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故障排除 

1 简介 

本页内容将帮助您解决在将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设为 Mendix 前的

网络服务器时遇到的问题。 

2 Mendix 安装故障排除 

首先，在查找 IIS 配置中的问题之前，请确保 Mendix 应用程序正常运行。 

2.1 绕过 IIS 运行 Mendix 应用程序 

当您正常打开应用程序时，它将尝试通过 IIS 进行访问。如要绕过 IIS 测试 Mendix，您需

要直接访问它。 

在服务器上打开浏览器，然后转到 http://localhost:8080/（如果不同，则转到您配置的端

口）。如果应用程序正常运行，您在此处可以看到该应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正常工作，则是 IIS 配置存在问题。 

如果 Mendix 应用程序存在问题，您将在 Mendix Service Console 和/或浏览器中会看到错

误消息。 

2.2 找不到关键文件 

 

您遇到这种错误可能有两种情况： 

1. 文件缺失或处于错误位置 

  搜索正确的平台版本以及错误消息中提及的文件。 



 
  如果文件缺失，则应重新安装服务器分发（tar.gz 文件），并确认文件现在已放在

正确的位置。 

2. Mendix 服务无法访问文件 

  如果文件存在，确保运行 Mendix 服务的用户对 mxclientsystem 文件夹具有读取和

执行的访问权限。 

3 IIS 故障排除 

本节将介绍设置 IIS 时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 

我们无法在此处为您遇到的所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请使用以下方法找出问题的原因。如

果解决方案不够清楚，互联网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助您解决具体问题。 

您还可以在 Mendix 论坛中寻求帮助。 

如果您有一些实用的技巧，请将其添加到此文档中（如果您愿意）。 

3.1 IIS 访问权限错误 

在浏览器中打开网站时，将会显示有关访问权限的 IIS 错误页面。 

验证安全设置。运行 IIS 服务的用户必须能够访问完整的目录路径。（这可能是用户：

IIS_IUSRS，但要在服务列表中确认此操作）。如果 Mendix 应用程序安装在 "E:" 上，则 IIS 

用户必须能够读取层次结构中的所有文件夹（Mendix、projects、MyApp 和 MyApp 内的 

Web 文件夹）。 

3.2 登录过程失败：404 - 找不到服务器 

您在浏览器中可以看到登录页面，但在触发操作时得到的是一条 404 或“找不到服务器”

的消息。 

• 是否必须启用或安装其他插件？ 

  如果是，请确保重启整个 IIS 服务。您可以配置新安装的设置，但在重启完整的 IIS 

服务之前，这些设置不会生效。 

• 您是否添加了新的配置设置，如重写规则？ 



 
  显然是的，但是您是否也重启了网站？添加新的配置选项（如重写 URL）后，您需

要重启网站。右键单击新建站点，您可以看到一个重启选项，该选项可以重启网站。 

3.3 使用无效凭证时响应不正确 

您能够登录，但输入无效密码时，登录页面显示的是“找不到服务器”而不是无效登录。 

某些 IIS 安装会隐藏任何不是 HTTP 状态代码 200-OK 的响应的内容。如果在 Mendix 登录

过程中输入无效凭证，Mendix 将返回 400 范围内的状态代码以指示未经授权的访问。此

响应还包含一个 JSON 字符串，其中包含我们要显示给用户的响应。 

如果 IIS 隐藏详细的错误消息，Mendix 将无法工作。您需要开启“详细错误消息”。有关

如何更改网站此设置的说明，可查看以下 Microsoft 网站：IIS7：从客户端浏览器浏览时

如何启用网站的详细错误消息 

3.4 查阅 Mendix 应用程序日志 

首先评估您是否正在访问 Mendix 应用程序。如果 IIS 将任何内容转发到正在运行的 

Mendix 应用程序，您在日志中可看到它。日志节点“连接器”和“Jetty”会为您提供帮

助。“连接器”日志节点可以打印关于传入请求的相关信息。如果启用“跟踪日志记录”，

您可以看到请求是否进入正确的请求处理程序。 

如果“连接器”未打印任何内容，还可以在“Jetty”上启用“跟踪日志记录”。“Jetty”

日志节点将为 Mendix 建立的每一个连接打印一条消息。如果 Jetty 未打印跟踪消息，则说

明 IIS 重写规则的设置显然不正确。 

如果“连接器”日志节点中有信息，您可以看到这些请求转发的目标位置。这可以帮助您

了解重写规则在何处定向通信以及如何进行更改。 

3.5 查阅 IIS 日志 

如果发现没有消息到达 Mendix，可以启用“IIS 跟踪日志记录”。此项操作会将每个重写

规则打印到 IIS 跟踪日志文件；您可以清楚地看到 IIS 如何更改请求以及将请求转发到何处。

这可以为您提供更正重写规则的配置所需的信息。更多信息，请参见此 Microsoft 页面：

使用“失败请求跟踪”来跟踪重写规则。 



 
3.6 使用浏览器开发人员工具 

打开应用程序，然后使用浏览器的开发人员工具检查请求。如果应用程序没有运行，您会

看到未成功执行的请求。检查这些请求以查看是否有模式。 

1. 所有 /xas/ 请求均失败，并报告错误。 

  重写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在浏览器中打开 /xas/ 文件夹。然后您可能会看到关于问

题原因的更详细解释。 

2. 某些 JavaScript 文件无法打开。 

  尝试直接从浏览器打开这些文件。如果 IIS 配置存在问题，打开该 URL 时您将获取

更多信息。 

  如果您仍然收到错误，则很可能是安全问题。使用网站的用户没有足够的权限访问
所需文件。 

4 Mendix Service Console 错误故障排除 

4.1 更新过程：目录不为空 

有时，更新过程开始后不久，会有一个弹出窗口告诉您该目录不为空。这表示，旧应用程

序中的一些应用程序文件在备份后无法移除（例如，如果它们已由其他 Windows 进程锁

定）。因为所有必需的文件都将被新的应用程序版本覆盖，所以这并不算是严重错误。 

请安装 Mendix Service Console 4.1 或更高版本以减少发生这种错误的机会；如果安装 4.1 

及以上版本，更新过程将在显示此错误后继续。 

4.2 更新过程：无法调用 Invoke 或 BeginInvoke 

如果在应用程序更新过程即将结束之前您看到以下错误，请将 Mendix Service Console 升

级到 4.1 或更高版本： 



 

 

4.3 无法启动服务器 

有时，您在启动应用程序时会看到以下错误： 

 

使用无效的许可证，应用程序会以试用模式启动。 



 
如果显示此弹出窗口，则可能存在更深层的原因。首先，尝试在新的数据库上启动应用程

序。如果此操作有效，则可能是数据库已损坏。如果您将数据库从部署在 Mendix Cloud 

v4 上的应用程序迁移到部署在 Mendix Cloud v3 上的应用程序，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4.4 启动服务时出现安全错误 

如果系统在启动服务时出现安全错误，请确保配置的服务用户对 Mendix 应用程序的文件

夹具有足够的权限。有时，必须使用域名作为用户名的前缀；即，使用 
DOMAIN_NAME_name 而不只是 user_name。 

4.5 类型初始化 

有时，事件查看器会显示如下消息： 

EventType clr20r3, P1 mendixservice.exe, P2 1.0.3810.25652, P3 4c0cf0d8, P4 m
endixservice, P5 1.0.3810.25652, P6 4c0cf0d8, P7 2, P8 6, P9 system.typeiniti
alization, P10 NIL. 

请确保用于运行该服务的用户帐户对包含 Mendix 服务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夹以及子文件 

x86 和 x64 夹具有足够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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