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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辰 CAD Linux 版安装完成后，点击桌面上的“浩辰 CAD 2023”图标，如下图所示，

即可以启动软件。如果系统比如统信 UOS 没有自动添加桌面图标，您可以点击开始面板中的

“浩辰 CAD 2023”按钮来启动软件。

启动软件后，系统会提示您选择激活或试用，如下图所示。

如果没有购买授权，直接点击“试用”进入软件，软件标题栏会显示可以使用时间或者

已经过期提示，如下图所示。过期后软件功能是受限的，所以如果您已经购买授权，需要尽

快激活软件。我们为您提供了几种注册激活方式：许可码、USB 锁和集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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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许可码

许可码总体分为单机许可和网络许可两种方式，并支持在线激活和离线激活。

1.1 单机许可

1.1.1 在线激活

如果您的电脑已经联网，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在线激活。

1）单击“许可码”-“在线激活”选项；

2）输入许可码，单击“激活”按钮；

3）几秒钟后出现提示弹窗，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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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离线激活

如果您的电脑未联网，可以使用激活文件（.xml）进行手动激活。

1）单击“许可码”-“手动激活”选项；

2）单击“生成”按钮，以生成.xml 格式的请求文件，并将此请求文件保存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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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请求文件发送给销售以获取.xml 格式的许可文件。或者直接登录 GstarCAD 在线

服务中心获取许可文件，操作步骤如下：

i) 访问 GstarCAD 在线服务中心（https://license.gstarcad.com）；

ii) 输入许可码，单击“登录”按钮；

iii）单击“激活”按钮；



7

iv）单击“选择文件”按钮，上传已保存的请求文件，然后单击“提交”按钮；

v)单击“下载”按钮并保存许可文件（.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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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加载”按钮，上传.xml 格式的许可文件，再单击“激活”按钮；

5）出现如下提示弹窗，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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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在线返回

通过许可码激活浩辰 CAD 后，在“返回许可”页面将会显示您的许可信息。如果您想要

返回授权，并且电脑已联网，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在线返回：

1）单击“返回许可”-“在线返回”选项；

2）选中要返回的许可条目，单击“返回许可”按钮；

3）几秒钟后出现提示弹窗，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返回许可。

1.1.4 离线返回

如果您想要返回授权，但是电脑未联网，可以使用返回文件（.xml）进行手动返回。

1）单击“返回许可”-“手动返回”选项；

2）选中要返回的许可条目，单击“返回许可”按钮，会自动生成.xml 格式的返回文件，

将此返回文件保存在本地；



11

3）之后出现如下提示弹窗，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返回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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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xml 格式的返回文件发送给销售，或者直接登录 GstarCAD 在线服务中心上传此

返回文件，以使得该许可码可以重新在其他电脑上激活。操作步骤如下：

i）访问 GstarCAD 在线服务中心（https://license.gstarcad.com）；

ii）输入许可码，单击“登录”按钮；

iii）单击“返回许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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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单击“选择文件”按钮，上传已保存的返回文件，然后单击“提交”按钮；

v）返回成功，许可码状态显示为“已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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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络许可

网络许可码为工作组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可以在公司局域网内共享许可码。

1.2.1 激活许可

1.服务端

1）指定局域网内的任何一台电脑，下载并安装对应版本的网络许可码管理工具，则此

电脑将作为服务端；

2）安装完成后，在开始面板中找到“GstarNetLicense”并点击，启动网络许可码管理

工具；

3）进行激活

 在线激活

如果服务端电脑已经联网，可使用在线激活方式，操作如下：

i）单击“在线激活”按钮；

ii）输入许可码，单击“确定”按钮即可激活；

 离线激活

如果服务端电脑未联网，可使用离线激活方式，操作如下：

i）单击“手动激活”按钮；

ii）单击“创建请求”按钮，以生成.xml 格式的请求文件，并将此请求文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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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

iii）将请求文件发送给销售以获取.xml 格式的响应文件。或者直接登录 GstarCAD

在线服务中心获取响应文件，操作步骤同第 1.1.2 节：

iv）单击“导入响应”按钮，上传.xml 格式的响应文件，上传完成后即可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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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激活成功后，列表将显示此许可码，包括产品版本、许可到期日、许可状态，

节点数等相关信息。

2.客户端激活

1）单击“许可码”-“网络许可”选项；

2）输入服务器端电脑的 IP 和端口，单击“激活”按钮；

3）出现如下提示弹窗，单击“确定”按钮，重启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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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返回许可

网络许可支持在线返回和离线返回授权。

 在线返回

如果服务端电脑已经联网，可使用在线返回授权方式，操作如下：

i）选中要返回的许可条目，单击“在线返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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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出现如下提示弹窗，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返回许可。返回成功后该许可码

从列表中消失；

 离线返回

如果服务端电脑未联网，可使用离线返回授权方式，操作如下：

i）选中要返回的许可条目，单击“手动返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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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单击“创建请求”按钮，以生成.xml 格式的返回文件，并将此返回文件保存

在本地；

iii）之后出现如下提示弹窗，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返回许可，该许可码从列表

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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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将.xml 格式的返回文件发送给销售，或者直接登录 GstarCAD 在线服务中心上

传此返回文件，以使得该许可码可以重新在其他电脑上激活，操作步骤同第 1.1.4 节。

1.2.3 网络许可码管理工具

 使用详情

可以查看显示连接服务器占用许可的用户信息，包括用户 IP、最近活跃时间，如下图所

示。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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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服务的日志路径：设置在 LocalService 用户可写的位置，否则许可服务会运行失

败。

许可端口：已给出有效范围，在有效范围内设置即可。

系统启动时运行本管理器：此选项用来控制网络许可码管理工具是否随系统启动而运行，

但是并不控制许可服务。如果已经创建了许可服务，即使退出此管理工具，也不会影响许可

的可用性。

二、USB 锁激活

USB 锁分为三个选项：单机锁、网络锁方式激活以及老版本单机锁升级。

2.1 单机锁

跟销售沟通确认单机锁已经写好相应软件内容以后。可以直接进行下面操作，如果插加

密锁内容是空的没显示版本无法激活的。

1）将单机锁插入计算机的 USB 端口，单击“单机锁”选项；

2）许可信息会提示相关版本信息，选中；

3）单击“激活”按钮以激活软件；

4）重启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注意使用过程不要拔下锁，否则会激活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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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络锁

需要把网络锁插在服务器端（局域网内任何一台电脑）。

1.客户端激活

1）单击“网络锁”选项；

2）输入服务器端 IP，端口使用默认的即可；

3）单击“激活”按钮以激活软件；

4）重启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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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器端

1）单击“网络锁”选项；

2）使用默认的 IP 和端口，单击“激活”按钮；

3）重启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注意：使用过程服务器网络不能断开，如果断开无法找到网络锁可能出现异常无法保存

图纸情况。

2.3 升级锁

如果您的加密是单机锁并且您已购买了升级软件，则需要升级锁，以便激活新版本软件。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升级锁（此操作之前需要跟销售联系确定升级版本和安装正确）：

1）将锁插入计算机的 USB 端口，单击“锁升级”选项；

2）单击“生成”按钮以获取 LOVX 文件，然后将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

3）将 LOV 文件发送给您购买浩辰 CAD 产品的当地经销商/并获取 LIVX 文件；

4）单击“加载”以加载 LIV 文件，然后单击“升级”按钮以升级锁；

5）单击“升级”按钮，则升级成功。

三、集团码激活

使用集团码激活，需要集团码管理员和集团码用户两种角色配合工作才能激活。使用集

团码管理软件的用户，称为集团码管理员；使用浩辰 CAD Linux 版软件的用户，称为集团码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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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授权

1）集团码管理员，在 Windows 系统下安装集团码管理软件；

2）集团码用户，在要授权的电脑上，打开浩辰 CAD Linux 版软件，将注册页面显示的

硬件号和请求码摘抄下来（注意区分大小写）；

3）回到集团码管理软件，点击绑定，弹出绑定界面，将硬件号和请求码输入，点击确

定，如果绑定成功，会弹出提示并生成授权码，将生成的授权码摘抄下来（注意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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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到要授权的电脑上，在注册页面输入生成的授权码，然后点击激活，激活成功后

重启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3.2 收回授权

1）在要收回授权的电脑上，打开浩辰 CAD Linux 版软件，在注册页面点击“解绑”，将

提示的硬件号和解绑请求码摘抄下来（注意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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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集团码管理软件上，点击“解绑”，输入硬件号和解绑请求码，点击“确定”，则

解绑成功，集团码列表中之前使用该硬件号绑定过的列表中的“是否绑定”列将会显示“否”。

四、如何判断是否激活

无论您以何种方式激活浩辰 CAD，当您完成激活后，您可以从软件顶部检查，查看剩余

日期的提示。如果依旧有过期或者还有多少天提示，则是没有激活成功。如果显示如下，则

表示激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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