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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License 简介 

1、  License 有两种： 

一种是 10.x 开发的即旧版 license，出售时是以光盘的形式发行；另外一种

是模块化 11.x 开发的即新版 license，出售时是以附上一张纸的形式发行。 

2、  适用 AC 的软件版本： 

旧版 license：10.x 和 11.x 的 AC 版本都可以安装。 

新版 license：只支持 11.x 的 AC 版本。 

3、  License 与设备绑定： 

登录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 中进行绑定，生成

license 文件。 

4、  安装命令： 

旧版 license：在全局配置模式下 set license 激活码。 

新版 license：license 文件上传到 AC，特权模式下，执行 license install 

flash:license 文件。 

5、  兼容问题： 

1）AC 软件版本如果是 10.x 的，那么只能安装旧版的 license。 

2）支持 AC 软件版本的升级，即 10.x 版本的 AC 上如果安装了 license，在

AC 软件版本升级到 11.x 后，不需要重新配置，这 license 不会丢失。 

3）11.x 软件版本的 AC，同时支持这两种 license 的安装。 

6、  卸载命令： 



旧版 license：不可卸载。 

新版 license：license uninstall 

7、  Show 命令： 

show license all-license 可以显示新版 license 文件安装情况，和旧版的

license 安装情况； 

在 B8 之后，也支持 show license 命令： 

WS5708#show license 

Serial Number    : 8652EH9530019 

   

 No. Activation Key                               AP Number 

----------------------------------------------------------------------- 

----------------------------------------------------------------------- 

Total 128 access points are supported, old version 0, new version 0. 

    最后一句是区分了当前扩容中，旧版 license 和新版 license 的扩容数，其他

和 10.x 一样，显示旧版 license 的详细信息。 

Ⅱ.无线产品授权系统及功能简介 

ⅰ.无线产品授权系统简介 

锐捷产品授权系统（简称 RG-PA）就是用于文件 License 的授权、生产、申

请、硬件变更及相关查询业务的功能集合。它支持应用软件、交换机和无线产

品系列的文件 License 的授权，其中锐捷网络无线产品软件授权功能是锐捷网

络自主研发的软件应用功能，文件授权是对于购买指定软件授权的客户，通过

安装授权文件在指定设备上获得对应软件的使用权，授权文件只能在指定的设

备上使用。 

功能简介 

正式授权需要通过锐捷的网站和销售途径来获取授权，授权是基于每台设备

的。依照购买凭证上的网址登陆，按照提示提供产品授权码和主机号，便能获

得授权，授权通过直接下载或邮件的形式授予用户。得到授权之后，用户需要

对授权文件进行安装。安装成功之后，用户就可以使用该授权所对应的特性。 

RGOS 授权方式包括永久授权和临时授权，当用户第一次启用临时授权使用某

特性时，便开始进行授权计时，授权时效过后，特性将被禁用。若想继续使用，

用户可以登录锐捷的网站或销售途径通过购买手段获得授权（永久授权或临时

授权）。 

  



ⅱ.无线 license 通过光盘文件注册 

1、获取 license 授权码和 AC 设备序列号 

1、打开购买的 license 光盘内的 PDF 文件（Certification.pdf），获取 12

位的 license 授权码 

   

 

2、记下需要注册的无线控制器设备机身上的设备（S/N）序列号并且通过

show version 看一下序列号是否与机身上的一致，该序列号目前为 13 位字符

组成。 

 

 

2、产品授权绑定 

授权产品只有绑定了授权码后，才能在对应授权码的产品上开通授权。 

1）、登陆产品授权系统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完善

个人信息和进行授权绑定。注意：邮件必须真实，因为需要邮件激活。且同一

个邮件地址不能重复注册。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


 

注意：设备 SN 会与我司出库入库系统对接，若不是我司出库入库系统出产

的设备，默认不是我司出产设备，产品授权绑定将失败。 

2）、若需要绑定多个授权码，点击“【新增】”，之后点击“完成”提示授

权绑定成功，并且生成 license 激活码 

 



 
 

3）、将 license 激活码复制出来，然后在 AC 上注册添加。在 AC 上注册添

加可以通过命令行和网页两种方式操作，下面分别介绍： 

A.AC 上命令行注册添加授权操作方法： 

 

通过 show license 可以查看添加的 license 

 
通过 show ac-config 可以查看总的 license 数目 

 



注意：如果 AC 是 10.x 的版本，在 AC 上注册了 license 之后需要调整 license

数量： 

在 AC 上调整 AP 数量限制： 

Ruijie#config ter 

Ruijie(config)#ac-controller 

Ruijie(config-ac)#wtp-limit  xxx 

Ruijie(config-ac)#end 

Ruijie#wr 

 

B.AC 上 web 网页添加授权操作方法（以 11.1 5b80p3 版本 web 页面为例）： 

进入 AC web 页面，在”系统“--”License 管理”模块，下面的 License 添

加方式选择”激活码”，输入申请到的 32 位授权，之后点击“添加”即可。 

 
License 添加完成后，会提示 license 添加成功，下面会显示 license 授权，

如下： 

 
 

ⅲ.无线 license 通过授权文件注册 

1、获取 license 授权码和 AC 设备序列号 

1、找到购买的纸质授权文件，获取授权码 



 

2、记下需要注册的无线控制器设备机身上的设备（S/N）序列号并且通过

show version 看一下序列号是否与机身上的一致，该序列号目前为 13 位字符

组成。 

 
 

2、 产品授权绑定 

1）、登陆产品授权系统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完

善个人信息和进行授权绑定。注意：邮件必须真实，因为需要邮件激活。

且同一个邮件地址不能重复注册。 

 
若需要绑定多个授权码，点击“【新增】”即可。 

注意：设备 SN 会与我司出库入库系统对接，若不是我司出库入库系统出产

的设备，默认不是我司出产设备，产品授权绑定将失败。 

2）点击【完成】，跳转到授权文件下载页。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


 

将授权文件下载至本地，授权文件是一个.lic 的文件，批量下载是将生成的多个

授权文件压缩成 tar 包。 

 

3、安装授权文件 

授权产品只有安装了授权文件，并打开授权功能后才能正式授权使用。在 AC

上安装授权文件可以通过命令行和网页两种方式操作，下面分别介绍： 

A.AC 上命令行安装授权操作方法： 

（1）把本地的 license 文件上传到 AC 设备（以 tftp 方式为例） 

Ruijie#copy tftp://192.168.64.2/LIC-WLAN-AP-800000015692434.lic 

flash:/LIC-WLAN-AP-800000015692434.lic---->注： 192.168.64.2 是本地

PC 地址 

Press Ctrl+C to quit 

! 

Copy success. 

（2）安装 license 文件 

Ruijie#license install flash:LIC-WLAN-AP-800000015692434.lic 

Are you sure to install this license[y/n]:y 

Success to install license file, service name: LIC-WLAN-AP-8.----> 成功

安装了改 license，扩充 AP 数量 8 个 

（3）查看已完装授权文件 

Ruijie#show license all-license 

Searching license in the system... 

 1. Service name: LIC-WLAN-AP-8.---->授权文件已安装成功 

    Attribute: Permanent, Multiple_instance, Releasable 

    Installed licenses(s): 1689029092.lic 

 

B.AC 上 web 网页添加授权操作方法（以 11.1 5b80p3 版本 web 页面为例）： 

进入 AC web 页面，在”系统“--”License 管理”模块，下面的 License 添

加方式选择”授权文件”，点击浏览，选中之前下载的授权文件。 



  

 

之后选择安装 

 

会提示 license 安装成功，之后下面会显示授权文件信息： 

 
 



iv.无线 license 临时授权申请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购买的 license 没有到货，设备维修备件 license 不

足等情况下，可以通过申请临时 license 来暂时解决，等到后续购置正式授权后

再使用正式的 license 注册。 

当用户第一次启用临时授权使用某特性时，便开始进行授权计时，授权时效

过后，特性将被禁用。若想继续使用，用户可以登录锐捷的网站或销售途径通

过购买手段获得授权（永久授权或临时授权）。 

每个序列号（即同一台无线 AC 设备）最多可以申请三次临时授权，默认审批

通过，超过三次后会直接拒绝，无法再次申请临时授权。 

 

1）、登陆产品授权系统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选择

【临时授权】完善个人信息和进行授权绑定。注意：邮件必须真实，因为需要

邮件激活。且同一个邮件地址不能重复注册。 

 
 

2）、点击【完成】，会弹出临时授权申请确认的选项，再次点击【完成】即可，

会将申请到的临时授权发送至对应的邮箱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


 

 

3）、登陆邮箱查收临时授权文件，如下： 

 

4）、安装授权文件 

授权产品只有安装了授权文件，并打开授权功能后才能正式授权使用。在 AC

上安装授权文件可以通过命令行和网页两种方式操作，下面分别介绍： 

A.AC 上命令行安装授权操作方法： 

（1）把本地的 license 文件上传到 AC 设备（以 tftp 方式为例） 

Ruijie#copy tftp://192.168.64.2/LIC-WLAN-AP-12800000001741444.lic 

flash:/ LIC-WLAN-AP-12800000001741444.lic ---->注： 192.168.64.2 是

本地 PC 地址 

Press Ctrl+C to quit 

! 



Copy success. 

（2）安装 license 文件 

Ruijie#license install flash: LIC-WLAN-AP-12800000001741444.lic 

Are you sure to install this license[y/n]:y 

Success to install license file, service name: LIC-WLAN-AP-128----> 成

功安装了改 license，扩充 AP 数量 128 个 

（3）查看已完装授权文件 

Ruijie#show license  all-license 

Searching license in the system... 

 1. Service name: LIC-WLAN-AP-128 ---->授权文件已安装成功 

    Attribute: Temporary, Releasable 

    [Installed licenses]     [Licensed serial number]                       

    2017060200414276150.lic  LIC-WLAN-AP-12800000001741444     
 

B.AC 上 web 网页添加授权操作方法（以 11.1 5b80p3 版本 web 页面为例）： 

进入 AC web 页面，在”系统“--”License 管理”模块，下面的 License 添

加方式选择”授权文件”，点击浏览，选中之前下载的授权文件。 

  

 

之后选择安装 



 

会提示 license 安装成功，之后下面会显示授权文件信息： 

 
 

v.无线 license 解除授权绑定 

一个授权码只能使用在一台设备上，当设备序列号绑定错误，设备硬件故障需

要更换 AC 或者设备硬件故障报废已购买新 AC 时，需要把已经绑定的授权产品使

用在其他设备上，则需要先解除原来的授权绑定。其他情况下，默认不允许解除授

权绑定。 

无线授权解除绑定分为两种，一种是光盘授权方式的，一种是文件授权方式

的。 

1.光盘授权方式，解绑操作如下： 

1）、登陆产品授权系统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完善

个人信息和进行授权绑定。注意：邮件必须真实，因为需要邮件激活。且同一

个邮件地址不能重复注册。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


 

2）点击完成，随后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完成】提交申请。 

 

3）等待【后台研发】对申请进行审批。 

备注：我司需要核实申请解除 License 的真实原因，以供核实。收到解除

License 申请后，我们会在 48 小时内，完成您的信息审核并批复,请注意查收

邮件。如果您着急使用 License，请先申请临时 License 使用。 

4）实时跟踪授权解除的审批结果，登陆邮箱查询邮件是否有收到邮件。审批

结果有“通过”和“拒绝”两种。如下是通过的邮件截图： 



 

5）审批通过后，可以对授权码绑定其他的设备。 

 

2.文件授权方式，解绑操作如下： 

1）、登陆产品授权系统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完善

个人信息和进行授权绑定。注意：邮件必须真实，因为需要邮件激活。且同一

个邮件地址不能重复注册。 

 

2）点击完成，随后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完成】提交申请。 

 

http://pa.ruijie.com.cn:8001/main_wireless.jsf


 

3）等待【后台研发】对申请进行审批。 

备注：我司需要核实申请解除 License 的真实原因，以供核实。收到解除 License

申请后，我们会在 48 小时内，完成您的信息审核并批复,请注意查收邮件。如果

您着急使用 License，请先申请临时 License 使用。 

4）实时跟踪授权解除的审批结果，登陆邮箱查询邮件是否有收到邮件。审批结果有

“通过”和“拒绝”两种。如下是通过的邮件截图： 

 
5）审批通过后，可以对授权码绑定其他的设备。 

Ⅲ.无线产品授权常见问题 

1.AC 11.x 版本 show ac-c ，license 占用说明，four、normal、half、zero

含义说明 

WS5302#show ac-c 

AC Configuration info: 

max_wtp          :28 



sta_limit        :4096 

license wtp max  :32 

license sta max  :4096 

serial auth      :Disable 

password auth    :Disable 

certificate auth :Disable 

Bind AP MAC      :Disable 

AP Priority      :Disable 

supp_psk_cer     :Disable 

ac_name          :Ruijie_Ac_c5789e 

ac location      :Ruijie_COM 

AC State info: 

sta_num          :0 

act_wtp          :0 

localIpAddr      :192.168.10.254 

localIpAddr6     ::: 

used wtp         :0.0(0 four 0 normal 0 half 0 zero) 

remain wtp       :7 four 28 normal 56 half 256 zero 

HW Ver           :1.10 

SW Ver           :AC_RGOS 11.1(5)B80P3, Release(03222323) 

Mac address      :001a.a9c5.789e 

Product ID       :WS5302 

NET ID           :9876543210012345 

NAS ID           :9071EHC850002 

four ：指的是占用 4 个 license 授权的 ap，目前只有 AM5528 和 AM5528(ES)

两款 AP，一个 AP 占用 4 个 license 授权（AM5514 占用 2 个授权） 

normal：常规 AP，只占用一个 license 授权，常见的 AP220-E，AP320-I，

AP520 等都只占用一个 license 授权 

half：WALL-AP，墙面 AP 从 11.x 版本开始只占用 0.5 个授权 

zero：不占用授权，当前主要是统计卫星 AP(MAP552(SR))和 AP 伴侣(APD-M) 

备注：对于 AM5528/14 的微 AP，现在是以射频卡的形式呈现的，如果希望

查看个数，需要使用命令 show ap-config sum slot；对于卫星 ap，还可以通过

show ap-sr sum 查看个数。 

 



2.如何在设备上查看当前 AP 各型号占用的 LIC 数？（11.1 5b80p2 开始支持查

看） 

AC#show ap-config product  

Product ID           Hardware Version    Count    Used Wtp 

--------------------    ----------------          --------       -------- 

AM5528                      1.00                    245      980.0 

AP520                         1.00                   906      906.0 

AP630(IDA)                1.50                    33        33.0 

AP630(IODA)              1.00                   83        83.0 

  

3.M18000-WS-ED 设备上注册 license 不成功？ 

 

首先要确认 license 注册的设备序列号是否是授权绑定的设备，如果不是的

话说明 license 绑定有误，需要申请解绑绑定正确后，进行再注册。 

如果授权绑定没有问题，查看下授权是否满了，show  ac-c 可以查看当前

的 license 已经使用多少。如果也没有满，需要确认下 ac 版本是否是 11.1 2b1

等很老的版本，如果是的话，请升级版本至最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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