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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可以随时变更技术规格和产品说明，恕不另行通知。设计人员不得依赖于功能特性或说明是否标有“保留”或“未定义”字样。英特尔保留这些

内容，留待以后再定义，但对将来因变更导致的冲突或不兼容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处提供的信息可随时改变而毋需通知。本信息不表示设计已经 

定型。 

文中所述产品可能包含设计缺陷或错误，已在勘误表中注明，这可能会使产品偏离已经发布的技术规范。您可以索取目前已确定的勘误表。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且可能需要激活相应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其性能可能因系统配置的不同有所差异。没有计算机系统

是绝对安全的。向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查询，或访问 www.intel.com/cn 了解更多信息。 

英特尔未做出任何明示和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适合特定目的及不侵权的默示保证，及履约过程、交易过程或贸易惯例引起的任

何保证。 

请在下产品订单之前，与当地英特尔销售处或经销商联系，获得最新的规格说明。 

英特尔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 

* 其他品牌和名称可能是其他公司的财产。 

© 英特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https://www.inte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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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英特尔® 傲腾™ 内存是一种系统加速解决方案，可用于提高支持的英特尔平台上的响应能力。该解决方案使用基于

英特尔® 傲腾™ 技术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媒体，以及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英特尔® RST）驱动程序。它是一个

作为单个固态盘提供给主机操作系统的双媒体 / 磁盘解决方案（快速媒体以用于高速缓存 + 慢速媒体以利用其存

储容量）。 

当在处理器和较慢的存储媒体之间安装这种新的内存媒体时，计算机可以将常用的数据和程序存储在更靠近处理

器的地方。在此过程中，英特尔® 傲腾™ 内存可加速计算机对常用文档、图片、视频和应用程序文件的访问，并在

关闭电源后记住这些文档、图片、视频和应用程序文件。 

1.1 关于本文档 

本文档提供了英特尔® 傲腾™ 内存产品的平台要求和安装过程，包括用于管理这些设备和以下产品的可用应用 

程序： 

 与支持的“慢速媒体”驱动器配对时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产品 1。 

 具有固态存储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10（或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配对时。此设备包含同一驱动

器上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媒体和英特尔® QLC 3D NAND 媒体。 

对仅适用于上述产品之一的安装和设置差异将予以注明。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仅作为通过本地零售商/在线系统供应商购买的完整系统的一部分提供 2。 

o 购买时，系统将被正确配置并启用，以便将设备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部分与设备的英特尔® 

QLC 3D NAND 部分“配对”。 

o 如果存在问题或需要禁用加速，英特尔建议您根据平台的定制特点与系统供应商联系解决。 

o 本文档中所提供的详细信息仅供有经验的用户参考。 

注：  

1. “慢速媒体”驱动器支持包括 SATA 固态盘、硬盘驱动器、SSHD 以及基于英特尔® QLC 3D NAND 技术驱动器构建的受支

持的英特尔® 固态盘 6 系列 

2. 该零件可能会通过一些分销商以“棕色盒子”的包装形式在线提供。这些零件主要由系统供应商购买，用于集成到完整的平台中 

1.2 最低要求 

 硬件 

 英特尔® 傲腾™ 内存/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 

1. 主板/系统支持：  

a. 包含适当的 BIOS 和硬件支持的主板和系统将被系统供应商列为英特尔® 傲腾™ 内存就绪  

b. 如果要为某个系统版本单独购买 CPU，请注意此处列出的受支持的处理器：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6040/ 

2. 系统应至少包含操作系统要求的最小系统内存要求。向计算机系统和操作系统供应商咨询以了解详细 

信息。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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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媒体（高速缓存设备）：仅一个英特尔® 傲腾™ 技术 NVMe 内存组件 

a. 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要求一个 M.2 接口；它可以位于主板或位于插入重新映射的 PCIe x2 或 

x4 插槽的 PCIe 适配器。 

4. 慢速媒体（要加速的磁盘）：只能加速一个直通磁盘。 

不支持对 RAID 卷或其他其他多个磁盘配置进行加速。 

请参见以下以了解受支持的慢速媒体选项： 

a. SATA 硬盘驱动器 — 单直通 

b. SATA 固态盘 — 单直通 

c. SSHD — 单直通 

d. 基于英特尔® QLC 3D NAND 技术驱动器（例如英特尔® 固态盘 665p 系列）构建的英特尔® 固态

盘 6 系列 – 已增加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17.5.2.x 驱动程序版本支持 

注： 

 不支持对 RAID 卷或其他其他多个磁盘配置进行加速。 

 每个系统只允许一个英特尔® 傲腾™ 内存卷。如果在引导过程中检测到一个以上的卷，则第二个卷将被置为
脱机  

(i) 将驱动器置于“脱机”状态时，表示驱动器处于操作系统无法检测的状态。但该驱动器仍然可以在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用程序和系统 BIOS（在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下）中被检测到。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  

此产品仅作为通过本地零售商在线系统供应商购买的完整系统的一部分提供。如果包括此系列，请检查系统规格

以了解详细信息。 

注：  

 该零件可以通过分销商购买，其购买受众为本地 OEM，用于集成到其系统解决方案中。如果已购买该零
件，并且用户希望自行将其添加到系统中，则必须满足并应用以下要求。 

 重要：即使某个系统/主板声称其为英特尔® 傲腾™ 内存就绪，这并不意味着它也支持该系列。 

购买后，系统将被正确配置并启用，以便将设备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部分与设备的英特尔® QLC NAND 部分

“配对”。 

如果存在问题或需要禁用加速（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备份数据等），英特尔建议您在开始之前根据平台的定制特

点与系统供应商联系解决。 

本文档中所提供的详细信息仅供有经验的用户参考。 

1. 该系统将包含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设备。它在同一组件上同时包含“快速媒体”和“慢媒体”。该组件将

位于支持 PCIe x4 M.2 的连接器中。 

a. 主板必须支持 PCIe x4  

注： 在启用加速之前（见第 3 节中的定义），操作系统会将设备的两个部分分别显示为单个存储设备。在此
状态下使用组件未经验证也不支持；不对结果作保证。 

2. 该设备不能用于加速设备上现存的英特尔® QLC 3D NAND 以外的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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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慢速媒体（位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上）可以包含操作系统（“系统驱动器加速”）或仅包含数据
（“数据驱动器加速”/DDA） 

 每个系统只允许一个英特尔® 傲腾™ 内存卷。如果在引导过程中检测到一个以上的卷，则第二个卷将被置为
脱机。 

(i) 将驱动器置于“脱机”状态时，表示驱动器处于操作系统无法检测的状态。但该驱动器仍然可以在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用程序和系统 BIOS（在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下）中被检测到。 

 系统 BIOS 设置和支持 

 英特尔® 傲腾™ 内存/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 

UEFI 兼容的系统 BIOS 包括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英特尔® RST）预操作系统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15.5.0.2875 或

更高版本。请与系统供应商联系，以确认您的系统 BIOS 支持此系列且包含最新版本 

注： 为了获得最佳兼容性，英特尔建议在系统 BIOS 中使用与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Windows 运行时驱动程
序版本相同的基准（即 15.x）预操作系统驱动程序。 

特定 BIOS 设置： 

1. 英特尔 BIOS SATA 控制器模式设置为“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高级…” 

2. 在连接英特尔® 傲腾™ 技术 NVMe 内存模块的 PCIe 插槽上启用硬件重新映射 

a. 请注意，在该组件在主板上被安装/检测到之前，系统 BIOS 中不会出现此设置。 

b. 请查看系统制造商的用户指南/支持网站，了解此设置的名称，因为它可能因供应商而异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 

UEFI 兼容的系统 BIOS 包括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英特尔® RST）预操作系统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17.x 或更高 

版本。 

请与系统供应商联系，以确认您的系统 BIOS 支持此系列且包含最新版本 

注： 为了与本系列兼容，系统 BIOS 中的预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即 17.x）必须与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Windows 运行时驱动程序版本的基线相同。 

特定 BIOS 设置： 

1. 主板系统 BIOS 必须包含对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的支持，因为 PCIe x4 连接器要像 2x2 连接

器一样进行拆分管理  

2. 英特尔 BIOS SATA 控制器模式设置为“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高级…” 

3. 硬件重新映射在 PCIe 插槽上禁用（在操作系统中“配对”之前，将检测到两个 PCIe x2 存储设备） 

a. 请注意，只有在系统中安装/检测到模块后，此设置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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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 

要求 Microsoft Windows* 10x64 位（版本 1703/内部版本 1563）或更高版本  

注：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用程序（请参阅第 3.1 节）需要 Microsoft Windows 10 x64 位（版本 
1803/内部版本 17134）或更高版本。 

其他要求： 

1. 在安装操作系统之前，确保系统 BIOS 处于 UEFI 模式，并禁用了 CSM 

a. 在 UEFI 模式下安装将导致驱动器分区设置为所需的 GPT。不支持 MBR 分区。 

b. 注：卷内的所有驱动器都必须为 GPT 分区结构。若要检查，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在键盘上按“Windows”键+ x 键 

2. 选择“运行”（默认值） 

3. 键入 msinfo32 

4. 在系统摘要下，选择 BIOS 模式 

2. 驱动器类型基本 

a. 不支持动态类型驱动器 

3. 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时，确保在磁盘结尾处保留至少有 5 MB “尚未分配的”空间（最大 LBA）。 

a. 对于任何正在加速的驱动器（即系统磁盘或数据驱动器），此空间是必需的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安装指南 2019 年 12 月 

8 571964-006CN 

 Windows 驱动程序 

 英特尔® 傲腾™ 内存/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 

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Windows 运行时驱动程序版本 15.5.0.1051 发行版或更高版本 

注： 

 最新的驱动程序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50?v=t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用程序（请参阅第 3.1 节）需要驱动程序版本 16.8.x 或更高版本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 

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Windows 运行时驱动程序版本 17.x 发行版或更高版本 

注： 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可在此处找到：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50?v=t 

§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50?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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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配置设置 

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备的存储加速是一项平台功能和性能。除 Windows 驱动程序/应用程序外，还必须在系统 

BIOS 中进行特定设置。 

如需简化设置，请针对当前系统配置执行以下步骤和操作 

2.1 新系统版本和设置 

这是指包含存储驱动器且将全新安装 Windows 10 x64 位操作系统的系统，需要重新启动系统设置（“全新安装/

设置”）。 

请按照以下步骤为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备正确配置系统。 

1. 确认系统兼容性（请参阅第 1.2.1 节） 

2. 添加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备（请参阅此处，了解执行此操作的正确方法） 

注： 这是除了将获得加速的受支持的存储驱动器以外专门添加的设备 

3. 配置系统 BIOS（请参阅第 1.2.2 节） 

4. 安装最新的 Windows 10 x64 位操作系统 

注： 请勿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媒体上安装操作系统 

5. 安装支持英特尔® 傲腾™ 内存的软件（第 3 节）  

2.2 通过添加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备升级当前系统 

这是指包含 Windows 10 x64 位操作系统且在无需重装安装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在系统中添加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

备的系统。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以正确升级具有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备的系统 

1. 确认系统兼容性（请参阅第 1.2.1 节） 

2. 确认当前操作系统的兼容性（请参阅第 1.2.3 节） 

3. 检查磁盘分区结构（MBR 对比 GPT，请参阅第 6 节） 

4. 安装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备（请参阅此处，了解执行此操作的正确方法） 

5. 安装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请参阅第 3.2.1 节） 

注： 此应用程序具有第 1.2.2 节中提到的更新 BIOS 设置（重新映射和 BIOS SATA 控制器）的功能，而无需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请参阅第 3.2.3 节以了解有关如何启用加速的详细信息。 

§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3979/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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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英特尔® 傲腾™ 内存的应用程序  

我们提供三种不同的应用程序，来为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英特尔® RST）管理存储子系统的各种功能提供管理

功能。 

本节将探讨每种应用程序特别针对英特尔® 傲腾™ 内存功能的功能和特性。 

重要说明：建议您使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用程序，因为从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驱动程序版本 18.0 

开始，英特尔® 傲腾™ 内存（第 3.2 节）和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第 3.3 节）应用程序将停产（寿命终止）。浏

览此处获取更多信息。 

3.1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用程序 

本节概述了在平台上安装了满足第 1.2 节中所述要求的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使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

用程序配置与英特尔® 傲腾™ 内存兼容的设备的步骤。 

此应用程序仅可通过 Microsoft Store 获得，并且需要在下载之前在系统上安装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Windows 驱

动程序。请按照以下步骤完成安装  

驱动程序安装 

1. 转到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download/29289/?v=t，然后选择/下载“f6flpy-x64.zip”软件包。 

2. 将软件包解压缩到您将记住的位置。如有必要，浏览到该位置。 

3. 使用“右键单击”方法安装驱动程序。 

a. 右键单击 iaStorAC.inf 文件，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安装”。 

4. 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完成安装。 

下载并安装应用程序： 

1. 导航到并打开 Microsoft Store 应用程序（按 Windows 键并键入“Microsoft Store”） 

2. 在屏幕顶部的搜索字段中键入“英特尔傲腾内存和存储管理“并选择该应用程 

3. 如果您的系统符合要求，您将能够下载并安装。 

为了下载软件，必须安装 Windows* 10 x64 位（版本 1803）或更高版本。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检

查这一点（Store 也应该会告诉您是否满足这些要求。） 

a. 在键盘上按“Windows 键 + x”组合键 

b. 选择运行 

c. 键入“winver” 

4. 阅读并接受许可证，则安装应该是完整的。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55419.html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9289/?v=t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2019 年 12 月  安装指南 

571964-006CN  11 

安装完成后，在启动应用程序时，您可能会遇到以下错误消息。 

 

在某些操作系统版本中，当应用程序不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时，可能会发生此错误。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应用程序： 

1. 按 Windows 键并找到应用程序（这可能位于英特尔文件夹下） 

2. 右键单击应用程序。 

3.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更多 

4. 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在较新版本的操作系统中，如 Windows 10（版本 1809）和更高版本，运行该应用程序不需要这些额外的步骤。 

 启用加速 

注： 在移动平台上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加速时，需要将系统接入电源（使用交流电源）。 

1. 打开应用程序，您将在“管理”选项卡中看到系统中当前包含的存储设备和卷。 

 

2. 导航到“英特尔® 傲腾™ 内存”选项卡，您将在其中看到卷的当前状态。下拉菜单将显示可供选择的可用 

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合。 

a. 如果单词（SYSTEM）出现在要加速的兼容驱动器旁边，则表示该设备上安装了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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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启用英特尔® 傲腾™”按钮： 

 

 

4. 确认了解所有数据都将从英特尔® 傲腾™ 内存中删除，并选择“启用”： 

注意（仅适用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从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驱动程序 17.8.x 开始，此处将有

一个额外步骤，询问您需要性能模式还是响应模式。请参阅第 4.2 节以获取更多信息，因为该节与锁定

功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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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速被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快速”媒体和“慢速”媒体被“配对”至一个卷。 

 

 

6. 卷创建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通过选择“重新启动”来执行此操作。 

a. 如果模块包含至少 32GB 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容量，则在进入操作系统之前，您可能会看到一个屏幕，其

中显示启用过程完成以前的一些细节。这与数据缓存计划有关，在 16GB 设备上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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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新启动系统后，进入应用程序，卷将在“管理和英特尔® 傲腾™ 内存”选项卡中显示。 

a. 该卷还将显示在与操作系统相关的应用程序（如设备管理器和磁盘管理）中。单个驱动器将不

再在这些窗口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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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的设备有 32GB 或更高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容量，则还可以使用其他功能，如固定和优化（缓存）计划。对于这些

设备，“英特尔® 傲腾™ 内存”页面将与下图类似： 

 

 禁用加速 

1. 打开应用程序并找到“英特尔® 傲腾™ 内存”选项卡，然后选择“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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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您希望禁用加速；选择“禁用”。 

 

 

3. 加速被禁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快速”媒体和“慢速”媒体彼此分离（取消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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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后，选择“重新启动”。 

 

 卸载应用程序 

1. 在卸载用户界面（UI）之前，请验证是否已禁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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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键单击 Windows 开始菜单，然后选择“应用和功能”。 

 

3. 搜索“傲腾”并选择“卸载”。 

 

4. 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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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 

本节概述了在已安装 Windows*10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使用英特尔® 傲腾™ 应用程序来配置英特尔® 傲腾™ 内存的

步骤。一些主板可能要求先进行系统 BIOS 更新，然后再安装英特尔® 傲腾™ 内存的软件/驱动程序包。请查询主板

供应商的支持网站以获取最新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支持的系统 BIOS。 

 在 AHCI 模式下启动的平台（仅限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 

如果系统 BIOS 支持 SATA 模式切换，则安装程序会自动将系统从 AHCI 切换到“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高级和采用

英特尔® 傲腾™ 技术的系统加速”，如果需要的话。如果系统 BIOS 对此不支持，就会显示错误消息，表明系统 

BIOS 不受支持。 

如果此自动化功能不受支持，则需要备份所有系统数据，使用 BIOS 设置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如 1.2.2 节所述 

注：此自动功能将仅试图更新 SATA 模式设置，并在包含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组件的 PCIe 端口上启用硬件

重新映射。如 1.2.3 节所述，对于要加速的驱动器上的分区结构必须是 GPT，这也是一项要求。如果 BIOS 中的引

导模式在安装时设置为“旧版”，则分区结构将为 MBR，因此必须在将其转换为 GPT 之后才能进行加速。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558/ 

警告： 安装程序一旦将 SATA 控制器模式更改为“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高级和采用英特尔® 傲腾™ 技术的系统加速”
模式，切勿将 SATA 控制器模式改回“AHCI”。这样做将阻止英特尔® 傲腾™ 内存正常工作，并且系统可能无
法启动。 

1. 转到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49?v=t 并选择最近的

‘SetupOptaneMemory.exe’程序包（这包括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 

2. 运行可执行文件，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558/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49?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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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消息表明系统的 SATA 控制器配置为“AHCI”模式。此屏幕通知用户它将自动把 SATA 控制器切换到

快速存储技术高级模式。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4. 下面的对话框要求用户阅读并接受许可协议。用户必须勾选“我接受...... ”复选框，方能单击“下一步”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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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面的消息允许用户选择软件文件将其加载到系统上的某个位置。用户可以使用“更改......”按钮以浏览到

该位置，或使用提供的默认值。用户必须单击“下一步”以继续安装。 

 

 

6. 下面的窗口显示安装的进度。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安装指南 2019 年 12 月 

22 571964-006CN 

7. 安装过程中，此时需要重新启动系统。在此期间，系统将启动到安全模式，其中系统 BIOS 设置将从 

AHCI 更改为快速存储技术高级模式，并为在其中安装模块的端口启用硬件重新映射。 

 

8. 系统重新启动后，安装将继续在安全模式下进行，屏幕上会出现以下显示的进度窗口。安装完成后 , 系

统将自动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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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时，系统将重新启动，回到 Windows 操作系统，并启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启动可能需要

几分钟时间，用户也可通过 Windows 文件搜索功能来搜索“英特尔® 傲腾™ 内存”以手动启动。此时，用

户必须单击“是”以完成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 

 

 

 平台以英特尔® 高速缓存技术高级模启动 

要成功安装，必须满足第 1.2 节中提到的所有要求。 

1. 转到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49?v=t 并选择最近的

‘SetupOptaneMemory.exe’程序包（这包括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 

2. 运行可执行文件。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49?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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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面的屏幕通知用户该驱动程序可用以控制从哪个驱动器来引导计算机。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4. 下面的屏幕要求用户阅读并接受许可协议。用户必须勾选“我接受...... ”复选框，方能单击“下一步”以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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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面的对话框允许用户选择软件文件将其加载到系统上的某个位置。用户可以使用“更改......”按钮以浏览

到该位置，或使用提供的默认值。用户必须单击“下一步”以继续安装。 

 

 

6. 将出现以下屏幕，显示安装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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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装过程中，此时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8. 系统完成重新启动并进入操作系统后，将提示用户完成安装过程。这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启动。单击

“下一步”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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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加速 

注： 在移动平台上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加速时，需要将系统接入电源（使用交流电源） 

 

1. 用户选择继续安装过程时，英特尔® 傲腾™ 内存 应用程序启动时将出现下面所示窗口。这可能需要几秒

钟才能出现。 

 

 

2. 导航到显示卷当前状态的“设置”选项卡。下拉菜单包含可供选择的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合。选择适

当的组合，然后单击“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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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出现的“警告”对话框中，确认明白所有数据都将从英特尔® 傲腾™ 内存中删除，然后单击“继续”。 

 

 

4. 加速被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快速”媒体和“慢速”媒体被“配对”成一个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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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卷创建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点击“重新启动”。 

a. 如果模块包含至少 32GB 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容量，在进入操作系统之前，您可能会看到一个屏幕，显示

启用过程的一些完成细节。这与数据缓存计划有关，在 16GB 设备上不支持。 

 

 

6. 在系统重新启动后就可以启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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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重新启动后，进入应用程序，卷将显示在“设置”选项卡中。 

a. 该卷还将出现在与操作系统系统相关的应用程序中，如“设备管理器”和“磁盘管理”。单个驱动器将不再在这

些窗口中可见。 

 

 

 禁用加速 

1. 导航到“设置”选项卡。选择“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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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速被禁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快速”媒体和“慢速”媒体彼此分离（取消配对）。 

 

3. 完成后，选择“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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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重新启动到操作系统后，打开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安装”选项卡，并验证该卷是否已不再处

于启用状态。 

 

 卸载应用程序 

1. 卸载应用程序之前先确认加速已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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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Windows 的“开始”按钮。当菜单打开时，首先键入控制面板以搜索“控制面板”。 

 

3. 在“控制面板”的“程序”下，选择“卸载程序”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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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列表中高亮显示“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单击“卸载”选项。 

 

5. 单击要卸载的控制面板选项后，将出现下面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窗口。单击“下一步”以继续卸

载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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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下窗口提供英特尔® 傲腾™ 内存在系统上控制的组件的信息。单击“下一步”继续卸载英特尔® 傲腾™  

内存。 

 

 

7. 进度条显示卸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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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需要重新启动才能完成从平台卸载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的过程。请单击“完成”以继续，并重新启

动系统。 

 

3.3 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应用程序 

本节概述了在平台上安装了满足第 1.2 节中所述要求的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使用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应用程序配

置与英特尔® 傲腾™ 内存兼容的设备的步骤。 

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应用程序不仅支持加速兼容英特尔® 傲腾™ 内存的设备，还支持其他更多的功能。但是本文

档将仅注重于与英特尔® 傲腾™ 内存相关的功能。 

1. 转到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50?v=t 并选择最近的‘SetupRST.exe’程序包

（这包括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 

2. 运行可执行文件，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8650?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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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窗口向用户提供简短的提醒：安装完成后将无法卸载驱动程序本身。用户可以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执行该流程。 

 

 

4. 下面的屏幕要求用户阅读并接受许可协议。用户必须勾选“我接受...... ”复选框，方能单击“下一步”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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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面的屏幕提供有关 SetupRST.exe 选项的自述文件的信息。用户可以单击“下一步”继续安装。 

 

 

6. 下面的屏幕显示了快速存储技术文件将保存到的位置。用户可以通过单击“更改”按钮更改该位置，或者

单击“下一步”以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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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面的屏幕将最后一次通知用户软件即将安装。用户可以选择“返回”、“取消”安装、或者点击“下一步”以

继续。 

 

 

8. 下面的屏幕显示了安装的进度。不需要用户输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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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装过程成功后，需要重新启动系统以完成安装过程。用户可以选择此时重新启动，也可以稍后重新启

动。单击“完成”以关闭窗口或重新启动系统。 

 

 启用加速 

注： 在移动平台上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加速时，需要将系统接入电源（使用交流电源） 

1. 可以通过“状态”页或“英特尔® 傲腾™ 内存”页启用加速功能。显示的是卷的当前状态。选择“启用”。 

a. 在右侧的存储系统视图下，确认“快速”媒体和“慢速”媒体均能检测到。否则，确认第 1.2 节概

述的所有要求都已得到满足。 

 
状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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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傲腾™ 内存页 

 

2. 在“英特尔® 傲腾™ 内存”选项卡下，下拉菜单显示可供选择的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合。选择适当的

组合，然后单击“启用”。 

a. 如果该字样 (SYSTEM) 出现在要加速的兼容驱动器旁边，则表明它是装有操作系统的设备。 

 
 

3. 加速被启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快速”媒体和“慢速”媒体被“配对”至一个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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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卷创建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选择“重新启动”按钮。 

a. 如果模块包含至少 32GB 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容量，则在进入操作系统之前，您可能会看到

一个屏幕，其中显示启用过程完成以前的一些细节。这与数据缓存计划有关，在 16GB 设备上

不支持。 

 

 

5. 重新启动系统后，进入应用程序，卷将在“状态”和“英特尔® 傲腾™ 内存”选项卡中显示。 

a. 该卷还将显示在与操作系统系统相关的应用程序中，如“设备管理器”和“磁盘管理”。单个驱动

器将不再在这些窗口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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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加速 

1. 可以在“状态”或“英特尔® 傲腾™ 内存”选项卡上禁用加速。在“状态”页上，单击“禁用”链接。 

 

2. 用户将看到一个弹出窗口，要求确认他们要禁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按“是”以禁用并继续。 

 

3. 加速被禁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快速”媒体和“慢速”媒体彼此分离（取消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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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禁用该卷后，需要从 Windows“开始”菜单重新启动系统。 

a. 如果使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选项卡，将出现重新启动按钮。 

 

5. 系统重新启动到操作系统后，用户可以打开应用程序并验证卷已不再处于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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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载应用程序 

1. 卸载应用程序之前先确认加速已被禁用。 

 

 

2. 单击 Windows 开始菜单，并在菜单打开时键入控制面板，以搜索“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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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控制面板的“程序”下选择“卸载程序”链接。 

 

 

4. 在列表中突出显示“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应用程序。单击“卸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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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时，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安装程序将开始卸载过程。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6. 单击“下一步”以继续卸载。用户可以选择查看重新配置系统的过程，以便使用本机操作系统软件。大多

数卸载不需要此步骤。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安装指南 2019 年 12 月 

48 571964-006CN 

7. 下一个窗口将显示驱动程序卸载进度条。 

 

 

8. 出现提示后，单击“完成”按钮以完成卸载过程。这将使系统重新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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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特性/功能 

有关支持英特尔® 傲腾™ 内存的应用程序提供的其他特性/功能，请参阅下文。 

4.1 数据驱动器加速（DDA） 
数据驱动器加速（DDA）是英特尔® 傲腾™ 内存为不包含任何操作系统、而仅包含数据的“慢速驱动器”加速的功
能。 

注：  

 统计数据，如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中所显示，在 DDA 中不可用 

 不支持具有多个可启动驱动器的系统，并且无法保证结果 

 硬件/软件要求 

所有最低要求（第 1.2 节）继续适用于 DDA 和正在加速的特定数据驱动器。 

系统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基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的系统： 

1. 安装了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系统驱动器（例如 C:）（可以是 SATA 或 NVMe） 

2. 数据驱动器（例如 D:）将被加速  

3. 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 

基于英特尔® 傲腾™ H 系列的系统： 

1. 安装了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系统驱动器（例如 C:） 

2.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组件 

a. 当英特尔® 傲腾™ 存介媒体和设备上的英特尔® QLC 3D NAND“配对”时，并且该卷仅用于数据存储

时（例如 D:） 

注： 数据驱动器仍必须使用 GPT 分区和 Type Basic 进行格式化 

 启用/禁用加速 

启用/禁用加速（第 3 节）的过程继续适用于 DDA 和正在加速的特定数据驱动器。 

注： 在选择要加速的驱动器时，包含操作系统的受支持的系统驱动器在选择结束时将显示“(System)”。系统
中的其他驱动器在名称中不会有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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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锁定 
“锁定”通过允许选择特定的文件、文件夹和应用程序进行加速来实现定制的响应性。 

注： 

 仅在 32GB 或更大容量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备上支持锁定 

 （仅限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从驱动程序 17.8.x 及更高版本开始，在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

理应用程序中启用加速时，必须选择“响应性”才能提供锁定功能 

 

在此处查看有关“锁定”功能的其他信息：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8779/ 

§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8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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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障排除 

本节包括英特尔® 傲腾™ 内存软件/驱动程序包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的示例。有关这些错误的更多信息和帮

助，还请参考此处的错误代码和消息文章以获得更多信息：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113.html 或联系英特尔客户支持 

有关其他故障排除选项，请参考此处：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55140/ 

注： 

 图像在发布时均为最新。在对应用程序进行更新时，某些文本可能会更改。 

 下面包含的只是示例，而不是涵盖所有应用程序的全面错误列表。 

5.1 设备检测问题 

如果在 Windows 环境或系统 BIOS 中没有检测到组件，请参阅以下内容以进行一些故障排除，以尝试确定可能存

在的问题 

对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设备：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5194/ 

对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设备：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33122/ 

5.2 重新启动时发生缓存重建 

如果在启用了加速的系统上进行硬重新启动（用户按下电源按钮）或发生意外断电，则在系统启动时会显示一条

消息，指出缓存重建正在进行中。由于断电，预计会出现此状态。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113.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contact-support.html#@15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55140/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5194/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3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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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安装失败 

 不受支持的 CPU 

如果在 CPU 不受支持的系统上使用安装包，便会出现以下窗口。请查看此文档第 1.2 节中提供的最低要求以了解

详细信息。 

 

 不受支持的芯片组 

如果在具有不支持的芯片组的系统上尝试安装包，便会出现以下窗口。请查看此文档第 1.2 节中提供的最低要求

以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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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支持的操作系统 

如果在操作系统不受支持的系统上尝试安装包，便会出现以下窗口。请查看此文档第 1.2 节中提供的最低要求以

了解详细信息。 

 

 不受支持的 BIOS 

如果在配备不受支持的 BIOS 的系统上尝试安装包，便会出现此窗口。 

查看主板供应商的网站以获取可能的 BIOS 更新或其他流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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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导致分区为不受支持的 MBR 的旧式模式下尝试在系统上进行安装，便会出现以下窗口。 

要解决此问题，可能需要进行系统 BIOS 更新。请查询主板供应商的支持网站以获取最新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支

持的系统 BIOS。有关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请参考此处：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558/。 

 

 不受支持的系统驱动器 

如果在具有不受支持的 MBR 系统驱动器分区表的系统上尝试安装，便会出现以下窗口。要解决此问题，则需要

将硬盘分区表更改为 GPT，并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有关如何完成此检查过程的说明，请参阅此处的平台供应商用

户手册以了解更多信息：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558/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558/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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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其最后一个分区无法调整大小（因为其大小调整被阻止）的系统上尝试安装，便会出现以下窗口。请参阅

以下链接以获取更多信息：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253.html 

 

如果在其最后一个分区无法调整大小（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的系统上尝试安装，便会出现以下窗口。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2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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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系统兼容性时出错 

如果安装程序在检查平台芯片组的兼容性时出现故障，便会显示此窗口。 

 

如果运行安装包，而无法检查系统中的驱动器分区表，便会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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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尝试安装包，但无法检查系统驱动器的最后一个分区上的可用空间，便会出现以下窗口。请参阅以下链接以

获取更多信息：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253.html 

 

 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已安装 

如果在尝试已经安装了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用户界面版本的系统上运行安装包，便会出现以下窗口。要继续，

卸载已加载的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用户界面，然后安装新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2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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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当前已启用 

如果用户在英特尔® 傲腾™ 内存被启用的情况下尝试卸载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便会出现以下窗口。必须

首先禁用英特尔® 傲腾™ 内存，才能卸载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 

 

5.4 硬件故障 

 启动时缺失快速媒体 

如果系统启动时，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UEFI 驱动程序无法检测到英特尔® 傲腾™ 内存媒体，该驱动程序便会通

过禁用“慢速”媒体，使其不暴露给启动管理器，以保护其当前的数据。这使得用户有机会采取其他步骤来确定这

可能是什么问题。 

在这种状态下，系统无法启动，而“慢速”媒体则在 UEFI/BIOS 中被设为“禁用”状态。建议最终用户关闭平台的电

源，并尝试使用以下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关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的配置 

a) 如果组件已与其端口断开连接，重新连接缺失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并确保它已在系统中正确 

安装。 

b) 如果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未缺失或断开连接，请尝试以下操作：  

i) 检查主板或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上的 M2 接头是否损坏。 

ii) 断开“慢速”媒体连接，并启动进入 BIOS 菜单。进入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并确认是否可以看

到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如果无法看到此组件，退出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并确认 SATA 

控制器的重新映射功能在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连接的端口上已启用。 

iii) 确认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未损坏。组件上的损坏可能会导致无法正确检测到它。 

2) 关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的配置 

a) 进入 BIOS 并导航到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 

i) 如果设备的“慢速”媒体部分不存在，退出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并确认 SATA 控制器的重新

映射功能在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连接的端口上已禁用。 

ii) 如果设备的“慢速”媒体部分存在，则检查该组件的系统 BIOS 状态，并与系统供应商支持团队或 

英特尔客户支持部门联系以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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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时缺失慢速媒体 

如果在系统启动时，快速存储技术 UEFI 驱动程序未检测到“慢速”媒体设备，则驱动程序将通过将其禁用，使之不

暴露给启动管理器，从而保护傲腾™ 内存组件上当前的数据。这使用户有机会采取其他步骤来确定这可能是什么

问题。 

在这种状态下，系统无法引导，而“快速”媒体则在 UEFI/BIOS 中被设为“禁用”状态。建议最终用户关闭平台电

源，并尝试使用以下所有方法或方法之一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关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 M 系列的配置 

a) 检查驱动器的电缆连接。如果“慢速”媒体已与其端口断开连接，重新连接缺失的设备，并确保它已在系

统中正确安装 

b) 确认“慢速”媒体未损坏。驱动器的损坏可能会导致其无法被正确检测到 

c) 如果有一个不同的“慢速”媒体设备，可将其连接到同一个端口/布线，以确认电缆未损坏 

 

2) 关于英特尔® 傲腾™ 内存 H 系列的配置 

a) 进入 BIOS 并导航到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 

i) 如果设备的“慢速”媒体部分不存在，退出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并确认 SATA 控制器的重新

映射功能在英特尔® 傲腾™ 内存组件连接的端口上已禁用 

ii) 如果设备的“慢速”媒体部分存在，则检查该组件的系统 BIOS 状态，并与系统供应商支持团队或 

英特尔客户支持部门联系以获得帮助 

 媒体故障和数据恢复 

对发生机械或电气故障，并被认为是“不可操作”的驱动器，尚无可用的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数据恢复工具。如果

系统的慢速媒体遇到不可恢复的灾难性故障，则没有可用的恢复/修复方法。 

 媒体更换流程 

本节文档支持已启用了加速的系统的英特尔® 傲腾™ 内存兼容组件的升级或更换。无论是升级组件还是更换“快速”

或“慢速”设备，都可以使用以下步骤。 

注： 为了减少潜在的数据丢失，在继续执行以下步骤之前备份所有数据是至关紧要的。 

 禁用加速 

选项 1：在操作系统内： 

• 根据用于管理卷的应用程序，请按照以下各节之一列出的步骤操作： 
i. 第 3.1.2 节：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用程序 

ii. 第 3.2.4 节：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 

iii. 第 3.3.2 节：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应用程序 

 

选项 2：在系统 BIOS 中： 

• 进入系统 BIOS 

• 导航到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菜单 

• 双击每个卷成员，然后“取消关联”或“重置为非傲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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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要更换的媒体： 

1. 关闭计算机。 

2. 打开计算机并找到要更换的媒体。 

注： 咨询电脑制造商以了解该媒体的插槽位置以及移除/插入 M2 组件的步骤。 

3. 关闭计算机并打开其电源。 

4. 引导进入 Windows 操作系统。 

 重新启用加速： 

1. 根据用于管理卷的应用程序，请按照以下列出各节之一的步骤操作： 
 第 3.1.1 节：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管理应用程序 

 第 3.2.3 节：英特尔® 傲腾™ 内存应用程序 

 第 3.3.1 节：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应用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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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证/更改驱动器分区结构（MBR 与 GPT） 

只有采用 GPT（GUID 分区表）分区结构格式化的驱动器才支持英特尔® 傲腾™ 内存设备的系统加速。 

根据您系统上的操作系统最初的安装方式，此结构可能是以前的 Windows 版本支持的旧版 MBR（主引导记录）。 

使用以下信息来  

- 验证要加速的当前结构驱动器 

- 进行处理以将结构转换为 GPT（如果需要） 

6.1 验证当前驱动器分区结构 

1. 引导进入 Windows 

2. 打开磁盘管理器（Windows + x 键，然后单击磁盘管理器） 

3. 找到您要加速的磁盘（下图是主系统启动磁盘的示例） 

 

 

4. 右键单击左侧显示为（磁盘 x、基本、容量、在线）的磁盘（在此图中以磁盘 0 为例） 

5. 选择属性 

6. 单击卷选项卡 

7. 在这里您可以确认分区样式 

8. 如果是 MBR，请继续执行第 6.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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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使用 MBR2GPT.exe 从 MBR 转换为 GPT 
要求： 

 Windows 10 Creators Update x64（版本 1703，内部版本 10.0.15063）或更高版本 

 能够引导 UEFI 的计算机。在 BIOS 设置中，您应该能够看到 UEFI 引导的选项。与您的计算机制造商确认以获取

支持。 

说明： 

1. 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命令提示符  

a. Windows + x 键 

b. 输入“命令”，然后从右侧面板中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 输入以下内容：“mbr2gpt.exe /convert /allowfullOS” 

3. 关机并引导进入 BIOS 

4. 将您的设置更改为 UEFI 模式 

注：这将把您的引导设置从“旧版”更改为“UEFI”。使用系统手册确认此设置的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558/ 

§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topics/oem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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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ndows 恢复环境 

7.1 准备 Windows 10 操作系统恢复（高级） 

本节介绍为 Windows* 恢复准备 Windows* 10 操作系统映像的全过程。在安装操作系统之前，将英特尔® 快速存

储技术驱动程序 “注入”到操作系统恢复映像/工具中，可以在操作系统映像损坏的情况下恢复系统。 

要求： 

Windows 评估和部署套件 (ADK) 已安装 

 Windows 10 64b ISO 

 最新的 F6 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软件/驱动程序包可从以下网站获得：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9289/?v=t  

 用于安装的 USB 密钥  

步骤：  

1. 从 Windows 10 操作系统 ISO 映像创建 USB 可启动密钥。 

注： 咨询电脑制造商以了解该媒体的插槽位置以及移除/插入 M2 组件的步骤。 

2. 在本地 PC 上创建临时工作目录（例如 C:\Win10USB）。 

3. 在工作目录中，创建名称分别为“windows”、“winre”和“drivers”的三个子目录 

 

4. 将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驱动程序解压到的“drivers”子目录中。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en-us/windows/hardware/windows-assessment-deployment-kit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en-us/windows/hardware/windows-assessment-deployment-kit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download/29289/?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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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 Windows 10 USB 安装密钥，将“install.wim”文件从“源”目录”复制到当前的工作目录 C:\win10USB 

 

6.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并切换到工作目录（例如 cd C:\Win10USB）。确保在开始此过程

之前关闭所有文件夹和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7. 基于 Windows 10 版本，确定要修改的索引编号。选择与正在使用的 Windows 10 版本相匹配的索引。 

要确定索引，运行命令：dism /get-wiminfo /wimfile:install.wim 

下面的示例将修改索引 2。可以重复这些步骤以修改其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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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要修改“install.wim”文件，运行以下命令： 

Mount the Windows* Image:  
dism /mount-image /imagefile:install.wim /index:2 /mountdir:windows 

 

9. 将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驱动程序添加到 Windows* 映像： 
dism /image:windows /add-driver /driver:drivers /forceunsigned /recurse 

 

10. 加载 Windows* 恢复映像： 
dism /mount-image /imagefile:c:\Win10USB\windows\windows\system32\recovery\winre.wim 
/Index:1 /mountdir:winre 

 

11. 将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驱动程序添加到 Windows* 恢复映像： 
dism /image:winre /add-driver /driver:drivers /forceunsigned /rec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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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卸载 Windows* 恢复映像： 
dism /unmount-wim /mountdir:winre /commit 

 

13. 卸载 Windows* 映像： 
dism /unmount-wim /mountdir:windows /commit   

 

14. 将工作目录中的 Install.wim 复制回 USB 安装密钥的“sources”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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