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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Shield， 
所有功能

创建专业安装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MSIX – 修改包

MSIX – MSIX Core 支持

Pure 64 位安装程序

MSIX 捆绑包

MSIX – 服务支持

AWS 基于 CloudHSM 的数字签名

Docker 中的简化版本

自动进行补丁设计

创建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装

创建 Windows Installer 主要升级和次要升级

创建 Windows Installer 修补程序 (MSP) 受限

创建本地 MSIX 包

轻松将任何 MSI 文件转换成 MSIX 包

创建和编辑 Windows Installer 转换程序 (M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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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专业安装（续）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强大的转型项目支持。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7 集成

从 MSI 工程创建 Windows Server 应用包 (WSA)

将多个应用包合为一体

创建 InstallScript (Setup.exe) 安装

用套件安装创建高级引导程序

增强型套件安装创建者控件

流式安装，可按需下载安装组件

从同一构建过程创建传统安装和 Microsoft App-V 包

多实例产品安装

升级多实例安装

安装运行时随时检查设置是否为最新版本

高级用户界面编辑器

Windows Installer 对话编辑器

基于 Windows Installer 工程的最终用户对话主题 受限 基本

自定义 Windows 10 磁贴

自定义品牌的公告牌支持

InstallScript 对话框上的 HTML 控件支持

从网页实现一键式安装

DLL、EXE、VBScript 和 Jscript 自定义操作

使用 C# 和 InstallScript 操作的扩展套件 / 高级用户界面工程

PowerShell 自定义操作

托管代码自定义操作

利用最佳做法进行开发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映射 MSI 表关系

确保与应用程序虚拟化格式的兼容性 

数据表



数据表

利用最佳做法进行开发（续）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Windows 徽标验证测试

InstallShield 最佳做法验证测试

包括适用于企业部署的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2012 Configuration Manager 
应用模型元数据

支持 Microsoft® 证书要求，包括 SHA 1 和 SHA-256

设计 DPI 感知安装

帮助设计师设计清新且极具现代感的外观

全球范围内的开发和部署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多语言支持 – 35 种语言

绝大部分 InstallShield 视图提供 Unicode 支持

支持最新平台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10、Windows® 8.1、Windows Server® 2016 和 
Windows Server® 2019 

创建纯 64 位安装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 64 位应用程序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 64 位应用程序 (InstallScript)

旁加载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 

使用 DIFx 2.1.1 安装 Windows 设备驱动程序

创建 Web 应用程序和多层应用程序安装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支持 .NET Framework 4.5（32 位和 64 位）

多层安装模板

使用 Microsoft Web Deploy 将 Web 应用程序安装至　Microsoft® Azure™ 和 
Microsoft® IIS

用于服务器配置的 PowerShell 套件操作



创建 Web 应用程序和多层应用程序安装（续）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在安装期间启用 Windows 角色和功能

将数据库部署到 Microsoft SQL Server

将数据库部署到 Microsoft Azure SQL 数据库 

将数据库部署到 Oracle

将数据库部署到 MySQL

数据库导入向导

将网站部署到使用 SSL 证书的 IIS 8 受限

IIS Web 服务支持

用于 Web 应用的 IIS 工具 受限 受限

XML 文件更新

配置 Windows 用户和组

节省时间，高效开发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确认现有的 InstallShield 工程需要作出哪些更改才能满足微软 MSIX 标准

高级用户界面和套件 / 高级用户界面工程的自动化界面

来自 InstallShield IDE 的预配虚拟机，用于测试安装

监视 COM 解压缩（32 位和 64 位）

免注册表 COM 注册（应用程序清单）

COM+ 支持

适用于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的可分发必备组件库

适用于 InstallScript 安装的可分发必备组件库

功能配套必备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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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时间，高效开发（续）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必备编辑器

从 InstallShield 以前的版本升级安装工程文件

通过网络存储库将对话、脚本和模板与团队成员分享

通过本地存储库实现跨工程的对话、脚本和模板分享

构建时的自动事件

可重复使用的工程模板

静态和动态文件依赖关系扫描程序 

LZX 压缩选项（Windows Installer 工程）

在任务栏上显示安装进度

轻松编辑安装字符串

指定自定义图标和版本资源属性 部分

支持重启管理程序 

虚拟机检测

安装时轻松编辑 XML 文件

安装时轻松编辑目标计算机上的文本文件

轻松创建系统搜索 受限

通过与 MSI RemoveFiles 操作之间的互动，将待删除的文件标记为安装的组成部
分

设置 Windows 权限

安装前强制执行《最终用户授权协议》(EULA) 阅读

安装应用程序的同时打印《最终用户授权协议》

从 InstallScript 调用 .NET 程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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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时间，高效开发（续） 高级版 专业版 精简版

命令行生成器

完成工程调试

文件依赖关系扫描

MSI 日志分析器

源代码控件集成

将 InstallShield 工程另存为 XML

MSI 差异检查

详细的版本报告

Microsoft Team Foundation Server 集成

Microsoft Build Engine (MSBuild) 支持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9 集成

InstallShield 单独编译模块 5 个许可 1 个许可

有关详细的功能摘要，请参阅发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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