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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鑫朗安全云是由厦门鑫朗软件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全 windows 操作的

私有云，完全不改变用户操作习惯。在应用方案上，鑫朗安全云为用户提供数据

集中存储、智能备份、不同安全等级数据协同共享。以及提供用户主动对企业核

心数据进行加密保护，避免核心数据泄密，一站式满足企业全方面的数据安全需

求。 

二、安装部署 

2.1 客户端安装 

第一步：双击安装程序“ ”，请填写相关信息，点击“安装”，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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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地址：输入服务器的地址； 

 安装位置：为客户端程序安装选择路径； 

 工作目录：为客户端文件操作指定工作目录。 

 

提示：客户端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在本地电脑创建一个默认大小的安全空间，

需要两三分钟，请耐心等待。 

第二步：输入客户端用户名、选择所在分组、手机号，而后点击“确定”。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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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客户端卸载 

打开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选择“鑫朗安全云终端” →鼠标右击选择“卸

载/更改”→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卸载”→点击“卸载完成”，如下图： 

 

三、使用说明 

3.1 客户端登陆 

点击客户端图标“ ”，鼠标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默认为空，点击“登

录成功登录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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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排放顺序，包括按名称、大小、修改时间、类型等； 

： 按图标显示文件； 

：按详细信息显示文件； 

：对文件的搜索，可按文件名、目录名、创建时间期限、文件大小等搜索。 

3.2 个人空间 

个人空间是企业为个人用户开放独立的存储空间，用于备份终端的一些重要

资料。个人空间操作和 windows 操作一样，自动继承 windows 主要快捷键，对

文件进行操作，方便、快捷。对存放在个人空间的文件，实时自动备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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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文件共享 

将个人空间的文件/文件夹共享给某个用户/用户组，根据共享文件重要性不

同，分为：普通共享、安全共享。普通共享和安全共享区别在于，安全共享的文

件无法通过截屏、打印、另存等任何途径将文件带走。 

第一步：选中将要共享的文件/文件夹右击，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共

享”，如下图： 

 

第二步：选择共享类型、共享密码、截止日期，添加共享对象、共享权限。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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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只能看到文件名，无法看到文件内容，如果用户想看，只能走申请； 

 可读：只允许阅读，禁止对文件内容编辑修改，禁止删除文件； 

 可编辑：可阅读、可编辑修改，禁止删除文件 

 可删除：可阅读、可删除。 

第三步：查看共享文件，如下图所示： 

 

 共享空间分为：我的共享、网络共享。 

 我的共享：就是我共享给其他人的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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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共享：就是其他人共享给我的数据情况； 

 网络共享又分为：普通共享、安全共享。 

 普通共享：文件可以另存、截屏等带走； 

 安全共享：文件无法通过截屏、打印、另存等任何途径把文件带走。 

3.2.2 文件多版本管理 

鑫朗安全云对文件多版本管理，实时、自动地备份同一个文件每个版本内容。

用户可以随意查看不同版本内容，可以随意还原某个版本。如下图： 

 

 

3.3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企业、部门、项目组等一些公共资料，有管理员统一根据企业管

理需要，设定不同用户不同的访问权限。比如：公司制度、周报、产品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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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某个文件，鼠标右击，查看“属性”，可以查看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内的

资料，对用户文件访问情况。 

3.4 共享空间 

共享空间分为：我的共享、网络共享。我的共享就是我共享给其他人的数据

情况；网络共享就是其他人共享给我的数据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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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全空间 

安全空间提供企业对敏感数据安全保护，且不同的文件不同的人，不同的访

问权限，数据未经过申请审批，无法通过其他任何途径拿走。 

3.5.1 安全空间登录 

为了确保安全空间数据，在离开电脑时，被他人看到。访问安全空间内的数

据，需要输入密码，该密码和鑫朗安全云个人用户登录密码是一致。如下图: 

 

3.5.2 安全空间操作 

3.5.2.1 下载到工作目录 

选中安全空间某个文件或文件夹，鼠标右击选择“下载到工作目录”，将个

人安全空间的文件下载到本地电脑的默认临时安全空间，便于快速阅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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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下载到 

“下载到”是指将安全空间内有权解密成明文的文件，解密成明文到本地电

脑。 

 

3.5.2.3 制作成外发文件 

“制作成外发文件”是指将安全空间内有制作外发权限的文件，申请制作成

外发受控文件外发。 

(一) 制作外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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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选中需要制作的文件，右击选择“制作成外发文件”，如下图： 

 

第二步：对外发文件制作参数配置，如下图： 

 

 外发文件名设置：如果同时多个文件外发，需要为该外发文件重新命名；如

果是单个文件外发，默认和文件名一样； 

 口令设置：用户打开外发文件需要输入合法的口令，才能成功打开； 

 使用周期：事先设置用户访问外发文件最多允许打开次数，以及使用的期限； 

 使用期限：事先设置用户允许访问外发文件的权限； 

 认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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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网认证：要求外发文件的电脑需要联网才能打开，外发人员可以实时

跟踪外发文件访问情况； 

 只允许一台计算机使用：首先选择“联网认证”，然后再选择“只允许一

台计算机使用”，而后第一台电脑打开外发文件后，其它台电脑无法再打

开该外发文件；  

 使用计算机验证：外发文件只允许选中公司已经授权的可信任客户访问，

如下图所示： 

 

 生成验证码：该功能主要对外发文件只能在某一台电脑打开，需要生成

验证码进行绑定管理。那么外发文件制作的时候，认证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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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户收到外发文件打开后，会自动弹出如下窗口，请将以下“外发文件码”、

“计算机码”发送给外发人员，通过“生成验证码”功能，计算出“验证码”： 

  

第三步：制作完的默认保存路径无法修改，系统会自动实时检测目前电脑空

间最大的盘符保存，然后点击“开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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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发文件跟踪 

外发文件制作过程如果选择了“联网认证”，就可以实时跟踪客户访问外发

文件的情况： 

 

 

    选中某一条外发记录，鼠标右击如下图所示： 

 

 查看文件信息：查看该外发文件的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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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信任客户：查看该外发文件发给了哪几个信任客户访问； 

 删除记录：可删除该外发文件的记录； 

 查询使用情况：实时查询外发文件被客户访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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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授权：可重新对已经外发的文件进行二次授权，包括时间、次数，无需

重新发送该外发文件； 

 

 关闭授权：可随时对已经外发的文件，收回访问权限 

 

 

 

 

 

 

 

 

 

 

 

 



鑫朗安全云                                                      客户端操作手册 

厦门鑫朗软件有限公司     http://www.xlsafe.com/    400-1866-510 

3.5.2.4 发送到安全 U 盘 

安全空间内有权发送到安全 U 盘的文件，用户可发送到已经注册认证的鑫

朗安全 U 盘（防复制类型），实现数据外带办公，依然实现数据的安全保护。完

成数据编辑后，鑫朗安全 U 盘内数据只能拷回到安全空间。 

 

3.5.2.5 再授权 

“再授权”是指对安全空间有权二次授权的文件，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二

次授权给其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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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安全空间关闭 

用户在离开电脑时，可以强制性关闭安全空间。选中任务栏上的“   ”图

标，鼠标右击选择“关闭安全空间”。如下图： 

 

3.6 备份空间 

备份空间是指对我的电脑强制性自动备份的数据，提供用户任意查看、下载

还原默认路径、下载还原指定路径，以及下载统一文件的哪个版本。 

 

3.7 回收空间 

为了避免用户在使用私有云时，不小心误删除文件，导致数据无法恢复。鑫

朗安全云提供回收空间，对个人空间、安全空间、公共空间文件进行分类回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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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便于用户快速选择恢复。如下图： 

 

3.8 服务器设置 

中任务栏上的“ ”图标，鼠标右击选择 “服务器设置”，弹出如下窗口，

对服务器地址参数进行详细填写，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地址：设置鑫朗安全云的服务器地址； 

 主服务器端口：修改主服务器端口，默认端口为：9801； 

 数据库服务器端口：修改数据库服务器端口，默认端口为：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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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服务器端口：修改文件服务器端口，默认端口为：9821。 

3.9 修改密码 

选中任务栏上的“ ”图标，鼠标右击选择 “修改密码”，弹出如下窗口， 

修改个人用户登录密码，如下图： 

  

4.0 终端修复 

终端修复是指如果用户发现终端使用有异常，可以点击“终端修复”。选中

任务栏上的“ ”图标，鼠标右击选择 “终端修复”。如下图： 

 

4.1 清理本地工作目录 

清理本地工作目录是指对三天前打开非安全空间的文件在本地产生临时文

件所占用空间进行释放。选中任务栏上的“ ”图标，鼠标右击选择 “清理本

地工作目录”，弹出窗口中点击“清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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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清理本地安全空间 

清理本地工作目录是指对三天前打开的安全空间文件，在本地产生临时文件

所占用空间进行释放。选中任务栏上的“ ”图标，鼠标右击选择 “清理本地

安全空间”，弹出窗口中点击“清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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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终端注销 

选中任务栏上的“ ”图标，鼠标右击选择 “注销”，对用户登录注销。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