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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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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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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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说明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安装和配置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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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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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联系您的思科代表或合作伙伴，以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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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档介绍了如何安装和配置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服务器。这类服务器是具备了以下功能的一
个 Web 应用：

 • 托管 Cisco RMS Web 服务，此类服务由思科控制器调用。

 • 托管用于管理试运行和诊断测试及任务的 Cisco RMS 控制台基于浏览器的界面。

 • 托管 Cisco RMS 定位器 Web 服务，该服务帮助您在部署中将思科控制器定向到正确的 Cisco 
RMS 服务器。您可以将所有思科控制器定向到单一部署中，如有需要，还可以创建高级规则
将特定控制器集定向到不同的 Cisco RMS 服务器。

安装 Cisco RMS 服务器和 Cisco RMS 定位器后，使用 Cisco RMS 控制台来调试和监控部署中的思
科控制器。

    注 本文档介绍了如何在同一 Windows 2008 服务器（此服务器可以是物理或虚拟实例）中安装 Cisco 
RMS 和 Cisco RMS 定位器 Web 服务。 Cisco RMS 安装程序包括 Jakarta Isapi 重定向器，可让 
Microsoft IIS Web 服务器和 Apache Tomcat Web 服务器无冲突运行（Microsoft IIS Web 服务器托
管 Cisco RMS 服务器和管理控制台，而 Tomcat 托管定位器服务）。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目录

 • 第 1-2 页上的 要求

 • 第 1-4 页上的 步骤概述

 • 第 1-5 页上的 获取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

 • 第 1-5 页上的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 第 2-1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服务器

 • 第 A-1 页上的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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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要求
要求
开始操作前，请确认已满足以下条件。

    注 安装者应有服务器和数据库安装和管理经验。

表 1-1 要求

要求 详情
满足要求？
()

网络要求：

 • 用于 Cisco RM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用于 Cisco RMS 服务器的 DNS 条目。

 • 用于 c4locator （指向 Cisco RMS 服务
器）的 DNS-A 条目。

 • 域名后缀配置为匹配 yourdomain.com 
的 DHCP 服务器。

 第 2-2 页上的 准备服务器和网络环境 

下载并提取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 第 1-5 页上的 获取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 
针对 Cisco RMS 服务器的由 Thawte 签署的 
SSL 证书。

第 2-1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服务器

http://www.thawte.com


Cisco RMS 许可证：

 • 一个 Cisco RMS 服务器许可证 

 • 一个 Cisco RMS 客户端许可证，部署中
每个思科控制器均需配备

第 1-5 页上的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满足以下性能要求的物理服务器在正常操
作条件下可支持多达 5000 个思科控制器：

 • 四核处理器

 • 8 GB RAM

 • 服务器级磁盘子系统 （ 低 RAID 1）

 • Internet 连接 （需要下载和安装额外的
第三方软件和 Windows 更新程序。）

请参阅服务器文档了解有关安装物理或虚拟服务器的说明。

 • 物理服务器要求为每 5000 台服务器组的 低硬件要
求。带额外处理器核心、 RAM 和磁盘空间的物理服务
器可支持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额外 Cisco RMS 服务器
实例。

 • 要求高级别数据传输的任务可能造成性能下降或运行
不稳定。例如，大量思科控制器的初始配置和试运行、
频繁的轮询和更新，或由 Cisco RMS 服务器实施的软
件更新。为避免出现性能或可靠性的问题，我们推荐
放缓进行数据密集型任务，延长轮询间隔和软件更新
周期。您还可以添加额外的 Cisco RMS 服务器实例支
持不超过 大数量的思科控制器。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更新版本 （64 位）

Windows 服务器可以托管 Cisco RMS 服务器和 Cisco RMS 
定位器 Web 应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200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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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要求  
数据库：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包含在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程序中。

该数据库由 Cisco RMS 服务器使用。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 第 2-1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服务器

 • www.microsoft.com/express/database/



Microsoft 互联网信息服务 (IIS) Web 服务器
版本 7 或更新版本。

IIS 服务器托管 Cisco RMS 服务器 Web 应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服务器”一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http://www.iis.net/



Apache Tomcat 和 Java 开发套件 (JDK) 1.6 包含在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程序中。

Tomcat 服务器托管 Cisco RMS 定位器 Web 应用。需要配
备 JDK 运行 Web 应用。

 • 有关安装和配置软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A-1 页上的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一节。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

– Tomcat： 
http://tomcat.apache.org （点击 Tomcat 6 
(http://tomcat.apache.org/download-60.cgi)） 
直接链接：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 
downloads/jdk6-downloads-1637591.html

– JDK：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 
downloads/index.html 
（在 Java SE 6 Update 33 下方，点击 JDK 下载 
链接）



Microsoft .Net 4.0 包含在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程序中。

需要安装 Microsoft .Net 4.0 运行 Web 应用。

 • 有关安装和配置软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A-1 页上的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一节。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
http://www.microsoft.com/net



Microsoft ASP.NET MVC 3 工具 包含在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程序中。

需要安装 MVC 3 工具支持 Web 应用。

 • 有关安装和配置软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A-1 页上的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一节。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
www.asp.net/mvc/mvc3。



表 1-1 要求

要求 详情
满足要求？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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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步骤概述
步骤概述
完成以下步骤，在您的网络中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解决方案。

任务 相关文档
完成任务？
()

步骤 1 完成要求的任务，包括软件安装下载、 SSL 证书、网络要求、
IP 地址和其他要求。

第 1-2 页上的 要求 
步骤 2 下载并解压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文件。 第 1-5 页上的 获取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 
步骤 3 在现有 IP 网络上物理安装服务器，或为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

创建一个虚拟机 (V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
服务器或虚拟机文档 

步骤 4 在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实例上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8。 www.microsoft.com/windowss
erver2008/ 

步骤 5 修订网络和服务器属性。 第 2-2 页上的 准备服务器和
网络环境 

步骤 6 安装 Microsoft IIS Web 服务器。 第 2-2 页上的 准备服务器和
网络环境

http://www.iis.net/



步骤 7 安装并配置 Web 服务软件，包括 Cisco RMS 服务器和 Cisco 
RMS 定位器。

第 2-3 页上的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步骤 8 确认安装。 第 2-16 页上的 确认 Web 服务
并访问 Cisco RMS 控制台

第 2-19 页上的 确认 Cisco 
RMS Web 服务安装



步骤 9 （可选）包含多个 Cisco RMS 服务器的部署可针对思科控制器创
建 Cisco RMS 定位器查找规则。

附录 A，“定义定位器查询规
则和 URL” 

步骤 10 部署思科控制器和相关设备 （使用基于浏览器的 Cisco RMS 控
制台）。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控制
台管理指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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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获取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     
获取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
要获取适用于您的版本的 新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请参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每个 Cisco RMS 服务器都必须安装扩展名为 .lic 的有效许可证文件。每个许可证文件包含您必须
购买的服务器和客户端许可证，如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中所述 （许可证文件包含
服务器支持的客户端数量，以及许可证过期日期）。

获取许可证文件

要获取许可证文件，需购买一个 Cisco RMS 服务器许可证以及要求数量的 Cisco RMS 客户端许可
证，如下列操作步骤中所述。操作完成后您将获得一个用于安装的许可证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

安装许可证文件

要安装许可证文件，将文件复制到驱动器上安装 Cisco RMS 数据的 rms 目录。例如，
E:\rms\RMC.lic。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服务器”部分中的步骤 4（选择数据分区）和步
骤 18 （将许可证文件复制到 rms 目录）。

操作步骤

完成以下操作步骤以购买和获取包含部署所需客户端数量的 Cisco RMS 服务器许可证文件。

步骤 1 购买许可证： 

a. 确定要购买的许可证的部件号 （请参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

b. 联系您的思科销售代表或思科经销商购买许可证。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en/US/ordering/index.shtml。

c. 购买许可证后，产品授权密钥 (PAK) 将通过纸质文档或电邮方式发送给您。

步骤 2 获取许可证文件： 

a. 找到购买可选功能时创建的产品授权密钥 (PAK)。

b. 在 Web 浏览器中，打开思科产品许可证注册 Web 页面。

http://www.cisco.com/go/license/ 

c.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填写表格并输入产品授权密钥 (PAK)。

d. 等待许可证文件发送到您的电邮地址。

e. 将文件传输到 PC 或配置时可访问的可移动驱动器。

步骤 3 按照第 2-1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服务器”一节中的步骤安装许可证文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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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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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2

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服务器 

Cisco RMS 服务器包括一个 Web 应用，用于执行以下两个功能：

 • 托管 Web 服务，此类服务由思科控制器调用。

 • 托管 Cisco RMS 控制台基于浏览器的界面。

完成以下步骤安装和配置 Cisco RMS 服务器以及关联的 Web 服务。

目录

 • 第 2-1 页上的 概述

 • 第 2-2 页上的 准备服务器和网络环境

 • 第 2-3 页上的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 第 2-16 页上的 确认 Web 服务并访问 Cisco RMS 控制台

 • 第 2-19 页上的 确认 Cisco RMS Web 服务安装

概述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软件包括以下软件组件和设置。完成第 2-3 页上的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一节安装软件并完成初始设置。

 •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 （由 Microsoft 2008 服务器上的 Microsoft IIS Web 服务器托管）

 •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 Microsoft .Net 4.0

 • Microsoft ASP.NET MVC 3 工具

 • （仅针对定位器安装）Apache Tomcat、Java Development Kit (JDK) 1.6 和 Jakarta Isapi 重定
向器。

 • 托管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解决方案所需的设置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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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服务器和网络环境
准备服务器和网络环境
安装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前完成以下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现有 IP 网络上物理安装服务器，或为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创建一个虚拟机 (V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服务器或虚拟机产品文档。

步骤 2 （可选）创建一个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并使用该用户安装 Cisco RMS （ 佳做法是另创建一
个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而非使用默认管理员帐户）。

步骤 3 更改计算机名称、说明和主要 DNS 后缀。

a. 转到开始 > 计算机 > 属性 > 更改设置 > 计算机名称

b. 点击更改。

c. 输入计算机名称。例如， RMS_Server。

d. 如有需要，将服务器添加为域成员。例如， cisco.com

e. 点击更多并输入此计算机的主 DNS 后缀以定义全限定域名 (FQDN)。 
例如， cisco.com

步骤 4 配置服务器网络属性，例如静态 IP 地址。

步骤 5 在 DNS 服务器上，为 Cisco RMS 服务器添加一个条目。

建议使用默认服务器名称 rms。例如， rms.<your_domain>.com

步骤 6 （可选，但推荐执行）创建要用于安装 Cisco RMS Web 服务文件的数据分区。

• 例如，打开磁盘管理实用工具并创建一个新卷 （图 2-1）。

• 可能需要缩减 C: 卷大小，从而释放空间供新分区使用。

• 为该卷分配一个驱动器号，例如 E: 并分配一个有意义的名称，例如 rms_data。

• 建议创建一个 NTFS 格式的 8 GB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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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图 2-1 为 Cisco RMS 文件创建数据分区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 完成安装和运行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解决方案所需的网络、服务器和其他要求。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 第 1-2 页上的 要求

• 第 2-2 页上的 准备服务器和网络环境

步骤 2 下载并解压 .zip rms 安装程序包。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 “获取 Cisco RMS 服务器软件”一节。

• 有关安装程序归档文件中包含的软件组件汇总，请参阅第 2-1 页上的 “概述”一节。

• 这些文件将解压到您本地驱动器上的 /rms_install 目录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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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图 2-2 安装目录和 .bat （批处理）文件

步骤 3 运行位于 /rms_install 目录中的 rms_setup.bat 安装程序文件 （图 2-2）。

步骤 4 在终端窗口中输入初始提示符 （图 2-3）：

a. 输入用于存储安装程序文件的驱动器。例如：E:

b. 输入 Y 安装 Cisco RMS 定位器服务。

    注 针对每个无法访问定位器的 Cisco RMS 客户端 （控制器），建议安装 Cisco RMS 定位器
服务，然后控制器将尝试访问 rms.<yourdom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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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图 2-3 初始安装程序提示

步骤 5 等待各项安装任务完成 （图 2-4）。例如：

a. 已创建目录结构。

b. Cisco RMS 资源 （例如测试、任务、主题、项目备份和其他功能）已安装并配置完成。

c. 已安装 .NET 4.0 Framework。

d. 已安装 Microsoft ASP.NET MVC 3 工具。

e. 已安装并实施其他所需软件和配置。

图 2-4 安装窗口示例

步骤 6 等待 ASP.Net 配置完成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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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图 2-5 ASP.NET 安装

步骤 7 等待其他配置应用到 CLI （图 2-6）。

• 例如，已安装 IIS Web 服务器角色。

• “默认网站”已删除并替换为 “RMS”网站 （并已启动新 RMS 网站）。

图 2-6 IIS Web 服务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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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步骤 8 等待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安装和配置完成 （图 2-7）。

• 此过程还会配置 SQL 服务器以便与 Cisco RMS 配合使用 （例如，已创建数据库，已应用方
案，另创建了表格和其他设置）。

图 2-7 SQL Express 安装

步骤 9 （仅针对定位器安装）按照屏幕上的指示安装 Java 开发套件 (JDK)。（图 2-8）。

• 弹出提示时点击 Next 或 Close 完成安装。

• 关闭 Java 注册站点 （如果显示）。

图 2-8 Java (JDK)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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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步骤 10 等待安装完成 （图 2-9）。

• 例如，您在安装 Cisco RMS 定位器时会创建 ISAPI 重定向器的注册值。

图 2-9 最终安装设置

步骤 11 （仅针对定位器安装）点击 Apache Tomcat 7.0 Tomcat7 Properties 窗口中的 Start（图 2-10）启动 
Tomcat Web 服务器。

    注 确保启动类型设置为 Automatic （图 2-10）。

图 2-10 Apache Tomcat 属性

步骤 12 重新启动 Windows 2008 服务器 （开始 > 重新启动）以重启 IIS 和 Tomcat Web 服务器。

步骤 13 在 Windows 2008 服务器上登录管理员帐户。

步骤 14 显示 Initial Configuration Tasks 窗口时（图 2-11），确认显示 Web Server (IIS) 角色。这表示已正
确安装 Web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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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图 2-11 IIS Web 服务器角色

步骤 15 创建安全证书。

    注 产品 Cisco RMS 服务器使用安全、加密的 HTTPS 连接进行通信，该连接通过权威认证机构 （例
如 Thawte）颁发的证书启用。自签证书安全性不够，仅在确认网站配置时使用。思科控制器将不
会与使用自签证书的 RMS 服务器同步。

a. 打开互联网信息服务 (IIS) 管理器 （开始 > 管理工具 >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 管理器）。

b. 在 Connections 中，选择根服务器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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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图 2-12 IIS 管理器服务器证书

c. 双击中间窗格上的 Server Certificates 图标 （图 2-12）以显示服务器证书窗口。

d. 选择 Create Certificate Request （右窗格）向权威认证机构申请新证书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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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图 2-13 创建证书请求

e. 完成表格以向权威认证机构 （例如 Thawte）申请新证书。

f. 在认证机构网站上提交证书请求代码。

g. 您将从认证机构收到证书代码。将证书代码粘贴到文件并保存在驱动器上。

h. 点击 Complete Certificate Request 上载您从认证机构收到的证书。

    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和 Thawte 文档。

步骤 16 添加 HTTPS 绑定并添加证书。

a. 从左窗格选择 RMS 网站 （例如 Sites > rms）（图 2-14）。

b. 点击 Bindings （Actions 选项卡下方右窗格）。

c. 点击 Site Bindings 窗口中的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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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并配置 Cisco RMS Web 服务
图 2-14 添加站点绑定

d. 在 Add Site Bindings 窗口 （图 2-15）中选择以下项：

图 2-15 添加站点绑定

– 类型 — https 

– IP 地址 — All Unassigned

– 端口 — 443

– SSL 证书 — 选择您在步骤 15 中创建的 SSL 证书。

步骤 17 导入允许思科控制器连接到 RMS 服务器的证书文件。

要执行此操作，需要将安装文件 clientca.pem 导入到服务器的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
clientca.pem 位于解压的 Cisco RMS 安装文件的 Resources 目录中。

a. 选择 开始 > 运行 > mmc 运行 MCC。

b. 选择 File > Add/Remove Snap-in...

c. 双击 Certificates （Available Snap-ins 下方）并点击 OK。

您也可以选择 Certificates 并点击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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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择 My user account （在 This snap in will always manage certificates for 对话框中）并点击 
Finish。

e. 展开 CERTIFICATES > TRUSTED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并选择 
Certificates 文件夹 （图 2-16）。

将显示服务器上的当前认证机构列表 （图 2-16）。

图 2-16 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

f. 右键点击中间窗格并选择 Certificates > Import。

g. 将显示向导。

h. 使用该 Certificate Import Wizard，点击 Next 和 Browse 选择 clientca.pem 文件（位于解压的 
Cisco RMS 安装文件的 \Resources 目录下）。请参阅图 2-17。

提示 在文件类型中选择 All Files (*.*) 以显示 .pem 文件 （图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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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选择 .PEM 文件

i. 点击 Open，然后点击 Next。

j. 选择 Place all certificates in the following store 并确认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已在证书库内
显示 （图 2-18）。

图 2-18 证书库

k. 点击 Next。

l. 点击 Finish 以完成证书导入向导。

m. 点击 Yes 接受安全警告并安装证书。

n. 导入流程成功后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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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退出控制台并在系统询问是否保存控制台设置时点击 No。

步骤 18 安装 .lic Cisco RMS 许可证文件。

许可证文件可启用单个 Cisco RMS 服务器以及购买作为客户端许可证的客户端数量。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一节。

a. 导航至 .lic 许可证文件的存储位置。例如，USB 闪存驱动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步骤 2
（提取安装文件）。

b. 将 RMC.lic 文件复制到安装 Cisco RMS 数据的驱动器的 rms 目录下。例如 E:\rms\。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步骤 4 （选择数据分区）。

步骤 19 （仅针对定位器安装）定义默认 Cisco RMS 服务器 （思科控制器将默认使用此服务器）。

思科控制器将重新定向到 Cisco RMS 定位器服务所指定的 Cisco RMS 服务器。要为包括多个 
Cisco RMS 服务器的部署创建高级规则，请参阅附录 A，“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

a. 导航至 C:\control4\ems 目录 （图 2-19）。

图 2-19 Cisco RMS 定位器 .xml 配置文件

b. 使用文本或 XML 编辑器 （例如 Notepad++）打开 locator.xml 文件 （图 2-20）。

c. 将默认 IP 地址或主机名更换为 Cisco RMS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Cisco RMS 主机名是步骤 3 （第 2-2 页上的 “准备服务器和网络环境”一节）中定义的
计算机名。

例如，更改 
rms.control4.com:8080/rms-service/rmsService
为

rmstest.yourdomain.com/RMEngineServices/RMService.asmx 

请参阅图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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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 Web 服务并访问 Cisco RMS 控制台
图 2-20 Cisco RMS 定位器配置文件

步骤 20 按以下主题所述确认安装：

• 第 2-16 页上的 确认 Web 服务并访问 Cisco RMS 控制台

• 第 2-19 页上的 确认 Cisco RMS Web 服务安装

确认 Web 服务并访问 Cisco RMS 控制台
完成以下操作步骤，确认能够访问 Web 服务且可以登录 Cisco RMS 控制台。

提示 如果您无法访问 Web 服务或管理控制台，请参阅第 2-19 页上的“确认 Cisco RMS Web 服
务安装”一节确认 Web 服务器文件和设置已正确安装。

操作步骤

步骤 1 输入 localhost （或 Cisco RMS 服务器 IP 地址）确认 Web 服务器连接 （图 2-21）。

    注 首次连接时需要将 Cisco RMS 测试和任务 （以及其他文件）添加到系统，因此可能会出
现延迟。

例如，在 Web 浏览器中输入以下 URL 之一以验证连接状况：

• 如果从本地计算机连接，输入 localhost 并等待网页重定向至 https 站点： 
https://localhost/locator-service

• 如果从不同的计算机连接：  
https://<IP 地址 >/locator-service 

    注 如果您输入了不安全的 “http”，该页面将重定向至安全的 https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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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登录到 Cisco RMS 控制台 （图 2-21）：

默认凭据为：

 • 用户名 — admin@control4.com

 • 密码 — p@ssw0rd

图 2-21 Cisco RMS 控制台登录页

    注 如果您使用自签证书进行测试，“https”将显示为红色且中间划有横线。自签证书不安全
且不支持控制器连接。

步骤 3 选择 Configuration > Tests 以及 Configuration > Tasks 以确认测试和任务的默认设置已成功创建
（图 2-22）。

图 2-22 Cisco RMS 控制台测试和任务

步骤 4 确认 Cisco RMS 定位器服务可用 （图 2-23）。

a. 输入 Cisco RMS 服务器 URL：

https://localhost/locator-service

b. 确认 AdministrationService 和 LocatorService 显示在 Available SOAP services （可用 SOAP 服
务）网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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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Cisco RMS 定位器服务

步骤 5 确认 Cisco RMS 引擎服务可用 （图 2-24）。

a. 输入 Cisco RMS 服务器 URL：

https://localhost/RMEngineServices

b. 确认 RMService.asmx 文件存在。

图 2-24 Cisco RMS 引擎服务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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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Cisco RMS Web 服务安装
如果您无法访问 Web 服务或管理控制台，请完成以下操作步骤以确认 Web 服务器文件和配置已
成功安装。

操作步骤

步骤 1 确认 Tomcat 文件已正确安装。

a. 打开 Windows 文件管理器并导航至 C:\tomcat7\cong directory。

b. 确认 uriworkermap.properties 和 workers.properties.minimal 存在 （图 2-25）。

图 2-25 Tomcat 配置文件

c. 导航至 C:\tomcat7\bin 目录并确认 isapiredirect.dll 文件存在。（图 2-26）。

图 2-26 Tomcat bi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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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确认 RMS Web 配置文件已正确安装。

a. 在文本编辑器 （如 Notepad++）中打开 C:\rms_web\web.config 文件。

b. 向下滚动到 <appSettings> 部分并确认所有条目中不含 “%”占位符符号 （图 2-27）。

图 2-27 网站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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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确认网站目录和文件已正确安装到您在步骤 6 中创建的硬盘数据分区。

a. 例如，导航至 E:\rms-data。

b. 确认其包含与图 2-28 中显示的数据目录类似的数据目录。

图 2-28 RMS 数据目录

步骤 4 确认 Cisco RMS 定位器文件已安装到 C:\control4\ems （图 2-29）。

图 2-29 Cisco RMS 定位器配置文件

    注 指向 C:\control4 目录的链接也会添加到管理员帐户主目录。此链接可确保定位器 Web 服
务能够在 IIS Web 服务器环境中正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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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确认 Jakarta Isapi 重定向器已成功安装。

a. 运行互联网信息服务 (IIS) 管理器 （开始 > 管理工具 > 互联网信息服务 (IIS) 管理器）。

b. 在连接页中，选择 rms 站点。

c. 确认 jakarta 虚拟目录存在。

d. 在中间窗格中，确认 ISAPIFilters 图标存在。（图 2-30）。

图 2-30 Jakarta ISAPI 过滤器

步骤 6 确认 Jakarta Isapi 重定向器已成功添加到 Windows 注册表。

a. 选择开始 > 运行并输入 regedit 以确认 Isapi 重定向器注册项已添加。

b. 确认以下目录存在 （图 2-3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Jakarta Isapi 
Redirecto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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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 Cisco RMS Web 服务安装      
图 2-31 Jakarta Isapi 重定向器注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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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 Cisco RMS Web 服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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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

定位器服务旨在根据控制器属性和一组定位器查询规则将思科控制器自动重新定向到 Cisco RMS 
服务器。本章节定义了可在 locator.xml 文件中输入的定位器查询规则。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第 A-1 页上的 确定定位器位置

• 第 A-5 页上的 XML 规则标准

• 第 A-2 页上的 基于规则的查询

• 第 A-2 页上的 XML 语法

• 第 A-3 页上的 代理

• 第 A-3 页上的 逻辑运算符

• 第 A-4 页上的 URL

• 第 A-5 页上的 无匹配

• 第 A-5 页上的 特定设备的数据库查询

• 第 A-5 页上的 XML 规则标准

确定定位器位置
定位器是通过手动输入的 DNS-A 记录由思科控制器找到的。请参阅第 1-2 页上的 “要求”一节。

配置 locator.xml 文件位置
安装后可在以下路径找到配置文件： 

<user home>/control4/ems/locatorservice-config.properties

在本文件中，属性 locator.rules.path 应设置为包含查询规则的 locator.xml 文件路径。例如：

Unix 示例：

locator.rules.path=/Users/rms/control4/ems/locator.xml

Windows 示例：

locator.rules.path=C:\\rms\\control4\\ems\\locator.xml

如果规则位置或规则本身发生改变，应重新启动定位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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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        
  基于规则的查询
基于规则的查询
主要的查询机制是一个用于确定返回位置的规则列表。

定位器的输入内容是拥有各自名称和值的一组可选参数。例如服务名称、设备 IP 地址、通用名
称和域。

定位器的输出内容包括一个 URL。

第一个查询条件是请求的服务。假设服务名称为 RMS，设备即会开始查找 RMS 服务。

请求的服务确定后，会针对该服务应用一系列规则，以查找与所提交参数相匹配的结果。将使用
第一个成功匹配结果，并组成结果 URL。

以下是简单的高级规则示例：

服务：RMS

1. IP 地址范围：10.10.X.X => http://rms1.mydomain.com/rms-service 

2. IP 地址范围：10.20.X.X => http://rms2.mydomain.com/rms-service

默认 => http://defaultrms.control4.com/rms-service  

无匹配服务 => 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代理）

如果设备请求了 RMS 服务且 IP 地址为 10.10.0.1，则将匹配第一条规则，定位器将返回 URL 
http://rms1.mydomain.com/rms-service。如果设备的 IP 地址为 10.20.250.200，则将匹配第二条规
则，并返回 URL http://rms2.mydomain.com/rms-service。如果不存在与所请求 RMS 服务匹配的
规则，则返回默认的 URL http://defaultrms.control4.com/rms-service。如果请求了 ACCOUNT 服
务，将返回 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在本例中这是另一个定位器 （是
一个代理）。

XML 语法
规则用 XML 语言表述，上述示例中的规则语法如下：

<services defaulturl="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type="proxy" >
<service match="RMS" defaulturl="http://defaultrms.control4.com/rms-service" 

type="url">
<rule name="RMS1" host="rms1.mydomain.com" path="/rms-service">

<ip match="10.10.0.0/16" />
</rule>
<rule name="RMS2" host="rms2.mydomain.com"  path="/rms-service">

<ip match="10.20.0.0/16" />
</rule>

</service>
</services>

IP 地址匹配中的 /16 表示规则将尝试匹配 IP 地址中的前 16 位。

URL 组件是从树的较高层继承得来，因此相同规则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如下：

<services defaulturl="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type="proxy" >
<service match="RMS" defaulturl="http://defaultrms.control4.com/rms-service" 

type="url">
<rule name="RMS1" host="rms1.mydomain.com" >

<ip match="10.10.0.0/16" />
</rule>
<rule name="RMS2" host="rms2.mydomain.com" >

<ip match="10.20.0.0/16" />
</rule>

</servic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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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
  代理  
代理
查询返回的结果 URL 具有关联类型。类型可能是 URL 或 PROXY。PROXY 通常意味着它指向另
一个定位器。

<services defaulturl="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type="proxy" >
<service match="RMS" defaulturl="http://defaultrms.mydomain.com/rms-service" 

type="url">
<rule name="RMS1" >

<ip match="10.10.0.0/16" />
</rule>
<rule name="RMS2" host="rms.mydomain.com" >

<ip match="10.20.0.0/16" />
</rule>

</service>
</services>

逻辑运算符
可在规则中使用逻辑 “和”以及 “或”来灵活查找。它们可以嵌套在树中。例如，以下是一组
使用这两种逻辑来匹配两个单独的 IP 范围和一部分通用名称的规则：

<services defaulturl="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type="proxy" >
<service match="RMS" defaulturl="http://rms1.mydomain.com/rms-service" type="url">

<rule name="RMS1" >
<and>

<or>
<ip match="10.10.0.0/16" />

<ip match="10.20.40.0/24" />
</or>
<commonName match="MyCommonName[0-9]+" >
</and>

</rule>
<rule name="RMS2" host="rms2.mydomain.com" >

<ip match="10.20.0.0/16" />
</rule>

</service>
</services>

commonName 匹配使用正则表达式匹配以“MyCommonName”开头，后跟一个或多个数字的通用名称。

输入参数

定位器响应服务 IP 地址

RMS 10.10.40.50 http://rms1.mydomain.com/rms-service 

RMS 10.20.40.50 http://rms2.mydomain.com/rms-service 

RMS 99.01.40.50 http://defaultrms.control4.com/rms-service 

输入参数

定位器响应服务 IP 地址

ACCT 30.10.40.50 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代理）

RMS 30.10.40.50 http://defaultrms.mydomain.com/rms-service (URL)

RMS 10.20.40.50 http://rms.mydomain.com/rms-service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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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        
  URL
 URL
多服务节点和单服务节点有强制的 defaulturl 和类型。

defaulturl=https://rms1.mydomain.com/rms-service  type="url"

当不存在与给定服务名称匹配的服务时，将使用 services defaulturl。

服务的所有规则均不匹配时使用 service defaulturl。

每条规则都可以定义任何 URL 组件协议、主机、端口、路径或类型，以覆盖 defaulturl 中的内
容。如果这些内容未被覆盖，则将继承和使用默认值。

例如：

<services defaulturl="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type="proxy" >
<service match="RMS" defaulturl="https://rms1.mydomain.com/rms-service" 

type="url">
<rule name="RMS1" port="8888" >

<and>
<or>

<ip match="10.10.0.0/16" />
<ip match="10.30.40.0/24" />
</or>
<commonName match="MyCommonName[0-9]+" >
</and>

</rule>
<rule name="RMS2" port="9999" host="rms2.mydomain.com" >

<ip match="10.20.0.0/16" />
</rule>

</service>
</services>

注意，URL 组件可继承，因此无需为每条规则单独指定。在本例中，第一条规则指定端口 8888。
如果满足了这条规则，端口将为 8888，其他 URL 组件将来自 defaulturl：
https://rms1.mydomain.com:8888/rms-service 

输入参数

定位器响应服务 IP 地址 通用名称

RMS 10.10.40.50 MyCommonName123123 http://rms1.mydomain.com/rms-service 

RMS 10.20.40.50 MyCommonName123123 http://rms1.mydomain.com/rms-service 

RMS 10.20.40.50 MyOtherName123123 http://rms2.mydomain.com/rms-service 

输入参数

定位器响应服务 IP 地址 通用名称

RMS 10.30.40.50 MyCommonName123123 https://rms1.mydomain.com:8888/rms-service 

RMS 10.20.40.50 MyCommonName123123 https://rms2.mydomain.com:9999/rms-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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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定义定位器查询规则和 URL
  无匹配  
无匹配
如果甚至对于服务名称也不存在匹配，则将使用服务 defaulturl。通常该服务默认指向另一个定位器。

如果服务名称匹配但该服务中不存在匹配的规则，将使用服务 defaulturl。
 <services defaulturl="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type="proxy" >

<service match="RMS" defaulturl="https://defaultrms.mydomain.com/rms-service" 
type="url">

<rule name="RMS1" port="8888" >
<and>

<or>
<ip match="10.10.0.0/16" />

<ip match="10.30.40.0/24" />
</or>
<commonName match="MyCommonName[0-9]+" >
</and>

</rule>
<rule name="RMS2" port="9999" host="rms2.mydomain.com" >

<ip match="10.20.0.0/16" />
</rule>

</service>
</services>

特定设备的数据库查询
如果从设备提交通用名称和服务名称，则将首先进行数据库查询，然后再尝试匹配任何规则。如
果该特定设备通用名称存在于该服务的数据库中，则将返回映射到该通用名称的特定服务 URL。
此功能要求在定位器数据库中预先填写通用名称，以便进行服务 URL 映射。

XML 规则标准
目前支持的 XML 规则标准集如下表所示：

输入参数

定位器响应服务 IP 地址

RMS 11.30.40.50 https://defaultrms.mydomain.com/rms-service 

其他 10.20.40.50 http://defaultlocator.control4.com/locator-service （代理）

XML 标准名称 说明 匹配类型

commonName 通用名称 正则表达式

macAddress 设备 mac 地址 正则表达式

primaryDns 主 DNS IP 地址 使用 CIDR 位掩码的 IP 地址匹配

defaultGateway 默认网关 使用 CIDR 位掩码的 IP 地址匹配

IP 设备 IP 地址 使用 CIDR 位掩码的 IP 地址匹配

域名 域 正则表达式

dhcpMacAddress DHCP 服务器 MAC 地址 正则表达式

secondaryDns 辅助 DNS IP 地址 使用 CIDR 位掩码的 IP 地址匹配

userAgent 用户代理 HTTP 信头 正则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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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规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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