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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RecoveryForUFS 介绍 

 
D-RecoveryForUFS 是由达思凯瑞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数据恢复软件。 

目前D-RecoveryForUFS 数据恢复功能支持 UFS1,UFS2文件系统.谈到UFS文件系统不得不

说下其对应的系统：大多数的 BSD 系统可以与 Microsoft 产品共存一个磁盘上，这时会在磁

盘上建立一个 BSD 类型的 DOS 分区，并在主分区表中对其描述，然后这个 BSD 类型的 DOS

分区内再按照 BSD 的分区机制建立相应的区域。另外 Sun Solaris 分区的数据结构类似于

BSD 分区机制。数据丢失的现象一般表现为存储介质的硬件问题（在计算机下无法正常识

别）和存储介质逻辑错误两大类， D-RecoveryforFS 主要是解决存储介质因逻辑错误引发的

分区丢失,文件系统损坏情况下的数据恢复问题。本软件功能如下：  

1.1 镜像功能 

为了减少对原盘的操作和对原盘数据的损坏，利用镜像功能避免之。  

 

1.2 扫描丢失分区 

    重新分区，病毒侵扰，突然断电等情况会带来分区丢失情况，这是可以通过扫描丢失分

区功能来找回丢失的分区，从而实现数据的还原。 

  

1.3 分区表操作 

1.个人误操作删除分区，只要没有进行其它的操作完全可以恢复。 

2.安装多系统引导软件或者采用第三方分区工具，有恢复的可能性。 

3.病毒破坏，可以部分或者全部恢复。 

4.其他未知原因，不同情况恢复程度不同。 

 

1.4 创建区域 

   创建区域功能是对存储空间中划分出一块区域来，划分的时候定义起始扇区和要划分

的区域大小，这样我们可以单独对这块区域进行操作如扫描、镜像、展开等数据恢复操作，

这样可以减少整盘扫描等操作执行的时间。 

 

1.5 重新加载 

当分区中文件有变化时，可以实时的进行更新操作。 

 

1.6 扫描丢失文件 

 

分区文件系统损坏：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分区打不开，分区中文件丢失等，可以通过此功能取出丢失文件。  

 



 

1.7 手动提取文件 

     通过用户分析分区文件系统信息来手动改动一些数据来提取文件。 

2、D-RecoveryforUFS 安装 

 

2.1 安装环境要求 

CPU：奔腾系列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XP/2003/2008/VISTA/WIN7 

内存：128MB 以上 

硬盘：最少 20MB 剩余空间 

注意：请不要将软件安装在丢失数据所在的分区，以免因为数据覆盖而不能正常恢复数据。 

2.2 软件获取方式 

D-RecoveryforUFS 软件获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官方网站 http://www.d-recovery.org/

下载，另一种是从达思凯瑞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购买软件套装。 

2.3  软件安装步骤 

D-RecoveryforUFS 的 安 装 文 件 为 D-RecoveryForUFSSetup.exe ， 双 击 文 件

D-RecoveryForUFSSetup.exe，进入安装界面（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安装界面 

点击下一步进入安装许可协议界面（如图 2-2 所示）。 

 

http://www.d-recovery.org/
http://www.d-recovery.org/


 

 

图 2-2 安装许可协议 

 

接授许可协议后，点击下一步，选择安装路径（如图 2-3 所示），建议不要安装在需要

恢复数据的分区。 

 

 

图 2-3 选择安装路径 

选择好安装目录后，点击下一步，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位置（如图 2-4 所示）。 



 

 

图 2-4 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 

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后，点击下一步，创建快捷方式。选择你要创建的快捷方式（如图

2-5 所示）。 

 

图 2-5 选择创建快捷方式 

选择完快捷方式后，安装前的基本设置已经完成。点击下一步，装备开始安装。安装前

的信息会显示在对话框中，以便确认安装是否正确（如图 2-6 所示）。 



 

 

图 2-6 安装信息确认 

安装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安装，开始安装 D-RecoveryforUFS。等提示安装完成后会

提示安装完毕（如图 2-7 所示）。 

 

 

图 2-7 安装完成信息提示 

 

 

 



 

3、D-RecoveryforUFS 镜像功能 
 

D-RecoveryforUFS 可以对整个硬盘或者逻辑分区或者硬盘的某个区域创建镜像文件或者镜

像到新的硬盘上，硬盘镜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如果硬盘出现坏道，我们先把硬盘做一

个镜像，然后从镜像中把数据恢复出来，以减少对有坏道硬盘的反复读取，避免造成该硬盘

更大的损坏。另外，创建磁盘镜像也是对原始故障存储的最有效的备份，即便原始存储没有

物理损坏（硬盘物理坏道等），我们也建议软件用户及数据恢复工作者先对原始故障存储做

一个完整的镜像，然后在存储镜像进行数据恢复，这样避免对原始存储进行直接操作，防止

由于误操作及其他意外事件造成原始存储的二次破坏。  

D-RecoveryforUFS 创建存储镜像有两种目标选择：第一种是把镜像目标选择

成另外的硬件存储，可以数物理驱动器，也可以是逻辑驱动器；第二种是把镜像

目标选择成文件，可以存放在系统中的某个分区中。  

D-RecoveryforUFS 打开存储镜像文件，就像直接打开存储本身一样，可以在

镜像文件中进行任何的数据恢复操作及扫描操作。  

3.1 创建磁盘镜像  

创建磁盘镜像：选中要镜像的磁盘，单击右键选择“创建镜像文件”或者单

击工具栏中的“创建镜像文件”按钮，如下： 

 



 

创建镜像界面：可以选择将镜像文件写入磁盘，也可以选择将镜像文件写成

文件。 

对这“源文件”和“目标磁盘”内容框单击右键，就会出现下拉框，可以选

择整个物理硬盘，也可以选择某个物理硬盘下的逻辑分区。 

 

3.2 打开镜像文件 

单击“打开镜像文件”按钮，就可把镜像文件加载到左边树状结构列表中。 



 

 

  

对打开的镜像文件单击右键，菜单上的功能与单击硬盘右键功能大都一样，多出

一个“关闭”选项，单击“关闭”可以将这个镜像文件从左边树状结构中去掉。 



 

 

 

 

4、D-RecoveryforUFS 扫描丢失分区 

 全盘扫描操作一般针对由于 MBR，BSD 分区中的磁盘标签，Solaris 磁盘标

签等损坏以后导致的分区丢失引起的故障。全盘扫描以后会虚拟出一些可用的分

区，然后点击进去就能展开看到数据。 

4.1 操作步骤 

点击工具栏中的“扫描丢失分区”或者在左边树中右击鼠标（弹出菜单，点

击“全盘扫描”），扫描出的结果会显示在左边树中。 



 

 

 

弹出显示扫描出分区的对话框： 

 

 

对应磁盘下显示扫描结果： 



 

 

 

注：如果磁盘/镜像下的分区对应的文件系统类型不是 UFS1 或者 UFS2，可以在此分区上右

击，选择“修改文件类型”。 

 

5. D-RecoveryforUFS 分区表操作 

  5.1 分区表备份 

D-RecoveryforUFS 可以备份某个硬盘/镜像的分区表和磁盘标签，具体操作

是：鼠标单击选中要备份的硬盘/镜像，然后点击工具栏中“分区表操作”按钮，

如下图所示： 



 

 

按“确定”按钮以后，可以选择把备份文件存放在硬盘的位置。按“保存”

按钮，就完成了备份操作。  

 

5.2 分区表恢复 



 

点击“分区表操作”以后，弹出一个选择对话框，我们选择“分区表恢复”

选项，单击“确定”按钮，进行下一步选择备份文件。 

 

我们选择当前硬盘的备份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就完成恢复操作。 

 

 



 

6、D-RecoveryforUFS 创建区域 

D-RecoveryforUFS 创建区域功能是对存储空间中划分出一块区域来，划分的

时候定义起始扇区和要划分的区域大小，这样我们可以单独对这块区域进行操作

如扫描、镜像、展开等数据恢复操作。  

操作步骤： 

点击工具栏中的“创建区域”，会弹出相应对话框，填写您在磁盘中的开始

扇区和区域大小。如下图 

 

磁盘下会显示此区域： 



 

 

7、D-RecoveryforUFS 重新加载 
   

      在双击分区之后，点击工具栏中的“重新加载”，会弹出选择用哪种方式

展开的对话框。 

集体展开：在文件系统中实际存在文件比较多的情况下，展开速度快。 

顺序展开：针对实际存在文件目录深度不深的情况下，展开速度比较快。 

 



 

8、D-RecoveryforUFS 扫描丢失文件 

 文件系统损坏数据恢复 

此功能是根据展开时选择的不同，扫描的方式也不同，扫描出的文件也有可

能不同。 

 

正常展开结果前，分区中没有任何文件，如下图。 

 

 

 

展开时采用集体扫描： 

 

操作步骤： 

点击“扫描丢失文件”，扫描的结果在“LostDir”目录下： 



 

 

 
展开时采用顺序扫描： 

 

操作步骤： 

点击“扫描丢失文件”，扫描的结果在“LostDir”目录下： 

 

 



 

9、D-RecoveryforUFS 手动提取文件 

   

点击“手动提取文件”，弹出供三种方式选择的对话框。 

 

9.1 根据节点号提取： 

选择 inode 单选框，填写起始 inode 号和 inode 数目： 

 

 

点击确定后： 



 

 

 

选择保存这些 inode 号对应文件的路径，点击确定后便开始保存数据。 

9.2 根据节点对应扇区提取： 

选择扇区单选框，填写起始扇区号和扇区数目： 

 

 

点击确定后： 



 

 

 

选择保存这些扇区对应 inode 文件的路径，点击确定后便开始保存数据。 

 

9.3 手动修改节点信息提取： 

选择自定义 inode 单选框： 

 

 

点击确定后（可以在此填写自己分析的值）： 



 

 

 

点击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