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6 Cisco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resentation_ID 1 

POWR 2.0使用指南 

二零一二年11月 

Katrina Gao 

TPL/AR vendor management 

Gchina SSCD 



© 2006 Cisco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resentation_ID 2 

简介 

 POWR – Product Online Web Returns 

 中文界面简单易用 

 在线提交取件申请，节约电话、邮件等候时间 

 一个界面同时返还多个RMA 

 有效记录、跟踪坏件返还状态 

 提高库房收货效率 

 减少有问题的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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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以下链接登录：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1, 阅读条款与条件，点击“接受条款”。 
•2, 选择登录方式 -- ：拥有思科登录帐户可以直接点击“我已有 Cisco.com 帐户” 
    （推荐使用此方式，以便获得全部可用功能）  
•3, 没有思科登录帐户的用户， 可选择RMA/电邮登录。需要输入有效 RMA 或折价    
      编号、电邮地址和安全关键字并点击“登录”。 
 
•登录成功后, 进入第二步骤界面 （可查阅帮助）了解详情，可查阅帮助了解详情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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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SCO用户名/密码登录（1），转默认控制面板（2） 
 1，Cisco用户名、密码登陆POWR 2 操作界面, 

 2，请点击右上角 “我的账户”(设置常用取件地址、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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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置常用取件联系人信息，取件地址 
 1， 进入以下界面，在已保存的联系人下面选择“新建” ： 选择联系人类型，输入联系人信息，并保存。 

 2， 在取件地址下面选择“新建”： 输入联系地址信息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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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置常用取件地址、联系人信息 
 1， 您所设置的联系人、取件信息成功保存在信息栏（红框显示）。 

 2， 您可设置“事件订阅”并保存， Cisco系统将根据您的设置自动发送货件信息给指定接收邮箱。 

 3， 点击左下方 “保存”设置（系统有提示：用户信息已更改保存）。 

 4， 点击左下方“返回主菜单”，返回退件主页开始退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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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种“请求取件”方式： 
•1,  简单搜索： 请输入您要返还备件的RMA# 
    （如您有多个 RMA 同一地址取件，可用逗号隔开 ，同时输入多个RMA#）（如图1） 
•2,  切换到高级搜索：  您可以根据客户信息（不完全信息+ *) 匹配RMA 号，  选择RMA#进入（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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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件地点信息 
•1， 收件地点信息：系统自动默认第一个RMA#的收货地址为收件地点。 
•                                您可以手动输入正确的取件地点并保存，或者从通讯簿中选择已保存的取件地点信息； 
•2， 请求者联系信息： 自动为ID登录者的联系信息，您也可以修改并保存，或者从已保存联系人中选择请求者。 
•3， 取件联系人信息： 如您不是现场取件可联系人，请输入联系人并保存以备下次使用，或者您也可以从已保存联系人中选取。 
•4， （可选）特别说明： 如果现场取件或者任何与RMA 信息相关的说明，主要针对承运商的特殊说明 
•5， 备用取件联系信息：主要取件联系人不在时，承运人应该联系的人员。您也可以输入备用联系信息，如取件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    单击右下角“下一步”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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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来定义要退货的包装（如纸盒或托盘）数量。 

1，如果您有多个RMA坏件一起返回，请在RMA行中逐个选择RMA进行包装说明； 

2， 不同RMA 不能包装在同一包装盒中， 系统也将自动给出不同的包装系列号； 

       同一个RMA下的所有货物可以装在一个包装箱里，也可以分别装在不同包裹中。如RMA84380326中有3件，但是每个纸盒只能容
纳2件，请选择正确的2件在同一包装（10_001）， 剩下一件单独用一个包装，系统将自动给出包裹序列号 10_002加以区别。 

 

设置完毕所有RMA以后，单击“下一页”进入下一个操作 

•6. 创建包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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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排取件时间 
•1， 系统自动定义包裹尺寸、重量、 
•2， 取件地址： 您可以再次确认是否正确 
•3， 您可以安排取件时间，承运人由思科指定 
•4，您还可以指明是否将使用托盘寄送包裹，注意：包裹重量和尺寸决定了您所在地区的哪家承运人可以接受此货件。  
5， 输入任何附加说明，如有无特殊设备需求，或者取件中有无特殊说明。 
•7-8，用于接收运输通知的电邮地址。 注意：标准 通知只能读取（由思科坏件回收组设定），可选栏为用户输入 
 
•点击保存，确认， 系统将询问是否确定操作，点击是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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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打印标签 
•1， 如果需要，可使用打印标签 屏幕打印运输时所需的标签。例如：提单、纸盒标签或托盘标签。 
•2， 选择一个或多个包裹，然后选择打印选项。统将仅显示与您的货件有关的选项。例如，点击   
•打印所有标签并遵循屏幕上的说明，可打印您的货件的全部标签。 
•3，（可选）选中通过电邮发送标签复选框，输入一个或多个电邮地址，以便将标签发送至收件人。 
•4， 点击完成， 系统进入初始提交RMA菜单界面， 退件流程结束 
 
请指示现场操作人员将标签贴到退还的纸盒、纸箱、托盘或其他容器上，以便承运商快速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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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打印标签 

字段 说明 

成功
货件 

货件请求成功时，系统将生成以下确认请求。  

已成功处理您的请求。 

货件“xx99999”已提交至“<承运人服务名称>” 

请使用下方的控件打印您的标签，并将标签牢牢贴在您的包裹上。  

已成功处理您的请求。 

货件“xx999999”已通过电邮发送至承运人“<承运人名称> 电邮”。除非您的承运人另有说明，请使用下方的控件打印您
的标签，并将其贴在包裹上。点击“完成”返回主菜单。注：对于通过电邮发送的请求，除非您的承运 人手动更新货件状
态，否则将保持“待取件”状态。  

已成功处理您的请求。 

货件“xx99999”已提交至“UPS SCS”。 

除非您的承运人另有说明，请使用下方的控件打印您的标签，并将其贴在包裹上。点击“完成”返回主菜单。注：货件状
态将为“待取件”。如果承运人传回跟踪编 号（通常在 24 小时后），此编号将添加至“查看货件”数据，并且货件状态
将为“已确认取件”。注：并非所有承运人都会传回跟踪编号  

未成
功货
件 

以下  

货件“xx99999”已提交至“<承运人服务名称>”。 

承运人已传回以下错误：“长度超过所允许的最大值 - 已跳至下个托运”。 

您可以重新启用并恢复此货件，以便纠正错误后再次发送。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联系您的 AR 代理。  

货件“xx999999”已提交至“<承运人服务名称>”。 

承运人已传回以下错误：“<承运人特定错误消息>” 

您可以重新启用并恢复此货件，以便纠正错误后再次发送。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联系您的 AR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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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管理货件 
 1，要查看和管理已提交或保存的货件，请使用控制面板的“搜索货件”部分。输入您的 搜索条件 并点击搜索，显示与您的

帐户相关联的货件。点击高级搜索框可显示其他选项。 

  2，注意：如果您使用 RMA 编号和电邮地址登录，系统将显示使用同一电邮地址处理的 RMA。 

  3，使用页面底部的功能按钮取消取件、重新安排取件时间或删除取件。您也可以恢复之前保存或取消的货件。 

  4，要查看其他货件详情，请点击展开图标查看 RMA 和跟踪编号。如需各个货件项目的信息，请突出标记某个条目，然后
点击  “查看货件”。 请参阅下表了解各字段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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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搜索货件 

• 输入搜索条件并点击搜索，显示您之前输入的货件。 

• 点击高级搜索选项框，显示或隐藏其他选项。参阅以下“高级搜索字段”的内容。 

• 要显示所有货件，请将所有字段全部留空并点击搜索。 

• 输入星号 (*)，可以作为通配符代替任何其他字符。 

• 点击显示/隐藏图标   

• 隐藏搜索字段，仅显示货件结果。 

搜索结果 显示与您的搜索相匹配的货件。 

货件详情 

• 点击展开按钮查看或隐藏其他详情，包括 RMA、跟踪编号和承运人消息。 

• 双击某个条目，查看包裹中所含产品的项目单（您也可以突出标记某些项目，然后点击望远镜图标
查看货件）。 

货件操作 

• 恢复已保存的取件：恢复之前部分完成并保存的货件。系统将在货件向导的第一步打开此货件。 

• 删除已保存的取件：删除之前部分完成并保存的取件。 

• 重新安排取件时间：更改已经完成并提交给承运人的取件时间安排。您需要输入新的运输信息和时
间安排，然后打印运输标签（因为跟踪编号和其他信息将会更改）。 

• 取消取件：取消已经安排时间的取件。取消的取件可以在以后重新恢复。 

• 重新启用已拒绝的取件：重新恢复您之前在“安排发运时间”步骤提交包裹时遭到拒绝的货件。 

注意： 这些按钮根据货件状态启用或禁用。  

  

• 请选择一个条目，然后点击以下一个选项：   

• 查看货件： 打开一个详情窗口，查看包裹中各项目的信息。 

• 打印标签： 打印已提交货件的标签。 

点击收起图标隐藏搜索字段，仅显示货件结果。  

再次点击此图标可显示搜索字段。  

•9-2，管理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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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POWR 2.0 演示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cs_info/or3/o32/Return_a_Product/WebReturns/demo.html 
•  （ Demo 3 - in Mandarin） 
 
•POWR 2.0 地址 
•http://www.cisco-global-retur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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