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 MR04+SD 卡来实现 Backup 功能 

1. 首先我们要确认 MR04 是否安装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在 Computer 中查看是否有新的磁

盘出现来判断。如果有新磁盘出现，说明已经安装成功，如果没有的话，则需要重新安

装 MR04 或更换 SD 卡。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桌面左下角Win图标，然后点击 Computer选项来打开 Computer界面。 

 

 



2. 我们要确认新的磁盘是否是 NTFS 格式。 

判断磁盘是否是 NTFS 格式步骤： 

1. 选中新磁盘； 

2. 点击鼠标右键； 

3. 点击 Properties 选项； 

4. 在 General 选项卡中观察 File system 值，如果是 File system 是 NTFS 的话，说明改磁

盘已经是 NTFS 格式了，如果不是 NTFS 的话，说明磁盘不是 NTFS 格式，需要进行

格式化。 

 

 



3. 如果磁盘不是 NTFS 格式，就需要将磁盘格式化成 NTFS 格式。如果磁盘是 NTFS 格式则

直接跳到第 4 步。 

磁盘格式化步骤： 

1. 选中新磁盘； 

2. 点击鼠标右键； 

3. 点击 Format 选项； 

4. 在 Format 窗口中，将磁盘的 File system 的值改为 NTFS； 

5. 点击 Start 选项，开始磁盘格式化； 

6. 磁盘格式化完成，点击 OK 选项退出。 

 

 

 

 

 



 

 

 

 



4. 在确认新磁盘为 NTFS 格式后，我们开始 Back up 设置。我们可以通过点击桌面左下角

Win 图标，然后点击 Control Panel 选项来打开控制面板。 

 

5. 在 Control Panel 界面下，点击 System and Security 选项中的 Back up your computer 选项。 

 



6.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行备份设置的话，请在 backup 窗口中点击 Set up backup 选项。如果

你不是第一次进行备份，请直接参考到第 13 步。如果你要进行备份还原动作，请直接

参考第 16 步。 

 
7. 选择你备份文件的存放地点。如果你想在 SD 卡中存放备份文件，请选择刚才新生成的

磁盘，点击 Next 选项进行下一步。 

 



8. 选择要备份的信息，一般我们会默认选择 Let Windows choose 来决定备份内容，你也可

以选择 Let me choose 来自行设定备份的内容，选择好后，点击 Next 选项进入下一步。 

 

9.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 Change schedule 选项，来进行备份时间的设定。 

 



10. 你可以自己来决定备份的时间周期，具体的备份日期和备份时间，在选择好后，点击

OK 选项保存你的设定，或者点击 Cancel 选项来取消设定。 

 

11. 等你都设定好后，点击 Save settings and run backup 选项，开始进行 backup 动作。 

 



12. 系统开始 backup 动作，完成后系统将显示相应的备份信息。 

 

 

 



13. 如果你第 2 次进行备份，则只需要点击 Back up now 选项就行了。 

 
14. 你可以通过点击 Change settings 选项来更换你的备份信息或更换你的备份位置。更换备

份信息操作请参考第 7-12 步。 

 



15. 你可以通过点击 Manage space 选项，来查看你备份文件的具体信息。 

 

 



16. 你可以通过点击 Restore my files 选项来进行备份还原工作。 

 

17. 系统有 3 种还原备份文件方法： 

A. 如果你点击 Search 选项，你可以通过搜索相应的文件名来进行备份。这种方法适

用于不知道备份文件具体位置的情况。 

 



在 Search for 栏中输入你要还原的备份文件名，点击 Search 选项，系统就会自动帮

你搜索你要的文件。当你要的文件出现在下面的结果窗口中，你就需要通过勾选你想还

原的文件，来确认。你也可以通过点击 Select all 选项将搜索结果全部选中。 

当确认好还原文件后点击 OK 选项，将要还原文件加入还原列表。 

 

B. 如果你点击 Browse for files 选项，你可以在备份中直接查找你想要的文件，并进行

还原动作。这种情况适用于你知道要还原的备份文件的具体地址。 

 



你可以在左边的目录中查找相应的文件，也可以在 file name 选项中直接输入你要

还原的文件路径。确认好通过点击 Add Files 选项，将要还原文件加入还原列表。 

 
C. 如果你点击 Browse for folders 选项，你可以在备份中直接查找你想要的文件夹，并

进行还原动作。这种情况适用于你知道要还原的备份文件夹的具体地址。 

 



你可以在左边的目录中查找相应的文件夹，也可以在 Folder 选项中直接输入你要

还原的文件夹路径。确认好通过点击 Add folder 选项，将要还原文件加入还原列表。 

 

18. 当你在还原列表中确认好要还原文件或还原文件夹后，你可以通过点击 Next 选项，进

入下一步。 

选择还原文件后。你可以通过点击 Remove 选项或者直接点击 Remove all 选项，来删除

你不需要还原的文件。 

 



19. 选择你要存放还原产生文件的地点，点击 Restore 选项，开始还原动作。 

如果你点选 In the original location 选项，你会将还原好的文件放到原路径中。 

如果你点选 In the following location 选项，你需要直接输入存放文件位置，或者通过点

击 Browse 选项来查找路径。 

 

20. 还原成功后，点击 Finish 选项退出。 

 



21. 你可以通过点击 Select another backup to restore files from 选项来选择其他备份版本进行

还原。 

 

22. 你可以在备份列表中选择你要的备份，然后点击 Next 选项来确认。 

 



本教程是以 Windows 7 RC 版为基础编写的，如有区别，请读者按照自己系统版本，进

行相应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