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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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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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1

概述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是用于实现住宅自动化的高度灵活且可扩展的平台。本指南概述了在
典型住宅中设计、安装和配置设备与功能的流程。

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目录

 • 第 1-1 页上的要求

 • 第 1-2 页上的步骤概述

 • 第 1-3 页上的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 第 1-3 页上的相关文档

要求

表 1-1 要求 

要求 相关文档
是否满足要
求？ ()

充分了解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包括支持的设备、软件
工具和远程管理

 • 完成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培训。

 • 解决方案概述、白皮书、案例研究
及其他信息：
www.cisco.com/go/smartconnectedr
esidential

 • 学习第 1-3 页上的“相关文档”一
节中的文档。



在开始之前回顾当前指南的所有部分。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用于运行设计和安装软件 （如 Microsoft Visio 和 Composer 
Pro）的 Windows PC。

 • 第 2-4 页上的设计和估算要求

 • 第 5-6 页上的安装 Composer Pro 
软件

 •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



每处住宅的互联网访问和无线路由器，以及网络交换机。 第 3-3 页上的网络要求 
1-1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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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trol4.com/documentation/Composer_Pro_User_Guide/index.htm


 

第 1 章      概述      

  步骤概述
步骤概述
本指南总结了在一个或多个住宅中安装和配置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所需的主要任务。部署的
准确细节及部署中的住宅会各不相同。请咨询您的思科代表，小心计划和实施支持的功能和设备。

下面对主要任务进行了高度总结。

支持您的解决方案设计的思科和第三方设备。  • 第 2-1 页上的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 第 3-3 页上的网络要求

 • 第 1-3 页上的相关文档



每个住宅中实施解决方案所需的电线、网络线缆、串行线缆及
其他线缆。

有关每个新住宅或翻新住宅的具体要
求，请与您的房地产开发商联系。 

查看本指南中的各主题，了解更多要求。 例如：

 • 第 3-3 页上的网络要求

 • 第 2-4 页上的设计和估算要求

 • 第 4-6 页上的安装要求

 • 第 5-2 页上的模板配置要求



表 1-1 要求 （续）

要求 相关文档
是否满足要
求？ ()

任务 相关文档
任务是否完
成？ ()

步骤 1 遵守适用于您部署的要求并完成要执行的安装任务。 第 1-1 页上的要求 
步骤 2 为典型住宅中要安装的设备创建一个或多个设计。 第 2-1 页上的制定设计和估算

计划 
步骤 3 在每个住宅中安装网络设备。 第 3-1 页上的网络要求和 佳

实践 
步骤 4 在住宅中安装自动化设备。 第 4-1 页上的安装并连接物理

组件 
步骤 5 创建思科控制器模板。 第 5-1 页上的创建基本思科控

制器项目 
步骤 6 如有必要，将更多设备添加到项目。 第 6-1 页上的将其他设备添加

到模板 
步骤 7 如有必要，添加并配置视频对讲。 第 7-1 页上的为住宅内通信配

置对讲功能 
步骤 8 （可选）安装并配置思科智能连接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Cisco 

RMS)。
思科智能连接远程管理控制
台管理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远程管理服务
器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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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必须购买功能许可证才能启用可选功能，如智能设备接入或使用思科智能连接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的部署。

有关购买、安装并激活功能许可证的信息，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相关文档
有关思科智能互联住宅产品的更多信息，请查看以下文档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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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智能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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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智能连接控制器 200 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连接控制器 250 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连接控制器 800 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连接 7 英寸墙内显示屏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连接便携式平板电脑参考指南

思科智能互联 I/O 扩展器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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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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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相关文档
    注 有关第三方硬件和软件的详情，请参阅制造商的产品文档和 / 或网站。

帐户和许可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有关详情，请联系思科代表或合作伙伴。

其他

智能设备兼容性和其他信息：

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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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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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2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使用设计和估算流程定义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中的设备和连接。得出的图纸和报告还可提
供布线和布局要求，并估算项目的物料清单 (BOM)。

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目录

 • 第 2-2 页上的概述

 • 第 2-4 页上的设计和估算要求

 • 第 2-4 页上的步骤概述

 • 第 2-5 页上的下载并安装适用于 Visio 的思科智能图元

 • 第 2-8 页上的创建概念图和 BOM 报告

 • 第 2-12 页上的创建单线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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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概述
概述  
通过本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设计和估算工具，您可以快速定义住宅的设计资产，并生成包含连接和
布线图、估算成本、键盘制模细节等信息的报告。

要使用本工具，请下载并安装 S+C Design and Estimate Tool.zip 文件。该文件包括以下各项：

 •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智能图元，可导入 Microsoft Visio （2007 或更高版本）。这些图元提供了
有关思科和某些第三方产品的说明、部件号、定价等信息。

 • Design and Estimate Tool Template v1.vst，包含三种不同图纸选项卡的 Visio 模板文件。这
三种图纸 （概念图、系统概况和单条线路）包含您充分说明项目所需的大多数信息。项目的
稍后阶段会需要更为复杂的图纸材料，但在开始时，通常只会用到这三种图纸。

设计图纸类型
三种设计图纸，由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设计和估算工具生成 （表 2-1）。

表 2-1 图纸示例 

图纸 说明 示例

概念图 各个房间中的设备及总体设备连接的
概览图。这一高层级图纸不包含具体
的端口连接，可能包含布线情况。此
图纸供需要对系统有总体了解的建造
者或安装者使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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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设计图纸类型  
系统概况 包含各个房间中所要安装的设备的建
筑平面图。此图纸不包含系统连接，
但会包含架构布线信息，可使建造者
或架构设计师对系统有总体了解。

单条线路 详细连接图纸，显示具体的端口连接
以及与住宅外部系统的连接。此图纸
供建造者、架构设计师或预布线 / 安
装合作伙伴公司使用。

 

表 2-1 图纸示例 （续）

图纸 说明 示例
2-3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OL-26433-02



 

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设计和估算要求
设计和估算要求
下表列出了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中安装的基本设备。

步骤概述

表 2-2 设计和估算要求 

要求 说明
是否满足要
求？ ()

完成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设计和估算培训。 讲述思科智能互联住宅中的硬件和软件组件，以及成功
安装所需的配置任务。

设计和估算培训模块还提供了更多细节和示例。

注 设计和估算视频点播和工具可以在思科智能互联
住宅合作伙伴门户中观看和下载。请与您的思科
代表联系，以访问合作伙伴门户。



对以下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 控制信号 （红外线、 RS232、继电器、
触点和 ZigBee）

 • 电气和照明控制

 • 音频 / 视频控制

您必须了解用于操作思科智能互联住宅中设备的控件。 

对微软的 Visio 和 Excel 软件包有所了解 您必须熟悉用于创建本文中所述设计和报告的软件工具。 
Microsoft Visio 2007 或更高版本 使用 Visio 设计典型住宅并创建报告帮助进行布局、布

线和成本估算。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智能图元 将智能图元导入 Microsoft Visio 2007 （或更高版本）并

使用它们构建示意图和报告。 

任务
任务是否完
成？ ()

步骤 1 下载并安装思科智能图元 （自定义 Visio 图元模具）。 
步骤 2 使用模板文件，或将模具添加到您自己的 .vsd 图纸文件。 
步骤 3 更新 Visio 文件路径以便自动显示报告。 
步骤 4 创建概念图。 
步骤 5 创建报告，如 BOM 报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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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下载并安装适用于 Visio 的思科智能图元    
下载并安装适用于 Visio 的思科智能图元 
S+C Design and Estimate Tool.zip 文件包含一系列自定义 Visio 图元模具 （.vss 文件）和报告
模板 （.vrd 格式）， 还包括 Visio 模板文件，其中包含用于系统概览图、概念图和单线图的图纸
选项卡。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您的计算机上创建新的目录，命名为设计和估算模板 （或类似名称）。

步骤 2 下载 S+C Design and Estimate Tool.zip 文件。

步骤 3 将 S+C Design and Estimate Tool.zip 文件解压缩到新目录中。

步骤 4 验证文件结构是否与图 2-1 相似。

图 2-1 设计和估算工具

步骤 5 双击 新版的 S+C Design and Estimate Tool Template.vsd 文件打开新的 Microsoft Video 文件，
其中包含以下各项：

 • 思科智能图元 （自定义 Visio 图元模具）。

 • Concept Drawing 页面

 • System Overview 页面

 • Single Line 页面

步骤 6 创建系统概览图。 
步骤 7 创建单线图。 

任务
任务是否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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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下载并安装适用于 Visio 的思科智能图元
提示 要使用现有 Visio 文件，请打开文件，选择 File -> Shapes -> Open Stencils，并选择您在
步骤 1 中创建的 Design and Estimate Template 文件夹中包含的 .vss 文件。

步骤 6 验证 Shapes Window 窗格是否包含思科图元且与图 2-2  相似。

图 2-2 Visio 中显示的思科智能图元

提示 将鼠标悬停在图标上以显示有关设备使用情况的信息 （并非所有图标都提供）。

步骤 7 更新 Visio 文件路径以便自动显示报告。

a. 选择 Tools -> Options -> Advanced 选项卡，之后选择 File Paths… 按钮。

b. 在 File Paths 对话框 （图 2-3）中，点击右侧的 “…” 按钮，然后选择以下文件路径：

– My Shapes - 选择 Stencils 文件夹。

– Drawings - 选择 Reports 文件夹。

– Templates - 选择包含 .vsd 文件的顶层文件夹。

– Stencils - 选择 Stencils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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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下载并安装适用于 Visio 的思科智能图元    
提示 这些是您在步骤 1 中创建的 Design and Estimate Template 文件夹中的子文件夹。

图 2-3 Visio 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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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创建概念图和 BOM 报告
创建概念图和 BOM 报告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 Concept Drawing 选项卡。

步骤 2 （可选）重命名房间并调整大小，如实反映正在设计的项目。

步骤 3 将智能图元模具中的图元拖到图纸中 （图 2-4）。

建议从思科控制器开始。

图 2-4 拖放图标。

步骤 4 （可选）在您释放图标时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有关设备或组件的图元数据。

提示 某些图标包含填写简单信息 （如安装设备的房间）的字段。另外一些图标则要求填写详
细信息，如颜色和制模。这些信息是选填信息，但会非常有助于在设计过程的稍后阶段创
建报告。

步骤 5 为设计所需的所有思科控制器、用户界面、网络设备、照明设备、 A/V 设备及第三方设备添加其
他图元 （图 2-5）。

提示 您始终可以添加自己的图元，但这些图元不会显示在设计后期的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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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创建概念图和 BOM 报告    
图 2-5 已完成的概念设计

提示  • 双击图标为图元添加文本标签 （名称）。

 • 要调整图标大小，请点击并拖动图标的角或边。

步骤 6 在图纸页面之外添加配件和软件项目 （图 2-6）。

    注 图纸页面之外的项目无法显示在打印页上，但会显示在 BOM 或其他报告中。
2-9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OL-26433-02



 

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创建概念图和 BOM 报告
图 2-6 已完成的概念设计

步骤 7 将设计另存为 .vsd 图纸文件 （而非模板文件）（图 2-7）。

图 2-7 将设计另存为图纸文件

a. 选择 File -> Save As。

b. 从 Save astype 下拉框中选择 Drawing (*.v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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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创建概念图和 BOM 报告    
c. 输入文件名并选择目录。

d. 点击 Save。

步骤 8 创建 BOM 报告、键盘制模或照明报告等报告。

提示 如果需要，您还可以创建自定义报告。

a. 选择 Data -> Reports，下面的对话框应显示三种报告 （您在步骤 1 中创建的 Design and 
Estimate Template 文件夹中）。

提示 如果您将 .vrd 文件保存到了其他文件夹，请点击 Browse 并转到该文件夹选择报告。

b. 突出显示报告名称 （如 BOM 报告），然后选择 Run 。

c. 选择报告格式（如 Microsoft Excel）和显示的任何其他选项（例如， HTML 报告会提示您选
择报告保存的位置）。

步骤 9 验证报告数据 （图 2-8）。

图 2-8 Excel 格式的 BOM 报告

步骤 10 （可选）如有必要，调整报告格式。

例如，您可以应用折扣率或更改文本和颜色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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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创建单线图
图 2-9 调整报告格式和修改报告

    注 如果重新运行报告，报告会返回原始格式，并且您必须重新应用所有更改。

步骤 11 保存报告。

创建单线图
概念图和系统概览图提供的是有关系统中设备的一般信息，而单线图提供的则是有关设备连接方
式的更详细信息。

线路图形状中不包括报告信息，但是包含思科和 Control4 设备的精确连接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 Single Line 选项卡 （图 2-10）。

步骤 2 选择智能互联单线图模板图元。

步骤 3 将设备拖放到图纸上。

设备支持的连接会显示在图纸中。

步骤 4 使用 “Connector Tool” 将每个图元上的连接点连接至其他图元上的相应端口。

步骤 5 更改每条线的颜色和粗线，用于指示信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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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创建单线图  
图 2-10 单线图

步骤 6 （可选）为模具中不存在的设备创建自定义图元以完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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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单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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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3

网络要求和最佳实践

每个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部署均需要包含以下要素的网络计划：

 • 公共互联网接入每个住宅。

 • 住宅网络包括以下各项：

 – 用于提供互联网网关和无线接入点 (WAP) 的路由器。

 –（可选）为以太网供电 (PoE) 提供支持的千兆交换机。

请参阅以下主题，了解有关每个住宅中安装的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建议要求和 佳实践。

    注 有关详情，请参阅您的建筑物网络计划及联系您的网络管理员。

目录

 • 第 3-2 页上的概述

 • 第 3-3 页上的网络要求

 • 第 3-4 页上的 ZigBee 无线要求

 • 第 3-4 页上的无线接入点 佳实践

 • 第 3-5 页上的网络安全 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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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网络要求和最佳实践      

  概述
概述  
图 3-1 显示了建议的网络配置。

 • 住宅中安装了一个路由器来提供互联网接入。路由器还为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 Wi-Fi 
设备提供无线接入点 (WAP)。

 • 路由器 WAN 端口连接至服务提供商的公共互联网端口。

 • 千兆网络交换机为有线住宅设备提供网络连接。交换机还为住宅中的以太网供电 (PoE) 设备
提供 PoE。

 • 以太网电缆自路由器 LAN 端口引出，连接至交换机。

 • 所有有线网络设备均连接至交换机 （而不是路由器），以确保稳健地处理住宅内以及路由器
与住宅外部网络 （如互联网）之间的网络流量。

图 3-1 基本网络配置

    注 建议尽可能使用有线以太网连接 （而不是 Wi-Fi 连接），确保稳健、可靠的网络连接。同时建议
使用千兆交换机 （而不是 10/100 交换机），以实现 佳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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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网络要求和最佳实践 章
  网络要求  
网络要求
准备网络计划，包含以下各项：

表 3-1  网络要求 

网络要求 是否满足要
求？ ()

每个住宅中的服务提供商 WAN 端口，用于提供公共互联网接入。 
每个住宅中安装的思科无线路由器，包含以下功能：

 • 以太网端口 - 至少一个有线 1000 BaseT （千兆）端口

注 路由器上应只有一个 LAN 端口用于将路由器连接至网络交换机。任何其他 LAN 端口应保持未
使用状态，确保路由器容量专用于 Wi-Fi 和互联网网关功能。

 • 无线 - Wireless-N

 • 无线安全 - 有线等效保密 (WEP)、 Wi-Fi 保护访问 (WPA)、 WPA2

 • （建议）我们建议启用 DHCP 以将 IP 地址动态分配给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和（第三方）设备。如果
首选静态 IP 地址分配，请与您的网络管理员联系了解详情。

注 不建议使用住户的个人路由器。请仅使用建议的思科路由器。



每个住宅中安装的思科交换机，具有以下特点：

 • 端口数 - 足以为所有有线设备提供连接的以太网端口数。

 • 以太网端口速度 - 1000 BaseT （千兆）。

 • 能够在全带宽时支持所有端口的背板。例如， 24 端口交换机需要背板有 48 千兆的无阻塞背板或
交换矩阵。

注 请勿使用 10/100 BaseT 交换机。高分辨率视频内容需要 1000 BaseT （千兆）的交换能力。

 • （可选）以太网供电

注 如果住宅中安装了其他千兆交换机，它们应直接连接至主交换机。请勿使用菊花链的方式将一
个远程交换机连接到另一远程交换机，因为这样会导致网络性能差、延迟和数据丢失。

例如思科 SF302-08P 管理型交换机。



包含每个路由器的以下各项的路由器配置计划：

 • 无线网络名称 (SSID) 和密码。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不要在 SSID 或密码中包含无线网络的实际位
置。例如，请勿使用公寓号、地址或其他实际标识。建议更改默认 SSID 和密码。

 • 路由器管理密码。您可以为所有路由器使用同一密码，也可以为每个住宅使用一个密码。建议更
改默认密码。



安装并配置一体化防火墙病毒和间谍软件套件，以保护住宅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同时允许思科智能
互联住宅解决方案软件正常运行。请参阅第 3-5 页上的 “网络安全 佳实践”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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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gBee 无线要求
ZigBee 无线要求
ZigBee 无线设备必须在其他 ZigBee 设备的覆盖范围内，才能成功形成网状网。项目中安装的 
ZigBee 设备越多，则 ZigBee 通信网越强。

无线覆盖范围千差万别，具体取决于设备类型和型号、设备相对于其他 ZigBee 设备的位置以及
设备间的实际障碍物。射频干扰和其他无线设备也会影响信号强度和覆盖范围。

无线接入点最佳实践
无线设备相互之间应尽可能安装得近一些，以确保足够的信号强度。请遵循表 3-3 中的原则，尽
可能使无线信号更强。

使用信号强度分析器确定住宅中不同位置处的 Wi-Fi 和 ZigBee 信号强度。例如 www.metageek.com 上
的 Wi-Spy 工具，可以分析 Wi-Fi 和 ZigBee 信号。

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 第 3-4 页上的 ZigBee 无线要求。

 • 第 3-4 页上的无线接入点 佳实践。



完成第 2-1 页上的“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一节中的操作即可定义安装中将包含的解决方案和网络设
备。在安装设备前请验证下列项是否已就绪：

 • 在住宅中需要连接的位置间安装以太网电线 （如 5e 类或 6 类）。例如，从 ISP 调制解调器到无线
路由器，从路由器到网络交换机，以及从网络交换机到住宅中的每个有线网络设备 （如思科控制
器、思科智能互联 7 英寸墙内显示屏和思科智能互联视频门禁系统）。



表 3-1  网络要求 （续）

网络要求 是否满足要
求？ ()

表 3-2 ZigBee 无线要求 

要求
是否满足要
求？ ()

在安装和配置 ZigBee 设备 （如智能插座或负载控制模块）之前执行覆盖范围测试，以验证 ZigBee 无
线信号强度。执行此测试可在安装实际设备前确保 ZigBee 设备能够连接至思科控制器。

例如 www.metageek.com 上的 Wi-Spy 工具。



表 3-3 无线网络实践 

最佳实践 说明

更新所有路由器上的固件。 有关详情，请参阅产品文档。

使用信号强度分析器 （如 www.metageek.com 
上的 Wi-Spy 工具）确定住宅中不同位置处的 
Wi-Fi 信号强度。

寻找高等级干扰、信 / 噪比和信号强度。根据工具报告更改频道。

尽可能近地安装无线设备。 组件之间离得很近时无线信号会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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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安全最佳实践  
    注 请勿使用 Wi-Fi 覆盖范围扩展器或继电器器。这些设备会导致设备升级问题并会干扰 ZigBee 通信。

网络安全最佳实践
为保护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免丢失个人数据，建议使用一家公司提供的一体
化防火墙病毒和间谍软件套件。一体化套件可提供 佳保护，同时尽可能减少安全实用程序间的
潜在冲突或互通性问题。

安全套件必须配置为允许思科和 Control4 软件正常运行及访问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中的主
思科控制器和其他设备。您必须将所有解决方案软件都添加到安全套件的 “已批准”列表。

有关详情，请参阅安全软件文档。

在中央位置安装 Wi-Fi 接入点。 理想状态下，客户的无线路由器将安装在中央位置，为整个住宅提
供很强的信号。

避开实际障碍物。 墙壁、地板、家具等障碍会降低无线信号强度。放置无线组件时请
确保无线组件间的障碍尽可能地少。

避开反射表面。 金属和玻璃表面会破坏无线信号。放置无线组件时使其远离反射表
面或者移开反射表面。

避开其他住宅设备和电气设备。 无线电话、微波炉、电扇、婴儿监控器和荧光灯等设备都会干扰无
线信号。放置无线组件时请将其远离其他设备并移开其他设备。

如果可能，调整路由器天线。 如果 Wi-Fi 路由器的天线可以调整，请进行旋转并找到更好的接收
位置。

在不同位置试验。 将路由器或其他无线设备移到不同位置，改善接收状况。

表 3-3 无线网络实践 （续）

最佳实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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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安全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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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连接物理组件

有关实际安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中设备、组件、配件和电缆所需的要求、流程及相关文
档的总结，请参阅以下主题： 

目录

 • 第 4-2 页上的概述

 • 第 4-3 页上的步骤概述

 • 第 4-6 页上的安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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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概述  
根据使用思科设计和评估工具创建的单线图安装物理组件。单线图包括住宅中包含的每个物理组
件以及每个设备的电缆要求和端口连接。您还可以参阅概念图和系统图，了解有关设备放置和要
求的其他信息。

此外，您还必须安装墙壁安装组件（如思科墙内显示屏、思科视频门禁系统、 3 按键和 6 按键键盘
和照明控件）所需的任何后箱体。思科控制器 （如思科控制器 250）可能需要额外的安装支架。

表 4-1 总结了您在安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之前应咨询的资源和其他信息。

表 4-1 安装资源 

资源 说明 详情

架构和建筑物计划 必须安装适当的电缆、后箱体和电力连接，并且它们
均必须工作正常。

开发或建筑经理。

您的网络管理员 必须安装建筑物网络，并且该网络必须工作正常以实
现住宅设备与公共服务间的通信。

建筑物网络也是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远程调试
和监控所必须的。

住宅内必须提供互联网接入，才能实现智能设备与基
于互联网的服务间的通信。通过互联网连接，住户还
可以使用自己的设备接入互联网。

请与您的网络管理员联系，了
解详情并确认每个住宅中网络
端口的位置和配置。

另请参阅第 3-1 页上的 “网络
要求和 佳实践”一节。

单线图

概念图

系统概览

详细说明住宅中包含的物理组件，包括每个设备的电
缆要求和端口连接 （参见图 4-1 中的单线图示例）。

第 2-1 页上的制定设计和估算
计划

安装总结 第 4-3 页上的 “步骤概述”一节中提供的安装总结。 第 4-1 页上的目录

第 4-3 页上的步骤概述

设备参考指南 每个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设备的参考指南详细介绍了 
有关设备安装、端口、连接、规格、安装、保修等的
信息。

参考指南还介绍了为设备 （如思科墙内显示屏、思科
视频门禁系统和思科控制器）提供的墙壁安装后箱体
和安装支架的规格和安装说明。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参考指南

网络设备及其他第三方产品
的产品文档。

请参阅设备随附或在线提供的产品文档。  • 产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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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安装并连接物理组件 章
  步骤概述  
图 4-1 思科设计和评估工具单线图示例

步骤概述

任务 更多信息
任务是否
完成 ()

不要求
完成的
任务 (X)

步骤 1 创建包含住宅中设备、连接、电缆及其他组件的
单线图。

a. 创建概念图。

b. 创建系统概览图。

c. 创建单线图

第 2-1 页上的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步骤 2 收集步骤 1 中创建的设计计划中包含的设备、电
缆及其他组件。

第 2-1 页上的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步骤 3 根据构建计划，验证是否已安装任何现有或所需

的电线、电力连接和后箱体。
开发或建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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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安装并连接物理组件      

  步骤概述
步骤 4 在住宅中安装思科路由器和交换机。

注 虽然本文提供了示例，但准确的路由器和
交换机型号可能会有所不同。相同的安装
概念适用于大多数设备。有关详情，请联
系您的网络管理员。

例如：

路由器

a. 打开思科路由器的包装并连接电源线。

b. 将自现有 ISP 网络连接 （如电缆或 DSL 调制
解调器）引出的以太网电缆连接至标有
“WAN”的路由器端口。

c. 接通现有 ISP 电缆或 DSL 调制解调器的电
源，等到网络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d. 接通路由器的电源

交换机

a. 打开装置的包装并连接电源线。

b. 将自路由器 LAN 端口引出的 5 类以太网电 
缆连接至交换机 LINK/ACT （链路 / 活动） 
端口。

 • 请参阅每个设备的安装文档。

 • 第 1-3 页上的相关文档
 

步骤 5 根据设计计划，安装思科控制器、连接电缆，并
接通设备的电源。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控制器参考指南  
步骤 6 安装思科显示屏：

 • 思科墙内显示屏

 • 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

思科智能连接 7 英寸墙内显示屏参
考指南

思科智能连接便携式平板电脑参考
指南

 

步骤 7 安装内置和外接思科视频门禁系统。 思科智能互联视频门禁系统参考
指南  

步骤 8 准备好思科通用遥控器。

例如，装上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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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更多信息
任务是否
完成 ()

不要求
完成的
任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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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安装并连接物理组件 章
  步骤概述  
步骤 9 安装思科 I/O 扩展器。 思科智能互联 I/O 扩展器考指南  
步骤 10 安装第三方设备。例如：

 • 门锁

 • IP 摄像头

 • 3 按键和 6 按键键盘

 • 灯开关

 • 移动检测器

请参阅每个设备的安装文档。  

任务 更多信息
任务是否
完成 ()

不要求
完成的
任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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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安装并连接物理组件      

  安装要求
安装要求
下表列出了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中安装的基本设备。

表 4-2 设备要求 

要求 配件 说明
是否满足要
求？ ()

用于公共互联网接入和建筑物网
络的 WAN 端口。

现有调制解调器、路由器或其他接入
端口。 

住宅无线路由器： 

例如思科无线路由器

 • 5 类以太网电缆 提供有线和无线网络连接。 
用于提供更多网络端口的网络交
换机。

例如思科 SF302-08P 管理型交
换机

 • 5 类以太网电缆 提供其他网络端口和以太网
供电 (PoE) 功能。 

思科控制器  • 5 类以太网电缆

 • RCA A/V 电缆 （如有必要）

 • 红外线发射器

管理住宅自动化功能。 

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  • 5 类以太网电缆

 • （选件）十字头螺丝刀和两 (2) 
个螺丝 （随附），用于将触摸屏
固定到底座

提供用户界面 (UI)，导航并
控制解决方案功能。 

（选件）思科通用遥控器  • 2 个 AA 电源 （随附） 使用电视屏幕显示导航器控
制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设备和
功能。

还可取代客户电视的遥控器。



客户自已的电视 HDMI、分量或复合电缆 （取决于可
用的电视输入端口）。

显示屏幕显示导航器，用于
控制住宅自动化功能。 

（选件）客户电视遥控器 无 在不使用思科通用遥控器时
控制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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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5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

“项目”是指使用 Composer Pro 软件创建的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配置。该项目可用于单个
住宅，也可以备份到文件中并作为模板应用到多个思科控制器。

基本项目配置完成并经过验证后，您可以添加其他设备和功能，并且可以使用代理和编程自定义
项目。

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目录

 • 第 5-2 页上的概述

 • 第 5-2 页上的模板配置要求

 • 第 5-3 页上的步骤概述

 • 第 5-4 页上的 Composer Pro 配置工具概述

 • 第 5-6 页上的安装 Composer Pro 软件

 • 第 5-7 页上的创建基本项目配置

 • 第 5-23 页上的为控件 （串行）和音频 / 视频设备创建虚拟连接

 • 第 5-26 页上的验证并配置照明开关和调光器

 • 第 5-28 页上的将项目另存为模板

 • 第 5-28 页上的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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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      

  概述
概述  
使用模板，您可以快速配置多个支持相同 （或几乎相同）的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设备组的思科控制
器。例如，您可以为包含基本设备和服务组的小型住宅创建一个模板，为包含更多设备和高级服
务的住宅创建另一个模板。有关创建显示典型住宅配置的设计的信息，请参阅第 2-1 页上的 “制
定设计和估算计划”一节。

应用模板的方式有两种：在思科控制器上手动加载模板文件，或者使用思科智能连接远程管理解
决方案 (Cisco RMS) 远程部署思科控制器。有关 Cisco RMS 安装和管理文档的链接，请参阅
第 1-3 页上的 “相关文档”一节。

    注 项目模板首先在受控环境 （如实验室或样板住宅）中创建，然后再应用到每个住宅的思科控制器。

模板配置要求

表 5-1 模板要求

要求
是否满足要
求？ ()

您所在组织必须是思科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合作伙伴。请联系您的思科代表，了解详情。 
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 PC 必须与思科智能互联住宅组件 （包括思科控制器）位于
同一子网。 
Composer Pro， 2.2 版或更高版本。

 • 请参阅第 5-6 页上的 “安装 Composer Pro 软件”一节。

 • 在安装过程中，如有必要系统可能会提示您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用于典型安装的一整套物理组件，包括思科控制器 （如思科智能连接控制器 250）。

请参阅第 4-1 页上的 “安装并连接物理组件”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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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 
  步骤概述  
步骤概述
完成以下步骤，即可创建能加载到多个思科控制器的项目模板。

任务

步骤 1 安装 Control4 Composer Pro 软件。

步骤 2 注册思科控制器并创建注册码 （如有必要）。

在经销商门户上创建消费者帐户并注册思科控制器获得注册码，在步骤 9 中要将此注册码复制
到 Composer 软件中。

步骤 3 在 PC 上启动 Composer Pro 软件，并选择思科控制器名称。

步骤 4 重命名项目。

步骤 5 添加显示住宅物理布局的位置。

步骤 6 将主思科控制器添加到项目。

步骤 7 将思科控制器识别为主控制器。

步骤 8 输入项目属性。

步骤 9 注册主思科控制器，启用软件升级和其他服务。

步骤 10 在主控制器上启用 ZigBee 服务器。

步骤 11 从默认 My Drivers 选项卡添加其他设备。

步骤 12 从 Driver Database （本地或在线）添加其他设备 （如有必要）。

步骤 13 识别每个联网设备。

步骤 14 更新设备软件。

步骤 15 为控件 （串行）和音频 / 视频设备创建虚拟连接。

步骤 16 验证并配置光开关和调光器。

步骤 17 （可选）将项目另存为模板。

步骤 18 （可选）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步骤 19 （可选）配置对讲功能，以便在住宅内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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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      

  Composer Pro 配置工具概述
Composer Pro 配置工具概述
通过思科控制器，可在住宅内实现自动化。住宅中可以安装多个思科控制器，但只有其中一个
（称为主控制器）运行导向器。导向器是设备中嵌入的、基于 Linux 的预安装软件包，用于与思
科和第三方产品通信，以支持设备交互和自动化功能。

请参阅以下主题了解详情：

 • 第 5-4 页上的连接至 Director

 • 第 5-5 页上的 Composer Pro 概述

 • 第 5-6 页上的安装 Composer Pro 软件

连接至 Director
Composer Pro 是用于连接位于主控制器的导向器并对其进行编程的软件。启动 Composer Pro 时，
系统会提示您选择下面的其中一个选项 （图 5-1）。

图 5-1 连接至 Director

 • Virtual Director - 使您可以在不连接导向器 （思科控制器）的情况下配置项目。更改会保存到 
PC 上，可以在稍后上传到导向器。选择此选项可在与网络断开连接时处理项目。您几乎可以
进行设置和设计系统所需的任何操作，可以设置大多数连接及使用编程， 但使用此方法无法识
别网络连接、测试设备控制或设置媒体。有关信息，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

 • Director on Local Network - 使您可以连接位于同一网络上 （防火墙内）的导向器 （思科控制
器）。更改会自动保存到思科控制器，并立即生效。您可以使用此方法设置和设计项目、建立
连接、添加媒体及对系统进行编程。项目还可以备份并用作模板来配置其他思科控制器。

 • Remote Director - 通过互联网连接至思科控制器的远程活动连接 （PC 位于网络防火墙之
外）。对系统所做的更改会立即生效。选择此选项可使用连接至住宅网络的互联网连接。有
关详情，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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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 
  Composer Pro 配置工具概述    
    注 如果显示 “Renew Composer Registration”，请键入您的电邮地址、密码，然后点击 Renew。请联
系您的思科代表及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了解详情。

Composer Pro 概述

连接至导向器 （图 5-1）后，您必须添加系统中使用的设备，并配置为这些设备提供的功能。

图 5-2 总结了 Composer Pro 用户界面要素。请参阅第 5-1 页上的“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一
节了解有关创建项目并 （可选）将其保存为模板的说明。

图 5-2 Composer Pro 概述

1 System Design - （默认视图）。包含项目树，您可以在这里使用位置和设备对象构建或更
新项目配置。双击 Items 窗格（请参阅本列表中的 “Items”）中的对象，将其添加到 System 
Desig 窗格中的项目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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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      

  Composer Pro 配置工具概述
安装 Composer Pro 软件

要安装 Composer Pro 软件，必须有经销商帐户以及互联网接入。

操作步骤

步骤 1 验证您的管理员已创建您的经销商帐户并启用了对 Composer Pro 软件的使用权限。

步骤 2 登录思科开发人员网络 (CDN) 下载安装程序文件。

步骤 3 双击本地磁盘上的安装程序文件。

步骤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安装 Composer Pro 软件。

    注 如有必要，系统会提示您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步骤 5 输入您的经销商凭证 （用户名和密码），启用 Composer Pro 软件。

    注 PC 必须与思科智能互联住宅组件位于同一子网，包括主思科控制器。

2 Properties - 包含在您要查看或修改设备、项目和房间时从项目树中选择的对象的属性。有
关 Properties 窗格的详情，请选择 Help 菜单，搜索项目属性、房间属性或设备属性。

3 Items - 包含用于构建项目的条目 （或对象），例如位置 （地点、建筑、楼层、房间）和设
备 （控制器硬件、 DVD、电视、接收器、灯、触点、继电器等）。如果本窗格的 My 
Drivers 选项卡中未提供设备，请使用 Search 选项卡搜索该设备 （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 - 高级主题，了解有关驱动程序的信息）。如果已使用驱动程序向导
（DriverWorks， DriverWorks SDK 用于为音频视频 [AV] 和非 AV 设备创建双向驱动程序）
创建了新驱动程序，则 Search 选项卡中会显示您的新驱动程序。

4 Views - 选择视图可更改 Composer Pro 界面的外观和功能。更改会反映出该视图的配置选项。

 • System Design - 让您构建项目树并使系统识别设备。

 • Connections - 让您识别所有连接 （房间、控制、 AV、网络）。

 • Media - 让您添加和扫描存储或广播的媒体。

 • Agents - 让您设置代理，以便在系统或编程期间使用。代理类型：照明场景、唤醒、调
度程序、变量等。有关详情，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和第 7-7 页上的 “了
解代理”一节。

 • Programming - 让您对系统上的设备和代理进行编程。有关详情，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和第 7-9 页上的 “编程基础”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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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基本项目配置
基本项目配置包括项目属性，如项目名称以及安装项目的位置和时间设置。基本配置还包含用于
住宅自动化设备的设备驱动程序，如思科控制器、显示屏、 ZigBee 照明及其他可选设备。添加设
备驱动程序后，必须在 Composer Pro 项目中识别设备。如果添加的是音频 / 视频 (A/V) 设备，如
电视、 DVD 播放器或立体声系统，则还必须定义 A/V 连接和终端。

请参阅以下主题了解详情以及有关创建基本 Composer Pro 项目的说明。

 • 第 5-7 页上的本示例中添加的设备

 • 第 5-8 页上的准备工作

 • 第 5-8 页上的创建项目并添加设备

 • 第 5-23 页上的为控件 （串行）和音频 / 视频设备创建虚拟连接

本示例中添加的设备

本示例中包含的说明适用于标准的思科和第三方自动化设备套件。您部署和模板中使用的实际设
备不尽相同。

这些说明中使用的设备包含以下各项：

思科控制器 

 • 思科控制器 250

网络

 • 思科 8 端口 PoE 交换机

 • 思科无线路由器

显示屏

 • 思科墙内显示屏

 • 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

门禁系统

 • 思科外部视频门禁系统

遥控器

 • 思科通用遥控器 250

音频 / 视频

 • 电视

 • USB 存储棒

 • 扬声器

HVAC

 • 无线温控器

键盘

 • 6 按键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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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 调光器

 • 交换机

其他

 • 移动传感器

 • 门锁

 • IP 安全摄像头

准备工作

 • 禁用 PC 上的安全功能。此功能可能会影响您成功连接至思科控制器。

 • 请确保 PC 和思科控制器位于同一网络子网。例如，他们应连接至同一路由器或交换机。

 • 创建用于注册思科控制器的消费者帐户和思科控制器注册码。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
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创建项目并添加设备

完成以下操作步骤即可创建新项目、配置项目属性以及添加并识别支持的设备。这些说明使用的
是标准的住宅自动化设备套件。您部署中使用的实际设备不尽相同。

操作步骤

步骤 1 启动 Composer Pro 并选择思科控制器。

a. 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Control4 > Composer 2.2.x （或更高版本）

b. 如果系统出现提示，请输入经销商凭证（用户名和密码）注册或更新您的 Composer 许可证。

c. 选择 “Director on Local Network”。

d. 突出显示思科控制器名称 （或 IP 地址），并点击 Connect。

    注 如果列表中未显示思科控制器，请查看第 5-8 页上的 “准备工作”一节。同时请验证思
科控制器和网络设备是否已正常安装和配置。请参阅第 4-1 页上的 “安装并连接物理组
件”一节。

e. 点击 Yes 将思科控制器添加到可信设备列表。

仅当首次将 PC 连接到思科控制器时需要执行此步骤。

f. 如果提示更新设备软件，请点击 OK。

提示 建议您在所有设备均已在项目中得到识别之后 （参见步骤 9 到步骤 13）再执行升级。这
样所有设备就会同时升级。如果在添加和识别其他网络设备之前升级思科控制器，每个设
备都会在识别时自动升级，而在升级过程中设备将无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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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重命名项目。

a. 右键点击项目名称并选择 R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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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3 重命名项目

步骤 3 添加显示住宅物理布局的位置 （图 5-4）。

如果创建的是 2 房间住宅的模板，则添加房间 1 和房间 2：

a. 选择 Locations 选项卡 （图 5-4）。

b. 双击 Room 自动添加房间。添加第一个房间时，会同时创建默认层次结构 （例如：Home > 
House > Main > Room）。

c. （可选）如有必要，添加其他房间。房间会添加为选定位置的子位置。

例如，突出显示 Main 并双击 Room，添加第二个房间 Room 2。

d. （可选）右键点击图标并重命名位置 （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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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添加位置

步骤 4 将主思科控制器添加到项目。

    注 思科控制器是实现住宅自动化的主要设备。一个住宅可能包含多个思科控制器，而运行 
Director 的思科控制器称为主思科控制器。默认情况下第一个添加到项目的思科控制器即
为主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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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添加主思科控制器

a. 突出显示安装思科控制器的房间。

b. 从 System Design 中选择 My Drivers 选项卡 （图 5-5）。

c. 双击思科控制器驱动程序，添加设备。

例如， Home Controller HC250。

d. 验证思科控制器是否显示在正确的位置 （图 5-5）。

提示 与思科控制器相关的其他驱动程序 （例如互联网、无线和数字媒体）会自动添加。

e. （可选）右键点击思科控制器名称和房间名称，重命名设备和位置树。

例如，将思科控制器名称更改为 Primary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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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将思科控制器识别为主控制器 （图 5-6）。

图 5-6 识别主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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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链接）或 ID 按钮，如 Composer Pro 图所示（根据型号不同，该按
钮可能位于设备正面或背面）。

f. 验证思科控制器网络地址是否显示在输入字段中，如图 5-6 所示。

g. 点击 Close。

步骤 6 输入项目属性 （图 5-7）。

    注 请确保为您的思科控制器输入正确的日期、时间和时区，否则某些需要网络和设备通信的设备功
能可能无法正常运行。如果默认项目年份 2000 不更改，则思科控制器不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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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项目属性

a. 点击 System Design。

b. 在屏幕左上角选择项目名称。

c. 在 Properties 下输入新名称，然后点击 Set。

例如 1 Bedroom Template

d. 点击 Lookup，输入要安装设备的位置。

例如：韩国松岛。

e. 输入要安装设备的时间和日期。

f. 点击 Edit 更改时区。

    注 更改时区会导致思科控制器重启。

步骤 7 注册主思科控制器以启用软件升级和其他服务。

    注 要注册思科控制器，必须创建消费者帐户，并使用该帐户生成注册码。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a. 选择 Tools > Account Services （图 5-8）。

b. 输入思科控制器注册码 （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c. 验证是否选中 Enable Remote Access。选中此选项，可进行远程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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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 Register。

e. 点击 Close。

图 5-8 注册控制器

步骤 8 在主控制器上启用 ZigBee 服务器。

图 5-9 ZigBee 服务器配置

a. 点击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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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突出显示主控制器。

c. 在 Properties 选项卡中，点击 Edit ZigBee Configuration。

d. 点击 Yes 创建新 ZigBee 网络。

e. 点击 OK 接受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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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 Refresh。

h. 要验证 ZigBee 服务器是否正在运行，请点击 System Design，突出显示主控制器，并验证 
ZigBee 服务器正在运行。（图 5-9）。

步骤 9 从默认 My Drivers 选项卡添加其他设备。

提示 My Drivers 包含 Composer Pro 安装时随附的受支持的设备驱动程序。使用 Search 选项卡
可找到在线数据库中的其他驱动程序 （步骤 10）或者保存到 PC 本地数据库的驱动程序
（步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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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添加设备驱动程序

a. 在 System Design 视图中，突出显示要安装设备的房间。

例如：选择 FamilyRoom

b. 选择 My Drivers 选项卡 （图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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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双击每个设备的驱动程序名称，将其添加到项目。

– 重命名每个设备，并将其拖到正确的房间，显示设备的实际位置。

– 图 5-10 显示了一个示例项目，其中包含在下面的示例设备组中列出的设备。

– 表 5-2 列出了用于典型住宅的设备驱动程序组合示例。

表 5-2 示例设备驱动程序组合 

驱动程序名称 / 设备类型 驱动程序类别 说明

 • 无线调光器

 • 无线开关

照明 建议重命名每个驱动程序，因为它们会自动添加为 “Light”。例如，
将设备驱动程序命名为：“Wireless Dimmer”和 “Wireless Switch”。

 • 系统遥控器 SR-150

 • 系统遥控器 SR-250

用户界面 思科通用遥控器 250 包含一个 LED 界面。思科通用遥控器 150 不包含。

InfinityEdge 7 英寸触摸屏 用户界面 添加项目中包含的每个思科墙内显示屏。

如果项目有三个思科墙内显示屏，则添加三份驱动程序，将它们移动
到安装它们的房间，并重命名设备 （例如 Right Wall Touch Screen、
Middle Wall Screen 等）。

便携式 7 英寸触摸屏 V2 用户界面 添加项目中包含的每个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如有必要，重命名设备
（例如，重命名为 Portable Tablet）。

 • MyHome - iPhone

 • MyHome - iPad

 • MyHome - Android

 • MyHome - PC

用户界面 （仅 2.2 版。在 2.3 版及更高版本中，用户使用智能设备或 PC 登录帐户
时智能设备会自动添加）。

添加使用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连接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的移
动设备和桌面设备。

注 MyHome 驱动程序用于在项目中支持智能设备和 PC 功能与 
连接。

注 还必须购买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并将其添加至与主思
科控制器关联的消费者帐户。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
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 3 按键键盘

 • 6 按键键盘

用户界面 墙内键盘，可以进行编程以触发各种任务，例如照明场景。

门禁系统 用户界面 通过门禁系统，住户可以监控并与其前门或入口处的来访者进行通信。

双继电器百叶窗 机动化 > 百叶窗 机动化百叶窗可以自动升高或降低遮光窗帘。

电视 音频可视化 添加电视驱动程序后会显示弹出窗口。请从本地或在线数据库中选择
电视模式。电视驱动程序会定义设备上的物理端口以及与思科通用遥
控器按钮相对应的红外线 (IR) 编码。

例如，选择制造商 “Coby”和型号 “LEDTV-1526”。

注 电视功能的其他驱动程序会自动添加。例如有线电视。

提示 如果电视机型没有驱动程序，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
中的 “创建红外线电视驱动程序”（点击链接，选择 Search 选
项卡，然后搜索 “创建红外线电视驱动程序”）。另请参阅 “创
建设备驱动程序概述”和 “使用驱动程序向导”主题。

< 摄像头型号 > IP 摄像头 从列表中选择摄像头型号。例如 Panasonic Fixed Field Camera。

IP 摄像头可以根据配置的一系列规则显示视频。

住宅温控器 HVAC 用于控制住宅加热和空调系统的无线温控器。
5-17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OL-26433-02

http://www.control4.com/documentation/Composer_Pro_User_Guide/


 

第 5 章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      

  创建基本项目配置
步骤 10 如有必要，从在线数据库添加其他设备驱动程序 （图 5-11）。

在线数据库包含在线资源库中提供的受支持的驱动程序。您的 PC 必须连接至互联网才能访问在
线数据库。

图 5-11 从在线数据库添加驱动程序

以下示例用于 ZigBee 无线门锁。

a. 点击 Search 选项卡 （图 5-11）。

b. 选择 Online Database。

c. 从 Device Type 中，选择 Others。

d. 从 Manufacturer 中，选择 Black & Decker。

e. 双击 Black & Decker Smartlock RF ZigBee。

f. 等待驱动程序下载和安装。

步骤 11 如有必要，从本地数据库添加其他设备驱动程序 （图 5-12）。

 • 本地数据库包含您之前获取并复制到 PC 上以下路径的驱动程序： 
C:\Users\<user>\Documents\Control4\Drivers

 • 要将新的驱动程序添加到本地数据库，请从 Driver 菜单中选择 Add Driver。从本地或网络驱
动器选择 .c4i 驱动程序文件，然后点击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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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联系您的管理员或思科支持代表，了解有关获取所需驱动程序文件的详情。

图 5-12 从本地数据库添加驱动程序

下面是添加移动传感器驱动程序的示例。

a. 点击 Search 选项卡。

b. 选择 Local Database （图 5-12）。

c. 从 Device Type 中，选择 Motion Sensor。

d. 从 Manufacturer 中，选择 All。

e. 双击 Card Access Wireless Motion Sensor。

提示 如果没有适用于您添加至项目的设备的红外线驱动程序，您可以创建新驱动程序或修改现有驱动
程序。使用设备遥控器将红外线命令学习到新驱动程序中。有关详情，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
户指南》中的以下主题：“创建红外线控制的驱动程序”、“通过第三方遥控器使用红外线输入进
行编程”以及 “创建红外线电视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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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2 识别每个联网设备 （图 5-13）。

所有 Wi-Fi 和 ZigBee 设备均必须得到识别，才能与 Composer Pro 项目建立通信。

    注 主思科控制器之前已在步骤 5 中得到识别。

图 5-13 识别联网设备

a. 点击 Connections。

b. 选择 Network 选项卡。

c. 在 IP Network Connections 列表 （中间窗格）中，选择第一个设备并点击 Identify。

d. 在提示时按照弹出窗口中的说明按设备底部 （图 5-13）。

示例：

– 思科墙内显示屏 - 按右下边的右按钮。

– 无线开关 - 按四次顶部按钮。

– 思科通用遥控器 - 按四次红色按钮。

提示 如果未提供动画，请参阅设备文档了解将设备加入 ZigBee 网络所使用的按钮序列或其他
方法。

提示 您可以通过将 “Available Devices” （位于右侧）中的设备拖到 “IP Network Connections” 
窗口的设备上，创建连接。

e. 当设备地址显示在 Composer Pro 字段中时，请点击 Next。

f. 识别所有设备后，点击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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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Wi-Fi 设备通常需要按一次按钮。 ZigBee 设备则需要按四次按钮。要识别 ZigBee 设备，
ZigBee 服务器必须正在运行，如步骤 8 中所述。

 • 移动设备和 PC 设备需要思科智能设备许可证。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
和注册指南》和适合房地产开发商的思科智能互联智能设备许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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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更新设备软件。

提示 建议在所有设备都已在项目中得到识别后再执行更新 （参见步骤 9 和步骤 12）。这样所
有设备就会同时升级。如果在添加和识别其他网络设备之前升级思科控制器，则每个设备
在线后会都会自动升级，且设备在升级期间可能无响应。

a. 选择菜单 Tools > Update Manager。

b. 点击 Update。

c. 点击 Advanced （图 5-14）。

d. 点击 Edit。

e. 输入以下 URL （或验证之前是否对其进行更改）： 

http://services.control4.com/Updates-cisco/v2_0/Updates.asmx

f. 点击 OK。

g. 确认版本是否为 “Cisco”，如有必要，选择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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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如果 URL 不正确，则版本选项为空。您必须验证 “Cisco”和版本号是否显示
（图 5-14）。未能正确更新此 URL 会加载不正确的软件版本，并会丢失支持的服务。

图 5-14 更新设备软件

h. 点击 Begin Update。

i.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更新所有已识别设备。

步骤 14 请继续 “为控件 （串行）和音频 / 视频设备创建虚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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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件（串行）和音频 / 视频设备创建虚拟连接
Composer Pro 中的控件和 A/V 连接代表从思科控制器连接至其他设备以及各种设备之间的电缆。
连接用于定义 A/V、红外线、继电器、触点和 / 或串行设备信号的通信路径。

例如：

 • 视频连接用于定义视频信号的路径。

 • 音频连接用于定义音频信号的路径。

 • 控件连接用于定义思科控制器与设备的通信方式。

每个连接均包含一个终端，即音频或视频信号的 终目的地，以及信号播放的设备 / 端口。

例如：

 • DVD 播放器的视频终端是电视。

 • DVD 播放器的音频端点可以是同一台电视，也可以是音频接收器 （如果安装了家庭影院）。

    注 连接的类型和数量取决于物理端口。例如， HDMI 电缆可以为音频和视频两种信号提供路
径，而分量连接则对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使用不同的电缆。

示例

 • 通过连接思科控制器和电视的 HDMI 电缆，思科控制器可以在电视上显示屏幕显示导航器。

 • 通过连接思科控制器和电视的红外线发射器，思科控制器可以用作电视遥控器 （按思科通用
遥控器上的按钮时，命令会通过控制器的红外线发射器发送给电视）。

 • 通过连接 DVD 播放器和电视的 HDMI 电缆，电视可以显示 DVD 播放器的音频和视频。

 • 通过连接思科控制器和 DVD 播放器的红外线发射器，思科控制器可以将红外线命令发送给 
DVD 播放器 （按思科通用遥控器上的按钮时，命令会通过控制器的红外线发射器发送给 
DVD 播放器）。

步骤概述

要启用控制和 A/V 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用于指定 A/V 和控制 （串行）设备之间物理设备连接的设计。请参阅第 2-12 页上的
“创建单线图”一节。

2. 根据单线图安装设备并实际连接电线。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4-1 页上的 “安装并连接物理组
件”一节。

3. 在 Composer Pro 中创建复制实际连接的虚拟连接（图 5-15）。请参阅第 5-24 页上的“创建
虚拟 A/V 和控制连接的操作步骤”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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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控制和音频 / 视频连接

创建虚拟 A/V 和控制连接的操作步骤

步骤 1 点击 Connections。

步骤 2 点击 Control A/V 选项卡。

步骤 3 突出显示一个输出设备。

例如主 “Home Controller HC250”。

步骤 4 突出显示顶部窗格中的一个连接，然后将其拖放到底部窗格中相应的设备和端口 （图 5-15）。

例如，表 5-3 定义了思科控制器和电视之间物理连接的示例组合。选择思科控制器可定义思科控
制器输出端口，用于连接至设备输入端口。

    注 表 5-3 仅为示例。连接会因所使用的设备而异。

步骤 5 验证控制和音频 / 视频连接。

a. 点击 Connections。

b. 点击 Control A/V 选项卡。

表 5-3 示例思科控制器和音频 / 视频连接

思科控制器输出 分量输入设备

视频输出 （分量 HD） 电视分量输入

音频输出 1 电视分量输入

红外线输出 1 电视红外线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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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择一个房间。

例如，客厅或卧室。

d. 显示控制和音频 / 视频连接终端总结 （图 5-15）。

终端是控制和音频 / 视频信号的目的地。

图 5-16 控制和音频 / 视频终端

例如，表 5-4 说明了图 5-16 中显示的终端的用途。

e. 将屏幕显示设备端点拖放到思科控制器。此操作会使导航器控制显示。

步骤 6 继续第 5-28 页上的 “将项目另存为模板”一节。

表 5-4 房间终端

终端 已连接到 说明

视频端点 大电视 思科控制器发出的导航器视频将显示在 “大电视”上。

音频端点 大电视 思科控制器发出的音频将在 “大电视”上播放。

注 音频还可以发送到其他设备，如放大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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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端点会自动添加。

屏幕设备 主思科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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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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并配置照明开关和调光器
您可以手动验证 Composer Pro 项目是否能成功控制照明开关或调光器。这样可以确保已成功添加
到项目的设备驱动程序通过 ZigBee 网状网进行通信。

    注 以下示例适用于通过 ZigBee 无线连接至系统的标准 Control4 照明产品。其他照明制造商的产品
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连接 （即 RS232）；驱动程序和配置的显示与操作可能不同于以下示例。

验证开关或调光器连接之后，即可配置照明设备的其他属性。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 System Design 并为无线灯开关或调光器添加驱动程序，如第 5-7 页上的 “创建基本项目配
置”一节中所述。

步骤 2 要打开控制，请双击已添加至系统设计的照明驱动程序。

例如，双击图 5-17 中显示的 “Room 1 light”。

步骤 3 使用可用控件开或关灯或者控制亮度。

图 5-17 验证照明连接

步骤 4 为开关或调光器配置其他属性。

 • 例如，您可以定义调光器调亮或调暗需要的秒数、打开时调光器要调节到的负荷 “预设级
别”、开关或调光器上显示的 LED 颜色以及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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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的 “配置无关开关或调光器或者线内调光器”属性。有关
详情，请参见图 5-18。

    注 照明设备上提供的选项和控件因制造商和型号而异。有关详情，请参阅设备文档。

图 5-18 配置开关或调光器

步骤 5 点击 Apply To... 将更改的设置按房间应用到系统中的其他照明设备。

步骤 6 点击 Set 在设备上保存设置。

相关文档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中的以下主题。

 • 配置照明和键盘

 • 配置 2、 3 或 6 按键键盘

 • 配置 Puck 调光器或交换机模块

 • 配置无线插座式调光器

 • 配置无线插座式开关

 • 为电源传感 AV 设备配置无线插座式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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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项目另存为模板
通过将 Composer Pro 项目另存为模板，您可以将项目配置上传至其他思科控制器。在配备了大量
类似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的多住户单元 (MDU) 中这尤其有用。例如，一个部署可能提供
三种基本套件：包含基本功能和设备组合的铜级套件，包含更多选项的银级套件，以及包含所有
可能功能组合的金级套件。

要简化这些套件的配置和部署，您可以创建铜级、银级和金级项目，然后将每个项目均备份为 
.C4P 配置文件。然后即可以使用思科智能连接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Cisco RMS) 将 .C4P 模板文件部
署到多个思科控制器。上传流程会删除所有用户信息和设备特定信息，因此相同设置可以应用到
多个思科控制器而不会冲突。

有关在多住户单元 (MDU) 中部署多个思科控制器的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连接远程管理控制
台管理指南》。

    注 项目模板不包含必须在住宅中应用的配置，例如在项目中识别网络设备及其他任务。有关详情，
请参阅 《思科智能连接远程管理控制台管理指南》。

操作步骤

步骤 1 使用 Composer Pro 创建思科控制器项目，如第 5-7 页上的 “创建基本项目配置”一节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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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3 将项目文件上传到 Cisco RMS 控制台，如 《思科智能连接远程管理控制台管理指南》中所述。

请参阅以下更多主题：

 • 创建控制器模板

 • 将控制器添加到 Cisco RMS

 • 将一般属性应用到控制器

 • 完成住宅内任务

后续步骤
 • 第 6-1 页上的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 第 7-1 页上的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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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创建基本项目模板后，即可将其他设备添加到项目。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目录

 • 第 6-1 页上的步骤概述

 • 第 6-2 页上的添加对移动设备和 PC 的访问权限

 • 第 6-6 页上的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 第 6-12 页上的添加网络摄像头

 • 第 6-13 页上的添加无线温控箱

 • 第 6-14 页上的后续步骤

步骤概述
完成以下步骤即可将其他设备和服务添加到现有项目模板。

任务
任务是否完
成？ ()

步骤 1 创建基本项目。

请参阅第 5-1 页上的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一节


步骤 2 按以下主题中所述添加其他设备和功能。

请参阅第 6-1 页上的目录


步骤 3 自定义项目。

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 “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一节


步骤 4 将项目另存为模板文件。

请参阅第 5-28 页上的 “将项目另存为模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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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对移动设备和 PC 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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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科智能连接智能设备许可证 - 必须为每个主控制器购买此许可证。

 • MyHome 许可证 - 经销商必须将 MyHome 智能设备许可证应用到消费者帐户 （消费者帐户
与住宅主思科控制器相关联）。

 • MyHome 设备驱动程序 -（仅 2.2 版）每个用于访问住宅系统的智能设备或 PC 的相关项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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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 - 住户必须将智能设备应用安装到每个智能设备或 PC 上， 并使用消费
者帐户凭证登录其住宅系统。

登录后，用户即可使用其智能设备或 PC 访问该住宅的导航器。

    注 导航器是显示在电视、触摸屏、 PC 或智能设备上的菜单。

配置步骤概述

任务
任务是否完
成？ ()

步骤 1 购买适合住宅的思科智能连接智能设备许可证。

 • 智能设备许可证有永久 （永不过期）和基于订用 （有效期为 365 天）两种 
形式。

 • 许可证可批量购买。

 • 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



步骤 2 启用与住宅中主控制器相关联的消费者帐户的 MyHome 许可证。

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步骤 3 通过 PC 或智能设备，从相应的应用商店下载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

有关详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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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版及更高版本中，用户第一次登录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时，智能设
备会自动添加到项目。



步骤 5 使用注册到住宅中的主思科控制器的消费者帐户登录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 
步骤 6 （仅针对版本 2.2）使用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在 Composer Pro 项目中识别 PC 和

智能设备。

注 在 2.3 版及更高版本中，用户第一次登录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时，智能设
备会自动添加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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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启用住户的消费者帐户。

a. 购买思科智能连接智能设备许可证。

b. 将 MyHome 智能设备许可证添加到消费者帐户。

    注 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

步骤 2 同步与消费者帐户关联的新添加许可证 （使用经销商门户）。

此操作会使思科控制器检索来自远程访问许可服务的已分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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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连接至 导向器 （主思科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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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载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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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在线说明下载应用。

 • 要下载 PC 应用，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版本说明》中适用于您的版本的说明。

步骤 4 （仅针对版本 2.2）将设备驱动程序添加到项目 （图 6-1）。

a. 在 Composer Pro 中，选择 System Design 视图并突出显示您要添加驱动程序的房间。例如，
主控制器所在的房间。

b. 点击 My Drivers 选项卡 （位于右侧的 Items 列中）。

c. 展开 User Interface 文件夹。

d. 双击智能设备、平板电脑和 PC 驱动程序，将其添加到选定房间。

    注 在 2.3 版及更高版本中，用户第一次登录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时，智能设备会自动添加
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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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添加对移动设备和 PC 的访问权限
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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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键并选择 Restore Default List 更新 MyHome 驱动程序列表。

步骤 5 （仅 2.2 版）在 Composer Pro 中识别设备 （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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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版及更高版本中，用户第一次登录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时，智能设备会自动添加
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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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添加对移动设备和 PC 的访问权限    
图 6-2 在 Composer Pro 中识别智能设备

步骤 6 使用 PC 或智能设备登录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应用，以使用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功能。

移动设备连接的故障排除提示

如果在识别移动设备或 PC 设备时遇到问题： 

 • 请确认您已在正确的消费者帐户中正确地添加了该设备的正确许可证。有关详情，请参阅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许可和注册指南》。

 • 请确认已检查思科控制器，并且已 “学习”了消费者帐户中输入的许可证。

 • （仅 2.2 版）请确认您已将正确的设备驱动器添加到您的项目。例如，如果使用 iPad 驱动程
序，则系统不会正确识别 iPhone （参见步骤 4）。

 • 您的 Wi-Fi 接入点 (WAP) 或路由器应已连接到思科控制器所在的 IP 网络或 LAN，并且已配
置为使用这一网络或 LAN。请确认设备在思科控制器所在网络中正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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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您可以存储和访问外接存储设备中的数字音频和视频文件，以便在连接的扬声器或者视频或音频
终端上播放。音频文件可以通过接收器 （如家庭影院系统）在连接到思科控制器的有源扬声器上
播放，也可以在其他音频终端上播放。视频文件可以使用其他媒体编码器 （如 AppleTV 或 
Control4 媒体播放器）进行播放。使用思科触摸屏、电视或移动设备 （已安装思科智能互联住宅
应用）上显示的导航器界面选择媒体。

外接存储设备包括 USB 闪盘、供电 USB 移动硬盘、外接串行 ATA (eSATA) 驱动器，或者共享网
络存储区域 （如 NAS 驱动器或计算机硬盘）。

请参阅以下主题了解详情：

 • 第 6-6 页上的要求

 • 第 6-6 页上的连接并扫描外接 USB 存储设备

 • 第 6-7 页上的访问并扫描网络存储设备

 • 第 6-10 页上的定义扫描计划

 • 第 6-11 页上的相关文档

要求

 • USB 闪盘或 USB 移动硬盘设备的格式必须为 FAT32。

 • 只支持外部供电的 USB 驱动器。不支持自供电 USB 驱动器。

 • USB 存储设备只能使用一 (1) 个 大 2TB 的分区。

 • Windows 系统上的共享驱动器不可在目录 / 路径名中包含空格。

 • 从系统上断开外接驱动器 （USB、网络等）的连接后，音乐将停止播放。重新连接外接驱动
器后可以再次使用媒体。

    注 您还可以使用媒体视图查看并选择互联网广播，或者从 DVD 播放器或自动换碟播放机、广播、
频道和工作站添加存储的音频和媒体集。有关详情，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的 “设
置媒体”部分和 《Composer Pro 快速入门指南》的 “媒体视图”部分。

连接并扫描外接 USB 存储设备

完成以下操作步骤即可连接并扫描使用 USB 连接的外接存储设备。扫描设备会生成文件索引并
访问在线数据库更新媒体插图和其他信息。

外接存储设备必须以无保护的 MP3 格式存储媒体。

操作步骤

步骤 1 将存储设备连接至思科控制器。

 • 如果使用 USB 存储棒，请将其插入。

 • 如果使用 USB 硬盘驱动器，则必须连接驱动器并将驱动器连接至电源。

 • 您还可以将 eSATA 驱动器连接至某些型号的思科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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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步骤 2 点击 Media。

步骤 3 在项目树中，选择外接设备。

步骤 4 在设备的窗格中，点击 Scan。

您可以在外接存储设备连接至控制器时从中添加媒体。尽管如此，建议您直接将外接驱动器连接
至您要复制媒体的电脑。扫描时，媒体会显示在设备上。

访问并扫描网络存储设备

要访问并扫描网络存储设备，必须先将设备驱动器添加到 Composer Pro 中。设备添加到 
Composer Pro 项目后，您即可扫描设备是否存在媒体文件。扫描设备会生成文件索引并访问在线
数据库更新媒体插图和其他信息。

    注 网络位置必须是开放的共享位置 （不要求输入密码）。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适当时，使用操作系统随附的文档创建共享网络驱动器。

例如：使用 Windows XP 使本地 C:/ 驱动器目录在网络上可用，右键点击文件夹并选择 Sharing 
and Security。点击 Share this folder 按钮。

步骤 2 点击 System Design。

步骤 3 从 My Drivers 选项卡，双击 Network File Storage 将其添加到项目树 （图 6-3）。

步骤 4 突出显示项目树中的 Network File Storage，配置网络文件共享的用户名、密码和工作组 （或
域），然后浏览到其网络位置。

    注 这些信息因媒体存储类型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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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图 6-3 添加网络文件存储驱动程序

步骤 5 点击 Media （图 6-4）。

图 6-4 扫描媒体

在 Network File Storage 中，请注意选项：Audio Media 和 Video Media。
6-8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OL-26433-02



 

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步骤 6 要添加或扫描音频文件，请选择 Audio Media，然后点击 New 或 Scan。

 • 将桌面设备的音乐添加到 Network File Storage 时，音乐文件夹必须位于 My Network Places 
中，以便组件可以访问音乐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已映射的网络驱动器。

 • 音频文件必须是以下其中一种格式才能被扫描发现和播放：WAV、 MP3 或 FLAC。如果连
接 iPod 或其他音频设备，则 Control4 系统可以播放该设备上受支持的文件；但只能解码 
MP3 文件。

步骤 7 验证音频文件是否显示 （图 6-5）。

图 6-5 已扫描的音频文件

步骤 8 （可选）要创建可用媒体的播放列表，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的 “创建播放列表”
主题。

步骤 9 要扫描音频文件，请在 Media 列表中选择 Video Media，然后点击 Scan。

 • 视频文件必须是以下其中一种格式才能被扫描发现：.avi、 DVD、 .iso、 .m4a、 mpeg、 .mpg 
或 .wmv。这些视频文件只能使用 Control4 媒体播放器设备或其他提供兼容设备驱动程序的视
频编码器进行播放。

 • 视频不支持 USB 驱动器，因此在 USB 驱动器下的列表中不显示 Video Medi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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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定义扫描计划

要自动扫描媒体设备是否有新内容或更改的内容，请完成以下操作步骤。扫描媒体会更新触摸屏
或屏幕显示导航器中的内容选项，并且会使用在线服务更新插图和标题等相关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 点击 System Design  > Media （图 6-6）。

图 6-6 媒体扫描计划

步骤 2 选择 Media Scanning Options。

步骤 3 选择扫描计划选项：

例如，您可以在特定日期和时间扫描可用媒体设备事件 x 天。

步骤 4 在 Files To Scan 选项中，选择要自动扫描的设备，并添加或删除要扫描的文件类型。

受支持文件列表取决于思科控制器所支持的文件类型。

步骤 5 （可选）选择其他扫描选项，使用在线数据库、删除存储设备上不存在的媒体，或在文件标签更
改时更新媒体数据库。这些选项默认为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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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相关文档

有关可用媒体选项的总结，请参阅《Composer Pro 快速入门指南》（Help > Contents）中的“媒
体视图”主题。

有关添加其他音频视频组件、访问其他存储设备中的媒体及使用其他音频和视频内容源 （如电视
或无线电台）的说明，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中的以下主题。

配置音频视频功能以使用可用媒体

 • 测试媒体连接

 • 使用外接存储设备

 • 访问并扫描网络存储设备

 • 创建播放列表

 • 对按钮进行编程以播放媒体或播放列表

 • 配置网络文件存储设备的视频扫描

 • 配置媒体播放器

 • 配置音频矩阵交换机

 • 配置音频或 AV 交换机

 • 配置 iPod 底座

 • 配置 4 区音响放大器

 • 配置多调谐器

 • 配置 Speaker Point

使用其他媒体源：

 • 为电视频道设置媒体

 • 为无线电台设置媒体

 • 设置媒体

 • 设置互联网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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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添加网络摄像头
添加网络摄像头
完成以下操作步骤即可添加互联网协议 (IP) 安全摄像头，以使用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显示
视频。

通过屏幕显示和触摸屏导航器，可使用摄像头支持的功能，如平移、倾斜、缩放 (PTZ) 控制、预
设设置。

提示 仅对于 Web JPEG 图像，使用 “Web Image”驱动程序并输入 URL 和身份验证用户名与
密码 （如果是安全的 HTTP 地址），选择刷新时间 （以分钟为单位）并进行测试。

必备条件

 • 完成第 5-7 页上的 “创建基本项目配置”一节。

 • 确保已按照制造商安装指南中所述安装 IP 安全摄像头。

操作步骤

步骤 1 添加 IP 摄像头驱动程序 （图 6-7）：

a. 选择 System Design。

b. 突出显示安装摄像头的房间或位置。

c. 选择 My Drivers 并展开 IP cameras 标题。

d. 双击相应设备驱动程序将其添加到项目树 （图 6-7）。

例如， Panasonic Fixed Field Camera。

图 6-7 添加网络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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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添加无线温控箱  
步骤 2 在 Properties 窗格中，输入设备上配置的连接信息。

有关在设备上配置网络和身份验证设置的说明，请参阅产品文档。

a. 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b. 输入访问网络中设备所需的身份验证信息 （适当时），如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3 点击 Test HTTP Connection 进行测试。

添加无线温控箱
使用 Composer Pro 系统设计和连接视图设置无线温控箱。

必备条件

 • 完成第 5-7 页上的 “创建基本项目配置”一节。

 • 根据产品文档 （例如，参阅 《Control4 无线温控箱安装指南》）在墙壁中安装温控箱。

操作步骤

步骤 1 添加无线温控箱驱动程序 （图 6-8）：

a. 选择 System Design。

b. 突出显示安装设备的房间或位置。

c. 选择 My Drivers 并展开 HVAC 标题。

d. 双击相应设备驱动程序将其添加到项目树 （图 6-8）。

例如， Residential Therm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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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后续步骤
图 6-8 添加无线温控箱

步骤 2 按照第 5-7 页上的 “创建基本项目配置”一节中所述在 Composer Pro 中识别设备。

步骤 3 使用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中的以下主题配置温控箱：

 • 要对计划进行编程，请参阅 “对 Control4 温控箱计划进行编程”。

 • 要设置高级属性，请参阅 “使用无线温控箱高级属性”。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配置 HVAC 系统”。

后续步骤
 • 第 5-28 页上的将项目另存为模板

 • 第 7-1 页上的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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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7

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如果您的部署支持用于住宅内触摸屏间通信的对讲功能，请阅读以下说明。

目录

 • 第 7-2 页上的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

 • 第 7-7 页上的了解代理

 • 第 7-9 页上的编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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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
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
对讲代理使您能够为音频和视频对讲通信配置思科触摸屏和思科外部视频门禁系统，包括发送广
播、监控房间以及其他控制功能。例如：如果有年老的父母住在住宅内，您可以创建一个宏并将
其分配给一个键盘按键。如果您的家庭成员需要帮助，他们只需按下键盘按键即可通知您。另一
个示例是 “Good Night”设置，当到睡觉时间时，房屋内的所有触摸屏可以设置为 “Do Not 
Disturb”。或者您可以在小孩去睡觉后监控其房间，以确保他们按时睡觉。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中的 “示例：使用对讲代理编程”。该示例描
述如何发送一条内容为 “You are being monitored.”的 “测试”通知到主人卧室的思科触摸屏。
此时将监控主人的卧室。

提示 以下许多步骤 （例如创建或删除组、调整设置）都可以在支持的触摸屏上执行。

必备条件

项目中添加并识别 （具备一个网络地址）了以下各项：

 • 为您部署中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房间配置的思科控制器

 • 两个或更多兼容的思科触摸屏或思科外部视频门禁系统。

– 思科墙内显示屏

– 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 

– 思科外部视频门禁系统

 • 对讲代理 （见下文）

 • 宏代理

限制

使用对讲广播功能的呼叫组在任何一个呼叫组中使用设备的数量都不能超过 10 台。连接 10 台以
上设备的呼叫组可能会出现行为与对讲广播呼叫不一致的情况。

最佳安全实践

思科视频门禁系统用来安装在住宅外部。这些设备包括继电器 （打开门、大门等）和触点连接。
如果安装时没有采用正确的安全预防措施，未经授权访问思科视频门禁系统可能会提供以太网信
号、发信号以及大门或门继电器访问权限。 Sysco Systems 建议合作伙伴和安装商考虑这些风险，
并基于您将要进行的每个特定安装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

每个安装商都有责任在每次安装时告知住户此类安装的特定安全风险。

总结

安装商应该花时间来确保没有为住户带来意料之外的安全风险，在安装之前，应与住户讨论任何
此类风险。

将其连接到视频门禁系统之前，请与住户一起认真考虑任何接触器或继电器，以及某人能够进入 
视频门禁系统后部时可能带来的影响。

另外，除非客户愿意承担这些风险，否则还需考虑某人能够接触到以太网电缆时可能会发生的情
况，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住户私人信息。为住户的住宅提供可用的正确安全保护是 
Control4 安装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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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章
  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  
最佳实践 

1. 思科外部视频门禁系统装运时使用标准安全螺丝。我们鼓励安装商使用这些螺丝，或者其他
替代安全螺丝。螺丝尺寸为公制 M3.5x.6- 30L。

2. 如果安装在一个不安全的区域，安全门或者自动门不应连接到思科视频门禁系统中的继电器；
这样的继电器在设备破裂时可以接触到。安全继电器驱动设备应该连接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安装
在安全墙后的继电器控制器。

3. 如果安装在不安全的区域，安全设备 （例如数字键盘）应该连接到视频门禁系统中的接触传
感器；此类设备在设备破裂时可以接触到。安全敏感设备应连接到多个安装在安全墙后的安
全触点。

4. 虽然以太网连接可以提供 佳视频性能，但未经授权的访问视频门禁系统也可能提供住宅以
太网网络和相应个人资料访问权限。

风险缓解

有多种选择可以缓解风险。安装商应考虑以下选项： 

 • 使用网络上的 PC 在隔离的 LAN 上运行思科智能互联住宅解决方案将限制个人资料批露。

 • 在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运行 MAC 地址过滤以迫使黑客模仿思科视频门禁系统的 MAC 地址以
获得 LAN 访问权限。

 • 将视频门禁系统配置为 WiFi 而不是以太网使经销商能够使用可靠的 WiFi 安全协议，例如 
WPA。

    注 WiFi 信号必须非常强大和稳定才能够支持视频对讲。

 • 通过安全管理型交换机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视频门禁系统以限制从视频门禁系统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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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 System Design > Agents( 图 7-1)。

步骤 2 （仅限首次）点击 Add 以将对讲添加到项目中的代理类型列表。选择 Intercom，然后点击 OK。
下次您要配置对讲选项时，只需在代理窗格中选择对讲选项。

图 7-1 对讲代理

    注 这里显示了所有支持对讲功能的设备。在 图 7-1 中，这包括思科墙内显示屏（墙内安装 7 
英寸触摸屏）和思科便携式平板电脑 （便携式 7 英寸触摸屏）。

步骤 3 选择 Intercom 代理 ( 图 7-1)。

步骤 4 添加一个对讲组。

对讲组是一组可以通过特定组名进行识别的支持对讲的触摸屏。当您希望将一条广播发送给一
组人时，这样做可以节省时间。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组 （John 的组），然后将一条广播发送
到该组。

a. 在 Intercom Groups 窗格中，点击 New。

b. 为对讲组命名并点击 Add。例如：“John's Group”。

c. 双击一台 “Available Device”将其移动到 “Devices in Group”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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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章
  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  
图 7-2 对讲代理

步骤 5 选择 Manual Answer Popup Timeout (seconds)。

使用向上或向下键或输入允许响应呼入的时间。

步骤 6 调整每个触摸屏的设置 （在对讲设备属性窗格内）：

表 7-1 对讲设置 

对讲设置 说明

排除于导航器之外 如果您不希望在触摸屏上启用这些选项，请选择此项。当您希望将消息传
播给触摸屏时，该选项非常有用。

免打扰 选择以启用。

当广播或者呼叫尝试连接到另一个触摸屏 （例如 John’ s Room）时，消息
或者呼叫将被拦截，呼叫者的触摸屏显示来自 “John’ s Room”触摸屏的
“Do Not Disturb”或 “Station Busy”消息。在呼叫者触摸屏上，点按 
Close 可关闭消息。

自动应答 选择以启用。

当呼叫从另一个触摸屏接入时，该触摸屏会响铃，此时将听到呼叫者的声
音 （如果已激活，还可以看到视频）。 John （或者 John 房间里的任何人）
可以使用其触摸屏与呼叫者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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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
注  • 如果房间处于监控模式，广播在受监控的房间内不可用。当处于监控模式时，即表示您不希
望该房间内的人 （例如一个正在睡觉的孩子）被人打扰。

 • 在使用广播之前，请确保您的 Wi-Fi 路由器设置为允许多点传送。某些路由器不允许多点传
送。请联系您的经销商了解详情。

步骤 7 当您完成设置时，点击 Apply Changes。

发送视频 选择以启用。

当呼叫从另一个触摸屏接入时，该触摸屏会响铃，而且将在呼叫者的触摸
屏上显示声音和视频 （如果已激活）。 John （或者 John 房间里的任何人）
可以对着其触摸屏讲话，呼叫者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他们。

监控模式 选择以启用。

该模式通过房间内的触摸屏监控一个房间。该选项将音频和 / 或视频发送到
监控另一个房间 （例如 John 的房间）的触摸屏。

表 7-1 对讲设置 （续）

对讲设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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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章
  了解代理  
了解代理
Composer Pro 代理用于编程。代理提供使用功能模块执行复杂编程的能力。代理有各种类型；例
如，通知、电邮通知、计划程序、照明方案、唤醒等。

步骤概述

当使用代理编程时，您通常使用这些常见步骤：

1. 在代理中定义一个代理类型实例。

2. 在编程中使用该代理实例编制活动操作程序。

示例： 

 • 在代理视图中，创建一个识别您要编程的所有按钮的自定义按钮。

 • 在编程中为该自定义按钮编程。

有关使用对讲代理的示例，请参阅 第 7-2 页上的“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一节

代理类型

    注 代理的功能和适应性差异很大。

表 7-2 代理类型 

代理类型 说明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中
的相关主题

4Store 使您能够设置并管理 4Store 登录、应用、主题以及存储。 “示例：使用 4Store 代理”

声明 播放一个预先录制的 .WAV 文件，或者每次出现指定活动时显示一个
文本消息。您可以使用显示在所选导航器上的受支持文本消息在任何
音频输出设备上播放一个音频通知。

示例：一个每次按下门铃播放听似钟声的 .WAV 文件并在触摸屏上显
示 “Someone is at the door”文本的门铃通知。

“示例：使用通知代理编程”

自定义按钮 使您能够在导航器上为专用设备制作用户界面按钮。 “示例：使用自定义按钮代
理编程”

电邮通知 使您能够在出现编程中定义的活动时向您的电邮地址发送一条电邮 
消息。

 • 远程访问需要使用电邮通知代理。参阅 Composer Pro 快速入门帮
助以了解有关远程访问的详细信息。

 • 避免为经常发生的活动 （例如当移动传感器检测到运动时）设置
电邮通知。如果电邮通知引发出现过于频繁的活动，将导致系统
变得行动迟缓。

“示例：使用电邮通知代理
编程” 

对讲 为思科触摸屏设置对讲音频功能。它也使您能够为多个住宅单元 
(MDU) 设置 SIP。

“示例：使用对讲代理编程”

另请参阅第 7-2 页上的 “配
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
搭配使用”一节。

照明方案 设置一个照明方案。

示例：按下键盘上的一个按键，您可以将指定的灯具打开到特定的亮
度水平。

“示例：使用照明方案代理
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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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宏代理将编程与活动关联起来。

示例：您可以创建一个用于多项不同编程活动或创建收藏夹时用于触
摸屏上的宏。

“示例：使用宏代理编程”

媒体方案 创建一个在您系统上为所选房间播放音乐的媒体方案。 “示例：使用媒体方案代理
编程”

Rhapsody 使您能够激活或停用一个 Rhapsody 帐户。 “示例：使用 Rhapsody 代理
编程”

计划程序 为系统定义时间条件，并添加定义计划活动的功能。 “示例：使用计划程序代理
编程”

屏幕保护程序 使您能够设置一个屏幕保护程序代理，这样就可以创建各种屏幕保护
程序。

“示例：使用屏幕保护程序
编程”

SNMP 配置 使您能够将设备设置和配置成通过 SNMP 进行监控。需要 SNMP 和网
络管理方面的知识。

“示例：使用 SNMP 配置代
理编程”

计时器 根据指定的活动和操作启动、停止或重复一个计时器。

示例：如果检测到运动时，系统中的移动传感器打开一盏灯，您可以
使用计时器来在 15 分钟之后关闭这盏灯。此外，您还可以将计时器设
置成每次超时时重复一个操作。

“示例：使用计时器代理 
编程”

变量 创建布尔、字符串和数字变量。 “示例：使用变量查看编程”

视频墙 创建一个同时在多个显示器上观看和控制多个视频源的视频墙。 “示例：使用视频墙代理 
编程” 

唤醒 在导航器中启用一个预先指定的唤醒时间。该代理使您能够播放音乐、
打开灯以及更改温度。

“示例：使用唤醒代理编程”

表 7-2 代理类型 （续）

代理类型 说明
《Composer Pro 用户指南》中
的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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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基础
使用编程为活动和其他影响系统设备的操作编程。

提示 使用 Tools > Detective Suite 中的编程检测来跟踪您的编程脚本。参阅 《Composer Pro 快速入门
指南》了解详细信息。

编程以活动为基础。当引发一个活动时，其他操作也可以进行。您可以将为相应设备创建的活动
和操作拖放到编程脚本窗格。

表 7-3 编程活动、操作和脚本 

编程项目 说明

活动 活动 - 所有编程借助活动而开始。活动是一条 “when”语句。活动是报告引发自动操作事情发
生的触发器。活动瞬时发生。在键盘上，按一个按键就是一个活动。操作都随着活动而发生。
活动示例包括：

 • 当门打开时

 • 当上午 7:00 时

 • 当太阳升起时

操作 当活动识别出系统发生某事之后，即会发送操作。以下是系统用来定义操作的方法：

 • 命令。命令选项卡在操作设备树中显示所选项目可用的所有命令。命令是一条 “do”语
句。命令是指挥交换机要求设备需要执行的操作。命令示例包括：

– 灯：开，关

– VCR 设备：播放、停止、暂停

– CD 更换程序设备：转至光碟

– 安全设备：警戒，解除警戒

– TV 设备：打开电源 / 关闭电源，更换频道

 • 条件。条件选项卡在操作设备树中显示所选项目可用的所有条件。条件是一条 “if”语句。
“if”语句询问设备正确 / 错误问题。条件示例包括：

– 如果门打开

– 如果下午 5 点之后

– 如果灯光亮度大于 50%

 • 循环。循环选项卡在操作设备树中显示所选项目可用的所有循环。循环是另一种类型的条
件。条件循环是一条 “while”语句。它是一件持续进行的事情。条件循环示例包括：

– 当喷洒器打开时

– 当运动检测器检测到运动时

– 当门铃开关按下时

 • 延迟。延迟暂缓程序运行，以确保操作在正确的时间发生。

脚本 活动和操作链接在脚本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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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以下操作步骤包括示例编程配置中的简单活动和操作。

步骤 1 选择 Programming。

步骤 2 选择一个活动 （窗口左侧）。

例如，当浴室风扇启动时。

步骤 3 选择一个活动发生时引发的操作 （窗口右侧）。

例如，启动 “浴室风扇”计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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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将活动和操作命令拖到脚本窗格 （中间窗格）。
7-11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OL-26433-02



 

第 7 章      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编程基础
7-12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OL-26433-02


	思科智能互联住宅安装和配置指南
	目录
	前言
	概述
	要求
	步骤概述
	获取和安装许可证
	相关文档

	制定设计和估算计划
	概述
	设计图纸类型
	设计和估算要求
	步骤概述
	下载并安装适用于 Visio 的思科智能图元
	创建概念图和 BOM 报告
	创建单线图

	网络要求和最佳实践
	概述
	网络要求
	ZigBee 无线要求
	无线接入点最佳实践
	网络安全最佳实践

	安装并连接物理组件
	概述
	步骤概述
	安装要求

	创建基本思科控制器项目
	概述
	模板配置要求
	步骤概述
	Composer Pro 配置工具概述
	连接至 Director
	Composer Pro概述
	安装 Composer Pro 软件

	创建基本项目配置
	本示例中添加的设备
	准备工作
	创建项目并添加设备

	为控件（串行）和音频/视频设备创建虚拟连接
	验证并配置照明开关和调光器
	相关文档

	将项目另存为模板
	后续步骤

	将其他设备添加到模板
	步骤概述
	添加对移动设备和 PC 的访问权限
	移动设备连接的故障排除提示

	从外接存储设备添加媒体
	要求
	连接并扫描外接 USB 存储设备
	访问并扫描网络存储设备
	定义扫描计划
	相关文档

	添加网络摄像头
	添加无线温控箱
	后续步骤

	为住宅内通信配置对讲功能
	配置对讲代理以与思科触摸屏搭配使用
	最佳安全实践

	了解代理
	编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