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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管理器入门指南

硬件/软件要求
许可证管理器的硬件／软件要求有时会更新。为得到 新信息，请查看一下连接：

http://www.graphisoft.com/downloads/licensing/help/INT/system_requirements.html

安装并开始授权文件管理工具
1。通过下面网址下载并安装许可证管理工具：

http://www.graphisoft.com/downloads/licensing。

2。点击程序图标打开许可证管理工具。

3。弹出许可证管理工具欢迎界面。

http://www.graphisoft.com/downloads/licensing/help/INT/system_requirements.html
http://www.graphisoft.com/downloads/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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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管理器概述
作为ARCHICAD或是其他GRAPHISOFT产品的用户，为了能够运行程序，一定有一个或多个含
对应软件许可证的加密锁。

许可证管理工具可以用来管理您已购买的加密锁，不管是硬件加密锁还是软件加密锁:

定义
• 硬件介质的加密锁 (硬件加密锁) 是一个物理硬件加密锁: 可以是WIBU 或 CodeMeter

类型的加密锁。

• 软介质加密锁(软件加密锁) 是一个软件类型加密锁。

• GRAPHISOFT ID (GSID): GRAPHISOFT ID 是GRAPHISOFT 网站的识别系统。一些授权文件
管理功能需要您使用GRAPHISOFT ID登陆。如果您还没有ID，在
https://graphisoftid.graphisoft.com/#/login.上注册。

• 公司许可证工具 是 一个储存您购买的许可证的在线库。

• 验证密钥 - 这是一个独特的，公司特定码，用于许可证管理功能识别您的公司。联系您
的GRAPHISOFT经销商，为您的公司获取一个验证密钥。

许可证管理工具的功能
通过以下功能，使用许可证管理工具管理加密锁：

• 升级 您加密锁上的许可。

• 从公司许可证池下载软件加密锁

• 上传 本地电脑上的软件加密锁到公司许可证池。

• 替换 为不同类型的加密锁(例如， 将硬件加密锁替换为软件加密锁, 替换WIBU类型加
密锁为CodeMeter类型加密锁)。

注释：

• 为了更好的使用许可证管理工具, 请保证internet连接畅通。

• 许可证管理工具的某些功能需要使用GRAPHISOFT ID登录才能正常使用。

• 替换和升级加密锁请提前联系当地分销商。

• 独立的企业级管理功能网页界面。

参见管理公司许可证池。

https://graphisoftid.graphisoft.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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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管理工具交互界面。
许可证管理工具显示出所有加密锁上的许可及相关信息。

顶栏部分(可用的加密锁) 显示出所有插在用户电脑或以其他方式连接的可用加密锁。

加密锁旁边的图标显示了加密锁的类型:

注释：为了看到这些连接到公司许可证池的加密锁 需要使用GRAPHISOFT ID登录。

这是CodeMeter (硬件介质) 加密锁。

这是WIBU (硬件介质) 加密锁。

这是下载到本地电脑的软件加密锁。

这是连接到公司许可证池的软件加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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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列表中的任意加密锁, 即显示出当前所含许可证的信息:

刷新 按钮确保可用加密锁的列表、状态是 新的。



许可证管理器概述

许可证管理器工具用户指南 9

当前选中加密锁内容 一栏显示当前选中的这个加密锁中有哪些许可证

如果加密锁需要一个更新(如下所示),，那么更新后的许可证 区域告诉您更新后哪个许可
证将会在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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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择的加密锁和许可证状，许可证管理工具会自动的提供相应的功能，例如：

• 升级 许可证 

• 下载 软件加密锁到本地计算机 

• 上传 软件加密锁到公司许可证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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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有一个新的硬件加密锁
1。打开电脑上的许可证管理工具。如果还没有安装许可证管理工具，可以通过下面的网站

下载并安装：http://www.graphisoft.com/downloads/licensing。

2。将硬件加密锁插入电脑。

3。在许可证管理工具中选中新的硬件加密锁。

4。如果已经获取了升级状态,  升级 按钮就会显示出来

更多信息，参见升级许可证。

http://www.graphisoft.com/downloads/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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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一个新的软件加密锁。
1。打开电脑上的许可证管理工具。如果还没有安装许可证管理工具，可以通过下面的网站

下载并安装：http://www.graphisoft.com/downloads/licensing.

2。登录许可证管理工具，通过公司许可证池，管理新的软加密锁。

• 如果有GRAPHISOFT ID, 使用GRAPHISOFT ID登录。

• 如果没有，点击注册 生成一个。

3。您将被提示提供您的经销商给您的验证密钥 。



如果你有一个新的软件加密锁。

许可证管理器工具用户指南 13

注释：如果已经使用过BIMx产品，并完成过相应的认证。当使用相同的GRAPHISOFT ID
登录许可证管理工具时将不再重复认证。

如果是第一个使用认证加密锁的人，这时会弹出创建公司账户 对话框 

输入并验证公司名。

点击 接受 作为公司管理员, 以后将使用这个登录名管理公司账户。当公司其他人员加入到
公司账户时，作为管理员会收到相应的邮件提示。

当你输入认证加密锁后，如果加入公司账户 对话框弹出, 这意味着公司账户已经被创建。

点击 加入 公司管理员也会马上收到这个操作的相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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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旦批准通过, 登录许可证管理工具。这里, 用户可以下载管理员授权给用户的软件加
密锁。

参见下载 软件加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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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许可证
除非您有自动升级资格，否则许可证更新必须事先向您的经销商提出。

许可证管理工具会提示用户:

• 当前加密锁上的许可证有可用升级，或者

• 现有加密锁为空锁, 但有一个升级可用

如果有一个加密锁插入(硬件加密锁) 或是 下载 (软件加密锁) 到本地电脑, 将看到:

点击升级。

如果您有许多加密锁 插入(硬件锁) 或下载(软件加密锁) 到您的电脑上， 或者如果您点
击显示在上方的单一锁的详细视图箭头，那么许可证管理器列出每个加密锁的状态(“需要
更新”), 以及当前各自的许可证。



升级许可证

16 许可证管理器工具用户指南

升级后的许可 一栏显示升级后当前加密锁将有哪些许可。

点击 升级许可证。一旦升级完成，可以看到相应许可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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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软件加密锁
1。使用GRAPHISOFT ID登录到许可证管理工具。(如果没有登录, 连接到公司许可证池的

软件加密锁将无法看到。)

更多信息，参见登录许可证管理器。

2。在可以使用的加密锁 列表中, 选择需要的加密锁(带云形指示图标) 。

3。点击下载。

注释：一些软件加密锁- 取决于产品和／或许可证类型- 不能被下载到虚拟机上。在这
种情况下，警告弹出并且下载按钮不可用。

4。一旦下载完成，即可以看到下载的软件加密锁。需要注意的是，在能够升级或是上传这
个软件加密锁前需要等待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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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 软件加密锁
1。在可以使用的加密锁 列表中, 本地软件加密锁(在本地电脑, 通过这个图标标示出 ) 

需要上传到公司许可证池。。

2。点击上传。一旦上传完成即可看到上传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密锁能够下载前，需
要等待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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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替换

替换硬件加密锁为软件加密锁
这个过程需要提前与分销商沟通完成。一旦完成，用户可以通过许可证管理工具替换许可
证。

注释：对于虚拟机，密钥替换功能不可用。

1。如果还没有使用GRAPHISOFT ID登录，请在许可证管理工具中使用GRAPHISOFT ID登录。

2。在许可证管理工具的顶栏，选择需要替换的硬件加密锁。当前选中的加密锁包含的内容
显示如下图。

3。点击 开始替换加密锁。

4。弹出替换加密锁 对话框, 列出了源加密锁（硬件加密锁）和目标加密锁（待替换的连
接到公司许可证池的软件加密锁）

• “源加密锁” 包含的所有内容都将被转移到新的软件加密锁。

• “目标加密锁” 内容被放置的地方。

5。点击开始 替换。



密钥替换

许可证管理器工具用户指南 21

6。硬件加密锁上的许可将转移到连接公司许可证池的新软件加密锁上。硬件锁即失效并与
电脑断开连接。

参照下列步骤，下载软件加密锁到本地电脑: 下载 软件加密锁.

替换硬件加密锁(WIBU) 为其他类型(CodeMeter)的硬件加密锁
这个过程需要提前与分销商沟通完成。一旦完成，用户可以通过许可证管理工具替换许可
证。

确保你有两种类型的加密锁。

1。将两种加密锁连接到电脑。

2。在许可证管理工具的顶栏，选中要替换的WIBU加密锁。

3。被选择的加密锁中的内容（如果有）将显示在当前选中加密锁的内容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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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 开始替换加密锁。

5。弹出加密锁替换 对话框, 列出了源加密锁（WIBU类型）和目标加密锁（CodeMeter类
型 ）

如果还没有将加密锁连接到电脑，你将会相应的提示。列表中加密锁的状态(例如。 “
不可用，请插入加密锁”) ，在替换过程中会自动的更新。

6。点击 开始替换 开始替换过程。

7。当整个操作完成, 点击 完成。

   

8。之前在WIBU加密锁上的许可证现在转移到CodeMeter加密锁。WIBU即失效并与电脑断
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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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许可证管理器
一下功能需要您使用您的GRAPHISOFT ID登陆GRAPHISOFT ID (GSID) 网站：

• 查看公司许可证池中的软件加密锁

• 上传 或 下载 软件加密锁从公司许可证池

• 替换软件加密锁为硬件加密锁，反之亦然

在许可证管理工具中点击 登录 箭头

同样可以到达GSID站点https://graphisoftid.graphisoft.com/#/login.

更多登录相关内容请查看：
http://helpcenter.graphisoft.com/technotes/setup/graphisoft-id/

https://graphisoftid.graphisoft.com/#/login
http://helpcenter.graphisoft.com/technotes/setup/graphisof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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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许可证管理器的FAQ
什么是软件加密锁？
什么是硬件加密锁?
什么是加密锁序列号?
我如何知道哪个锁可用?
我下载了我的软件加密锁, 但是应用不工作。
授权文件管理工具显示“无法访问服务”
我不能在公司许可证池中看到我的软件加密锁。
刚上传的软件加密狗, 没有在公司许可证池显示出来。
如何查看许可已经升级了？
如何将软件加密锁从一台计算机转移到另一台计算机?
我遗失了硬件加密锁。
我下载了一个软件加密锁，但是硬盘坏掉了。
为什么我无法看到借来的许可证?

什么是软件加密锁？
软件加密锁是基于软性介绍的加密锁。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从公司许可证池购买软件加密
锁，公司许可证池是一个虚拟库，通过这个库用户可访问所有购买的软件加密锁 你可以从
公司许可证池下载和上传软件加密锁, 在不同的电脑上使用这些软件加密锁。公司许可证
池中的软件加密锁总处于 新版本状态。

什么是硬件加密锁?
一个基于硬介质的物理加密时: 可以死 WIBU 或 CodeMeter类型的加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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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加密锁序列号?
如果要对现有加密锁进行替换或升级, 用户需要提供给分销商与加密锁对应的序列号。。

对于硬件加密锁(WIBU或CodeMeter):

你可以通过许可证管理工具查看加密锁序列号, 或是刻在加密锁上(CodeMeter)或 是一个
贴纸贴在加密锁上(WIBU)。

对于软件加密狗:

在许可证管理工具中选中对应加密锁, 在左侧栏中找到它的唯一ID。ID为12位编码, 格
式为SWxxxxxxxxxx。

在公司许可证池中这些ID也被列出(在加密锁ID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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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知道哪个锁可用?
许可证管理工具列出了可用的加密锁(不管是插入本地电脑的,还是连接访问到的软件加密
狗)。你可以通过不同的图标区分出他们是哪种类型的加密锁:

我下载了我的软件加密锁, 但是应用不工作。
这也许是您的软加密锁“坏了” - 也就是说您的电脑软件或硬件配置被更改了, 并且锁
不被您的电脑识别。这种情况下，您需要修复软件加密锁。

1。打开许可证管理器工具。

2。点击可用加密锁列表。

3。点击状态信息：您被警告有一个软件加密锁需要修复。

4。根据指示修复它。

授权文件管理工具显示“无法访问服务”
这可能是您的网络被防火墙或代理服务保护，从而限制授权文件管理工具。作为一系列服
务，授权文件管理工具必须能够访问，查看 系统需求:下的服务器连接部分：

我不能在公司许可证池中看到我的软件加密锁。
许可证管理工具会列出连接到公司许可证池的软件加密锁，前提是使用GRAPHISOFT ID登
录。

参见登录许可证管理器。

也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分配任何软件加密锁。要查看软件加密锁及其状态, 使用GRAPHISOFT 
ID 登录公司许可证池。

参见管理公司许可证池。

刚上传的软件加密狗, 没有在公司许可证池显示出来。
在完成上传过程后, 在团建加密锁可以使用前，需要等待几分钟。点击许可证管理工具界
面中的刷新 按钮，查看可用的加密锁。

这是CodeMeter (硬件介质) 加密锁。

这是WIBU (硬件介质) 加密锁。

这是下载到本地电脑的软件加密锁。

这是连接到公司许可证池的软件加密锁。

http://www.graphisoft.com/downloads/licensing/help/INT/system_requir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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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许可已经升级了？
启动许可证管理工具，在列表中选择对应加密锁。它的状态将显示出是否有可用升级。升级
为 新版本的加密锁将显示绿色对勾标示。

注释：

• 如果您正在检查某个 软件加密锁的状态，确保它被下载到安装授权文件管理工具的同一
台计算机上。

• 公司许可证池中的软件加密锁总处于 新版本状态。

• 如果要检查一个 硬件加密锁, 请确保插入硬件加密锁的电脑安装有许可证管理工具。

如何将软件加密锁从一台计算机转移到另一台计算机?
需要使用公司许可证池，将 软件加密锁 从一台计算机转移到另一台计算机。请参照下列步
骤操作:

1。在计算机Ａ上，启动许可证管理工具并登陆。从计算机Ａ上传软件加密锁到公司许可证
池。

2。在计算机Ｂ上，启动许可证管理工具，并使用与上传时相同的GRAPHISOFT ID登陆。然
后 下载同一个软件加密锁到计算机B。

参见上传 软件加密锁和下载 软件加密锁。

我遗失了硬件加密锁。
联系分销商取得一个新的硬件加密锁或者是替换为一个软件加密锁。必须提供遗失硬件加密
锁的序列号。

我下载了一个软件加密锁，但是硬盘坏掉了。
联系分销商另外获取一个软件加密锁。需要提供遗失软件加密锁 的ID(下载到计算机的软
件加密锁)。点击公司许可证池，您可以查看任意一个软件加密锁 的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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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陆到GSID站点在https://graphisoftid.graphisoft.com/#/login。

2。在许可证池中点击来查看公司许可证池。

3。在加密锁ID列，找到您想要替换的锁的ID号。

4。给您的经销商提供这个ID信息。

为什么我无法看到借来的许可证?
许可证管理工具对借用的许可证不做管理, 所以不能通过许可证管理工具来查看借来的许
可证。要查看借来的许可证信息, 在ARCHICAD Help 菜单中找到许可证信息一项。

获取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helpcenter.graphisoft.com/。

https://graphisoftid.graphisoft.com/#/login
http://helpcenter.graphi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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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许可证池
公司许可证池列示了属于您公司的硬件和软件加密锁。依据您的权限(管理员或成员), 您
能查看这些锁和／或分配软件加密锁给您公司的特别用户。

公司许可证池可以通过GRAPHISOFT ID 网站进入：

http://graphisoftid.graphisoft.com.

获取更多GRAPHISOFT ID相关信息, 请查阅:
http://helpcenter.graphisoft.com/technotes/setup/graphisoft-id。

要使用公司许可证池, 首先登陆GRAPHISOFT ID 网页。

http://graphisoftid.graphisoft.com
http://helpcenter.graphisoft.com/technotes/setup/graphisof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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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许可证池。

公司许可证池视窗内容及可以使用的功能，将根据登录身份是管理员或普通成员将会有所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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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GRAPHISOFT ID 网站的管理员

你在许可证池页面看到的内容:

点击 软件加密锁 或 硬件加密锁 可以查看属于你公司账户的这两类加密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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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操作:

• 查看加密锁包含的内容(对硬件加密锁和软件加密锁), 下载加密锁状态和位置(仅软件
加密锁), 被分配给谁使用(仅软件加密锁)

• 分配软件加密锁 给一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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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the GRAPHISOFT ID 网站的成员

你在许可证池页面看到的内容:

你可以操作:

对有访问权限的软件加密锁

• 查看加密锁包含的内容，下载加密锁状态和位置，被分配给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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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管理使用案例

单人使用单机软件加密锁
建议：单人负责管理加密锁。

用户自己的GRAPHISOFT ID 并且有管理员权限。他/她使用GRAPHISOFT ID 登录许可证管
理工具。然后用户可以为终端电脑，从公司许可证池上传和下载许可证。

小公司使用多个单机加密锁

场景1

公司管理模式和雇员操作都还未规范化，所有的加密锁对每个雇员都是可用的。

建议：所有用户使用一个有管理员权限的GRAPHISOFT ID进行加密锁管理。

所有雇员和管理者都使用管理员GRAPHISOFT ID 登录许可证管理工具。这样所有用户都可以
为他们自己的计算机上传和下载软件加密锁。公司许可证池显示所有属于公司的软件加密锁 
的状态。

场景2

公司管理制度允许所有雇员的偶参与到软件加密锁 的管理中。

建议：2个权限层级的GRAPHISOFT ID: 管理员 (给管理者使用) 和成员(每个雇员有他们
自己的GRAPHISOFT ID)。

使用公司许可证池, 管理员分配加密锁给指定人员。

雇员使用GRAPHISOFT ID 登录许可证管理工具。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公司许可证池将分配给
他们的软件加密锁 上传、下载到他们自己的计算机。

大公司使用网络和单机软件加密锁
在这种情境下，管理层不想个人用户去管理网络锁。

建议：2个权限层级的GRAPHISOFT ID: 管理员 (给管理者使用) 和成员(每个雇员有他们
自己的GRAPHISOFT ID)。

网络版软件加密锁 的管理由管理员来完成。

• 在公司许可证池中, 网络版加密锁需要分配给管理员。

• 在加密锁服务器上, 管理员使用许可证管理工具将网络版加密锁下载到公司许可证池。

使用公司许可证池, 管理员将单机版软件加密锁 分配给指定人员。

雇员使用GRAPHISOFT ID 登录许可证管理工具。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公司许可证池将分配给
他们的软件加密锁 上传、下载到他们自己的计算机。


	许可证管理器工具用户 指南
	目录
	许可证管理器入门指南
	许可证管理器概述
	如果用户有一个新的硬件加密锁
	如果你有一个新的软件加密锁。
	升级许可证
	下载 软件加密锁
	上传 软件加密锁
	密钥替换
	登录许可证管理器
	关于许可证管理器的FAQ
	管理公司许可证池
	许可证管理使用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