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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数 

爱数是领先的大数据基础设施提供商，致力于为政府、公共事业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帮助

各行各业的客户在数字化浪潮中充分释放数据价值，通过即时、随时、实时的数据服务，实现行业智

能化。 

爱数成立于 2006 年，经过多年的专注与沉淀，目前有 1300+名员工，合作伙伴上千家，总部位

于上海，在长沙、上海、成都、德国汉堡设有研发中心，客户分布于全球 20+个国家，在政府、企

业、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内已获得 22000+家客户的认可。 

当前，智能时代已开启，智能时代面临着数据巨量化、多样化、合规性、价值最大化等一系统挑

战。爱数大数据基础设施，利用创新技术，致力于打造领先的数据安全、数据可用性、数据智能、数

据洞察力方案和服务，从容应对智能时代的数据挑战。爱数大数据基础设施，包括 AnyBackup、

AnyShare、AnyRobot、AnyDATA 四大产品线，以多模态数据架构，保持与云基础设施中立，并以

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建设内容数据湖、日志数据湖，提供丰富的数据服务和全面的数据合规性。 

爱数的大数据基础设施，以云原生的技术架构、平台化的开放架构、人工智能的数据洞察架构为

核心技术，累积发明专利超过 300 项，并形成了包括 AnyBackup 全栈超可用解决方案、AnyShare

智能内容管理解决方案、AnyRobot 智能运维解决方案等创新的数字化方案。同时，通过合作伙伴生

态战略，致力于与合作伙伴联合创新，先后与华为、SAP、腾讯云，联合打造了生态级数据智能服务

与方案。 

自成立以来，因为专注与持续创新，爱数已从聚焦数据管理成长为大数据基础设施领航者。未

来，爱数将继续保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坚持技术创新，携手生态伙伴，提供一系列的智能数据方案

与服务，释放无尽的数据潜力，实现更智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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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2006 - 2020 上海爱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留一切权利。 

商标声明 

和其他爱数商标均为上海爱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本文档提及的其他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由其各自的所有者拥有。 

注意 

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摘抄、和传播本文档内容的部分

或全部。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将不定期进行更新，可能增删和修改内容。本文档仅作为

使用指导，文档中的所有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修订内容将合并到新的文档版本

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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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选用爱数工单系统。在您使用该系统前，请详细阅读本文档。以下信息仅供参考，可能存 

在变更。 

适用版本 

本文档适用于爱数工单系统正式发布版本。 

目标读者 

本手册适合下列人员阅读： 

➢ 爱数企业客户 

➢ 对本系统感兴趣的读者 

约定符号说明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式 意义 

粗体 命令行中无需变更，原文输入的内容，可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中的参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替换的部分，如文件名等，采用斜体表示。 

 

图形界面元素引用约定： 

格式 意义 

【】 方括号【】中的内容，表示界面按钮名称，如单击【确定】。 

“” “”中的内容，表示视图、对话框等名称。 

→ “→”表示需要连续点击或操作。如选择【文件】→【新建】→【文件夹】，表示选择“文

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表示“说明”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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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数工单系统简介 

1.1 爱数工单系统简介 

爱数工单系统（以下简称“工单系统”）是爱数提供的一个工单管理系统，对于企业客户而言，

工单系统主要是面向企业客户提供工单提交、工单查询以及服务维保信息查询的管理平台。 

本次发布版本支持企业客户登录工单系统查询所下设备的关联维保服务信息（后续迭代版本会支

持企业客户提交工单及查询工单信息）。 

工单系统与爱数内部服务系统共同协作完成客户服务整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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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客户注册&登录 

2.1 如何注册 

企业客户登录工单系统前必须重新注册，注册信息需与企业客户实际信息保持一致，注册完成后

即可登录工单系统； 

1. 爱数企业客户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工单系统访问地址（https://anysupport.aishu.cn）进入

登录页面，点击【注册成为企业客户】按钮； 

 

图2-1 企业客户注册入口 

2. 点击【注册成为企业客户】按钮后，出现注册页面，客户填写相应注册信息后，完成注册操

作； 

https://anysupport.aish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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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注册信息填写 

 说明： 

A. 所有企业客户登录工单系统前必须重新注册； 

B. 注册信息与企业客户实际信息保持一致，注册完成后即可登录工单系统； 

C. 企业客户登录工单系统后，需进行企业客户信息实名认证；未实名认证的用户需前往账户中心

进行实名认证，未经认证不可查询维保信息，相关功能受限； 

 

2.2 如何登录工单系统 

入口： 

工单系统访问地址：https://anysupport.aishu.cn； 

1. 企业客户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s://anysupport.aishu.cn，进入登录页面，选择企业客户

账户类型登录； 

https://anysupport.aishu.cn/
https://anysupport.aish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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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选择账户类型 

2. 输入注册邮箱 + 密码/验证码，即可登录工单系统。 

 

图2-4 企业客户登录界面 

2.3 如何申请实名认证 

1. 进入工单系统页面后，点击右上角用户名处的【账户中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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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账户中心入口 

2. 点击【账户中心】后，进入账户中心，点击左侧【企业信息】菜单项，进入企业信息页面，

点击【提交认证】按钮； 

 

图2-6 申请实名认证入口 

3. 点击【提交认证】后，出现“企业证件认证”页签，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组织证照后，点击

【确定】完成认证申请，点击【取消】取消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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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企业证件认证 

 说明： 

A. 企业证件类型为下拉选项，包括：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其他；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B. 认证状态包括：【提交认证】、【认证中 修改】、【认证失败 重新提交】、【认证成功】；用户可点

击【认证中】【认证失败】【认证成功】可查看相关认证详情；用户可点击【修改】【重新提交】

进行修改认证和重新提交操作，具体修改认证和重新提交认证操作与提交认证操作雷同，不再

赘述； 

2.4 如何退出登录 

在工单系统主页，点击用户名处的下拉【退出登录】按钮，即可退出登录状态； 

 

图2-8 退出登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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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查询 

 

3.1 服务维保信息查询 

1. 登录工单系统，进入工单系统主页，点击左侧【服务查询】菜单项，进入服务查询页面； 

 

图 3- 1 服务查询 

2. 服务查询支持按设备名称及设备序列号进行查询，用户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即可

执行维保服务信息查询操作，点击【重置】可清除已输入的查询条件； 

 

图 3- 2 重置/查询按钮 

 

 说明：用户可按设备名称进行模糊查询、按设备 SN 号进行精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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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列表展示设备信息（设备名称、设备 SN 号及产品订单号）以及相关服务维保信息（包括

服务 SKU、服务名称、开始时间及结束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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