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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获取文档和提交服务请求
关于如何获取文档、提交服务请求和收集详情，请参阅每月的 What's New in Cisco Product 
Documentation （其中还含有所有 新及修订的思科技术文档）要查看文档，请前往：

http://www.cisco.com/en/US/docs/general/whatsnew/whatsnew.html

通过 RSS 源的方式订阅思科产品文档更新，并设置为将相关内容通过阅读器应用程序直接发送至
您的桌面。 RSS 源是一种免费服务。思科当前支持 RSS 版本 2.0。

相关文档
有关思科智能互联住宅产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文档和网站： 

主题 / 文档标题 位置

“常规”

产品信息和主页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

产品手册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244
5/products_feature_guides_list.html

思科一年有限硬件保修条款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
warranty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产品的合规性与安全信息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
docs

思科支持 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

版本说明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
docs

安装和配置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
docs

Cisco RMS 安装和管理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控制台管理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服务器安装指南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
doc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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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注 有关第三方硬件和软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制造商的产品文档和 / 或网站。

硬件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控制器 200 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控制器 250 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控制器 800 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 7 英寸墙内显示器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便携式平板电脑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 I/O 扩展器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通用遥控器 150 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通用遥控器 250 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视频门禁系统参考指南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
docs

帐户和许可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指南 联系您的思科代表或合作伙伴，以了解详情。

其他

智能设备兼容性和其他信息：

面向房地产开发商的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 http://www.control4.com/documentation/Com
poser_Pro_User_Guide/index.htm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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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1

概述  

使用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Cisco RMS)，您可以在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中远程
部署并监控多个思科控制器和相关联的住宅自动化设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目录

 • 第 1-2 页上的要求

 • 第 1-3 页上的步骤概述

 • 第 1-4 页上的特点总结

 • 第 1-6 页上的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 第 1-7 页上的控制台概览

 • 第 1-8 页上的管理用户、角色和组织

 • 第 1-11 页上的管理系统

 • 第 1-17 页上的了解测试和任务

 • 第 1-22 页上的使用搜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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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要求
要求
添加、部署或监控思科控制器之前，请确认满足以下要求。

表 1-1 要求

要求 说明 详情
满足要求？
()

安装和配置至少一个 Cisco RMS 
服务器和一个 Cisco RMS 定位器
服务。

Cisco RMS 服务器托管 Cisco RMS 控
制台基于浏览器的管理工具，并执行
试运行和诊断配置文件中包含的测试
和任务。

Cisco RMS 定位器是独立的 Web 服
务，可将控制器定向到正确的 Cisco 
RMS 服务器。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服务
器安装指南 

收集您的 Cisco RMS 用户名和 
密码

请咨询您的系统管理员以获取凭据。

默认凭据为：

用户名 — admin@control4.com

密码 — p@ssw0rd

第 1-6 页上的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创建思科控制器配置模板 使用控制器模板，您可以在多个设 
备上应用相同的基础 Composer Pro 
配置。

第 2-3 页上的创建控制器模板 
一个或多个思科控制器。 测试示例部署需要使用思科控制器。

然后可以部署并监控更多控制器。
 •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

配置指南

 • 设备参考指南：
www.cisco.com/go/smartc
onnectedresidential/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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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步骤概述  
步骤概述
完成以下步骤以部署和管理思科控制器和相关设备。

位置 任务 相关文档
完成任务？
()

步骤 1 实验室练习 完成要求清单。 第 1-2 页上的要求 
步骤 2 实验室练习 创建 Composer Pro 模板。  • 第 2-3 页上的创建控制器

模板

 •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
配置指南



步骤 3 实验室练习 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第 1-6 页上的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步骤 4 实验室练习 如有必要，创建更多 Cisco RMS 用户。 第 1-8 页上的管理用户、角色
和组织 

步骤 5 实验室练习 创建试运行和诊断配置文件 第 2-4 页上的创建试运行配置
文件

第 4-1 页上的创建诊断配置文
件



步骤 6 实验室练习 部署思科控制器。 第 2-1 页上的试运行控制器 
步骤 7 住宅 / 实验室 执行部署后任务。 第 3-1 页上的完成住宅内任务 
步骤 8 实验室练习 执行或安排其他测试和任务。 第 4-1 页上的诊断测试、配置

文件和报告 
步骤 9 住宅 / 实验室 如果有额外的自定义要求，可执行其他配置

任务。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
置指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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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特点总结
特点总结
 • 第 1-4 页上的功能

 • 第 1-5 页上的组件

 • 第 1-5 页上的灵活、可扩展且安全的架构

功能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Cisco RMS) 是一个集中式管理系统，可用于进行大规模部署、
精简配置并简化大型思科智能互联住宅社区的维护。

使用 Cisco RMS，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经理和支持合作伙伴可以在多住宅单元开发中远程部署、
监控和管理思科智能互联住宅控制器以及相关的住宅控制和管理设备。 Cisco RMS 可自动发现添
加到网络的思科控制器，因此管理员可以远程应用配置模板。添加后， Cisco RMS 可以配置为自
动恢复，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帮助确保通过自动诊断检查和解析任务来解决问题。

在拥有超过 50 个住宅单元的项目中，必须使用 Cisco RMS，但我们强烈推荐在所有安装中部署。

表 1-2 列出了其功能和优势。

表 1-2 Cisco RMS 功能和优势 

功能 好处

大规模部署和调配 通过自动化配置、更新和激活任务，简化大量住宅的部署和调配
并降低部署成本

安全的管理 确保仅使用授权控制器进行远程管理，并且只有授权管理员能够
参与远程管理。例如：

 • 更新控制器软件。

 • 执行诊断测试。

 • 执行备份。

 • 安装设备补丁文件。

 • 测试配置。

远程操作 可远程执行诊断和补救，无需到达现场。 Cisco RMS 包括 150 多
个预定义测试和任务，可识别并解决常见的设备和系统问题。 
例如：

 • 向管理员提醒潜在问题 （例如电量不足、离线设备等）

 • 随时报告快照和趋势。

 • 针对失败的测试自动发起解析任务。

内置工具 允许管理员执行重新启动或更新设备、收集诊断数据等任务。

自动恢复 可以对此系统进行编程，使其以固定间隔自动执行一系列测试，
以便及时发现设备和系统问题，并能自动纠正问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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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特点总结  
组件

Cisco RMS 通过三个组件启用 （图 1-1）：

 • Cisco RMS Web 服务，在本地服务器或云中运行。

 • 在每个主要思科控制器上运行的 RMEngine 守护进程。

 • 在 PC Web 浏览器上运行用于用户管理和监控任务的 Cisco RMS 控制台。

图 1-1 Cisco RMS 组件

灵活、可扩展且安全的架构

Cisco RMS 是一款高度可扩展的安全平台，可实现以下目标：

 • 可扩展性 — 管理和监控在 Composer 项目中受支持的第三方设备。

可使用内置工具执行各种任务，例如重新启动或更新设备、收集诊断数据。

 • 安全性 — 安全平台仅允许授权控制器和管理员访问远程管理服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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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PC 上启动网络浏览器。

步骤 2 输入系统管理员提供的 Cisco RMS 控制台 IP 地址或主机名。

步骤 3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默认凭据为：

 • 用户名 — admin@control4.com

 • 密码 — p@ssw0rd

步骤 4 点击登录。

更改您的密码

建议您在初次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时更改密码并定期更换，以确保帐户凭据的安全性。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步骤 2 点击 Admin。

步骤 3 选择您的帐户 Name。

步骤 4 点击 Modify。

步骤 5 输入 （并再次输入）新密码。

步骤 6 点击 Save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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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控制台概览  
控制台概览
图 1-2 提供了管理员首次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时可以看到的主菜单和功能概览。通过这些菜
单，您可以管理系统用户、添加和管理控制器及相关设备、配置用于配置和监控系统的配置文
件，以及随时查看 Cisco RMS 执行测试和任务的报告。

图 1-2 Cisco RMS 概述

1 主菜单：

 • Home — 显示有关 Cisco RMS 信息的默认屏幕，包括系统使用情况和许可证。

 • Admin — 用于管理用户帐户和访问 Cisco RMS 功能的权限。请参阅第 1-8 页上的 “管
理用户、角色和组织”一节。

 • Systems — 显示主要思科控制器，您可以在此添加新控制器、分配测试和任务或执行操
作。请参阅第 1-11 页上的 “管理系统”一节。

 • Configuration — 定义 Cisco RMS 使用的测试、任务、标签、模板和其他属性。请参阅
第 1-16 页上的 “使用配置页面”一节。

 • Reports — 使用报告查看一个或多个控制器的测试结果，并生成针对某一时间段、或特
定设备类型或针对已通过、失败或被阻止测试的结果。请参阅第 4-5 页上的 “使用报告
查看测试结果”一节。

2 针对所选屏幕或所选项的可用操作和功能。

3 用于缩小显示项结果范围的搜索字段。

4 用于选择或进一步操作的可用项，取决于所选的过滤器或搜索条件。

例如，控制器、测试、配置文件、用户等。

5 页面导航和显示选项。

6 点击刷新图标  更新列表。

7 针对所选项的可用任务和操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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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管理用户、角色和组织
管理用户、角色和组织
用户访问权限由以下项定义：

 • 角色定义对 Cisco RMS 特性和功能的访问权限。

 • 用户分配到一个或多个角色，并获得这些角色的组合访问权限。

 • 组织同时分配到角色和系统。用户可访问的系统和功能取决于分配到的角色。

使用注意事项

 • 用户可分配到多个角色，并获得所有分配角色的访问权限。

 • 角色可分配到多个组织，并获得这些组织中所有系统的访问权限。

 • 系统自动分配到根位置，并可由任意用户角色访问。

步骤概述

1. 创建一个或多个用户。

2. 创建 “操作员”角色，此角色允许用户管理系统，但不能创建新用户。

3. 将用户添加到角色。

4. 创建组织 “Bangalore Campus 1”。将角色添加到组织。该角色的用户仅能访问分配到相同组
织的系统。

5. 打开 System 配置，并将系统与组织相关联。

操作步骤

要添加用户并定义角色、组织和系统访问，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点击 Admin。

步骤 2 添加 Cisco RMS 控制台用户 （图 1-3）。

图 1-3 用户

a. 选择 Users。

b. 点击 Add，或选择现有条目并点击 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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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用户的姓氏、名字、电邮地址和密码。

d. （可选）选择一个或多个 Available Roles，并点击箭头将角色移动到 Assigned Roles 框。

e. 点击 Save 。

步骤 3 创建一个或多个角色定义访问权限集 （图 1-4）。

图 1-4 角色

a. 选择 Roles。

b. 点击 Add，或选择现有条目并点击 Modify。

c. 选择一个或多个 Available Permissions，并点击箭头将角色移动到 Assigned Permissions 框
（图 1-4）。

d. （可选）通过选择一个或多个 Available Users 并点击箭头将角色移动到 Assigned Users 框来
将用户分配到角色。

e. 点击 “保存” 

步骤 4 创建一个或多个组织并分配角色到组织 （图 1-5）。

图 1-5 加强组织管理

a. 创建组织：

– 选择 Organization。

– 点击 Add Org，或选择现有条目并点击 Modify Org。

– 输入组织名称并点击 OK。

– （可选）要创建子组织，双击位置名称 （或点击 ）并创建其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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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图 1-6 中，San Jose 位置包括东园区和西园区两个子组织。San Jose 根级的角色
将有权访问 San Jose 组织中的所有系统和所有子组织系统。分配到子组织的角色仅有权
访问子组织中的系统。

图 1-6 子组织

b. 将角色分配到组织：

– 双击组织名称选择要将角色分配到的组织或子组织。

例如，在图 1-6 中，角色将添加到 San Jose 组织。双击一个子组织仅将角色添加到该子组
织。双击建筑图标导航到组织结构。

– 点击 Assign Role。

– 选择一个或多个角色并点击 OK。

    注 所有选定角色的成员将可以访问分配到组织的系统。按住 Shift 并点击或按住 Ctrl 并点击

选择多个角色。

提示 根级的角色有权访问所有组织 （图 1-7）。

图 1-7 根级和组织级的角色

c. 点击 Save 。

步骤 5 将系统分配到组织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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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将系统分配到组织

a. 选择 Systems。

b. 使用搜索字段缩小显示的系统范围。请参阅第 1-22 页上的 “使用搜索”一节。

c. 选择一个或多个系统 （或点击列表顶部的选项框选择列表中的所有系统）。

d. 选择 Actions > Organization Assignment。

e. 从弹出窗口中选择组织并点击 OK （图 1-8）。

    注 系统只能分配到一个组织。将系统分配到根级，使所有角色都有权访问系统。将系统分配
到组织或子组织，以限制对分配到该位置的角色 （或分配到组织结构中更高级的角色）
的访问权限。

管理系统
系统包括思科主要控制器和所有关联设备。系统还包括与系统设备相关联的配置、测试和任务。

系统由每个住宅的主要控制器代表，并可以使用 Systems 选项卡进行查看和修改 （图 1-9）。

提示 控制器添加到网络或手动添加到 Cisco RMS 时会被自动发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页上
的 “试运行控制器”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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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系统：主要控制器 

1 Actions — 手动从 Cisco RMS 添加控制器、查看详细信息或删除控制器。

请参阅第 2-1 页上的 “试运行控制器”一节。

2 Search — 根据分配的标签缩小控制器列表范围。

点击向下箭头使用 “Advanced Search”字段。

3 主要控制器列表。每个控制器代表一个系统，可能包括其他控制器和其他住宅自动化设备
（例如显示器和电灯开关）。

选择一个或多个控制器执行操作或任务，或双击条目查看详细信息或执行诊断、试运行和其
他任务。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3 页上的了解系统详细信息。

4 页面导航和显示选项。

5 列选择器。点击  图标显示或隐藏页面上显示的列。

6 点击刷新图标  更新列表。

7 可以在所选系统上执行的操作和任务。使用这些选项配置多个系统或执行多个系统上的任务。

 • Actions — 分配组织、配置文件、标签和模板。启用或禁用自动修复。管理任务或覆盖
轮询间隔。请参阅第 1-17 页上的了解测试和任务。

 • Tasks — 更新系统软件、设定时区或 NTP 服务器、加载模板、备份、存储系统数据以及
其他任务。请参阅第 1-21 页上的 “操作”一节。

提示 选择多个系统对一组系统执行操作或任务，例如组织中的所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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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系统详细信息

双击系统条目 （或突出显示条目并点击 Details）查看有关系统的详细信息 （图 1-10）。

图 1-10 系统详细信息

表 1-3 介绍了系统详细信息选项中的选项卡。

表 1-3 系统详细信息

选项卡 说明

General Attributes 显示基本系统设置，例如名称、唯一 ID 和模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1-15 页上的 “定义常规属性”一节。

诊断 显示分配到系统的诊断配置文件。诊断配置文件是用于收集系统信息的
一组测试，定期重复运行 （例如每天一次）。诊断测试还可根据测试结
果执行任务。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 页上的 “创建诊断配置文件”一节。

交付使用 试运行配置文件是一组任务，用于自动执行系统初始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 第 2-4 页上的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 第 2-7 页上的将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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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ued Tasks 显示待处理任务。例如，试运行配置文件中包括的任务，或从 Tasks 菜
单中手动选择的任务。在开始执行任务时，列表中的项将被删除并移动
到 “Active Tasks”列表。

提示 点击刷新图标  更新列表。

注 由于诊断测试会定期执行，因此不会显示在 “Queued Tasks”下。

请参阅第 1-20 页上的 “查看待处理或已完成任务”一节。

Active Tasks 正在执行中的任务。

请参阅第 1-20 页上的 “查看待处理或已完成任务”一节。

Task History 在系统中执行过的任务。突出显示某项任务以查看该任务执行的步骤
（所选任务日志）。

请参阅第 1-20 页上的 “查看待处理或已完成任务”一节。

表 1-3 系统详细信息

选项卡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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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常规属性

表 1-4 介绍了系统主要控制器的常规属性。

提示 您可以使用 Actions 菜单将模板、标签、允许自动修复和轮询间隔设置应用到多个系统。请参阅
第 1-21 页上的 “操作”一节。

表 1-4 常规系统属性 

现场 说明

System Name 显示在 Cisco RMS 控制台中的名称。

默认名称包括控制器硬件 ID，但如有需要，您可以将其改为有意义
的名称。

Unique Identifier 主要控制器的硬件标识符。

例如：control4_hc250_000FFF12833E

注意事项 如果此条目更改，Cisco RMS 控制台将无法连接到控制器。
仅当您希望在不同物理控制器上使用相同设置且知道该设
备的唯一 ID 时更改此条目。

System Password 用于在设备上发出命令的控制器根密码。

注 强烈建议您不要更改此值，除非您计划跟踪每台设备上新的
根密码。

针对将在主要控制器上发出的命令输入新的根密码。在大多数情况
下，该字段留为空白，因为默认密码将自动配置。输入新密码将导
致设备和 Cisco RMS 控制台中的密码改变。

注 所有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设备的默认根密码为 t0talc0ntr0l4!
（使用数字”而非字母 “o”）。

Template 用于系统的配置模板。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3 页上的 “创建控制器模板”一节。

Tags 分配给系统的标签，用于帮助使用搜索功能找到系统。

Allow Auto-Fixes 定义测试执行时是否自动应用任务。

Polling Interval 控制器连接到 Cisco RMS 的分钟数。任何待处理测试、任务或其他
计划的操作在此规定时间执行。

提示 如有需要，点击 Override polling interval 并输入新的值。例
如，如果要测试某个计划测试或任务的影响，可输入一个较
小的数字，例如 1 分钟，这样控制器将频繁登记以应用更新。
系统稳定后，可以将此值调高，例如 60 分钟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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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置页面

使用配置页面定义 Cisco RMS 中使用的测试、任务、标签、模板和其他属性 （图 1-11）。

图 1-11 常规系统属性

表 1-5 介绍了配置设置。

表 1-5 配置 

选项卡 说明

Profile 配置文件是一组测试，在控制器首次添加到 Cisco RMS 时运行或循环运行。可将以
下配置文件类型分配到控制器。

– 诊断 — 用于验证控制器和关联设备运行状况的定期循环运行的测试。

– 试运行 — 控制器首次联网时执行的一次性测试。

注 测试还可以触发操作，例如更新控制器软件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 页上的 “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一节。

Tags 标签是分配给控制器的关键词，用于在搜索或执行其他任务 （例如报告）时缩小结
果范围。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2 页上的 “使用搜索”一节。

Tests 测试是用于从系统收集信息的诊断脚本，并可根据测试结果触发任务。

通过将测试添加到试运行和诊断配置文件 （将分配到系统），可自动触发测试。使
用报告查看在多个系统上执行的测试汇总。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 第 1-17 页上的了解测试和任务 .

 • 第 4-5 页上的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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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测试和任务
测试和任务是可以作为部分诊断或试运行配置文件自动执行的脚本。也可使用 Cisco RMS 控制台
手动触发测试和任务。

 • 测试是用于收集有关系统设备、配置和运行状态信息的诊断操作。

 • 任务可以更改系统配置或发起操作。任务可以包括在测试中，用于补救测试发现的问题。例
如，系统软件版本测试也可包括自动更新设备软件的任务。

要自动执行测试 （和关联任务），可将测试添加到试运行或诊断配置文件 。

 • 试运行配置文件测试在每个系统上执行一次，以自动执行初始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4 页上的 “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一节。

 • 诊断配置文件测试以测试迭代 （测试运行的频率）为周期循环运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1 页上的 “创建诊断配置文件”一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第 1-18 页上的配置文件中的常用测试和任务

 • 第 1-19 页上的触发测试并查看测试历史

 • 第 1-20 页上的手动触发任务并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任务 任务是在系统上执行的操作，可从系统页面上手动触发，或包括在分配到诊断和试
运行配置文件的测试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 第 1-17 页上的了解测试和任务 .

版本 加载到 Cisco RMS 的控制器软件版本。点击 Add 添加新的版本和包含版本文件的目
录 URL。

测试和任务可使用这些版本更新控制器软件。

模板 可部署到多个系统的控制器配置项目文件。

要创建模板，可使用 Composer Pro 配置样本控制器，备份配置文件，并将文件添加
到 Cisco RMS。模板可用于部署使用相同基础硬件和软件配置的多个控制器。

注 项目模板删除每个项目特定的 zigbee 安全层（PAN = 个人局域网）。模板应
用到每个系统后，必须创建新的 Zigbee 网状网，且每个 zigbee 设备必须经
过识别才可与住宅控制器建立通信。有关在每个住宅中重新应用 ZigBee 配
置的信息，请参阅以下文档。

要创建并应用项目模板，请完成以下说明：

 • 第 2-3 页上的创建控制器模板

 • 第 2-1 页上的试运行控制器 

 • 第 3-1 页上的完成住宅内任务

设置 定义 Cisco RMS 系统属性的设置，包括模板位置、备份和软件更新文件。

表 1-5 配置 （续）

选项卡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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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此外，操作可以用于分配配置文件、模板和标签，暂停或取消任务，覆盖轮询间隔，或启用和禁
用快速修复功能。请参阅第 1-21 页上的 “操作”一节。

配置文件中的常用测试和任务

Cisco RMS 包括大约 150 种用于执行基本试运行和诊断功能的测试和任务。

提示 要查看可用的测试和任务，请选择 Configuration，然后点击 Tests 或 Tasks。滚动浏览各个测试
以查看简短描述 （任务不显示描述）。

表 1-6  配置文件中的常用测试和任务

目的 分配到配置文件的测试 测试中包括的任务

应用软件更新。 导向器版本 软件更新

注 更新控制器也会更新相
关联的设备。

应用配置 （项目）模板。 项目版本 加载模板项目

备份控制器项目和数据。 备份项目保存时间

（查看上次备份的保存时间，
如果文件时间超过 24 个小
时，则可运行新备份）

项目备份

确保 ZigBee 服务器正在运行 Sysman 状态 — Zserver2 无。

重启设备 无。 重启所有设备。

在测试中使用此任务，或手动
触发 （请参阅第 1-20 页上的
“手动触发任务”一节）。

刷新或重新启动触摸屏导航器。 无。 刷新导航器 — 与 Composer Pro 
项目同步，但不替换图形元素
（例如图标）。

重启导航器 — 会重新加载所有
图形元素。此功能在主题更改
时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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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测试并查看测试历史

要触发单个系统的定期测试或查看测试历史，请参阅以下主题：

 • 第 1-19 页上的触发计划测试

 • 第 1-19 页上的查看测试历史记录

触发计划测试

诊断测试以测试迭代 （测试运行的频率）为周期定期执行，即使测试包括在多个配置文件中也不
影响测试的循环周期。

点击 Run Now 在下次轮询时运行计划测试 （和相关联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 创建配置文件并分配到系统。

 • 第 2-4 页上的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 第 4-1 页上的创建诊断配置文件 .

步骤 2 点击 System。

步骤 3 选择系统并点击 Details （或双击系统名称）。

步骤 4 选择 Commissioning 或 Diagnostic 选项卡。

步骤 5 点击测试旁边的 Run Now （图 1-12）。测试和相关联任务将在下次系统轮询时运行。

查看测试历史记录

您可以查看单个系统的测试历史记录，或者生成多个系统的报告。要生成多个系统的报告，请参
阅第 4-5 页上的 “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果”一节。

要查看单个系统的测试历史记录 （包括 后测试运行、通过 / 失败，以及实际值和期望值），请
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 1 点击 Systems 并选择系统名称。

步骤 2 点击 Details。

步骤 3 选择 Commissioning 或 Diagnostic 选项卡。

步骤 4 查看 “Last Run”列以查看测试历史记录 （图 1-12）。“Expected”列给出了期望的测试结果
（如有）。“Actual”列显示了上次运行的实际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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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测试和任务
图 1-12 测试历史记录

手动触发任务并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 第 1-20 页上的手动触发任务

 • 第 1-20 页上的查看待处理或已完成任务

手动触发任务

任务可包括在测试内，或手动运行。

要针对一个或多个系统手动触发任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 1 点击 Systems。

步骤 2 选择一个或多个系统名称。

步骤 3 从 Task 菜单中选择一个任务。

步骤 4 继续执行第 1-20 页上的 “查看待处理或已完成任务”一节上的步骤。

提示 要暂停或取消任务，使用 Actions 菜单中的可用选项。请参阅第 1-21 页上的 “操作”一节。

查看待处理或已完成任务 

您可以查看单个系统中手动触发任务的状态。

注 • 包括在测试中的任务不显示在任务队列或历史记录中，因为这些任务将定期执行。

 • 请参阅 第 4-5 页上的 “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果”一节 查看多个系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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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点击 Systems。

步骤 2 选择一个系统并点击 Details。

步骤 3 选择以下选项卡之一：

 • Queued Tasks — 显示将在下次系统轮询时执行的任务。排队的任务将移动到 Active Tasks 
列表。

 • Active Tasks — 显示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

 • Task History — 显示已完成的任务。突出显示某个条目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操作 
Actions 菜单用于应用基本系统设置，例如分配配置文件、模板和组织。您还可以分配标签、暂
停或取消任务、覆盖轮询间隔，或启用和禁用快速修复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 1 点击 Systems 并选择一个或多个系统。

步骤 2 从 Actions 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表 1-7 操作 

操作 说明

组织分配 为系统指定组织。只有拥有与组织相关联的角色的用户才可以
访问系统。

请参阅第 1-8 页上的 “管理用户、角色和组织”一节。

配置文件分配 为系统定义试运行和诊断测试 （和相关联任务）。试运行配置
文件将只运行一次。诊断配置文件将循环运行。

请参阅以下主题：

 • 第 1-17 页上的了解测试和任务 .

 • 第 2-4 页上的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

 • 第 4-1 页上的创建诊断配置文件 .

标签分配 将术语与系统相关联，用于帮助搜索。

模板分配 为系统配置系统 （项目）模板。

请参阅以下主题：

 • 第 2-3 页上的创建控制器模板

 •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启用 / 禁用自动修复 若启用自动修复，当测试失败时，则将执行任何相关联的任务。

若禁用自动修复，则即使测试失败也不会执行相关联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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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上的 “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一节。

使用搜索
使用搜索字段查找系统并缩小显示的系统范围。您可以搜索包含在系统属性中的任意字符串，或
创建标签并将它们分配给系统从而进一步缩小搜索结果。

 • 第 1-22 页上的创建并分配标签

 • 第 1-23 页上的使用搜索查找系统

创建并分配标签

使用以下操作步骤创建标签并分配到系统。

例如，创建标签 “Building 1”，将其分配给部署在 Building 1 中的所有系统。此操作可过滤控制
器列表，使其仅显示部分系统，使您可以针对系统子集执行任务、更新或生成报告。

操作步骤

步骤 1 （可选）创建可以分配到系统的标签。

a. 选择 Configuration > Tags。

b. 点击 Create，或选择现有条目并点击 Modify。

c. 输入标签名和描述。

d. 点击 Save。

步骤 2 将标签分配到系统。

a. 选择 Systems 选项卡。

b. 选择一个系统名称并点击 Details。

c. 在 “Tags”字段中 （图 1-13），按空格键查看所有标签列表，或键入首字母查看匹配的标签
条目。

d. 请选择一个或多个标签。

暂停 / 取消暂停任务 允许您暂停或恢复队列中的任务。

取消排队的任务 取消排队等待执行的任务。

覆盖轮询间隔 更改系统轮询 Cisco RMS 检查测试的频率。

例如，进行测试或首次部署系统时可能需要较短的轮询间隔，
以便快速触发任何配置文件测试。

系统部署并稳定后，可延长轮询间隔以减少不必要的网络流量。

表 1-7 操作 （续）

操作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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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点击 Save 。

图 1-13 系统标签

使用搜索查找系统

在 “Search”字段中输入标签或其他字符串并按 Enter （或点击 Search）。将显示带有匹配属性
或标签的系统。

例如，输入 “Building 1”将仅显示带此标签的系统，或输入唯一标识符以显示特定系统。在
图 1-14 中，输入了部分唯一标识符来查找特定系统。

图 1-14 搜索示例

提示 点击搜索字段下方的箭头 ( ) 显示高级搜索选项。例如，您可以输入多个词语、可选择
的词语或应排除的词语 （匹配的系统将从结果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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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2

试运行控制器

试运行控制器的步骤包括：将设备添加到 Cisco RMS，并为新系统关联模板、试运行配置文件、
组织以及其他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目录

 • 第 2-1 页上的步骤概述

 • 第 2-3 页上的创建控制器模板

 • 第 2-4 页上的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 第 2-7 页上的将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 第 2-11 页上的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

    注 完成试运行流程后，您必须完成住宅内任务，例如确认 Control4 Composer Pro 中的网络设备、创
建 zigbee 安全层 （PAN = 个人局域网），以及其他任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1 页上的
“完成住宅内任务”一节。

步骤概述
完成以下步骤以部署和管理思科控制器和部署中的相关设备。

任务 相关文档
完成任务？

（）

步骤 1 完成要求清单。 第 1-2 页上的要求 
步骤 2 使用 Composer Pro 创建配置模板。  • 第 2-3 页上的创建控制器

模板

 •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
配置指南



步骤 3 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第 1-6 页上的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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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概述
步骤 4 如有需要，创建 Cisco RMS 用户、角色和组织。 第 1-8 页上的管理用户、角色
和组织 

步骤 5 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第 2-4 页上的创建试运行配置
文件 

步骤 6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将思科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 自动查找网络上的控制器

 • 手动添加单个控制器

 • 从文件导入控制器

注 建议部署一个小型控制器分组用于验证部署方法。

第 2-7 页上的将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步骤 7 在系统上应用其他设置，例如模板、配置文件和组织。 第 2-11 页上的在控制器上应
用常规属性 

步骤 8 使用 Composer Pro 应用完成住宅内任务，包括：

 • 确定控制器 （将 MAC 硬件 ID 与项目相关联）。

 • 确定 ZigBee 和 IP 网络设备。

 • 其他 （可选）配置任务。

第 3-1 页上的完成住宅内任务 

步骤 9 执行其他配置和部署任务。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
置指南 

任务 相关文档
完成任务？

（）
2-2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控制台管理指南

OL-26987-01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docs


 

第 2 章      试运行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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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控制器模板
Cisco RMS 模板是可以应用到多个思科控制器的 .C4P 配置文件。

要创建模板，请为部署中的典型设备和设置配置单个控制器。将 .C4P 配置文件备份到磁盘，然后
将文件加载到 Cisco RMS。上载流程会删除所有用户信息和特定于设备的信息，因此可以在其他
控制器上应用相同的设置而不会引起冲突。

    注 项目模板不包括必须应用到住宅中的配置。住宅内任务包括创建特定于每个项目的 zigbee 安全层
（PAN = 个人局域网），确定项目中的网络设备，以及其他任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1 页
上的 “完成住宅内任务”一节。

操作步骤

步骤 1 使用 Composer Pro 配置示例控制器，步骤如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中所述。

步骤 2 备份 .C4P 项目文件。

a. 选择 File > Backup As。

b. 输入文件名和位置，然后点击 Save。

提示 默认的文件备份位置为 C:\Users\<用户名 >\Documents\Control4\Projects。

步骤 3 将项目上载到 Cisco RMS 控制台。

a. 将项目文件添加到 Cisco RMS。

b. 选择 Configuration > Templates。

c. 点击 Add。

d. 输入模板名称 （例如 2-room unit）。

e. 点击 Upload。

f. 从本地或网络驱动器选择 .C4P 项目备份文件，然后点击 Open。

g. 等待上载流程完成并确认文件名正确。

h. 点击 Save。

步骤 4 继续阅读以下主题：

 • 第 2-7 页上的将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 第 2-11 页上的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

 • 第 3-1 页上的完成住宅内任务
2-3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控制台管理指南

OL-26987-01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esidential/docs


 

第 2 章      试运行控制器      

  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试运行配置文件是一组测试，用于在将思科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时对其进行更新。设备首次
添加到 Cisco RMS 时，将在每个控制器上执行一次试运行配置文件。

常见的试运行测试和任务

测试可触发操作，例如更新控制器软件版本。常见的试运行任务包括以下几种：

 • 下载软件并应用补丁程序。

 • 下载并安装 Composer Pro 项目。

 • 备份控制器数据。

 • 测试配置。

 • 重启设备。

 • 刷新屏幕和触摸屏导航器。

 • 启用或禁用自动修复选项 （用于定义执行测试时是否自动应用任务）。

提示 要查看可用的测试和任务，请选择 Configuration，然后点击 Tests 或 Tasks。滚动浏览各个测试
查看简短描述。

提示 您也可以创建诊断配置文件来执行循环测试，以验证先前已添加系统的运行状况。诊断配置文件
可以在出现错误时通知管理员，如有可能，还会采取纠正操作。请参阅第 4-1 页上的 “创建诊断
配置文件”一节。

操作步骤

要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步骤 1 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 Configuration > Profiles。

步骤 3 创建或修改配置文件。

a. 点击 Create，或选择现有条目并点击 Modify。

b. 输入配置文件名称。

c. 选择 Commissioning 配置类型： 

d. 点击 Save。

步骤 4 将测试添加到配置文件。

a. 突出显示配置文件名称。

b. 点击 Assignments （或双击配置文件名称）。

c. 点击 Add 图标 。

d. 从弹出窗口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测试，然后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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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滚动浏览测试名称以显示测试描述。按住 CTRL 并点击或按住 Shift 并点击选择多个项目。

e. 点击确定。

– 已分配的测试列在顶部字段中。已分配的系统显示在下方的字段中 （图 2-1）。

– 点击 Systems > General Attributes 将系统分配到配置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11 页上的 “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一节。

图 2-1 分配到试运行配置文件的测试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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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可选）修改测试设置 （图 2-2）。

图 2-2 编辑测试设置

a. 选择测试名称 （从 Configuration > Profiles > Assignments 窗口）。

b. 点击编辑图标 。

c. 编辑可用设置。

例如，图 2-2 中显示了编辑 Project Backup Age 测试的选项。您可以定义间隔（测试运行的频
率），以及上次备份的期望保存时间。如果上次备份比该时间要长，则测试失败，您可以选
择备份系统介质或个人信息或同时备份两者。

步骤 6 继续阅读以下主题：

 • 第 2-7 页上的将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 第 2-11 页上的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

 • 第 3-1 页上的完成住宅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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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每次可添加一个控制器到 Cisco RMS，从文件导入控制器，或者使用 Cisco RMS 定位器服务在控
制器添加到网络时自动查找控制器。

 • 第 2-7 页上的自动查找网络上的控制器

 • 第 2-9 页上的手动添加单个控制器

 • 第 2-9 页上的从文件导入控制器

    注 添加控制器后，必须为每个系统分配一个模板、一个或多个试运行和诊断配置文件，以及一个组
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上的 “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一节。

自动查找网络上的控制器

使用 Cisco RMS 定位器 Web 服务，可以自动查找网络上的控制器并将其添加到 Cisco RMS。

必备条件

必须在网络上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定位器和 Cisco RMS 服务器 Web 服务。还需要为每个服务
器添加 DNS 条目，用于将控制器定向到正确的服务。

提示 控制器使用您的 DHCP 服务器访问 c4locator.yourdomain.com 和定位 Cisco RMS 服务器。
创建 Cisco RMS 定位器服务后，应为 c4locator.yourdomain.com 添加 DNS 条目。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服务器安装指南。

操作步骤

步骤 1 将控制器添加到网络。

步骤 2 等待查找过程结束并确认新系统 （控制器）显示在 Cisco RMS 控制台中。例如：

a. 选择 Systems。

b. 使用 Search 字段缩小显示的系统列表范围。

c. 确认系统名称已显示。

步骤 3 （可选：单个控制器）为系统分配模板和试运行配置文件。

    注 此步骤为单个控制器添加设置。要为多个控制器添加设置，请继续执行以下步骤第 2-11 
页上的 “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一节。

a. 双击系统名称 （或选择系统并点击 Details）。

b. 选择 Template （在 “General Attributes”选项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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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首次在系统上加载模板时，必须在思科控制器项目上识别模板中包含的网络设备 （请参
阅第 3-4 页上的 “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一节）。如果系统模板已更
新，且新旧模板中的房间和设备名称相同，则将保留设备地址 （无需重新识别设备）。如
果房间或设备名称不同，或者添加了额外的设备，则必须识别网络设备，如第 3-4 页上的
“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一节中所述。

c. 点击 Save 。

d. 从 Tasks 菜单中选择 Load Template Project。

e. 等待 （在下次系统轮询时）应用模板。

提示 将系统 Polling Interval （General Attributes 下）更改为较短的时间 （例如 1 分钟），从
而使系统能够快速连接到 Cisco RMS 服务器并应用模板。

– 点击 Queued Tasks 确认将在下次系统轮询时应用模板。

– 点击 Active Tasks 查看正在处理的任务详细信息。

f. 点击 Task History 确认 Outcome 栏中显示 Success （图 2-3）。

选择任务条目显示详细信息。

图 2-3 Task History

g. 选择 Commissioning 选项卡，然后选择 Commissioning Profile。

h. 点击 Save 。

步骤 4 （必要步骤）继续按照第 2-11 页上的 “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一节应用其他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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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添加单个控制器 
要向 Cisco RMS 添加单个控制器，请完成以下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 Systems。

步骤 2 选择 Import System > Add System。

步骤 3 输入系统设置。

例如：

 • Name — 有具体意义的系统名称。 
例如：Bldg1、 Unit1A、 HC-250。

 • Unique ID — 主控制器硬件 ID。 
例如：c4:control4_hc250_homecontroller-home-controller-250-000FFF14797F。

 • Organization — 指定系统的组织。只有拥有与组织相关联的角色的用户才可以访问系统。请
参阅第 1-8 页上的 “管理用户、角色和组织”一节。

 • Template — 定义基础系统配置的配置模板。请参阅第 2-3 页上的“创建控制器模板”一节。

 • Auto Fix — 若启用自动修复，当测试失败时，则将执行任何相关联的任务。若禁用自动修
复，则即使测试失败也不会执行相关联的任务。

步骤 4 （必要步骤）继续按照第 2-11 页上的 “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一节应用其他系统设置。

从文件导入控制器

要从 Microsoft Excel 或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导入多个控制器，请执行以下步骤：

操作步骤

步骤 1 下载示例 .xls 或 .csv 文件，并将其作为要求字段和格式的模板。

a. 选择 Systems。

b. 选择一个或两个系统作为示例。

c. 选择将系统导出到 XLS。

d. 选择 .xls 或 .csv 文件格式。

e. 点击 Save 并在本地或网络驱动器上选择保存位置。

步骤 2 创建一个包含示例文件所需信息和格式的 .xls 或 .csv 文件。

例如：

 • Name — 有具体意义的系统名称。 
例如：Bldg1、 Unit1A、 HC-250。

 • Unique ID — 主控制器硬件 ID。 
例如：c4:control4_hc250_homecontroller-home-controller-250-000FFF14797F。

 • Tags — 将术语与系统相关联，用于帮助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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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mplate — 定义基础系统配置的配置模板。请参阅第 2-3 页上的“创建控制器模板”一节。

 • Auto Fix — 若启用自动修复，当测试失败时，则将执行任何相关联的任务。若禁用自动修
复，则即使测试失败也不会执行相关联的任务。

 • Commissioning Profile — 定义将运行一次的试运行测试（和相关联任务）。请参阅第 2-4 页
上的 “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一节。

 • Diagnostic Profiles — 定义循环运行的诊断配置文件。请参阅第 4-1 页上的 “创建诊断配置
文件”一节。

 • Password — 用于访问设备的控制器根密码。将此设置留空以保留默认密码。输入一个值来更
改设备上和 Cisco RMS 中的密码。

 • Organization ID — 

 • Organization Name — 为系统指定组织。只有拥有与组织相关联的角色的用户才可以访问系
统。请参阅第 1-8 页上的 “管理用户、角色和组织”一节

步骤 3 导入文件。

a. 选择 Systems。

b. 选择 Import System > Import Systems。

c. 点击 Browse 并从本地或网络驱动器选择 .xls 或 .csv 文件。

d. 点击导入。

步骤 4 确认控制器已成功添加到 Systems 列表。

步骤 5 （必要步骤）继续按照第 2-11 页上的 “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一节应用其他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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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器上应用常规属性
将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后，按以下操作步骤为多个系统更新常规属性。 General Attributes 设
置包括以下步骤：

 • 将新系统与模板、组织和 / 或配置文件相关联。

 • 启用或禁用自动修复。

 • 更改轮询间隔。

    注 部分设置并非必要步骤，具体取决于添加控制器的方法。例如，必须为所有系统添加配置文件，
但可以在导入或手动添加控制器时分配模板。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系统 （图 2-4）：

a. 选择 Systems。

b. 使用 “Search”字段缩小列表范围。请参阅第 1-22 页上的使用搜索。

c. 选择一个或多个系统 （或选择列表顶部的全选框）。

提示 要在单个系统上应用该设置，选择系统名称，然后点击 Details。

步骤 2 从 Actions 菜单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组织分配

 • 配置文件分配

 • 标签分配

 • 模板分配

 • 启用 / 禁用自动修复

 • 覆盖轮询间隔

提示 请参阅 第 1-21 页上的 “操作”一节查看每个选项的描述。

例如，图 2-4 中，选定系统被分配到了试运行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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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分配配置文件

步骤 3 重复执行步骤 2 完成系统要求的设置。

例如，您可以分配多个诊断配置文件、分配一个项目模板，或者将系统分配到组织。

步骤 4 （可选）将系统 Polling Interval 更改为较短的时间（例如 1 分钟），从而使系统能够快速连接到 
Cisco RMS 服务器并应用更改。

a. 请选择一个或多个系统。

b. 从 Actions 菜单中选择 Override Polling Interval。

c. 选择 Enable Override 选项并输入每次轮询间隔的分钟数。

提示 完成试运行任务后，您应将该设置改回较长的时间间隔。较短的轮询间隔有助于进行测试
和试运行，但对于部署控制器来说是不必要的。较短的轮询间隔可能会引起网络和系统性
能问题。

步骤 5 等待 （在下次系统轮询时）应用模板和其他设置。

 • 点击排队的任务确认将在下次系统轮询时应用模板。

 • 点击 Active Tasks 查看正在处理的任务详细信息。

 • 点击 Task History 确认 Outcome 栏中显示 Success。

选择一个任务以显示详细信息。

步骤 6 确认执行了试运行和诊断配置文件中包含的测试，请参阅第 4-5 页上的 “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
果”一节。

    注 配置文件测试将在下次系统轮询时应用。要更改轮询间隔，选择 Actions > Override 
Polling Interval > Enable Override 并输入下次系统轮询前的分钟数。

步骤 7 继续执行第 3-1 页上的 “完成住宅内任务”一节 上的步骤。
2-12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控制台管理指南

OL-26987-01



 

OL-26987-01
第 章3

完成住宅内任务

使用 Cisco RMS 成功试运行系统后（如第 2-1 页上的“试运行控制器”一节中所述），执行以下
住宅内任务将网络设备关联到控制器、在家用网络上配置 Wi-Fi 设备以及配置 终用户的音频 /
视频设备 （例如家用电视机）。

目录

 • 第 3-1 页上的步骤概述

 • 第 3-2 页上的将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添加到家用网络

 • 第 3-4 页上的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 第 3-9 页上的完成触摸屏配置

 • 第 3-9 页上的连接和配置家用电视

步骤概述
要完成每个住宅内的部署，请将 PC 工作站连接到每个住宅内的主要思科控制器上，并使用 
Composer Pro 应用执行以下步骤：

任务 相关文档
完成任务？

()

步骤 1 部署思科控制器。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控制台
管理指南 

步骤 2 运行 Composer Pro 并选择主要思科控制器。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
指南 

步骤 3 完成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网络设置。 第 3-2 页上的将思科便携式平
板电脑添加到家用网络 

步骤 4 识别主要思科控制器 （在 Composer Pro 项目中）。

此操作将 MAC 硬件 ID 与项目关联并启用 ZigBee 网状网。

第 3-4 页上的识别网络设备并
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步骤 5 在主要思科控制器上启用 Zigbee 服务器。

此操作将创建特定于每个住宅的 zigbee 安全层 （PAN = 个人局
域网）。

第 3-4 页上的识别网络设备并
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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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添加到家用网络
将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添加到家用网络
配置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启用与其他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设备、建筑网络和 Internet 之
间的通信功能。

准备工作

确认满足以下要求。

步骤 6 识别项目的所有其他 ZigBee 和 IP 网络设备。

此操作将每个设备安全关联到住宅并启用网络通信。

第 3-4 页上的识别网络设备并
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步骤 7 如有需要，输入额外的系统属性。

例如，您可以更新系统经纬度、项目名称和时间 / 日期设置。

第 3-4 页上的识别网络设备并
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步骤 8 将每个触摸屏连接到思科控制器上运行的导向器。

思科控制器将自动配置触摸屏控件。

第 3-9 页上的完成触摸屏配置 
步骤 9 连接并配置家用电视。

此操作将启用使用家用电视和思科通用遥控器的屏幕导航。

第 3-9 页上的连接和配置家用
电视 

任务 相关文档
完成任务？

()

表 3-1  要求 

要求 相关文档
满足要求？

()

安装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 思科智能互联便携式平板电脑参考
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确保思科控制器与住宅 Wi-Fi 无线接入点 (WAP) 位于同一子网。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
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中的网络要
求部分。


搜集以下有关住宅的无线网络信息：

 • SSID （网络名称）。

 • 通行码 （也被称为密码或安全密钥）。

 • IP 寻址要求：默认为 DHCP （带动态地址）。如果您需要使
用静态 IP 地址，必须提供该设备的网络 IP 地址。

请咨询您的系统管理员。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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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触摸屏上点按 More > Settings > Network。

步骤 2 在 “无线”下方，选择 Enable。

a. 选择网络名称 (SSID)，或选择 Other 使用屏幕上的键盘添加 SSID。

b. 选择安全方法：None、 WEP 或 WPA。

c. 输入无线密码。

d. 选择 Connect。注意， IP 设置已更改。

步骤 3 （可选）输入静态 IP 地址。

    注 默认情况下， IP 地址设置为 DHCP。仅在使用静态 IP 地址时完成下列步骤。

a. 在 “网络”页面上，点按 Static。

b. 每次选择一个选项框并键入地址：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首选 DNS 和备用 DNS。

c. 显示键盘后，键入地址，然后点按 Done。

d. 点按 OK 返回 “网络”页面。

步骤 4 识别 Composer 中的设备，然后将显示屏连接到指挥交换机（在网络中的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 设备
上运行）。

 • 第 3-4 页上的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 第 3-9 页上的完成触摸屏配置
3-3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控制台管理指南

OL-26987-01



 

第 3 章      完成住宅内任务      

  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首次在系统上加载模板时，必须在思科控制器项目上识别模板中包含的网络设备，如以下操作步
骤所述。

 • 如果系统模板已更新，且新旧模板中的房间和设备名称相同，则将保留设备地址 （无需重新
识别设备）。

 • 如果房间或设备名称不同，或者添加了额外的设备，则必须识别网络设备，如第 3-4 页上的
“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一节中所述。

以下操作步骤包括执行下列操作的说明 （使用 Composer Pro）：

1. 识别主要思科控制器 （在 Composer Pro 项目中）。

此操作将启用 ZigBee 服务器并创建 PAN ID。完成此步骤后， ZigBee 设备才能在项目中识别。

2. 识别 Composer Pro 项目中的 IP 和 ZigBee 设备。

3. 选择性地修正其他系统属性。

请参阅以下操作步骤了解详细指导。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运行 Composer Pro 并选择主要思科控制器。

a. 选择 Start > All Programs > Control4 > Composer 2.2.x。（或更高版本）

b. 如果弹出提示框，输入您的凭据（用户名和密码），注册或续订您的 Composer 许可证。请向
您的系统管理员求助。

c. 选择本地网络上的导向器。

d. 突出显示思科控制器名称 （或 IP 地址）并点击 Connect。

    注 如果思科控制器未显示在列表中，确认思科控制器和网络设备已正确安装和配置。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e. 点击 Yes 将思科控制器添加到您的可信设备列表。

仅当首次将 PC 连接到思科控制器时需要执行此步骤。

f. 如果弹出提示更新设备软件，请点击 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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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识别主要思科控制器 （图 3-1）。

图 3-1 识别主要控制器

a. 点击 Connections。

b. 点击 Network 选项卡。

c. 突出显示思科控制器。

d. 点击 Identify。

e. 按思科控制器上的物理 Link 或 ID 按钮，如 Composer Pro 图像所示（根据型号不同，该按钮
可能位于设备正面或背面）。

f. 确认思科控制器网络地址显示在输入字段中，如图 3-1 所示。

g. 点击关闭。

步骤 3 确认 ZigBee 网络在主要思科控制器中运行 （图 3-2）。

    注 ZigBee 网状网和 PAN ID 包括在先前应用的配置模板中。识别主要思科控制器会使思科控
制器变为在线状态并启用 ZigBee 网状网。通过此操作，可使 ZigBee 设备与思科控制器的
项目相关联。 
 

如果先前未创建 ZigBee 网状网，您必须创建一个新的网络 (PAN ID)，如步骤 4 中所述。

a. 点击 System Settings。

b. 突出显示思科控制器。

c. 在 “Properties”面板 （图 3-2）下，点击 Refres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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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ZigBee 服务器配置

d. 确认思科控制器状态为 Online 且其他 ZigBee 属性已启用或运行，如表 3-2 中所示。

    注 ZigBee 网状网在主要思科控制器上运行时应显示这些属性。

步骤 4 如果禁用了 ZigBee 网状网，或者表 3-2 中的设置已禁用或离线，则必须重新创建 ZigBee 网状
网：

a. 点击系统设置。

b. 突出显示思科控制器。

c. 在 “Properties”面板 （第 3-6 页上的表 3-2）下，点击 Edit ZigBee Configuration。

d. 点击 Yes 创建新的 ZigBee 网络。

e. 点击 OK 接受默认的 ZigBee 服务器和 ZAP 协调程序 （ZigBee 网络设置）。

f. 再次点击 OK 接受其他默认 ZigBee 网络设置 （包括服务器、通道和协调程序）。

g. 选择文件 > 刷新。

表 3-2 ZigBee 属性

ZigBee 属性 状态

控制器状态 在线

ZigBee 服务器配置 启用

ZigBee 服务器状态 正在运行

ZAP 配置类型 协调程序

Zap 状态 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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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要确认 ZigBee 服务器是否在运行，请点击 System Design，突出显示主要控制器，然后确认 
ZigBee 服务器正在运行 （图 3-2 和表 3-2）。

步骤 5 识别住宅中的每个网络设备 （图 3-3）。

 • 必须识别所有 IP 和 ZigBee 设备以建立与 Composer Pro 项目的通信。

 • 如果配置模板正在更新， 

 • 如果消息提示 ZigBee 网状网未形成，请等待几分钟直到网状网建立。

图 3-3 识别网络设备

a. 点击 Connections。

b. 选择 Network 选项卡。

c. 在 IP Network Connections 列表 （中央面板）中，选择第一个设备并点击 Identify。

d. 弹出提示时按设备上的按钮，如弹窗所示 （图 3-3）。

示例：

– 按思科墙内显示屏下边缘右侧按钮。

– 按无线交换机顶端按钮四次。

– 按思科通用遥控器 150 或 250 上的红色按钮四次。

e. 当 Composer Pro 字段中显示设备地址时，点击 Next。

f. 识别所有设备后，点击 Close。

提示  • IP 设备通常需要点击按钮一次。 ZigBee 设备需要点击四次。要识别 ZigBee 设备， ZigBee 服务
器必须为运行状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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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完成住宅内任务      

  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
 • 如果您已在步骤 1 中升级思科控制器软件，设备固件将在识别时自动升级。升级过程中设备
可能无响应。

步骤 6 （可选）如有需要，可更新系统和项目属性。

a. 重命名项目。

– 右键点击项目名称并选择 Rename。

– 输入能够描述模板用途的有意义的名称。例如：2-room template。

图 3-4 重命名项目

b. 输入项目属性 （图 3-5）。

图 3-5 项目属性

– 点击系统设计。

– 如有必要，在 Properties 下方输入新的名称，然后点击 Set。 
例如， Unit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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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完成住宅内任务 
  完成触摸屏配置  
– 要更改安装设备的位置，请点击 Lookup。

例如：韩国松岛。

– 输入设备安装的时间和日期。

– 要更改时区，请点击 Edit。

注 更改时区会导致思科控制器重启。

步骤 7 继续完成其他住宅内任务。例如：

 • 第 3-9 页上的完成触摸屏配置

 • 第 3-9 页上的连接和配置家用电视

步骤 8 完成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中所述的其他安装和配置任务。

完成触摸屏配置
触摸屏 （例如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添加到网络并在 Composer Pro 中识别后，将会连接到在思
科控制器上运行的导向器应用。思科控制器将自动配置触摸屏控件。

注意 如果触摸屏未连接到思科控制器，子系统按钮将不会点亮，且不会显示默认房间。确认设备已添
加到 Composer Pro 并已识别。有关细节请参见第 3-4 页上的“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一节。

操作步骤

步骤 1 完成第 3-4 页上的 “识别网络设备并完成 Composer Pro 设置”一节中的指示。

步骤 2 在 “Home”页面上，点按 More > Settings。

步骤 3 点按指挥交换机。

步骤 4 如果指挥交换机页面未显示，可能是因为禁用了指挥交换机视图，您必须通过提供密码来启用。

 • 如果您需要密码，若您是安装者，请联系思科经销商。

 • 如果您已有密码，点按 Config > Disable View，输入密码，然后点按指挥交换机以取消选择。
再次点按指挥交换机按钮，然后查看指挥交换机页面。

步骤 5 在 IP 地址指挥交换机列表中，点按您的思科控制器 IP 地址。屏幕将显示您的当前连接。

步骤 6 确认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上显示的名称、 IP 地址和默认位置 （房间），确保所有连接正确。

连接和配置家用电视
要使用家用电视和思科通用遥控器启用屏幕导航，将家用电视连接到思科控制器并将电视添加到 
Composer Pro 项目。接下来，定义 Composer Pro 中的物理音频 / 视频连接。

此流程允许思科控制器使用红外线发射器向电视发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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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完成住宅内任务      

  连接和配置家用电视
准备工作

开始之前，找到安装在室内的电视型号所用的电视驱动程序。电视驱动程序包括正确的红外线代
码，思科通用遥控器使用该代码控制电视。

 • 如果 Composer Pro 本地或在线数据库中存在该电视型号的驱动程序，请继续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 如果本地或在线数据库中没有驱动程序，您必须创建一个包含正确红外线代码的驱动程序。

– 使用 Composer Pro 驱动程序向导。思科控制器可以从电视的原始远程学习电视红外线
代码。

– 您也可以下载 DriverWorks SDK 并从记录的红外线代码集构建驱动程序。

操作步骤

步骤 1 将组件或 HDMI 电缆从家用电视连接到思科控制器。

步骤 2 将 IP 发射器从思科控制器连接到家用电视的红外线感应器。

步骤 3 将电视添加到 Composer Pro 项目。

a. 在 System Design 视图中，突出显示设备安装的房间。

例如：选择 Family Room。

b. 选择 My Drivers 选项卡。

c. 双击驱动程序名称。

提示 如有需要，点击 Search 选项卡访问在线和本地数据库，选择适合电视型号的驱动程序。
您的 PC 必须连接到 Internet 以访问在线数据库。

步骤 4 为电视创建控件和音频 / 视频连接。

控件和音频 / 视频连接是逻辑连接，可反映出从思科控制器连接到设备的物理电缆。

a. 点击 Connections。

b. 点击 Control A/V 选项卡。

c. 选择电视。

d. 将连接拖放到合适的设备和端口。

例如，表 3-3 汇总了思科控制器和电视之间的组件连接 （也可参阅图 3-6）。

表 3-3 音频 / 视频连接示例

控制器输出 组件输入设备

视频输出 （组件 HD） 电视组件输入 

音频输出 1 电视组件输入 

红外线输出 1 电视红外线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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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完成住宅内任务 
  连接和配置家用电视  
图 3-6 控件和音频 / 视频连接

    注 表 3-3 和图 3-6 仅为示例。根据使用的设备不同，各住宅的连接情况会有所差异。

步骤 5 确认控件和音频 / 视频连接。

a. 点击连接。

b. 点击 Control A/V 选项卡。

c. 选择一个房间。

例如起居室或卧室。

d. 将会显示控件和音频 / 视频连接端点概览 （图 3-7）。

端点是控件和音频 / 视频信号的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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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完成住宅内任务      

  连接和配置家用电视
图 3-7 控件和音频 / 视频端点

例如，表 3-4 描述了端点的用途，如图 3-7 所示。

e. 将屏幕设备端点拖放到思科控制器。此操作将启用电视上的屏幕导航器控件。

表 3-4 房间端点 

终端 已连接到 说明

视频端点 大电视 从思科控制器发送的视频将在 “大电视”上显示。

音频端点 大电视 从思科控制器发送的音频将在 “大电视”上播放。

注 音频也可发送到其他设备，例如扩音器 / 接
收器。

 • 视频的音频端点

 • 视频音量

 • 音频音量

大电视  • 与视频关联的音频将发送到 “大电视”。

 • 视频音量和音频音量变化将发送到 “大电视”。

注 这些端点为自动添加。

屏幕设备 主要思科控制器 使思科控制器在分配的视频输出设备上显示导航器
用户界面。

注 此端点为自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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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4

诊断测试、配置文件和报告

诊断配置文件用于执行循环测试。诊断测试也可以触发任务以纠正问题或执行某个操作。

测试和任务可以执行使用安全外壳或 API SOAP 调用也可以执行的任何任务。

目录

 • 第 4-1 页上的创建诊断配置文件

 • 第 4-5 页上的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果

创建诊断配置文件
诊断配置文件包括可以应用到多个系统上的测试组。例如，诊断配置文件可以测试系统性能、收
集项目信息或检查内存使用情况。测试还可以根据测试结果执行任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17 页上的 “了解测试和任务”一节。

提示 要查看可用的测试和任务，请选择 Configuration > Tests，并滚动每个测试查看简短介绍。

操作步骤

要创建试运行配置文件：

步骤 1 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 Configuration > Profiles。

步骤 3 创建或修改配置文件。

a. 点击 Create，或选择现有条目并点击 Modify。

b. 输入配置文件名称。

c. 选择 Diagnostic 配置类型： 

d. 点击 Save。

步骤 4 将测试添加到配置文件。

a. 突出显示配置文件名称。

b. 点击 Assignments。

c. 点击 Add 图标 。

d. 从弹出窗口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测试，然后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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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诊断测试、配置文件和报告       

  创建诊断配置文件
提示 滚动浏览测试名称以显示测试描述。按住 CTRL 并点击或按住 Shift 并点击选择多个项目。

e. 点击确定。

已分配的测试列在顶部字段中。已分配的系统显示在下方的字段中 （图 4-1）。

图 4-1 分配到诊断配置文件的测试和系统

步骤 5 （可选）修改测试设置 （图 4-2）。

图 4-2 编辑测试设置

a. 选择测试名称 （从 Configuration > Profiles > Assignments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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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诊断测试、配置文件和报告 
  创建诊断配置文件  
b. 点击编辑图标 。

c. 编辑可用设置。

例如，图 4-2 中显示了编辑 Project Backup Age 测试的选项。您可以定义间隔（测试运行的频
率），以及上次备份的期望保存时间。如果上次备份比该时间要长，则测试失败，您可以选
择备份系统介质或个人信息或同时备份两者。

步骤 6 将配置文件分配到一个或多个系统。

a. 选择 Systems。

b. 使用 “Search”字段缩小列表范围。请参阅第 1-22 页上的使用搜索。

c. 选择一个或多个系统 （或点击列表顶部的选项框以选择所有显示项目）。

提示 要在单个系统上应用该设置，选择系统名称，然后点击 Details。

d. 从 Actions 菜单选择 Profile Assignments。

e. 选择配置文件并点击 OK。

例如，图 4-3 中，选定系统被分配到了试运行配置文件。

图 4-3 分配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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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诊断测试、配置文件和报告       

  创建诊断配置文件
步骤 7 等待执行测试 （基于轮询间隔）。

图 4-4 分配到系统的诊断配置文件

 • 配置文件将在下次系统轮询 Cisco RMS （图 4-4）时应用并显示。

 • 诊断测试以测试迭代 （测试运行的频率）为周期定期执行，即使测试包括在多个配置文件中
也不影响测试的循环周期。点击 Run Now 可运行下次轮询的测试和关联任务。

提示 要更改轮询间隔，选择 Actions > Override Polling Interval > Enable Override 并输入下次
系统轮询前的分钟数。

步骤 8 使用报告查看已完成测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5 页上的 “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果”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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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诊断测试、配置文件和报告 
  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果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控制台管理指南

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果
使用报告查看一个或多个控制器的测试结果，并生成针对某一时间段、或特定设备类型或针对已
通过、失败或被阻止测试的结果。

图 4-5 报告

操作步骤

要生成测试报告：

步骤 1 点击 Reports。

步骤 2 选择报告过滤器并点击 Load Results：

步骤 3 （可选）输入搜索词，以突出显示与该关键词匹配的条目。

步骤 4 （可选）点击刷新图标  更新列表。

步骤 5 （可选）点击导出图标  将报告保存到 Excel 电子表格文件。

1 过滤器 — 选择以下过滤器缩小结果范围。

 • 时间跨度 — 点击时间跨度打开弹出窗口。选择 Start 和 End Date，或选择预定义设
置，例如 Today、 Current Results 或 Last 7 Days。

 • 选项卡 — 按空格键显示所有选项卡，或输入选项卡名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22 页上的 “创建并分配标签”一节。

 • 设备类型 — 选择要包括在结果中的物理设备，或者选择 “All”以显示所有设备。

 • 测试 — 将结果范围限制为包括所选测试的设备。

 • 状态 — 将结果范围限制为 Passed、 Failed 或 Blocked 的测试。选择 “All”以涵盖所
有测试结果，不受状态影响。

2 报告结果。

3 页面导航和显示选项。

4 Search — 输入文本字符串以缩小结果范围。匹配的条目将动态加载并显示为红色。

5 — 刷新结果列表。

— 将结果保存到 Exce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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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报告查看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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