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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系统中的相关信息
了解电脑硬件的结构
制作电脑维修应急启动盘
掌握 BIOS 的有用设置
学会安装操作系统
检查与安装硬件驱动程序

维修电脑软硬件的第一步是了解电脑的组成结构，掌握基本的电脑维护技
能。这些基本技能包括：制作维修应急启动盘的技能、BIOS 设置的技能、安装
操作系统的技能，以及安装设置硬件驱动的技能等。
本篇所讲解的基本技能可以帮助读者在找出电脑故障后，使用维修基本技
能对电脑进行基本的维护维修。所以，要想成为一名电脑维修工程师，首先必
须掌握本篇讲解的基本技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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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系统中的相关信息

当你接触一台电脑时，总有一种冲动，想了解这台电脑是什么配置，想知道这台电脑是什么
档次，想评判一下这台电脑性能的好坏。要想清晰地了解电脑的情况，就需要通过一些途径查看
电脑的基本情况。下面的内容将详细讲解如何查看电脑的配置，了解电脑启动画面的含义，评价
电脑档次的方法和评判电脑性能好坏的方法。

1.1 查看电脑配置
组装电脑的朋友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是：“这套电脑配置怎么样?”如果我们有一台电脑，我们
怎么看电脑的配置到底怎样呢?看电脑配置的方法有很多，大家在百度上搜索也可以找到很多相关
文章，但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长篇大论，新手朋友们可能不好理解和消化。
检查电脑配置最好的方法是打开电脑主机箱，取下各个部件，确认其型号后，在制造商网站
上查询各部件的详细参数。

1.1.1

查看简单的硬件信息

不管你是电脑小白，抑或是电脑达人，买了电脑第一时间都想查看计算机配置，怎样在不开
主机箱的情况下查看计算机配置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设
备管理器”中有关电脑配置的信息。
大家根据下面的方法操作即可（以 Windows 7 系统为例）。
步骤 01 右击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

择“属性”命令，如图 1-1 所示。
步骤 02 在打开的“系统”窗口中单击左侧的“设备管理器”选

项，如图 1-2 所示。

步骤 03 此时会打开“设备管理器”窗口，用户在该窗口中可以
查看电脑的硬件信息，如图 1-3 所示。在硬件信息列表中

图 1-1 选择“属性”命令

单击左侧的小三角可以查看具体设备的详细信息，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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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此选项

图 1-2 “系统”窗口

电脑硬件的信息

图 1-3 “设备管理器”窗口

单击小三角可以展开

图 1-4 查看具体设备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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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简要介绍在“设备管理器”窗口中可以查看的硬件信息。
（1）Bluetooth 无线电收发器：可以查看蓝牙设备的版本等信息，如图 1-5 所示。
（2）DVD/DC-ROM 驱动器：可以查看电脑中光驱的信息，如图 1-6 所示。该图中显示电脑
所装的光驱为 DVD-RAM，即 DVD 刻录机。

图 1-5 蓝牙设备信息

图 1-6 光驱设备信息

（3）IDE ATA/ATAPI 控制器：可以查看硬盘的接口类型。图 1-7 中显示的硬盘接口为 SATA。
（4）处理器：可以查看电脑 CPU 的型号、主频等信息，如图 1-8 所示。其中，Intel 为 CPU
的生产商，Core 为 CPU 的名称，i3-2330M 为 CPU 的型号，M 表示移动处理器，2.20GHz 为 CPU
的主频。该图中有 4 个处理器，表示此 CPU 为双核双线程的处理器。

图 1-7 硬盘接口信息

图 1-8

CPU 型号信息

（5）磁盘驱动器：可以查看硬盘的型号信息，如图 1-9 所示。其中，WDC 表示硬盘生产商
为西部数据，7500 表示硬盘容量为 750GB。
（6）电池：可以查看电池的类型信息，如图 1-10 所示。

图 1-9 硬盘型号信息

图 1-10 电池的类型信息

（7）计算机：可以查看电脑主板的架构信息，如图 1-11 所示。
（8）监视器：可以查看显示器的大致信息，如图 1-12 所示。该图显示了电脑连接的两个显
示器。

图 1-11 电脑主板架构

图 1-12 显示器信息

（9）键盘：可以查看电脑所连接键盘的类型，如图 1-13 所示。该图表示电脑有一个笔记本
键盘和一个外接标准键盘。
（10）内存技术驱动程序：可以查看内存总线信息，如图 1-14 所示。

图 1-13 键盘信息

图 1-14 内存总线信息

（11）人体学输入设备：可以查看电脑中的人体学输入设备，例如鼠标、蓝牙等，如图 1-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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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可以查看电脑的声卡、视频卡、游戏杆等设备的信息，如
图 1-16 所示。在该图中，Realtek 为声卡的生产商，蓝牙音频为电脑的蓝牙设备。
（13）鼠标和其他指针设备：可以查看电脑所连接鼠标的信息，如图 1-17 所示。

图 1-15 人体学输入设备信息

图 1-16 声卡、视频卡和游戏杆信息

图 1-17 鼠标信息

（14）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可以查看电脑的串行总线类型，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串行总线类型

（15）图像设备：可以查看电脑的摄像头信息，如图 1-19 所示。在该图中，Lenovo 为摄像
头生产商联想公司。
（16）网络适配器：可以查看电脑连接的各种网络设备，如图 1-20 所示。在该图中，Bluetooth
表示蓝牙，Broadcom NetLink Gigabit Ethernet 为有线网卡设备信息，Intel WiFi Link 1000 BGN 为
无线网卡信息。

图 1-20 网卡信息

图 1-19 摄像头信息

（17）系统设备：可以查看系统中的各种信息，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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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显示适配器：可以查看电脑显卡的信息，如图 1-22 所示。在该图中，AMD Radeon. HD
6730M 为电脑中一个显卡的信息，6730 为显卡型号，Intel
HD Graphics Family 为另一个显卡的信息。
图 1-22 显卡信息

1.1.2

查看详细的硬件信息

接下来介绍的方法是借助软件查看硬件信息，该方法非常简单。目前，可以用来查看硬件信
息的软件有很多，最常用的是“鲁大师”360 硬件检测以及 QQ 电脑管家，下面以“鲁大师”为例
进行介绍。
首先从网上下载鲁大师硬件检测软件（www.ludashi.com），并安装鲁大师软件，然后运行安
装好的鲁大师软件。
进入鲁大师检测软件后，该软件会首先扫描电脑的硬件设备，然后给用户提供一个电脑概览，
说明电脑硬件的基本配置，如图 1-23 所示。

主要设备温度信息
电脑配置信息
电脑型号
操作系统

联想 IdeaPad Y471A 笔记本电脑
Windows 7 家庭普通版 32 位（Direct X 11）

处理器
主板
内存
主硬盘
显卡
显示器
光驱
声卡
网卡

英特尔 Core i3-2330M @ 2.20GHz 双核
联想 LENOVO（英特尔 HM65 芯片组）
2 GB（三星 DDR3 1333MHz）
西数 WDC WD7500BPVT-24HXZT1（750 GB / 5400 转/分）
ATI Radeon HD 6730M（1 GB / 联想）
友达 AUO303C（14 英寸）
松下 DVD-RAM UJ8B1AS DVD 刻录机
瑞昱 ALC272 @ 英特尔 6 Ser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博通 NetLink BCM57781 Gigabit Ethernet / 联想

图 1-23 电脑概览界面

（1）电脑型号：显示电脑的类型及名称信息。图中显示电脑为联想 IdeaPad Y471A 笔记本电
脑，如果是组装的台式电脑，则会显示“X64 兼容台式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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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系统：显示电脑所安装操作系统的信息。图中显示电脑安装的是 32 位的 Windows 7
操作系统。
（3）处理器：显示电脑 CPU 的生产商、型号和主频信息。图中 CPU 为 Intel 公司的酷睿
i3-2330M 双核处理器，主频为 2.20GHz。
（4）主板：显示电脑主板的生产商和芯片组型号信息。图中为联想主板，芯片组为 HM65。
（5）内存：显示电脑内存的容量、生产商和频率信息。图中为三星公司的 DDR3 内存，容量
为 2GB，频率为 1333MHz。
（6）主硬盘：显示电脑硬盘的生产商、容量和转速信息。图中硬盘为西部数据生产的 750GB
硬盘，转速为 5400 转/分。
（7）显卡：显示电脑中显卡的型号和参数信息。图中为 AMD 公司生产的 HD 6730M 显卡，
显存容量为 1GB。
（8）显示器：显示电脑显示器的类型信息。图中显示器为友达公司生产的 14 英寸显示器。
（9）光驱：显示光驱的生产商和类型信息。图中光驱为松下公司生产的 DVD 刻录机。
（10）声卡：显示声卡的生产商和类型信息。
（11）网卡：显示电脑网卡的型号信息。
1．查看硬件的使用情况
在鲁大师软件界面的左边显示了电脑中配置的各种硬件，单击想要查看的硬件选项即可查看
电脑对应硬件的详细信息。图 1-24 所示为单击“硬件健康”选项后的界面。

图 1-24 硬件健康信息

在此界面中显示了硬盘的使用时间和次数、内存的制造日期、主板的制造日期、显示器的制
造日期、光驱的制造日期、系统的安装日期，以及电池的总容量和损耗情况等。
2．查看详细的处理器信息
单击左侧的“处理器信息”选项，会打开处理器的详细信息，如图 1-25 所示。
（1）当前温度：显示 CPU 当前工作的温度。
（2）处理器：显示 CPU 的生产商、型号、主频和单/双核。
（3）速度：显示 CPU 的主频，即外频和倍频（图中的外频为 100MHz，倍频为 22）。
（4）处理器数量：显示 CPU 的核心数和线程数，即是单核、双核、三核、四核还是六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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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处理器详细信息

（5）核心代号：显示 CPU 的核心代号。
（6）生产工艺：显示 CPU 的制造生产工艺，有 22 纳米、32 纳米、45 纳米等几种，数值越
小，工艺越好。
（7）插槽/插座：显示 CPU 的插座接口类型，如 LGA1155 等。
（8）一级数据缓存：显示 CPU 内部集成的一级缓存的容量，容量越大，速度越快。
（9）一级代码缓存：显示 CPU 内部集成的用来存放程序代码的一级缓存的容量，容量越大
越好。
（10）二级缓存：显示 CPU 内部集成的二级缓存的容量，容量越大，速度越快。
（11）三级缓存：显示 CPU 内部集成的三级缓存的容量，容量越大，速度越快。
（12）特征：显示 CPU 支持的指令集。
3．查看详细的主板信息
单击左侧的“主板信息”选项，会打开主板的详细信息，如图 1-26 所示。

图 1-26 主板详细信息

（1）当前温度：显示主板芯片组的温度。
（2）主板型号：显示主板的生产商和型号。
（3）芯片组：显示主板芯片组的生产商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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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序列号：显示主板的序列号。
（5）BIOS：显示主板 BIOS 的生产商及型号。
（6）制造日期：显示主板的生产日期。
如果有集成网卡的主板，会出现“板载设备”一栏，显示集成的网卡信息。
4．查看详细的内存信息
单击左侧的“内存信息”选项，会打开内存的详细信息，如图 1-27 所示。

图 1-27 内存详细信息

（1）DIMM0：显示第一个插槽中的内存的生产商（如三星）、类型（如 DDR3）、工作频
率（如 1333MHz）和容量（如 2GB）。
（2）制造日期：显示第一个插槽中的内存的生产日期。
（3）型号：显示第一个插槽中的内存的型号。
（4）序列号：显示第一个插槽中的内存的序列号。
如果电脑主板的其他内存插槽中还安装有内存，会在下面显示“DIMM 1”、“DIMM 2”插
槽中的内存的信息。
5．查看详细的硬盘信息
单击左侧的“硬盘信息”选项，会打开硬盘的详细信息，如图 1-28 所示。

图 1-28 硬盘详细信息

10

第一篇

电脑软硬件维修基本技能

（1）当前温度：显示硬盘当前的工作温度。
（2）产品：显示硬盘的生产商（如西数、希捷）以及序列号等。
（3）大小：显示硬盘的容量。
（4）转速：显示硬盘的主轴转速。
（5）缓存：显示硬盘的缓存容量。
（6）硬盘已使用：显示硬盘的使用次数和时间。
（7）固件：显示硬盘的固件类型。
（8）接口：显示硬盘的数据线接口类型，一般与主板硬盘接口类型相对应。
（9）数据传输率：显示硬盘接口的数据传输速度。
（10）特征：显示硬盘支持的硬盘技术。
6．查看详细的显卡信息
单击左侧的“显卡信息”选项，会打开显卡的详细信息，如图 1-29 所示。

图 1-29 显卡的详细信息

（1）当前温度：显示显卡的显示芯片当前的工作温度。
（2）显卡：显示主板集成的显卡的显示芯片的生产商和型号。
（3）显存：显示主板集成显卡的显存容量。
（4）制造商：显示显卡的生产商。
（5）BIOS 日期：显示显卡 BIOS 的生产日期。
（6）驱动版本：显示显卡驱动程序的版本号。
（7）驱动日期：显示显卡驱动程序的安装日期。
（8）主显卡：显示主板独立显卡的显示芯片的生产商（如 ATI）和型号（如 HD 6730M）。
（9）显存：显示主显卡的显存容量。
（10）制造商：显示主显卡的生产商。
7．查看详细的显示器信息
单击左侧的“显示器信息”选项，会打开显示器的详细信息，如图 1-30 所示。
（1）产品：显示显示器的生产商（如友达）和型号（如 AUO303C）。
（2）制造日期：显示显示器的生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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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 显示器详细信息

（3）屏幕尺寸：显示显示器的屏幕对角线的尺寸，单位为英寸。
（4）显示比例：显示显示器屏幕的比例，目前主流的显示器为宽屏，比例为 16∶9 或 16∶10。
（5）分辨率：显示显示器支持的最佳分辨率。
（6）最大分辨率：显示显示器支持的最大分辨率。
8．查看详细的光驱信息
单击左侧的“光驱信息”选项，会打开光驱的详细信息，如图 1-31 所示。

图 1-31 光驱详细信息

（1）产品：显示光驱的生产商（如松下）、型号（如 DVD-RAM UJ881AS）和类型（如 DVD
刻录机）。
（2）缓存/固件：显示光驱的缓存容量（如 1536KB）和固件型号。
9．查看详细的网卡信息
单击左侧的“网卡信息”选项，会打开网卡的详细信息，如图 1-32 所示。
（1）网卡：显示有线网卡芯片的生产商（如博通）和型号（如 BCM57781）。
（2）制造商：显示有线网卡的生产商。
（3）无线网卡：显示无线网卡芯片的生产商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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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网卡详细信息

10．查看详细的声卡信息
单击左侧的“声卡信息”选项，会打开声卡的详细信息，如图 1-33 所示。

图 1-33 声卡详细信息

其中，“声卡”用于显示声卡芯片的生产商和型号。
11．查看详细的电池信息
单击左侧的“电池信息”选项，会打开电池的详细信息，如图 1-34 所示。

图 1-34 电池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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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显示笔记本电池的生产商、型号和类型。
（2）电池损耗：显示电池的损耗率。
（3）完全充电容量：显示电池现在的充电容量。
（4）出厂设计容量：显示电池的设计容量。
（5）ID：显示电池的序列号。
12．查看其他硬件信息
单击左侧的“其他硬件”选项，会打开其他硬件的详细信息，包括键盘、鼠标和摄像头等，
如图 1-35 所示。

图 1-35 其他硬件设备信息

（1）键盘：显示电脑连接的键盘类型，如果连接了两个键盘，则显示两个。
（2）鼠标：显示电脑连接的鼠标类型，如果连接了两个鼠标，则显示两个。
（3）摄像头：显示摄像头的生产商和型号。
13．查看电脑功耗信息
单击左侧的“功耗估算”选项，会打开电脑功耗估算的详细信息，如图 1-36 所示。

图 1-36 功耗估算信息

该图中主要估算了主板、处理器、显卡、硬盘、内存、显示器、光驱、鼠标、键盘等设备的
最大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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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析电脑开机启动画面信息
接通电脑电源后开机，我们可以从启动自检时显示器上的画面中确认主板上安装的 BIOS 的
种类和版本，以及主板型号、芯片组信息、CPU 信息、内容信息、硬盘信息等。

1.2.1

启动时查看电脑BIOS及芯片组信息

打开电脑主机上的电源开关，注意看显示器屏幕第一个画面的显示内容，从中可以了解主板
BIOS 及芯片组信息，如图 1-37 所示。
BIOS 设计厂商
及版本等信息
芯片组信息

BIOS 序列号

图 1-37 开机画面——查看 BIOS 及芯片组信息

1.2.2

启动时查看电脑CPU信息

在显示器屏幕第一个画面的显示内容中还可以看到 CPU 型号、CPU 主频信息，如图 1-38 所示。
CPU 型
CPU 主频

图 1-38 开机画面——查看 CPU 信息

提
图中“Intel(R) Core(TM)2”代表 Intel 公司的酷睿 2CPU，“1.86GHz”代表主频，
示 “266×7.0”代表外频是 266MHz、倍频是 7。
注
如果是品牌机，开机第一屏将显示电脑品牌厂商的公司图标画面，这时，只
意 要按键盘上的 Tab 键即可显示上述开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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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时查看内存容量信息

在显示器屏幕第一个画面中还可以查看内存容量信息，如图 1-39 所示。

内存容量

图 1-39 开机画面——查看内存容量信息

提
示

内存容量“1048576K”即 1GB。

1.2.4

启动时查看硬盘容量信息

查看硬盘容量有 3 种方法，第一，开机启动检测时会显示，如图 1-40 所示；第二，开机时进
入 CMOS 程序进行查看，如图 1-41 所示；第三，电脑启动后打开“计算机”窗口，将各分区的大
小相加即为硬盘的容量，如图 1-42 所示。

硬盘的厂商
和型号

图 1-40 启动时显示的硬盘信息

提
示

当人们将电脑中的各个盘的容量相加后会发现，各个盘的容量和硬盘标注的容
量不相符，例如各个盘的容量为 931GB，而硬盘标注的容量却为 1000GB，这是因
为硬盘的分区表占用了一部分容量，就像一本书前面的目录占去了一部分页数一样。
另外，这种情况也与硬盘厂商采用的换算方法有关。
在图 1-41 中，“WDC”代表西部数据公司，“WD10EADS-00L5B1”为硬盘型
号，按 Enter 键后可打开硬盘容量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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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信息

图 1-41

CMOS 中检测到的硬盘信息

将这些盘的
总大小相加

D 盘的总大小
为 171GB

图 1-42 “计算机”窗口中的硬盘信息

1.3

评价电脑的档次

我们在谈论一台电脑时，通常会谈论电脑是什么配置，以此来评价电脑的档次。那么对于一
台电脑，我们从哪些配置来评价电脑的档次呢？下面先了解一下影响电脑速度的主要硬件。
（1）第 1 个硬件设备是 CPU，CPU 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决定了电脑的运行速度。
（2）第 2 个硬件设备是主板，主板决定电脑的运行速度和稳定性，主板使用的芯片不同，运
行速度也会有所不同。
（3）第 3 个硬件设备是内存，内存决定数据的读取速度和存放数据的多少，由于电脑运行时
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数据，因此，内存的速度和容量大小影响电脑的速度。
（4）第 4 个硬件设备是显卡，显卡决定画面显示效果的好坏与显示速度。如果 CPU 的处理
速度很快，处理完的数据无法及时显示出来，我们看到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显卡的性能一般看它
的显示芯片、显存及位数。
（5）第 5 个硬件设备是硬盘，硬盘决定读/存数据的速度和大小。电脑中的很多数据都是在
硬盘中存放的，运行时需要将数据从硬盘调入内存再由 CPU 处理，如果无法及时调入数据，电脑
整体的运行速度也会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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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一个实例来具体讲解如何评价一台电脑的档次。
实例：某电脑公司的一款电脑的配置单是
IntelCorei5-3470 双核处理器，3.2GHz/4GB/ 1TB/AMD HD 7750 1GB/DVD-RW/19 英寸 LCD。

1.3.1

通过CPU型号评价

“Intel Core i5-3470 双核处理器”指 CPU 设备，CPU 即中央处理器，作用是控制和运算，它
是电脑的“大脑”。其中，“Intel”是生产 CPU 的美国芯片厂商，除此之外还有 AMD 公司等。
“Core”即酷睿，它是 Intel 公司性能优越的多核 CPU 产品，Intel 公司的产品还有“Pentium”
（奔腾）系列、面向低端用户的“凌动”系列和面向服务器的“Xeon”（至强）系列。一般来说，
酷睿比奔腾的性能好，奔腾比凌动的性能好。
“i5-3470”是酷睿系列 CPU 的型号，酷睿系列除了 i5 之外，还有 i3、i7 等处理器。其中，
i7 系列的性能最好，其次是 i5，最后是 i3。“3470”是具体的型号。
AMD 公司的产品主要有 APU 系列、羿龙系列、速龙系列等。

1.3.2

通过CPU主频评价

“3.2GHz”指 CPU 的主频。主频是指 CPU 内部的工作频率，即 CPU 的时钟频率，它反映的
是 CPU 的速度，主频越高，电脑的速度越快。

提
示

Hz 是频率的单位，电脑中最基本的单位是字节（B），一个字节等于一个英文
字母所占的空间，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单位换算：1KB＝1024B，1MB＝1024KB，1GB＝1024MB，1TB＝1024GB。

1.3.3

通过内存容量评价

“4GB”指内存的容量。内存也称内部存储器，它是电脑的重要部件之一。内存在 CPU 与其
他设备运行过程中起一个中转站的作用，电脑的整体性能与内存的大小和性能有很大的关系，在
电脑主板性能允许的范围内内存越大，一次可从硬盘中调用的文件也就越多，CPU 的处理速度就
会提快。内存的存取速度取决于接口、频率和内容容量，所以，用户除了要查看内存容量之外，
还应查看内存的接口类型和频率。内存的容量一般为 2GB、4GB、8GB 等，容量越大，存储的数
据越多。目前，内存的主流接口为 DDR3，频率为 1333MHz、1600MHz 等。

1.3.4

通过硬盘容量评价

“1TB”指硬盘的容量。硬盘是电脑的外部存储器之一，它是电脑中主要的存储“仓库”，
由于是用金属磁片制成的，因此可以长时间保存其中的数据，不会因为关机断电而丢失。硬盘的
容量通常为 320GB、500GB、750GB、1TB、2T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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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容量通常不会直接影响硬盘的工作速度，只决定存储数据的空间。影响硬盘工作速度的
是硬盘的转速、接口和缓存容量。硬盘的转速主要有 7200 转/分、5400 转/分，通常转速越快，硬
盘速度越快。硬盘的接口主要有 IDE、SATA I、SATA II 等，其中，SATA II 接口的速度最快。另
外，缓存容量大小也直接影响硬盘的读/存速度，主流硬盘的缓存容量主要有 8MB、16MB、32MB
等，缓存容量越大，速度越快。

1.3.5

通过显卡芯片及显存容量评价

“AMD HD 7750 1GB”指显卡的指标，其中，“AMD”为显示芯片的生产厂商，“HD 7750”
为 Radeon HD 品牌中的 7750（中档）型号，“1GB”为显存容量。显存和内存的作用一样，它的
大小会影响显卡的工作速度，而显卡影响显示画面的速度和质量。显存越大，显卡运行的速度越
快，3D 画面显示得越快。另外，显卡的主核频率、显存位宽也会影响显卡的速度：频率越高，速
度越快；显存位宽越宽，速度越快。

1.3.6

通过显示器及其他评价

在该电脑配置单中还有两项，即 DVD-RW（光盘刻录机）和 19 英寸 LCD（液晶显示器），
在此不再详述。
总之，如果用户想了解某电脑，需要查看它的 CPU 是什么级别、是否为主流、主频多大，内
存是什么种类、频率和容量是多少，硬盘的容量是多少、转速是多少、缓存容量是多少，以及显
卡的显示芯片型号和频率、显存容量、位宽等，这样才能清楚地了解这台电脑的档次。

1.4 评价电脑的性能好坏
熟悉电脑的配置后，接下来了解一下电脑的性能。有时，有些用户会抱怨自己的电脑运行速
度太慢，检查他们的电脑后发现并不是电脑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低配置的电脑中运行了对配置要
求较高的程序，导致出现了这种问题。
电脑性能的高低遵循着“水桶效应”，在影响电脑运行速度的硬件中，性能最差的那个硬件
决定着电脑的整体性能。考虑到这个因素，Windows 7/8 中提供了可以评价哪个硬件的性能是“短
板”的评分系统，如图 1-43 所示。

注
释

水桶效应是指要让一只水桶盛满水，必须每块木板都一样齐且无破损，如果这
只水桶的木板中有一块不齐或者某块木板下面有破洞，那么它就无法盛满水。也就
是说，一只水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
木板，因此，水桶效应也可称为短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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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Windows 评分系统

1.4.1

评分系统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Windows 7/8 操作系统中的体验指数用于测量电脑软硬件配置的性能，并将此测量结果表示为
被称为基本分数的一个数字，表示基于电脑不同部分功能的系统整体性能，包括随机存取内存
（RAM）、中央处理单元（CPU）、硬盘、一般桌面图形以及 3D 图形性能。
通常，电脑的基本分数越高，表示电脑比具有低基本分数的电脑运行得更好、更快（特别是
在执行更高级和资源密集型任务时）。
基本分数为 1 或 2 的电脑通常具有足够的性能执行最常规的计算任务，例如运行办公室工作
应用程序和上网。但是，这种电脑通常没有足够的性能运行 Windows Aero 或 Windows 7 提供的高
级多媒体体验。
基本分数为 3 的电脑能够以基础级别运行 Windows Aero 以及多种 Windows 7 新功能。某些
Windows 7 高级的新功能可能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基本分数为 3 的电脑能够以分辨率 1280×
1024 显示 Windows 7 主题，但可能无法在多个监视器上运行该主题；或者，该电脑能够播放数字
电视内容，但可能无法播放高清晰度电视（HDTV）内容。
基本分数为 4 或 5 的电脑能够充分利用 Windows 7 的所有新功能，并且能够支持高端的图形
密集的体验，例如多人和 3D 游戏，以及录制和播放 HDTV 内容。基本分数为 5 的电脑是 Windows
7 发行时具有最高性能的电脑。
除了基本分数，电脑的每个硬件设备都会有单独的子分数。子分数是在电脑的 RAM、CPU、
硬盘、一般桌面图形以及 3D 游戏图形硬件组件上测试的结果。如果基本分数无法达到程序或
Windows 7 体验的要求，用户可以根据子分数来判断需要升级的组件。
如果电脑几乎专用于办公室工作体验，例如文字处理、电子表格、电子邮件和 Web 浏览，则
CPU 和内存类别获得高的子分数十分重要。2.0 或更高的子分数通常能够达到对硬盘、桌面图形和
3D 图形类别的要求。
如果电脑用于游戏或图形密集的程序，例如数字视频编缉应用程序或真实第一人称游戏，则
RAM、桌面图形和 3D 游戏图形类别获得高的子分数十分重要。3.0 或更高的子分数通常能够达到
对 CPU 和硬盘类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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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脑作为媒体中心用于高级多媒体体验，例如录制 HDTV 节目，则 CPU、硬件和桌面图
形类别获得高的子分数十分重要。3.0 或更高的子分数通常能够达到对内存和 3D 图形类别的要求。
基本分数是有关电脑一般性能水平的很好的指示器，子分数有助于用户了解电脑对于特定体
验的性能水平。电脑的基本分数是由硬件设备的子分数中的最低子分数确定的。例如，如果单个
硬件组件的最低子分数是 2.6，则基本分数就是 2.6。注意，基本分数不是合并子分数的平均数。

1.4.2

实训：对电脑硬件性能进行评价

对电脑硬件设备的性能进行评价打分的方法如图 1-44 所示。

2 单击“控制面板”选项

3 单击“系统和安全”
选项

1 单击“开始”
按钮

4 单击“检查 Windows 体验指
数”选项
5 单击“重新运行评估”选项

开始评估电脑硬件配置
的性能

性能评估，完成后，会对
硬件系统重新打分

图 1-44 对硬件设备进行评价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