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传统
许可管理

客户与代理商



面向客户的软件培训课程

活动 时间 角色说明 管理应用

思科软件：功能概述
（面向客户）

1 小时 • 与管理员和用户身份的智能帐户关联的所有客户角色 不适用

思科软件：智能帐户设置和管理（面向客户） 1 小时 • 所有客户角色 思科软件中心 (CSC)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智能许可管理 1 小时 • 软件许可证和采购审批人
• 许可证监督和管理人员

智能软件管理器 (SSM)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传统许可管理 0.5小时 • 软件许可证和采购审批人
• 许可证监督和管理人员

许可证注册门户 (LRP)

思科软件：EA 工作空间 1 小时 • ELA 管理 EA 工作空间

最新培训计划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56985


面向代理商的软件培训课程 最新培训计划

活动 时间 角色说明 管理应用

思科软件：功能概述
（面向代理商）

1 小时 • 所有代理商角色 不适用

思科软件：智能帐户设置和管理（面向代理商） 1 小时 • 与管理员和用户身份的智能帐户关联的所有代理
商角色

思科软件中心 (CSC)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CCW 报价和订购 1 小时 • 下单人员
• 将订单从暂持帐户分配到客户智能帐户的人员

思科商务工作空间 (CCW)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 B2B 报价和订购 1 小时 • 下单人员
• 将订单从暂持帐户分配到客户智能帐户的人员

思科商务工作空间 (CCW)
和 B2B 系统

思科软件：云/SaaS 报价 45分钟 • 创建云/SaaS 相关报价的人员 思科商务工作空间 (CCW)

思科软件：云/SaaS 订购 1小时 • 创建云/SaaS 订单的人员 思科商务工作空间 (CCW)

思科软件：云/SaaS订用管理 75分钟 • 管理订用的人员 思科商务工作空间 (CCW)

思科软件：开具云/SaaS 发票 0.5 小时 • 管理发票的人员 思科商务工作空间 (CCW)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智能许可管理 1 小时 • 软件许可证和采购审批人
• 许可证监督和管理人员

智能软件管理器 (SSM)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传统许可管理 0.5小时 • 软件许可证和采购审批人
• 许可证监督和管理人员

许可证注册门户 (LRP)

思科软件：EA 工作空间 1 小时 • 客户 EA 工作空间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56985


您将了解：
• 在 LRP 中查看 PAK 并将其分配到智能帐户

• 在 LRP 中将 PAK 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LRP 中用于传统PAK 的智能帐户1

在 LRP 中将 PAK 转换为智能许可证2

议程

支持和其他资源3



LRP 中用于传统 PAK 的智能帐户



用于传统 PAK 的智能帐户
您的客户或您自己公司的智能帐户的工作原理

将订单分配到客户智
能帐户

创建客户智能帐户
PAK 会自动存放到

LRP 中

场景 1：

将新订单中的项目
分配到智能帐户

场景 2：将现有项

目或未分配的项目
分配到智能帐户

创建客户智能帐户
客户可以在 LRP 中将
PAK 分配到智能帐户

思科软件中心 (CSC)
思科商务工作空间

(CCW)
许可证注册门户 (LRP)



LRP 中的智能帐户
登录许可证注册门户 (LRP)

登录思科软件中心 (CSC)。在 CSC 主页上，点击许可证或查看“许可证”部分下的内容。

在“许可证”部分，点击传统许可。2

1

1

2

https://software.cisco.com/swcentral/home.html


LRP 中的智能帐户
查看传统 PAK 许可证

如果您没有智能帐户，则下拉列表中只有您的 CCO ID，您将看到与您的 CCO ID 关联的 PAK、许可证、
设备和交易历史记录。

如果您对与您的CCO ID 关联的一个或多个智能帐户有访问权限，则会看到下拉选项。您可以选择智能
帐户并查看特定虚拟帐户的 PAK/许可证。您可以在此处管理您的 PAK/令牌、许可证、设备和交易历史
记录。

1

2

注：如果您的订单已分配到智能帐户，则对
应的 PAK 会自动存储到您在LRP 中的智能
帐户中。

1

2



LRP 中的智能帐户
查看传统 PAK 许可证

选择智能帐户后，您必须选择一个虚拟帐户。

页面将自动显示“虚拟帐户”下拉菜单，方便您选择一个虚拟帐户。

1

1



LRP 中的智能帐户
智能帐户和虚拟帐户选择

选择智能帐户后，可以查看和管理与此特定智能帐户相关的 PAK/令牌、许可证、设备和交易历史记录。3

3



LRP 中的智能帐户
在“添加新的 PAK/令牌”工作流程中分配虚拟帐户

您可以在“添加新的 PAK/令牌”
的过程中将 PAK/令牌分配到智
能帐户或虚拟帐户。

您需要点击添加新 PAK/令牌链

接。屏幕上将出现一个弹出窗
口，您可以在该窗口中提供所
需的详细信息。

用户必须输入 PAK 或令牌 ID

（1 到 10 之间的任意一个数
字）。您可以通过销售订单 ID 

查找 PAK。

点击确定。

1

2

2

3

3



将传统 PAK 分配到智能帐户
选择要分配的 PAK

点击 PAK/令牌选项卡可查看
与您的 CCO ID 关联的所有
PAK/令牌。

选中尚未实施或部分实施的 * 

PAK，以将它们分配到智能帐
户和特定的虚拟帐户。

将它们分配到智能帐户后，即
可查看与该智能帐户关联的所
有 PAK，而不仅仅是与您个人
关联的 PAK。

2

1

1

*最常见的情况是将未实施或部分实施的 PAK 分配到智
能帐户，因为该许可证仍然可用。
但，也可通过此选项将“已实施”PAK 分配到智能帐户。

1

2



将传统 PAK 分配到智能帐户
将基于 PAK 的许可证分配到智能帐户

如果 PAK 或令牌没有分配到智能帐户
或虚拟帐户，则可以对其进行分配。

从列表中选择（选中）PAK/令牌，

然后点击分配到智能帐户。

1

2
1

2



将传统 PAK 分配到智能帐户
将 PAK 分配到智能帐户（续）

在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智能帐户，然后指定虚拟帐户。系统只会显示您有权访问的智能帐户和虚拟帐户。

点击分配 (Assign)。

1

2

1

2



将传统 PAK 分配到智能帐户
将 PAK 许可证分配到智能帐户（续）

请求已成功完成。



将传统 PAK 分配到智能帐户
PAK 许可证的智能帐户视图

现在，您可以按智能帐户（和虚拟帐户）筛选，查看所有与该智能帐户关联的传统 PAK（来自多个用
户）。这样您就可以查看分配到您的智能帐户的所有 PAK。

1

1



LRP 中的许可证选项卡
查看与您的虚拟帐户关联的许可证信息

点击许可证选项卡可查看与您的虚
拟帐户关联的许可证信息。

选中一个许可证选项卡后，系统将
会在弹出窗口中共享其关联信息。
您可以查看详细的交易信息、组织
信息和交易历史记录。

1

2
1

2



查看 LRP 中的许可证和设备
许可证和设备的智能帐户视图

您还可以查看与您公司智能帐户关联的所有 许可证和 设备。这可以提供完整的公司视图。1 2

1

2



从基于 PAK 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在 SSM 中使用智能许可功能管理尚未实施/部分实施的许可证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查看 SSM 中当前的智能许可证总数

SSM 中当前有 41 个智能许可证。待我们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后，SSM 中会有更多许可证
可用。

1

1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查看许可证

在 LRP 中，点击 PAK/令牌，系统将显示您可管理的 PAK 及任何智能帐户分配信息。

选择您想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的尚未实施/部分实施的PAK。必须存在对应的智能 SKU。

1

2

1

2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转换为智能授权

在选择 PAK 后，点击蓝色箭头 ，然后点击转换为智能许可。1

1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转换为智能授权（续）

如果您尚未向智能帐户/虚拟帐

户分配许可证，此时系统将向
您发出提示。

对于要转换的每个PAK / 

SKU，选择设备标识符（必
填信息）和要转换的数量（
如果PAK允许部分履行）。

点击提交。

1

2

注意：系统之所以要求确认，是
因为这些 SKU 在转换后，将无法
在此工具中用于处理将来的交易。
但您可以在 SSM 中管理这些许
可证。

3

1

2

3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转换为智能授权（续）

将显示消息，确认已成功转换 SKU。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查看状态

现在，许可证状态将显示为已转换（或已部分转换）。您可以将此处视为记录，但目前需要在 SSM 

中管理它们。

1

1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查看 SSM 中增加的智能许可证总数

再次登录到 SSM。许可证数量已增加到 43 个，这表示您转换的许可证数量。

现在，您可以将这些许可证迁移到其他虚拟帐户，并使用SSM 中可用的许可证管理功能。

1

1

转换后，需要使用令牌智能注册流程进
行注册。



将传统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将显示此转换的交易历史记录。智能帐户和虚拟帐户都会显示转换条目。2

虚拟帐户

智能帐户



将设备中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授权
将设备中已注册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许可证



将设备中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授权
选择要转换已注册许可证的设备

在 LRP 的“设备”(Devices) 选项卡中，选择包含要迁移到智能授权的许可证的设备。

选择设备，点击蓝色箭头，然后点击 转换为智能许可。2

全部或无：设备中的所有许可
证都必须具有对应且可用的智
能 SKU

1

1

2



将设备中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授权
设备转换/部分设备转换选项

您可以选择一个设备并进行部
分设备转换。

选中设备后，如果该产品支持
部分转换，您可以输入要转换
的数量。并非所有产品都支持
部分转换。

点击提交。

传统许可证转换成智能授权后，
它们将不再在 LRP 中出现，而
是在思科智能软件管理器 (SSM) 

中出现。

1

2

3

4

注：所有交易都将记录到事件日志中，并在 LRP 和 SSM 中的交
易历史记录中显示。

2

4

3

1



将设备中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授权
确认

系统将显示确认消息。您也会收到邮件通知。您的许可证已经从 LRP 中删除并存储到您的智能帐户中。1



将设备中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授权
许可证在 SSM 中可用

许可证迁移完成后，智能授权（许可证）将显示于用户在智能软件管理器 (SSM) 中指定的智能帐户中。
要向这些许可证注册设备，请按照 SSM 中的令牌注册流程操作。

1

事件日志将显示此转换的
交易历史记录（无论是智
能帐户还是虚拟帐户中的
交易历史记录）。

2

1

2

虚拟帐户



将设备中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授权
查看符合条件的设备

在设备选项卡中，您可以查看
设备中的哪些许可证可进行智
能转换。

您将在页面底部看到一条消息，
其指示存在可进行智能转换的
许可证。

点击查看符合条件的设备，访
问显示对应信息的表。

1

1

2



将设备中的许可证转换为智能授权
选择要转换已注册许可证的设备
选择查看符合条件的设备后，屏幕上将会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列出可进行智能转换的许可证。

选中设备后可开始设备转换过程。

1

2

注意：如果所列设备超过 10 个，
您可以滚动该列表。

1

2



PAK增强身份验证



PAK增强身份验证
验证新许可证的所有权

要增加安全性，您可能需要在注册PAK，转换为智能许可或
分配智能帐户时验证新许可的所有权。

根据每个PAK /每个用户，验证许可的所有权是一次性要求。

系统可能会要求您输入PIN码，或者可能会要求您提供其他
安全标识符，例如销售订单号，行号和发货集。您可能还会
被要求以pdf格式上传索赔证书。对于选择的PAK，您可能还
会被要求输入服务请求编号。

如果在订购时指定了智能帐户，则不需要执行这些验证步骤，
因为您的PAK已安全预先分配到您的智能帐户。

1

1



PAK增强身份验证
索赔证书详情

声明证书详细信息：可以在声明证书上找到安全标识符。您可以在此处
找到PIN码或其他安全标识符，例如销售订单号，行号和发货集。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 these detailed instructions:

• 有关更多信息，请查看以下详细说明：
• PAK增强认证说明

• PAK增强认证视频

1

1



支持和其他资源



虚拟聊天助理 (VCA)
LRP 中的虚拟助理

现在，您可以通过许可证注册门户访问虚拟聊天助理 (VCA)。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帮助”链接。

您将被重定向至许可帮助中心，在此，您可以在向虚拟助理提问。您还可以查看常用内容，评价您的体
验，查看文档和视频，打开案例，访问实时聊天并与我们联系。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本 QRG：

VCA 快速参考指南

1

2

1

2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72282


服务团队联系方式
开case

软件授权服务团队:

如果您有关于，软件授权的问题，可以在Support case manager，开一个case。
Support Case Manager (SCM).

更多如何在SCM,开case的方法，请点击here.

产品服务团队: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TAC)

技术性相关的问题，可以联系思科的TAC中心: 
Worldwide Support Contacts

http://www.cisco.com/go/scm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entitlement_asset_mgmt/docs/Licensing_Support_Using_SCM.pdf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web/tsd-cisco-worldwide-contacts.html#telephone


其他资源
位置 受众 说明

http://cisco.com/go/smartaccounts

http://cisco.com/go/smartlicensing

全部 思科智能帐户概述
思科智能软件许可概述

软件操作交流界面
培训日期
可订购的智能许可 SKU 列表
常见问题解答

全部 其他软件培训和信息资源

思科软件：功能概述（面向代理商） 代理商/批发商/B2B

思科软件：智能帐户设置和管理（面向代理商） 代理商/批发商 有关如何在思科软件中心 (CSC) 中创建和管理暂持智能帐户的分步指南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 CCW 报价和订购（面向代理商） 代理商/批发商 向代理商和批发商分步骤介绍如何在 CSC 中订购智能许可产品并将智能帐户分配到许可证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 B2B 报价和订购（面向代理商） B2B 分步骤介绍如何通过 B2B 订购来订购智能许可产品并将智能帐户分配到许可证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智能许可管理 代理商/客户 智能软件管理器中的智能许可管理

思科软件：使用智能帐户进行传统许可管理 代理商/客户 许可证注册门户中的传统许可管理

思科软件：EA 工作空间
思科软件：EA 工作空间 - 按需视频

客户 EA 工作空间 E2E 培训指南

思科ONE PAK 操作培训 代理商/客户 关于思科ONE PAK操作的按需培训

http://cisco.com/go/smartaccounts
http://cisco.com/go/smartlicensing
https://forums.cisco.com/OperationsExchange/s/training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56985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59102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4078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9800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9812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9814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9813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9821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9822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9820
https://www.brainshark.com/ciscosales/vu?pi=zJ9zRnhWtzOUatz0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9224


其他资源
位置 受众 说明

智能帐户领先操作规范 - 代理商 代理商/批发商/B2B 智能帐户领先操作规范（面向代理商）

申请暂持智能帐户快速参考指南
完成暂持智能帐户设置快速参考指南

代理商/批发商/B2B 有关如何申请暂持智能帐户的快速分步指南
有关如何完成暂持智能帐户设置的快速分步指南

申请客户智能帐户快速参考指南
完成客户智能帐户设置快速参考指南

代理商/批发商/B2B/最终客户 有关如何申请暂持智能帐户的快速分步指南
此快速分步指南介绍如何完成客户智能帐户的设置

申请访问现有智能帐户 销售/代理商/批发商/B2B/最终
客户

有关如何申请对现有智能帐户的访问权限的快速分步指南

协助客户设置智能帐户快速参考指南 代理商/批发商/B2B 此快速分步指南介绍代理商如何协助客户设置智能帐户

指定代理商代表您管理帐户快速参考指南 代理商/批发商/B2B/最终客户 此快速分步指南介绍客户如何指定代理商管理其智能帐户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4842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57247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57249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57261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57262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8017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4163
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4326


有什么问题？





版本历史记录(2019年1月)
幻灯片页码 详细信息 Release 

2, 3 修改了幻灯片＃2和＃3（培训模块列表，会话持续时间）



版本历史记录(2019年3月)
幻灯片页码 详细信息 Release 

37-39 PAK增强身份验证



版本历史记录(2019年7月)
Slide # Details Release 

8, 22, 28, 29, 

34
更新思科软件中心页面布局（更新截图） 2019年7月1日



版本历史记录(2019年12月)
幻灯片 # 详细信息 更新日期

25 许可证转换增强，设备标识
2019年12月6

日

41 更新虚拟聊天助理截图
2019年12月13

日



版本历史记录(2020年2月)
幻灯片 # 详细信息 更新日期

41 更新虚拟聊天助手截图
2019年12月13

日



版本历史记录(2020年5月)
幻灯片 # 详细信息 更新日期

42 更改了服务团队支持信息 202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