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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恢复

尊敬的用户，非常感谢您使用联想系列电脑。为了使您能够更好的使用联想系列电脑

为您提供的一键恢复功能，我们为您所购买的电脑安装了功能更强大的新版一键恢复软

件。

在使用一键恢复功能的时候，请您参考本说明手册提供的最新说明。原用户手册中关

于“一键恢复”的说明和帮助信息无效。

利用联想“一键恢复”软件 , 您可以实现以下两大功能 :

• 系统备份恢复– 您可以对您当前系统盘C盘的所有内容进行备份，并且可以在需要的时

候将系统恢复到当初备份时的状态。

• 文件备份恢复– 您可以将您机器上的重要文件、数据进行安全备份，并且可以根据需要

随时恢复您的备份文件。

下面就为您分别介绍这两种功能的使用方法 .

系统备份恢复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入到系统备份

恢复主界面：

• 在计算机启动时按下键盘上的“一

键恢复”按钮直接进入到系统备份

恢复主界面；

• 在 Windows 环境下按下键盘上的

“一键恢复”按钮，进入“一键恢复”

主界面。 如图所示。

单击“系统备份恢复”图标进入系统

备份恢复说明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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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启动一键恢复程序后，机器重新启动

进入一键恢复界面。

可以进行三种功能：系统恢复，系统

备份，备份卸载。

如有软件升级，在说明文字描述部分与一键恢复程序界面不相一致，请以程序实际

界面和功能为准。

单击“下一步”进入重启计算机页面。

您可以等待15秒后计算机自动重启，

也可以单击 " 立即重启 " 按钮重新启

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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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恢复

选择系统恢复后，将进行恢复C盘的

操作，运行后，C盘上的所有数据将

丢失，包括【我的文档】，桌面上的

文件夹等重要数据，请注意备份数

据。

按E开始恢复，点击其它任意键返回

主界面。

开始恢复系统盘（C 盘）。

系统恢复

恢复成功后，系统将提示操作成功。

错误提示 1

在系统恢复过程中按了C键，中断操

作，有如图所示的提示，建议在系统

恢复过程中不要中断恢复操作。

错误提示 2

原因是隐藏分区中没有了备份的数

据，或者备份数据已经被卸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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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备份

在主界面选择系统备份后，可以对当

前C盘的所有数据进行备份。点击E

键，开始。

错误提示 3

当硬盘的分区表信息发生变更后，

在进行系统恢复时，首先恢复上一

次备份的分区信息，然后再进行恢

复 C 盘的操作。

错误提示 4

原因是在备份后，将C盘的容量或者

其它属性做了改变致使备份的数据不

能还原，建议您不要随意更改C盘的

大小和属性。

错误提示 5

原因是硬盘读写方面的问题，请检查

硬盘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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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备份

系统提示：将覆盖出厂备份状态或者

上次备份的数据。如果确认可以，点

击 E 键继续。

新一次的系统备份操作将会覆

盖您以前的备份数据（这些数

据可能是出厂预装的备份或是

前一次备份的数据），请确保不

再需要这些数据。

系统备份

等待完成备份，完成后，提示运行程

序成功。按任意键重新启动计算机。

错误提示 2

备份空间不足或者硬盘读写错误引

起。

错误提示 1

在备份过程中中断备份，将丢失原有

备份数据。建议您在备份过程中不要

停止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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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卸载

备份卸载成功后，出现如图所示提

示，释放出来的分区将合并到最后一

个分区中。

执行系统备份后，请不要再改

变分区大小和分区格式，否则

备份卸载后的自由空间不会自

动合并到最后一个分区中。您

可以通过分区工具对这部分自

由空间做调整。

错误提示 3

C盘分区格式不对，请检查分区格式

状态。

错误提示 4

当备份空间不足时，系统备份操作将

根据备份数据的大小，自动从最后一

个分区中获得备份空间，请确保最后

一个分区中有足够的剩余空间。

备份卸载

如果不需要隐藏分区中的数据，希望

卸载掉分区，可以选择此项，点击E

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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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界面选择【帮助】，可获得系统

的帮助提示。

注：一键恢复功能针对 FAT32

磁盘格式设计，不保证在其它

磁盘格式下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隐藏分区中没有备份的数据，将

提示备份数据不存在。

文件备份恢复

在一键恢复主界面中单击“文件备份

恢复”进入文件备份恢复主界面，显

示如图所示界面。

在文件备份恢复页面中设有三个功能

选项卡：文件备份、文件恢复及备份

区管理。

您可以在各页面中分别进行文件备

份、恢复、删除及设置密码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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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备份

进入“文件备份”选项卡，显示如图

所示页面.

备份源：

窗口1：用来选择备份源，根据您所选择的不同路径，显示出该路径下所有文件及文件夹。

备份数据区：

沿用了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表现方式，显示了您当前已选中的全部文件或文件夹。

窗口2：显示本次备份下的所有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单击文件夹最前面的"＋"号或者直

接双击文件夹图标，可以打开某个文件夹，查看其中所有的内容。

您每次进行备份时，程序都将自动生成一个相应的备份文件夹，您选择要进行恢复的所有

文件或文件夹都被保存在此备份文件夹中以便更好地进行管理。

窗口 3：显示当前选中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及子文件夹。

您可以在此页面中进行文件备份或者在Windows系统下通过鼠标右键对所选文件夹进行

备份。

您的备份文件将会以压缩的形式存储在隐藏分区中，不同文件类型其文件压缩比各不相

同，因而一般情况下您可以存储多于1G大小的备份数据，存储空间不足时程序会有相应

提示。

在页面最下边的容量条显示了当前备份文件大小以及备份数据区容量等信息。

蓝色表示已用备份区空间；绿色表示本次要进行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大小；灰色表示为尚

未使用的备份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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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对正在使用的文件无法完成备份，所以在备份之前请先关闭所有需要备份的文件。

• 对Windows的系统文件或被其它程序调用的文件本软件会提示无法备份。

• 对于软盘和USB闪存，请采用鼠标右键方式进行备份。

1) 文件备份恢复主界面中进行文件备份

您可以在“文件备份”页面中简单快捷的对所选文件夹进行备份：

a) 在“选择备份源”后的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备份的文件或文件夹所在路径，在窗口 1

中将同时显示出所有此路径下的文件或文件夹，选中需要进行备份的文件或文件夹，

按“Shift”键或“Ctrl”键可以进行多选。单击“添加”按钮或用鼠标直接拖到窗

口 2 中。

b) 您可以在窗口2或窗口3中选择不需要的文件或文件夹，单击“撤消”按钮或单击

鼠标右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 中选择“撤消”，撤消部分已经被选中的文件

或文件夹。

c) 选中文件夹或文件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属性”可查看所选文件

夹或文件的属性。

d) 您可以在“备份数据区”后的文本框中更改备份文件夹的文件名，也可以使用系统

默认文件名。（系统默认以您创建备份的日期和时间做文件名）

e) 单击“开始备份”按钮，弹出已选中的文件或文件夹汇总信息，单击“确定”按钮

开始进行文件备份，单击“取消”按钮，取消此次备份操作。

f) 备份完成后，提示备份成功，单击“确定”按钮，文件备份完成。

您也可以在 Windows 系统下通过单击鼠标右键对所选文件夹进行备份。

2) 在 Windows 环境下通过

单击鼠标右键完成备份

在Windows环境下选择需要备份的

文件或文件夹。单击鼠标右键，弹出

如图所示菜单：

此时用户有两种备份方式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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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

选择“备份到隐藏分区中 --？？？”；

程序将自动在硬盘的备份区创建一个备份文件夹，并将选中的文件（或文件夹）备份到该

备份文件夹中。（系统默认以创建备份的日期和时间做文件名）

第二种方式：

选择“启动”文件备份恢复“进行备份”；

将启动文件备份恢复程序，进入到文件备份恢复主界面中进行文件备份。

文件恢复

选择“文件恢复”选项卡，进入“文件恢复”页面（如果设置了密码还需要输入密码方可

进入），在此页面中可以对备份文件进行文件恢复，如图所示。

文件恢复窗口沿用了 Windows 资源

管理器的显示方式。

左边窗口：显示备份区中所有的备份

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单击文件夹最

前面的 " ＋ " 号或者直接双击文件夹

图标，可以打开某个文件夹，查看其

中的所有文件及子文件夹。

右边窗口：显示当前选中文件夹下的

所有文件及子文件夹。

进行文件恢复：

1) 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文件或文件

夹： 在左边窗口用鼠标单击文件夹

图标前面的复选框，选中或取消

选中某个文件夹。在右边窗口中，

选中某个文件夹下的部分文件，

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下拉菜

单中改变文件的选择状态（在文

件名前显示“<恢复 >”时，该文

件为选中状态），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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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选择恢复”，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选择恢复方式，有两种恢复

方式

• 恢复到备份时的路径：

无须用户选择，程序自动将选中的备

份文件或文件夹恢复到当初备份时的

路径。

选中此项，单击“下一步”，在弹出的

对话框中选择是否要覆盖此路径下的

同名文件。

• 恢复到指定路径：

您可以将选中的备份文件或文件夹恢

复 到 系 统 默 认 的 路 径 下 （ D ：

\OneKey）也可以恢复到您所选的其

他任意路径下。

选中此项，单击“下一步”，在弹出的

对话框中选择恢复路径并确定是否覆

盖此路径下的同名文件。

3) 单击“确定”按钮进行备份文件的

恢复，单击“取消”按钮，取消此

次恢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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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区管理

在备份区管理页面中可以进行删除备

份文件及设置密码等操作。

单击“备份区管理”选项卡，进入备

份区管理页面（如果设置了密码还需

要输入密码方可进入），如图所示。

备份区管理窗口也沿用了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显示方式。

左边窗口 --显示备份区中所有的备份

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单击文件夹最

前面的“＋”号或者直接双击文件夹

图标，可以打开某个文件夹，查看其

中所有的内容。

右边窗口 --显示当前选中文件夹中的

所有文件及子文件夹。

1) 删除备份文件

在备份区管理页面中：

a) 在左边窗口用鼠标单击备份文件夹图标前面的复选框，选中或取消选中某个备份文件

夹。

b) 单击 "删除备份 "按钮，弹出删除确认对话框，单击 "确定 "按钮，所选备份文件夹被删

除。

 注意：

• 该项操作只允许对"备份"进行操作，不允许对备份文件夹中的单个文件进行操作。

• 如果被删除的文件比较大，在删除过程中进度指示条有时会消失，请用户耐心等待。

• 请不要在删除文件备份的执行过程中强行进行关机、重启或拔下电源等操作，导致删除

被异常中止。等待删除成功完成后，再进行其他操作，以免对硬盘造成损害导致备份数

据丢失甚至软件无法使用。

2) 密码设置

为了使备份文件更加安全，可以对备份区进行加密设置。设置密码后，再次进入到“文件

恢复”或“备份区管理”页面时，需要输入密码确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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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密码：

a) 用鼠标单击 "密码设置 "按钮，弹

出设置密码对话框，如图所示。

b) 在此对话框中输入和确认密码后，

单击“确定”按钮，新密码设置完

成。

修改密码：

a) 用鼠标单击 "密码设置 "按钮，弹

出密码输入对话框，要求您输入

前一次的密码，如图所示。

b) 正确输入前一次的密码后，进入

密码修改页面，如图所示。

c) 在“密码修改”对话框中输入新的

密码并单击“确定”按钮，新的密

码设置成功。

如果要取消密码保护，在“密码修

改”对话框中不输入任何字符，单

击“确定”按钮，修改成功后，密

码设置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