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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务器端的准备 

(一) IIS 的安装(以 Windows server 2003 及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为例) 

A． Windows server 2003 

1. 开始—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 

 

2. 点击“添加或删除 Windows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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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应用程序服务器，点击“详细信息”。（有些版本无此选

项，可直接进行下一步骤） 

 

4. 选择“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点击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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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万维网服务”，点击详细信息 

 

6. 勾选所有项，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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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确定” 

 

8.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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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下一步” 

 

10.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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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击“浏览”，找到 IIS-v6.0\下的 CONVLOG.EX_，点击“打

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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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击“确定”，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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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点击确定 

 

14. 点击“浏览”，找到 IIS-v6.0\下的 IISBACK.VB 点击“打开”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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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点击“确定”，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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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点击“完成”，IIS 的安装就完成了 

 

17. 安装完 IIS 后，测试 IIS 是否正常 

打开浏览器，输入 http://localhost/,  能显示正常结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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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indows server 2008 R2 

1. 右键点击 “计算机”，在弹出菜单中选择“管理”选项，在

服务器管理器左侧界面点击 “角色”选项 

 

 

2. 选择“Web 服务器（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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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 ASP.NET 、.NET 扩展性、CGI、ISAPI 扩展、ISAPI 

筛选器，去掉 目录浏览（因为大多数网站用不到。） 

 

4. 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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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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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浏览器中输入 127.0.0.1，即可打开 IIS 默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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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的安装 

高格 ERP 电子看板管理系统是基于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应用架构

平台开发的，所以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为必装组件。为方便安装，我们

将此组件已经一起放在了安装包内，即“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官方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5/A/95A9616B-7A37-4AF6-BC36-

D6EA96C8DAAE/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 

具体安装步骤： 

1. 双击安装文件“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打开软件安装包，安装

包正在启动中。 

 

2. 如已安装.NET Framework 4.0 或提示此计算机上已安装相同或更高版本

的.NET Framework 4.0 则表示无需安装，跳过后续步骤即可。 

 

3. 选择“我已阅读并接受许可条款(A)”。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5/A/95A9616B-7A37-4AF6-BC36-D6EA96C8DAAE/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5/A/95A9616B-7A37-4AF6-BC36-D6EA96C8DAAE/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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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安装”，进行安装软件。 

 

5.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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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务器端的安装 

由于服务端要求能够直接访问 ERP账套数据库，因此需要部署在与账套数据

库同一个局域网内，建议直接使用账套数据库所在的服务器作为电子看板服务器。 

将服务端安装程序拷贝并解压到服务器指定目录上，使用解压后的目录建立

好 web站点，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1. 启动 Internet 信息服务管理器，鼠标右键点击左边树中的‘网站’，按

‘添加网站’。 

 

2. 在弹出的添加网站对话框中进行如下设置，设置后按【确定】就已经完

成了网站的添加。 

网站名称： 可以自定义输入，该名称显示在 IIS中，作为站点的显示名

称，必须唯一，不能以前已经加入的网站同名。 

内容目录： 指向解压后的电子看板目录。 

端口： 默认的 windows 服务端口是 80，也可以指定未使用的端口号。

如果是云服务器（有固定 ip）或机房托管服务器（有固定 ip）时，多个

网站可以使用同一个端口，通过下面的【主机名】来区别 IIS 下不同的

站点。 

主机名：针对直接有外网 ip的服务器，可以设置主机名，一般是二级域

名，域名解析时将该二级域名指向本服务器的 ip地址。主机名也可以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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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此界面上【应用程序池】的内容，一般添加网站时与网站名称一样。

下一步设置 dotnet版本需要选择应用程序池。 

 

3. 设置一码追溯网站使用的 dotnet 版本。点击 IIS 管理器左侧树的【应用

程序池】，在右边会列出 IIS 中所有的应用程序池，选择我们上一步中记

录的应用程序池，见下图，可以看到当前使用的 dotnet 版本号，如果不

是 4.0，需要改为 4.0 （双击您的应用程序池可以指定 dotnet 版本为 4.0， 

如果未安装 dot.net4.0 运行时，请先安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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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访问本站点，如果没有调整到登录页面，可以手工指定默认页为

default.html；点击 IIS 管理器左侧树上刚建立的电子看板站点， 在右侧

功能中双击‘默认文档’，可以将 default.html 加入到首位。 

 

5. 完成服务端安装，打开网页测试是否正常。 

6. 配置 Web.config 中的数据库连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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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高格 ERP 中配置当前配置的 Web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