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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B71C708E　　　　　　　　　　DRS6800数据恢复系统是效率源集18年专业技术积累、历经4年不断打磨的国内领先数据恢复旗舰产品。产品能广泛支持硬盘、U盘、存储卡、阵列、镜像文件的数据恢复，更能对无法正确读取的故障硬盘进行诊断、修复与数据提取。对原始数据进行镜像是专业数据恢复作业的基础操作，在司法取证中也是基本要求，DRS支持高达10GB/min的对硬盘高速镜像（固态硬盘可达更高速度），同时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坏道防卡死技术，能够对严重坏道硬盘、磁头不稳硬盘进行镜像，有效解决了受到暴力损坏硬盘的数据提取难题。为保证原始数据的绝对安全，接入硬盘默认通过物理只读保护连接，同时用户可通过硬盘监控模块确认接入硬盘实时状态。 产品设计扁平化，并尽量采用了流程化、一键化的操作模式，使用简单易上手。DRS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技术存储介质数据恢复服务要求》（GB/T 31500-2015），已通过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认证，通过美国FCC、欧盟CE认证并入选NIST美国科学研究院下属CFTT取证工具名录。目前，产品已在包括数据恢复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在内的各地各级实验室中广泛地投入了实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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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A198331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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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CB4E934F　　　　　　　　　　FLASH闪存数据恢复大师是专门针对U盘、CF卡、记忆棒、录音笔等FLASH存储进行芯片级数据恢复提取的专业设备。该设备脱离传统繁琐的主控匹配方式，集合大量FLASH原厂指令基础开发，可以有效解决U盘无法识别、数据区坏道多、FLASH存储控制芯片损坏、电路烧毁等数据恢复提取。
	书签F1C91501　　　　　　　　　　SCE9168是专门针对手机进行芯片级数据恢复提取的专业设备，可处理手机在受到严重物理损坏如火烧、水淹、摔打等极端情况下的数据提取。产品可直接对手机存储芯片进行数据提取，因此可绕过USB连接、系统 ROOT权限、屏幕锁等传统提取方式必要的提取条件，是手机数据提取的终极手段。
	书签AD0375F2　　　　　　　　　　效率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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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8CB34E2F　　　　　　　　　　效率源科技
	书签5E2A7312　　　　　　　　　　经典产品集
	书签37A6731B　　　　　　　　　　三星
	书签27327FC9　　　　　　　　　　其他
	书签482411AC　　　　　　　　　　日立
	书签AB03BDE7　　　　　　　　　　希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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