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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院办公工作，主要

是文字方面的工作，像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这样的普

通办公设备对于学院工作者当然就像武器对于士兵一样必不可

少。因此，要使学院工作正常的运转，这些办公设备必须配备齐

全，并且保持良好的性能，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拥有办公电脑 246 台（2 个品牌），

打印机 172 台（2 个品牌 7 个型号），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无

纸化办公的推进，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如关于网络

问题 、电脑常见故障问题、打印机常见问题等，如不能及时有

效的处理好就会延误工作，尤其对于程序严密、时效性强的工作。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办公过程中遇到的简单的常见的故障处理

方法，保障学院办公有序正常的运行。 

本手册为第一次调研结果所总结而成，今后会根据常见问题

的积累而持续更新。 

 

http://www.so.com/s?q=%E6%89%93%E5%8D%B0%E6%9C%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4%8D%E5%8D%B0%E6%9C%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C%A0%E7%9C%9F%E6%9C%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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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问题 
 

 打印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影响我们的工作。

下面小编和大家分享下打印机常见问题及故障处理办法。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打印机共有 2 个品牌、7 个型号。 

 

 

固网设备服务器、打印机安装 

以固网 HU-1608 设备为例 

 

 

安装前检查工作 

一、系统要求 

具有以太网接口的计算机 

Windows 7/Vista/2003/XP/2000/NT4/ME/98SE/95、MAC OS X 

启用 JavaScrIPt 的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高； 

打印机必须支持相应的操作系统才可正常使用设备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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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内容 

 

如以上内件若有任何遗失，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二、产品硬件连接示意图 

 

安装设备服务器 

产品硬件安装 

在硬件安装过程中请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 

1. 自检过程：加电后 POWER 灯亮起，面板上 USB 灯闪 3 次后，

先灭（如 USB 接口上接有打印机，USB 指示灯会亮）；无线网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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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WLAN）不亮，LAN 灯有节奏的闪烁。否则说明该设备服务器有故

障。 

2. 确定 HU-1608N 已经正确接在您的网络上，并且电源已经接

通。 

3. 请查看 HU-1608N 面板上 POWER 指示灯亮起。插上网线 LAN 

指示灯是否已经亮起。 

4. 如在 USB接口上接有打印机，机器面板上 USB 指示灯会亮。 

5. 如 POWER 指示灯不亮，请检查您的电源是否已经连通，如 

LAN 指示灯不亮请检查您的网络是否连通。 

6. 如您已经在 USB 接口上已经连接有打印机，但 USB 指示灯

没有正确亮起，请检查您的打印机电源是否已经连通。 

软件安装 

1. 请放入光盘，点击【产品软件安装】安装控制中心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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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简体中文，点击【确定】； 

 

3.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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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名和单位建议直接选择默认，点击【下一步】； 

 

5. 选择控制中心安装路径，建议选择默认，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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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安装】 

 

7. 如有防火墙或其他杀毒保护软件，请选择允许或信任，并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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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安装 

 

8. 安装完成，点击【完成】后会启动控制中心 

 



8 
 

9.控制中心界面 

 

10. 请选择列表中的设备服务器，进行 IP的更改 

 

11. 出厂默认的管理员名称 admin，密码 admin； 

 

12. 请选择服务器名称，最大 15 位； 

请选择固定 IP，请输入管理员分配给设备服务器的空闲 IP地址。 

下图仅为事例，请设置实际网络环境中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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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点击【是】，重启设备服务器后，点击【关闭】，设备服务器

IP 修改成功。 

注意一：设备服务器 IP 请选用固定 IP 地址并与电脑处于

同一网段内 , 否则会影响您的正常打印。设备服务器列表如未

搜索到设备，请您再次确定设备服务器各个指示灯是否正确亮起

（请参阅硬件安装中自检过程）。 

注意二：电脑 IP 必须和设备服务器 IP 在一个网段下，控

制中心才能扫描到设备服务器，如果无法扫描到，请将打印服务

器用网线直接连接到电脑上，并将电脑本地连接 IP 地址设置成

固定。 

 IP 192.168.1.XX（XX 取值为 50-80 之间），这样就可以扫

描到设备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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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设备服务器 IP与电脑是同一个网段时，列表中所显示的设

备服务器名称为蓝色。会自动刷新出所连接的打印机名称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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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请选择打印机后，点击【连接】，系统会自动发现新硬件，

并进行安装驱动程序； 

 

 

16. 如电脑中已存有打印机驱动，系统会自动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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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电脑中未搜索到打印机驱动，系统无法自动安装完成，请

选择手动安装打印机驱动； 

 

18. 直接用打印机驱动光盘安装方式， 

 

19. 直到提示需要连接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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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时在控制中心下点击连接 

 

21. 打印机驱动会自动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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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最后全部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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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打印机驱动正确添加后，请设置自动连接打印机，便于多台

电脑共用 

24. 选择【自动连接打印机】---【设置自动连接打印机】； 

 

25. 请选择您所使用的打印机，点击【应用】 

 

 

26.设置完成后，请务必点击【中断】，如未中断，会影响其他电

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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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打印机安装完成后，请设置打印机为默认打印机，正常状态

为脱机使用； 

 

28. 请打印测试页，如可打印，说明打印机已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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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连接的应用 

在实际使用环境中，当有用户需要长时间使用打印机，或扫

描文件时，可以在控制中心里点击【连接】，这样的连接方式属于

手动连接，其他用户是无法使用打印机的，其他用户可以进入控

制中心，选择【请求连接】，用于直接向当前使用者发出连接请求，

主要用于不同办公环境下。 

1.打开控制中心，看到的打印机状态  

2.请选择【请求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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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请求连接】的电脑 PC- 闫 晓文会提示 [请等候回答] ： 

 

4. 目前正在使用打印机的电脑 IBM-X41T(示例)会弹出下图； 

远程用户为请求人的电脑名称及 IP 地址 

服务器为设备服务器的名称及 IP 地址 

设备为希望所使用的打印机 

使用者可选择接受或拒绝，以回复请求人。 

 

4. 如同意请求人的请求，点击接受后，电脑 IBM-X41T(示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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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会断开与设备服务器的连接。 

 

5. 请求人（PC-闫晓文）此时的连接状态为手动连接，请使用结

束后务必点击【中断】，否则会影响其他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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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网 HU-1608n 设备无线设置 

 
Web 界面管理方式 

    HU-1608N 的无线设置，请打开您的浏览器并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来访问 Web配置。 

出厂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1.100 

点击控制中心的【配置服务器】控件，进入到设备服务器的 WEB

界面。 

 

这是设备服务器的网页配置主界面。主界面顶部具有 4 个链接：

主页，状态，配置和注销。您可以单击所需链接，显示它的子菜单。

从子菜单选择所需选项，则相应的内容就显示在界面中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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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配置无线 

1. 点击配置，管理员：admin，密码：admin，点击【登录】； 

 

2. 登录后，有 4 个子菜单，常规、无线、管理员和维护，请选

择【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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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选择【现场使用环境】，点击【输入】，进行扫描 AP; 

 

 

如在无线网络中已扫描路由器，请选择正确的 SSID，并点击【应

用】，SSID 是无线路由器的无线网络标识，在路由器的无线设置界面

可查询到。 

 

点击应用后，画面会自动回到无线设置界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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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密钥后点击提交 

系统安全指的是无线路由器中无线网络的加密方式，请将设备服

务器的加密方式和无线路由器保持一致就可以 

 

无线就设置完成，设备将自动重启完成更新。 

注意：如果不清楚您公司的无线设置请联系网络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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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 系统局域网共享打印机设置 

 
Windows XP 局域网共享打印机设置共分三步：①启用 Guest 用

户、②目标打印机共享设置、③在其它计算机上添加目标打印机 

第一步：启用 Guest 用户 

1、打开“控制面版”,单击“用户帐户” 

 

2、选中“用户帐户”中的“Guest”： 

 

3、单击“启用来宾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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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目标打印机共享设置 

1、依次单击“开始”|“打印机和传真” 

 

2、选中目标打印机（前提是打印机已正确安装），单击鼠标右键,

打开快显菜单，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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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共享”选项卡，选中“共享这台打印机”并设置共享

名，然后确定。 

 

第三步：在其它计算机添加目标打印机 

1、打开“资源管理器”，在地址栏输入\\共享打印机的 IP地址，

例如：\\10.10.17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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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些 XP 系统可能一些策略没有打开，会出现不

能正常访问的情况，可试着做如下的处理： 

  1） 在组策略中设置，“安全策略” 

依次找到开始--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

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力指派”，双击右边的“从网络访问此

计算机”，保证其中有 Everyone，再双击左边的“拒绝从网络访问此

计算机”，保证其是空的。 

  2）选择左边的“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a.确认右边的“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与安全模式”为“经

典”； 

    b.确认右边的“Microsoft网络客户：为通讯启用数字签名（总

是）”为“已停用”； 

    c.确认右边的“Microsoft网络客户：为通讯启用数字签名（如

果服务器允许）”为“已启用”； 

    d.确认右边的“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为通讯启用数字签名（总

是）”为“已停用”； 

    e.确认右边的“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为通讯启用数字签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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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服务器允许）”为“已启用”。 

2、选中共享打印机，单击鼠标右键打开快显菜单，选择“连接”，进

行安装。 

 

3、单击“开始”|“打印机和传真机”，选择刚装好的打印机，单击

鼠标右键打开快显菜单，选择“打印机属性”，单击“打印测试页”，

正常打印，说明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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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7 局域网共享打印机设置 

 
Windows7局域网共享打印机设置共分四步：①启动 Guest用户、

②目标打印机共享设置、③高级共享设置、④在其它计算机上添加目

标打印机 

第一步：启用 Guest 用户 

1、打开“控制面版”，单击“管理工具” 

 

2、单击“计算机管理” 

 

3、展开左侧“本地用户和组”，单击“用户”，双击右边框里“Gu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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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Guest”属性窗口里，“帐户已禁用”选项没有勾选，然

后确定。 

 

第二步：目标打印机共享设置 

1、依次单击“开始”|“设备和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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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中目标打印机（前提是打印机已正确安装），鼠标右键打开

快显菜单，选择“打印机属性” 

 

3、选择“共享”选项卡，选中“共享这台打印机”并设置共享

名，然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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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高级共享设置 

1、将光标移到桌面的右下角“网络连接”，鼠标右键打开快显菜

单，选择“网络和共享中心”（也可在“控制面版中”打开） 

 

2、记住网络类型（这里是工作网络），打开“选择家庭和共享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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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更改高级共享设置” 

 

4、如果是家庭或工作网络，参考下图设置，然后“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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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公共网络，请选择“公共”选项，设置参考上图。 

 

第四步：在其它计算机添加目标打印机 

1、打开“资源管理器”，在地址栏输入\\共享打印机的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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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0.10.173.170 

 

2、选中共享打印机，鼠标右键打开快显菜单，选择“连接”，进

行安装。 

 

3、依次单击“开始”|“设备和打印机”，选择刚装好的打印机，

右键“打印机属性”，单击“打印测试页”，正常打印，安装成功。 

 



36 
 

Win10 共享打印机连接 

 
第一步：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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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想共享的打印机(前提是打印机已正确连接，

驱动已正确安装)，在该打印机上右键，选择【打印机属性】，如下图： 

 

3.切换到【共享】选项卡，勾选【共享这台打印机】，并且设置

一个共享名(请记住该共享名，后面的设置可能会用到)，完成后点击

确定，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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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高级共享设置 

1、将光标移到桌面的右下角“网络连接”，鼠标右键打开快显菜

单，选择“网络和共享中心”（也可在“控制面版中”打开） 

 

2、记住网络类型（这里是工作网络），打开“选择家庭和共享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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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更改高级共享设置” 

 

4、如果是家庭或工作网络，参考下图设置，然后“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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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公共网络，请选择“公共”选项，设置参考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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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网络和共享中心】找到【本地连接】，单击，找到本台电

脑的 IP 地址，具体如下 

 



42 
 

 

在需要连接打印机的电脑上，点击【开始】，以此为例，输入直

连打印机（刚刚操作过的电脑）的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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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中共享打印机，鼠标右键打开快显菜单，选择“连接”，进

行安装。 

 

3、依次单击“开始”|“设备和打印机”，选择刚装好的打印机，

右键“打印机属性”，单击“打印测试页”，正常打印，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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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Guest 用户（遇到需要访问的问题时） 

 

1、打开“控制面版”，单击“管理工具” 

 

2、单击“计算机管理” 

 

3、展开左侧“本地用户和组”，单击“用户”，双击右边框里“Gu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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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Guest”属性窗口里，“帐户已禁用”选项没有勾选，然

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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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网设备连接扫描仪的方法 

 
安装扫描仪 

请点击【连接】，控制中心会自动发现新硬件并进行安装，请选

择正确的驱动程序，控制中心会自动安装完成，完成后请点击【中断】； 

 

 

注意： 

◆ 首次安装完成后请务必点击【中断】，否则会影响其他电脑的

安装使用； 

◆ 在未关闭扫描仪界面时，其他客户无法使用扫描功能； 

使用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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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网络扫描仪】，弹出扫描界面 

 

这里可以设置纸张来源和要扫描的照片类型。选择完毕点击扫描 

 

这里可以修改图片名称、格式和保存路径。修改完毕后点击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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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服务器会自动扫描，当图片扫描进度和图片保存进度都为

100%时，扫描完成。 

点击关闭按钮关闭扫描仪。 

注：扫描时，其它计算机用户不能使用此打印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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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网设备常见问题 

 
◆ 如何恢复出厂 IP 地址，用户名 / 密码？ 

答： 出厂 IP 地址：DHCP 自动分配。 WEB 模式需要输入用户

名 密 码才能进入。 

默认用户名 / 密码 :admin/admin 。 

恢复出厂方法：①断开电源②用牙签（非导体）按住“init”按 

钮后接通电源③持续 

按住 12 秒后松开 “init” 按钮④ 10 秒钟以后拔掉电源， 再

插入电源。 

◆ 没有 INF 文件如何安装打印机驱动？ 

答：打印机驱动只有一个 SETUP 安装文件，这就意味着直接点

连接安装驱动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的设备认的是 INF 的驱动） 而

直接用本身的驱动，安装到最后一步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驱动要求

打印机要直连到电脑才能安装，不要着急，这种情况是可以安装的。

首先，装好控制中心，认到设备服务器和打印机，不要点连接，直接

去安装  原始驱动，等到驱动界面提示“请插入打印机的 USB 线并确

认开机” 之后再回到控制中心点连接，控制中心驱动会自动装好，

并且原始驱动也会自动完成。 

◆ 控制中心程序，能不能关闭？ 

答：不能，控制中心需要运行才可以正常使用。运行在右下角就

可以了，不需要打开或其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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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服务器是否一定分配固定 IP？ 

答：执行管理程序，搜索到设备服务器后，在 IP地址选项中，

强烈要求指定固定 IP 地址！因为如果选择自动获取的 IP 地址，在人

为的或是突然停电以后，DHCP自动获取就会重新再给设备服务器分

配另外的 IP地址，这时所有的电脑就不能进行打印，这请务必注意。 

◆ 网线的正确排序 

答：568A 的线序从左到右依次为：白绿、绿、白橙、蓝、白蓝、

橙、白棕、棕。568B 的线序从左到右依次为：白橙、橙、白绿、蓝、

白蓝、绿、白棕、棕。 交叉线是指：一端是 568A标准，另一端是

568B标准的双绞线。直连线则指：两端都是 568A或都是 568B标准

的双绞线 

◆ 为什么在 WIN7 下安装不了控制中心？ 

答： 在 WIN7 下必须要关闭防火墙才能安装控制中心软件。 

◆ 为什么别人占用了打印机，而自己的请求连接控件不能点？ 

答：因为对方是自动连接的，只有对方是手动连接时在需要点击

请求连接控件。对方的自动连接是对打印没有影响的，直接打印就可

以了。 

◆ 安装完设备服务器管理程序后，为什么一运行，就会出现蓝屏，

死机问题？ 

答：请确认你的系统是正常的，强烈建议不要用 ghost 版本安

装。请确认您之前是否安装过固网其他型号的设备服务器软件，有可

能是未卸载干净造成冲突. 



51 
 

◆ 软件冲突问题： 

MSN 组件中的“家庭安全设置”会与 HU-1608N(4608N) 发生冲突。

安装了 MSN“家庭安全设置”组件的电脑，打开控制中心时设备服务

器会时有时无，间隔时间在半秒左右，接着很快就出现错误报告，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5101EB module 'control 

center .exe'. Read of address 00000178) 点确定后设备服务器控

制中心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 解决办法：卸载“家庭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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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驱动安装 

 
不管什么类型的打印机，使用前都要先安装驱动，大致的安装步

骤如下： 

     第一步：准备工作  

先将打印机的电源线插好，然后接好打印机与电脑之间的数据线。 

查看打印机标签上的打印机型号 

     第二步：从网页进入，登陆品牌官方网页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打印机主要有两个品牌东芝、惠普；首先

需要登录网站 

惠普官网：https://www8.hp.com/cn/zh/home.html 

东芝官网：http://www.toshiba-tec.com.cn/#page0 

惠普登陆如下： 

 

东芝登录如下： 

https://www8.hp.com/cn/zh/home.html
http://www.toshiba-tec.com.cn/#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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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下载驱动 

从官网你所需下载的打印机型号，根据需求下载适应的打印机驱

动 

惠普：以 m1136 为例 

 

找到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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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办公电脑的型号与版本进行搜索； 

 

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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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以 2303A 为例 

 

从操作系统中找到与办公电脑系统匹配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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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点击下载； 

 

第四步：安装驱动  

下载安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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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共享 

 
   打印机安装好后必须共享，其他人才能使用，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点击“开始”菜单，找到“打印机和传真”，进去后选

择安装好的打印机，右键选“共享”，或先点“属性”，再选“共享”，

按步骤操作就行。 

 

第二步：打印机共享好了，在别人电脑上“运行”里输入安装打

印机那台电脑的 IP地址就能进共享。 

（如：\\10.2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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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常见问题及处理 

 
打印机卡纸问题 

1)、出现卡纸现象时，不要急躁，可以采用手工的方式，双手轻

轻拽着被卡住的纸张，顺着走纸的方向，缓慢地将卡纸从打印机中取

出来。在取出的过程中，应尽量先关闭打印机电源； 

2)、使用标准适宜的纸张可以有效防止卡纸； 

3)、将打印后的文件反过来再次使用，增加卡纸的故障率异物随

纸张进入了打印机内部，不仅导致卡纸，还会造成相关部件损伤； 

4)、纸面会潮湿或不平，有可能会造成不进纸，而且纸面灰尘太

多，也会直接影响打印效果，走纸不畅，打印有黑斑等。 

打印机不能正常打印 

1）、打印机墨尽，需更换新的墨盒 ； 

2）、电脑与打印机相连的通讯电缆损坏或过长； 

3）、计算机的或打印机的数据端口电路损坏 ； 

4）、打印机无意中被设为暂停状态 ； 

5）、打印机的打印输出端口选择设置错误 ； 

6）、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出错，或安装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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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问题 

 
如何制作装机系统盘 

 
随着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白菜装机版也成为我们学院最常用

的一种装机系统。那么该如何来制作大白菜 u 盘启动盘呢？下面就一

起来看看大白菜装机版一键制作启动 u 盘教程。 

使用大白菜装机版制作大白菜 u 盘启动盘之前，需要准备一个存

储空间大于 2G 的 u 盘。 

第一步：在浏览器中搜索：“大白菜”，如图： 

 

第二步：下载大白菜装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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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下载并且安装好大白菜装机版，打开安装好的大白菜装

机版，插入 u 盘等待软件成功读取到 u 盘之后，点击“一键制作启动

u 盘”进入下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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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在弹出的信息提示窗口中，点击“确定”进入下一步操

作。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耐心等待大白菜装机版 u 盘制作工具对 u 盘写入大白菜

相关数据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第六步：完成写入之后，在弹出的信息提示窗口中，点击“是（Y）”

进入模拟电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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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模拟电脑成功启动说明大白菜 u 盘启动盘已经制作成功，

按住 Ctrl+Alt 释放鼠标，点击关闭窗口完成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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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FI 版制作 u 盘启动盘 

 
第一步：点击打开下载并且安装好的大白菜 UEFI 版 u 盘制作工

具。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切换到“ISO 模式”然后点击 ISO 模式下的第一步“成

ISO 镜像文件”进入下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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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等待 ISO镜像文件生成完成之后，点击第二步“制作

ISO 启动 u 盘”进入下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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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在弹出的写入硬盘映像窗口中，保持窗口内设置参数不

变的情况下，直接点击下方“写入”按钮即可，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是（Y）”进入下一步操作。

如下图所示 

 

第六步：耐心等待镜像的写入过程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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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步：完成写入之后软件会自动弹出一个信息提示，点击“是

（Y）”进入电脑模拟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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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电脑模拟器可以成功启动即大白菜 u 盘启动盘制作成功，

按 Ctrl+Alt释放鼠标，点击关闭窗口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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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如何分区 

 
第一步：将制作好的大白菜 u 盘启动盘插入 usb 接口（台式用户

建议将 u 盘插在主机机箱后置的 usb 接口上），然后重启电脑，出现

开机画面时，通过使用启动快捷键引导 u 盘启动进入到大白菜主菜单

界面，选择“【02】运行大白菜 Win8PE 防蓝屏版（新电脑）”回车确

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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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登录到大白菜装机版 PE 系统桌面，点击打开桌面上的

分区工具。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在打开的分区工具窗口中，选中想要进行分区的硬盘，

然后点击“快速分区”进入下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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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选择所需要分区数目，然后点击“确定”完成操作。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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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盘启动电脑快捷键 
温馨提示：电源启动后按下表中对应快捷键选择Ｕ盘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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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装 xp 系统 

 
第一步：准备工作 

1. 下载安装大白菜装机版，并且制作一个大白菜 u 盘启动盘（要

求 u 盘容量大于 2GB） 

2. 从网上下载原版 xp 系统，将其放在制作好的大白菜 u盘启动

盘根目录。 

3. 设置硬盘模式为 IDE 

4. 进入 BIOS 设置 u 盘启动为第一启动项 

5. 到网上搜索一个可用的原版 xp 密匙 

第二步：将制作好的大白菜 u 盘启动盘插入 usb 接口（台式用户

建议将 u 盘插在主机机箱后置的 usb 接口上），然后重启电脑，出现

开机画面时，通过使用启动快捷键引导 u 盘启动，（如图），上下键移

动选中 U 盘（带 usb、flash 或 U 盘品牌名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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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u盘启动进入到大白菜主菜单界面，选择“【02】运行大白

菜 Win8PE 防蓝屏版（新电脑）”回车确认。如下图所示 

 



74 
 

第四步：进入 PE 系统后，若有文件需要导出，请进行以下操作，

点击“我的电脑”，并双击打开，在出现的 C/D/E/F 等盘中，找到需

要导出的文件，导出即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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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如需进行分区，请在电脑屏幕界面找到分区工具，点击

“分区工具”，打开进行操作，具体如图所示（方法见磁盘如何分区 

） 

 

第六步：在进入到大白菜装机版 PE 系统桌面后，系统会自动弹

出大白菜 PE 装机工具窗口，点击“浏览（B）”进入下一步操作。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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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找到存放在制作好的大白菜 u 盘启动盘中的 ghost xp 系

统镜像包，点击“打开（O）”进入下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第八步：等待装机工具提取出安装 xp系统所需要的系统文件后，

在下方磁盘分区列表中选择一个磁盘分区做为安装系统使用，默认情况

下建议大家选择 c 盘，然后点击“确定（Y）”进入下一步操作。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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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接下来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确定（Y）”即可开始执

行安装系统的操作，如下图所示

 

第十步：耐心等待系统文件释放指定磁盘分区后完成电脑重启，并

继续执行安装系统完成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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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装 win 7 系统 

 
第一步：准备工作 

1. 下载安装大白菜装机版，并且制作一个大白菜 u 盘启动盘（要

求 u 盘容量大于 2GB） 

2. 从网上下载原版 win 7 系统，将其放在制作好的大白菜 u 盘

启动盘根目录。 

3. 设置硬盘模式为 IDE 

4. 进入 BIOS 设置 u 盘启动为第一启动项 

5. 到网上搜索一个可用的原版 win 7密匙 

第二步：将制作好的大白菜 u 盘启动盘插入 usb 接口（台式用户

建议将 u 盘插在主机机箱后置的 usb 接口上），然后重启电脑，出现

开机画面时，通过使用启动快捷键引导 u 盘启动，（如图），上下键移

动选中 U 盘（带 usb、flash 或 U 盘品牌名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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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u盘启动进入到大白菜主菜单界面，选择“【02】运行大白

菜 Win8PE 防蓝屏版（新电脑）”回车确认。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进入 PE 系统后，若有文件需要导出，请进行以下操作，

点击“我的电脑”，并双击打开，在出现的 C/D/E/F 等盘中，找到需

要导出的文件，导出即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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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如需进行分区，请在电脑屏幕界面找到分区工具，点击

“分区工具”，打开进行操作，具体如图所示（方法见磁盘如何分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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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登录大白菜装机版 PE 系统桌面，系统会自动弹出大白菜

PE装机工具窗口，点击“浏览（B）”进入下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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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点击打开存放在 u盘中的 ghost win7 系统镜像包，点击

“打开（O）”后进入下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第八步：等待大白菜 PE 装机工具提取所需的系统文件后，在下方

选择一个磁盘分区用于安装系统使用，然后点击“确定（Y）”进入下

一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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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点击“确定（Y）”进入系统安装窗口。如下图所示

 

第十步：此时耐心等待系统文件释放至指定磁盘分区的过程结束；

如下图所示 

 

第十一步：释放完成后，电脑会重新启动，稍后将继续执行安装

win7 系统后续的安装步骤，所有安装完成之后便可进入到 win7系统桌

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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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装 win 10 系统 

 
第一步：准备工作 

1. 下载安装大白菜装机版，并且制作一个大白菜 u 盘启动盘（要

求 u 盘容量大于 2GB） 

2. 从网上下载原版 win 7 系统，将其放在制作好的大白菜 u 盘

启动盘根目录。 

3. 设置硬盘模式为 IDE 

4. 进入 BIOS 设置 u 盘启动为第一启动项 

5. 到网上搜索一个可用的原版 win 7密匙 

第二步：将制作好的大白菜 u 盘启动盘插入 usb 接口（台式用户

建议将 u 盘插在主机机箱后置的 usb 接口上），然后重启电脑，出现

开机画面时，通过使用启动快捷键引导 u 盘启动，（如图），上下键移

动选中 U 盘（带 usb、flash 或 U 盘品牌名称）选项 

 



86 
 

 

第三步：将 u 盘启动盘插入 usb 接口，重启电脑进入大白菜菜单

界面，然后按方向键“↓”选择“【02】大白菜 WIN8 PE 标准版(新

机器)”，回车键进入，如图所示： 

 

第四步：进入大白菜 PE界面后，会自动弹出“大白菜 PE装机工

具”，若是没有弹出或不小心关闭则点击左侧“大白菜 PE 装机工具”

图标。接下来在大白菜 PE 装机工具中，系统会自动识别相关的系统

安装包，我们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ghost win10 系统安装包，接着选择

系统盘，点击“确定”，如图所示： 

.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fea4511a32ea78f7ba912564.html?pic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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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之后，我们只需等待系统释放完成，如图所示： 

 
.  

.  

5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fea4511a32ea78f7ba912564.html?picindex=3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fea4511a32ea78f7ba912564.html?picindex=4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fea4511a32ea78f7ba912564.html?picindex=3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fea4511a32ea78f7ba912564.html?pic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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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等系统释放完成后，会出现一个重启倒计时窗口，我们

点击“确定”也可不管它，重启电脑后，等待系统设置完成我们就可

以使用 win10 系统了，如图所示： 

 

 

注释：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2018 年新进职工电脑均

为 win10 系统，在重装系统时谨记，只能装 win10 系统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fea4511a32ea78f7ba912564.html?pic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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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题 

 

如何查看电脑 IP 地址 

 
电脑 IP 地址是一个重要的电脑 IP 属性，如果有些地方需要输入

IP 地址时该怎么办呢？接下来介绍一个查询电脑 IP 地址的方法。 

方法一： 

1.按下键盘的“Win”+“R”。 

 

 

2.输入“cmd”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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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如下位置开始编辑。（即打开 cmd 后的初始状态） 

 

 

4.输入“IPconfig”后按回车。 

 

5.如图，各种电脑的 IP 数据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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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往下翻会有更多数据。 

 

 

 

方法二： 

1. 找到电脑屏幕右下角小电脑标志，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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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出现一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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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查看活动网络中找到本地连接，点击进入 

 

4. 点击详细信息，就如下一页面，就可以看到 IP 地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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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固定 IP 地址 

 

电脑的 IP 地址往往都是自动选择的，但在局域网内有时会方便

共享文件和监控流量等操作时需要固定的 IP 地址。下面将简单介绍

如何手设置电脑的固定 IP 地址。 

第一步：单击电脑网络连接图标，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第二步：点击本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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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详细信息，即可看到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

网关、DNS 服务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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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再点击本地连接状态下的属性 

 

第五步：找到 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 用鼠标左

键单击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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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点击选中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然后将 IP 地址、

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 服务器地址照着之前第 3 步看到的

填写进来，再点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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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断网怎么办 

 
一、个人电脑没网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本地连接正常（没网），如图“ ” 

        a、IP配置错误（一般连接处有黄色感叹号） 

        b、IP地址被禁 

        c、上一级交换机断网 

        d、网卡本身有问题（很少见） 

2)、本地连接断开（没网），如图：“   ” 

        a、网线被拔了 

        b、网线另一头（与交换机连接处）被拔了 

        c、没装网卡驱动 

        d、网卡本身或接口坏了  

 

二、常见的无法联网问题： 

（一）、Wifi 可以连接，但手机、电脑均无法上网 

1.整个办公室的电脑均出现此问题 

请尝试重新启动交换机（或路由器），具体方法为：直接拔掉交

换机（或路由器）的电源，等待 10 -15 秒后接通电源，等待 3 -5分

钟后查看是否正常。 

 

2.整个办公室只有一台电脑出现此问题 

第一步：请检查您的电脑是否接在此路由器下。如果是，也请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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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重新启动路由器（方法见上）。 

第二步：如果没有解决，请找到此路由器后端的 WAN口（一般在

网口下方有标识），查看是否有网线插在此口上，如果有的话请拔下

来，换到一旁的任意一个 LAN 口（一般在网口下方有标识）上，等待

2 ~ 3 分钟查看是否正常。 

第三步：如果依然没有解决，请找到此路由器与交换机相连的网

线，找到此网线插在交换机的那一端，将其拔下，换插在交换机任意

空余的网口上，重新启动路由器（方法见上）。 

第四步：如果没有解决，请参考（如何将电脑 IP地址设为自动

获取）。 

（二）、Wifi 可以连接，手机无法上网，电脑可以正常上网 

第一步：请找到此路由器与交换机相连的网线，找到此网线插在

交换机的那一端，将其拔下，换插在交换机其余任意空余的网口上，

重新启动路由器。 

第二步：如果没有解决，找到路由器后端的’reset’，用卡针或

其他物体长按（戳）10s 以上，等待路由器重置。 

第三步：等待过程中，可翻看路由器下方铭牌，找到 192.168开

头的 IP 地址，路由器重新启动完成后（2- 3 分钟），打开任意浏览

器，在地址栏键入刚刚看到的 IP 地址，输入账号密码（见路由器下

方铭牌），在向导中设置为 动态 IP ，并自定义 Wifi 相关设置。 

（三）、Wifi 无法连接，电脑可以正常上网 

请找到路由器 IP 地址，在浏览器中打开并登陆（如果忘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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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重置路由器），修改 Wifi 相关设置，如果需要隐藏 Wifi信号，请

取消勾选’SSID 广播’，之后重新启动路由器。 

（四）、Wifi 无法连接，电脑无法上网 

请检查路由器、交换机的供电是否正常。一般出现此问题，是接

在此路由器下方的电脑受到影响，其他未接在此路由器下方的电脑不

受影响。如果是，请尝试重新启动路由器。如果没有解决，请尝试重

置路由器。 

（五）、Wifi 可以正常上网，电脑无法上网 

出现此问题，一般为单台电脑无法上网。 

第一步：如果通知区域（电脑右下角）里的网络图标显示为红 X ，

请重新插拔此电脑的网线两端。 

第二步：如果没有解决，请联系网络中心上门维修；如果通知区

域（电脑右下角）里的网络图标显示为黄色感叹号 ，则按以下步骤

尝试修复：优先选择使用’360 断网急救箱’进行修复，此工具可解

决大部分网络问题。 

第三步：如果依然没有解决：按下 Win+R，弹出 运行 窗口，输

入 ncpa.cpL ，按下 Enter 或 确定 ，在弹出的窗口中双击本地连

接 → 单击 属性 → 双击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 点选自动获得

IP 地址 → 单击确定（如何将电脑 IP 地址设为自动获取），查看是

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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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故障 

 
计算机组成指的是系统结构的逻辑实现，包括机器机内的数据流

和控制流的组成及逻辑设计等。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控制器，运算器，

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 

 

 

 

 

 

https://baike.so.com/doc/8823652-9148493.html
https://baike.so.com/doc/9164612-94977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87638-59003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24899-44265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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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无法开机 

 
故障现象一：打开电源，按下开机按钮后，电脑无任何动静。  

分析：此时电源应向主板和各硬件供电，无任何动静说明是供电

部分出了问题。(包括主板电源部分)  

检查思路和方法：  

1.市电电源问题，请检查电源插座是否正常，电源线是否正常。 

2. 机箱电源问题，请检查是否有 5 伏待机电压，主板与电源之间

的连线是否松动，如果不会测量电压可以找个电源调换一下试试。  

    3.主板问题，如果上述两个都没有问题，那么主板故障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了。 

 

 

故障现象二：按下开机按钮，风扇转动，但显示器无图象，电脑无法

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分析：风扇转动说明电源已开始供电，显示器无图象，电脑无法

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说明电脑未通过系统自检，主板 BIOS 设定还没输

出到显示器，故障应出在主板，显卡和内存上。但有时劣质电源和显

示器损坏也会引起此故障。  

    检查思路和方法：  

    1.如果有报警声，说明自检出了问题。可通过报警声来判断哪里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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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没有报警声，可能是喇叭坏了，请按下列步骤进行。 

A、检查内存 

B、检查显卡 

C、检查主板 

D、检查 CPU 

 

 

故障现象三：开机后，显示器无图像，但机器读硬盘，通过声音判断，

机器已进入操作系统。  

    分析：这一现象说明主机正常，问题出在显示器和显卡上。  

    检查思路和方法：检查显示器和显卡的连线是否正常，接头是否

正常。如有条件，更换显卡和显示器试试。 

 

 

故障现象四：开机后已显示显卡和主板信息，但自检过程进行到某一

硬件时停止。  

    分析：显示主板和显卡信息说明内部自检已通过，主板，CPU，

内存，显卡，显示器应该都已正常(但主板 BIOS 设置不当，内存质

量差，电源不稳定也会造成这种现象)。问题出在其他硬件的可能性

比较大。 

    检查思路和方法：  

    1.解决主板 BIOS 设置不当可以用放电法，或进入 BIOS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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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置为出厂设置(查阅主板说明书就会找到步骤)。 

    2.如果能看懂自检过程，那么一般来说，BIOS 自检到某个硬件

时停止工作，那么这个硬件出故障的可能性非常大，可以将这个硬件

的电源线和信号线拔下来，开机看是否能进入下一步自检，如可以，

那么就是这个硬件的问题。  

    3.如果看不懂自检过程，用排除法按硬盘，软驱，光驱，板卡，

外置设备的顺序重新安装，安装好一个硬件就开机试，当接至某一硬

件出问题时，就可判定是它引起的故障。 

 

 

故障现象五：通过自检，但无法进入操作系统。 

分析：这种现象说明是找不到引导文件，如果不是硬盘出了问题

就是操作系统坏了。 

检查思路和方法：  

1.检查系统自检时是否找到硬盘，如看不懂自检可以用启动盘重

试，放入带光牒启动的光盘或启动软盘，将 BIOS 内设置改为由光驱

(软驱)引导。重新开机进入 A 盘后，打入“C：”回车  

    2.如能进入 C 盘，说明操作系统出问题。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3.如不能进入 C 盘，说明硬盘或者分区表损坏。用分区软件判断

是否可以分区，如不可以分区说明硬盘坏了，反之是分区表损坏。重

新分区可以解决故障。 

4.u 口设备插入太多，自检出错，无法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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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六：进入操作系统后不久死机。  

    分析：进入操作系统后死机的原因很多，这里只探讨硬件问题，

从硬件方面考虑。问题应出在内存、电源、CPU、和各个硬件的散热

这几个方面。  

    检查思路和方法：  

1. 打开机箱，观察显卡，CPU 电源的风扇是否都正常转动，散

热片上是否灰尘较多，机箱内是否较脏(如果清理灰尘一定要停电进

行)。用手摸硬盘是否较热，正常状态比手微热。如果烫手，可以确

定硬盘有问题。  

2. 如 CPU 超频，请降频使用。  

3. 电源，内存和主板质量不好引起的故障只能通过分别调换后试

机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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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自动关机 

 
电脑自动关机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造成：   

1. .散热不好  由于天气温度的影响或CPU风扇的转数不够所引

起的系统过热，从而会导致电脑的自动关机。 

2. 内存原因  当内存与主板插槽接触松动时也有可能引起电脑

自动关机。   

3. 电源问题  电源的供电不足也是一个引起电脑自动关机的重

要因素。   

4. 软件因素  由于病毒或木马所引起的电脑关机也比比皆是，中

了该病毒之后便会导致系统的重启与关机。 



107 
 

电脑蓝屏 
 

一、软件兼容性问题引起电脑蓝屏 

长时间使用电脑都没有出现蓝屏现象，而某天突然蓝屏了，这一

般是由于电脑内灰尘过多导致内存问题（按下面提到方法解决）和软

件与系统兼容性问题造成。 

解决办法：可以回顾下最近新安装了什么软件，将这些软件卸载

后在观察是否还蓝屏？或者使用 Windows 系统还原功能，直接将系

统恢复至上一个还原点进行检测！ 

  

 

二、内存条接触不良或内存损坏导致电脑蓝屏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几乎所有数据的高速存取操作都要在内存中

进行，如果内存条接触不良或损坏，系统数据的存取就会出现问题，

很容易导致系统蓝屏和崩溃！一般内存条接触不良是由于电脑内灰尘

积累过多，或者内存没有插紧导致！如果有两根内存，可以拔掉其中

一根进行检测，如果重新安装一个微软官方原版的操作系统仍出现蓝

屏现象，那一定可以确定是硬件问题造成的！ 

    解决办法：清理机箱内灰尘，拔下内存条，用橡皮擦拭金手指，

再重新插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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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毒木马导致电脑蓝屏 

    如今病毒木马种类越来越多，传播途径多种多样，防不胜防，有

些病毒木马感染系统文件，造成系统文件错误，或导致系统资源耗尽，

也可能造成蓝屏现象的发生。 

解决办法：建议安装杀毒能力强调杀毒软件，如卡巴斯基，

NOD32 等进行检测，但众所周知，杀毒软件的更新速度难以赶上病

毒的速度，这就需要我们练就手动查杀病毒的能力。  

  

 

四、硬盘出现坏道导致电脑蓝屏 

    同内存一样，硬盘也会承载一些数据的存取操作，如果存取/读

取系统文件所在的区域出现坏道，也会造成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导致

系统崩溃，电脑蓝屏！ 

    解决办法：备份重要数据后重新格式化系统分区（重装原版

Windows 系统时会有格式化的选项），如果格式化成功则不影响使用，

否则只能弃用该分区或者更换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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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故障 
Office 宏病毒 

 

一、故障现象 

Word、excel 打开提示发送错误报告或者打开 excel 表会弹出安

全警告，选择禁用宏或启用宏，然后会打开一个名为 book1 的表，关

闭 book1后弹出对话框：无法找到 book1，请检查文件名的拼音并检

查文件位置是否正确什么的，有时会打开上百个表，关也关不上。以

上是 office中了宏病毒。 

二、故障处理 

1.office 按钮——excel（word）选项——信任中心设置——宏

设置——禁用所有宏，并且不通知。 

2.下载宏病毒专杀杀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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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盘被识别但没有分盘符 

 

一、故障现象 

U 盘插到计算机上后，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并安装了驱动程序，

但在“我的电脑”中却找不到盘符。 

二、故障处理 

计算机使用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做了某些特殊的设置，会造成

U 盘虽然能被系统识别却没有自动分配盘符，可以手动为 U 盘分配

盘符。进入“控制面板”，打开“管理工具”并选择“计算机管理”

中选择 U 盘，为其选择一个盘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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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启动检测不到键盘无法进入系统 

 

一、故障现象 

电脑启动检测不到键盘并且在开机界面左下角提示 Keyboare 

error；或者，没有提示，但键盘没有反应。 

二、故障处理 

这类问题只会发生在键盘接口为 PS/2 类型上，一般都是由于接

口接触不良、松动。可以关闭计算机把键盘接口拔下来重新插入固定，

问题基本解决。如果未解决就是键盘坏了或者主板 PS/2 接口坏。 

注释：PS/2 接口不支持带电插拔，办公电脑常使用支持带电插

拔的只有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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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法状态栏不见了 

 

一、故障现象 

输入法状态栏不见了，无法切换输入法，这类一般是中病毒、或

者错误操作导致。 

二、故障处理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语言——详细

信息——语言栏——选 1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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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巧 

快捷键 

 

一、常用快捷键 

F1 显示程序或系统帮助内容 

F2 重新命名所选项目 

F3 搜索文件或文件夹 

F5 刷新当前窗口 

F6 循环切换屏幕元素 

F10 激活当前程序中的菜单条 

Ctrl+A 选中全部内容 

Ctrl+C 复制 

Ctrl+X 剪切 

Ctrl+V 粘贴 

Ctrl+Z 撤消 

Ctrl+Esc 显示“开始”菜单 

Alt+Enter 查看所选项目的属性 

Alt+F4 关闭当前项目或退出程序 

Alt+空格键为当前窗口打开快捷菜单 

Alt+Tab 在打开的项目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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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sc 以项目打开的顺序循环切换 

DELETE 删除 

Shift+Delete 永久删除所选项 

Shift+F10 显示所选项的快捷菜单 

Esc 取消当前任务 

ctrl+alt+delete 电脑锁屏快捷键 

电脑：print screen sysrq 在键盘右上角一般靠近 F12 键截图 

qq：ctrl+alt+A 截图 

360 浏览器：Ctrl+Shift+X 截图 

 

 

二、Ctrl 快捷键 

Ctrl+S 保存 

Ctrl+W 关闭程序 

Ctrl+N 新建 

Ctrl+O 打开 

Ctrl+Z 撤销 

Ctrl+F 查找 

Ctrl+X 剪切 

Ctrl+C 复制 

Ctrl+V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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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A 全选 

Ctrl+[缩小文字 

Ctrl+[缩小文字 

Ctrl+]放大文字 

Ctrl+B 粗体 

Ctrl+I 斜体 

Ctrl+U 下划线 

Ctrl+Shift 输入法切换 

Ctrl+空格中英文切换 

Ctrl+回车 QQ 号中发送信息 

Ctrl+Home 光标快速移到文件头 

Ctrl+End 光标快速移到文件尾 

Ctrl+Esc 显示开始菜单 

Ctrl+Shift+快速放大文字 

Ctrl+F5 在 IE 中强行刷新 

Ctrl+拖动文件启动\关闭输入法 

Ctrl+Shift+拖动文件创建快捷方式 

 

 

三、Alt 快捷键 

Alt+F4 关闭当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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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空格+C 关闭窗口 

Alt+空格+N 最小化当前窗口 

Alt+空格+R 恢复最小化窗口 

Alt+空格+X 最大化当前窗口 

Alt+空格+M 移动窗口 

Alt+空格+S 改变窗口大小 

Alt+Tab 两个程序交换 

Alt+F 打开文件菜单 

Alt+V 打开视图菜单 

Alt+E 打开编辑菜单 

Alt+I 打开插入菜单 

Alt+O 打开格式菜单 

Alt+T 打开工具菜单 

Alt+A 打开表格菜单 

Alt+W 打开窗口菜单 

Alt+H 打开帮助菜单 

Alt+回车查看文件属性 

Alt+双击文件查看文件属性 

Shift+空格半\全角切换 

Shift+右击右菜单打开方式 

Shift+F10 选中文件的右菜单 

Shift+多级文件全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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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Del 直接删除文件 

 

 

四、对话框快捷键 

Ctrl+Tab 在选项卡之间向前移动 

Ctrl+Shift+Tab 在选项卡之间向后移动 

Shift+Tab 在选项之间向后移动 

ALT+带下划线的字母执行相应的命令或选中相应的选项 

Enter 执行活选项动或按钮所对应的命令 

space 空格键如果活选项动是复选框，则选中或清除该复选框 

F1 显示帮助 

F4 显示当前列表中的项目 

BackSpace 如果在“另存为”或“打开”对话框中选中了某个文件夹，

则打开上一级文件夹 

 

 

五、辅助键盘快捷键 

右侧 SHIFT 键八秒钟切换“筛选键”的开和关 

左边的ALT+左边的SHIFT+PRINTSCREEN切换“高对比度”的开和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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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的 ALT+左边的 SHIFT+NUMLOCK 切换“鼠标键”的开和关 

Shift 键五次切换“粘滞键”的开和关 

NumLock 键五秒钟切换“切换键”的开和关 

Alt+Shift+ +扩展标题下的文本 

Alt+Shift+ -折叠标题下的文本 

Alt+Shift+A 扩展或折叠所有文本或标题 

数字键盘上的斜杠（/）隐藏或显示字符格式 

Alt+Shift+L 只显示首行正文或显示全部正文 

Alt+Shift+1 显示所有具有"标题 1"样式的标题 

Alt+Shift+n 显示从"标题 1"到"标题 n"的 

 

 

六、“Windows资源管理器”键盘快捷键 

END 显示当前窗口的底端 

Home 显示当前窗口的顶端 

NUMLOCK+数字键盘的星号(*)显示所选文件夹的所有子文件夹 

NUMLOCK+数字键盘的加号(+)显示所选文件夹的内容 

NUMLOCK+数字键盘的减号(-)折叠所选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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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单独按 Windows：显示或隐藏“开始”功能表 

Windows+BREAK 显示“系统属性”对话框 

Windows+D 显示桌面 

Windows+M 最小化所有窗口 

Windows+Shift+M 还原最小化的窗口 

Windows+E 开启“资源管理器” 

Windows+F 查找文件或文件夹 

Windows+CTRL+F 查找电脑 

Windows+F1 显示Windows“帮助” 

Windows+R 运行 

Windows+U 开启“公用程序管理器” 

Windows+L 切换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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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关机与重启 

 

第一步：右键点击菜单空白栏，如下图。 

 

第二步：找到 任务管理器， 并打开它，也 可以按住

Ctrl+Alt+Delete 来打开任务管理器。 

 

第三步：找到任务管理器进程中的 svchost.exe，然后点击结束

进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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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此时会弹出以下的对话框，点击确定，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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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点击确定后就会出现下图的情况，就表明电脑即将关机

重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