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电脑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电脑一直不出现故障。“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就开不了机
了。”拿到电脑公司去修理，第一花费不少，第二耽误时间。如果你了解这些故障的原因，不
但可以帮你和你的朋友维修电脑，还能延长电脑的使用寿命。

2.1 电脑故障分析
电脑发生故障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由 Windows 或应用程序出现错误引起的软件故障和由
硬件带来的硬件故障两种。其中，由于操作不当和软件错误带来的故障又占了电脑故障的绝大
部分，如图 2-1 所示。
如何判断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呢？根据笔者的经验，当电脑进行某个特定操作或运
行某个软件时发生的错误，一般都是软件错误。在电脑开关机时发生错误或无规律发生错误，
则很有可能是由硬件故障引起的。
电脑在没有受到外力冲撞和没有连接不稳定的电源时，原来运行正常的硬件几乎不会发
生故障。
如果原来运行正常的电脑突然出现故障，电源稳定并且没有外力冲撞，那么可能的原因
有以下几种：硬件本身存在稳定性隐患、由操作不当导致运行错误、灰尘带来的设备短路、静
电带来的设备损坏。如图 2-2 所示为各种故障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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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电脑故障原因比重

图 2-2

硬件故障原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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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件故障
软件故障主要包括 Windows 系统错误、应用程序错误、网络故障和安全故障。
造成 Windows 系统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使用盗版 Windows 光盘、安装过程不正确、误操
作造成系统损坏、非法程序造成系统文件丢失等。
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重新安装 Windows 系统来修复，在本书第 5 章中有详细的安
装方法。
造成应用程序错误的主要原因有：版本与当前系统不兼容、版本与电脑设备不兼容、应用
程序与其他程序冲突、缺少运行环境文件、应用程序自身存在错误等。
安装应用程序前，请先确认该程序是否适用于当前系统，比如适用于 Windows 7 的应用
程序在 Windows XP 下无法运行。再确认应用程序是否是正规软件公司制作的，因为现在网
上由很多个人或不正规软件公司设计的程序，自身存在很多缺陷，更严重的还会带有病毒和
木马程序。这样的软件不但会由于自身缺陷致使无法正常使用，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系统瘫痪，
如图 2-3 所示。
网络故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网络连接的硬件基础问题和网络设置问题。在本书网络部分
中，将教你如何搭建小型局域网和如何设置上网的参数。
造成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有：隐私泄漏、感染病毒、黑客袭击、木马攻击等。在本书电
脑安全部分中，将教你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如何拒绝网络攻击、如何实时防御病毒袭击，如
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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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配置要求在 Windows XP 下无法使用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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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电脑安全的多种问题

2.3 硬件故障
导致电脑硬件故障的主要因素有电、热、灰尘、静电、物理损坏、安装不当、使用不当。
几乎所有的电脑故障都可以从以上因素中找到原因。弄清引发问题的原因，并提前预防，就
能有效地防止硬件故障带来的损害，延长电脑的使用年限。如图 2-5 所示为各种硬件故障所
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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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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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故障原因比重

供电引起的硬件故障

供电引起的硬件故障在电脑故障中是比较常见的，主要是过电压、过电流、突然断电、
连接错误的电源。
过电压、过电流指的是，在电脑运行期间，
电压和电流突然变大或变小，这对电脑来说是致
命的灾难。比如供电线路突然遭到雷击，电压一
瞬间超过 10 亿伏特，电流超过 3 万安培，不但电
脑等电器会被损坏，还会发生剧烈的爆炸，所以
在雷雨时使用电脑是十分危险的。再比如，电脑
正常运行期间，周围的大型电器突然开启或停止，
这也会使得电脑工作电压瞬间升高或降低，可能
造成电脑硬件的损坏。

图 2-6

五防（防雷击、防过载、防漏电、
防尘、防火）电源插座

要避免因为过压、过流而引起的硬件损坏，

限流电阻

除了注意电脑的周围环境以外，还要使用带有防
雷击、防过载的电源插座，如图 2-6 所示。
在普通的电源插座中，电线直接连接到导电
铜片上，而在三防（防雷击、防过压、防过流）
或五防插座中，有专门针对过压、过流的电路设

LED 指示灯
二极管

压敏电阻

保险丝

计，可以很好地保护电脑在电源不稳时避免损坏
硬件。如图 2-7 所示为三防电源插座的内部构成。
还要注意，不要将家用电器与电脑插在同一
个插座上，避免开关电器时电压电流变化对电脑

图 2-7

三防电源插座的内部构成

带来影响。

2.3.2

过热引起硬件异常

电脑内部有很多会发热的芯片、马达等设备，正常情况下一定量的发热不会影响电脑使
用。但如果出现了非正常的发热，就可能会导致硬件损坏或过压短路，不但损坏电脑硬件，还
有可能损坏其他家用电器。
要防止电脑过热的情况，就要经常检查电脑中的发热大户，比如 CPU、显卡核心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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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芯片组上的风扇、机箱风扇等。如果风扇上积了太多的灰尘，就会影响散热的效果，必须
及时清理。

2.3.3

灰尘积累导致电路短路

灰尘是电脑致命的敌人。查看电脑内部，就会发现各个电路上的金属排线纵横交错，电
流是通过这些金属线在各部件间传递的，如果灰尘覆盖在金属线上，就可能阻碍电流的传递，
如图 2-8 所示。
电脑设备在通电时大多会产生电磁
场，细微的灰尘就更容易吸附在设备上。
所以定期清理电脑中的灰尘是十分必要的。
清理灰尘可以使用专用的吹风机、
皮球或灌装的压缩空气，配合软毛小刷
子，如图 2-9 所示，以有效地清除沉积

图 2-8

的灰尘。

a）电脑专用吹风机

b）清理电脑用的皮吹球

图 2-9

2.3.4

电脑内沉积的灰尘

c）灌装压缩空气

d）软毛小刷子

各种清洁工具

使用不当导致的电脑故障

使用不当主要有几个方面，如电脑被外力冲击、经常震动主机、使用环境较差等。对于
使用环境较差方面，有：电脑处在过于潮湿的环境中。在潮湿的环境中，空气中的水气与灰尘
一样会附着在电脑硬件上，而导致电路短路和不畅。
再比如在电脑前抽烟，香烟的烟雾中含有胶状物质，电脑长期处在烟雾中，会导致关键
硬件的污损。其中硬盘是最容易由烟雾而引发故障的设备。
还有电脑摆放的地方不是水平的。如果电脑长期运行在倾斜、倒置等状态下，就会造成
一些设备故障。主要是需要高速旋转的电机、风扇等，长时间倾斜不但会使噪声增大，还会导
致这些设备更容易出现故障和寿命降低。
电脑与其他物体的距离太近，也会导致互相干扰。在摆放电脑时，最好与其他物体，如
墙壁、柜子等保持 5 ～ 10cm 左右的距离。
最后注意机箱静电。电脑运行时本身会通过大量电流，导致机箱也很容易带上静电，电
脑电源有一条线，可以将电脑所带的静电通过电源插座的接地功能释放掉。如果使用两个插孔
的电源插座，就无法释放电脑上的静电，所以最好在电脑机箱上连接一条导电的电线或铁丝，
另一端连接到墙上或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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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不当导致电脑损坏

如果拆装电脑的不是专业人员，就有可能造成安装不当。安装不当会导致电脑不能开机
或运行不稳。
电脑的主要设备是插在主板上的板卡和通过导线连接接口的设备。如果连接不正确就可
能导致硬件故障或硬件损毁。所以安装之前一定要了解安插的接口和位置。

2.3.6

元件物理损坏导致故障

有些硬件在出厂时就带有隐患。随着电脑的大众化，电脑硬件的品质也出现了明显的差
距，一个设备便宜的几十元，贵的上千元。
有些设备在出厂时就带有稳定性的隐患，有的是因为虚焊，有的是因为元件的质量差等。
这些设备刚开始可能可以正常使用，但随着电脑使用得时间久了，这些部件就会频繁出现各种
各样的故障。电脑中的发热部件很多，像 CPU、芯片组都是发热大户，有些部件在长期高温
的环境下，就会出现虚焊、烧毁等情况，如图 2-10 所示。

a）虚焊

b）电容爆浆

图 2-10

2.3.7

物理损坏常见故障

静电导致元件被击穿

电脑中的部件对静电非常敏感。电脑使用的都是 220V 的市电，但静电一般高达几万伏，
在接触电脑部件的一瞬间，可能就会造成电脑设备的
静电击穿。因此在接触电脑内部前，必须用水洗手或
用手摸一下墙、暖气、铁管等能够将静电引到地面的
物体。电脑用的电源插座最好也是带有地线的三项插
座，如图 2-11 所示。
电脑中的设备众多，发生故障的原因也是五花八
门，所以电脑维修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在开始电脑
维修之前，必须先要了解维修的基础知识。下一节我
就教你电脑维修的基本思路和分析方法，然后再来认
识常用的维修工具。

图 2-11

两项和三项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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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维修思路
维修思路是维修电脑时所遵循的一系列思考方法和基本原则。因为电脑本身包含了很多
设备，维修难度大，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很容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又解
决不了。
维修思路的基本原则是：先简单后复杂，先分析后动手，先软件后硬件。

2.4.1

先简单后复杂

先简单后复杂说的是，处理故障电脑时要先从简单的事做起，这样既有利于集中精力，
又有利于故障的判断和定位。
这里所说的简单的事，是指：
1）检查电脑的外部环境，包括：故障现象、电源插座、电脑主机与显示器等外设的连接、
电脑环境周围的温度、湿度。
2）查看电脑的系统和资源：使用的是什么系统、安装了什么软件。
3）查看电脑的硬件配置：安装了何种硬件以及硬件的驱动程序版本。
4）电脑主机机箱内部环境，包括：灰尘、连接电源线和数据线、设备器件的外观颜色、
设备有没有变形、指示灯的状态。

2.4.2

先分析后动手

先分析后动手是指，处理故障时，先问清出现故障的情况，尽量查看相关的技术资料，
再结合自身的经验，推导出故障原因大概的范围，再进行动手检测和维修。

2.4.3

先软件后硬件

先软件后硬件指的是，在处理故障时，应该先检查软件方面，比如应用软件是否正常、
操作系统是否正常、系统设置是否正常等。再进行硬件方面的检查，比如硬件是否存在冲突、
参数设置是否正确、BIOS 设置是否正确、是否有硬件损坏等。

2.5 处理方法
在处理故障时，经常会用到一些分析排查故障的方法，下面介绍一些常用方法。

2.5.1

观察法

观察法是通过眼看设备外观、耳听马达声音、手摸感觉震动、鼻闻有无烧焦糊味的方法，
检查比较明显的电脑故障。观察时一定要仔细和全面。
通常需要观察以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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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源环境：供电是否稳定、使用的电源插座是否符合要求、插座上有没有其他电器。
2）电磁干扰：电脑周围有没有大功率用电器、有没有高压电线、是否离其他物体过近。
3）使用环境：电脑摆放场所的温度是否过高过低、湿度是否过大、灰尘是否过多、摆放
的桌子是否水平稳固。
4）在电脑通电时，元器件有无升温、异味、冒烟等。
5）在维修前应该先除尘。

2.5.2

拔插法

拔插法是最常用的维修方法之一，顾名思义就是将怀疑有故障的板卡拔下，再开机测试，
如果故障解除了，那么拔下的板卡就是故障的出处。如果没有解除，就再拔下其他板卡。如果
怀疑有的板卡在插槽中松动或接触不良，也可以用拔插法来检测。

2.5.3

硬件最小系统法

最小系统法是检测时最常用且关键的检测方法。硬件最小系统是拔掉主板上所有的设备，
最后只留主板、电源和 CPU（带散热器）。用螺丝刀短接 PWR SW（主板上的电源开关插针），
使电脑启动，因为没有内存和显卡，所以只能启动到检查内存这一步，但只要这三个设备能够
启动，就说明故障不是出在主板、CPU 和电源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现在一些新型的
电脑，CPU 中集成了内存控制器，如果不插内存也是不能开机的，这就必须插上内存再测试。
检测完上面三个设备后，关闭电源。在主板上插上内存、显卡（连接到显示器）。再开机
测试，如果显示器上出现检测显卡和内存的信息，就说明显卡和内存没有问题，否则故障就在
它们身上，可以对显卡和内存一一测试。

2.5.4

软件最小系统法

软件最小系统法指的是，可以装载系统的最低的硬件要求，这里包含电源、主板、CPU（带
散热器）、内存、显卡（连接显示器）和硬盘。
在硬盘中最好装上纯净的 Windows 系统，不要使用 Ghost 版的系统，因为 Ghost 版的
Windows 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如果这些设备在开机测试时，可以正常地进入 Windows 系统，就说明故障不是出现在这
些设备上的，否则就说明这些设备中有故障。
最小系统法与逐步添加法配合使用能够更好地检测故障的出处。

2.5.5

逐步添加法

逐步添加法是在最小系统法的基础上逐一添加设备，并开机测试，测试出哪一步有故障
现象，就能定位故障的设备。逐步去除法与之相反，是在所有设备都连接的情况下，逐一拔掉
设备，来判断故障的出处。
逐步添加法和逐步去除法要配合最小系统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2.5.6

程序测试法

程序测试法是使用测试软件对运行不稳定的电脑进行测试。比如使用 Superπ 测试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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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算性能、使用 3D Mark 测试显卡的 3D 效果等，根据这些软件反复测试的结果，就可以轻
松地判断导致电脑运行不稳的原因了。

2.5.7

比较法

比较法是将怀疑有故障的设备与运行正常的设备进行比较，比较外观、配置、运行效果
等，从而找到故障的原因。

2.5.8

替换法

替换法是使用好的、运行正常的设备替换掉怀疑出现故障的设备，再进行测试。替换用
的设备可以使用同型号，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型号。要遵循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先替换数据
线、电源线，再替换疑似故障的设备，最后替换供电设备。

2.5.9

清洁法

在电脑运行过程中，灰尘会带来恶劣的影响。灰尘的积累能使电路板腐蚀、设备间接触
不良，甚至导致线路短路。通过对主板、显卡、内存等部件的清洁除尘，可以解决大多数的不
知名故障。
就算不是由灰尘导致的电脑故障，在维修之前也应该先清除灰尘再进行维修，以避免灰
尘在维修过程中进入板卡插槽或阻碍焊接等事故。

2.5.10

安全模式法

安全模式法是使用 Windows 的安全模式启动电脑，再对电脑软件系统进行诊断和修复。
安全模式法通常是用来解决系统故障、注册表故障、驱动程序故障等软件问题的。
在安全模式启动的过程中，系统就会自动修复一些启动中遇到的问题，修复后退出，再
重新启动电脑到正常模式下，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2.5.11

升温法

有些故障在正常使用时，是不会出现的，但在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死机等症状。
升温法是利用软件或运行大型程序，使 CPU 迅速升温来观察电脑的状况。

2.5.12

降温法

降温法与升温法相反，当电脑频繁出现症状时，将电脑放在室外或用空调给电脑降温，
对比低温条件下的电脑与正常使用时的不同，来判断故障设备。

2.5.13

敲打法

敲打法与拔插法类似，主要是为了解决板卡与插槽之间的接触不良。需要注意的是，敲
打时一定要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