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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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01 第1版

2012-11-01 第2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添加“ Database服服务务 ”
添加“ 安装遇到困安装遇到困难时难时… ”

2012-12-21 第3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添加“ 基基础础URL ”
添加“ 许许可方可方针设针设定定缓缓存存 ”
添加“ 若使用若使用 IM-Juggling 时发时发生了生了错误错误 ”

2013-04-01 第4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根据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3 Spring (Climbing) 系统要求进行了内容变更
Tenant环境 构筑中删除了不需要的“初始化门户构件”
修改了“ LDAP认证设认证设定文件（在定文件（在账账号号认证认证中使用中使用LDAP认证时认证时）） ”的说明
修改了“ Tenant环环境示例数据安装中途失境示例数据安装中途失败时败时 ”的说明
添加了“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 ”的说明
修改了“ Resin 上部署上部署WAR文件文件时发时发生了生了错误时错误时 ”的说明
在“ Database服服务务 ”中添加了数据库的权限相关注解
修改了“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的说明
添加了“ 若部署之后若部署之后启动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时发时发生生错误错误  ”
添加了“ 许许可可资资源源组别设组别设定定缓缓存存 ”的说明
添加了“ 菜菜单侧单侧路由路由设设定定缓缓存存 ”的说明
添加了“ 许许可可IPv4 Subject设设定定缓缓存存  ”的说明
添加了“ 下拉菜下拉菜单缓单缓存存 ”的说明
添加了“ 个人个人设设定菜定菜单缓单缓存存 ”的说明
添加了“ Windows服服务务的登的登记记/删删除除 ”的说明
添加了“ 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的登程的登记记、、删删除除 ”的说明
“ 输输出出WAR文件文件 ”中添加了WAR文件相关注解
添加了“ Apache HTTP Server  ”的设定方法
添加了“ Apache Cassandra ”的设定方法
“ 生成生成项项目与目与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中添加了代理设定相关注解
“ Database服服务务 ”中添加了多个Tenant相关注解
“ Database服服务务 ”中添加了Microsoft SQL Server相关注解
添加了“ 更新模更新模块块 ”。

2013-04-30 第5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添加了“ 应应用更新用更新/补补丁丁 ”
“ 生成生成项项目与目与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中变更了代理设定相关说明

2013-07-01 第6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对于“ Oracle Database ”架构中所授予权限的难以理解的表现进行了改进
“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中添加了context路径相关注解
“ 启动启动/停止控制台停止控制台 ”中添加了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2 时的注意事项
添加了“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7.5 所使用的所使用的.NET Framework 版本的确版本的确认认、、变变更方法更方法  ”
添加了“ 安装安装.NET Framework ”
“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 ”中添加了设定时的注意事项
“ 设设定定Resin ”中添加了设定时区时的注意事项
改进了“ Network ”的设定方法。
添加了“ 通通过过WAR文件文件构构建多个建多个Tenant ”的设定方法
添加了“ 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的登程的登记记、、删删除除 ”执行用户的变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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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1 第7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添加了“ 由于由于404错误错误无法无法访问访问SAStruts版版门户构门户构件件时时 ”
添加了“ Linux环环境下在部署境下在部署WAR文件中文件中发发生文件生文件输输入入输输出出错误时错误时 ”
添加了“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中安装中安装Tenant环环境失境失败败了了时时  ”
修改了“ 生成生成项项目与目与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的说明
修改了“ DataSource ”的说明
添加了“ SAStruts用用设设定文件（使用定文件（使用SAStruts版版门户构门户构件件时时））  ”
添加了“ 限制上限制上传传文件的方法文件的方法 ”
修改了“ 许许可方可方针设针设定定缓缓存存 ”的说明
修改了“ 许许可可资资源源组别设组别设定定缓缓存存 ”的说明
修改了“ 菜菜单侧单侧路由路由设设定定缓缓存存 ”的说明
修改了“ 许许可可IPv4 Subject设设定定缓缓存存  ”的说明
修改了“ 下拉菜下拉菜单缓单缓存存 ”的说明
修改了“ 个人个人设设定菜定菜单缓单缓存存 ”的说明
“ DataSource映像映像设设定定 ”中添加了注意事项
“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 ”中添加了“菜单设定画面的显示顺序设定”相关说明
“ 登登记记到到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 ”中添加了“设定了多个IP地址时”的相关说明
“ 设设定定Resin ”中添加了工作目录、检测到变更时的相关注意事项
“ 生成生成项项目与目与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中添加了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的相关说明
“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配置的配置 ”中添加了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的相关说明
添加了“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使用共享数据（使用共享数据库时库时））  ”
添加了“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在（在Repository层层使用使用JPA时时））  ”
添加了“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在（在Repository层层使用使用MyBatis时时））  ”
添加了“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通定文件（通过过更新更新维护设维护设定定项项目）目）  ”

2014-01-01 第8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改进了目录构成。
根据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3 Winter (Felicia) 的系统要求进行了内容变更
“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通定文件（通过过更新更新维护设维护设定定项项目）目）  ”中添加了“ 从从2013 Autumn(8.0.5)更新更新 ”的相关说明
“ 导导入入处处理理结结果日志的确果日志的确认认”中补记了跟踪错误原因的说明
添加了“ 文本抽取文本抽取设设定（定（solr-extractor-config.xml））  ”的说明
添加了“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发发生了超生了超时时时时 ”
添加了“ IM-Workflow 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使用序列（使用序列对对象取号功能象取号功能时时））  ”
“ 应应用更新用更新/补补丁丁 ”中添加了Cassandra版本升级的相关记述
添加了“ Resin 中无法正常重新部署中无法正常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时时 ”
添加了“ 排除排除 IMBox 模模块块的方法的方法 ”
添加了“ 从从iPad访问时访问时将客将客户户端端类类型当成型当成PC处处理理时时 ”
“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服服务务 for intra-mart WebPlatform v7.2 ”中添加了使用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时的设定的
相关记述
添加了“ 应应用更新用更新/补补丁丁 ”中使用关于静态内容、Tenant环境安装的说明
由于不建议使用，删除了“Apache HTTP Server （通过mod_caucho.dll进行设定）”。
“ Apache Solr ”中添加了“使用的Java版本”的说明

2014-02-14 第9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改进了“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的设定方法
变更了“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 ”的设定方法

2014-04-01 第10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改进了目录构成。
修改了“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 ”的菜单提供商信息说明，并添加了设定多个Tenant运行时的菜单提供商设定相关说明
添加了“ 使用自使用自动动登登录录功能功能时时 ”
变更了“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 ”的设定方法
“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配置的配置 ”中添加了WAR文件展开时的注意事项
“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配置的配置 ”中添加了“ IM-Workflow 系系统设统设定定 ”
“ 新建生成新建生成项项目目 ”中添加了每个版本的模块选择方法
变更了“ 确确认认安装安装执执行行结结果日志果日志 ”的日志输出场所信息
“ Apache_cassandra ”中添加了“ 从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升升级级的的变变更点更点 ”
添加了“ 在在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环认证环境中使用境中使用Web服服务务 ”
添加了“ 在在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环认证环境中使用外部境中使用外部软软件件联动联动功能功能 ”
“ 许许可可IPv4 Subject设设定定缓缓存存  ”中添加了计算缓存大小的公式
“ 附附录录 ”中添加了“ Tenant解析功能解析功能 ”
“ 附附录录 ”中添加了“ Resin机群机群 ”
“ 附附录录 ”中添加了“ 端口一端口一览览 ”
“ 附附录录 ”中添加了“ IM-Juggling 的的应应用用 ”
“ 附附录录 ”中添加了“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的调调整整 ”
添加了“ 许许可可资资源源闭闭塞信息塞信息缓缓存存 ”

2014-05-01 第11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 ”中添加了“ 将将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功能无效化功能无效化 ”

变变更年月日更年月日 变变更内容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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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1 第12版 进行了下述添加/变更

“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通定文件（通过过更新更新维护设维护设定定项项目）目）  ”的“从`2013 Winter(8.0.6)更新
<../create_war/update_module/editing_configuration_file.html#winter-8-0-6>`_ ”中添加了“数据库检索时的转义标志”相
关说明
“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通定文件（通过过更新更新维护设维护设定定项项目）目）  ”中添加了“ 从从2013 Autumn(8.0.7)更新更新 >`”的相关说明
“ 附附录录 ”中添加了“WAR文件中包含的模文件中包含的模块块信息・如何信息・如何检查检查短的模短的模块块ID列表列表 ”
“ 附附录录 ”中添加了“初次初次访问时访问时会会发发生生“[E.IWP.ADMIN.CONTEXT.10004] Tenant ID cannot be resolved.” 。。 ”
将“ Apache Solr ”的记述移动到了“ Solr管理者指南管理者指南 ”-“ Solr的安装的安装 ”
添加了“ iAP-iWP间间SSO联动联动（（IM-HybridSSO））  ”的说明
“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 ”中添加了 IM-HybridSSO 的相关说明

变变更年月日更年月日 变变更内容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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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文的目的

本文将对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安装步骤进行说明。

前提条件

需要满足Release Note中所记述的系统要求。
详细情况请参照“Release Note ”。

本文是 Resin 的相关安装内容。

注解注解

关于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8.5.5 ，请参照“安装指南安装指南 for WebSphere ”。
关于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请参照“安装指南安装指南 for WebLogic ”。

关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使用的端口号，请参照“ 附附录录” - “ 端口一端口一览览”。

面向的读者

本文将对假想的运行环境安装进行说明。
想体验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用户，首次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用户，
请参照对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最小构成（单机版）上的简易安装进行说明的
“快速安装指南快速安装指南 ”。

术语解说

将安装了 Resin 的目录简称为 %RESIN_HOME% 。
将安装了 Apache HTTP Server 的目录简称为 %APACHE_HOME% 。
将用作 Storage 的目录简称为 %STORAGE_PATH% 。
将用作 PublicStorage 的目录简称为 %PUBLIC_STORAGE_PATH% 。
将使用Web服务器时配置的静态内容简称为 %WEB_P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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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流程

安装过程如下所述。
对于各步骤的安装方法，请参照一览的链接地址。

图例

必须・・・必须安装的项目。
任意・・・可跳过的安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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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erver Web Server

Apache Cassandra Apache Cassandra

Apache Solr Apache Solr

模块选择 生成生成WAR文件文件 - 新建生成新建生成项项目目

设定文件 生成生成WAR文件文件 -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配置的配置

输出WAR文件 生成生成WAR文件文件 - 输输出出WAR文件文件

启动 启动启动/停止停止 Web Application Server

部署 部署部署WAR文件文件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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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进行以下必要的安装及设定。

JDK

使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需要 JDK 。
若是 Resin ，获得并安装Oracle Java。请参考以下获取场所。
若是 Resin 以外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请参照各产品的文档。

Oracle Java（JDK）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English)

Database

在 Database 安装中进行以下必需的安装及设定。

Database服务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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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安装安装 Database
生成各生成各 Database 时时的注意事的注意事项项

Oracle Database
Microsoft SQL Server
IBM DB2

PostgreSQL
安装安装 PostgreSQL
生成数据生成数据库库和登和登录录身份身份

安装安装 Database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需要数据库。
请安装要使用的 Database 。关于安装详细说明请参照各产品提供的文档。
本文将以 PostgreSQL （Windows版）为例进行说明。

警告警告

Database 的编码必须是 UTF-8 。

警告警告

除了需要对 Database 进行数据的登记/更新/删除的权限以外，还需要生成表与VIEW的权
限。
关于具体设定方法，请参照各数据库厂商所提供的文档。

注解注解

构筑多个Tenant时，建议以实例为单位将要连接的 Database分开

生成各生成各 Database 时时的注意事的注意事项项

Oracle Database

使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最少需要授予“CONNECT”、“RESOURCE”、“CREATE VIEW”、“UNLIMITED
TABLESPACE”权限
。
根据其他使用的应用程序、扩充系列情况有不同的权限要求。
关于详细情况，请参照各产品的 Release Note 及安装指南。

Microsoft SQL Server

关于所生成数据库的既定对照顺序，请确认安装了 Database 的平台（OS）的
控制面板- “区域和语言选项” - “详细设定” 选项卡中的Windows系统区域名。
指定与现存Windows区域的对照顺序设定相应的对照顺序标识符。

各 Windows 对照顺序可以是定义了大写字母小写字母、重音、字符宽度、假名区别的一系列的后缀组合。
需要在运行环境中设定后缀组合。

注解注解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建议生成数据库时采用区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的设定。
推荐的设定值“Japanese_90_CS_AS_KS_WS”

警告警告

使用IM-Workflow时，有可能发生“由于表扫描造成的锁等待”。
作为回避锁等待的方法之一，列举了“READ_COMMITTED_SNAPSHOT”的使用。
请研讨是否必须使用后，根据需要来使用。
※ 关于“表扫描锁等待”及“READ_COMMITTED_SNAPSHOT”的详细说明，
请参照Microsoft SQL Server的文档。

“READ_COMMITTED_SNAPSHOT 的使用方法”
使用时，需要如下所示将数据库的 READ_COMMITTED_SNAPSHOT设为ON 。

ALTER DATABASE {data_base_name} SET
READ_COMMITTED_SNAPSHOT ON;

※ 请在连到数据库的连接全部结束后再执行。

IBM DB2

生成数据库时，需要在“默认缓冲池与表空间的页大小”中
设定“32k”。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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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

安装安装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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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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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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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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BC驱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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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获获取取JDBC驱动驱动
PostgreSQL
Oracle Database
Microsoft SQL Server
IBM DB2

获获取取JDBC驱动驱动

获取要使用的 Database 所指定的JDBC驱动。请参考以下获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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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eSQL

1. 可从以下URL下载 PostgreSQL 的JDBC驱动。

若是 PostgreSQL 9.2 ，获取 <postgresql-9.2-1004.jdbc4.jar> 文件。
http://jdbc.postgresql.org/download/postgresql-9.2-1004.jdbc4.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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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Database

1. 可从以下URL下载Oracle的JDBC驱动。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indexes/downloads/index.html

2. 获取 <ojdbc6.jar> 文件。

Microsoft SQL Server

1. 可从以下URL下载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JDBC驱动。

http://www.microsoft.com/ja-jp/download/details.aspx?id=11774

2. 获取 <sqljdbc4.jar> 文件。

IBM DB2

1. 请安装 IBM DB2 附带的 DB2 JDBC Driver Type4 。
详细情况请参照DB2的文档。

2. 获取 <db2jcc4.jar> 文件。

注解注解

本公司在连接数据库时使用的JDBC驱动，通过 Type4（非XA）实施了验证。

Web Application Server

Resin （Windows版）的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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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安装安装
配置配置JDBC驱动驱动

安装安装

将绑定发行目录的 <resin-pro-4.0.40.zip> 文件展开到任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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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详细情况请参照 安装安装.NET Framework 。

配置配置JDBC驱动驱动

1. 下载JDBC驱动。

关于获得JDBC驱动的场所，请参照下述目录。
JDBC驱动驱动

2. 将下载的JDBC驱动复制到以下目录。

<%RESIN_HOME%/lib>

安装 Resin （Linux版）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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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安装安装
配置配置JDBC驱动驱动

安装安装

1. 将绑定发行目录中的 <resin-pro-4.0.40.tar.gz> 文件配置到任意路径。

2. 展开文件。

# tar xzvf resin-pro-4.0.xx.tar.gz

3. 在展开了 Resin 源代码的目录执行以下命令。

# ./configure --prefix=<%RESIN_HOME%>
# make
# make install

警告警告

OS是是64位位时时
请在configure中添加64bit选项。

# ./configure --prefix=<%RESIN_HOME%> --enable-64bit

注解注解

执行 make install 时的用户具有root权限时，
在/etc/init.d 目录下面会生成启动用脚本resin。

警告警告

通过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上的画面显示了图片时，若多字节字符发生了乱码的现象，请安
装“JIS2004支持字体” 。

1. 下载“IPA 字体”后，解压缩ZIP文件。

2. 将扩展名为“.ttf”的字体文件复制到 <%JAVA_HOME%/jre/lib/fonts> 目录中。

3. 将 <%STORAGE_PATH%/system/fontconfig/jre/lib/fontconfig.properties.linux> 文件保存为
<%JAVA_HOME%/jre/lib/fontconfig.properties> 。

或者，

将 <%JAVA_HOME%/jre/lib/fontconfig.properties.src> 重命名成 <fontconfig.properties> 后，添加以
下设定并保存。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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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面）
#
# Copyright (c) 2003,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
# fontconfig.properties using "IPA font"

######### 从此处开始添加 #########
# The IPA font is an outline font in accordance with JIS X 0213:2004.
# URL -> http://ossipedia.ipa.go.jp/ipafont/
# IPA    gothic : ipag.ttf
# IPA P  gothic : ipagp.ttf
# IPA UI gothic : ipagui.ttf
# IPA    mincho : ipam.ttf
# IPA P  mincho : ipamp.ttf
######### 添加到此为止 #########

# Version

  ・
  ・
  ・

######### 从此处开始添加 #########
# Font File Names
filename.-b&h-lucidasans-medium-r-normal-sans-*-%d-*-*-p-*-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bright-medium-r-normal--*-%d-*-*-p-*-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bright-demibold-r-normal--*-%d-*-*-p-*-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bright-medium-i-normal--*-%d-*-*-p-*-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bright-demibold-i-normal--*-%d-*-*-p-*-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sans-bold-r-normal-sans-*-%d-*-*-p-*-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sans-medium-i-normal-sans-*-%d-*-*-p-*-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sans-bold-i-normal-sans-*-%d-*-*-p-*-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typewriter-medium-r-normal-sans-*-%d-*-*-m-*-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typewriter-bold-r-normal-sans-*-%d-*-*-m-*-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typewriter-medium-i-normal-sans-*-%d-*-*-m-*-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filename.-b&h-lucidatypewriter-bold-i-normal-sans-*-%d-*-*-m-*-iso8859-1=$JRE_LIB_FONTS/ipagui.ttf
######### 追加到这里 #########
（结尾）

4. <%JAVA_HOME%>/jre/lib> 目录内有效的 <fontconfig.OS.Version.properties>、
及 <fontconfig.OS.Version.bfc> 重命名。

例）
・ fontconfig.RedHat.bfc → fontconfig.RedHat.bfc.back
・ fontconfig.Sun.bfc → fontconfig.Sun.bfc.back
・ fontconfig.bfc → fontconfig.bfc.back

配置配置JDBC驱动驱动

1. 下载JDBC驱动。

关于获得JDBC驱动的场所，请参照下述目录。
JDBC驱动驱动

2. 将下载的JDBC驱动复制到以下目录。

<%RESIN_HOME%/lib>

设定Resin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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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单单机版机版/分布式分布式构构成共通成共通
分布式分布式构构成成

单单机版机版/分布式分布式构构成共通成共通

1. 打开 <%RESIN_H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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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例子，本文设定了以下的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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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jvm_args”属性中添加“-Djava.io.tmpdir”选项，即可变更 Resin 所使用的工作目录。
未指定此选项时，使用JVM的默认设定作为 Resin 使用的工作目录。
下面是将工作目录变更成 /var/resin-tmp 的设定例子。

# Arg passed directly to the JVM
jvm_args  : -Xmx1024m -XX:MaxPermSize=256m -Djava.io.tmpdir=/var/resin-tmp

警告警告

需要事先已生成由“-Djava.io.tmpdir”选项所指定的目录。
另外，需要事先设定权限以使 Resin 执行用户可进行读、写操作。
Linux系列环境中，未指定此选项时会使用/tmp。
另外，有可能标配有通过cron等设定来定期删除/tmp下内容的设定。

Resin 中，检测出展开到了工作目录中的设定文件等的变更时，有可能自动重新启动。
因此，建议事先变更 Resin 使用的工作目录。

注解注解

可在“jvm_args”属性中添加“-Duser.timezone”选项来变更时区。
请设定时区主表中存在的时区。
关于时区主表请参照“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时时区主表区主表 ”。
作为例子，本文将时区设定成了”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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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时区设定的初始设定依存于安装的 JDK 。

警告警告

请在开始运行前设定此设定。
若运行开始后进行了变更，则会影响已登记到 Database中的时间数据。
登记到 Database中的时间数据依赖于进行安装的 JDK 的时区。
若变更前与变更后的时区有差异，就会产生由于时区变换而引起登记不同时间数据的现
象。

注解注解

Resin 会在检测到启动后的设定文件变更，程序变更等时，自己重新启动。
在开发中、运行中等根据不同用途不想让 Resin 检测变更时，可设定“dependency_check_interval”项目。
下面是不让其检测变更的设定例子。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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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_check_interval : -1

“dependency_check_interval”中可设定2s（每2秒）、5m（每5分）等值。

完成变更后，请重新启动 Resin 。

注解注解

启动 Resin 时发生由于端口重复引起的错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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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布式分布式构构成成

1. 打开 <%RESIN_HOME%/conf/resin.properties> 文件。

2. 在“app_servers”属性中设定构筑成分布式构成的Resin服务器信息。

例如，用3台Resin结构运行时，设定以下值。

# app-tier Triad servers: app-0 app-1 app-2
app_servers      : 192.168.100.1:6800 192.168.100.2:6800 192.168.100.3:6800

会按照记述顺序为在“app_servers” 属性中设定的“IP地址:端口号”分配app-0、app-1、app-2这样的ID。

警告警告

请将分布式构成中所包含Resin的 <%RESIN_HOME%/conf/resin.properties> 文件全部设成相同内容。
“app_servers”属性中指定的IP地址只能是本地地址，无法指定为全局地址。
另外，构筑分布式环境时，若指定了127.0.0.1等回环地址，则不会正常运行。

注解注解

关于 Resin 机群，请参照“ Resin机群机群” 。

警告警告

构建 Resin 分布式环境时，需要与产品版绑定发行的 Resin 。
想要出于验证目的等构建分布式环境时，请向本公司营业窗口咨询。

Web Server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可以使用 Web Server 。
请安装要使用的 Web Server 。关于安装的详细说明请参照各 Web Server 的文档。

Apache HTTP Server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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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使用使用mod_proxy/mod_rewrite
获获取取mod_proxy/mod_rewrite
配置静配置静态态文件文件
编辑编辑apache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编辑访问编辑访问日志日志
限制事限制事项项

使用使用mod_proxy/mod_rewrite

在此，将不使用Resin的内建模块而是使用Apache的模块（mod_proxy/mod_rewrite）来进行web服务器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的联动时的设定

获获取取mod_proxy/mod_rewrite

请参照产品提供的用户手册。

配置静配置静态态文件文件

将从 IM-Juggling 获得的“静态文件”解压缩到apache的文档根目录。
关于静态文件的输出，请参照 输输出静出静态态文件文件。

编辑编辑apache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1. 打开 <%APACHE_HOME%/conf/httpd.conf> 文件。

2. 请在 Dynamic Shared Object (DSO) Support 区域中添加以下设定或将相关内容注释掉。

LoadModule rewrite_module modules/mod_rewrite.so
LoadModule proxy_module modules/mod_proxy.so
LoadModule proxy_http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http.so

3. 请在末尾添加AllowEncodedSlashes指令、mod_proxy及mod_rewrite的设定。

context路径 imart
apache的文档根目录 /usr/local/apache/htdocs
静态文件的展开文件夹 /usr/local/apache/htdocs/imart
IP地址 192.168.1.1
端口号 8080

上述例子时的设定如下所述。

AllowEncodedSlashes On
RewriteEngine On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gif|.*\.GIF)$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png|.*\.PNG)$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jpg|.*\.JPG)$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css|.*\.CSS)$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js|.*\.JS)$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swf|.*\.SWF)$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ico|.*\.ICO)$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json|.*\.JSON)$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jar|.*\.JAR)$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xml|.*\.XML)$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yaml|.*\.YAML)$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txt|.*\.TXT)$ [OR]
RewriteCond %{REQUEST_URI} ^/imart/(.*\.html|.*\.HTML|.*\.htm|.*\.HTM)$
RewriteRule ^/imart/(.*)?$ /imart/$1

ProxyPreserveHost On
ProxyPass /imart/ http://192.168.1.1:8080/imart/ nocanon
ProxyPassReverse /imart/ http://192.168.1.1:8080/imart/ nocanon

注解注解

上面指定的扩展名为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Advanced版＋ intra-mart Accel
Collaboration＋ IM-FormaDesigner for Accel Platform中作为静态文件处理所必需的扩
展名。
想要使用上述RewriteCond中没有的静态文件时，请添加RewriteCond的记述。

警告警告

请务必在请求中包含将AP服务器的context路径。
若AP服务器侧是 http://myapp/imart ， 则请将请求URL设为 http://myweb/imart 。

4. 请重新启动Apache。

编辑访问编辑访问日志日志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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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反向代理时，Resin输出的access.log的源IP地址会全部变成127.0.0.1。 为回避此问题，可编辑
access.log的输出内容。

1. 打开 <%RESIN_HOME%/conf/resin.xml> 文件。

2. 请在 <host id=”” root-directory=”.”> 指令内添加以下设定后重新启动Resin。

<access-log path='log/access.log'>
  <rollover-period>1D</rollover-period>
  <format>%{X-Forwarded-For}i %h %l %u %t "%r" %>s %b "%{Referer}i" "%{User-Agent}i"</format>
</access-log>

注解注解

关于access-log的详细设定内容，请参照 “Resin Documentation ”。

限制事限制事项项

关于限制事项，请参照“Release Note ”。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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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安装安装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设设定定
配置静配置静态态文件文件
编辑访问编辑访问日志日志
动动作确作确认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使用在 “系系统统要求要求” 中记述的 Windows Server 。

在之后的步骤中虽然使用了 Windows Server 2012 的抓屏图片，但上述任一版本的
Windows Server 都可按照相同步骤安装。

设定基准URL
需要设定使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时的基准URL。

注解注解

基准URL中会设定 <http或https>://<IIS的IP地址>:<IIS的端口号
>/<context路径>。

请根据所构筑的服务器环境进行适当设定。

关于基准URL的详细情况，请参照 基基础础URL。

为了使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工作，需要“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
请从下述“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主页下载安装程序并按照以下步骤安装。

注解注解

URL（（2014年年8月当前）月当前）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主页
http://www.iis.net/downloads/microsoft/application-request-
routing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3.0安装程序
http://www.microsoft.com/web/handlers/webpi.ashx?
command=getinstaller&appid=ARRv3_0

安装安装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1. 执行下载的 <ARRv3_0.exe> 。

2. 点击“安装”。

3. 确认前提条件、许可证条款后，点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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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完成”。

5. 点击“结束”。

通过以上操作即可完成安装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

设设定定

进行设定以便连接到 Resin 。
以下步骤记述了下述假想环境的相关步骤。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context路径 imart
IIS的根目录 C:\inetpub\wwwroot
静态文件的展开文件夹 C:\imart
Resin 的IP地址 192.168.1.1
Resin 的端口号 8080

1. 在 <C:/inetpub/wwwroot> 下生成用于连接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与
Resin 的设定文件 <web.con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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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system.web>
    <httpRuntime maxRequestLength="102400" requestPathInvalidCharacters="" />
    <customErrors mode="Off" />
  </system.web>
  <system.webServer>
    <security>
      <requestFiltering>
        <requestLimits maxAllowedContentLength="104857600" />
      </requestFiltering>
    </security>
    <httpErrors errorMode="Detailed" />
    <rewrite>
      <rules>
        <clear />
        <rule name="ReverseProxyInboundStatic" stopProcessing="true">
          <match url="^imart/(.*\.gif|.*\.png|.*\.jpg|.*\.css|.*\.js|.*\.swf|.*\.ico|.*\.json|.*\.jar|.*\.xml|.*\.yaml|.*\.txt|.*\.html|.*\.htm)$" />
          <action type="None" />
        </rule>
        <rule name="ReverseProxyInboundDynamic" stopProcessing="true">
          <match url="^imart/(.*)" />
          <action type="Rewrite" url="http://192.168.1.1:8080/imart/{R:1}" />
        </rule>
      </rules>
    </rewrite>
  </system.webServer>
</configuration>

注解注解

web.config是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的配
置文件。

警告警告

无法在 IM-Juggling 上编辑web.config文件。

2. 请对web.config内的下述因素等进行适当变更使之与服务器环境相符。

maxRequestLength, maxAllowedContentLength 属性

要变更上传文件的Size限制时，请变更
maxRequestLength，maxAllowedContentLength 属性的设定。
（上述例子中是100MB）

注解注解

关于 web.config 的详细说明请参照以下参考内容。
http://technet.microsoft.com/ja-jp/library/ee431610.aspx

3. 请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IIS)管理器 按顺序点击“IIS 服务器（此处是WIN-
QDQ41RVOU80）”“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Cache”“打开功能”。

4. 点击“Server Proxy Settings...”，显示“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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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Enable Proxy”，以秒为单位在“Time-out (seconds)”中设定超时时长。
进一步点击“应用”，使设定生效。

注解注解

“Time-out (seconds)”中设定了到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切断
与 Resin 的连接为止的超时时长。
为了完成Tenant环境安装请设定一个充分大的值。
在此作为例子设定了1200秒的值。

6. 请确认显示出“已正常保存变更内容。”。

7. 接下来，生成静态文件用的虚拟目录。
从左侧窗格的 “Default Web Site” 子菜单点击“添加虚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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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新窗口内将“别名（A）”、“物理路径（P）”设定成如下内容，点击“OK”。

别名 imart
物理路径 C:\imart

9. 请确认已生成了“imart”目录。

配置静配置静态态文件文件

将从 IM-Juggling 取得的“静态文件”展开到虚拟目录中设定的“物理路径”目录。
关于输出静态文件的详细说明，请参照 输输出静出静态态文件文件。

编辑访问编辑访问日志日志

使用反向代理时，Resin 输出的 access.log 的源IP地址会全部变成IIS的IP地址。
为回避此问题，可编辑 access.log 的输出内容。

1. 打开 <%RESIN_HOME%/conf/resin.xml> 文件。

2. 请在 <host id=”” root-directory=”.”> 指令内添加以下设定，并重新启动 Resin 。

<access-log path='log/access.log'>
  <rollover-period>1D</rollover-period>
  <format>%{X-Forwarded-For}i %h %l %u %t "%r" %>s %b "%{Referer}i" "%{User-Agent}i"</format>
</acces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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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关于access.log的详细设定内容，请参照“Resin Documentation ”。

动动作确作确认认

1. 启动 Resin 。
关于 Resin 的详细内容请参照以下说明。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启动启动/停止停止 Web Application Server

2. 重新启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

3. 通过浏览器访问`http://<IIS的IP地址>:<IIS的端口号>/imart/login`，若能显示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登录画面，则表示设定已完成。

Apache Cassandra

为了使用“IMBox”，需要 Apache Cassand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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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che Solr

为了使用 “IM-ContentsSearch” ，需要 Apache Solr 。
关于详细的安装方法，请参“ Solr管理者指南管理者指南 ”-“ Solr的安装的安装 ” 。

生成WAR文件

生成项目与选择模块

项项目目

什么是什么是 IM-Juggling
安装安装 IM-Juggling
新建生成新建生成项项目目
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添加添加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什么是什么是 IM-Juggling

IM-Juggling 是管理模块、可输出WAR文件的环境构筑工具。
使用此工具，用于引进新功能和修正错误。

安装安装 IM-Juggling

在与产品绑定发行的目录中，将 IM-Juggling 展开到与环境相符的任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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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Provi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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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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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手动操作（手动）”作为 Active Provider ，
点击Proxy Entry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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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生成新建生成项项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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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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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要使用的产品及版本。
选择后，点击“下一步（N）”。

警告警告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提供了以下3种构成。
各构成的选择方法如下所示。

Standard

从 ＜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 树选择。

Advanced

从 ＜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Advanced Edition ＞ 树选择。

Enterprise

从 ＜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Advanced Edition ＞ 树选择。
通过以下“选择应用程序”，
选择 IM-FormaDesigner for Accel Platform 、 IM-BIS for Accel Platform 。

请通过“ 登登记许记许可可证证 ”对所购买全部产品构成的许可证进行登记。
关于产品构成的详细内容，请参照“Introd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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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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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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构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请注意不要选择此产品。
从version7.2迁移时，请参照另行公开的“迁移步骤”。

7. 选择要使用的平台用添加资源（设定文件等）。
选择后，点击“下一步（N）”。

警告警告

将WAR文件部署到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时，请务必选择“ Weblogic 12c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
若未配置此设定文件，则会在部署到WebLogic时发生错误。

注解注解

在SAStruts+S2JDBC中使用数据库时，请选中与所使用的Web应用程序服务器相对应的“ SAStruts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
关于设定变更，在 SAStruts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SAStruts+S2JDBC中使用数据中使用数据库时库时））中进行说明

注解注解

使用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时，请选中“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
关于设定变更，在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使用共享数据（使用共享数据库时库时））中进行说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8

_images/create_project_4.png
_images/create_project_5.png
index.html#document-texts/create_war/configuration_file_jdbcdicon
index.html#document-texts/create_war/configuration_file_tgfw_common


在库一层使用JPA时，请选中“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 for JPA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
关于设定变更，在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在（在Repository层层使用使用JPA时时））中进行说明

在库一层使用MyBatis时，请选中“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 for MyBatis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
关于设定变更，在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在（在Repository层层使用使用MyBatis时时））中进行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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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将WAR文件部署到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时，请不要选择以下模块。
由于无法在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中使用这些库，所以会在启动时发生错误。

库 > 第三方库 > Metro

库 > 第三方库 > OpenPortal WSRP

警告警告

无法在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及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8.5.5 中使用开发
框架“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 on Accel Platform”模块。
因此，将WAR文件部署到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或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8.5.5 时，请不要选择开发框架“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 on Accel Platform”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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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选择模模块块

1. 右键点击项目内显示的模块，通过右键菜单显示的子菜单，
可批量选择、解除选择相关模块。

注解注解

例如，构成中不包含 IMBox 时，需要排除掉 IMBox 模块。
详细情况请参照“ 排除排除 IMBox 模模块块的方法的方法 ”。

添加添加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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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从version7.2迁移时，选择“迁移工具”、“兼容功能”。
新建构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请注意不要选择此产品。
从version7.2迁移时，请参照另行公开的“迁移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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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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模块

生成项目后，可将独立生成的应用程序作为用户模块添加到WAR文件中。

1. 点击“用户模块”选项卡，点击“＋”。

2. 选择想要添加的imm文件，点击“OK”。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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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IM-Juggling 项目上已存在与包含在自制用户模块内的设定文件相同的设定文件时，
输出此项目的WAR文件后，会反映 IM-Juggling 项目上配置的设定文件。
根据运行式样，会反映 IM-Juggling 项目的设定文件。
用于使得用户模块动作的设定，需要写入到 IM-Juggling 项目上配置的设定文件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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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DataSource

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使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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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连连接接对对象的种象的种类类
设设定定DataSource

PostgreSQL 9.2 / PostgreSQL 9.3
Oracle Database 11g Release 2 / Oracle Database 12c Release 1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IBM DB2 9.7 FixPack5 / IBM DB2 10.1 FixPack2

设设定定DataSource映像映像

连连接接对对象的种象的种类类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可连接以下3种数据库。

系统数据库

保存系统数据的数据库。
需要能够在应用程序启动时预先连接。
系统数据库在系统内部使用，因此不建议将其用作正式环境中应用程序
的连接对象。

Tenant数据库

保存在Tenant内所使用数据的数据库。

共享数据库

保存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外部数据的数据库。
想要和外部系统联动等情况下使用。

警告警告

可在ViewCreator/TableMaintenance等中使用的 Database 是Tenant数据库和共享数据
库。

虽然可将系统数据库和Tenant数据库设定为相同连接对象，
但不支持使用在系统数据库上生成的表。

设设定定DataSource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项目名）/resin_web.xml> 文件，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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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各个数据库的连接例子。

注解注解

多个多个Tenant时时

请为每个Tenant准备DataSource。
请设定各Tenant使用的DataSource。

PostgreSQL 9.2 / PostgreSQL 9.3

<driver>
   <type>org.postgresql.Driver</type>
   <url>jdbc:postgresql://localhost:5432/dbname</url>
   <user>username</user>
   <password>password</password>
</driver>

Oracle Database 11g Release 2 / Oracle Database 12c Release 1

<driver>
   <type>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type>
   <url>jdbc:oracle:thin:@localhost:1521:orcl</url>
   <user>username</user>
   <password>password</password>
</driver>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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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
   <type>com.microsoft.sqlserver.jdbc.SQLServerDriver</type>
   <url>jdbc:sqlserver://localhost:1433;DatabaseName=databasename</url>
   <user>username</user>
   <password>password</password>
   <init-param>
     <param-name>SelectMethod</param-name>
     <param-value>cursor</param-value>
   </init-param>
</driver>

IBM DB2 9.7 FixPack5 / IBM DB2 10.1 FixPack2

<driver>
  <type>com.ibm.db2.jcc.DB2Driver</type>
  <url>jdbc:db2://localhost:50000/databasename</url>
  <user>username</user>
  <password>password</password>
</driver>

注解注解

将系统数据库和Tenant数据库分别设定为不同的连接对象时，
请指定不同的JNDI名。

设设定定DataSource映像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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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指定已设定为DataSource的JNDI名。
分别为系统数据库和Tenant数据库指定设定的DataSource。

在 <data-source-mapping-config>/<system-data-source>/<resource-ref-name> 中设定
系统数据库的JNDI名。

<system-data-source>
  <resource-ref-name>java:comp/env/jdbc/system</resource-ref-name>
</system-data-source>

在 <data-source-mapping-config>/<tenant-data-source>/<resource-ref-name> 中设定
Tenant数据库的JNDI名。

<tenant-data-source>
  <tenant-id>default</tenant-id>
  <resource-ref-name>java:comp/env/jdbc/tenant</resource-ref-name>
</tenant-data-source>

警告警告

请在 <tenant-id> 中设定初次生成的 Tenan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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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设定文件指定的和通过画面指定各Tenant中使用的存储（公共存储）路径不同。
通过设定文件指定时，路径是 “<root-path-name>/<public-directory-name>/<storage-directory-
name>/ TenantID ”。
通过后述的画面指定时，“通过画面指定的存储路径是 /<storage-directory-name>” 。

注解注解

通通过过WAR文件文件构构建多个建多个Tenant时时

请按照Tenant个数分别准备Storage区域。
请设定各Tenant使用的Storage区域。

注解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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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构筑分布式筑分布式环环境境时时

请通过设定确保Storage路径目录中指定的路径全都参照的是相同共享目录。
若每台服务器的参照场所不同，则无法共享配置在Storage中的文件。

SessionTimeOut

设定从最终操作开始的超时时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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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config>/<session-timeout> 中指定超时时长（分）。

<session-config>
   <session-timeout>30</session-timeout>
</session-config>

注解注解

多个多个Tenant时时

请为各个Tenant设定超时时长（分）。

Locale

设定要使用的语言。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可使用日语（ja）、英语（en）、中文（简体字）（zh_CN）3种语言。

1. 双击“ProjectNavigator”内的“juggling.im”。

2. 通过“设定文件”选项卡选择“国际化功能”-“区域主表”，点击位于右侧的“输出”。
输出后，“ProjectNavigator”内会显示 <locale-config/im-locale-default.xml>文件。

3. 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locale-config/im-locale-default.xml> 文件，
选择“源代码”选项卡。

4. 编辑 <locale-config>/<locale> 内容。

<locale name="en" default="true">
  <encoding-name>UTF-8</encoding-name>
</locale>
<locale name="ja">
  <encoding-name>UTF-8</encoding-name>
</locale>
<locale name="zh_CN">
  <encoding-name>UTF-8</encoding-name>
</locale>

注解注解

作为例子，只对使用日语（ja）运行时的设定内容进行说明。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ocale-config
    xmlns="http://intra_mart.co.jp/system/i18n/locale/config/locale-confi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intra_mart.co.jp/system/i18n/locale/config/locale-config locale-config.xsd ">
  <locale name="ja">
    <encoding-name>UTF-8</encoding-name>
  </locale>
</locale-config>

警告警告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即使变更此设定，在执行后述的“安装Tenant环境”时，
也会导入3种语言的数据。
但是，在画面上只可使用所选择的语言。

警告警告

不建议在运行开始后变更此设定。请在运行开始前确定使用区域。

JavaMail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邮件发送相关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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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项目名）/conf/javamail-config/javamail-config.xml>文件，
选择“源代码”选项卡。

关于“javamail-config.xml”的设定内容，请参照“ 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

分布式Web服务器构成时的设定

Network

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网络构成。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conf/network-agent-config.xml>文件，选择“源代码”选项卡。

2. 指定 <network-agent-config>/<TCP>/<initial-hosts>/<host> 中的 Resin 的IP地址。

分布式构成的情况下，请为每个 Resin 添加其IP地址。

3. 在 <network-agent-config>/<id> 中指定机群ID。

构筑虚拟Tenant环境时，需要以Tenant为单位指定此机群ID。
分布式构成的情况下，指定同一机群ID。

4. 在 <network-agent-config>/<bind-port> 中指定构建机群时的通信用端口号。

构筑虚拟Tenant环境时，需要区分端口号以确保端口号之间不冲突。

5. 在 <network-agent-config>/<port-range> 中指定端口范围。

在由 <network-agent-config>/<bind-port> 指定的端口号已被使用了时，
会只在设定的端口范围中检索代替端口号，并使用检索到的端口号。

<id>prototype</id>
<bind-port>5200</bind-port>
<port-range>2</port-range>
<preferIPv4Stack>true</preferIPv4Stack>

<TCP>
 <initial-hosts>
   <host address="127.248.100.1"/>
   <host address="127.248.100.2"/>
   <host address="127.248.100.3"/>
 </initial-hosts>
</TCP>

基基础础URL

设定服务器context设定的 基准URL。

1. 请双击打开 “ProjectNavigator” 内的 <conf/server-context-config.xml> 文件，选择“源代码”选项卡。
2. 在 <server-context-config>/<base-url> 中指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基准URL。

警告警告

未设定基准URL时，或产生下述限制。

使用 IM-Workflow 时

无法对邮件定义及 IMBox 定义的置换字符串 “IM_URL”/“IM_URL_Limit” 进行置换。

各模块设定

LDAP认证设认证设定文件（在定文件（在账账号号认证认证中使用中使用LDAP认证时认证时））

对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上的账号认证中使用LDAP认证的方法进行说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36

http://www.intra-mart.jp/document/library/iap/public/configuration/im_configuration_reference/texts/im_javamail/javamail-config/index.html


项项目目

LDAP认证认证模模块块的功能的功能
使用使用LDAP认证认证模模块块
LDAP认证设认证设定文件定文件

<ldap-certification-config>
<ldap-server>
<search-controls>
<certification-options>
<option>

LDAP认证认证模模块块的功能的功能

使用在认证账号时输入的用户ID及密码对LDAP服务器进行认证的模块。

LDAP认证模块中提供以下功能。

可检索并认证存在于已设定LDAP服务器的目录下面的用户。（支持多个OU）
可设定多个LDAP服务器。

LDAP服务器宕机时，会切换查询依次设定的LDAP服务器。
LDAP服务器认证失败时，也可切换查询依次设定的LDAP服务器。

警告警告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也需要用户ID与LDAP服务器用户ID相同的账号。

密码以外的信息使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帐号信息。

警告警告

在LDAP服务器中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时，需要设定用于在LDAP服务器中检索用户的检索用LDAP用
户。

详细情况请参照 <search-controls>。

使用使用LDAP认证认证模模块块

使用LDAP认证模块时，按照以下步骤添加模块。

1. 请在 IM-Juggling 中选择LDAP认证模块。

2. 选择LDAP认证模块后编辑器上部会显示警告。
点击“设定文件不存在（LDAP认证设定文件）”的链接。

3. 会显示“解析设定文件”对话框，点击“OK”。
LDAP认证设定文件(ldap-certification-config.xml)会被添加到项目的conf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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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编辑器编辑以添加的ldap-certification-config.xml。

LDAP认证设认证设定文件定文件

设定LDAP认证中所使用LDAP服务器及各种设定的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dap-certification-config
   xmlns="http://intra-mart.co.jp/system/security/certification/provider/ldap"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intra-mart.co.jp/system/security/certification/provider/ldap ../schema/ldap-certification-config.xsd ">
   <enable>false</enable>
   <load-balancing>false</load-balancing>
   <attempt-on-failed-authentication>true</attempt-on-failed-authentication>
   <log>false</log>
   <ldap-servers>
      <ldap-server>
         <permit-no-password>true</permit-no-password>
         <provider-url>ldap://localhost:389/</provider-url>
         <context-factory>com.sun.jndi.ldap.LdapCtxFactory</context-factory>
         <base-dn>dc=ldaps,dc=intra,dc=intra-mart,dc=jp</base-dn>
         <search-filter>sAMAccountName=?</search-filter>
         <search-controls>
            <connect-timeout-property-name>com.sun.jndi.ldap.connect.timeout</connect-timeout-property-name>
            <connect-timeout>0</connect-timeout>
            <searching-dn>sAMAccountName=admin,cn=User,dc=ldaps,dc=intra,dc=intra-mart,dc=jp</searching-dn>
            <searching-pw>******</searching-pw>
            <count-limit>0</count-limit>
            <time-limit>0</time-limit>
         </search-controls>
      </ldap-server>
      <ldap-server>
         <permit-no-password>true</permit-no-password>
         <provider-url>ldap://localhost2:389/</provider-url>
         <context-factory>com.sun.jndi.ldap.LdapCtxFactory</context-factory>
         <base-dn>ou=People,dc=example,dc=com</base-dn>
         <search-filter>uid=?</search-filter>
         <search-controls>
            <connect-timeout-property-name>com.sun.jndi.ldap.connect.timeout</connect-timeout-property-name>
            <connect-timeout>0</connect-timeout>
            <searching-dn>uid=admin,ou=People,dc=example,dc=com</searching-dn>
            <searching-pw>******</searching-pw>
            <count-limit>0</count-limit>
            <time-limit>0</time-limit>
         </search-controls>
      </ldap-server>
   </ldap-servers>
</ldap-certification-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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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certification-config>

进行LDAP认证的共通设定。

<ldap-certification-config>的子元素的子元素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
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enable> 设定是否使用LDAP认证。 ○ true /
false

无 ×

<load-balancing> 使负载均衡器有效。
false ： 按照在 <ldap-servers> 中设定的 <ldap-
server> 顺序尝试认证。
true ： 随机决定 <ldap-server> 的开始位置，以决定
的开始位置为基准，尝试按照已设定的顺序进行认
证。

× true /
false

false ×

<attempt-on-
failed-
authentication>

LDAP 认证失败（用户ID或密码不正确）时在下一个
<ldap-server> 尝试认证。
false ： 不尝试在下一个 <ldap-server> 进行认证。
true ： 尝试在下一个 <ldap-server> 进行认证。

× true /
false

false ×

<log> 设定是否将日志输出到控制台。
调试用的选项。

× true /
false

false ×

<ldap-servers> 在此标签下使用 <ldap-server> ，设定认证中使用
的LDAP服务器。

○ なし なし ×

<ldap-server>

记述LDAP认证中使用的LDAP服务器的设定。
<ldap-servers>的子元素。

<ldap-server>元素元素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
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ldap-server> 记述在认证中使用的LDAP服务器的设定。
设定了多个时，按照设定顺序尝试与LDAP服务器通
信。
无法通信时，尝试与下一个LDAP服务器通信。

○ 无 无 1
个
以
上

<ldap-server>的子元素的子元素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permit-no-
password>

设定是否许可使用空密码认证。
false ： 将空密码当做认证失败。
true ： 使用空密码向LDAP查询。

× true/false false ×

<provider-
url>

设定供应者URL。 【例
子】ldap://localhost:389/

○ URL 无 ×

<context-
factory>

记述在认证中使用的LDAP服务器的
设定。

× context
工厂类名

com.sun.jndi.ldap.LdapCtxFactory ×

<base-dn> 设定识别信息的基准。
【例
子】ou=People,dc=example,dc=com
（Open LDAP）
【例子】dc=ldaps,dc=intra,dc=intra-
mart,dc=jp （Active Directory）

○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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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filter>

设定用于确定用户的唯一的属性。
【例子】uid=? （Open LDAP）
【例子】sAMAccountName=?
（Active Directory）

虽然作为 <search-filter> 的替代也
可使用 <serch-filter> ，
但请使用 <search-filter> 。

○ 无 无 ×

<search-
controls>

设定用于在LDAP服务器检索用户的
选项。

× 无 无 ×

<certification-
options>

设定在用户验证中向LDAP服务器查
询时的选项。

× 无 无 ×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search-controls>

设定在用户检索中，查询LDAP服务器时使用的选项。
<ldap-server>的子元素。

<search-controls>的子元素的子元素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
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connect-
timeout-property-
name>

设定连接超时的属性名。
【例子】com.sun.jndi.ldap.connect.timeout

× 字符串 无 ×

<connect-
timeout>

设定连接超时时间。
<connect-timeout-property-name> 中已设定了
com.sun.jndi.ldap.connect.timeout时
设定表示毫秒数的比0大的整数，若未能在此值所指示
的期间内建立与LDAP服务器的连接，则不再尝试连
接。
设定了0以下整数或不设定时，会使用TCP等的网络协
议的的超时值。

× 毫秒 无 ×

<searching-dn>
或<serching-dn>

设定用于在LDAP服务器中检索用户的用户(DN)。
【例子】uid=admin,?ou=People,dc=example,dc=com
（Open LDAP）
【例
子】sAMAccountName=?,dc=ldaps,dc=intra,dc=intra-
mart,dc=jp （Active Directory）
使用使用ActiveDirectory时时需要此需要此设设定。定。

虽然作为 <searching-dn> 的替代也可使用
<serching-dn> ，
但请使用 <searching-dn> 。

× 无 无 ×

<searching-pw>
或 <serching-
pw>

设定用于在LDAP服务器检索用户的用户密码。
使用使用 ActiveDirectory 时时需要此需要此设设定。定。

虽然作为 <searching-pw> 的替代也可使用
<serching-pw> ，
但请使用 <searching-pw> 。

× 无 无 ×

<count-limit> 设定最大检索数。默认：0（无上限） × 最大检
索数

0（无上
限）

×

<time-limit> 设定时间限制（毫秒）。 × 毫秒 0（无限
制）

×

<deref-linf> 设定有无间接参照。 × true /
false

false ×

<returning-obj> 设定是否将结果部分作为对象返回。 × true /
false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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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ng-
attribute>

设定被作为结果返回的属性。
有指定：只返回指定的属性。
无指定：返回全部属性。

× 属性
ID（可
指定多
个：
用“,”逗
号分
隔）

无指定
(全部属
性)

×

<options> 设定在用户检索中，查询LDAP服务器时使用的添加选
项。
用于设定添加选项的上级标签。
在此标签下使用<option>设定添加选项。

× 无 无 ×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
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certification-options>

设定在用户验证中查询LDAP服务器时使用的选项。
<ldap-server> 的子元素。

<certification-options>的子元素的子元素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
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options> 设定在用户验证中，查询LDAP服务器时使用的添加
选项。
用于设定添加选项的上级标签。
在此标签下使用 <option> 设定添加选项。

× 无 无 ×

<option>

设定在查询LDAP服务器时使用的添加选项。
<options> 的子元素。

<options>
  <option name="*****" value="*****"/>
</options>

<option>元素元素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
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option> 设定在用户验证中查询LDAP服务器时使用的添加
选项的内容。

○ 无 无 1
个
以
上

<option>的属性的属性

属性名属性名 说说明明 必必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
定定值值

name 设定选项名。 ○ 字符串 无

value 设定选项的值。 ○ 字符串 无

SAStruts

SAStruts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SAStruts+S2JDBC中使用数据中使用数据库时库时））

变更并确认使用 SAStruts+S2JDBC 框架时的设定。

编辑app.dicon。

1. 去除 s2jdbc.dicon 的屏蔽，使include有效。

<include path="convention.dicon"/>
<include path="aop.dicon"/>
<include path="j2ee.dicon"/>
<include path="s2jdbc.d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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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展开war文件后，需要设定定义了在s2jdbc.dicon中使用哪
个数据库的dialect。
请根据想要连接的数据库，将<property name=”dialect”>定
义从注释中移出，使其有效。
关于对所使用的数据库来说应该设定哪个dialect，请参照
http://s2container.seasar.org/2.4/ja/s2jdbc_setup.html
。

SAStruts用用设设定文件（使用定文件（使用SAStruts版版门户构门户构件件时时））

使用SAStruts版的门户构件时，需要变更设定文件。

编辑strtus-config.xml文件。

1. 将设定文件添加到“ProjectNavigator”上。

有以下方法。

・通过配置生成 IM-Juggling 项目的向导中的添加资源，添加“SAStruts用设定文
件”。
・生成 IM-Juggling 项目后通过“选择添加资源”添加“SAStruts用设定文件”。

2. 请双击打开 “ProjectNavigator” 内的 <struts-config.xml> 文件，选择“源代码”选项卡。

3. 变更以下设定。

变更前 ：
processorClass=”jp.co.intra_mart.framework.extension.seasar.struts.action.IMS2RequestProcessor”
变更后 ：
processorClass=”jp.co.intra_mart.framework.extension.seasar.struts.portlet.action.IMS2RequestProcessor”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使用共享数据（使用共享数据库时库时））

通过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使用Accel Platform的共享数据库时，需要在下述设定文件中登记
共享数据库。

编辑classes/META-INF/spring/applicationContext-im_tgfw_common.xml文件。

1. 请去除applicationContext-im_tgfw_common.xml的下述屏蔽，在connectId参数value
值中指定共享数据库中唯一的ID：“连接ID”。

<bean id="sharedDataSource" class="jp.co.intra_mart.framework.extension.spring.datasource.SharedDataSource">
    <constructor-arg name="connectId" value="＜连接ID＞" />
</bean>

注解注解

在Tenant中登记共享数据库时指定“连接ID”。
关于在Tenant中登记共享数据库的方法，请参照 系系统统管理管理
员员操作指南的共享数据操作指南的共享数据库设库设定定 。

注解注解

使用多个共享数据库时，请分别定义bean标签，通过设定确
保bean的id属性值各自唯一。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在（在Repository层层使用使用JPA时时））

在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的Repository层使用JPA时，需要变更下述设定文件。

Tenant数据库用的设定

编辑classes/META-INF/spring/applicationContext-jpa.xml文件。

1. 在<bean id=”jpaVendorAdapter”>中，请在database属性的value值中设定适当值使之与Tenant数
据库中使用的数据库相符。※初始设定中，设定了PostgreSQL。

数据数据库库 database属性属性值值
Oracle Database ORACLE
PostgreSQL POSTGRESQL
Microsoft SQL Server SQL_SERVER
IBM DB2 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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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n id="jpaVendorAdapter"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jpa.vendor.HibernateJpaVendorAdapter">
    <property name="showSql" value="false" />
    <property name="database">
        <value>POSTGRESQL</value>
        <!--
        <value>DB2</value>
        <value>DEFAULT</value>
        <value>HSQL</value>
        <value>INFORMIX</value>
        <value>MYSQL</value>
        <value>ORACLE</value>
        <value>POSTGRESQL</value>
        <value>SQL_SERVER</value>
        <value>SYBASE</value>
         -->
    </property>
</bean>

注解注解

已验证的属性值是上述4个。关于其他可以指定的database属性值，请参
照 http://docs.spring.io/spring/docs/3.2.x/javadoc-
api/org/springframework/orm/jpa/vendor/Database.html 。

2. <bean id=”entityManagerFactory”> 中，请在packagesToScan属性的value值中指定存放了实体类
(被授予了@EntityAnnotation的类)的包。有多个包时，请用逗号分隔指定。

<bean id="entityManagerFactory"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jpa.LocalContainerEntityManager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packagesToScan" value="jp.co.intra_mart.framework.extension.spring.entity" />
    <property name="jtaDataSource" ref="dataSource" />
    <property name="jpaVendorAdapter" ref="jpaVendorAdapter" />
    <property name="jpaPropertyMap" ref="hibernateProperties" />
    <property name="persistenceUnitName" value="tenant" />
</bean>

注解注解

packagesToScan属性的初始设定中，设定
了”jp.co.intra_mart.framework.extension.spring.entity”包。此包是一个例
子，不需要。指定packagesToScan属性时，请删除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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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共享数据库时的设定

编辑classes/META-INF/spring/applicationContext-jpa.xml文件。

1. 请将 applicationContext-jpa.xml 的下述屏蔽去除，设定 packagesToScan 属性和 jtaDataSource
属性。请在 packagesToScan 属性的value值中指定存放实体类(被授予了@EntityAnnotation的类)
的包。有多个包时，请用逗号分隔指定。请在jtaDataSource属性中，指定applicationContext-
im_tgfw_common.xml文件中登记的共享数据源的Bean的id。

<bean id="sharedEntityManagerFactory"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jpa.LocalContainerEntityManager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packagesToScan" value="jp.co.intra_mart.framework.extension.spring.entity" />
    <property name="jtaDataSource" ref="sharedDataSource" />
    <property name="jpaVendorAdapter" ref="jpaVendorAdapter" />
    <property name="jpaPropertyMap" ref="hibernateProperties" />
    <property name="persistenceUnitName" value="shared" />
</bean>

注解注解

packagesToScan属性的初始设定中，设定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extension.spring.entity” 包。此包是一个例
子，不需要。指定 packagesToScan 属性时，请删除此包。

注解注解

使用多个共享数据库时，请分别定义bean标签，并进行设定确保bean的id
属性值和persistenceUnitName属性各自唯一。

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在（在Repository层层使用使用MyBatis时时））

在TERASOLUNA Global Framework的Repository层使用MyBatis时，需要确认并变更下述设定文件。

Tenant数据库用的设定

Tenant数据库用的设定，请直接使用classes/META-INF/spring/applicationContext-mybatis.xml文件
中设定的初始设定。

<bean id="sqlMapClient"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ibatis.SqlMapClientFactoryBean" scope="singleton">
    <property name="configLocations" value="classpath*:/META-INF/mybatis/config/*sqlMapConfig.xml" />
    <property name="mappingLocations" value="classpath*:/META-INF/mybatis/sql/**/*-sqlmap.xml" />
    <property name="dataSource" ref="dataSource" />
</bean>

<bean id="queryDAO"
    class="jp.terasoluna.fw.dao.ibatis.QueryDAOiBatisImpl">
    <property name="sqlMapClient" ref="sqlMapClient" />
</bean>

<bean id="updateDAO"
    class="jp.terasoluna.fw.dao.ibatis.UpdateDAOiBatisImpl">
    <property name="sqlMapClient" ref="sqlMapClient" />
</bean>

<bean id="spDAO"
    class="jp.terasoluna.fw.dao.ibatis.StoredProcedureDAOiBatisImpl">
    <property name="sqlMapClient" ref="sqlMapClient" />
</bean>

<bean id="queryRowHandleDAO"
    class="jp.terasoluna.fw.dao.ibatis.QueryRowHandleDAOiBatisImpl">
   <property name="sqlMapClient" ref="sqlMapClient" />
</bean>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44



使用共享数据库时的设定

编辑classes/META-INF/spring/applicationContext-mybatis.xml文件。

1. 请去除applicationContext-mybatis.xml的下述屏蔽，在 <bean id=”sharedSqlMapClient”> 的
dataSource属性的ref值中指定在applicationContext-im_tgfw_common.xml文件中登记的共享数据
源的Bean的id。

<bean id="sharedSqlMapClient"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ibatis.SqlMapClientFactoryBean" scope="singleton">
    <property name="configLocations" value="classpath*:/META-INF/mybatis/config/*sqlMapConfig.xml" />
    <property name="mappingLocations" value="classpath*:/META-INF/mybatis/sql/**/*-sqlmap.xml" />
    <property name="dataSource" ref="sharedDataSource" />
</bean>

<bean id="sharedQueryDAO"
    class="jp.terasoluna.fw.dao.ibatis.QueryDAOiBatisImpl">
    <property name="sqlMapClient" ref="sharedSqlMapClient" />
</bean>

<bean id="sharedUpdateDAO"
    class="jp.terasoluna.fw.dao.ibatis.UpdateDAOiBatisImpl">
    <property name="sqlMapClient" ref="sharedSqlMapClient" />
</bean>

<bean id="sharedSpDAO"
    class="jp.terasoluna.fw.dao.ibatis.StoredProcedureDAOiBatisImpl">
    <property name="sqlMapClient" ref="sharedSqlMapClient" />
</bean>

<bean id="sharedQueryRowHandleDAO"
    class="jp.terasoluna.fw.dao.ibatis.QueryRowHandleDAOiBatisImpl">
    <property name="sqlMapClient" ref="sharedSqlMapClient" />
</bean>

注解注解

使用多个共享数据库时，请分别为SqlMapClientFactoryBean /
QueryDAOiBatisImpl / UpdateDAOiBatisImpl /
StoredProcedureDAOiBatisImpl / QueryRowHandleDAOiBatisImpl 新
建定义bean。下一步，请在SqlMapClientFactoryBean的dataSource属性
的ref值中指定要连接的共享数据库的Bean的id。另外，请在
QueryDAOiBatisImpl / UpdateDAOiBatisImpl /
StoredProcedureDAOiBatisImpl / QueryRowHandleDAOiBatisImpl各自
Bean的sqlMapClient 属性中，指定 SqlMapClientFactoryBean的id 。

English.. _Apache_cassandra:

IMBox

为了使用 IMBox 而对 IMBox 模块进行说明。
对 IMBox 中使用的 Apache Cassandra 的设定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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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IMBox 模模块块的功能的功能
IMBox 模模块块的使用的使用
Cassandra服服务务器器连连接接设设定文件（定文件（cassandra-config.xml））
从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升升级级的的变变更点更点

IMBox 模模块块的功能的功能

是为了使用 IMBox 而提供的模块。
IMBox 模块提供以下功能。

可使用 IMBox 。

IMBox 模模块块的使用的使用

使用 IMBox 模块时，请在 IM-Juggling 中选择 IMBox 模块。
IM-Juggling 的项目生成时的初始设定中， IMBox 模块已被选中。

注解注解

在智能手机上使用 IMBox 时，需要 IMBox 智能手机模块。
在门户构件中使用 IMBox 时，需要 IMBox 门户构件模块。

Cassandra服服务务器器连连接接设设定文件（定文件（cassandra-config.xml））

设设定内容定内容

保存有Cassandra服务器连接相关设定信息的文件。

警告警告

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之后，cassandra-config中设定值的使
用用途发生了变更。
详细情况请参照 从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升升级级的的变变更点更点 。

警告警告

cassandra-config.xml中，请指定在构筑Cassandra服务器时已设定的
<%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yaml> 文件的连接信息。
关于 Apache Cassandra设定的详细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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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设定方法定方法

以下是标配的cassandra-config.xml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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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name>Test Cluster</cluster-name>
<replication-factor>1</replication-factor>
<keyspace>default</keyspace>
<authentication enabled="false">
  <username>admin</username>
  <password>admin_pwd</password>
</authentication>
<hosts>
  <host>127.0.0.1:9160</host>
</hosts>

通过 IM-Juggling 设定时

设设定定项项目目

对Cassandra服务器连接设定文件的项目进行说明。

cassandra-config.xml的元素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

定定
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cluster-name> 设定Cassandra服务器的机群名。
在初始值中设定的 “Test Cluster” 是
<%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yaml>
文件的初始值。

○ 机
群
名

Test Cluster ×

<replication-
factor>

设定分布式构成的机群内部数据的副本数。
关于副本数的设定，请参照“ 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指
南南 Cassandra 的机群的机群构构筑筑 ”。

○ 数
值

1 ×

<keyspace> 设定Cassandra服务器的键空间。
新建构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保持初始值
的“default”不变也可。
通过多个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使用相同
Cassandra机群时，请为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各Tenant指定不同的键空间。

○ 键

空
间

default ×

<authentication> 为Cassandra连接设定认证信息。
只有在enabled属性中设定了”true”值时，认证信息
的设定才有效。
使用认证信息时，需要对连接到Cassandra本身的
连接进行设定认证。
关于连接认证，请参照“ 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连连
接到接到Cassandra的的认证设认证设定定 ” 。

○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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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设定连接用户名。
只在使用认证信息时应用设定。

只
在
使
用
认

证

设

定
时

○

连

接
用
户

名

admin ×

<password> 设定连接密码。
只在使用认证信息时应用设定。

只
在
使
用
认

证

设

定
时

○

连

接
密
码

admin_pwd ×

<hosts> 设定Cassandra运行的服务器。 ○ 无 无 ×

<username> 设定Cassandra运行的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分布式构成中多个Cassandra在运行时，请设定全
部Cassandra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 IP
地
址：
端
口
号

127.0.0.1:9160 ○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

定定
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多多
个个
设设

定定

警告警告

存在多个Cassandra服务器时，有可能根据机群名判断是否为同一机群的Cassandra，并组
建成机群。
新构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建议变更初始值。

从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升升级级的的变变更点更点

对cassandra-config设定值的使用用途进行了如下变更。

到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2013 Winter(Felicia) 为止

连接到Cassandra的设定值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之后

Tenant环境安装的Cassandra连接信息初始值

注解注解

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开始，在连接时会使用 Tenant管
理 - Cassandra连接信息中登记的Cassandra连接信息。

Cassandra连接信息画面的初始值和设定值

Cassandra连连接信息的接信息的项项目目
名名 cassandra-config的的设设定定值值 备备注注

机群名 cluster-name  

键空间 keyspace  

连接对象 host 设定了多个host时，会被全部反映。

复制因子 replication-factor  

认证信息设定 authentication  

认证用户名 username 只在authentication的enabled属性为true
时显示。

认证密码 password 只在authentication的enabled属性为true
时显示。

Cassandra连接信息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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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ontentsSearch

设定在 IM-ContentsSearch for Accel Platform 中使用的 Apache Solr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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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IM-ContentsSearch 的功能的功能
使用使用 IM-ContentsSearch 模模块块
使用使用 IM-ContentsSearch 检检索索对对象附加模象附加模块块
Solr服服务务器器连连接接设设定（定（solr-config.xml））

从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升升级级的的变变更点更点
文本抽取文本抽取设设定（定（solr-extractor-config.xml））

IM-ContentsSearch 的功能的功能

是用于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实现全文检索功能的模块。
为了使用全文检索功能，需要构筑“Apache Solr”服务器。
添加检索对象时，需要添加检索对象附加模块。

注解注解

Apache Solr 有关设置的信息，请参考“ Solr管理者指南管理者指南 ” 。

使用使用 IM-ContentsSearch 模模块块

使用 IM-ContentsSearch 模块时，请在 IM-Juggling 中选择 IM-ContentsSearch 模块。
IM-Juggling 的项目生成时的初始设定中， IM-ContentsSearch 模块已被选中。

使用使用 IM-ContentsSearch 检检索索对对象附加模象附加模块块

变更检索对象附加模块时，请变更 IM-ContentsSearch > IM-ContentsSearch 检索对象添加功能模块树下面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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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r服服务务器器连连接接设设定（定（solr-config.xml））

设设定内容定内容

保存连接Solr服务器的设定信息的文件。

警告警告

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开始，solr-config.xml设定值的使用用
途发生了变更。
详细情况请参照 从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升升级级的的变变更点更点 。

设设定方法定方法

以下是标配的solr-config.xml部分。

<group name="default">
   <searcher>
      <method>POST</method>
      <distribution-policy>FIRST</distribution-policy>
      <servers>
         <url>http://localhost:8983/solr/default</url>
      </servers>
   </searcher>
   <indexer>
      <distribution-policy>IDHASH</distribution-policy>
      <servers>
         <url>http://localhost:8983/solr/default</url>
      </servers>
   </indexer>
   <extractor ref="im_default" />
</group>

设设定定项项目目

solr-config.xml 的元素的元素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多个多个设设定定

<group> 设定Solr服务器组别名。
在<group>的name中设定Solr服务器组
别名。
可以保持初始值的”default”。

○ 设定Solr服
务器组别

无 ○

<searcher> 设定IM-ContentsSearch在检索时连接
的Solr服务器。

○ 设定检索用
的Solr服务
器

无 ×

<method> 设定IM-ContentsSearch在检索时向Solr
服务器发送请求的方法。
通常需要从POST变更为其他方法。

× 设定检索时
使用的请求
方法

PO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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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policy>

设定选择Solr服务器的策略，IM-
ContentsSearch会向该Solr服务器发送
检索请求。
用于检索和用于生成索引的服务器方面，
可以使用的方针不同。

× 设定用于检
索的Solr服
务器的选择
方针

FIRST ×

<servers> 设定IM-ContentsSearch在检索时连接
的Solr服务器一览。
通过以下url标签设定Solr服务器。

○ 设定检索用
Solr服务器
一览

无 ×

<url> 设定IM-ContentsSearch在检索时连接
的Solr服务器的URL。
默认是 Apache Solr 的core名，是与Solr
服务器组别名不同的设定值，请不要变
更。

○ 设定检索用
Solr服务器
的URL

无 ○

<indexer> 设定IM-ContentsSearch在生成索引时
连接的Solr服务器。

○ 设定生成索
引用的Solr
服务器

无 ○

<distribution-
policy>

设定选择用于生成索引的服务器的方针。
用于检索和用于生成索引的服务器方面，
可以使用的方针不同。

× 生成索引用
Solr服务器
的选择策略
设定

IDHASH ×

<servers> 设定IM-ContentsSearch在生成索引时
连接的Solr服务器一览。
通过以下url标签设定Solr服务器。

○ 设定用于生
成索引的
Solr服务器
一览

无 ×

<url> 设定IM-ContentsSearch在生成索引时
连接的Solr服务器的URL。
默认是 Apache Solr 的core名，是与Solr
服务器组别名不同的设定值，请不要变
更。

○ 设定用于生
成索引的
Solr服务器
的URL

无 ○

<extractor> 指定IM-ContentsSearch在生成索引时
抽取文本的文件的设定组别。
在ref属性中指定由solr-extractor-
config.xml定义的文本抽取设定组别ID。

○ 指定文本抽
取设定组别

无 ×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多个多个设设定定

从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升升级级的的变变更点更点

使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之后的版本时，solr-config设定值的使用用途发生了如下变更。

初次安装Tenant环境时，或在登记Solr连接设定前安装Tenant环境时登记的Solr连接设定
新建生成Solr连接设定画面的初始值

注解注解

只使用<group>的name是”default”的设定。

文本抽取文本抽取设设定（定（solr-extractor-config.xml））

设设定内容定内容

保存以下内容相关设定信息的文件。

共通参数的设定
设定要抽取文本的文件
设定文本抽取方法

设设定方法定方法

以下是标配的solr-extractor-config.xml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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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or name="im_default">
  <default>
    <min-size>0</min-size>
    <max-size>100M</max-size>
    <properties>
      <!-- temporary directory sample for Linux -->
      <property name="tmpDir" type="string">/tmp</property>
      <!-- temporary directory sample for Windows -->
      <!--
      <property name="tmpDir" type="string">C:\temp</property>
      -->
    </properties>
  </default>

  <mapping>
    <!-- Entry for text files -->
    <entry type="text/plain" extension="txt" max-size="1M" class="jp.co.nttdata.intra_mart.contentssearch.text.extraction.extractor.PlainTextExtractor" />
    ...
  </mapping>
</ectractor>

设设定定项项目目

记述了在solr-extractor-config.xml中设定的项目。
由于只记述了一部分元素，详细说明请参照 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设设定文本抽取定文本抽取 。

solr-extractor-config.xml元素（部分）元素（部分）

标签标签 说说明明
必必
须须 设设定定值值 默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多个多个设设
定定

<extractor> 表示一个文本抽取设定组别。
在name属性中指定文本抽取设定组别的名
称。

○ 文本抽取设
定组别

无 ○

<min-size> 设定要抽取文本的文件Size最小值的默认
值。

× 设定要抽取
文本的文件
Size最小值
的默认值

0 （无限制） ×

<min-size> 设定要抽取文本的文件Size最大值的默认
值。

× 设定要抽取
文本的文件
Size最大值
的默认值

0 （无限制） ×

<property> 设定属性的默认值。
临时磁盘区域 （请务必设定property标签的
name属性”tmpDir”。
需要指定运行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
用户可访问的磁盘区域。

× 设定属性默
认值

无 ○

IM-Workflow

IM-Workflow 系系统设统设定定

IM-Workflow 的系统共通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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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Workflow 系统设定

注解注解

IM-Workflow 系统设定包含在 IM-Workflow 中。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conf/im-workflow-system-config.xml> 文件，选择“源代码”选项卡。
2. 根据运用情况变更设定内容。

注解注解

详细说明请参照“ IM-Workflow 式式样书样书 ”的“4.1.1.1 系统设定”。

IM-Workflow 设计器设定

注解注解

IM-Workflow 设计器设定包含在 IM-Workflow 中。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conf/im-workflow-designer-config.xml> 文件，选择“源代码”选项
卡。

2. 根据运用情况变更设定内容。

注解注解

详细说明请参照“ IM-Workflow 式式样书样书 ”的“4.1.1.2 设计器设定”。

警告警告

将 <im-workflow-designer-config>/<icon> 的图标路径定义变更为标准定义以外的内容时，
或替换节点图标时，需要通过用户模块配置、替换图标。
请在定义的图标路径指示的场所（系统存储下），生成部署了替换后图标的用户模块，将该用
户模块包含在war中。

关于用户模块的生成方法，请参照 “ e Builder for Accel Platform / 用用户户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

此外，请在用户模块中编辑module.xml，务必将 IM-Workflow（模块ID：
jp.co.intra_mart.im_workflow）模块指定为“依存模块”。
不指定时，有可能无法替换图标。

注解注解

生成模块、项目的例子。

生成模块、项目例子的前提

项项目名（目名（产产品品ID）） workflow_user_icon_replace

组别组别ID mypackage

module.xml 的例子

将 IM-Workflow（模块ID：jp.co.intra_mart.im_workflow）
模块指定为“依存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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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xmlns="urn:intramart:jackling:module"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conf="urn:intramart:jackling:toolkit:configurations"
 xsi:schemeLocation="urn:intramart:jackling:module module.xsd"
 conf:schemaLocation="urn:intramart:jackling:toolkit:configurations configurations.xsd">

 <id>mypackage.workflow_user_icon_replace</id>
 <version>1.0.0</version>
 <type>module</type>

 <name>${module.name}</name>
 <vendor>${module.vendor}</vendor>
 <description>${module.description}</description>

 <!-- 変更を不可とする場合やサードパーティモジュールの場合のみ以下を指定する -->
 <tags>
  <tag>immutable</tag>
  <tag>3rd-party</tag>
 </tags>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module-id>jp.co.intra_mart.im_workflow</module-id>
            <verified-version min="8.0.7">8.0.7</verified-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module>

模块、项目的资源配置例子1

保持标准的<im-workflow-designer-config>/<icon>图标
路径定义，替换申请节点图标时

只配置替换图标。

模块、项目的资源配置例子2

如下所示变更了 <im-workflow-designer-config>/<icon>
图标路径定义时
※未记述的参数仍是标准值，没有变更。

设定图标路径定义
node-icon-dir products/im_workflow/original_icon/
approval-
node-icon

original_approval_node.png

由于变更了节点图标保存目录，将全部节点图标配置到
变更后的目录中。
另外，审批节点方面，配置与变更后的图标文件名相符的
审批节点图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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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Workflow 用用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使用序列（使用序列对对象取号功能象取号功能时时））

使用序列对象取号功能时，需要变更插件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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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对象取号功能

使用 IM-Workflow 的 WorkflowNumberingManager 取得连续编号时，使用数据库的序列对象进行取号处理
的功能。

警告警告

从2013 Winter(8.0.6)开始可以使用序列对象取号功能。

使用序列对象取号功能

使用序列对象取号功能时，按照以下步骤生成插件。

1. 在 IM-Juggling 中选择项目，生成文件夹。
请将文件夹设为 “plugin/jp.co.intra_mart.workflow.plugin.numbering_8.0.6” 。

2. 在生成的文件夹中生成“plugin.xml”。
请将以下内容复制到“plugin.xml”中。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workflow.plugin.numbering" >
    <numbering
      name="simpleNumberCounter"
      id="jp.co.intra_mart.workflow.plugin.numbering.simpleNumberCounter"
      version="8.0.6"
      rank="0"
      enable="false">
      <extend>
        <java class="jp.co.intra_mart.system.workflow.plugin.numbering.SimpleNumberCounterEvent" />
      </extend>
    </numbering>
    <numbering
      name="databaseSequence"
      id="jp.co.intra_mart.workflow.plugin.numbering.databaseSequence"
      version="8.0.6"
      rank="0"
      enable="true">
      <extend>
        <java class="jp.co.intra_mart.system.workflow.plugin.numbering.DatabaseSequenceEvent" />
      </extend>
    </numbering>
  </extension>
</plugin>

生成插件后的项目构成

从从iPad访问时访问时将客将客户户端端类类型当成型当成PC处处理理时时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根据访问终端分配客户端类型。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标配的客户端类型如下。

客客户户端端类类型型ID 提供版本提供版本 提供模提供模块块 备备注注

pc 2012 Autumn 多设备 设想从PC终端使用。（标准）

sp 2012 Autumn IM-Mobile Framework 设想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的移
动终端使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标准设定中，iPad被当成智能手机终端来处理。
本章会介绍把iPad作为PC终端来处理（不作为智能手机终端处理）的设定方法。

iPad插件的无效化插件的无效化

作为判别客户端类型的设定方法，采用了plugin。
关于plugin的设定式样，请参照“ PluginManager的的JavaDoc”。
以下内容会无效化把iPad客户端类型判断为 sp 的设定。

1. 在 IM-Juggling 中选择项目，生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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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文件夹设为“plugin/ignore_sp_for_ipad”。

2. 在生成的文件夹中生成“plugin.xml”。
请将以下内容复制到“plugin.xml”中。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foundation.multi_device.client_type.matcher">
        <client-type-config id="ipad" version="8.0.999" enable="false" />
    </extension>
</plugin>

注解注解

使用plugin的版本功能，优先将 ipad 的设定无效化。

使用自使用自动动登登录录功能功能时时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通过在登录执行页面URL中附上请求参数，可实现自动登录。

例如，用以下URL访问后，会使用用户“ueda”登录并跳转到 “/imbox/mybox” 。

http://<HOST>:<PORT>/<CONTEXT_PATH>/certification?im_user=ueda&im_password=(密码)&im_url=/imbox/mybox

关于自动登录的详细说明，请参照“ 设设定文件引用定文件引用 - 认证认证功能功能 - 认证设认证设定（一般用定（一般用户户用）用）- 关于自关于自动动登登录录  ”。

出于安全的观点，此自动登录功能默认无效。
本章会介绍将自动登录功能设为有效的方法。

自自动动登登录录功能的有效化功能的有效化

编辑 “conf/token-filtering-target-config/im_certification.xml” 文件。

1. 将设定文件添加到“ProjectNavigator”上。

1. 双击 <（项目名）/juggling.im> 文件。

2. 点击“设定文件”选项卡。

3. 选择“认证功能”的“安全token过滤器设定(认证功能用)”，点击位于右侧的“输出”。

2. 请双击打开 “ProjectNavigator” 内的 <conf/token-filtering-target-config/im_certification.xml> 文件，选择“源代
码”选项卡。

3. 将以下设定注释掉。

变更前

<p:entry url="/certification" />

变更后

<!-- <p:entry url="/certification" /> -->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

设定用于进行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外部菜单联动的连接对象信息。

警告警告

从 2013 Spring(Climbing) 开始可以使用外部菜单联动。

项项目目

什么是外部菜什么是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

菜菜单单客客户户端端环环境的境的构构筑步筑步骤骤
可从菜可从菜单单供供应应者取得的信息者取得的信息
Web服服务务模模块块

什么是外部菜什么是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

外部菜单联动指的是，使用单点登录（以下记作SSO）构筑系统时，将多个 菜菜单单供供应应商商 的菜单信息 作为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上的1个菜单来显示使用的功能。

所获取的菜单信息会被显示在主题的全局浏览、树形菜单及网站Map中。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登录用户的用户代码需要与菜单供应者的用户代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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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菜单供应者

用于取得菜单信息的连接场所的Web应用程序称作菜单供应者。

外部菜单联动功能中，会使用由菜单供应者 提供的SOAP Web服务获取菜单信息。

菜单供应者中需要预先安装Web服务模块。
关于Web服务模块，请参照“Web服服务务模模块块”。
关于Web服务模块，请参照“ Web服服务务模模块块 ” 。

什么是菜单客户端

从菜单供应商取得菜单信息，统合到1个菜单信息中显示的Web应用程序被称为菜单客户端。

用户可通过访问作为菜单客户端工作的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在没有意识到存在多个Web应用程序服务的情况下使
用它们。

图 外部菜单联动

警告警告

使用外部菜单联动功能时，建议在联动的各应用程序服务器上通过SSO进行认证。

在不使用SSO的情况下使用外部菜单联动功能时，会发生以下限制事项。

|即使访问从菜单供应者方取得的菜单，也无法自动登录。

在相应页面有权限设定时，会显示错误页面。
虽然可从错误页面跳转到登录画面并进行登录操作，但由于浏览器的设定及环境等因
素有可能发生无法正常登录的情况。

另外，菜单供应者是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虽然会控制不显示全局浏览，但若在
未登录的状态下已访问时，不会进行控制，而是重叠显示菜单客户端的全局浏览和菜单
供应者的全局浏览。

由于会变成分别在菜单客户端和菜单供应者登录，无法保证是相同用户。

使用外部菜单联动取得的菜单信息是与登录到菜单客户端的用户相关的信息。
由于即使以其他用户登录到菜单供应者也无法在画面上判断，所以有可能发生误操作。

即使从菜单客户端，也无法在菜单供应者一侧自动注销。

可通过直接访问菜单供应者在处于登录状态下直接访问。

IM-HybridSSO

从 2014 Summer(Honoka) 开始，可以使用将 intra-mart WebPlatform 作为对象的简易SSO功能 IM-HybridSSO 。
关于 IM-HybridSSO ，请参照“ iAP-iWP间间SSO联动联动（（IM-HybridSSO））  ”。

IM-HybridSSO 中， 为了在 intra-mart WebPlatform v7.2 patch7 下使用提供了个别补丁模块。
个别补丁模块中除了 IM-HybridSSO 功能之外， 还包含有准备在 patch8 提供的外部菜单联动相关错误的修正。
关于错误内容，请参照个别补丁模块附带的 readme.txt 。

菜菜单单客客户户端端环环境的境的构构筑步筑步骤骤

选择外部菜单联动模块

在 IM-Juggling 中选择“添加功能”-“外部菜单联动”模块。

MenuProvider设定

通过“设定文件”选项卡，输出“外部菜单联动”-“外部菜单联动连接对象设定”。

如下所示，在“外部菜单联动连接对象设定（menu-provider-config.xml）”中记述菜单供应者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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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menu-provider id="sample">
   <end-point> http://＜HOST＞:＜PORT＞/＜CONTEXT_PATH＞/services/MenuService </end-point>
   <login-group> ＜连接对象的登录组别ID＞ </login-group>
   <user> ＜连接对象用户的用户代码＞ </user>
   <password> ＜连接对象用户密码＞ </password>
</menu-provider>
  ...

关于菜单供应者信息

需要预先由菜单供应者的系统管理员提供要设定的信息。
请向菜单供应者的系统管理员咨询以下信息。

要连接的终端 菜单供应者的连接对象URL。
格式如下。

http://<HOST>:
<PORT>/<CONTEXT_PATH>/services/MenuService

连接对象登录组别ID 菜单供应者是intra-mart WebPlatform时的登录组别ID。
菜单供应者是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是TenantID。

连接对象用户代码 被授予了Web服务权限的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用户的用户代码。

连接对象用户密码 被授予了Web服务权限的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用户的密码。

运行 通过虚拟Tenant构建多个Tenant时的菜单供应者的设定

运行 通过虚拟Tenant构建多个Tenant时，按照标准，菜单供应者的设定对默认Tenant有效。

想要在默认Tenant以外的Tenant中设定菜单供应者时，可通过设定“ target-tenant ”选项来将菜单供应者设定到任意
Tenant中。

关于菜单供应者的设定顺序

可设定多个菜单供应者。

标准上，全局浏览、树形菜单及网站Map中，会被设定的顺序显示取得的菜单信息。

全局浏览时，可通过设定“ editable”选项进行以下动作。

在菜单设定画面选择显示对象，可将其设定在任意位置显示。
不会显示未在菜单设定画面选择的菜单信息。

关于设定文件的详细设定内容，请参照“ 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连单联动连接接对对象象设设定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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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菜单设定画面上的显示顺序设定“ Tenant管理管理员员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请参照“ 登登记记外部网站的菜外部网站的菜单链单链接接 ”。

警告警告

从 2013 Autumn(Eden) 开始，可以使用“editable”选项了。

可从菜可从菜单单供供应应者取得的信息者取得的信息

可从菜单供应者取得以下信息。

一般用一般用户户可取得可取得显显示菜示菜单时单时的菜的菜单单信息信息
菜菜单单管理管理员员可取得可取得设设定菜定菜单时单时的菜的菜单单信息信息

一般用户可取得显示菜单时的菜单信息

一般用户可取得在全局浏览及网站Map中显示菜单时可取得的菜单信息。

从菜单供应者取得登录到菜单客户端的用户持有显示权限的菜单信息。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登录用户的用户代码需要与菜单供应者的用户代码一致。

主要可取得的菜单信息如下。

菜单构成
菜单显示名
菜单信息的URL

“菜单构成”指的是由菜单供应者设定的菜单文件夹及项目的显示顺序、层次信息。

“菜单显示名”是菜单供应者用户地区的显示名。
菜单供应者和菜单客户端用户地区不一致时，不会统一显示名的地区。

“菜单信息的URL”是访问菜单供应者的绝对URL。
需要使用代理服务器等使用菜单供应者时，需要在菜单供应者一侧设定适当的基准URL。
请确认在下一项 “ Web服服务务模模块块 ” 中提供的各Web服务模块的基准URL的设定方法，并进行设定。

菜单管理员可取得设定菜单时的菜单信息

菜单管理员可取得在菜单设定画面设定显示对象和显示场所时，作为设定者可取得的菜单信息。

操作菜单客户端菜单设定画面的用户可从菜单供应者取得对其持有管理权限的菜单信息。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登录用户的用户代码需要与菜单供应者的用户代码一致。

主要可取得的菜单信息如下。

菜单构成
菜单显示名
菜单信息ID

“菜单构成”指的是由菜单供应者设定的菜单文件夹及项目的显示顺序、层次信息。

“菜单显示名”是菜单供应者用户地区的显示名。
此处取得的显示名只在菜单设定画面被使用。
显示全局浏览等时，会使用通过“ 一般用一般用户户可取得可取得显显示菜示菜单时单时的菜的菜单单信息信息 ”取得的显示名。

“菜单信息ID”，是显示全局浏览等画面时对象菜单的ID。
若以在菜单设定画面设定了显示场所，则会保存“供应者ID”和“菜单信息ID”。

警告警告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服服务务 for intra-mart WebPlatform v7.2 提供的模块中，一般用户没有管理权限，所以总是
取得全部菜单信息。

Web服服务务模模块块

以下模块由英特玛提供Web服务。

外部菜单联动服务 for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外部菜单联动服务 for intra-mart WebPlatform v7.2

外部菜单联动服务 for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外部菜单联动服务 for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是可选模块。

在 IM-Juggling 中，选择“添加功能”-“面向 Web 服务的功能”-“外部菜单联动 Web 服务”模块，生成War。

使用代理服务器等情况下，为了生成菜单信息，需要设定基准URL。
基准URL设定使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共通设定 。 请参照章节“ 基基础础URL ”。

为了将Web服务模块设定为有效，需要进行许可设定。
新建生成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用户，通过认可设定授予该用户执行以下资源的许可权限。 （也可将权限授予已有用户。）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61

http://www.intra-mart.jp/document/library/iap/public/operation/tenant_administrator_guide/index.html
http://www.intra-mart.jp/document/library/iap/public/operation/tenant_administrator_guide/texts/basic_guide/basic_guide_2.html#???????????
index.html#external-menu-link-available-menu-tree
index.html#external-menu-link-managed-menu-tree
index.html#configure-settingfile-of-menu-provider-webservice-module
index.html#external-menu-link-available-menu-tree
index.html#configure-settingfile-of-menu-provider-webservice-module-for-iwp-v72
index.html#document-texts/create_war/configuration_file_base_url


请为以下两个资源设定相同权限。

资源种类 ： Web服务

资源组别/资源名 ：

1. 外部菜单联动/取得外部菜单信息
2. 外部菜单联动/取得外部菜单信息（管理）

向菜单客户端的系统管理员提供以下信息。

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终端 格式如下。

http://<HOST>:
<PORT>/<CONTEXT_PATH>/services/MenuService

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用户代
码

被授予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代码。

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用户密
码

被授予了权限的用户的密码。

外部菜单联动服务 for intra-mart WebPlatform v7.2

patch6之后提供了外部菜单联动服务 for WebPlatform v7.2
另外，用于在菜单客户端设定外部菜单显示顺序的功能，在 patch7 之后提供。
若要使用外部菜单联动，请使用最新补丁。

使用代理服务器等情况下，为了生成菜单信息，需要设定基准URL。
此模块使用以下设定。没有设定时，请添加。

设定文件 ： <%ServerManager 的安装路径% /conf/parameter.xml>

设定内容 ：

<param>
   <param-name>im.web_server.url</param-name>
   <param-value>http://<可可访问访问的主机名的主机名>:<PORT></param-value>
</param>

为了使Web服务模块有效，需要由登录组别管理员进行Web服务访问设定。
请新建生成用于连接Web服务的身份以及授予了该身份的用户，通过Web服务访问设定授予该用于执行以下Web服务的
许可权限。 （也可将权限授予已有用户。）
请为以下两个操作设定相同权限。

Web服务名 ： MenuService

操作名 ：

1. getAvailableMenuTree
2. getManagedMenuTree （在patch7之后提供。）

向菜单客户端的系统管理员提供以下信息。

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终端 格式如下。

http://<HOST>:
<PORT>/<CONTEXT_PATH>/services/MenuService

Web服务连接对象登录组别
ID

取得菜单信息的登录组别的ID。

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用户代
码

被授予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代码。

用于连接Web服务的用户密
码

被授予了权限的用户的密码。

警告警告

intra-mart WebPlatform v7.2 patch6 中，无法设定外部菜单的显示顺序。
使用 intra-mart WebPlatform v7.2 patch6 时，请不要在菜单客户端设定文件中设定“editable”选项。

注解注解

通过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菜单点击了 intra-mart WebPlatform 的链接时，不会自动登录到 intra-
mart WebPlatform 。
若要能够进行自动登录，另外还需要SSO产品的支持。

从 2014 Summer(Honoka) 开始，添加了能够简易实现SSO的功能（IM-HybridSSO）
使用 IM-HybridSSO 时，请参照“ iAP-iWP间间SSO联动联动（（IM-HybridSSO））  ”。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以下记作IM-SSO）为支持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SSO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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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mart WebPlatform的patch6之后，提供了使用IM-SSO时，能够通过外部菜单联动的菜单进行自动
登录的功能。 为了使此功能有效，请在引进IM-SSO后进行以下设定。

修正 <%ApplicationRuntime 安装路径% /doc/imart/WEB-INF/web.xml> 。
（ 请在HTTPContextHandlingFilter设定之后正确添加设定。设定位置错误时，不会正常动作。）

<filter>
    <filter-name>HTTPContextHandling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jp.co.intra_mart.common.aid.jsdk.javax.servlet.filter.HTTPContextHandling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 ↓↓↓ 添加以下内容 -->
<filter>
    <filter-name>AutoLogin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filter.AutoLogin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 ↑↑↑ 到此为止 -->

  ：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HTTPContextHandlingFilter</filter-name>
    <servlet-name>MenuServlet</servlet-name>
</filter-mapping>
<!-- ↓↓↓ 添加以下内容 -->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AutoLoginFilter</filter-name>
    <servlet-name>MenuServlet</servlet-name>
</filter-mapping>
<!-- ↑↑↑ 到此为止 -->

通过以上设定，在访问菜单URL（〜.menu）时，
会参照 VANADIS® Login Server 中设定的 Cookie 信息进行自动登录。

设定了Cookie信息时，无法在intra-mart WebPlatform中进行一般用户的登录、注销。
请务必在VANADIS® Login Server上执行登录、注销操作。

iAP-iWP间间SSO联动联动（（IM-HybridSSO））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对在（以下记作 iAP ） 与 iWP / iAF v7.2 （以下记作 iWP ）间， 进行单点登录（以下记作 SSO
）联动的功能（IM-HybridSSO）的设定方法进行说明。

警告警告

从 2014 Summer(Honoka) 开始，可以使用 IM-HybridSSO 。

警告警告

用于 iWP的 IM-HybridSSO 模块，预计将在patch8中提供。

为了在 iWP 的 patch7 中使用 IM-HybridSSO ，需要另行安装个别补丁模块。
可从以下URL下载个别补丁模块。

http://www.intra-
mart.jp/download/product/iap/archive/iwp727_id26113_20140731.zip

请解压缩相应文件，参照展开得到的 readme.txt 进行安装与设定。

警告警告

关于使用 IM-HybridSSO 时的限制事项，请参照“ Release Note ”-“ 限制事限制事项项 ”-“
`HybridSSO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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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概要概要
什么是什么是 IM-HybridSSO
IM-HybridSSO 的的构构成成
IM-HybridSSO 的功能的功能

IM-HybridSSO 的的设设定定
iWP 的的设设定定
iAP 的的设设定定
在同一主机上在同一主机上运运行行时时的的设设定定

概要概要

什么是什么是 IM-HybridSSO

IM-HybridSSO 指的是在 iAP 和 iWP 间，进行SSO联动的功能。
管理 iWP 的认证信息，以及从使用外部菜单联动取得的菜单进行访问时 会通过自动登录到 iWP 来实现。
这样就可无缝地使用 iAP 与 iWP 的服务。

关于外部菜单联动，请参照“ 什么是外部菜什么是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 ”。

使用 IM-HybridSSO 时，需要进行外部菜单联动的设定。
“ IM-HybridSSO 的的设设定定 ” 中，会同时进行 IM-HybridSSO 与外部菜单联动的设定，因此请按照步骤进行设定。

IM-HybridSSO 的的构构成成

IM-HybridSSO 中，连接方与被连接方的定义如下。

SSO认证认证供供应应商商 连接方的 iAP 的登录对象Tenant
还具有作为外部菜单联动功能的菜单客户端的作
用。

SSO服服务务供供应应商商 被连接方的 iWP 的登录组别
还具有作为外部菜单联动功能的菜单提供者的作
用。

IM-HybridSSO 的基本构成如下。

图 IM-HybridSSO 的构成

通过为每个Tenant定义要与之联动的SSO服务供应商来进行设定。

IM-HybridSSO 的功能的功能

IM-HybridSSO 通过以下功能实现。

认证信息的管理

通过登录到 iAP 上，来进行 iWP 的登录确认， 可登录时，将认证信息保存到浏览器的
``Cookie``中。

SSO自动登录

通过从外部菜单联动中取得的外部菜单进行访问，使用``Cookie``的认证信息自动登录到
iWP ，显示相应页面。

注销联动

iAP 注销，可从联动中的全部 iWP 注销掉，从``Cookie``中删除认证信息。

IM-HybridSSO 中，会使用登录到 iAP 中用户的用户代码 登录到 iW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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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iWP 中不存在具有统一用户代码的用户，则无法进行SSO联动。

若要同步 iAP 与 iWP 的帐号信息，可使用主表信息同步功能的 BackwardSync 。
关于 BackwardSync ，请参照“ BackwardSync(和和version 7.2的主表同步的主表同步)说说明明书书 ”，及“ BackwardSync（和（和version
7.2的主表同步）操作指南的主表同步）操作指南 ” 。

IM-HybridSSO 的的设设定定

iWP 的的设设定定
SSO自动登录的设定

为了使通过 IM-HybridSSO 进行的SSO自动登录有效化，需要进行以下设定。

警告警告

请在修正内容的位置正确添加设定。
设定位置错误时，不会正常动作。

1. 在菜单Servlet中添加过滤器。

设定文件

<%ApplicationRuntime 安装路径% /doc/imart/WEB-INF/web.xml>

修正内容

  ：

<filter>
  <filter-name>HTTPContextHandling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jp.co.intra_mart.common.aid.jsdk.javax.servlet.filter.HTTPContextHandling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 ↓↓↓ 以下を追加 -->
<filter>
  <filter-name>AutoLogin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filter.AutoLogin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 ↑↑↑ ここまで -->

  ：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HTTPContextHandlingFilter</filter-name>
  <servlet-name>MenuServlet</servlet-name>
</filter-mapping>
<!-- ↓↓↓ 以下を追加 -->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AutoLoginFilter</filter-name>
  <servlet-name>MenuServlet</servlet-name>
</filter-mapping>
<!-- ↑↑↑ ここまで -->

2. 添加SSO自动登录用的请求分析模块。

设定文件

<%ServerManager 的安装路径% /conf/access-security.xml>

修正内容

<user-security>

      ：

    <initial-request-analyzer>
        <request-analyzer-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certification.ShortCutInitialRequestAnalyzer</request-analyzer-class>
    </initial-request-analyzer>
    <!-- ↓↓↓ 以下を追加 -->
    <initial-request-analyzer>
        <request-analyzer-class>jp.co.intra_mart.system.hybrid_sso_provider.HybridSSORequestAnalyzer</request-analyzer-class>
    </initial-request-analyzer>
    <!-- ↑↑↑ ここまで -->

SSO错误页面的设定

将下述错误页面替换成 IM-HybridSSO 用的页面。

会话超时错误页面
有效会话无效错误页面
登录阻塞错误页面

替换时分别修改以下文件。

1. 会话超时错误页面

设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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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Manager 的安装路径% /conf/access-security.xml>

修正内容

  ：

<security-config>
  <error-page-provider>
    <page-provider-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certification.StandardErrorPageProvider</page-provider-class>

      ：

    <init-param>
      <!-- このパスを修正してください -->
      <param-name>session-timeout-page</param-name>
      <param-value>system/security/error/im_hybrid_sso/session_timeout_page.jssp</param-value>
    </init-param>

      ：

    <init-param>
      <!-- スマートフォンを利用している場合は以下も修正してください -->
      <param-name>session-timeout-page.sp</param-name>
      <param-value>system/security/error/im_hybrid_sso/session_timeout_page_smartphone.jssp</param-value>
    </init-param>

2. 有效会话无效错误页面

设定文件

<%ServerManager 安装路径% /conf/active-session-config.xml>

修正内容

  ：

<access-security-page-provider provider-class="jp.co.intra_mart.system.security.AccessSecurityPageProviderImpl">
  <access-security-page page-id="active-session-invalidated">
    <location request-header="maskat_layoutid">system/security/error/active_session_invalidated_page_maskat.jssp</location>
    <location client-type="mobile">system/security/error/active_session_invalidated_page_mobile.jssp</location>

    <!-- このパスを修正してください -->
    <location>system/security/error/im_hybrid_sso/active_session_invalidated_page.jssp</location>

    <!-- スマートフォンを利用している場合は以下も修正してください -->
    <location client-type="sp">system/security/error/im_hybrid_sso/active_session_invalidated_page_smartphone.jssp</location>
  </access-security-page>
</access-security-page-provider>

3. 登录阻塞错误页面

设定文件

<%ApplicationRuntime 的安装路径% /doc/imart/WEB-INF/web.xml>

修正内容

  ：

<filter>
  <filter-name>LoginBlock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filter.LoginBlockFilter</filter-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pagePath</param-name>
    <!-- このパスを修正してください -->
    <param-value>/system/security/error/im_hybrid_sso/login_block_page.jssp</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mobilePagePath</param-name>
    <param-value>/system/security/error/login_block_page_mobile.jssp</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pagePath.sp</param-name>
    <!-- スマートフォンを利用している場合は以下も修正してください -->
    <param-value>/system/security/error/im_hybrid_sso/login_block_page_smartphone.jssp</param-value>
  </init-param>
</filter>

SSO服务供应商的设定

进行SSO服务供应商的ID与被连接的SSO联动登录组别的设定。

设定文件

<%ServerManager 的安装路径% /conf/hybrid-sso-provider-config.xml>

设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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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sso-provider-config
    xmlns="http://www.intra-mart.jp/hybrid_sso_provider/hybrid-sso-provider-confi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intra-mart.jp/hybrid_sso_provider/hybrid-sso-provider-config"
    provider-id="sample">

  <mappings>
    <mapping login-group="default" encrypt-key="default-enc-key" />
    <mapping login-group="other" encrypt-key="other-enc-key" />
  </mappings>

</hybrid-sso-provider-config>

在SSO服务供应商设定文件中进行以下设定。

供应商ID的设定

在 <hybrid-sso-provider-config> 的 provider-id 属性中设定供应商ID。
对于构成同一SSO构成的Domain上的 iWP ，请将供应商ID设定为唯一的ID。

登录组别的设定

在 <mappings> 内记述的 <mapping> 标签的个数是在SSO联动中使用的登录组别的个数。
在 login-group 属性中设定登录组别ID。
在 encrypt-key 属性中，设定在浏览器的 Cookie 中设定的用于加密认证信息的键。

警告警告

认证信息的加密方式为 Blowfish 。
因此必须在加密键中设定一个字符串，该字符串长度满足可设定成 Blowfish 键的字符串长
度要求。

另外，根据环境不同有可能限制键的字符串长度。
Windows 用的 Oracle JDK 的加密供应商安装中，键的字符串长默认被限制为 128位（半角
16字符）。（在日本使用时）

请在 encrypt-key 属性中设定为所使用环境中可设定的字符串长的字符串。

关于 Oracle JDK 的加密供应商，请参照以下内容。

http://docs.oracle.com/javase/jp/7/technotes/guides/security/SunProviders.html
（日语）
http://docs.oracle.com/javase/7/docs/technotes/guides/security/SunProviders.html
（English）

设定基准URL

使用Web服务器等时，来自浏览器的请求URL与 iWP 能够受理的请求URL不同时，需要设定基准URL。

设定基准URL时需要以下设定。
没有设定时，请添加。

设定文件

<%ServerManager 的安装路径 /conf/parameter.xml>

修正内容

  ：

<param>
  <param-name>im.web_server.url</param-name>
  <param-value>＜http または https＞://＜アクセス可能なホスト名＞:＜PORT＞</param-value>
</param>

以下构成时，在 <param-value> 中设定 http://www.intra-mart.jp 。

Web服务器请求URL http://www.intra-mart.jp/imart/〜

iWP 能够受理的请求URL http://iap.intra-mart.jp:8080/imart/〜

外部菜单联动用模块中会使用此设定生成菜单信息的URL。
没有此设定时， iWP 会基于受理的请求 URL 生成菜单信息的 URL ，因此无法通过Web服务器访问。

执行Web服务的用户设定

定义执行Web服务的特定用户。

1. 定义执行Web服务的用户。
请新建生成用于执行Web服务的用户，并授予其特定的身份。
无法新建生成用户时，也可将身份授予已有的用户，将其作为用来执行Web服务的用户。

2. 从“登录组别管理画面”的“Web服务访问菜单”，授予在以下Web服务中执行Web服务的用户的权限（已在
1.中设定的身份）。
存在 IM-HybridSSO 使用的和外部菜单联动用的Web服务，但是请为各个操作设定相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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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服服务务 操作操作 说说明明
AdmissionService publishKey IM-HybridSSO 的登录确认与认证

信息的生成。
MenuService getAvailableMenuTree 取得显示用的外部菜单树。

取得在全局浏览或网站Map中显示
的菜单树。

MenuService getManagedMenuTree 取得管理用的外部菜单树。
取得用于在菜单设定画面设定菜单
显示位置的菜单树。

关于各画面的操作步骤，请参照 iWP “ 组别组别管理管理员员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

关于生成身份・・・“1.5.2 身份的设定”
关于生成用户与授予身份・・・“1.5.3 用户的登记与删除（帐号信息和档案信息）”
关于执行Web服务的用户的权限・・・“1.14 Web服务访问设定”

另外，若想了解 iWP Web服务的详细内容， 请参照 iWP 的“ `Web 服务 编程指南 。

SSO服务供应商信息的提供

向SSO联动 iAP 的系统管理员中提供以下信息。

iAP 的系统管理员会参照此信息，进行 iAP 的设定。
关于 iAP 的设定请参照“ iAP 的的设设定定 ”。

供供应应商商ID 已在 iWP 的设定文件 “hybrid-sso-provider-config.xml” 中设定的供应商ID

认证认证信息用信息用终终端端 格式如下。

http://<HOST>:
<PORT>/<CONTEXT_PATH>/services/AdmissionService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单联动用用终终端端 格式如下。

http://<HOST>:
<PORT>/<CONTEXT_PATH>/services/MenuService

Web服服务连务连接接对对象象
登登录组别录组别 ID

SSO服务供应商的登录组别ID。

Web服服务连务连接用接用
用用户户代代码码

被授予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代码。

Web服服务连务连接用接用
用用户户密密码码

被授予了权限的用户的密码。

注注销销URL 格式如下。

http://<HOST>:<PORT>/<CONTEXT_PATH>/user.logout

iAP 的的设设定定
IM-HybridSSO 模块的选择

在 IM-Juggling 中选择“添加功能”-“认证扩展功能”-“iAP-iWP间SSO联动模块(IM-HybridSSO)”。

使用“iAP-iWP间SSO联动模块(IM-HybridSSO)”时，需要“外部菜单联动”模块。
“外部菜单联动”会通过对“iAP-iWP间SSO联动模块(IM-HybridSSO)”进行“包括依存关系的检查”来实现自动选择。

SSO服务供应商的设定

在设定文件中记述使用的SSO服务供应商。

通过“设定文件”选项卡输出 “iAP-iWP间SSO联动模块(IM-HybridSSO)”-“SSO联动用映像设定（hybrid-sso-mapping-
config）” 。

在“SSO联动用映像设定（hybrid-sso-mapping-config）”中记述SSO服务供应商的设定。
请在 <mapping> 标签内记述SSO服务供应商的信息，标签个数为联动的SSO服务供应商的个数。
请在供应商ID中记述已通过“ SSO服服务务供供应应商的商的设设定定 ”在|common_old_base_product_short|中设定的值。

必须在同一Domain上构筑构成 IM-HybridSSO 的全部服务器。
以下构成的情况下，设定文件的网站Domain中的设定值就是“intra-mart.jp”。

SSO认证供应商： iap.intra-mart.jp
SSO服务供应商1： iwp1.intra-mart.jp
SSO服务供应商2： iwp2.intra-mart.jp

关于设定文件的详细设定内容，请参照“ 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 SSO联动联动用映像用映像设设定定 ”。

MenuProvider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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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定文件中记述要使用的外部菜单联动用的菜单供应商。

使用 IM-HybridSSO 时，需要在菜单供应商的连接对象信息中，设定为与已通过“ SSO服服务务供供应应商的商的设设定定 ”设定的信息相
同 的 iWP 连接对象信息。
请设定与SSO服务供应商相同的连接对象（URL的主机）、登录组别、Web服务执行用户。

关于设定方法，请参照“ MenuProvider设设定定 ”及，“ 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 外部菜外部菜单联动连单联动连接接对对象象设设定定 ”。

在同一主机上在同一主机上运运行行时时的的设设定定

在同一主机上运行 iAP 和 iWP 时，部分``Cookie``名会重复，因此使用SSO时，需要变更``Cookie``名。
请变更以下设定。

1. 变更会话``Cookie``名

可通过应用程序服务器变更会话的``Cookie``名。
Resin 时的设定方法如下所述。

设定文件

<%RESIN_HOME%/conf/resin.xml>

修正内容

<!--
   - Resin 4.0 configuration file.
  -->
<resin xmlns="http://caucho.com/ns/resin"
       xmlns:resin="urn:java:com.caucho.resin">

  ：

  <cluster id="app">

    ：

    <session-cookie>IAP_SESSIONID</session-cookie>

  ：

关于 Resin 以外的设定方法，请参照应用程序服务器的文档。

2. 变更用于检查会话信息的``Cookie``名

变更用于检查会话信息有效性的``Cookie``名。
变更用于检查会话信息的``Cookie``时， 请参照“ 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 `会会话话信息信息选择设选择设定定`_ ”-“ 会会话话信息信息
Cookie 设设定名定名 ”。

Cookie 名默认被设定为 “ jp.co.intra_mart.session.cookie” 请将此值变更为任意值。

设定例子

  ：

  <!-- セッション情報管理で使用する設定 -->
  <category name="im_session">
    <!-- セッション管理情報を保存するクッキー名 -->
    <param>
      <param-name>cookie_name</param-name>
      <param-value>jp.co.intra_mart.session.cookie.iap</param-value>
    </param>

缓存设定

许许可方可方针设针设定定缓缓存存

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许可方针设定缓存。

注解注解

许可方针设定缓存设定包含在Tenant管理功能中。

1. 请双击打开 “ProjectNavigator” 内的 <conf/im-ehcache-config/authz-policy.xml> 文件，选择“源代码”选
项卡。

2. 根据运行规模变更 <im-ehcache-config>/<cache> 的内容。

<cache
  name="IM_TENANT-AUTHZPOLICY"
  enable="true"
  max-bytes-memory="160M"
  time-to-live-seconds="3600"
  time-to-idle-seconds="1800"
/>

注解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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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请参照“许许可式可式样样 许许可的可的缓缓存存设设定定 ”。

许许可可资资源源组别设组别设定定缓缓存存

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认可设定的资源组别缓存。

注解注解

许可资源组别设定缓存设定包含在Tenant管理功能中。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conf/im-ehcache-config/authz-resourcetype-service.xml> 文件，
选择“源代码”选项卡。

2. 根据运行规模变更 <im-ehcache-config>/<cache> 的内容。

<cache
  name="IM_TENANT-AUTHZ_RESOURCETYPE_GENERALSERVICE"
  enable="true"
  max-bytes-memory="128k"
  time-to-live-seconds="86400"
  time-to-idle-seconds="86400"
/>

注解注解

详细说明请参照“许许可式可式样样 许许可的可的缓缓存存设设定定 ” 。

许许可可资资源源闭闭塞信息塞信息缓缓存存

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许可资源的闭塞信息相关缓存。

注解注解

许可资源闭塞信息缓存设定包含在Tenant管理功能中。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conf/im-ehcache-config/authz-resource-block.xml> 文件，选择“源
代码”选项卡。

2. 根据运行规模变更 <im-ehcache-config>/<cache> 的内容。

<cache
  name="IM_TENANT-AUTHZ_RESOURCE_BLOCK"
  enable="true"
  max-bytes-memory="320k"
  time-to-live-seconds="86400"
  time-to-idle-seconds="86400"
/>

注解注解

详细说明请参照“许许可式可式样样 许许可的可的缓缓存存设设定定”。

菜菜单侧单侧路由路由设设定定缓缓存存

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菜单设定的路由相关缓存。

注解注解

菜单侧路由设定缓存设定包含在Tenant管理功能中。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conf/im-ehcache-config/authz-mapped-entry-url.xml> 文件，选
择“源代码”选项卡。

2. 根据运行规模变更 <im-ehcache-config>/<cache> 的内容。

<cache
  name="IM_TENANT-AUTHZ_MAPPED_ENTRY_URL"
  enable="true"
  max-bytes-memory="128k"
  time-to-live-seconds="86400"
  time-to-idle-seconds="86400"
/>

注解注解

详细说明请参照“许许可式可式样样 许许可的可的缓缓存存设设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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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可可IPv4 Subject设设定定缓缓存存

对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认可设定的IPv4 Subject相关缓存进行设定。

注解注解

许可IPv4 Subject设定缓存设定包含在Tenant管理功能中。

1. 请双击打开“ProjectNavigator”内的 <conf/im-ehcache-config/authz-subjecttype-ipv4.xml> 文件，选
择“源代码”选项卡。

2. 根据运行规模变更 <im-ehcache-config>/<cache> 的内容。

<cache
  name="IM_TENANT-AUTHZ_SUBJECTTYPE_IPV4"
  enable="true"
  max-bytes-memory="64k"
  time-to-live-seconds="3600"
  time-to-idle-seconds="1800"
/>

注解注解

如果“max-bytes-memory”及“max-bytes-disk”属性已设定，在Cache上注册项目时，将进行
该项目尺寸的计算处理。
此时，注册的项目拥有大量其他项目的链接时，计算处理需要耗费时间，这有可能导致性能
下降。
注册的项目拥有1000以上的链接时，下列提示信息会被日志输出。

The configured limit of 1,000 object references was reached while attempting to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object graph.
Sever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could occur if the sizing operation continues.
This can be avoided by setting the CacheManger or Cache <sizeOfPolicy> elements maxDepthExceededBehavior to "abort" or adding stop points with @IgnoreSizeOf annotations.
I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is NOT an issue at the configured limit, raise the limit value using the CacheManager or Cache <sizeOfPolicy> elements maxDepth attribut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Ehcache configuration documentation.

输出该日志时，请重新评估保存在缓存中的项目结构，或者研究使用“max-elements-on-
memory”或“max-elements-on-disk”，以代替“max-bytes-memory”或“max-bytes-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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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存存对对象的象的单单位位

许可IPv4 Subject设定是以Tenant为单位来缓存的。
因此，要缓存的对象数是一个。

缓缓存存Size计计算公式算公式

可通过下述计算公式求出可缓存对象数据的大致Size。

缓存大小 ＝ ( (1) ＋ (2) ) × (3)

(1) … IPv4相关SubjectID的字节数 (64byte)
(2) … 地址模式字符串 (平均 100byte)
(3) … 已被登记的IPv4相关Subject的个数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默认设定值是基于以下计算来设定的。

(64 + 100) × 400 ＝ 65600
⇒ 64KB

下拉菜下拉菜单缓单缓存存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下拉菜单缓存的相关设定。

注解注解

下拉标签缓存设定包含在Tenant管理功能中。

1. 请双击打开 “ProjectNavigator” 内的 <conf/im-ehcache-config/menu-dropdown.xml> 文件，选择“源代
码”选项卡。

2. 根据运行规模变更 <im-ehcache-config>/<cache> 的内容。

<cache
  name="IM_TENANT-MENU_DROPDOWN"
  enable="true"
  max-bytes-memory="62M"
  time-to-live-seconds="259200"
  time-to-idle-seconds="259200"
/>

注解注解

如果“max-bytes-memory”及“max-bytes-disk”属性已设定，在Cache上注册项目时，将进行
该项目尺寸的计算处理。
此时，注册的项目拥有大量其他项目的链接时，计算处理需要耗费时间，这有可能导致性能
下降。
注册的项目拥有1000以上的链接时，下列提示信息会被日志输出。

The configured limit of 1,000 object references was reached while attempting to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object graph.
Sever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could occur if the sizing operation continues.
This can be avoided by setting the CacheManger or Cache <sizeOfPolicy> elements maxDepthExceededBehavior to "abort" or adding stop points with @IgnoreSizeOf annotations.
I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is NOT an issue at the configured limit, raise the limit value using the CacheManager or Cache <sizeOfPolicy> elements maxDepth attribut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Ehcache configuration documentation.

输出该日志时，请重新评估保存在缓存中的项目结构，或者研究使用“max-elements-on-
memory”或“max-elements-on-disk”，以代替“max-bytes-memory”或“max-bytes-disk”。

缓缓存存对对象的象的单单位位

下拉菜单是以用户为单位缓存的。
因此，使用用户数来估计缓存的对象数。

缓缓存存Size计计算公式算公式

可通过下述计算公式求出可缓存对象数据的大致Size。

缓存大小 ＝ ((1) × (2) ＋ (3) × (4) ＋ (5)) × (6)

(1) ... 各菜单项目中设定的内容大小（平均600byte）
(1) ＝ (1a) ＋ (1b) ＋ (1c) ＋ (1d) ＋ (1e) ＋ (1f) ＋ ((1g) × (1h))
(1a) ... 各菜单项目输出的HTML的字节数
(1b) ... 菜单项目ID的字节数
(1c) ... URL的字节数
(1d) ... 菜单项目显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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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 菜单项目显示选项（弹出显示、iframe显示等）
(1f) ... 图片信息
(1g) ... 参数（键+值）的字节数
(1h) ... 参数个数

(2) ... 被显示的菜单项目个数
(3) ... 各菜单文件夹中设定的内容大小（平均150byte）

(3) ＝ (3a) ＋ (3b) ＋ (3c)
(3a) ... 各菜单文件夹输出的HTML的字节数
(3b) ... 菜单文件夹显示名
(3c) ... 图片信息

(4) ... 被显示的菜单文件夹个数
(5) ... 下拉标签一直输出的HTML(700byte)
(6) ... 使用用户数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默认设定值是基于以下计算来设定的。

(600 × 50 ＋ 150 × 10 ＋ 700) × 2000 ＝ 64400000
⇒ 62MB

个人个人设设定菜定菜单缓单缓存存

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个人设定菜单缓存。

注解注解

个人设定菜单缓存设定包含在Tenant管理功能中。

1. 请双击打开 “ProjectNavigator” 内的 <conf/im-ehcache-config/menu-personal-settings-item.xml> ，选
择“源代码”选项卡。

2. 根据运行规模变更 <im-ehcache-config>/<cache> 的内容。

<cache
  name="IM_TENANT-MENU_PERSONAL_SETTINGS_ITEM"
  enable="true"
  max-bytes-memory="11M"
  time-to-live-seconds="259200"
  time-to-idle-seconds="259200"
/>

注解注解

如果“max-bytes-memory”及“max-bytes-disk”属性已设定，在Cache上注册项目时，将进行
该项目尺寸的计算处理。
此时，注册的项目拥有大量其他项目的链接时，计算处理需要耗费时间，这有可能导致性能
下降。
注册的项目拥有1000以上的链接时，下列提示信息会被日志输出。

The configured limit of 1,000 object references was reached while attempting to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object graph.
Sever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could occur if the sizing operation continues.
This can be avoided by setting the CacheManger or Cache <sizeOfPolicy> elements maxDepthExceededBehavior to "abort" or adding stop points with @IgnoreSizeOf annotations.
I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is NOT an issue at the configured limit, raise the limit value using the CacheManager or Cache <sizeOfPolicy> elements maxDepth attribut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Ehcache configuration documentation.

输出该日志时，请重新评估保存在缓存中的项目结构，或者研究使用“max-elements-on-
memory”或“max-elements-on-disk”，以代替“max-bytes-memory”或“max-bytes-disk”。

缓缓存存对对象的象的单单位位

个人设定菜单是以用户为单位缓存的。
因此，使用用户数来估计缓存的对象数。

缓缓存存Size计计算公式算公式

可通过下述计算公式求出可缓存对象数据的大致Size。

缓存大小 ＝ (1) × (2)

(1) ... 个人设定菜单的大小（平均5500byte）
(2) ... 使用用户数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默认设定值是基于以下计算来设定的。

5500 × 2000 ＝ 11000000
⇒ 1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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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门户的的许许可可Subject信息信息缓缓存存

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门户许可Subject信息缓存。

注解注解

门户的许可Subject信息缓存设定包含在门户功能中。

1. 请双击打开 “ProjectNavigator” 内的 <conf/im-ehcache-config/im_portal-subjecttype.xml> 文件，选
择“源代码”选项卡。

2. 根据运行规模变更 <im-ehcache-config>/<cache> 的内容。

<cache
  name="IM_PORTAL-SUBJECTTYPE"
  enable="true"
  max-elements-on-memory="200"
  time-to-live-seconds="3600"
  time-to-idle-seconds="1800"
/>

注解注解

如果“max-bytes-memory”及“max-bytes-disk”属性已设定，在Cache上注册项目时，将进行
该项目尺寸的计算处理。
此时，注册的项目拥有大量其他项目的链接时，计算处理需要耗费时间，这有可能导致性能
下降。
注册的项目拥有1000以上的链接时，下列提示信息会被日志输出。

The configured limit of 1,000 object references was reached while attempting to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object graph.
Sever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could occur if the sizing operation continues.
This can be avoided by setting the CacheManger or Cache <sizeOfPolicy> elements maxDepthExceededBehavior to "abort" or adding stop points with @IgnoreSizeOf annotations.
I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is NOT an issue at the configured limit, raise the limit value using the CacheManager or Cache <sizeOfPolicy> elements maxDepth attribut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Ehcache configuration documentation.

输出该日志时，请重新评估保存在缓存中的项目结构，或者研究使用“max-elements-on-
memory”或“max-elements-on-disk”，以代替“max-bytes-memory”或“max-bytes-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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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存存对对象的象的单单位位

门户的许可Subject信息会以HTTP会话为单位来缓存。
因此，根据同时访问的最大HTTP会话数来估计缓存的对象数。

缓缓存存Size计计算公式算公式

可通过下述计算公式求出可缓存对象数据的大致Size。

缓存大小（对象个数） ＝ (1)

(1) ... HTTP会话数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默认设定值是基于以下计算来设定的。

假定同时访问的最大HTTP会话数是200。

功能控制设定

限制上限制上传传文件的方法文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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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求控制求控制设设定定

注解注解

请求控制设定包含在Web模块功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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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request-control-config.xml”设定内容请参照“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

使用使用SAStruts时时

使用SAStruts上传文件时，需要设定“struts-config.xml”。

编辑strtus-config.xml文件。

1. 将设定文件添加到“ProjectNavigator”上。

有以下方法。

・通过配置生成 IM-Juggling 项目的向导中的添加资源，添加“SAStruts用设定文件”。
・生成 IM-Juggling 项目后通过“选择添加资源”添加“SAStruts用设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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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点击“源代码”选项卡，移动到定义Controller Configuration的行。 ::

<!-- =====================================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

    <controller
        maxFileSize="1024K"
        bufferSize="1024"
        processorClass="org.seasar.struts.action.S2RequestProcessor"
        multipartClass="org.seasar.struts.upload.S2MultipartRequestHandler"/>

4. 变更“maxFileSize”属性中定义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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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注解

“ 通过WAR文件构建多个Tenant”环境时，请参考 通通过过WAR文件文件构构建多个建多个Tenant 。

注解注解

关于各应用程序中选择的模块内设定文件，请参照各应用程序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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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WAR文件

注解注解

什么是WAR文件？

JavaEE中定义的 Web Application Archive 文件。
存放有运行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所必需的各种文件，
使用 IM-Juggling 来生成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用的W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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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产品本身就是最小单位，
所以可按照WAR文件为单位来计算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许可证的数目。

1. 打开<juggling.im>文件，点击位于右上方的“编连向导”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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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基本设定”画面进行设定，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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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种使用种别别
产品版

请购买了许可证的顾客选择此项。

测试版
软件是测试版。
正规使用时请购买许可证。

含有示例数据含有示例数据
选中后，会投入示例数据。

执执行行环环境境
根据运行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环境，选择执行环境。
详细情况请参照“ 变变更生成更生成WAR文件文件时时的的执执行行环环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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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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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静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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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静态文件”，点击“下一步”。

3. 在“基本设定”画面进行设定，点击“下一步”。

使用种使用种别别
产品版

请购买了许可证的顾客选择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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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版
软件是测试版。
正规使用时请购买许可证。

含有示例数据含有示例数据
选中后，会投入示例数据。

执执行行环环境境
单体测试环境

表示单体测试环境。
假想使用JUnit等的情况。
不考虑性能。

结合测试环境
表示结合测试环境。
假想使用了IDE的测试环境等。
假想最普通的使用环境。
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动作环境。

统合测试环境
表示统合测试环境。
假想使用了原来执行环境（AP服务器）的统合测试环境。
假想转换后也使用此环境。

运行环境
表示运行环境。
考虑了性能的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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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点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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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zip文件被输出到指定场所后，编连向导画面会关闭。

7. 将输出的zip文件展开并配置到 Web Server 的虚拟目录中已设定的目录。

启动/停止 Web Application Server

Windows

启动/停止控制台

项项目目

启动启动 Resin
从控制台从控制台启动启动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停止停止 R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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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过过控制台停止控制台停止

启动启动 Resin

警告警告

使用 Apache Cassandra 时，需要在启动 Resin 前先启动 Apache Cassand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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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详细情况请参照 安装安装.NET Framework 。

1. 双击<%RESIN_HOME%/resin.exe>文件。
会显示启动停止画面和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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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控制台从控制台启动启动

可从控制台执行resin.exe。

以前台方式启动时，在参数中指定“console”。

> cd <%RESIN_HOME%>
> resin.exe console

以后台方式启动时，在参数中指定“start”。

> cd <%RESIN_HOME%>
> resin.exe start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在启动的环境中设定了多个IP地址时，请不要双击resin.exe，而是需要通过控制台指定“jgroups.bind_addr”属性。

> cd <%RESIN_HOME%>
> resin.exe console -Djgroups.bind_addr=192.168.1.1

停止停止 Resin

1. 在启动时显示的启动停止画面点击“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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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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过过控制台停止控制台停止

通过控制台以后台方式启动时，若要停止则在参数中指定“stop”。
使用参数“console”启动时或通过双击resin.exe启动时无法使用此方法。

> cd <%RESIN_HOME%>
> resin.exe stop

Windows服务的登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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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登登记记到到Windows服服务务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Windows服服务务的的删删除除

登登记记到到Windows服服务务

启动位于安装了 Resin 的目录下的“setup.exe”。

%RESIN_HOME%/setup.exe

警告警告

执行setup.exe时需要 .NET Framework 3.5。

启动后会显示以下画面。

编辑“Resin Windows Service Install”选项卡内的项目。

注解注解

本文中会变更服务名。
变更前：“Resin-app-0”
变更后：“Resin Winwdows-Service”

点击位于下部的“Install/Change”按钮。

以下画面显示后，即可登记到Windows服务中。
请根据需要将启动种类变更成“自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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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在启动的环境中设定了多个IP地址时，需要在“Extra Params”项目中指定“jgroups.bind_addr”属性。

-Djgroups.bind_addr=192.168.1.1

Windows服服务务的的删删除除

启动位于安装了 Resin 的目录下的“setup.exe”。

%RESIN_HOME%/setup.exe

启动后会显示以下画面。

点击位于下部的“Remove”按钮。

以下画面显示后，即可从Windows服务删除。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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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停止控制台

项项目目

启动启动 Resin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停止停止 Resin

启动启动 Resin

警告警告

使用 Apache Cassandra 时，请在启动 Resin 前先启动 Apache Cassandra 。

1. 执行以下命令。

# <%RESIN_HOME%>/bin/resinctl -server app-0 start

警告警告

分布式构成时，请从各个安装了 Resin 的环境启动。
请在“app-0”部分指定与已在 <%RESIN_HOME%/conf/resin.properties> 文件的“app_servers”属性中设定的IP地址
相对应的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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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启动的环境中设定了多个IP地址时，需要指定“jgroups.bind_addr”系统属性后再启动。

# <%RESIN_HOME%>/bin/resinctl -server app-0 start -Djgroups.bind_addr=192.168.1.1

停止停止 Resin

1. 执行以下命令。

# %RESIN_HOME%/bin/resinctl -server ap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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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守护进程的登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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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登登记记到到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从从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删删除除
变变更更执执行用行用户户

登登记记到到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

警告警告

需要按照 安装与安装与设设定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Linux版）版） 中所说明的方法来安装。
另外，安装时需要有root权限的用户来执行。

请执行 chkconfig 命令，以使得能在启动时自动启动。

# chkconfig --add resin

执行 chkconfig 命令后，若显示如下内容则执行成功。

# chkconfig --list resin
resin       0:off   1:off   2:off   3:on    4:on    5:on    6:off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在启动的环境中设定了多个IP地址时，需要编辑配置在/etc/init.d目录下的resin脚本，指定系统属性“jgroups.bind_addr”。
在第25行前后，存在指定环境变量的部分。在该处添加环境变量“ARGS”并添加系统属性。

JAVA_HOME="/usr/lib/jvm/java-7-sun"
RESIN_HOME="/usr/local/resin"
CONSOLE="/var/log/resin/console.log"
# 添加系统属性
ARGS="-Djgroups.bind_addr=192.168.1.1"

从从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删删除除

请执行 chkconfig 命令后删除。

# chkconfig --del resin

执行 chkconfig 命令后，若显示如下内容则执行成功。

# chkconfig --list resin
  虽然 resin 服务支持 chkconfig ，但无法通过执行级别参照 (run 'chkconfig --add resin')

请根据需要删除 /etc/init.d/resin 。

变变更更执执行用行用户户

可通过编辑配置在/etc/init.d目录下的resin脚本来变更作为Linux守护进程启动的Resin的执行用户。
在第25行前后，存在指定环境变量的部分。在该处添加环境变量“USER”并指定Resin的执行用户。
需要事先已生成了执行用户。

JAVA_HOME="/usr/lib/jvm/java-7-sun"
RESIN_HOME="/usr/local/resin"
CONSOLE="/var/log/resin/console.log"
# 添加执行用户
USER=i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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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执行以下命令。

Windows时（启动命令行提示窗口）

> cd <%RESIN_HOME%>
> resin deploy 任意目录路径/WAR文件名

OS为Linux时

# <%RESIN_HOME%>/bin/resinctl deploy 任意目录路径/war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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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使用Multi-tenant时，请分别配置需要的WAR文件。

警告警告

部署WAR文件时需要事先启动 Re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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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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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部署WAR文件文件。
Resin 以外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是部署时所指定的“context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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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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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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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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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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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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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输入Apache Solr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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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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到 2013 Winter 为为止的止的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

应用更新/补丁

可使用 IM-Juggling 来应用最新模块。有以下两种应用方法。

更新

更新指的是在一定期间内以添加发行功能、修改错误的形式提供的发行形态。
此外还包含由本公司提供的 Resin 更新、系统需求（支持环境、已验证环境）的改变。

更新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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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删删除旧除旧库库信息信息
选择选择更新更新对对象与生成象与生成WAR文件文件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通定文件（通过过更新更新维护设维护设定定项项目）目）
输输出出WAR文件文件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更新更新 Web Application Server
重新部署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
输输出和重新配置静出和重新配置静态态文件文件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删删除旧除旧库库信息信息

删除上次使用的旧库信息。

1. 启动 IM-Juggling ，打开位于窗口内-工具栏右侧的“设定”-“IM-Juggling”-“模块库”。

2. 请点击位于下部的“本地库”的删除。

警告警告

正在进行文件的删除处理时，无法操作 IM-Juggling 。

3. 删除完成后，点击OK。

选择选择更新更新对对象与生成象与生成WAR文件文件

前提是已实施了前述的“删除旧库信息”。

1. 点击画面右上的“更新”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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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更新方法。
通常请选择“更新全部模块（推荐）”。
选择后，点击“下一步（N）”。

警告警告

若选择了“选择个别应用更新（不推荐）”，
则有可能无法正常进行今后的更新。

3. 选择基础模块的更新对象。
选择后，点击“下一步（N）”。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94

_images/update_war_1.png
_images/update_war_3.png
_images/update_war_2.png


警告警告

现存模块的版本全部相同时（上图中是“8.0.2”），
不存在可对同一版本（“8.0.2（*）”）应用的模块。
即使选择同一版本（“8.0.2（*）”），也不会显示模块一览。

警告警告

根据基础模块的更新内容不同，有可能出现现存应用程序无法使用更新内容的情况。

例如：现存的项目有如下构成时。
基础模块：8.0.2
应用程序（Acccel Documents）：8.0.0

在基础模块更新中选择了“8.0.3”后，
由于应用程序（Acccel Documents）不支持基础模块“8.0.3”，
所以会显示下述警告画面。

4. 选择要更新的应用程序。
根据在基础模块更新对象中选择的版本，可选择应用程序及其版本。
选择后，点击“下一步（N）”。

5. 确认更新内容并点击“结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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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新信息，现存项目的模块信息会被变更。

注解注解

若选择了“选择个别应用更新（不推荐）”，
现存项目的模块信息中
所选择的模块及其模块所依存模块的版本会被更新。

例如：只选择 “IM-Workflow” 模块。

更新应用后的模块配置中，“IM-Workflow”和“IM-Workflow”依存的
“UI基本模块”、“IM-共通主表”、“用户context”、“JobScheduler”等
模块也会被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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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对象会反映到项目中。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通定文件（通过过更新更新维护设维护设定定项项目）目）

在应用更新版之前构筑环境时，需要分别进行。
详细情况请参照 编辑设编辑设定文件（通定文件（通过过更新更新维护设维护设定定项项目）目）  。

注解注解

※ 关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以外的应用程序，请参照各安装指南。

输输出出WAR文件文件

1. 完成前述 IM-Juggling 上的设定后，进行 输输出出WAR文件文件 。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1. 解除当前运行中环境的部署。
若是 Resin ，请参照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
关于 Resin 以外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请参照各产品厂商所提供的文档。

更新更新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更新中根据系统要求的改变，有可能需要更新 Web Application Server 。
Resin 时的情况如下所述。

注解注解

可从产品媒体映像/Products/tools/iAP/Resin目录或
以下网站下载并使用最新版的 Resin 。

http://www.intra-mart.jp/download/product/iap/index.html
各种下载(zip文件)
※下载时需要签署维护合同时所发布的ID和密码。

1. 停止现存的 Resin 环境。

注解注解

必要时，需要解除Windows服务、解除Linux守护进程。
详细情况请参照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及 设设定了多个定了多个IP地址地址时时 。

注解注解

由于今后不会再使用现存的 Resin 环境，请根据需要进行存档。

2. 安装用更新版提供的最新版 Resin 。
详细情况请参照 Web Application Server（（ Res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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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必要时，需要登录Windows服务、登录Linux守护进程。
详细情况请参照 登登记记到到Windows服服务务 及 登登记记到到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 。

3. 将在现存 Resin 环境中设定的内容反映到新 Resin 环境。
例如：%RESIN_HOME%/conf/resin.properties 文件内的JVM设定等

警告警告

发生了 Resin 以外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相关系统要求改变时，
关于各产品的更新方法，请参照由各产品厂商提供的文档。
数据库产品也相同。

重新部署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

1. 使用反映了更新版的WAR文件部署。
Resin 方面请参照 部署部署WAR文件文件 。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8.5.5 方面请参照`安装指南 for WebSphere <http://www.intra-
mart.jp/download/product/iap/setup/iap_setup_guide_was/texts/websphere/deploy.html>`_ ”。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方面请参照`安装指南 for WebLogic <http://www.intra-
mart.jp/download/product/iap/setup/iap_setup_guide_wls/texts/weblogic/deploy.html>`_ ”。

警告警告

重新部署后，发生了已添加模块（材料）未能反映到部署场所的现象时，
请参照“ Resin 中无法正常重新部署中无法正常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时时 ”。

输输出和重新配置静出和重新配置静态态文件文件

1. 使用 Web Server 时，通过 IM-Juggling 数据静态文件。

2. 输出的静态文件由 Web Server 配置在设定为别名的目录下面。
※不会替换现存文件。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后，安装Tenant环境。

显示系统管理员的菜单画面。
通过菜单点击“安装Tenant环境”。

如下图所示，若显示了“Tenant环境是最新的。没有需要安装的模块。”消息
则Tenant环境安装正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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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显示了“安装Tenant环境”按钮时，
说明Tenant环境安装未完成。再次点击“安装Tenant环境”按钮来实施安装。

警告警告

通过 Web Server 安装Tenant环境时，建议变更 Web Server 的超时设置值，
或通过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来实施安装。

注解注解

安装示例的按钮与处理结果无关，从式样上来说总是处于显示状态。
因此，若在投入示例数据时发生了错误，再次实施安装后，
会发生违反 Database 中唯一性制约的情况。
此时，建议进行“ 卸卸载载 ”，重新安装后再投入数据。

强烈建议使用IMBox的顾客升级到已修改了已知错误的 Apache Cassandra 。

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 Cassandra版本升版本升级级

补丁

补丁指的是以模块为单位提供在更新和两次更新之间发生的紧急度较高的修改。
此补丁所提供的内容（修改了错误的内容）也会被包含在今后预定发行的更新版中。

应用模块的补丁

项项目目

删删除旧除旧库库信息信息
选择选择要要应应用用补补丁的模丁的模块块和生成和生成WAR文件文件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重新部署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
输输出和重新配置静出和重新配置静态态文件文件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删删除旧除旧库库信息信息

删除上次使用的旧库信息。

1. 启动 IM-Juggling ，打开位于窗口内-工具栏右侧的“设定”-“IM-Juggling”-“模块库”。

2. 请点击位于下部的“本地库”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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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警告

正在进行文件的删除处理时，无法操作 IM-Juggling 。

3. 删除完成后，点击OK。

选择选择要要应应用用补补丁的模丁的模块块和生成和生成WAR文件文件

前提是已实施了前述的“删除旧库信息”。

1. 点击画面右上的“补丁”图标。

2. 选择补丁应用方法。
请选择“应用全部补丁（推荐）”
“选择个别应用的补丁”

中的一个。选择后，点击“下一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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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今后发行预定的更新版中包含作为补丁提供的内容（修改了错误的内容）。

3. 在前一个画面选择了“应用全部补丁（推荐）”时，
会显示要应用的补丁内容。
确认要应用的补丁内容并点击“结束（E）”。

4. 在前一个画面选择了“选择个别应用的补丁”时，
选择要应用补丁的模块（选中复选框）。
选择后，点击“结束（E）”。

会获取补丁信息，变更现存项目的模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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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丁反映到项目中后，进行 输输出出WAR文件文件 。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1. 解除当前运行中环境的部署。
若是 Resin ，请参照 卸卸载载WAR文件文件 。
关于 Resin 以外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请参照各产品厂商所提供的文档。

重新部署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

1. 使用反映了补丁的WAR文件部署。
Resin 方面请参照 部署部署WAR文件文件 。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8.5.5 方面请参照`安装指南 for WebSphere <http://www.intra-
mart.jp/download/product/iap/setup/iap_setup_guide_was/texts/websphere/deploy.html>`_ ”。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方面请参照`安装指南 for WebLogic <http://www.intra-
mart.jp/download/product/iap/setup/iap_setup_guide_wls/texts/weblogic/deploy.html>`_ ”。

警告警告

重新部署后，发生了已添加模块（材料）未能反映到部署场所的现象时，
请参照“ Resin 中无法正常重新部署中无法正常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时时 ”。

输输出和重新配置静出和重新配置静态态文件文件

1. 使用 Web Server 时，通过 IM-Juggling 数据静态文件。

2. 输出的静态文件由 Web Server 配置在设定为别名的目录下面。
※不会替换现存文件。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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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后，安装Tenant环境。

显示系统管理员的菜单画面。
通过菜单点击“安装Tenant环境”。

如下图所示，若显示了“Tenant环境是最新的。没有需要安装的模块。”消息
则Tenant环境安装正常完成。

如下图所示，显示了“安装Tenant环境”按钮时，
说明Tenant环境安装未完成。再次点击“安装Tenant环境”按钮来实施安装。

警告警告

通过 Web Server 安装Tenant环境时，建议变更 Web Server 的超时设置值，
或通过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来实施安装。

注解注解

安装示例的按钮与处理结果无关，从式样上来说总是处于显示状态。
因此，若在投入示例数据时发生了错误，再次实施安装后，
会发生违反 Database 中唯一性制约的情况。
此时，建议进行“ 卸卸载载 ”，重新安装后再投入数据。

注解注解

建议在更新及应用补丁前进行备份。
详细情况请参照 “ 备备份份” 。

注解注解

在无法连接到外部的环境中使用 IM-Juggling 时，可事先从以下网站
下载最新版的 IM-Juggling ，存储库数据后使用。

http://www.intra-mart.jp/download/product/ia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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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下载(zip文件)
※下载时需要签署维护合同时所发布的ID和密码。

附录

Resin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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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概要概要
三三联联服服务务器器
动态动态服服务务器器
部署到机群部署到机群

概要概要

Resin机群由3台静态服务器（三联服务器）以及可根据负荷大小自由手动添加、删除的服务器（动态服务器）构成。
可通过形成机群结构实现负荷分散、部署与卸载的传播、会话故障转移。

三三联联服服务务器器

三联服务器是总是处于运行中的静态服务器。起着机群中枢的作用互相进行活性监视。
另外，通过3重冗余实现了在对其中1台进行维护时剩余2台也可继续处理，可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设定三联服务器时，请编辑 resin.properties 文件。在“ app_servers ”中记述3台三联服务器的IP地址。
为3台全部记述相同的设定。

# app-tier Triad servers: app-0 app-1 app-2
app_servers      : 192.168.100.100 192.168.100.101 192.168.100.102

按照记述IP地址的顺序自动分配ID。ID以“ app- ”为前缀，分配从0开始的数字。
此例的ID分配如下所述。

192.168.100.100   app-0
192.168.100.101   app-1
192.168.100.102   app-2

请在各服务器上执行命令启动服务器。请将命令中的ID指定为各服务器自身的相应ID。
下面是在IP地址为192.168.100.100的服务器上执行命令的例子。
192.168.100.101的服务器中，请将ID变更为“app-1”后执行，192.168.100.102的服务器中请将ID变更为“app-2”后执行。

OS为Windows时

> resin.exe -server app-0 console

OS为Linux时

> resinctl -server app-0 console

三联服务器的使用步骤至此结束。

注解注解

三联服务器这个名称的意义是具有3重冗余性。无论一台或是两台都可以起到服务器的作用，
即使其中一台发生故障或处于维护中，由于三联服务器必须总是处于运行状态，
所以形成了一种最多可启动3台的机制。三联服务器未启动的系统中，动态服务器无法加入到机群中。
根据假定的系统负荷不需要动态服务器且只需要两台就足够时，也可构建只有两台服务器的机群。

动态动态服服务务器器

可通过使用动态服务器根据系统的使用状况自由地手动添加、删除服务器。新添加动态服务器后，机群会自动进行调整将其作为活性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105

_images/resin_clustering_01.png


视的对象。
另外，三联服务器会自动进行Web应用程序的发布与会话的故障转移。

若要设定动态服务器，请编辑 resin.properties 文件。需要下述3个设定。

app_servers
记述3台三联服务器的IP地址。

elastic_cloud_enable
将注释掉的属性有效化，并将其值设为“ true”。

home_cluster
指定要添加动态服务器的机群的ID。resin.xml 文件是默认设定时，请设为 “app”。

下面是使用动态服务器时的记述例子。
请为三联服务器与动态服务器双方设定相同的值。

# app-tier Triad servers: app-0 app-1 app-2
app_servers      : 192.168.100.100 192.168.100.101 192.168.100.102

・・・

# Allow elastic nodes to join the cluster (enable for cloud mode)
elastic_cloud_enable : true

・・・

# The cluster that elastic nodes should join - each will contact a Triad server
# Use a separate resin.properties file for each cluster
home_cluster : app

为了便于复制服务器，建议将记述设定的 resin.properties 文件的副本保存起来。

运行动态服务器。请在服务器上执行命令。
请事先启动全部三联服务器。

OS为Windows时

> resin.exe --elastic-server --cluster app console

OS为Linux时

> resinctl --elastic-server --cluster app console

动态服务器的使用步骤至此结束。

部署到机群部署到机群

部署到单一服务器后，Web应用程序就会被复制并被部署到全部服务器上，完成部署到机群的操作。

用户只需将应用程序部署到三联服务器上。执行了部署到三联服务器的命令后，war文件就会被登记到Resin的内部数据库中。
被登记的war文件会被复制到其他的三联服务器与动态服务器上，在各服务器自动完成部署。

部署
请将war文件传送至三联服务器中的任意一台，在服务器上执行命令。

OS为Windows时

> resin.exe deploy c:\imart.war

OS为Linux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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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nctl deploy ./imart.war

解除部署
也请同样在服务器上执行命令来解除部署。只需在三联服务器的任意一台上执行命令即可解除全部服务器的部署。

OS为Windows时

> resin.exe undeploy imart

OS为Linux时

> resinctl undeploy imart

部署步骤至此结束。

注解注解

只可在三联服务器上执行部署、解除部署的命令。
请在app-0、app-1、app-2中的任意一台服务器上执行。
无法对动态服务器执行命令。

二重登录防止功能

使用二重登录防止功能时，请通过|、IM-Juggling 选择登陆session管理模块并生成WAR。

统合Windows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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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概要概要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安装安装

设设定定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功能功能
设设定定Tenant解析插件解析插件

在在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环认证环境中使用境中使用Web服服务务
在在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环认证环境中使用外部境中使用外部软软件件联动联动功能功能
设设定定 Internet Explorer

将将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功能无效化功能无效化
根据根据请请求将求将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功能无效化功能无效化

使用使用 Apache 进进行无效化行无效化时时
使用使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无效化无效化时时

概要概要

统合Windows认证功能是具有与Domain控制器上已认证用户相同用户代码的用户访问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访问时，可取得已
统合Windows认证的用户信息并自动登录的功能
这样可实现单点登录。

警告警告

不支持从登录画面登录。详细请参照以下限制。
SSO（（SingleSignOn））环环境的注意点。境的注意点。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应用程序服务器中请使用 Resin 。

需要使 Resin 在 Windows Server 上运行。

需要运行 Resin 的 Windows Server 已加入Domain。

需要 统合Windows认证模块。
需要 IM-Juggling 上选择“添加功能”-“ 统合Windows认证模块 ”并构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
请使用 8.0.0-PATCH_001 之后版本的 统合Windows认证模块

警告警告

为了实现单点登录，需要Domain控制器上的用户代码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上的用户代码一致。

警告警告

统合Windows认证功能需要支持Domain控制器、 统合Windows认证的浏览器

警告警告

作为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功能， 统合Windows认证在 Resin 上执行。因此，请将 IIS的Windows 认证无效化。
请根据需要设定其他认证。

安装安装

设设定定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功能功能

请在安装Tenant环境后进行以下设定。

功能的有效化设定

1. 打开统合Windows认证设定文件(<（展开的war）>/WEB-INF/conf/im-sso-windows-config.xml>)。
2. 将 <im-sso-windows-config>/<authentication>/<@enable> 设定为true。

设定Tenant解析（只是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 之后的版本）

采用plugin来解析要认证的Tenant。
关于plugin的设定式样，请参照“ PluginManager的的API文档文档 ”。

1. 打开<（展开的war）>/WEB-
INF/plugin/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resolver.windows_8.0.1/plugin.xml> 。

2. 在 <plugin>/<extension>/<tenant-id-resolvers>/<tenant-id-resolver>/<@class>中指定实现类并根据需要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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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类的参数。

关于可使用的实现类及要设定的参数，请参照设设定定Tenant解析插件解析插件。

统合Windows认证的功能设定至此结束

设设定定Tenant解析插件解析插件

准备了以下两个实现类用于解析Tenant。

实现类实现类 概要概要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DomainBasedWindowsTenantIdResolver 将用户加入的Domain解
析为TenantID。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FixedConfigBasedWindowsTenantIdResolver 将所设定的固定值解析
为TenantID。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DomainBasedWindowsTenantIdResolver

将用户加入的 Domain 解析为 TenantID 。
本实现类不需要参数。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FixedConfigBasedWindowsTenantIdResolver

收到 tenant_id 参数，将其值解析为TenantID。
下述设定例子中，将“default”解析成了TenantID。

<tenant-id-resolver 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FixedConfigBasedWindowsTenantIdResolver">
  <init-param>
    <param-name>tenant_id</param-name>
    <param-value>default</param-value>
  </init-param>
</tenant-id-resolver>

在在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环认证环境中使用境中使用Web服服务务

为了在 统合Windows认证环境中使用Web服务，需要以下设定。

功能的有效化设定

1. 打开设定文件(<（展开的war）>/WEB-INF/conf/im-sso-windows-path-config/im-sso-windows-path-
config_ws_auth.xml>)。

2. 如下所示去除备注，将设定有效化。

<no-authentication>
  <path regex="true">/services/.*</path>
  <path regex="true">/axis2-admin/.*</path>
</no-authentication>

在在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环认证环境中使用外部境中使用外部软软件件联动联动功能功能

为了在 统合Windows认证环境使用外部软件联动功能，需要以下设定

功能的有效化设定

1. 打开设定文件(<（展开的war）>/WEB-INF/conf/im-sso-windows-path-config/im-sso-windows-path-
config_imaca_provider.xml>)。

2. 如下所示去除备注，将设定有效化。

<no-authentication>
  <path>/HTTPActionEventListener</path>
</no-authentication>

设设定定 Internet Explorer

通过变更 Internet Explorer 的设定，登录到 Windows 的用户可自动登录到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

1. 显示Internet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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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未显示工具菜单时，可通过按下Alt键来使其显示出来。

注解注解

也可通过控制面板来显示Internet 选项。

2. 显示安全设定画面。

3. 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显示相应区域的等级定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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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更用户认证的设定。

选择“使用当前用户名和密码自动登录”。

注解注解

通过进行上述设定，可在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时自动进行用户认证。

将将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功能无效化功能无效化

想要将 统合Windows认证功能无效化时，请实施以下步骤，或者仅仅生成不包含统合Windows认证模块的war，并重新部署。

1. 打开(<（展开的war）>/WEB-INF/conf/im-sso-windows-config.xml>)。

在 <im-sso-windows-config>/<authentication>/<@enable> 中设定 false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im-sso-windows-config
    xmlns="http://www.intra-mart.jp/sso-windows/config/im-sso-windows-confi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intra-mart.jp/sso-windows/config/im-sso-windows-config ../schema/im-sso-windows-config.xsd">

  <authentication enable="false"> <!-- enable="false" を設定 -->
    <parameter>
      <param-name>allow-guest-login</param-name>
      <param-value>false</param-value>
    </parameter>
  </authentication>
</im-sso-windows-config>

2. 打开<（展开的war）>/WEB-
INF/plugin/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certification.sso.user.provider.windows_8.0.0/plugin.xml。

在 <plugin>/<extension>/<sso-user-providers>/<@enable> 中设定 false（无enable属性时，请添加）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certification.sso.user.providers">
    <sso-user-providers
      id="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certification.sso.user.provider.windows"
      name="Windows SSO User Provider"
      version="8.0.0"
      rank="90"
      enable="false">　<!-- enable="false" 追加或设定 -->
      <sso-user-provider 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curity.certification.sso.WindowsSSOUserProvider"/>
    </sso-user-providers>
  </extension>
</plugin>

3. 打开<（展开的war）>/WEB-
INF/plugin/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resolver.windows_8.0.1/plugin.xml 。

在 <plugin>/<extension>/<tenant-id-resolvers>/<@enable> 中设定 false （无enable属性时，请添加）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111

_images/ie_03.png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resolvers">
    <tenant-id-resolvers
      id="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resolver.windows"
      name="Windows Tenant Id Resolver"
      version="8.0.1"
      rank="90"
      enable="false">　<!-- enable="false" を設定または追加 -->

      <!-- 将Domain作为TenantID的解析器
           将用户加入的Domain解析为TenantID。 -->
      <!--tenant-id-resolver 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DomainBasedWindowsTenantIdResolver"/-->

      <!-- 将已设定的固定值作为TenantID的解析器
           将tenant_id参数中已设定的值解析为TenantID。
      <!--tenant-id-resolver clas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FixedConfigBasedWindowsTenantIdResolver">
        <init-param>
          <param-name>tenant_id</param-name>
          <param-value>default</param-value>
        </init-param>
      </tenant-id-resolver-->
    </tenant-id-resolvers>
  </extension>
</plugin>

4. <（展開したwar）>/WEB-INF/plugin/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validator.windows_8.0.1/plugin.xml
ファイルを開きます。

在 <plugin>/<extension>/<tenant-id-validators>/<@enable> 中设定 false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validators">
    <tenant-id-validators
      id="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validator.windows"
      name="Windows TenantIdValidator"
      version="8.0.1"
      rank="100"
      enable="false"> <!-- 设定enable="false"  -->
      <tenant-id-validator class="jp.co.intra_mart.system.sso_windows.context.WindowsSSOTenantIdValidator">
        <!-- TenantID必须解析检查 -->
        <init-param>
          <param-name>required_tenant_id</param-name>
          <param-value>true</param-value>
        </init-param>
        <!-- TenantID存在检查 -->
        <init-param>
          <param-name>valid_tenant_id</param-name>
          <param-value>true</param-value>
        </init-param>
      </tenant-id-validator>
    </tenant-id-validators>
  </extension>
</plugin>

注解注解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 以前时， <plugin>/<extension>/<tenant-id-
validators>/<@id> 等设定值有可能与上述不同，请按照步骤设定为 enable=”false” 。

根据根据请请求将求将 统统合合Windows认证认证功能无效化功能无效化

通过设定下述请求头，可将 统合Windows认证功能、Tenant验证功能无效化。

请请求求头头 值值 动动作作

x-jp-co-intra-mart-sso-windows-disable-authentication true 设定为true的请求中不会进行 统合Windows认证。

x-jp-co-intra-mart-sso-windows-disable-tenant-validation true 设定为true的请求不会进行Tenant验证。

警告警告

请将值指定为”true”。指定成了其他的值时，不保证其动作。

使用使用 Apache 进进行无效化行无效化时时

使用 Apache 设定上述头部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打开 <%APACHE_HOME%/conf/httpd.conf> 文件。

2. 请在 Dynamic Shared Object (DSO) Support 区域中添加以下设定或将相关内容注释掉。

LoadModule headers_module modules/mod_headers.so

3. 请添加下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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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Header append x-jp-co-intra-mart-sso-windows-disable-authentication "true"
RequestHeader append x-jp-co-intra-mart-sso-windows-disable-tenant-validation "true"

4. 请重新启动 Apache 。

使用使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无效化无效化时时

使用IIS设定上述头部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按照顺序点击想要将功能无效化的网站、“替换URL”、“打开功能”。

2. 点击“显示服务器变量”。

3. 点击“添加”。

4. 在“服务器变量名”中输入“HTTP_X_JP_CO_INTRA_MART_SSO_WINDOWS_DISABLE_AUTHENTICATION”，点击“OK”。

5. 同样，添加服务器变量“HTTP_X_JP_CO_INTRA_MART_SSO_WINDOWS_DISABLE_TENANT_VALIDATION”。

6. 按照顺序点击想要将 统合Windows认证功能无效化的网站、“替换URL”、“打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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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到 Resin 的跳转分配规则（此处是ReverseProxyInboundDynamic）点击编辑。

8. 点击“服务器变量”的“添加”。

9. 输入以下项目并点击“OK”。

服务器变量名 HTTP_X_JP_CO_INTRA_MART_SSO_WINDOWS_DISABLE_AUTHENTICATION
值 true

10. 同样，添加以下服务器变量。

服务器变量名 HTTP_X_JP_CO_INTRA_MART_SSO_WINDOWS_DISABLE_TENANT_VALIDATION
值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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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点击“应用”。

12. 重新启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

通过WAR文件构建多个Tenant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通过在Resin上部署多个war文件实现虚拟Tenant环境。
虚拟Tenant环境不共享各自Tenant环境和资源。
因此，需要以Tenant为单位各自分开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设定。
需要分开的设定如下所述。

1. 机群ID、机群用端口号及端口范围

请参照 Network 网络设定。
Tenant间必须设定不重复的机群ID及机群用端口号、端口范围。

2. DataSource

请参照 DataSource 。
需要为各个Tenant设定各自要连接的数据库。

3. Storage区域

请参照 Storage 。
需要分别设定各Tenant中使用的Storage区域。

4. Apache Cassandra 的连接对象

请参照 Apache_cassandra 。
需要分别为各Tenant设定所连接 Apache Cassandra 的连接对象或keyspace。

5. Apache Solr 的连接对象

请参照 IM-ContentsSearch 。
需要为各Tenant设定连接的 Apache Solr 。

6. war文件的名称

Resin中是根据war文件的名称来确定context路径。
虚拟Tenant环境中，需要区分war文件的名称。

警告警告

构筑 通过WAR文件构建多个Tenant 环境时，所使用的内存量比构筑单个Tenant环境时大，请注意。
关于内存使用量的设定，请参照 设设定定Resin 。

Tenant解析功能

概要

本章将对使用虚拟化Tenant功能时，操作的Tenant是如何被解析的进行说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账号context的TenantID属性表示要操作的Tenant。
使用Tenant解析功能来解析账号context的TenantID属性。

接下来，对Tenant解析功能的式样进行说明。

此外，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上生成的程序不需要意识到要操作的Tenant。
（要操作的Tenant是由本页说明的Tenant解析机制自动解析得到的。）

关于关于 使用了使用了请请求信息的求信息的Tenant自自动动解析功能解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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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可使用请求信息来决定要操作的Tenant。
通过使用此功能，可以忽略使用者的认证状态而使特定Tenant成为操作对象，登录时不需要指定TenantID。

例如，可如下所示通过使用URL的子域自动解析Tenant，为每个URL确定要操作的Tenant。

注解注解

标准上，不使用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 。
可通过使用提供 “IM-SecureSingOn for Accel Platform” 应用程序和功能的模块来使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
解析功能有效。

注解注解

关于实现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的方法，请参照“ 提供提供 使用了使用了请请求信息的求信息的Tenant自自动动解析功能解析功能 ”。

解析Tenant的模式

Web访问时解析Tenant的模式如下。

一般用户
登录时指定Tenant时
使用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时

系统管理员

一般用一般用户户

登登录时录时指定指定Tenant时时

存在多个Tenant时，在在一般用户的登录画面指定Tenant并进行登录。

登录成功后，在登录画面指定的Tenant是要操作的Tenant。
可通过注销变成未认证状态，默认Tenant会变成操作对象。
未认证状态下，默认Tenant是要操作的Tenant。

使用使用 使用了使用了请请求信息的求信息的Tenant自自动动解析功能解析功能时时

通过使用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可从任意请求信息解析T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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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此功能的状态下，无法通过登录/注销切换要操作的Tenant，无法在登录画面指定Tenant并登录。
未认证状态下，自动解析得到的Tenant称为要操作的Tenant。

系系统统管理管理员员

系统管理员时，要操作的Tenant是默认Tenant。
系统管理员可使用Tenant的切换功能来切换要操作的Tenant。详细情况请参照“系统管理员操作指南”的“ Tenant的切的切换换”。

提供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

概要概要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有效时，按照以下流程来解析要操作的Tenant。

1. 通过使用提供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来解析TenantID。
2. 通过使用提供的Tenant验证功能来验证TenantID。
3. 将TenantID设定到账号context的TenantID属性中。

以下就 Tenant自自动动解析功能解析功能、Tenant验证验证功能功能 及其提供方法进行说明。

Tenant自自动动解析功能解析功能

从请求信息中解析出TenantID的功能。

可通过生成实现了 RequestBasedTenantIdResolver 接口的类、设定插件设定文件来使用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

可设定和提供多个Tenant解析功能。
提供多个Tenant解析功能时，会根据插件式样，从优先级高的Tenant解析功能按照顺序执行。
进行了Tenant解析后（ getTenantId(HttpServletRequest) 方法返回了 null 以外的值），Tenant解析处理会结束。后续的Tenant解析功能不
会被执行。
无法解析Tenant（ getTenantId(HttpServletRequest) 方法返回了 null ）时，会在后续的Tenant解析功能中解析Tenant。
若全部Tenant解析功能都无法解析Tenant（全部都返回了 null ），在下面项的 Tenant验证验证功能功能 的验证中没有问题时，会解析为默认
Tenant。

生成生成Tenant自自动动解析功能解析功能

生成实现了以下接口的类。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RequestBasedTenantIdResolver

以下是使用Cookie来解析Tenant的实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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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sample.contex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Cookie;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import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RequestBasedTenantIdResolver;

public class CookieTenantIdResolver implements RequestBasedTenantIdResolver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COOKIE_KEY = "X-TENANT-ID";

    @Override
    public String getTenantId(final 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
        return getCookieValue(request, COOKIE_KEY);
    }

    private Cookie getCookie(final 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final String name) {
        final Cookie[] cookies = request.getCookies();

        if (cookies == null) {
            return null;
        }

        for (final Cookie cookie : cookies) {
            if (name.equals(cookie.getName())) {
                return cookie;
            }
        }

        return null;
    }

    private String getCookieValue(final 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final String name) {
        final Cookie cookie = getCookie(request, name);

        if (cookie == null) {
            return null;
        }

        return cookie.getValue();
    }

}

注解注解

关于 RequestBasedTenantIdResolver 接口的详细情况，请参照“ RequestBasedTenantIdResolver接口的接口的API列表列表”。

设设定定Tenant自自动动解析功能解析功能

通过插件文件来设定Tenant自动解析功能。因此，可进行使用了插件功能的设定。
用于设定 使用了请求信息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的扩展点是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resolvers 。
将生成的插件文件配置到 WEB-INF/plugin/sample_tenant_resolver/plugin.xml 中。（可将plugin下面的文件夹名任意变更成与其他插件不重
复的名称。）
使得上述使用了Cookie的Tenant自动解析功能实现动作的插件设定的例子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resolvers">
        <tenant-id-resolvers
            id="sample.context.cookie_resolver"
            version="1.0.0"
            rank="1">

            <!-- tenant-id-resolver タグは複数指定可能です。 -->
            <!-- RequestBasedTenantIdResolverインタフェースを実装したクラスの完全修飾クラス名をclass属性に指定してください。 -->
            <tenant-id-resolver class="sample.context.CookieTenantIdResolver" />

        </tenant-id-resolvers>
    </extension>
</plugin>

注解注解

关于插件的设定式样，请参照“ PluginManager的的API列表列表”。

部署上述材料后，会将Cookie键 X-TENANT-ID 的值作为TenantID来处理。

Tenant验证验证功能功能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118

http://www.intra-mart.jp/apilist/iap/javadoc/all-dev_apidoc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RequestBasedTenantIdResolver.html
http://www.intra-mart.jp/apilist/iap/javadoc/all-dev_apidocs/jp/co/intra_mart/foundation/plugin/PluginManager.html


判别由Tenant自动解析功能解析得到的TenantID是否正确的功能。

通过验证功能确定由Tenant自动解析功能解析得到的TenantID没有错误时，该TenantID会被设定到账号context的TenantID属性中。
例如，若将不存在的TenantID设定到账号context的TenantID属性中，则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提供的功能不会正常动作。为了回
避这种状态，使用Tenant验证功能来进行正确性检查。

可设定和提供多个Tenant验证功能。
提供多个Tenant验证功能时，会根据插件式样，从优先级高的Tenant验证功能按照顺序执行。
Tenant验证中发生了错误 （ validate(String, Resource) 方法发生（ InvalidTenantIdException ）时Tenant验证处理会结束。后续的Tenant验
证功能不会被执行。

生成生成Tenant验证验证功能功能

生成实现了以下接口的类。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IdValidator

以下为样品实装的示例。

packag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

import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IdValidator;
import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context.core.Resource;
import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InvalidTenantIdException;

public class SampleTenantIdValidator implements TenantIdValidator {

    @Override
    public void validate(final String tenantId, final Resource resource) throws InvalidTenantIdException {

        if (tenantId != null && !tenantId.startsWith("TENANT_")) {
            // テナントID書式チェック
            // テナントIDが "TENANT_" で始まっていることをチェックします。
            throw new InvalidTenantIdException("テナントIDの書式が正しくありません。");
        }

    }

}

注解注解

关于 TenantIdValidator 接口的详细说明，请参照“ TenantIdValidator接口的接口的API列表列表”。

设设定定Tenant验证验证功能功能

与Tenant自动解析功能相同，Tenant验证功能也通过插件设定文件来进行设定。
用于设定Tenant验证功能的扩展点是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validators 。

以下是插件设定文件的例子。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validators">
        <tenant-id-validators
            id="sample.context.sample_tenant_id_validator"
            version="1.0.0"
            rank="1">

            <!-- tenant-id-validator タグは複数指定可能です。 -->
            <!-- TenantIdValidatorインタフェースを実装したクラスの完全修飾クラス名をclass属性に指定してください。 -->
            <tenant-id-validator class="sample.context.SampleTenantIdValidator" />

        </tenant-id-validators>
    </extension>
</plugin>

StandardTenantIdValidator

标配的 TenantIdValidator 的实现类。
通过Tenant自动解析功能进行Tenant解析检查、Tenant的存在检查。

完全类修饰子

jp.co.intra_mart.system.admin.context.StandardTenantIdValidator

插件的初始化参数

StandardTenantIdValidator 实现了 PropertyInitParamable 接口，因此可通过插件设定文件接受初始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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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it-param> 标签中指定初始化参数。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context.tenant.validators">
        <tenant-id-validators
            id="jp.co.intra_mart.tenant_id.validator.standard"
            version="8.0.7"
            rank="100">
            <tenant-id-validator class="jp.co.intra_mart.system.admin.context.StandardTenantIdValidator">

                <init-param>
                    <param-name>required_tenant_id</param-name>
                    <param-value>true</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valid_tenant_id</param-name>
                    <param-value>true</param-value>
                </init-param>

            </tenant-id-validator>
        </tenant-id-validators>
    </extension>
</plugin>

param-name 说说明明

required_tenant_id 检查TenantID是否已被解析。指定 true / false ， true 时进行检查。
TenantID未被解析时，会发生异常 InvalidTenantIdException，且无法访问系统。
省略时，不进行检查。

valid_tenant_id 检查解析得到的TenantID是否存在的Tenant的TenantID。指定 true / false ，true 时进行检查。
解析得到的TenantID不是存在的Tenant的TenantID时，会发生异常 InvalidTenantIdException ，且无法访问系
统。
省略时，不进行检查。

注解注解

关于 PropertyInitParamable 接口的详细说明，请参照“ PropertyInitParamable接口的接口的API列表列表 ” 。

端口一览

对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使用的端口号进行说明。

项项目目

Resin
HTTP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HTTPS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机群端口（三机群端口（三联联服服务务器）器）
机群端口（机群端口（动态动态服服务务器）器）
watchdog端口端口

JGroup
Apache Cassandra

客客户户端端连连接端口接端口
节节点点间间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节节点点间间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在（在节节点点间间通信中使用了通信中使用了SSL时时））
JMX连连接端口接端口

Apache Solr

Resin

Resin 使用以下功能的端口。

HTTP(HTTPS)端口

机群端口

警告警告

三联服务器、动态服务器中机群端口的设定方法各不相同。

三联服务器
编辑resin.properties文件

动态服务器
指定命令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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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dog端口

HTTP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设定Resin进行HTTP通信的端口。

设定项目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8080
默默认认的有效的有效/无效无效 有效
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resin.properties
属性属性 app.http

设定例子

全部服务器都使用相同端口时，请记述一个 “app.http” 。

app.http          : 8080

若要指定每台服务器使用的端口，需记述 ““服服务务器器ID”.http”。
下述例子中 “app-0” 的Resin使用“8081”，而其他Resin使用“8080”。

app.http          : 8080
app-0.http        : 8081

HTTPS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用于Resin进行HTTPS通信的端口设定。

设定项目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8443
默默认认的有效的有效/无效无效 无效
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resin.properties
属性属性 app.https

设定例子

全部服务器都使用相同端口时，请记述一个“app.https”。

app.https          : 8443

若要指定每台服务器使用的端口，需记述 ““服服务务器器ID”.https”。
下述例子中 “app-0” 的Resin使用 “8444” ，而其他Resin使用 “8443” 。

app.https          : 8443
app-0.https        : 8444

机群端口（三机群端口（三联联服服务务器）器）

用于Resin建立机群的端口设定。

设定项目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6800
默默认认的有效的有效/无效无效 有效
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resin.properties
属性属性 app_servers

设定例子

指定默认端口号时，请在 “app_servers” 中只记述IP地址。

app_servers      : 192.168.100.100 192.168.100.101 192.168.100.102

使用任意端口号时请记述“[IP地址]:[端口号]”。

app_servers      : 192.168.100.100:6801 192.168.100.101:6802 192.168.100.102:6803

机群端口（机群端口（动态动态服服务务器）器）

用于Resin建立机群的端口设定。

设定项目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6830
命令行参数命令行参数 –elastic-server-port

设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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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指定端口号时，启动命令使用默认端口号。

> resin.exe --elastic-server --cluster app console

使用任意端口号时，请在启动命令中指定 “–elastic-server-port” 。

> resin.exe --elastic-server --cluster app --elastic-server-port 6831 console

watchdog端口端口

设定项目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6600
默默认认的有效的有效/无效无效 有效
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resin.xml
标签标签 <watchdog-port>

设定例子

<watchdog-port>6700</watchdog-port>

JGroup

Jgroups 用于服务器间通信。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5200-5202

Apache Cassandra

Apache Cassandra 使用以下功能的端口。

客户端连接端口
节点间通信端口
节点间通信端口 （节点间通信中使用了SSL时）
JMX连接端口

注解注解

详细情况请参照“ 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

客客户户端端连连接端口接端口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9160

节节点点间间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7000

节节点点间间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在（在节节点点间间通信中使用了通信中使用了SSL时时））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7001

JMX连连接端口接端口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7199

Apache Solr

根据“ Apache Solr ”中构筑的应用程序服务器不同而不同。

默默认认端口号端口号 应用程序服务器“Jetty” 8983
 应用程序服务器“Resin” 8080
 应用程序服务

器“Tomcat”
8080

IM-Juggling 的应用

不使用 IM-Juggling ，使用CUI生成WAR文件的方法

虽然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是使用 IM-Juggling 来生成WAR文件的，但也可使用CU来生成此WAR文件。

安装了 IM-Juggling 的目录的plugins目录下面存在下述格式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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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co.intra_mart.flashcat.ant_1.0.0.XXXXXXXXXXXX/ant

※XXXXXXXXXXXX 中是时间戳。
※自动更新应用后，有可能存在多个目录。
存在多个目录时，请使用具有最新时间戳的那个。

目录内的构造如下。

jp.co.intra_mart.flashcat.ant_1.0.0.XXXXXXXXXXXX/ant
├── build.xml  // 用于生成WAR的ant脚本
└── lib  // 生成WAR时需要的库群
    ├── commons-compress-1.3.jar
    ├── im_commons-8.0.3.jar
    ├── im_core_base-8.0.3.jar
    ├── im_j2ee_assist-8.0.2.jar
    ├── im_j2ee_assist_base-8.0.2.jar
    ├── im_j2ee_assist_impl-8.0.2.jar
    ├── im_jackling_core-0.0.2.jar
    ├── im_jackling_toolkit-0.0.2.jar
    ├── im_jdk_assist-8.0.2.jar
    ├── im_juggling_ant-1.0.0.jar
    ├── im_modules-8.0.5.jar
    ├── javassist-3.7.ga.jar
    ├── ognl-2.7.3.jar
    ├── slf4j-api-1.6.6.jar
    └── xalan-2.7.0.jar

在此ant目录下建立名为 project 的目录，并在其中配置 IM-Juggling 项目的文件群。 之后，可通过在命令行执行以下ant命
令来生成WAR文件。

ant clean make

警告警告

使用CUI生成WAR文件时，不会显示使用许可的同意确认。
原样使用了WAR文件时，被认为已强制同意了使用许可。敬请谅解。

变更生成WAR文件时的执行环境

使用 IM-Juggling 生成WAR文件时，可在以下画面选择“执行环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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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

概要概要
每种每种环环境下的各模境下的各模块运块运行式行式样样

将将访问访问context信息信息输输出到日志。出到日志。
在在Debug#browse画面画面显显示回示回调调函数信息。函数信息。
对对于同一路径，存在不同于同一路径，存在不同认认可可设设定定时时，会，会输输出警告日志。出警告日志。
生成生成带带有有调试调试信息的信息的键类键类。。
CertificationServletUtil#validateCertificationConfirm()返回返回 true 。。
发发生生检检索索执执行行错误时错误时，会一并，会一并输输出面向开出面向开发发者的者的详细详细消息。消息。
读读入入设设定文件定文件时时，会，会传递传递 Instance.PROTOTYPE 。。
提供用于提供提供用于提供Router的的Factory。。
最小化最小化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标签标签的的 wrapper 标签标签文件。文件。
将将link rel=“stylesheet”标签标签的的wrapper标签标签文件最小化。文件最小化。

概要概要

“执行环境”项目的主要不同如下。

种种类类 说说明明

单体测试环境：
（UT）

假想使用JUnit等的情况。不考虑性能。

结合测试环境
（CT）

假想使用了IDE的测试环境等。假想最普通的使用环境。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动作环境。。

集成测试环境
（IT）

假想使用了原来执行环境 (AP服务器)的集成测试环境。假想转换后也使用此环境。

运行环境
（PRODUCT）

考虑了性能的运行环境。

警告警告

与调试信息的输出处理和缓存中生成的信息不同，在响应速度方面和错误画面的显示等方面也大不相
同。
正式商用环境和运行环境中建议选择“运行环境”作为执行环境生成WAR文件。

注解注解

“执行环境”项目的设定信息在 WEB-INF /classes/im_env.txt 中以下述字符串来定义。

单体测试环境：ut
结合测试环境：ct
综合测试环境：it
运行环境：product

部署了WAR文件后想要临时变更执行环境时，
虽然可通过变更上述文件的执行环境相关字符串并重新启动来
在与生成WAR文件时不同的执行环境下动作，但不建议这样做。

每种每种环环境下的各模境下的各模块运块运行式行式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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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环境下的各模块运行式样如下所述。

环环境种境种别别 对对象模象模块块 概要概要

单体测试环境
（UT）

核心模块

脚本开发模式

Tenant管理功能

Tenant管理功能

认证功能

IM Contents Serach

IM Contents Serach

「将将访问访问context信息信息输输出到日志。出到日志。 」

「在在Debug#browse画面画面显显示回示回调调函数信息。函数信息。 」

「对对于同一路径，存在不同于同一路径，存在不同认认可可设设定定时时，会，会输输出警告日志。出警告日志。 」

「生成生成带带有有调试调试信息的信息的键类键类。。 」

「CertificationServletUtil#validateCertificationConfirm()返回返回 true
。。 」

「发发生生检检索索执执行行错误时错误时，会一并，会一并输输出面向开出面向开发发者的者的详细详细消息。消息。 」

「读读入入设设定文件定文件时时，会，会传递传递 Instance.PROTOTYPE 。。 」

结合测试环境
（CT）

核心模块

脚本开发模式

路由功能

「将将访问访问context信息信息输输出到日志。出到日志。 」

「在在Debug#browse画面画面显显示回示回调调函数信息。函数信息。 」

「提供用于提供提供用于提供Router的的Factory。。 」

综合测试环境
（IT）

核心模块

路由功能

「将将访问访问context信息信息输输出到日志。出到日志。 」

「提供用于提供提供用于提供Router的的Factory。。 」

运行测试环境
（PRODUCT）

UI基本模块

UI基本模块

「最小化最小化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标签标签的的 wrapper 标签标签文件。文件。 」

「将将link rel=“stylesheet”标签标签的的wrapper标签标签文件最小化。文件最小化。 」

将将访问访问context信息信息输输出到日志。出到日志。

取得缓存的访问context及将访问context存放到缓存中时，将访问context信息存放到生命周期(循环使用)共享信息中，输
出日志。
访问context信息有以下两点。
・访问context种别
・有效判定的条件（每个安装所输出的内容各不相同）
日志输出中，需要将 jp.co.intra_mart.system.context.impl.cache.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的日志级别设定为
TRACE。

http://localhost:8080/imart/sample/tutorial/edit 访问日志

[TRACE] j.c.i.s.c.i.c.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 [T.IWP.NO_CODE] Use Cach for interfac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context.model.ClientContext (Condition = Use
[TRACE] j.c.i.s.c.i.c.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 [T.IWP.NO_CODE] Use Cach for interfac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context.model.AccountContext (Condition = 
[TRACE] j.c.i.s.c.i.c.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 [T.IWP.NO_CODE] Use Cach for interfac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user_context.model.UserContext (Condition
[TRACE] j.c.i.s.c.i.c.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 [T.IWP.NO_CODE] Use Cach for interfac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uthz.context.AuthzSubjectContext (Condition
[TRACE] j.c.i.s.c.i.c.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 [T.IWP.NO_CODE] Use Cach for interfac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context.model.ClientContext (Condition = Use
[TRACE] j.c.i.s.c.i.c.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 [T.IWP.NO_CODE] Use Cach for interfac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context.model.AccountContext (Condition = 
[TRACE] j.c.i.s.c.i.c.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 [T.IWP.NO_CODE] Use Cach for interfac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user_context.model.UserContext (Condition
[TRACE] j.c.i.s.c.i.c.SessionContextCachePolicy - [T.IWP.NO_CODE] Use Cach for interface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uthz.context.AuthzSubjectContext (Condition

在在Debug#browse画面画面显显示回示回调调函数信息。函数信息。

在脚本开发模式的Debug#browse画面显示回调函数信息。
另外，使用 Debug#printStackTrace 方法后，会在控制台上输出回调函数信息。
只有 im-jssp-config.xml 的 trace 设定有效时才可以使用此回调函数的取得功能。

对对于同一路径，存在不同于同一路径，存在不同认认可可设设定定时时，会，会输输出警告日志。出警告日志。

会对同一路径确认是否存在不同的认可设定，若存在设定了不同认可设定的路径，就会输出警告日志。
具体来说，下述内容会被作为警告日志输出。

无法取得 [W_IWP_ROUTER_AUTHZ_00003] 认可设定。 path = {0}
[W_IWP_ROUTER_AUTHZ_00004] 对同一路径设定了不同许可URI。 path = {0} uri1 = {1}, uri2 = {2}
[W_IWP_ROUTER_AUTHZ_00005] 对同一路径设定了不同许可动作。 path = {0} action1 = {1}, action2 = {2}

生成生成带带有有调试调试信息的信息的键类键类。。

对于缓存认可设定时的键类，生成带有调试信息的键类。
其他情况下会生成只带有必要的最低限信息的键类。

CertificationServletUtil#validateCertificationConfirm()返回返回 true 。。

CertificationServletUtil#validateCertificationConfirm(HttpServlet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总是返回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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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指的是，在认证确认时，总是设定了要跳转到的画面的信息（请求参数名：im_page_key）。
这样，就可以直接访问认证确认画面，并可确认认证确认画面本身的动作。

发发生生检检索索执执行行错误时错误时，会一并，会一并输输出面向开出面向开发发者的者的详细详细消息。消息。

发生检索执行错误时的输出消息中，会一并输出面向开发者的详细消息。

读读入入设设定文件定文件时时，会，会传递传递 Instance.PROTOTYPE 。。

读入ContentsSearch系的设定文件时，会判明并将Instance(enum)传递给 ConfigurationLoader#load or #loadAll 。
环境种别为**単体测试（UT）**时: 交付Instance.PROTOTYPE。
环境种别是**単体测试（UT）以外**时 : 交付Instance.SINGLETON。

提供用于提供提供用于提供Router的的Factory。。

包装向日志输出执行时间等的Router。
日志输出中，需要将 jp.co.intra_mart.system.router.DebugRouter 的日志级别设定为 DEBUG 。

[DEBUG] j.c.i.s.r.DebugRouter - [D.IWP.NO_CODE] dispatch: 148 [msec]
[DEBUG] j.c.i.s.r.DebugRouter - [D.IWP.NO_CODE] dispatch: 7 [msec]
[DEBUG] j.c.i.s.r.DebugRouter - [D.IWP.NO_CODE] no route: /imart/ui/libs/jquery-validation-1.9.0/jquery.validate.js 0 [msec]
[DEBUG] j.c.i.s.r.DebugRouter - [D.IWP.NO_CODE] no route: /imart/ui/theme/im_theme_dropdown_blue/css/images/ui-icons_004276_256x240.png 0 [msec]

最小化最小化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标签标签的的 wrapper 标签标签文件。文件。

在 src 中指定的字符串的最后，将 .js 替换成 .min.js 后用作 href 的字符串。
选择了“运行环境”以外时，则将 src 中指定的字符串原样不变地用作 src 的字符串。
※省略了文件内的备注等信息，进行了最少文件化。

将将link rel=“stylesheet”标签标签的的wrapper标签标签文件最小化。文件最小化。

将 href 中指定的字符串的最后的 .css 替换为 .min.css 用作 href 的字符串。
选择了“运行环境”以外时，则将 href 中指定的字符串原样不变地用作 href 的字符串。
※省略了文件内的备注等信息，进行了最少文件化。

WAR文件中包含的模块信息・如何检查短的模块ID列表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用户模块（IMM文件）已经创建了一个用户应用程序，
要要识别识别模模块块，以避免重复，以避免重复则则必必须须短模短模块块ID。。
在这里，我将解释如何在一个模块内的现有定义列表中检查短模块的ID。

模块配置的Excel输出

1. 请勿打开 IM-Juggling 的“juggling.im” 、 基基础础模模块块。

2. 启动构建向导在屏幕的右上方、 ** “模块配置的Excel输出” ** 沿着向导用于输出的文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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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您打开一个Excel文件输出，可以查看模块信息如下。

注解注解

如果门户模块，可以检查以下内容。

・门户 ( jp.co.intra_mart.im_portal@8.0.5 )
模块名称：门户
模块ID：jp.co.intra_mart.im_portal
短模块ID：im_portal
模块版本：8.0.5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调整

对用于将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调整为最优运行环境的负荷试验要点、专业技能进行说明。

实施负荷时的注意事项

下面记述了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中进行负荷试验的观点、注意事项。

项项目目

负负荷荷试验试验的目的的目的/设设定性能目定性能目标值标值
实实施施负负荷荷试验试验的的观观点点
多重多重访问访问的的场场景景
线线程数等各程数等各设设定定值值
GC的的调调整整
缓缓存的存的设设定定
Resin 的的native功能功能编译编译
GZip压缩压缩的考的考虑虑
将静将静态态文件配置到文件配置到WEB服服务务器上而不是器上而不是AP服服务务器上器上
Database 侧侧的的调调整整
PreparedStatementCache
使用使用VisualVM等的性能分析等的性能分析
负负荷荷试验试验的重复的重复实实施施

负负荷荷试验试验的目的的目的/设设定性能目定性能目标值标值

首先设定负荷试验的目的和性能目标值（想要在何种环境发挥出怎样的性能）。
在与正式环境同等的验证环境进行负荷试验时，或是可根据正式环境几分之一的环境上的结果来类推
比较正式环境上的性能时不会出现问题，但若在NotePC构筑环境并进行了负荷试验时，即使确认其负
荷试验结果也无法成为正式环境上性能值的参考。
一定要在明确了负荷试验的目的和性能目标值后，再就负荷试验环境及其实施内容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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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施施负负荷荷试验试验的的观观点点

需要明确想要出于什么观点调查什么。例如，可有以下观点。

服务器端响应
客户端响应
服务器端的内存消耗状况
自制应用程序的性能
数据库的负荷状况

另外，为了对在一次负荷验证中抽取的观点进行全部确认，仅仅是获取数据也需要花费时间。
特别是使用JMeter等开源负荷试验工具进行负荷试验时，难以同时取得服务器资源状况。
取得数据后的数据分析也比较花费工时，敬请注意。

多重多重访问访问的的场场景景

作为负荷试验的场景，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希望能够生成并实施能够同时执行全部请求的场景。
在实际运行中并不会发生这种负荷情况。
虽然基于在上述场景中取得的数值进行了调整等，但却会在实际运行中形成一个性能过剩的服务器构
成，
反而会发生没有响应的问题。
设计场景时，除了考虑多重访问的观点以外，为了能够再现与实际运行接近的负荷，
还需要通过研讨在场景中嵌入Think Time(思考时间延迟)等因素。

线线程数等各程数等各设设定定值值

将 Resin 及intra-mart线程数等各设定值设定为极端大的值并非好事。
设定值时，首先考虑假想使用者数等更为重要。
并非只设定一次设定值即可完成设定，而是需要数次变更设定值并实施负荷试验找到与环境相符的最
优值。

GC的的调调整整

若考虑到使用G1GC、ConcurrentGC等，想在哪个区域放置什么东西，要找到一个适当值是非常困难
的。
特别对于WebSphere来说，仅仅变更GC方针即可引起内存使用方法的大幅度变更。
需要使用VisualVM等基于性能分析及GC日志进行细查。

缓缓存的存的设设定定

请以“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配置的配置 ”-“ 缓缓存存设设定定 ”、“ 许许可可样样式式 ”为基础计算适当的值并进行设
定。
不考虑内存时，使用基于缓存容量的LRU缓存方法来进行基于数量的缓存更为有效。

Resin 的的native功能功能编译编译

为了能够实现File/IO、Socket/IO的最优化， Resin 使用了部分native功能。
Linux环境下，请使用 “./configure –prefix=`pwd` && make && sudo make install”命令来安装。
resin.properties 中的 “sendfile” 和 “tcp_cork” 设定是用于 native 的设定。

GZip压缩压缩的考的考虑虑

构筑并运行WEB服务器时，考虑进行GZip压缩。
此外，在负荷试验中进行GZip压缩时，请在施加负荷的客户端侧发送的请求标题上添加“Accept-
Encoding:gzip, deflate”。

将静将静态态文件配置到文件配置到WEB服服务务器上而不是器上而不是AP服服务务器上器上

虽然可以在 Resin 上处理静态文件，但若进行处理则会消耗用于处理静态文件的线程，有可能导致无
法进行本来需要的处理。
只要不是小规模网站，都推荐将静态文件配置在WEB服务器上。
建议使用 Apache HTTP Server 2.2 作为WEB服务器。

Database 侧侧的的调调整整

Database 的调整非常重要。需要在进行负荷试验的同时进行调整。
不调整时（例如，只加入了 PostgreSQL ， shared_buffers 是原来的默认设定等），有可能在月底等处理
集中时引起性能问题。
另外，也有引进 Oracle Database Appliance(ODA) 和 SQL Server SSD Appliance  等应用服务器
的方案。

PreparedStatementCache

Tenant环境安装完成后，请设定适当值。
由于 Resin 的prepared-statement-cache是以LRU方式管理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要进行大量设定。

使用使用VisualVM等的性能分析等的性能分析

GC调整以外，也要使用VisualVM等对CPU的使用时间、方法的调用次数等进行性能分析和确认。

负负荷荷试验试验的重复的重复实实施施

只进行一次负荷试验就能让响应变成所期待结果的可能性极低。
需要根据结果研究改进响应等的方法，反复重新进行设定和负荷试验。
不只会受到CPU处理速度、内存及大小的影响，还有可能受到网络流量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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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存在磁盘IO影响等各种主要原因，所以从各种观点来进行验证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注解注解

对于上述内容，也可使用本公司的咨询服务。详情请向主管营业咨询。

实施负荷试验时的各种设定

对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上进行负荷试验时，需要变更的设定项目进行说明。

项项目目

Resin 的的JVM选项设选项设定定
为为了能了能够够用任意用用任意用户户登登录录而而进进行的行的设设定定
为为了了进进行使用了行使用了jsspRpc、不推荐的、不推荐的form标签标签的的业务业务画面画面试验试验而而进进行的行的设设定定
为为了了进进行行设设想有多重想有多重访问访问的的试验试验而而进进行的行的设设定定

Resin 的的JVM选项设选项设定定

请变更Java的heap size等JVM选项设定。

设定例子（设定MaxHeapSize/MaxPermSize及可选设定）
jvm_args  : -Xmx2048m -XX:MaxPermSize=512m

警告警告

Linux系列OS上，在JVM选项中不指定temp目录时，会使用“/tmp”，也可通过cron等设定
定期删除“/tmp”下的内容。
Resin 中，检测到工作目录下展开的设定文件等有变更时，可能会自动重新启动，若要
回避此问题，需进行下述设定。

jvm_args  : -Xmx2048m -XX:MaxPermSize=512m -
Djava.io.tmpdir=/var/resin-tmp

※请事先生成在-Djava.io.tmpdir中指定的目录并设定权限。

为为了能了能够够用任意用用任意用户户登登录录而而进进行的行的设设定定

将安全token设定无效化后，通过在“ http://主机名:端口号/context路径/certification ”中指定参数并访问
时，可用任意用户认证。
设定方法是 将 WEB-INF/conf/token-filtering-target-config/im_certification.xml 的“/certification”注释
掉。
详情如下所述。

WEB-INF/conf/token-filtering-target-config/im_certification.xml

<p:entry url="/certification">
↓
<!--     <p:entry url="/certification" /> -->

这样就可用以下URL来登录。

http://主机名:端口号/context路径/certification?im_user=(用户名)&im_password=(密码)

另外，也可通过附加 “&im_url” 属性在自动登录后跳转到任意应用程序画面。

http://主机名:端口号/context路径/certification?im_user=(用户名)&im_password=(密码)&im_url=(想在登录后显示的路径)

警告警告

默认无效，可通过变更此设定来使用URL参数和POST请求登录，而且还可执行任意应
用，运行上使用时请从安全观点出发充分确认没有问题后再使用。

为为了了进进行使用了行使用了jsspRpc、不推荐的、不推荐的form标签标签的的业务业务画面画面试验试验而而进进行的行的设设定定

由于jsspRpc每次都会使用通常会话进行token检查，需要为每次登录变更token检查时所需参数的值。
因此，即使传递与负荷试验场景生成时相同的请求参数也会引起错误。
若要回避，可编辑WEB-INF/web.xml，将SecureJSSPServlet及jsspRpcServlet的 Servlet 参
数”security”的值变更为”false”。

WEB-INF/web.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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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let>
    <servlet-name>SecureJSSP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jp.co.intra_mart.system.servlet.jssp.SecureJSSPServlet</servlet-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security</param-name>
        <param-value>false</param-value>
    </init-param>
</servlet>
<servlet>
    <servlet-name>jsspRpc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jp.co.intra_mart.system.servlet.jssp.jsspRpcServlet</servlet-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security</param-name>
        <param-value>false</param-value>
    </init-param>
</servlet>

为为了了进进行行设设想有多重想有多重访问访问的的试验试验而而进进行的行的设设定定

为了进行设想有多重访问的试验，设定以下值。

请求控制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具有限制可以同时执行的请求个数的功能。进行多个用户同时访问的试
验时，由于有可能会受到此限制并引起错误，需要调整限制数。若要解除服务器的同时处理限制，
需要在请求控制设定的thread标签max属性中指定”0”。

WEB-INF/conf/request-control-config.xml

<request-control-config>
    <thread max="0">
      ...
    </thread>
</request-control-config>

关于请求控制设定，请参照“ 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 服服务务器的同器的同时处时处理限制理限制 ”。

数据源的最大连接数

可同时连接到数据库的连接个数有可能受到应用程序服务器的限制。请在应用程序服务器的数据
源设定中确认同时可以连接的个数中设定的值足够大。
应用程序服务器中使用 Resin 时，可通过编辑resin-web.xml来变更。

关于详细设定方法，请参照“ 设设定文件参考定文件参考 ”-“ 最大最大连连接数接数设设定定 ”。

Resin 的线程数

增加 Resin 的线程数时，请变更以下文件的相应位置。

<%RESIN_HOME%>/conf/resin.properties

# Throttle the number of active threads for a port
port_thread_max : 256
accept_thread_max : 32
accept_thread_min : 4
      # keepalive_max : 512

警告警告

进行负荷试验时，以上项目是必需的设定项目。正式运行环境中，必须进行与环境相符的适当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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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为了进行正常还原，需要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静止点与 Database 的静止点一致。
建议进行冷备份。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数据

<%STORAGE_PATH%> 目录下面的文件/目录

<%PUBLIC_STORAGE_PATH%> 目录下面的文件/目录

<%WEB_PATH%> 目录下面的文件/目录

WAR文件（及 IM-Juggling 上的项目文件）

Apache Cassandra 的备份
详细情况请参照“Cassandra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快照快照 ”。

Apache Solr 的备份
详细情况请参照“Solr管理管理员员指南指南 ”-“Solr的的备备份份 ”。

对独自生成的应用程序（程序源代码）等实施备份。

中间件产品

Resin
备份 <%RESIN_HOME%> 目录。

Database
Database 数据（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连接表领域）
详细使用，请参照 Database 。

Web Server
请参照 Web Server 的用户手册。

Apache Cassandra
备份安装了 Apache Cassandra 的目录。

Apache Solr
备份安装了用于运行 Apache Solr 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 Jetty、Resin 、tomcat ) 的目录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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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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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RESIN_HOME%>/webapps下面展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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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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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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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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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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n必须已经停止
关于停止方法，请参照 启动启动/停止停止 Web Application Ser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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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base 的用户手册。

Web Server

请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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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数据的投入

使用示例数据时，请执行以下步骤。

警告警告

请在安装Tenant环境之后，安装示例。
若在安装示例前变更了用户及身份等主表数据，
则示例安装有可能失败。

1. 显示系统管理员的菜单画面。
通过菜单点击“安装Tenant环境”。

2. “点击示例数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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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Tenant环环境示例数据安装中途失境示例数据安装中途失败时败时

请删除要连接的 Database的数据，再次安装Tenant环境。
关于数据的删除，请参照 卸卸载载。

请删除数据后启动 Resin ，并再次安装Tenant环境。

使用 Apache Cassandra 时，请一并删除数据并启动。

关于安装日志，请参照 Tenant环环境示例数据安装中途失境示例数据安装中途失败时败时。

安装遇到困难时…

关于安装中的问题排除，请参考以下内容。

Web Server

安装安装.NET Framework

需要在运行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相应版本的“.NET Framework”。
・ Resin ：需要“.NET Framework 3.5(含.NET 2.0和3.0)”
・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 ：需要“.NET Framework 4(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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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步安装步骤骤

下述的安装步骤是在 Windows Server 2012 上安装“.NET Framework 3.5(含.NET 2.0及3.0)”的例子。

1. 打开 Windows Server 上附带的“服务器管理器”。

2. 点击位于右窗格的“添加角色及功能”。

3. 通过在其他窗口中显示的“添加角色和功能向导”
安装.NET Framework。
→点击“下一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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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选择安装类型”中选择“基于角色或基于功能的安装”。
→点击“下一步（N）＞”。

5. 选择目标服务器
→点击“下一步（N）＞”。

6. 不需要选择“服务器角色”。
→点击“下一步（N）＞”。

7. 在“选择功能”中选择“.NET Framework 3.5 Features” 。
→点击“下一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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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确认安装选项。
→点击“安装（I）”。

9. 安装完成后点击“关闭”。
如有必要请重新启动OS。

IM-Juggling （取得模块、生成WAR）

若使用若使用 IM-Juggling 时发时发生了生了错误错误

对使用 IM-Juggling 时发生错误的原因和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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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最新版的需要最新版的 IM-Juggling

若取得最新模块时发生了错误，则 IM-Juggling 工具有可能不是最新状态。

・在线状态时
IM-Juggling 启动时会显示自动更新到最新状态的消息。
请根据此消息将 IM-Juggling 更新到最新版。

・离线状态时
由于进行 IM-Juggling 的自动更新，请从可连接互联网的环境下载最新版的 IM-Juggling 。
可从产品刷新下载页面 （http://www.intra-mart.jp/download/product/iap/index.html）下载最新版 IM-Juggling
因此能够下载。

本地文件可能是旧的。本地文件可能是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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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由于留有旧信息造成的。
请删除下述目录中的数据后，再次尝试启动 IM-Jugg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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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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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WAR文件

Linux环环境下在部署境下在部署WAR文件中文件中发发生文件生文件输输入入输输出出错误时错误时

对在Linux环境下部署war文件中发生了IOException、FileNotFoundException等的原因及其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确确认认 Web Application Server 的的错误错误日志日志

Web Application Server 进程可使用的文件数上限受到OS限制时，有可能在错误日志中输出 IOException、
FileNotFoundException 等，且部署会失败。

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错误内容的参照场所

Web
Application
Server

错误内容的参照场所

Resin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8.5.5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启动时的控制台信息

%WEBSPHERE_ROOT%/profiles/AppSrv01/logs/server1/SystemErr.log

%WEBLOGIC_ROOT%/%USER_PROJECT%/domains/base_domain/servers/AdminServer/logs/AdminServer.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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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变更文件描述符的上限更文件描述符的上限

通过在/etc/system/limits.conf或/etc/security/limits.conf中设定的OS文件描述符数添加与环境相符的
以下数目可以回避此问题，请变更成适当值。

* soft nofile 32768
* hard nofile 32768
root soft nofile 32768
root hard nofile 32768

※ 用户以及值只是示例，请设定与环境相符的适当值。

注解注解

文件描述符的当前设定值可通过

ulimit -n

来确认。

Resin 上部署上部署WAR文件文件时发时发生了生了错误时错误时

对部署war文件时显示了“超时”消息的原因及其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Resin 启动时启动时的控制台信息的确的控制台信息的确认认和和处处理方法理方法

确认在部署 Resin 时输出了以下消息。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future 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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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和原因和处处理方法理方法

若确认有此消息，则可认为部署的war文件太大，部署所花费的时间超过了在“%RESIN_HOME%/conf/resin.xml”中
指定的“web-app-deploy dependency-check-interval”时间（默认为2秒）。

加大“%RESIN_HOME%/conf/resin.xml”的 “dependency-check-interval” 值。

<dependency-check-interval>300</dependency-check-interval>

※根据环境等情况不同，设定值也有可能不同。

或者，在 “%RESIN_HOME%/conf/resin.xml” 的 “web-app-deploy” 中设定 “redeploy-mode=”manual”” 。

<host-default>
  <!-- creates the webapps directory for .war expansion -->
  <web-app-deploy path="webapps" redeploy-mode="manual"
                  expand-preserve-fileset="WEB-INF/work/**"
                  multiversion-routing="${webapp_multiversion_routing}"
                  path-suffix="${elastic_webapp?resin.id:''}"/>
</host-default>

注解注解

由于设定了 “redeploy-mode=”manual”” 后就不会再对war文件进行更新检查，
所以也不会再显示上述消息。

Resin 中无法正常重新部署中无法正常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时时

对于 重新部署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 （更新应用）、 重新部署重新部署WAR文件文件 （补丁应用），
虽然进行了重新部署，但添加的模块（材料）未能被反映到部署场所时，请进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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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原因

在运行的服务器OS上常驻有安全软件时，
有可能出现无法确保 %RESIN_HOME%/resin-data 目录内的文件完整性的情况。

处处理方法理方法

删除 “resin-data” 目录下面的文件。

解除部署（执行解除部署命令及删除 <%RESIN_HOME%/webapps/重新部署的WAR文件的目录下内容>，
删除以下目录下的文件群。

<%RESIN_HOME%/resin-data/*>

警告警告

请在 Resin 已停止的状态下进行。

删除后，请重新部署。

警告警告

通过WAR文件构建多个Tenant 时，也请将重新部署对象外的Tenant全部解除部署，并删除文件。

警告警告

分布式构成情况下构筑了多个 Resin 环境时，请在全部 Resin 环境进行相同操作。

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时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启动启动后无法登后无法登录时录时（无法（无法连连接到数据接到数据库库））时时

连接数据库设定中可能会有错误。对确认此时原因的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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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确认认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启动时启动时的控制台信息的控制台信息

确认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启动时输出了以下消息。

[WARN] c.c.s.w.WebApp - []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resource: iwp/platform/schema/exists_table.sql is not found.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resource: iwp/platform/schema/exists_table.sql is not found.

若确认有此消息，则数据库设定有误。
变更以下说明的“数据库日志设定”以便确认更加详细的原因。

数据数据库库日志日志设设定定

Resin 时，与 <%RESIN_HOME%/webapps> 下面的war文件同名的目录 /WEB-INF/conf/log/im_logger_database.xml
用编辑器打开文件，在第L.43行进行如下变更。

变更前 <level value=”off” />
变更后 <level value=”trace” />

编辑后，重新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
进行此设定变更后，数据库相关跟踪信息会变得有效，可在控制台上确认来自JDBC驱动的日志信息。

注解注解

Resin 以外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时，
通过位于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管理控制台的数据源设定画面来进行连接确认。

注解注解

此此时时可可认为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有以下主要原因。

连接数据库的IP地址、端口号、数据库用户、密码不同
数据库用户的权限不足（由于权限不足而导致无法连接。无法生成表。）

若部署之后若部署之后启动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时发时发生生错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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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则确确认认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启动启动日志的第一个被日志的第一个被输输出的出的错误错误内容。内容。

若部署之后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时发生了错误，
引起错误的根本原因有可能是其他错误。
此时，请先确认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启动日志中第一个被输出的错误内容。

各 Web Application Server 错误内容的参照场所

Web
Application
Server

错误内容的参照场所

Resin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8.5.5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启动时的控制台信息

%WEBSPHERE_ROOT%/profiles/AppSrv01/logs/server1/startServer.log

%WEBLOGIC_ROOT%/%USER_PROJECT%/domains/base_domain/servers/AdminServer/logs/AdminServer.log

初次初次访问时访问时会会发发生生“[E.IWP.ADMIN.CONTEXT.10004] Tenant ID cannot be resol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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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象象

会输出以下堆栈跟踪信息。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admin.tenant.InvalidTenantIdException: [E.IWP.ADMIN.CONTEXT.10004] Tenant ID cannot be resolved.
   at jp.co.intra_mart.system.admin.context.StandardTenantIdValidator.validate(StandardTenantIdValidator.java:189)
   at jp.co.intra_mart.system.admin.tenant.TenantIdProvider.validate(TenantIdProvider.java:107)
   at jp.co.intra_mart.system.admin.tenant.TenantIdProvider.getTenantId(TenantIdProvider.java:75)
   at jp.co.intra_mart.system.admin.context.TenantInfoAccountContextDecorator.decorate(TenantInfoAccountContextDecorator.java:23)
   at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context.core.ContextBuilderSupport.decorate(ContextBuilderSupport.java:131)
   at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context.core.ContextBuilderSupport.build(ContextBuilderSupport.java:54)
   at jp.co.intra_mart.system.context.core.cache.CachingContextBuilderSupport.build(CachingContextBuilderSupport.java:40)
   at jp.co.intra_mart.system.context.impl.command.LifecycleBeginOperation.buildContext(LifecycleBeginOperation.java:96)
   at jp.co.intra_mart.system.context.impl.command.LifecycleBeginOperation.execute(LifecycleBeginOperation.java:64)
   at jp.co.intra_mart.system.context.impl.LifecycleImpl.begin(LifecycleImpl.java:82)
   at jp.co.intra_mart.system.context.web.impl.ContextFilter.doContextFilter(ContextFilter.java:114)
   at jp.co.intra_mart.system.context.web.impl.PreContextFilterChain.doFilter(PreContextFilterChain.java:47)
   at jp.co.intra_mart.system.context.web.impl.ContextFilter.doFilter(ContextFilter.java:78)
   以下省略

原因原因

会在使用IM-SSO或集成Windows认证模块时发生。
这是因为IM-SSO或集成Windows认证模块的TenantID自动解析功能未能自动解析TenantID。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模块不使用IM-SSO、集成Windows认证时
从模块构成中删除IM-SSO、集成Windows认证，重新生成WAR文件后重新部署。
或者，根据以下URL的说明，将其功能无效化。

  
IM-SSO 将“ IM-SecureSignOn无效化无效化 ”
集成Windows认
证

将“ 集成集成Windows认证认证功能无效化功能无效化 ”

使用IM-SSO时
存在IM-SSO设定错误的可能性。请参照以下URL确认设定。

关于“ 进进行行认证认证的的Tenantid的解析方法的解析方法 ”

使用集成Windows认证模块时
存在集成Windows认证模块设定错误的可能性。请参照以下URL确认设定。

“ Tenant解析插件的解析插件的设设定定 ”

Tenant环境安装

Tenant环环境示例数据安装中途失境示例数据安装中途失败时败时

对确认安装失败原因的方法进行说明。

确确认认安装安装执执行行结结果日志果日志

确认Tenant环境安装、示例数据安装的执行结果日志。

安装执行结果日志的输出位置如下。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3 Winter 之前

Tenant环境安装时

<STORAGE_PATH>/system/storage/import_result/basic/import-
result-detail-data_yyyy-MM-dd_HH-mm-ss.xml

示例数据安装时

<STORAGE_PATH>/system/storage/import_result/sample/import-
result-detail-data_yyyy-MM-dd_HH-mm-ss.xml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 之后

Tenant环境安装时

<STORAGE_PATH>/system/storage/import_result/basic/<TenantID>/import-
result-detail-data_yyyy-MM-dd_HH-mm-ss.xml

示例数据安装时

<STORAGE_PATH>/system/storage/import_result/sample/<TenantID>/import-
result-detail-data_yyyy-MM-dd_HH-mm-ss.xml

安装失败时，相应处理会输出如下日志。（只抽取了处理失败的部分。）
处理结果（import-result-detail-data@success）是false，输出了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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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result-detail-data success="false">
    <module-id>im_workflow</module-id>
    <execute-id>36b27536-5a95-46d2-9752-489b261b20a1</execute-id>
    <import-type>DML</import-type>
    <importer-id>jp.co.intra_mart.import.StandardAuthzPolicyXmlImporter</importer-id>
    <target-name>products/import/basic/im_workflow/im_workflow-authz-policy.xml</target-name>
    <message>[E.IWP.IMPORTEXPORT.IMPORTER.10001” 导入数据时失败了。 执行类 = jp.co.intra_mart.system.authz.services.admin.batch.imex.policy.PolicyXmlImporter, 执行ID = 36b27536-5a95-46d2-9752-489b261b20a1
</import-result-detail-data>
：

要确认更加详细的信息时，可确认下述“导入处理结果日志”。

导导入入处处理理结结果日志的确果日志的确认认

确认导入处理结果日志。

导入处理结果日志的输出场所如下。

<STORAGE_PATH>/system/storage/log/import-export/<%处理执行ID%>.log

<%处理执行ID%>中，在安装执行结果日志中使用了处理执行ID（execute-id）。

安装失败时，可根据失败了的导入处理的执行ID确定导入处理结果日志，并可通过参照其内容，确认异常发生的详细信
息。

注解注解

关于安装执行结果日志的详细说明，请参照“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 式式样样”。

注解注解

关于异常信息的跟踪方法，请一并参照“日志日志 式式样样 - 从日志跟踪从日志跟踪导导入入错误错误的原因的原因” 。

事事务务超超时设时设定的确定的确认认

根据Web应用程序服务器不同，有可能在导入处理中发生事务超时，且发生Tenant环境安装失败的情况。
若发生了事务超时，请变更设定以加长超时时间。关于设定方法，请参照下述指南。

WebSphere的超的超时设时设定定
WebLogic的超的超时设时设定定

Tenant环环境安装境安装发发生了超生了超时时时时

对发生了超时时的原因和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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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象象/条件条件

实施Tenant环境安装中，无论 Web Application Server 侧的日志更新是否处于停止状态，
浏览器都一直处于处理中的状态（例如即使经过了一个小时以上状况也没有变化等）。

注解注解

不只是 Web Server 、浏览器超时，假设即使关闭浏览器，
Tenant环境安装处理仍会继续， Web Application Server 侧的日志更新也会继续。
此时，会等到 Web Application Server 侧的日志更新完成为止。

原因原因

有可能发生由于 Web Server 、浏览器的超时而导致不会跳转到结果画面的情况。

注解注解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和 Database 侧发生错误时，
有可能是由于 Web Application Server 和 Database 侧的超时造成的。

关于 Web Application Server ，请参照下述内容。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中安装中安装Tenant环环境失境失败败了了时时  」、
“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8.5.5 - 事事务务超超时设时设定定 ”

关于 Database ，请参照产品提供的文档。

处处理方法理方法

确认Tenant环境安装已正常完成。

显示系统管理员的菜单画面。
通过菜单点击“安装Tenant环境”。

如下图所示，若显示了“Tenant环境是最新的。没有需要安装的模块。”消息
则Tenant环境安装正常完成。

如下图所示，显示了“安装Tenant环境”按钮时,
说明Tenant环境安装未完成。再次点击“安装Tenant环境”按钮来实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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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警告

进行再次安装前，变更 Web Server 等的超时设置值以免再次发生此现象，
或通过 Web Application Server 来实施安装。

注解注解

安装示例的按钮与处理结果无关，从式样上来说总是处于显示状态。
因此，若在投入示例数据时发生了错误，再次实施安装后，
会发生违反 Database 中唯一性制约的情况。
此时，建议进行“ 卸卸载载 ”，重新安装后再投入数据。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中安装中安装Tenant环环境失境失败败了了时时

对在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环境中安装Tenant环境时失败的原因和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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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和原因和处处理方法理方法

由于数据库性能等原因，安装Tenant环境安装时有可能因出现时间过长而被当成线程黏联状态，导致安装失败的情况。
请按下述步骤变更设定。

1. 选择左侧菜单的 “环境”-“服务器”。
选择右侧画面中要使用的服务器。

2. 选择“调整” 选项卡，在“黏联线程最大时间”中输入比默认设定值长的时间。
输入后，点击“保存”按钮。

3. 重新启动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2c (12.1.1) 。

安装安装Tenant环环境后，无法使用境后，无法使用Tenant管理管理员员登登录时录时

对于无法使用安装Tenant环境时生成的Tenant管理员登录，以及
即使在账号设定中使“许可证”设为有效，在更新时也产生了数据库错误的原因及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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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生条件生条件

已确认在 Database 中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时会发生此现象。
即使使用这些以外的 Database ，出于以下列举的原因，也会发生此现象。

原因和原因和处处理方法理方法

即使在账号设定中将“许可证”设为有效，在更新时发生了错误时，
确认 Resin 控制台上是否输出了以下消息。

“ERROR” j.c.i.s.j.i.UserLicenseObject - “” “E.IWP.LICENSE.USER.00003” 由于发生了数据库错误，许可证登记已失败。
jp.co.intra_mart.system.secure.license.exception.LicenseException: “E.IWP.LICENSE.USER.00003” 由于发生了数据库错误，许可证登记已失败。

可确认此消息时，可考虑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JDBC驱动器的版本太旧

请参照 JDBC驱动驱动。
需要本章中记述的链接中的JDBC驱动。

警告警告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以外的 Database 时
考虑使用的JDBC驱动太旧时不正常动作的可能性。

设定 Resin 的对照顺序

请参照 Database服服务务 。
需要设定本章中记述的对照顺序。

其它

由于由于404错误错误无法无法访问访问SAStruts版版门户构门户构件件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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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象内容象内容

发生由于404错误而无法访问生成/登记的SAStruts版门户构件的现象。

直接要求可访问已登记的SAStruts版门户构件URL后，虽然会显示，
但若重新启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会再次发生该现象。

原因和原因和处处理方法理方法

请参照“SAStruts用用设设定文件（使用定文件（使用SAStruts版版门户构门户构件件时时）） ” 。

※进行上述应对后，需要再次生成WAR，并重新部署。

Copyright © 2012 NTT DATA INTRAMAR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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