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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介绍了用于启用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中的功能和设备的帐户。本文档还介绍了启用
可选功能所需的许可证，以及购买和启用这些许可证的方法。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简介，第 2 页

 • 管理帐户，第 2 页

 – 帐户类型，第 2 页

 – 创建经销商帐户，第 3 页

 – 创建经销商用户帐户，第 3 页

 – 创建消费者帐户，第 4 页

 • 创建控制器注册代码，第 6 页

 •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第 9 页

 –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第 9 页

 – 许可证部件号，第 11 页

 – 了解智能设备、 MyHome 和 4Sight 许可证，第 11 页

 – 为消费者帐户分配可选功能许可证，第 12 页

 – 启用智能设备和 PC 访问，第 13 页

 – 安装思科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Cisco RMS) 许可证，第 21 页

 • 住户的智能设备清单，第 21 页

 • 相关文档，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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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简介
本指南提供了有关如何访问、使用以及部署与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相关的软件许可证的详
细指导。这些许可证包括用于远程控制智能互联住宅的最终用户许可证以及用于在多个住宅单元
内部署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和 / 或物业经理许可证。

管理帐户
 • 帐户类型，第 2 页

 • 创建经销商帐户，第 3 页

 • 创建经销商用户帐户，第 3 页

 • 创建消费者帐户，第 4 页

帐户类型

安装和部署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需要以下帐户：

表 1 帐户类型汇总 

帐户 目的 链接

经销商帐户 为您的组织提供经销商门户访问权限，从而可以创建更多经销商
帐户、管理 Composer Pro 软件访问权限、创建用户 （消费者）帐
户和执行其他帐户管理任务。经销商帐户还可以用于管理消费者
帐户和为消费者帐户分配许可证 （例如 MyHome 设备许可证）。

经销商用户任务

 • 管理经销商帐户

 • 分配 Composer Pro 访问权限

 • 注册系统

消费者用户任务

 • 管理消费者帐户

 • 分配思科智能设备许可证 （在 Composer Pro 软件中称为 
MyHome 和 4Sight 许可证）。

my.control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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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帐户  
创建经销商帐户

主要经销商帐户由思科或思科合作伙伴代表创建。包含登录凭据的电邮将发送给创建帐户时指定
的组织联系人。

创建经销商用户帐户

创建经销商帐户后，可使用经销商门户为您的组织创建更多的经销商登录帐户。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经销商门户：

a. 运行 Web 浏览器并访问 https://my.control4.com。

b. 输入系统管理员提供的经销商用户名和密码。

c. 点击 Sign In。

d. 选择 Users 选项卡。

e. 点击 Add a New User。

f. 完成表格。

g. 选择帐户 Permissions。

h. 点击 Save。

消费者帐户 为每个主要思科控制器创建消费者帐户 （每个住宅一个）。该消
费者帐户用于注册主要思科控制器，可启用思科控制器升级和可
选功能许可证。住户 （最终用户）使用智能设备或 PC （连接到
住宅网络时）登录到住宅系统时也会使用此帐户凭据。

总结

 • 适用于最终用户住户。

 • 用于生成控制器注册代码。

 • 使用智能设备或 PC 登录系统以及访问 4Store （应用商城）时
需要使用帐户凭据。

注 许可证由经销商分配给消费者帐户。

my.control4.com

经销商帮助和信息 培训 / 信息

知识库

坛

http://dealer.control4.com

http://kb.control4.com

https://forums.control4.com/ 
register.aspx

表 1 帐户类型汇总 （续）

帐户 目的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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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帐户
图 1 创建经销商用户帐户

创建消费者帐户

必须为智能互联住宅项目中的每个住宅创建消费者帐户。消费者帐户的用途如下：

 • 创建消费者帐户后，帐户会生成一个注册代码，用于将每个住宅内的主要控制器关联到消费
者帐户。

 • 注册后，主要控制器将链接到消费者帐户，并可以接收家用自动化设备的软件许可证。

 • 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和对讲机许可证也会分配给消费者帐户。

 • 住户可使用消费者帐户登录凭据登录到思科控制器，以访问和管理其住宅自动化功能 （通过 
Web 浏览器或智能设备）。

 • 4Sight 许可证 （随附于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也提供远程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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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帐户  
创建消费者帐户用户名的准则

对于住户而言，消费者帐户用户名和密码必须具有意义，因为他们在使用智能设备或 PC 访问思
科智能互联住宅时将使用这些凭据。

用户名为电邮地址。尽管您可以使用任意电邮地址，但是每个地址在经销商门户中必须独一无
二、对租户有意义，并且应该由您的组织进行跟踪和记录。

消费者帐户电邮 / 用户名示例包括：

 • 住户的电邮。

 • 思科合作伙伴 / 经销商分配的电邮。

 • 满足经销商组织要求的通用电邮地址。

创建消费者帐户以及注册控制器

要创建消费者帐户和控制器注册代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运行 Web 浏览器并访问 https://my.control4.com。

步骤 2 点击右上角的 Create Account。

步骤 3 在 Create Consumer Account 页面输入或选择所需信息。

步骤 4 点击 Create Account。

步骤 5 输入帐户信息：

 • 第 1 步 — 告诉我们您的身份：输入姓名、地址和其他联系信息。

 • 第 2 步 — 输入您的系统信息：输入购买日期和记录经销商。例如，输入购买控制器的日期，
并选择您的组织 （例如思科）。选择控制器软件版本 1.6 或更高版本并允许远程支持。

重要！必须选择正确的记录经销商。此操作将您的消费者帐户绑定到经销商帐户，并允许您将许
可证分配给消费者、注册思科控制器和执行其他重要功能。如果未选择正确的记录经销商，您将
无法访问消费者帐户。

步骤 6 第 3 步 — 创建消费者帐户：输入能够代表控制器安装位置或住户姓名的帐户名。还需输入帐户 
的电邮地址和登录凭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 页上的 “创建消费者帐户用户名的准则”
一节）。

步骤 7 使用条款：接受使用条款和隐私策略。

步骤 8 点击 Create Account。

步骤 9 为主要思科控制器创建注册代码。

提示 您也可以稍后创建注册代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控制器注册代码，第 6 页。

a. 点击 “此处”注册控制器 （位于完成注册页面）。

b. 复制 Controller Registration Confirmation 页面上显示的注册代码。

c. 在 Composer Pro （Tools > Account Services）中输入代码以注册控制器，如思科智能互联住
宅安装和配置指南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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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控制器注册代码
创建控制器注册代码
必须注册控制器以访问在线服务，例如设备更新、媒体信息、远程管理和其他功能。

如果创建消费者帐户时未创建控制器注册代码，您可以重新登录消费者帐户并生成代码。

注册控制器可实现以下功能：

 • 将主要控制器绑定到消费者帐户

 • 启用在线软件更新

 • 启用 4Sight

 • 启用远程管理 （要求具备 4Sight 许可证，该许可证包含在思科智能设备许可证中）

 • 启用音乐专辑封面、主题和其他信息的在线更新。

 • 可添加音乐标题和艺术作品

图 2 控制器注册

操作步骤

要为现有消费者帐户创建注册代码：

步骤 1 运行 Web 浏览器并访问 https://my.control4.com。

步骤 2 点击 Controller Registration。

步骤 3 点击 “此处”生成控制器注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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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控制器注册代码  
图 3 控制器注册代码

步骤 4 复制 Controller Registration Confirmation 页面上显示的注册代码。

    注 如果显示注销控制器，您可以删除该注册并创建新的注册代码。此操作将删除任何现有许可证分
配和其他信息。例如，注销控制器将禁用对 4Sight、媒体和其他在线服务的访问，并可能影响您
为帐户提供支持的能力。应仅在系统管理员或思科代表的指导下注销控制器。

步骤 5 使用此代码在 Composer Pro 中注册思科控制器，如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所述。

a. 启动 Composer Pro

b. 选择一个 “导向器”。

c. 添加并识别主要控制器 （如有需要）。

d. 选择 Tools > Account Services。

e. 输入注册代码。

f. 点击 Register and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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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控制器注册代码
图 4 在 Composer Pro 中输入注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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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必须购买思科许可证以启用可选功能，例如智能设备访问和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第 9 页

 • 许可证部件号，第 11 页

 • 了解智能设备、 MyHome 和 4Sight 许可证，第 11 页

 • 为消费者帐户分配可选功能许可证，第 12 页

 • 启用智能设备和 PC 访问，第 13 页

 • 安装思科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Cisco RMS) 许可证，第 21 页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操作步骤

步骤 1 购买许可证：

a. 确定要购买的许可证的部件号 （请参阅许可证部件号，第 11 页）。

b. 访问 http://www.cisco.com/en/US/ordering/index.shtml。

c. 选择许可证产品授权密钥 (PAK) 和交付方式 （纸质版或电子版）。

d. 为 PAK 选择一个或多个许可证。

例如，选择 RMS 服务器或客户端 （或选择两者），或者选择智能设备订用模式或永久模式
（或选择两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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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每行项目对应一个 PAK。例如，如果订购 SCH-RMS-PAK= 下的 1 个 RMS 服务器许可证
和 10 个 RMS 客户端许可证，您将收到 1 个 PAK。

步骤 2 提交 PAK 以生成许可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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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填写表格并输入产品授权密钥 (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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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图 5 提交 PAK

步骤 3 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之一访问许可证：

 • Cisco RMS：服务器和客户端许可证作为单一许可证文件发送到您的电邮地址。许可证文件
必须安装在 RMS 服务器上，如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服务器安装指南所述。

 • 思科智能设备许可证：等待许可证添加到您的经销商帐户，然后将许可证应用到个人消费者
帐户。有关指导和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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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许可证部件号

请参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了解安装在系统中的软件版本的许可证部件号和要求。

了解智能设备、 MyHome 和 4Sight 许可证

每个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 （从 http://www.cisco.com/go/license/ 购买）会生成两个许可
证，可使用经销商门户 my.control4.com 应用这些许可证 （请参阅图 6）。

图 6 了解智能设备许可证

 • MyHome 许可证 — 使智能设备和 PC 能够与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配合使用。

 • 4Sight 许可证 — 可使用以下功能：

 – 可接收事件通知电邮的电邮通知代理。例如，如果住宅内的运动传感器触发，可立即发
送一封电邮。

 – 允许经销商进行远程故障排除或配置住宅项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第 9 页

 • 为消费者帐户分配可选功能许可证，第 12 页

 • 启用智能设备和 PC 访问，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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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为消费者帐户分配可选功能许可证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运行 Web 浏览器并访问 https://my.control4.com。

步骤 2 点击 Licenses。

步骤 3 确认您希望启用的功能至少有一个可用许可证（参见 Assign Licenses 部分的 licenses available 栏）。

图 7 经销商帐户门户中的管理许可证页面
12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版本 2.3

OL-28550-01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步骤 4 要将许可证分配到消费者帐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 分配许可证将启用已注册到选定消费者帐户的控制器上的功能。

a. 点击适用于许可证类型的分配链接。

    注 只有该功能有可用许可证时才会显示分配链接 （如果未购买许可证或所有已购买许可
证都被分配到了其他消费者帐户，则不会显示此链接）。

b. 再次点击弹出窗口中的 assign，选择应用许可证的消费者帐户。

c. 点击 Assign 和 OK 确认操作。

d. 重复这些步骤将其他许可证分配到消费者帐户。

启用智能设备和 PC 访问

要使智能设备能够访问思科智能互联住宅，需要具备以下组件：

 • 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 — 必须为每个主要控制器购买此许可证。该许可证包括以下使
用 my.control4.com 经销商门户启用的许可证。

 – MyHome 许可证 — 经销商必须将 MyHome 设备许可证应用到消费者帐户 （消费者帐户
与住宅主要思科控制器相关联）。

 – 4Sight 许可证 — 经销商必须将 4Sight 设备许可证应用到消费者帐户，从而启用经销商远
程访问、客户远程浏览器访问和电邮 / 文本通知等功能。

提示 请参阅第 11 页上的 “了解智能设备、 MyHome 和 4Sight 许可证”一节。

 • MyHome 设备驱动程序 — （仅针对版本 2.2）项目中的每个用于访问住宅系统的智能设备或 
PC 都必须添加驱动程序。如果思科控制器运行版本 2.3 或更高版本，则无需此步骤。

 • Cisco SC 住宅应用 — 住户必须在每台智能设备或 PC 上安装 Cisco SC 住宅应用。住户使用消
费者帐户凭据登录到住宅系统。

完成后，用户可以使用智能设备或 PC 访问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

    注 导航器是显示在电视、触屏、 PC 或智能设备上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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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配置步骤概述

操作步骤

步骤 1 购买适合住宅的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

请参阅第 9 页上的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一节。

步骤 2 提交产品授权密钥 (PAK)。请参阅图 8。

您将收到纸质版的 PAK，或通过电邮收到电子版。

任务
完成任务？

()

步骤 1 购买适合住宅的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

 • 智能设备许可证可以是永久模式 （不会过期）或者订用模式 （365 天有效期）。

 • 许可证可批量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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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2 在与住宅内主控制器相关联的消费者帐户上启用 MyHome 和 4Sight 许可证。 
步骤 3 在 PC 或智能设备上，从合适的应用商城下载 Cisco SC 住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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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4 （仅针对版本 2.2）在 Composer Pro 中，将每个智能设备或 PC 的驱动程序添加到
住宅项目 （或项目模板）。

注 在版本 2.3 和更高版本中，智能设备会在用户首次登录 Cisco SC 住宅应用 
时自动添加到项目。



步骤 5 登录 Cisco SC 住宅应用 （使用注册到住宅内主要思科控制器的消费者帐户）。 
步骤 6 （仅针对版本 2.2）使用 Cisco SC 住宅应用在 Composer Pro 项目中识别 PC 和智能

设备。

注 在版本 2.3 和更高版本中，智能设备会在用户首次登录 Cisco SC 住宅应用 
时自动添加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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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图 8 提交 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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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输入 PAK。

步骤 3 等待购买的 MyHome 和 4Sight 许可证在 https://my.control4.com 上您的经销商帐户中显示。

步骤 4 创建消费者帐户 （如有需要）。请参阅图 9。

a. 访问 https://my.control4.com。

b. 点击 Create Account。

c. 遵循指示操作。

d. 选择正确的 “Dealer of Record”。

    注 此操作会将消费者帐户绑定到您的经销商帐户并允许您管理系统！

e. 记录所有信息、凭据和设置！

f. 为住户提供凭据便于其访问智能设备和 4Stor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页上的“住户的
智能设备清单”一节。

g. 回复验证电邮。

h. 退出消费者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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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图 9 创建消费者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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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步骤 5 启用针对消费者帐户的许可证。请参阅图 10。

 • 您必须登录到经销商帐户才能启用许可证。

 • 您的经销商帐户还必须有管理许可证的访问权限。

 • 如果购买的许可证未在管理许可证页面上显示，请确认已下过订单，且已有足够时间来完成
订单 （例如，确认您已成功提交许可证 PAK）。

图 10 启用针对消费者帐户的许可证

a. 登录到经销商帐户 (https://my.control4.com)。

b. 点击 Licenses （图 10）。

c. 点击 assign （在 “MyHome Site”或 “4Sight Services”旁）。

d. 在弹出窗口中找到消费者帐户。

e. 点击消费者帐户旁的 assign。

步骤 6 （可选）同步新添加的与消费者帐户相关联的许可证 （使用经销商门户）。

此操作将使思科控制器从远程访问许可服务中检索已分配的许可。

思科控制器会自动定期登记，但您需要手动登记才能立即应用许可证。

a. 启动 Composer Pro 并连接到指挥交换机 （主要思科控制器）。

b. 从菜单栏上选择 Tools > Account Services。

c. 在 “Account Services”对话框中，点击 Check in。

d. 状态指示器变为 “Check in successful”即代表订用信息已同步且设备已通过身份验证。

步骤 7 请下载 Cisco SC 住宅应用。

• 您或设备拥有者都可以从移动设备或 PC/ 平板电脑访问 iTunes 或 Google Play 应用商城下载应
用。按照在线指示下载应用。

步骤 8 安装 PC MyHome 应用。

a. 安装 Adobe Air 实用工具。

Adobe Air 允许您在 Windows、 MacOS 或 Linux PC 上运行 MyHome PC。

 – 访问 get.adobe.com/air/。

 –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下载并运行安装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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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注 升级到版本 2.3 后请勿安装 Adobe Air 更新，即使出现提示消息。这是 Adobe Air 中的
错误。安装版本 2.3 后更新 Adobe Air 将使 Cisco SC 住宅应用无法工作。

b. 安装 MyHome PC 应用。

 – 访问 http://update.control4.com/cisco/2.3.0.212106-cis/win/MyHomePC.air

 –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下载 MyHomePC.air 安装程序文件。

 – 找到并双击 PC 上的 MyHomePC.air 文件。

 –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安装应用。

步骤 9 （仅针对版本 2.2）将设备驱动程序添加到项目 （图 1-11）。

a. 在 Composer Pro 中，选择 System Design 视图并突出显示您希望添加驱动程序的房间。例
如，与主要控制器相同的房间。

b. 点击 My Drivers 选项卡 （在右侧的项目栏中）。

c. 展开 User Interface 文件夹。

d. 双击智能设备、平板电脑或 PC 驱动程序，将它们添加到选定的房间。

    注 在版本 2.3 和更高版本中，智能设备会在用户首次登录 Cisco SC 住宅应用时自动添加到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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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图 1-11 智能设备和 PC 驱动程序（仅针对版本 2.2）

– MyHome — iPhone。用于 iPhone 或 iPod Touch 移动设备。

– MyHome — iPad. 用于 iPad 移动设备。

– MyHome — Android. 用于 Android 移动设备。

– MyHome — PC. 用于 PC 或 Mac。

提示 在 My Drivers 中，右键点击并选择 Restore Default List 以更新 MyHome 驱动程序列表。

步骤 10 （仅针对版本 2.2）在 Composer Pro 中识别设备 （图 1-12）。

a. 点击 Connections 视图，然后点击 Network 选项卡。

b. 双击设备名称 （或您添加的驱动程序）。将打开识别对话框并指导您识别设备。

c. 按下设备上的相应按钮 （参见下图）在系统中识别设备。

    注 在版本 2.3 和更高版本中，智能设备会在用户首次登录 Cisco SC 住宅应用时自动添加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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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图 1-12 在 Composer Pro 中识别智能设备

步骤 11 使用 PC 或智能设备登录到 Cisco SC 住宅应用，以访问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功能。

a. 将设备连接到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所在的网络。

b. 选择应用图标 （智能设备）或 PC 应用。

c. 查看屏幕上的指示。

d. 输入系统名称。

e. 输入消费者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f. 等待设置完成。

g. 该应用已可以使用。

图 1-13 Cisco SC 住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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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户的智能设备清单  
安装思科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Cisco RMS) 许可证

拥有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RMS)，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经理可以远程部署、监控和管
理大量思科控制器和相关的家用自动化设备。安装物理设备后，管理员可以更新软件、应用补丁
程序、执行备份以及执行测试以检查控制器和相关设备的状态。如果发现问题， Cisco RMS 可以
自动执行任务，或者将问题通知管理员。

Cisco RMS 服务器安装在物理或虚拟机上，要求具备许可证以启用解决方案功能，包括基于 Web 
的管理控制台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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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启用 Cisco RMS，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为每台希望部署的服务器实例购买 Cisco RMS 服务器许可证 （请参阅第 9 页上的 “获取和安装
许可证”一节）。

步骤 2 为每个将由 Cisco RMS 管理的主要控制器 （系统）购买 Cisco RMS 客户端许可证 （请参阅第 9 
页上的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一节）。

步骤 3 将您收到的 Cisco RMS 许可证文件复制到 Cisco RMS 服务器 （如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服务器
安装指南所述）。许可证文件将启用一台服务器和购买数量的客户端。

住户的智能设备清单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配置为支持智能设备访问后，为住户提供登录系统所需的以下信息：

任务

完成任务？
()

确认住户拥有支持该解决方案的 PC 或智能设备。

 • 运行 Windows、 MacOS 或 Linux 操作系统的 PC。另需 Adobe airplay。

 • Apple iOS 或 Google Android 智能设备。



提供思科智能互联住宅系统名称。 
提供用于注册住宅内主要控制器的消费者帐户用户名和密码。

这些凭据也用于访问 4Store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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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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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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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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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2445/ 
products_feature_guides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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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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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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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注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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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r_ 
Pro_User_Gui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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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档  
思科和思科徽标是思科和 / 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 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要查看思科商标列表，请访问此 URL：
www.cisco.com/go/trademarks。文中提及的第三方商标均归属各所有者。使用 “合作伙伴”一词并不意味思科和任何其他公司存在合伙关系。
(1110R)

本文档中使用的任何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并不代表实际地址和电话号码。本文档中包括的任何示例、命令显示输出、网络拓扑

图和其他图形仅用于说明目的。在图示内容中使用的 IP 地址或电话号码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2013 Cisco System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23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版本 2.3 

OL-285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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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档
24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版本 2.3

OL-28550-01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版本 2.3
	简介
	管理帐户
	帐户类型
	创建经销商帐户
	创建经销商用户帐户
	创建消费者帐户
	创建消费者帐户用户名的准则
	创建消费者帐户以及注册控制器


	创建控制器注册代码
	获取和应用可选许可证
	ªÒ»°ºÕ°²×°–Ìø…÷§
	许可证部件号
	了解智能设备、MyHome 和 4Sight 许可证
	为消费者帐户分配可选功能许可证
	启用智能设备和 PC 访问
	配置步骤概述

	安装思科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Cisco RMS) 许可证

	住户的智能设备清单
	相关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