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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常规信息 

问题：什么是思科合作伙伴空间？ 
回答：思科合作伙伴空间是为思科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提供的全球动态在线社区，它利用了最新的 Web 2.0 协
作技术。访客们可以在每个合作伙伴空间工作室中参与商业洽谈，与所有访客交流，加入论坛，以及参加实时或

随需召开的 Web 活动 — 所有这些活动可以方便地从桌面上展开，无需安装任何应用程序插件。

问题：谁可以访问思科合作伙伴空间？ 
回答：整个思科全球渠道社区 - 包括分析师、客户、合作伙伴、零售商和分销商 - 都可以访问思科合作伙伴空间

问题：如何访问思科合作伙伴空间？

回答：可通过多种方式进入。

对于客户和访客：

1. 使用思科的合作伙伴定位器工具。该工具提供了思科全球所有的已注册和认证合作伙伴的访问信息，

并提供每个合作伙伴的展台空间（如果已创建）的直接链接。

2. 通过 www.ciscopartnerspace.com。用户需要在此网站上注册并登录，才可以完全访问该虚拟环境。

对于合作伙伴： 

1. 通过 www.ciscopartnerspace.com。单击“合作伙伴登录”选项卡，然后使用 Cisco.com 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

2. 通过思科合作伙伴中心网站，网站访问，该网站还包含了其他合作伙伴计划信息。

3. 直接通过 www.ciscopartnerspace.com进入该空间。

对于思科员工：

1. 通过 www.ciscopartnerspace.com。单击“员工登录”选项卡，然后使用 Cisco.com 用户名和密码登

录。

2. 通过思科内部网站，其中还含有内部计划信息。

3. 直接通过 www.ciscopartnerspace.com进入该空间。

问题：作为一名合作伙伴，我如何确认是否拥有有效的 Cisco.com 帐户？ 
回答：请访问思科合作伙伴自助服务网站。

问题：是否可以使用思科合作伙伴定位器找到思科合作伙伴空间？ 
回答：是。如果您参与了思科合作伙伴空间计划，则您的公司信息旁边会出现一个“思科合作伙伴空间”图标  
单击该图标即可进入空间环境。

问题：思科合作伙伴空间计划是否涵盖了所有的思科合作伙伴？ 
回答：同意该计划的条款和条件的思科认证合作伙伴都有资格申请合作伙伴空间展台。

问题：思科是否继续举办现实中的活动？ 
回答：是。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的设计目的是增强思科渠道社区的内部交往，并不旨在取代现实活动。

问题：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与思科“第二人生”计划有什么区别？ 
回答：这两种环境都是思科战略的一部分，并且都使用了最新的 Web 2.0 技术。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的重心在于合

作伙伴社区，致力于增强合作伙伴、客户和思科之间的交往。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的特色还包括定制的展台，这也

是两种环境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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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思科行业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网络 (ISPN) 与思科合作伙伴空间有什么区别？ 
回答：思科合作伙伴空间是虚拟环境计划。思科行业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网络使合作伙伴不断地向市场提供行业解

决方案，并为此向它们提供奖励。行业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网络的一项优势在于思科合作伙伴空间展台。

问题：我是思科的一名员工，我想为自己的产品建立一个展台，请问这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

回答：思科组织想要申请展台，需要满足不同的要求，其中包括： 交纳年费；展示的产品或服务需要与合作伙

伴、客户或此两者之间有业务相关性；每年举办 2 次网络研讨会；每个工作日至少安排 4 个小时的人员值守。要

了解这些要求的详细信息并开始申请过程，请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中发出支持请求，然后提供以下信息： 思科组

织的名称；解释为何您的产品与合作伙伴/客户/两者有关联；负责申请过程的联系人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电

话号码。

问题：一个合作伙伴组织是否可拥有多个展台？

回答：该计划的标准政策是一个合作伙伴组织只能有一个展台。要额外申请展台，请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中发出

支持请求，然后提供以下信息： 组织名称；为何需要多个展台；负责跟踪活动的联系人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

电话号码。

问题：请介绍一下 Unisfair。
回答：思科委托 Unisfair 来建立和管理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环境。

科合作伙伴空间功能

问题：思科合作伙伴空间是否支持不同的语言？ 如果是，支持哪些语言？ 
回答：思科合作伙伴空间包含了两种内容级别。其一是平台级，应用于所有的环境界面（菜单按钮、标题等）。

平台级支持五种语言。用户可以在顶部导航菜单上使用“设置”选项选择喜好的语言。英语是默认语言；还可以

选择中文、德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第二个内容级别是合作伙伴在其展台空间中发布的具体展台内容。展台空间支持所有语言（书写方向为从右到左

的语言除外）。合作伙伴必须至少以一种语言提供展台内容，并可以选择创建多个语言选项。用户不能假设所有

展台的语言选项数是相同的。

问题：是否需要特殊的设备才能访问和使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

回答：不是。请访问技术信息区域以了解详细信息。

问题：如何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环境中导航？ 
回答：用户可以使用左侧导航栏，或者通过主图形界面/信息亭选择不同的功能区。借助于搜索结果也可以直接转

到感兴趣的功能区。

问题：如何更新我的名片？

回答：注册用户可使用“设置”按钮更改其名片信息。合作伙伴必须通过合作伙伴自助服务工具更新其简档。思

科用户必须通过 Cisco.com 简档管理器更新其简档。

问题：展台访客能否知道哪些展台是有真实市场代表值守的？ 
回答：2008 日历年的上半年，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环境中将会推出一种增强的搜索功能，允许按照“有真实市场代

表值守”这一条件筛选搜索结果。

问题：左侧导航栏有什么作用？ 
回答：在左侧导航栏上，单击相关的链接一次就可以访问环境中的所有位置和活动，包括为所有用户开放的公共

区域。信息展台、大会厅、网络休闲室和行业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网络展览馆全部布置在公共区域。

问题：如何获得有关网络研讨会的信息，以及如何登记加入网络研讨会？

回答：活动组织者可以在大会厅中选择举办公共网络研讨会，或者举办仅限受邀代表的网络研讨会。如果活动是

公共性质的，则所有注册用户都可以在大会厅登记加入该活动。如果活动是私人性质的，则只有收到了电子邮件

邀请函的出席者才可以凭藉专用 URL 访问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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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什么是网络休闲室？ 
回答：网络休闲室是一个公用区域，旨在帮助建立交流和协作。用户可以在这里参与论坛（公告板形式的讨论），

查看目前加入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的其他用户，以及开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私人聊天对话。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中提供

了两处网络休闲室： 一处是公共形式的，向所有用户开放；另一处是合作伙伴区域，仅向思科的合作伙伴和员工开

放。

问题：什么是论坛？ 
回答：论坛是围绕不同的主题设计的信息公告板，用户可以在上面阅读内容和参与讨论。

问题：什么是“我的公文包”？ 
回答：使用“我的公文包”，可以将您在访问网站过程中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打包。这些信息包括： 名片、收到的

消息、下载的文件和提示。

问题：如何获得支持？ 
回答：单击“支持”以提交您的问题，或者访问“信息展台”以访问支持资料，还可以在业务时间与支持代表聊

天。

作伙伴专用信息

问题：作为一名合作伙伴，我如何获得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登录凭据？ 
回答：合作伙伴可以在 www.ciscopartnerspace.com 上使用其 Cisco.com 用户名和密码访问思科合作伙伴空间。

要创建合作伙伴帐户或更新您的思科简档，请访问合作伙伴自助服务网站。

问题：作为一名合作伙伴，我如何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中建立展台？ 
回答：首先，使用您的 Cisco.com 用户名和密码访问思科合作伙伴空间。进入空间后，单击顶部导航栏上的“申

请展台”按钮，以启动自动建立展台的过程。

问题：申请思科合作伙伴空间展台如何收费？ 
回答：在 2008 日历年度，每个合作伙伴空间展台的费用由思科支付，该笔费用为 2,000 美元。合作伙伴空间计划

的可行性得到验证后，最终的收费结构将与合作伙伴空间社区进行沟通后确定。

问题：我是一名思科技术开发商合作伙伴，是否有资格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中建立展台？ 
回答：是，思科技术开发商合作伙伴和思科认证合作伙伴，可以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的行业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网

络展览馆中开创展台空间。

问题：我希望参加思科行业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网络，如何获得更多信息？ 
回答：要了解有关行业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网络计划及其作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ispn。

问题：谁可以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中举办活动？ 
回答：与思科一样，拥有思科合作伙伴空间展台的合作伙伴也可以举办活动。请注意，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中举

办活动涉及到一定的费用，这笔费用由活动举办方承担。

问题：举办活动的流程是什么？ 
回答：思科合作伙伴空间资源中心中提供了详细信息。

问题：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中可以举办哪些类型的活动？ 
回答：支持网络现场直播，或者预先录制的音频或视频网络广播；也支持实时问答活动。邀请和登记过程可通过

思科合作伙伴空间系统进行管理。每次活动都需要指派一名专职的活动专员。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思科合作伙

伴空间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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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是否可以根据需要发布思科合作伙伴空间活动的网络广播？ 
回答：是，作为活动举办方，您可以选择在举办现实活动的 30 天后，根据需要发布网络广播。

问题：举办一次活动的费用如何？ 
回答：要确定活动费用，请参考思科合作伙伴空间资源中心上发布的活动收费指南。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上举办

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由您自行承担。

系统/技术信息

问题：使用思科合作伙伴空间需要满足哪些系统要求？

回答： 

平台/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
更高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7 或更

高版本

Firefox 1.5 或更

高版本

Firefox 2.0 或更

高版本

Safari 2.0 或
更高版本

Windows 98/ME/
NT/2K/XP

a a a a —

Mac OS X v10.4.7 或
更高版本

X a

Media Player
• 使用 Firefox 的 Windows 2000 用户： Real Media player 9.0 或更高版本。 
• Mac 用户： Real Media player 9.0 或更高版本。

互联网连接 
• 建议最低 56 Kbps 连接速度 
• 视频网络广播要求高速互联网连接

声音设备

• 声卡和扬声器/头戴耳机，用于观看完整格式的网络广播

常规要求

• Macromedia Flash Player 8 或更高版本  
• Cookie 设置： 启用会话 Cookie

针对 Unisfair 事件的浏览器配置

问题：如何配置 Internet Explorer 6？
回答：1. 在 IE 6 工具栏上单击“工具”。

2. 选择“Internet 选项”。

3. 单击“安全”选项卡。

4. 选择“Internet”作为 Web 内容区域。

5. 单击“默认级别”按钮。

6. 单击“确定”。

7. 在工具栏上单击“刷新”按钮，返回到事件。 

 -  如果此解决方法不可行，或者出于某种原因而不适合使用，请尝试以下操作： 

 1. 单击“工具”。

 2. 单击“安全”选项卡。

 3. 单击“自定义级别”按钮。

思科合作伙伴空间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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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遵照以下说明配置各个类别： 

• ActiveX 控件和插件： 启用“下载已签名的 ActiveX 控件”、“运行 ActiveX 控件和插件”和 
“对标记为可安全执行脚本的 ActiveX 控件执行脚本”。

• 下载：启用“文件下载”。

• 其他：将“软件频道权限”设置为“中”

• 脚本：启用此类别中的所有选项

• 单击“确定”。

 5. 单击“隐私”选项卡。

 6. 单击“默认”，并确保滑块被移至“中”的位置。

 7. 单击“高级”选项卡。

 8. 找到“浏览”类别，选中“禁用脚本调试”。

 9. 取消选中以下选项：

• 显示每个脚本错误的通知

• 重新使用启动快捷方式的窗口

 10. 单击“应用”。

 11. 选择“常规”选项卡。

• 单击“设置”按钮（位于“Internet 临时文件”类别中）

• 单击标有“每次访问此页时检查”的选项。

• 单击“确定”。

• 单击“删除文件”按钮（位于“Internet 临时文件”类别中）。

• 单击“确定”，继续删除临时文件（这会清除浏览器的缓存文件）。

 12. 单击“确定”，关闭“Internet 选项”窗口并返回浏览器。

 13. 在工具栏上单击“刷新”按钮，返回到事件。

问题：如何配置 Firefox？
回答：1. 打开 Firefox 工具栏上的“工具”菜单。

2. 选择“选项”。

3. 选择“隐私”类别，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Cookie”菜单旁边的加号，打开该菜单 

• 选中“启用 Cookie”旁边的复选框 

4. 选择“Web 功能”类别，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 选中“启用 Java”和“启用 Javascript”旁边的复选框。

• 单击“高级”按钮，确保所有复选框均已选中。

5. 单击“确定”。

6. 在工具栏上单击“重新载入”按钮/图标，返回到事件。

问题：如何配置 Safari？
回答：1. 打开 Safari 工具栏上的“Safari”菜单。

2. 选择“首选项”。

3. 单击“安全”。

4. 在“Web 内容”下面，选中“启用插件”、“启用 Java”和“启用 JavaScript”旁边的复选框。

5. 在“接受 Cookie”下面，选择“始终”。

6. 关闭“首选项”窗口。

7. 在工具栏上单击“重新载入”按钮/图标，返回到事件。

思科合作伙伴空间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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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观看网络广播中的应用程序演示需要事先具备哪些条件？

回答：要观看应用程序演示视频（网络广播的一部分），需要使用能够支持 Windows Media Player  
 插件的浏览器。在不支持此插件的浏览器中，应用程序演示无法正常运行。其他要求包括： 

- Windows Media Player 9 或更高版本 

- Windows Media Player 8 可能需要 Codec 安装包 

问题：播放音频流时，为什么播放器中会显示“正在缓冲”的消息？

回答：您的播放器可能遇到了网络连接问题。拨号上网的用户可能遭遇了这种情况：有许多互联网用户接入了您

的 ISP，从而占用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带宽。LAN（局域网）用户可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即 LAN 上连接了许多

用户/PC。请在网络堵塞程度降低时重试。

问题：我为何收不到任何活动内容？

回答：请确保您使用了适当的浏览器版本，并且浏览器已正确配置。正确配置浏览器，这一点极其关键。

问题：是否可透过防火墙访问活动？

回答：如果您通过代理服务器（透过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则需要对媒体播放器配置进行如下更改。选择 
Windows Media Player： PC 版 WMP 8、9 或 10 
对于 PC 版 Windows Media Player 8、9 或 10： 

1. 单击“工具”->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选项”。（如果 Windows Media Player 10 上未显示菜单栏，请在

播放器任务栏的空白区域处单击右键，然后选择“显示菜单栏”。） 

2. 单击“网络”选项卡；找到“代理服务器设置”区域。

3. 双击“HTTP 浏览器”。

4. 选择“使用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选项。

5. 单击“确定”。

问题：我的浏览器是否需要启用 Java？ 
回答：是，您的浏览器必须启用 Java。对于非 Windows 2000 用户，建议使用 Microsoft 虚拟机；对于 Windows 
2000 用户，建议使用 Sun Java。 
可在此处下载 Windows 版 Microsoft 虚拟机。 
在此处下载 Sun Java 插件。

问题：如何将我的浏览器配置为启用 Java？
回答：如果您已经安装了 Java，现在想要确认您的配置是否正确，请执行以下操作：对于 Internet Explorer | 对于 
Firefox | 对于 Safari 

Internet Explorer
1. 单击“工具”->“Internet 选项”。

2. 单击“安全”选项卡。

3. 在 Web 区域中选择“Internet”。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默认级别”按钮。如果该按钮灰显，则表明您的配置已经是正确的。

或者

- 单击“自定义级别”按钮。在列表中查看虚拟机区域下面的权限，将这些权限设置为“高安全度”

5. 单击“确定”。

Firefox
1. 单击“工具”；选择“选项”。

2. 单击“Web 功能”。

3. 确保已选中“启用 Java”和“启用 JavaScript”复选框。

4. 单击“确定”。

思科合作伙伴空间问答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windowsmedia/format/codecdownload.aspx
http://www.ciscopartnerspace.com/admin/microsite/blocks/micrositeFaq.jsp?eid=203&seid=59#wmp_7
http://www.ciscopartnerspace.com/java/MSJavx86.zip
http://www.java.com/en/index.jsp
http://www.ciscopartnerspace.com/admin/microsite/blocks/micrositeFaq.jsp?eid=203&seid=59#ie_java
http://www.ciscopartnerspace.com/admin/microsite/blocks/micrositeFaq.jsp?
http://www.ciscopartnerspace.com/admin/microsite/blocks/micrositeFaq.jsp?


9

Safari
1. 单击“Safari”；选择“首选项”。

2. 单击“安全”。

3. 确保已选中“启用 Java”、“启用 JavaScript”和“启用插件”复选框。

4. 关闭“首选项”窗口。

问题：为何检测不到 RealPlayer 插件？

回答：如果您使用的是 Firefox，并且浏览器是在安装 RealPlayer 后安装的，那么，RealPlayer 插件就不会出现

在浏览器插件文件夹中。 请查看浏览器插件文件夹中是否存在 nppl3260.dll，组件文件夹中是否存在 nppl3260.
xpt。 如果不存在，则需要重新安装 RealPlayer，或者从 RealPlayer 安装文件夹中将这些文件复制过来。 

问题：可以在哪里查看有关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常见问题？

回答：可以在这里查看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常见问题。  

问题：可以在哪里找到有关 Windows Media Player 防火墙问题的详细信息？

回答：可以在这里查看有关 Windows Media Player 防火墙的信息。

问题：可以在哪里查看有关 RealPlayer 的常见问题？

回答：可以在这里查看有关 RealPlayer 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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