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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Burro 中间件 V8.00 

Python 语言框架安装方法 
 

一、 Windows 版安装方法 

1.1. Python for Windows 安装 
需要先在应用服务器上安装 Python for Windows 软件，32 位的 Windows Server，安装

32 位的 Python 系统；64 位的 Windows Server，则安装 64 位的 Python。Python 的版本建议

选择 V3.x，比如 V3.9。 

 
 

安装时，需要指定将 Python 目录添加到环境变量 path 中，以便在 Windows 命令行下能

找到 Python 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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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可能需要重启计算机），在 Windows 的 cmd 窗口输入“python”，能顺利

打开 Python，表示安装成功： 

 

 
1.2. 启动中间件服务 

将中间件 Windows 版中的 Server32 或 Server64 复制到应用服务器的合适目录下，双击

其中的 burrocontrol.exe，密码空，点“确定”按钮，打开服务管理器主界面，再点“启动”

按钮启动中间件服务。如正式用户，再进行中间件的注册，注册后重启服务，显示如下界面： 

 

表示中间件服务已经准备就绪。 
 
1.3. 设置中间件服务的登录方式 

由于 Python 的安装是在登录用户模式下进行的，其 Path 等环境变量也只在登录用户模

式下才有效。为了让服务方式运行的中间件能使用 Python 路径等环境，需要将中间件服务

设置为以 Windows 用户方式登录，比如，以 administrator 身份登录。 
方法是在 Windows 的“控制面板—系统与安全—管理工具—服务”里找到中间件的服务

“Node Service for QuickBurro Network”，鼠标右键点击—选属性，指定以 Windows 用户（比

如 administrator 用户）方式登录，再保存，再重启中间件服务： 



QuickBurro 中间件 Python 脚本语言引擎安装说明                            版权所有© 樵夫工作室 

 3 / 8 
 

 

 
1.4. 启用 qup 脚本语言引擎 

中间件发布包里默认的 Python 脚本语言引擎是禁用的，可以在中间件的服务管理器的

“Web 脚本”配置页里进行启用设置： 

 
 

操作时注意需要选定版本正确的 Python 语言的动态库文件 python??.dll，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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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启用 qup 引擎、选定了 Python 动态库、设置好 qup 引擎的工作参数后点击“保存”

按钮，再重启中间件服务，嵌入 QuickBurro 中间件的 Python 脚本语言引擎就开始工作了！ 
 
1.5. 运行示例程序 

可以将发布包里 Demo601-QupDemo 中的大量示例文件复制到中间件的 homepage 目录

下，就可在浏览器中用 url 来访问它们。有些示例模块需要使用数据库、文件等资源，请您

事先查看说明进行准备。当然，更重要的是，您可以使用发布包的“3-Public\7-Tools\QuxBuilder”
中的在线编辑发布工具来浏览、查看、编辑、发布这些示例程序： 

 
 

测试用数据库，可以使用古老的 MS SQL Server 中的 Northwind 库，注册为中间件里的

“testdb”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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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inux 版安装方法  

2.1. Python for Linux 安装 
Linux 下 Python 脚本语言引擎的安装方法与 Windows 下基本一样，但是，由于有些 Linux

版中，Python 语言环境是标配（比如 UBuntu），故安装 Python 这一步可以视具体情况不同

而灵活对待。如 Linux 下未安装 Python，或安装的版本太低，则可以先安装。 
Linux 下安装 Python，不同的 Linux 版本方法不一样，可以先搜索安装方法后根据其他

人的介绍按步进行。Python 的官网是 https://www.python.org/，可先下载，再解包安装。 

 

与 Windows 版一样，Linux 下的 Python 安装完成后，在命令行下输入 python 后能进

入 python 语言环境，表示安装就绪： 

 

 
2.2.启动中间件服务 

按 Linux 版中间件的操作说明部署并启动中间件： 

 
 
2.3.启用 qup 脚本语言引擎 

对于带GUI界面的 Linux服务器，启用 Linux版中间件的 Python脚本语言引擎与Windows
版的类似，只要打开 guiconsole 工具，在“Web 脚本”页指定启用 qup 框架、指定 Python
动态库、保存参数、重启服务，即可。 

 
对于命令行的 Linux 服务器，首先需要先找到 libpython??.so 动态库，将它复制到中间

件的 plugins/python 目录下： 

 

 
然后编辑 config/qupengine.sys 文件，指定”QupEnabled”为 True，指定“PyLibPath”及

“PyLibFileName”，保存后，重启中间件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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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运行示例程序 

可以将发布包的“Demo601-QupDemo”目录下的大量示例文件上传到 Linux 版中间件

的 homepage 下，再用 QuxBuilder 进行在线查看、编辑、试运行： 

 
 

三、 扩展模块引用方法 

3.1.qup 扩展模块索引 
QuickBurro 中的 Python 脚本语言引擎中，我们专门扩展了 18 个模块 400 余个函数，供

应用开发使用，模块名称与功能如下： 
   'qup_webio'                      {Web 接口模块} 

   'qup_encoding'                 {编码与压缩算法模块} 

   'qup_parcel'                     {Parcel 容器对象模块} 

   'qup_json'                        {Json 容器对象模块} 

   'qup_xml'                          {XML 容器对象模块} 

   'qup_dataset'                   {数据集容器对象访问模块} 

   'qup_dbaccess'                 {数据库读写模块} 

   'qup_rpc'                          {远过程调用(RPC)模块} 

   'qup_websession'             {Web 会话管理模块} 

   'qup_jwt'                          {JWT 令牌模块} 

   'qup_wssession'               {WebSocket 会话管理模块} 

   'qup_connections'             {TCP 长连接会话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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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p_message'                      {各类消息传输模块} 

   'qup_localfile'                {中间件本地文件访问模块} 

   'qup_file'                        {远程文件目录访问模块} 

   'qup_binfile'                   {远程二进制文件访问模块} 

   'qup_config'                     {中间件配置管理功能模块} 

   'qup_misc'                        {杂项功能模块} 

 
3.2.模块引用与函数调用 

可以用 Python 中的 import 语句进行以上扩展模块的引用，import 的全部语法都支持，

比如使用“from qup_misc import *”引用 qup_misc 模块。每个模块分别有哪些函数，请各

位自行参考 QuxBuilder 工具主界面右侧“qup API”列表中的详细说明。 
 
3.3.编写 Python 库函数 

可以用 Python 语言编写专门的.py 库函数单元供 qup 模块调用。.py 文件编写完成，应

保存到中间件主目录下的“python”子目录中。比如，我们编写了一个“testfunc.py”库函

数文件，将它保存到中间件的 python 子目录下，其内容： 
 
def hello(): 

    import qup_misc 

    print('<font color=red><br>这是 testfunc.py 中的 hello 函数的输出！<br><br>') 

    print('中间件主文件目录：',qup_misc.mainpath(),'<br>') 

    print('中间件的 python 子目录用于保存第三方库文件，<br>') 

    print('作为测试：testfunc.py 模块位于此目录下！若本段信息<br>') 

print('在调用页面正常输出，说明 qup 页面调用 Python 模块成功！<br><br></font>') 

 
在其他.qup 文件里，可以方便地 import 此库文件，再调用其中的函数 hello()，比如： 

<html><head>  

<title>qup 调用 Python 目录中的 py 文件</title>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head>  

<body>  

[$qup$] 

def testmain(): 

    print('qup 调用中间件 Python 子目录中的 py 文件：模块间调用示例<br><br>') 

    import testfunc 

    print('--------------开始调用 testfunc.hello--------------<br>') 

    testfunc.hello() 

    print('--------------结束调用 testfunc.hello--------------<br>') 

    print('<br>') 

    print('Copyright(C) Jopher Software Studio 2023 年 2 月') 

testmain() 

[$/qup$] 

</bod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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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此.qup 文件执行后的效果： 

 

 

四、 其他说明 

由于时间紧张，V8 中的 Python 脚本语言引擎的安装、使用说明由本文档担当，后续版

本会进行更深入细致地编写，并纳入到《QuickBurro 中间件从入门到精通》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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