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llShield，所有功能
依版本比較
InstallShield 功能*
建立進階安裝
建立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裝

旗艦版

專業版

建立 Windows Installer 主要及次要升級
建立 Windows Installer Patch (MSP)

精簡版

有限

建立並編輯 Windows Installer 轉換檔 (MST)
支援健全轉換檔專案

由 MSI 專案建立 Windows Server 應用程式套件 (WSA)
將多個 UWP 應用程式套件結合為一
建立 InstallScript (Setup.exe) 安裝

使用套件安裝建立進階啟動載入程式
為套件安裝作者提供強化的控制功能
串流安裝，下載所需的安裝元件

從相同的建置程序建立傳統安裝及 Microsoft App-V 套件
多重執行個體產品安裝
升級多重執行個體安裝

每次執行安裝時，檢查是否有最新版本的安裝程式
進階 UI 編輯器

Windows Installer 對話編輯器

Windows Installer 式專案終端使用者對話方塊主題
自訂 Windows 10 動態磚

有限

基本

專業版

精簡版

自訂品牌的看板支援

支援 InstallScript 上的 HTML 控制項
由 Web 單鍵安裝

DLL、EXE、VBScript 及 JScript 自訂動作

使用 C# 和 InstallScript Actions 延伸 Suite/Advanced UI 專案
PowerShell 自訂動作
受控代碼自訂動作

運用最佳實務開發

開放原始碼偵測與風險評估*
MSI 表格關係對應

確保應用程式虛擬化格式相容性
Windows 圖誌驗證測試

InstallShield 最佳實務驗證測試

建立 ISO/IEC 19770-2 軟體識別標記

旗艦版

InstallShield，所有功能
依版本比較 InstallShield 功能
運用最佳實務開發 (續)

包括適用於企業部署的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2012 Configuration Manager 應用程式模
型中繼資料
®

旗艦版

專業版

精簡版

旗艦版

專業版

精簡版

旗艦版

專業版

精簡版

旗艦版

專業版

精簡版

支援最新的 Microsoft® 憑證要需求，包括 SHA-256
設計 DPI 感知能力安裝

全球開發與部署

多語言支援 – 35 種語言

多數 InstallShield 檢視中均支援 Unicode

支援最新平台

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10、Microsoft® Windows® 8.1 以及 Windows Server® 2016
建立純 64 位元安裝 (Windows Installer)

安裝 64 位元應用程式 (Windows Installer)
安裝 64 位元應用程式 (InstallScript)
側載 Windows Store 應用程式

使用 DIFx 2.1.1 安裝 Windows 裝置驅動程式

支援 .NET Framework 4.5 (32 位元和 64 位元)

建立 Web 和多層應用程式安裝
多層安裝範本

使用 Microsoft Web Deploy，將 Web 應用程式安裝至 Microsoftt® Azure™ 及 Microsoft® IIS
適用於伺服器組態的 PowerShell 套件動作
在安裝過程中啟用 Windows 角色與功能
將資料庫部署至 Microsoft SQL Server

將資料庫部署至 Microsoft Azure SQL 資料庫
將資料庫部署至 Oracle

將資料庫部署至 MySQL
資料庫匯入精靈

將網站部署至具有 SSL 憑證的 IIS 8
IIS 網路服務支援

適用於 Web 應用程式的 IIS 工具
XML 檔案更新

設定 Windows 使用者和群組

有限
有限

有限

InstallShield，所有功能
依版本比較 InstallShield 功能
節省時間並提高開發效率

進階 UI 和 Suite/Advanced UI 專案的自動化介面

旗艦版

專業版

精簡版

從 InstallShield IDE 佈建虛擬機器以測試安裝
監控 COM 擷取 (32 位元和 64 位元)

免註冊的 COM 註冊 (應用程式資訊清單)
COM+ 支援

Windows Installer 安裝的可轉散發先決條件文件庫
InstallScript 安裝的可轉散發先決條件文件庫
將先決條件與功能相關聯
先決條件編輯器

升級來自較舊 InstallShield 版本的安裝專案檔案

網路存放庫可用來與團隊成員分享對話、指令碼與範本
本地存放庫可用來跨專案分享對話、指令碼與範本
建置時自動化事件

可重複使用的專案範本

靜態與動態檔案依存性掃描器

LZX 壓縮選項 (Windows Installer 專案)
在工作列顯示安裝進度
簡易編輯安裝字串

指定自訂圖示與版本資源屬性
支援重新啟動管理員

部分

虛擬機器偵測

在安裝時輕鬆編輯 XML 檔案

在安裝時輕鬆編輯目標機器上的文字檔案
輕鬆建立系統搜尋

透過與 MSI RemoveFiles 動作互動，在安裝程序中將檔案標記為要刪除
設定 Windows 權限

在安裝前強制閱讀終端使用者授權合約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EULA)
在安裝應用程式時列印用戶授權合約
由 InstallScript 叫用 .NET 組件
命令行產生器

有限

InstallShield，所有功能
依版本比較 InstallShield 功能
節省時間並提高開發效率 (續)
完整專案除錯

旗艦版

專業版

5 授權

1 授權

精簡版

檔案依存性掃描
MSI 記錄分析器

原始碼控制整合

將 InstallShield 專案儲存為 XML
MSI 差異檢查

詳細的組件報告

Microsoft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整合
Microsoft Build Engine (MSBuild) 支援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7 整合

InstallShield 獨立組建

如需功能的詳細摘要，請參閱版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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