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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信息

变变更年月日更年月日 变变更内容更内容

2014-01-
01

第1版

2014-04-
01

第2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改进了目录构成。

2014-08-
01

第3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 的各向导页面中补充了说明
在 “Apache Solr ”中添加了“Solr管理员指南”的链接

序言

本文的目的

本文将对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简易安装步骤进行说明。
面向首次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用户的安装内容。

注解注解

・安装的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是单机版构成（最小构成）。
・可任意安装 Apache Cassandra ・ 和 Apache Solr 。

前提条件

需要满足Release Note中所记述的系统要求。
详情请参照“ Release Note ”-“ 系系统统要求要求 ”。

注解注解

使用TRY版时，即使不是上述Release Note的服务器要求中的OS也可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运行的前提是，需要一个支持 JDK 的OS。
例如，可在 Windows 7 环境中进行安装。

正文将在同一部分对安装的环境和Web浏览器访问的环境等进行介绍。

面向的读者

面向以下使用者。

首次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用户

注解注解

详细安装内容请参照“ 安装指南安装指南 ” 。

术语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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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安装了 Resin 的目录简称为 %RESIN_HOME% 。
将用作 Storage 的目录略称为 %STORAGE_PATH% 。
将用作 PublicStorage 的目录简称为 %PUBLIC_STORAGE_PATH% 。

前往“ 安装概要安装概要 ”。

安装概要

安装概要如下。

1. 安装中间件。
安装对象是 JDK 、 Database 、 Resin 、 Apache Cassandra 、Apache Solr 。

警告警告

不使用 IMBox 时，不需要安装 Apache Cassandra 。
需要将 IMBox 模块排除在外。详情在“ 排除排除 IMBox 模模块块的方法的方法 ”中进行说明。
包含 IMBox 模块时，会在安装途中发生与 Apache Cassandra 的连接错误。

警告警告

不使用 IM-ContentsSearch for Accel Platform 时， 不需要安装 Apache Solr 。

2. 使用 IM-Juggling 生成WAR文件。

注解注解

什么是WAR文件？

JavaEE定义的Web Application Archive文件中，
存放着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运行所需要的各种文件。
使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来生成 IM-Juggling 用的WAR文件。
存放有运行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所必需的各种文件，
将使用 IM-Juggling 生成的WAR文件部署（配置）到 Resin 等 Web Application Server 中，
通过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来启动存放在WAR文件中的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本身以及支持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各种应用程序，并使用它们。

由于WAR文件是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产品本身的最小单位，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许可证以WAR文件为单位来统计。

3. 将生成的WAR文件部署（展开）到 Web Application Server （ Resin ） 。

4. 通过浏览器，执行Tenant环境安装（将数据投入到数据库中等）。

前往“ 安装流程安装流程 ”。

安装流程

安装步骤如以下流程图所示。
对于各步骤的安装方法，请参照一览的链接场所。

图例

必须・・・必须安装的项目。
任意・・・可跳过的安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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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Description

start  

JDK JDK

数据库 Database服服务务

JDBC驱动 JDBC驱动驱动

ApplicationServer Web Application Server

Apache Cassandra Apache Cassandra

Apache Solr Apache Solr

模块选择 生成生成WAR文件文件 - 生成生成项项目与目与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设定文件 生成生成WAR文件文件 -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定文件

WAR文件输出 生成生成WAR文件文件 - 输输出出WAR文件文件

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的的启动启动

部署 部署部署WAR文件文件

Tenant构筑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登记许可证 登登记许记许可可证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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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中间件

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是进行以下必要的安装及设定。

Database

在 Database 安装中进行必需的安装及设定。

Database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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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PostgreSQL 的的构构筑例子筑例子

PostgreSQL 的的构构筑例子筑例子

本文中会使用 PostgreSQL 。

PostgreSQL 的安装的安装

可从以下URL下载 PostgreSQL 。
请在下载了与环境相符的内容后，进行安装。

http://www.enterprisedb.com/products-services-training/pgdownload （English）
安装 PostgreSQL 9.3 （32bit）时，点击 <Win x86-32> 。
安装 PostgreSQL 9.3 （64bit）时，点击 <Win x86-64> 。

生成数据生成数据库库和登和登录录身份身份

1. 启动pgAdmin工具。

2. 生成登录身份

在“对象浏览器”中用鼠标右键点击“登录身份”，再点击“新登录身份”。

会显示子窗口。

输入以下项目并点击“OK”。

属性选项卡
   “身份名”（任意）

定义选项卡
   “密码”（任意）

注解注解

作为例子，本文指定了以下内容。

身份名“imart”

密码“imart”

3. 生成数据库

在“对象浏览器”中、用鼠标右键点击“数据库”，再点击“新数据库”。

会显示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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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选择以下项目并点击“OK”。

属性选项卡
   “名称”（任意）
   “所有者”（在上述“2.生成登录身份”中生成的登录身份）

注解注解

作为例子，本文指定了以下内容。

名称“iap_db”

所有者“imart”

前往“ JDBC驱动驱动 ”。

JDBC驱动

警告警告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所使用的JDBC驱动是 JDBC 4 。JDBC 4.1 尚未验证。

1. 可从以下URL下载 PostgreSQL 的JDBC驱动。

若是 PostgreSQL 9.3 ，获取 <postgresql-9.3-1100.jdbc4.jar> 文件。
http://jdbc.postgresql.org/download/postgresql-9.3-1100.jdbc4.jar

前往“ Web Application Server ”。

Web Application Server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8

_images/database_pgadmin_database.png
index.html#configure-jdbc
http://jdbc.postgresql.org/download/postgresql-9.3-1100.jdbc4.jar
index.html#install-resin-setting-jdbc


項目項目

Resin 的的获获得得
安装安装
Resin 的的设设定定
配置配置JDBC驱动驱动

Resin 的的获获得得

注解注解

使用TRY版等时，可从下面的“TRY版下载网站”下载 Resin 。

http://www.intra-mart.jp/support/try_j.html

※填写问卷调查后，请从迁移后的页面下载下述内容。
→Caucho Resin（应用程序服务器）

Resin 4.0.37.zip (Windows）

注解注解

产品版DVD还绑定发行了以下目录。

%产品版媒体映像（DVD）%/Products/repository 目录
→resin-pro-4.0.37.zip

安装安装

将随媒体绑定发行的 <Resin> 存档文件展开到任意路径。

注解注解

本文的例子指定了下面的目录。
“C:/Resin4.0.40”

警告警告

启动 Resin 时需要 “.NET Framework 3.5” 。
Windows Server 2012环境中，只安装了“.NET Framework 4.5”，
因此请安装“.NET Framework 3.5” 。
详细安装内容请参照“.安装指南安装指南 ”。

Resin 的的设设定定

1. 打开<C:/Resin4.0.40/conf/resin.properties> 文件。

2. 在“jvm_args”属性中设定与安装环境相对应的内存值、堆的最大Size。

本文中作为例子设定了以下的值。

# Arg passed directly to the JVM
jvm_args  : -Xmx1024m -XX:MaxPermSize=256m

警告警告

请设定“1024M”以上的值。
若设定了比“1024M”小的值，则有可能不会正常运行。

注解注解

启动 Resin 时发生由于端口重复引起的错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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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停止 Resin 后变更端口号设定。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java.net.BindException: Address already in use: JVM_Bind
           Can't bind to *:8080.
           Check for another server listening to that port.

请将“app.http”属性中设定的 “8080” 变更成 “8081” 等未被使用的端口号。

# Set HTTP and HTTPS ports.
# Use overrides for individual server control, for example: app-0.http : 8081
app.http          : 8081

完成变更后，请重新启动 Resin 。

配置配置JDBC驱动驱动

1. 将下载的JDBC驱动复制到以下目录。

C:/Resin4.0.40/lib

前往“ Apache Cassandra ”。

Apache Cass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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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Cassandra 的设定

项项目目

Apache Cassandra 的安装的安装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定文件
Apache Cassandra 的的启动启动

Apache Cassandra 的安装的安装

注解注解

本次安装时，Apache Cassandra 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安装在相同机器上。

获取 Apache Cassandra 。

可从以下URL下载 Apache Cassandra 。

http://archive.apache.org/dist/cassandra/1.1.12/apache-cassandra-1.1.12-bin.tar.gz

下载后，将 <apache-cassandra-1.1.12-bin.tar.gz> 文件展开到任意路径。

※展开文件时，请使用可展开TAR-GZ格式压缩文件的解压缩工具。

注解注解

本书中，作为例子指定了下述目录。

「C:/apache-cassandra-1.1.12」

用编辑器打开 <C:/apache-cassandra-1.1.12/bin/cassandra.bat> 文件。

指定与安装环境相符的内存值。

在“Xms”属性中指定最小的堆Size，在“Xmx”属性中指定最大的堆Size。

注解注解

set JAVA_OPTS=-ea^
-javaagent:”%CASSANDRA_HOME%libjamm-0.2.5.jar”^
-Xms512M^
-Xmx512M^

警告警告

请设定“512M”以上的值。
建议为Cassandra设定1GB以上的值。
设定了比“512M”小的值时，有可能不会正常运行。

在Windows环境变量中添加安装了 JDK7的主目录。

根据WindowsOS用户手册，进行下述设定。

变量 JAVA_HOME
值 安装了 JDK 的主目录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定文件

进行环境设定。

用编辑器打开<C:/apache-cassandra-1.1.12/conf/cassandra.yaml>文件。

警告警告

此文件在展开之后是只读属性，请解除其只读属性。

指定数据的保存场所。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在“data_file_directories”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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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作为例子，本文指定了以下内容。

data_file_directories:
- C:/apache-cassandra-
1.1.12/data_file

指定CommitLog的保存场所。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在“commitlog_directory”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注解注解

作为例子，本文指定了以下内容。

# commit log
commitlog_directory: C:/apache-
cassandra-1.1.12/commit_log

指定缓存数据的保存场所。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在“saved_caches_directory”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注解注解

作为例子，本文指定了以下内容。

# saved caches
saved_caches_directory: C:/apache-
cassandra-1.1.12/saved_caches

用编辑器打开<C:/apache-cassandra-1.1.12/conf/log4j-server.properties>文件。

警告警告

此文件在展开之后是只读属性，请解除其只读属性。

指定系统日志的保存场所。

在“log4j.appender.R.File”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注解注解

作为例子，本文指定了以下内容。

log4j.appender.R.File=C:/apache-
cassandra-1.1.12/system.log

Apache Cassandra 的的启动启动

启动 Apache Cassandra 。

双击 <C:/apache-cassandra-1.1.12/bin/cassandra.bat> 。

在命令提示上显示了下述消息后，启动完成。

INFO 12:55:11,319 Using synchronous/threadpool thrift server on localhost/127.0.0.1 : 9160
INFO 12:55:11,320 Listening for thrift clients...

注解注解

启动 Apache Cassandra 时若发生以下错误，请变更端口号的设定。

错误: 代理抛出了异常。 : java.rmi.server.ExportException: Port already in use: 7199;
nested exception is: java.net.BindException: Address already in use: JVM_Bind

用编辑器打开 <C:/apache-cassandra-1.1.12/bin/cassandra.bat> 文件。

请将在Dcom.sun.management.jmxremote.port属性中设定的“7199”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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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7198”等
未被使用的端口号。

-Dcom.sun.management.jmxremote.port=7198^

完成变更，请再次启动 Apache Cassandra 。

注解注解

第2次之后的启动无法顺利进行时

请删除 <C:/apache-cassandra-1.1.12/commit_log> 目录，并重新启动
Apache Cassandra 。

注解注解

Apache Cassandra 的停止方法

在启动时建立的命令提示符上执行 “Ctrl”+“C” 命令，即可停止处理。

若要先按照更为详细的设定等，请参照“ 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

前往“ Apache Solr ”。

Apache So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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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Apache Solr 的安装的安装
启动启动“ Apache Solr ”，，连连接到接到Admin画面，停止画面，停止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 Resin ” 上安装“ Apache Solr ”时，需要先安装“ Resin ”。

在 IM-Juggling 上选择“标准应用程序”-“ IM-ContentsSearch for Accel Platform ”模块
使用 IM-ContentsSearch for Accel Platform 时，需要构筑“ Apache Solr ”服务器。

Apache Solr 的安装的安装

1. 将随媒体绑定发行的 <solr_setup.zip> 文件展开到任意路径。

可从以下URL下载“ Apache Solr ”安装工具。

http://www.intra-mart.jp/download/product/iap/im_contents_search/solr_setup.zip

注解注解

本书中，作为例子指定了下述目录。

“C:/solr”

2. 打开命令提示，移动到以下路径。

C:/solr/solr_setup

3. 输入下面的命令。

按下<Enter>键后就会执行安装工具，并显示安装工具的命令一览及其说明。

C:/solr/solr_setup> setup.bat

C:\solr\solr_setup>
C:\solr\solr_setup> setup.bat
Buildfile: C:\solr\solr_setup\build\build.xml

usage:
     [echo] Welcome to the Apache Solr Installation!
     [echo] Use '' to display usage
     [echo] Use 'usage' to display usage
     [echo] Use 'jetty' to download the jetty zip file, solr zip file and the solr.war and unzip the zip files and config the jetty port
     [echo] Use 'jetty.start' to download the jetty zip file, solr zip file and the solr.war and unzip the zip files and config the jetty port and start the jetty
     [echo] Use 'resin' to download the solr zip file and the solr.war for resin and unzip the zip file
     [echo] Use 'tomcat' to download the solr zip file and the solr.war for tomcat and unzip the zip file

BUILD SUCCESSFUL
Total time: 1 second

C:\solr\solr_setup>

4. 安装到 Resin 中。

执行C:/solr/solr_setup> setup.bat resin后，会在./dist目录下生成resin目录。

注解注解

执行 setup.bat resin 所显示画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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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
      [get] ....................................................
      [get] ....................................................
      [get] ....................................................
      [get] ....................................................
      [get] ....................................................
      [get] ....................................................
      [get] ....................................................
      [get] ...........
      [get] last modified = Thu Sep 27 01:25:24 JST 2012

md.resin.webapps:
     [echo] make resin webapps dir(../dist/resin/resin/webapps)...
    [mkdir] Created dir: C:\solr\solr_setup\dist\resin\resin\webapps

copy.resin.solr.war:
     [echo] copy the solr.war from ./download/solr.war to ../dist/resin/resin/webapps...
     [copy] Copying 1 file to C:\solr\solr_setup\dist\resin\resin\webapps

common.display.readme:
     [echo] ==========================================================================================================
     [echo] ●定义
     [echo]     <%resin_home%>：Application Server Resin的安装目录
     [echo]
     [echo] ●配置和设定Solr
     [echo]     请将 /dist/resin_solr/resin/*.* 复制到 <%resin_home%> 。
     [echo]
     [echo] ●设定Solr起始位置
     [echo]     在<%resin_home%>/conf/resin.xml中添加/dist/resin_solr/env-entry.txt的内容。
     [echo]
     [echo]     将env-entry.txt的内容复制到resin.xml的</resin>之前。
     [echo]
     [echo] ==========================================================================================================
     [echo] C:\solr\solr_setup\dist\resin\readme.txt

BUILD SUCCESSFUL
Total time: 11 seconds

C:\solr\solr_setup>

5. 安装工具执行完成后，安装时所需要的文件群会被输出到./dist目录。

请继续按照文件内的readme.txt所记述的步骤(与完成命令时所显示的内容相同)操作。

注解注解

安装 Apache Solr 的 Resin 可在
与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 Resin 的相同环境中运行。

6. 通过以上操作可完成安装。

想要参照更加详细的设定时，请参照“ Solr管理者指南管理者指南 ”。

启动启动“ Apache Solr ”，，连连接到接到Admin画面，停止画面，停止

1. 启动安装了“ Apache Solr ”的 Resin 。

2. 连接到“ Apache Solr ”的Admin画面，确认“search”按钮会正常动作。

http://localhost:8080/solr/default/admin/

※画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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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生成生成WAR文件文件 ”。

生成WAR文件

生成WAR文件时需要以下步骤。

生成项目与选择模块

什么是 IM-Juggling

根据环境情况，将 IM-Juggling 展开到任意路径。
此刀具可用于新功能的导入和缺陷部位的修正。

IM-Juggling 安装

与环境相适应的 IM-Juggling 可用于任何卡尺。

注解注解

使用TRY版等时，可从下面的“TRY版下载网站”下载 IM-Juggling 。

http://www.intra-mart.jp/support/try_j.html

※填入问卷调查后，请从迁移后的页面下载下述内容。
→IM-Juggling（生成WAR文件的工具）

IM-Juggling (Windows 32Bit)
IM-Juggling (Windows 64Bit)

警告警告

产品版 IM-Juggling 中也绑定发行了所使用的库数据。

%产品版媒体映像（DVD）%/Products/repository目录

从产品版媒体映像复制了 IM-Juggling 并将其启动后，
此设定路径有可能未被设为适当值。
请通过 IM-Juggling 窗口内-位于工具栏右端的“设定”-“IM-juggling”-“模块库”
确认本地库的参照场所是正确设定路径。
使用Internet连接时，若从“http://”开始的位置有效（选中），
会参照外部库。

警告警告

需要在所使用的环境进行代理设定等操作时，打开“设定”-“一般”-“网络连接”。
选择了“本地”作为Active Provider时，会沿用Internet Explorer的代理服务器设定信息。
（在Internet Explorer中按下“Alt”键显示菜单，在“工具”→“Internet 选项”→“连接”选项卡→“局
域网设定”中 显示的代理服务器设定）

选择“手动操作（手动）”作为Active Provider，
点击Proxy Entry”HTTP”的“编辑”。
在“编辑Proxy Entry”画面设定“主机”、“端口”、“认证信息”并点击“OK”。

警告警告

使用 IM-Juggling 生成项目以及生成WAR文件时进行取得库信息等操作中
发生了错误时，请删除位于下述目录的数据并再次尝试启动 IM-Juggling 。

%OS用户目录%/juggling/workspace/.repository目录

因为留有旧信息，可能会导致错误。
可通过删除此旧文件，以便能够重新取得最新数据来回避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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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生成项目

1. 启动位于所展开目录中的 juggling.exe 。

2. 初次启动时，会显示“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选择“同意”并点击“OK”。

3. 会显示操作面板。
选择“新建生成项目”。

4. 在弹出显示的向导画面内的“项目名”中输入半角英文数字的任意项目名。
输入后，点击“下一步（N）” 。

5. 选择要使用的产品及版本。
选择后，点击“下一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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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若显示了同一产品的多个版本，建议选择最新版本。

6. 选择要使用的应用程序。
选择后，点击“下一步（N）”。

警告警告

从 version7.2 迁移时，选择“迁移工具”、“兼容功能”。
在本文的安装中不需要，请不要选择。

7. 会显示用于选择要使用的平台用的添加资源(设定文件等)画面，
不要变更，点击“下一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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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后点击“结束（F）”。

9. 会进行生成项目的处理，完成后会显示以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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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块

1. 选择要使用的模块。
※使用 IMBox 时，不需要任何变更。

警告警告

构成中不包含 IMBox 时，需要将 IMBox 模块排除在外。
详情请参照“ 排除排除 IMBox 模模块块的方法的方法 ”。

添加应用程序

生成项目后，可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1. 点击“应用程序”选项卡，点击“＋”。

2. 点击想要添加的应用程序，点击“OK”。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

_images/create_project_7.png
index.html#how-to-remove-imbox-module
_images/create_project_8.png


警告警告

从 version7.2 迁移时，选择“迁移工具”、“兼容功能”。
在本文的安装中不需要，请不要选择。

注解注解

在画面上部在画面上部显显示了示了错误错误消息消息时时

存在以模块为单位、以应用程序为单位的依存关系。

可按照以下步骤添加必要的设定。

1. 点击消息。
2. 在“解析依存关系”画面点击“OK”。

前往“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定文件 ”。

编辑设定文件

为了使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运行，编辑以下设定文件。

DataSource

设定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使用的数据库 ( PostgreSQL ) 。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项目名）/resin_web.xml> 文件，打开“源代码”选项卡。

2. 在 <web-app>/<database>/<driver> 中设定要连接的数据库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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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
   <type>org.postgresql.Driver</type>
   <url>jdbc:postgresql://localhost:5432/iap_db</url>
   <user>imart</user>
   <password>imart</password>
</driver>

前往“ Storage ”。

Storage

指定用作Storage区域的路径。

1. 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项目名）/conf/storage-config.xml> 文件，
选择“源代码”选项卡。

2. 在 <storage-config>/<storage-info>/<root-path-name> 中设定Storage区域的
路径。

<root-path-name>/tmp/storage</root-path-name>

警告警告

使用默认设定（“/tmp/storage”）时， 会在启动 Resin 的驱动器上生
成Storage文件夹。

例子： 在“C盘”启动了 Resin 时，
会在“C:/tmp/storage”文件夹中生成Storage文件夹。

前往“ 输输出出WAR文件文件 ”。

注解注解

在在“ProjectNavigator”内的内的树树上没有上没有设设定文件定文件时时

1. 双击<（项目名）/juggling.im> 文件。
2. 点击“设定文件”选项卡。
3. 选择要使用的设定文件，点击位于右侧的“输出”。
4. 双击编辑在“ProjectNavigator”内的树上显示的文件。

前往“ DataSource ”。

输出WAR文件

1. 打开 <juggling.im> 文件，点击位于右上方的“编连向导”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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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选择服务器产品”画面选择要处理的服务器，点击“下一步”。

注解注解

本文中会选择 Resin 4.0.x。

3. 在“基本设定”画面进行设定，点击“下一步”。

注解注解

正文中，
会选择“产品版”的使用种别。
选择“C:\”作为输出war文件的文件夹。
输入“imart”作为文件名（无扩展名）。
选择包含示例。
在执行环境中选择“运行环境”。

警告警告

请在“WAR文件输出文件夹”中指定执行用户拥有权限的文件夹。

4. 在“许可证审查”画面确认内容，若同意则选择“同意使用条件条款。”，点击“下一步”。

5. 在“确认设定项目”画面确认内容，点击“结束”。

Juggling编连向导画面会启动，下载也会开始。
下载需要一定时间，请在下载完成之前不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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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AR文件被输出到指定场所后，编连向导画面会关闭。
WAR文件被输出到指定目录。

前往“ Web Application Server 的的启动启动  ”。

前往“ 生成生成项项目与目与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

Web Application Server 的启动

警告警告

使用 IMBox 时需要在启动 Resin 前启动 Apache Cassandra 。
启动时，双击 <C:/apache-cassandra-1.1.12/bin/cassandra.bat> 。

警告警告

启动 Resin 时需要“.NET Framework 3.5”。
Windows Server 2012 环境中，只安装了“.NET Framework 4.5” ，
因此请安装“.NET Framework 3.5” 。
详细安装内容请参照“.NET Framework 安装指南安装指南  ” 。

1. 双击 <C:\ Resin4.0.40\resin.exe> 文件。
会显示启动停止画面和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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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台中显示以下消息后，表示启动完成。

[12-07-02 18:30:00.000] {main} http listening to *:8080
[12-07-02 18:30:00.000] {main}
[12-07-02 18:30:00.000] {main} Resin[id=app-0] started in 55480ms

注解注解

停止 Resin

1. 在启动时显示的启动停止画面点击 “Stop” 。

2. 控制台中显示以下消息后，即处于已停止的状态。

{resin-shutdown} Shutdown Resin reason: OK

前往 “ 部署部署WAR文件文件” 。

部署WAR文件

1. 将使用 IM-Juggling 生成的WAR文件配置到任意目录。

2. 请启动命令提示执行以下命令。

> cd C:\ Resin4.0.40\
> resin deploy ..\imart.war

警告警告

部署WAR文件时需要事先启动 Resin 。

注解注解

停止 Resin 时

1. 在启动时显示的启动停止画面点击 “Stop” 。

控制台中显示以下消息后，即处于已停止的状态。

{resin-shutdown} Shutdown Resin reason: OK

前往“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

Tenant环境安装

使用Web浏览器进行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
通过Web浏览器访问以下URL。

系统管理员登录画面： http://<HOST>:<PORT>/<CONTEXT_PATH>/syste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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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安装到本地环境且与本文例子一致时，
使用下述地址连接。
系统管理员登录画面： http://localhost:8080/imart/system/login

注解注解

将context路径指定为部署时已设定的路径。
使用 Resin 时，是部署时的WAR文件名。
请参照 resin_war_deploy 。
Resin 以外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将成为部署时指定的“context路径”。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步骤如下。

关于各向导的详细情况请参照下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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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信息

1. 设设定系定系统统整体整体Tenant管理管理员员。

项项目目 必必须须/任意任意 说说明明
用户代码 必须 输入系统管理员的用户代码。
密码 任意 输入系统管理员的密码。
密码(确认) 任意 输入系统管理员的密码。
区域 必须 选择系统管理员的区域。

Tenant信息

1. 设设定定Tenant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项项目目 必必须须/任意任意 说说明明
TenantID 必须 输入Tenant ID。
默认区域 必须 选择Tenant的默认区域。
时区 必须 选择Tenant的时区。
账号许可证数 任意 输入Tenant的账号许可证个数。

Tenant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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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设定定Tenant环环境信息境信息。

警告警告

Resin 以外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时，
不会显示资源参照名、存储路径、基准URL设定。

项项目目 必必须须/任意任意 说说明明
资源参照名 任意 选择资源参照名。
存储路径 任意 输入%PUBLIC_STORAGE_PATH%的路径。
基准URL 任意 输入基准URL。

注解注解

为指定时，各个设定文件内容有效。

Tenant管理员信息

1. 设设定定Tenant管理管理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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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必必须须/任意任意 说说明明
用户代码 必须 输入Tenant管理员的用户代码。
密码 任意 输入Tenant管理员的密码。
密码(确认) 任意 重新输入Tenant管理员的密码。

注解注解

安装Tenant环境时发生错误且安装中断时，即使再次安装也无法登录登记
Tenant管理员。
若发生了这种无法正常登记Tenant管理员的情况，可重新通过Tenant管理
画面来登记Tenant管理员。
详细请参照“ 系系统统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Tenant管理管理”的“新建生成Tenant管理员”一
项。

LDAP联动设定

1. 设定**LDAP联动/设定**信息。

注解注解

初始显示会显示 IM-Juggling 项目/conf/ldap-certification-config.xml的内容。
但是，<enable>标签的值是false。

警告警告

只有<enable>标签的内容为true时，LDAP认证有效。
LDAP认证有效时，请正确设定要进行认证的LDAP。

项项目目 必必须须/任意任意 说说明明
设定内容 必须 输入LDAP认证的有效/无效及要进行认证的LDAP信

息。
关于输入内容，请参照“ LDAP认证设认证设定文件定文件 ”。

Apache Cassandra连接信息

1. 输入Apache Cassandra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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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警告

只有在使用IMBox时会显示Apache Cassandra连接信息。
安装Tenant环境前，需要设定并启动Apache Cassandra。
关于设定Apache Cassandra的详细情况，请参照“IMBox Cassandra管
理员指南”。

IMBox 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日日语语)

IMBox 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English)

IMBox 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中文中文)

项项目目 必必须须/任意任意 说说明明
机群名 必须 设定Cassandra服务器的机群名。
键空间 必须 输入Cassandra服务器的键空间。
连接目标 必须 输入运行Cassandra的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以“IP地址”或“IP地址：端口号”的格式来输入。（省略
了端口号时，会使用9160。）
指定了9160以外的端口号时，新节点检出功能会发
生错误。
多个Cassandra以分布式构成方式运行时，请一行
行输入全部连接目标。

复制因子 必须 输入机群内部数据的Replica数。
只在生成键空间时使用复制因子。

设定认证信息 任意 选择连接到Cassandra时认证的使用。
为了在设定认证信息时确认写入权限，需要事先生
成键空间。

认证用户名 只有在使用认
证设定时需要

输入Cassandra认证连接中的连接用户名。
只在使用认证设定时显示。

认证密码 只有在使用认
证设定时需要

输入Cassandra认证连接中的连接密码。
只在使用认证设定时显示。

测试连接 可测试用输入的内容能否连接到Cassandra。
建议在生成Tenant时一定进行此操作。

注解注解

登记Cassandra连接信息时的初始值是Cassandra服务器连接设定
（cassandra-config.xml）的设定值。
关于cassandra-config.xml的详细内容， 请参照 Cassandra服服务务器器连连接接
设设定（定（cassandra-config.xml）） 。

Apache Solr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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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Apache Solr连接信息。

警告警告

只有在使用IM-ContentsSearch for Accel Platform时会显示 Apache
Solr连接信息。
使用IM-ContentsSearch for Accel Platform时，需要安装 Apache Solr。
关于安装Apache Solr的详细信息，请参照“ Apache Solr ”。

项项目目 必必须须/任意任意 说说明明
设定Solr连接
信息

任意 安装Tenang环境时，可通过此按钮来切换是否设定
Apache Solr连接信息。

组别ID 固定
(“default”)

无法将标准连接目标的群组ID变更为”default”以外的
值。

标准连接对象 必需（只有
在“Solr连
接信息”按
钮有效时）

选择连接目标。
只有在“Solr连接信息”按钮有效时可选择。
不会显示在其他Tenant的标准连接对象中设定的连接
对象。
首次安装Tenant环境时，或尚未登记Solr连接设定时，
选择项目中会显示Solr服务器连接设定文件（solr-
config.xml）中定义的Solr连接设定（”default”）。

注解注解

通过使用“设定Solr连接信息”按钮来隐藏项目，不设定Apache Solr连接
信息即可安装Tenant环境。
在系统管理员菜单的Tenant管理画面，可为所生成的Tenant设定
Apache Solr连接信息。
Solr服务器连接设定文件（solr-config.xml）不存在或未能读入时，不会显
示项目。一定会跳过。

注解注解

选择Solr服务器连接设定文件（solr-config.xml）的设定值（”default”）并
进行了Tenant环境安装时，
会将solr-config.xml的设定值（<group name=”default”>）中定义的设定
值作为Solr连接信息登记到系统数据库。
关于solr-config.xml的详细内容， 请参照 Solr服服务务器器连连接接设设定（定（solr-
config.x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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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1. 各个步骤的设定结束后，点击“登记”。

安装完成后，会显示下述画面。

发生了安装错误时、请参照“ 安装中遇到安装中遇到问题时问题时…… ”。

警告警告

根据“ 生成生成项项目与目与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中所选择的模块不同，向导的步骤数也不同。

注解注解

关于旧更新版中的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
请参照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3 Winter 为为止的止的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

卸载

本章将对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相关全部文件、数据卸载进行说明。
关于中间件产品等的卸载，请确认同一产品的用户手册。

警告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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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使用 通过虚拟Tenant构建多个Tenant 生成的任意Tenant时，
请参照“ 系系统统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 更新更新Tenant信息信息 ”。

项项目目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删删除除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删删除除Storage区域区域
删删除中除中间间件件产产品品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1. 请执行以下命令。

Windows时（启动命令行提示窗口）

> cd <%RESIN_HOME%>
> resin undeploy 应用程序名（在<%RESIN_HOME%>/webapps下面展开的与WAR文件同名的目录名）

OS为Linux时

# 与在 <%RESIN_HOME%>/bin/resinctl undeploy 应用程序名（<%RESIN_HOME%>/webapps下面展开的war文件同名的目录名）

1. 卸载后，请手动删除以下文件。

与 <%RESIN_HOME%/webapps> 下面的WAR文件同名的目录

注解注解

使用Multi-Tenant时，请分别对要卸载的WAR文件执行。

警告警告

卸载WAR文件时，必需已启动 Resin 。

删删除除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1. 删除在 Resin 上展开的以下文件、目录。

<%RESIN_HOME%/resin-data> 下面的文件、目录

<%RESIN_HOME%/webapps> 下面的目录

警告警告

需要 Resin已停止
关于停止方法，请参照 Web Application Server 的的启动启动  。

删删除除Storage区域区域

1. 删除 <%STORAGE_PATH%> 下面的文件、目录。

2. 删除 <%PUBLIC_STORAGE_PATH%> 下面的文件、目录。

删删除中除中间间件件产产品品

Resin

删除 <%RESIN_HOME%> 目录。

Database

请参照使用的 Database 的用户手册。

Web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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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照所使用 Web Server 的用户手册。

警告警告

删除配置者静态文件的 <%WEB_PATH%> 目录下面的文件、目录。

Apache Cassandra

删除安装了 Apache Cassandra 的目录。

Apache Solr

删除安装了运行 Apache Solr 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 Jetty 、Resin 、tomcat )的目录。

以下是，前进“ 序言序言 ” 。

Copyright © 2014 NTT DATA INTRAMAR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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