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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Licensing 快速指南 

通过 Licensing Portal 自助注册 

 如何访问 Licensing Portal？ 

 如何通过一个 PAK 号申请 License？ 

 如何通过多个 PAK 号申请 License？ 

 我的 License 遗失了，如何重新获取 License？ 

 我的设备做了 RMA，如何将 License 转移到新的设备？ 

 我正在寻找针对我的产品的试用 License，如何申请？ 

联系思科 Licensing 部门 

 如何联系 Licensing 部门？ 

 请求 Licensing 支持时应提供哪些信息？ 

 Licensing 部门的工作时间是什么？ 

 如何升级已有的 Licensing 案例？ 

实用信息 

 什么是思科销售订单号（Sales Order）？如何找到该编号？ 

 我已经申请了 License，但未收到 License 文件 

 我的设备上是否预先安装了 License？ 

 什么是 UCSS？它与 License 有何不同？ 

 我拥有针对我产品的 UCSS 订购。如何升级我的软件？ 

 我的客户来自中国，由于语言问题，是否有任何中文客服代表和升级机制

可以处理我的问题？ 

 如果客户的 MAC 地址（如 CUCM）已更改，他们是否可以遵循与 RMA 相

同的自助服务流程，还是必须提交一个 License 案例由 Licensing 部门来解

决？ 

 实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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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访问许可门户？ 

请转到：http://www.cisco.com/go/license，并输入您的 Cisco.com 用户 ID 和密码，以

访问该网站 

 

 如何通过一个 PAK 号申请 License？ 

PAK 是 Product Authorization Key 的缩写，代表产品授权密钥。PAK 是一个标签，包含

在您购买 License 的思科索赔证书（Cisco Claim Certificate）中。 

要使用 PAK 号申请 License，请访问“ Quickstart”页面下“Get New Licenses From PAKs 

or Tokens”或 “Get New”菜单下“License from PAKs or Tokens”，在“Enter a Single PAK 

to fulfill”中输入 PAK 号。 

 

 

 如何通过多个 PAK 编号注册许可证？ 

要使用多个 PAK 号申请 License，可使用 “Load More PAKs”按钮，一次最多可输入 10 

个 PAK，每行一个。根据需要多次重复此操作。新的 PAK 将显示在 PAK 列表中。通

过选择复选框，选择要使用的 PAK，然后点击 Fulfil Selected PAKs 按钮。 

http://www.cisco.com/go/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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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License 遗失了，如何重新获取 License？ 

通过使用您注册 license 时使用的 Cisco.com 帐号登陆，您可以查看、重新发送或下载您

已经注册过的 License，请访问 “Quickstart”页面或 “Get Existing”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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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 Licenses，然后选择 Resend 或 Download。您可以指定重新发

送 License 的地址和下载 License zip 文件的文件位置。 

 

 

 我的设备做了 RMA，如何将 License 转移到新的设备？ 

当您要把 license从一个设备转移到另一个设备（例如 Rehost 和 RMA），请访问 Transfer

下拉菜单。可使用 “License for RMA” 转移所有 Licenses，也可使用 “License for Transfer 

- Initiate”(Rehost) 转移指定的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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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寻找针对我的产品的试用 License，如何申请？ 

某些产品提供演示或现场试用 License，您可以访问“ Get Demo”选项卡获取。对于未

提供在线的临时 License，您可通过与思科 Licensing 部门联系进行申请。此类申请会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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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联系 Licensing 部门？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与思科 Licensing 部门联系： 

 使用 TAC 服务请求工具（TSRT/SCM）在线提交服务请求，并输入“licensing”

作为问题代码（Problem Code）。TAC 服务请求工具（TSRT/SCM）链接：

https://tools.cisco.com/ServiceRequestTool/scm/mgmt/case 

 发送电子邮件到 licensing@cisco.com 获得 Licensing 支持。 

 拨打您所在区域的相应技术支持电话号码。参阅“思科全球联系方式”页面，

查找与您所在区域相关的技术支持电话号码，网址为：

http://www.cisco.com/en/US/support/tsd_cisco_worldwide_contacts.html 

#对于需要立即协助的紧急 License 请求，建议您拨打 TAC 支持号码，提交一个 Licensing

支持请求，以获得 Licensing 支持人员的立即协助。目前，Licensing 支持人员只能提供英

文协助。 

 

 请求 Licensing 支持时应提供哪些信息？ 

为了加快处理您的请求，请尽可能多地提供以下信息： 

 您的 PAK、思科销售订单号、合同号和可以提供的任何其他信息。该信息可确

保 Licensing 部门能够正确发给您购买的 License。 

 您的 License 锁定信息，例如序列号、MAC 地址、主机名、UDI 等，您可以通过

在设备中输入 show license udi 命令来获取完整的 UDI。 

 关于您为何需要协助的简短而完整的说明。 

 

 Licensing 部门的工作时间是什么？ 

Licensing 团队全天候为您提供服务。如果您希望与处理您的 Licensing 服务请 (SR) 的代

表联系，您需拨打 TAC 支持热线电话，提供您 Licensing 服务请求 (SR) 号码，如果处

理您的服务请求的代表暂时无法接听您的电话，您可以请求与当值的 Licensing 服务代表

联系。 

 

 如何升级已有的 Licensing 服务请求？ 

如果客户希望升级现有 Licensing 服务请求，可以拨打 TAC 热线电话，请求与当值的

Licensing 值班经理通话，值班经理可以帮助您解决问题。 

 

 什么是思科销售订单号（Sales Order）？如何找到该编号？ 

思科销售订单号代表向思科下达的订单。很多合作伙伴向其客户提供该编号，作为完成

标准订单的一部分，以便使用 Order Status Tool （订单状态工具）在线跟踪订单。思科

合作伙伴和经销商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向其提供该编号。 

https://tools.cisco.com/ServiceRequestTool/scm/mgmt/case
mailto:licensing@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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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申请了 License，但未收到 License 文件。 

如果未收到或无法找到来自 licensing@cisco.com 的 License 文件，那么客户首先应确保

您所查看的电子邮件帐户与申请 License 时使用的帐户相同。如果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相同，那么请确认 License 文件是否被放在了电子邮件的垃圾邮件文件夹中。 

 

 我的设备上是否预先安装了 License？ 

有些硬件附带预装 License，而有些硬件没有。根据一般经验，如果硬件和 License 在同

一订单中购买，那么 License 会预安装。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 PAK 编号。在大多数产

品中，客户可以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以下命令来验证其 License 是否已预安装：Show 

license detail 

 

 什么是 UCSS？它与 License 有何不同？ 

对于统一通信产品来说，UCSS是一个基于运营服务合同的提供大版本升级的软件续订。

在有效的续订期内，和有效的 ESW 软件合同一起，UCSS 允许用户进行大版本的软件升

级。注册 UCSS 不会生成软件许可证书但只会激活 UCSS 的续订。当 UCSS 被激活后，用

户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工具(PUT)来订购软件升级介质和相关联的软件许可。 

客户注册过程中输入的信息将传送给 UCSS 支持团队，他们将完成客户的统一通信软件

使用的注册。您可以通过以下电子邮件地址与 UCSS 支持团队联系：

ucss-support@external.cisco.com。 

 

 我拥有针对我产品的 UCSS 订购。如何升级我的软件？ 

如果涉及客户产品的合同和 UCSS 订购有效，那么他们可以通过 Product Upgrade Tool 

(PUT 产品升级工具)免费订购升级。产品升级工具位于：http://cisco.com/upgrade。 

访问 PUT，然后输入合同号以查看适合的升级。订购一次升级用于一次升级实施。例如，

如果客户的 1 个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luster 具有 1 个发布商、2 个订购者和 

1000 个 DLU，那么客户将需要从 PUT 订购 1 次升级。 

完成订购升级中的所有步骤后，客户会得到一个订单号，格式为 UG123456。（注意：

请务必将订单号保存好以便日后查询） 

 

 我的客户来自中国，由于语言问题，是否有任何中文客服代表和升级机

制可以处理我的问题？ 

目前，我们没有中文 License 支持，升级将需要遵循全球统一流程，即联系当班的 License

值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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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客户的 MAC 地址（如 CUCM）已更改，他们是否可以遵循与 RMA 

相同的自助服务流程，还是必须提交一个 License 案例由 Licensing 部门

来解决？ 

目前，Licensing Portal 仅提供针对通过序列号或 UDI 申请 License 的产品转移 License。

对于针对 MAC 地址申请的 License 的统一通信产品，客户将需要通过 

licensing@cisco.com 向 Licensing 部门提交一个支持案例，申请 License 转移。 

 

 实用链接： 

 

 https://www.cisco.com/web/fw/tools/swift/ui/PDF/CiscoLicensingPortalChanges.pd

f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prod/collateral/voicesw/ps6882/ps9158/us_

uc_sw_ordering_tips_qrg.pdf 

 https://www.cisco.com/web/fw/tools/swift/ui/PDF/Cisco_Licensing_FAQ_-_June_2

011.pdf 

 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downloads/765/tools/edelivery/FAQ.pdf 

 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tools/edelivery.html#~tab-1 

mailto:licensing@cisco.com
https://www.cisco.com/web/fw/tools/swift/ui/PDF/CiscoLicensingPortalChanges.pdf
https://www.cisco.com/web/fw/tools/swift/ui/PDF/CiscoLicensingPortalChanges.pdf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prod/collateral/voicesw/ps6882/ps9158/us_uc_sw_ordering_tips_qrg.pdf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prod/collateral/voicesw/ps6882/ps9158/us_uc_sw_ordering_tips_qrg.pdf
https://www.cisco.com/web/fw/tools/swift/ui/PDF/Cisco_Licensing_FAQ_-_June_2011.pdf
https://www.cisco.com/web/fw/tools/swift/ui/PDF/Cisco_Licensing_FAQ_-_June_2011.pdf
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downloads/765/tools/edelivery/FAQ.pdf
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tools/index.html#~ta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