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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在使用本手册之前，阅读和了解本产品的所有相关安全信息十分重要。请

参阅本产品随附的《安全与保修指南》以获取最新的安全信息。阅读和了

解这些安全信息有助于减少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产品的风险。

危险 ：对高度危险要警惕

警告 ：对中度危险要警惕

注意 ：对轻微危险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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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内容介绍：

	电脑硬件介绍

	电脑连接方法和注意事项

请务必仔细阅读。

 请注意：所有机型的配置以您购买到的实物

为准。

 注意：请勿在电脑运行期间开启电脑后盖。

第 一 章 电脑硬件使用说明

1C3/C4/C5 系列电脑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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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脑前视图

C340 / C345 / C440 / C445 / C540

1 2

3

7654 8 9 10

内置麦克风 摄像头

内置红外接收器

（请勿遮挡，部分机型配备）

硬盘指示灯

无线网卡指示灯 显示器开 / 关状态指示灯

菜单 方向按键

方向按键 显示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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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5 / C455

1 2

4 8765 9 10

3

内置麦克风 摄像头

内置红外接收器

（请勿遮挡，部分机型配备）

硬盘指示灯

无线网卡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

音量减小 音量增加

屏幕亮度降低 屏幕亮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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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脑侧视图

1
2
3

6

5
4

7

8

USB 接口 耳机接口

麦克风接口 USB 接口

读卡器接口 电源开关

光驱按钮 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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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电脑后视图

 警告：请勿遮挡电脑通风孔，防止电脑因通风不畅而导致过热或者火灾等危
险情况发生。

8

2 3 7654

C340 / C345 / 
C440 / C445 / 
C540

C355 / C455

1

电脑通风孔 电视射频接口（部分机型配备 )

电源适配器接口 以太网接口

USB 接口 USB 接口

HDMI 输出接口（部分机型配备） 安全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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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装支架底座

 警告：由于在安装电脑支架底座过程中需要将电脑正面朝下放置，所以请在
安装前使用软布或其它软垫、毛巾等铺垫在电脑正下方，以防止电脑显示屏
被划伤或损坏。

1. 将电脑后支架向上拉起。

2. 将支架的底座部分安装到电脑后支架。

1

2

3. 拉起支架底座上的手拧螺丝环，顺时针方向旋转直至牢固，完成后将手拧螺丝

环推回原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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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接口说明

 注意：根据具体型号类型，您的电脑可能不具备这部分描述中所有的接口。

接口 描述

USB 接口 用于连接需要 USB 接口的设备，例如：USB 键盘、USB 鼠标。

麦克风 当您要录音或使用语音识别软件时，请使用该接口将麦克风

连接到电脑。

耳机 当您要听音乐或其他声音而又不打扰其他人时，请使用该接

口将耳机连接到电脑。该接口可能位于电脑正面。

以太网接口 此接口用于将电脑连接到以太网类型的局域网。

HDMI 接口

（部分机型配备 )

用于连接使用 HDMI 接口的视频，音频设备。

电视射频接口

（部分机型配备 )

在配备了 TV-Tuner 卡的机型上用于连接外部天线的接口。

AV-in 接口

（部分机型配备 )

用于连接使用 AV-in 接口的视频，音频设备。

 注意：如果你的电脑配置了无线键盘、鼠标设备，请根据相应的说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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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电源连接

C340 / C345 / 
C440 / C445 / 
C540：

C355 / C455：

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脑背后的对应接口上。

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源线。

将电源线连接到正确接地的电源插座。

 警告：
1. 在连接电脑设备前，务必检查当地的电压，电流输出，确保与本机要求的

电压和电流值相匹配。

2. 务必使用联想提供的电源适配器，使用其他电源适配器，可能会引起火灾
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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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显示器可调角度

调整俯仰角度到符合自己的视觉角度。

 警告：请勿随意拆卸电脑支架，确保电脑正常运行。必须将支架打开成规定
范围的角度，以形成对主机的支撑，避免主机翻倒。

1.8 读卡器

如果您的电脑配置读卡器，读卡器可读取

SD, SDHC, SDXC, MMC, MS, MS-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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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主机的使用方法

按下位于主机侧面的主机电源开关，启动电脑。

主机搬运注意事项

在搬运本机型过程中，需要握稳或抓牢主机后提放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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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键盘

LVT —— 进入 Windows 系统后，按下此键，启动 LVT 软件，通过此软件，您可

以了解具备联想核心优势技术的联想家用电脑特色软件的功能介绍和使

用方法，并且可以启动本机型所配置的在 Windows 系统下运行的软件。

( 部分机型可使用此功能 )

F2   —— 配置有“拯救系统”功能的机型，在开机后，迅速连续敲击此键，启动

“拯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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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内容：

介绍拯救系统系列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

 注意：

• 使用一键恢复可以将电脑中的系统盘（C

盘）恢复为出厂状态或前次系统备份状态。
在此操作中，系统盘（C 盘）上原有的所
有数据将丢失，硬盘上的其他分区的内容
格式将不改变。

• 如果你使用 Windows 光盘安装操作系统
并且使用拯救系统进行备份，必须将系统
盘（C 盘主分区）格式化成 NTFS 格式，
并且，将操作系统安装在系统盘（C 盘）。
否则，一键恢复将无法正常运行。

第 二 章 拯救系统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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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服务分区特殊说明

拯救系统的文件和相关数据保存在服务分区中，请不要删除此分区，否则，将造

成拯救系统无法使用。在系统中查看服务分区的方法如下 ：

在【控制面板】→【系统和
安全】→【管理工具】→【计
算机管理】→【磁盘管理】

中能看到服务分区，请不要

删除该分区。

拯救系统的恢复文件和相关数据保存在服务分区中，如果服务分区被非联想维修

人员进行的操作删除或损坏，联想将不对由此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注意：本章节所提供图形界面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显示为准。

2.2 驱动与随机软件安装方法

拯救系统中的驱动与软件安装功能提供给用户一个方便的安装驱动和标配的随机

软件的途径。本程序能自动安装全部的驱动和随机软件，也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

有选择性的安装部分驱动和软件。

方法一：自动安装
打开电脑电源开关，迅速连

续敲击键盘的【F2】按键，

启动【拯救系统】，在拯救系

统的功能选项中选择【驱动
与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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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提示开始安装。点击【确
定】开始安装，重启系统，

进入 Windows 操作系统。系

统重新启动后，将继续自动

安装过程，直到最终完成。

方法二：手动安装
进入 Windows 系统后， 在

Windows 桌面或者开始屏幕

启动驱动与软件安装，然后

根据提示，手动安装相应的

驱动和随机软件。进行软件

安装时，在软件列表中勾选

需要的软件，进行安装。

 注意：

1. 不要重复安装软件。

2. 手动安装功能必须先执行完成未进入系统前的自动安装步骤，重新启动操
作系统，在提示是否继续自动安装的对话框中选择“取消”后， 才能手动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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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键恢复

主要功能：

1. 从初始备份恢复：

a. 如果你的电脑在出厂时预装有 Windows 操作系统，这项操作会将电脑的系

统分区（C 分区）恢复至出厂时的状态。

b. 如果你的电脑在出厂时没有预装 Windows 操作系统，这项操作会将电脑的

系统分区（C 分区）恢复至用户创建的初始备份状态（创建初始备份的方

法参见相关描述 )

 注意：在此操作中，系统分区中现有的数据将全部丢失，磁盘上其他分

区不变。为了确保您的重要数据不会丢失，请您在做执行操作前一定做
好备份。

2. 从用户备份恢复：

将系统分区恢复至用户自定义的备份状态。拯救系统在 Windows 下为用户提

供了创建不同恢复点的系统备份的功能。这项操作可以调用自己创建的备份，

将系统恢复至用户选定的恢复点状态。

 注意：在此操作中，系统分区 C 分区中现有的数据将全部丢失，磁盘上

其他分区不变。为了确保您的重要数据不会丢失，请您在做执行操作前
一定做好备份。

 注意：在备份操作后不要改变 C 分区的大小，避免恢复操作无法进行。

3. 创建初始备份

如果你的电脑在出厂时没有预装 Windows 操作系统，将没有出厂备份，“一键

恢复” 允许用户在自行安装完成操作系统和常用软件后，自行对当前系统分区

的所有数据进行备份。在“初始备份”完成后，用户可以使用“从初始备份恢

复”功能将系统分区恢复至此次备份时的状态。

 注意：初始备份的操作仅能够进行一次，此后将无法再次选择该项操作。

建议您在安装 Windows 和随机驱动和软件后，就进行此项操作，否则有
可能出现备份空间不足。

4. 创建用户备份

在 Windows 下，运行创建用户备份程序，建立不同时间点的备份，以方便恢

复系统。当进行用户备份时，请务必确保当前系统能正常工作。



16 C3/C4/C5 系列电脑使用说明书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以从初始备份恢复为例说明）

一 ：打开电脑电源开关，迅

速连续敲击键盘的【F2】按

键，启动【拯救系统】→【一
键恢复】。

二：选择【从初始备份恢复】，

启动恢复系统功能。

 注意：系统恢复会覆盖

C 盘的所有数据，为了
确保您的重要数据不会
丢失，请您在做系统恢
复前一定做好备份。

三 ：按照屏幕的提示操作，

如果确认要恢复，点击【开
始】，开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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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统恢复过程中，请耐

心等候。请您不要中断操作。

系统恢复成功后，选择界面

中的重启项，重新进入操作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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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内容：

介绍随机软件的使用方法

 注意：本章节中所有图形界面仅供参考，请

以实际显示为准。部分软件提供升级功能，
软件界面可能有所更改。

 注意：

• 电脑附带的软件可能会根据机型的具体型
号而有所不同。

• 对于成才学院中的课程内容请查阅成才学
院首页的客服电话，拨打此电话进行咨询。

• 联想提供的宽带服务需要视您所在地区的
网络 / 或运营商提供的服务状况而定。如
您因所在地区网络状况或运营商未开通此
类服务的原因不能获得相关服务，联想不
承担任何责任。

• 在应用本机型配置的刻录功能时，请使用
质量有保证的正规刻录光盘，否则，有可
能造成刻录失败。

第 三 章 软件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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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联想通行证注册

为了能够让用户在进入系统后，方便快捷的使用随机软件和网络应用，在启动电

脑时，会启动联想通行证注册，将电脑中需要进行网络注册的应用，集中进行注

册操作，减少用户的重复操作。( 如果在这里不进行注册，在使用本机配置的一些

网络应用时，还会启动同样的注册程序。)

填写好选项，填写不完全可

能会造成注册不能通过，同

时提醒您填写您的真实信息，

以便更好地获得联想的售后

服务支持，填写完毕后进行

下一步骤。

注册信息通过验证后，如果可以进入到个人中心完善信息，则表示注册成功。

请在购买后 3 个月内完成注册，注册时确保已经连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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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联想成才学院 ( 部分机型配置此软件 )

联想成才学院是一款学习应用软件，内容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学科内容。

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体检、同步学习、名师讲堂、素质英语、电脑课堂等模块的学

习提高课内学习效果，掌握专业的英语，评测学习效果，轻松学到电脑的基础知

识和技能。让学生真正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习成长。

家长可以通过家长辅导、连线孩子、家长天地模块帮助家长辅助、了解孩子

的学习情况，丰富的网络教育咨询可以给家长提供家庭教育帮助。

教师可以通过教案中心、备课中心、试卷中心等模块在线辅导学生，在线备课、

备考。模块内容紧密结合新课改和课题研究，充分围绕新课改中出现的新问题与

急需解决的资源新问题、新动向，及时更新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备课资源，同时，

在资源适用程度、试题质量审核、备考应试策略以及能力考查层次等角度对内容

进行严格把关，从而保证资源的及时、权威、优质，为一线教师提供海量的资源。

联想成才学院为学生提供网上课堂，用户在连接因特网后，进入相应的教育

网站，进行网上学习。

 注意：本软件提供升级功能，如有不同请以实际显示为准。

 注意：在使用联想成才学院前，请先连接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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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能测距和智能亮度感应 ( 部分机型配置此软件 )

通过联想智能感应摄像头和软件的配合来防止电脑使用者距离显示器过近和屏幕

亮度影响，从而保护使用者的视力。

 注意：此功能仅适用于配置有联想智能感应摄像头的机型。必须配备摄像头

设备，才能使用此功能。

在使用此软件之前，应该先调整摄像头俯仰角度到合适的位置。操作方法如下 ：

在应用界面中启动【Lenovo 

USB2.0 UVC Camera】→

【vmcap】。

在 打 开 的 窗 口 中， 选 择

【Options】→【Preview】。

这样才能使图像显现在视频

窗口中。

 注意：如果在 AMCAP

窗口中没有出现影像，
请检查是否将 Options

中的 Preview 选项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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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的窗口中，请确认

【Devices】 →【Lenovo 

USB2.0 UVC Camera】为

选中状态。这时窗口将显示

由联想智能感应摄像头捕捉

到的影像。请调整您的位置

和摄像头的俯仰角度，使脸

部的影像完全呈现在窗口中。

这时，您可以顺利的使用视

力保护功能了。

智能测距和智能亮度感应

智能测距

根据使用者与显示器的距离，

软件将自动设置“推荐视距”。

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使

用情况适当调节为自定义的

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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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亮度感应

电脑根据使用环境的光线强

度来自动调节显示器屏幕的

亮度。

在初次使用的时候，要根据

各个级别的环境亮度设置适

当的屏幕亮度。

每个级别，初始默认为推荐

值，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进行小幅度修改，符合

自己眼睛的舒适度。

设置完毕后，屏幕就可以根

据环境亮度的变化而自动地

改变亮度。

 注意：

1. 保证摄像头镜头没有任何遮挡。

2. 保证人眼不受遮挡 ( 该功能基于检测人眼来检测用户与显示器的距离，所
以如果人眼在成像中被遮挡或反光过于强烈，会影响到距离的识别 ) 佩戴
眼镜有可能会影响人像识别的效果。

3. 摄像头检测距离的极限情况如下：

 测试的最近距离：20CM 左右。

 测试的最远距离：70CM 左右。

 俯仰角度 ( 就是人脸在图像垂直平面内旋转的角度 ) ：仰角 20 度，俯角
30 度。

 水平旋转角度 ( 就是人脸在图像平面内旋转的角度 ) ：正负 20 度。

4. 软件中“自动开关显示器”功能在计算机处于待机、休眠以及关机状态下
将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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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联想远程软件服务

联想远程软件服务是一款包含了专家在线、开机优化、漏洞修复、系统修复、

软件管理等功能的服务型软件。其中 ：

开机优化可以提高电脑的开机速度 ；

漏洞修复可以让您的系统及时更新，让病毒对您的电脑无从下手 ；

软件升级可以为您轻松的将本地软件升级为官方最新版本 ；

除此之外更有一对一服务的专家在线工具，你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卡来获取工

程师的一对一专业服务，工程师将通过远程、电话以及上门服务等方式为您解决

电脑问题。 



1

2

3

4

本章主要内容：

介绍电脑常见问题的现象和处理方法

 注意：本章节中所有图形界面仅供参考，请

以实际显示为准。

第 四 章 常见问题处理

25C3/C4/C5 系列电脑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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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显示

1. 显示器屏幕黑屏，没有图像

1)  检查电源线与主机是否准备确连接。

2)  如果您的电脑有显示器开关，请检查显示器是否处于打开状态。

如上述方法无法解决问题，请咨询售后服务人员。

2. 显示属性设置
显示屏幕的背景和图标都可

以通过显示属性的调整进行

设置。在桌面无图标处单击

鼠标右键，弹出菜单中屏幕

分辨率菜单选项可以调整显

示属性。

打开屏幕分辨率对话框，选

择适当的分辨率和屏幕显示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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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选项的下拉菜单中拖

动指针，可选择不同的分辨

率。

方向选项的下拉菜单中，可

选择不同的显示方向。

3. 显示器屏幕上有水波纹

仔细查看电脑周围一米以内是否有如电冰箱、电风扇、电吹风、不间断电源、稳压器、

日光灯等设备产生磁场干扰。如果有两台电脑的显示器靠得很近（一米以内），也

会使这两台电脑显示屏上出现水波纹干扰。处理方法是将具有干扰的设备从电脑

旁边移开。如果问题仍未解决，请向联想服务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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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声音

1. 在外接音频输出接口接耳机时，内置的音箱会没有声音

外接音频输出口是为了使用方便而特定设置的，优先于内置的音箱，因此若音

箱、耳机等连接在外接音频输出口上，声音会通过外接音频输出口输出，此时，

内置的音箱将不发出声音。

2. 电脑突然没声音了

a. 检查并确认音频没有被设置为静音。

b. 检查音量是否调至最小，如果是，请将音量调整到合适大小。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请重新安装声卡驱动。

4.3 软件问题

1) 结束程序

如果正在运行的程序无法正常退出时，可以通过任务管理器结束程序。

同时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 

Alt 键和 Delete 键， 然后，点

击【启动任务管理器】，在应

用程序中选中要结束的程序， 

点击【结束任务】按钮即可。

 注意：用这种方式结束

程序，可能导致未保存
的数据丢失或程序损
坏，请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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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确安装和卸载程序

正确安装程序：

尽量不要在安装过程中非法停止安装（比如切断电源等），容易引起系统程序混乱

甚至不能正常进入系统。

正确卸载程序：

有些应用程序需要删除的话，千万不要直接删除文件或者文件夹，否则会有害于

系统，甚至导致系统崩溃。请按照以下步骤正确卸载程序 ：（在删除程序前请备份

与程序相关的一切文档和系统设置）

一 ：如果程序自身带有卸载

程序，直接运行卸载程序。

如果程序本身不带，右键单

击屏幕左下角区域，在弹出

的菜单中选择【控制面板】。

二 ：在控制面板中点击【卸
载程序】。

三 ：在程序列表中找到对应

的程序，单击【卸载】， 进行

卸载操作。按照提示进行卸

载程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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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光驱和硬盘

1.  光驱读不出光盘内容

请检查操作系统的“计算机”或“我的电脑”中是否有光驱盘符的图标，如果

没有，请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仍然没有，请您与联想服务部门联系；如果有，

请检查以下步骤。

• 请检查光盘是否放好，如果没有，请重新放好光盘。

• 请检查放入的光盘是否是光驱能够识别的光盘，如错将 DVD 光盘放入普通

CDROM 光驱中，将无法读取光盘。如果无法识别，请换一张电脑随机所

配的光盘，检查电脑是否能读。

• 请检查放入光驱的光盘质量是否好，如果光盘质量不好，请换一张电脑随

机所配的好光盘，检查电脑是否能读。

2.  硬盘容量说明

电脑所标称的硬盘容量同操作系统所显示的硬盘容量存在差异，例如 ：标称

40GB 的硬盘在操作系统中显示却不足 40GB，这并非电脑硬盘安装有误或出

现了问题，而属于计算机领域的一种正常现象，这主要是由于 ：

a. 硬盘制造商和计算机操作系统对硬盘容量的计算标准不同

硬盘制造商在标注硬盘容量时采用的是 1000 进制，即 ：1G ＝ 1,000MB，

1MB ＝ 1,000KB，1KB ＝ 1,000byte ；然而，操作系统在识别硬盘容量时

采用的是 1024 进制，即 ：1GB ＝ 1,024MB，1MB ＝ 1,024KB，1KB ＝

1,024byte。您的电脑硬盘的标称容量采用的是硬盘制造商的计算标准，由

于硬盘制造商和操作系统在计算硬盘容量时采用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硬盘

标称容量和硬盘在操作系统中显示的容量出现差异。

例如，硬盘标称是 XG，那么，即使在完全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下，它在操

作系统中显示的容量也只是：X×1000×1000×1000/(1024×1024×1024) 

≈ X×0.931 G。

如果硬盘的部分空间已被用于特定用途，那么操作系统中显示的容量还将

小于 X×0.931G。

b. 硬盘的部分空间被用于特定用途

由于配备了一键恢复功能，硬盘在出厂前已经划分出一块特定分区，用以

存放硬盘镜像文件以及一键恢复程序文件，该部分硬盘空间的具体数值因

电脑的机型和安装的操作系统和软件的不同而不同。出于安全考虑，这块

分区只能在“磁盘管理”中看到，即通常所说的“隐藏分区”或“服务分区”。

此外，在硬盘被分区或格式化后，系统会在硬盘上占用一些空间，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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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文件使用。

基于以上原因，您在操作系统中看到的可用硬盘空间总是要小于电脑
硬盘的标称容量。

4.5 Windows 特殊说明

1. 妥善保管随机软件的序列号。

本机如果随机附带有软件的序列号，这些序列号是厂家为您单独提供的，请妥

善保管。若有丢失，概不单独提供序列号。

2. 本机型的驱动仅支持 Windows 8 系统。

3. 本机型所配置的软件不支持多用户操作。在执行切换用户时，请先关
闭程序，以免造成程序执行错误。

4. 当您的电脑处于闲置状态时，操作系统会定时启动系统优化功能，如
磁盘碎片整理以保证运行的稳定与快速，该过程会持续几分钟，在此
过程中 CPU 与硬盘的占用率会升高。

4.6 Windows 8新功能介绍 (仅适用于安装Windows 8的机型 )

1.  新开始界面

Windows 8 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将一些常用的应用集中在开始界面，方便用户

快速启动这些应用程序。开始界面与常用 Windows 桌面切换的方法如下 ：

鼠标光标放在桌面左下角，

左键单击左下角空白区域，

即可启动开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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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开始界面的按钮，可直

接启动程序。在开始界面左

键单击左下角空白区域，可

切换回传统桌面。

2.  边角界面切换和工具栏使用方法

Windows 8 提供了点击界面边角空白区域进行不同界面以及应用的切换功能。并

且，添加了工具栏功能。

鼠标左键单击界面左下角空

白区域，可进行传统界面与

开始界面的切换。

鼠标左键单击界面左上角空

白区域，可进行已经打开的

各个开始界面应用程序之间

的切换。

在传统桌面上，鼠标移动到

界面右上角或右下角，悬浮，

右边出现工具栏，在这个工

具栏中集中了搜索，设备，

设置等项功能。

3.  桌面左下角快捷菜单
在传统桌面左下角空白区域

单击鼠标右键，弹出一个快

捷菜单，在这个快捷菜单中，

可以启动 Windows 常见维护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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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菜单中可启动控制面

板，磁盘管理，计算机管理

等 Windows 常用的维护程

序。

4.  关闭开始界面程序

对于有传统关闭标志的应用程序窗口，建议用户尽量使用传统的关闭方式关闭程

序，对于部分开始界面应用没有传统的关闭标志，请按照如下方式关闭应用程序：

移动鼠标到应用程序窗口的

上边缘，鼠标箭头变为手形，

这时，按下鼠标左键不放，

向下拖动手形光标。

应用程序窗口在拖动过程中

变小，到屏幕下边缘时，继

续拖动，窗口消失在下边缘，

程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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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ndows 8 关机方法
鼠标移动到界面右上角或右

下角，启动工具栏，点击“设
置”选项，Charm 工具栏下

方出现“设置”的菜单项，

在这里点击电源选项，在弹

出的菜单栏里选择“关机”，

即可关闭电脑。

关于 Windows 8 更多详细信息，请点击键盘“Windows”+F1 键，在弹出的

Windows 帮助文档中查询。

4.7 安装其他操作系统的 BIOS 设置

如果需要在本机型安装其他操作系统，需要修改 BIOS 的设置信息。方法如下：

1. 启动 BIOS 设置 ：关闭电脑，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同时快速连续按下“F1”键

进入 BIOS 设置界面。

2. 在 BIOS 设置界面选择“Exit”→“OS Optimized Defaults”，然后将“OS 

Optimized Defaults”选项更改为“Disabled”。 

3. 按 F10 保存设置，退出。

 注意：

1. 本说明仅在安装其他操作系统时用于指导对 BIOS 中启动模式功能进行的
修改，除按说明进行操作外，请注意不要擅自修改 BIOS 其他设置，否则，
有可能造成电脑的故障而影响操作甚至导致电脑无法使用。

2. 在部分配置有快速启动功能的机型中，关闭快速启动功能才能进入 BIOS 

进行相关设置。



4.8 日常维护

1. 部件维护

清洁：因为电脑的许多部件是由精密的集成电路板组成，需要防止积尘，定

期清洁。

清洁用品：吸尘器、棉质软布、清水（最好是纯净水）、棉签等都可以用于清

洁电脑部件。

2. 通用清洁方法

• 主机、显示器、打印机、音箱和鼠标表面上面的灰尘都可以用软布擦去，

无法触及的死角可使用吸尘器吸走灰尘。

• 如果要彻底清洁键盘，可以关闭主机电源，然后用一块湿布轻轻擦洗按键，

等完全干了之后再使用。

• 不要让水进入电脑内部。

• 不要使用很湿的软布，不要将水直接喷到显示器表面和主机内部。

液晶屏应格外注意洁净，不要沾上油污。日常清洁时建议只用干布轻轻拂拭，
去掉灰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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