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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您可以使用 Cisco POWR 在线 RMA 退货系统来安排取货请求、打印运输标签并管理先前的请求。 RMA 是使用服务请
求工具或在新设备购买期间创建的。 退货说明包含在客户支持电子邮件中，或以书面操作说明形式包含在更换部件
中。 如果您有 Cisco.com 帐户（可使用完整功能），请登录 http://cisco-global-returns.com 查看您当前和过去的 RMA 
编号。 如果您没有 Cisco.com 帐户，请使用 RMA 编号和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登录。 如需其他帮助或要获取退货 RMA，
请联系您的思科资产回收代理、总代理商或其他客户代表。 生成 RMA 后，请完成本文档所述操作，以安排货物运输并
管理您先前的发货。

使用入门
a. 阅读条款和条件，然后点击“接受”。

b. 选择登录方式 - 思科登录（推荐使用此方式，以便获得全部可用功能）或 RMA/电邮登录

• 思科登录适用于拥有思科登录帐户并点击“我已有 Cisco.com 帐户”的用户；或者

• RMA/电邮登录适用于没有思科登录帐户的用户，用户需要输入有效 RMA 或折价编号、电邮地址和安全关键字并点
击“登录”。

c. 登录成功后，用户将进入控制面板。要开始退货流程，请直接点击“请求退货”。

d. 登录完成后，可查阅帮助了解详情

控制面板
默认控制面板页面可以让您执行以下操作：

• 请求取件：完成在线向导，以便确定要退回项目的 RMA。

• 搜索货件：查看已保存或已完成的货件，如以下部分中所述。

• 我的帐户：管理您的用户简档，包括地址簿条目和事件订阅。

管理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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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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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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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其他货件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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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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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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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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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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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搜索字段

字段 说明
创建日期 创建货件的日期。

货件状态

选择以下一个选项：

• 未提交：货件请求尚未提交。重新恢复“已保存的货件”，以便完成并提交或删除货
件。

• 待取件：取件请求已提交至承运人。除非承运人更改此状态，否则此状态将是最终状
态。

• 已确认取件：承运人已通过提供跟踪编号和包裹标签确认取件请求。

• 已完成取件：承运人已提取包裹并且正在运输途中。

• 货物已配送：包裹已送达目的地。

• 已拒绝取件：请求出现问题。您可以查看其他货件详情了解具体信息，然后重新启用
并恢复货件，以便纠正问题后重新提交。

• 用户已重新安排取件时间：用户已重新安排取件申请的时间，并重新提交了货件。注
意：这种情况下，跟踪编号会变，您必须打印新的运输标签。

• 承运人已重新安排取件时间：承运人不支持所请求的取件日期。承运人已重新安排适
当的取件时间。

• 用户已取消取件：用户取消了取件请求。您可以再次处理 RMA 退货。

仅显示我的
货件

仅显示当前登录用户所创建的货件。

排除未提交
的货件

隐藏部分完成但尚未提交的货件。



选择 RMA
选择 RMA 是创建货件向导的第一步。

注意：您可以使用此向导创建新货件，或完成之前保存（尚未完成）的货件。货件可以包含多个 RMA 和包裹。使
用“下一步”和“返回”按钮可以在各个步骤之间切换。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包含在货件中的 RMA：

有两种选择：输入单个 RMA 或折价报价；或执行高级搜索以选择一个或多个 RMA。

选择 1：简单搜索

a. 输入 RMA 或折价报价编号。
提示：如果您使用 RMA/折价报价编号登录，系统将自动输入此编号。

b. 点击下一步。

选择 2：高级搜索（仅限 Cisco.com 登录帐户）

如果使用 Cisco.com 帐户登录，您可以通过“高级搜索”找到并显示为您的帐户分配的 RMA 编号。

a. 点击切换到高级搜索，显示搜索字段

b. 输入搜索条件，包括 RMA 编号或类别、您的客户采购订单和/或提交订单时的日期范围。
提示：要显示所有记录，请将这些字段留空。输入星号 (*) 作为通配符。

c. 点击搜索。

d. 从搜索结果中选择一个或多个 RMA 条目。
注意：您不能在同一货件中同时包括思科付款和客户付款的 RMA（“付款方”列）。

e. 点击下一步。

设置取件地点
取件地点可以告知运输公司提取包裹的地点，以及您公司中的联系人。

a. 输入取件地点信息。
提示：您可以手动输入此信息，也可以从“地址簿”菜单中选择之前保存的条目。

b. 输入请求者联系信息、取件联系信息和备用取件联系信息。
提示：如果联系条目相同，请点击 图示以便将联系信息复制到右侧的字段。

c. （可选）点击各联系条目旁的另存为框，创建或更新地址簿 条目。
d. （可选）输入针对承运人的特别现场说明。例如，关于寻找装运台的说明。
e. 点击保存以保存您的更改并更新地址簿条目。

f. 单击下一步继续操作。

功能 说明

取件地点信
息：

输入运输公司应该在什么地址提取包裹。此选项不适用于电邮/RMA 登录用户。
提示：（仅限 Cisco.com 登录）选择地址簿中预先定义的条目可以自动填充这些字
段。

另存为：

拥有 Cisco.com 帐户的用户可以点击“另存为”复选框，然后创建或更新地址簿条目。
此选项不适用于电邮/RMA 登录用户。

• 输入现有名称，可更改某个当前地址簿条目的地址。

• 输入新名称，可创建一个新的地址簿条目。

•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您所做的更改。

• 已保存的条目可在与您的帐户或电邮地址相关联的未来会话中进行选择。

请求者联系信
息：

输入提出发运请求的人员（如办公室经理）的姓名和联系信息。
提示：（仅限 Cisco.com 登录）使用另存为选项可更新或创建地址簿条目。此选项不
适用于电邮/RMA 登录用户。

复制所有字
段：

（可选）点击复制按钮 以便将联系信息复制到下个条目字段。

取件联系信
息：

输入承运人在提取包裹时应该联系的人员。此选项不适用于电邮/RMA 登录用户。
提示：（仅限 Cisco.com 登录）使用另存为选项可更新或创建地址簿条目。此选项不
适用于电邮/RMA 登录用户。



备用取件联系
信息：

输入主要取件联系人不在时，承运人应该联系的人员。您也可以使用此字段输入备用
联系信息，如取件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特别现场说
明：

（可选）输入针对承运人的附加说明。

创建包裹
使用“创建包裹”屏幕可以定义要退货的包裹（如纸盒或托盘）数量。您可以把所有货物装在一个包裹里来运输，也可以
将其分别装在不同包裹中运输。例如，如果您有 6 件货物，但是每个纸盒只能容纳 3 件，请确定要在各个运输箱中装
入哪些货物。

提示：点击包裹说明可获得关于正确准备货件的说明。

注意：要确保您的帐户得到精确的处理，请务必使您选择/输入的产品 ID 和序列号与实际退回部件上的产品 ID 和序列
号相符。思科将在收到货物后核实产品 ID 和序列号；如果出现任何不一致，都可能导致推迟更新与此次退货有关的服
务合同。如果您要退回已经取消或此 RMA 上未提供的部件，请联系资产回收团队。

a. （可选）点击“全部展开”可查看各行项目的部件号。点击 可展开一行。

b. 选择要装入包裹中的项目。

点击“行”列标题旁的复选框，选择所有行的全部项目或选择特定项目。

所有项目 点击所有项目可选择某个部件号的所有项目

选择项目 点击“选择项目”可选择某个部件号的特定数量的项目

分配数量 点击“分配数量”可在多个纸盒之间自动分配一个或多个部件

c. 为选定的项目定义包裹数：

• 如果要使用单个容器运输选定的项目，请点击使用一个包裹退回选定项目。

• 如果要使用不同容器退回各个选定的项目，请点击分别使用不同包裹退回选定项目。

提示：点击重置选定包裹可以清除设置并重新进行设置。

d. （可选）点击分配数量以便将项目自动分配到包裹。
分配数量可以让您在多个纸盒之间自动分配一个或多个部件。例如，输入 4 个项目和 2 个包裹，可以自动为每个包
裹分配 2 个项目。
注意：您的包裹数不能大于项目数（不能将 3 个部件分配到 4 个纸盒）。

e. 核实要取件的项目数（取件数量）与授权退货的项目数（授权数量）是否相符。

f. 单击下一步继续操作。

说明
RMA 编号。
在“选择 RMA”中选择的每个 RMA 都会分别显示在一个选项卡中。如果 RMA 过多导致无法水平显示，
系统将显示一个滚动条。所有 RMA 的全部项目必须包含在一个包裹中。

包裹说明：打开一个文档，其中介绍了如何正确准备要发运的包裹。

点击列标题，可以对 RMA 中包含的行项目进行排序。
提示：点击“全选”框可以选择或取消选择所有部件号的全部项目。

• 行：RMA 中的行项目。例如，部件号。

• 更换行号：（仅限服务退货）要更换部件的行编号。
• 更换部件号：（仅限服务退货）更换部件的编号。
• 状态：各行中每个项目的退货状态。
• 授权数量：授权退货的部件数量。
• 取件数量：退货包裹中包含的部件数量。
• 包裹：要退货的项目数及其使用的包裹数。

RMA 中包含的行 项目（如部件号和说明）。
• 点击展开框可以展开各行，并显示 RMA 中包含的各个项目。

• 点击全部展开可以展开所有行项目。



行中包含的项目。例如，如果您要退回两个同一部件号的项目，系统将显示两个条目。

• 选择或取消选择要装在包裹中的项目。

• 点击所有项目按钮可选择或取消选择行中的所有项目。

• 点击分配数量按钮可将项目自动分配到各个包裹。

为选定的项目定义包裹数：

• 使用一个包裹退回选定项目：使用单个包裹退回所选择的项目。

• 分别使用不同包裹退回选定项目：使用不同的包裹退回各个选定的项目。

• 重置选定包裹：清除选定项目的设置，重新进行设置。

• 全部展开：显示各行的所有项目。当所有行都展开时，此按钮将更改为全部折叠。

保存对 RMA 记录所作的更改。

点击所有项目可选择行中的所有项目。
点击分配数量可将项目自动分配到包裹。例如，输入 4 个项目和 2 个包裹，可以自动为每个包裹分配
2 个项目。

包裹：要退货的项目数及其使用的包裹数。

安排取件时间
“安排取件时间”屏幕可以定义包裹尺寸、重量、承运人和装运时间表。您还可以指明是否将使用托盘寄送包裹，以及是
否会给您的用户简档中未包含的联系人发送通知电邮。

a. 输入货件中各包裹的重量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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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将您的鼠标悬停于某行上，可查看包括估计重量在内的附加信息。

b. 在“取件时间安排”下，点击刷新承运人服务按钮，如果需要，同时选择承运人取件方式。输入应该提取包裹的日
期和时间，或选择相应选项，以便亲自将包裹送交承运人或在线下安排取件。

c. 输入任何附加说明，如货件中使用的托盘数量（如果需要）。

d. （可选）如果显示打印商业发票，请选择此选项。如果 RMA 需要此选项，此选项将自动显示。

e. （可选）输入用于接收运输通知的可选电邮地址。
注意：标准 通知只能读取，并且基于您的用户简档。
f. 依次点击确认和确定，以便最终确定货件并通知承运人。

g. 查阅成功或失败消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操作。您可以继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显示成功消息，则继续进行操作并打印运输标签。

• 如果显示错误消息，则按照屏幕上的说明纠正货件条目。

字段 说明

货件 ID

输入各包裹的宽度、高度和深度。

• 系统自动输入的重量是要退回项目的重量。请修正此重量，以便加入包装材料的重
量。
提示：将光标置于一个包裹条目上，可显示一个弹出窗口，其中提供了有关该包裹中各项
目的附加详情，包括部件号、数量和重量。

• 点击返回可修正各包裹中包含的项目。

取件时间
安排

点击“刷新承运人列表”按钮（如果显示）。此预先定义的承运人列表取决于多个变量，如
取件地点和包裹重量。
当显示承运人选项时，请选择以下一个选项：

• 请求承运人取件（派遣司机）：选择提取包裹的承运人、日期和时间。承运人将派遣
司机提取包裹。

• 承运人取件（用于已确定取件或代收的承运人标签）：选择承运人和可以提取包裹的
日期。承运人将按照既定的取件时间表完成取件，或您可以直接将包裹送到代收点以便承
运人提取，如预先安排代收点或承运人地点。

取件地址
（只读）在“设置取件地点”步骤中输入的地址。
如果需要，点击返回以回到“设置取件地点”步骤并更改此条目。



特别现场
说明

（只读）在“设置取件地点”步骤中输入的文本。
如果需要，点击返回以回到“设置取件地点”步骤并更改此条目。

特殊设备
• 取件需要液压托盘车：如果需要手动落地千斤顶来提举和搬运托盘，请选择此项。

• 现场提供升降台：如果可提供升降台来将包裹提举到卡车中，请选择此项。

退货人付
款

（仅当客户支付退货费用时显示）

• 确认退货人付款：如果您的公司将支付运输费，请选择此框以确认此费用。

• 承运人帐户：输入您的公司针对选定承运人所使用的结算帐号。

电邮通知

• 标准：（仅面向服务 RMA 显示的只读字段）您的用户简档中定义的电邮地址。这些电
邮地址将根据事件订阅（例如，当提取或送达包裹时）收到通知。

• 可选：输入附加电邮地址，这些地址将仅收到当前货件的运输通知。各电邮地址之间
用分号 (;) 隔开。

保存 （可选）点击保存以便保存您的更改。

包裹重量
和尺寸

输入各包裹（含包装材料）的总重量和外形尺寸（长度 - 最长尺寸、宽度和高度，以米为
单位）。

包裹详情
将鼠标悬停于某个包裹条目上可显示其附加详情，包括包裹中各项目的估计重量。
注意：估计重量是指要退回项目的重量，不含额外包装材料的重量。

此货件中
的托盘总
数

输入托盘数量（如果使用托盘运输这些项目）。

确认
点击“确认”可显示确认窗口。
点击确定可证实信息无误，并通知承运人已做好取件准备。您无法撤销此步骤。

注意：如果需要商业发票，系统将再显示一个“生成商业发票”窗口。

打印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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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选择一个或多个包裹，然后选择打印选项。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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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点击  “刷新”将更新可供打印的包裹标签列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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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点击完成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打印标签。

d. 将标签贴到您的货件中的纸盒、纸箱、托盘或其他容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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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