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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支持多种部署方法，能够在多个平台上运行。本“安装指南”描述了从安装工具包里
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的流程。如果您使用了不同的部署方法，请参见“InterSystems IRIS Basics: Connecting 

an IDE”中的“Deploying InterSystems IRIS”一节。 

安装前，您应确认 InterSystems IRIS 可支持您的服务器、云或部署平台。请参见当前版本的“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可支持平台”（InterSystems IRIS Data Platform Supported Platforms）文档，它描述了每次发行版
本所支持的技术。 
 

1.1 安装计划考虑事项 
配置新的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有多种不同方式。在运行安装时，它会提示输入以下信息来确定安装何种配置： 

 安装目录  

 设置类型  

 字符宽度设置  

 端口号（可选） 

 安全设置  
 

下述部分可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之前或之后运行： 

 安装 Atelier 开发环境  
 

1.1.1 安装目录 

安装目录是指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要安装的目录。在整个文档中，该变量被称为 install-dir。一旦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不可再更改安装目录。 

在指定 install-dir 时有一些限制。目录名称只可使用 US ASCII 字符集中的字符，且不可包含插入记号“^”。此外，
InterSystems IRIS 的安装目录不可为： 

 UNC（非本地）路径 

 硬盘的根级目录（如 C:\） 

 \Program Files 目录下的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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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安装时未指定，则 install-dir 则使用缺省值。缺省值会随平台、安装类型以及用户选择的不同而不同，如下
表所示： 

平台 安装类型 缺省目录 

Windows attended 

（有人值守） 

C:\InterSystems\Iris (当有多个实例存在时为 IrisN）, 除非安装用户
另行指定 

unattended 

（无人值守） 

C:\InterSystems\Iris (当有多个实例存在时为 IrisN）, 除非另行指定
了 INSTALLDIR 的属性 

UNIX®, Linux, 

macOS 

attended 

（有人值守） 

无缺省值；安装用户必须指定。不要选择/home 目录或其任何子目录 

unattended 

（无人值守） 

无缺省值；需要指定 ISC_PACKAGE_INSTALLDIR 参数 

 

1.1.2 设置类型 

在安装过程中，您可以选择想要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组件。其选项包括： 

 开发（Development）：包括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库引擎（用户数据库，SQL 网关，服务器监控工具），
Studio，所有支持的语言绑定，以及 xDBC（ODBC 和 JDBC）驱动器。如果您计划使用该实例执行客户端
和服务器端任务，请选择这一选项。 

 服务器（Server）：包括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库引擎（用户数据库，SQL 网关，服务器监控工具）和 Web

网关。如果您计划将该实例作为能够被 InterSystems IRIS 客户端访问的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库服务器，
请选择这一选项。 

 自定义（Custom）：允许用户指定将要安装或卸载的组件。如果您要安装或移除某个具体的 InterSystems IRIS

组件，请选择这一选项。 
 

在 Windows 上，您可以选择以下两种额外的设置类型： 

 客户端（Client）：包括 Studio 和 xDBC（ODBC 和 JDBC）驱动器。如果您计划将该实例作为本机或另外
一台计算机上的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库服务器的客户端，请选择这一选项。 

 Web 服务器（Web Server）：包括 Web 网关（IIS，Apache 2.0，Apache 2.2）。如果您仅想安装 Web 网
关所要求的 InterSystems IRIS 组件，请选择这一选项。 

 

下表标识了每种安装类型要安装的组件 

表格 1-1 每种安装类型的安装组件 

组件分组 组件 开发 服务器 客户端 Web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库引擎 

(InterSystems IRIS 

Server) 

服务器监控工具 

用户数据库 

SQL Gateway 

代理服务 (ISCAgent) 

Apache FOP (格式化对象处理器) 

× ×   

InterSystems IRIS 

launcher (仅 Window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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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分组 组件 开发 服务器 客户端 Web 

Studio（仅 Windows） 
 ×  ×  

xDBC 
ODBC 驱动器 

Java 数据库连接 
×  ×  

InterSystems IRIS 应用
开发 

InterSystems IRIS 的 Java 绑定 

InterSystems IRIS 共享库支持 

InterSystems IRIS.NET 绑定 

多线程服务器库 

其它示例 

×    

文档 
PDF 文档 

在线文档 
× ×   

Web 网关* 

IIS 使用的 CSP 

Apache 2.0.x 使用的 CSP 

Apache 2.2.x 使用的 CSP 

 ×  × 

*如果本机系统已安装 CSP 网关，在安装 Web 网关前必须将其卸载。 

 

1.1.3 字符宽度设置 

安装时，您必须选择 8 位或 Unicode（16 位）字符。8 位的实例无法处理 16 位格式的数据，而 Unicode 实例既
可处理 8 位也可处理 16 位数据。 

如果您需要您的实例存储或处理只能使用 Unicode 字符集的语言数据（例如日语），那么您必须选择 Unicode。如
果实例的本地环境所使用的基础字符集是基于 Latin-1 字符集 ISO8859-1，那么您可以选择 8 位字符，但请谨记： 

 如果您选择了 8 位，那么您的实例中存储的数据只能移植到基于同一字符集的 8 位本地环境中。 

 如果您选择了 Unicode，您的实例中存储的数据不可移植到 8 位实例中。 
 

1.1.4 端口号 

标准安装会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端口号设置如下： 

 超级服务器端口号（Superserver port number）：51773 或第一个可用的后续数字； 

 Web 服务器端口号（Web server port number）：52773 或第一个可用的后续数字。 

在新安装过程中，您可以通过执行“自定义”（Custom）安装（参见安装类型）指定不同的端口号。您输入的端口
号不得超过 65535。 

关于对已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设置新端口号的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System Administration 

Guide）中“使用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一章中的“设置端口号”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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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安全设置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有三种初始安全配置：最小（Minimal）、正常（Normal）或锁定（Locked Down）。如
果您选择了正常或锁定，安装程序会提示输入额外信息，例如密码和帐号信息等。 

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章“初始 InterSystems 安全设置”一节。 

1.1.6 安装 Atelier 开发环境 

Atelier 是 InterSystems IRIS®数据平台基于 Eclipse 的开发环境，可在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库之外单独下
载获得。Atelier 的一个替代品是 Studio，Studio 可以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随着 InterSystems IRIS 一并安
装。 

要使用 Atelier，您可以选择安装单独的 Rich Client Platform（RCP）应用程序，或为现有的 Eclipse 安装添加
一个插件。RCP 应用程序的使用者也可添加额外的 Eclipse 插件。Atelier 使用 Eclipse 自动升级机制来帮助用户
获取最新变更。有关 Atelier 下载和 Atelier 文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telier 主页
http://www.intersystems.com/atelier 。 

1.2 内存规划和管理 
内存管理是最大化 InterSystems IRIS 系统性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请参阅以下规划考虑事项： 

 最小磁盘空间需求  

 配置超大（Huge）和大（Large）页内存  

 额外内存资源  

1.2.1 最小磁盘空间需求 

安装工具包必须在您的本地计算机上或可通过网络访问以执行安装。InterSystems 建议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系统前至少预留 1.5 GB 的磁盘空间。在安装前，安装流程会确认能够获得足够的磁盘空间。 

1.2.2 配置超大和大页内存 

如果可以支持，我们强烈建议使用超大或大页内存，这会带来显著的性能收益。 

 在 Linux 上配置超大页内存  

 在 IBM AIX®上配置大页内存  

 在 Windows 上配置大页内存  

1.2.2.1 在 Linux 上配置超大页内存 

在能够获取足够的超大页内存的 Linux 平台上，InterSystems IRIS 会共享超大页内存池中分配的内存段。通过节
省页内存表的空间，使用超大页内存能够节省内存，让 InterSystems IRIS 锁定在共享内存段中，这样其页内存就
不会被换出（Page out）。在多数情况下，InterSystems IRIS 建议在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的系统上使用超大
页内存。 

 

http://www.intersystems.com/ate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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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系统的缺省内存页大小为 4 KB。根据系统配置的不同，目前多数 Linux 版本都包括 2 MB 或 1 GB 的超大
页内存尺寸选项。如果配置了超大页内存，InterSystems IRIS 将在内存分配时自动使用超大页内存。 

重要提示：对于 2.6.38 内核，一些 Linux 版本引入透明超大页内存（THP）来自动创建、管理和使用超大页内存。
然而，透明超大页内存（THP）并不能处理共享内存段，而分配给 InterSystems IRIS 的内存绝大多数
都是共享内存段，因此这会导致运行时内存分配的延迟，进而影响性能，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高频次任务
创建或进程创建的应用。由于上述原因，InterSystems 建议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的所有系统上
都禁用 THP。有关这个话题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nterSystems 开发者社区中的“Linux 透明超大页内
存及其对 InterSystems IRIS 的影响”一文。 

 

在 Linux 上配置超大页内存： 

1. 检查状态 

/proc/meminfo 中包括超大页内存信息。系统默认不分配超大页内存。缺省的超大页内存大小为 2 MB。例
如： 

HugePages_Total:      0 
HugePages_Free:  0 
HugePages_Rsvd:  0 
Hugepagesize:   2048 KB 
 

2. 更改超大页内存数量 

您可以直接变更系统参数，例如，要分配 2056 个超大页内存，执行: 

# echo 2056 > /proc/sys/vm/nr_hugepages 

备注：或者，您可以使用 sysctl(8)来改变这一参数： 

# sysctl -w vm.nr_hugepages=2056 
 

超大页内存必须连续分配，可能需要重启。因此，为确保分配成功和进行永久性变更，请按下述操作： 

a.  在/etc/sysctl.conf 文件中输入： 

echo "vm.nr_hugepages=2056" >> /etc/sysctl.conf 

b.  重启系统 

c.  在重启后确认 meminfo；例如： 

[root woodcrest grub] # tail -4 /proc/meminfo 
HugePages_Total:    2056 
HugePages_Free: 2056 
HugePages_Rsvd:  0 
Hugepagesize:     2048 KB 

3. 确认 InterSystems IRIS 使用了超大页内存。 

当 InterSystems IRIS 启动时，它会报告分配了多少共享内存；例如，可能会显示类似下面的信息（且会写入
messages.log 文件中）： 

Allocated 3580MB shared memory: 3000MB global buffers, 226MB routine buffers 

在超大页内存中可用的内存数量应大于待分配的共享内存总数；否则，将不会使用超大页内存。 

  

https://community.intersystems.com/node/405101
https://community.intersystems.com/node/40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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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我们不建议把 HugePages_Total 值指定为远高于共享内存数量的值，因为其它组件将无法使用未使用
的内存。 

 

1.2.2.2 在 IBM AIX®上配置大页内存 

AIX 支持多种页内存大小：4 KB、64 KB、16 MB 以及 16 GB。对于 InterSystems IRIS 而言，使用 4 KB 和 64 

KB 的页内存是透明的。为了能让 InterSystems IRIS 使用 16 MB 的大页内存，您必须在 AIX 内部对其进行配置。
AIX 不会基于需求来自动更改已配置的大页内存或超大页内存的数量。目前，InterSystems IRIS 不使用 16 GB 的
超大页内存。 

大页内存只应在高性能环境下配置，因为分配给大页的内存只能用于大页内存。 

默认情况下，如果配置了大页内存，系统将在内存分配时自动使用大页内存。如果共享内存不能在大页内存中分配，
那么它将以标准（小）页内存来分配。有关对大页内存更为精细的颗粒控制，请参阅“配置参数文献参考”中的
memlock。 

使用 vmo 命令在 AIX 上配置大页内存，如： 

vmo -r -o lgpg_regions=<LargePages> -o lgpg_size=<LargePageSize> 

其中<LargePages>是指要预留的大页内存的数量，<largePageSize>是指硬件支持的大页内存的大小，单位为字
节。 

备注：对于支持动态逻辑分区（LPAR）的系统，您可以去除－r 选项，无需重启系统就可对大页内存进行动态配置。 

 

例如，下述命令配置了 1 GB 的大页内存： 

# vmo -r -o lgpg_regions=64 -o lgpg_size=16777216 

一旦配置了大页内存，运行 bosboot 命令以保存启动镜像（boot image）中的配置。系统恢复后，使用下述 vmo

命令使之允许使用指定内存（pinned memory）： 

vmo -o v_pinshm=1 

然而，如果 memlock=64，则不需要 vmo -0 v_pinshm=1。有关 memlock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参数文
件参考”中的 memlock。 

1.2.2.3 在 Windows 上配置大页内存 

InterSystems 建议在 Windows 系统上允许 InterSystems IRIS 使用大页内存分配内存，这样能够更高效地使用
内存和页内存空间。为此，请将 Windows“锁定页内存”（SELockMemory）的权限赋予用于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的用户帐户，使 InterSystems IRIS 能够以大页内存方式请求内存资源。有关启动时对内存进行更为精细的颗
粒控制，请参阅“配置参数文献参考”中的 memlock。 

备注：如果 InterSystems IRIS 使用默认的“SYSTEM”帐户运行，则其默认拥有“锁定页内存”的权限。 

如果在使用大页内存时重启 InterSystems IRIS，您通常也需要重启 Windows 来确保所有配置的内存都得以分配。
如果启动时无法完全分配到已配置的内存，它将尝试使用较小的内存来启动，可能使用大页内存，也可能不使用。
您可以在消息日志中查看最近的 InterSystems IRIS 启动信息来检查已分配的真实内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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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额外内存资源 

为了最大化 InterSystems IRIS 及应用程序的性能和可用性，正确配置系统内存大小十分关键。InterSystems IRIS

内存使用将在“扩展性指南”中“垂直扩展”一章的“内存概述”一节中讨论，而“计算初始内存需求”一节中将
给出计算初始内存需求的指南，这样您就可以确定您的系统是否有足够的内存。 

安装后，监控 InterSystems IRIS 如何分配内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性能因素。如果 InterSystems IRIS 不能高效
分配内存，您可以调整进程的内存设置、routine 缓存、数据库缓存以及通用堆（generic heap）。有关如何执行
这些内存相关任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配置 InterSystems IRIS”一章的“内存和启动设置”
一节。 
 

1.3 文件系统建议 
本节包括设置 InterSystems IRIS 文件系统的建议。请参阅适用于您所用平台的子节： 

 通用文件系统建议  

 UNIX®、Linux 和 macOS 平台的挂载选项  

对于各平台所支持的文件系统，请参阅本版本的“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支持平台”在线文档中的“支持的
文件系统”一节。 

1.3.1 通用文件系统建议 

出于性能和可恢复性的考虑，InterSystems IRIS 只最小化地建议了 InterSystems IRIS 支持的四个文件系统： 

1. 安装文件、可执行文件和系统数据库（默认包括写入图像日志，WIJ 文件） 

2. 数据库文件（WIJ 可选） 

3. 主 Journal 目录 

4. 备用 Journal 目录 
 

此外，对于默认创建在 intall-dir\mgr 目录下的 WIJ 文件的配置，您还可以添加其它单独的文件系统。应确保该
文件系统有足够的空间，使 WIJ 能够增长至其最大大小。有关 WIJ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完整性指南”中“写
入镜像日志和恢复”一章。 

备注：在 UNIX®、Linux 和 macOS 平台上，InterSystems IRIS 注册表目录为/usr/local/etc/irissys，因此必
须在本地文件系统上。 

一旦出现灾难性的磁盘错误导致数据库文件损坏，Journal 文件是从备份中恢复文件的关键元素。因此，您必须在
存储设备上设置主 Journal 目录和备用 Journal 目录，且该存储设备必须与数据库文件和 WIJ 文件所使用的设备
分隔开来。（Journals 必须与 WIJ 分隔，因为 WIJ 文件的损坏会威胁到数据库完整性）。由于备用 Journal 设备
能够在主 Journal 设备出错后继续写入 Journal，因此主 Journal 目录和备用 Journal 目录所在的设备也应彼此
分隔。出于实用性的考虑，上述不同设备可以是同一个存储阵列上不同的逻辑单元（LUN）；总体原则是分隔越充
分越好，我们强烈建议使用不同组的物理驱动器。有关分隔 Journal 存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完整性指南”中“Journaling”一章的“Journaling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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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时不会配置 Journal 目录和 WIJ 文件目录。有关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之后更改这些目录的信息，请
参阅“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完整性指南”中“配置 Journal 设置”一节。 

备注：当前的存储阵列，尤其是 SSD/闪存阵列，并不总能支持前文所建议的隔离类型。在使用这些技术的时候，
请咨询和遵循存储制造商有关性能和弹性的建议。 

1.3.2 UNIX®、Linux 和 macOS 平台的挂载选项 

本节描述了以下两个挂载选项： 

 缓存 I/O 和直接 I/O  

 无读取时间（noatime）挂载选项  
 

1.3.2.1 缓存 I/O 和直接 I/O 

通常，多数受支持的 UNIX®、Linux 和 macOS 文件系统及操作系统都能提供两种不同的 I/O 选项，或者使用程序
控制的挂载选项，或两者都使用： 

 缓存 I/O，操作系统会缓存读取和写入，这是默认选项； 

 直接 I/O，其读取和写入会绕开操作系统缓存。有些平台会进一步区分一种优化后的直接 I/O 形式，即所谓的
并发 I/O，如果有，请优先选择。 

 

在 InterSystems IRIS 中使用缓存和直接 I/O 会随着平台、文件系统以及存储在文件系统中文件性质的不同而不
同，例如： 

 Journal 文件。 

一些平台对于使用直接或并发 I/O 挂载选项获得最优性能有具体建议，如在本版本的“InterSystems IRIS 数
据平台支持平台”在线文档中的“支持的文件系统”一节有所讨论。对于其它平台，InterSystems IRIS 会在
适当时对 Journal 文件自动使用直接 I/O，不需要有特别的考虑。 

 安装文件、可执行文件以及系统数据库。 

这些文件系统应当使用缓存 I/O 来挂载（默认选项，对某些平台而言是唯一选项）。 

 数据库（IRIS.DAT 文件）。 

对数据库文件最优化直接 I/O（或并发 I/O）的使用会因每个平台而异。对于所有情况，InterSystems IRIS 使
用其自有的数据库缓存，因此对数据库文件而言，在操作系统一级进行缓存并不占优势。您必须确保配置了足
够的数据库缓存；就对 InterSystems IRIS 使用直接 I/O 的系统平台而言，这点尤其重要，因为操作系统并不
能对不充足的数据库缓存进行补偿。请检查您的平台的详情： 

‐ IBM AIX 

不管是否使用了 cio 文件系统挂载选项，InterSystems IRIS 对数据库文件都会使用并发 I/O。 

备注：在 AIX 上，当 InterSystems IRIS 正在运行时，使用外部命令这种非正常配置来读取数据库文
件，外部命令可能会失败，因为该文件已经被 InterSystems IRIS 打开用于并发 I/O。例如，使
用 cp 命令而不是更先进的备份或快照工具进行外部备份。通过强制所有程序使用并发 I/O 来打开
文件，使用 cio 选项来挂载文件系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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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ystems IRIS 对数据库文件使用缓存 I/O。如果使用 VxFS 文件系统，可采用 cio 挂载选项使用并
发 I/O 来挂载文件系统，从而更改这一方式。 

‐ macOS 

InterSystems IRIS 对数据库文件使用缓存 I/O。 

 外部应用程序文件和流文件。 

使用外部文件的应用程序一般会因文件保存在缓存文件系统上而获益。 

1.3.2.2 noatime 挂载选项  

一般而言，当这一选项可用时，我们建议禁用文件访问时间的升级。在多个文件系统上，这可以采用 noatime 挂载
选项来实现。 

1.4 存储建议 
如今可以使用很多种存储技术，包括传统的磁旋转 HDD 设备到 SSD 和 PCIe 闪存装备等。此外，还有多种储存访
问技术，包括 NAS、SAN、FCoE、直连（direct attached）、PCIe 以及使用超融合基础架构（hyper-converged 

infrastructure）的虚拟存储技术等等。 

对于您的应用而言，最佳存储技术取决于应用的访问模式。例如，对于大量涉及随机读取的应用而言，SSD 或闪存
存储将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对于有密集写入操作的应用而言，传统的 HDD 设备将是最佳方式。 

下面各节将给出一些一般建议作为指导。具体存储产品供应商可能会给出单独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最佳方案，用户应
妥善咨询和遵循这些建议。本节将讨论： 

 存储连接  

 存储配置  

 磁盘缓存  

1.4.1 存储连接 

本节包含有关存储区域网络（SAN）和网络附加存储（NAS）的有关考虑事项。 

1.4.1.1 SAN 光纤通道 

使用多条由每个主机至 SAN 交换机或存储控制器的路径。保护级别会随着防止单张卡故障的多个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的数量而提升，最低建议为使用至少双端口 HBA。 

为了在存储阵列层提供弹性，我们建议使用带有主动-主动或主动-被动双控制器的配置，以防出现存储控制器故障，
进而即使在诸如固件更新这样的维护性活动期间，也能提供持续的访问获取。 

如果使用多个 SAN 交换机提供冗余性，通常的做法是让每个交换机控制一个单独的 SAN 光纤，这样能够保证单
个交换机上的错误配置变更不会影响所有交换机，从而防止影响所有的存储访问。 

1.4.1.2 网络附加存储（NAS） 

通常，获取 10 Gb 的以太网带宽十分常见，为了获得最佳性能，我们建议使用 10 Gb 交换机和主机网卡（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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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建议有专属基础设施把其网络通信与 LAN 上正常的网络通信分隔开。这将有助于确保主机与存储器之间能
获得可预测的 NAS 性能。 

巨型帧（jumbo frame）支持也应包括在内，为主机与存储器之间提供高效通信。 

许多网卡（NIC）都可提供 TCP Offload 引擎（TOE）支持。TOE 支持并没有被普遍视作一种优势。其开支和收
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器 CPU 的可用周期（或缺乏）。此外，TOE 支持的使用寿命很有限，因为系统运算功率会
快速追平给定 NIC 的 TOE 性能水平，甚至会超过它。 

1.4.2 存储配置 

存储阵列的格局在技术特性、功能性和性能选项方面是不断变化的，许多选择都能为 InterSystems IRIS 提供最
佳的性能和数据弹性。这节为实现 InterSystems IRIS 的最佳性能和数据弹性提供了一些最佳方案指导。 

过去，我们建议使用 RAID10 来实现性能和防护的最大化。然而，存储控制器能力，RAID 类型和算法效率，以
及诸如行内压缩（inline compression）和除重这样的控制器特性，能比之前提供更多的选择。应用的 I/O 类型
也有助于您咨询存储器生产商确定哪种存储 RAID 水平和配置能够给出最佳解决方案。 

只要有可能，最好能够使用与文件类型类似的块大小。尽管多数存储阵列对能用于给定容量的块大小有下限值，
您还是可以尽可能地接近文件类型块大小；例如，在存储阵列上，32 KB 或 64 KB 的块大小通常是一种可行的选
择，能够有效支持 8 KB 块格式的 IRIS.DAT 文件。这里的目标是基于应用程序的需要来避免存储阵列有过量/浪
费的 I/O。 

下表给出了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中存储 I/O 的总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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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类型 何时 如何 注释 

数据库读取，多数为
随机 

根据用户进程，持续
不断 

用户进程启动磁盘
I/O 来读取数据 

通过守护进程提供网页、SQL 查询或直接的用
户进程来执行数据库读取 
 

数据库写入，有序但
不连续 

大约每 80 秒一次，
或当等待的更新达
到数据库缓存的百
分比阈值时，这两个
时间以先到为准 
 

数据库写守护进程
（8 个进程） 

由一组被称作写守护进程的数据库系统进程
执行数据库写入。用户进程会升级数据库缓
存，而触发器（时间到达或数据库缓存阈值百
分比已满）通过写守护进程把升级写入磁盘。 

WIJ 写入，顺序 大约每 80 秒一次，
或当等待的升级达
到数据库缓存的百
分比阈值时，这两个
时间以先到为准 
 

数据库主写守护进
程（1 个进程） 

WIJ 是用于在数据库写入周期内防止系统故
障损害数据库文件的物理完整性。写入块的大
小约为每次 256 KB。 

Journal 写入，顺序 每 64 KB Journal

数据或每 2 秒一次，
或者收到 ECP 或应
用程序的同步请求。 
 

数据库 Journal 守
护进程（1 个进程） 

Journal 写入为顺序发生，其大小在 4 KB 至
4 MB 之间变化。对于使用 ECP 的非常大型
的部署和分离的应用服务器，写入频率可能低
至一秒数十次或高达一秒数千次。 

 

存储瓶颈是影响数据库系统性能最常见的问题。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仅根据数据容量调整存储大小，而不是分配足够
多的离散磁盘来支持预期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I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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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类型 平均响应时间 最大响应时间 注释 

数 据 库 块 大 小 随 机 读 取
（无缓存） 

<=6 毫秒 <=15 毫秒 数据库块为固定的 8 KB，16 KB，32 KB 或 64 

KB，由于主机上的数据库缓存较大，读入磁盘
的数据块通常不会进行缓存。 
 

数 据 库 块 大 小 随 机 写 入
（有缓存） 

<=1 毫秒 <2 毫秒 所有数据库文件的写入预期都会通过存储控制
器的超高速缓冲存储器进行缓存。 
 

4 KB 至 4 MB 的 Journal

写入（无 ECP） 

<=2 毫秒 <=5 毫秒 Journal 写入为顺序的，其大小在 4KB 至 4MB

之间变化。当未使用 ECP 应用服务器时，写入
量相对较小。 
 

4 KB 至 4 MB 的 Journal

写入（有 ECP） 

<=1 毫秒 <=2 毫秒 为保持可扩展性，ECP 生成的 Journal 同步请
求有着严格的响应时间要求。同步请求问题能
够触发 Journal 中最后一个数据块的写入，确
保数据的耐久度。 
 

 

请注意，上述数据只作为参考，任何给定应用程序都可能对理想性能有着更高或更低的公差和阈值。您可以将上述
数据和 I/O 信息作为起点，与存储器供应商进行讨论。 
 

1.4.3 磁盘缓存 

通过定期而非即时向磁盘写入数据，磁盘缓存能够增强系统性能。但是，如果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的机器崩溃
或断电，性能增强的代价便是数据库毁坏的风险。虽然某些存储技术使用非易失性或带蓄电池支持的缓存来防止断
电，InterSystems 还是建议采取以下额外措施： 

 在不间断电源上运行机器。虽然这并不能防止系统崩溃，但若发生电源故障，InterSystems IRIS 将仍有时间
妥善关闭。 

 在存储设备上禁用磁盘缓存。使用这一方法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如果您使用 Windows，参见本书“在微软
Windows 系统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的“禁用写入缓存”小节。 

 

1.5 InterSystems 安全准备 
本节中的资料主要针对使用 InterSystems 安全特性的用户。对于这些特性的综述，特别是验证与授权选项方面，
请参见“安全管理指南”中的“引言”一节。本节资料有助于您选择适合自身站点的安全级别，这决定着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之前进行安全环境准备所需要进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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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涉及以下专题： 

 初始 InterSystems 安全设置。该专题将描述各种不同缺省安全设置的特征。如果您选择“正常”或“锁定” 

的 InterSystems 安全性的话，这点尤其有用。 

 配置用户帐户。该专题将讨论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的用户帐户的必要权限。 

 为 Kerberos 准备安全环境。如果您在本机环境中未使用 Kerberos 验证方法，您可以忽略这个专题。 
 

重要提示：如果您的安全环境比本节所描述的情况更加复杂，请联系 InterSystems 全球响应中心（WRC）以获
得有关设置该环境的指导。 

在阅读了“安全管理指南”中的介绍并遵循本节后续流程后，您就可以为安装过程提供相关的安全信息了。 

1.5.1 初始 InterSystems 安全设置 

在安装时，可以选择三个初始安全配置：最小（Minimal），正常（Normal）或锁定（Locked down）。不管您选
择哪种选项，您都可以在安装后再调整单个安全设置。下面小节中描述了这些配置之间的差异： 

 初始用户安全设置  

 初始服务属性  

重要提示：如果您对数据在内存图像中的能见度有所担忧（即所谓的 core dump），请参见“安全管理指南”中
“系统管理和安全”一章的“保护内存图像中的敏感数据”小节。 

1.5.1.1 初始用户安全设置  

下表给出了基于您所选择的安全等级对于预定义用户的用户密码要求。 

安全设置 最小 正常 锁定 

密码模式  3.32 ANP 3.32 ANP 8.32 ANP 

非活动时长限制  0 90 天 90 天 

允许_SYSTEM 用户  是 是 否 

分配给 UnknownUser 的角色  %All 无 无 

 

您可以在系统管理门户的“系统>安全管理>系统安全设置>全系统安全参数”（System>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Security Settings> System-wide Security Parameters）页面上来维护密码模式或非活动时长限制。
更多信息请参阅“安全管理指南”中“系统管理和安全”一章的“全系统安全参数”小节。 

安装后，您可以在系统管理门户的“系统>安全管理>用户” （System> Security Management> Users）页面
上查看和维护用户设置。 

密码模式（Password Pattern） 

在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完成之后，有默认的一组密码要求。对于“锁定”安装，密码的初始要求是必须为 8 至
32 个字符，可包括字母或标点符号；这种类型简称 8.32 ANP。否则，密码的初始要求为 3 至 32 个字符，可包括 

  

https://www.intersystems.com/support-learning/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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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或标点符号（3.32 ANP）。 

非活动时长限制（Inactive Limit） 

这个数字值为帐户在禁用之前保持非活动状态的天数。对于“最小”安装，这个限值为 0，说明不管帐户处于非活
动状态多长时间，它都不会被禁用。“正常”和“锁定”安装时，默认的限值为 90 天。 

允许_SYSTEM 用户（Enable _SYSTEM User） 

该版本 InterSystems IRIS 会在安装时使用您提供的密码来创建多个预定义用户。预定义用户包括：_SYSTEM，
Admin，SuperUser，CSPSystem 以及实例拥有者（即 Windows 上的安装用户名或由其它平台上的安装程序指
定的用户名）。 

有关预定义用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管理指南”中“用户”一章的“预定义用户帐户”小节。 

分配给 UnknownUser 的角色（Roles Assigned to UnknownUser） 

当有未验证用户连接时，InterSystems IRIS 会为$USERNAME 变量指定一个特殊名称，即 UnknowUser，并把
该用户定义的角色指定给$ROLES 变量。在“最小”安全安装时，UnknownUser 会被指定为“%All”；而在选择
“最小”之外的安全等级时，UnknownUser 不会被分配角色。 

有关使用$USERNAME 和$ROLE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管理指南”中“用户”和“角色”两章。 
 

1.5.1.2 初始服务属性 

服务是用户和计算机连接到 InterSystems IRIS 的主要途径。有关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安
全管理指南”中“服务”一章。 

服务属性 最小 正常 锁定 

使用权限为公共  是 是 否 

要求验证  否 是 是 

启用服务  多数 一些 很少 

 

使用权限为公共  

如果对服务资源的使用权限为公共的话，任意用户都可调用服务；否则，只有有权限的用户能够调用服务。 

要求验证  

对于初始设置为“正常”和“锁定”的安装，所有服务都需要某种形式的验证（实例验证，操作系统验证，或 Kerberos）。
否则，将允许未验证连接。 

启用服务  

安装的初始安全设置决定了当 InterSystems IRIS 首次启动时将启用或禁用哪些服务。下表给出了一些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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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最小 正常 锁定 

%Service_Bindings 启用 启用 禁用 

%Service_CacheDirect 启用 禁用 禁用 

%Service_CallIn 启用 禁用 禁用 

%Service_ComPort 禁用 禁用 禁用 

%Service_Console* 启用 启用 启用 

%Service_ECP 禁用 禁用 禁用 

%Service_Monitor 禁用 禁用 禁用 

%Service_Telnet* 禁用 禁用 禁用 

%Service_Terminal＋ 启用 启用 启用 

%Service_WebGateway 启用 启用 启用 

 

*服务仅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存在 

＋服务仅在非 Windows 服务器上存在 

安装后，您可以在系统管理门户的“服务”（Services）（“系统>安全管理>服务”（System> Security Management> 

Services）页面上查看和维护这些服务。 
 

1.5.2 配置用户帐户 

在安装过程中，您可以选择作为实例拥有者来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进程的帐户。安装程序会创建一个角色为％
All 的 InterSystems IRIS 帐户作为实例拥有者，并给予该帐户对 InterSystems IRIS 的完全管理员权限。 

为了确保实例拥有者有必要的权限，您还需要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帐户。下面小节给出了不同操作系统下帐户和权限
的详情： 

 Windows：本指南中“在微软 Window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的“Windows 用户帐户”小
节。 

 UNIX®和 Linux：本指南中“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确定所有者
和用户组”。 

1.5.3 准备 Kerberos 安全环境 

所有支持 InterSystems IRIS 的平台都有生产商提供或支持的 Kerberos 版本。为了使用 Kerberos，您的网络上
必须有可以获得 Kerberos 密钥的分发中心（KDC）或 Windows 域控制器。每种情况的安装准备如下： 

 Windows 域控制器。 

这一配置在 Windows 和非 Windows 机器上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和客户端使用 Window 域控制器
实现密钥分发中心（KDC）功能。域管理员在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上创建运行 InterSystems 服务的域
帐户。有关 Windows 和非 Windows 平台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的要求请参阅以下小节： 

‐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创建 Windows 服务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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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您系统上使用的应用程序，您可能需要执行在“配置 Windows Kerberos 客户端”一节中的行动。 

‐ 为非 Windows 服务器创建 Windows 服务帐户  
 

 非 Windows 密钥分发中心（KDC） 

该配置在非 Windows 机器上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和所有客户端使用 UNIX®或 macOS KDC。有关
使用 UNIX®或 macOS KDC 以及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的要求请参阅以下两节： 

‐ 在 KDC 上为非 Windows 服务器创建服务主体（Service Principal）  

‐ 测试 Kerberos KDC 功能  
 

术语备注 

本文中引用了相关但却有不同含义的实体： 

 服务帐户：如 Windows 这样的操作系统内部的实体，代表软件应用或服务。 

 服务主体：一个 Kerberos 实体，代表软件应用或服务。 
 

1.5.3.1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创建 Windows 服务帐户  

微软 Windows 把 KDC 整合在运行在域控制器上的其它安全服务中，以实现 Kerberos 验证协议。在把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在 Windows 域之前，您必须使用 Windows 域控制器为 Windows 机器上每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实例创建一个服务帐户。 

帐户特征 

当您在 Windows 域控制器上创建该帐户时，请按以下说明进行配置： 

 设置帐户的“Password never expires”（密码永不过期）属性 

 使该帐户加入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上“管理员”用户组成员 

 把该帐户加入“作为服务登录”的策略 

重要提示：如果有全域策略生效，您必须把该服务加入该策略，才能使 InterSystems IRIS 妥善执行功能。 

命名和命名约定 

对于客户端和服务器只在 Windows 上的环境，对服务主体命名有两种选择。您可以遵循标准的 Kerberos 命名约
定，确保它在将来还能兼容非 Windows 系统，或者您也可以使用唯一字符串。对于每种选择，在配置服务器连接
时的过程略有不同。 

 对于遵守 Kerberos 约定的命名，其流程为： 

1  运行 Windows 的 setspn 命令，以 service_principal/fully_qualified_domain_name 的形式指定服
务主体名称，其中 service_principal 通常为 iris，而 fully_qualified_domain_name 为机器名以及
域名。例如，服务主体的名称可能是 iris/irisserver.example.com。有关 setspn 工具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微软 TechNet 网站上“Setspn 语法”页面。 

2  在加入新的优先服务器的“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管理”对话框中，选择 Kerberos。您在“服务主
体名称”字段中指定的名称应与 setspn 命令中指定的主体名称相匹配。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31241%28WS.10%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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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使用唯一字符串的名称，其流程为： 

1  选择服务主体的名称。对于代表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实例的每个名称，建议的命名约定为
“irisHOST”， 即 iris 后面 加上 大写的 主机 名称。 例如 ，如果 您 在 Windows 机 器上运 行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叫作 WINSRVR，那么域帐户名称为 irisWINSRVR。 

2  在加入新的优先服务器的“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管理”对话框中，选择 Kerberos。在“服务主体
名称”字段中指定前面所选定的名称。 

 

有关配置远程服务器连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系统管理指南”中“连接远程服务器”一章中的详细流程。 

1.5.3.2 配置 Windows Kerberos 客户端  

如果您使用 Kerberos 的 Windows 系统客户端，可能需要进行下述配置，这样才不会提示要求用户输入凭据。如
果您使用无法提示输入凭据的程序，也会有这样的要求，否则程序将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为了在 Windows 客户端配置不会弹出凭据请求，流程如下： 

1. 在 Windows 客户端机器上，启动注册表编辑器 regedit.exe。 

2. 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Kerberos\Parameters 键。 

3. 在该键上，把 AllowTgtSessionKey 的值设置为 1。 

1.5.3.3 在非 Windows 服务器上创建 Windows 服务帐户  

在 Windows 域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之前，您必须使用 Windows 域控制器为在非 Windows 机器上运行
的每个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实例创建一个服务帐户。不管该机器上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实例的
数目是多少，为每个机器创建一个服务帐户。 

对于这些帐户，建议的命名约定为“irisHOST”，即 iris 加上大写的主机名称。例如，如果您在一台叫作
UNIX®SRVR 的非 Windows 机器上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那么域帐户的名称为 irisUNIX®SRVR。对
于在非 Windows 平台上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这将是映射 Kerberos 服务主体的帐户。 

重要提示：当您在 Windows 域控制器上创建帐户时，InterSystems IRIS 会需要您设置该帐户的“密码永不过
期”属性。 

为了在 Windows 域上建立一个非 Windows 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它必须从 Windows 域中获取一个
密钥表（keytab）文件。密钥表文件是一个包括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的服务名称以及密钥的文件。 

为了实现这点，请将 Windows 服务帐户（在这个例子中为 irisUNIX®SRVR）映射至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
上的服务主体，并在域控制器上使用 ktpass 命令行工具来提取帐户密钥；该命令可以作为 Windows 支持工具的
一部分从微软获得。 

该命令将该帐户映射至刚刚为 UNIX®/Linux 机器设置的帐户上；它还会为该帐户生成一个密钥。该命令必须指定
下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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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princ 主体命称（格式为 iris/<完全限定的主机名>@<kerberos 域>） 

/mapuser 创建的帐户名称（格式为 iris<HOST>） 

/pass 在帐户创建过程中指定的密码 

/crypto 使用的加密类型（除非特别指定，请使用默认值） 

/out 您生成的密钥列表文件，用于转递给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机器并覆盖或合并现有密钥列
表文件 

 

重要提示：UNIX®/Linux 平台的主体名称必须采用表中所示以 iris 开头的格式。 

 

一旦您生成了密钥文件后，请使用下节所述的“密钥文件特征”把该文件移动至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上的文
件中。 

1.5.3.4 在 KDC 上为非 Windows 服务器创建服务主体  

在非 Windows 环境下，您必须为每个使用 UNIX®/Linux 或 macOS KDC 的 UNIX®/Linux 或 macOS 系统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创建一个服务主体。该服务主体名称的格式为“iris/<完全限定的主机名>@<kerberos

域>”。 

密钥文件特征  

在创建了实例后，请使用下述特征将其密钥提取到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上的密钥文件中： 

 对于多数版本的 UNIX®，其路径名称为 install-dir/mgr/iris.keytab。在 macOS 和 SUSE Linux 上，其路径
名为/etc/krb5.keytab。 

 它的所有者为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的用户，其用户组为 irisusr。 

 它的权限许可为 640。 

1.5.3.5 测试 Kerberos KDC 功能  

当在只有非 Windows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系统中使用 Kerberos 时，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原生的 UNIX®/Linux 

KDC 而不是 Windows 域控制器。请参阅有关如何安装和配置 KDC 的厂商文档；这通常是您的系统管理员或系统
经理的任务。 

在安装 Kerberos 时，有两组软件要安装： 

 KDC，在 Kerberos 服务器上运行 

 客户端软件，在所有安装有 Kerberos 客户端的机器上运行。这组软件会随操作系统有较大变化。有关安装何
种客户端软件以及如何安装的问题，请参阅您的操作系统厂商文档。 

在安装所需要 Kerberos 软件时，您可以分别使用 kadmin、kinit 和 klist 命令把用户主体加入到 Kerberos 数据
库，获取该用户的 TGT（票据授予票据）或列出 TGT，从而进行简单的测试。 

在成功完成测试，确认 Kerberos 能够为已注册主体提供票据之后，您就为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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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具体平台的准备工作 
以下小节包括了对具体平台的考虑事项。请参阅适用于您意向安装平台的小节： 

 支持的平台和组件  

 最大用户进程建议  

 AIX 平台注意事项  

 红帽(Red Hat）Linux 平台注意事项  

 SUSE Linux 平台注意事项  

1.6.1 支持的平台和组件  

有关每个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所支持技术的相关信息，包括操作系统和 Web 服务器，请关注该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所支持的操作系统平台，然后参阅该版本软件的“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支持平台”的
在线文档中“所支持的技术”一节。 

为了实现最佳的 Journal 性能并确保系统崩溃时 Journal 数据的完整性，InterSystems 针对 Journal 文件建议了
多种文件系统和挂载选项。有关具体平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数据一致性指南”中“UNIX®

文件系统建议”一章。 

备注：对于每个实例，InterSystems IRIS 都会安装一个私有 Web 服务器和私有 Web 网关来提供 CSP 网页，
确保管理门户能够妥善运行。该私有 Web 服务器能够确保： 

• 管理门户能即开即用（run out of the box）。 

• 开发环境能具有即开即用的测试能力。 

私有 Web 服务器并不能支持其它用途。如果要部署基于 http 协议的应用，包括 http 或 https 上的 CSP

和 SOAP，您不应使用私有 Web 服务器；相反，您必须安装和部署某个支持的 Web 服务器。 

私有 Web 服务器配置可通过升级来保存。 

在 Windows 下，私有 Web 服务器 Windows 服务的名称为“实例名的 Web 服务器”（Web Server for 

instance name）。InterSystems IRIS 会把 Web 服务器安装在 install-dir\httpd 目录下。当您卸载相应
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时，它也会被卸载。 

1.6.2 最大用户进程建议 

确保最大用户进程数量设置为足够大，可让给定用户的所有 InterSystems IRIS 进程以及其它默认进程都能在系统
上运行。 

1.6.3 AIX 平台注意事项 

一些 AIX 平台的默认参数设置会对 InterSystems IRIS 性能产生负面影响。有关这些设置以及我们的建议可参阅
以下小节： 

 I/O 定步参数  

 文件系统挂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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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管理参数  

 AIX 可调参数  

 必需的 C/C++ runtime 库  

 用于 InterSystems IRIS 共享库支持的共享库环境变量  

 使用原始以太网  

1.6.3.1 I/O 定步参数  

AIX 使用的 I/O 定步（Pacing）算法可能会阻碍 InterSystems IRIS 的写守护进程。在 AIX 5.2 和 AIX 5.3 下，
使用 HACMP 集群时会自动启用 I/O 定步；然而，在 AIX 6.1 下，对所有的系统都会启用 I/O 定步，而默认的高点
值（high water mark）设置也比早前的版本更高。 

如果写守护进程变缓或卡死，您必须调整高点值；相关信息请参阅 IBM 网页下“AIX 性能管理指南”中“使用磁
盘 I/O 定步”一节：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

prftungd/doc/prftungd/disk_io_pacing.htm 。 

重要提示：从 AIX 6.1 开始，您不可以进行任何的高点值调节。 

如果您对于它对系统的影响有疑问，在作出任何变更之前，请联系“InterSystems 全球响应中心”
（WRC），或者联系您的 AIX 供应商。这些建议适用于 JFS 和增强 JFS（JFS2）文件系统。 

1.6.3.2 文件系统挂载选项  

不同的挂载选项能够改进某些工作负载下的性能。 

备注：能够受益于文件系统缓存的非 InterSystems IRIS 工作负载（例如，操作系统级的备份和/或文件拷贝）可
能会因为 cio 挂载选项而变慢。 

为了提高在硬关机或系统崩溃后使用 IRIS.WIJ 文件进行恢复的速度，对于包含 IRIS.WIJ 文件的文件系统，
InterSystems 建议使用包括文件系统缓存的挂载选项（例如，rw）。 

有关挂载选项的相关信息，请参阅 IBM 网页上的“AIX 命令参考”：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

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cmds3/mount.htm。 

1.6.3.3 内存处理参数  

文件系统的数量及其活动量可能会限制 JFS 和 JFS2 可用的内存结构数量，还会延迟在等待这些内存结构的 I/O 操
作。 

为了监控这些问题，请提交一个 vmstat -vs 命令，等待两分钟，再提交另一个 vmstat -vs 命令。其输出类似如下： 

# vmstat -vs 
1310720 memory pages 
1217707 lruable pages 
144217 free pages 

1 memory pools 
106158 pinned  
80.0 maxpin percentage 
20.0 minperm percentage 
80.0 maxperm percentage 
62.8 numperm percentage 

764830 file  
0.0 compressed percentage 
0 compressed pages 

32.1 numclient percentage 
80.0 maxclient percentage 

392036 client  
0 remote pageouts scheduled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prftungd/doc/prftungd/disk_io_pacing.htm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prftungd/doc/prftungd/disk_io_pacing.htm
https://www.intersystems.com/support-learning/support/
https://www.intersystems.com/support-learning/support/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cmds3/mount.htm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cmds3/mou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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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ending disk I/Os blocked with no pbuf 

5060 paging space I/Os blocked with no psbuf 
5512714 filesystem I/Os blocked with no fsbuf 
194775 client filesystem I/Os blocked with no fsbuf 

0 external pager filesystem I/Os blocked with no fsbuf 
 

如果您看到下述参数有增加，那就提高其数值来获得更佳的 InterSystems IRIS 性能： 

 pending disk I/Os blocked with no pbuf 

 paging space I/Os blocked with no psbuf 

 filesystem I/Os blocked with no fsbuf 

 client filesystem I/Os blocked with no fsbuf 

 external pager filesystem I/Os blocked with no fsbuf 

在改变这些参数的默认值时： 

1. 把当前值提高 50％ 

2. 检查 vmstat 输出 

3. 运行两次 vmstat，以两分钟为间隔 

4. 如果该字段仍然在增长，把它增加同样的数值；继续这一步骤，直到在两个 vmstat 报告间，这一字段停止增
加。 

重要提示：同时改变当前以及重启数值，并定期检查 vmstat 的输出，因为系统的 I/O 模式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小时，天或周）。 

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网页： 

 对于 vmstat 所报告的每个字段的完整描述，请参见“AIX 命令参考”第 6 卷中“vmstat 命令”的网页：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

cmds6/vmstat.htm  

 对于如何增加这些参数的指令，请参见“AIX 性能管理指南”中“VMM 页面替换调节”一节：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prftungd/doc/

prftungd/vmm_page_replace_tuning.htm  

 对于管理 I/O 可调参数的完整描述，请参见“AIX 命令参考”第 3 卷中的“ioo 命令”网页：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

cmds3/ioo.htm  

1.6.3.4 AIX 可调参数  

AIR 进程间通信可调参数 

下表列出了 IBM p 系列 AIX 5.2 操作系统的可调参数。下面列出的参数都不需要调节，因为内存会根据需要对每
一个参数进行动态调整。更多信息请参阅相应的“AIX 操作系统访求”。 

参数 用途 动态值 

msgmax 指定消息大小的最大值 最大 4 MB 

msgmnb 指定队列中最大字节数量 最大 4 MB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cmds6/vmstat.htm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cmds6/vmstat.htm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prftungd/doc/prftungd/vmm_page_replace_tuning.htm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prftungd/doc/prftungd/vmm_page_replace_tuning.htm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cmds3/ioo.htm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ystems/scope/aix/topic/com.ibm.aix.cmds/doc/aixcmds3/ioo.htm
http://publib16.boulder.ibm.com/pseries/en_US/infocenter/base/ai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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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mni 指定消息队列 ID 的最大数量 最大 4096 

msgmnm 指定每个队列中消息的最大数量 最大 524288 

semaem 指定退出出调整的最大数值 最大 16384 

semmni 指定信号量 ID 的最大数量 最大 4096 

semmsi 指定每个 ID 下信号量的最大数量 最大 65535 

semopm 指定每次 semop()调用的最大操作数量 最大 1024 

semume 指定每个进程撤消条目的最大数量 最大 1024 

semvmx 指定一个信号量的最大数值 最大 32767 

shmmax 指定共享内存区段大小的最大值 对于 32 位进程最大 256 MB，对于 64

位进程最大 0x80000000u 

shmmin 指定共享内存区段大小的最小值 最小 1 

shmmni 指定共享内存 ID 的最大数量 最大 4096 

 

maxuproc 

maxuproc 是用于指定能够由单个非根用户开启的最大进程数量，它是可采用本小节中所述的方法进行调节的可调
参数。 

如果该参数设定值过小，则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尝试开启进程，操作系统的多个组件有可能会出错；这些错误包括
CSP 页面丢失，后台任务失效等。因此，您应把 maxuproc 参数设置为比非根用户（包括交互用户，网络服务器
进程，以及其它任何可能开启进程的用户）可能开启的最大进程数量更大的数值。 

备注：不要把这一数值设置得过高，因为这个数值会保护服务器，防止有失控应用程序（runaway 

application）创建不必要的新进程；然而，把它设定得过低也会导致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 

Intersystem 建议您将 maxuproc 数值设定为您所期望的最大进程数的两倍，这能够在提供容错裕量的同时防止出
现失控应用程序。例如，如果您的系统有 1000 个交互用户并通常运行约 500 个后台进程，那么将这个值至少设
定为 3000 将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maxuproc 数值能够通过命令行或者管理员实用程序 smit/smitty 进行检查和修改，但都必须由根用户发起： 

 从命令行，查看当前数值 

# lsattr -E -l sys0 -a maxuproc 

修改该数值： 

# chdev -l sys0 -a maxuproc=NN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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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NNNNN 为新数值 

 从管理员实用程序 smit（或 smitty）选择系统环境>更改/显示操作系统特殊> 每个用户允许的最大进程数量
（System Environments > Change / Show characteristics of Operation System > Maximum 
number of PROCESSES allowed per user） 

如果您增大了 maxuproc 值，这一改更将立即生效。如果您减小了 maxuproc 值，则直到下一次系统重启时这一
更改才会生效。在这两种情况下，系统重启后更改仍会保留。 

1.6.3.5 必需的 C/C++ runtime 库  

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之前，您必须确认 IBM AIX 系统上已经安装所必需的 C/C++ runtime 库。 

AIX 系统的 InterSystems IRIS 使用用于 AIX 16.1.0 的 IBM XL C/C++编译器进行编译。如果您要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的系统没有安装相应版本的 runtime 库，您必须进行安装。 

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ibm.com/support/home/  

1.6.3.6 用于 InterSystems IRIS 共享库支持的共享库环境变量  

InterSystems IRIS 共享库支持包括能够引用任何已安装 C 连接器的批处理文件。 

如果您已在 LIBPATH 环境变量中定义了标准 UNIX® C 语言库或其它相应的 C 语言库的话，那么您的环境已经准
备完毕。 

如果没有，则把标准 UNIX® C 语言库的路径加入到 LIBPATH；其路径为/usr/lib 和/lib。 

1.6.3.7 使用原始以太网  

为使用原始以太网，IBM AIX 机器必须已安装 DLPI（数据链提供者界面）包。如果该机器尚无 DLPI 包，请从您
的 IBM 供货商获取该安装包，并通过下述流程创建 DLPI 设备： 

1. 以根（root）用户登录 

2. 在/etc/pse.conf 文件的 PSE 驱动段，去除有关 DLPI 驱动的四行注释 

3. 保存文件 

4. 重启计算机 

如果未安装 DLPI 设备，则%SYSTEM.InetInfo 类的 EthernetAddress( )方法会返回一个空字符串，而不是返回
以太网设备的有关信息。 

1.6.4 红帽 Linux 平台的注意事项 

这一主题包括下述调整的信息： 

 共享内存限值  

 锁定内存  

 大量并发进程的调整  

 脏内存页清理  

 使用 Kerberos  

  

https://www.ibm.com/suppor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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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 共享内存限值  

Linux 平台的默认共享内存限值（shmmax）为 32 MB。对于 InterSystems IRIS 而言，这一数值过小，但它可
以无需重启机器在 proc 文件系统里进行更改。新的内存限值会一直保持有效，直至您重启红帽 Linux 系统。 

例如，要允许 128 MB 的内存，请输入下述命令： 

$ echo 134217728 >/proc/sys/kernel/shmmax 

您可以把这一行命令放入启动脚本中。 

或者说，如果可用，您可以使用 sysctl(8)来永久设置该参数。在/etc/sysctl.conf 文件中添加类似下面这样的一行
命令： 

kernel.shmmax = 134217728 

该文件通常会在启动时被加载，但 sysctl 可以在之后被单独调用。 

重要提示：如果您在一台机器上运行超过 1 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msgmni 参数也可能会被设置得过低。
请将该数值设置为在您系统上同时运行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数量的 3 倍。 

其它参数的大小对于 InterSystems IRIS 应用而言已经足够。其它参数数值请参阅文件
/usr/src/linux/include/asm-xxx/shmparam.h 以及/usr/src/linux/include/linux/sem.h。 

更多信息请参阅“红帽公司 Linux4：参考指南”中“proc 文件系统”一章。 

1.6.4.2 锁定内存  

在 Linux 平台上，如果以超大页内存分配共享内存，该页面会自动在内存内锁定，不需要额外的动作。有关分配超
大页内存的有关信息，请参见本章中“在 Linux 上配置超大页内存”一节。 

如果未使用超大页内存，您可以对 InterSystems IRIS 进行配置，在内存中锁定共享内存段，进而防止换出。这点
已在“配置参数文件参考”中“锁定共享内存”一节的“memlock”条目下进行描述。 

否则，您必须提高可能在内存中锁定的最大内存大小。默认值为 32 KB。请使用 ulimit 命令查看当前数值。 

例如，要显示当前所有的限值： 

bash$ ulimit -a 
core file size (blocks, -c) unlimited 
data seg size ( KBytes, -d) unlimited 
file size (blocks, -f) unlimited 
pending signals (-i) 1024 
max locked memory (KBytes, -l) 32 <---------- THIS ONE 
max memory size (KBytes, -m) unlimited 
open files (-n) 1024 
pipe size (512 bytes, -p) 8 
POSIX message queues (bytes, -q) 819200 
stack size ( KBytes, -s) 10240 
cpu time (seconds, -t) unlimited 
max user processes (-u) 49000 
virtual memory ( KBytes, -v) unlimited 
file locks (-x) unlimited 

如果仅要显示 max-locked memory 值，请使用－l 选项： 

bash$ ulimit -l  
32 

  

http://www.redhat.com/docs/manuals/enterprise/RHEL-4-Manual/ref-guide/ch-pr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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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拥有权限，可以直接使用 ulimit 命令来更改数值；然而，更好的方式是在/etc/security/limits.conf 文件中
升级 memlock 参数。如果 memlock 限值过低，Linux 会报告一个 ENOMEM -“内存不足”（Not enough memory）
错误，且不会说明内存不足的原因。实际上，内存已经被分配，只是内存的锁定失败了。 

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参数文件（Configuration Parameter File Reference）中“memlock”。 

1.6.4.3 大量并发进程的调整  

如果您正在运行的系统需要大量的进程或 telnet 远程登录，请进行下述调整： 

1. 在/etc/xinetd.d/telnet 文件中，添加下述命令行： 

instances = unlimited 

2. 在/etc/xinetd.conf 文件中，添加或把实例设置更改为： 

instances = unlimited 

3. 在作出上述修改后，重启 xinetd 服务： 

# service xinetd restart 

4. 默认的 pty（伪终端连接）数量限值为 4096。如果仍不足够，请在/etc/sysctl.conf 文件中添加或更改最大
pty 的命令行。例如： 

kernel.pty.max=10000 

 

1.6.4.4 脏内存页清理  

在大内存的系统上（例如 8 GB 或更多），在进行大量平面文件（flat file）写入时（例如，InterSystems IRIS 备
份或文件拷贝），您可以通过修改位于 proc/sys/vm/下的以下参数来改善性能： 

 dirty_background_ratio：当 pdflush 进程开始写入时，能够被脏内存页填满的活动内存的最大百分比。
InterSystems 建议把这一参数设置为 5。 

 dirty_ratio：当进程在其时间片段内被强制写入脏缓存本身而不是被允许进行更多写操作之前，能够被脏内存
页填满总内存的最大百分比。InterSystems 建议把该参数设置为 10。 

 

您可以在/etc/sysctl.conf 文件中加入下述命令行来设置上述变量： 

vm.dirty_background_ratio=5 
vm.dirty_ratio=10 

这些变更会强制 Linux 的 pdflush 守护进程更频繁地写出脏内存页，而不是在队列里加入大量的升级，这很可能导
致大量爆发的升级溢出内存。 

1.6.4.5 使用 Kerberos  

要在红帽 Linux 平台上使用 Kerberos，除了 krb5-libs 包，您还必须安装 krb5-devel 包。安装 krb5-devel 会为
使用 Kerberos 建立必需的软链接。这个包不仅是开发环境所必需的，也是生产环境所必需的。有关这些组件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红帽网络”的网页。 

1.6.5 SUSE Linux 平台注意事项  

本专题包括有关以下调整的信息： 

  

https://www.redhat.com/wapps/sso/rhn/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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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内存限值  

 锁定内存  

 使用 Kerberos  

1.6.5.1 共享内存限值  

SUSE Linux 32 位平台上的默认共享内存限值（shhmax 和 shmall）对 InterSystems IRIS 而言过小，可无需重
启在 proc 文件系统中进行更改。 

InterSystems IRIS 把共享内存用于数据库缓存、Global 缓存、Routine 缓存以及软件许可使用。如果这台机器只
是用于 InterSystems IRIS，那么 InterSystems 建议把共享内存数量设置为总内存的一半左右。更多信息请参阅
“可扩展性指南”中的“垂直扩展”一章，以及“系统管理指南”中“配置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的“内存
和启动设置”小节以及“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证书”一章中的“确定软件许可容量及其使用”小节。 

备注：这里有关更改共享内存限值的建议并不适用于 SUSE Linux64 位系统。 

例如，要允许 512 MB 的共享内存，您可输入以下命令： 
 
#sets shmall and shmmax shared memory 
echo 536870912 >/proc/sys/kernel/shmall     #Sets shmall to 512 MB 
echo 536870912 >/proc/sys/kernel/shmmax     #Sets shmmax to 512 MB 
 

您 可 以 把 这 些 命 令 添 加 到 启 动 时 运 行 的 脚 本 中 。 SUSE Linux 产 品 文 档 建 议 您 把 这 些 命 令 放 置 到
/etc/init.d/boot.local 脚本文件中。 

您还可以通过更改名称为/etc/profile.local 的文件来对系统内存用户限值的设置进行更改： 
 
#sets user limits (ulimit) for system memory resources 
ulimit -v 512000     #set virtual (swap) memory to 512 MB 
ulimit -m 512000     #set physical memory to 512 MB 
 

在同一个文件中，您还可以添加与下方类似的命令行来永久更改 PATH 和 CLASSPATH 参数的数值： 
 
#sets env values PATH and CLASSPATH 
export PATH=$PATH:/usr/iris/bin:/path/to/j2sdk/bin:/. 
export CLASSPATH= 
$CLASSPATH:/iris/dev/java/lib/JDK18/intersystems-jdbc-3.0.0.jar. 
 

重要提示：为了避免系统升级时变更丢失的风险，请不要修改/etc/profile 文件。 

1.6.5.2 锁定内存  

在 Linux 平台上，如果以超大页内存分配共享内存，该页面会自动在内存内锁定，不需要额外的动作。有关分配超
大页内存的信息，请参阅本章中“在 Linux 上配置超大页内存”一节。 

如果未使用超大页内存，您可以对 InterSystems IRIS 进行配置，在内存中锁定共享内存段，进而防止换出。这点
已在“配置参数文件参考”中“锁定共享内存”一节的“memlock”条目下进行描述。 

否则，您必须提高可能在内存中锁定的最大内存大小。有关这方面的参考，请参阅本章中“红帽 Linux 平台注意事
项”中的“锁定内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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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 使用 Kerberos  

要在 SUSE Linux 平台上使用 Kerberos，除了 krb5-libs 包外，您还必须安装 krb5-devel 包。安装 krb5-devel

会为使用 Kerberos 建立必需的软链接。这个包不仅是开发环境所必需的，也是生产环境所必需的。有关这些组件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USE 文档”网站。 

 

https://www.suse.com/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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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微软 Window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本章将描述如何在微软 Windows 系统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我们假定您已经对 Windows 的目
录结构、实用工具以及命令十分熟悉。 
 

2.1 安装前准备 
在开始安装之前，请确保您已经阅读本指南“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适用于 Windows 系统的所有
信息。 

此外，如下一小节中所述，您需要创建一个 Windows 帐户来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2.1.1 Windows 用户帐户 

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时，您必须选择一个 Windows 用户帐户来运行 InterSystems 服务。这里有两种选
择： 

 默认的 SYSTEM 帐户（Windows 本地系统帐户）。这可用于“最小”安全安装。 

 已定义的 Windows 用户帐户。 
 

对于很多安装而言，在默认的 SYSTEM 帐户下运行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是非常合适的，但在某些情况
下，这样会导致文件权限和网络安全访问相关的问题。如果您已经预期到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在这些方面可能
会出现问题，例如基于网络配置或安全措施的考虑，可以为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指定一个有所需权限和
/或访问能力的帐户，例如域管理员帐户。 

有关如何在安装后更改服务帐户的说明，请参见“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 Windows 用户帐户访问”一
节。 

重要提示：如果您正在使用 Kerberos，您必须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之前配置服务帐户。如本章中“准备
Kerberos 安全环境”小节中所述，InterSystems 建议您使用专用于该用途的单独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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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果要在已定义的 Windows 用户帐户上运行 InterSystems IRIS，请确认该帐户被授予 Windows 的
“Lock Pages in Memory”（SELockMemory）权限。详细信息请参阅“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在 Windows 上配置大内存页”小节。 

2.2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流程 
本节包括在 Windows 计算机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的流程。在初始步骤之后，根据您想安装的组件的不同，
流程也不尽相同。在接下来的子节中，将对主流程下的这些区别进行描述。 

为了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1. 确保能够从本机或网络上获得安装包。 

2. 通过双击 Windows 文件浏览器中的安装文件，或者在命令窗口下执行下述命令行来执行安装文件： 

C:\Users\Public\Downloads\IRIS-2018.1.0.508.0-win_x64.exe 

备注：默认情况下，新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会在安装之后立即启动，同时在系统托盘里加入
InterSystems IRIS 启动器。您可以使用命令行把 ISCSTARTIRIS 以及 ISCSTARTLAUNCHER 参
数都设置为 0 来阻止上述动作。例如： 

C:\Users\Public\Downloads\IRIS-2018.1.0.508.0-win_x64.exe ISCSTARTIRIS=0 ISCSTARTLAUNCHER=0 

在本章“无人值守安装流程”小节中的命令行属性列表描述了 InterSystems IRIS Windows 安装器
的所有属性。 

3.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开始。在安装过程中，您可以点击“下一步”（next）以继续到下一个对话框，点击
“返回”（back）返回到前一个对话框，点击“取消”（Cancel）以停止安装。 

4. 如果系统中已安装了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选择实例”（Select Instance）对话框会列出其安装目
录。选择“新实例”（New Instance）来安装一个新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备注：选择现有实例将重新安装或升级该实例。 

5. 如果您正在该计算机上安装一个新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安装程序会显示“许可协议”（Licence 

Agreement）对话框。点击“我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以确认您接受该许可协议。 

6.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名称”（ InterSystems IRIS Instance Name）对话框让您为所要安装的新实例
指定一个名称。默认名称为 IRIS（或者说，如果存在其它实例，为 IRISn，其中 n 为包括新实例在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数量）。接受默认名称或输入其它名称，但仅能使用字母字符。在实例安装完成后，您
不可再更改实例名称。 

7. “目标文件夹”（Destination Folder）对话框让您选择 InterSystems IRIS 软件新实例的目标目录。您可以
点击“更改”（Change）来选择或创建一个目录。如果指定的目录不存在，安装程序将让您创建一个新的。 

有关选择安装目录要求的信息，请参阅“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的“安装目录”小节。 

8. “安装类型”（Setup Type）对话框让您指定想要如何使用 InterSystems IRIS。请回顾本书“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的“安装类型”小节，来确定您需要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的哪些组件。 

重要提示：如果在系统上安装了 CSP 网关，则必须在安装 Web 网关之前卸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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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流程的下一步会根据您所选择的“安装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为了完成 InterSystems IRIS 的安装，请根
据您所选择的“安装类型”遵照下面小节中的步骤： 

 开发：仅安装开发或服务器组件  

 服务器：仅安装开发或服务器组件  

 客户端：仅安装客户端组件  

 Web 服务器：仅安装 Web 网关  

 自定义：执行自定义安装  

2.2.1 仅安装开发或服务器组件 

如果您愿意，您可以仅安装开发系统或服务器系统上所必需的 InterSystems IRIS 部件。 

为了执行“开发”或“服务器”安装，首先完成“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流程”中的步骤，随后： 

1. 在“安装类型”对话框中选择“开发”或“服务器”。 

2. “安装 Unicode 支持”（Install Unicode Support）对话框让您选择安装时选用 8 位或 Unicode 字符集支
持（默认值取决于您操作系统的本地环境）。 

3. “初始安全设置”（Initial Security Settings）对话框让您决定采用多严格的初始 InterSystems 安全设置：
最小、正常或者锁定。有关这些安全设置的详细解释，请参阅本书“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初
始 InterSystems 安全设置”小节。 

如果您选择的是“最小”，请跳至步骤 6。 

重要提示：如果您的初始安全设置选择的是“最小”，但 InterSystems IRIS 却需要网络访问来共享驱动器和
打印机，那么您必须手动更改运行 InterSystems 服务的 Windows 用户帐户，选择已有或创建
新的在服务器机器上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的帐户。有关如何进行这种操作的说明，请参阅本章“特
殊考虑事项”一节中的“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 Windows 用户访问”。 

4. “输入 InterSystems 服务的凭据”（Enter Credentials for InterSystems Service）对话框让您选择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运行的凭据。 

默认为本地默认的 SYSTEM 帐户。您可以指定一个自定义（已有）Windows 用户帐户和密码；如果您这样
做，安装程序将确认： 

 域中存在该帐户 

 密码正确 

备注：默认的 SYSTEM 帐户并不总是合适，可能会导致与文件许可或网络安全访问相关的问题。此外，如果
您正在使用 Kerberos，您必须输入一个您为运行 InterSystems 服务而定义的帐户。要确定使用哪个
帐户来运行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请参阅本章中的“Windows 用户帐户”一节。 

5. “InterSystems IRIS 用户配置”（InterSystems IRIS Users configuration）对话框让您输入在对话框中
列出的预先定义的 InterSystems IRIS 用户帐户的初始密码。该密码必须满足“初始用户安全设置”表中所描
述的标准。在点击“下一步”（next）之后，安装程序会提示输入 CSP 系统预定义帐户的初始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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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上一步指定了一个 Windows 帐户，安装程序将使用与该 Windows 帐户相同的名称创建一个“授权
用户帐户”，授权该用户能访问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所必需的服务。有关预定义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安全管理指南”中“用户”一章的“预定义用户帐户”小节。 

6. “准备安装”（Ready to install）对话框让您再次审查安装名称、类型、安装目录以及证书密钥状态。 

您可以点击“证书”（License）按钮来选择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证书密钥。如果密钥有效，在安装过程中
证书将自动激活且证书密钥会被拷贝为安装实例的 install-dir/mgr 目录下的 iris.key 文件，不再需要进一步
的激活流程。如果您未选择密钥，您可以在安装后再激活 InterSystems IRIS 的证书密钥。有关证书、证书密
钥以及激活的信息，请参见“系统管理指南”中“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证书”一章中的“激活一个证书密钥”。 

点击“安装”（install）来继续安装。安装程序将在选定的目录下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7.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完成”（ InterSystems IRIS Installation Completed）对话框说明安装已成功
完成。选择您是否想察看“开始”（Getting Started）页面并点击“完成”（Finish）。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在安装完成后自动启动，并在 Windows 工具条的系统托盘区域内出现 InterSystems IRIS 启
动器图标。点击启动器调出 InterSystems IRIS 菜单。此外，在 Windows 程序菜单里也会现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项目。 

继续参照“安装后任务”小节来完成安装过程。 

2.2.2 仅安装客户端组件 

按照您的意愿，您可以仅安装在客户端机器上所必需的 InterSystems IRIS 部分。 

为了执行客户端安装，首先完成“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流程”中的步骤，随后： 

1. 在“设置类型”对话框中选择“客户端”（Client），然后点击“下一步”。 

2. “准备安装”（Ready to Install）对话框会让您再次审查安装名称、类型以及软件文件的目标目录。 

点击“安装”（Install）继续。安装程序会在选定的目录下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3.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完成”对话框说明安装已经成功完成。点击“完成”。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在客户端上后，InterSystems IRIS 启动图标会出现在 Windows 工具栏的系统托盘区域，
由于没有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正在运行，它会显示为暗灰色。 

重要提示：在使用客户端之前，您必须指定客户端的优选服务器；这一过程将在“系统管理指南”中“连接到远
程服务器”一章中的“定义远程服务器连接”小节中加以描述。 

继续参照“安装后任务”小节来完成安装过程。 

2.2.3 仅安装网络网关  

按照您的意愿，您可以仅选择网络网关所必需的 InterSystems IRIS 部分。 

要执行网络网关安装，首先完成“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流程”中的步骤，随后： 

1. 在“设置类型”对话框中选择“网络服务器”（Web Server），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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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安装”（Ready to Install）对话框会让您再次审查安装名称、类型以及软件文件的目标目录。 

点击“安装”（Install）继续。安装程序会在选定的目录下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3.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完成”对话框说明安装已经成功完成。点击“完成”。 
 

如果一个网络服务器正在运行，一个对话框会询问您是否想重启该网络服务器。如果您点击“是”，安装程序会重启
网络服务器。如果您点击“否”，该程序将不会重启网络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它直到您手动重启服务器或重启系
统后才会启动。 

如果安装程序检查到系统上已安装互联网信息服务（IIS）网络服务器，它将把网络服务器配置为网络网关。安装程
序 还 会 显 示 一 个 IIS 的 复 选 框 ； 如 果 您 勾 选 了 它 ， 网 络 网 关 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 模 块 将 会 被 安 装 在
C:\InetPub\CSPGateway 目录下。 

该网络网关会配置以下应用路径来指向实例所配置的服务器： 

 / 

 /csp 

 /<实例名称>（默认为，/IRIS） 

您可以在安装后使用网络网关程序来手动更改配置；有关信息请参阅“网络网关配置指南”。 

备注：安装程序不能自动配置 Apache 网络服务器用于 InterSystems IRIS 和 CSP；有关手动配置流程所需的信
息，请参阅“网络网关配置指南”。 

继续参照“安装后任务”小节来完成安装过程。 

2.2.4 执行自定义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程序能够让您选择要安装到系统中的 InterSystems IRIS 组件。例如，您可能仅想安装网
络网关。请记住，某些选择还需要您安装其它组件。 

为了执行自定义的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首先完成“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流程”，随后： 

1. 在“安装类型”对话框中选择“自定义”（Custom）。 

2. 在“自定义安装”（Custom Setup）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安装的如“各安装类型所安装组件”表中所描述的
组件。 

备注：对于任意组件分组或组件，您可以选择 X 菜单项目来移除之前已安装的组件。 

3. 根据需要，点击“空间”（Space）来确保有足够的磁盘空间用于所选定的组件。 

4. “安装 Unicode 支持”对话框让您选择安装时选用 8 位或 Unicode 字符集支持（默认值取决于您操作系统
的本地环境）。 

5. “输入端口号”（Enter Port Numbers）让您更改 InterSystems IRIS 指定的端口号。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书
“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端口号”小节。 

6. “初始安全设置”（Initial Security Settings）对话框让您决定采用多严格的初始 InterSystems 安全设置：
最小、正常或者锁定。有关这些安全设置的详细解释，请参阅本书“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初
始 InterSystems 安全设置”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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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选择的是“最小”，请跳过步骤 9。 

重要提示：如果您的初始安全设置选择的是“最小”，但 InterSystems IRIS 却需要网络访问来共享驱动器和
打印机，则您必须手动更改运行 InterSystems 服务的 Windows 用户帐户，选择已有或创建新
的在服务器机器上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的帐户。有关如何进行这种操作的说明，请参阅本章“特殊
考虑事项”一节中的“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 Windows 用户访问”。 

7. “输入 InterSystems 服务的凭据”（Enter Credentials for InterSystems Service）对话框让您选择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运行的凭据。 

默认值为本地默认的 SYSTEM 帐户。您可以指定一个已定义的（已有的）Windows 用户帐户和密码；如果您
这样做，安装程序将验证以下内容： 

• 域中存在该帐户 

• 密码正确 

备注：默认的 SYSTEM 帐户并不总是合适，可能会导致与文件权限或网络安全访问相关的问题。此外，如果
您正在使用 Kerberos，您必须输入一个您为运行 InterSystems 服务而定义的帐户。要确定使用哪个
帐户来运行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请参阅本章中的“Windows 用户帐户”一节。 

8. “InterSystems IRIS 用户配置”（InterSystems IRIS Users configuration）对话框让您输入在对话框中
列出的预先定义的 InterSystems IRIS 用户帐户的初始密码。该密码必须满足“初始用户安全设置”表中所描
述的标准。在点击“下一步”（next）之后，安装程序会提示输入预定义账户 CSPSystem 的初始密码。 

如果您在上一步指定了一个 Windows 帐户，安装程序将使用与该 Windows 帐户相同的名称创建一个“授权
用户帐户”，授权该用户能访问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所必需的服务。有关预定义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安全管理指南”中“用户”一章的“预定义用户帐户”小节。 

9. “准备安装”（Ready to install）对话框让您再次检查安装名称、类型、安装目录以及软件许可状态。 

您可以点击“软件许可”（License）按钮来选择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软件许可文件。如果许可文件有效，
在安装过程中许可将自动激活并且许可文件会被拷贝为安装实例的 install-dir/mgr 目录下的 iris.key 文件，
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激活流程。如果您未选择许可，您可以在安装之后再激活 InterSystems IRIS 的软件许可。
有关软件许可、软件许可文件以及激活的信息，请参见“系统管理指南”中“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软件许可”
一章中的“激活一个软件许可”。 

点击“安装”（install）来继续安装。安装程序将在选定的目录下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10.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完成”（ InterSystems IRIS Installation Completed）对话框说明安装已成功
完成。选择您是否想察看“开始”（Getting Started）页面并点击“完成”（Finish）。 

继续参照“安装后任务”小节来完成安装过程。 

2.3 无人值守安装流程 
InterSystems IRIS 的 Windows 安装程序提供了在您的计算机上对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执行“无人值守”
（unattended）安装、升级、重新安装（修复）以及移除（卸载）的途径。典型的安装运行会从用户对对话框内容
的回答获取必要输入。然而，无人值守安装不会提示用户输入；与之相反，它从命令行传递给 InterSystems 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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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文件的属性中获取输入。这些属性的描述请参见“命令行参考”一节。 

本小节将讨论下述问题： 

 运行无人值守安装  

 运行无人值守升级或重新安装  

 运行无人值守移除  

 命令行参考  

备注：在无人值守安装、升级、重新安装或卸载时，不会显示消息。 

2.3.1 运行无人值守安装 

要启动新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无人值守安装，请使用下述命令： 

<path>\<installer>.exe /instance <instancename> /q{b|n} <properties> 

您必须指定： 

<path>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文件的路径 

<installer>.exe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文件的名称 

/instance<instanename> 新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名称。如果忽略，缺省值为 IRIS；但
如果机器上已安装一个或多个实例，您必须指定不同的值 

/qb 或/qn 在安装中是否显示进度条（/qb）或执行完全静默安装（/qn） 

<properties> 传递给安装程序的属性值（参见命令行属性表） 

 

例如，如果要在 64 位 Windows 系统上的名为 C:\InterSystems\MyIris 的目录下使用默认的实例名称来安装一
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请指定如下命令参数： 

C:\downloads\IRIS-2018.1.0.508.0-win_x64.exe /qn INSTALLDIR=C:\InterSystems\MyIris 

如果要使用 IrisA 的实例名称来安装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请指定： 

C:\downloads\IRIS-2018.1.0.508.0-win_x64.exe /instance IrisA /qn 

您可以使用 ADDLOCAL 属性来自定义安装的一组特性；更多信息请参阅“命令行属性”表中的 ADDLOCAl。例
如，如果在 64 位 Windows 系统下只安装启动器（接受默认实例名称和目录），请指定： 

C:\downloads\IRIS-2018.1.0.508.0-win_x64.exe /qn ADDLOCAL=cube 

备注：无人值守安装并不会安装默认的 Web 网关；它必须使用 ADDLOCAL 属性来指定。 

当安装完成后，继续参照本章的“安装后任务”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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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运行无人值守升级或重新安装 

除了安装新的实例外，还可在已安装实例上调用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程序。为此，您必须使用/instance 标识
来指定目标现有实例的名称。安装程序采取的动作取决于安装文件的版本与该实例版本的比较，包括： 

 如果安装文件与目标已安装实例版本相同，则安装程序将重新安装（修复）该实例。 

 如果安装文件版本比目标已安装实例的版本新，安装程序将把该实例升级为新版本。 

例如，要对版本早于安装文件的已安装实例 IRISB 运行无人值守升级，使用如下命令： 

C:\downloads\IRIS-2019.1.0.516.0-win_x64.exe /instance IRISB /qn 

通过指定目标实例并使用 REINSTALL 属性（参见命令行属性列表），您可以重新安装如“自定义可安装特性”表
中所列出的一个或多个具体特性。例如，要对已安装的实例 IRISB 重新安装 Studio，您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假定
安装文件与 IRISB 的版本相同）： 

C:\downloads\IRIS-2018.1.0.508.0-win_x64.exe /instance IRISB /qn REINSTALL=studio 

2.3.3 运行无人值守移除 

要启动无人值守移除，请指定待卸载的实例名称以及 REMOVE=ALL 属性，如下所示： 

<path>\<installer>.exe /instance <instancename> /q[b|n] REMOVE=ALL 

您还可以使用 REMOVE 属性来移除如“自定义可安装特性”列表中所描述的具体特性。例如，要对实例 IrisC 去
除 Apache 2.0 Web 网关，可使用如下命令： 

C:\downloads\IRIS-2018.1.0.508.0-win_x64.exe /instance IrisC /qn REMOVE=cspgateway,cspapache20 

2.3.3.1 特殊考虑事项 

如果您不能获取原始安装包，您可以使用 Windows 安装器命令行应用程序（misiexec）以及注册表中的信息，以
无人值守模式运行卸载程序，命令如下： 

msiexec /x {<product_guid>} /qn /l <logfile> 

其中<product_guid>是您待安装版本的 ProductCode（产品代码）属性值。 

您可以从如下的注册表位置获取到 ProductCode 属性值： 

32 位机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Intersystems\IRIS\Configurations\<instance> 

64 位机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Intersystems\ 

IRIS\Configurations\<instance> 

表中<instance>为您想要以无人值守模式卸载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名称。ProductCode 属性值以类似如
下的一行显示： 

ProductCode     REG_SZ   {80E3F658-2D74-4A81-92AD-FD16CD226154} 

您还可以采用 msiexec 程序使用“命令行属性”列表中的任意属性。有关 msiexec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微软 msiexec

（命令行选项）的 TechNet 文章（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59262.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59262.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59262.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5926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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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命令行参考 

命令行属性列表描述了您可以通过命令行接口来修改的所有的 InterSystems IRIS 无人值守安装的属性。属性名称
必 须 为 大 写 ， 但 参 数 对 大 小 写 并 不 敏 感 ； 每 个 属 性 都 必 须 用 一 个 或 多 个 空 格 分 隔 开 ， 且 属 性 可 以 采 用
PROPERTYNAME=argument 的形式以任意顺序进行指定。例如： 

... ISCSTARTIRIS=0 WEBSERVERPORT=57779 INITIALSECURITY=Normal 

备注：在下表中，正如在“运行无人值守升级或重新安装”以及“运行无人值守移除”两节中所述，REINSTALL

和 REMOVE 这两个属性可用于已安装的实例。 

表格 2-1：命令行属性 

属性名称 描述 

ADDLOCAL 如本表后面的示例所示，指定以逗号分隔的特性名称列表及其分组名称，
您可以使用该属性采用一组特性来自定义安装新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或忽略可选数据库（参见自定义可安装特性列表） 

备注：省略 ADDLOCAL 属性或者指定 ADDLOCAL=ALL 时，将安装所有
的特性。 

有关在已安装实例上使用该属性，请参阅 REINSTALL 属性。 
 

CSPSKIPISCONFIG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安装 IIS CSP 二进制文件。如果使用数值 1，
文件将不作任何更改地安装至 IIS Web 服务器配置上。使用数值 0，安装
程序将无视是否存在/csp 虚拟目录而更新 IIS Web 服务器配置。 
 

CSPSKIPAPACHE20CONFIG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安装 Apache 2.0 CSP 二进制文件。如果使用
数值 1，文件将不作任何更改地安装至 IIS Web 服务器配置上。使用数值
0，安装程序将无视是否存在/csp 虚拟目录而升级 IIS Web 服务器配置。 
 

CSPSKIPAPACHE22CONFIG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安装 Apache 2.2 CSP 二进制文件。如果使用
数值 1，文件将不作任何更改地安装至 IIS Web 服务器配置上。使用数值
0，安装程序将无视是否存在/csp 虚拟目录而升级 IIS Web 服务器配置。 
 

CSPSYSTEMUSERPASSWORD 如果安全等级为“正常”或“锁定”（参见本表中的 INITIALSECURITY
属性），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这一属性来指定预定义用户 CSPSystem 的密
码。如果省略该属性，则使用 IRISUSERPASSWORD 的数值。 

备注：如果初始安全等级为“无”，请不要使用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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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描述 

INITIALSECURITY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指定待安装实例所采用的安全等级。指定
“None”(无）、“Normal”（正常）或\“Locked down\”（锁定）。
（由于有空字符，这里需要对引号进行转义） 

备注：省略该属性将接受默认值“无”。 

另外参阅本表中的 IRISUSERPASSWORD、
CSPSYSTEMUSERPASSWORD 以及 SERVICECREDENTIALS 属
性。 

INSTALLDIR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指定实例要安装的目录。 

备注：如果省略该属性，则默认的安装目录为
C:\InterSystems\IRISn，其中 n＝空、1，2，...127。 

 

INSTALLERMANIFEST 如附录“创建和使用一个安装清单”中的“使用清单”小节中所述，如
果要使用安装清单（installation manifest）来安装，您必须使用该属
性来指定安装清单的位置（也就是说，您导出的清单类）。 
 

INSTALLERMANIFESTLOGFILE 如附录“创建和使用一个安装清单”中的“使用清单”小节中所述，如
果要使用安装清单（installation manifest）来安装，该属性会指定％
Installer 将在何处打印消息。 
 

INSTALLERMANIFESTLOGLEVEL 如附录“创建和使用一个安装清单”中的“使用清单”小节中所述，如
果要使用安装清单（installation manifest）来安装，可以选择性地使
用该属性来指定您的清单类中 setup()方法的日志等级。默认的日志等
级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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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描述 

INSTALLERMANIFESTPARAMS 如附录“创建和使用一个安装清单”中的“使用清单”小节中所述，如果
要使用安装清单（installation manifest）来安装，可以使用该属性来指
定要传递给清单类中 setup()方法的名称/数值（名称＝数值）对。该属
性可用于在运行安装清单之前修改配置参数文件（iris.cpf）并激活更
改。您可以指定下述参数： 

• bbsiz 

• globals4kb, globals8kb, globals16kb, globals32kb, globals64kb 

• gmheap 

• LibPath 

• locksiz 

• MaxServerConn 

• Path 

• routines 

• ZFSize, ZFString 

例如： 

INSTALLERMANIFESTPARAMS="bbsiz=512000,globals4kb=20, 
globals8kb=30,globals16kb=40,globals32kb=50, 
globals64kb=100,routines=40,gmheap=10000, 
LibPath=c:\libpath\,locksiz=2179648,MaxServerConn=5, 
Path=c:\lib\,ZFSize=2000,ZFString=3000" 

在运行创建 64 kb 块大小的数据库的清单之前，下面的命令对于安装和
激活 100 MB 的 64 kB 缓存十分有用： 

INSTALLERMANIFESTPARAMS="globals64kb=100" 

IRISSERVICEDOMAIN 如果服务凭证被定义为“用户自定义”（UserDefined），该属性为必
需；可参阅本表中的 SERVICECREDENTIALS 属性。使用该属性来指
定由 IRISSERVICEUSER 所指定的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登录
帐户的域。 

备注：如果服务凭证被指定为“本地系统”（LocalSystem），不要使用
这个属性。 

 

IRISSERVICEPASSWORD 如果服务凭证被定义为“用户自定义”（UserDefined），该属性为必
需；可参阅本表中的 SERVICECREDENTIALS 属性。使用该属性来指
定由 IRISSERVICEUSER 所指定的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帐户
的密码。 

备注：如果服务凭证被指定为“本地系统”（LocalSystem），不要使用
这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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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描述 

IRISSERVICEUSER 如果服务凭证被定义为“用户自定义”（UserDefined），该属性为必需；可
参阅本表中的 SERVICECREDENTIALS 属性。使用该属性来指定要运行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的用户名。 

备注：如果服务凭证被指定为“本地系统”（LocalSystem），不要使用这个
属性。 

 

IRISUSERPASSWORD 如果安全等级为“正常”或“锁定”，该属性为必需；可参阅本表中的
INITIALSECURITY 属性。使用该属性来指定预定义 InterSystems IRIS 帐
户_SYSTEM、Admin 以及 SuperUser 的密码，以及当
SERVICECREDENTIALS 被指定为“用户自定义”时，用它来指定
IRISSERVICEUSER 属性所指定的用户名称的帐户密码。 

备注：如果初始安全等级为“无”，不要使用这个属性。 

 

ISCSTARTIRIS 可选择性地把这一属性设置为 0，防止 InterSystems IRIS 在安装安成后自
启动。默认值为 1，即启动 InterSystems IRIS。 
 

ISCSTARTLAUNCHER 可选择性地把这一属性设置为 0，防止 InterSystems IRIS 启动器被加入到
系统托盘上。默认值为 1，即加入启动器。 
 

REINSTALL 使用该属性来重新安装（修复）一个已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或
更改某个已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自定义安装特性（参见自定义可
安装特性表）： 

 要重新安装当前已安装实例的所有特性（不管是自定义安装特性子集还是
说所有特性），把它指定为“所有”（ALL）。 

 要重新安装与当前已安装的特性子集不同的 InterSystems IRIS 特性子
集，请指定一个用逗号分隔开的特性名称列表及其分组名称（如本表后的
示例中所述） 

还可参阅 ADDLOCAL 属性（有关新实例的使用）以及 REMOVE 属性（对于
卸载已安装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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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描述 

REMOVE 使用该属性来卸载（移除）某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或是某个已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一组自定义安装特性子集（参阅可自定义安装特性
表）： 

 要移除某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把它指定为“所有”（All）。 

 要移除某个 InterSystems IRIS 特性子集，请指定一个用逗号分隔开的特
性名称列表及其分组名称（如本表后的示例中所述） 

还可参见 ADDLOCAL 属性（有关新实例的使用）以及 REMOVE 属性（译者
按，此处疑原文有误）。 

SERVICECREDENTIALS 如果安全等级为“正常”或“锁定”（参阅本表的 INITIALSECURITY 属
性），可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指定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要运行的
凭证：LocalSystem（默认的本地系统帐户）或 UserDefined（已有的
Windows 用户帐户）。如果您未指定该属性，将使用默认的 LocalSystem

属性值。 

备注：如果初始安全等级为“无”，请不要使用该属性。 

有关 InterSystems 服务帐户的重要信息，请参见“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 Windows 用户访问”小节。 

 

如果您把该属性指定为 UserDefined，您必须指定相应的 IRISSERVICED

OMAIN、IRISSERVICEPASSWORD 以及 IRISSERVICEUSER 属性。 

 

SKIPUPGRADECHECK 在升级某个实例时，把这个属性设置为 0 可以跳过系统的升级前检查。默认
值为 1. 

备注：一般而言，您应当保持启用升级前检查。 

SUPERSERVERPORT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指定正在安装的实例要使用的 SuperServer（超
级服务器）端口。 

备注：默认情况下，这一端口将自动确定，从 51773（如果可用）至
57773，对于每个已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端口号数值增
加 1。 

UNICODE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指定待安装的实例是支持 8 位还是 16 位
Unicode 字符。对于 8 位字符，将之指定为 0；对于 16 位字符，将之指定
为 1。 

如果您省略了该属性，对于中文、韩文和日文之外的所有语言，默认指定为 8

位字符；对于中文、韩文和日本系统，则默认指定为 16 位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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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描述 

WEBSERVERPORT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该属性来指定待安装的实例要使用的 Web 服务器端口。 

备注：默认情况下，端口号由系统自动确定，从 52773 开始，对于每个已
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端口号增加 1。 

 

表格“可自定义安装特性”列出了组件分组/组件名称以及相应的特性名称。您可以指定“ALL”（指定所有可用特
性）或用逗号分隔开的特性名称（指定单个特性）列表（没有空格）。 

要指定 ADDLOCAL、REINSTALL 以及 REMOVE 属性的组件，请指定每个组件分组的特性名称，后面添加您想
安装的该组中每个具体组件的特性名称。例如，如果仅安装 USER 数据库，请加入如下的命令行： 

ADDLOCAL=server,server_user 

在指定某个组件分组时，您必须指定至少一个相关组件；如果在某个组件分组内没有列出组件，该组件分组将被忽
略且不会安装任何组件。例如，如果您指定： 

ADDLOCAL=documentation,documentation_pdf,server,development,callin 

那么 server（服务器）组件分组将会被忽略，且不会安装任何服务器组件。（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 studio 和 cube

分组，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组件）。 

表 2-2：可自定义安装特性 

组件分组（特性名称） 组件（特性名称） 

服务器（server） 用户数据库（server_user） 

SQL 网关（sqlgateway） 

Apache 格式化对像处理器（fop） 

服务器监控工具（server_monitoring） 

代理服务（agent_service） 
 

启动器（cube）  

工作室（studio）  

xDBC（sqltools） ODBC（odbc） 

JDBC（jdbc） 
 

开发（development） 调入（callin) 

调入，多线程（callin_threaded） 

多线程服务器库（server_threaded） 

其它样本（other_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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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分组（特性名称） 组件（特性名称） 

文档（documentation） PDF 文档（documentation_pdf） 

在线文档（documentation_online） 

Web 网关（cspgateway） IIS（cspiis） 

Apache 2.0（cspapache20） 

Apache 2.2（cspapache22） 
 
 

2.4 安装后任务 
请仔细阅读以下重要安装后任务： 

 您可以使用管理门户来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它可从 InterSystems IRIS 启动器中访问。有关管理工
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的“使用管理门户”小节。 

 Windows InterSystems 服务包括实例名称，且会在您启动服务器时自动开启；这意味着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会自动配置至自启动（当系统开启时启动）中。 

 您可以通过更改管理门户“内存和启动”（Memory and Startup）页面的“在系统启动时开启 InterSystems 

IRIS”设置（从主页上，选择系统管理> 配置> 系统配置> 内存和启动）（System Administration> 

configuration> System Configuration> Memory and Startup）来让实例不会自动启动。 

 如果您计划远程连接到其它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请遵循“系统管理指南”中“连接远程服务器”一章
的“定义远程服务器连接”小节中所描述的流程。 

 如果您正在使用 Windows IIS Web 服务器，必须手动映射文件类型；有关信息请参阅“网络网关配置指南”
中的“微软 Windows 网络服务器”一章。 

 正如“系统管理指南”中“配置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内存和启动设置”小节中所述，分配 InterSystems 

IRIS 要使用的系统内存。 

 InterSystems 产品通常会与其它非 InterSystems 工具同时运行并有交互。有关这些交互可能产生的影响的
相关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配置与 InterSystems 产品同时工作的第三方软件”附录。 

 如果适用于您的安装，执行如“特殊考虑事项”一节中的额外任务。 
 

2.5 特殊考虑事项 
下面各小节将描述软件许可、特定平台以及安装类型相关的特殊问题： 

 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 Windows 用户访问  

 使用安装清单  

 配置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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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 InterSystems IRIS 语言  

 重新安装或卸载 InterSystems IRIS  

 禁用写入缓存  

2.5.1 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 Windows 用户访问 

对于“正常”和“锁定”安装，有两个本地用户组控制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访问。这两个用户组为： 

 IRISServices，它被授予启动、停止和控制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权限。 

 IRIS_Instance_instancename，它被授权访问安装树，即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的目录及其所有子目录。 

备注：为了确保 InterSystems IRIS 能够获得对安装树之外的所有实例、journal 和 log 文件的访问权限，请
授权 IRIS_Instance_instancename 分组对这些文件和包含这些文件的目录有完全访问权限。 

当您指定了一个服务帐户而不是默认的本地系统帐户时，InterSystems IRIS 会创建这两个用户组，并为每个用户
组都加入服务帐户。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方的“更改 InterSystems IRIS 系统帐户”小节。 

默认情况下，已验证的 Windows 用户能够访问安装树，这可能不是您所期望的。下面的命令能够去除已验证用户
的 Windows 访问控制项（ACE）： 

icacls <install-dir> /remove "NT AUTHORITY\Authenticated Users" 

运行该命令后，只有管理员用户或 IRIS_Instance_instancename 用户组的用户能够访问安装树。 

重要提示：如果您没有这样做，那么任意登录进入主机 Windows 系统的用户都可以轻易修改文件、改变设置或
完全禁用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想授权一个 Windows 帐户而非服务帐户来访问安装树。例如，它可能包括运行自动任务的
帐户，或者直接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写入日志记录，然后通过本地终端或者调用自定义的 callin 可执行文件来访
问 InterSystems IRIS。这时，您可以通过把该帐户加入到 IRIS_Instance_instancename 用户组来给与这类帐
户所需要的访问权限。 
 

2.5.1.1 更改 InterSystems 服务帐户  

在命令行内输入下述命令来更改 InterSystems 服务帐户： 

<install-dir>\bin\IRISinstall.exe setserviceusername <instance-name> <username> <password> 
 

这 个 命 令 能 够 把 服 务 帐 户 更 改 为 您 提 供 的 用 户 。 它 还 会 把 这 一 用 户 加 入 到 IRISServices 和
IRIS_Instance_instancename 用户组，如果需要的话还会创建这些用户组。在运行这一命令并重新启动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后，该实例将在新的服务帐户下运行。 
 

2.5.2 使用安装清单  

您可以创建一个描述 InterSystems IRIS 具体配置的安装清单，然后在执行安装文件的时候调用这个清单。有关安
装清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创建和使用安装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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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配置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如果您在一台 Windows 机器上安装和同时运行了多个实例。请每次安装一个 InterSystems IRIS，给每个实例唯
一名称、唯一安装目录和唯一端口号。 

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的“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小节。 

2.5.4 更改 InterSystems IRIS 语言 

在您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时，所有支持的特定语言动态链接库（DLL）都安装在 install-dir\bin 文件夹下。每
个 DLL 都包括本地化的字符串和消息。 

DLL 名称的格式为 UTILaaa.DLL，其中 aaa 为代表下述语言的三字母代码： 

代码 语言 

CHS 
中文（简体） 

DEU 
德语（标准） 

ENU 
英语（美国） 

ESP 
西班牙语（西班牙） 

FRA 
法语 

ITA 
意大利语（标准） 

JPN 
日语 

KOR 
韩语 

NLD 
荷兰语（标准） 

PTB 
葡萄牙语（巴西） 

RUS 
俄语 

有关更改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区域性设置（Locale）信息，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系统管理指南”中
“ InterSystems IRIS”一章的“使用管理门户的 NLS 设置页面”小节。 

备注：您只可以在 8 位和 Unicode 区域性设置（Locale）本身之间进行更改，不可从 8 位改到 Unicode，反之
亦然。更多信息请参阅“InterSystems 类参考”中的“%SYS.NLS”条目。 

2.5.5 重新安装或卸载 InterSystems IRIS 

运行安装程序并选择与安装器版本相同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或者从 Windows 控制面板选择“程序和功
能”，然后选择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您就可以对该实例进行更改或卸载。 

当您如“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流程”中所述那样运行安装程序并在“选择实例”对话框中勾选了与安装器相同
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后，或从“程序和功能”中选择一个实例并使用“更改或修复”按钮后，就会显示
一个“更新实例 instancename”（Updating Instance instancename）对话框。 

备注：在从“程序和功能”中选择卸载按钮时，卸载运行会立即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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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会显示“修改、修复或移除程序”对话框，之后您就可以在该对话框中勾选适当的选项来更改、修
复或卸载该实例。 

 如“执行自定义安装”中所述，选择“修改”（Modify）就可显示“自定义安装”（Custom Setup）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您就可以选择您想要添加或移除的组件分组或组件。组件的描述可参见“每种安装类型所安装
的组件”表。 

 选择“修复”来修复实例的问题，例如文件或注册表项丢失或损坏。 

 选择“移除”来卸载实例。 

重要提示：只使用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程序或 Windows 控制面板的“程序和功能”来卸载 InterSystems 

IRIS。我们不支持其它卸载程序，且它们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 

2.5.6 禁用写入缓存 

InterSystems 建议在使用 InterSystems IRIS 的存储设备上禁用写入缓存。就 Windows 10 而言，其内部磁盘会
默认启用写入缓存来改善性能。要禁用写入缓存： 

1. 从控制面板打开“设备管理器” 

2. 从磁盘驱动器段选择存储设备 

3. 点击“策略”标签，禁用写入缓存 
 

有关磁盘缓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书“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的“磁盘缓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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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  

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本章将描述如何在 UNIX®、Linux 和 macOS 系统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我们假定您对 UNIX®、
Linux 和 macOS 的目录结构、实用程序和命令都很熟悉。 
 

3.1 安装前 
在开始安装前，请确认您已经阅读了本指南“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适用于您的平台的所有信息。
此外，请仔细阅读以下专题： 

 解压缩安装包  

 确定 Owners 和 Groups  

3.1.1 解压缩安装包 

如果您的安装包是一个.tar 文件的形式，例如 iris-2019.3.0.710.0-Inxrhx64.tar.gz，请将它解压缩进入一个临时
目录下以避免许可问题，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 mkdir /tmp/iriskit 
# chmod og+rx /tmp/iriskit 
# gunzip -c /download/iris-2019.3.0.710.0-lnxrhx64.tar.gz | ( cd /tmp/iriskit ; tar xf - ) 

安装文件会被压缩到.tar 文件相同名称的文件夹下，例如： 

/tmp/iriskit/ iris-2019.3.0.710.0-Inxrhx64 

重要提示：不要把文件解压到/home 目录或它的任意子目录下，也不要在该目录下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安
装。此外，临时目录的路径名不可包含空格。 

备注：由于遇到长路径名时传统的 tar 命令可能会无提示信息的失败，InterSystems 建议您使用 GNU tar 来
untar 该文件。要确定您的 tar 命令是否为 GNU tar，请运行 tar --version。 

3.1.2 确定 Owners 和 Groups 

安装进程会提示输入以下 user 和 group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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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的 owner 

 InterSystems IRIS 超级服务器及其任务的有效 user 用户 

 InterSystems IRIS 进程的有效 group 用户 

 允许启动和中止实例的 group 
 

有关这些分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使用 InterSystems IRIS”
一章的“UNIX® Users and Groups 标识”小节。 

重要提示：您标识为实例 owner 的用户必须能够在安装过程中有安装包的 read 和 execute 权限。 

此外，在安装时，InterSystems IRIS 必须设置用户、分组以及安装文件的其它许可；因此，在安装过程中不要修
改默认的 umask 数值。 

在安装前，您指定为“实例拥有者”（Owner of the insance）的用户帐户以及指定为“允许启动和中止实例的分
组”（Group allowed to start and stop the instance）必须已经存在。如果提示时您输入的条目不存在，那么
会重复提示输入，因此，一定保证您想要输入的 user 和 group 在开始安装前是已经存在的。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包括 useradd 和 groupadd 命令，那么如果您提供的条目不存在，系统会创建一个帐户作为
InterSystems IRIS 超级服务器的有效 user 以及 InterSystems IRIS 进程的有效 group。然而，如果不存在这两
个命令且您提供的条目不存在，会重复提示输入。如果您不确定系统是否有这些实用程序，请在开始安装前就确认
您想提供的 user 和 group 都已存在。 

备注：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使用网络信息服务（NIS）或其它形式的基于网络的 user/group 数据库，groupadd 和
useradd 命令可能会创建一个与网络数据库中现有条目相冲突的本地用户和/或分组。要避免这一问题，最
好能在安装前使用适当的管理工具在您的网络数据库中创建 InterSystems IRIS 的有效分组和有效用户，
而不是让命令来创建这些用户和分组。 

UNIX®操作系统用于显示进程所有者的工具可能不会显示出有效或真实的拥有者。有关 InterSystems IRIS 如何赋
予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UNIX®用户、分组和权限”一章。 

3.2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 
本节包括在 UNIX®平台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的流程。正如以下小节将要解释的，有两种方式可以运行有人值
守的 IRIS 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标准安装流程：使用 irisinstall 执行基础的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您可以选择多种安
装选项，还可以交互式地选取要在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上安装什么内容。 

 InterSystems IRIS 仅 客 户 端 安 装 流 程 ： 使 用 irisinstall_client 安 装 适 当 的 客 户 端 组 件 ， 无 需 安 装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 

3.2.1 InterSystems IRIS 标准安装流程 

标准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包括一系列模块化的脚本包。基于您在之前步骤的输入、您的系统环境以及您是否在
更新一个已有实例，这些脚本会有条件地提示输入。安装的每一阶段将在一个参数文件中存储所有收集到的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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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信息。之后，在真正进行安装前，您可以确认安装的设置。最后一个阶段将执行成功安装之后的操作，例如
启动实例。 

安装脚本 irisinstall 执行： 

 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系统管理数据库 

 以安装模式启动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系统管理器 globals 和 routines 

 关闭 InterSystems IRIS 并使用默认配置文件（iris.cpf）重启。使用更新配置文件来重启更新安装。 

备注：如果执行 irisinstall 的用户的 profile 设置了 CDPATH 变量的数值，安装会失败。 

为了执行标准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安装，请遵循如下安装流程。 

1. 使用 root 用户 ID 登陆。标准 InterSystems IRIS 必须由拥有 root 权限的用户来执行。用另外一个帐户登陆
同时 su（超级用户）至 root 也是可以接受的。 

备注：如果 root 不可用，您可以使用非 root 用户执行非标准的有限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在继续安装
流程前，您可以参阅下文“使用非 root 用户安装 InterSystems IRIS”小节。 

2. 作为有 root 权限的用户，运行所有安装文件最顶层的 irisinstall 脚本来开启安装流程： 

# /<pathname>/irisinstall 

其中 pathname 为安装包所在的位置，如本章“解压安装包”小节所述，它通常为您解压缩安装包使用的临时
文件夹。 

3. 安装脚本会识别您的系统类型，并与发行媒介上的安装类型进行验证。如果您的系统支持不止一种类型（例如
32 位和 64 位），或者安装脚本无法识别您的系统类型，它们提示您额外的问题。如果您的系统类型与发行媒
介上的类型不匹配，安装将中止。就获取正确的发行版本方面的问题，请联系 InterSystems IRIS 全球响应中
心（WRC）寻求帮助。 

4. 脚本将显示主机上已有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列表。 

5. 在“输入实例名称”（Enter instance name）提示输入下，仅使用字母字符输入实例名称。如果这个名称的
实例已经存在，程序将询问您是否需要更新它。如果不存在这个名称的实例，它会询问您是否想创建一个，并
要求您指定安装目录。如果您指定的目录不存在，它们将询问您是否需要创建一个目录。每个问题的默认回答
都是“是”（yes）。有关选择安装目录相关的更重要的信息，请确认您已经仔细阅读过“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的“安装目录”小节。 

备注：如果您选择的已有实例与安装包上的 InterSystems IRIS 版本相同，那么安装程序会将之视作更新；
如下文所述，您还可以使用“自定义”选择来修改已安装的客户端组件和特定设置。 

InterSystems IRIS 注册表目录"/usr/local/etc/irissy"总是会随着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目录一起
创建。 

6. 下一步，从选项中选择安装类型： 

  

https://www.intersystems.com/support-learning/support/
https://www.intersystems.com/support-learning/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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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installation type. 
1) Development - Install IRIS server and all language bindings 
2) Server only - Install IRIS server 
3) Custom - Choose components to install 

Setup type <1>? 

重要提示：如果您的系统上安装了 CSP 网关，则您必须在安装 Web 网关之前将其卸载。 

要确定哪种安装类型是合适的，请仔细阅读本书“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的“安装类型”小节。
默认的新实例类型为“开发”，它包括 InterSystems IRIS 完整安装；如果您想更新一个现有实例，默认的选
项将是原来实例安装所使用的类型。 

备注：如果您选择了“自定义”选项，相关额外安装步骤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自定义安装”一节。 

7. 下一步，请确定是用 8 位还是 Unicode 字符支持来安装 InterSystems IRIS。在更新安装时，您可以把 8 位
转化为 Unicode，但反过来不可以。 

8. 对于新实例，您接下来必须指定安全设置（在更新安装时，不可以改变安全设置） 

首先，确定您期望初始 InterSystems IRIS 安全设置有多严格：从“最小”（1）、“正常”（2）以及“锁定”（3）
中选择。有关安全设置的更详细的解释，请参阅本书“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初始 InterSystems

安全设置”小节。 

默认值为“最小”。如果您选择默认值，那么您可以跳过下一步；安装器会把实例的拥有者设置为 root。 

重要提示：只有通过自定义安装才能选择额外的安全设置。详细信息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自定义安
装”一节。 

9. 如果您输入了 2 或者 3，那么脚本会要求您提供额外的信息： 

a) 实例拥有者：输入 InterSystems IRIS 进程运行的帐户的用户名称。有关帐户的信息请参阅“确定拥有者
和分组”一节。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完成后，您不可以更改实例的拥有者。 

b) 实例拥有者的密码：输入上一个提示输入的用户名的密码，并重复输入一次以确定。程序会使用％ALL 角
色为该用户创建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特权用户帐户。 

该密码不仅用于 InterSystems IRIS 特权用户帐户，也可用于_SYSTEM、Admin 以及 SuperUser 等预
先定义的用户帐户。有关预定义用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管理指南”中“用户”一章的“预定义用
户帐户”小节。 

c) CSPSystem 预定义用户的密码 

备注：密码必须满足在“初始用户安全设置”表中所述的标准。在该步骤中输入的密码不得包含空格、制表
符、反斜杠等特殊字符；安装器会拒绝此类密码。 

10. 在安装的这个环节，程序将询问您允许哪个用户 group 来启动或中止 InterSystems IRIS。只有一个 group

有这些权限，且它必须是机器上的有效 group；更多信息请参阅“确定 owners 和 groups”。输入一个已有
group 的名称或者 ID 号，InterSystems IRIS 会在进行下一步前确认该 group 是否存在。 

11. 最后，对于新实例，或者如果更新安装的脚本在已有实例的 mgr 目录下没有找到 iris.key 文件，您将被提示
输入证书密钥文件。如果您指定了一个有效密钥，证书会被自动激活，而证书密钥会在安装中被自动拷贝至该
实例的 mgr 目录下，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激活流程。如果您未能指定一个证书密钥，您可以在安装过后再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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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证书密钥。有关证书、证书密钥以及激活的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证书”一章中的“激活一个证书密钥”小节。 

12. 仔细审查您的安装选项，输入回车继续安装。直到您回答“是”(Yes)之后，文件才会开始拷贝。 
 

在安装完成后，您会被定向至管理门户的相应 URL 来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系统。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
指南”中“使用管理门户”一章。 

继续执行“安装后任务”小节中的流程来完成安装过程。 

3.2.1.1 InterSystems IRIS 自定义安装  

如果您选择了自定义安装，您必须在整个流程中回答一些有关单个组件安装的问题。默认回答会在问号之前的括号
中出现，如果接受默认值请按回车。 

 超级服务器和 Web 服务器端口：您可以选择让 InterSystems IRIS 指定端口号，或输入自定义端口号。更新
安装不会提供这一选项；它们会保留原来实例的端口号。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书“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一章中的“端口号”小节。 

 Web 网关和外部 Web 服务器：您可以配置 Web 网关来使用支持的外部 Web 服务器。回答“是”，然后回
答额外的 Web 服务器配置问题，以便在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完成后配置 Web 网关。 

 额外安全选项：如果您选择“正常”或“锁定”初始安全等级，您就有配置额外安全设置的选项（最小安装使
用默认 ID）： 

‐ InterSystems IRIS 有效 Group：InterSystems IRIS 内部有效 Group ID，对安装中的所有文件和可执
行文件拥有全部权限。为实现最大安全性，不应有任何真实用户属于这一用户组（默认为 irisusr） 

‐ InterSystems IRIS 超级服务器的有效用户：由超级服务器和任务服务器开启的流程的有效用户 ID。同
样，为实现最大安全性，不应有任何真实用户拥有这一用户 ID（默认为 irisusr）。 

 

其它信息请参阅“确定 Owners 和 Groups” 

 客户端组件：您可以选择安装一个客户端组件。该客户端组件可能不会被所有平台支持。 

Client component selection 
[*]       1) IRIS shared library support (callin) 
+) Select all 

 
Enter the number of each component you wish to install. 
Enter the number of an already selected component to deselect it. 
Multiple selections can be separated by spaces. 
Enter a blank line to continue. 

您还可以使用加号(＋)来选择所有组件。 

备注：UNIX®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工具包总会安装客户端组件。 

 

有关选择列表中具体客户端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指南： 

 使用 InterSystems ODBC 驱动器   

 使用 Calli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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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以非 root 用户安装  

尽管 InterSystems IRIS 通常以 root 安装，但在 root 不可获得的系统上，也可用另外一个用户来安装和运行一个
实例。在这种环境下的操作与标准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基本相同，除了： 

 IRISSYS 环境变量必须定义为安装用户可写入的现有目录，而且必须在安装中和所有实例运行时给出。 

 实例只能由安装用户操作。 

 所有 InterSystems IRIS 可执行文件和进程都应由安装用户运行。 

 包括注册表在内的所有实例文件，只能由安装用户读取、写入和执行。没有 group 访问权限。 

 例如，一个标准实例可能有： 

-rws--x--- 5 root develop 43282 Aug 28 07:52 irismgr 
-r-x--s--x 1 <nonroot-user> irisusr 23058 Aug 28 07:52 irisuxsession 

而一个非 root 实例可能有： 

-rwx------ 5 <installing-user> develop 43282 Aug 28 07:52 irismgr 
-r-x------ 1 <installing-user> develop 23058 Aug 28 07:52 irisuxsession 

注册表位于由 IRISSYS 指定的目录下，在注册表里可以找到非 root 实例。（iris 可执行文件同样也在该目录下。）
采用 IRISSYS 作为 root 安装实例注册表位置的用户不会受到影响。然而，请注意，只有非 root 实例可位于非 root

注册表中。任何从非 root 注册表中访问标准实例的尝试都会失败。相反地，非 root 实例可以在 root 注册表中定
义，但除拥有者之外，其它任何用户尝试访问该实例都会失败。 

备注：InterSystems 建议把注册表放在安装实例的计算机本地目录中，而不是 NFS 目录。请注意，这一目录的
标准位置为/usr/local/etc。 

非 root 安装与标准安装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没有配置 Web 网关来使用外部 Web 服务器的选项。 

 ISCAgent 会安装在由 IRISSYS 指定的目录下。 

备注：有关对于非 root 实例启动 ISCAgent 的相关信息，请参阅“高可用性指南”中“镜像”（Mirroring）
一章的“在 UNIX®/Linux 和 macOS 系统上为非 root 实例启动 ISCAgent”小节。 

如“镜像”一章“规划一个镜像虚拟 IP（VIP）”小节中所述，对于非 root 实例，不可使用镜像虚拟
IP。 

 

 未指定实例拥有者和允许启动和中止 InterSystems IRIS 的用户组。 

 没有高级安全性的配置。 

3.2.2 InterSystems IRIS 仅客户端安装流程 

InterSystems IRIS 发布版本里包括一个单独的脚本来安装仅客户端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这一安装过程十
分简单。您不需要用 root 来安装。安装后文件有安装用户的 User 和 Group 权限。要执行 InterSystems IRIS 客
户端安装： 

1. 通过运行位于所有安装文件顶层的 irisinstall_client 脚本来启动安装流程： 

# /<pathname>/iris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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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athname 为安装工具包的位置，如本章“解压安装包”小节中所述，它通常为您解压安装包的临时目
录。 

2. 安装脚本会识别您的系统类型，并与发行媒介上的安装类型进行验证。如果您的系统支持不止一种类型（例如
32 位和 64 位），或安装脚本无法识别您的系统类型，它们将提示您一些额外问题。如果您的系统类型与发行
媒介上的类型不匹配，安装将中止。就获取正确发行版本方面的问题，请联系 InterSystems IRIS 全球响应中
心（WRC）寻求帮助。 

3. 在“输入客户端组件的目标目录”的提示输入中，指定安装目录。如果您指定的安装目录不存在，它将询问您
是否要创建一个。默认回答为“是”。有关选择安装目录的更多重要信息，请确认您已仔细阅读 “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的“安装目录”小节。按“回车”继续安装。 

备注：InterSystems IRIS 注册表目录"/usr/local/etc/irissys"总会和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目录一起创
建。 

4. 从可用客户端组件选项中选择。在同一机器上需要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的组件并不会出现在该列表中。
例如： 

Client component selection 
 

[*]    1) ODBC client[*] 
2) C++ binding[*]   3) 
C++ SDK 

+) Select all 
 
Enter the number of each component you wish to install. 
Enter the number of an already selected component to deselect it. 
Multiple selections can be separated by spaces. 
Enter a blank line to continue. 
 

您可以使用加号（＋）来选择所有组件。 

仅客户端的组件列表不包括共享库支持或者轻 C++绑定，因为这些组件都要求服务器安装。 

您不可以使用这个脚本来更新服务器安装中的客户端组件。请使用 irisinstall 脚本。 

有关选择列表中具体客户端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语言绑定”中的指南： 

 使用 InterSystems ODBC 驱动器  

继续执行“安装后任务”小节中的流程来完成安装过程。 

3.3 InterSystems IRIS 无人值守安装 
您可以使用 irisinstall_silent 脚本在您的系统上执行无人值守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安装。 

不同于标准安装运行会以提示用户响应输入的形式来获取所需规格和选择，无人值守运行从 irisinstall_silent 命令
行中指定的配置参数和配置包中获取这些信息。每个具体的包都表示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组件；每个组件的安
装脚本在 package 目录，它都在包含 irisinstall_silent 脚本的目录下。 

irisinstall_silent 命令行的一般格式是通过设置环境变量来定义安装参数的方式来执行命令本身，例如： 

  

https://www.intersystems.com/support-learning/support/
https://www.intersystems.com/support-learning/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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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ISC_PACKAGE_INSTANCENAME="<instancename>" 
ISC_PACKAGE_INSTALLDIR="<installdir>" 
ISC_PACKAGE_PLATFORM="<platform>" ISC_PACKAGE_UNICODE="Y"|"N" 
ISC_PACKAGE_INITIAL_SECURITY="Minimal"|"Normal"|"Locked Down" 
ISC_PACKAGE_MGRUSER="<instanceowner>" 
ISC_PACKAGE_MGRGROUP="<group>" ISC_PACKAGE_USER_PASSWORD="<pwd>" 
ISC_PACKAGE_CSPSYSTEM_PASSWORD="<pwd>" 
ISC_PACKAGE_IRISUSER="<user>" 
ISC_PACKAGE_IRISGROUP="<group>" 
ISC_PACKAGE_CLIENT_COMPONENTS="<component1> <component2> ..." 
ISC_PACKAGE_STARTIRIS="Y"|"N" 
./irisinstall_silent [<pkg> ...] 

 

本节将讨论如下主题： 

 无人值守安装参数  

 无人值守安装包  

 无人值守安装示例  

3.3.1 无人值守安装参数 

下表描述了在无人值守安装中 irisinstall_silent 脚本使用的参数 

表 3-1：无人值守安装参数 

参数 描述 

ISC_CPF_MERGE_FILE=“<location>" 指定当执行 CPF 合并时 CPF 合并文件的位置。 

更多的内容参考”配置参数文件索引”文档中的“创
建和使用 CPF 合并文件”章节。 
 

ISC_PACKAGE_INSTANCENAME="<instancename>" 

（必需） 

指定要安装或更新的实例的名称：如果实例并不
存在，这将是一个新安装；如果已存在，则是一
次更新安装。例如： 

ISC_PACKAGE_INSTANCE="MyIris" 

备注：如果这是一次新安装，则需要给出
ISC_PACKAGE_INSTALLDIR 参数 

ISC_PACKAGE_INSTALLDIR="<installdir>" 

（对于新实例必需） 

指定要安装的新安全的安装目录：例如： 

ISC_PACKAGE_INsTALLDIR="/opt/MyIris" 

如果指定的目录不存在，安装将尝试创建该目
录。如果您正在更新一个安装，该参数将被忽
略。 

备注：复习本文档中“安装目录”章节以了解选
择安装目录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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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ISC_PACKAGE_PLATFORM="<platform>" 

（可选） 

指 定 在 同 一 硬 件 上 支 持 多 个 平 台 的 系 统 上 安 装
InterSystems IRIS 时的平台。 

重要提示：目前，支持该功能的唯一的 ISC 支持平台
只有 IBM AIX；有效数值为 ppc（32 位系
统）和 ppc64（64 位系统）。例如： 

ISC_PACKAGE_PLATFORM="ppc" 

备注：默认情况下，将自动检测平台。如果该参数被
省略且没有自动检测到支持的平台，无人值守
安装将终止并报错。 

ISC_PACKAGE_UNICODE="Y"|"N" 

（可选） 

指定是否为一次 UNICODE 安装；有效数值为 Y 或 N。
更多信息请参阅“字符宽度设置”。 
 

ISC_PACKAGE_INITIAL_SECURITY="Minimal"|
"Normal"|"Locked Down" 

（可选） 

指定安装的初始安全设置，有效数值为：“最小”、“正常”
或“锁定”。 

备注：默认情况下，安全等级设置为“最小”。 

如果被设置为“正常”或“锁定”，则需要输入
ISC_PACKAGE_USER_PASSWORD 参数 

 

ISC_PACKAGE_MGRUSER="<user>" 

（可选） 

指定安装拥有者的登录名。例如： 

ISC_PACKAGE_MGRUSER="jcsmith" 

备注：默认情况下，它将设置为安装实例用户的用户
名。 

如果安全等级为“最小”，该参数将被忽略，而
ISC_PACKAGE_MGRUSER 将被设置为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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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ISC_PACKAGE_MGRGROUP="<group>" 

（可选） 

指定允许启动和中止该实例的用户 group。例如： 

ISC_PACKAGE_MGRGROUP="irisusr" 

备注：默认情况下，它将设置为正在安装该实例
的用户的 group。 

ISC_PACKAGE_USER_PASSWORD="<password>" 

（对于安装安全实例时必需） 

指定使用“正常”或“锁定”安全等级的实例所
需要的密码。 

备注：如果安全等级为“最小”，该参数将被忽
略。 

如果安全等级为“正常”或“锁定”且该
参数未指定，安装将失败并报错。 

 

ISC_PACKAGE_CSPSYSTEM_PASSWORD="<password>" 指定 CSPSystem 用户的密码。 

备注：如果安全等级为“最小”，该参数将被忽
略。 

如果安全等级为“正常”或“锁定”且该
参数未指定，则会使用
ISC_PACKAGE_USER_PASSWORD 的数
值。 

 

ISC_PACKAGE_IRISUSER="<user>" 

（可选） 

指定 InterSystems IRIS Superserver 的有效用
户。 

备注：默认情况下，它将设置为 irisusr。 

如果安全等级为“最小”，该参数则会被忽
略并设置为默认值。 

 

ISC_PACKAGE_IRISGROUP="<group>" 

（可选） 

指定 InterSystems IRIS 进程的有效用户. 

备注：默认情况下，它将被设置为 irisusr。 

如果安全等组为“最小”，则该参数会被忽
略并设置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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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ISC_PACKAGE_CLIENT_COMPONENTS="<componen
t1> <component2> ..." 

(可选) 

指定要从 client_components 安装包中安装的客户
端绑定（“参见无人值守安装包”）。 

备注：默认所有客户端绑定都会被安装。指定的组件
（绑定）必须以空格分隔开。可用的组件列表
在 package/client_components/manife

st.isc 中。安装程序将验证指定的组件，并
移除那些并不存在或者不支持特定系统的组
件。 

ISC_PACKAGE_WEB_CONFIGURE="Y"|"N" 

（可选） 

指定是否要配置连接外部 Web 服务器的 Web 网关。 

备注：默认情况下，它将设置为 N（不配置外部
Web 服务器的 Web 网关） 

ISC_PACKAGE_WEB_SERVERTYPE="Apache"|"Sun
One"|"None" 

（可选） 

使用 Web 网关连接的已有 Web 服务器的类型。例
如： 

ISC_PACKAGE_WEB_SERVERTYPE=“Apache” 

备注：默认情况下，该参数将设置为“None”（无）。 

ISC_PACKAGE_WEB_APACHE_VERSION=2.2|2.4 

（当 ISC_PACKAGE_WEB_SERVERTYPE="Apache”
时可选） 

Apache 网络服务器的版本。 

备注：默认情况下，将自动检测版本。 

ISC_PACKAGE_WEB_APACHE_USER="<username>" 

（当 ISC_PACKAGE_WEB_SERVERTYPE="Apache”
时可选） 

Apache 网络服务器的用户名。 

备注：默认情况下，将自动检测用户名。 

ISC_PACKAGE_WEB_APACHE_CONF="<path_to_ht
tpd.conf>" 

（当 ISC_PACKAGE_WEB_SERVERTYPE="Apache”
时可选） 

Apache 网络服务器配置文件的位置，例如： 

/etc/httpd/conf/httpd.conf 

备注：默认情况下，安装程序将尝试在数个标准位置
中自动检测文件。如果 ISC_PACKAGE_WEB_SE

RVERTYPE="Apache”但 httpd.conf 的位置
无法确定，安装会退出并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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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ISC_PACKAGE_WEB_SUNONE_DIR="<sunone_inst
allation_dir>" 

（当 ISC_PACKAGE_WEB_SERVERTYPE="SunOne”
时可选） 

SunOne Web 服务器的安装目录，例如： 

/usr/netscape/server4/httpd-production 

备注：默认情况下，将自动检测该安装目录。 

ISC_PACKAGE_WEB_SUNONE_NUMBER="<number>" 

（当 ISC_PACKAGE_WEB_SERVERTYPE="SunOne”
时可选） 

如果要安装多个服务器，SunOne Web 服务器的数
量。 

备注：默认情况下，该数值为 1. 

ISC_PACKAGE_WEB_GATEWAY_DIR="<web_gatewa
y_directory>" 

（可选，仅用于新 Web 网关安装） 

包括 Web 网关文件的目录。 

备注：默认目录为/opt/webgateway_。 

ISC_PACKAGE_STARTIRIS="Y"|"N" 

（可选） 

指定是否在安装后启动已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备注：默认情况下，该参数设置为“Y”，即启动实
例。 

ISC_INSTALLER_MANIFEST="<location>" 使用安装清单安装时，指定导出的清单类的位置。 

备注：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创建和使用安装清单”
中的“使用清单”。 

ISC_INSTALLER_PARAMETERS="<var>=<value>, 
<var>=<value>..." 

使用安装清单安装时，指定变量名称/数值对。 

ISC_INSTALLER_LOGFILE="filename>" 使用安装清单安装时，指定日志记录文件名。 

ISC_INSTALLER_LOGLEVEL="<level>" 使用安装清单安装时，指定日志等级，从 0（“None”
无）至 3（“verbose”冗长的）。 
 

ISC_PACKAGE_SUPERSERVER_PORT=<port_numbe
r>" 

（可选） 

指定正在安装的实例所使用的 Superserver 端口。 

备注：默认将自动确定端口号，从 51773 开始，每
安装一个 InterSystems IRIS，端口号增加
1。 

ISC_PACKAGE_USER_DATABASE="Y"|"N" 指定是否要安装可选的用户数据库。默认情况下，该参
数设置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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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ISC_PACKAGE_WEBSERVER_PORT=<port_number>" 

（可选） 

指定正在安装的实例所要使用的网络服务器端口。 

备注：默认将自动确定端口号，从 52773 开始，每
安装一个 InterSystems IRIS，端口号增加
1。 

 

3.3.2 无人值守安装包 

每个组件的安装脚本都在包含 irisinstall_silent 脚本的目录下的 package 目录中。每个包都有自己的目录，每个
包目录都包含一个 mainifest.isc 文件，定义了该目录中包的必备安装包。 

standard_install 包是服务器安装的起点，将安装所有的包。要定义一个自定义包，您可以将 standard_install 包
作为模板创建一个 manifest.isc 文件，如： 

1. 把 standard_install 目录拷贝至一个新目录。 

例如，把它拷贝到命名为 custom_install 的目录下；最初，在新目录下的 manifest.isc 文件类似于以下形式： 

#This is the target for a standard (non-client-only) install  
package: standard_install 
prerequisite: install_mode 
prerequisite: database_server 
prerequisite: databases 
prerequisite: gadget prerequisite: fop 
prerequisite: renderserver  
prerequisite: printserver  
prerequisite: excelexporter  
prerequisite: callin_components  
prerequisite: client_components  
prerequisite: addenda  
prerequisite: install_confirmation  
prerequisite: copyright 

2. 在新目录中，对 manifest.isc 文件进行以下修改： 

• 设置 package 项的值为目录名（必需） 

• 添加和/或移除您自定义安装的 prerequisite 项目。 

例如，在以下 manifest.isc 文件中，包密钥已经更改为匹配目录名称（custom_install）。 

#This is the target for a custom (non-client-only) install  
package: custom_install 
prerequisite: install_mode 
prerequisite: database_server 
prerequisite: gadget prerequisite: fop 
prerequisite: renderserver  
prerequisite: printserver  
prerequisite: excelexporter 
prerequisite: callin_components  
prerequisite: client_components  
prerequisite: addenda  
prerequisite: install_confirmation 
prerequisite: copyright 

 

之后，在执行无人值守安装时，您可以指定新的自定义包；例如：sudo 
ISC_PACKAGE_INSTANCENAME="MyIris" ./irisinstall_silent custom_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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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有关创建您自己的 UNIX®安装包并把它们添加到 InterSystems IRIS 发行版本中的信息，请参阅附录“把
UNIX®安装包加入到 InterSystems IRIS 分发中”。 

3.3.3 无人值守安装示例 

下面的示例演示了您可以如何使用 irisinstall_silent 脚本在 UNIX®平台上进行 InterSystems IRIS 无人值守安装。 

示例 1 

在本例中，以“最小”安全性安装所有的包： 

sudo ISC_PACKAGE_INSTANCENAME="MyIris" ISC_PACKAGE_INSTALLDIR="/opt/MyIris1" ./irisinstall_silent 

如果 MyIris 实例已经存在，它将进行更新；否则，它将安装在/opt/MyIris1 目录中。 

示例 2 

在本例中，如果名为 MyIris 的实例不存在，安装将中断并报错： 

sudo ISC_PACKAGE_INSTANCENAME="MyIris" ./irisinstall_silent 

示例 3 

在本例中，只会以“最小”安全性安装 database_server 和 odbc 包以及 odbc 客户端绑定： 

sudo ISC_PACKAGE_INSTANCENAME="MyIris" ISC_PACKAGE_INSTALLDIR="/opt/MyIris2"  
ISC_PACKAGE_CLIENT_COMPONENTS="odbc" ./irisinstall_silent database_server odbc 

3.4 安装后任务 
在完成运行安装流程后，请执行以下任务： 

 启动 InterSystems IRIS，如下一小节所述。 

 如果您想使用 Studio（工作室）进行开发，请参阅“在 Window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客户端用于开
发”小节。 

 分配 InterSystems IRIS 使用的系统内存，如“系统管理指南”中“配置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内存
和启动设置”小节中所述。 

 InterSystems 产品通常会与其它非 InterSystems 工具同时运行并有交互。有关这些交互可能产生的影响，
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的附录“配置与 InterSystems 产品同时工作的第三方软件”。 

 如果适用于您的安装，执行“特殊考虑事项”一节中所述的其它任务。 

3.4.1 启动 InterSystems IRIS 

对于多数安装，InterSystems IRIS 会在安装完成后自动启动。如果您需要启动 InterSystems IRIS，首先登录进
入您的操作系统，然后使用 iris 命令启动 InterSystems IRIS： 

iris start <instname> 

其中 instname 为您在安装中选择的实例名称。在 Red Hat Linux, 启动命令为： 

service <instname>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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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ris 命令启动和停止 InterSystems IRIS。更多的细节描述在系统维护手册中的“控制 InterSystems IRIS 实
例”章节。 

备注：如果 mgr 子目录路径的所有元素的权限都不提供对 irisusr 组的 read 访问(最低限度)，则实例无法完全启
动，并在消息中记录以下消息：无法读取路径 manager_subdirectory 的元素(errno 2)。 

一旦 InterSystems IRIS 被启动， 您可以使用 iris terminal 命令开始一个 InterSystem IRIS 会话，详细描述见
系统维护手册中的“使用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章节的“连接到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部分。 

Iris terminal <instname> [parameters] 

其中 instname 为您在安装中选择的实例名称 

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使用 InterSystems IRIS”一章。 
 

3.4.2 安装开发环境 

InterSystems IRIS 会安装一个私有 Apache Web 服务器，使您能够访问管理门户，但却不包括 UNIX®开发环境；
因此，您必须选择安装基于 Eclipse 的 Atelier 或必须在 Windows 客户端上运行的 Studio。有关 Atelier 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本指南“准备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安装 Atelier 开发环境”小节。 

要安装一个 Windows 客户端，请遵照本书“在微软 Window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安装仅客户
端组件”小节的指南。在安装 Windows 客户端后，请执行以下任务将 Studio 连接您的实例： 

1. 打开 Windows 客户端上的 InterSystems IRIS 启动器。 

2. 指向“优先服务器”（Preferred Server），然后点击“添加/编辑”（Add/Edit）为刚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添加一个远程服务器连接。请确定您为这一连接指定了适当的端口号。 

3. 指向“远程系统访问”（Remote System Access），指向“Studio”，然后点击您在之前步骤中输入的适当的
连接名称。 

 

3.5 特殊考虑事项 
本节将描述以下专题： 

 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卸载 InterSystems IRIS   

 使用安装清单   

 添加 UNIX®安装包   

 针对 macOS 上大量并发进程的调整   

 macOS Web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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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您可以在一台计算机上安装并同时运行多个实例。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和安装单个实例没有不同，赋予每个实
例唯一名称，唯一安装目录和唯一端口号。 

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使用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一章中“配置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小节。 

3.5.2 卸载 InterSystems IRIS 

安全卸载 InterSystems IRIS，请遵循以下流程： 

1. 使用 iris list 命令列出您机器上的所有实例，找到您想要删除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名称： 

iris list 

2. 确认该实例已经停止运行。如果没有中止，使用 iris stop 命令停止它： 

 iris stop <instname> 

其中 instname 为您在安装时选择的实例名称。如果它挂机（hang），请使用 iris force 命令强制关闭： 

 iris force <instname> 

3. 使用 iris delete 命令移除实例： 

 iris delete <instname> 

4. 使用以下操作系统命令移除安装目录： 

 rm -r <directory> 

重要提示：请注意，该命令可能移除您想留存的文件。例如：证书密钥（iris.key）、配置文件（iris.cpf）以
及用户数据库文件（iris.dat）。 

卸载流程将移除所有在安装和正常 InterSystems IRIS 处理过程中创建的文件，包括 journal 和临时数据库文件。 

重要提示：SUSE Linux 企业版服务器 9 平台使用异步小脚本，因此卸载过程不能保证 InterSystems IRIS 会在
移除文件之前中止。 

3.5.3 使用安装清单 

您可以定义一个安装清单，描述具体的 InterSystems IRIS 配置，并在 irisinstall 或 irisinstall_silent 命令中使用
它。有关安装清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书附录“创建和使用安装清单”。 

3.5.4 加入 UNIX®安装包 

您可以把一个新的 UNIX®安装包添加到现有的 InterSystems IRIS 发行版本中。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书附录“把
UNIX®安装包添加到 InterSystems IRIS 发行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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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针对 macOS 上大量并发进程的调整 

如果您运行的系统需要大量进程或 telnet 远程登录，请进行以下调整： 

1. 远程连接：在整个系统中，pty（伪终端）连接的数量限制为 128。如果您的应用依赖 telnet 远程登录和其它
使用 pty 的连接来让用户访问，请记住这一点。 

2. 进程数量：如果 pty 限值没有问题，但您需要运行大量进程，也会存在限制： 

 全系统的进程限制：kern.maxproc、kern.maxprocperuid 参数默认分别被设置为 532 和 100。您可以
使用以下命令对它们进行更改： 

administrator$ sudo sysctl -w kern.maxproc=2500 
kern.maxproc: 2065 -> 2500 
administrator$ sudo sysctl -w kern.maxprocperuid=2500 
kern.maxprocperuid: 2000 -> 2500 
 
administrator$ sysctl -a | grep maxproc 
kern.maxproc = 2500 
kern.maxprocperuid = 2500 

请注意，2500 是绝对无法更改的上限值。 

3.5.6 macOS 网络服务器 

对于 macOS 系统，Apache 和 Nginx Web 服务器支持 Web Server Pages 技术。有关这方面的最新信息，请
参阅本版本的“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所支持的平台”在线文档中“支持的技术”一章。 

备注：从 macOS 10.14 开始，Web 网关就不再兼容之前安装的 Apache Web 服务器。因此，InterSystems 建
议采取以下替代方法： 

• 从源文件创建您自己的 Apache 版本。有关这方面的指南，请参阅“Apache 软件基础”网站。 

• 使用 macOS 下的开源包管理器 Homebrew 来安装 Apache。 

有关基于 http 的应用的部署，包括通过 http 或 https 的 CSP 和 SOAP，您不得将 Private Web Server

用于除管理门户之外的其它任何应用；相反，您必须安装和部署其他支持的一个 Web 服务器（相关信息请
参阅本版本的“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支持平台”在线文档中“支持的 Web 服务器”一章）。 

 

http://httpd.apache.org/docs/current/install.html
https://brew.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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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升级 InterSystems IRIS  
本章适用于对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早期版本进行升级的用户。 

重要提示：在升级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文档： 

• 有关可能适用于您的发行版本的具体问题，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版本说明”中的“升级兼
容性检查表”。 

• 有关所支持的技术最新信息，请参阅本发行版本的“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支持平台”在线
文档。 

 
 

4.1 升级之前 
不管您在哪个平台上升级或运行 InterSystems IRIS，以下升级任务都是必需的。在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
流程前，请执行以下任务： 

备注：如果您正在升级到一个维护版本（Maintenance Release），用星号(*)标注的任务是可选的。然而，执行
所有任务能确保获得最优性能。 

1. 阅读“InterSystems IRIS 版本说明”中“一般升级信息”一章中的“升级细节”小节：请遵守在安装前必须
执行的具体建议。 

2. 阅读您待升级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的“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支持平台”：检查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是否支持您的技术。 

3. 确保能够获得应用程序的所有源代码*：在重大升级后，您必须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下重新编译所
有代码，或提供已经在新版本下编译过的程序。否则，您在升级后可能无法运行此应用程序。 

检查您的代码中是否有运行已部署模式的类（在升级完成后可以再次设置为部署模式），以及并非由这些类所
生成的客户的 routines 代码（*.mac 或*.int）。 

4. 保存自定义类、routines 和 globals 变量：要防止在％SYS 命名空间中您的自有类、routines 和 globals 受
到升级安装的影响，确保它们的名称以“Z”、“z”、“%Z”或“%z”开头。在升级过程中，在%SYS 命名空间
内的所有.int 和.obj 的 routines 程序（除了 Z*、z、％Z*和％z*）都会被删除。 

在升级时，IRISLIB、IRISTEMP 和 IRIS 数据库会被完全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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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mac 或.inc 类型的 routines 在升级中不受影响。 

5. 保存用户文件*：要确保在升级过程中您的用户文件不会被删除或替换，请把它们保存在 install-dir\mgr\User

目录下，这是升级时不会更改的唯一目录。 

6. 确定是否创建一个安装列表*：列表对于静默安装十分有用，因为您可以在升级完成后立即调用运行安装后任
务，无需交互性步骤。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和使用安装列表”。 

7. 预编译在启动时运行的任何用户代码*：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在实例启动时会调用用户程序（使用%ZSTART、
ZAUTHENTICATE 或其它手段），您必须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上预编译，并使用安装清单将
其作为升级过程的一部分进行安装。如果您没有这么做，实例启动将失败。 

8. 获取升级的证书密钥*：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管理 InterSystems IRIS 证书”一章。 

9. 检查系统完整性：在现有目录上运行系统完整性检查，确认数据库没有任何毁坏。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完整
性指南”中的“数据完整性介绍”一章 

10. 备份系统：在升级之前，InterSystems 建议您使用自选的完整操作系统备份流程对您的系统进行一次完整备
份。如果升级不成功，您可以从备份恢复系统。有关备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完整性指南”中的“备份
与恢复”一章。 

11. 停止所有 Production 运行：如果您的系统正在运行任何 Productions，请遵照“管理 Productions”中“开
启和中止 Productions”一章中“停止 Productions”小节中的说明。 

 

4.2 升级一个实例 
本节将描述升级单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流程。开始前，请确认您已经执行完本章“升级之前”小节中的任
务。如果您正在升级一个镜像或者 ECP 配置，请参阅本章中“升级一个镜像”和“升级 ECP 配置”小节中的信息。 

您要遵循的流程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 

 Windows 升级流程  

 UNIX®、Linux 和 macOS 升级流程  
 

如果您使用清单作为升级过程的一部分，请在执行标准安装步骤前参阅“创建和使用安装清单”中的指导。 

注意事项：在开始升级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前，必须使该实例彻底关闭。要确认关闭是否彻底，请在关闭完
成后检查 message.log 文件。如果日志记录中包括以下类似项目，则关闭是彻底的： 

... 
05/03/19-14:24:13:234 (5204) 0 Journal restore not required at next startup  
05/03/19-14:24:13:234 (5204) 0 Transaction rollback not required at next startup 
... 

如果没有出现上述项目，则实例没有彻底关闭。请在开始升级之前联系 InterSystems 全球响应中心。 

 

http://www.intersystems.com/support/cache-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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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Windows 升级流程 

安装器提供了升级新版本 InterSystems IRIS 所需的所有功能。如果要转而执行静默升级，它是使用清单所必须的，
请参阅本指南“在微软 Window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运行无人值守的升级或重新安装”小节。 

要执行升级： 

1. 双击安装器文件，例如，IRIS-win_x64.exe 

2. 安装器将显示主机上所有已有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列表。选择您想要升级的实例名称并点击 OK。 

3. 当提示输入 IRIS 证书密钥时，点击“证书”（License）并浏览新的 iris.key 文件。如果安装器在 install-dir/mgr

文件夹中自动发现一个新密钥，它将不会提示您输入证书密钥而继续进行。 

4. 在安装器确认证书密钥后，点击“升级”（Upgrade）。 

重要提示：当安装正在进行时不要中断它。如果安装失败并报出错误信息，请改正问题并重启升级安装。 

5. 在升级完成后，点击“完成”（Finish）。 

6. 检查 install-dir\mgr 文件夹中的 messages.log、iboot.log 以及 ensinstall.log 文件是否有错误。如果发现
有致命错误，请再次运行安装器。 

重要提示：如果您的操作系统配置使用了大内存页面，请检查启动消息，确认已经按照这些设置正确分配了共享
内存。如果您看到以下类似消息，请重启服务器以避免内存溢出问题： 

Failed to allocate 592MB shared memory using large pages.  Switching to small pages. 

4.2.2 UNIX®、Linux 和 MacOS 升级流程 

安装脚本 irisinstall 提供了升级一个新版本 InterSystems IRIS 所需要的所有功能。如果要转而执行静默升级，请
参阅本指南“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无人值守的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小节。 

备注：如果执行 irisinstall 的用户 profile 设置了 CDPATH 变量的数值，升级会失败。 

要执行升级： 

1. 如果您的安装包是.tar 文件的形式，您必须首先解压缩（请参见本书“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中“解压缩安装包”小节）。 

2. 使用有 root 权限的用户，运行位于安装文件顶层的 irisinstall 脚本启动安装流程： 

# sudo sh /<pathname>/irisinstall 

其中<pathname>为安装工具包的位置，通常是您解压提取工具包使用的临时文件夹。 

3. 脚本显示主机上所有已有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列表。 

4. 在“输入实例名称”（Enter instance name）的提示输入中，输入您想要升级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
名称，并按回车（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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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提示输入证书密钥文件，请输入 keypath\iris.key，其中 keypath 为新的 iris.key 文件所在位置。如果安
装脚本在 install-dir/mgr 文件夹中自动发现了一个新密钥，它将不会提示您输入证书密钥而继续进行。 

6. 安装脚本将总结列出升级选项，并再次要求您确认升级。按回车继续升级。 

重要提示：当安装正在进行时不要中断它。如果安装失败并报出错误信息，请改正问题并重启升级安装。 

7. 检查 install-dir\mgr 文件夹中的 messages.log、iboot.log 以及 ensinstall.log 文件是否有错误。如果发现
有致命错误，请再次运行安装脚本。 

 

在升级完成后，实例会重启并运行安装清单。 

重要提示：如果您的操作系统配置使用了超大内存页面，请检查启动消息，确认已经按照这些设置正确分配了共
享内存。如果您看到以下类似消息，请重启服务器以避免内存溢出问题。 

Failed to allocate 1468MB shared memory using Huge pages. Startup will retry with standard 
pages 

 

4.3 升级一个镜像 
本节将给出在 InterSystems IRIS 镜像成员上升级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一个应用程序或两者皆有的指
南。 

正如在“InterSystems IRIS 高可用性指南”中“镜像”一节所示，镜像所有的 failover 成员和 DR 异步成员都必
须有相同的 InterSystems IRIS 版本，只在升级的过程中可以不同。一旦某个升级后的成员成为了主成员，直到升
级完成前，您就不可使用其它的 failover 成员和 DR 异步成员（特别是不允许把它们变成主成员）。 

虽然应用功能有可能要求，但镜像本身并不要求异步报告成员（reporting async members）使用 failover 成员
相同的 InterSystems IRIS 版本；更多信息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高可用性指南”“镜像”一章中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兼容性”小节。 

有四种镜像升级路径可以选择。要确认您想使用哪个流程，请仔细检查下面“选择镜像升级流程”中的因素。这四
个流程将在下文的“镜像升级流程”中给出。 

在升级镜像时，请同时阅读以下两个小节： 

 镜像升级术语，它将定义在镜像升级流程中使用的一些术语。  

 在升级中添加镜像成员，讨论您应该什么时候把一个成员添加入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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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在支持 systemd 的 Linux 系统中，虽然可以有使用 systemctl 命令或/etc/init.d/ISCAgent 脚本来
管理 ISCAgent，您必须选择一种方法且只使用这种方式。永远使用启动时采用的方法来停止
ISCAgent。更多信息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高可用性指南”中“镜像”一章的“在 Linux 系统
上启动 ISCAgent”小节。 

在这样的 Linux 系统上升级 InterSystems IRIS 时，正在运行的 ISCAgent 会使用 systemd 命令自动
重启。如果您使用/etc/init.d/ISCAgent 脚本来管理 ISCAgent，请在执行升级前停止该代理，这样它
就不会自动重启，升级完成后再使用脚本重启。 

4.3.1 选择镜像升级流程 

在选择适用于您的镜像升级流程时有两个主要考虑因素： 

 您是要把已安装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到一个维护版本，还是要升级到新的 InterSystems IRIS 主版本。 

 升级是否涉及到镜像数据库的变更？ 

如果您升级到一个维护版本而不会进行任何应用程序升级，您无需考虑第二个问题；您总是可以使用简单的“维护
版本升级”流程，这样镜像只有在执行计划中的切换时才不可用。 

然而，如果您想把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主版本升级为另一个版本，或要执行应用程序升级，或两者都进行，那
么您的升级就可能涉及到镜像数据库的变更。这种变更必须发生在升级流程中的“functioning 主镜像成员”步骤，
此时应用程序的访问将被禁用。因此，这样的升级要比您不变更镜像数据库的升级需要更多的停机时间。（这种变更
会复制到备份镜像成员和其他异步成员）。 

重要提示：在主版本升级之后，InterSystems 建议您重新编译实例上所有应用程序命名空间内的所有类，有些
routines 也需要重新编译（参见“InterSystems IRIS 版本说明”中“一般升级信息”一章的“升级
细节”）。您执行的应用程序升级可能要求应用数据的修改。在上述任一种情况下，您的升级都可能导
致镜像数据库的修改。 

如果您正在升级到一个主版本，或进行应用程序升级，或两者都有，那么您必须确定适用于以下哪种条件： 

 类和 routines 存储在包括应用数据的镜像数据库中；它们必须在主镜像成员上重新编译（即使应用程序并未
升级）。 

 数据保存在镜像数据库，由于应用程序升级导致这个数据库必须升级；这些变更也必须在主成员上进行。 
 

如果您的主升级和/或应用程序升级涉及上述条件，请使用“主版本升级（有镜像数据库变更）”流程，镜像在执行
计划中的切换和镜像数据库修改期间镜像不可用。 

如果您的升级并不涉及上面所列出的镜像数据库变更，请考虑使用“主版本升级（无镜像数据库变更）”流程，镜
像仅在执行计划中的切换期间不可用。 

如果您有很长的计划维护时间窗口，而最小化镜像停机时间并不是太关键的问题的话，您可以选择使用更简单的“使
用计划停机时间进行主版本升级”流程。 

对于主升级，每个流程的一般序列分别适用于镜像的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应用程序升级，或两者都有；可根
据您想升级的内容修改单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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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您的环境可能要求对给定的流程添加额外的步骤或详情。如果您仍然不确定哪种流程适合您，或某个流程
是否如说明那样妥善，请联系 InterSystems 全球响应中心（WRC）。 

4.3.2 在升级时添加镜像成员 

如果您计划向镜像中添加镜像成员，您可能会把它推迟到在执行本节中所述的某一次升级时，并在升级期间添加新
版本的镜像成员，这样您就不需要在后续对它进行升级。您在升级过程中随时可以向镜像中添加新版本的成员，只
要您能立即继续并完成所做的升级。这里有一个限制：一旦某个新版本的镜像成员被设定为主镜像成员，它必须在
所有其它成员升级完成前都保持主成员状态。 

在把一个镜像迁移到新硬件时，在升级期间添加新成员非常有用。可以不用升级一个 failover 成员然后再做切换，
您可以在目标硬件上安装一个新版本的新实例，把它作为 DR 异步成员加入到镜像中，把它升级为备份 failover 成
员，然后再切换镜像使其成为主成员。重复这一步骤，您就可以迁移所有剩余的 failover 成员。本章中的流程包括
添加新版本的新备份的步骤用以阐述这一方法，作为升级现有备份成员的另一个选择。 

4.3.3 镜像升级术语 

在本章的流程中，使用了以下术语： 

升级类和 routines (Upgrade classes and routines)  

重新编译实例所有应用程序命名空间内的所有类。这应该在 InterSystems IRIS 主版本升级（如“升级后
任务”一节中所述）和/或应用程序升级之后进行，根据您所在条件的不同，它可能涉及到下述一个或多个
操作： 

• 如前文所述，如果类和 routines 位于包括应用数据的镜像数据库中，它们必须在有效的主 failover

成员上进行本地重新编译（不管是否被应用程序的升级所修改）。 

• 如果类和 routines 存储在与应用数据分隔开的非镜像 routines 数据库中，他们可以在镜像成员上进
行重新编译，无论是否为当前的主成员。 

• 如何类和 routines 存储在与应用数据分隔开的非镜像 routines 数据库中，也可以使用“预编译”方
式，也就是在一个已经升级过的系统中编译一份拷贝，然后把拷贝分发到需要升级的镜像成员。 

 

系统 A（System A） 

最初的主 failover 镜像成员 
 

系统 B（System B) 

最初的备份 failover 镜像成员 
 

系统 C（System C） 

被提升为 failover 成员的新添加的 InterSystems IRIS 新版本的 DR 异步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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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不切换（Set no failover） 

使用^MIRROR routines 来设置 no failover 状态 ，这样就不会 发生 failover；相关指南请参 阅
“InterSystems IRIS 高可用性指南”中的“在 failover 成员维护期间避免不期望的切换”。 

执行正常关闭（Perform a graceful shutdown） 

使用 iris stop 命令来彻底关闭一个实例（参见“InterSystems IRIS 系统管理指南”中“使用多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一章的“控制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小节） 

提升为 failover 成员（Promote to failover member） 

如“InterSystems IRIS 高可用性指南”中“镜像”一章的“把一个 DR 异步成员提升为 failover 成员”
小节中所述，请遵照把一个 DR 异步镜像成员提升为 failover 成员的流程。 

察看镜像监视器（Viewing the Mirror Monitor） 

使用实例管理门户的“镜像监视器”页面来查看镜像及其成员的状态；更多信息请参阅“InterSystems IRIS

高可用性指南”中“镜像”一章的“使用镜像监视器”小节。 

4.3.4 镜像升级流程 

有四个镜像升级路径可以选择。要确定您应遵照哪个路径，请回顾“选择镜像升级流程”中的因素。这四个流程为： 

 维护版本升级  

 主版本升级（有镜像数据库变更）  

 主版本升级（无镜像数据库变更）  

 使用计划停机时间进行主版本升级  

前面三个流程的设计是为了让您花费最少的应用程序停机时间来执行所需要的升级；它们可适用于不同的升级环境。
最后一个流程相对简单，可用于不需要优先考虑最少停机时间的升级类型。 

4.3.4.1 维护版本升级  

如果您要升级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维护版本而不是一个新的 InterSystems IRIS 主版本，且没有进行任何应用
程序变更，请采用以下流程，仅仅在需要执行计划中切换的时间内镜像不可用： 

1. 要防止在备用镜像成员完成升级前切换的发生，设置镜像“设置为不切换”。  

2. 执行下面两个操作中的一个： 

• 升级已有备份镜像成员： 

a) 执行备份成员（B）的正常关闭。 

b)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备份成员（B）。系统 B 成为了备份。 

• 添加新版本的新备份成员。 

a) 在系统 C 上安装一个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b) 把系统 C 作为 DR 异步成员添加到镜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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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升系统 C 为 failover 成员。系统 C 变成备份镜像成员而系统 B 变成 DR 异步成员。 
 

3. 通过查看“镜像监测”确保备份成员（B 或 C）已经激活。 

4. 清除“设置为不切换”设置。 

5. 执行主成员（A）的正常关闭。镜像将切换，备份（B 或 C）接管成为主成员。 

6.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系统 A。系统 A 成为备份。 

7. 如果系统 C 成为主成员且系统 B 降级为 DR 异步成员，升级系统 B。 
 

4.3.4.2 主版本升级（有镜像数据库变更）  

如果您正在升级一个新的主 InterSystems IRIS 版本且/或执行应用升级，并且确认需要变更镜像数据库（如“选
择镜像升级流程”中所述），请采用以下流程，它仅在执行计划的切换和进行所需镜像数据变更时才会使镜像不可
用。 

1. 要防止在备份镜像成员完成升级前切换的发生，设置镜像“设置为不切换”。 

2. 执行下面两个操作中的一个： 

• 升级已有备份镜像成员： 

a. 执行备份成员（B）的正常关闭。 

b.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备份成员（B）。系统 B 成为备份。 

c. 若有，在系统 B 上升级非镜像数据库中的类和 routines。 

• 添加新版本的新备份。 

a. 在系统 C 上安装一个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b. 把系统 C 作为 DR 异步成员添加到镜像中。 

c. 提升系统 C 为 failover 成员。系统 C 变成备份成员而系统 B 变成 DR 异步成员。 
 

3. 通过查看“镜像监测”确保备份（B 或 C）已经激活。 

4. 使用您的站点上的既有规程，禁止新用户访问镜像。此外，您还必须禁用当系统 B 成为主成员后在系统 B 上
可能启动的任何应用任务。 

5. 清除“设置为不切换”设置 

6. 执行主成员（A）的正常关闭。镜像将切换，备份成员（B 或 C）接管成为主成员。 

7. 在新的主成员（B 或 C）上升级镜像类和 routines。如果应用程序升级需要对镜像数据库进行进一步修改，请
修改。 

8. 恢复用户对镜像的访问。 

9. 为防止系统 A 在完成升级前接管，设置镜像为“设置为不切换”。 

10.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系统 A。系统 A 成为备份成员。 

11. 若有，在系统 A 上升级非镜像数据库中的类和例行程序。 

12. 清除“设置为不切换”设置。 

13. 如果系统 C 成为主成员且系统 B 降级为 DR 异步成员，升级系统 B，如果有的话，在系统 B 上升级非镜像数

据库中的类和 rout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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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主版本升级（无镜像数据库升级）  

如果您正在升级到一个新的 InterSystems IRIS 主版本且/或执行应用升级，并且确认不需要变更镜像数据库（如
“选择镜像升级流程”中所述），您可以采用以下流程。 

对于总是维护单独的非镜像 routines 数据库的静态应用而言，该流程是最简单的。而且，即使对于普通镜像的单独
的 routines 数据库，通过在升级期间把这些数据库从镜像中移除，您也可以使用这个流程。 
 

重要提示：如果例行程序数据库已正常镜像，在把它们移除出镜像之前，确认它们不含有任何应用数据。 

如果镜像连接有 ECP 应用服务器，这一流程不可用于正常镜像的 routines 数据库。 
 

1. 使用您的站点上的既有规程，实施程序冻结和应用配置冻结，禁止应用程序在升级期间的变更，确保在升级期
间 routines 数据库不会更改。 

2. 要防止在备用镜像成员完成升级前切换的发生，设置镜像“设置为不切换”。 

3. 执行下面两个操作中的一个： 

• 升级已有备份镜像成员： 

a. 如果 routines 数据库已镜像，在系统 B 上把它们从镜像中移除。 

b. 通过察看“镜像监测”确保备份成员（B）已经激活。 

c. 执行备份成员（B）的正常关闭。 

d.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备份成员（B）。系统 B 成为备份。 

e. 在系统 B 上升级类和 routines。 

• 添加新版本的新备份。 

a. 在系统 C 上安装一个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b. 把系统 C 作为 DR 异步成员添加到镜像中。 

c. 提升系统 C 为 failover 成员。系统 C 变成备份成员而系统 B 变成 DR 异步成员。 

d. 如果 routines 数据库已镜像，把它们从系统 C 和系统 B 的镜像上移除。 

e. 察看“镜像监测”确保备份（C）已经激活。 
 

4. 清除“设置为不切换”设置 

5. 执行主成员（A）的正常关闭。镜像将切换，备份（B 或 C）接管成为主成员。 

6. 为防止系统 A 在完全升级前就接管，设置为“设置为不切换”。 

7.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系统 A。系统 A 成为备份成员。 

8. 在系统 A 上升级非镜像数据库中的类和 routines。 

9. 如果系统 C 成为主成员且系统 B 降级为 DR 异步成员，升级系统 B，如果有的话，在系统 B 上升级非镜像数
据库中的类和 routines。 

10. 在成为新的主成员之前，对于从备份（B 或 C）上的镜像中移除的任何镜像 routines 数据库，进行以下操作 

a. 从系统 A 的镜像中移除该 routine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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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在“InterSystems IRIS 高可用性指南”中“镜像”一章“把数据库添加进镜像”小节中给出的把已
有数据库添加进镜像的流程，把该数据库添加到新的主成员（B 或 C）上的镜像中，然后进行备份并在备
份成员（A）和 DR 异步成员（B，如果 C 为主成员）中恢复。 

 

11. 清除“设置为不切换”设置。 

4.3.4.4 使用计划停机时间进行主版本升级  

当您正在升级到 InterSystems IRIS 新主版本和/或执行应用程序升级，如果您有很长的计划维护时间窗口，对最
短镜像停机时间的需求不强烈，那么，不管是否需要对主成员上的镜像数据库进行变更，您可能会更愿意使用下述
更简单的流程： 

1. 使用您的站点上的既有规程，禁止所有用户访问镜像。此外，您还必须禁用当实例启动时可能开启的所有应用
任务。 

2. 执行备份成员（B）的正常关闭。 

3. 执行主成员（A）的正常关闭。 

4.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系统 A。系统 A 成为主成员。 

5. 在系统 A 上升级镜像类和 routines。如果应用程序升级需要对镜像数据库进行进一步修改，请进行修改。 

6. 若有，在系统 A 上升级非镜像数据库中的类和 routines。 

7. 执行下面两个操作中的一个： 

• 升级已有备份成员： 

a.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备份（B）。系统 B 成为备份。 

b. 若有，在系统 B 上升级非镜像数据库中的类和 routines。 

• 添加新版本的新备份成员。 

a. 在系统 C 上安装一个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b. 把系统 C 作为 DR 异步成员添加到镜像中。 

c. 提升系统 C 为 failover 成员。系统 C 变成备份成员而系统 B 变成 DR 异步成员。 

d. 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升级系统 B。系统 B 成为一个 DR 异步成员。 

e. 若有，升级系统 B 上的非镜像数据库中的类和 routines。 
 

8. 如果系统 C 成为主成员且系统 B 降级为 DR 异步成员，升级系统 B，若有，在系统 B 上升级非镜像类和
routines。 

9. 恢复用户访问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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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升级 ECP 配置 
总的来说，对 ECP 应用服务器进行升级应该先于它所连接的数据服务器的升级。应用服务器必然要么在升级后好
重新编译本地 routines 数据库，要么能够访问数据服务器上的“预先编译”的 routines 数据库（之前在单独的运
行目标版本 InterSystems IRIS 编译过）的例行程序数据库。 

如果满足下述任一条件，则可以使用滚动升级来最小化停机时间，这时用户会既连接到已升级也连接到未升级的应
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上： 

 无应用程序变更。 

 有应用程序变更，但新程序不会生成任何新的数据结构，这意味着旧程序可以使用新程序生成的数据。 
 

如果新应用程序能够使用旧数据工作，但生成了旧程序无法理解的新数据结构，请遵照以下流程： 

1. 滚动升级应用服务器，但当升级完成后不允许用户连接到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容量会逐渐减小）。 

2. 当有足够的应用服务器升级完成后，恢复用户对已升级应用服务器的访问，并中止所有用户与剩余（未升级）
应用服务器和数据服务器（如果需要）的连接，确保用户在您启用之前不会访问这些系统。 

3. 升级剩余应用服务器，在升级完成后恢复用户对每个应用服务器的访问。 

4. 升级数据服务器并视需要恢复用户访问（升级数据服务器会导致应用程序活动的暂停，暂停时长取决于升级所
涉及的停机时间的长短。 

 

如果您对如何升级 ECP 配置有疑问，请联系 InterSystems IRIS 全球响应中心（WRC）。 
 

4.5 升级后任务 
所需要的升级后任务取决于您是否升级到一个新 InterSystems IRIS 主版本或已安装版本的维护版本。 

备注：如果您在升级时把一个实例从 8 位更改为 Unicode，InterSystems IRIS 不会自动转换数据库。您需要自
行转换；更多信息请参阅“服务器端编程的方向指南”中“命名空间和数据库”一章的“数据库可移植
性”小节。 

4.5.1 维护版本的升级后任务 

完成升级后，如果您的系统要运行 Production，请遵照“管理 Production”中“开启和停止 Production”一章
中“开启 Production”小节中的指南。 

通常，维护版本升级并不需要您更改外部文件和客户端，或者重新编译类和 routines。然而，客户端上的 Studio

版本必须与它所连接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版本相同或更新。 

如果您选择重新编译，请仔细阅读“主版本安装后任务”小节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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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主版本安装后任务 

在用新的主版本升级 InterSystems IRIS 后，重要的是，要遵照“InterSystems IRIS 版本说明”中“一般升级信
息”一章“升级细节”小节所给出的指南。您还必须执行以下任务（如果您没有将其作为本章之前的流程的一部分
来完成）： 

 重新编译类和例行程序：InterSystems IRIS 建议客户重新编译在每个命名空间内包含的所有类。一些
routines 同样也需要重新编译。有关指南请参照下面的“如何编译命名空间”一节。您可能有自己的工具或流
程用于该目的，仔细考虑您所升级的实例的相关的依存性和其它特殊需求。 

 重新生成代理类：您必须遵照“InterSystems IRIS 语言绑定”文集中相应指南，重新生成在已升级实例上生
成的代理类。 

这不适用于 Web 服务和 Web 客户端；没有必要重新导入任何 Web 服务定义（WSDL）文件。 

 清空浏览器缓存：您的浏览器缓存中可能包括不兼容当前已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版本的 JavaScript 文件，
这可能会导致错误；请在升级完成后立即清空您的浏览器缓存。 

 

根据您所使用的环境和组件，可能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重启 Production：如果您的系统要运行 Production，请遵照“管理 Production”中“开启和停止 Production”
一章中“开启 Production”小节中的指南。 

 更新升级 Studio 客户端：客户端 Studio 版本必须与它所连接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版本相同，或版
本更新。 

 升级 Web 网关：如果您的 Web 网关在与您正在升级的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不在同一台机器上，您必
须在这台机器上升级 Web 网关。要完成这一项，您可以遵照本章“Windows 升级流程”，或使用“在微软
Window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运行无人值守安装”小节中所讨论的 ADDLOCAL 属性执行静
默安装。 

 更新 Web 服务器文件：在升级之后，您必须在您的站点上使用既定规程进行部署。 

4.5.2.1 如何编译命名空间  

在升级后，您必须编译每个命名空间中的程序，使它们都在新版本的 InterSystems IRIS 上运行。如果编译器发现
任何错误，您可能需要重新编译一次或多次来让编译器解决所有依存关系。 

在您的程序成功编译后，您可能需要导出已升级的类或 routines，以防您需要在额外的环境下运行升级。在未来升
级期间通过导入这些类或 routines 能让您的升级更快速，以最短的停机时间。 

备注：如果您在升级过程中使用了清单，您可以在清单内编译您的程序。请参阅本指南附录“创建和使用安装清
单”中“执行升级后任务”小节中的说明。 

编译类： 

要从终端编译所有命名空间中的类： 

do $system.OBJ.CompileAllNamespaces("u") 

要从终端编译某个单独命名空间中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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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namespace = "<namespace>" 
do $system.OBJ.CompileAll("u") 
 

编译 Routines 

只有自定义 routines 需要人工编译。从类中生成的 routines 可以在您编译这些类的时候自动编译。 

要从终端编译所有命名空间中的例行程序： 

do ##Class(%Routine).CompileAllNamespaces() 

要从终端编译某个单独命名空间中的例行程序： 
 
set $namespace = "<namespace>" 
do ##Class(%Routine).Compil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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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创建和使用安装清单  
本附录描述了如何使用%Installer 实用程序来创建一个描述具体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配置的安装清单，并
用它来生成配置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的代码。 

A.1 安装清单概述 
%Installer 实用程序能让您定义一个描述和配置具体 InterSystems IRIS 配置的安装清单，而不是一个分步的安装
过程。为此，您需要使用包含通常在安装过程中所给出信息的变量（超级服务器端口，操作系统，等等），创建一个
包含能描述您期望配置的 XData 数据块的类。您还需要在该类中包含一个方法，使用 XData 数据块来生成配置实
例的代码。本附录提供了“安装清单示例”，您可以从拷贝并粘贴这个示例开始。 

定义清单之后，在安装过程中，您可以从终端对话（Terminal session）或代码中调用它。清单必须在%SYS 命名
空间中运行。 

A.2 创建安装清单 
本节包括创建一个安装清单所需要的信息，可分为以下几个主题： 

 清单类定义   

 通用清单选项   

 <Manifest>标签内的变量   

 <Manifest>标签列表   

A.2.1 清单类定义 

要创建定义安装清单的类，请创建一个满足以下标准的类（或者从下面“安装清单示例”小节中的空白模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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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类必须 include&occinclude 文件。 

 该类必须包括未定安装细节的 XData 数据块。之后 XData 数据块的名称将作为实参来使用。XData 数据块
的根元素必须为<Manifest>。更多细节请参阅“<Manifest>标签列表”。 

在 Studio 中，如果您在 XData 数据块的名称之后包含［XMLNamespace = INSTALLER］，Studio 会在您
键入 XData 数据块的时候给出提示帮助。 

 必须定义一个 setup()方法使用名称来引用 XData 数据块，请参阅“安装清单示例”小节。 

A.2.2 公用清单选项 

本节描述了一些安装清单执行的共同任务。描述了以下选项： 

 定义命名空间  

 添加用户和密码  

 写入清单日志  

 执行升级后任务  

A.2.2.1 定义命名空间  

要定义命名空间，请在<Manifest>标签内添加任意数量的<Namespace>标签。 

如果您想为命名空间定义数据库或映射，请把一个<Configuration>标签放进<Namespace>标签内。对于命名空
间所包含的每个数据库，请在<Configuration>标签内添加一个<Database>标签。要定义映射，请在适当的
<Database> 标 签 下 添 加 <GlobalMapping> 、 <RoutineMapping> 以 及 <ClassMapping> 标 签 。
</Configuration>标签会激活已定义的映射。 

同样在<Namespace>标签内，您可以使用<Import>标签加载 global、routines 和类。您还可以使用<Invoke>

标签调用类方法，一个个地执行导入的 routines 访问这些 globals。 

您还可以使用<Var>标签定义变量。要引用一个清单内的变量，使用${var_name}语法。更多信息请参阅下面的
“<Manifest>标签内的变量”小节。 

A.2.2.2 添加用户和密码  

为已安装实例添加用户（包括它们的角色和密码）有多种方法： 

 如“<Manifest>标签列表”所述，在一个安装清单中包含<User>标签。 

<User>标签的 PasswordVar 参数指定了包括该用户密码的变量；例如，定义“PasswordVar = "Pwd"”，
您可以指定一个用户的密码为变量 Pwd。有多种方式填入该变量，取决于您想如何做。您可以考虑使用远程调
用另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中的方法或 Web 服务；这就要求安装 InterSystems IRIS 的服务器可能需
要有网络接入。其它可能包括把您正在使用的方法导入到您正在安装的实例中，或者从安装中添加一个客户端
表单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再传递给您的清单。 

 如“安全管理指南”中“用户”一章所述，安装完成后，在管理门户上编辑用户。 

 使用 InterSystems IRIS 测试实例（staging instance）上 Security.Users 类： 

1. 使用 Security.Users.Export()方法导出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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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您清单类的开始（在%SYS 命名空间中）添加以下内容，导入用户信息： 

<Invoke Class="Security.Users" Method="Import" CheckStatus="true">  <Arg 
Value="PathToExportedUserInformation"/> 
</Invoke> 

其中 PathToExportedUserInformation 是由 Security.Users.Export ( )方法指定的输入文件位置。 

A.2.2.3 写入清单日志  

通过以下格式在您的类中添加<log>标签，您可以定义待添加进清单日志中的消息： 

<Log Level="<level>" Text="<text>"/> 

日志等级必须为 0 至 3 的范围，其中 0 是指“无”而 3 是指“冗长的”；如果在 setup()方法中指定的日志等级等
于或大于在<Log>标签下的 Level 属性值，那么该消息就会被记录。文本限制在 32000 个字符之内。 

您可以通过 setup()方法的第二个入参来设置日志等级（更多信息请参阅本附录后续的“使用清单”小节）。由于它
不可以从安装传递给清单，您必须在类中作如下设置： 

ClassMethod setup(ByRef pVars, pLogLevel As %Integer = 3, 
pInstaller As %Installer.Installer, 
pLogger As %Installer.AbstractLogger) 
As %Status [ CodeMode = objectgenerator, Internal ] 

您还可以通过 setup()方法的第 4 个入参（%Installer.AbstractLogger）来定向消息要显示的位置；例如，如果
您引用一个操作系统文件实例化了一个%Installer.FileLogger 对象，所有的%Installer 和日志消息都会定向至该
文件。（不使用该实参，若直接调用 Setup()，则所有消息都会写入主设备，若用安装器来执行，这些消息则会被忽
略）。 

A.2.2.4 执行升级后任务  

在升级一个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时，您可以使用安装清单来自动执行必要的升级后任务，例如重新编译代码。
为此，您可以使用<Invoke>标签来调用在本书“升级 InterSystems IRIS”一章的“如何编译命名空间”小节中
所述的类方法。 

有关可在升级中使用的清单的示例，请参阅本附录“安装清单示例”小节。 

A.2.3 <Manifest>标签内的变量 

一些标签包含的表达式（字符串）将在清单被执行时展开。可展开的表达式有三种类型，如下： 

${<var_name>}——变量 

展开为变量的值。除了在本节中所述的预定义变量外，您还可以在<Var>标签下指定额外的变量。 

${<param_name>}——类参数 

该值被展开为清单类的指定参数 

${<ObjectScript_expression>}——ObjectScript 表达式 

展开为指定的 InterSystems IRIS ObjectScript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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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参数表达式会在编译时被展开，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嵌套在变量和 ObjectScript 表达式中。此外，变量表达
式将在 ObjectScript 表达式之前被展开，因为可以嵌套在后者之中。 

下表列出了清单中能够使用的预定义变量： 

变量名 描述 

SourceDir （只运行安装器时可用）安装（Setup_irisdb.exe 或 irisinstall）运行的目录。 

ISCUpgrade （只运行安装器时可用）说明是新安装还是升级。该变量或者是 0（新安装），或者是 1

（升级）。 

CFGDIR 参见 INSTALLDIR 

CFGNAME 实例名称 

CPUCOUNT 操作系统 CPU 的数量 

CSPDIR CSP 目录 

HOSTNAME 主机服务器的名称 

HTTPORT Web 服务器端口 

INSTALLDIR InterSystems IRIS 要安装的目录 

MGRDIR mgr 目录 

PLATFORM 操作系统 

PORT InterSystems IRIS superserver 端口 

PROCESSOR 处理器芯片 

VERSION InterSystems IRIS 版本号 

A.2.4 <Manifest>标签列表 

有 关 代 码 生 成 的 所 有 信 息 都 包 含 在 最 外 层 的 XML 标 签 <Manifest> 中 。 而 <Manifest> 内 的 标 签 描 述 了
InterSystems IRIS 的具体配置。本节包括这些标签及其功能的列表。这里并未列出所有的标签；完整的列表请参
阅%Installer 类的参考文档。Attribute 的默认值，若有，则在每条旁 attribute 的方括号中列出。 

重要提示：空（Null）参数不可在清单类的标签内传递。例如，<Arg/>标签会传递一个空字符串，等价于
<Arg=" "/>，而不是传递空参。 

<Arg> 

母标签：<invoke>、<Error>  

把参数传递给通过<Invoke>或<Error>调用的方法。 

• Value——实参值 

<Error Status="$$$NamespaceDoesNotExist"> 
<Arg Value="${NAMESP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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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pping> 

母标签：<Configuration>  

创建从数据库到包含<Configuration>项的命名空间的类映射。 

• Package——待映射的包 

• From——用于映射的源数据库 

<ClassMapping Package="MYAPP" 
From="MYDB"/> 

<Compile> 

母标签：<Namespace>  

通过调用％SYSTEM.OBJ.Compile（Class, Flags）编译指定名称的类。 

• Class——待编译的类名称。 

• Flags——编辑标记[ck]。 

• IgnoreErros——出错后继续?[0] 

<Compile 
Class="MyPackage.MyClass" 
Flags="ck" 
IgnoreErrors=0/> 

<Configuration> 

母标签：<Namespace>  

子标签：<ClassMapping>, <Database>, <GlobalMapping>, <RoutineMapping>  

在<Namespace>节点内作为所有配置项的根标签。关闭标签</Configuration>激活数据库到命名空间
的映射同时更新.cpf 文件。 

没有 properties 

<Configuration> 
<Database> . . . /> 
<ClassMapping> . . . /> 

/> 

<CopyClass> 

母标签：<Namespace>  

把源类定义拷贝或移动为目标类 

• Src——源类 

• Target——目标类 

• Replace——覆盖目标类？[0] 

<CopyClass 
Src="MyPackage.MyClass" 
Target="NewPackage.NewClass" 
Replace="0"/> 

<CopyDir> 

母标签：<Manifest>  

把源目录拷贝至目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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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源目录 

• Target——目标目录 

• IgnoreErrors——出错后继续？[0] 

<CopyDir 
Src="${MGRDIR}" 
Target="F:\MyTargetDir" 
IgnoreErrors="0"/> 

<CopyFile> 

母标签：<Manifest>  

把源文件拷贝为目标文件 

• Scr——源文件 

• Target——目标文件 

• IgnoreErrors——出错后继续？[0] 

<CopyDir 
Src="${MGRDIR}\messages.log" 
Target="F:\${INSTANCE}_log" 
IgnoreErrors="0"/> 

<Credential> 

母标签：<Production>  

创建或覆盖访问凭证。 

• Name——访问凭证的名称 

• Username——用户名 

• Password——用户密码 

• Overwrite——如果帐户已存在时覆盖 

<Credential 
Name="Admin" 
Username="administrator" 
Password="123jUgT540!f3B$#" 
Overwrite="0"/> 

<CSPApplication> 

母标签：<Namespace>  

如 Security.Applications 类中所定义的，定义一个或多个 Web 应用。 

• AuthenticationMethods——启用的身份验证方法。（对于支持的身份验证方法以及给出的相应值，
请参阅 Security.Application 类的 AutheEnabled 属性。例如，通常使用的值为 4＝Kerberos，
32=password(密码)而 64＝unauthenticated(无身份验证）。 

• AutoCompile——自动编译（在 CSP 设置中）？［1］ 

• CSPEnabled——启用 CSP？［1］ 

• ChangePasswordPage——更改密码页面的路径 

• CookiePath——会话缓存（Session cookie）的路径 

• CustomErrorPage——自定义错误页面的路径 

• DefaultSuperclass——默认的超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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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Timeout——默认的会话超时时间 

• Description——描述 

• Directory——CSP 文件的路径 

• EventClass——Event 类的名称 

• Grant——在登录系统时分配的角色列表 

• GroupByld——按 ID 分组 

• InboundWebServicesEnabled——启用入站 Web 服务？［1］ 

• IsNamespaceDefault——是否为命名空间的默认应用？［0］ 

• LockCSPName——锁定 CSP 名称？［1］ 

• LoginClass——登录页面的路径 

• PackageName——包名称 

• PermittedClasses——允许的类 

• Recurse——递归（服务子目录）？［0］ 

• Resource——访问 Web 应用需要的资源 

• ServeFiles——服务文件？ 

• ServeFilesTimeout——缓存静态文件的时长，以秒计 

• TwoFactorEnabled——启用两步身份验证？［0］ 

• Url——Web 应用的名称 

• UseSessionCooke——会话使用 cookies？ 

<CSPApplication 
Url="/csp/foo/bar" 
Description="" 
Directory="C\InterSystems\IRIS\CSP\Democode1" 
Resource="" 
Grant="%DB_%DEFAULT" 
Recurse="1" 
LoginClass="" 
CookiePath="/csp/demo1" 
AuthenticationMethods="64"/> 

 

<Database> 

母标签：<Configuration>  

定义某个命名空间内的数据库 

有关使用下述属性控制数据库设置的相关信息，请参阅“系统管理指南”中“配置 InterSystems IRIS”
一章中的“配置数据库”小节。 

• BlockSize——数据库的块大小（2096，8192，16384，32768，65536） 

• ClusterMountMode——启动时是否作为集群的一部分加载数据库？ 

• Collation——数据库中 Globals 的默认排序规则（collation） 

• Create——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是/否/覆盖）？［yes］ 

• Dir——数据库目录 

• Encrypted——加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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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ryptionKeyID——加密密钥的 ID 

• InitialSize——数据库的初始大小，以 MB 计 

• ExpansionSize——在需要时扩展数据库的大小，以 MB 计 

• MaximumSize——数据库能够扩展的最大尺寸 

• MountAtStartup——在启动安装后的实例时是否挂载？ 

• MountRequired——每次实例启动时挂载数据库？ 

• Name——数据库名称 

• PublicPermissions——如果 Resource 必须创建的话，此项为指定给 Resource 的 Permission 值。
如果 Resource 已经存在则忽略这个选项。选项值为“Read-only”或“Read-write”。 

• Resource——控制数据库访问的资源 

• StreamLocation——与数据库相关的流的存储位置 

<Database Name="${DBNAME}" 
Dir="${MGRDIR}/${DBNAME}" 
Create="yes" 
Resource="${DBRESOURCE}" 
Blocksize="8192" 
ClusterMountMode="0" 
Collation="5" 
Encrypted="0" 
EncryptionKeyID= 
ExpansionSize="0" 
InitialSize="1" 
MaximumSize="0" 
MountAtStartup="0" 
MountRequired="0" 
StreamLocation= 
PublicPermissions=""/> 

<Database Name="MYAPP" 
Dir="${MYAPPDIR}/db" 
Create="no" 
Resource="${MYAPPRESOURCE}" 
Blocksize="8192" 
ClusterMountMode="0" 
Collation="5" 
Encrypted="0" 
EncryptionKeyID= 
ExpansionSize="0" 
InitialSize="1" 
MaximumSize="0" 
MountAtStartup="0" 
MountRequired="0" 
StreamLocation= 
PublicPermissions=""/> 

 

<Default> 

母标签：<Manifest>  

如果未设置，设置变量值 

• Name——变量名称 

• Value——变量值 

• Dir——如果为文件夹或文件的路径时的变量值 

<Default Name="blksiz" 
Value="8192" /> 

 

<Else> 

母标签：<Manifest>、<Namespace>  

如果前序<If>语句逻辑值为否，有条件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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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属性 
 

<Error> 

母标签：<Manifest>  

子标签：<arg>  

生成一个错误 

• Status——错误代码 

• Source——错误源 

<Error Status="$$$NamespaceDoesNotExist" Source=> 
<Arg Value="${NAMESPACE}"/> 

</Error> 
 

<ForEach> 

母标签：<Manifest>  

定义循环的索引键和取值 

• Index——变量名称 

• Values——变量值列表 

<ForEach 
Index="TargetNameSpace" 
Values="%SYS,User"> 
<!--Code for each iteration of TargetNameSpace--> 

</ForEach> 
 

<GlobalMapping> 

母标签：<Configuration>  

把一个 Global 映射至当前命名空间 

• Global——Global 名称 

• From——Global 的源命名空间 

• Collation：Global 的排序规则［IRIS Standard］ 

<GlobalMapping Global="MyAppData.*" 
From="MYAPP" Collation="30"/> 

<GlobalMapping Global="cspRule" 
From="MYAPP"/> 

 

<If> 

母标签：<Manifest>、<Namespace>  

指定一个条件动作 

• Conditon——条件语句 

<If Condition='$L("${NAMESPACE}")=0'> 
<Error Status="$$$NamespaceDoesNotExist" Source=> 
<Arg Value="${NAMESPACE}"/> 
</Error> 

</If> 
 

<IfDef> 

母标签：<Manifest>、<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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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变量已经设置，指定一个条件动作。 

• Var——变量名称 

<IfDef Var="DBCreateName"> 
<Database Name="${DBNAME}" 

Dir="${MGRDIR}/${DBNAME}" 
Create="yes" 
... 

</IfDef> 
 

<IfNotDef> 

母标签：<Manifest>、<Namespace>  

如果变量未设置，指定一个条件动作。 

• Var——变量名称 
 

<Import> 

母标签：<Namespace>  

通过调用％SYSTEM.OBJ.ImportDir(File, Flags, Recurse)或者%SYSTEM.OBJ.Load(File, Flags)来导
入文件。 

• File——待导入的文件或文件夹 

• Flags——编译标识［ck］ 

• IgnoreErrors——出错后继续？［0］ 

• Recurse——递归导出？［0］ 
 

<Invoke> 

母标签：<Namespace>  

子标签：<arg>  

调用一个类方法并作为变量值返回该方法的执行结果 

• Class——类名称 

• Methode——方法名称 

• CheckStatus——检查返回状态？ 

• Return——要写入结果的变量名称 

<Invoke Class="SECURITY.SSLConfigs" Method="GetCertificate" CheckStatus="1" Return="CertContents"> 
<Arg Value="iris.cer"/> 

</Invoke> 
 

<LoadPage> 

母标签：<Namespace>  

通 过 调 用 ％ SYSTEM.CSP.LoadPage(PageURL, Flags) 或 ％ SYSTEM.CSP.LoadPageDir(DirURL, 
Flags)来载入一个 CSP 页面。 

• Name——CSP 页面的 URL 

• Dir——包含 CSP 页面的目录的 URL 

• Flags——编译标识［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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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noreErrors——出错后继续？［0］ 
 

<Log> 

母标签：<Manifest>  

如果 setup( )方法中指定的日志等级等于或高于这里提供的等级属性的话，一则把消息会写入由 setup( )
方法指定的日志中。 

• Level——日志等级，从 0（无）至 3（冗长的） 

• Text——日志消息（长度最大为 32000 个字符的字符串） 
 

更多信息请参阅“写入清单日志”。  
 

<Manifest> 

母标签：无（根标签，包括所有其它标签） 

子标签：<CopyDir>、<CopeFile>、<Default>、<Else>、<Error>、<If>、<IfDef>、<IfNotDef>、
<Log>、<Namespace>、<Resource>、<Role>、<SystemSetting>、<User>、<Var>  

无属性 

 <Manifest> 
<Namespace ... > 

<Configuration> 
<Database .../> 
<Database .../> 

</Configuration> 
</Namespace> 

   </Manifest> 
 

<Namespace> 

母标签：<Manifest>  

子 标 签 ：<Compile>、<Configuration>、<CopyClass>、 <CSPApplication>、<Else>、<If>、
<IfDef>、<IfNotDef>、<Import>、<Invoke>、<LoadPage>、<Production>  

定义一个命名空间。 

• Name——命名空间的名称 

• Create——创建一个新命名空间（是/否/覆盖）？［yes］ 

• Code——代码数据库 

• Data——数据数据库 

• ensemble——命名空间是否启用 Ensemble/Interoperability？［0］ 
 

（其它属性适用于 Interoperability Web 应用） 

<Namespace Name="${NAMESPACE}" 
Create="yes" 
Code="${NAMESPACE}" 
Data="${NAMESPACE}"> 

<Configuration> 
<Database Name="${NAMESPACE}" . . . /> 

</Configuration> 
</Namespace> 

 

<Production> 

母标签：<Namespace>  

子标签：<Credential>、<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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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 Production。 

• Name——Production 名称 

• AutoStart——自动启动 Production？［0］ 

<Production Name="${NAMESPACE}" 
AutoStart="1" /> 

 

<Resource> 

母标签：<Manifest>  

定义一个资源。 

• Name——资源名称 

• Description——资源描述 

• Permission——公共许可 

<Resource 
Name="%accounting_user" 
Description="Accounting" 
Permission="RW"/> 

 

<Role> 

母标签：<Manifest>  

定义一个角色。 

• Name——角色名称 

• Description——角色描述（不可包含逗号） 

• Resources——角色的权限（资源－权限对） 

• RolesGranted——已命名角色授权的角色 

<Role 
Name="%DB_USER" 
Description="Database user" 
Resources="MyResource:RW,MyResource1:RWU" 
RolesGranted= /> 

 

<RoutineMapping> 

母标签：<Configuration>  

定义一个 Routine 映射 

• Routines——Routine 名称 

• Type——Routine 类型（MAC, INT, INC, OBJ, ALL） 

• From——Routine 的源数据库 

<RoutineMapping Name="MyRoutine" 
Type="ALL" From="${NAMESPACE}" /> 

 

<Setting> 

母标签：<Production>  

通过调用 Ens.Production.ApplySettings( )方法配置 Production 中的一个项目。 

• Item——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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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设置类型（项目，主机，适配器） 

• Setting——设置名称 

• Value——要进行设置配置的数值 

<Production Name="Demo.ComplexMap.SemesterProduction"> 
<Setting Item="Semester_Data_FileService" 

Target="Item" 
Setting="PoolSize" 
Value="1"/> 

<Setting Item="Semester_Data_FileService" 
Target="Host" 
Setting="ComplexMap" 
Value="Demo.ComplexMap.Semester.SemesterData"/> 

<Setting Item="Semester_Data_FileService" 
Target="Adapter" 
Setting="FilePath" 
Value="C:\Practice\in\"/> 

</Production> 
 

<SystemSetting> 

母标签：<Manifest>  

设置执行 Modify 方法的 Config 类的某个属性的数值。 

• Name——Config 类的类属性 

• Value——指定给该属性的数值 
 

<User>  

母标签：<Manifest>  

定义一个用户，如果包括 PasswordVar，必须在指定的变量名中提供用户的密码。 

• Username——用户名称 

• PasswordVar——包括用户密码的变量名称（参见下面的<Var>） 

• Roles——指定给用户的角色列表 

• Fullname——用户的全名 

• Namespace——用户的启动命名空间 

• Routine——用户的启动 routine 

• ExpirationDate——失效日期 

• ChangePassword——要求用户在下次登陆时更改密码？ 

• Enabled——是否启用该用户？ 

• Comment——可选注释 

<User 
Username="Clerk1" 
PasswordVar="clerk1pw" 
Roles="Dataentry" 
Fullname="Data Entry Clerk" 
Namespace= 
Routine= 
ExpirationDate= 
ChangePassword= 
Enabled=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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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母标签：<Manifest>  

定义和设置清单内可使用的变量 

• Name——变量名 

• Value——变量值 

<Var Name="Namespace" Value="MUSIC"/> 
<Var Name="GlobalDatabase" Value="${Namespace}G"/> 
<Var Name="RoutineDatabase" Value="${Namespace}R"/> 
<Var Name="AppDir" Value="C:\MyApp\${CFGNAME}"/> 
<Var Name="GlobalDatabaseDir" Value="${AppDir}\${GlobalDatabase}"/> 
<Var Name="RoutineDatabaseDir" Value="${AppDir}\${RoutineDatabase}"/> 
<Var Name="Resource" Value="%DB_${Namespace}"/> 
<Var Name="Role" Value="${Namespace}"/> 
<Var Name="CSPResource" Value="CSP_${Namespace}"/> 

A.3 使用清单 
您可以手动运行清单，或作为安装的一部分运行。 

A.3.1 手动运行 

在％SYS 命名空间中，在终端中输入下述命令： 

%SYS>do ##class(MyPackage.MyInstaller).setup() 

您可以把变量数组通过引用传递给 setup( )方法。每个数组下标都被用作变量名称，而节点则为变量数值。例如： 

%SYS>set vars("SourceDir")="c:\myinstaller" 
%SYS>set vars("Updated")="Yes" 
%SYS>do ##class(MyPackage.MyInstaller).setup(.vars,3) 

本例中的第 2 个实参（3）为日志等级。 

A.3.2 在安装期间运行 

把清单类以 DefaultInstallerClass.xml 的名称导出到待运行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程序（ .msi、
setup_irisdb.exe 或 irisinsall）的同一目录内。 

备注：请确认运行安装的用户对于清单日志文件目录有写入权限。如果日志文件无法写入，安装将不会继续。 

请注意，如果您使用导出技术，您不可以直接把参数传递给 setup( )方法。下面的小节将描述如何在 Windows 或
UNIX®、Linux 和 macOS 系统上传递参数。 

A.3.2.1 在 Windows 上传递参数  

您可以修改.msi 安装包把变量名称/数值对传递给 setup( )方法。 

您还可以使用安装器的命令行参数，来传递已经导出的清单类、变量 

日志文件名称以及日志等级的位置，如以下例子所示： 

setup.exe INSTALLERMANIFEST="c:\MyStuff\MyInstaller.xml" 
INSTALLERMANIFESTPARAMS="SourceDir=c:\mysourcedir,Updated=Yes" 
INSTALLERMANIFESTLOGFILE="installer_log" INSTALLERMANIFESTLOGLEV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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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使用 INSTALLERMANIFESTPARAMS 参数传递的变量名称只能包括字母和数字字符（A-Z，a-z，0-

9）以及下划线，但首字符不可为下划线。 

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书中“在微软 Window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的“命令行参考”小节。 

A.3.2.2 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传递实参  

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在运行 irisinstall 或 irisinstall_silent 前，您可以设置环境变量来定义已导出
的清单类、变量、日志文件名称和日志等级的位置，如下面示例所示： 

ISC_INSTALLER_MANIFEST="/MyStuff/MyInstaller.xml" 
ISC_INSTALLER_PARAMETERS="SourceDir=/mysourcedir,Updated=Yes" 
ISC_INSTALLER_LOGFILE="installer_log"  
ISC_INSTALLER_LOGLEVEL="2" 
./irisinstall 
 

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书“在 UNIX®、Linux 和 macOS 上安装 InterSystems IRIS”一章的“命令行参考”小节。 
 

A.4 安装清单示例 
本节包括安装清单的一些示例： 

 空白模板   

 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在升级后编译   

A.4.1 空白模板 

下面是一个基本的清单模板 

Include %occInclude 

/// Simple example of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Manifest) 
Class MyInstallerPackage.SimpleManifest 
{ 

XData SimpleManifest [ XMLNamespace = INSTALLER ] 
{ 
<Manifest> 
   <Log Level="3" Text="Start manifest" /> 
   <Namespace Name=""> 
      <Import File="" /> 
      <Invoke Class="" Method="" CheckStatus="" Return=""> 
         <Arg Value=""/> 
      </Invoke> 
   </Namespace> 
  <CopyFile Src="" Target="" IgnoreErrors=""/> 
   <CopyDir Src="" Target="" IgnoreErrors=""/> 
   <Log Level="3" Text="End manifest" /> 
</Manifest> 
} 

/// This is a method generator whose code is generated by XGL. 
ClassMethod setup(ByRef pVars, pLogLevel As %Integer = 3, 
   pInstaller As %Installer.Installer, 
   pLogger As %Installer.AbstractLogger) 
   As %Status [ CodeMode = objectgenerator, Internal ] 
{ 
    #; Let our XGL docume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method. 

Quit ##class(%Installer.Manifest).%Generate(%compiledclass, %code, "SimpleManife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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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本例中的清单将创建一个命名空间（MyNamespace）和三个数据库。MyDataDB 和 MyRoutines 数据库分别是
默认的 global 和 routine 数据库，而 MyMappingDB 数据库是另一个 globals 数据库。<GlobalMapping>标签
下创建了从 MyNamespace 中的 t* global 至 MyMappingDB 之间的映射，并覆盖了默认映射。 

Include %occInclude 

/// Simple example of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Manifest) 
Class MyInstallerPackage.SimpleManifest 
{ 

XData SimpleManifest [ XMLNamespace = INSTALLER ] 
{ 
<Manifest> 
    <Namespace Name="MyNamespace" Create="yes" 
        Code="MyRoutinesDB" Data="MyDataDB"> 
      <Configuration> 
        <Database Name="MyRoutinesDB" Create="yes" 
            Dir="C:\MyInstallerDir\MyRoutinesDB"/> 
        <Database Name="MyDataDB" Create="yes" 
            Dir="C:\MyInstallerDir\MyDataDB"/> 
        <Database Name="MyMappingDB" Create="yes" 
            Dir="C:\MyInstallerDir\MyMappingDB"/> 
        <GlobalMapping Global="t*" From="MyMappingDB"/> 
      </Configuration> 
    </Namespace> 
</Manifest> 
} 

/// This is a method generator whose code is generated by XGL. 
ClassMethod setup(ByRef pVars, pLogLevel As %Integer = 3, 
   pInstaller As %Installer.Installer, 
   pLogger As %Installer.AbstractLogger) 
   As %Status [ CodeMode = objectgenerator, Internal ] 
{ 
    #; Let our XGL docume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method. 
    Quit ##class(%Installer.Manifest).%Generate(%compiledclass, 
    %code, "SimpleManifest") 
} 
} 

A.4.3 升级后编译 

本例中的清单重新编译了名为 APPTEST 的命名空间内的代码，用于在升级完成后运行。它会执行以下任务： 

1. 向清单日志写入一则消息，说明清单安装过程开始。 

2. 把当前的命名空间设置为 APPTEST，包括需要在升级后重新编译的代码。 

3. 调用％SYSTEM.OBJ.CompileAll( )方法来编译该命名空间内的类。 

4. 调用％Routine.CompileAll( )方法来编译该命名空间内的自定义 routines。 

5. 向清单日志写入一则消息，说明清单安装过程结束。 

Include %occInclude 

/// Simple example of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Manifest) 
Class MyInstallerPackage.SimpleManifest 
{ 

XData SimpleManifest [ XMLNamespace = INSTALLER ] 
{ 
<Mani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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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Level="3" Text="The Installer Manifest is running."/> 
    <Namespace Name="APPTEST"> 
        <Invoke Class="%SYSTEM.OBJ" Method="CompileAll" CheckStatus="1"> 
            <Arg Value="u"/> 
        </Invoke> 
        <Invoke Class="%Routine" Method="CompileAll" CheckStatus="1"/> 
        </Namespace> 
    <Log Level="3" Text="The Installer Manifest has completed."/> 
</Manifest> 
} 

/// This is a method generator whose code is generated by XGL. 
ClassMethod setup(ByRef pVars, pLogLevel As %Integer = 3, 
   pInstaller As %Installer.Installer, 
   pLogger As %Installer.AbstractLogger) 
   As %Status [ CodeMode = objectgenerator, Internal ] 
{ 
   #; Let our XGL docume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method. 
   Quit ##class(%Installer.Manifest).%Generate(%compiledclass, %code, "SimpleManifest") 
} 
} 
 
 



 

 

 

 

  



 

安装指南                                                                                                  97 

附录 B  

向 InterSystems IRIS 发行版本中  

添加 UNIX®安装包  
本附录将描述如何把一个新的 UNIX®安装包添加到已有的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发行版本中。我们将以教
程的形式来呈现，创建一个简单的包，把额外的文件拷贝至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目录中。 

备注：由于安装包是通过 UNIX®的 shell 脚本来实现，您还可以写入执行更复杂操作的包。 

B.1 教程 
假定我们已经写入了一个 InterSystems Callout 共享库（请参阅“使用 Callout 网关”中“创建 InterSystems 

IRIS Callout 库”一章）来连接一个叫作 Foo9000 的图像设备。我们把这个库编译为 libfoo9000.so 并想把它
和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在一起。此外，我们还想让安装程序提示用户输入我们这个库要连接的设备的网络服务
器名称（Foo9000）。这一信息存储在 InterSystems IRIS 实例 install-dir\mgr 目录下的一个配置文件中。 

我们从现有 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工具包开始： 

~/kit:>ls 
irisinstall   cplatname docs  lgpl.txt NOTICE 
copyright.pdf dist   kitlist LICENSE package 

还有我们已编译的库（libfoo9000.so）： 

~/lib:>ls 
libfoo9000.so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安装工具包的位置来存储我们的库，之后把库拷贝到该位置。按照惯例，平台特定的库将
放置在 dist/package/platform 目录下（例如，~/kit/dist/foo9000/Inxsusex64）： 

~/kit:>cd dist 
~/kit/dist:>mkdir foo9000 
~/kit/dist:>cd foo9000 
~/kit/dist/foo9000:>mkdir lnxsusex64 
~/kit/dist/foo9000:>cd lnxsusex64 
~/kit/dist/foo9000/lnxsusex64:>cp ~/lib/libfoo9000.so . 



向 InterSystems IRIS 发行版本中添加 UNIX®安装包 

98                                                                                                   安装指南 

 

下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安装包目录，并把 manifest.isc 文件（描述了该安装包）添加到目录中。在最简单的形式
下，manifest.isc 文件仅包括安装包的名称，它必须与安装包目录的名称相同（foo9000）。 

~/kit/package:>mkdir foo9000 
~/kit/package:>cd foo9000 
~/kit/package/foo9000:>emacs manifest.isc 
package: foo9000 

如果没有内容，这个包将什么也不做，但在本教程中，我们期望进行以下动作： 

1. 提示用户输入容纳 Foo9000 的服务器名称。 

2. 把信息保存在 install-dir\mgr 目录下的一个配置文件中。 

3. 把库拷贝进入实例二进制文件夹中。 
 

该包安装器将分阶段执行动作，最重要的是： 

 “parameters”阶段 

 “install”阶段 

备注：对于每个阶段，包中可能含有与阶段名称相同的 Bourne shell 脚本。包安装器会在该阶段的适当时间运行
每个包的脚本。如果您的包脚本成功完成了特定状态，它会通过最终命令显式或隐式地返回错误代码
“0”；否则它会返回非零错误代码。 

“parameters”阶段通常通过提示用户输入的方法收集包安装所必要的信息，而不应该对系统进行任何永久性变
更。用户通常在“parameters”阶段之后有机会取消安装；如果这时取消，安装不应对其系统有任何影响。 

“install”阶段会修改系统。在 install 阶段，不应提示用户输入任何信息，因为安装可能无人值守的或自动进行。 

一些包并不需要从用户那里获得信息，因此，不需要“parameters”脚本。如果包内不包含某个特定阶段的脚本，
那么包在这个阶段就不会执行任何行动。 

这里，我们首先尝试 foo9000 包的“parameters”脚本。 

~/kit/package/foo9000:>emacs parameters 
#!/bin/sh 
echo "Please enter host name of the Foo9000 imaging server: " 
read host 
echo "Host $host entered." 

如果我们按以下方式运行该脚本，我们会看到它确认提示用户输入主机名称，并将记录在 host 变量中： 

~/kit/package/foo9000:>sh parameters 
Please enter host name of the Foo9000 imaging server: 
cupertino 
Host cupertino entered. 

然而，我们获取成功后会对 host 值做什么呢？当脚本完成运行后，这个值将丢失，在我们需要在“安装”阶段把
它写入配置文件时无法获得它。 

备注：请记住，我们现在并不想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因为“parameters”阶段应对用户的系统毫无影响。 

包安装器提供了很便携的函数对，即“导入”和“导出”，能让多个阶段和多个包共享信息。通过普通的 shell 脚本
机制，把这些参数纳入 parameters.include 文件中，我们可以使用上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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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sh 
. parameters.include 
echo "Please enter host name of the Foo9000 imaging server: " 
read host 
echo "Host $host entered." 
Export foo9000.host $host 

导出函数使用待导出的 parameter 变量的名称及其数值，通常是从脚本本地的变量获得。导入函数的工作方式与
之相反：第一个参数是您想要导入的之前导出值的本地变量，而第二个参数是它导出的 parameter 变量的名称。 

备注：按照惯例，parameter 变量的名称为 packagage name.local variable name（包名称.本地变量名称）
（例如，foo9000.host） 

由于我们的“parameters”脚本现在收集到完成安装所需要的所有 Foo9000 信息，我们可以转而写出“install”
脚本： 

~/kit/package/foo9000:>emacs parameters 
#!/bin/sh 
. parameters.include 
Import host foo9000.host 
echo host=$host > ????/mgr/foo9000.cfg 
cp ????/dist/foo9000/????/libfoo9000.so ????/bin 

这里还需要我们提供一些细节（上面脚本中的???）： 

 要创建安装的实例目录是什么？ 

 我们要从中安装的安装工具包在哪里？ 

 要安装在哪个平台上？ 

尽管我们可以在“parameters”脚本中包含上述问题，但这可能会使用户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在安装的早期已经输
入过这一信息。相反，我们从能够提供我们所需信息的其它包中导入 parameter 变量。能这样做是因为使用
irisinstall、irisinstall_client 或 irisinstall_silent 脚本的每一次成功安装中都会在安装目录中创建 parameters.isc

文件，而该文件包括这些变量及其数值。parameters.isc 中的变量在本附录末尾的“InterSystems IRIS 安装
parameter 文件变量”中列出。 

备注：出于安全原因，parameters.isc 文件只可由 root 用户访问。 

为了从特定包中使用 parameter 变量，我们必须告诉包安装器我们的包（foo9000）依赖于其它包，因此我们包
在每个阶段都要晚于其他包处理。要实现这点，我们在我们包的 manifest.isc 文件中加入了“prerequisite”值： 

~/kit/package/foo9000:>emacs manifest.isc 
package: foo9000 
prerequisite: server_location 
prerequisite: legacy_dist 
prerequisite: platform_selection 

如今，我们就能够从这些包中导入 parameter 变量，并使用它们来完成我们的安装脚本： 

~/kit/package/foo9000:>emacs install 
#!/bin/sh 
. parameters.include 
Import host foo9000.host 
Import tgtdir "server_location.target_dir" 
Import srcdir "legacy_dist.source_dir" 
Import platform_family "platform_selection.platform_family" 
echo host=$host > $tgtdir/mgr/foo9000.cfg 
cp $srcdir/dist/foo9000/$platform_family/libfoo9000.so $tgtdir/bin 

我们的包（foo9000）接近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是把我们的包添加到适当已有包的 prerequisite 列表中。之后，
要完成该包的安装，包安装器会处理我们的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每次 InterSystems IRIS 服务器安装的时
候来安装和配置我们的库，因此我们把新包加入到 manifest.isc 文件中的“database_server”包的 prerequisite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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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package/database_server:>emacs manifest.isc 
package: database_server 
prerequisite: legacy_dist 
prerequisite: platform_selection 
prerequisite: server 
prerequisite: server_location 
prerequisite: upgrade 
prerequisite: available_disk_space 
prerequisite: posix_tools 
... 
prerequisite: isql 
prerequisite: zlib 
prerequisite: udp 
prerequisite: bi 
prerequisite: foo9000 

正如您能看到的，创建一个服务器安装需要许多包，但现在，当我们运行 irisinstall 时，我们的包（foo9000）就
会被配置和安装： 

~/kit:>sudo ./irisinstall 
Your system type is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x64)'. 
Currently defined instances: 
IRIS instance 'TRWTURBO' 
directory: /home/woodfin/TRWTURBO 
versionid: 2018.1.0.508.0 
conf file: iris.cpf (SuperServer port = 51773, WebServer = 57785) 
status:  crashed, last used Sat Sep 22 08:37:32 2018 
Enter instance name: TRWPACK1 
Do you want to create IRIS instance 'TRWPACK1' ? Y 
... 
Please enter host name of the Foo9000 imaging server: 
cupertino 
Host cupertino entered. 
... 
Do you want to proceed with the installation ? Y 
... 
Instal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TRWPACK1/bin:>ls libfoo* 
libfoo9000.so 
~/TRWPACK1/mgr:>cat foo9000.cfg 
host=cupertino 

B.2 parameters.isc 文件的内容 
下表列出了在 parameters.isc 文件中的变量，包括其变量描述和示例值或有效值。 

表 II-1：InterSystems IRIS 安装参数文件变量 

变量名称 
描述 

（有效值）或示例 

dist.source_dir 安装媒介的源目录 

/iriskit 

legacy_dist.source_dir 出于遗留目的，安装媒介的源目录 

/iriskit 

product_info.version InterSystems 产品版本号 

2018.1.0.100.0 

 

 



parameters.isc 文件的内容 

安装指南                                                                                                  101 

 

变量名称 
描述 

（有效值）或示例 

product_info.name InterSystems 产品名称 

InterSystems IRIS 

platform_selection.platform 安装平台的 InterSystems 简称 

lnxrhx64 

platform_seletcion.platform_family 安装平台系列的 InterSystems 简称 

lnxrhx64 

platform_selection.endianness 平台的尾数法字节排序（endian byte order） 

（big/little）（大/小） 

platform_selection.os 平台操作系统；uname 命令的值 

Linux 

posix_tools.user_add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兼容用户添加工具 

/usr/sbin/useradd 

posix_tools.group_add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兼容组添加工具 

/usr/sbin/groupadd 

posix_tools.grep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兼容 grep 实用程序 

grep 

posix_tools.id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兼容 id 实用程序 

id 

posix_tools.ps_opt 处理列表的扩展完整选项 

－ef 

posix_tools.gzip Gnu 兼容 zip 实用程序 

gzip 

posix_tools.shared_ext 共享库文件的扩展名 

so 

posix_tools.symbolic_copy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兼容的符号拷贝命令 

cp -Rfp 

posix_tools.tr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兼容的字符转换实用程序 

tr 

posix_tools.shared_ext1 共享库文件的替代扩展名 

so 

posix_tools.permission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兼容的适用于选定文件的许可权限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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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描述 

（有效值）或示例 

posix_tools.dir_permission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兼容的适用于选定目录的许可权限 

775 

server_location.target_dir 服务器安装的目标目录 

/test/IRIS 

server_location.is_server_install 说明是否为服务器安装 

（N/Y）（否/是） 

server_location.is_nonroot_install 说明是否为非 root 安装 

（N/Y）（否/是） 

server_location.instance_name 实例名称 

IRIS 

server_location.is_new_directory 说明是否为新安装 

（N＝升级/Y=新） 

server_location.is_new_directory 说明是否要创建一个新目录 

（N/Y）（否/是） 

server_location.registry_dir InterSystems IRIS 注册表目录的位置（必须在本地文件系统上） 

/usr/local/etc/irissys 

server_location.iris 安装过程中 iris 所位于的目录 

/iriskit/dist/lnxrhx64/bin/shared/iris 

server_location.is_dr_mirror 此实例是否是一个 DR 镜像成员 

(N/Y) 

postinstall* 指定在参数文件阶段之后要运行的包 

upgrade 

install_mode.setup_type 安装类型 

（development/Server/Custom)（开发/服务器/自定义） 

unicode_selection.binary_type 安装的二进制类型 

（unicode/eightbit） 

unicode_selection.install_unicode 说明是否安装产品的 Unicode 版本 

（N/Y）（否/是） 

security_setting.iris_user InterSystems IRIS superserver 的有效用户 

iris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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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描述 

（有效值）或示例 

security_setting.iris_group InterSystems IRIS 的有效用户组 

irisusr 

security_setting.manager_user 实例的 owner 

root 

security_setting.manager_group 允许启动和中止实例的用户组 

develop 

security_setting.dbencrypted 在启动时是否启用加密密钥 

（0/1） 

security_setting.dbenckeyfile 加密密钥的路径 

该参数可能为空。 

security_setting.dbenckeyuser 激活密钥的管理员名称 

该参数可能为空。 

security_setting.personal_database 说明是否使用个人数据库（Personal Database）特性 

（N/Y）（否/是） 

security_setting.initial_level 初始安全设置 

（Minimal/Normal/Locked Down)（最小/正常/锁定） 

security_setting.already_secured 如果这是一次 5.1 版本之前的实例的升级，说明安全设置的需求。 

（N/Y）（否/是） 

security_setting.password 如果从 irisinstall 脚本运行，在存储参数文件之前清空密码域。 

installer.manifest DefaultInstallerClass.xml 文件（导出的%Installer 类）的位置；
例如： 

/home/user/Downloads/DefaultInstallerClass.xml 

installer.manifest_parameters 安装器清单参数的位置 

SourceDir=/home/user/Downloads  

installer.manifest_loglevel 指定清单的日志等级。 

（0/1/2/3） 

installer.manifest_logfile 指定日志文件名称 

/manifests/IRIS-installManifestLog.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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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描述 

（有效值）或示例 

port_selection.superserver_port 超级服务器端口号 

51773 

port_selection.webserver_port Web 服务器端口号 

52773 

port_selection.jdbcgateway_port Java 数据库连接（jdbc）网关端口号 

62972 

csp_gateway.configure 说明是否要为外部 Web 服务器配置 Web 网关。 

（N/Y）（否/是） 

csp_gateway.web_server_type 要使用 Web 网关连接的已有 Web 服务器的类型 

（Apache/SunOne/None） 

csp_gateway.apache_version Apache Web 服务器的版本 

csp_gateway.apache_user Apache Web 服务器的用户名 

csp_gateway.apache_conf_file Apache Web 服务器配置文件的位置 

/etc/httpd/conf/httpd.conf 

csp_gateway.apache_pid_file 记录 Apache Web 服务器守护进程 id 的文件 

/usr/local/apache/logs/httpd.pid 

csp_gateway.apache_use32bit 说明 Apache Web 服务器是否命名用 32 位架构 

（Y/N）（是/否） 

csp_gateway.sunone_server Web 网关要使用的 Sun One 服务器的位置 

/usr/netscape/server4/httpd-production 

csp_gateway.directory 包括 Web 网关文件的目录 

license_key.enter_key 说明在安装过程中是否要安装密钥 

（N/Y）（否/是） 

license_key.license_file 如果 enter_key 的值为 Y，密钥文件信息的位置 

agent.user_account ISCAgent 的用户名 

iscagnet 

agent.user_group ISCAgent 的用户组名称 

iscagnet 

agent.install 说明是否要安装 ISCAgent 

（N/Y）（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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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描述 

（有效值）或示例 

client_location.target_dir 仅客户端安装的目标目录 

test/IRIS 

client_location.is_client_install 说明是否为仅客户端安装 

（N/Y）（否/是） 

install* database_server 

postinstall* database_server 

japanese_docs.install 说明是否要安装日文文档源 

（N/Y）（否/是） 

install* 要安装的组件名称 

*install 变量在参数文件中会多次出现，对应每个要安装的组件都会出现一次。自定义或仅客户端安装会有条件地
生成以下若干或所有变量： 

 dev_kit 

 odbc 

 cpp_binding 

 cpp_sdk 

 engine_link_libraries 

 light_cpp_binding 

 addenda 

 install_confirmation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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