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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参考 描述

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网站 英特尔® RCM 产品信息和自我引导式培训位置。

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常见问题解答 常见问题解答。

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培训课程大纲 推荐的学习路径和自我引导式培训材料链接。

§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retail/rcm.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retail/faq.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retail/training-syllab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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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内容
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英特尔® RCM）基于 Microsoft* .NET* 平台而构建。为让 Campaign Manager 正常运行，

安装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前需要先安装以下必备内容。

系统要求

Windows*7、Windows Embedded 7、Windows 8 或 Windows Embedded 8。

安装英特尔 RCM 软件前，必须先安装该系统的操作系统本机语言，即英特尔 RCM 所支持的如下语言中的一种。

英特尔 RCM 所支持的语言：

 o 中文（简体）

 o 英语

 o 德语

 o 日语

 o 葡萄牙语（巴西）

 o 俄语

 o 西班牙语

在安装操作系统软件期间，必须设置好操作系统语言，因为操作系统安装完毕之后，将无法更改语言/地区（即使

用 “控制面板”）以匹配所支持的区域。

安装操作系统期间，若未能通过英特尔 RCM 所支持的区域之一成功设置语言，将会导致英特尔 RCM 软件无法成

功查询操作系统网络信息，因此，英特尔 RCM 就无法完成所要求的网络通信。 

该要求不会影响使用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时的地区选择。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完整版或更高版本

最新的 Adobe Flash* 播放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0.0 或更高版本

英特尔-RCM Campaign Manager 安装程序可安装以下相关组件

NET Framework 4.0 版可再发行 Slim DX

可再发行 Microsoft Sync* Framework 2.1

可再发行 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3.5 SP2

安装程序特性所需的磁盘存储空间估值

参考本文件中的程序特性进行选择。

Campaign Manager 需要约 96 MB 的磁盘存储空间。

英特尔 RCM 播放器特性需要约 106 MB 的磁盘存储空间。

英特尔 RCM 内容报告特性需要约 338 MB 的磁盘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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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文件为用户提供了 — 安装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Intel® RCM）、Campaign Manager 和播放器软件，以及首次

登陆 Campaign Manager 所需的基本知识。

完成了这些步骤后，请查阅 Campaign Manager “欢迎页面” 中的 “入门” 部分，获取首项营销活动的创建和发布说明。

还可根据需要，查阅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帮助，获取完整的英特尔 RCM 帮助主题列表，包括英特尔 RCM 远程控

制和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运行时帮助可从 Campaign Manager “欢迎页面” 或帮助选项卡获取，在线帮助指南可从

英特尔® RCM 产品网站获取。

一旦您成功地创建和发布了首项营销活动，您便可在英特尔® RCM 产品网站上查阅培训课程大纲。该培训课程大纲可为

您提供一种推荐学习路径，并过其它英特尔 RCM 特性、功能和培训为您提供进阶方法。

§

http://intel.com/r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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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特尔® RCM 软件下载
查阅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注册指南（在您的确认邮件附件中），获取英特尔 RCM 软件注册和下载及产品支持信息。

用于域管理以及在域上创建和管理英特尔 RCM 营销活动的系统需安装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软件。用于播

放营销活动的系统，如数字标牌设备（标牌和/或信息亭），须安装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

要安装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和/或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请下载并解压 “Intel® RCM Full X.X.zip” 包，

其内含有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软件和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安装程序。

注：  若您只想使用播放器安装程序，请下载并解压 “Intel® RCM Player-Only X.X.zip” 包。

该二进制包下载解压完毕后，请查阅本指南中的后续部分，获取关于 “安装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软件” 和 

“安装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 的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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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特尔® RCM 软件安装

3.1. 准备安装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软件
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软件用于在域上创建和定制英特尔 RCM 营销活动。域可以有多项营销活动，这些营

销活动可播送至多个渠道。Campaign Manager 可安装在联网的笔记本电脑或工作站上，但不能安装在处于生产环境中

的英特尔 RCM 播放器设备上。 

• 若安装了旧版的英特尔 RCM，安装新版前请务必使用 “Add/Remove Programs” 删除旧版。

• 若安装了 Ryarc Campaign Manager，安装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前请务必先将前者卸载（使用  

“Add/Remove Programs”）。卸载 Ryarc 软件后，删除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Ryarc 中的 

Ryarc 文件夹，以删除卸载程序残留的本地文件。 清除完毕后，再安装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软件。

• 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若使用闪存介质，则需要安装 Adobe* Flash 播放器 11.XX。

• 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需安装 Microsoft* .NET 4.0。

3.2. 准备安装英特尔® RCM 营销活动播放器软件
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可安装在与数字屏幕、标牌和/或信息亭连接的播放器设备上。该播放器将被配置到域，并被调

整到一个已创建的渠道，以在该渠道接收和显示营销活动内容。

• 若安装了旧版的英特尔 RCM 播放器，安装新版前请务必使用 “Add/Remove Programs” 删除旧版。

• 若安装了 Ryarc 播放器，安装英特尔 RCM 播放器前请务必先将前者卸载（使用 “Add/Remove Programs”）。

卸载 Ryarc 软件后，删除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Ryarc 中的 Ryarc 文件夹，以删除卸载程序

残留的本地文件。清除完毕后，再安装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

该设备上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应配置有以下选项：

• 正确配置的时间和时区。

• 禁用屏保。

• 可设置成从不睡眠、休眠、打开硬盘、或关闭显示的电源选项。

• 禁用登陆界面以自动登录。

• 英特尔 RCM 播放器若使用闪存介质，则需要安装 Adobe* Flash 播放器 11.XX。

• 英特尔 RCM 播放器需安装 Microsoft* .NET 4.0。

3.3. 启动英特尔® RCM 软件安装程序
要启动该安装程序，请双击安装程序可执行文件（Intel Retail Client Manager – Full Install.exe 或 Intel® Retail Client 

Manager – Player-Only Install.exe）。

• Retail Client Manager – Full Install.exe：包含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软件和英特尔 RCM 播放器

软件安装程序。

• Intel® Retail Client Manager – Player-Only Install.exe：只包含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安装程序。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7851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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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部分示例展示了 InstallShield 向导对话框菜单，它来自 “Intel® Retail Client Manager – Full Install.exe.” 该

对话框菜单可适用于您所使用的任何安装程序。

 
 

图 1 英特尔® RCM InstallShield 向导

在下个窗口，点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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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nstallShield 欢迎页面

 

 

如果同意接受许可协议，点击该复选框，然后点击 “Next”。

图 3 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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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完整的安装程序将在系统上安装 Campaign Manager 和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若只想安装 Campaign 

Manager，请点击播放器旁边的下拉菜单，选择 “This feature will not be available”。若有需要，还可更改安装目录。

点击 “Next”。

注：  目前还不支持英特尔® RCM 音频播放器，所以此时不应将它安装在任何设备上。

图 4 程序特性

  



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 
14

快速入门指南
文档编号：329192-005

使用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选择部署英特尔 RCM 播放器的 “Deployment Region”  。该 Deployment Region 只适用于

使用了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且操作系统安装的语言具有独立性的情况。

图 5 部署区域

 

点击 “Install” 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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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开始安装

 

应用安装期间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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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进度窗口

 

 

安装成功后，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可选）勾选启动 Campaign Manager。点击 “Finish” 完成安装。

图 8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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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陆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Campaign Manager 必须连接至服务器，以将营销活动内容发布到英特尔 RCM 播放器进行显示。

点击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启动菜单组中的链接，打开 Campaign Manager。在启动菜单或 Windows* 8 主屏幕中

搜索营销活动，也可找到 Campaign Manager。打开它后，将出现 “Connect to Server” 菜单。

查阅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注册指南（在您的确认邮件附件中），获取英特尔 RCM Campaign Manager 登陆验证

信息。

图 9 连接至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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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用户和角色

4.2. 用户会被分配不同的角色
查阅 Campaign Manager 帮助系统中的 “概念” 部分，选择 “Users and roles” 获取更多详情。  

4.3. 以英特尔® RCM 域管理员身份登录
输入服务器名、用户名和密码（由您的英特尔 RCM 范围管理员或英特尔 RCM 订单确认书提供)，用服务器名和

‘Yourdomainname\domainadmin’ 替换 ‘my_server_name’ 和 ‘Domainname\domainadmin’（如图所示）。例如，

若您的域名是 “IntelUSA”，您的用户名就是 “IntelUSA\domainadmin”。

您首次以域管理员身份成功登录 Campaign Manager 后，它会建议您重置域管理员密码 — 点击 Campaign Manager 

功能区 Administration 选项卡中的 “Change Domain Admin Password” 按钮。

注：  域管理员用户是超级用户，可享有针对域的所有特权。

4.4. 以英特尔® RCM 用户身份登录
输入服务器名、用户名和密码（由您的英特尔 RCM 域管理员提供)，用您的服务器名和 ‘Yourdomainname\UserName’

替换 ‘my_server_name’ 和 ‘Domainname\domainadmin’（如上图所示）。

4.5. 连接设置
若代理服务器需要访问互联网，请务必提供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编号以连接至英特尔 RCM Distribution Service。

若代理设置配置不当，会造成典型错误，如：“远程服务不可用，没有本地缓存数据”。

继续输入代理服务器详情：

1. 在 “Connect to Server” 登陆界面上，点击 “Options”。

2. 在连接设置中，勾选 ‘Use proxy server for your Local Area Network（LAN）’ 选项，输入代理服务器地址和

端口编号，勾选 ‘Bypass proxy server for local addresses’ 选项。

输入各种登陆验证信息后，点击 “Connect”。

注：  建立服务器连接可能需要几分钟，Campaign Manager 会一直在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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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更改域管理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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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特尔® RCM 播放器渠道配置
英特尔 RCM 播放器配置有渠道配置文件（.xml）。查阅 Campaign Manager 中的 “创建渠道” 帮助主题，了解渠道配

置文件的创建步骤。首次配置时，该文件（.xml）必须可从远程播放器进行访问。所以，请确保该配置文件保存在本地

的播放器、或 USB 设备、或播放器可对它进行访问的网络共享驱动器上。

渠道配置文件创建完毕后，点击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 Windows 启动菜单组中的链接，打开 “Player Configurator” 

应用。在 Windows 启动菜单或 Windows* 8 主屏幕中搜索播放器，也可找到 Player Configurator。查阅 Campaign 

Manager 中的 “英特尔® RCM 播放器配置” 帮助主题，了解更多有关播放器配置的设置详情。

在 Player Configurator 中，选择 “File” > “Configure” 加载您在 Campaign Manager 中创建的渠道配置文件，导航至

渠道配置文件的存储位置，点击 “Open”。

图 11 加载配置文件

对话框会对配置，即渠道配置文件已成功加载，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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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英特尔 RCM 播放器配置完成

图 13 英特尔® RCM 可选特性

 

然后，选择 “Channel Settings”，为渠道配置连接设置、显示设置和可选特性。勾选您想为播放器添加的可选特性。

注：  如欲在播放器上实现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特性，您需使用如下所示的 “Intel RCM Optional Features” 中的 

Player Configurator 应用启用该特性，并使用 Audience Analytics Configurator 应用在英特尔 RCM 播放器上配置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传感器信息。查阅 Campaign Manager 中的 “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配置” 帮助主题，了解详细步骤。

 

5.1. 播放器诊断
播放器配置完毕后，仍然停留在 Player Configurator，在英特尔® RCM Player Configurator 左侧窗格中选择 

“Diagnostics”。点击 “Run diagnostics” 按钮开始诊断测试。若测试成功，测试结果底部将显示 “Diagnostic PASSED” 。

常见故障包括，播放器和服务器之间的日期和时间不匹配，以及网络连接有问题。

注：  若有代理服务器，请务必提供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编号以便通过诊断。

若代理设置配置不当，将会出现如 “连接故障：无法连接到同步服务。验证您已连接到网络且存在此服务” 等错误。

配置代理服务器详情：

1. 在 Player Configurator 中，选择左侧窗格中的 “General Settings”。

2. 在网络设置中，勾选 ‘Use proxy server’ 选项，输入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编号。 

3. 点击 “File” -> “Save” 保存代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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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英特尔® RCM 播放器诊断示例结果

 

关闭 Player Configurator，查阅 Campaign Manager “欢迎页面” 中的 “入门” 部分，获取首项营销活动的创建和发布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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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英特尔® RCM 播放器
首次启动英特尔 RCM 播放器软件前，请先通读本部分。

可在英特尔零售客户端管理器启动菜单组中找到英特尔 RCM 播放器。在 Windows 启动菜单或 Windows* 8 主屏幕中

搜索播放器，也可找到英特尔 RCM 播放器。

英特尔 RCM 播放器需经过配置才能播放所需营销活动，且在自动登陆后会自动启动系统重启。

6.1. 英特尔® RCM 播放器启动对话框
英特尔 RCM 播放器首次启动时，会对其是否已经过配置进行确定。 若它还未经过配置，启动过程会显示一条英特尔 RCM 

播放器渠道配置对话框消息。

对话框消息旨在告知您，播放器未经过配置（如图 11 所示），并就如何继续进行启动操作为用户提供选择：

• 英特尔建议您选择 “Yes” 以对播放器进行配置。Player Configurator 应用就会启动。查阅以下标题为 “英特尔® 

RCM 播放器渠道配置” 的部分，获取播放器基本配置说明。

• 选择 “No” 取消启动不对英特尔 RCM 播放器进行配置。下次启动英特尔 RCM 播放器时，将会再次显示该对话

框菜单。 

• 不选会使英特尔 RCM 播放器恢复启动。若在英特尔 RCM 播放器启动过程的头 5 秒钟内，什么也不选（不选 

“Yes ” 也不选 “No ”），播放器将会进入时长 5 秒钟的倒计时，如图 12 所示。一达到零，英特尔 RCM 播放

器就会继续启动，并播放默认的合成画面，如图 13 所示。每次启动英特尔 RCM 播放器时，都会播放该默认

合成画面 — 除非实施了播放器基本配置，如标题为 “英特尔® RCM 播放器渠道配置” 的部分所述。

注：  向播放器传输所创建的营销活动内容时，将会播放该默认合成画面。同步时间会因添加至营销活动的内容文件

大小而有所差异。一旦同步完成，将会根据设定的时间表播放所创建的营销活动。若继续播放的是该默认合成画面，而

非所创建的营销活动，请查阅 “故障排除” 部分。

图 15 播放器未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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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播放器启动倒计时对话框

图 17 默认合成画面

 

英特尔 RCM 播放器默认合成画面类似于下图中的图像。

 

6.2. 关闭英特尔® RCM 播放器 
如欲关闭英特尔 RCM 播放器，请在播放器窗口中的任意位置进行右击，选择 ‘Cl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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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特尔® RCM 远程控制
英特尔® RCM 远程控制可支持您使用基于可管理性功能的增强浏览器随时随地控制所有零售数字接触点：

• 借助整合到英特尔 RCM 的简单直观界面，降低进行内容计划和数字接触点管理的复杂度。

• 借助关机、重启、显示屏幕和直接控制等高级可管理性特性，减少数字接触点宕机时间。增加以下重要功能：

唤醒和重置为面向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AMT）所支持的平台的 BIOS。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 RCM 远程控制的使用详情以及如何为播放器配置此特性，请搜索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帮助系

统运行时，阅读 “远程控制” 主题。运行时帮助可从 Campaign Manager “欢迎页面” 或帮助选项卡获取，在线帮助指南可

从英特尔® RCM 产品网站获取。

§

http://intel.com/r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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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
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可支持数字接触点在恰当的时间将高度相关且近乎实时的内容传输给相应用户。

• 借助整合到英特尔 RCM 的简单直观界面，降低进行内容计划和数字接触点管理的复杂度。

• 量化受众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和年龄。

• 获取所需客观数据以最大限度提升您的数字网络价值。

• 分析观众与数字标牌的交互情况，包括停留时间、当时时间和观看的内容。

• 近乎实时地优化屏幕显示内容。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 RCM 受众分析的使用详情以及如何配置播放器才能实现此特性，请搜索英特尔® 零售客户端管理器

帮助系统运行时，阅读 “受众分析” 主题。运行时帮助可从 Campaign Manager “欢迎页面” 或帮助选项卡获取，在线帮助

指南可从英特尔® RCM 产品网站获取。

§

http://intel.com/r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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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障排除
查阅本文件中的 “必备内容” 部分，确保英特尔 RCM 播放器和 Campaign Manager 安装使用之前，合理的系统和资源

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1. 英特尔 RCM 播放器继续播放默认合成画面，而非营销活动：

以下任意情形都会导致默认合成画面的播放：

• 确保为播放器配置了该渠道。查阅标题为 “英特尔® RCM 播放器渠道配置” 的部分，了解播放器基本配置知识。

• 播放器系统的 Internet Options -> Connections -> LAN Settings 必须根据您公司的要求进行配置，以使播

放器连接到互联网。若互联网接入需要使用代理，请确保在播放器系统上正确配置代理和端口信息。

• 域中必须有配置好的渠道。联系您公司的英特尔 RCM 域管理员，确保您的域中存在该渠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