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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H3C UIS 和CAS 产品的临时授权码申请方法、通过本地方式授权的 License 授权解绑、

授权设备变更的操作流程以及 UIS 授权扩容或升级情况说明。 

表1-1 操作流程适用产品说明 

产品名称 临时授权码申请 License 授权解绑 
License 授权设备

变更 

UIS 特殊授权变

更 

UIS 授权扩容/升

级激活文件申请

说明 

CAS（适用于本地

授权）      

UIS（标准版和边

缘版）      

 

2 临时授权码申请 
临时授权码仅限 H3C 内部员工使用，需要提交申请且审批通过，后方可获取。以下介绍临时授权码的申

请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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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申请UIS、CAS临时授权码 

(1) 登录 H3C License 管理平台，并使用域账号登录。 
 在 H3C 公司内部网络环境中，可以访问 https://lmp.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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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左导航栏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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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业务类型”和“产品分类”，单击<查询>按钮，即可查看所有对应产品分类下

的授权码。 

https://lmp.h3c.com/
https://licensing.h3c.com/


  

2 
 

 业务类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产品分类：选择“云计算_H3C UIS 超融合平台”。 

 

若是申请 CAS 的临时授权码，产品分类处选择“云计算_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适用于本地授

权）”。 

 

图2-1 产品分类选择 

 
 

(4) 根据 UIS 软件版本选择不同的 License 配置方案，填写申请原因，单击<提交申请>按钮。 

图2-2 申请信息 

 

 

(5) 临时授权申请审批通过后，将临时授权码生成清单下载到本地（xls 格式），用于后续获取激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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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下载临时授权码 

 

 

2.2  申请UIS-ONEStor临时授权码 

以下情况，需申请分布式存储的临时授权码： 

• UIS 标准版采用超融合架构部署； 
• UIS 边缘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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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S-ONEStor 分布式存储软件企业版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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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申请分布式存储临时授权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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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icense 授权解绑 
H3C UIS/CAS 的本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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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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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e例外申请及承 

3.2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 

请参考 H3C UIS 和 CAS 本地授权 License 使用指南中的获取主机信息文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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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填写BPM工作联络单 

(1) 在 BPM 系统中，提交“工作联络单”： 

主送：WX.licensesc.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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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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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获取License文件 

请参考 H3C UIS 和 CAS 本地授权 License 使用指南中的申请激活文件章节。 

3.5  注册License 

请参考 H3C UIS 和 CAS 本地授权 License 使用指南中的注册授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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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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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License 授权卸载，然后部署到另一指定的服务器上； 

• 管理服务器更换主板或网卡，U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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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S- ONEStor License 也需要变更授权设备。 

此处以 UIS License、U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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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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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C UIS 和 CAS 本地授权 License 使用指南中的获取主机信息文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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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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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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3c.com/cn/
https://lmp.h3c.com/
https://licensing.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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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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 授权进行授权设备变更，产品分类处选择“云计算_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适用于本地授

权）”； 

• 若是变更 UIS/CAS 的容灾迁移授权授权进行授权设备变更，产品分类处选择“云计算_H3C CAS 容灾迁移（数

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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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UIS-ON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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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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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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 H3C UIS 和 CAS 本地授权 License 使用

指南中的获取主机信息文件章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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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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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 H3C UIS 和 CAS 本地授权 License 使用指南中

的注册授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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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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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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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以上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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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以上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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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UIS 授权扩容/升级激活文件申请说明 
某些历史版本的授权方式与现行授权方式存在差异，在进行扩容或升级时，需要根据当前系统中注册过的

License 来判断如何扩容或升级。 

6.1  扩容 

• 若原先的授权组合是“UIS 标准版＋U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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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UIS 标准版+U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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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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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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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UIS 标准版的临时扩容授权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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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UIS-CAS 企业版的临时扩容授权码申请 

 
 

6.2  升级 

若原先的授权组合是“UIS 标准版＋UIS-CAS 标准版”，现需要升级使用 UIS 增强包 License 控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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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S-CAS 标准版时须申请

“UIS-CAS 标准版升级到企业版”的 License，如下图所示。 

图6-4 U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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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UIS 标准版增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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