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免疫盾
客戶服務支援證書序號:
客戶服務支援證書序號

進行安裝前，用戶必須到 "http://www.welldevelop.com/register/" 登記用戶資料及產品支援序號，登
記後會列出啓動序號 (請保存此啓動序號作日後安裝之用)，如你有提供電郵地址，系統會自動寄出
啟動序號到你的電郵地址。 啓動序號由軟件開發商 Wondershare Software Co. Ltd. 授權發出，證明隨證
書包裝附上的 《還原免疫盾》程式可供一部電腦合法使用。 本客戶服務支援證書序號由 Well
Develop International Ltd. 發出，登記後可以免費享有 90 天電話熱線及電郵支援服務。

總代理：Well Develop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熱線： (852) 26 222 000
電郵支援：support@nextoffice.net

1.引言
引言
《還原免疫盾》是易於使用，功能強大的虛擬系統軟件。利用先進的虛擬化技術，包括引導扇區
(MBR) 保護，提高電腦的安全性和虛擬系統的工作效率。《還原免疫盾》創建一個虛擬環境作為實
際系統上的副本，您可以在副本上進行程式測試，看電影，並進行網上活動。而真實的系統受到保
護，你再也不用擔心病毒，間諜軟件，惡意軟件和其他威脅。《還原免疫盾》適用於以下情況:

•

個人用戶瀏覽可疑網站或下載試用可疑軟件時，先啟動《還原免疫盾》，執行虛擬系
統，不用擔心病毒，間諜軟件，惡意軟件和其他威脅。

•

個人用戶瀏覽進行網上瀏覽或交易或搜尋時，先啟動《還原免疫盾》，執行虛擬系統，
結束之後重新啟動電腦還原系統到先前狀態，不留任何瀏覽或搜尋記錄，確保隱私。

•

家庭用戶先啟動《還原免疫盾》，執行虛擬系統，讓孩子在虛擬系統上操作學習，不怕
任何錯誤操作可能引起的資料損毀，避免重裝系統煩惱。

•

商業用戶諸如放在網吧，咖啡店，學校，圖書館，購物中心，銀行大堂，酒店商業服務
中心等等地方中共用的電腦，可以安裝《還原免疫盾》，用戶使用 電腦後只需重新啟
動，自動還原電腦系統到先前狀態，方便管理，確保隱私。

2. 安裝
2.1 系統需求︰
系統需求︰
請確保安裝《還原免疫盾》前系統滿足以下需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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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Windows XP / Vista/Windows 7 (建議安裝全部最新的更新)
Intel Pentium Processor IV 或 Athlon 500 MHz 或以上
512 MB RAM 或以上
1G 硬盤可用容量
Windows 兼容顯示屏解像度 1024 DPI x 768 DPI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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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裝
安裝前建議你關閉所有其他應用程式。 將《還原免疫盾》安裝光碟放進電腦光碟機便會自動執行安
裝程式，如沒有自動執行安裝，可進入「我的電腦」，雙按光碟機的代號，打開光碟機的內容，雙
按 Setup 程式進行安裝。 (圖 2.1)

圖 2.2《還原免疫盾》安裝畫面

圖 2.1《還原免疫盾》安裝畫面

在《還原免疫盾》歡迎使用安裝畫面中 (圖 2.2，閱讀「軟體許可證協議」畫面中的全部訊息內容
後，點選「我接受協議合約中的條款」，便可按「下一步」，再根據提示完成安裝。

2.3 解除安裝
《還原免疫盾》將被安裝在此預設路徑「C:\Program Files\Wondershare\Time Freeze」。 根據以下步
驟從電腦中解除安裝《還原免疫盾》 :
1.
2.
3.
4.

選擇功能表 「開始」 → 「我的電腦」→ 「控制台」 → 「新增或移除程式」 。
從清單中選擇《還原免疫盾》。
按下「新增或移除」按鈕。
根據提示完成解除安裝。

你也可以利用以下步驟解除安裝：
《還原免疫盾》: 選擇功能表「開始」 →「所有程式」→ 「Wondershare」→ 「 還原免疫盾」 >
「卸載 Wondershare 還原免疫盾」。

2.4 登記
在《還原免疫盾》中《註冊》對話方塊（圖 2.3）輸入授權電郵以及序號再按《確定》(需上網進行
登記註冊取得序號)。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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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步驟
利用《還原免疫盾》轉換視訊檔案非常簡單，當你啟動《還原免疫盾》後，你可以看到以下用戶介
面（圖 3.1）。
注意事項: 不要在《還原免疫盾》系統保護模式啟動之後進行磁盤重組 Disk Defragmentation ，這可能
會造成資料的損失。要進行磁盤重組，先關閉系統保護模式。

圖 3.1
在工具欄上你可以找到 3 個圖示，代表不同工作。以下我們簡介不同圖示 ︰

3.1 系統保護
系統保護
在這裡您可以看到您系統磁盤的基本信息如:系統分區，文件系統，總容量，已用容量和剩餘容量。
如果使用緩衝模式被啟用，會顯示使用比例。拖動藍色按鈕從 OFF 到 ON 啟用系統保護。要關閉系
統的保護，拖動藍色按鈕從 ON 到 OFF。
注意：
注意：這裏的變更只在當前有效 ，重新啟動電腦會
重新啟動電腦 會還原設定
還原設定到
設定到先前的狀態。
先前的狀態 。要作永久的變更，
要作永久的變更 ，請
在「設定」
設定」選項卡 (圖 3.3) 勾選「
勾選「開機自動保護系統
開機自動保護系統」
系統」。

3.2 資料夾保護
在資料夾保護選項卡，你可以找到添加或刪除文件夾，改變保護模式將應用於該文件夾。 拖動藍色
按鈕從 OFF 到 ON 啟用資料夾保護。要關閉資料夾保護，拖動藍色按鈕從 ON 到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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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這裏的變更只在當前有效 ，重新啟動電腦會
重新啟動電腦 會還原設定
還原 設定到
設定 到先前的狀態。
先前的狀態。要作永久的變更，
要作永久的變更 ，請
在「設定」
設定」選項卡 (圖 3.3) 勾選「
勾選「開機自動保護資料夾
開機自動保護資料夾」。
資料夾」。

圖 3.2

添加

按下選要添加受保護資料夾。

移除

先選受保護資料夾，按下移除該保護資料夾。

更改保護模式

改變資料夾保護模式 : 可選「禁止訪問」或「禁止更改模式」。

3.3 設定
你可以在這裡進行設定 (圖 3.3)。
注意：「
注意：「保護
：「保護系統
保護 系統」
系統」和「保護資料夾
保護 資料夾」
資料夾」的變更只在當前有效，
的變更只在當前有效 ，重新啟動電腦會
重新啟動電腦 會還原設定
還原設定到
設定到先前的
狀態。
狀態。要作永久的變更，
要作永久的變更，請在「
請在「設定」
設定」選項卡 (圖 3.3) 勾選「
勾選「開機自動保護系統
開機自動保護系統」
系統」和「開機
自動保護資料夾
自動保護資料夾」
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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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開機自動保護系統

如果啟用了系統保護 (圖 3.1)，下次開機後自動進入系統的保
護模式。要啟用系統保護模式，必須輸入先設定的管理員密
碼，下次啟動電腦時，《還原免疫盾》會詢問你是否要進入系
統保護模式，你可以按 [ESC] ，然後輸入管理員密碼取消進入
系統保護模式。

開機自動保護資料夾

如果啟用了資料夾保護 (圖 3.2)，下次開機後自動進入資料夾
保護模式。

更改受保護的資料夾圖標 (僅針對 使用這選項，以便您可以看到哪些資料夾是受保護。
禁止更改模式有效)
禁止訪問模式: 禁止訪問受保護的
資料夾

設定資料夾保護默認的保護模式為「禁止訪問」模式。

禁止更改模式: 禁止更改受保護的
資料夾中的文件

設定資料夾保護默認的保護模式為「禁止更改」模式。

軟件啟動時自動隱藏托盤圖標

啟用自動隱藏托盤圖標如果你不想讓別人看見《還原免疫盾》
在運行。

密碼

管理員密碼。任何設定改變都需要輸入密碼確認，按下「密
碼」按鈕設定新密碼或改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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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階設定
進階設定
你可以在這裡進行進階設定(圖 3.4)。
注意：「
注意：「保護
：「保護系統
保護 系統」
系統」和「保護資料夾
保護 資料夾」
資料夾」的變更只在當前有效，
的變更只在當前有效 ，重新啟動電腦會
重新啟動電腦 會還原設定
還原設定到
設定到先前的
狀態。
狀態。要作永久的變更，
要作永久的變更，請在「
請在「設定」
設定」選項卡 (圖 3.3) 勾選「
勾選「開機自動保護系統
開機自動保護系統」
系統」和「開機
自動保護資料夾
自動保護資料夾」。
資料夾」。

圖 3.4

緩衝模式設定
當有足夠的 RAM 內存時，可以使用 RAM 內存緩衝模式來保護作業系統。這樣做有以下兩點好處:
通過設置適當的 RAM 內存緩衝大小來提高虛擬系統的性能和大大減少硬盤讀寫的頻率，延長硬盤
使用壽命。
USB 閃存盤功能限制設定包括: 寫保護和禁止使用。如果已插入 USB 閃存盤，新的設定將在 USB 閃
存盤重新拔插後生效。

5. Windows 7 下特殊操作
在 Windows 7 之下，如果已經啟動 UAC 控制，每次登入系統時，系統會詢問你是否允許《還原免疫
盾》Tinme Freeze 對系統進行變更。這是正常的，如果你計劃變更《還原免疫盾》的設定，選 <是
>，否則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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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支援
購買《還原免疫盾》可享有長達 90 天無限次的電話和電郵技術支援。用戶如有任何疑問，請在辦
公時間致電︰
威寶拓展國際有限公司
熱線: (852) 2622 2000
傳真: (852) 2622 2399
電郵: support@nextoffice.net
網址: http://www.nextoffice.net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香港公眾假期除外) 9:30A.M. - 1:00P.M. 2:00A.M. - 5:00P.M. (GMT+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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