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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问：  My VMware 对于作为合作伙伴的我有何影响？

答：  这款以客户为中心的工具可能会影响手动交易和 EDI 交易

的采购订单的必填项，具体取决于您的合作伙伴类型。特

别是，对于现有客户的订单，EA 编号将是必填项。另外，

以下内容将有所变化：许可证和支持信息的显示，以及在

授权帐户中对此类信息进行管理的结构。当您管理您的客

户的帐户时，您可能需要某些权限，这些权限必须由您的

客户分配给您，以便您代表他们进行相应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查阅客户常见问题解答。

问：  我能从 Partner Central 中登录 My VMware 吗？

答：  目前不能。尽管 My VMware 整合了许多现有的门户，但

它目前还未与 Partner Central 集成或替换 Partner Central。

My VMware 是一个独立门户，需要单独登录。

超级用户角色

问：  我是合作伙伴，我负责管理我的客户的许可证，我应该是

超级用户吗？

答：  不是。超级用户通常由客户指定，权限级别由您的客户授

予您。如果您想成为超级用户，请直接从您的客户那里获

得权限，并确认他们希望将所有权利和能力转移给贵组织，

因为指定超级用户可能会承担特定的法律责任。

问：  在我的客户的帐户中，我被列为超级用户，但是我不确定

这是否正确，我应该怎么办？

答：  请与 VMware 联系，因为这可能是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错误。

请联系合作伙伴支持中心。

支持

问：  为什么我的支持代码没有显示在该工具中？

答：  合作伙伴的支持代码是在合作伙伴计划的层次上提供的，

它们与许可证并不直接关联。因此，支持代码将仍位于 

Partner Central 中，在 My VMware 中不可见。

问：  为什么我的客户看不见其 OEM 许可证支持？

答：  My VMware 未更改当前查看或获得 OEM 许可证支持的过

程。某些 OEM 合作伙伴负责作为“授权的支持提供商”

为其客户提供第 1 级和第 2 级支持。因此，这些支持未与

门户中的这些许可证关联，所以不可见。

非转售

问：  我如何请求我的非转售 (NFR) 许可证支持？

答：  大部分 NFR 许可证都不附带支持，这具体取决于您的合

作伙伴类型，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和以前一样，您可以使

用支持代码来请求支持。请通过 Partner Central 和在线兑

换找到您的支持代码，或联系合作伙伴支持中心。

问：  如何续购我的非转售 (NFR) 许可证？

答：  续购 NFR 许可证的方式保持不变：仍通过合作伙伴计划

协议续购而逐年续购。如果您有其他与计划相关的问题，

请联系合作伙伴支持中心。

问：  为什么我的旧非转售许可证过期后依然会显示？

答：  如果您不再使用旧版的许可证，请联系合作伙伴支持中心

将其从您的帐户中删除。

评估

答：  为什么我的合作伙伴评估没有显示在该工具中？我的客户

评估可见，但我的合作伙伴评估不可见。这有什么区别？

答：  VMware 利用一个独立的流程来发布特定于合作伙伴 

的评估，此流程目前未链接到 My VMware 门户。

   但是，直接从 www.VMware.com 下载的客户评估许可证

将显示在 My VMwar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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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帐户 (EA) 编号

问：  客户可以拥有多个授权帐户 (EA) 编号吗？

答：  可以，可以为客户分配多个 EA，客户也可以请求多个 

EA。在转换到 My VMware 的过程中，系统可以在客户帐

户中自动为客户分配多个 EA 编号。如果您希望合并或汇

总您的 EA 编号或根据需要请求添加附加 EA 编号，请联

系 VMware。

   没有比 EA 帐户更高级别的帐户。拥有多个 EA 帐户的客

户还将拥有多个超级用户，每个超级用户只能管理与特定 

EA 编号关联的授权帐户。

   对于新客户，系统将在其第一个订单的处理过程中创建

初始 EA 编号。除非另有请求，否则所有后续订单都将汇

总到此 EA。

问：  如果不使用授权帐户 (EA) 编号下单，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  对于现有客户，务必查找您的客户的 EA 编号并在订单中

包含该编号，以确保他们能够通过 MY VMware 访问其许

可证。如果现有客户不提供 EA，可能会导致订购过程中

出现延迟，也可能导致系统错误地创建一个新的 EA 编号，

这会引起其他延迟并影响客户满意度。为避免此类延迟，

请确保现有客户的所有订单都包含其 EA 编号。

  如果是新客户，则在订购过程中为其分配 EA 编号。

问：  如果我不知道我的客户的授权帐户 (EA) 编号，我在哪里

可以找到它？

答：  可使用 Partner Central 中的新“EA 查询工具”（即将推出）

找到现有客户 EA 编号。

问：  我的客户不小心拥有多个授权帐户 (EA) 编号，我如何修

复这一问题？

答：  VMware 有一个流程详细说明了如何合并、汇总或删除 

EA。如需更多信息，请与 VMware 代表或合作伙伴支持

中心联系。

授权帐户 (EA) 编号 — 代理商

问：  我是代理商合作伙伴。如果我未在向我的分销商提交的采

购订单中提供授权帐户 (EA) 编号，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  如果采购订单来自于新客户，他们目前没有 EA 编号，

VMware 将在订购过程中创建 EA 编号。对于现有客户，

如果没有提供 EA，则分销商可能会自行决定是否拒绝或

延迟对采购订单的处理。

问：  我是代理商合作伙伴，如果我的客户没有提供授权帐户 

(EA) 编号，我如何找到它？

答：  要找到客户 EA 编号，请使用 Partner Central 在线提供的 

“EA 查询工具”（即将推出）。如果您的客户拥有多个 EA 编

号，请联系您的客户以确定他们希望使用哪一个 EA 编号。

授权帐户 (EA) 编号 — 分销商

问：  我是分销商合作伙伴，如果我未在向 VMware 提交的采购

订单中提供授权帐户 (EA) 编号，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  如果采购订单来自于新客户，VMware 将在订购过程中创

建 EA 编号。对于所有的现有客户订单，均应提供 EA。

对于现有客户，如果未提供 EA，这可能导致订购过程中

出现延迟，也可能导致系统错误地创建一个新的 EA 编号，

这会引起其他延迟并影响客户满意度。

问：  我是分销商合作伙伴，如果我的客户没有提供授权帐户 

(EA) 编号，我如何找到它？

答：  找到 EA 编号是合作伙伴渠道的共同责任。我们还将在“分

销商中心”中提供“EA 查询工具”（即将推出）。如果有

多个 EA 可供选择，请联系您的代理商合作伙伴了解更多

信息。

许可证类型

问：  如何区分许可证类型？ VSPP、OEM、非转售、内部使用

许可证有何不同？

答：  My VMware 允许用户确定其自己的许可证组织结构。利

用 My VMware 新的文件夹管理功能，您可以按订单号、

姓名、许可证类型或您选择的任何指定名称标识产品并

对其分组。当订单显示在门户中后，您就可以自行决定

是否进行这些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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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购

问：  我的客户可以在续购其许可证时选择其他合作伙伴吗？

答：  可以。My VMware 没有更改此过程；客户在续购过程中仍

有权决定是保留其当前合作伙伴还是选择其他合作伙伴。

问：  我想续购我的客户的许可证，我应使用 My VMware 的续

购功能还是使用续购中心？

答：  对于合作伙伴，续购客户许可证的过程保留不变；请继续

使用续购中心。My VMware 的续购功能仅允许客户选择

合作伙伴和请求续购。请求随后会转发给 VMware 续购团

队，然后他们将请求转发给适当的合作伙伴以在续购中心

中处理。

问：  在客户通过 My VMware 提交续购报价请求后，报价会发

送给谁？

答：  报价准备好后将发送至客户选定的合作伙伴的续购中心帐

户。系统将向合作伙伴发送通知，合作伙伴将联系客户并

向其提供续购。

问：  我如何续购我的内部使用许可证 (IUL) ？

答：  IUL 的续购过程保持不变。请访问续购中心完成您的续购。

OEM

问：  我是 OEM 合作伙伴，我的客户如何兑换其许可证？

答：  OEM 客户的合作伙伴激活代码 (PAC) 许可证兑换过程保

持不变，只有一个例外。在兑换步骤中，系统会提示客户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适当的 EA 编号。可能有多个 EA 编号

（个人的和公司的），但每个许可证只能选择一个 EA 编号。

如果未选择任何 EA 编号，我们会认为客户希望创建一个

新的 EA 帐户。如果没有 EA 编号可供选择，则可能是新

客户，VMware 将自动创建一个 EA。然而，如果客户已

有 EA 编号，但未看到其列出，则请联系 VMware 客户服

务获取帮助。

问：  如何为客户续购从 OEM 那里购买的许可证？

答：  如果您是合作伙伴，从 OEM 而不是分销商那里购买了许

可证，您或客户必须直接从 OEM 那里续购这些许可证。

问：  为什么 OEM 许可证不会收到续购提醒？

答：  特定 OEM 销售的许可证并不符合系统向客户发送续购提

醒的条件，因为续购是在客户和 OEM 之间进行的。

问：  如何查看我的客户的 OEM 许可证？

答：  许可证按合同号存放在授权帐户中的文件夹内。客户有义

务允许 OEM 合作伙伴查看许可证。

VSPP

问：  我是 VSPP 合作伙伴，我可以看到我的租赁许可证和支持吗？

答：  可以。租赁许可证存放在 EA 中的 Home 文件夹中。请找

到与所提供的订单号一致的租赁订单号，以找到您的租赁

许可证。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新文件夹并重命名为便于识

别的适当名称。您所有的租赁许可证均具有完整的生产支

持，而且您可以使用现有流程提交支持请求。

合作伙伴支持中心

电子邮件：Partnernetwork@vmware.com

电话：

美国：1-650-427-7550

欧洲：

爱尔兰：+353-21-4660200

法国：+33-1-4762-8020

西班牙：+34-91-412-5050

亚太地区：

中国：+86-10-5993-4438

澳大利亚：+61-2-9293-5606

印度：+91-80-391-42110

德国：+49-89-3706-17005

意大利：+39-02-3041-2755

英国：+44 12764-14455

日本：+81-3-4334-5606

新加坡：+65-650-12177

http://www.vmware.com/cn
http://www.vmware.com/go/patents
mailto:Partnernetwork%40vmware.com?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