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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要 

1.1 概要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标准版/数据中心版（x64）或以上版本 

         数据库   : Sql Server 2012 标准版/企业版（x64）或以上版本 

     CPU 核心 : 推荐 16 核心 

     内存容量 : 不低于 16GB 

     磁盘容量 : 大于 5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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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基本环境 

2.1 添加 IIS 角色及.Net Framework 4.5  

 
⚫ 服务器角色中点击 Web 服务器（IIS）弹出功能窗口，点击添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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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功能，多出角色服务，点击角色服务，角色服务中所有功能都要勾选（注：所有的

下拉框子选项都要勾选） 

 

⚫ .net framework 3.5 和.net framework 4.5（.net4.5 是默认已经安装好的）直接勾选安装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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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库安装 

    默认安装数据库即可。（注：数据库服务设置为自启动） 

 在安装数据库的时候要选择混合登录模式，防止后期安装专家云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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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安装部署步骤 

注：在复制专家云文档时，要放在默认路径 D 盘，如若不在，请看 3.2 修改 

注：在部署时，看看数据库有没有端口或者是不是命名实例（如果有其一，修改以下三个文档） 

ZhuanCloud.Collector.Service.exe.config 

 

ZhuanCloud.IntelligentOperation.Service.exe.config 

 

Web.config 

 

3.1 将 ZhuanCloud_V3 文件夹复制到安装目录(默认 D 盘) 

注：文件夹（ZhuanCloud_V3.0.15）改成（ZhuanCloud_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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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Cloud_V3 各目录说明 

⚫ CollectService：收集服务安装目录 

⚫ DataBase：专家云数据库 

⚫ IntelligentOperationService：智能运维服务 

⚫ SqlScripts：数据库创建脚本 

⚫ Website：专家云网站 

3.2 执行数据库脚本 

在执行脚本 01.ZhuanCloud.V3 时，如若不是默认路径 D 盘，请更改 

file:///C:/Users/lan_h/Documents/WeChat%20Files/Q809999/Files/www.grqsh.com


让数据库使用和管理变得简单 

北京格瑞趋势科技有限公司：www.grqsh.com      热线电话：4000-345-010 

 9 / 18 

 

依次执行安装包文件夹 SqlScripts 中的部署脚本（双击打开直接到数据库中，执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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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装收集服务(CollectService 目录) 

在 D:\ZhuanCloud_V3\CollectService 目录下，安装收集服务 InstallCollectService.bat，双击安装即

可。 

 

3.4 安装智能运维服务(IntelligentOperationService 目录) 

在D:\ZhuanCloud_V3\IntelligentOperationService目录下，双击安装智能运维服务_Install.bat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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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再次检查所有服务 

所有服务安装完成再检查一下各服务是否齐全，启动类型为自动 

 

3.6 部署 ZhuanCloud_V3 网站 

开始菜单->管理工具->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 

注：IIS 中都有一个默认的 80 端口网站，在添加专家云网站之前（修改端口或者禁用） 

1：修改原网站，让专家云使用默认 80 端口 

点击网站，右键选择〈编辑绑定〉 

 

选中端口，点击编辑，更改端口，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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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检查应用程序池 

如果程序池中没有 ASP.NET，请查看 IIS 功能安装是否完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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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建网站：ZhuanCloud_V3，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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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打开服务检查 ASP.NET State Service 服务，并设置为自启

动，启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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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登录网站配置收集 

⚫ 本地浏览器，输入 127.0.0.1（例如本地是 192.168.1.100），登录账号：zhuancloud@grqsh.com

密码：grqsh.123 

⚫ 其他机器打开浏览器，输入 SQL 专家云一体机的 IP 地址（192.168.1.100），直接进行访问。 

 

4.1 SQL 专家云添加 DB 实例 

本例： 

专家云智能管理平台：    IP：192.168.1.100    计算机名：SERVER 

DB 服务器：             IP：192.168.1.200    计算机名：DB1 

⚫ 点击实例，实例配置，点击添加，如下图 

 

⚫ 输入相对应的内容，点击连接测试>成功-点击右下角保存，监控实例配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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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名称：自定义名称 

 服务器名称:SQL 专家云要承载的 DB 实例（输入 IP 地址或者是数据实例名称） 

 登陆名：数据库账号（要有管理员权限） 

 密码：数据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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