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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Shield 2018

建置可靠的 Windows® 安裝程式，讓您的專案在未來也不受 OSS 漏洞影響

我們在超過 5 億台電腦與
伺服器上示範可靠安裝的
標準。

多數開發人員均採用我們的
技術來建置 MSI 和 EXE 安
裝程式，以及建立 UWP 和
WSA 應用程式套件。適用於
桌上型電腦、伺服器、雲端和
虛擬環境。
快速掃描專案，瞭解程式碼
內容，找出 OSS 漏洞及依存
關係。

我們是安裝程式的語言專家，
提供 35 種語言的當地語系
化設定。
彈性授權，可根據團隊大小、
機器及據點數量進行授權。

您建立了一個使用者喜愛的優異軟體。為何要承
受安裝錯誤與客戶體驗不佳的風險呢？Flexera 的
InstallShield® 能讓您避開這些風險。InstallShield 是
建立 Windows 桌上型電腦、伺服器，以及虛擬和雲
端平台安裝程式的開發人員業界標準。

超過 100,000 個應用程式製造商採用 InstallShield
開發 EXE 和 MSI 安裝程式、建立通用 Windows 平
台應用程式套件，並使用 InstallShield 來虛擬化應用
程式。針對敏捷式或傳統開發團隊。建立獨立產品
或複雜的套件。部署至 Windows 市集或 Nano 伺
服器。

在建置階段發現開放原始碼軟體 (Open Source
Software，OSS) 風險

開放原始碼在您的元件列表中佔有很大一部份，別
擔心，我們能協助您處理。InstallShield 2018* 可快
速便利地掃描您的專案，協助您緩解 OSS 程式碼的
風險。InstallShield 是您在面對未來 OSS 資料攻擊
時的第一道防線，讓您在進行遞送前即找出 OSS 和
IP 合規性的漏洞。

「InstallShield…為我們的團隊節省了許多時間，並
讓我們的效率大幅提升。」
Mr. Chang
ETS 部門資深經理
Trend Micro
運用 InstallShield 2018，您可以快速地適應業界變
更，更快投入市場，並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客戶體驗，
並在遞送前瞭解專案中的 OSS 元件漏洞。成果？生
產力提高。額外的指令、程式碼編寫工作或重新作
業大幅減少。
這只是我們提高安裝標準的另一種方法。

InstallShield 2018 的重要功能
新功能

開放原始碼偵測與風險評估* –
旗艦版、專業版及精簡版
讓 InstallShield 成為面對潛在 OSS 漏洞的第一道防線。只要進行
一次快速、自動化的掃描，即可找出專案中的 OSS 元件。瞭解您
的授權義務，在掌握充分資訊的情況下進行是否遞送的決策。

強化功能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裝 –
旗艦版、專業版及精簡版
在 InstallShield 的直覺式圖形開發環境中，運用
SQL 資料庫進階支援、IIS 檢視強化選項 (僅限旗
艦版和專業版)、XML 編輯及更多功能，輕鬆快速
地建立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裝。

強化功能

自訂的啟動載入程式可將通用 Windows 平台應用程式套件、MSI

安裝程式等多種項目套裝成一個項目 – 旗艦版
Suite/Advanced UI 安裝將通用 Windows 平台應用程式套
件、MSI 安裝程式、EXE 設定、Web Deploy 套件
等多種項目套裝成一個安裝程式，讓客戶能輕鬆
地進行安裝。強化功能讓套件安裝作者有更多的
控制。安裝程式可與其依存、伺服器組態工作任
務、PowerShell 指令碼，以及所有複雜安裝所需要
的元件成綑套裝。

關鍵產品功能

開放原始碼偵測與風險評估*

讓 InstallShield 成為面對潛在 OSS 漏洞的第一道防線。只要進行一次快速、自動化的掃描，即可找出專
案中的 OSS 元件。瞭解您的授權義務，在掌握充分資訊的情況下進行是否遞送的決策。

由 MSI 專案建立通用 Windows 平台 (UWP) 應用程式套件

從您現有的 InstallShield 專案建置通用 Windows 平台應用程式套件，為 Windows 市集做好準備，並簡
化軟體在 Windows 10 上的安裝體驗。可建置 Windows Installer 及 UWP 應用程式套件，支援您客戶
想使用的部署情境。

由 MSI 專案建立 Windows Server 應用程式套件 (WSA)

從您現有的 InstallShield 專案建置 Windows Server 應用程式套件，為 Nano Server 和 Windows
Server 2016 部署做好準備。在您的建置程序中同時建立 Windows Server 應用程式套件及 Windows
Installer 套件，輕鬆支援客戶想使用的任何部署情境。

將多個 UWP 應用程式套件結合為一

以模組開發您的安裝，讓部署及維護更容易，然後將建置階段的元件及依存整合為適合 Windows Store
的單一 UWP 應用程式 (Appx) 套件。若要在商店外直接發行，請將您的 UWP 應用程式套件與其他依
存搭配 Suite/Advanced UI 安裝程式。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裝

在 InstallShield 的直覺式圖形開發環境中，運用 SQL 資料庫進階支援、IIS 檢視強化選項 (僅限旗艦版和
專業版)、XML 編輯及更多功能，輕鬆快速地建立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裝。

InstallScript 安裝

使用 InstallScript 設計安裝程式或 MSI 自訂動作：InstallScript 是強大又簡易使用的安裝指令碼語言，能
讓您將安裝的彈性最大化。

將 MSI 轉換為 Microsoft® App-V 5.1™

透過從同一個建置程序中建立 Microsoft App-V 5.1 套件及 Windows Installer MSI 安裝，為您的企業客
戶提供彈性的安裝選項。使用即時串流存取多個產品版本的虛擬化執行個體，加強您支援團隊快速測試
並疑難排解客戶遇到的問題的能力。
Windows 10 企業版隨附 Microsoft App-V

MSI 表格關係對應

深入瞭解 MSI 表格如何關聯，使您在編輯及疑難排解時能更為精確。快速查看變更會如何影響您的安裝程
式，減少手動編輯表格所帶來的意外結果。

自訂的啟動載入程式可將通用 Windows 平台應用程式套件、MSI 安裝程式等多種項目套裝成一個
項目 Suite/Advanced UI 安裝將通用 Windows 平台應用程式套件、MSI 安裝程式、EXE 設定、Web

Deploy 套件等多種項目套裝成一個安裝程式，讓客戶能輕鬆地進行安裝。強化功能讓套件安裝作者有
更多的控制。安裝程式可與其依存、伺服器組態工作任務、PowerShell 指令碼，以及所有複雜安裝所需
要的元件成綑套裝。

自訂 Windows 10 動態磚

讓您的 Windows Installer 和 UWP 桌上型電腦應用程式以生動的動態磚「跳出」於 Windows 10 開始
畫面，增加與用戶的互動程度。

繼續 >>

「在採用 InstallShield 以及
它的同時授權模型之後，
我們的研發團隊能將準備
軟體套件的時間降低超過
50%。同時，發佈軟體更新
的速度也加快許多。」
Mr. Chang
資深經理
ETS 部門
Trend Micro

關鍵產品功能
多語言支援

InstallShield 的開發工具有英文與日文語言版本。使用 InstallShield 的預設 35 種語言執行階段字串將安裝當地語系化，然後為
其他語言新增您自己的字串。新增條件，為每一種支援的語言提供不同的檔案、登錄項目，以及其他資源。

將 Web 應用程式安裝至 Microsoft® Azure™ 及 Microsoft IIS

支援安裝 Microsoft Web Deploy 套件的 Suite/Advanced UI 安裝讓您的客戶擁有彈性，能將 Web 應用程式部署到他們所選擇
的基礎架構，本地機器、數據中心的遠端伺服器，或是雲端上的 Microsoft Azure。

自動佈建虛擬機器為您簡化安裝測試

透過自動佈建虛擬機器，降低測試時間並免去手動步驟；只要選擇您的測試映像，InstallShield 便會自動為虛擬機器開機，然後
準備好安裝程式以供測試。
需要 VMware® vSphere、VMware Workstation，或是 Microsoft Hyper-V®。

Microsoft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整合

在 TFS 建置伺服器上編譯、建置並管理 InstallShield 專案。使用 Team Explorer，同時為 InstallShield 專案及 Visual Studio 解決
方案組建進行設定、排程及佇列組建。

Flexera︰安裝解決方案的業界領導者

逾 30 年來，Flexera 的 InstallShield 一直是 Windows 安裝不
可否認的業界全球標準，在不停的創新之下，提供世界級的安
裝解決方案，支援現代環境中傳統與非集中式敏捷開發團隊的
安裝製作、建置及套裝需求。

下一步：
如需更詳盡的功能列表，並開始免費試用，請造訪 www.
flexerasoftware.com/installshield，或立即致電 Flexera！

Flexera
(全球總部)︰
+1 800-809-5659

英國 (歐洲
及中東地區總部)︰
+44 370-871-1111
+44 870-873-6300

關於 Flexera

Flexera 重新定義購買、銷售、管理，以及保護軟體安全的方
法。我們將軟體產業視為一個供應鏈，並讓買賣軟體和技術資
產資料業務的利潤更高、更安全，而且更有效。我們的變現與
安全性解決方案能協助軟體銷售者改變商業模式、增加經常性
收入，並將開放原始碼的風險降到最低。我們的漏洞與軟體資
產管理 (Software Asset Managment，SAM) 解決方案能消除軟
體採買的浪費與不可預測性，協助企業僅購買所需的軟體與雲
端服務、管理擁有的資產，並降低合規性與安全性的風險。為
了支援這些解決方案與整個軟體供應鍊，Flexera 建立了全世
界最大、最完整的技術資產市場情報庫。本公司營運超過 30
年，擁有 1200 多位員工，並致力於為超過 80,000 名客戶創
造每年數百萬的投資報酬率。
歡迎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flexera.com

澳洲 (亞洲，
太平洋地區總部)︰
+61 3-9895-2000

Copyright © 2018 Flexera。在此提及的其他所有品牌與產品可能為其他相應所有者的商標與註冊商標。
*InstallShield 2018 包含免費的一年期 FlexNet Code Aware 訂閱。訂閱於授權啟用日期開始，並在啟用日之後，
連續的 12 個月結束時到期。

如需更多辦公室位置，請造訪︰
www.flex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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