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soft Windows 

1 简介 

本文档将对在运行 Microsoft (MS) Windows 的系统中安装和配置 Mendix 软件进行说明。

其中包括： 

• 安装 Mendix Service Console 

• 部署 Mendix 应用程序 

• 配置 M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服务器 

2 先决条件 

如要建立运行 Mendix 应用程序的环境，您需要安装 Mendix 软件。每个将要运行的 

Mendix 应用程序都需要单独的用户（服务）帐户。本节将概述此安装。 

 

在开始此操作方法之前，请确保您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MS Windows 2008 SP2 或更高版本 

• .NET 4.5 或更高版本 

• 启用以下服务角色的 IIS 7 或更高版本： 

– IIS 管理控制台 

– 静态内容 

– ASP.NET 

• 已安装 MS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ARR)（更多信息，请参见“Microsoft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 Java Runtime 8 或其他版本，具体取决于 Mendix Server Distribution。例如： 



 
– Mendix Server Distribution 4 要求 Java 6 

– Mendix Server Distribution 5 要求 Java 7 

• Mendix 项目的 Mendix Deployment Archive (MDA) 

• 与 Mendix Studio Pro 版本对应的 Mendix Server Distribution（请参见“Mendix 
Marketplace”） 

• 具有足够安全权限的数据库 

– 合适的数据库服务器包括 IBM DB2、MariaDB、MS SQL Server、MySQL、

Oracle 数据库和 PostgreSQL。更多信息，请参见“系统要求” 

• 具有“作为服务登录”本地安全策略集的本地或域用户 

3 安装 Mendix Service Console 

如要下载并安装 Mendix Service Console，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从 Mendix Marketplace 的 Studio Pro 下载页面使用相关下载链接下载最新版本的 
Mendix Service Console。 

   

2. 按照安装向导安装 Mendix Service Console。 

3. 安装后启动 Mendix Service Console；首次启动该应用程序时，将显示首选项对话

框（如果并未为应用程序和服务器文件配置有效的位置，则会一直显示该对话框）。 



 

   

4.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输入应用程序和服务器文件的位置。此位置用于存储应用程序文

件和 Mendix 服务器文件。Mendix 建议使用符合下列条件的目录，即： 

– 不在系统分区中 

– 您可以轻松控制安全权限的位置 

  应用程序目录包含四个子目录： 

– Backup — 此目录存储模型升级导致的所有数据库变更 

– Log — 此目录存储应用程序所有的日志文件 

– Project — 此目录包含所有应用程序文件；在此目录中，可以找到包含所有已

上传文件的目录数据/文件 

– Service — 此目录包含用于配置 Windows Services 的文件 

  此外，还有一个名为 Settings.yaml 文件，它包含应用程序配置。 

4 部署 Mendix 应用程序 

如要使用 Mendix Service Console 部署 Mendix 应用程序，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启动 Mendix Service Console。 



 
2. 单击添加应用程序，添加一个新的应用程序。此时会出现一个向导，用于配置新的

应用程序。 

3. 配置服务设置如下： 

– 服务名称 — 此名称在所有现有的 Windows 服务中必须是唯一的 

– 显示名称 — 这是该应用程序的说明，可以作为 Mendix Service Console 左栏

中应用程序的工具提示，也可以作为 Windows 服务列表中的列显示 

– 描述 — 输入可在 Mendix Service Console 中查看的应用程序的描述 

– 启动类型 — 选择您希望应用程序在服务器启动时自动启动、延迟启动、手动

启动还是完全禁用 

– 用户名和密码 — 应用程序将始终在此处给定的用户帐户下运行，服务的安装

也将使用配置的该用户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先决条件”） 

4. 单击下一步。 

   

5. 在项目文件屏幕上，单击选择应用程序…。 



 

   

6. 现在，选择在 Studio Pro 中创建的且包含应用程序逻辑的 MDA 文件。安装 MDA 文

件后，就会看到需要哪个 Mendix 服务器  (Mendix Runtime) 版本。 

7. 配置数据库设置： 

– 类型 — 数据库服务器类型 

– 主机 — 数据库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名称 — 数据库名称 

– 用户名和密码 — 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 

8. 单击下一步。 



 

   

9. 在通用配置屏幕上，保留默认设置。仅当应用程序安装需要时才可更改这些设置。 

10. 单击完成并启动应用程序。 

5 配置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服务器 

如要配置 MS IIS 服务器，请按照以下各节中的步骤操作。 

5.1 在 ARR 中激活代理 

如要在 ARR 内使用代理功能，您需要在 IIS 中启用此功能。如要激活 ARR 中的代理，请

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启动 IIS 管理器。 

2. 在连接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3. 打开应用程序请求路由功能。 

4. 单击屏幕右侧操作窗格中的服务器代理设置。 

5. 选择启用代理，然后单击操作窗格中的应用。 

5.2 创建网站 

如要创建网站，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 IIS 管理器。 



 
2. 在连接窗格中，右键单击树状图中的站点节点，然后选择添加网站。 

3. 在添加网站对话框中，将友好的网站名称输入网站名称字段中。 

4. 在物理路径字段中，输入 application-project-web 文件夹的物理路径（例如，

*D：）。 

5.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网站协议。 

6. IP 地址框字段中的默认值为全部未分配。如果必须为网站指定静态 IP 地址，请在 

IP 地址框中输入地址。 

7. 在端口字段中输入端口。 

8. 单击确定。 

5.3 配置 MIME 类型 

如要配置 MIME 类型，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 IIS 管理器并导航至要管理的网站。 

2. 在功能视图中，双击 MIME 类型。 

3. 在操作窗格中，单击添加。 

4. 在添加 MIME 类型对话框中，添加此文件类型： 

– 文件扩展名：.mxf 

– MIME 类型：text/xml 

5. 添加其他 MIME 类型： 

– 文件扩展名：.json 

– MIME 类型：application/json 

6. 单击确定。 

5.4 配置 URL 重写 

这些说明使用端口 8080，此为默认端口。请使用为 Mendix 应用程序配置的端口。  



 
5.4.1 反向代理入站规则 

配置以下请求处理程序需要添加很多规则。 

规则 名称 模式 重写 URL 
1 xas ^(xas/)(.*) http://localhost:8080/{R:1}{R:2} 
2 ws ^(ws/)(.*) http://localhost:8080/{R:1}{R:2} 
3 ws-doc ^(ws-doc/)(.*) http://localhost:8080/{R:1}{R:2} 
4 ws-file ^(file)(.*) http://localhost:8080/{R:1}{R:2} 
5 link ^(link/)(.*) http://localhost:8080/{R:1}{R:2} 
6 rest ^(rest/)(.*) http://localhost:8080/{R:1}{R:2} 
7 rest-doc ^(rest-doc/)(.*) http://localhost:8080/{R:1}{R:2} 
8 debugger ^(debugger/)(.*) http://localhost:8080/{R:1}{R:2} 

请按照以下说明，使用上表中规则的名称替换 [Name]，使用正则表达式模式替换 [Pattern] 

以及使用重写 URL 替换 [Rewrite URL]。请注意，当某些模式需要指向精确路径（例如，

/ws-doc/mydoc/1234）时，它们会包含结尾斜杠 /。 

1. 打开 IIS 管理器并导航至要管理的网站。 

2. 在功能视图中，双击 URL 重写。 

3. 在屏幕右侧的操作窗格中，单击添加规则...以添加新的重写规则。 

4. 在入站规则字段中，输入 localhost：8080，然后单击确定。 

5. 在功能视图中，选择 ReverseProxyInboundRule1。 

6. 在屏幕右侧的操作面板中，单击重命名。 

7. 将 ReverseProxyInboundRule1 重命名为 [Name]。 

8. 双击功能视图中的 [Name]，更改规则的属性。 

9. 在模式字段中输入 [Pattern]。 

10. 在重写 URL 字段中，输入 [Rewrite URL]（在以上规则中，它始终为 
http://localhost:8080/{R:1}{R:2}）。 



 
11. 单击应用。 

12. 单击返回到规则。 

13. 重复步骤 3 来添加所有需要的规则。 

您还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添加其他请求处理程序。但是，必须确保它们符合下述添加 x-

forwarded-proto 标头规则。 

5.4.2“添加 x-forwarded-proto 标头”规则 

您必须具备此规则，才能确保访问已发布 REST 服务的 Swagger 文档。它必须作为第一个

规则；最后对它进行描述是为了确保将其移至顶部，并且不会有其他规则意外地置于其上。 

1. 单击查看服务器变量 

2. 检查是否列出了 HTTP_X_FORWARDED_PROTO 服务器变量。如果是，请跳到步

骤 7。 

3. 在操作页面中，单击添加以添加服务器变量。 

4. 输入服务器变量名称 HTTP_X_FORWARDED_PROTO。 

5. 单击确定。 

6. 单击返回到规则 

7. 单击添加规则...。 

8. 单击空白规则。 

9. 将名称设为添加 x-forwarded-proto 标头。 

10. 在匹配 URL 部分中，将请求的 URL 设为匹配模式。 

11. 将使用设为正则表达式。 

12. 将模式设为 .*。 

13. 将忽略大小写设为 true（勾选）。 



 
14. 在服务器变量部分中，单击添加。 

15. 选择服务器变量名称 HTTP_X_FORWARDED_PROTO 

16. 将值设为 https。 

17. 单击确定。 

18. 在操作部分中，选择无。 

19. 将停止后续规则的处理设为 false（未勾选）。 

20. 单击操作窗格中的应用以保存规则。 

21. 单击返回到规则。 

22. 选择新建的添加 x-forwarded-proto 标头规则，然后使用“操作”窗格中的上移按

钮将该规则移至列表顶部。 

5.5 禁用客户端缓存 

在 project/Web 下的应用程序目录中，您将找到包含应用程序的 MS IIS 配置的 

web.config 文件。您应该在该文件的 <system.webServer></system.webServer> 标签之

间添加以下代码。： 

<staticContent> 
    <clientCache cacheControlMode="DisableCache" /> 
</staticContent> 

随后，此文件的内容将如下所示： 

web.config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system.webServer> 
        <rewrite> 
            <rules> 
                <rule name="add x-forwarded-proto header"> 
                    <match url=".*" /> 
                    <conditions logicalGrouping="MatchAll" trackAllCaptures="
false" />  <serverVariables> 
                        <set name="HTTP_X_FORWARDED_PROTO" value="https" /> 
                    </serverVariables> 



 
                    <action type="None" /> 
                </rule> 
                <rule name="xas" stopProcessing="true"> 
                    <match url="^(xas/)(.*)" /> 
                    <action type="Rewrite" url="http://localhost:8080/{R:1}{R:
2}" /> 
                </rule> 
                <rule name="ws" stopProcessing="true"> 
                    <match url="^(ws/)(.*)" /> 
                    <action type="Rewrite" url="http://localhost:8080/{R:1}{R:
2}" /> 
                </rule> 
                <rule name="ws-doc" stopProcessing="true"> 
                    <match url="^(ws-doc/)(.*)" /> 
                    <action type="Rewrite" url="http://localhost:8080/{R:1}{R:
2}" /> 
                </rule> 
                <rule name="ws-file" stopProcessing="true"> 
                    <match url="^(file)(.*)" /> 
                    <action type="Rewrite" url="http://localhost:8080/{R:1}{R:
2}" /> 
                </rule> 
                <rule name="link" stopProcessing="true"> 
                    <match url="^(link/)(.*)" /> 
                    <action type="Rewrite" url="http://localhost:8080/{R:1}{R:
2}" /> 
                </rule> 
            </rules> 
        </rewrite> 
        <staticContent> 
            <mimeMap fileExtension=".mxf" mimeType="text/xml" /> 
            <clientCache cacheControlMode="DisableCache" /> 
        </staticContent> 
    </system.webServer> 
</configuration> 

6 保留主机标头 

如要确保 Web 服务中使用的应用程序根 URL 正确，必须确保主机标头中含有客户端请求

的原始主机标头。如要确保主机标头得以保留，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单击开始，然后单击所有程序。 

2. 单击附件，然后单击命令提示符。 

3. 通过命令提示符执行以下命令： 



 
  cd %windir%\system32\inetsrv 

4. 输入： 

  appcmd.exe set config -section:system.webServer/proxy /preserveHostHead
er:"True" /commit:apphost 

7 故障排除 

配置 IIS 时，可能看似已经正确完成所有操作，但 IIS 却没有正常运行。下面提供了 IIS 故
障排除指南：IIS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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