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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Shield 2020
为 Windows® 构建值得信赖的安装程序 
并轻松创建 MSIX 包

您精心构建了用户青睐的出色软件产品。何必要冒安装出错和客
户体验糟糕的风险呢？使用 Revenera 的 InstallShield®，可实现安
全运行。它是开发人员创建 Windows 桌面、服务器、虚拟和云平
台安装程序的行业标准。

主要优势： 
  • 我们秉承在 5 亿多台 PC 和服务器

上执行安装的丰富经验，为可靠安
装设立了新标杆。

  • 更多开发人员选择我们来构建 MSI 
和 EXE 安装程序并创建 UWP 和 
WSA 应用包。支持桌面、服务器、
云和虚拟环境。

  • 我们内置支持 35 种语言的本地安
装程序。

  • 根据团队大小、机器数量和地理位
置，灵活选择许可选项。

“ InstallShield 确实为我们团队节省了大量时间， 
帮助我们大幅度提高了效率。”

常先生
— ETS 部门高级经理 

您是否在准备采用 MSIX？InstallShield 已准备就绪。
超过 10 万家应用程序制作商选择使用 InstallShield 来开发 EXE 和 MSI 安装程序，构建应
用包并实现应用虚拟化。无论您身处敏捷开发团队还是传统开发团队，无论要创建独立产
品还是复杂套件，无论要部署到 Windows 应用商店还是 Nano Server，我们都能满足您的
需求。

凭借 InstallShield 2020，您可以快速适应行业变化，更快地将产品投入市场并提供参与度
更高的客户体验。此外也能为微软最新的部署类型 — MSIX 做好准备。效果如何？您的工作
效率将得到提升。额外的脚本编写 / 编码 / 返工工作量则大幅减少。这是我们又一次致力于
提升安装程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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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Shield 2020 功能亮点

新功能
MSIX 修改包
从 InstallShield 为任何给定 
MSIX 包构建 MSIX 修改包。 

新功能
AWS 基于 CloudHSM 的
数字签名支持
在 AWS 中使用 CloudHSM 证书对安装
程序进行数字签名以设置版本环境。

新功能
Pure 64 位启动程序
为 Basic MSI 和套件安装程序构
建 Pure 64 位启动程序。

新功能
MSIX – MSIX Core 支持
为  Windows 10 和 Windows 7 创
建针对 MSIX 的单个套件安装程序。

新功能
MSIX 捆绑包
使用新的 MSIX Bundle Utility 
创建 MSIX 捆绑包。

新功能
支持 MSIX 中的服务
使用 MSIX 软件包安装和运行 
Window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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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功能
MSIX 支持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利用简便的 MSIX 软件包创建功能或现有 MSI 
工程的平稳迁移功能来轻松使用 Microsoft MSIX。使用新的 MSIX 
Bundle Utility 创建捆绑包，并获得安装和运行 Windows 服务的服
务支持。

Docker 中的简化版本 
借助将项目构建到 Docker 容器中的附加支持，将 InstallShield 集
成到 Dev-Ops 流程中。

自动进行补丁设计
现在可以使用自动化界面轻松创建补丁配置。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装程序
轻松快捷地创建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装程序，通过 
InstallShield 的直观图形开发环境享受我们为 SQL 数据库提供的高
级支持、IIS 视图下的增强选项（仅限高级版和专业版）、XML 编辑
和更多丰富功能。

InstallScript 安装程序
使用 InstallScript 设计安装程序或 MSI 自定义操作，InstallScript 
是一种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的安装脚本语言，可最大程度地提高您
的安装灵活性。

映射 MSI 表关系
深入探索 MSI 表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更加精确的编辑和故障排查。
快速查看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安装程序，以减少人工表格编辑造成
的意外后果。

自定义捆绑应用包、MSI 安装程序等的引导程序
套件 / 高级用户界面安装将应用包、MSI 安装程序、EXE 安装程序、
Web 部署包等等捆绑为一个单独的安装程序，为您的客户提供轻
松无忧的安装体验。强化功能为套件安装创建者提供更丰富的控件。
安装程序可以与它们的依赖项、服务器配置任务、PowerShell 脚本
和复杂安装所需的全部组件捆绑在一起。

自定义 Windows 10 磁贴
让您的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程序和 UWP 桌面应用程序在 
Windows 10“ 开始 ” 屏幕上 “ 显而易见 “，通过鲜艳醒目的磁贴提
高用户参与度。

多语言支持
InstallShield 开发工具提供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版本。使用 
InstallShield 默认的 35 种语言运行时间字符串实现安装的本地化，
亦可通过添加您自己的字符串来支持其他语言。添加条件，以便为
每种受支持的语言交付不同的文件、注册表项和其他资源。

将 Web 应用程序安装至 Microsoft® Azure™ 和 
Microsoft IIS
套件 / 高级用户界面安装支持 Microsoft Web 部署包的安装，由此
赋予您的客户超高灵活性，让他们可以将 Web 应用程序部署到他
们自行选择的基础设施上 ：本地计算机、位于数据中心内的远程服
务器或云环境中的 Microsoft Az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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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Revenera 的 InstallShield 是构建 Windows 

安装程序和 MSIX 包的最快方法。
了解更多信息 >

自动为简单安装测试预配虚拟机

自动预配虚拟机可减少测试时间，消除手动步骤 ；您只需要轻松选
择测试映像，InstallShield 将会自动启动虚拟机，并暂存您的安装
以执行测试。需要 VMware® vSphere、VMware Workstation 或 
Microsoft Hyper-V®。

Microsoft Team Foundation Server 集成
在 TFS 版本服务器上编译、构建和管理 InstallShield 工程。使用
Team Explorer 配置、调度和排列 InstallShield 工程的构建以及 
Visual Studio 解决方案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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