请及承 

4.2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或历史激活文件 

请参考 2.1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获取主机信息文件或者准备历史激活文件。 

4.3  变更申请 

 

该操作无法在 H3C 公司网站（www.h3c.com）进行，只能由 H3C 员工使用账号密码登录 H3C License
管理平台进行操作。 

 

(1) 访问 H3C License 管理平台： 
a. 在公司内部网络中可以访问 https://lmp.h3c.com。 

b. 在 H3C 公司外部网络环境下可以访问 https://licensing.h3c.com/。 

https://www.h3c.com/cn/
https://lmp.h3c.com/
https://licensing.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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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H3C 员工使用域账号密码登录 

 

 

(2) 在 H3C License 管理平台页面，单击[设备更换授权变更管理/设备更换授权变更申请]。 

图4-2 设备更换授权变更申请 

 

(3) 产品分类栏选择“云计算_H3C UIS 超融合平台”。 

 

若是变更分布式存储进行授权设备变更，产品分类处选择“分布式存储_ON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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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产品分类 

 
 

(4) 选择原服务器关联的信息类型，此处以选择“原服务器关联的激活码（文件）”为例，在“原服务

器关联的激活文件”中选择原服务器注册的 License 文件，单击<提交>按钮。 

图4-4 License 变更申请 

 

 

(5) 确认原服务器的注册信息是否正确，在“新服务器信息”中选择新服务器的主机信息文件

UIS_host.info（获取新服务器主机信息文件的步骤同 2.1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选择区域，上传

license 例外申请及承诺书，完善联系信息。单击<提交>按钮，等待审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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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等待审批 

 

4.4  注册License 

审批完成后，下载激活文件，至新设备注册即可（注册方式同 2.4  注册 License）。 

 

新设备中管理的 CPU 数量不能大于老设备，否则 license 数量不足，注册会失败。 

 

5 License 授权解绑 
H3C UIS License加载在管理平台所在的主机。完成 License加载后，若客户需要重新分配集群授权容量，

此时需要先完成解绑 License 授权流程，并由一线发起解绑流程，并确保后续原注册激活主机授权已经销

毁： 

• 删除已生成的正式激活文件（.lic 结尾）及其备份副本 

• 已激活主机使用解绑后授权覆盖原授权信息，或者销毁主机系统。 

5.1  填写License例外申请及承诺书 

在申请 License 前需要客户填写《H3C UIS License 例外申请及承诺书.doc》，并由客户签字盖章。 
将该文件扫描成电子件，后续申请时使用该电子件。 

H3C UIS 
License例外申请及承 

5.2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 

请参考 2.1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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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填写BPM工作联络单 

(1) 在 BPM 系统中，提交“工作联络单”： 

主送：zengxuejiao WX1402 
主送部门：供应链管理部\生产制造部\试制生产部 

抄送：研发维护经理，产品部产品经理、代表处服务经理和技术支援代表 

审核人：办事处服务经理 

图5-1 工作联络单 

 

 

(2) 需填写内容包含局点信息（需解绑主机的主机信息文件 host.info 文件、授权码等）、操作原因、License
例外申请及承诺书等，然后提交审核人发起解绑流程。 

(3) 工作联络单流程完成后，原授权码完成主机信息解绑。 

5.4  获取License文件 

获取方法同 2.3  获取 License 文件。 

5.5  注册License 

注册方式同 2.4  注册 License。 
使用新授权在原主机注册后，授权信息将变更为新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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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殊授权变更 
UIS 6.0 中分布式存储是按照磁盘容量进行授权，UIS 6.5 中分布式存储是按照主机 CPU 数量进行授权，

如果 UIS 6.0 升级到 UIS 6.5，授权需变更，此时需联系销售人员，走商务流程上的授权变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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