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NFS虚拟磁盘驱动器  
⼀个Windows上的虚拟磁盘驱动器，可以把远程系统的磁盘、内存、⽂件等，通过⽹络虚拟为本地磁盘。 借助于
Windows上丰富的磁盘管理⼯具，实现对远程设备的数据恢复、取证等操作。

⽀持协议：RFP RFPS FTP FTPS HTTP HTTPS 。

RFP和RFPS 需要远程系统需运⾏RFSD服务。

运⾏平台  
⽀持32/64位 Windows 10/8.1/8/7/VISTA/XP系统。

功能特性  
⽀持虚拟磁盘 虚拟分区 远程⽂件浏览 DOKAN 挂载
⽀持挂载 RFP RFPS FTP FTPS HTTP HTTPS。
⽀持DOKAN 使⽤虚拟分区读写远程⽬录⽂件
⽀持管理多个客户端。
⽀持批量加载和卸载磁盘。
⽀持导出镜像⽂件。
⽀持设备hash和⽐较⽂件
⽀持镜像⽂件挂载 001 E01 Ex01 vhd vhdx vmdk vdi qcow aff4
⽀持磁盘插件，实现对任意⽂件格式的挂载
⽀持本地 RFP RFPS 显示硬盘的S.M.A.S.T信息
⽀持镜像写⼊ 远程数据清除等

安装程序  
从官⽹下载 rfdk.zip ⽂件并解压缩到电脑的某⼀个路径，运⾏install.bat，再输⼊Y, 安装成功如下图：

http://ranfs.com/cn/?RFSD


注：如果是xp系统，执⾏完安装脚本后，⻅⽂档后⾯的 xp系统驱动安装。

卸载程序  
运⾏uninstall.bat，再输⼊Y, 即可完成卸载。

更新程序  
运⾏stopall.bat停⽌所有当前程序，在输⼊Y，再⽤新压缩包⾥所有⽂件，进⾏完整覆盖即可。

依赖软件  
winhex 或法政版 010editer等，⽤于打开挂载成功的磁盘 下载： https://www.x-ways.net/winhex/

dokan ⽤于把RFSD远端⽂件列表虚拟为本地盘符 下载： https://github.com/dokan-dev/dokany/releases

total comander 通过rfpplug⽂件系统插件，实现远程⽂件管理 下载：https://www.ghisler.com/download.htm
注意：还需要⽤TC安装rfdk/pkg/rfpplug.zip⽂件系统插件。

rfdk-gui管理软件

https://www.x-ways.net/winhex/
https://github.com/dokan-dev/dokany/releases
https://www.ghisler.com/download.htm


rfdk-gui管理软件  
主体界⾯说明  

运⾏rfdk-gui.exe，出现下⾯的界⾯

会话管理区，可管理多台运⾏RFSD服务的客户端。

设备显示区，显示当前客户端的可⽤的磁盘内存等设备。

挂载磁盘区，显示当前已经挂载的远程磁盘。

⽇志显示区， 显示程序运⾏⽇志。

客户端会话管理  

⽀持会话类型  

localhost会话，操作本地设备(需要使⽤管理员权限运⾏rfdk-gui)，⽅便对本地硬盘 内存等 进⾏镜像等操作。

network会话，⽀持对FTP FTPS HTTP HTTPS协议的⽂件，挂载、导出等操作，默认只有⼀个会话，

不⽀持新建，需要在会话⾥⼿动建⽴多个连接。

rfsd会话，为连接RFSD服务的会话，⽀持建⽴多个会话。



⽀持右键菜单  

新建会话  

点击新建⼯具栏图标，出现下图：

名称： 当前会话的名称，⽅便分别

加密：默认不加密，隐式加密为RFPS协议。

主机名：输⼊运⾏RFSD服务的，设备IP地址。

端⼝：RFSD运⾏的端⼝，RFP默认6688，RFPS默认6686

⽤户名：RFSD配置的⽤户名，默认没有

密码：RFSD配置的密码，默认没有



建议使⽤RFP协议，速度⽐较快，只有在安全性要求较⾼的时候，使⽤加密协议。

点击确定后，添加客户端完成。

删除会话  

选中要删除的客户端会话，点击⼯具栏的删除图标即可

修改会话  

选中要修改的客户端会话，点击⼯具栏的修改图标即可

枚举客户端的磁盘  

枚举当前选中的客户端，拥有的设备列表。

双击要查看的客户端即可，显示如下图：

示例上图就是192.168.111.7，可以远程挂载的磁盘。

浏览客户端的⽂件  

右键需要查看客户端，在出现的菜单⾥，点击浏览⽂件，出现如下图。



可实现对远程设备任意⽂件 挂载为本地磁盘 、导出到本地等操作。

使⽤TC管理客户端  

右键需要操作客户端，在出现的菜单⾥，点击使⽤TC打开，出现如下图。

使⽤TC,可实现对任意⽂件下载上传，属性修改等各种⽂件操作。



使⽤DOKAN挂载  

右键需要操作客户端，在出现的菜单⾥，点击 DOKAN挂载，出现如下图。

相对于使⽤TC进⾏⽂件操作，DOKAN的性能会差些，在⽹络性能很差的情况建议使⽤TC进⾏⽂件操作。

会话设备管理  

⽀持右键菜单  



挂载磁盘  

实现对远程系统的设备或⽂件，挂载为本地磁盘。

选中上图中⼀个或Ctrl选中多个要挂载的设备栏⽬，再点击⼯具栏的挂载图标，会出现下图对话框

默认选中为只读挂载，如果需要可读写挂载，不选中即可。

驱动类型：默认为磁盘(DISK)驱动，即可在磁盘管理⾥看⻅磁盘设备出现，还⽀持Volume驱动，该驱动会虚拟出
⼀个盘符，⽽不产⽣出磁盘设备。

扇区⼤⼩：默认情况会⾃动使⽤合适的扇区⼤⼩，特殊情况下，可根据需要进⾏配置。

挂载为可移动磁盘，选中可以在任务栏删除磁盘，如同删除u盘⼀样，反之挂载为不可删除磁盘。

开机⾃动挂载磁盘，选中可以开机时⾃动挂载为磁盘。

导出镜像  

实现把远程系统的设备数据，导出为本地⽂件。

选中上图中⼀个设备栏⽬，点击右键，点击导出，选中需要输出的镜像⽂件位置。



输⼊源配置说明

每次读取块⼤⼩，默认建议2MB，这个对读取速度性能有⾄关重要的影响，当⽹络环境⽐较差时，可以把这个值配
置⼩点，⽐如200kb，或者更⼩。

输出镜像⽂件配置

启⽤断点续传，启⽤该选项后，会从上次终⽌处，继续开始镜像任务。

对⽐镜像  

把本地⽂件和远程的设备⽂件进⾏对⽐，检测是否⼀样。



关于对⽐算法 bin模式 会读取数据进⾏对⽐，会占⽤⽐较⼤的⽹络带宽。

hash模式 会对⽐计算数据块后的hash值，由于对⽐的是hash值，只会占⽤极少的带宽，带来了⽐较好的⽐较数据
性能。

auto模式 会根据当前⽐较的⽂件，选择最⾼效的模式。

计算HASH  

计算远程设备⽂件的hash值



PMD5 PSHA1 为并⾏HASH算法，可分利⽤多核CPU的性能，但由于MD5本身的通⽤性，所以只建议在需要的地⽅
使⽤，并且并⾏MD5受每次读取块的⼤⼩影响，将得到不同的计算速度和不同的hash值。但可以充分利⽤其快的
特性，进⾏⽂件对⽐等功能。

写⼊镜像  

把本地镜像⽂件写⼊到远程设备上

清除数据  

清除远程设备上的⽂件数据



⽀持0x00 0xFF 随机数 和⽤户⾃定义数据填充。

.S.M.A.R.T  

查看远程设备硬盘的SMART信息



挂载设备管理区  

⽀持右键菜单  



打开设备  

使⽤配置的⼯具，如winhex explorer totalcomand 打开磁盘或盘符。

卸载设备  

实现卸载选中磁盘。

 选中上图

中⼀个或Ctrl选中多个要卸载的栏⽬，再点击⼯具栏的卸载图标即可。

调试⽇志  

使⽤⽇志分析⼯具，查看当前挂载设备运⾏⽇志，⽤于调试等。

⼯具  

⽀持菜单  

创建和挂载⽂件  

实现对任意⼤⼩的img⽂件创建，⽅便⽤于测试等操作。



挂载⽂件  

⽀持对本地⽂件进⾏挂载，⽀持⽂件类型如下： 001 E01 Ex01 vhd vhdx vmdk vdi qcow aff4

快设备插件  

通过dll插件，实现对⾃定义⽂件格式或加密⽂件格式挂载为磁盘。

插件以bd_开头，dll名结尾，如bd_plug_ex1.dll，需编译为x86和x64两种格式的dll，分别放在rfdk/lib/x86、
rfdk/lib/x64⽬录下，然后使⽤rfdk-gui启⽤插件。接着就可以挂载插件⽀持的⽂件为磁盘。

插件例⼦：参考rfdk/src/bd_plug_ex1。

配置设置  

配置磁盘打开应⽤程序，⽀持winhex winhex法政版 010editer，⽤于打开挂载成功的磁盘。

配置⽬录打开应⽤程序，⽤于打开挂载的盘符或⽬录。

配置totalcommand的⽬录，⽤于会话右键菜单调⽤，⽅便使⽤TC操作远端⽂件。

关于注册  

注册激活：使⽤注册码激活软件必须要连接⽹络。

注册码，⼀个注册码只可在⼀台电脑上使⽤，但可以在注册的电脑上解绑，即可在另外⼀台电脑上再次注册激活。

不注册，您可以继续使⽤，但只可管理最多3个客户端和最多同时挂载3个磁盘。

rfdk-cli命令⾏⼯具



rfdk-cli命令⾏⼯具  
rfdk-cli.exe⽀持命令⾏操作，实现命令⾏模式下管理磁盘相关操作。

命令⾏交互模式  

不加参数，直接运⾏rfdk-cli，进⼊命令⾏交付模式，相关参数和rfdk-dbg⼀致

如何挂载磁盘  

运⾏rfdk-cli.exe⼯具，执⾏需要挂载命令如下图：

如何枚举已挂载的磁盘  

如何卸载磁盘  

参数解释：

umount： 为卸载磁盘命令
4：为 \\.\PhysicalDrive2设备名的序号 4

安装帮助  

TC安装rfpplug插件  

rfdk-cli -e "mount rfp://192.168.111.11/dev/disk0" 1

rfdk-cli -e ls1

rfdk-cli -e "umount 4"1



使⽤Total Commander，进⼊RFDK⽬录下pkg⽬录，双击rfpplug.zip，如下图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安装。 

xp系统驱动安装  

注：请确保安装包路径⾥没有空格，不然会找不到⽂件，安装失败。

运⾏install.bat，出现如下图：



点击下⼀步

点击下⼀步



点击完成后，重启系统后，出现下图对话框，点击是，系统会再次⾃动重启，恭喜安装完成。

相关问题  

1. 虚拟磁盘⽆法⼯作？  

驱动安装成功后，会在设备管理器⾥出现如下图。



如果这⾥显示不正常，请重启系统再运⾏install.bat。

如果还是不⾏，请关闭bios⾥的safeboot再试。

2. 最多创建磁盘设备数？  

最多可以创建64个虚拟磁盘。

3. 为什么挂载的磁盘会消失？  

磁盘挂载成功后，如⽹络不通等原因，会导致⽆法读取远程磁盘数据时，磁盘会消失，请再次重新挂载，更多的错
误请查看rfdk/log/mount/⽬录下，rfdk开头的⽂件⽇志。

4. 为什么有dokan，还要实现TC进⾏⽂件管理？  

dokan的性能等，都不如TC在⽂件管理上好， 当然dokan也有它的优势，这⾥建议在⽹络性能不好的地⽅，建议使
⽤TC进⾏⽂件管理，体验上相对dokan会⽐较好。

4. 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请联系：tech@ranfs.com, 或加QQ群：599829506。

mailto:tech@ranf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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