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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装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 

数据库 Mongodb 2.6+ 

Java 1.8 

其他软件 OpenOffice4 

 

二、 环境配置 

1. Mongodb 安装与配置 

1.1 Mongodb 下载 

Mongodb 下载地址为：https://www.mongodb.org/downloads，根据不同的系统，选择相应

的下载安装包，课题数据宝要求 mongodb 版本在 2.6 以上，用户下载最新的 mongodb 版本即

可。 

1.2 Windows 系统下安装配置 

这里以 64 位 windows 系统举例，详细说明 mongodb 在 windows 系统下的安装配置。在 1.1

节下载 windows 64 位安装包，如果你的系统是 windows server 2008、win7 或者更新的版本，请

下载 MongoDB for Windows 64-bit，如果是较低版本，如 win vista、windows server 2003，

请下载 MongoDB for Windows 64-bit Legacy。 

1. 运行下载下来的 mongodb 安装包 

https://www.mongodb.org/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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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Next”，同意协议后，到达安装类型选项卡，选择“custom”，在 custom 选项卡

中，可以配置安装路径，以及需要安装的功能。建议安装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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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Next”，确认安装，mongodb 将自动安装。 

4. 安装完成后，需要进行一些配置，首先新建 data 目录和 log 目录，用于存放 mongodb

的数据文件和日志文件。在系统磁盘上创建名字为“data”和“log”的目录 

 
5. 使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windows 控制台，进入 mongodb 安装目录下的 bin 目录。因为前

一步将 mongodb 安装在了 e:\mongodb 目录下，所以通过控制台进入此目录下的 bin 目

录。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安装情况做适当修改。 

 
6. 运 行 命 令 ： mongod.exe --dbpath "e:\mongodb\data" --logpath 

"e:\mongodb\log\mongod.log" --install，安装 mongodb 服务 

 
7. 运行命令：net start MongoDB，启动 mongodb 服务 

 
Mongodb 服务就已经启动了，默认监听地址为 127.0.0.1，端口号为 27017.若想要关闭

mongodb 服务，可以在命令窗口运行命令：net stop MongoDB。更多的设置，可以参考官方网站

文档：http://docs.mongodb.org/manual/tutorial/install-mongodb-on-windows/。 

1.3 Linux 系统下安装配置 

Linux 系统版本较多，每种版本的安装方式有一些区别，这里以常用的 RedHat/Centos 系统

为 例 ， 其 他 的 系 统 的 安 装 方 法 可 以 到 官 网 上 找 到 ，
http://docs.mongodb.org/manual/administration/install-on-linux/ 

1) 进入终端，创建文件 /etc/yum.repos.d/mongodb-org-3.0.repo，这样就可以使用 yum 的

方法进行快速安装。文件中做如下配置： 

[mongodb-org-3.0] 
name=MongoDB Repository 
baseurl=https://repo.mongodb.org/yum/redhat/$releasever/mongodb-org/3.0/x86_64/ 
gpgcheck=0 
enabled=1 

http://docs.mongodb.org/manual/tutorial/install-mongodb-on-windows/
http://docs.mongodb.org/manual/administration/install-on-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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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命令“sudo yum install -y mongodb-org”，安装最新版本的 MongoDB 

3) 安装完成后，使用命令“sudo service mongod start”启动 MongoDB，默认监听端口是
27017 

 
4) 使用命令“sudo service mongod stop”，可以停止 MongoDB 服务 

5) 可以编辑 MongoDB 配置文件：/etc/mongod.conf，来修改 MongoDB 监听端口等一些设

置。 

2. Java 环境配置 

2.1 Windows 环境配置 

系 统 需 要 安 装 JDK1.8 版 本 ，  JDK 下 载 地 址 ：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下载安装包后双击打开进行安装， 

 
安装过程中没有特别的设置，根据向导进行安装即可。 

1) 下载安装 JDK 后，需要设置环境变量，打开系统属性页，点击环境变量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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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系统变量中新建变量“JAVA_HOME”,值一栏中填入刚安装的 jdk 文件夹路径 

 
3) 编辑系统环境变量 PATH，在值的最后，添加“;%JAVA_HOME%\bin”。注意，不要删除

原来的值，在值的最后添加“;%JAVA_HOME%\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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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 CLASSPATH 环境变量，值为“.;%JAVA_HOME%\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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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inux 环境配置 

Linux 环境下 jdk 安装方式有 RPM 和 Tar 包两种，这里以 tar 包为例，首先下载 jdk1.8 的

tar 压缩包。 

1) 解压 tar 包，使用命令：tar –zxv jdk-8u51-linux-x64.tar.gz 

 

2) 修改/etc/profile 文件，设置 JAVA_HOME,PATH 环境变量，如下图所示，其中

JAVA_HOME 的路径是上一步解压后的 jdk 目录路径 

 

3. OpenOffice 安装配置 

OpenOffice 用于在线文档预览，课题数据宝需要调用 OpenOffice 服务来进行文档转换，

所以必须先装 OpenOffice ，才能运行课题数据宝系统。 OpenOffice 下载地址：

http://www.openoffice.org/download/index.html 

3.1 Windows 下安装 

1) 下载 OpenOffice 的 windows 系统安装包，运行安装包，安装包会将安装文件解压

在一个目录下 

 
2) 解压完成后，会自动进行安装，在安装类型页，选择自定义 

http://www.openoffice.org/download/index.html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课题数据宝本地安装部署手册 

 

 

3) 设置安装目录，这个目录将会在课题数据宝安装时使用到 

 

4) 一直点击下一步，完成安装 

3.2 Linux 下安装 

1) 下载 Linux 系统使用的 tar 包，并解压，使用命令： tar –xvzf **.tar.gz 

2) 使用 cd命令，进入解压后的目录下的 RPMS 目录 

3) 在 RPMS目录下运行命令 rpm -Uvih *rpm，将自动安装 OpenOffice 到

/opt目录下，即默认 OpenOffice的安装目录是/opt/openoffice4 

三、 安装与部署 

1. Windows 服务器部署 

在 http://www.teamdr.cn/public/download 上下载 windows 版安装包，根据服务器情况，

下载 32 位或者 64 位安装包，双击打开安装包，如果未能打开或者提示未安装 java，请参照

http://www.teamdr.cn/public/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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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所述进行环境配置，再进行安装。 

1) 双击打开安装包，如下图所示： 

 

2) 选择全新安装还是更新已有系统，如果是第一次安装，请选择全新安装。 

 

3) 选择安装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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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 MongoDB 连接信息，如果没有安装 MongoDB，请先安装 MongoDB 

 

5) 填写公共邮箱号和邮箱密码，用于发送系统邮件；设置 OpenOffice 安装目录，如果

没有安装 OpenOffice，请先安装 OpenOffice；设置数据文件存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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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超级管理员账号和密码，超级管理员可以进行课题组管理 

 

7) 完成安装后，桌面会有两个快捷方式“启动课题数据宝系统”和“关闭课题数据宝

系统”，双击“启动”快捷方式，会弹出 tomcat 的启动控制台，系统将自动启动，

默认绑定在 80 端口；双击“关闭”快捷方式，会关闭 tomcat 启动控制台，同时关

闭课题数据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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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假如系统安装在 C 盘/系统盘，需要通过管理员身份来运行脚本。首先使用管理员

身份打开命令行；使用 cd 命令，进入%课题数据宝安装目录%\tomcat8.0\bin;运行

批处理文件 startup.bat,将会弹出 tomcat 窗口，进行启动。 

 

 

2. Linux 服务器部署 

Linux 下 没 有 图 形 安 装 程 序 ， 需 要 手 动 进 行 配 置 修 改 。 首 先 到

http://www.teamdr.cn/public/download 页面下载 teamdr.tar.gz 包 

1) 使用命令：tar –xvzf teamdr.tar.gz，将包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2) 使用 cd 命令，进入解压后的目录下的/rdpal/WEB-INF/classes 目录 

3) 编辑目录的 db.properties 文件，添加 MongoDB 连接 ip 和端口号，如下图所示： 

http://www.teamdr.cn/public/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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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辑目录下的 system.properties 文件，添加公共邮箱地址与密码、openffice 安装目

录以及数据文件存储目录，如下图所示： 

 

5) 使用 cd 命令回到课题数据解压的目录下，找到 InitMongoDB.class 文件 

6) 在当前目录下运行命令：java -classpath .:./mongo-java-driver-3.0.2.jar InitMongoDB。

按照提示，依次输入超级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必须是邮箱。超级管理员可

以登录后台管理课题组。 

 

7) 进入安装目录下的 tomcat 目录，进入 tomcat 目录下的 bin 目录，运行 startup.sh

启动课题数据宝系统 

8) 同上一步，在 bin 目录下有 shutdown.sh 文件，运行此文件可以停止课题数据宝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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