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使用指南 

 1

  
 
 
 
 

增霸卡使用指南 
Easysafe Card User’s Guide 

 
 
 
 
 
 
 
 



用户使用指南 

前    言 
 
◎欢迎使用增霸卡！ 
◆◆◆◆◆◆◆◆◆◆◆◆◆◆◆◆◆◆◆◆◆◆◆◆◆◆◆◆◆◆◆◆◆◆◆◆◆◆◆◆◆◆◆◆◆◆◆◆◆◆ 

※ 本手册所有的产品商标与产品名称均属于北京易

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 本手册所有图形仅供参考，请您以实际软件界面为

准。 

※ 人为损坏或由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的硬件损坏不予

保修。 

※ 请您在做安装、移除、修改增霸卡操作时，备份好

您的硬盘数据，如果数据丢失，本公司不予找回。 

※ 软件版本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增霸卡解决方案是对局域网内计算机进行维护，集网络安

装、数据恢复和增量更新功能于一身。该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

学校机房或网吧等局域网环境，成为广大机房管理者的得力助

手。它以方便、安全的优势备受系统管理者的青睐。 
 
 
◎质量保证及其升级说明 

本公司将竭诚为您提供主版本内的免费升级服务，升级后

的版本和使用手册中的界面或内容有所出入的，请您以实际界

面为准，如有需要解答的问题，请您及时联系我们的技术部门。 
 
感谢您对本公司产品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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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手 册 阅 读 导 航             
 
尊敬的客户：您好！！ 

感谢您使用易生创新系列产品，为了您更好的使用增

霸卡，请您仔细阅读本手册。增霸卡是易生创新公司精心

为您设计的专门针对学校和网吧进行维护的高效便捷的

机房维护方案，为了方便您的使用我们针对不同机房不同

的使用方式特拟定了如下几套使用方案。 
 
『方案一』如果您在使用增霸卡前使用的是新的计算机，并准

备全新安装操作系统，请您仔细阅读“２.快速开

始指南” 章节。 
『方案二』如果您在使用增霸卡前计算机已经预装了操作系

统，并且您不希望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请您仔细阅

读“４.计算机已经安装好操作系统后安装增霸卡” 
章节。 

『方案三』如果您想在一台计算机上安装多个操作系统，请您

仔细阅读“５.高级使用指南”章节。 
『方案四』如果您在安装好增霸卡的情形下安装、卸载软件或

修改系统设置，请您仔细阅读“3 .增量拷贝—安装、

卸载软件或修改系统设置”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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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产品说明 

1、 增霸卡是针对计算机机房从集中部署到便捷、灵活、

快速维护的新一代产品。 
2、 增霸卡集成保护卡的所有功能。 

增霸卡的人性化设计角度高度关注计算机机房管理

人员在部署维护机房时所能力及的问题，提供高效快

捷的服务，增霸卡的内涵涉及技术、人力、管理方面。

包容了人、财、物等资源的统一结合与合理配置。 

1.2  功能简介 

1、 界面简洁易懂，安装便捷。 
2、 支持常用的操作系统（DOS, Windows 系列立即还原，

Linux 备份还原）。 
3、 支持常用的文件系统（如 FAT16，FAT32，NTFS 等）。 
4、 支持大容量硬盘(最大 2000GB)。 
5、 提供 CMOS 保护和传输功能(特殊主板除外)。 
6、 可保护多个硬盘分区。 
7、 支持网络安装／网络拷贝／网络增量更新。 
8、 支持断点续传。 
9、 支持任意发送端增量拷贝。 
10、 支持任意模式下的增量拷贝(包括总管，保护……)。 
11、 支持临时增量部署和增量拷贝回退。 
12、 支持本机硬盘复制。 
13、 支持分区属性任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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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支持 NTFS 文件系统的自动清除。 
15、 支持 EXT2/3 文件系统有效数据的拷贝和备份还原 
16、 远程唤醒、远程重启、远程锁定、远程关机。 
17、 时钟同步、自动分配 IP 和计算机名。 
18、 防破解功能。 

1.3  最低硬件配置 

CPU  Intel 体系 IA32 兼容 
内存  16M 
硬盘  SATA/IDE 接口，容量大于 8.4GB 

1.4  支持的操作系统 

1、立即还原型 
DOS 
Windows2000 Professional / Server 
Windows XP Home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ndows 2003 
Vista 
2、备份还原型 
所有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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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需安装两个以上的操作系统，请注意：DOS
系统只能安装在硬盘物理容量前 2G 以内

(FAT16)。 
2：支持 DOS 保护时(立即还原)，请将操作系统

名称设为 dos(大小写均可)。 
3：增霸卡最多支持 20 个操作系统,每个操作系

统最多有 10 个分区（包括共享分区）。最多

分区总数为 64 个。支持 20 个操作系统，但

是由于显示区域的限制操作系统引导界面最

多显示 8 个操作系统。 
4：Linux 系列，要求其文件系统使用 EXT2 

/EXT3  
5：安装 Windows 2000 时，请将与此系统有关的

分区（包括专有分区和共享分区）全部分配

在硬盘的 137GB 以前，否则由于 Windows 
2000 系统本身的原因会出错。 

1.5  支持的文件系统 

FAT16 、FAT32 、NTFS 、EXT2 / EXT3 、U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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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开始指南 

2.1  安装增霸卡 

计算机自检后，出现第一次安装界面。如（图 2-1）（如未

出现增霸卡第一次安装界面，请参阅附录一的问题 1）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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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流程图 

2.2.1 安装发送端流程图 

 

如图（2-2）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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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网络克隆接收端流程图 

    如图（2-3） 

2-2

IP
IP

IP
IP

IP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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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发送端（以﹤全新安装﹥为例） 

2.3.1 选择安装方式——全新安装 

插入增霸卡驱动光盘，单击按钮『开始安装』，进入“选

择安装方式”界面（图 2-4），（如果不能正常安装请参见请参

阅附录一的常见问题 2）： 

 
（图 2-4） 

如果您想保留原有操作系统，请参阅“4.计算

机已经安装好操作系统后安装增霸卡。” 

 
选择“全新安装”，重新划分硬盘分区，如下分区（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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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1、 增霸卡暂存区的可设大小范围为

100MB-5GB，用来存储保护的数据。 
2、 暂存区的容量大小应结合用户日常使

用的数据量及还原模式来设置。 
3、 一般情况下，我们推荐用户暂存区的容

量设置为此操作系统下所有保护分区

容量之和的 10％～15％。 
4、 建议 Vista 系统的暂存区要至少大于 2G 

 

确认分区信息无误后，单击按钮『确定』，选择“设备类

型”（网卡类型说明：增霸卡系统会自动检测出用户所用计算

机的网卡，如果用户安装有多个网卡，并且这些网卡是增霸卡

系统支持的，用户也可以自行选择），如图所示（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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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选择对应的硬盘接口类型后，单击按钮『确定』，系统重

新启动后，出现操作系统引导界面，如图所示（图 2-7）： 

 

（图 2-7） 

2.3.2 安装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 

这里以 win2k 为例，说明如何安装系统和增霸卡

驱动，其它系统安装方式相同。 

1、将 win2K 安装光盘放入光驱中，单击『win2k』，进入

操作系统安装,具体安装步骤，与常规安装方式相同，这里不

再详述。 
2、安装完操作系统和所有应用软件之后，将逻辑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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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分区格式尽量要与前面分区时格式保持相同）。 
3、做好 IP 和子网掩码、网关、DNS 等网络配置。 

在增霸卡安装时，增霸卡已经对操作系统进行了

分区规划，用户在进行操作系统安装的过程中不

能再对分区大小进行变更，直接选择安装在 C 盘

即可。 

2.3.3 安装增霸卡操作系统驱动 

 将增霸卡驱动光盘放入光驱，在光盘目录中找到

Win2k 驱动（win2k、winxp、win2003 使用一样的驱

动）的安装文件。 
 双击安装文件，运行安装程序。 
 选择安装目录(请选择受保护的分区，建议安装在 C

盘上)。 
 选择立即重启计算机。 
 进入 Win2K，Windows 启动完成后，在系统桌面右

下角的托盘区域有一个图标，将鼠标移到图标上，就

可以知道系统当前的状态和暂存区的占用情况。 

1、 安装增霸卡上层驱动前，一定要确保系统没

有感染病毒。 
2、 用户还可以使用 Windows 自带的 Update 将

系统补丁升级到最新。 
3、 备份还原型的操作系统不需要安装增霸卡

上层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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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安装完成 

安装完增霸卡上层驱动重启计算机后就完成了安装。 

2.3.5 设置发送端网络拷贝信息 

在增霸卡操作系统引导界面按『F10』键进入系统管理主

界面（图 2-8）后，点击“网络拷贝”，选择“拷贝模式”，设

置好发送端“本机名称”/“本机 IP 地址”。 
 

 

（图 2-8） 
如果使用静态 IP，为发送端设置 IP 信息。勾选“接收端

开机自动连线”，如果有需要分组，填写好“工作组名”。 
根据实际所使用的网络环境选择“交换机类型”1000Mbps

或 10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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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支持在同一互联的局域网内的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分组同时进行网络传输。 
2、网络安装接收端时，“拷贝模式”请选择“模

式 1” 
 

2.4  网络克隆接收端 

如果您已经将增霸卡成功地安装在一台计算机上，可以利

用增霸卡的网络拷贝功能借助网络将此计算机（称：发送端）

的内容复制给其它计算机（称：接收端）。 

2.4.1 网络安装接收端底层驱动 

1、进入发送端，等待接收端登录 

在增霸卡进入系统维护主界面（图 2-8）后，单击按钮

“网络拷贝”，进入发送端／接收端选择界面（图 2-9） 

 

（图 2-9） 
在界面中选择“发送端”进入发送端界面（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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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点击“等待登录”后，发送端等待接收端的登录 

2、接收端登录发送端 

接收端开机，自动登录到发送端。 
在发送端的网络拷贝主界面下，点击“完成登录”（图 2-11）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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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端登录发送端有以下三种情况： 
1、增霸卡在没有安装底层驱动之前，能够自动

响应主控端的登录请求，自动登录发送端； 
2、已经安装了增霸卡底层驱动的计算机，如果

开启了“接收端开机自动连线”功能，那么在开

机后引导操作系统之前，自动登录发送端； 
3、已经安装了增霸卡底层驱动的客户端，但是

没有开启了“接收端开机自动连线”功能，可以

使用快捷键 F9，进行一键连接。 
4、已经安装了增霸卡底层驱动的客户端，但是

没有开启了“接收端开机自动连线”功能，可以

手工连接（F10---网络拷贝---网络拷贝---接收端

---确定）到等待登录的发送端。 

3、执行网络拷贝，网络安装接收端底层驱动 

点击“完成登录”，准备发送数据，见下图（图 2-12）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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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发送数据”进入传送数据界面（图 2-13）。 

 

（图 2-13） 
缺省项是网络安装接收端，点击“确定”开始安装，安装

完成后，接收端会自动重启，网络安装成功。 

2.4.2 配置接收端信息（IP地址/计算机名） 

1、重新“等待登录”所有机器，点击“完成登录”后选择“接

收端关机”关闭所有机器。（图 2-14） 
2、接收端按顺序登录到发送端 

发送端“等待登录”，按机房布置所需要的顺序逐台开启

接收端，依次登录到发送端，这样就可以布置好接收端的连线

号了。如图所示（图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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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分配 IP 
登录后，点击“重新分配 IP”，出现分配

3、执行重新

IP

所有接收端完成

界面，手动或自动分配好接收端的计算机名和 IP 信息。如

图所示（图 2-15） 

 
（图 2-15） 

点击“自动分配”为所有登录的接收端自动分配本网段的

IP 地址，计算机名称，如果需要锁定本次连线分配信息，勾

选“锁定当前分配信息”，然后点击“确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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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用户勾选“锁定当前分配信息”，以后

接收端将按照锁定的号码登录到发送端，

不需要再进行任何 IP 分配动作了。 
自动分配功能是以连线号为 1 的机器2. 的计

算名和 IP 地址为基准的，如果没有连线号

为 1 的机器登录上来，则不能使用“自动

分配”功能，手工修改所需要的机器即可。 
接收端自动修改 IP，重新启动之后，会自3. 
动引导被拷贝完成的操作系统进入系统进

行本地设置；本地设置完成后，系统会再

次自动重新启动，保存本地参数，保存完

毕，显示引导菜单。上述操作自动完成，

不需要人工干预。 

2.4.3 传送操作系统数据 

    点击“发送数据”进入发送数据选择界面，此时可以选择

发送全部操作系统或者是单个操作系统的分区。（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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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选择好发送对象后，点击“确认”开始传送数据（图 2-17） 

 

(图 2-17) 
传输完成后，在发送端界面单击“接收端重启”，让接收

端重启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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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发送过程中发送数据速度不正常，请

检查网络环境或参见 5.5 网络参数调节一

节进行参数调节。 
2. 如果发送中有接收端掉线，请参考 5.3 断点

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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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量拷贝—安装、卸载软件，修改系统设置 

3.1  增量拷贝的流程图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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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现增量拷贝的前提条件 

1、操作系统的可引导分区必须是立即还原型引导盘； 
2、发送端的机器必须安装增霸卡 windows 驱动程序； 
3、发送端所保护可引导分区的还原方式必须设为保护模

式，如：每次还原/每日还原/每周还原/每月还原/手动还原； 

1. 增量拷贝是操作系统为单位的，一次只能

针对一个操作系统中保护分区数据，非保

护分区中的数据不能进行增量拷贝 
2. 可引导分区还原方式如设置“不使用”，则

该引导分区及保护分区将不支持增量拷贝

的操作。 

4、发送端与接收端必须先执行了网络拷贝(即发送端和接

收端的操作系统是通过统一的一次网络复制) 
以上 4 个条件缺一不可！！！ 
 

3.3  增量拷贝全过程 

3.3.1 准备增量数据 

选择要进行增量的发送端，在引导选单，以总管模式或者

保护模式进入操作系统，对系统进行软件的增加/卸载，修改

计算机的系统配置信息。操作完成后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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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装软件过程中需要重启多次，则重启以

后请以暂时保留(Ctrl+K)模式进入 

 

3.3.2 执行增量拷贝 

1、在增霸卡操作系统引导选单界面上用上下方向键选定

将要进行增量拷贝的操作系统，按 F8 键，输入管理员密码后

将进入增量拷贝界面（图 3-2） 

 
（图 3-2） 

2、点击“等待登录”，等待接收端机器登录 
3、在接收端登录发送端时，发送端将会对接收端的数据

状态进行比对，如果不同，将不能进行增量拷贝：发送端不显

示该接收端计算机（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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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接收端显示“本机器状态错误，不支持增量拷贝！”（图 3-4） 

 

（图 3-4） 

如果在增量拷贝时，接收端提示不支持增量拷贝，

请仔细查略 3.2 章节，查看是否符合增量拷贝的

条件。 

4、当需要进行本次增量拷贝的计算机都登陆完毕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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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登录，确定此次进行本次增量拷贝的计算机（图 3-5） 

（图 3-5） 

5、点击发送数据，发送端询问是否启用临时部署(如图 3-6)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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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则，启用了临时增量部署；选择“否”则，启

用了永久增量拷贝。 
 
有以下情况推荐使用临时部署： 

1) 此次增量拷贝接收端没有全部登录上来 
2) 作为临时用途将数据发送到接收端 
3) 想给不同的机器安装不同的软件同时又不想破坏所

有机器增量拷贝统一性 

采用临时部署的增量数据，在发送端和接收端可

以随时恢复到增量拷贝以前的状态，临时部署功

能请详见“5.2 临时增量部署” 

 
6、进行选择后，开始发送数据（如图 3-7）。 

 

（图 3-7） 
7、发送端在完成数据发送后，如果没有启用临时增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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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系统将询问用户是否完成本次增量更新（增量拷贝）。如

果您确认所有的接收端均已正确接收到了增量数据，并且进入

对应的操作系统完成更新数据和硬件信息的收集；那么您可以

点击“确定”（图 3-8），完成本次增量更新过程。 

 
（图 3-8） 

1、发送端非临时增量部署拷贝时，禁止用户以

任何方式引导该操作系统，直到完成本次增

量拷贝更新。 
2、如果在网络传输中有部分接收端发生掉线，

可以在此次传输之后，出现（图 3-8 ）提示

时，点击“取消”，重新登录掉线的客户端，

再次进行增量拷贝。 
3、整个增量拷贝过程，客户端计算机所做动作

不需管理员干涉，是完全自动的。 

8、接收端计算机在完成增量拷贝之后，自动进行增量数

据和本地数据的合并。合并完成后，接收端计算机将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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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引导刚刚完成增量拷贝的操作系统，自动进行计算机的本地

维护(如修改 IP 等) 
 

3.4  增量拷贝破坏后的修复 

如果在使用中有以下操作，那么增量拷贝功能将被破坏： 
1、引导分区还原方式如设置“不使用” 
2、通过『F10』---“增量设置”，进入增量拷贝设置界面，

在此界面中设置操作系统不支持增量拷贝(图 3-9) 

 
（图 3-9） 

如果还打算使用增量拷贝功能，可按如下步骤进行修复： 
1、操作系统引导分区的还原方式设置为任一保护模式，

保存修改后保存，重新启动计算机（必须重启）； 
2、重新对增量拷贝破坏的机器做网络拷贝操作，传送操

作系统，可以再次激活该操作系统的增量拷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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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经安装好操作系统后安装增霸卡 

4.1  安装增霸卡 

 请参照 2.1 

4.2  选择安装方式 

如果您在使用增霸卡前计算机已经安装了操作系统，并

且您不希望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在安装增霸卡时，您可以选择

安装方式：简易安装或保留安装。 

4.2.1 简易安装和保留安装 

    计算机自检后，进入增霸卡第一次安装界面（图 2-1） 
插入增霸卡安装光盘，单击按钮〈开始安装〉，进入《选择安

装方式》界面，如下图所示（图 4-1）：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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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用户可以选择以下两种安装方式： 
1、“简易安装”：要求 C 盘有(>1024Mbytes)的空闲空间，

将保留硬盘所有分区数据，但只对硬盘 C 分区数据进行保护；

其它分区为共享分区（S 型）； 
2、“保留安装”：只保留硬盘 C 分区数据，用户可以对硬

盘剩余的空间重新进行划分。在这例子里选择“保留安装”，

出现分区界面（图 4-2）： 

 

（图 4-2） 
将空闲空间重新划分（图 4-3） 

 29



用户使用指南 

 30

 
（图 4-3） 

确认分区信息没有错误后，单击按钮“确定”，系统重新

启动后，出现操作系统引导界面（图 4-4）： 

 

（图 4-4） 

4.2.2 安装操作系统 

新划分的操作系统请参照 2.3.2,对于保留的操作系统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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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安装，略过此步。 

4.2.3 安装增霸卡系统驱动 

请参照 2.3.3 安装增霸卡系统驱动 
 

4.3  网络克隆接收端 

请参考 2.4 网络克隆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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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级使用指南 

5.1  安装多操作系统 

5.1.1 安装增霸卡 

请参略 2.1 安装增霸卡章节 

5.1.2 选择安装方式（全新安装） 

    计算机自检后，进入增霸卡第一次安装界面（图 2-1）插

入增霸卡驱动光盘，单击按钮『开始安装』，进入“选择安装

方式”界面（图 5-1）： 

 
（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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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用增霸卡划分硬盘分区 

选择“全新安装”，重新划分分区，如下分区（图 5-2）： 

 
（图 5-2） 

1、如果您打算安装多操作系统，可以根据自己

的硬盘容量来进行划分，最多支持 20 个操作系

统,每个操作系统最多有 10 个分区（包括共享分

区）；最多分区总数为 64 个。 
2、安装 Windows 2000 时，请将与此系统有关的

分区（包括专有分区和共享分区）全部分配在硬

盘的 137GB 以前，否则由于 Windows 2000 系统

本身的原因会出错。 

 
确认分区信息无误后，单击按钮『确定』。系统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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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现多操作系统引导界面，如图所示（图 5-3）： 

 
（图 5-3） 

5.1.4 安装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 

请参略 2.3.2 安装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章节 
如果有多操作系统，每个系统的安装方式相似，如果有

Linux 操作系统，请使用备份还原型（B）。 

5.1.5 安装增霸卡操作系统驱动 

请参略 2.3.3 安装增霸卡操作系统驱动 

5.1.6 网络拷贝、自动修改IP 

请参略 2.4 网络克隆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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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临时增量部署-差异化增量拷贝 

临时增量部署可以实现机房软件环境的差异化，又不会破

坏整个机房的统一增量拷贝。 

5.2.1 临时增量部署可以应用以下场景 

A. 为机房不同的机器部署不同的软件环境 
B. 做临时的软件部署 
C. 做永久增量前的测试 

5.2.2 临时增量部署的使用 

在做增量拷贝的时候，点击发送数据，会出现提示以下界

面(图 5-4) 

 
(图 5-4) 

选择“是”，就启用了临时增量部署。数据发送完毕后，

接收端会自动重启更新，发送端无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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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断点续传 

断点续传是本公司为解决用户在网络维护中发生的各种

意外情况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使用断点续传可以减轻用户的

维护工作量以及增加用户的维护灵活性! 

5.3.1 断点续传可以应用以下场景 

A. 机房网络维护的时候整个机房突然断电 
B. 机房网络维护的时候发送端突然出现死机 
C. 机房网络维护的时候接收端突然出现死机掉线 
D. 传输数据量比较大,用户有特殊情况需要终止网络传

输 

5.3.2 断点续传的使用 

如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 5.3.1 情况，您可以使用断点

续传功能，具体步骤是： 
A. 以上一次拷贝相同的方式进入发送端界面 
B. 点击“发送数据”；将会出现以下提示(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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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C. 选择“是”，即开始继续上一次网络传输操作。如果

选择“否”则取消断点续传功能，用户可以自己选择

本次要传输的数据，前一个断点将失去；选择“取消”

则返回到拷贝界面，没有任何操作。 
 

1) 增量拷贝和网络拷贝都支持断点续传。 
2) 断点续传两次网络操作必须是一致的。 
3) 断点续传的两次网络操作中间不要进入操

作系统，否则断点功能会失效。 
4) 如果要支持发送端突然断电或关机的断点

续传，请参见 5.5 网络参数调节中的“H:启用发送端

断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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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网络工具 

在网络拷贝的发送端界面，等待登录所有接收端后，点击

完成登录，如图所示（图 5-6）中，点击“网络工具”按钮，

将会弹出如图所示（图 5-7）的网络工具的界面。 

 
（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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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5.4.1 网络升级 

在如图（图 5-7）所示的网络工具界面上点击，将传输与

发送端相同的底层驱动给接收端，传送完成后接收端自动重

启，即可完成接收端的底层驱动的升级。网络升级的前提条件

是：原来发送端和接收端所安装的底层驱动和系统参数一致。 

5.4.2 传输参数 

当用户对发送端做了一些设置的更改（如：设置了引导盘、

设置了某个分区的还原方式由“每次还原”变为“每日还原”

等等）保存后，想让接收端也具有和发送端相同的设置，这时

就可以使用“传输参数”这个功能了。用户在“网络工具”界

面如图（图 5-7）所示中点击“传输参数”，传送完成后接收端

自动重启，即可完成接收端的参数设置与发送端的参数设置同

步的操作。传输参数的前提条件是：原来发送端和接收端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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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底层驱动一致。 

5.4.3 传输CMOS 

当用户在发送端对 CMOS 做了一些设置（如：改变了引

导顺序由“第一引导――光盘”，改为“第一引导――硬盘”

等等）保存后，想让接收端也具有和发送端相同的 CMOS 设

置，这时就可以使用“传输 CMOS”这个功能了。用户在“网

络工具”界面如图（图 5-7）所示中点击“传输 CMOS”，传

送完成后，用户控制接收端自动重启，即可完成接收端的

CMOS 设置与发送端的 CMOS 设置同步的操作。传输 CMOS
的前提条件是：原来发送端和接收端的计算机硬件和 BIOS 配

置等计算机本身的参数一致。 

5.4.4 时钟同步 

当用户想让接收端也具有和发送端相同的时钟设置时，就

可以使用“时钟同步”这个功能了。用户在“网络工具”界面

如图（图 5-7）所示中点击“时钟同步”，传送完成后，用户控

制接收端自动重启，即可完成接收端的时钟设置与发送端的时

钟设置同步的操作。 

5.4.5 传输计费 

对特定的计费软件进行底层传输。只有支持计费软件接口

的版本支持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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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网络参数调节 

用户在“发送端”界面上按“F10”键，将会调出“网络

参数设置”对话框，如下图（图 5-8）所示，用户可以通过调

节这些参数，调节增霸卡对应的网络传输参数，各个参数的说

明请见下面的详细说明。 

 

（图 5-8） 

参数详细说明： 
A 参数 1：调节网络大块数据传输的延时，这个主要针对交换

机有端口流量限制的情况进行调节，目前这个参数用处不多！

这个参数在网络传输时可以动态的调节，对应的按键是 Shift
加“＋”号或者“—”号； 
B 参数 2：调节网络帧对帧的延时，这个参数针对所有交换机

都有效，调节这个参数可以明显的调节网络速度！这个参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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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输时可以动态的调节，对应的按键是大键盘的“＋”号

或者“—”号键； 
C:参数 3：这是发送端网络查询参数，这个参数必须大于或等

于 1，主要针对接收端反馈比较慢情况，或者是交换机全双工

转发数据慢或者是流量限制的情况！这个参数在网络传输时可

以动态的调节，对应的按键是大键盘的左/右键可以动态调节； 
D:参数 4:网络掉线设置参数，这个值 18 代表 1 秒 ，108 表示

6 秒，这个参数表示发送端在设置的多少秒以内收不到接收端

反馈，就把接收当作掉线处理！这个参数太大对网络速度有影

响； 
E:参数 5：这个是参数 2 的最小值，也就是说在发送数据过程

当中按“—”号键，将参数减小能够减小到最小值，对于千兆

网卡在百兆交换机的情况，这个值建议为 >35； 
F:参数 6：保留，目前没有定义； 
G:自动调节网络参数： 
 这个只有部分版本支持这个功能，开启这个功能后，发送

端会自动调节网络参数，以适应达到最快的网络速度！ 
 
H:启用发送端断点记录： 
 这个功能启用后，就支持发送端在突然断电和关机的情况

下还支持断点续传；“启用发送端断点记录”这个功能为了保

证发送端即使突然断电的情况也支持断点续传，会定时的在发

送端的硬盘上记录当时的发送信息，这样会消耗一些时间和引

起更多次数硬盘寻道，从而导致速度是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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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霸卡管理功能设置指南 

6.1  系统模式 

安装了增霸卡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可以有两种工作模式：总

管模式和保护模式。 

6.1.1 总管模式 

在总管模式下，用户对操作系统数据所作任何修改都将

直接被写入磁盘。 
进入方式：在保护卡操作系统引导选单处：用户通过按

（CTRL＋ENTER），输入密码，以总管模式进入选定的操作

系统。 
 

对于立即还原方式保护的操作系统，如果用户还

没有安装增霸卡 windows 上层驱动，那么用户

总是以总管模式进入此操作系统（Ctrl+k，Ctrl 
+r，Ctrl +b 功能失效）。 

6.1.2 保护模式 

进入方式：在保护卡操作系统引导选单处，用户通过按

ENTER 键或鼠标左键单击，进入选定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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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模式下，用户（或者病毒）对操作系统数据所作的

任何改动都将被写入增霸卡缓存中。计算机重启还原后这些改

动将不复存在。 

增霸卡在上层驱动程序安装后，将会在 Windows
任务栏添加一个图标（增霸卡托盘），用户可以

根据此图标的形状或者将鼠标移至托盘上面或

者鼠标双击增霸卡托盘来获悉当前操作系统工

作模式，以及增霸卡缓存的使用情况。 

6.2  还原/备份/保留/增量回退 

增霸卡硬盘的数据保护／恢复操作：还原、保留、备份和

增量回退。 

a、还原（Ctrl+r）操作：增霸卡将用户所选的操作系统

还原到上次建立还原点时的状态。 
b、备份（永久写入）（Ctrl+b）操作：增霸卡将把操作系

统上次在保护模式下的操作状态永久写入，从而成为新建的还

原点。 
c、保留（Ctrl+k）操作：增霸卡将保留操作系统上次保

护模式下的状态，暂时不还原用户所作修改。（只保留一次） 
d、增量回退(需要版本支持)(Ctrl+c)操作：增霸卡将把操

作系统的状态恢复到增量拷贝以前的状态。 

6.2.1 还原 

用户在进入操作系统前，在操作系统引导选单界面上选定

要进行还原操作的操作系统，然后使用 Ctrl+r 快捷键对该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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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进行还原操作，增霸卡提示还原成功，系统还原到上次

建立还原点时的状态。 

6.2.2 备份---也称永久写入 

（1）用户在进入操作系统前，在操作系统引导选单界面

上选定要进行备份操作的操作系统，然后使用 Ctrl+b 快捷键

对该操作系统进行备份操作，此操作须密码验证。 
（2）密码验证通过后，增霸卡将进行备份操作，完成后

增霸卡为该系统建立新的还原点。 

6.2.3 暂时保留 

（1）用户在进入操作系统前，在操作系统引导选单界面

上选定要进行保留操作的操作系统，然后使用 Ctrl+k 快捷键

对该操作系统进行保留操作，管理员可以设置进行保留操作是

否进行密码验证。 
（2）密码验证通过后，增霸卡将保留上次该操作系统上

的操作（忽略还原方式，不做还原），引导进入该操作系统。 

6.2.4 恢复到增量拷贝以前的状态 

（1）用户在进入操作系统前，在操作系统引导选单界面

上选定要进行保留操作的操作系统，然后使用 Ctrl+c 快捷键

将该操作系统的状态恢复到增量拷贝以前的状态，此功能需要

进行密码验证,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2）用户在增量拷贝后发生意外情况可以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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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系统管理 

在系统引导选单界面上按 F10 键，输入正确的管理员密

码（初始密码为空）后，即可以进入系统维护主界面。 
系统管理功能包括：密码设置、系统工具设置、网络拷贝

设置、增量拷贝设置和版本管理等功能。 

6.3.1 开机设定 

进入增霸卡系统维护主界面后，用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系

统工具，将进入系统设置界面，选择开机设置界面，如下图所

示（图 6-1）： 

 

（图 6-1） 
1、 开机启动顺序 

a、按 BIOS 顺序启动：计算机引导系统启动的顺序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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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BIOS 中设置的先后次序进行引导。 
b、从本地硬盘启动：计算机将直接从硬盘引导系统启动。  

2、开机隐藏选项 
a、隐藏启动选单：选中此项，在增霸卡加载过程中将不

显示操作系统引导选单界面，而直接引导启动缺省的操作系统

(缺省的操作系统在“待机设置” 中指定)。 
b、关闭 F1 键提示功能：选中此项，在操作系统引导选

单界面上将不再支持 F1 键显示操作帮助提示功能。 
3、操作系统显示控制 

用户可以选择要在操作系统引导选单界面上显示的操作

系统。 

6.3.2 待机设置 

进入增霸卡系统维护主界面后，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系统

工具，将进入系统设置界面，选择待机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6-2)： 

 47



用户使用指南 

 48

 

(图 6-2) 
启用开机自动操作：选中此项，将启用开机自动操作功能；

只有选中此项才能进行下面的设置。 
自动响应操作：选择开机后自动执行的操作：进入“指定

启动盘”指定的操作系统、关机、或者是进入上一次选择进入

的操作系统。 
指定启动盘：当“自动响应操作”选择为“进入默认操作

系统”用户可以通过列表指定默认进入的操作系统。 
自动等待时间：为执行“自动响应操作”等待的时间，必

须设置成为非零值才能生效。 

6.3.3 分区信息 

进入增霸卡系统维护主界面后，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系统

工具，将进入系统设置界面，选择分区信息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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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图 6-3) 
 

如果某个分区信息显示都是灰色，处于不能修改

的状况，说明此个分区所在的操作系统处于支持

增量拷贝状态；对此分区进行修改需要先到“增

量设置”界面中取消对应的操作系统的增量支持 

1、还原方式 
用户可以在此修改各个操作系统的还原方式。 
启动分区（A、B）的还原方式：不使用、每次还原、每

日还原、每周还原、每月还原、手动还原 
专属分区（P）的还原方式：不使用、随引导盘（随引导

盘就是和启动分区的还原方式相同，保持同步还原）和清除

（每次清除、每日清除、每周清除、每月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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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分区（C）不支持还原 
共享分区（S）支持不保护和清除（每次清除、每日清除、

每周清除、每月清除） 

专属分区（P）和共享分区（S）清除功能的应

用注意： 
1、 该共享分区清除的功能是基于“快照”技术

的，支持 FAT16 与 FAT32 以及 NTFS 格式；

用户要使用清除功能必须先在操作系统中

对这个分区进行格式化，然后立即重启； 
2、 如果用户想要变换该分区的文件系统格式

（如由 FAT32 改为 NTFS 或由 NTFS 改为

FAT32），也必须先在操作系统中对这个分区

进行按照想要的文件系统格式进行格式化，

重新启动后；该分区的文件系统格式就随之

改变了。 
2、分区属性 
（1）引导盘设置（在属性栏中进行设置）： 

A：立即复原型启动分区：适合安装 DOS 及 Windows
系列的操作系统。支持修改为：C、P、S 型分区。 

B：备份复原型启动分区：适合安装 DOS、Windows 系
列及 Linux 系列的操作系统。 支持修改为：A、P、
C、S 型分区，还可以再改回 B 型。 

C：不还原型启动分区：适合安装 DOS 及 Windows 系

列的操作系统，不需要暂存区，不保护。支持修改

为：P、S 型分区。 
（2）资料盘设置（在属性栏中进行设置）： 

S：共享分区：用来存放数据，如果分区格式兼容，它

的数据可以被不同的启动盘共同使用。支持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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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型分区。 

P：专属分区：，用来存放数据，在分区格式兼容下，只

有专属分区的分区名称与启动分区的分区名称相同

时（磁盘名称的大小写及相关空格全部相同），才能

在该启动分区下使用，其它启动分区不能使用。支

持修改为： C、S 型分区。 

3、分区名称：支持修改启动分区及资料分区的名称。如将一

个启动 A 型分区系统（如 winxp）的一个专属 P 型分区指

向另一个启动 A 型分区系统（如 win2k）； 

修改名称后的专属分区的保护： 
1、 如果修改名称后的专属P型分区指向的另一

个启动 A 型分区系统（如 win2k）原来“已

经支持增量拷贝”，这个后来通过修改名称

指向过来的专属 P 型分区将是“不保护”的。 
2、 如果修改名称后的专属P型分区指向的另一

个启动 A 型分区系统（如 win2k）原来“不

支持增量拷贝”，这个后来通过修改名称指

向过来的专属P型分区可以支持“随启动盘”

和“清除”，及“不保护”。 

4、容量（MB）：该分区硬盘容量的大小。该大小请用户在安

装时规划好，一旦分区完成不能再进行修改！ 
5、文件系统：启动分区及资料分区的分区格式。这个格式用

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操作系统之上重新格式化进

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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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CMOS保护设置 

进入增霸卡系统维护主界面后，用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系

统工具，将进入系统设置界面，选择 CMOS 工具界面，如下

图所示(图 6-4)： 

 

(图 6-4) 
保存 CMOS 设置：点击分析并保存 CMOS 按钮，增霸卡

将保存本机的 CMOS 信息。 

对于主板是 VIA 芯片组的，我们推荐将”保护 
CMOS Bank2(端口 74H/75H)”勾选上 

开机还原 CMOS 设置：选中此项，将启用 CMOS 还原功

能；在开机时，如发现 CMOS 信息被更改，增霸卡将对本机

的 CMOS 信息进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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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网络拷贝设置 

进入增霸卡系统维护主界面后，用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网

络拷贝，将进入网络拷贝界面，如下图所示(图 6-5)： 

 
（图 6-5） 

6.4.1 网络拷贝模式 

1、 主要支持三种网络拷贝模式：模式 1为稳定拷贝模式，

模式 2 为高速拷贝模式，模式 3 为增强校验型拷贝模

式；模式 2 和模式 3 必须工作在所有机器都安装了增

霸卡底层驱动的基础上；  
2、 网络安装接收端请选用模式 1； 
3、 发送端切换不同的拷贝模式时，接收端在自动登录的

时候会自动重启动一次； 
 

关于网络拷贝三种模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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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式 1：稳定传输模式，特点是传输速度稳定，网络环境

适应性好，为缺省模式； 

2、模式 2：高速传输模式，特点是传输速度高并且稳定，尤

其在 30 台以上规模传输能够保证传输速度； 

3、模式 3：增强校验型传输模式，适用不同网络环境和不同

交换机的模式，对于网络环境引起的传输不稳定有很强的校验

和纠错能力，使用此模式传输时会进行数据检查保证数据传输

的正确性，完整性，但是速度相对会减慢一些。 

 

对于发送端使用了分组名，接收端以下两种情

况才能登录到本组中： 

1、 与发送端有相同的组名； 
2、 空组名或未登录过任何组。 

6.4.2 接收端开机自动连线 

选中此功能，当网络中有发送端处于“等待登录”状态时，

本机会自动登录到发送端上去。 

6.4.3 启用DHCP服务 

当机房的 IP 地址是通过 DHCP 服务分配的话，请将此项

勾选上，这样在做底层网络信息分配时候就只需要分配计算机

名，不会分配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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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增量设置 

进入增霸卡系统维护主界面后，用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增

量设置，将进入增量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图 6-6)： 

 
（图 6-6） 

6.5.1 操作系统增量拷贝状态 

只有支持立即还原的操作系统才会出现在这个列表当中，

不支持增量拷贝的操作系统显示为灰色并且状态不可修改! 

用户请不要随意取消操作增量拷贝支持。一旦取

消，将只有通过对相应的操作系统做网络拷贝才

能再次支持增量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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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操作系统增量拷贝特殊设置 

增霸卡提供增量拷贝错误恢复功能，选定“启用增量拷贝

错误恢复机制”后，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导致永久增量拷贝或

者临时增量部署失败不能进入操作系统时，用户可以在“操作

系统选单界面”利用“Ctrl＋C”恢复到增量拷贝以前的状

态。 

6.5.3 具体增量拷贝步骤 

请参考第三章 

6.6  工具箱 

在“操作系统引导选单”按 F6 键，输入密码之后会出现

“工具箱”；“工具箱”主要提供以下功能（图 6-7）： 

 
（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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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特殊设置 

特殊设置中主要提供一些增强增霸卡兼容性的功能设置！

一般用户在没有本公司的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请不要随意改变

这些设置（图 6-8）。 

 
（图 6-8） 

6.6.1.1 驱动设置 

普通用户请不要随意更改这些设置! 

6.6.1.2 特殊参数设置 

1) CMOS 按位位图保护：针对某些特定的主板,在 CMOS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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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功能保护不完整的时候，可以启用此功能 
2) 备份还原采用有效数据：启用此功能表示在对备份还原型

启动盘进行备份或者还原操作时，采用仅操作有效数据的

方式 
3) 保存操作系统引导扇区：保护操作系统的引导扇区信息；

此设置为缺省设置，一般用户不要更改。 

6.6.1.3 计费设置 

启用计费软件接口。 
注：只有硬卡版本支持计费软件接口。 

6.6.2 硬盘复制 

提供本机第一块硬盘对第二块硬盘的复制功能。请确认目

标盘的容量是大于或者等于源盘的! 

6.7  系统卸载与升级 

进入增霸卡系统维护主界面后，用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版

本管理，将进入版本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图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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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6.7.1 升级 

插入增霸卡正确的驱动盘(光盘或者软盘)后，点击“开始

升级”，升级成功后点击“确认”系统直接启动。  

6.7.2 卸载 

点击开始卸载按钮后，跳出确认的对话框，点击确定后，

增霸卡系统将自动卸载完成。 

在增霸卡系统卸载后，用户将完全失去增霸卡的

保护功能和增量拷贝功能，所以请用户慎重使用

系统卸载功能！！！卸载后将保留最后进入的一套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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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保存退出 

进入增霸卡系统维护主界面后，用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保

存退出，将提示是否保存当前设置：选择“是”，则重启计算

机；选择“否”退回到“操作系统选单”；选择“取消”，则回

到系统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图 6-10）： 

 

（图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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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一  常见问题解答 

1、计算机自检后，如未出现增霸卡第一次安装界面，怎么办？ 
答：（1）进 BIOS 设置，将 First BOOT 改为 LAN/Network、
Restore card 引导；（2）针对软件(BIOS)版本,请到 CMOS 设置

中查看是否 LAN BOOTROM 是否打开(3):(针对硬卡版本)查
看 BIOS 设备列表和看是否有找到我们的网卡设备，如果没有

请更换插槽或者重新插入增霸卡；（4）在增霸卡显示 Press 
[Ctrl+H] to setup Network Receiver...提示时，按 F4 键，选择不

同的硬件启动模式(默认启动模式是 0，可以更改为 1/2/3) 
2、为什么第一次安装时，点开始安装后，不能进行驱动安装？ 
答：（1）、驱动盘错误,请确认光驱中插入了正确的驱动盘；  
（2）、重新启动一次，重新做一次安装流程 
（3）、光驱未找到,请到 CMOS 设置的界面中去看是否 BIOS
已经侦测到了光驱 
（4）、将BIOS设置中的启动顺序设置为CDROM为第一引导，

在开始安装界面上按组合键 Ctrl+B 从光盘引导安装； 
（ 5 ）、可以更改 CMOS 中的光驱模式 , 最佳设置时

Compatible(兼容)模式 
（6）、更换不同品牌型号的光驱 
（7）、采用软盘安装 (在每一张光盘驱动盘上都有一个

Floppy.exe 可以用来制造软盘安装盘的文件) 
（8）、采用 U 盘安装方案：将光盘的 UPD 目录下的

INSTALL.EXE 和 image.pkg 拷贝到一个可以引导到 DOS 下的

U 盘上，从该 U 盘引导到 DOS 下，运行 INSTALL.EXE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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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3、为什么不能对磁盘分区的大小设置做改动？ 
答：由于修改分区大小会破坏增霸卡对已有系统的保护，所以

一旦安装好增霸卡底层驱动，将不能对分区大小进行改

动。 
4、增霸卡能支持多少引导系统，并能支持到多少分区？ 
答：目前增霸卡标准版能支持到 20 个操作系统，每个操作系

统最多支持 10 个分区（包括共享分区），最多能支持 64
个分区。 

5、在做分区划分时，暂存区怎么划分？设置多少合适？ 
答：在分区时，设置了系统分区后，暂存区栏会自动开启，默

认状态下是 1000M，我们可手动调整。一般我们推荐暂存

区的空间大小为对应的所有保护分区容量的 5~10%，根据

系统要安装的软件和用途来适当设置。建议 Vista 系统的

暂存区要至少大于 2G； 
6、增霸卡 windows 驱动在何时安装合适？ 
答：安装完系统后，安装好计算机硬件驱动和应用软件后，填

写好系统 IP,计算机名，工作组，以及网关和子网掩码，

DNS；再安装增霸卡 windows 驱动。此驱动一旦安装后，

系统将会以此时的系统作为还原基准点。 
7、安装增霸卡 windows 驱动时提示资料分区未格式化，重启

动后为不保护状态？ 
答：安装增霸卡 windows 驱动是在所有安装操作及磁盘设定

完成后再执行，故要先格式化后再安装。如上情况，用户

只需要将资料盘格式化后，重启计算机即可正常。 
8、备份复原型安装的操作系统，需要安装增霸卡 windows 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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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吗？ 
答：不用。 
9、使用自动修改 IP 时，为什么设置好了发送端计算机名和 IP

地址，但发送端的 IP 和计算机名却没更改过来？ 
答：自动修改 IP 功能是不对发送端进行更改操作。我们在底

层设置发送端的 IP 和计算机名，只是为了方便对客户端

自动修改，以此设置做为起点而已，这也是增霸卡对用户

的人性化设计。 
10、机房做好后，在后期的维护中，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做发

射端吗？ 
答：可以。 

11、安装 Vista 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在安装 Vista 时，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 

A、 在安装底层驱动时要注意：建议将 Vista 系统分区要

大于 20G，暂存区要大于 2G 
B、 在安装上层驱动前应进行的设置和操作有： 

（1）格式化未格式化的分区； 
（2）进入控制面板——〉系统和维护——〉电源选

项——选择高性能； 
（3）控制面板——〉用户帐户和家庭安全——〉用

户帐户——〉打开或关闭“用户帐户控制”——〉

将使用用户帐户控制（UAC）帮助保护您的计算机

去掉； 
（4）计算机（我的电脑）——〉点击右键——〉属

性——〉系统保护——〉高级——〉性能设置——〉

高级——〉虚拟内存更改——〉计入虚拟内存设置

窗口——〉将页面文件放在非保护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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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增霸卡分区属性修改有哪些的规则？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答： 

A.  A 属性分区可以修改为 C/P/S 属性分区，在改为

C/P/S 之后，以后分区修改还支持修改回 A 属性.(注意：

当 A 属性的分区改变为其它的分区再改回来的时候，需要

重新安装 Windows 上层驱动才能继续保护) 
B.  B 属性分区可以修改为 A/C/P/S 属性分区，在改为

A/C/P/S 之后，以后分区修改还支持修改回 A 属性.(注意：

当 B 属性的分区改变为其它的分区再改回来的时候，需要

重新做 Ctrl＋B 才能支持还原) 
C.  C 属性分区可以修改为 P/S 属性分区 
D.  P 属性分区可以修改为 C/S 属性分区 
E.  S 属性分区可以修改为 P/C 属性分区 

13、为什么 DX2355 机器安装驱动后报告“网络初始化错误，

请正确配置网卡”？ 
答： 
A、请确认BIOS设置中以下项目为“Enabled”状态：（1）Onboard 
LAN，（2）Onboard LAN Boot ROM，（3）Network Clone Control； 
B、请确认网卡接口安装有和交换机联通的网线； 
 
 
更多的技术解答，请登录公司网站 http://www.easysafe.com.cn 
技术支持电话：010-8233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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