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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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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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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呼叫中心热线： 4008-111-000 

 技术支持网站：http://www.ruijie.com.cn  

http://www.ruijie.com.cn/


                                                                               密级：公开                                                                   

文档版本 V2.0 锐捷网络文档，未经许可不得传播 3 

 

 文档反馈邮箱：Support@ruijie.com.cn 

 技术服务论坛：http://support.ruiji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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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内容概述 

本文档用于向产品合作伙伴说明第二代 RG-IDP 系列入侵检测防御系统 license 激活系统的基本功能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版本说明 

本文档适用于第二代 RG-IDP 系列入侵检测防御系统产品，包括 RG-IDP1000E、RG-IDP2000E、RG-

IDP3000E。 

 

修订记录 

日期 版本 修订说明 

2015-07-

29 
V1.0 第一次发布 

2016-09-

05 
V2.0 第二次发布 

 

本文约定 

符号 说明 

注意 表示有潜在风险，请谨慎操作。 

窍门 
表述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时间。 

说明 表示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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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系统概述 

第二代 RG-IDP 系列入侵检测防御系统的 license 激活系统主要目的是提供产品 license 的激活服务，

以及在线申请测试 license，方便进行 license 的管理、查询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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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 license 申请 

2.1 准备必要信息 

申请正式 license，需要事先准备如下必要信息： 

1、 升级激活码 

如您已购买 RG-IDP 产品升级服务，请查看交付到您手上的随机 license 信封，在其中查看“升级

激活码”信息； 

 

说明：每个授权（信封）代表1年的升级服务，所以如果您为1个设备购买3年授权，您将收到3个信

封；届时可将3个授权同时激活。 

2、 软件序列号 

请登录 IDP 设备 Web 管理界面，在主页>>系统信息信息栏中，查看软件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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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序列号 

请登录 IDP 设备 Web 管理界面，在主页>>系统信息栏中，查看硬件序列号； 

 

4、 产品型号 

请登录 IDP 设备 Web 管理界面，在主页>>系统信息栏中，查看产品型号； 

 

2.2 申请步骤 

1、 登陆 IDP WEB 管理界面，选择系统>>维护>>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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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页面中的“授权在线激活”按钮，加载“IDP 在线授权激活系统（http://idp2update.ruijie.com.cn/）”

页面： 

使用“升级激活码”登录 RG-IDP license 服务器，用户名密码相同，且均为“升级激活码”；如果是

需要为同个设备绑定多个激活码，使用任意一个激活码登陆即可。 

      

使用“升级激活码”登录 RG-IDP license 服务器，用户名密码相同，且均为“升级激活码”； 

注意：“升级激活码”需区分大小写。 

3、 点击“license 管理”，进入 license 管理页面： 

 

http://idp2update.ruiji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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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申请授权”按钮，打开 license 申请页面； 

4、 在打开的 license 申请页面中，按照提示输入对应的产品信息； 

 

注意：如果您购买了1年以上的升级服务，即随机的license信封有多个，并且获取了多个“升级激活

码”，则需要在“升级激活码”一栏中，以逗号相隔的形式填写多个“升级激活码”进行绑定，此处的逗

号不能为中文编码，请注意切换输入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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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填写正确后，点击“提交”，生成一条 license 申请记录，此时可以看到申请状态为“未授权”，

且右下角提示“需等待 6 小时以后即可下载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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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授权获取 

提交申请后，授权文件需要一段准备时间，大约需要6小时，请妥善保管好激活码。您可以选择“邮

件”或“下载”两种方式来获取授权。 

2.3.1 邮件获取 

如果您选择的是“邮件”获取方式，在收到短信时，授权也会以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指定邮箱中，

如下所示： 

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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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通知： 

 

下载附件中的授权文件（.dat 格式）并按照授权导入指南说明，即可完成下一步导入工作。 

2.3.2 在线下载 

1、如果您选择的是“下载”获取方式，请在收到短信和邮件通知后登录服务器获取； 未授权时点击“下

载”，将会出现如下提示： 

 

2、管理员授权完成后，您将会收到邮件通知，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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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时重新登陆授权系统，可以看到 license 申请状态变为“已授权”； 

 

点击下载按钮，即可将 license 文件下载到本地，以便上传至 IDP 设备。 

 

2.4 授权导入 

上传授权文件到 IDP 设备 

登录系统>>维护>>license，选择授权文件，然后点击确认，导入。上传成功后，按照提示信息重启设

备，即可完成授权。 



                                                                               密级：公开                                                                   

文档版本 V2.0 锐捷网络文档，未经许可不得传播 15 

 

 

上传成功后，按照提示信息重启设备，即可完成授权。 

在 license 管理界面查看，确认 license 是否导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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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 license 解绑 

3.1 授权解绑 

1、当您在申请正式 license 时，填写的软件序列号等信息内容有误，但是管理员已将 license 文件

制作完成并进行了授权，此时获取的 license 文件无法导入设备进行生效，并且服务器上的 license 申

请状态为“已授权”，无法再进行修改，如下： 

 

 

2、此时只能通过“申请解绑”来解除升级激活码同设备之间的绑定关系，释放升级激活码。点击

“解绑”按钮： 

 

3、在弹出的“授权解绑”页面中，详细填写“申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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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申请后，管理员将根据联系信息进行追溯审核，如确认申请信息无误后，将绑定关系解除，

释放“升级激活码“，此时使用该激活码登录服务器，可以看到之前的申请记录已消失，可以重新发起

申请： 

 

    5、解绑后，原授权关联的激活码将释放。此时使用原激活码进行重新申请，具体步骤详见“正式

license 申请”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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