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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警示及警告 

 注释：注释说明重要的信息，帮助您更好地使用计算机。 

 警示：警示用来指出，如果不按照说明操作，则可能损坏硬件或丢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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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什么是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 (WES7)?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7（WES7）是一个完全组件化的操作系统，这

是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的继任者。它提供了完整的 Windows 7 界

面并可用于嵌入式系统。 

WES7特点 
 多媒体网页浏览- WES7 使用了 Internet Explorer8 中改进的导航，支

持 CSS 样式、RSS feeds，及 Windows 媒体播放器，来管理数字音乐，

照片和视频库。 WES7 还配备了微软的 Silverlight，使您的瘦客户端

能够运行交互式应用程序，支持 DirectX 113D 和全彩色视频，支持数

字和模拟电视，让您高清体验喜爱的节目或视频。 

 现代网络- WES7 采用了业界最好协议 PCoIP 的托管服务器，和

Citrix、 VMware 等虚拟化软件平台有着良好的兼容性。 WES7 也使用

802.11，IEEE 802.1X 和 WPA2 用于无线连接，支持 USB 2.0和

Internet 连接共享和保护，支持即插即用。 

 第三方客户端-联想瘦客户端还包含常用的客户端服务器应用程序如

Citrix 联机插件和 VMware View。 

 基于文件的写过滤器(FBWF)- 允许管理员选择单个文件或文件夹进行保

护，可以更新变化，设置同一分区上的文件/文件夹。 

 USB 启动-瘦客户端都可以通过一个可启动的 USB 闪存设备重新刷写镜

像。 

 集中式管理-联想瘦客户端 WES7 可以被联想 LTM 管理软件轻松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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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7安装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 操作系统会在出厂时预装。如果您需要重

新安装操作系统，只需要使用 USB 重新刷写镜像程序，参阅《USB Reflash 

Tool 用户手册》。 

首次启动向导 
第一次启动您的终端时，您会看到一个启动向导。该向导可以帮助您配置

各种初始设置，以便更好地使用您的终端。建议您熟悉本指南以及

《Lenovo Thin client Manager 用户手册》中的内容，以便最好地利用启

动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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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瘦客户端 

用户和组 

什么是用户帐户？ 

默认登录系统的用户帐户不应该与临时账户混淆。多人使用同一终端时，

管理员可以创建多个个人帐户。创建的每个用户帐户可以拥有管理员帐户

为其指定的某些权限。 Administrator 帐户可以在需要时创建、删除和编

辑每个用户的设置。 

用户帐户 

默认的用户帐户会自动在每次开机时登录。该类帐户的使用者禁止以任何

方式修改瘦客户端设置或本地驱动器内容。默认情况下，此帐户没有密

码。用户可以改变帐户的图标，并创建、删除、更改其帐户密码。 用户不

能改变自己的帐户名称或帐户类型，也不能安装或卸载任何软件。但是可

以使用管理员账户安装或卸载软件。 

管理员帐户 

默认情况下，用户帐户（即非管理员账户）会自动登录。要更改为管理员

帐户登录，您可以在启动过程中按住<Shift>或按住<Shift>同时点击注

销。 

 注释: 默认的管理员帐户的密码是 000000 （六个零）。 

登录管理员帐户与登录用户帐户过程是类似的，登录之后桌面上有一些额外的图

标。相较用户账户，管理员帐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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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和卸载硬件和软件。 

 在终端上创建和删除用户帐户。 

 为终端上的用户帐户创建帐户密码。 

 更改名称，图片和密码。 

 更改用户帐户的帐户类型。 

 注释: administrator帐号不能把自己的帐户类型改变为一个受限用户帐户类型，除非

在瘦客户端上至少有一个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其他帐户，以确保在瘦客户端上始终至少

有一个管理员级别的帐户。 

创建新用户帐户 
本节介绍如何创建新用户。您必须先使用管理员用户或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帐户登录。  

 

1 选择 开始->控制面板。 

2 选择 用户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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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添加或删除用户账户。 

4 选择创建一个新账户。 

5 为新的用户帐户键入名称。选择帐户类型管理员或者标准用户。 选

择创建账户。 

 

FBWF/EWF Manager的配置和使用 
首先对于 FBWF/EWF 为您做简单介绍，请参考以下内容： 

FBWF介绍 

基于文件的写入过滤器 FBWF 是一个智能过滤系统，可让您保护硬盘驱动器

上的特定磁盘卷的写访问，同时保持一些重要的文件夹，如永久性注册表

或用户的 Documents and Settings 文件夹。  FBWF 可以让用户决定哪些

文件目录是永久的，哪些是临时的。持续性的文件是不受 FBWF 过滤器保护

的，所有的更改，无论好坏，重启后都会被保存。临时文件是受保护的文

件，所有对这些文件所做的更改在重新启动终端会消失。 EWF 为增强型写

过滤器，不允许任何更改。 

FBWF是如何工作的？ 

当 FBWF 被启用，它保障您的文件安全。重新启动终端后将您的系统返回到

当您启用它时的状态，就像一个还原点。只要您的 FBWF 被启用，它是处在

一个持续安全的状态，因为它在系统中所做的更改都在 RAM 内存中缓存叠

加。覆盖页可以被认为是磁盘上的保护层。它写在透明层，而不是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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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到磁盘的变化。当终端检索磁盘信息，所有的升级和新安装的内容，

可以被发现和访问，因为这是存储在磁盘的覆盖层。 

然而，一旦终端重新启动，内存缓存被删除，覆盖层被擦除。系统会自动

恢复到启动过滤器时的还原点。 

要安装新的硬件和软件，或在您的系统上升级现有的程序或应用程序，您

将必须禁用 FBWF。在程序安装完成后，请重新启用 FBWF 过滤器，可以保

护您的终端阻止不必要的磁盘写入。如果您不需要安装或升级，仍需使

FBWF 写过滤器处于正常状态。只要启用，您的终端在恶意网络攻击或意外

卸载时会是安全的。 

使用FBWF 

FBWF对系统RAM做了一些隐藏写入。当启用时，通常是写入到存储介质上的

操作被重定向到RAM覆盖层。在重新启动系统，覆盖被丢弃，所以在操作系

统中仍然处于原始状态。正如它的名字，FBWF是基于文件的。这意味着您

可以排除某些文件和目录进入写入过滤器的保护。在此列表中的任何文

件，这些文件将被FBWF忽略，能够被修改或删除，就像在其他标准的

Windows 7 环境中一样。联想的的瘦客户端包含管理应用程序，用于配置

FBWF。 FBWF管理工具只能由管理员访问。 

EWF介绍 

EWF 提供了一种保护卷以防止写入的手段。这使操作系统 (OS) 可以从只

读媒体（如 CD ROM、写保护硬  盘或闪存）中启动。所有对受到 EWF保护

的卷进行的写入都被重定向到覆盖。这些写入被缓存在覆盖中并且作为卷

的一部分提供。这会产生该卷可写的表象。覆盖可能存在于磁盘或随机访

问内存 (RAM) 中。如果需要，可以将覆盖中存储的数据提交给受保护的

卷。 

EWF是如何工作的？ 

WES7 系统中支持两个基本类型 EWF 覆盖。 

  首先是基于磁盘的覆盖，它将所有写入操作重定向到硬盘上的不同分

区。如果需要，可以将覆盖分区中存储的数据提交到受保护的卷。对于单

个卷，可能存在多个磁盘覆盖，并且这些覆盖可能分层。通过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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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磁盘创建多个检查点。您可以剥离覆盖层以便还原到以前的视图。

这可以通过 EWF 管理器应用程序进行控制。 

第二种类型的覆盖是基于 RAM 的覆盖。基于 RAM 的覆盖将所有写入

操作重定向到内存。通常，当计算机关闭或重新启动时，该数据会丢失。

XPE w/SP1 能够使该数据在关机后继续存在。但是，如果计算机不是正常

关机，则数据会丢失。每个卷只能配置 1 个 RAM 覆盖。 

设置FBWF/EWF 管理工具 

打开 FBWF/EWF 管理工具, 请使用 administrator登录  

• 点击 开始-> 所有程序-> LTM Control Panel。 

• 将打开 LTM Control Panel，FBWF/EWF 管理工具在左边的最顶

部。 

默认情况下，启用FBWF 将会为所有用户忽略永久注册表和Documents and 

Settings。  这意味着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文件夹下所做的任

何更改，如桌面上的图标，开始菜单项，浏览器收藏夹，将被直接写入到

闪存设备，无覆盖层保护。 

什么是留存数据？ 

留存用来描述存在会话中的本地驱动器或磁盘上的数据。留存数据在每次

重新启动后都将是安全的，您所做的更改都会生效，直到其他用户修改了

设置。如果您没有安装保护您的终端使用的 FWBF 过滤器，您的本地驱动器

保持在一个持续状态。驱动器或磁盘上的桌面，程序文件，用户设置文件

或重要的 Windows 系统文件所做的所有更改都将被永久保存。您的文件可

能在恶意网络攻击或病毒的不幸事件中受到伤害。当 FBWF 启用过滤器和文

件，可以保护所做的所有更改，即在重启后会消失。 

安装第三方软件 

只要存储驱动器上有足够的空间，您可以安装第三方授权的软件。  

要安装第三方软件应用程序： 

1 用管理员帐户登录。  点击开始->所有程序->LTM Control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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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BWF/EWF Manager 页面, 临时关闭写保护过滤器， 点击 关闭限

制 , 选择 应用 。。 

 

2 重启终端。 

3 用管理员帐户登录并安装新的软件。 

4 安装完成之后, 确认应用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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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开 FBWF 管理界面 并点击 启用 FBWF 。  同时确保重新打开 

为所有人启用的文件和设置 和 启用永久注册表 选项。   

6 点击 应用 并再次重启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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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瘦客户端 

自定义您的瘦客户端 
本节介绍如何更改您的瘦客户端上的选项，以适应您的企业需要。 

禁用自动登录 

1 按住 Windows 按钮, 按 <R> 进入运行对话框，输入 control 

userpasswords2，回车，即可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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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点选 Admin ，然

后点击应用来保存所有设置。 

 

在首次启动，或使用重新刷写镜像功能后，您的瘦客户端会显示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的桌面，任务栏和系统托盘。 

瘦客户端选项 
连接—您的终端能够利用多种类型的协议连接到远程服务器。远程桌面客

户端使用 RDP 协议，并允许您连接到 Microsoft Windows 终端服务器。 

Citrix ICA 客户端联机插件建立连接到 Citrix Xen 的服务器。此外，

VMware View 客户端可让您连接到 VMware View 服务器，反过来为最终用

户提供了他们自己的虚拟桌面会话。最后，您可以连接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进行网页浏览。这可以被用于多种用途: 

 连接到 Web 应用程序，例如，一个 webmail 服务器。 

 连接到一个连接代理网络接口：例如 Citrix Online Plug-

in。 

系统设置—这些配置为您的终端设置显示器，声音，键盘，鼠标，打印机

和日期/时间。另外，在控制面板章节中，您能够对瘦客户端设置密码和更

改本地磁盘内容。 

LTM系统信息 
管理-显示终端所连接到的 LTM管理服务器的信息和状态。 

 管理状态：显示终端被 LTM 服务器管理的状态。 

 管理服务器：显示 LTM 服务器的地址。 

 更改管理服务器：允许您更改 LTM 服务器。 

 UUID：显示分配给该终端的当前的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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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显示有关当前网络连接的信息。 

 IP 地址：显示当前分配给终端的 IP 地址。 

 MAC 地址：显示当前分配给该终端的 MAC 地址。 

 主机名：显示分配终端的名称。 

 网络工具：允许您运行诊断测试与网络连接，并检查网络连接的当

前状态。 

  

系统信息-显示信息操作系统，以及信息终端。 

 操作系统：显示正在使用中操作系统的名称。 

 处理器：显示该终端使用的处理器。 

 内存：显示瘦客户端的内存。 

 DOM 大小：显示终端的总存储容量大小。 

 硬件型号：显示使用的终端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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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设置静态/动态 IP 
默认情况下，您的瘦客户端通过 DHCP 自动分配动态的 IP。如果您需要一

个网络上的静态 IP，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选择 开始->控制面板，在网络 和 Internet 下面， 选择查看网络

状态和任务。 

2 单击您的连接，如果有网卡，会出现 本地连接 。 本地连接状态窗

口弹出，点击属性。 

3 本地连接属性窗口弹出，对话框的底部会有 Internet 协议

(TCP/IPv4) 选项。 

4 双击出现 IP 设置窗口。 

5 选择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 输入您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

和 DNS 服务器。 

6 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关闭窗口后 IP 地址立即生效。 

 注释: 如果您试图改变您的 IP地址，但是这个 IP地址已在使用中就可能会出现问

题。核查 IP地址，以确保它没有被使用。如果您不确定，请让网络管理员查询子网掩

码，默认网关和 DNS服务器。 

命名瘦客户端，加入域或工作组 

命名您的瘦客户端 

1 为了加入 AD 域，您应该重命名瘦客户端。  选择开始-->控制面板-

>系统和安全-> 系统。  继续选择 高级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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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计算机名称 和 更改 按钮来输入想要的名称。 

3 输入一个名称，在网上邻居里能识别您的终端。如果您重命名时终

端未联网, 重名的情况可能发生。一般在重命名之前找网络管理员

核对。 

4 命名之后, 点击 确定 按钮确认,并且终端需要重启。 

加入域或工作组 

1 选择 开始->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 -> 系统 继续选择 高级系统设

置。 

2 点击 计算机名称 和 更改 按钮来打开 计算机名称/更改域 窗口。 

3 输入您想加入的域或工作组的名称，点击 确定 。您将收到成功加

入指定域或工作组的通知。 

4 重启终端以使设置成功。 

加入域或工作组向导 

加入域或工作组向导也可用于加入域或工作组。它介绍了一系列关于您的

网络和配置系统的信息。 

1 选择 开始->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 -> 系统。 

2 在 计算机名称域和工作组 下面, 点击更改设置。 

3 在 计算机名称 栏, 点击 网络 ID 按钮。  加入域或工作组向导的

窗口出现。 

4 根据提示输入正确的设置，点击 完成 并重启终端以应用所做的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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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构建的日期和 LTM 代理 

验证 OS生成日期 
验证 OS 生成日期，加电启动瘦客户端。 

1. 启动后，用管理员帐户登录。 

2. 默认用户名：admin，密码：000000（六个零）。 

3. 路径:开始->控制面板 -> 系统和安全 -> 系统。 然后选择高级系

统设置。 

4. 选择环境变量。  

5. 在窗口的底部，生成日期将被显示: (例如) WEBBUILDDATE  

04/15/2011 1:30:57PM。 

验证 LTM代理版本和状态 
验证 LTM 代理的版本和状态，加电启动瘦客户端。 

1 启动过程完成后，用管理员帐户登录。 

2 选择开始->控制面板， 在 程序 下选择 卸载程序。 

 



 

3 The LTM 代理会显示安装程序标签 Echo Agent-month-date-year 

如上图所示。 

4 为了核实 LTM 代理的状态, 使用路径:开始 -> 控制面板 -> 系统

和安全 -> 管理工具，之后双击 服务。 

5 下拉窗口到 Echo 代理服务。 Echo 代理的状态一定是 开启 ,并且启

动类型一定是 自动，这样 LTM 代理才能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