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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1 软硬件环境准备 
应用服务器端软件与数据库软件可以安装在同一台硬件服务器上。 

 

1. 服务器配置建议如下或更强： 

 品牌：DELL 或联想、华为其他一线品牌。 

 CPU：CPU 主频越高越好，建议 Intel E-2100 系列，推荐 DELL PowerEdge R340 1U 机架式

服务器。 

 内存：建议最低 16G，最好 64G。 

 硬盘：硬盘至少配置 2 个硬盘做 Raid 1，硬盘格式化为 NTFS。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2 或 2016 等更新简体中文或英文版。 

 安装好 Microsoft .net 4.8 或以上 

 （下载地址： https://dotnet.microsoft.com/download/dotnet-framework） 

 数据库：PostgreSQL 12 或更新版本。 

 

2. 网络  

 标准局域网即可。要求网络畅通、无丢包、无明显延迟。 

 

3. 电源 

 服务器与主交换机最好有 UPS 不间断电源保障不会突然断电。 

 UPS 要能支撑至少 30 分钟。 

2 PostgreSql 数据库安装、备份及还原 

2.1 安装 PostgreSql 数据库 
要求 postgresql-12 或更高版本。 

安装 PostgreSql 数据库，请在官方网站上下载： 

https://www.enterprisedb.com/downloads/postgres-postgresql-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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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PostgreSql 数据库安装包，显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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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Next”，继续安装，显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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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装路径，最好不要安装在系统盘，可改成 D 盘，点击“Next”，继续安装，显示界面如

下；

 

 

选择安装组件，按默认即可，点击“Next”，继续安装，显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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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库路径，不要安装在系统盘，可改成 D 盘，点击“Next”，继续安装，显示界面如下； 

  

设置 PgSql 数据库密码，点击“Next”，继续安装，显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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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PgSql 数据库端口，按默认即可，点击“Next”，继续安装，显示界面如下； 

  

按默认即可，点击“Next”，继续安装，显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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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最后完成安装。 

  

安装成功后，可打开 PgSql 的管理器，操作如下； 

 

2.2 数据库还原 
对 AndafaC1Server.zip 进行解压，获得数据库备份文件 c1db10.backup，还原的数据库名为

Andafa_C1DB（注意修改选项中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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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启动 PgSql 管理器，输入 PgSql 密码，登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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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点击 Databases  Create  Database… ，创建数据库; 

  
 

 

 

 

 

 

 

 

 

 

 

 

 

 

 

 

 



安达发        安达发 C1 智能制造管理软件服务端安装维护操作手册 

http://andafa.com    andafa@andafa.com 12/30 

输入数据库名：Andafa_C1DB，点击“Save”建立数据库； 

  
 

选择 Andafa_C1DB 右键数据库，点击“Restore…”,进行数据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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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还原的文件，点击“Restore”进行还原，若版本更高或格式不对，则还原不成功；  

 
请用命令还原，可以选择或输入“CMD”，进入命令模式，进入“psql”或“pg_restore”所在目录，用

命令进行还原； 

Bak 格式使用： 

psql -U postgres -d  Andafa_c1db -W -f  d:\ Andafa_c1db.bak； 

Backup 格式使用： 

pg_restore –h localhost –p 5432 –U postgres –W –d Andafa_c1db –v  d:\ Andafa_c1db.backup； 

回车之后，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即可。 

2.3 备份数据库 
备份数据库，打开 PgAdmin，选择要备份的数据库，点右键“Backup…” 



安达发        安达发 C1 智能制造管理软件服务端安装维护操作手册 

http://andafa.com    andafa@andafa.com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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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备份路径与文件名，备份的格式，点击“Select”; 

 

 

点击“Backup”执行数据库备份，即可； 

 
或者可以使用命令备份，可以选择或输入“CMD”，进入命令模式，进入“pg_dump”所在目录； 

备份 bak 使用： 

pg_dump -h localhost -U postgres Andafa_c1db > D:\ Andafa_c1db.bak； 

备份 backup 使用： 

pg_dump -h localhost -p 5432 -U postgres -W -F c -b -v -f "D:/ Andafa_c1db.backup"  

Andafa_c1db； 

回车之后，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即可。 

3 软件包文件结构 
AndafaC1Server.zip 软件包中包含四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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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目录： 安达发 C1 系统服务端 

 c1db10.bak： 安达发 C1 系统数据库备份文件 

 

4 C1 应用程序服务器安装 

4.1 安装环境 
安达发 C1 系统应用程序服务器安装时需要如下环境要求，如未安装如下环境请先安装： 

1. .net framework4.7 以上版本； 

2. postgresql-12 或更高版本； 

4.2 安装步骤 
第一步：还原数据库。在安装应用程序服务器前需要先将安达发 C1 系统数据先安装到服务库服

务器上，可在服务器上建立对应的数据库，然后将对应的数据库实体(c1db10.backup)还原到新

建的对应的数据库上。可参考 2.2  数据库还原。 

 

第二步：找到可执行文件。数据库建好后即可开始安装安达发 C1 系统的应用程序服务器，将对

应的服务器文件夹(Server)拷贝到服务器电脑上，进入目录找到应用程序配置的可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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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fa.Server.Manager.exe，可将其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第三步：数据库配置。双击打开应用程序配置窗口，点到配置数据库界面，进行数据库配置。输

入正确的数据库配置如图所示，输入完成可点击“测试连接”如提示测试成功，则数据库配置正确，

并点击“保存配置”将对应的数据库配置数据，保存。 

 
 

第四步：注册申请文件生成。在应用程序配置窗口中，点到授权许可下的“注册申请填写”栏，进

行注册申请的填写，如图所示，填写完对应的相关资料后，点击“生成注册申请文件”按钮，系统

会根据填写的资料给服务器所在电脑的软、硬件信息生成唯一的申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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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信息必须填写完整，公司名称需要使用公司的完整名称，不能使用简称，联系地址要填写

详细联系地址。电子邮件和公司网站都需要填写。 

生成的申请文件以.rqg 结尾。 

 

第五步：发送注册申请文件得到认证文件。将得到的注册申请文件发送到 frank@andafa.com 邮

箱中。安达发公司人员收到对应的注册申请文件后，会根据此文件生成对应的唯一的认证文件

并发回，文件类型以.lsn 结尾。 

第六步：进行注册。得到发回的认证文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注册认证了，在应用程序配置窗口

中，点击到授权许可中的“注册”结点，如图所示，并选择对应的认证文件，点击“注册”按钮，如

提示“注册成功”，则认证文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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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服务安装。右键 Andafa.Server.Manager，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应用程序配置窗

口中，点击到 “状态”页面，点击“安装”按钮即可将服务注册到系统服务中，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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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安装”按钮变为“移除”按钮，则已成将服务安装到系统中。 

 

  

如需修改对应的端口，可在端口中输入对应的端口号，重新安装即可。 

第八步：启动服务。完成如上操作后，应用程序服务器就可以启动了，点击“启动”按钮，如当前

状态变为“正在运行”，则成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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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数据初始化 
登入系统后，进入目录：ADP 开发平台→SQL 管理器，选中相应的要初始化的模块，点击【执

行 SQL】，执行成功将会把对应模块的数据初始化。 

 

其中：初始化化数据分为清除基础数据和运行数据；运行数据为系统发生业务时产生的数据。 

数据初始化按照模块进行，分为基本(bas)和运行(run)： 

1. 基本：该模块的基础数据 

2. 运行：系统运行后，产生的数据 

6 系统维护-数据库自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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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 盘建立 Andafa_c1 文件夹，在 Andafa_c1 下再建立 DbBackup 文件夹，在 DbBackup 文件

夹下用记事本建立 DbBackup.bat 备份批处理文件，内容如下：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extensions 

@cd /d "%~dp0" 

SET PGPATH=C:\"Program Files"\PostgreSQL\11.2\bin\pg_dump 

SET SVPATH=D:\Andafa\DbBackup\ 

SET PRJDB=axdb10 

SET DBUSR=postgres 

SET DBROLE=postgres 

FOR /F "TOKENS=1,2,3 DELIMS=/ " %%i IN ('DATE /T') DO SET d=%%i-%%j-%%k 

FOR /F "TOKENS=1,2,3 DELIMS=: " %%i IN ('TIME /T') DO SET t=%%i%%j%%k 

SET DBDUMP=%PRJDB%_%d%_%t%.backup 

@ECHO OFF 

%PGPATH% -h localhost -p 5432 -U %DBUSR% --role %DBROLE% -w -F c -b -v -

f %SVPATH%%DBDUMP% %PRJDB%  

echo Backup Taken Complete %SVPATH%%DBDUMP% 

pause 

 

其中： 

1. PGPATH：PG 数据库的安装路径下的备份命令 

2. SVPATH：备份文件存储路径 

3. PRJDB：需要备份的数据库名称 

4. DBUSR：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名 

5. DBROLE：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密码 

 

有空格的地方，请用半角引号””，方便命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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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Backup.bat 建立好后，加入“任务计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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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任务名称与选项，触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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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备份的批处理文件，“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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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维护-日常检查 

7.1 PgSql 服务器是否启动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检查“pgsql 服务”是否启动； 

  



安达发        安达发 C1 智能制造管理软件服务端安装维护操作手册 

http://andafa.com    andafa@andafa.com 27/30 

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pgsql 服务”在进程中是否运行； 

7.2 Andafa 服务器是否启动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检查“Andafa 服务”是否启动； 

 

 
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Andafa 服务”在进程中是否运行； 

  



安达发        安达发 C1 智能制造管理软件服务端安装维护操作手册 

http://andafa.com    andafa@andafa.com 28/30 

7.3 服务器 PgSql 备份情况 
打开备份批处理文件所在的路径，检查每天是否有备份； 

 

 

7.4 服务器 IP 与客户端设置是否一致 
在服务器的运行输入“cmd”，进入命令窗口，输入 ipconfig，查看服务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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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启动安达发 C1 系统，点击右边“…”，查看“应用服务器配置”； 

 

 

检查主机的地址设置是否与服务器 ip 是否一致，点击“测试主机连接”，显示绿色秒数则连通； 

7.5 固定服务器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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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网络连接”，右键使用的“以太网”，点击“属性”； 

 

 

双击“TCP/IP4”，将“自动获得 IP 地址”切换为“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网关与 DNS 服务器可以相

同，网关必须设成在服务器上查出的网关地址，IP 地址前 3 段必须和网关一致，第 4 段的数字

可以设大一点，没有被使用的 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