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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览
当如果您在卸载软件时出现了问题并且通过控制面板中的“Ｗｉｎｄｏｗｓ添加或移除程序”也不
能卸载它们 ， Revo Uninstaller Pro 则可以帮助您卸载软件和移除您电脑上已安装的不需要程
序。
Revo Uninstaller Pro 是一个更快和更强大的可以替代“ Ｗｉｎｄｏｗｓ添加或移除程序”的应用程序 ！
凭借其先进和快速的算法，Revo Uninstaller Pro 在卸载之前会分析应用程序的数据和在卸载应
用程序之后进行扫描。在正常运行卸载程序之后，您可以移除那些通常是您计算机上遗留下来的
额外不需要的文件，文件夹和注册表键值。如果您有某一次安装中断了，那么 Revo Uninstaller
Pro 会在您的硬盘驱动器上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 注册表里扫描应用程序数据并显示找到的文件，文件夹
和注册表键值以便于您将它们删除。
有数以万计的应用程序会在您计算机里如注册表条目，文件和文件夹中留下许多大量未使用的数
据，但不是在您计算机里左侧的所有注册表键值都是错误的，而且第三方注册表清理软件也无法发
现它们。剩余的的注册表键值与文件结合在一起使得注册表清理工作变得难以完成。Revo Uninsta
ller Pro 可以帮助您在卸载完应用程序之后移除剩余的注册表键值，文件和文件夹 。
Revo Uninstaller Pro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称为强制卸载。该功能允许您移除那些已经卸载的剩
余和安装不完整但已经卸载的程序，如果您想要移除该程序且该程序并未在 Revo Uninstaller Pro
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 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列表中出现，这也不要紧，强制卸载将给予用户卸载的
权力但仍将保持安全和准确的结果。
凭借它独特的"猎人模式"，
Revo Uninstaller Pro会提供您一些简单，易于使用但有效并且强大 的卸载
软件方法。您可以用它来管理您已安装和／或正在运行的软件程序。

Revo Uninstaller Pro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允许您 监视一个正在安装的程序。它可以探测到在安装
和实时完成过程中进行的系统更改！该功能也非常强大，因为当我们需要卸载该程序时，通过监视
系统在安装过程中的改变我们可以排除所有的扫描算法。

Revo Uninstaller Pro 有一个多层次的备份系统。备份管理器是该系统的主要部份。在 Revo
Uninstaller Pro 删除注册表条目，文件和文件夹之后，它可以帮助您管理存储的备份信息。
备份系统的其它等级为：
- 在每个软件卸载之前创建系统还原点
- 在每个软件卸载之前创建完整的注册表备份
- 每天一次 Revo Uninstaller Pro 建立的完整注册表备份
Revo Uninstaller Pro 给予您 8 大不同的强有力工具用以清理您的系统。
这些工具和实用程序包括在 Revo Uninstaller Pro 的下列列表中：
自动运行管理器 - 在 Windows启动时停止自动运行的程序以加快 Windows 启动速度！
Windows工具管理器 - 您可以很容易找到随 Windows的每个版本捆绑在一起的有用系统工具
和选项并手动使用这些工具！
垃圾文件清理器 - 从您的电脑中查找并移除不需要的文件，删除您不需要的文件以释放磁盘空间！
浏览器历史清理器 - 擦除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和 Ｏｐｅｒａ 网络浏览器的历史记录，已
访问过的网页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ｌｅｓ 文件夹里的文件，通过删除 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文件夹里的文件如临时保存的视频，临时的 flash文件，临时的图片等即可释放大量的磁盘空间！
Office历史清理器 - 移除微软 Office 里最近已使用的文件历史，通过删除微软 Office 列表中最后
打开的文档以移除您的踪迹！
Windows 历史清理器 - 移除最近打开的文件历史，删除临时文件，移除已使用的踪迹和其它由
Windows保存的历史项目，移除您 Windows中进行的很多操作踪迹！
不可恢复的删除工具 - 永久擦除文件和文件夹，任何人都不能恢复您删除过的文件和文件夹！
文件粉碎工具 - 确保已删除的文件，文件夹和其它数据都不可恢复，安全的删除您的数据！

2.用户界面

Revo Uninstaller Pro 主窗口分为少数可移动和灵活的用户界面组成。通过对窗口顶部默认的 "菜单栏 "
可以开启/关闭 " 查看 " 菜单并且可以通过拖曳移动它，按下鼠标按钮可以将该菜单项目放在一个不同的
位置。主工具栏位于菜单栏的下方。它包含了 Revo Uninstaller Pro的一些主要功能和当前激活工具的可用
命令。主工具栏可以从 ＂查看＂菜单中开启／关闭并且可以通过拖曳移动它，用鼠标从工具栏中按下 ＂选项＂
按钮可以显示或隐藏图标文本。也可以从 ＂选项＂中更改图标的大小。

在主窗口的左侧是"工具"工具栏。它包含的工具都包括在 Revo Uninstaller Pro里。本规则对于在
这里的主工具栏也有效。
在主窗口底部的是 "状态栏"。根据在激活中的工具它可以显示一些附加信息。您可以从 "查看" 菜单
中开启/关闭它。
在 ＂状态栏＂上方是 ＂描述面板＂。它显示了有关激活工具的一些普通信息。您可以从 ＂查看＂菜单中
开启／关闭它并可以通过拖曳移动它 －在其窗口中的任何地方按下鼠标按钮。此外，＂描述面板＂ ＂自
动隐藏＂功能，隐藏的面板只会显示它的标题。当鼠标移动到标题中面板会再次显现，当鼠标移走
它会再次隐藏。要激活／关闭 ＂自动隐藏＂功能您需要在右边的面板窗口上部点击一个大头针形状的
按钮。
在主窗口的中间部份显示了这些激活工具的特征，在同一时间内能有很多工具被打开，但只有其中
一个是可操作的。要在这些工具之间进行导航，只需在这些激活工具的顶部窗口按下它们的标签。您
也可以通过按下在工具栏上的按钮来激活这些已经打开的工具。

3.卸载
3.1. 所有程序
当 Revo Uninstaller Pro 启动时，它的主窗口会显示您计算机上已安装的程序。根据您的
选项，其它项目如系统更新或系统组件也可以列出，根据查看选项的不同，程序可显示为
图标，列表和详细资料。其中详细资料可以显示程序的名称，大小，版本，安装日期，公司，
注释，卸载指令行，注册表键值和网站。

在详细资料视图中，您可以使用鼠标右键点击栏上的标题以显示或隐藏一些栏。这样的话您
也可以选择如何打印。只有在详细资料视图中才能进行打印工作，这也是为何它适宜作为打印
以在同一页面中看到更多的安装程序信息。

默认情况下 Revo Uninstaller Pro会将程序视图图标在两个组里显示：
新程序 - 最近 7天安装的程序 -您也可以从选项中更改已安装程序的最近天数或者自从
上次运行的卸载程序。
其它程序 - 所有的最后 7天前安装的程序或在卸载之前最后运行的程序。
您可以通过鼠标右键点击程序使用上下文菜单为每个程序分配一个组。也可以通过鼠标右键点
击程序从上下文菜单中移除该组。默认的组为因特网，游戏，多媒体和实用程序。要另外的组
可以从选项中添加。
使用在主窗口上部的搜索框，您可以通过名称来过滤列表中的程序。在 "搜索"框的右侧是显示匹
配搜索条件的程序个数。

Revo Uninstaller Pro 有一个选项，可以将列表中已安装的程序导出为 HTML, TXT 和 XLS
(Excel表格) 格式。注意：要将已安装的程序导出为 Ｅｘｃｅｌ 格式您必须要安装 Microsoft Excel
并让它正常工作。您可以选择您要导出的详细资料。

从上下文菜单中可用的一些其它命令有：
从 Google中搜索 – 使用 Google来搜索应用程序的名称或应用程序的制作者，
该命令将打开你的默认 web浏览器来显示搜索到的结果。
信息。

打开有关连接 – 该命令将打开您的默认 web浏览器并加载地址包括应用程序的
打开帮助连接 – 该命令将打开您的默认 ｗｅｂ 浏览器并加载地址包括帮助信息。

个位置。

打开更新连接 – 该命令将打开您的默认 ｗｅｂ浏览器并加载地址以提供更新信息。
安装位置 – 打开Windows 资源管理器 您就可以看到已选择的安装程序在哪
打开注册表键值 –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RegEdit.exe)并显示已选择的应用程序的

注册表键值包括卸载信息。
您可以在已安装的程序列表中使用主命令进行卸载！选择一个程序然后按下卸载工具栏按钮将
会出现卸载向导。
首先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创建一个系统还原点和一个完整的注册表备份。（如果该选项未
禁用）然后 Revo Uninstaller Pro将运行内置的卸载程序以卸载该软件。在完成内置的卸载程序
之后，您需要按下扫描按钮以继续使用 Revo Uninstaller Pro完成剩下的卸载过程。注意：在使用
内置卸载程序中可能会显示其它打开的窗口，这时您可能需要通过使用键盘上的 Ａｌｔ和 Ｔａｂ键来
切换窗口 －按住 Ａｌｔ键然后再按 Ｔａｂ键。

您可以在扫描前选择扫描的模式：
安全 - 在注册表和硬盘驱动器上执行额外的扫描以查找剩余的项目并安全的将其删除。
这是最快的模式。
中等 - 包括安全模式的扫描并在注册表和硬盘驱动器上执行扩展扫描以在最常见的地方查
找应用程序的所有剩余信息。
高级 - 包括中等模式的扫描并在注册表和硬盘驱动器上执行深度且彻底的扫描以查找应用
程序的所有剩余信息。这是最慢的模式。

按下扫描按钮将触发扫描命令并将自动显示剩余的项目和结果。（如果有）首先 Revo
Uninstaller Pro将向您显示发现的剩余注册表项目。查找到的注册表键和数值为粗体的是通
过已卸载程序创建的。不加粗体的键将不被视为是已卸载程序所创建。您也可以在复选框中对
它们进行标记但它们将不会被删除！它们的标记选项只是通过其根键而自动标记它所有的子键
－ 没有必要通过所有的子项去分别给它们标记。所以不管你如何标记，当您按下删除按钮将只会
标记为粗体
的项目，即使全部选择的按钮已启用。
删除那些

已删除的的注册表项目将会进行备份，如果稍后您需要它们您可以使用备份管理器恢复
它们！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拥有高级的运算法则来查找和已卸载程序相关的剩余项目。有时候这些
算法特别是高级卸载模式可以列出其它程序的一些项目。它有可能发生，但不一定（不是发生），
当您安装了一个程序的两个版本或更多时，例如：
Adobe Photoshop CS和 Adobe Photoshop CS4。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分辨出剩余的项目。它也可能发生在如果您只是想要卸载一个大的软件
包中的一个组件时，（如 Microsoft Office中的一个组件）。在这样的情况下，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会把其余部份的剩余组件都列出，因为它们都安装在同一文件夹中，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无法
区分它们（Ｅｘｃｅｌ，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Ｗｏｒｄ等）。这可以让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更好的用于删除一
而不是整个软件包。
Revo Uninstaller Pro还有一套安全的运算法则，如果它判定删除这些剩余的项目会损害您的系统它
将不会列出这些剩余的项目。因此，如果您想要使用内置的卸载程序来卸载软件时，它可以比 Windows
系统中的添加/移除程序更好的进行工作。但是由于安全考虑和您选择卸载模式中的不同 -高级，中等，
安全可能仍会出现一些过错。

在 Revo Uninstaller Pro中我们已经实施了很多的保护使之更具安全性并且努力增加对剩余项目
的最大搜索准确性，当然，同时我们也会保持系统和其它程序的安全。
基本上您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通过名称，安装路径）剩余项目，大多数情况下，全部选择按钮
可以安全的使用！那些在GUID和 CLSID里的项目（包括文字和数字）
在 99%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剩余项目，你可以删除它们！
注意：
Revo Uninstaller Pro在您卸载程序前将创建 Windows系统还原点和完整的注册表备份，每一个
删除的项目都将会备份！
还有一个上下文菜单，您可以用鼠标右键点击剩余的项目将会出现下列选项：
全部展开 – 将注册表树进行扩展让其显示所有项目 －默认情况下它是展开的，
因此您在第一次使用此命令时可能看不到任何区别。
全部折叠 – 将注册表树显示的所有项目进行折叠 。
展开已选择的键 – 只对已选择的键和它的子项进行扩展 。
折叠已选择的键 – 只对已选择的键和它的子项进行折叠。
卸载已选择的键 – 从系统中删除键。
标记选择的键为已创建 – 通过您正在卸载的程序将选择的键标记为已创建。当您看到
一个注册表键，您肯定它是已创建程序的，但由于在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的安全算法中未
被标记此时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
警告：要非常小心使用这个命令！只有在您确信该标记的键属于卸载程序但由于某些原因或通过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创建未确认的。
添加到排除列表 － 添加在要删除的键的列表中排除已选择的键，它们将受到保护。排除的
键为红色，您可以在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的选项中编辑排除列表。
打开注册表键 － 在 Windows注册表编辑器 (regedit)里打开已选择的注册表键 。
在注册表剩余项目移除完成后您可以点击下一步以继续查找剩余的文件夹。注意:如果未能找到其
它剩余的项目，下一步按钮可能无法使用！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向您显示查找到的剩余文件和文件夹以便于您检查扫描的结果并删除
它们。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在默认情况下将移动到回收站，您稍候可以从那里恢复它们。您可以
在选项 －＞所有程序里进行更改。您也可以查看有多少剩余的文件和文件夹被发现。有一个上下文
菜单，你可以通过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文件夹里的文件。
打开 – 如果您双击 Windows资源管理器里的一个文件或文件夹将产生和上下文菜单中相同
的命令方式。注意：如果如果没有该文件的文件关联，在您点击之后什么都不会发生。
属性 – 上下文菜单上的命令，和您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文件并选择属性的表现方式都是相同
的，它将显示如文件的大小，属性，创建日期，修改等等。
您可以使用全部选择按钮选择所有已找到的剩余文件和文件夹然后使用删除按钮一次删除它们。

3.2. 追踪程序
使用 Revo Uninstaller Pro追踪程序模块可以显示安装程序的所有追踪记录以方便之后的卸载。
要用 Revo Uninstaller Pro 追踪一个程序您可以用鼠标右键点击安装(setup)程
序包文件并选择用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安装或在主工具栏上点击安装程序
按钮。更多的可用详细资料请参见手册的3.4部份。
使用在主窗口上部的搜索框，您可以通过名称来过滤记录。在搜索栏右边 是按搜
索标准发现与之相匹配的记录数目。
对于追踪程序创建的每个记录里的信息包括有名称，大小和日期。所有记录默认分为
两个组 －新程序和其它程序。记录总数显示在状态栏的上方。
模块的设置位于在选项窗口里的追踪程序里。

和记录一起工作的可用命令如下：

3.2.1. 卸载
通过 Revo Uninstaller Pro 在记录程序安装期间对系统做的所有更改进行标记。
这一过程涉及到注册表，文件和文件夹的变化。在命令执行之后，将会开始卸载注册表项，
文件和文件夹并且您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进度。当它完成之后窗口会自动关闭。默认情况下
所有更改的注册表项目都将进行备份。如果您想要备份卸载的文件和文件夹，您可以在
“选项->卸载”里进行设置。

3.2.2. 自定义卸载
自定义卸载让您只卸载程序的一块或卸载所有该程序在安装期间对系统所做的更改。在
命令执行之后，您会看到该向导由一个或两个步骤组成，如果记录里有注册表项目，你将会看
到向导的第一步 －你可以卸载的树状注册表项目。窗口分为两个部份 －左边的是注册表键值树，
右边的是该数值的列表。在底部窗口的右边有两个计数器分别显示该程序所记录的键和值的数目。

当您点击树里的一个键如果有记录那么它们将在列表里显示。该字体的属性用来提供有关
项目的更多信息。这些信息是：
粗体项目 – 由“ Revo Uninstaller Pro ”创建的安装程序记录 。
红色项目
在卸载过程中将会排除的项目（要在列表里显示排除项目请在“选项
->卸载->追踪程序 ->注册表选项卡”）进行设置。
灰色项目 – 该项目目前不存在于系统中。
您必须检查您标记过的想要卸载的项目。如果您想要卸载所有项目可以在复选框中标记它们
并使用 "全部选择"按钮。但是无论如何只有标记为粗体的已选项目将被卸载。
要开始卸载操作请按下 "卸载"按钮然后您将看到操作的进程。
从上下文菜单树中会有一些可用命令：
全部展开 – 将树状结构全部展开以便于在整个层次中获得显著的键值。
全部折叠 – 折叠整个树状结构仅 - "我的电脑"可见。
展开已选择的键 – 只展开当前的键和其所有可见的子项。
折叠已选择的键 – 只折叠当前的键和其所有可见的子项。
卸载已选择的键 – 卸载已选择的键。如果检查的键值未被标记该命令将不会执行。
标记选择的键为已创建 – 通过您正在卸载的程序将选择的键标记为已创建。
要非常小心使用这个命令！标记的键仅在您确定它属于记录的程序但因为某种原因未被
警告：
Revo Uninstaller Pro所记录。
添加到排除列表 – 添加当前注册表键的完整路径在排除列表中这样在卸载过程中它将会
受到保护。
打开注册表键 – 从 Ｗｉｎｄｏｗｓ注册表编辑器里打开当前的键。
在上下文菜单中有两个可用命令值列表：
卸载已选择的值 – 卸载已选择的数值。要选择多个数值您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键或 Shift
键然后用鼠标左键点击要选择的任意数值变为已选择的组值。
打开父级注册表键 – 打开 Ｗｉｎｄｏｗｓ注册表编辑器里已选择的键所拥有的数值。
如果记录里有文件和文件夹您可以点击卸载向导的 ＂下一步＂按钮然后您将看到记录的文件和文件。
在窗口的下部有两个计数器用来显示由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记录该程序的文件和文件夹数目。也
有一个选项是给之前存在的项目重新命名。

安装程序在安装期间给它们重命名。此选项是：
在之前的系统文件和文件夹上存在即执行重命名操作。
如果您想要卸载某些文件和文件夹您必须检查这些标记的文件和文件夹或者在检查过所有现
有的项目后使用 "全部选择"按钮，然后点击 "卸载"按钮卸载它们。
从文件和文件夹的列表上下文菜单中有两个可用命令：

打开 – 如果您双击一个文件或文件夹该项目将在 Windows资源管理器里这和您点击
上下文菜单中的命令是相同的行为形式。请注意：如果没有该文件的关联那么在您点击之后什
么都不会发生。
属性 – 如果您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文件然后选择属性 -将会显示文件的属性如大小，
属性，创建日期，修改等，这和上下文菜单上的命令是相同的的表现方式。
与记录工作有关的其它命令是：
删除记录 - 从列表中删除记录和记录中的所有数据，但是已记录的程序不会改变。
更改图标 - 更改记录的程序为从 ｄｌｌ或 ｅｘｅ文件中浏览的图标。
添加到组 - 添加选择的记录到现有的组（从选项 －＞卸载 －＞组选项卡中您可以管理组）。
从组中移除 - 将已选择的记录从它的当前组中移除。

3.2.3. 高级卸载

但 Revo Uninstaller Pro可能认为在那里有一些与已卸载的程序
虽然程序卸载是根据记录来操作的，
数据有关联但因为 Revo Uninstaller Pro在安装期间未记录所以未被删除。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将
看到一个高级卸载按钮的窗口。高级卸载所拥有的功能让您可以检查和删除这样程序的数据。如果
您想要检查并最终删除它请点击 "高级卸载"按钮。这一行为将启动高级卸载向导，它可能包括两
个步骤，第一步可能显示有关联的已卸载程序在注册表中的现有键和数值。第二步可能显示您的硬
盘驱动器上有关联的文件和文件夹。

警告：在使用"高级卸载"功能删除数据之前，你必须确保它和该卸载的程序有关或由该程序
所创建！
如果要卸载的程序可能和注册表项目有关那么您将看到向导的第一步 － 您可以卸载的树状注
册表项目。当您在注册表树中点击一个键如果有相关的值它将会在列表中显示。该项目的字体
属性是用来提供更多有关该项目的信息。这些信息是：
粗体项目 – 由 Revo Uninstaller Pro 视为和卸载程序有关的项目。
红色项目 – 该项目将会排除在卸载过程中（排除的项目列表显示在 ＂选项 －＞卸载 －＞追
踪程序 －＞注册表选项卡＂）。
您必须检查您标记过的想要卸载的项目。如果您想要卸载所有项目可以在复选框中标记它们并使用
"全部选择"按钮。但是无论如何只有标记为粗体的已选项目将被卸载。
要开始卸载操作请按下 "卸载"按钮然后您将看到操作的进程。
从上下文菜单树中会有一些可用命令：
全部展开 － 将树状结构全部展开以便于在整个层次中获得显著的键值。
全部折叠– 折叠整个树状结构仅 － ＂我的电脑＂可见。
展开已选择的键– 只展开当前的键和其所有可见的子项。
折叠已选择的键–只折叠当前的键和其所有可见的子项。
卸载已选择的键–卸载已选择的键。如果检查的键值未被标记该命令将不会执行。
标记选择的键为已创建– 通过您正在卸载的程序将选择的键标记为已创建。

警告：要非常小心使用这个命令！标记的键仅在您确定它属于记录的程序但因为某种原因未
被 Revo Uninstaller Pro所记录。
添加到排除列表 - 添加当前注册表键的完整路径在排除列表中这样在卸载过程中它将会
受到保护。
打开注册表键 - 从 Windows 注册表编辑器里打开当前的键。
在上下文菜单中有两个可用命令值列表：
卸载已选择的值–卸载已选择的数值。要选择多个数值您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键或Shift键
然后用鼠标左键点击要选择的任意数值变为已选择的组值。
打开父级注册表键– 打开 Windows 注册表编辑器里已选择的键所拥有的数值。

要查看您硬盘驱动器上的文件或文件夹您可以点击向导的下一步按钮，您将会看到列表中
的文件和文件夹。在低部窗口那里有两个计数器用来显示文件和文件夹的数目。如果您想要
卸载某些文件和文件夹您必须检查这些文件或文件夹并标记它们或使用 "全部选择"按钮来选
中所有这些现有项目然后点击 "卸载"按钮卸载它们。
文件和文件夹列表右键菜单中有两个命令：
打开 – 如果您双击一个文件或文件夹该项目将在 Windows资源管理器里这和您点击
上下文菜单中的命令是相同的行为形式。请注意：如果没有该文件的关联那么在您点击之后
什么都不会发生。
属性 – 如果您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文件然后选择属性 －将会显示文件的属性如大小，属
性，创建日期，修改等，这和上下文菜单上的命令是相同的的表现方式。

3.3. 强制卸载
Revo Uninstaller Pro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叫做强制卸载。该功能允许您移除那些已卸
载程序的剩余项目，不完整的安装和程序卸载后的剩余物！如果您想要移除该程序，但它并
并未出现在 Revo Uninstaller Pro程序列表里或 Windows控制面板添加/移除程序里，这不要
紧，强制卸载将给予用户卸载的权力但仍将保持安全和准确的结果。

强制卸载需要两个参数来完成这项工作。在这两个参数中至少应提供其中一个。第一个参数是
您想要卸载该程序的完整路径或安装位置的完整路径 -它的主文件夹。您可以手动输入路径也可
以使用浏览按钮。

推荐使用浏览按钮来找到该程序的可执行文件（exe）！

您可以输入一个已卸载且不是现有的程序的完整路径到安装位置！

您必须输入您想要移除的程序的确切名称，因为在您系统上进行的搜索是根据您输入的名称来的。
因此如果您输入一个错误的名称您将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例如：如果您想要移除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０７ 您必须输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２００７ ，而不是 Ｏｆｆｉｃｅ， Ｍ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点击强制卸载窗口上的下一步按钮将触发 Revo Uninstaller Pro来搜索一个内置的您想要卸
载程序的卸载程式。如果有内置的卸载程序或发现多种可能的卸载程式，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在同一窗口列出它们，因此您可以选择运行一个或不。如果您不想要运行内置的卸载程序您可
以取消选中运行已标记的内置卸载程序。当运行已选的内置卸载程序时，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首先将创建一个系统还原点和完整的注册表备份（如果该选项在选项 －＞ 卸载里未被禁用）然
后开始扫描剩余的项目。

如果您想在扫描剩余项目之前运行发现的内置卸载程序只需选择它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一个
新的窗口包括3个步骤将会出现。

Revo Uninstaller Pro将运行内置的卸载程序直至您的卸载完成后，您必须点击扫描按钮以
Revo Uninstaller Pro将卸载进程完成。注意：在使用内置卸载程序中可能会显示其它打开
的窗口，这时您可能需要通过使用键盘上的 Alt和 Tab键来切换窗口 - 按住 Alt 键然后再按
Ｔａｂ 键 。
按下扫描按钮将触发扫描命令并将自动显示剩余的项目和结果（如果有）。首先 Revo Uninstaller
Pro将向您显示发现的剩余注册表项目。查找到的注册表键和数值为粗体的是通过已卸载程序创建的。
不加粗体的键将不被视为是已卸载程序所创建。您也可以在复选框中对它们进行标记但它们将不会被
删除！它们的标记选项只是通过其根键而自动标记它所有的子键 -没有必要通过所有的子项去分别给
，即使全部
它们标记。所以不管你如何标记，当您按下删除按钮将只会删除那些 标记为粗体
选择的按钮已启用。
删除的注册表项目将进行备份，因此如果您需要您可以稍后在备份管理器里还原它们！
还有一个上下文菜单，您可以用鼠标右键点击剩余的项目将会出现下列选项：
全部展开 – 将注册表树进行扩展让其显示所有项目 -默认情况下它是展开的，
因此您在第一次使用此命令时可能看不到任何区别。

全部折叠 – 将注册表树显示的所有项目进行折叠。
展开已选择的键 – 只对已选择的键和它的子项进行扩展。
折叠已选择的键 – 只对已选择的键和它的子项进行折叠。
卸载已选择的键 – 从系统中删除键。
标记选择的键为已创建 – 通过您正在卸载的程序将选择的键标记为已创建。当您
看到 一个注册表键，您肯定它是已创建程序的，但由于在 Revo Uninstaller Pro的安全算法
中未 被标记此时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
警告：要非常小心使用这个命令！只有在您确信该标记的键属于卸载程序但由于某些原因或
通过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创建未确认的。
添加到排除列表 – 添加在要删除的键的列表中排除已选择的键，它们将受到保护。排除
键为 红 色，您可以在 Revo Uninstaller Pro的选项中编辑排除列表 。
打开注册表键 - 在 Windows 注册表编辑器 (regedit ) 里打开已选择的注册表键。

在注册表剩余项目移除完成后您可以点击下一步以继续查找剩余的文件夹。注意:如果未能找到其
它剩余的项目，下一步按钮可能无法使用！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向您显示查找到的剩余文件和文件夹以便于您检查扫描的结果
并删除它们。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在默认情况下将移动到回收站，您稍候可以从那里恢
复它们。您可以在选项 －＞ 所有程序里进行更改。您也可以查看有多少剩余的文件和文件
夹被发现。有一个上下文菜单，你可以通过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文件夹里的文件。
打开 – 如果您双击 Windows 资源管理器里的一个文件或文件夹将产生和上下文菜
单中相同的命令方式。注意：如果如果没有该文件的文件关联，在您点击之后什么都不会发
生。
属性 – 上下文菜单上的命令，和您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文件并选择属性的表现方式都
是相同的，它将显示如文件的大小，属性，创建日期，修改等等。
您可以使用全部选择按钮选择所有已找到的剩余文件和文件夹然后使用删除按钮一次删除它们。

3.4. 安装程序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有一个功能允许您监视一个程序的安装并在安装过程中发现对系统
的更改。这个过程是实时进行的 － 同时！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因为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监视在程序安装期间对于系统的更改，当我们需要
卸载该程序时，我们可以排除所有的扫描运算法则。扫描运算法则可以非常好的发现剩余项目
但是 Revo Uninstaller Pro 也有一个安全的运算法则会阻止它，因为有些剩余项目会和系统安
全有关。

有了这个功能，我们可以监视由安装程序带来的系统变化，因此，我们确信这些变化是由已安
装的程序所造成的。
使用这个功能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在同一时间内您不可以安装两个或更多的程序或在安装期间运
行／启动其它程序！您可以运行／启动一个安装文件，可以安装很多程序，但您不能运行很多安装文
件！
重要！不要运行/启动任何其它安装文件，程序或其它东西，这可能导致在程序安装期间对系统
所做的更改！
基本上，您可以做除了日志文件在安装之后已创建的包括通过其它安装文件和/或所做的更改。

您可以使用追踪程序上的自定义卸载模式，它允许您标记和卸载您想要的东西。因此，
即使如果您错误的开始了另一个程序或设置您仍然可以只移除您想要卸载的程序！
这个功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它的工作室实时的，它不需要另外再添加时间来安装程
序。它是非常容易使用的，只需要点击几次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成果。
通过 Revo Uninstaller Pro 安装程序您有两种选项：
- 使用安装程序工具栏按钮卸载软件或从命令菜单中的安装程序命令来卸载软件。如
您想要监视并像平常一样按照安装向导的指示来安装软件只需在工具栏安装程序里
浏览程序的配置文件。
或者其它选项：
-

用鼠标右键点击您想要安装程序的配置文件并选择用 Revo Uninstaller Pro 安装，
然后像往常一样按照安装向导的指示来完成软件的安装。

在开始通过 Revo Uninstaller Pro 安装程序的过程中，一条工具栏将像队列一样显示在您的屏幕
顶部。安装过程将如平常一样继续进行，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在安装期间监视系统的变化。
您可以替换一个小点的工具栏。从
选项 -> 在精简模式追踪程序
当您的程序完成安装之后，我们建议您运行它（如果有多个组件运行它们）并配置它。这样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将记录这些配置设置并在您卸载该程序时也将这些设置移除。

在安装程序结束之后您必须点击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顶部工具栏上的停止按钮。然后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将建议您为该日志建一个名称。这个卸载的名称将在追踪的程序选项卡里
列出。如果这个建议的名称不正确您可以更改名称并点击保存按钮。
这里是对您用 Revo Uninstaller Pro 来安装程序的一个概述：
1. 用鼠标右键点击您想要安装的程序配置文件（或使用 Revo Uninstaller Pro 上的安装
程序工具栏按钮）
2. 像往常一样安装程序
3. 开始和配置程序
4. 点击队列工具栏上的停止按钮并保存
某些程序在您第一次运行它们之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必须停止监视，保存日
志记录，然后重新启动。 Revo Uninstaller Pro 有能力检测到系统需要重新启动并自动保存记录的日
志，但在这种情况下，记录的日志名称将由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决定。

3.5. 猎人模式
猎人模式是一项由 Revo Uninstaller Pro 创新的灵活功能，它让您可以一键点击
卸载，只需瞄准桌面上的应用程序图标，快速工具栏或已打开的应用程序来停止或
删除。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很多应用程序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加载启动和逗留在
系统托盘里或者您完全不知道哪些是应用程序。

当您点击 Revo Uninstaller Pro 主工具拦上的 "猎人模式"按钮，当前窗口将消失并将有一个
蓝色的小目标窗口出现在您屏幕中的右上角。这表明猎人模式已激活。

在猎人模式中有一些主要的选项，这是它的上下文菜单（鼠标右键点击）:
打开主窗口 – 打开 Revo Uninstaller Pro 主窗口并退出猎人模式
随 Windows自动启动 – 设置猎人模式与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一起自动启动
窗口大小 – 有三个可用的当前窗口，分别是 - 小，中，大
透明度 - 设置猎人模式窗口的透明度，-默认是 50%
帮助 – 打开当前的帮助页面
退出 – 退出 Revo Uninstaller Pro

要在猎人模式里操作您必须要做下列步骤：
1.用鼠标左键按住蓝色的目标窗口
2. 在猎人模式中用鼠标移动到支持的项目（桌面快捷方式，打开的窗口，图标等），当
这样做的时候，如果在您选择的应用程序上松开按钮有一个工具会提示您有关的信息。
3. 松开鼠标左键按钮将会显示一个菜单
4. 从该菜单中可以选择的所需命令：
卸载 – 用 Revo Uninstaller Pro 里的强制卸载模块卸载
停止自动启动 – 当 Windows启动时，禁止应用程序自动启动
中止 – 停止应用程序
中止并删除 – 停止和删除应用程序
打开所在文件夹 - 当要查找应用程序时，用 Windows资源管理器打开一个新的实例并搜
寻其目录
从 Google 搜索 - 使用 Google 搜索应用程序的名称，文件名称，或公司名称 -已选择的应
用程序制作商。这个命令将打开您的默认浏览器并加载 Ｇｏｏｇｌｅ 网站并搜索当前结果。
属性 - 显示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属性

取消 – 取消操作

4.备份管理器
备份管理器帮助您管理通过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删除的注册表项目，文件和文件夹之后的
备份信息，还原一个本地还原点，您可以还原整个被删除的数据，或者您可以挑选还原一个或
几个项目，如果您需要更多的释放空间，您可以删除一个任意本地还原点或由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创建的所有存储还原点。

当您要删除通过使用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卸载＂（＂所有程序＂模式或 ＂追踪程序＂模式里）
所创建的还原点可以在 ＂备份管理器＂里找到。
默认选项 ＂选项＂ －＞卸载 －＞备份已删除的注册表项目是启用的和删除注册表数据前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进行备份。同样通过备份管理器默认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不备份它们将删除到回收站，如果

如果您想要备份它们您可以切换到选项 "选项 ->卸载 ->删除文件和文件夹"至 "到备份文件夹"。
备份管理器的主窗口将向您显示通过 Revo Uninstaller Pro 创建的所有本地还原点。默认
情况下它们是按照创建的日期和小时来进行分组和排序的。每个还原点在列表中都显示有一些
属性：如操作名称，备份点的大小，数目等项目。
可用的命令有：
还原 – 执行该命令后将开始还原注册表项目，文件和文件夹并且您可以看到该进度的进
展情况。当它完成之后窗口会自动关闭。
自定义还原 - 执行该命令后您会看到还原向导，大概有一到两个步骤，这取决于您要还原
的项目。如果是注册表中的备份项目您将会看到一个可以还原的注册表树。您必须检查您想要还原
的标记项目，如果您想要还原所有项目您可以使用全部选择按钮以选中标记的所有项目。要开始还
原操作请按还原按钮，您会看到一个向您显示还原进度的窗口。如果有文件和文件夹备份项目您可
以点击下一步按钮，您将会看到向导中会显示可以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树。同样的您也必须检查您
想要还原的标记项目或使用全部选择按钮，然后再点击还原按钮。
删除 - 如果您执行该命令后还原点将会从列表中移除并且和它包含的信息也将被删除到回
收站。如果您想要释放磁盘空间那么您必须先清空回收站再这么做。
删除所有 - 此命令只能在主菜单命令中可用。如果您执行该命令后所有的还原点和信息都
将被移除，该列表也会被清空。所有的信息都将会删除到回收站，如果您要释放还原点空间请您清
空回收站。

5.工具
Revo Uninstaller Pro

给予您 8大不同的强有力工具用以清理您的系统。您可以通过工具栏访问这

些工具，如果工具栏未显示这些菜单您可以在状态栏中用鼠标右键点击（ Revo Uninstaller Pro 底部
主窗口）并选中菜单栏选项，然后您将会看到工具菜单。

5.1. 自动运行管理器
自动运行管理器允许您管理随 Windows 一起自动启动的程序。使用这个工具您不仅可以
启用或禁用随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一起自动启动的应用程序，您也可以得到更多设置有关特定的应用
程序随 Ｗｉｎｄｏｗｓ 启动时运行。
您可以获取有关自动运行的应用程序信息有 － 发行者，它的
描述，它的启动路径。如果这些信息不足以决定是否启用或禁用这个自动运行的程序，你还
可以用鼠标右键点击这个可执行文件选择从 Ｇｏｏｇｌｅ 中搜索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在您购买一个新的品牌电脑上没有或很少是随 Ｗｉｎｄｏｗｓ启动时自动运行的应用程序。在这期间，
您在您的电脑上安装了一些新的应用程序且有些是随 Ｗｉｎｄｏｗｓ启动时自动运行的。您可以在 ＂系
统托盘＂里（靠近时钟）看到一些小图标。通常这样的应用程序多是一些即时聊天软件，广告软件
，这些应用程序不需要自动启动。

当一个应用程序启动时它需要很多资源，如内存，
CPU占用。但不管您有多少内存和资源，
在您需要启动的应用程序数目越大您的电脑就越慢。
如果您想要一个程序随 Ｗｉｎｄｏｗｓ启动时自动运行，一个常用的方案是将该程序放置在开始菜
单里的启动文件夹中。
一些应用程序如防病毒，防火墙软件必须和 Windows一起启动，这样可以让您的系统保持平
稳和不会出现问题。尽可能的获取一个自动运行程序的信息并决定启用或禁用它。

最常见的任务是当 Windows操作系统启动时，您要做的是从自动运行管理器中禁用/启用它。
您可以将不想随 Windows一起自动启动的程序复选框取消选中。
您可以用鼠标右键点击栏标题以显示或隐藏某些栏。在打印的时候您也可以这样选择。

您可以在自动运行管理里使有几个命令：
运行 - 您可以运行一个应用程序，它的状态是 "未运行"只需通过在列表中选择应用程序
然后在工具栏上点击 "运行"按钮。
中止 - 您可以停止一个应用程序，它的状态是 "运行"只需通过在列表中选择应用程序然
后在工具栏上点击"中止"按钮。
移除 - 如果您想从列表中移除一个应用程序以防止其随 Windows启动时一起加载，那么
您必须选择应用程序然后从工具栏中点击 "删除"按钮。注意：最好是取消复选框前的标记，因为这
种方式只是将其从启动列表中删除，但它仍将继续保留在自动运行管理器列表中。
添加 – 您可以将程序添加到随 Windows一起启动的列表中。
名称 – 输入程序的名称该名称将出现在自动运行管理器里
命令
（完整路径）– 如果您想要自动运行程序可以输入它的完整路径。您也可以添加参数，
但如果您这样做必须在路径前加引号，如：
“C:\Program Files\VS Revo Group\Revo Uninstaller Pro\revounin.exe” /hunter
设置自动启动：
所有用户 – 如果您想每个用户登录时都启动该程序
当前用户 – 如果您想只有当前用户登录时才能启动该程序
选择自动启动：

注册表: Run – 随 Windows一起启动 – 该选项将在 Windows注册表中添加启动
设置，这是常用的自动启动位置。
注册表：
RunOnce – 随 Windows 启动 一次 – 该选项和上一个类似，但程序只随
Ｗｉｎｄｏｗｓ启动一次，然后该注册表键值将自动删除。
启动文件夹 – 随 Windows一起启动 – 该选项将添加一个程序的快捷方式到启动文
件夹中，这也是常用的自启动位置，从开始菜单 －＞所有程序中可以看到 。
您还可以选择一个应用程序可以看到更多的命令：
运行进程 - 运行已选择的应用程序
中止进程 - 停止已选择的应用程序
从 Google 搜索 - 使用 Google 搜索应用程序的名称，文件名称，或公司名称 -已选择
的应用程序制作商。这个命令将打开您的默认浏览器并加载 Google网站并搜索当前结果。
打开所在文件夹 - 当要查找应用程序时，用 Windows资源管理器打开一个新的实例并搜
寻其目录
移至启动位置 - 打开 " 注册表编辑器 " 并打开注册表项目以自动开始选择应用程序信息
打开注册表项目 - 打开 " 注册表编辑器"并选择要卸载的应用程序注册表项目信息
移除所选 - 从列表中移除已选择的应用程序
移除所有无效的 - 从列表中移除状态为 "无效"的应用程序
移除所有不运行的 - 从列表中移除所有状态为 "不运行"的应用程序
移除所有禁用的 - 从列表中移除所有禁用的应用程序
属性 - 显示应用程序的属性

5.2. 垃圾文件清理器
垃圾文件清理器允许您从您的计算机中查找并移除不需要的各种垃圾文件类型。许多 Windows
应用程序会创建垃圾文件。通常情况下，这些应用程序在安装完成之后会被删除，因为这些只是
临时文件。不过如果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如：系统崩溃，安装主程序出现错误，等
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永远逗留在您的硬盘驱动器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可用磁盘空间减少（
甚至有数百MB）或可能会降低系统的速度和性能。
启动垃圾文件清理器您可以选择您想要扫描的驱动器。最常见的是临时文件夹和内置的垃圾文件扩
展名，不过您也可以添加您想要加入的扩展名。

垃圾文件清理器命令
扫描 - 要开始扫描垃圾文件只需从当前工具栏或命令菜单按下 "扫描"按钮。这将执行
您选择的一个扫描操作。会出现一个小窗口，直至扫描完成。

有一个 "取消"按钮窗口，在该窗口上，如果您让扫描进程停止，那么您只能看到在这一刻止
扫描到的垃圾文件。
删除 - 在扫描过程完成后所有查找到的文件都将被加载到列表中，包括它们的大小，
名称和完整的路径。如果要删除所有文件请点击 "删除"按钮那么所有已选中的文件都将被删
除。
您还可以选择一个可执行文件能够看到更多的命令：
打开 – 打开已选择的文件
从 Google搜索 – 使用 Google搜索应用程序的名称，文件名称，或公司名称 -已选择
的应用程序制作商。这个命令将打开您的默认浏览器并加载 Google网站并搜索当前结果。
打开所在文件夹 - 当要知道已选择文件的位置，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打开一个新
的实例并搜寻其目录
属性 – 显示文件的属性
选中所有项目 – 在列表中前的复选框选中所有项目
不选中所有项目 – 在列表中前的复选框移除所有项目
选中所有已选择项目 - 在列表中前的复选框选中所有已选择的项目
不选中所有已选择项目 - 在列表中前的复选框移除所有已选择的项目
您可以点击垃圾文件清理器里的 "选项"或工具栏上的工具菜单来更改设置。

5.3. Windows工具
每个 Windows操作系统里都捆绑有许多方便和有用的工具，它们中的一些命令行选项非常复杂，
其它的则是很难访问。Windows工具给您一个快速的只需一键点击便可访问 Windows里的十多种
工具以便于您在日常工作中使用。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和 Windows 7它们几乎都包括有系
统还原。
系统还原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组件，一旦发生问题，您可以用它来恢复您的计算机到以前的状
态而不用担心会丢失您的个人资料（例如 Microsoft Word文档，浏览历史，图片，收藏夹或电子
邮件）。系统还原监视一些应用程序文件对系统做的更改并会自动创建一个易于识别的还原点。这
些创建的还原点允许您将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在有重大系统事件时它们将被创建（如：当一个
应用程序或驱动在安装时）。您还可以用你的名字在任何时间创建还原点。

网络诊断
网络诊断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组件，您可以使用它收集并显示关于您计算机上的硬件和操作系

统信息，您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配置，您的调制解调器和网络适配器配置。使用网络诊断工具，您
可以执行一个扫描您的系统以测试网络的连通性是否正确。它收集了一个有关您计算机系
统的各种信息，可基本上帮助技术人员想帮您解决您系统上的问题。

网络信息
网络信息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您可以使用它显示当前所有的 TCP/IP网络配
置值，刷新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和域名系统（DNS）设置，显示所有完整的 TCP/IP
协议，包括IP地址，
MAC地址，子网掩码器配置，默认网关，Windows Internet 命名服务和
DNS 配置。

安全中心
安全中心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您可以用它来检查计算机的当前三种安全状态 -防
火墙，病毒防护软件和自动更新。如果发现这三个要素有一个出现了问题（例如：您的防病毒程
序已过期），安全中心将向您发送警报并建议您如何更好地保护您的计算机。

系统属性
系统属性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您可以用它来做下列的事情:

* 查看您的基本信息例如您的 CPU类型和 RAM存储器。

* 查看和更改设置，控制您电脑的内存使用量，和查找某些信息。
* 查找有关硬件和设备属性信息以及硬件配置状态。
*查看有关您的网络连接和登录配置文件。
*当系统和程序发生错误时向 Microsoft或您的系统管理员发送错误报告。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显示本地和远程计算机的系统
配置信息。这包括硬件配置信息，计算机组件和软件（包括签名和未签名的驱动程
序）。系统信息是一个支持让您用它来快速查找您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上的信息工具。

TCP/IP Netstat命令
TCP/IP Netstat命令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显示所有活动的 TCP连
接和计算机正在侦听的 TCP和 UDP端口以显示每个连接监听端口所涉及的可执行文件。
简单一点说，这个命令显示了应用程序连接的端口和哪些是侦听和连接传入。

屏幕键盘
屏幕键盘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显示一个虚拟的键盘用来输入数据以
方便那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士使用，并允许用户使用指示设备或操纵杆。屏幕键盘主要是为
那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士设计，当然，您也可以使用屏幕键盘，如果您认为您的计算机里安
装了一个键盘记录器，您可以使用屏幕键盘来消除密码被泄露的可能。

磁盘碎片整理
磁盘碎片整理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它可以分析本地卷并合并零碎的文件和文
件夹，使占用的空间可以连续。因此，您的系统可以更高效率的访问文件和文件夹，磁盘碎
片整理程序也巩固了卷的可用空间，使得它不会因为新的文件增加变的越来越多的碎片。巩
固文件和文件夹碎片的过程称为磁盘碎片整理。碎片整理后的的硬盘驱动器文件将会精心安排
放置从而让您的系统更快，工作更轻松。

服务
服务是一种应用程序在后台运行的类型。通常诸如客户机/服务器应用程序，
Web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需要提供应用程序服务和其它基于用户在本地和通过网络的服务器应用程序。
服务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您可以使用它：
* 您可以开始，停止，暂停，重新启用或禁用远程和本地计算机上的服务。您必须有合适
的权限来开始，停止，暂停，重新启用和禁用服务。
* 管理本地和远程计算机上的服务。
* 设置如果一个服务失败重新启用，例如自动重新启动服务或重新启动。
* 启用或禁用针对硬件配置文件的服务。
* 查看每个服务的状态和描述。

共享文件夹
共享文件夹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您可以用它来管理通过网络共享的资源，控制
用户的访问权限，回话权限，共享资源属性和查看本地和远程计算机的连接和资源使用。使用
共享文件夹，您可以：
* 创建，查看和设置共享资源的属性。
* 查看所有的谁是通过网络连接到本地计算机的用户列表，并断开一个或全部。
* 查看已打开的远程用户并关闭列表中一个已打开的文件或所有文件。

组策略
组策略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包括策略设置和用户配置，用户配置影响用户，
计算机配置影响计算机，组策略设置定义用户桌面上的各个组成部份和系统需要系统管理
员的管理。

添加/移除 Windows组件

添加/移除 Windows组件可以帮助您管理已安装在您计算机上的Windows组件。您可以使
用添加/移除 Windows组件添加一个 Windows组件，或移除现有的您不需要的 Windows
组件。

Microsoft Windows 恶意软件移除工具
Microsoft Windows恶意软件移除工具可以检查您计算机上已运行 Windows操作系统中感染
的任何特定流行的恶意软件并帮助您删除它。这种恶意软件包括病毒，蠕虫和特洛伊木马。当
检测和删除过程完成后，该工具将显示一个描述结果的报告，包括检测的所有恶意软件和删除
项目。

5.4. 浏览器清理器
您曾经访问过的每一个网站都会在您的浏览器里留下详细的记录。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从您的
浏览器窗口口中看到，只需一个按钮。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帮助您删除网站上的历史记录包括
Internet Explorer, Netscape 和 Opera 。在清理浏览器的同时，您也可以删除 Internet临时文
件，它们大多是一些您看过的照片，在线视频和您访问过的网页。删除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临时文件也将会
给您的硬盘释放一些空间。

您想要清理的文件可以对相关浏览器进行设置，您可以选中这些选项然后点击清理工具栏
上的按钮或命令菜单上清理命令。

5.5. Microsoft Office清理器

微软 Office清理器允许您移除微软 Word, Excel, Access, PowerPoint 和 Front Page 最近使用
的文件历史。如果您不希望别人看到您最后打开或编辑的电子表格文件或其它文件，您可以点
击 ＂清除＂按钮以移除它们那么您最近使用过的文件将不会再列出。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作系统还会保
存您最近使用的文件记录，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里的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清理器也包括清理它们。
微软 Ｏｆｆｉｃｅ清理器可以清理的最近使用文件在下列中：
Microsoft Excel 2000, XP, 2003和 2007
Microsoft Word 2000, XP, 2003和2007
Microsoft PowerPoint 2000, XP, 2003和 2007
Microsoft FrontPage 2000, XP, 2003和 2007
Microsoft Access 2000, XP, 2003和 2007
您想要清理的文件可以对相关历史进行设置，您可以选中这些选项然后点击清理工具栏上的按钮
或命令菜单上清理命令。

5.6. Windows清理器

Microsoft Windows 会将您在用计算机的过程中保持有您使用过的痕迹。例如搜索的历史
文件和文件夹，最近打开的文档历史记录，开始菜单点击历史，最后打开的注册表项历史等。
Windows 清理器允许您移除所有这些历史文件和临时文件。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
您可以使用此工具很快捷的移除您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中留下的踪迹。您也可以清空您的回收
站并删除临时文件，这样您的磁盘上会释放更多的空间。

Windows 清理器可用的选项有：
清理最近的文档历史
清理开始菜单运行历史
清理查找的文件历史
清理打印机，计算机和人员查找历史
清空剪贴板
清理 "MS Paint"最近的文件历史
清理 "MS WordPad"最近的文件历史

清理 “注册表”最近打开的历史项目
清理通用对话框最近的打开保存历史
清理通用对话框最近的访问文件夹历
清空回收站
删除 Windows临时文件
删除开始菜单点击记录
删除内存转存垃圾文件
删除 Chkdsk (磁盘检查)恢复的文件碎片
根据以上的您想要清理的历史项目可以选中一个复选框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清理按钮或
命令菜单上的清理命令。

5.7. 踪迹移除器

当您删除一个文件和文件夹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一去不复返了。当您清空 Windows 回收站的文
件和文件夹操作系统只是将它们标记为删除但实际文件并未从您的磁盘中消失。有很多机会可
以将这些被删除的数据恢复，这些数据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重要和秘密的，对于一些可以恢复
文件的程序工具它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回您的重要文件。

使用 Revo Uninstaller Pro 可以擦除您硬盘驱动器上的所有数据备份。它将永久抹掉那些已
经删除但实际上仍存留在您硬盘上的文件和文件夹。不管你或其他人用什么工具来恢复这些数
据包括专业和昂贵的反删除软件，其结果将是这些擦除的数据完全无法恢复！
要擦除已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您必须把前面的驱动器复选框选中，这些文件将被删除。然后，
您可以点击执行工具栏上的按钮或执行命令菜单上的命令。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因为数据将被随机覆盖 ３ 次！速度的快慢依赖于您：
-

计算机处理器 (CPU)
已选定的驱动器大小
正在运行的程序
正在运行的安全软件 – 反病毒，网络安全套装，等。

在这个过程中，磁盘空间将会逐渐减少，因为在擦除过程中将创建一个非常巨大的文件 并写入
随即数据。这个巨大的文件在该过程结束后将被结束 － 可用磁盘空间将会恢复。

5.8. 反删除

如果您想要安全的删除一个文件或文件夹并确信任何人用任何工具都无法恢复这个文件或
文件夹，您可以使用反删除工具。删除文件和清空 Ｗｉｎｄｏｗｓ 回收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件就
永久消失了，它们只是标记为删除但文件仍然存在于您的硬盘或其它存储设备中。任何人用
一个免费或商业的反删除工具都能很容易的恢复这些文件。而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将使
这一切成为不可能。删除 Ｗｉｎｄｏｗｓ 里的文件意味着标记的内容将会擦除，这需要一些时间并
会拖慢您的计算机，因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要物理删除所有的文件。

反删除工具有以下命令：
-

添加文件 – 使用该命令您可以从磁盘驱动器中添加不同的文件来删除它们。

-

添加文件夹 – 使用该命令您可以从磁盘驱动器中添加一个文件夹那么所有的子
文件夹和文件将会永久删除。

-

永久删除 – 执行将添加的文件和文件夹永久擦除。您可以取消该过程但已经删除
的文件在你取消后也是无法恢复的，因此。请慎重选择要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6.选项

6.1. 常规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 Revo Uninstaller Pro 的一些常规选项：
当前语言: - 在下拉框中，您可以用它来更改 Revo Uninstaller Pro 的语言。
请注意：在安装 Revo Uninstaller Pro 时您可以设置选择安装语言。
备份文件夹 - 该文件夹中储存了所有的备份。如果备份文件夹所在驱动器没有
更多的可用空间。您可以更改储存位置。
启动时检查更新 – Revo Uninstaller Pro 在启动时通过连接到 www.revouninstaller.com
检查是否有新的可用版本，但只会一天检查一次，且个人信息不会被发送或接收。请注意：您必
须在您的防火墙设置中允许 Revo Uninstaller Pro 连接到互联网。
创建每日完整注册表备份 - Revo Uninstaller Pro将在当天第一次备份时创建一个
完整的注册表备份。
略过 Revo Uninstaller Pro 资讯讯息 – 如果您不想要看到 Revo Uninstaller Pro 的
信息消息您可以启用该选项。这些信息如同 " Revo Uninstaller Pro剩余扫描已完成 "等类似的消
息。
略过 Revo Uninstaller Pro 警告信息 – 如果您不想要看到 Revo Uninstaller Pro的
信息消息您可以启用该选项。这些信息如同 ＂您确定您想要移除已选择的项目吗？＂等类似的消
息。

6.2. 卸载
6.2.1. 常规
在这里是影响整个卸载的主要选项：
在开机启动的追踪程序中设置焦点 –

当 Revo Uninstaller Pro 启动时默认会显

示所有程序标签，您可以通过启用该选项改为显示追踪的程序。
卸载前制作一个系统还原点和完整注册表备份 – 如果您启用了系统还原点功能那么
Revo Uninstaller Pro 会请求创建一个系统还原点和制作完整的注册表备份，稍后，您可以
从 Ｗｉｎｄｏｗｓ 故障恢复台恢复它们。
备份已删除的注册表项目 – 该选项将导致所有的删除操作都将备份 Windows 注
册表！稍后您可以从备份管理器中恢复它们。
删除文件和文件夹：
该选项将显示所有已删除的文件放到何处：
到备份文件夹 – 所有已删除的文件都将备份。该选项应该不会经常使用，因为通过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卸载的所有程序都将会移动到备份文件夹而不会减少磁盘可用空间，

因为它是预期的。如果您真的不再需要它们了，您应该到备份管理器中去恢复或删除它们。
到回收站 – 该选项类似于将以前的文件放入回收站中。我们建议您选择它。因为它
是安全的。如果您想要恢复其中的一些文件您必须打开回收站。当您清空您的回收站您将获取额
外的磁盘可用空间。

-

永久的 – 所有已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都将被永久删除，因此您稍后是不可能
恢复它们的。这是最快的删除选项。

显示为已安装的新程序：
该选项将导致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分开一个单独的组用来显示新的程序。新程序始终会显示在
程序列表顶部。
- 最近（按天） – 您可以指定有多少天的程序被视为一个新程序。
- 自从最近一次打开卸载工具 – 如果一个程序显示为新程序那么在下一次打开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该程序将不再显示为新程序，因为它作为一个新程序已经显示过一次，
这被认为是用户已审阅过。

6.2.2. 组管理器
组管理器将显示"所有程序"和"追踪程序"两者的所有可用组.这个组的顺序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考虑了程序在列表中的顺序-在列表的顶部将显示第一组，接着是第二组等等。
有一些按钮，您可以使用向上和向下（上移和下移）来改变它们在组中的顺序。还有
一些其它的按钮：
-

添加 – 通过输入新名称添加一个新组
重命名 – 用于重命名在列表中新添加的组
移动 – 移除在列表中选择的组
恢复默认值 – 移除所有创建的组并设置恢复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的默认组，
它们分别是因特网，游戏，多媒体和实用程序。

6.3. 所有程序
这里是和卸载选项卡有关的所有程序。

6.3.1. 常规
-

-

显示系统更新 - （不支持 Windows Vista和 Windows 7） – 选择该选项将显示
Windows XP上的 Windows 更新 。
显示系统组件 – 一些程序有额外的组件这些是可移动的，但标明为另一种程序的
组件。并且默认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不在列表中显示显示这些程序。
仅使用内置卸载工具 - 当您选择卸载命令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启动已选择程
序的内置卸载工具。

6.3.2. 注册表

当 Revo Uninstaller Pro 已卸载了一个程序将显示剩余的注册表项目，我们对于一些剩余
的注册表项目不甚了解，所以在所有程序选项卡中我们有一个排除列表用以排除这些项目。
您也可以添加或移除这些项目（使用添加或移除按钮）或恢复默认值 － 移除所有添加并
恢复所有移除的项目。
要排除一个注册表键必需添加完整的路径，例如：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
有一个名为包括子项的注册表项目选项，该选项将排除所有的注册表子键 - 不仅仅是键本身。
在每个注册表项目前有一个复选框，用于启用或禁用（取决于标记是否选中）注册表排除项。
如有选中一个，该项目将被排除在外。
排除列表支持通配符为 (?)和 (*)，这意味着您可以在不知道该特定注册表键的确切名称下使用通
配符来排除，例如：
HKEY_LOCAL_MACHINE\SOFT????\Classes
这样就可以排除所有 ＨＫＥＹ＿ＬＯ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从 ＳＯＦＴ 开始到后４个字符以下的字词，因为 （？）意
味着任何字符！
HKEY_LOCAL_MACHINE\SOFT*\Classes
这将排除所有注册表项 ＨＫＥＹ＿ＬＯ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从 ＳＯＦＴ字词开始到任意长度，您可以使用 （＊） 字
符来取代传统的整体键名为：
HKEY_LOCAL_MACHINE\*\Classes
但是这也排除了所有的分支，比如：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Classes
HKEY_LOCAL_MACHINE\Microsoft\Classes
HKEY_LOCAL_MACHINE\Your Company\Classes
HKEY_LOCAL_MACHINE\Anything goes here\Classes
您可以结合使用 (?)和 (*)。

6.4. 追踪程序
6.4.1. 常规
当一个程序通过 Revo Uninstaller Pro安装时，Revo Uninstaller Pro 将创建日志文件。这些文
件将保存到默认文件夹，如果您需要，您也可以更改它们的位置（例如磁盘空间不够）。在
日志文件夹中，会显示当前的日志路径，您可以手动更改为另一个文件夹或通过浏览按钮选择
要存储的文件夹。

-

-

卸载后删除追踪程序记录 – 如果选中该选项在卸载掉一个追踪的程序后该程
序记录将被删除。
在精简模式追踪程序 –
Pro

选项将在顶部显示一个小窗口。当程序通过 Revo Uninstaller

安装时 - 有一个停止按钮和记录动画。该选项默认不启用，这也就是为何通过

Revo Uninstaller Pro安装程序时 Revo Uninstaller Pro会在屏幕顶部显示一个大的队列。

6.4.2.
当

注册表

Revo Uninstaller Pro 已卸载了一个程序将显示剩余的注册表项目，我们对于一些剩余

的注册表项目不甚了解，所以在追踪程序选项卡中我们有一个排除列表用以排除这些项目。您
也可以添加或移除这些项目（使用添加或移除按钮）或恢复默认值 － 移除所有添加并恢复所有
移除的项目。
要排除一个注册表键必需添加完整的路径，例如：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
有一个名为包括子项的注册表项目选项，该选项将排除所有的注册表子键 - 不仅仅是键本身。
在每个注册表项目前有一个复选框，用于启用或禁用（取决于标记是否选中）注册表排除项。
如有选中一个，该项目将被排除在外。
排除列表支持通配符为（？）和 （＊），这意味着您可以在不知道该特定注册表键的确切名称下使
用通配符来排除，例如：
HKEY_LOCAL_MACHINE\SOFT????\Classes
这样就可以排除所有 HKEY_LOCAL_MACHINE从 SOFT开始到后4个字符以下的字词，因为
(?) 意味着任何字符！
HKEY_LOCAL_MACHINE\SOFT*\Classes
这将排除所有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从 SOFT字词开始到任意长度，您可以使用 (*)
字符来取代传统的整体键名为：
HKEY_LOCAL_MACHINE\*\Classes
但是这也排除了所有的分支，比如：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Classes
HKEY_LOCAL_MACHINE\Microsoft\Classes
HKEY_LOCAL_MACHINE\Your Company\Classes
HKEY_LOCAL_MACHINE\Anything goes here\Classes
您可以结合使用(?)和 (*)。

6.4.3. 进程
当一个程序通过 Revo Uninstaller Pro 安装时会包括该程序的安装记录。您可以使用
添加按钮添加要监视的进程和指定进程的完整路径。您也可以移除已添加的进程或只是取
消它们的标记。恢复默认按钮将移除所有已添加的进程并只添加默认的进程。
排除进程工作于列表中不需要监视的安装程序。

6.5. 垃圾文件清理器
删除文件到回收站 - 排除进程工作于列表中不需要监视的安装程序。这可以被认为是
增强了安全性。但直到您清空您的回收站都不会增加您的磁盘可用空间。
忽略 24 小时内存取的文件 - 这个选项默认是启用的，因为有一些垃圾和临时文件在扫
描期间会被使用，所以最好是忽略它们。
常规选项 - 在您的硬盘驱动器上有一个所有合乎逻辑的驱动器列表。如果选中一个驱
动器名称，当扫描操作进行时将会扫描驱动器上不需要的文件。如果未选中，该驱动器
将会被跳过。
列表中显示了（主文件类型）的样式和说明，您可以选择在扫描操作进行时要匹配的样式。
您只需在结果列表中将要匹配的文件样式选中即可，如果您移除了一个复选框，稍后这个
文件样式将会删除。
您也可以通过使用下面的按钮添加或移除列表中的样式。要添加新样式请点击 ＂添加＂按钮
会出现一个小窗口，您可以键入您所需的样式（？，＊）并点击 ＂确定＂按钮或点击 ＂取消＂按钮
以忽略此操作。
要移除一个样式，请在列表中选择它并点击 ＂移除＂按钮。如果您想要恢复默认的内置模式，
只需点击 ＂设置为预设＂按钮那么您选择的样式将会删除并恢复到默认设置。

排除选项 - 如果您希望排除扫描在所有目录包括其内的所有文件，当扫描操作进行时，可以
选择在一个本地驱动器上您要排除的文件样式。

该样式在扫描过程中将会跳过。如果您移除了一个选中的标记，该样式在稍后的垃圾文件
要移除一个样式，请在列表中选择它然后点击 ＂移除＂按钮。如果您想要恢复默认的内置样式，
只需点击 ＂设置为默认值＂按钮然后您的自定义样式将会删除并恢复为默认设置。

6.6. 查看
Revo Uninstaller Pro 的主题您可以在这里进行更改。您可以在主题下拉框中选择您喜爱的几
个视觉主题。如果工具栏有文本标签并且该工具栏的图标很小那么你还可以选择显示小图标和
显示文本标签以及在详细资料视图中显示小图标。

7.注册并激活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有 ３０ 天的免费全功能试用期。在这期间您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它！

当试用期结束后，您可以通过输入一个注册码来继续使用它，您可以通过访问我们的网站 －
www.revouninstaller.com 来购买许可证。
要输入注册码，你必须要：
1. 转到帮助菜单
2. 选择注册。。

当您在购买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之后，您的 Ｅ－Ｍａｉｌ 将会收到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的注册号，复制并粘贴您收到的注册号，然后点击在线激活按钮！点击在线激活按钮之后，程
序将会自动关闭，请再次运行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并检查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的注册状态：
- Ｒｅｖｏ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 的主窗口标题
- 帮助菜单 -> 关于 - Revo Uninstaller Pro
如果激活成功，将会出现已注册版本字样。
激活 Revo Uninstaller Pro需要有一个因特网连接，因为 Revo Uninstaller Pro 将连接到我们
的服务器 – www.revouninstaller.com 以验证您的授权许可。我们尊重您的隐私，因此不会有
任何的个人信息会被收集，发送或接收！

如果您的计算机没有或暂时不能连接因特网，请与我们联系 support@revouninstaller.com
。请您填写您购买的全部内容包括名称，地址，订单 ｉｄ，
ｅ－ｍａｉｌ 和授权许可给我们！

8.命令行支持
Revo Uninstaller Pro

支持命令行选项并有一个命令行进程 RevoCmd.exe .

RevoCmd.exe 可以用来列出您计算机上已安装的程序。它还可以显示程序的安装位置和该
程序的卸载命令然后它可以启动软件内置的卸载程序。

使用：
RevoCmd /m "program name" [/i] [/u] [/p]
/m - 匹配的程序名称使用通配符 - * 和 ?
星号（ * ） 表示任意字符
问号 ( ? ) 表示单个字符
例如：RevoCmd /m Microso*
从 Microso 开始显示所有程序名称
/i - 如果存在包括安装位置
/u - 包括卸载命令
/p - 暂停每个页面
/? 或 /help - 帮助
Revo Uninstaller Pro 可以从命令行中执行一些操作。支持的命令行操作和具体的阐述有：
正常卸载

- 您可以从 Revo Uninstaller Pro 命令行中卸载列表中的程序。在

卸载过程中不会启动选定软件的内置卸载程序也不会自动删除程序创建的注册表项，文件
夹和文件。
语法：
RevoUninPro /mu "程序名" /path "完整程序路径" /mode "卸载模式"
/32
其中参数如下：
/mu - " Revo Uninstaller Pro 需要您提供精确的程序名称 "。
/path - "程序安装文件夹的完整路径" 。程序路径不能是反斜线符号。
/mode - 卸载模式 - 安全，中等 或高级 。
/32 或 /64 - 取决于程序是32位或64位 。

例如：
RevoUninPro /mu "Yahoo Toolbar" /path "C:\Program Files\Yahoo Toolbar" /mode
Moderate /32
追踪卸载

-

您可以使用卸载追踪程序，该卸载过程会恢复所有已发现的系统更改。

语法：
RevoUninPro /tu "日志名称"
其中参数如下：
/tu - "准确的日志名称为您在安装之后保存的追踪程序名称"。
例如：
RevoUninPro /tu "Yahoo Toolbar"
导出 - 您可以导出列表中所有安装的程序和所有追踪的程序。
语法：
RevoUninPro /export "Full export path" /all /traced /txt /xls /html
其中参数如下：
/ export - " 导出完整路径的文件，以导出的数据将会储存 ＂。
/all - "导出列表中所有程序 " 。
/traced - "导出列表中所有追踪的程序 " 。
/txt - "导出数据为 TXT文件格式 - text文件 "。
/xls - "导出数据为 XLS文件格式 - Microsoft Excel文件"。
/html - "导出数据为 HTML文件格式 - html文件" 。
例如：
RevoUninPro /export "C:\My data\allprograms.txt" /all /txt
猎人模式

- 你可以启动 Revo Uninstaller Pro里的猎人模式。

语法：
RevoUninPro /hunter

9.还原完整的注册表备份
Revo Uninstaller Pro 每天都会建立一个完整的注册表备份！在每个程序卸载时它都
会创建一个完整的注册表备份。在默认情况下该选项是禁用的。它还可以在卸载期间移
除创建的备份注册表项目。

完整的注册表备份仅用于备份管理器无法恢复删除的项目或 Windows 不能正常启动了！
恢复过程的步骤取决于您使用的 Windows操作系统。
Windows XP
选项 1:从 Windows CD-ROM上的 Windows故障恢复台开始
如果您还未预先安装 Windows故障恢复控制台，您可以直接从您初始的 Windows 安装光
盘启动电脑并使用故障恢复控制台。如果您的计算机已经安装了 Windows并且您想要添加
Windows故障恢复控制台为启动选项，请转到下一节 "添加 Windows 故障恢复控制台为启
动选项 "。
1. 将 Windows CD放入到您的 CD驱动器并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如果您看到提示，请
在选项中选择从 CD开始启动。
2. 在开始安装后，当出现了以文本为基础的部份时，请按照提示选择修复或点击 R重新
安装操作。
3. 如果您有一个双重引导或多重引导系统，请选择您想要安装访问的故障恢复控制台。
4. 当您看到提示，请键入管理员密码。
选项 2: 添加 Windows 故障恢复控制台为启动选项
如果您的计算机可以启动 Windows您可以从 Windows环境中添加 Windows故障恢复控制台
为启动选项。要安装故障恢复控制台为启动选项。
请按下列步骤：
1. 在 Windows运行时，放入 Windows CD到您的 CD驱动器。
2. 点击 开始 然后点击 运行。
3. 键入以下命令（其中 Ｘ： ＣＤ驱动器盘符），然后点击您键盘上的 ENTER 键。
X:\i386\winnt32.exe /cmdcons
注意：/cmdcons 前有一个空格。
4. 点击 确定 然后按照说明开始安装。
注意：这将添加 Windows故障恢复控制台到您的 Windows启动文件夹中。

5. 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并从列表中的可用操作系统中选择故障恢复控制台。
选项 3:如果您已经安装了故障恢复控制台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故障恢复控制台，您可以在 Windows 正常启动时选择它。要运行故障恢
复控制台：
1. 在启动期间，选择启动选项菜单中的故障恢复控制台。
2. 如果您有双重引导或多重引导系统，请选择您想要安装访问的故障恢复控制台。
3. 当您看到提示，请键入管理员密码。
4.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故障恢复控制台命令。并且您可以参考 ＂Ｗｉｎｄｏｗｓ 故障恢复
控制台可用命令＂列表中的部份命令。
*选择您的 Windows安装。
* 输入管理员密码。然后点击回车键。
输入以下命令：
(假设您的 Windows安装在 “本地磁盘 (C :)”中)
C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
第 1步:
(以上命令包括引号，您应该全部键入它们。)
DIR
第 2步:
( 一个文件夹的名称将会在列表中显示出来，您将会看到您的用户名 -记住它并开始下一
步)
CD “XXX\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VS Revo Group\Revo
第 3步:
Uninstaller Pro\RegBackup\Daily\”
(您应该将 XXX替换为您在上一步中看到的用户名，以上命令包括引号，您需要全部键入
它们)
或
CD “XXX\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VS Revo Group\Revo
第 3步:
Uninstaller Pro\RegBackup\Last\”
有两个完整的注册表备份文件夹！第一个文件夹名称是每日创建的，因为它是每天都创建一次
当每天 Revo Uninstaller Pro 启动时！第二个完整的注册表备份是卸载每个程序时创建的。如
果您确定您想要在卸载一个程序之前还原整个注册表备份，请使用命令：CD “XXX \ Local Settings\
Application Data\VS Revo Group\Revo Uninstaller Pro\RegBackup\Last\" 。

以下的情况为实例：
1.
2.
3.
4.

每天第一次运行
卸载一个程序 –
卸载第二个程序
卸载第三个程序

Revo Uninstaller Pro – 创建每日注册表完整备份。
创建的最后完整注册表备份 。
– 覆盖最后的完整注册表备份 。
– 覆盖最后的完整注册表备份 。

因为没有程序被卸载，每天的备份都将恢复所有的更改。最后的备份只有通过卸载最后一
个程序所作的更改进行还原。
第 4步：

BATCH Restore.dat

在每一步之后请点击回车键！
第 5步：

移除任何 Windows CD/DVD然后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1. 重新启动计算机，当第一次启动计算机时它通常会列出一些安装在您计算机上的设备，
，内存，硬盘驱动器安装等。这时您应该反复点击 F8键，直到您看到高级选项菜单窗口。
2.选择菜单上的 "修复您的计算机"选项。
3. 然后您将不得不经过几个步骤，知道您看到系统恢复选项窗口。

4.在那里，如果您想要通过 Revo Uninstaller Pro恢复完整的注册表备份，您可以选择
命令提示符
输入以下命令：
(假设您的 Windows安装在 “本地磁盘 (C :)”)
第1步 : C:
第2步 : CD Users
第3步 : DIR
( 一个文件夹的名称将会在列表中显示出来，您将会看到您的用户名 - 记住它并
开始下一步 )
第4步 : CD “XXX\AppData\Local\VS Revo Group\Revo Uninstaller
Pro\RegBackup\Daily\”
(您应该将 XXX替换为您在上一步中看到的用户名，以上命令包括引号，您需要全
部键入它们)
或
第4步 : CD “XXX\AppData\Local\VS Revo Group\Revo Uninstaller
Pro\RegBackup\Last\”

有两个完整的注册表备份文件夹！第一个文件夹名称是每日创建的，因为它是每天都创建一
当每天 Revo Uninstaller Pro 启动时！第二个完整的注册表备份是卸载每个程序时创建的。
CD “XXX \AppData\
如果您确定您想要在卸载一个程序之前还原整个注册表备份，请使用命令：
Local\VS Revo Group\Revo Uninstaller Pro\RegBackup\Last" 。
第 5 步 : ren Restore.dat Restore.bat
第 6步: Restore.bat
在每一步之后请点击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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