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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DM 设备管理系统
产品概述
现有的网络中，由于缺乏有效的设备管理软件，网络管理人员往往只能通过“徒手”进行设备管理，通过远程登录查看设备工作状
态，了解设备运行情况。H3C DM 使这种情况成为“过去”。
H3C DM 设备管理系统提供了对交换机、路由器、安全、存储等设备的网元管理功能，不仅可以进行面板管理，而且还实现了各
种业务特性的配置、查询、监视功能，为用户监控设备运行状态，迅速定位设备故障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途径。

产品特点
H3C DM 支持对 H3C 全系列 IP 产品进行设备管理，提供丰富的管理功能。通过面板管理，网络管理人员可以直观地看到设备、板
卡、端口的工作状态，通过设备信息浏览监视，管理人员可以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实时监视 CPU 利用率、端口利用率等重要信
息。同时，DM 提供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使设备功能配置不再复杂。
H3C DM 在单独安装时，可以与业界通用的网管平台进行集成，常用平台有 SNMPc、HP OpenView、IBM Netview、Micromuse
Netcool 等。H3C DM 可以安装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Solaris、HP UX 等。

通过面板图标直观地反映设备的框、架、槽、卡、端口等关键部件的运行状态；
能够方便查询和设置端口的速率、双工模式、管理状态等信息；
能够实时观测 CPU、内存、端口流量等关键性能指标的趋势；
支持对 H3C 公司交换机集群、堆叠能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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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路由协议和二层协议的查询和配置功能；
支持跨多个设备进行 VLAN、STP 协议等配置，加快部署效率；
支持同时监控多个设备面板；
支持面板上的端口颜色按照运行状态、工作速率、双工模式、所在 VLAN 等信息进行显示；
支持 VLAN 管理；
支持查询 IPv6 基本信息，IPv6 地址表添加、删除，监视 IPv6 端口流量；
支持 POS 接口管理：POS 端口浏览和配置；
支持光模块浏览。

选配信息
型号

产品描述

功能模块-H3C 业务软件产品-SW8M1DMGA-设备管理系统(含 25 节点)-纯软件(CD)中文版

必配，包含 25 节点

License 授权函-H3C 业务软件产品-SW8M1DMGC-设备管理系统 license 费用-管理 25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25 节点

License 授权函-H3C 业务软件产品-SW8M1DMGD-设备管理系统 license 费用-管理 5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50 节点

License 授权函-H3C 业务软件产品-SW8M1DMGE-设备管理系统 license 费用-管理 10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100 节
点

License 授权函-H3C 业务软件产品-SW8M1DMGF-设备管理系统 license 费用-管理 20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200 节
点

License 授权函-H3C 业务软件产品-SW8M1DMGG-设备管理系统 license 费用-管理 50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500 节
点

运行环境
可管理设备

IP 网络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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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设备列表

H3C IP++系列路由器
产品

SR8800 路由器、MSR 50 路由器、MSR 30 路由器、MSR 20 路由器、AR 46 系列路
由器、AR 28-40&80 模块化路由器、AR 28-3X 系列模块化路由器、AR 28-1X 系列模
块化路由器、AR 28-09 模块化路由器、AR 18-6X 系列全千兆以太网路由器、AR 18-3X
系列 xDSL 宽带路由器、AR 18-2X 系列以太网宽带路由器

H3C IP++系列交换机
产品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S7500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S5600 系以太网交换机、H3C
S5500-SI 系列、S5100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S5100-E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H3C S3610
系列、H3C S3600-HI 系列、S3600-E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S3600-SI 系列以太网交换
机、S3100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S3100-S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E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
SOHO 系列部分以太网交换机

H3C IP++系列 EPON
产品

S7500 系列光线路终端(OLT)

H3C IP++系列安全产
品

SecPath F1000 系列防火墙、SecPath F100 系列防火墙、SecPath V1000-A 安全网关、
SecPath V100-S 安全网关

Quidway 系列路由器

NetEngine 5000E 系列核心路由器、NetEngine 80E 核心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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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产品

设备列表
NetEngine 80 系列通用交换路由器、NetEngine 40 核心路由器、
NetEngine 20 系列高端多业务路由器、NetEngine 16E/08E/05 系列高端路由器、
SR8800 路由器、AR 49 系列路由器、AR 46 系列路由器、AR 29 系列路由器、AR
28-40&80 系列模块化路由器、
AR 28-3X 系列模块化路由器、AR 28-1X 系列模块化路由器、AR 28-09 模块化路由器、
AR 28-09B 模块化路由器、AR 19 系列路由器、AR 18-3X 系列 xDSL 宽带路由器、AR
18-2X 系列以太网宽带路由器、AR 18-1X 系列窄带路由器、R26 系列模块化路由器、
R1760 模块化分支路由器

IP 通信
产品

存储产
品

Quidway 系列交换机
产品

S8500 系列万兆核心路由交换机、S6500 系列高端多业务交换机、S5600 系列全千
兆智能弹性路由交换机、S5516 全千兆智能路由交换机、S5100 系列全千兆安全智能
交换机、S5000 系列全千兆智能以太网交换机、S3900 系列千兆智能弹性路由交换机、
S3500 系列千兆安全智能路由交换机、S3500 系列千兆路由换机、S3100 系列千兆以
太网交换机、S3000 系列千兆智能以太网交换机、S3000 系列千兆二层交换机、S3026F
系列快速以太网交换机、S2100-E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S2100-S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
S2000-EI 系列智能接入交换机、S2026-SI 系列可堆叠以太网交换机、S2000C 系列边
缘接入交换机、E 系列教育网以太网交换机、SOHO 产品系列部分交换机

Quidway 系列 EPON
产品

S6500 系列光线路终端(OLT)

Quidway 系列安全产
品

SecPath 1800F 防火墙、SecPath 1000F 防火墙、SecPath 500F 防火墙、SecPath 100
系列防火墙、SecPath 10F 防火墙、SecPath 1000 安全网关、SecPath 100V 安全网关、
SecPath 100N 安全网关

Quidway 系列无线局
域网产品

WA1208E 运营型双频多模 AP 设备系列

H3C 语音交换引擎系
列

XE200/2000 IP 呼叫处理服务器

H3C 语音媒体网关系
列

VG 80-20 语音网关、VG 31-08 语音网关、VG 21-08 语音网关、H3C VG 20-16/32
语音网关、 VG 10-40/41 语音网关

H3C 存储产品

H3C Neocean IX1000、H3C Neocean EX1000、H3C Neocean EX800

运行环境
属性

参数

硬件平台

PC 机： 主频 1.0G（以上）、内存 512MB（以上）、硬盘 20GB（以上）、48 倍速光驱、100M 网卡、显卡支
持分辨率 1024*768

操作系统

Windows XP、Windows 2000 Server、Windows Server 2003（简体中文版）

http://www.h3c.com.cn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基地

北京分部

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江科技

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 10 号庄胜广场中

工业园六和路 310 号

央办公楼南翼 16 层

邮编：310053

客户服务热线

邮编：100052

电话：0571-86760000

电话：010-63108666
传真：010-63108777

400-810-0504
800-810-0504

传真：0571-86760001
版本：20120316-V1.0

Copyright © 2012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保留一切权利
免责声明：虽然 H3C 试图在本资料中提供准确的信息，但不保证资料的内容不含有技术性误差或印刷性错误，为此 H3C 对本资料中的不准确不承担任何责任。
H3C 保留在没有通知或提示的情况下对本资料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