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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组成

系统结构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个人版安装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1） 运行时环境安装文件

2） 数据库服务安装文件

3） 数据文件

4）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服务安装文件

5）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运行程序安装文件

6） 系统资源文件

系统关系示意

本版本系统软件中，数据库服务（含数据文件），作为运行环境的基础支撑，

为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服务和墨子联合作战推演软件提供数据服务。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服务，提供一个网站，用户通过谷歌浏览器(Chrome)，输

入服务地址，登录后可通过该服务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软件，在数据库支撑下进行工作。

系统结构示意如图 1。

图 1系统结构示意图

2 环境部署要求

硬件要求

CPU：Inter Core I5 / I7 四核； 主频 2.7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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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4G

磁盘：100G

显卡：独立显卡，显存>1G

如何检查系统是否安装有独立显卡：

首先选中电脑桌面上“计算机”点击鼠标右键，弹出选项选择属性，如下图

所示。

图 2 计算机桌面图标

点击属性选项，弹出系统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 系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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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系统页面中控制面板主页，弹出控制面板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4 控制面板页面

点击硬件与声音，进入硬件与声音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5 硬件与声音

在页面中点击，设备与打印机下设备管理器，进入本机设备管理页面，如下

图所示。

图 6 设备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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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适配器按钮，显示适配器展开显示本机拥有显卡，如

下图所示。

图 7 显示适配器显示本机显卡

注：如果只显示系统有一张显卡，INTEL为集成显卡其他为独立显卡。

操作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Win7或 Win10 64 位

运行时环境要求

在安装墨子联合作战推演软件前，需要先安装以下运行时环境（安装文件已

包含在安装包中）：

1）.Net FrameWork 4.5.2

2）Microsoft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2012

3）Microsoft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2015

4）DirectX 9.0C

5）Chorme 浏览器

3 Windows7 安装流程

检查本机系统环境

在桌面上选中“计算机”图标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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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选中计算机右键

点击后弹出页面，可以查看本机电脑操作系统为多少位，cpu，内存等是否

符合上述安装本软件要求，然后点击控制面板主页，如下图所示。

图 9 计算机属性时

点击“控制面板主页”按钮后，弹出页面点击程序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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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控制面板主页

点击“程序”按钮进入程序页面，点击“程序与功能”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11 程序页面

点击“程序与功能”按钮后弹出“程序和功能”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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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程序和功能页面

在页面内查看本机系统中是否安装有插件.Net FrameWork 4.5.2，如下图所示。

图 13 .Net FrameWork 4.5.2

查看完成后安装文件。

安装文件

系统安装包，如下图 14，解压该压缩文件，得到安装文件夹，如图 15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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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墨子系统安装文件组成

图 15 解压后得到文件

安装环境库

双击 Launcher.exe文件，开启整个系统的安装过程。

目前有少量 Windows 7 系统因系统环境变量问题，在启动过程中会出现如下

异常情况，如图 16所示。

图 16 系统环境异常，运行错误

如果发生此情况，需要手动进行第一步安装，手动操作参照如下步骤：

需要进入安装包文件中 ManualOperate文件夹；如果检查本机系统环境时本

机未安装.Net FrameWork 4.5.2

双击运行“NDP452-KB2901907-x86-x64-AllOS-ENU.exe”文件，手动安装.Net

FrameWork 4.5.2环境；

安装程序会自动启动.Net FrameWork安装文件，安装过程如图 17、图 18、

图 19、图 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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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Net FrameWork 准备安装界面

图 18 .Net FrameWork 安装界面

图 19 .Net FrameWork 安装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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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Net FrameWork 安装成功

如果已经安装.Net FrameWork 4.5.2环境。无需双击运行

“NDP452-KB2901907-x86-x64-AllOS-ENU.exe”文件，安装此环境；

安装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

双击运行“MoZiSetUp.exe”文件开始安装程序

安装界面自动打开，如图 21所示。安装程序会自动检测所需的运行环境是

否在系统中已经安装，已安装的环境，前面是未勾选的状态，勾选状态的项是需

要安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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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安装程序主界面

C++ Redistributable 2012/2015 组件安装

系统需要安装 C++ Redistributable 2012和 C++ Redistributable 2015组件，两

个组件安装过程和操作一致，安装过程如图 22、图 23、图 24 所示：

图 22 C++ Redistributable 组件准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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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C++ Redistributable 组件安装中

图 24 C++ Redistributable 组件安装成功

Direct 9.0 C 环境安装

此组件是图形处理和图形加速的必要组件。安装过程如图 25、图 26、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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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Direct 9.0 C 组件准备安装

图 26 Direct 9.0 C 组件安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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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Direct 9.0 C 组件安装成功

安装完 Direct 9.0 C组件后，程序需要对 Direct 系列组件及系统相关环境进

行运行检查。安装程序自动弹出检测程序。如图 28、图 29、图 30 所示：

图 28 Direct 检测修复工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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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Direct 开始检测修复

图 30 Direct 检测修复完成

谷歌浏览器（Chrome）安装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需要从浏览器中使用，本机中如果已经安装了谷歌浏览器，

则取消该选项的勾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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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安装过程如图 31、图 32所示。

图 31 浏览器安装

图 32 浏览器安装成功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安装

在安装完所需环境、组件和软件后，开始正式安装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

首先，安装程序会展示“用户许可协议”，在阅读完毕，并勾选“我已仔细

阅读该协议并保证严格遵守协议内容”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安装，如图 33 所示。



北京华戍防务技术有限公司

19

图 33 用户许可协议阅读界面

接下来，选择系统安装目录，如下图所示。

特别提示，该系统最好不要安装在 c 硬盘的根目录下。

图 34 安装目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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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安装目录后，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安装程序会显示当前正在安

装的内容和安装进度，如下图所示。

图 35 正在安装界面

继续安装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个人版软件部分，如下图所示。

图 36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个人版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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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安装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服务，如下图所示。

图 37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安装

安装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时，若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等待 10秒后没有自

动关闭，请手动关闭（点击右上角的“X”即可手动关闭）该对话框。

图 38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服务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登录的账号/密码是 admin/HsfwAdmin(管理员)，

user/12345。登录界面有使用手册，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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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度条完成进度，安装过程结束，您已成功完成安装，如下图所示。

图 39 安装完成

如果安装完成后点击确定弹出如下图对话框。

如未出现不要进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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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进入安装包文件中 MoziInstaller文件夹双击 ResourceFiles 进文件夹，如下图

所示。

图 41 ResourceFiles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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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 MoziServer.zip压缩包进入解压页面，选中 MoziServer 文件夹，如下图

所示。

图 42 MoziServer.zip 压缩包

将其解压到安装文件夹 mozi 内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单机版后，打开系统所安装文件夹根据路

径 Mozi\MoziServer\bin进入 bin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图 43 打开 Mozi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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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打开 Mozi 文件夹下 MoziServer 文件夹

图 45 打开 Mozi/MoziServer 路径下 bin 文件夹

打开 bin文件夹后，文件类型筛选应用程序和 INI 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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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筛选 bin 文件夹下文件

双击应用程序 ConfigSet.exe配置数据库，如下图所示。

图 47 数据库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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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为本机数据库，不需要修改；数据库在其他机器上，需要将服务地址

修改为对应电脑的 IP，端口，用户名，密码，数据库名做对应改变。

修改完成后 Ctrl+s保存修改，选择筛选出的应用程序“华戍序列号客户端

v1.4.exe”双击打开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48 华戍序列号客户端 v1.4

需在弹出框内“单位名称或代号”输入框内填写所属单位或代号，填写完成

后用户需拍照或截图，将对话框内“单位名称或代号”和“本机特征码”，发送

给华戍防务工作人员，华戍防务工作人员会根据发送的“单位名称或代号”“本

机特征码”生成一条授权码发送给用户，用户需把授权码输入到“授权验证码”

输入框内，如下图所示。



北京华戍防务技术有限公司

28

图 49 华戍序列号客户端 v1.4

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会弹出提醒框提示，License已生成，说明授权

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 50 授权成功弹出框

关闭弹出提醒框，单机版配置完成。

选择筛选出的应用程序“MoziServer.exe”双击，启动单机版。

常见问题解决

C++2015 安装失败问题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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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C++2015 安装失败

解决方法：

C++2015与电脑里 C++2017或旧版的 2015冲突导致安装失败，需将本机当

前 C++2015版本或将 C++2017版本卸载，再重新安装即可。

安装 DirectX 未成功

安装 DirectX时弹出安装未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 52 DirectX 安装失败

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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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C:\Windows\System32目录里面，找到 cmd.exe（命令提示符窗口），

并使用右键点击，在弹出来的菜单中点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在打开的命令提示符窗口里面输入命令：net stop WuAuServ（按回车

执行命令），停止服务（会有显示）。

（3）继续输入命令：echo %windir%（中间有空格，敲击回车执行），会打

开 Windows 系统文件夹。

（4）找到 SoftwareDistribution将其更名为 SDold（可以随意改），此时不要

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

（5）最后再输入命令：net start WuAuServ（按回车执行）重启服务即可。

安装 DirectX 发生内部系统错误

安装 DirectX时弹出发生内部系统错误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图 53 发生内部系统错误

解决方法：

在..\Mozi\_CommonRedist\SupportingDlls\DirectXRepairV3.7文件夹中，启动

修复程序进行修复，而后再次安装即可。

4 Windows10 安装流程

双击 Launcher.exe文件，开启整个系统的安装过程。

安装程序第一步会自动检测系统中是否安装必要的运行时环境。首先会检

测.Net FrameWork 4.5.2 运行时环境，如果系统中已经安装了相同版本的程序，

安装程序会自动跳过该步骤；如果该运行时环境未安装，安装程序会自动启

动.Net FrameWork安装文件，安装过程如图 17、图 18、图 19、图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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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Net FrameWork 准备安装界面

图 55 .Net FrameWork 安装界面

图 56 .Net FrameWork 安装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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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Net FrameWork 安装成功

安装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

安装完.Net FrameWork运行环境，安装界面自动打开，如图 21 所示。安装

程序会自动检测所需的运行环境是否在系统中已经安装，已安装的环境，前面是

未勾选的状态，勾选状态的项是需要安装的内容。

图 58 安装程序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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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edistributable 2012/2015 组件安装

系统需要安装 C++ Redistributable 2012和 C++ Redistributable 2015组件，两

个组件安装过程和操作一致，安装过程如图 22、图 23、图 24 所示：

图 59 C++ Redistributable 组件准备安装

图 60 C++ Redistributable 组件安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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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C++ Redistributable 组件安装成功

Direct 9.0 C 环境安装

此组件是图形处理和图形加速的必要组件。安装过程如图 25、图 26、图 27

所示：

图 62 Direct 9.0 C 组件准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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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Direct 9.0 C 组件安装中

图 64 Direct 9.0 C 组件安装成功

安装完 Direct 9.0 C组件后，程序需要对 Direct 系列组件及系统相关环境进

行运行检查。安装程序自动弹出检测程序。如图 28、图 29、图 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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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Direct 检测修复工具界面

图 66 Direct 开始检测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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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Direct 检测修复完成

谷歌浏览器（Chrome）安装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需要从浏览器中使用，本机中如果已经安装了谷歌浏览器，

则取消该选项的勾选状态。

浏览器安装过程如图 31、图 32所示。

图 68 浏览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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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浏览器安装成功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安装

在安装完所需环境、组件和软件后，开始正式安装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

首先，安装程序会展示“用户许可协议”，在阅读完毕，并勾选“我已仔细

阅读该协议并保证严格遵守协议内容”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安装，如图 33 所示。

图 70 用户许可协议阅读界面

接下来，选择系统安装目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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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该系统不允许安装在硬盘的根目录下。

图 71 安装目录选择

选择好安装目录后，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安装程序会显示当前正在安

装的内容和安装进度，如下图所示。

图 72 正在安装界面

继续安装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个人版软件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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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个人版软件安装

最后，安装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服务，如下图所示。

图 74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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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时，若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等待 10秒后没有自

动关闭，请手动关闭（点击右上角的“X”即可手动关闭）该对话框。

图 75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服务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登录的账号/密码是 admin/HsfwAdmin(管理员)，

user/12345。登录界面有使用手册，可以参考。

待进度条完成进度，安装过程结束，您已成功完成安装，如下图所示。

图 76 安装完成

如果安装完成后点击确定弹出如下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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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出现不要进行以下操作。

图 77 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进入安装包文件中 MoziInstaller文件夹双击 ResourceFiles 进文件夹，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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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ResourceFiles 文件夹

双击 MoziServer.zip压缩包进入解压页面，选中 MoziServer 文件夹，如下图

所示。

图 79 MoziServer.zip 压缩包

将其解压到安装文件夹 mozi 内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单机版后，打开系统所安装文件夹根据路

径 Mozi\MoziServer\bin进入 bin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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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打开 Mozi 文件夹

图 81 打开 Mozi 文件夹下 MoziServer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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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打开 Mozi/MoziServer 路径下 bin 文件夹

打开 bin文件夹后，文件类型筛选应用程序和 INI 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 83 筛选 bin 文件夹下文件

双击应用程序 ConfigSet.exe配置数据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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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数据库配置对话框

数据库为本机数据库，不需要修改；数据库在其他机器上，需要将服务地址

修改为对应电脑的 IP，端口，用户名，密码，数据库名做对应改变。

修改完成后 Ctrl+s保存修改，选择筛选出的应用程序“华戍序列号客户端

v1.4.exe”双击打开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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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华戍序列号客户端 v1.4

需在弹出框内“单位名称或代号”输入框内填写所属单位或代号，填写完成

后用户需拍照或截图，将对话框内“单位名称或代号”和“本机特征码”，发送

给华戍防务工作人员，华戍防务工作人员会根据发送的“单位名称或代号”“本

机特征码”生成一条授权码发送给用户，用户需把授权码输入到“授权验证码”

输入框内，如下图所示。

图 86 华戍序列号客户端 v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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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会弹出提醒框提示，License已生成，说明授权

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 87 授权成功弹出框

关闭弹出提醒框，单机版配置完成。

选择筛选出的应用程序“MoziServer.exe”双击，启动单机版。

常见问题解决

C++2015 安装失败问题

如下图所示。

图 88 C++2015 安装失败

解决方法：

C++2015与电脑里 C++2017或旧版的 2015冲突导致安装失败，需将本机当

前 C++2015版本或将 C++2017版本卸载，再重新安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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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DirectX 未成功

安装 DirectX时弹出安装未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 89 DirectX 安装失败

解决方法：

（1）在 C:\Windows\System32目录里面，找到 cmd.exe（命令提示符窗口），

并使用右键点击，在弹出来的菜单中点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在打开的命令提示符窗口里面输入命令：net stop WuAuServ（按回车

执行命令），停止服务（会有显示）。

（3）继续输入命令：echo %windir%（中间有空格，敲击回车执行），会打

开 Windows 系统文件夹。

（4）找到 SoftwareDistribution将其更名为 SDold（可以随意改），此时不要

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

（5）最后再输入命令：net start WuAuServ（按回车执行）重启服务即可。

安装 DirectX 发生内部系统错误

安装 DirectX时弹出发生内部系统错误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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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发生内部系统错误

解决方法：

在..\Mozi\_CommonRedist\SupportingDlls\DirectXRepairV3.7文件夹中，启动

修复程序进行修复，而后再次安装即可。

5 常见问题

授权成功启动程序失败

问题

授权文件生成成功，双击点击“MoziServer.exe”程序，弹出墨子联合作战

推演系统未响应提示，如下图所示。

图 91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未响应



北京华戍防务技术有限公司

51

解决方法

进入注册表编辑器中，在\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中找到 isaw文件，

而后删除该文件。

丢失 api-ms-win-core-libraryloader-l1-2-0.dll

问题

双击点击“MoziServer.exe”程序，弹出如下图问题。

图 92 系统错误丢失库

解决方法

在..\Mozi\_CommonRedist\SupportingDlls\客户针对补丁 api-ms-win-core-

libraryloader-l1-2-0(jb51.net)文件夹中将 api-ms-win-core-libraryloader-l1-2-0.dll 安

装即可，具体步骤见 api-ms-win-core- libraryloader-l1-2-0(jb51.net)文件夹中的说

明.txt。

加载 lua 脚本失败

问题

双击点击“MoziServer.exe”程序，弹出加载 lua 脚本失败问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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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加载 lua 脚本失败

解决方法

当前电脑系统与软件的 Lua动态库不匹配需要替换动态库，一般出现是因为

电脑为 Win7 32 位系统。将..\Mozi\_CommonRedist\SupportingDlls\Win7_x86\Lua

库文件夹中的所有动态文件拷贝至软件的 MoziServer 文件夹下即可。

无法定位程序

问题

双击点击“MoziServer.exe”程序，弹出 MoziSever.exe无法找到入口提示框，

如下图所示。

图 94 无法找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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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1）可能是安装时出现了文件遗漏或者出错，将 MoziServer 重新安装并启

动。

（2）若重装 MoziServer 后仍有同样的问题，则需要在..\Mozi\_CommonRedist

\SupportingDlls\客户针对补丁\api-ms-win-core-libraryloader-l1-2-0(jb51.net)

文件夹中，根据本电脑的操作系统选择对应的安装包。

重启电脑按 F8进入安全模式选项，进入安全模式下的电脑桌面，打开我的

电脑进入 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下，将 api-ms-win-core-synch-|1-2-0.dll 复

制到该文件夹下重新启动即可。

Dll 丢失数据链

问题

双击点击“MoziServer.exe”程序，弹出程序启动错误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图 95 dll 丢失数据链

解决方法

首先查看控制面板中.NET的版本是否为 4.5.2，如果不是，建议删除电脑的

版本，在参照安装DotNet环境库安装步骤，成功安装后再重新运行MoziServer.exe

即可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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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三维引擎错误

问题

双击点击“MoziServer.exe”程序，弹出初始化三维引擎错误提示框，如下

图所示。

图 96 初始化三维引擎错误

解决方法

原因是未安装显卡驱动，参照安装 DirectX安装步骤，成功安装后再重新运

行 MoziServer.exe即可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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