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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操作

一.1 登录

一.1.1 图形登录

启动计算机后进入统信 UOS 界面，如图 1.1.1 所示。

1.1.1 grub 界面

统信 UOS 默认选择进入系统。

所有用户都必须进行鉴定才能登录系统。当您启动系统后，系统会提示您输入

用户名和口令，即系统中已创建的用户名和口令。如果尚未创建，请与管理员

联系以获取用户名和口令。系统正常启动，初始化完成后出现登录窗口，如图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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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登录界面

一.1.2 远程登录

统信 UOS 还默认支持通过 ssh 方式在远程客户端登录到服务器。如远程服务器

为统信服务器操作系统(ip为 10.1.11.246)，本地客户端为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执行远程登录的命令如下：

wfsong@wfsong-pc:~$ ssh  testuser2@10.1.11.246
testuser2@10.1.11.246's password: 
testuser2@uos-wnx:~$ 

注：其中 testuser2为远程服务器上的普通用户，远程登录也需要输入登

录用户的口令，验证通过后，才允许该用户登录。

一.2 锁屏

锁屏是保护用户数据，锁屏后必须使用用户密码进行登录。

1. 在统信 UOS 桌面，任务栏中点击 ，如图 1.2.1 所示。

2. 打开控制中心如图 1.2.2 所示，选择 电源管理。

3. 显示如图 1.2.3 所示窗口，选择 使用电源，可以设置关闭显示器的时间、电

脑进入待机模式的时间、自动锁屏时间。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

                                                                                   基本操作

图 1.2.1 统信 UOS 桌面

图 1.2.2 控制中心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4

                                                                                   基本操作

图 1.2.3 锁屏时间设置

一.3 注销（登出）

一.3.1 图形登录方式注销

注销是清除当前登陆的用户信息，注销计算机后您可以使用其他用户帐户来登

陆。

1. 在统信 UOS 桌面，点击任务栏右侧的 图标，如图 1.2.1 所示。

2. 弹出如 1.3.1 所示窗口，点击 注销，登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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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注销

一.3.2 远程登录注销

1. 在本地通过 ssh 远程登录服务器后，在命令提示符执行 logout该用户将注

销登录，系统断开链接。

testuser2@deepinin-wnx:~$ logout 
Connection to 10.1.11.246 closed.

2. 用户需重新登录才能使用系统。

一.4 系统关机重启

1. 在统信 UOS 桌面，点击任务栏右侧的 图标，如图 1.2.1 所示。

2. 弹出如图 1.4.1（或图 1.4.2）所示窗口，点击 关机 或 重启，关闭系统或者

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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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关机

图 1.4.2 重启

一.5 启动级别（切换）

在统信 UOS 桌面，按Ctrl + Alt + T 打开终端，在终端上执行 sudo init 

3，如图 1.5.1 所示，系统进入到黑屏无图形化界面。使用 Ctrl + Alt + F2

组合按键可以切换到字符行界面，如图 1.5.2 所示，在字符行界面，执行

sudo init 5 切换到图形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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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切换 init3

图 1.5.2 切换 init5

一.6 分辨率配置

1. 在统信 UOS 桌面，任务栏中点击 ，如图 1.6.1 所示。

2. 打开控制中心如图 1.6.2 所示，选择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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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示如图 1.6.3 所示窗口，选择分辨率。重新启动系统分辨率设置生效。

图 1.6.1 统信 UOS 桌面

图 1.6.2 控制中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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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控制中心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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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管理

二.1 系统监视器

二.1.1 概述

系统监视器是一个对硬件负载、程序运行和系统服务，进行监测查看和管理操作

的系统工具。系统监视器可以实时监控处理器状态、内存占用率、网络上传下载

速度、还可以管理系统进程和应用进程，也支持搜索进程和强制结束进程。

二.1.2 操作介绍

搜索进程

1. 在系统监视器顶部的搜索框，您可以：

– 点击 ，输入关键字。

2. 输入内容后快速定位。

– 当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界面显示搜索结果列表。

– 当没有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界面显示 “无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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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监控

系统监视器可以实时监控电脑的处理器、内存、网络状态：

• 处理器监控使用数值和图形实时显示处理器占用率，还可以通过圆环或波形

显示最近一段时间的处理器占用趋势。

– 在“舒展”视图下，使用圆环图和百分比数字显示处理器运行负载。圆环

中间的曲线显示最近一段时间的处理器的运行负载情况，曲线会根据

曲线波峰波谷高度自适应圆环内部的高度。

– 在“紧凑”视图下，使用示波图和百分比数字显示处理器运行负载。示波

图显示最近一段时间的处理器运行负载情况，曲线会根据波峰波谷高

度自适应示波图显示高度。

• 内存监控使用数值和图形实时显示内存占用率，还可以显示内存总量和当前

占用量，交换分区内存总量和当前占用量。

• 网络监控可以实时显示当前上传下载速度，还可以通过波形显示最近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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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上传下载速度趋势。

• 磁盘监控可以实时显示当前磁盘读写速度，还可以通过波形显示最近一段时

间的磁盘读写速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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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进程管理

切换进程标签

您可以点击界面右上角的图标切换进程标签，分别可以查看应用程序进程、我的

进程和所有进程。

• 点击图标 切换到 应用程序进程 页面。

• 点击图标 切换到 我的进程 页面。

• 点击图标 切换到 所有进程 页面。

调整进程排序

进程列表可以根据名称、处理器、用户、内存、上传、下载、磁盘读取、磁盘写

入、进程号、Nice、优先级等进行排列。

•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点击进程列表顶部的标签，进程会按照对应的标签排序，

多次点击可以切换升序和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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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右键单击进程列表顶部的标签栏，可以取消勾选标签来隐

藏对应的标签列，再次勾选可以恢复显示。

结束进程

您可以使用系统监视器结束系统和应用进程。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需要结束的进程。

2. 选择 结束进程。

3. 在弹出窗口点击 结束进程，来确认结束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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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应用程序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点击 。

2. 选择 强制结束应用程序。

说明：强制结束应用程序 只能用来关闭图形化进程。

1. 根据屏幕提示在桌面上点击想要关闭的应用窗口。

2. 在弹出窗口点击 强制结束，来确认结束该应用。

窍门：您可以选择一个程序进程，右键单击 结束进程 关闭进程。

暂停和继续进程

您可以使用系统监视器暂停和继续进程。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一个进程。

2. 选择 暂停进程，被暂停的进程会带有暂停标签并变成红色。

3. 再次右键单击被暂停的进程，选择 继续进程 可以继续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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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进程优先级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一个进程。

2. 选择 改变优先级来进行设置。

您还可以自定义进程的优先级。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17

                                                                                       系统管理

查看进程路径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一个进程。

2. 选择 查看命令所在位置，可以在文件管理器中打开该进程的所在目录。

查看进程属性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一个进程。

2. 选择 属性，可以查看进程的英文名、命令行、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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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管理

您可以启动、停止、重新启动、设置启动方式、刷新系统服务进程。

在系统服务列表，禁止强制结束应用程序。

注意：为系统更好的运行，请勿结束系统服务自身的进程以及根进程。

启动系统服务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上，选择 系统服务 页签。

2. 选中某个未启动的系统进程，右键单击 启动；如果弹出授权窗口，请输入密

码授权。

3. 系统服务的“活动”会置为“已启用”。

4. 右键点击已选中的系统进程，选择 设置启动方式，将启动方式设置为自动或

者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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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右键单击 刷新，刷新服务列表。

停止系统服务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上，选择 系统服务 页签。

2. 选中某个已启动的系统进程，右键单击 停止；如果弹出授权窗口，请输入密

码授权。

3. 系统服务的“活动”会置为“未启用”。

4. 右键单击 刷新，刷新服务列表。

您也可以右键单击 重新启动 系统服务。

二.1.3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监控模式、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系统监

视器的更多信息。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相册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视图

系统监视器提供了舒展模式和紧凑模式，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展现监控信息的模

式。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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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视图，选择一种视图模式。

说明：在系统服务列表下切换视图后，需要切换至程序进程列表中查看视图。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系统监视器。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系统监视器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系统监视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系统监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二.2 设备管理器

二.2.1 概述

设备管理器是查看和管理硬件设备的工具，可针对运行在操作系统的硬件设备，

进行参数状态的查看、数据信息的导出等，还可以禁用或启动部分硬件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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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设备管理器，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设备管理器

1. 单击任务栏上的启动器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设备管理器  ，并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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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设备管理器

•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退出设备管理器。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设备管理器。

•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设备管理器。

二.2.3 操作介绍

以下介绍的硬件设备信息仅供参考，如果您的电脑上没有插入鼠标、键盘等设备，

设备管理器中则不会显示对应的硬件信息。

概况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概况。

2. 界面显示操作系统内核信息，各硬件设备的列表，以及对应的详细信息如品

牌、名称和规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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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处理器。

2. 界面显示处理器列表，以及所有处理器的详细信息如名称、制造商、架构及

型号等信息。

主板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主板。

2. 界面显示主板的制造商、芯片、BIOS 信息、系统信息及机箱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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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内存。

2. 界面显示内存列表，以及所有内存的详细信息如名称、制造商、大小、类型

及速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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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适配器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显示适配器。

2. 界面显示设备的名称、制造商、型号等信息。

音频适配器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音频适配器 。

2. 界面显示音频适配器列表，以及所有音频适配器的详细信息如名称、制造商

及型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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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设备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存储设备。

2. 界面显示存储设备列表，以及所有存储设备的详细信息如型号、制造商、介

质类型、容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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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适配器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网络适配器 。

2. 界面显示网络适配器的名称、制造商、类型及驱动等信息。

鼠标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鼠标 。

2. 界面显示鼠标的名称、制造商、总线信息、驱动及频率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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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键盘 。

2. 界面显示键盘的名称、型号、制造商、总线信息及驱动等信息。

显示设备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显示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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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界面显示设备的名称、制造商、类型、接口类型及分辨率等信息。

打印机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打印机 。

2. 界面显示连接的打印机列表，以及所有打印机的详细信息如名称、型号、制

造商、设备 URI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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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菜单

在设备详细信息区域，单击右键，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复制：可复制光标选中的内容。

禁用/启用：可禁用或启用部分硬件驱动，可根据右键菜单选项判断硬件设备是否

支持禁用功能。

刷新：将重新加载操作系统当前所有设备的信息，快捷键为 F5。

导出：将设备信息导出到指定的文件夹，支持导出 txt/docx/xls/html 格式。

二.2.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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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查看设备管理器的帮助手册，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设备管理器。

关于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关于设备管理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设备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二.3 磁盘管理器

二.3.1 概述

磁盘管理器是一款管理磁盘的工具，可帮助用户进行磁盘分区管理、磁盘数据管

理及磁盘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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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磁盘管理器，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磁盘管理器

1. 单击任务栏上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磁盘管理器按钮  ，单击运行。弹

出授权框，需要输入系统登录密码进行认证。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关闭磁盘管理器

• 在磁盘管理器界面，单击  ，退出磁盘管理器。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磁盘管理器。

• 在磁盘管理器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磁盘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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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3 磁盘分区管理

磁盘管理器主界面显示磁盘列表及其分区信息，包括分区格式、分区总量、挂载

点等详细信息。还可以新建分区、分区空间调整、格式化、挂载及卸载等操作。

新建分区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未分配的分区，并在顶部功能栏单击分区按钮 。

2. 弹出确认框，单击 确定 后进入分区操作界面。在分区操作界面，可查看分区

总容量、名称、格式及所属的磁盘信息。

3. 在分区信息区域填写新分区名称、分区大小，并选择分区格式，然后单击增

加按钮 。可新建多个分区，磁盘条形图中会分段显示每个分区及其名称。

在新建分区的过程中，单击删除按钮 ，可删除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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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最多可创建 24 个分区，且新分区的空间不得小于 52 MB，否则无法创建。

4. 创建完分区后，单击 确定 ，新建的分区会显示在对应磁盘下。

5. 在新建分区的过程中会自动格式化该分区。若要正常使用新建分区，还需要

手动挂载，详细操作请参考 分区挂载 。

 说明：如果是在移动设备如 usb上新建分区，重新插拔设备后，该分区会被自动挂在到/

media/...路径下，无需手动挂载。

空间调整

若分区空间太小 ，可以选择调整空间，使用前提是选中的分区处于卸载状态。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卸载状态的分区，并在顶部功能栏单击空间调整

按钮  。

2. 弹出空间调整界面，填写需要扩容的大小，并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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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扩容完成后，可查看分区的总容量。

隐藏分区

隐藏分区后，在“计算机”中看不到对应的分区，但在磁盘管理器中可见。隐藏分区

内的文件不会丢失，只是无法正常访问。

使用前提是：选中的分区不是系统分区，且处于卸载状态。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一个分区，并单击右键。

2. 选择 隐藏分区 后弹出确认框，单击 隐藏，该分区的图标则转换为隐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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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分区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隐藏的分区，并单击右键。

2. 选择 显示分区 后弹出确认框，单击 显示，该分区的图标则转换为显示状态。

3. 取消隐藏后分区处于卸载状态，若要正常使用，还需手动挂载。

二.3.4 磁盘数据管理

分区格式化

格式化主要是更改分区格式时使用的，格式化分区后，将会删除该分区储存在磁

盘上的所有数据，且无法撤销，请谨慎操作。

使用前提：选中的分区为空闲分区，处于卸载状态。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一个分区，并在顶部功能栏单击格式化按钮  。

2. 弹出格式化操作界面，填写分区的名称，并选择分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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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后，单击 格式化 即可。

分区挂载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未挂载的分区，并在顶部功能栏单击挂载按钮  。

2. 弹出挂载操作界面，选择或创建挂载点后，单击 挂载 即可。

 

注意：一个分区挂载在一个已存在的目录上，这个目录可以不为空，但挂载后这个目录下以前

的内容将不可用，请谨慎操作。

分区卸载

若要修改分区的挂载点，可先卸载，再重新挂载。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一个分区，并在顶部功能栏单击卸载按钮  。

2. 弹出确认框，确认无正在运行的程序后，单击 卸载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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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分区

删除分区后，该分区中的所有文件都会丢失，请谨慎操作。

使用前提：选中的分区处于卸载状态。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一个分区，并单击右键。

2. 选择 删除分区 后弹出确认框，单击 删除，该分区在对应磁盘下消失。

二.3.5 磁盘健康管理

磁盘信息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磁盘，并单击右键，选择 磁盘信息。

2. 可查看磁盘的序列号、设备模型、用户容量及转速等信息。

 

3. 单击 导出，还可以将磁盘信息导出到指定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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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健康检测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磁盘，并单击右键，选择 健康管理，继续选择 硬

盘健康检测 。

2. 可查看磁盘的健康状态是否良好，当前的温度及各属性的状态。

 

3. 单击 导出，还可以将硬盘健康检测信息导出到指定的文件夹。

分区表错误检测

1. 在磁盘管理器主界面，选中磁盘，并单击右键，选择 健康管理，继续选择 分

区表错误检测 。

2. 若分区表没有错误，则弹出 分区表检测正常 提示；若分区表有错误，会弹出

错误报告，您可以根据错误报告去修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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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6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进行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等操作。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磁盘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1. 在磁盘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查看磁盘管理器的帮助手册，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磁盘管理器。

关于

1. 在磁盘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关于磁盘管理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磁盘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二.4 文件管理器

二.4.1 概述

文件管理器是一款功能强大、简单易用的文件管理工具。它沿用了传统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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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经典功能和布局，并在此基础上简化了用户操作，增加了很多特色功能。一

目了然的导航栏、智能识别的搜索框、多样化的视图及排序让您管理起来得心应

手，经典和超越，只为给您更好的体验！

二.4.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文件管理器，或者创建文件管理器的快捷方式。

运行文件管理器

1. 单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文件管理器 ，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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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文件管理器

•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退出文件管理器。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文件管理器。

•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文件管理器。

查看快捷键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按下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的使用快

捷键，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二.4.3 主界面

文件管理器的主界面简单易用、功能全面，熟练地使用界面功能将使文件管理更

加简单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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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 名称 描述

1 导航栏
单击导航图标，快速访问本地文件、磁盘、网络邻居、书签、

标记等。

2 地址栏
通过地址栏，您可以快速切换访问历史、在上下级目录间切

换、搜索、输入地址访问。

3
图标/列

表视图
单击  , 图标，以图标或列表形式查看文件（夹）。

4 信息栏 单击 ， 查看文件（夹）的基本信息和标记。

5 菜单栏

通过主菜单，您可以新建窗口、切换窗口主题、设置共享密

码、设置文件管理器、查看帮助文档和关于信息、退出文件管

理器。

6 状态栏 显示文件数量或者已选中文件的数量。

窍门：可拖动左侧导航栏右边的分隔线来改变其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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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4 基本功能

文件管理器具备基本的文件管理功能，对文件(夹)进行新建、复制、重命名、删除

等操作都非常简单。

新建文件

新建文档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单击 新建文档。

3. 选择新建文件的类型。

4. 输入新建文件的名称。

新建文件夹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单击 新建文件夹。

3. 输入新建文件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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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

2. 选择 重命名。

3. 输入文件名称，按 Enter 键或者鼠标单击界面空白区域。

窍门：在 设置 中勾选“重命名时隐藏文件扩展名”，能更方便地修改文件名称。

批量重命名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选中多个文件。

2. 右击文件，并选择 重命名。

– 替换文本 查找需要替换的文本，并输入替换后的文本，文件名中的关

键字将被统一替换。

– 添加文本 输入需要添加的文本，并选择位置是名称之前还是之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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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名将统一加入被添加的文本。

– 自定义文本 输入文件名，并输入序列的递进数字，文件名将统一改成

新文件名+递进数字。

3. 单击 重命名 来完成操作。

查看文件

单击界面上的  、  图标来切换图标视图和列表视图。

• 图标视图：平铺显示文件的名称、图标或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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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表视图：列表显示文件图标或缩略图、名称、修改时间、大小、类型等信

息。

窍门：在列表视图中，把光标置于两列之间的分隔线上， 拖动它来改变列的宽度；双击分隔线

可将当前列自动调整为本列内容最宽的宽度。

窍门：使用 Ctrl + 1 和 Ctrl + 2 快捷键，切换图标视图和列表视图。

排序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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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子菜单中选择以名称、修改时间、大小或类型来排序文件。

窍门：在列表视图中，单击表头栏的列标签来切换升序、降序。

打开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

2. 选择 打开方式 > 选择默认程序。

3. 在程序列表中选择应用程序。

说明：直接双击文件会使用默认程序打开。您可以右键单击文件，在 属性 > 打开方式 中选择一

个默认程序，也可以到控制中心 默认程序 中去设置此类文件的全局默认程序。

窍门：您可以选择相同类型的多个文件，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项，一次打开多个文件。

隐藏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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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属性，勾选 隐藏此文件。

复制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

2. 单击 复制。

3. 选择一个目标存储位置。

4. 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 粘贴。

压缩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

2. 单击 压缩。

3. 输入压缩包名称，选择压缩包类型和目标存储位置。

4. 单击 压缩。

说明：打开“高级选项” 开关设置解压密码和分卷大小。加密文件和分卷压缩仅支持部分压缩格

式。

删除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

2. 选择 删除 。

• 被删除的文件可以在回收站中找到，右键单击回收站中的文件可以进行 还原 

或 删除 操作。

• 被删除的文件的快捷方式将会失效。

注意：外接设备删除文件会将文件彻底删除，无法从回收站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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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操作

在文件管理器中，可以用 Ctrl + Z 来撤销上一步操作，包括：

• 删除新建的文件。

• 恢复重命名（包括重命名文件后缀）之前的名字。

• 从回收站还原刚删除的文件。

• 恢复文件到移动（剪切移动、鼠标移动）前的原始路径。

• 删除复制粘贴的文件。

注意：如果上面的这些操作是连续的，就可以一直撤消；如果操作中有覆盖某个同名文件和彻

底删除文件，则撤消只能返回到这一步。

文件属性

文件属性会显示文件的基本信息，打开方式和权限设置。文件夹属性会显示文件

夹的基本信息，共享信息和权限设置。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

2. 选择 属性，查看文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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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查看多个文件属性会显示文件总大小和数量；查看快捷方式的属性将会额外显示源文件

地址。您还可以使用 Ctrl + I 组合键查看文件属性。

病毒查杀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

2. 选择 病毒查杀，会弹出安全中心病毒查杀界面，您可对该文件进行安全扫描。

 说明：如果当前安全中心有查杀任务，则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查看 进入安全中心病毒

查杀界面进行查看。

二.4.5 常用操作

文件管理器具备很多特色功能，这些功能都让文件管理更加简单、高效。

切换地址栏

地址栏由历史导航、面包屑和输入框共同组成。通常情况下地址栏显示面包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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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历史导航按钮，您可以快速在历史浏览记录间切换，查看前一个地址或

者后一个地址。

• 文件所在位置的每一个层级都会形成一个面包屑，通过来回单击面包屑可以

快速在不同文件层级间切换。

当用户单击搜索图标，或者在文件路径上右键选择"编辑地址"，地址栏会切换为输

入框状态。在输入框外单击时，地址栏会自动恢复到面包屑状态。

• 输入框带有智能识别功能，您可以输入关键词或者访问地址回车，系统会自

动识别并进行搜索或访问。

搜索文件

在文件管理器中单击搜索按钮，或使用 Ctrl + F 快捷键进入搜索状态，或在地址

栏中输入关键词后按 Enter 键，搜索相关文件。

• 需要指定目录搜索时，请先进入该目录，然后再进行搜索。

说明：

• 在文件管理器的 设置 中，默认勾选了“自动索引内置磁盘”，您可以选择勾选“连接电脑后索引
外部存储设备”，加快在外部设备的搜索速度。

• 若想通过文件内容中的关键字来搜索文件，可在 设置 > 高级设置 > 索引 中勾选“全文搜索”。

高级搜索

1. 在搜索状态下，输入关键字后按 Enter 键，当搜索到结果时，搜索框右侧显

示  图标，点击该图标可进行高级搜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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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搜索范围、文件大小、文件类型、修改时间、访问时间和创建时间，进

行更精准的搜索。

最近使用

在左侧导航栏上默认有 最近使用 入口，单击可以查看最近使用的文件。文件默认

按照访问时间倒序排列。

说明：若想隐藏“最近使用”，可在 设置 > 基本设置 > 隐藏文件，取消勾选“显示最近使用文件”。

若要隐藏某一个文件的访问记录，右击该文件选择 移除，该操作不会删除文件。

多标签页

文件管理器支持多标签页显示。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夹。

2. 选择 在新标签中打开。

3. 当窗口有多个标签时，可以：

• 单击标签栏右侧的 + 继续添加标签。

• 单击标签上的 × 关闭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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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鼠标置于标签栏上，单击鼠标中键关闭标签。

 

窍门：文件管理器窗口只有一个标签时，标签栏是隐藏的，您还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 + T 来新

建标签。

书签管理

为常用文件夹添加书签，以便从左侧导航栏快速访问。

• 添加书签：右键单击文件夹，选择 添加书签 就可以在导航栏创建书签。

• 移动书签：在导航栏上下拖动书签调整书签排序。

• 删除书签：右键单击书签，选择 移除 来删除书签；或右键单击已添加书签的

文件夹，选择 移除书签 来删除书签；也可以将书签拖到导航栏之外来删除书

签。

标记信息

通过给文件/文件夹添加标记，可以更好地分类管理您的文件。

说明：当前仅 x86平台支持 标记信息 功能，该帮助手册中涉及的标记信息相关内容仅适用于

x86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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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记

通过编辑框添加标记

1. 右键单击文件(夹)，选择 标记信息。

2. 输入标记名称。若要添加多个标记，用逗号分隔。

3. 编辑完成后点击空白处保存设置。

说明：标记颜色从 8种默认颜色中随机分配。

通过颜色按钮添加标记

右键单击文件(夹)，选择颜色按钮，直接生成这个颜色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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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右侧信息栏添加标记

选择文件(夹)后，单击 ，在右侧信息栏中也可以添加标记。

说明：您可以一次为多个文件(夹)添加标记，一个文件(夹)也可以添加多个标记；您还可以在文

件(夹)的属性中添加标记。添加成功的标记会出现在左侧导航栏内。

注意：复制或剪切有标记的文件，所产生的文件仍然具有同样的标记。

重命名标记

在侧边导航栏中，右键单击某个标记，选择 重命名，修改当前标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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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标记颜色

在左侧导航栏中，右键单击某个标记，选择 颜色按钮，即可修改当前标记的颜色。

排序标记

上下拖动标记即可调整标记排序。

删除标记

右键单击某个标记，选择 移除，删除当前标记。

文件预览

文件管理器支持空格键预览功能，选中文件并按下键盘上的空格键就可以快速预

览文件。预览窗口可以查看图片分辨率、文档大小、文本内容等，还支持 gif、音

频、视频播放。

预览视频

1. 选择您要预览的视频文件，按下空格键，即可开始预览。

2. 单击视频任意地方可暂停播放。

3. 播放过程中，可以拖动进度条来快进快退。

4. 单击底部 打开 按扭，在默认程序中打开该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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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您也可以同时选择多个文件，按下空格键进行预览。

权限管理

选择对应文件/文件夹，单击右键，选择属性，单击 权限管理， 为所有者，群组，

和其他用户设置文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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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共享

当您设置了共享文件时，“我的共享”将会出现在导航栏上。当所有共享文件都取消

共享后，“我的共享”自动从导航栏中移除。

共享本地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夹。

2. 选择 共享文件夹。

3. 在文件夹的属性窗口，勾选 共享此文件夹。

4. 根据需要设置 共享名、权限 、匿名访问 后关闭窗口。

5.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单击 。

6. 选择 设置共享密码。

7. 输入共享密码。

8. 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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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取消勾选 共享此文件夹 可以取消文件共享，也可以右键单击文件，选择 取消共享。

访问共享文件

局域网中其他用户共享的文件一般都可以在网络邻居中找到，您也可以通过 smb

访问共享文件。

1. 单击  > 连接到服务器，在编辑框中输入服务器地址，如：

smb://xx.x.xx.xxx（一般为 IP地址），单击 连接；或者直接在地址栏中输入服

务器地址，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

2. 输入用户名密码或者匿名访问。

• 未加密的网络文件可以匿名访问，不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加密的网络文件会弹出登陆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之后才能访问。如果在用

户名密码提示框中勾选 记住密码 ，再次访问不再需要密码。

– 用户名：安装操作系统时创建的用户名，即登录系统的用户名。

– 密码：共享文件时设置的共享密码。

3. 单击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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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邻居

1. 单击文件管理器导航栏上的  图标。

2. 双击想要访问的网络文件。

3. 输入用户名密码或者匿名访问。

• 未加密的网络文件可以匿名访问，不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加密的网络文件会弹出登陆框，输入账号和密码之后才能访问。如果在用户

名密码提示框中勾选 记住密码，再次访问不再需要密码。

4. 单击 连接。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密码，点击 确定。

3. 该文件夹会以新窗口打开，在此窗口中可以进行高级权限的操作，关闭窗口

后，终止管理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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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终端中打开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从终端中打开，会启动终端应用程序，终端的路径为当前目录。

创建快捷方式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上，右键单击文件(夹)。

2. 选择 创建链接。

3. 在弹窗中选择创建位置、链接名称。

4. 单击 保存，在目标位置会生成该文件(夹)的快捷方式。

窍门：选择 发送到桌面 可以直接在桌面上生成该文件(夹)的快捷方式。

发送文件(夹)到外接磁盘

当有外接磁盘接入时，您可以将文件或文件夹发送到外接磁盘。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右键单击需要发送的文件(夹)。

2. 选择 发送到 > 外接磁盘。

3. 文件(夹)将会被发送到移动外接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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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文件到蓝牙

若您的电脑配置了蓝牙模块，便可通过蓝牙进行短距离文件传输的操作。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右键单击需要发送的文件。

2. 选择 发送到 > 发送到蓝牙。

3. 若电脑未连接蓝牙设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前往蓝牙设置”，界面跳转至

控制中心 > 蓝牙 ，具体连接方法可参考 连接蓝牙设备。

4. 连接成功后，文件管理器界面弹出蓝牙文件传输的对话框，勾选接收设备，

点击 下一步。

5. 传输成功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完成。

 窍门：若您需要传输文件夹，可提前将文件夹压缩后再通过蓝牙发送。

二.4.6 磁盘管理

文件管理器可以管理本地和外接磁盘。

查看磁盘

您的本地磁盘会显示在文件管理器的左侧导航栏上。当您挂载外接磁盘或者插入

其他移动存储设备时，也会在导航栏上看到相应的磁盘图标。

本地磁盘 本地硬盘分区的所有磁盘

外接磁盘 包括移动硬盘、U 盘、光盘

移动设备 手机内存、存储卡、SD卡

说明：如果磁盘或磁盘中的文件夹被加密了，请输入密码后查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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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磁盘

1. 在左侧导航栏或计算机界面，右键单击需要移除的磁盘。

2. 选择 安全移除。

3. 磁盘将从磁盘列表中删除，一并弹出该磁盘的所有分区。

窍门：如果要弹出光盘，请选择 弹出 来移除光盘。单击导航栏中磁盘右边的  同样可以弹出

磁盘或光盘。

重命名磁盘

1. 在左侧导航栏或计算机界面，右键单击需要重命名的磁盘。

2. 选择 卸载，然后选择 重命名。

3. 输入新的卷标名称。

格式化磁盘

1. 在左侧导航栏或计算机界面，右键单击需要格式化的磁盘。

2. 选择 卸载，然后选择 格式化。

3. 在格式化弹窗中设置格式化之后的文件类型和卷标。

4. 单击 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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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快速格式化速度快，但是数据仍然可能通过工具被恢复，如果想要格式化后的数据无法

被恢复，可以取消勾选“快速格式化”，然后执行格式化操作。

二.4.7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新建窗口、切换窗口主题、连接到服务器、设置共享密码，

设置文件管理器、查看帮助手册和版本介绍。

新建窗口

打开一个新的文件管理器窗口。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新建窗口。

连接到服务器

通过连接服务器访问局域网共享文件。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选择 连接到服务器，在编辑框中输入服务器 IP地址。

– 单击  按钮可将该地址添加到“个人收藏服务器”列表中。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66

                                                                                       系统管理

– 在“个人收藏服务器”列表中选中一个地址，单击 按钮，将该地址从

收藏列表中移除。

3. 单击 连接。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

设置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设置。

3. 修改设置让您的文件管理器用起来更方便：

– 在基础设置项：

• 设置 打开行为，是否总在新窗口打开文件夹，单击或者双击打

开文件。

• 设置 新窗口新标签，建立新窗口新标签时默认打开哪个目录。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67

                                                                                       系统管理

• 设置 视图，文件图标的大小和默认视图。

• 设置 隐藏文件，是否显示隐藏文件、重命名时隐藏文件扩展名、

是否在左侧导航栏显示最近使用文件。

– 在高级设置项：

• 设置 索引，是否自动索引内置磁盘和连接的外部存储设备，是

否通过文件内容来进行搜索。

• 设置 预览，文件管理器显示哪些文件的预览。

• 设置 挂载，自动挂载功能。

• 设置 对话框，是否使用文件管理器的文件选择对话框。

• 设置 其他，是否隐藏系统盘。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进一步了解和使用文件管理器。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

3. 查看文件管理器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

3. 查看文件管理器的版本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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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1. 在文件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二.5 日志收集工具

二.5.1 概述

日志收集工具是负责收集程序运行时所产生日志的小工具，如操作系统和应用程

序在启动、运行等过程中的相关信息。您可以通过分析详细日志信息，快速的找

到故障原因并解决问题。

二.5.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日志收集工具，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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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日志收集工具

1. 点击任务栏上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  ，单击运行日志收集工具。

3. 右键点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关闭日志收集工具

•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退出日志收集工具。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日志收集工具。

•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日志收集工具。

二.5.3 操作介绍

搜索

1. 日志收集工具支持文字搜索。

– 点击 ，输入关键字。

2. 输入成功后，界面显示搜索结果；如果没有发现匹配的服务时，在列表中间

显示 无搜索结果。

3. 点击  ，则清空搜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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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器

筛选器包括：周期、级别、状态、应用列表 及 事件类型。

• 按周期筛选：按照日志的生成的时间顺序进行筛选的方式。

 选项包括：全部、今天、近三天、近一周、近一个月、近三个月，默认选项

为全部。

 适用类型：除了启动日志没有显示时间外，其他类型的日志都支持按周期筛

选。

• 按级别筛选：按照事件的级别高低进行筛选的方式。

 选项包括：全部、紧急、严重警告、严重、错误、警告、注意、信息、调试，

默认选项为信息。

 适用类型：系统日志、应用日志。

• 按状态列表筛选：

 仅适用于启动日志，选项包括：全部、OK、Failed，默认选项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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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应用列表筛选：

 仅适用于应用日志，对应用程序的 log 文件进行筛选，默认选项为第一个 log

文件。

• 按事件类型筛选：

 仅适用于开关机事件，选项包括：全部、登录、开机、关机，默认选项为全

部。

系统日志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系统日志 。

2. 界面显示系统日志列表，显示字段为级别、进程、时间和信息。

3. 选中某条日志后，列表下方会显示该日志的详细信息，包括日志进程、主机

名、进程号、级别、时间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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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日志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内核日志 。

2. 界面显示内核日志列表，显示字段为时间、主机名、进程和信息。

3. 选中某条日志后，列表下方会显示该日志的详细信息，包括时间、主机名、

进程和详细信息。

说明：查看内核日志会弹出授权对话框，请输入用户密码完成授权。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73

                                                                                       系统管理

启动日志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启动日志 。

2. 界面显示启动日志列表，显示字段为状态和信息。

3. 选中某条日志后，列表下方会显示该日志的详细信息，包括主机名、状态和

详细信息。

说明：查看启动日志会弹出授权对话框，请输入用户密码完成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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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kg 日志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dpkg 日志 。

2. 界面显示 dpkg 日志列表，显示字段为时间和信息。

3. 选中某条日志后，列表下方会显示该日志的详细信息，包括主机名、动作、

时间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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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rg 日志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Xorg 日志 。

2. 界面显示 Xorg 日志列表，显示字段为时间和信息。

3. 选中某条日志后，列表下方会显示该日志的详细信息，包括主机名、时间和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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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日志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应用日志 。

2. 界面显示应用日志列表，显示字段为级别、时间、来源和信息。

3. 选中某条日志后，列表下方会显示该日志的详细信息，包括来源、主机名、

时间、级别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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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机事件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开关机事件 。

2. 界面显示开关机事件列表，显示字段为事件类型、用户名、时间和信息。

3. 选中某条日志后，列表下方会显示该日志的详细信息，包括主机名、事件类

型、用户名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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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用户可以将当前日志导出为文件进行保存，支持导出的文件格式为 txt/doc/xls/

html。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导出。

2. 弹出系统文件管理器界面，编辑文件名，选择好格式。

3. 点击 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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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鼠标右键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日志类型。

2. 选择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打开并定位当前日志所在的文件夹位置。

说明: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仅适用于内核日志、启动日志、dpkg 日志、Xorg 日志和应用日志。

清除日志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鼠标右键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日志类型。

2. 选择 清除日志，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按钮，清除当前的日志内容。

3. 如果弹出认证窗口，请输入密码完成认证，即可完成操作。

说明:清除日志仅适用于内核日志、启动日志、dpkg 日志、Xorg 日志和应用日志。

刷新日志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鼠标右键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日志类型。

2. 选择 刷新，重新加载该日志文件，更新日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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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进行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等操作。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日志收集工具。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日志收集工具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日志收集工具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日志收集工具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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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三.1 概述

统信操作系统(简称“统信 UOS”)是一款美观易用、安全可靠的国产桌面操作系统。

统信 UOS预装了文件管理器、应用商店、看图、影院等一系列原生应用。它既能

让您体验到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也可以满足您的日常工作需要。随着功能的不

断升级和完善，统信操作系统已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桌面操作系统之一。

三.1.1 系统简介

初次进入统信操作系统，会自动打开欢迎程序。您可以观看视频了解系统功能，

选择桌面样式、运行模式和图标主题，进一步了解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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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登录系统后，即可体验统信 UOS 桌面环境。桌面环境主要由桌面、任务栏、

启动器、控制中心和窗口管理器等组成，是您使用该操作系统的基础。

三.2 桌面

桌面是您登录后看到的主屏幕区域。在桌面上，您可以新建文件/文件夹、排列文

件、打开终端、设置壁纸和屏保等，还可以通过 发送到桌面 向桌面添加应用的快

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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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您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四指/五指向下移

动显示桌面，紧接着向上移动隐藏桌面， 对应 Super + D 快捷键。

三.2.1 新建文件夹/文档

在桌面新建文件夹或文档，也可以对文件进行常规操作，和在文件管理器中一样。

 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单击 新建文件夹，输入新建文件夹的名称。

 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单击 新建文档，选择新建文档的类型，输入新建

文档的名称。

在桌面文件或文件夹上，单击鼠标右键，您可以使用文件管理器的相关功能：

功能 说明

打开方式 选定系统默认打开方式，也可以选择其他关联应用程序来打开。

剪切 移动文件或文件夹。

复制 复制文件或文件夹。

重命名 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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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创建链接 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标记信息 添加标记信息，以对文件或文件夹进行标签化管理。

压缩/解压缩 压缩文件或文件夹，或对压缩文件进行解压。

病毒查杀 对文件或文件夹进行病毒查杀。

属性 查看文件或文件夹的基本信息，共享方式，及其权限。

说明：

 如果您使用的是触屏电脑，可以使用触屏手势代替鼠标操作：在触摸屏上，长按 1秒再抬起即
打开当前对象的右键菜单。

 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您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二指单击，显示右键
菜单。

 在键盘上按下 Ctrl + M 快捷键，打开右键菜单。

三.2.2 设置排列方式

您可以对桌面上的图标按照需要进行排序。

1. 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单击 排序方式，您可以：

 单击 名称，将按文件的名称顺序显示。

 单击 大小，将按文件的大小顺序显示。

 单击 类型，将按文件的类型顺序显示。

 单击 修改时间，文件将按最近一次的修改日期顺序显示。

窍门：您也可以勾选 自动排列，桌面图标将从上往下，从左往右按照当前排序规则排列，有图

标被删除时后面的图标会自动向前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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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3 调整图标大小

• 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 单击 图标大小。

• 选择一个合适的图标大小。

窍门：您也可以用 Ctrl + / /鼠标滚动来调整桌面和启动器中的图标大小。

三.2.4 设置显示器

从这里快速进入控制中心设置显示器的缩放比例、分辨率和亮度等。

1. 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单击 显示设置，快速进入控制中心的显示设置界面。

说明：关于显示的设置，具体操作请参阅 显示设置 。

三.2.5 更改壁纸

您可以选择一些精美、时尚的壁纸来美化桌面，让您的电脑显示与众不同。

1. 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单击 壁纸与屏保，在桌面底部预览所有壁纸。

3. 选择某一壁纸后，壁纸就会在桌面和锁屏中生效。

4. 您可以单击 仅设置桌面 和 仅设置锁屏 来控制壁纸的生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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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

 勾选 自动更换壁纸，设置自动更换壁纸的时间间隔。您还可以设置在“登录时”和“唤醒时”自动
更换壁纸。

 您还可以在图片查看器中设置您喜欢的图片为桌面壁纸。

三.2.6 设置屏保

屏幕保护程序原本是为了保护显像管，现在一般用来防范他人偷窥您电脑上的一

些隐私。

1. 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单击 壁纸与屏保，单击 屏保，在桌面底部预览所有屏保。

3. 选择其中一个屏保，单击 设置屏保，在上方选择 闲置时间。

4. 您可以勾选 恢复时需要密码，以便更好地保护您的隐私。

5. 待电脑空闲指定时间后，将启动您选择的屏幕保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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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7 剪贴板

剪贴板展示当前用户登录系统后复制和剪切的所有文本、图片和文件。使用剪贴

板可以快速复制其中的某项内容。注销或关机后，剪贴板会自动清空。

1. 使用快捷键 Ctrl + Alt + V 唤出剪贴板。

2. 双击剪贴板内的某一区块，会快速复制当前内容， 且当前区块会被移动到剪

贴板顶部。

3. 选择目标位置粘贴。

4. 鼠标移入剪贴板的某一区块，单击上方的 ，删除当前内容；单击顶部的 

全部清除，清空剪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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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您使用的是触屏电脑，可以使用触屏手势代替鼠标操作：从屏幕左侧边缘划入超过

任务栏高度，唤出剪贴板。

三.3 任务栏

任务栏是指位于桌面底部的长条，主要由启动器、应用程序图标、托盘区、系统

插件等组成。在任务栏，您可以打开启动器、显示桌面、进入工作区，对其上的

应用程序进行打开、新建、关闭、强制退出等操作，还可以设置输入法，调节音

量，连接网络，查看日历，进入关机界面等。

三.3.1 认识任务栏图标

任务栏图标包括启动器图标、应用程序图标、托盘区图标、系统插件图标等。

图 说明 图标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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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启动器 - 点击查看所有已安装的应

用。

显示桌面。

多任务视图 - 点击显示工作区。 文件管理器 - 点击查看磁盘中

的文件、文件夹。

浏览器 - 点击打开网页。 商店 - 搜索安装应用软件。

相册 - 导入并管理照片。 音乐 - 播放本地音乐。

联系人 - 好友通讯，视频会议。 日历 - 查看日期、新建日程。

控制中心 - 点击进入系统设置。 通知中心 - 显示所有系统和应

用的通知。

桌面智能助手 - 使用语音或文字来

发布指令或进行询问。

屏幕键盘 - 点击使用虚拟键

盘。

电源 - 点击进入关机界面。 回收站。

窍门：在高效模式下，单击任务栏右侧可显示桌面。将鼠标指针移到任务栏上已打开窗口的图

标时，会显示相应的预览窗口。

三.3.2 切换显示模式

任务栏提供两种显示模式：时尚模式和高效模式，显示不同的图标大小和应用窗

口激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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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来切换显示模式：

1. 右键单击任务栏。

2. 在 模式 子菜单中选择一种显示模式。

三.3.3 设置任务栏位置

您可以将任务栏放置在桌面的任意方向。

1. 右键单击任务栏。

2. 在 位置 子菜单中选择一个方向。

三.3.4 调整任务栏高度 

鼠标拖动任务栏边缘，改变任务栏高度。

三.3.5 显示/隐藏任务栏

任务栏可以隐藏，以便最大程度的扩展桌面的可操作区域。

1. 右键单击任务栏。

2. 在 状态 子菜单中您可以：

 选择 一直显示，任务栏将会一直显示在桌面上。

 选择 一直隐藏，任务栏将会隐藏起来，只有在鼠标移至任务栏区域时才会显

示。

 选择 智能隐藏，当占用任务栏区域时，任务栏自动隐藏。

说明：如果您使用的是触屏电脑，可以使用触屏手势代替鼠标操作：当任务栏设置为“智能隐

藏”或“一直隐藏”时，如果任务栏在底部，在屏幕边缘从下往上划入，唤出任务栏；如果任务栏在顶
部，在屏幕边缘从上往下划入，唤出任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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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6 显示/隐藏插件

1. 右键单击任务栏。

2. 在 插件 子菜单中勾选或取消勾选 回收站、电源、显示桌面、屏幕键盘、通知

中心、多任务视图、时间、桌面智能助手，可以设置这些插件在任务栏上的显

示和隐藏效果。

三.3.7 查看通知

当有系统或应用通知时，会在桌面上方弹出通知消息。若有按钮，单击按钮执行

对应操作；若无按钮，单击关闭此消息。

      

您还可以单击任务栏上的 ， 打开通知中心，查看所有通知。

说明：如果您使用的是触屏电脑，可以使用触屏手势代替鼠标操作：从屏幕右侧边缘划入超过

任务栏高度，唤出通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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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8 使用智能助手

智能助手是系统预制的程序，它支持语音和文字输入，支持查找信息、操作指令

等功能。

通过智能助手您可以调节系统声音的音量、屏幕亮度、还可以开启/关闭电源节能

模式、WiFi或蓝牙。

说明：只有系统授权后，才可以使用语音听写、语音朗读、翻译及桌面智能助手相关功能。当

首次启动桌面智能助手时，需要确定隐私协议，确定同意隐私协议后，可以正常使用桌面智能助手
及语音听写、语音朗读、翻译的功能。

使用以下方法可以唤醒智能助手：

 通过快捷键 Super + q ，唤出助手对话框界面。

 支持固定语“你好，小华”或“你好，小华+命令语”唤起桌面智能助手，唤出助手

对话界面。

使用智能助手文字输入、语音输入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任务栏上的 ， 打开桌面智能助手。

2. 连接录音设备后，使用语音与智能助手直接对话，如更换壁纸、调节屏幕亮度，

查询信息等。

3. 等输入框出现后，还可以输入文字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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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选中文字按下 Ctrl + AIt + P 可以进行语音播报；连接录音设备后，输入框内按下 Ctrl + 

AIt + O 进入听写模式，把语音输入转换为文字。

设置语音听写

在控制中心默认设置语音听写功能，默认是开启状态，可以设置关闭。

选中文本输入框后可通过快捷键唤起语音听写功能，开始听写输入文本。 

设置语音朗读

在控制中心默认设置语音朗读功能，只有开启了语音朗读功能后，才能唤起朗读。

 

仅朗读当前选中文本，语音朗读的操作步骤如下 。

1. 选中文本，在键盘上按下快捷键 Ctrl + AIt + O 或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语音朗读

，单击后唤起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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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需要中断朗读时，可以单击图标喇叭中止朗读，也可以右键单击 停止朗

读。 

说明：如在朗读中，再次选中其他文本，则朗读图标显示在最新选中文本的位置。单击图标或

快捷键、右键菜单选择语音朗诵，打断正在朗读的文本转而朗读最新选中的文本。

设置翻译功能

在控制中心默认设置（开启）翻译功能，只有开启了翻译功能后，才可以唤起翻

译功能。

仅翻译当前选中文本， 根据翻译设置语音翻译，翻译的操作步骤如下 。

1. 选中文本， 在键盘上按下快捷键 Ctrl + AIt + U 或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翻译， 

弹出翻译浮窗。 

说明：当前仅支持中英互译。

三.3.9 查看日期时间

 鼠标指针悬停在任务栏的时间上，查看当前日期、星期和时间。

 单击时间，打开日历。

三.3.10 进入关机界面

您可以单击任务栏上的  进入关机界面，也可以在启动器的小窗口模式中单击

。

功能 说明

关机 关闭电脑。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95

                                                                              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重启 关机后再次重新运行您的电脑。

待机 整个系统将处于低能耗运转的状态。

休眠
识别到有 swap 分区的机器休眠挂载到硬盘。没有 swap 分区不显

示此项。

锁定 锁定电脑，或按下键盘上的 Super + L 组合键锁定。

切换用户 选择另一个用户帐户登录。

注销 清除当前登录用户的信息。

系统监视器 快速启动系统监视器。

说明：当系统存在多个帐户时才显示 。

三.3.11 回收站

电脑中临时被删除的所有文件您都可以在回收站中找到，回收站中的文件可以被

恢复或清空。

还原文件

对于已删除的文件，您可以进入回收站进行还原，或使用 Ctrl + Z 还原刚删除的

文件。

1. 在回收站中，选择要恢复的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还原。

3. 还原文件到原来的存储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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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原来所在的文件夹已经删除，还原文件时会自动新建文件夹。

清空回收站

在回收站中，单击 清空，将彻底删除回收站的所有内容。

三.4 启动器

启动器  帮助您管理系统中已安装的所有应用，在启动器中使用分类导航或搜

索功能可以快速找到您需要的应用程序。

您可以进入启动器查看新安装的应用。新安装应用的旁边会出现一个小蓝点。

说明：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您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四指/五指单击，

显示/隐藏启动器， 对应 Super 快捷键。

三.4.1 切换模式

启动器有全屏和小窗口两种模式。单击启动器界面右上角的图标来切换模式。

两种模式均支持搜索应用、设置快捷方式等操作。

小窗口模式还支持快速打开文件管理器，控制中心和进入关机界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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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2 排列应用

在全屏模式下，系统默认按照安装时间排列所有应用。

 将鼠标悬停在应用图标上，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将应用图标拖拽到指定的位置

自由排列。

 单击启动器界面左上角分类图标 进行排列。

             

在小窗口模式下，默认按照使用频率排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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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3 查找应用

在启动器中，您可以滚动鼠标滚轮或切换分类导航查找应用。

如果知道应用名称，直接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快速定位到需要的应用。

三.4.4 设置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提供了一种简单快捷地启动应用的方法。

创建快捷方式

将应用发送到桌面或任务栏上，方便您的后续操作。

在启动器中，右键单击应用图标，您可以：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固定到任务栏。

说明：您还可以从启动器拖拽应用图标到任务栏上放置。但是当应用处于运行状态时您将无法

拖拽固定，此时您可以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应用图标，选择 驻留 将应用固定到任务栏，以便下次
使用时从任务栏上快速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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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快捷方式

您既可以在桌面直接删除应用的快捷方式，也可以在任务栏和启动器中删除。

从任务栏上删除

 在任务栏上，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将应用图标拖拽到任务栏以外的区域移除快

捷方式。

 当应用处于运行状态时您将无法拖拽移除，此时可以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应用

图标，选择 移除驻留 将应用从任务栏上移除。

从启动器中删除

在启动器中，右键单击应用图标，您可以：

 单击 从桌面上移除，删除桌面快捷方式。

 单击 从任务栏上移除，将固定到任务栏上的应用移除。

说明：以上操作，只会删除应用的快捷方式，而不会卸载应用。

三.4.5 安装应用

如果启动器中没有您需要的应用，可以在应用商店一键下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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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6 运行应用

对于已经创建了桌面快捷方式或固定到任务栏上的应用，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

打开应用。

 双击桌面图标，或右键单击桌面图标选择 打开。

 直接单击任务栏上的应用图标，或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应用图标选择 打开。

在启动器中，直接单击应用图标打开，或右键单击应用图标选择 打开。

窍门：对于经常使用的应用，您可以在启动器中，右键单击应用图标选择 开机自动启动。

三.4.7 卸载应用

对于不再使用的应用，您可以选择将其卸载，以节省硬盘空间。

1. 在启动器中，右键单击应用图标。

2. 单击 卸载。

窍门：在 时尚模式 下，您还可以在启动器的全屏模式界面，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将应用图标拖

拽到任务栏的  中卸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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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 控制中心

统信操作系统通过控制中心来管理系统的基本设置，包括帐户管理、网络设置、

日期和时间、个性化设置、显示设置、系统升级等。当您进入桌面环境后，单击

任务栏上的  即可打开控制中心窗口。

说明：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您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二指从触控板右

边缘向左滑动，显示控制中心；二指从触控板左边缘向右滑动，隐藏控制中心。

三.5.1 首页介绍

控制中心首页主要展示各个设置模块，方便日常查看和快速设置。

      

打开控制中心的某一设置模块后，可以通过左侧导航栏快速切换到另一设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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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栏

标题栏包含返回按钮，搜索框，主菜单及窗口按钮。

 返回按钮：若要返回首页，单击 。

 搜索框：输入关键字，回车，搜索相应设置。

 主菜单：单击  进入主菜单。在主菜单中，您可以设置窗口主题，查看版本，

或退出控制中心。

三.5.2 帐户设置

在安装系统时您已经创建了一个帐户。在这里，您可以修改帐户设置或创建一个

新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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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帐户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

3. 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重复密码。

4. 单击 创建。

5. 在授权对话框输入当前帐户的密码，新帐户就会添加到帐户列表中。

更改头像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列表中的帐户。

3. 单击帐户头像，选择一个头像或添加本地头像，头像就替换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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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全名

帐户全名会显示在帐户列表和系统登录界面，可根据需要设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列表中的帐户。

3. 单击 设置全名 后的 ，输入帐户全名。

修改密码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当前帐户。

3. 单击 修改密码，进入修改密码页面。

4. 输入当前密码、新密码和重复密码。

自动登录

开启“自动登录”后， 下次启动系统时（重启、开机）可直接进入桌面。在锁屏和

注销后再次登录需要密码。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当前帐户。

3. 打开 自动登录 开关，开启自动登录功能。

无密码登录

开启“无密码登录”后，下次登录系统时（重启，开机，和在注销后再次登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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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密码，单击  即可登录系统。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当前帐户。

3. 打开 无密码登录 开关，开启后可以不用输入密码登录系统。

窍门： 

 若“无密码登录”和“自动登录”同时打开，下次启动系统（重启、开机）则直接进入桌面。
 默认勾选“清空钥匙环密码”，在无密码登录情况下登录已经记录密码的程序时不需要再次输入

系统登录密码，反之则每次都需要输入系统登录密码。

设置指纹密码

指纹密码可以用来登录系统、解锁屏幕、特殊操作授权。当需要输入帐户密码时，

请扫描您的指纹。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当前帐户。

3. 单击 添加指纹 。

4. 使用指纹设备录入指纹。

5. 待指纹添加成功之后单击 完成。

说明：您可以添加多个指纹密码；也可以删除一个个指纹密码。

删除帐户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其他未登录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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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删除帐户 。

4. 在弹出的确认界面中单击 删除。

注意: 已登录的帐户无法被删除。

三.5.3 Union ID

登录 Union ID后，您可以使用云同步、应用商店、邮件客户端、浏览器等相关云

服务功能。

首次登录时，会弹出 隐私政策 窗口，如果用户需要开启云服务等功能，可以勾选 

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单击 确定 开启云服务等功能。

开启云同步，可自动同步各种系统配置到云端，如网络、声音、鼠标、更新、任

务栏、启动器、壁纸、主题、电源等。若想在另一台电脑上使用相同的系统配置，

只需登录此网络帐户，即可一键同步以上配置到该设备。

窍门： 当“自动同步配置”开启时，可以选择同步项；当“自动同步配置”关闭时，则全部不能同

步。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107

                                                                              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三.5.4 显示设置

设置显示器的分辨率、亮度、屏幕方向以及缩放倍数，让您的电脑显示到达最佳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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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屏设置

更改分辨率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分辨率，进入分辨率设置界面。

3. 在列表中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参数。

4. 单击 保存。

调节亮度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亮度，进入亮度设置界面。

 设置 亮度：拖动亮度条滑块，调节屏幕亮度。

 设置 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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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自动调节色温 开关，开启进入护眼模式，自动调节色温。

– 打开 手动调节 色温开关，可以手动拖动色温条滑块调节屏幕色温。

说明：当打开 自动调节色温 开关时，系统将自动关闭 手动调节 色温开关，反之亦然。

设置屏幕缩放

当桌面和窗口显示过大或过小时，您可能需要调节屏幕缩放，以便正常显示。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屏幕缩放， 单击调整缩放倍数。

3. 注销后重新登录以便缩放生效。

说明：

 当检测到屏幕为高分屏时，会自动调整缩放倍数。
 有的应用可能不支持屏幕缩放，可以在启动器中右键单击该应用，选择 禁用屏幕缩放，以获

得更好的显示效果。

设置屏幕刷新率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刷新率。

3. 选择一个合适的刷新率，单击 保存。

改变屏幕方向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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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单击一下鼠标左键，屏幕逆时针旋转 90°。

4. 要还原为之前的屏幕方向，单击鼠标右键退出；要使用当前屏幕方向，请按下

组合键 Ctrl + S 保存。

多屏设置

多屏显示，让您的视野无限延伸！使用 VGA、HDMI、EDP等线缆将您的电脑和

另一台显示器、投影仪等连接起来，同时在多个屏幕显示您电脑上的内容。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多屏显示模式。

3. 选择一种显示模式。

 复制 将主屏的显示内容复制到其他屏幕。

 扩展 将主屏的显示内容扩展到其他屏幕，扩大桌面区域。

 自定义 设置显示模式，主屏、分辨率、刷新率和屏幕旋转方向。

在多屏环境下，按下 Super + P 调出多屏显示模式的 OSD。

详细操作方法如下。

1. 按住 Super 不放，再按下 P 或鼠标单击来进行模式选择。

2. 松开按键，确认选择，模式生效。

说明：当多屏显示模式为扩展模式时，仅主屏支持桌面图标显示、操作右键菜单等功能，而副

屏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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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设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多屏显示模式 > 自定义。

3. 单击 “识别”，查看屏幕名称。

4. 选择“合并”或“拆分”，然后对多个屏幕进行设置，如主屏、分辨率、刷新率，

旋转屏幕等。

5. 单击 保存。

说明：合并即复制模式，拆分即扩展模式。

触控屏设置

当接入触控屏时，您可以设置所在屏幕，并对其进行调整。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触控屏，并对屏幕进行设置。

3. 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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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5 默认程序设置

当安装有多个功能相似的应用程序时，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应用作为对应文件类

型的默认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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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程序

1. 右键单击文件，选择 打开方式 > 选择默认程序。

2. 选择一个应用，自动勾选"设为默认"，单击 确定。

3. 该应用将自动添加到控制中心的默认程序列表。

更改默认程序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选择一个文件类型进入默认程序列表。

3. 在列表中选择另一个应用程序。

添加默认程序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选择文件类型进入默认程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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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列表下的 ，选择 desktop 文件（一般在/usr/share/applications)，或

特定的二进制文件。

4. 该程序将添加到列表，并自动设置为默认程序。

删除默认程序

在默认程序列表中，您只能删除自己添加的应用程序，不能删除系统已经安装的

应用。要删除系统已经安装的应用，只能卸载应用。卸载后该应用将自动从默认

程序列表中删除。

可用以下方法删除自己添加的默认程序。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选择文件类型进入默认程序列表。

3. 单击程序后面的 ，删除默认程序。

三.5.6 个性化设置

在这里，您可以设置透明度、调节启动器（小窗口模式）、任务栏的透明度；还

可以设置系统主题、活动用色、字体、窗口特效等，改变桌面和窗口的外观，设

置成您喜欢的显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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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窗口主题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通用，选择一种窗口主题。

3. 该主题即为系统窗口主题。

说明：自动主题表示根据当前时区的时间，根据日出日落的时间自动更换窗口主题。日出后是

浅色，日落后是深色。

更改活动用色

活动用色是指选中某一选项时的强调色。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通用。

3. 单击 活动用色 下的一种颜色，可实时查看该颜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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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窗口特效

开启窗口特效可以让桌面和窗口更美观精致。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通用。

3. 打开 窗口特效 开关，开启窗口特效。

说明：开启窗口特效后，可以设置最小化时效果为缩放或魔灯。

调节透明度

您可以设置任务栏、和启动器（小窗口模式）的透明度。滑块越靠左越透明，越

靠右越不透明。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通用，开启 窗口特效。

3. 单击 透明度调节，可实时体验透明效果。

设置图标主题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图标主题，选择一款图标样式。

设置光标主题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光标主题，选择一款光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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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系统字体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字体，进入设置字体界面。

3. 设置系统字号和字体。

三.5.7 网络设置

登录系统后，您需要连接网络，才能接收邮件、浏览新闻、下载文件、聊天、网

上购物等。

窍门：您可以单击任务栏托盘区的网络图标，查看当前网络状态。

有线网络

有线网络安全快速稳定，是最常见的网络连接方式。当您设置好路由器后，把网

线两端分别插入电脑和路由器，即可连接有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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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网线插入电脑上的网络插孔。

2. 将网线的另一端插入路由器或网络端口。

3.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4. 单击 有线网络，进入有线网络设置界面。

5. 打开 有线网卡，开启有线网络连接功能。

6. 当网络连接成功后，桌面右上角将弹出“已连接有线连接”的提示信息。

您还可以在有线网络的设置界面，编辑或新建有线网络设置。

无线网络

无线网络帮助您摆脱线缆的束缚，上网形式更加灵活，支持更多设备使用。

连接无线网络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无线网络，进入无线网络设置界面。

3. 打开 无线网卡，开启无线网络连接功能。

4. 电脑会自动搜索并显示附近可用的无线网络。

5. 选择需要连接的无线网络。

 如果该网络是开放的，将自动连接到此网络。

 如果该网络是加密的，请根据提示输入密码，单击 连接，然后将自动完成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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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隐藏网络

为了防止他人扫描到自己的 WiFi，进而破解WiFi密码连接您的网络，您可以在路

由器设置界面隐藏无线网络。设置后，您需要手动连接隐藏网络才能上网。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无线网络，进入无线网络设置界面。

3. 单击 连接到隐藏网络。

4. 输入网络名称、SSID 和其他必填选项。

5. 单击 保存 。

无线热点

无线热点将电脑连接的网络信号转换为WiFi热点，以供一定距离内的其他设备无

线上网。要开启无线热点，电脑必须连接到网络并装有无线网卡。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个人热点。

3. 打开 热点 开关，设置热点信息。

4. 单击 保存 。

移动网络

当您处于一个没有网络信号的地方时，可以使用无线上网卡来上网。在有电话信

号覆盖的任何地方，无线上网卡通过运营商的移动数据网络接入宽带服务。

1. 将移动网卡插入电脑上的 USB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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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脑将根据移动网卡和运营商信息，自动适配并自动连接网络。

3.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4. 单击 移动网络，查看详细设置信息。

拨号网络

拨号上网（DSL）是指通过本地电话拨号连接到网络的连接方式。配置好调制解

调器，把电话线插入电脑的网络接口，创建宽带拨号连接，输入运营商提供的用

户名和密码，即可拨号连接到 Internet上。

新建拨号连接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DSL，单击 。

3. 输入宽带名称、帐户、密码。

4. 单击 保存，系统自动创建宽带连接并尝试连接。

VPN

VPN即虚拟专用网络，其主要功能是在公用网络上建立专用网络，进行加密通讯。

无论您是在外地出差还是在家中办公，只要能上网就能利用 VPN访问企业的内网

资源。您还可以使用 VPN 加速访问其他国家的网站。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VPN，选择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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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VPN协议类型，并输入名称、网关、帐号、密码等信息。（导入 VPN 会

自动填充信息）

4. 单击 保存，系统自动尝试连接VPN 网络。

5. 您可以将VPN 设置导出，备用或共享给其他用户。

说明：打开 仅用于相对应的网络上的资源 开关，可以不将 VPN 设置为默认路由，只在特定的

网络资源上生效。

系统代理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系统代理，进入系统代理界面。

3. 开启系统代理，在代理类型后的下拉框中选择 手动 或 自动。

 选择 手动，需要配置代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等信息。

 选择 自动，需要配置 URL，系统将自动配置代理服务器的信息。

4. 单击 保存。

应用代理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应用代理。

3. 设置应用代理参数。

4. 单击 保存。

说明：应用代理设置成功后，打开启动器，右键单击应用图标，可以选择 使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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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详情

在网络详情界面，您可以查看 MAC、IP地址、网关和其他网络信息。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网络详情，进入网络信息界面。

3. 查看当前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的信息。

三.5.8 通知设置

设置系统通知的勿扰模式，开启或关闭某些应用的通知显示。

设置系统通知

设置系统通知的勿扰模式及是否在任务栏显示通知图标。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系统通知，进入系统通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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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或关闭勿扰模式。

当开启勿扰模式后，可以设置勿扰模式的开启时间、结束时间；也可以设置 

在屏幕锁屏时 显示通知。开启勿扰模式可以使所有通知静音，但您可以在通

知中心查看所有消息。

 设置是否在任务栏显示通知图标。

设置应用通知

应用可以自定义设置个性化的通知显示。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在应用通知区域选择开启一个应用，在开启的应用界面中，您可以勾选：

 通知时提示声音

 锁屏时显示消息

 在通知中心显示

 显示消息预览

三.5.9 声音设置

输入输出设备声音的设置（如设置扬声器和麦克风），让您听得更舒适，录音更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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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设备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输出，进入输出设备配置界面，您可以：

 在输出设备后面的下拉框中选择输出设备类型。

 通过拖曳滑块调节输出音量和左/右声道平衡。

 打开 音量增强，音量的可调节区间由 0~100% 转变为 0~150%。

输入设备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输入，进入输入设备配置界面，您可以：

 在输入设备后面的下拉框中选择输入设备类型。

 通过拖曳音量滑块调节输入音量。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125

                                                                              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还可以打开 噪音抑制 功能。

窍门：通常，需要调大输入音量，确保能够听到声源的声音，但是音量不宜过大，因为这会导

致声音失真。可以对着输入设备如麦克风以正常说话的音量讲话，并观察反馈音量的变化，变化较
明显，则说明输入音量合适。

系统音效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系统音效，勾选选项，开启某一事件发生时的声音效果。

窍门：您可以单击试听音效。

三.5.10 蓝牙设置

蓝牙能够实现短距离的无线通信。通过蓝牙与附近的其它蓝牙设备连接，而无需

网络或连接线。常见的蓝牙设备包括：蓝牙键盘、蓝牙鼠标、蓝牙耳机、蓝牙音

响等。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126

                                                                              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说明：大多数笔记本电脑都配备有蓝牙模块，您只需开启蓝牙开关；而大部分台式电脑都没有

配备蓝牙，您可以购买蓝牙适配器，插入到电脑的 USB 端口中使用。

修改蓝牙名称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蓝牙名称旁的 ，输入本机新的蓝牙名称。

说明：修改蓝牙名称后，将自动对外广播蓝牙设备的新名字，需要其他设备重新进行搜索。

连接蓝牙设备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开启 蓝牙，系统将自动扫描附近的蓝牙设备，并显示在 其他设备 列表。

3. 单击想连接的蓝牙设备，在该设备上输入蓝牙配对码（若需要），配对成功后

将自动连接。

4. 连接成功后，蓝牙设备会添加到 我的设备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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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列表中单击该设备，您可以 断开连接，或修改设备名称。

使用蓝牙传送/接收文件

UOS PC 与非UOS PC或者UOS PC 与移动设备（手机/平板）之间通过蓝牙设备

传送/接收文件。

前提条件：发送端（UOS PC）蓝牙设备与接收端（非UOS PC/手机/平板）蓝牙

设备已配对并连接成功。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开启 蓝牙，系统将自动扫描附近的蓝牙设备。

3. 进入“我的设备”选择已配对连接的蓝牙设备，单击进入详情，单击 发送文件 

按钮（pc/手机/平板蓝牙设备类型才具有该按钮），在弹出的文件管理器窗口

中选择要发送的文件，单击 打开。

4. 在弹出的选择接收此文件的蓝牙设备窗口中，单击 发送，发送传输文件请求。

 如果接收端蓝牙设备同意接收，则发送端开始传输文件，并显示发送文件窗口；

文件传输完成后，接收端会弹出提示信息，用户可以查看文件内容。

 如果接收端为如下情况，发送端部分文件传输失败，会显示在传输失败列表。

– 接收端蓝牙设备选择拒绝，则结束传输，显示传输失败。

– 接收端蓝牙设备超时未操作或超出传输范围，则显示传输失败（蓝牙设备连接

失败）。

– 接收端即不单击接收也不单击拒绝，默认 1 分钟后则结束传输，显示传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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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11 时间日期

正确选择您所在的时区，一般即可显示正确的日期和时间。您也可以手动修改时

间和日期。

修改时区

在您安装系统时，已选择了系统时区。若要修改系统时区，请按如下步骤设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时区列表。

3. 单击 修改系统时区， 通过搜索或单击地图选择时区。

4. 单击 确定。

添加时区

您可以同时使用多个时区，以便查看另一时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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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时区列表。

3. 单击 ，通过搜索或单击地图选择时区。

4. 单击 添加。

删除时区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时区列表。

3. 单击时区列表后面的 编辑。

4. 单击 ，删除已添加的时区。

修改时间和日期

默认情况下，系统通过网络自动同步该时区的本地时间和日期。您也可以手动修

改时间和日期。手动设置后，自动同步功能会被关闭。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时间设置 。

3. 关闭 自动同步配置。

4. 设置正确的时间和日期。

5. 单击 确定。

说明：您还可以打开 自动同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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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时间日期格式

系统支持即时设置时间日期的格式。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格式设置，可以设置星期、长短日期、长短时间等格式。

三.5.12 电源管理

对系统电源进行一些设置，让笔记本电池更耐用，让系统更安全。

     

说明：如果使用的是台式机，将不会看到节能模式设置和“使用电池”的选项。

开启节能模式

为降低电脑的耗电量，您可以打开节能模式，降低屏幕亮度。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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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通用。

3. 选择 节能模式。

4. 在节能设置下：

 打开 低电量时自动开启 节能模式（仅笔记本电脑支持）。

 打开 使用电池时自动开启 节能模式（仅笔记本电脑支持）。

 拖动 自动降低亮度 条滑块，调节亮度。

说明：

 当关闭 使用电池时自动开启 节能模式时，则直接进入 平衡模式。
 仅当硬件支持 高性能模式 时，才显示该选项。

唤醒时需要密码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通用。

3. 打开 待机恢复时需要密码/唤醒显示器时需要密码，开启相应安全设置。

设置电量显示模式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通用。

 打开 显示剩余电量及剩余充电时间，显示剩余电量及剩余充电时间。

 关闭 显示剩余电量及剩余充电时间，则仅显示剩余电量。

说明：仅笔记本电脑支持设置电量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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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显示器关闭时间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使用电源 或 使用电池。

3. 选择关闭显示器的时间。

说明：笔记本电脑用户可以在“使用电源”和“使用电池”下对同一设置项分别设置不同的时间。

设置电脑待机时间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使用电源 或 使用电池。

3. 选择电脑开始待机的时间。

窍门：笔记本电脑用户还可以开启 合上笔记本时待机，以便在使用电源时合盖待机。

设置自动锁屏时间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使用电源 或 使用电池。

3. 选择自动锁屏的时间。

设置合盖显示状态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使用电源 或 使用电池。

3. 设置 笔记本合盖时 为 待机、休眠、关闭显示器 或 无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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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仅笔记本电脑支持设置合盖显示状态。

设置按电源按钮时显示状态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使用电源 或 使用电池。

3. 选择按电源按钮时的显示状态 关机、待机、休眠、关闭显示器 或 无任何操作，

更改按电源按钮时的设置。

更改设置后会即时生效，同时系统通知用户已修改电源设置。

设置低电量通知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使用电池。

3. 打开 低电量通知，当电池剩余电量低于设置的阈值（例如，20%）时，系统

会发出低电量通知。

用户可以通过拖拽低电量滑块，调节低电量的阈值；也可以通过拖拽自动待机电

量滑块，调节待机电量的阈值。

说明：仅笔记本电脑支持设置低电量通知。

三.5.13 鼠标和触控板

鼠标和触控板是计算机的常用输入设备。使用鼠标，可以使操作更加简便快捷。

对于笔记本电脑用户，当没有鼠标时，也可以使用触控板代替鼠标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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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通用。

3. 开启 左手模式，调节鼠标和触控板的滚动速度，双击速度。

说明：开启左手模式后，鼠标和触控板的左右键功能互换。

鼠标设置

插入或连接鼠标后，在控制中心进行相关设置，让其更符合您的使用习惯。

说明：当没有触控板时，不会显示 “插入鼠标时禁用触控板”。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鼠标。

3. 调节 指针速度， 控制鼠标移动时指针移动的速度。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135

                                                                              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4. 单击 自然滚动 / 鼠标加速 开关，开启相应功能。

说明：

 开启鼠标加速，提高了指针精确度，鼠标指针在屏幕上的移动距离会根据移动速度的加快而
增加。可以根据使用情况开启或关闭。

 自然滚动开启后，鼠标滚轮向下滚动，内容会向下滚动；鼠标滚轮向上滚动，内容会向上滚
动。

触控板设置

          

若您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可以在 鼠标 > 通用 界面开启 输入时禁用触控板，在 

鼠标 > 鼠标 界面开启 插入鼠标时禁用触控板，以避免误触触控板。

您还可以调节触控板的 指针速度，控制手指移动时指针移动的速度；开启自然滚

动，变更滚动方向。

指点杆设置

指点杆，常称为小红帽，是一种主要应用于笔记本电脑的定点设备，可用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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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的移动。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指点杆。

3. 调节 指针速度， 控制使用指点杆时指针移动的速度。

三.5.14 数位板

数位板，又名绘图板、绘画板、手绘板等，主要用作绘画创作，是计算机的一种

输入设备。

连接到电脑后，您可以设置数位板的压感力度，即笔尖和橡皮擦的压力感应值。

说明： 连接数位板设备后，该模块才会显示。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选择 笔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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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节 压感力度。

三.5.15 键盘和语言

在此模块，您可以设置键盘属性，以便符合您的输入习惯，还可以根据国家和语

言调整键盘布局，设置系统语言，以及自定义快捷键。

键盘属性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通用。

3. 调节 重复延迟/重复速度。

4. 单击“请在此测试”，按下键盘上的任意字符不松开，查看调节效果。

5. 单击 启用数字键盘/大写锁定提示 开关，开启相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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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布局

设置键盘布局，可以为当前语言自定义键盘。按下键盘上的按键时，键盘布局会

控制哪些字符显示在屏幕上。更改键盘布局后，屏幕上的字符可能与键盘按键上

的字符不相符。 

一般在安装系统时，就已经设置了键盘布局，您也可以添加其他的键盘布局。

添加键盘布局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键盘布局，进入键盘布局界面。

3. 单击 ，单击某一键盘布局即可添加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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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键盘布局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键盘布局，进入键盘布局界面。

3. 单击“键盘布局”后的 编辑。

4. 单击 ，删除该键盘布局。

切换键盘布局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键盘布局，进入键盘布局界面。

3. 选择一个键盘布局进行切换。

4. 切换成功后，该键盘布局将标记为已选择。

窍门：您也可以选择一组或多组快捷键，按顺序切换已添加的键盘布局。选择 切换方式， 让切

换后的键盘布局应用于整个系统或当前应用。

系统语言

系统语言默认为您安装系统时所选择的语言，可以随时更改。

添加系统语言

您可以添加多个语言到系统语言列表，以便切换系统语言。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系统语言，进入系统语言界面。

3. 单击  进入语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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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语言，该语言将自动添加到系统语言列表。

设置系统语言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系统语言，进入系统语言界面。

3. 选择要切换的语言，系统将自动开始安装语言包。

4. 语言包安装完成后，需要注销后重新登录，以便设置生效。

注意：更改系统语言后，键盘布局可能也会发生改变。重新登录时，请确保使用正确的键盘布

局来输入密码。

快捷键

快捷键列表显示了系统所有的快捷键。您可以在这里查看、修改和自定义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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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快捷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快捷键，进入快捷键设置界面。

3. 搜索或查看默认的系统快捷键、窗口快捷键和工作区快捷键。

修改快捷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快捷键，进入快捷键设置界面。

3. 单击需要修改的快捷键。

4. 使用键盘输入新的快捷键。

窍门：若要禁用快捷键，请按下键盘上的 。若要取消修改快捷键，按下 Esc， 或单击下

方的“恢复默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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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快捷键

您可以为常用的应用自定义一个快捷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快捷键。

3. 单击 ，进入添加自定义快捷键界面。

4. 输入快捷键名称、命令和快捷键。

5. 单击 添加。

6. 添加成功后，单击“自定义快捷键”后的 编辑。

7. 单击某个快捷键后 ， 可以删除自定义的快捷键。

窍门：若要修改快捷键，单击输入新的快捷键即可。若要修改自定义快捷键的名称和命令，单

击“自定义快捷键”后的 编辑 ，单击快捷键名称后的 ，进入修改页面。

三.5.16 辅助功能

在辅助功能界面，您可以设置桌面智能助手、语音听写、语音朗读、文本翻译等

相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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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智能助手

桌面智能助手可通过语言命令，帮助您处理各项事务，如查看天气、新建日程等。

 开启/关闭语音唤醒：当开启语音唤醒方式时，支持勾选开启（oneshot）唤醒

命令+语义命令唤起方式，例如：你好，小华！北京天气怎样？

 设置语言：中文-普通话

 开启/关闭在任务栏中显示： 开启在任务栏中显示，关闭则不在任务栏中显示，

关闭后还可以使用快捷键唤起。

 语音检测： 可以检测语音输入状态是否正常。

语音听写

 语音听写：当有音频输入设备时，默认语音听写为开启状态；当没有音频输入

设备时，则默认为关闭状态。

 语言：设置语音识别语言，支持设置为中文-普通话、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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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朗读

 开启/关闭语音朗读：当有音频输出设备时，默认语音朗读为开启状态；当没

有音频输出设备时，则默认为关闭状态；如无音频输出设备则隐藏此项 。

 开启/关闭朗读控件显示：当为关闭状态时，表示不展示朗读控件，但仍可以

使用快捷键或在右键菜单中唤起。

 音源：设置语音音源，女声、男声。

文本翻译

 开启/关闭文本翻译：默认翻译为开启状态。

 语言：支持设置翻译语言，中译英、英译中。

三.5.17 系统更新

当系统存在更新时会在控制中心首页提示，单击  进入"检查更新"页面，单击

检查更新，检查完毕后，即可开始下载和安装更新。您还可以设置自动下载更新。

窍门：如果不需要检查更新，不需要收到系统或应用的更新提示，可在“更新设置”中关闭“检查

更新”或“更新提醒”。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145

                                                                              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更新和升级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检查更新，进入检查系统更新界面。

 如果系统没有更新将会提示“您的系统已经是最新的”。

 如果系统存在更新，将显示 下载并安装更新 按钮、下载数据大小和更新详情。

3. 单击 下载并安装更新 按钮，系统将自动开始下载并安装更新。

4. 更新完成后，会出现“更新成功”提示。

说明：在下载过程中，您可以单击按钮暂停下载，再次单击按钮继续下载。更新完成后，会弹

出对话框提醒用户 重启 或 关机 。

自动下载更新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更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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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 下载更新。

4. 当系统存在更新时，将自动下载数据。

窍门：打开 清除软件包缓存 开关，系统会定期自动清理下载软件包导致的缓存。

三.5.18 系统信息

您可以查看系统版本、版本授权和电脑硬件等信息，以及该系统的一些协议。

关于本机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在 关于本机 下，您可以查看当前系统版本、版本授权及电脑硬件信息；

3. 若系统未激活，可在此页面单击 激活，进行系统激活。

版本协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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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版本协议 下，查看系统版本协议。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在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下，查看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三.5.19 授权管理

授权管理是系统预装的工具，帮助您激活系统。

以下将从未激活、激活方式、激活成功及激活失败这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未激活

1. 运行授权管理工具有两种方式：

 单击右下角托盘上的 进入界面。

 打开 控制中心，选择 系统信息，单击 关于本机。可查看版本授权栏，单击 激

活 进入页面。

2. 未激活状态分为两种：未激活和过期未激活。

 未激活：界面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版本和授权状态信息。

 过期未激活：在截止时间内未激活系统，界面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版本、授权

状态、授权对象和截止日期信息。

3. 可选择激活方式激活系统。

说明：如果系统未激活，授权管理图标 一直常驻在右下角托盘，开机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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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方式

授权管理激活方式分在线激活和离线激活，而在线激活方式包含试用期激活、输

入序列号、导入激活文件。

注意： 只有在试用期或被激活成功的系统，才能正常使用统信 UOS 的所有功能，否则会有部分

功能受到限制。

在线激活

在线激活的前提是系统网络连接正常。

试用期激活

在线/离线场景下都是开机自动激活系统，每台设备仅有一次试用期激活机会，从

激活当天算起，有效期为 90天。试用期间可使用系统全部功能。

1. 单击右下角托盘上的 进入界面。

 

2. 单击 试用期激活，跳转到激活界面。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149

                                                                              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3. 单击 立即激活，会弹出二次确认弹框，单击 确定，弹出试用期激活成功界面，

任务栏图标变为 。

4. 在此界面，可查看试用到期时间等信息，也可以选择永久激活系统。

 

输入序列号

1. 单击右下角托盘上的  进入界面。

2. 单击 输入序列号，输入或复制正确的序列号，单击 立即激活。

 说明：统信 UOS既支持 16 位的序列号，也支持 25 位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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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二次确认框中，单击 确定，弹出激活成功界面。

导入激活文件

1.  单击右下角托盘上的 进入界面。

2.  单击 导入激活文件，弹出文件管理器，选择.key格式的激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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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正确的文件，单击 立即激活。

4.  在弹出二次确认框中，单击 确定，弹出激活成功界面。

离线激活

离线激活的前提是系统网络连接异常。

1. 选择输入序列号或导入授权文件激活时，系统检测网络连接异常，则跳转到离

线激活界面。

2. 离线激活界面显示二维码、序列号、机器 ID及离线激活码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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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机扫描二维码，手机端弹出激活界面，界面显示当前机器 ID及序列号。

 

4. 单击 立即激活，弹出二次确认框，单击 确定。

5. 跳转到激活成功界面，显示机器 ID、序列号和离线激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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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动将手机端的离线激活码输入电脑端的离线激活码输入框。

 

7. 单击 离线激活，跳转到激活成功界面。

激活成功

1. 激活成功界面显示产品名称、产品版本和激活方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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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操作系统的名称。

 产品版本：操作系统的版本。

 授权状态：授权状态分为未授权、已过期、已授权，激活成功显示已授权。

 授权对象：被授权的用户名称。

 激活方式：激活方式分为序列号、激活文件及离线激活码，根据实际激活方式

体现。

 到期时间：超过了截止时间，系统会提醒授权即将到期。

2. 系统激活成功后，右下角托盘不再显示授权管理图标，可通过控制中心查看

授权管理工具。

激活失败

若激活文件已使用或已失效，则会弹出激活失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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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服务器设置

如果当前激活服务器出现异常或崩溃了，通过授权管理界面，单击主菜单  中的 

设置，可以自定义新的激活服务器。

三.5.20 备份还原

为避免因软件缺陷、硬件损毁、人为操作不当、骇客攻击、电脑病毒、自然灾害

等因素造成数据缺失或损坏，可以进行应用数据或系统数据的备份还原，以保障

系统的正常运行。

备份

统信 UOS提供初始化备份、控制中心备份的备份方式。

通过初始化进行备份

当系统安装完成时，会先自动创建恢复分区，再备份启动分区和根分区，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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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分区信息及磁盘分区配置。

通过控制中心进行备份

用户既可以手动备份/手动恢复数据，也可以通过一键还原恢复数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选择 备份/还原 > 备份，设置备份模式和备份文件的保存路径。

备份模式：全盘备份、系统备份

 全盘备份：备份全磁盘的系统文件和用户文件

 系统备份：备份根分区、启动分区

 注意： 全盘备份无法备份在自己本身的磁盘里，只能备份在其它存储介质中；系统备份

设置了文件默认存放位置，当存放空间不足时，用户可以手动更改备份文件的存放路径。

3. 单击 开始备份，弹出密码输入框，请输入密码授权备份文件，直至文件备份

完成。

说明： 在备份文件的过程中，请不要拔掉电源或强行关机，以防止数据的丢失或损坏。

还原

统信 UOS提供从Grub 进入还原、控制中心还原的还原方式。

从Grub 进入还原

在开机时，选择系统界面，单击 Uniontech OS Restore，进入统信 UOS 系统还

原，用户可以选择“恢复统信 UOS 出厂设置”读取恢复出厂设置备份，也可以选择

“恢复统信 UOS 历史备份”打开文件目录选取要还原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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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控制中心进行还原

用户既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也可以自定义恢复还原前期备份的数据。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选择 备份/还原 > 还原，您可以选择：

 恢复出厂设置

1. 选择是否勾选 保留个人数据，单击 开始还原，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单击 确定。 

2. 在弹出的密码输入框中，输入密码授权进行数据的还原。

 自定义恢复

1. 在选择还原目录参数后，单击 选择要还原的文件。

2. 单击 开始还原，开始还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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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21 通用设置

设置启动菜单

启动菜单，指的是开机后选择操作系统的菜单。选择某一系统后，计算机就会引

导进入该操作系统。

设置启动延时

当系统存在多个系统时，“启动延时”默认开启，开机后在启动菜单停留 5秒钟，您

可以在启动菜单单击要进入的系统。

当系统仅存在一个系统时，“启动延时”默认关闭，开机后在启动菜单停留 1秒钟，

不需要进行选择。

修改默认启动项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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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启动菜单，进入启动菜单界面。

3. 单击选中某一菜单项后，弹出授权认证窗口，请输入密码授权该项，该项将成

为默认启动项。

更改启动菜单背景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启动菜单，进入启动菜单界面。

3. 开启 主题，使用该主题为启动菜单的背景。

窍门：您也可以把图片拖拽到预览窗口，来更换启动菜单的背景。

开发者模式

进入开发者模式您可以使用 root 权限，执行 sudo 操作，安装和运行未在应用商店

上架的非签名应用。但可能破坏系统完整性，且不再享有官方报修服务，请谨慎

加入。系统默认未进入开发者模式。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单击 开发者模式，单击 进入开发者模式 按钮。

 若选择在线模式，请先登录 Union ID 帐户。仔细查看开发者模式免责声明，

了解注意事项后，勾选 同意并进入开发者模式，单击 确定。待系统下发证书

后，按钮变为 已进入开发者模式。

 若选择离线模式，根据提示下载证书，待系统导入证书后，即可进入开发者模

式。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现在重启， 重启系统后开发者模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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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进入开发者模式后不可退出或撤销。系统所有帐号都将拥有 root 权限。

用户体验计划

用户体验计划会收集您的硬件信息、应用信息和系统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用户的使用习惯，进而改善和提升用户体验。为了更好地使用该系统，建议您开

启用户体验计划。当然，您可以随时参与或退出该计划。

1. 在控制中心首页，单击 。

2. 打开 用户体验计划 开关，了解用户体验计划许可协议。

3. 若同意，勾选 同意并加入用户体验计划，单击 确定。

三.6 窗口管理器

窗口管理器可以在不同的工作区内展示不同的窗口内容。通过窗口管理器您可以

同时使用多个桌面，以便对桌面窗口进行分组管理。

说明： 只有在控制中心 > 个性化 > 通用界面，开启了窗口特效功能后，才支持运行窗口管理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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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您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四指/五指向上移

动显示多任务视图，紧接着向下移动隐藏多任务视图， 对应 Super + S 快捷键。

三.6.1 打开工作区

工作区将您的桌面窗口进行分组管理，通过划分工作区可以增大您的工作区域。

按下Super + S 组合键，或单击  打开工作区界面。

说明：如果您使用的是触屏电脑，可以使用触屏手势代替鼠标操作：从屏幕底部划入超过任务

栏高度，打开工作区。

三.6.2 添加工作区

在工作区界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添加工作区。

 单击工作区上方的 +。

 按下键盘上的 AIt + + 组合键。

说明：当您添加的工作区达到最大值时，将不能再添加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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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3 切换工作区

在桌面和工作区界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切换工作区。

 在桌面，按下键盘上的 Super +  /  组合键，切换到上一个/下一个工作

区。

 在桌面，按下键盘上的 Super + 数字键 (1-4) ， 切换到指定顺序的工作区。

 在工作区界面，滚动鼠标滚轮切换到上一个/下一个工作区。

 在工作区界面，单击对应的预览窗口或按下数字键（1-4）来切换到指定工作

区。

说明：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您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四指/五指向左或

向右移动，切换到前一个或后一个工作区，对应 Super + Left 或 Super + Right 快捷键。

三.6.4 删除工作区

当您执行删除工作区操作后，该工作区中的所有窗口将自动转移到相邻的工作区

中显示，当桌面环境中只存在一个工作区时，将不能执行删除工作区的操作。

 在工作区界面，单击 X 删除工作区。

 在工作区界面，按下键盘上的 AIt + - 组合键。

 鼠标将某个工作区向上拖拽出屏幕，删除当前工作区。

三.6.5 退出工作区

当您在工作区界面完成相关操作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退出工作区。

 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

 在当前工作区界面区域外的任意位置单击一下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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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按下键盘上的 Super + S 组合键。

三.6.6 查看所有窗口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工作区的所有窗口。

 按下键盘上的 Super + A 组合键，查看所有工作区的窗口。

 按下键盘上的 Super + W 组合键，查看当前工作区的窗口。

三.6.7 移动工作区窗口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移动窗口到另一工作区。

 在工作区界面，拖拽窗口到指定的工作区。

 在桌面，按下键盘上的 Super + Shift +  /  键，将当前窗口移动到上一

个/下一个工作区。

 在桌面，按下键盘上的 Super + Shift +数字键，将当前窗口移动到对应顺序

的工作区。

 在桌面，按下键盘上的 AIt + Space 或在窗口标题栏上单击右键，打开窗口快

捷操作菜单，选择 总在可见工作区，或 移至右边的工作区 或 移至左边的工作

区，将当前窗口移动到指定的工作区。

窍门：在窗口快捷操作菜单，您还可以选择最小化，最大化，移动窗口，改变窗口大小，置顶

窗口和关闭窗口。

三.6.8 切换桌面窗口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切换当前工作区的桌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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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切换相邻窗口

同时按下 AIt + Tab 并快速释放，快速切换当前窗口和相邻程序窗口；

同时按下 AIt + Shift + Tab 并快速释放，快速反向切换当前窗口和相邻程序窗口。

快速切换同类型窗口

同时按下 AIt +  并快速释放，快速切换当前同类型窗口；

同时按下 AIt + Shift +  并快速释放，快速反向切换当前同类型窗口。

切换所有窗口

按住键盘上的 AIt 键不放，连续按下键盘上的 Tab 键，所有窗口依次向右切换显

示；

按住键盘上的 AIt + Shift 键不放，连续按下键盘上的 Tab 键，所有窗口依次向左

切换显示。

切换同类型窗口

按住键盘上的 AIt 键不放，连续按下键盘上的  键，当前同类型窗口依次向右切

换显示；按住键盘上的 AIt + Shift 键不放，连续按下键盘上的  键，窗口依次

向左切换显示。

三.6.9 窗口分屏

使用窗口分屏，让多个应用和任务窗口同时显示在大屏幕上，既充分利用了大屏

幕的空间，又能减少在多个应用窗口之间频繁切换，提高您的工作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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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拽窗口到屏幕左侧或者右侧，当光标接触到屏幕左右侧边缘时，会出现一

个透明的白色背景，释放窗口，窗口将吸附在屏幕左半边或右半边。

窍门：要取消窗口分屏，只需将窗口从屏幕一侧拖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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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用软件

四.1 中文输入法

四.1.1 概述

中文输入法是一款满足多类型终端在不同场景使用的输入法，支持拼音、五笔、

手写和语音输入方式，同时支持实体或虚拟键盘输入等。 

四.1.2 使用入门

切换输入法

1. 系统会预装中文输入法，单击右下角托盘上的 进入输入法配置页面。

2. 单击 输入法，选择中文输入法，托盘中输入法图标变为 ，则表示切换成功。

四.1.3 状态栏

中文输入法切换成功后，屏幕右下角会出现状态栏。在状态栏中，可进行以下设

置。

拼音&五笔：中文输入法在键入中文时，可选择拼音或五笔方式键入，默认为拼音。

中文&英文：选择键入的内容形式，默认为中文。

半角&全角：中文输入法对键入的非汉字数字及字符内容，输出时进行全、半角格

式的转换，默认为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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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英文标点：选择键入的标点形式，默认为中文标点。

手写输入：单击 ，进入手写输入界面，可实现屏幕手写输入，支持单字手写

和多字行写。同时提供标点、数字及字母键，可用鼠标单击键入。手写输入适用

于物理及虚拟键盘使用场景。

全拼&双拼：中文输入法在拼音输入的状态下，可以进行全拼、双拼的转换，默认

为全拼。

简体&繁体：中文输入法在输出中文的状态下，输出时进行简繁体的转换，默认为

简体。

语音输入：单击 ，进入语音输入界面，可实现语音转文字功能。

四.1.4 属性设置

将光标放在状态栏上并单击右键，选择 属性设置，你可以进行基本设置、词库设

置、快捷键设置、拼音及五笔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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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在基本设置界面，可以选择输入模式，候选词、字体状态栏等设置。

• 输入模式：可选择拼音或五笔输入。

• 候选项数：候选项数可选择 3到 9，默认为 5，并选择横排或竖排显示。

• 字体状态栏设置：可设置字体的大小，并选择是否隐藏状态栏。单击 打开输

入法管理，进入输入法配置界面。可以对系统中已安装的输入法进行设置，

包括快捷键、外观等，系统新安装的输入法也会同步显示到该应用的输入法

列表中。

 

• 民族语言输入：支持少数名族语言输入，当前可选择藏文或维吾尔文输入。

• 识别语种：在语音输入的状态下，选择语音可识别的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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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库设置

自定义短语

单击添加按钮 ，可以将常用的短语自定义为简单的小写字母，提高输入效率。

比如输入“a”，“我爱中国”则显示在候选框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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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词库

系统自带了部分词库，单击添加按钮  ，可以下载到本地使用。

用户词库管理

用户词库是每个人专有的词库，记录的是手动或自动造的词句。单击 清除使用数

据 后，再次输入常用的词句后候选框中可能不会直接显示出来，需要一个个去选

择，这样会降低输入效率。

注意：请谨慎操作，用户词库被删除后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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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设置

在快捷键设置界面，您可以设置翻页按钮及其他快捷键，如拼音五笔切换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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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设置

特殊习惯

拼音输入方式有全拼和双拼，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选择使用，如果选择 双拼，可

以设置双拼方案。

模糊音

在使用拼音输入时，将部分容易混淆的音节相互通用，可以部分提高输入效率。

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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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置

开启 智能纠错 后，可以规避输入过程中的小错误。即使字形或拼写错误也能列出

正确的备选词语，从而提高打字效率。

五笔设置

输入风格

• 五笔拼音混输：勾选后，以五笔编码为汉字高优先级选项。当五笔编码的汉

字较少时，候选框可同时显示五笔编码和拼音编码汉字。

• 纯五笔：勾选后，没有拼音辅助功能，纯五笔输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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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习惯

• 四码唯一时自动上屏：勾选后，当输入四码后显示结果唯一，则自动上屏。

用户登录

登录 Union ID后，可将用户词、自定义短语及输入法配置备份至云端。在重装系

统或使用其他电脑时，可将备份的内容恢复至本地，让您的输入习惯无时无刻伴

随您，有效的提高输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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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5 符号大全

将光标放在状态栏上并单击右键，选择 符号大全。可选择使用标点符号、数字序

号、运算/单位等各种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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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6 设置向导

将光标放在状态栏上并单击右键，选择 设置向导，进入个性化设置向导界面，设

置内容可参考属性设置。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177

                                                                                       常用软件

四.1.7 帮助中心

将光标放在状态栏上并单击右键，选择 帮助中心-关于输入法，可以查看中文输入

法的版本等信息。

四.2 邮箱

四.2.1 概述

邮箱一款简单好用的邮件管理应用程序。支持 IMAP 和 POP3协议，可同时管理多

个邮箱帐号。

四.2.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邮箱，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邮箱

1. 单击任务栏上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邮箱按钮  ，单击打开邮箱 。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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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邮箱

•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  ，退出邮箱。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邮箱。

•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邮箱。

四.2.3 登录

1. 打开邮箱，在邮箱登录界面输入邮箱帐号、密码或授权码后，单击 登录。

 

2. 程序会自动检测输入的邮箱后缀是否在服务器数据库中：

– 如果邮箱后缀在服务器数据库中，则可直接登录；

– 如果邮箱后缀不在服务器数据库中，则需单击 手动配置 手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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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QQ 邮箱、网易邮箱（163.com及 126.com）、新浪邮箱等需要开启 POP3/IMAP/exchange

等服务后才可以在邮箱中使用。开启服务后，服务端会产生授权码。在登录界面输入邮箱帐户及授
权码即可登录邮箱。如果登录失败，单击 查看帮助 则可查看帮助信息。

四.2.4 主界面

邮箱主界面由邮箱帐户、邮箱目录、邮件列表、邮件正文、写邮件、收邮件、搜

索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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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
1 写邮件 可以快速写邮件

2 通讯录
展示通讯录列表及联系人的信息，同时可补充联系人电话号码、
地址等信息

3 收邮件 从服务器同步邮箱数据，包括邮件，地址簿，日历等信息。
4 搜索 快速查找含该关键字的所有邮件。

5 邮箱帐户
展示添加的所有邮箱帐户列表。

6 邮箱目录
邮箱目录用于分类整理邮件数据，不同类别的邮箱目录可能不
同。除了通用固定目录外，其他的就是用户个人创建的目录。

7 邮件列表 展示邮箱目录下的所有邮件，显示内容包括：发件人、主题、摘
要、发件时间及标星状态。

8 邮件正文 展示邮件标题、收发件人信息、时间及正文内容。

四.2.5 写邮件

1.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写邮件按钮 ，进入写邮件界面。

2. 输入收件人邮箱帐号，或单击 从通讯录添加收件人，还可以选择抄送或

密送。

3. 邮件正文支持富文本编辑，包括插入图片、链接等功能，还支持签名功能。

4. 编辑完成后，单击 发送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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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6 收邮件

收邮件是从服务器同步邮箱数据，包括邮件，地址簿，日历等信息，系统默认每

15 分钟同步 1次邮箱数据。以下介绍两种收邮件的方式：

• 选中邮箱帐户，单击收取邮件按钮 。

• 选中邮箱帐户并单击右键，选择 收取邮件。

四.2.7 查看邮件

1. 在邮件列表中选中邮件后，邮件正文区域展示该邮件的信息，包括邮件主题、

收发件人信息、时间及正文内容。

2. 单击发件人或收件人邮箱，可查看收发件人的详细信息及往来邮件，还可以

将他们添加到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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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邮件正文区域，可以对邮件进行编辑、转发、标星、移动、删除等操作。

 

四.2.8 筛选邮件

邮件筛选功能可以帮您快速的找到需要的邮件。

1. 单击 所有邮件，显示筛选条件为：所有邮件、未读邮件、星标邮件、含附件

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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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后，邮件列表只显示符合条件的邮件。

 说明：如果需要更精确的搜索，可以直接单击 输入关键字搜索邮件。 

3. 在邮件列表中可以选择单个或多个邮件。

• 选中单个邮件：鼠标左键单击邮件即可选中单个邮件；

• 选中多个邮件：

– 按住 Ctrl 键，用鼠标左键依次单击邮件，可选中的多个邮件；

– 用鼠标左键单击A 邮件，然后按住 shift 键 ，再用左键单击B 邮件，

可选中从A到B之间的所有邮件。

四.2.9 删除邮件

删除邮件可以选择单个删除或批量删除，一般删除的邮件会存放到 已删除 目录，

还可以选择永久删除。

单个删除

单个删除邮件有两种方式，删除后的邮件会存放到 已删除 目录。

• 在邮件列表选中邮件并单击右键，选择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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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邮件正文中，单击删除按钮 。

删除完后，可以在 已删除 目录中永久删除邮件。

批量删除

选中要删除的邮箱目录并单击右键，选择 批量删除，你可以根据时间范围，如删

除一周前，一个月前的邮件等。

四.2.10 导入邮件

在邮箱目录列表中，选中邮箱目录并单击右键，选择 导入邮件。弹出文件管理器

窗口，选择需要导入的邮件后，单击 打开 即可导入到指定目录。

四.2.11 导出邮件

导出邮件可以单独导出，也支持批量导出。

单个导出

单个导出邮件有两种方式：

• 在邮件列表选中邮件并单击右键，选择 导出。

• 在邮件正文中，单击更多操作按钮 后，选择 导出。

在文件管理器中选择存储路径后单击 保存。

批量导出

选中指定的邮箱目录并单击右键，选择 导出邮件，弹出文件管理器窗口，选择存

储路径后单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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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12 通讯录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通讯录按钮 ，进入通讯录界面。可查看通讯录列表及联

系人的信息，同时可补充联系人电话号码、地址等信息，单击 还可添加新联

系人。

四.2.13 主菜单

在邮箱主菜单中，您可以进行邮箱设置、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等操作。

设置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 。进入邮箱设置界面，可进行帐号设置、基本设置、反垃

圾设置及高级设置。

帐号设置

邮箱帐号：增加或删除邮箱帐号，单击 添加帐号，可继续添加新的邮箱帐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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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编辑 后，可选择删除邮箱帐号。

邮箱信息：显示发件人头像、姓名及邮箱协议，还可以更换头像及服务器设置。

签名：主要是向收件人提供更多联系信息，以及额外的品牌展示信息。您可以根

据需求选择公司签名、个人签名或自定义签名。

基本设置

快捷键：邮箱中常用操作的快捷键。

常规设置：邮箱开机启动、收件提醒及收件时间间隔等的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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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垃圾设置

黑名单：在黑名单列表里的邮箱发过来的邮件全部拒收，可添加、导出及导入黑

名单。

白名单：在白名单列表里的邮箱发过来的邮件全部接收，可添加、导出及导入白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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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基于邮箱数据安全考虑，建议开启安全锁，设置开启密码。当鼠标和键盘超过 15

分钟未操作，邮箱将自动锁定，唤醒时需要输入开启密码。

恢复默认

单击 恢复默认 ，可恢复当前页面为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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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1.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 ，查看关于邮箱的帮助手册，让您进一步了解和使用邮箱。

关于

1.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关于邮箱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邮箱主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四.3 联系人

四.3.1 概述

联系人是基于网络帐号的联系人通讯管理软件，支持多人视频会议、屏幕共享等

功能，可以极大的方便用户讨论沟通，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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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联系人应用，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联系人

1. 单击任务栏上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通过浏览找到  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关闭联系人

• 在联系人界面，单击 ，退出联系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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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联系人应用。

• 在联系人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联系人应用。

四.3.3 登录

运行 联系人 应用后，将自动调用操作系统 Union ID 界面。

注册

运行 联系人 应用后，将自动调用操作系统 Union ID 界面。如果没有 Union ID 帐

号，可通过以下方式注册。

1. 单击 立即注册 超链接后，成功调用操作系统中的默认浏览器，并打开注册页

面。

2. 根据页面提示，输入相关信息进行 Union ID 注册。

3. 注册完成后，可返回登录界面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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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密码

单击 联系人 应用后，将自动调用操作系统 Union ID 界面。如果忘记登录密码，

可通过以下方式找回。

1. 单击 忘记密码？ 超链接后，成功调用操作系统中的默认浏览器，可以重置密

码。

2. 成功找回密码后，可返回登录界面进行登录。

自动登录

前提：操作系统 Union ID已登录。

1. 运行 联系人 应用后，系统将自动登录联系人主界面，不需要输入帐号和密码。

手动登录

前提：操作系统网络帐号未登录。

1. 运行 联系人 应用后，弹出 Union ID 对话框。

2. 输入网络帐号和密码，验证通过后。同步完成联系人客户端登录，并跳转至

联系人主界面。 

四.3.4 联系人

在联系人主界面，单击 ，进入联系人界面。

搜索

搜索前提：已经添加了好友或创建群组。

1. 在搜索框中输入想要搜索的好友网络帐号、好友昵称、好友备注、群名称，

可以快速的找到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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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搜索对象与网络帐号呈一定相关性，非陌生人对象。

新的朋友

主要显示请求加你为好友的联系人信息。

1. 当自己被别人添加为好友时，会弹出红色的角标提示。

2. 单击 新的朋友，可选择 同意 或 拒绝 添加此好友，同时还可以查看历史好友

添加的记录。

好友

添加好友分组

系统有一个默认好友分组，如果想添加其他的好友分组，可进行以下操作。

1. 右键单击 好友 或其对应的  按钮，选择 添加好友分组。

2. 输入名称后按 Enter 键保存设置。如果需要修改名称，可单击右键选择 重命

名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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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好友分组

1. 选择需要删除的好友分组，单击鼠标右键或其对应的  按钮，选择 删除分

组。

2. 弹出确认框，单击 确定，选定的组将被删除，组内的好友则会移动至默认好

友分组。

添加好友

添加好友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主界面单击 ，选择 添加好友；第二种是选择

一个好友分组，单击右键选择 添加好友；第三种是在对应好友分组后单击 ，

选择 添加好友。

1. 选择 添加好友。

2. 输入用户名、邮箱或者手机号，点击  查找好友，查找成功后会在列表中

出现，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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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弹出好友请求页面，选择好友分组，输入请求信息，单击 发送。

4. 好友同意请求后，在分组中可以看到好友信息，说明添加成功。

5. 添加成功后，可修改备注名。

说明：支持唤起桌面语音助手来添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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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信息

1. 在好友列表中，选中需要查看的好友，会显示详情信息页面。

2. 好友信息包括帐号、备注名、手机及邮箱信息，还可以推荐好友名片、发起

聊天、创建视频会议。

移动好友

1. 选择需要移动的好友，单击右键选择 移动好友至。

2. 选择新的好友分组，即可完成移动。

删除好友

1. 选择需要删除的好友，单击右键选择 删除好友。

2. 弹出确认框，单击 确定，选定的好友将被删除。

创建会议

1. 前提：好友在线，会议才可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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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可创建视频会议。

发起好友聊天

1. 选择一个好友，在查看好友信息界面点击 ，发起群聊天。

2. 在聊天窗口中您可以发送表情、截图、发送文件、推荐好友名片、查看历史

消息、发起视频会议等。

– 在查看历史消息界面，输入关键字搜索聊天记录； 点击  清空所

有聊天记录。

– 点击聊天界面上的 ，可查看好友详情和创建新群。

– 在左侧聊天列表中，右键点击好友名称，选择 置顶，将好友消息置顶；

选择 消息免打扰，该好友发来的消息不会有提醒；选择 删除，将该好

友从聊天列表中删除。

群

添加群分组

系统有一个默认群分组，如果想添加其他的群分组，可进行以下操作。

1. 鼠标右键点击 群 或其对应的  按钮，选择 添加群分组 。

2. 输入群分组名称后按下键盘 Enter 键保存设置。如果需要修改名称，可单击

右键选择 重命名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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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群分组

1. 选择需要删除的群分组，单击鼠标右键或其对应的  按钮，选择 删除分组。

2. 弹出确认框，单击 确定，选定的组将被删除，组内的群则会移动至默认群分

组。

创建新群

创建新群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主界面单击 ，选择 创建新群；第二种是选择

好需要的群分组，单击右键选择 创建新群；第三种是在群分组后单击 ，选择 

创建新群；创建成功后，群成员也会出现此群，并被分到 默认群分组。

1. 选择 创建新群。

2. 自定义群名称，从好友分组勾选加入群组的好友。

3. 单击 确定，创建成功，可以在默认群分组中查找新建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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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信息

1. 在群列表中，选中需要查看的群，会弹出详细信息页面。

2. 群信息主要为群名称、群公告、创建日期、邀请模式和群成员，还可解散群

及转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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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群

1. 选择需要移动的群，右键单击 移动群至。

2. 选择新的群分组，即可完成群移动。

解散群

1. 当不需要某群的时候，可以选择解散群。

2. 选中需要解散的群，单击 。

3. 单击 确定 后，该群就被解散了，同时群成员的群列表中也会自动删除此群。

说明：只有群创建者可以解散群，群成员只能选择退出群。

转让群

1. 选中需要转让的群，单击 。

2. 搜索或浏览被转让的好友，勾选后单击 确定，界面显示只有退出群的权限，

说明转让成功。

创建群会议

1. 单击 ，创建视频会议。

2. 勾选参会的成员，设置会议属性，单击 确定。

3. 会议创建成功，可以在会议界面查看。

发起群聊天

1. 选择一个群，在查看群信息界面点击 ，发起群聊天。

2. 在聊天窗口中您可以发送表情、截图、发送文件、推荐好友名片、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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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发起视频会议等。

– 在查看历史消息界面，输入关键字搜索聊天记录； 点击  清空所

有聊天记录。

– 点击聊天界面上的 ，可查看群详情和群成员个人信息；点击 退

出群 退出该群。

– 在左侧聊天列表中，右键点击群名称，选择 置顶，将群消息置顶；选

择 消息免打扰，该群发来的消息不会有提醒；选择 删除，将该群从聊

天列表中删除。

四.3.5 会议

在联系人主界面，单击 ，进入会议界面。

说明：支持唤起桌面语音助手来发起视频会议、预约视频会议、邀请好友加入视频会议等。

搜索

1. 搜索前提：已经创建了会议或会议已经结束了。

2. 搜索方式有两种，通过会议室号码或会议名称。

– 通过会议室号码搜索：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固定的会议室号码，搜索会

议号就是搜索其他人邀请你开过的所有会议，显示结果可能会有多个。

– 通过会议名称搜索：会议名称命名可以重复，搜索会议名称时，显示

结果可能会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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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会议

1. 单击 ，可创建会议。

2. 弹出创建会议的信息，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设置。

– 会议名称：可以自己设置会议名称，也可用默认会议名称。

– 会议室号：每个用户只有一个固定的会议室号，不可设置。

– 开始时间：会议可以立即开始，也可预约。如果想要立即开始会议，

就打开 立即开始 开关；如果想预约会议，则选择预约时间。

– 时长：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会议时长，建议选择时长大于实际会议时长。

会议时间达到设置时间后，会议将自动退出。

– 会议密码：可选择设置会议密码共享给与会成员，没有密码的人无法

进入会议，保证会议的安全性。

– 会议模式：会议模式包含“允许客人拨入”、“参会者邀请”和“创建者邀

请”三种，模式的权限从小到大。

• 允许客人拨入：将会议室号与密码共享给客人，客人单击 快速

参加会议，输入会议室号码及密码接入会议。进入会议后，可

以邀请其他人参加会议。

• 参会者邀请：参会者有邀请其他人参加会议的权限。

• 创建者邀请：参会者只能被创建者邀请才可以加入会议。

– 参会方数：设置参数人数，普通用户参数方数最多 10 人。

– 邀请成员：可从左侧好友列表中选择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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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参加会议

快速参加会议功能对应的是 允许客人拨入 这种会议模式。

1. 单击 快速参加会议，弹出对话框。

2. 输入会议室号码及密码，选择是否关闭摄像头或麦克风后，单击 参加，即可

接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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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进行中

进入会议后，会议发起者可进行如下会议设置。

• 静音 ：可设置麦克风是否静音，默认麦克风开启。

• 关闭视频 ：可设置摄像头是否关闭，默认摄像头开启。

• 屏幕共享 ：可设置屏幕是否共享，共享后其他参会人可以看到你的屏幕。

• 会议控制 ：主要是控制会议秩序，不同角色的人会议控制功能不同。

 会议发起人权限

– 关闭/开启全场麦克风； 

– 关闭/开启指定参会人麦克风； 

– 允许/禁止全体参会者自行开启麦克风；

– 设定/取消设定参会人为主持人（可设置多人）； 

– 取消参会人的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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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权限

– 关闭/开启全场麦克风；

– 关闭/开启指定参会人麦克风； 

– 允许/禁止全体参会者自行开启麦克风；

– 取消参会人的举手。

 参会人权限

– 举手/取消举手。

 

• 会议邀请 ：会议创建者可通过此功能邀请其他人参加会议。

• 画廊视图 ：视频会议窗口可分为演讲者视图和画廊视图，演讲者视图是一

主数从；画廊视图是均匀分布，支持 2*2 分布，如果窗口超过４个，则根据语

音激活排序先后进行跳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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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设置麦克风、扬声器、摄像头及静音时是否通知。

 

• 关闭会议 ：创建者关闭会议后，整个会议就结束，参会者无关闭会议权限。

• 挂断会议 ：会议挂断后，实际会议并没有结束，还可以再次进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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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主要展示会议室列表及信息，会议室列表中默认生成 我的会议室。

• 会议号码：当第一次运行联系人应用时，就会生成一个会议室号码，每个用

户的会议室号码都是固定的。

• 方数限制：普通用户的会议室最多为 10 人。

• 会议室授予：可以将自己的会议室授权给其他人，其他人就可以使用被授权

的会议室创建视频会议，并出现在 会议室 列表中。

待参加会议

主要展示待参加会议列表及会议信息。

• 会议号码：待参加会议的会议室号码。

• 会议时间：展示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及日期。

• 会议室模式：上文中已说明会议室模式及差异。

• 方数限制：当前会议允许接入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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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成员：展示会议参与人的信息。

• 分享：单击 ，可复制会议信息，发给其他参会者接入。

• 编辑：单击 ，可修改会议信息。

• 删除：单击 ，可删除待开始的会议。

历史会议

主要展示已经结束的会议列表及会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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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6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查看用户个人信息、进行基础设置、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

助手册等操作。

用户个人信息

1. 在联系人主界面，单击  。

2. 选择 用户个人信息，可查看用户个人信息，及购买服务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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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充值，在我的服务界面，您可以选择购买月卡、季卡或年卡，还可以查

看购买记录。购买服务套餐后，您有以下权益：

– 视频会议的与会人数扩大至 100 人；

– 单个会议室时长可以达到 12 小时；

4. 选好需要的服务套餐后，单击 立即购买，付费后即可体验相应的服务。

 

5. 购买成功后，在用户个人信息界面会显示套餐剩余天数，还可以续费。

设置

1. 在联系人主界面，单击  。

2. 选择 设置。

3. 设置麦克风、扬声器、摄像头及静音时是否通知，也可在会议中进行设置。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联系人主界面，单击 。

2. 选择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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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获取联系人的帮助手册，让您进一步了解和使用联系人。

1. 在联系人主界面，单击 。

2. 选择 帮助，查看联系人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联系人主界面，单击 。

2. 选择 关于。

3. 查看关于联系人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联系人主界面，单击 。

2. 选择 退出。

四.4 浏览器

四.4.1 概述

浏览器是一种用于检索并展示万维网信息资源的应用程序，可以用来显示万维网

或局域网等的文字、图像及其他信息，方便用户快速的查找各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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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4.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浏览器，或者创建浏览器的快捷方式。

运行浏览器

1. 单击任务栏上的启动器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浏览器  ，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说明 ：浏览器默认固定在任务栏上。您也可以单击任务栏上的  打开浏览器。

关闭浏览器

•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退出浏览器。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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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4.3 使用浏览器

设置默认浏览器

1. 当打开浏览器时，如果弹出“浏览器不是您的默认浏览器”提示框。

2. 单击 设为默认浏览器。

窍门：在控制中心中将浏览器设置为默认的网页程序，具体操作请参阅 默认程序设置。

标签页管理

在浏览器窗口，不仅可以打开、查看多个标签页，还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切换。

在窗口中添加新标签页

开启浏览器后，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添加新标签页：

• 在浏览器窗口顶部，单击右侧最后一个标签页旁边的  或右键单击选择 

打开新的标签页(T)。

•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打开新的标签页。

• 按下键盘上的组合键 Ctrl + T。

在新窗口中打开新标签页

开启浏览器后，打开新的窗口，会同时打开新标签页。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

打开新标签页：

• 单击标签页并将其拖拽出浏览器窗口，创建一个新的窗口。

•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打开新的窗口。

• 按下键盘上的组合键 Ctrl + N，打开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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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标签页中打开文件

开启浏览器后，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在新的标签页中打开文件。

• 从计算机的桌面上或文件夹中，将相应文件拖拽到浏览器标签页中。如果可

以打开该文件，光标将显示添加图标。

• 先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 + O，再在计算机中浏览并选择想要打开的文件。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链接

选择需要打开的链接，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单击链接，即可打开链接内容。

排列标签页

要更改标签页的排列顺序，请沿浏览器窗口顶部拖拽标签页。

• 要将标签页固定在左侧，请右键单击相应标签页，然后选择 固定标签页。已

固定标签页的尺寸较小，并且只显示网站的图标。

• 要取消固定标签页，请右键单击相应标签页，然后选择 取消固定标签页。

关闭标签页

选中对应的标签页，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关闭标签页。

• 单击 右上角 关闭标签页；

• 右键单击相应的标签页，然后选择 关闭标签页；

恢复标签页或窗口

如果您无意中关闭了某个标签页或窗口，右键单击标签栏，选择 重新打开关闭的

标签页(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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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关闭页面或应用

如果标签页、窗口或扩展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您可以在任务栏中右键单击  ，

选择 强制退出 将其强行关闭。

修改搜索引擎

1. 开启浏览器后，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进入搜索引擎修改界面。

– 将光标放在地址栏，单击右键，选择 修改搜索引擎(E)，在左侧选择 搜

索引擎。

– 单击  > 设置，在左侧选择 搜索引擎。

2. 单击 地址栏中使用的搜索引擎 旁边的下拉框，选择一个新的默认搜索引擎。

说明：如果您的默认搜索引擎突然发生变化，则表明您的系统可能已遭到恶意软件的攻击。

在浏览器上搜索网络信息

您可以使用浏览器在互联网上、书签列表和浏览记录中快速找到所需信息。

1. 在浏览器窗口，顶部地址栏中，输入需要搜索的信息，并在键盘上按下 Enter

键。

2. 您可以选择 网页、图片、新闻、视频 或 地图 进行查找。

在网页中搜索

您可以在计算机上的网页中查找特定字词或短语。

1. 在浏览器窗口，打开一个网页。

2. 在键盘上按下 Ctrl +F，在窗口的右上角出现的栏中输入搜索字词。

3. 按 Enter 键搜索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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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会以黄色突出显示匹配内容。您可以使用滚动条上的黄色标记查看所有

匹配内容在网页中的位置。

搜索字词或图片

您可以在网页上查找特定字词、短语或图片的更多相关信息。

1. 在浏览器窗口，打开一个网页。

2. 突出显示某个字词、短语或图片。

3. 在计算机上右键单击它。

4. 单击相应选项，即可使用您的默认搜索引擎开始搜索。

下载管理

可以将浏览器中的文件/图片下载保存到计算机或存储设备上。

下载文件

1. 打开浏览器，选择需要下载的网页。

2. 保存相应文件：

– 大多数文件：单击下载链接。或者，右键单击相应文件并选择 目标另

存为。

– 图片：右键单击相应图片并选择 图片另存为。

– 视频：将光标指向相应视频。单击  下载。如果您无法执行此操作，

则表明该视频的所有者或托管网站已禁止下载。

– PDF 文件：右键单击文件，然后选择 链接另存为。

– 网页：右键单击网页，然后选择 网页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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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系统提示，请选择用于保存该文件的位置，然后单击 保存。

可执行文件（.exe、.dll、.bat）：如果您信任相应文件，请单击 保存并确认。

如果您对下载文件的内容不信任，请单击 取消。

4. 下载完毕后，您将在浏览器窗口的底部看见该文件。单击文件名即可打开这

个文件。

要在计算机上查找文件，请单击文件名旁边的向下箭头 > 在文件夹中显示，

或单击“更多”图标 > 在 Finder 中显示。您下载的文件也会列在“下载内容”页面

中。

通过如下操作设置自动下载项。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2. 在“隐私和安全”区域，单击"网站设置"旁边的更多图标 >，进入“内容设置”窗口。

3. 单击 管理例外情况...。

暂停或取消下载

1. 在屏幕底部，找到要暂停或取消下载的文件。

2. 在屏幕底部相应文件名旁单击向下箭头或“更多”图标。

3. 单击 暂停、继续 或 取消。

下载文件存放路径设置

您可以在计算机上选择用于默认保存下载内容的位置，也可以在每次下载时选择

特定的目标位置。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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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下载设置，单击 更改... ，可以设置下载文件的默认存放路径。

窍门：如果您要在每次下载时选择具体的位置，请选中“下载前询问每个文件的保存位置”复选

框。

查看下载记录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可以查看过往的下载记录、查询下载文件。

• 要打开文件，请单击相应的文件名。系统会根据文件类型使用计算机默认的

应用打开该文件。

• 要从历史记录中移除某项下载内容，请单击文件右侧的“移除”图标 。系统

会将该文件会从 浏览器的“下载内容”页面中移除，但不会将其从计算机上移

除。

历史记录管理

查看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包含了浏览器使用期间内所访问的网站地址与具体时间。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历史记录。

2. 进入历史记录页面，单击 按浏览时间排序 或 按站点排序 查看历史记录。

手动清除浏览器缓存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历史记录。

2. 单击 清除上网痕迹，弹出清除历史记录窗口，您可以：

• 清除这段时间的数据，时间有：

– 过去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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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天

– 最近一周

– 最近四周

– 全部

• 清除浏览记录

• 清除新标签页快速访问记录

• 清除下载记录

• 清空缓存

• 删除 Cookie 和其他网站数据

• 清除已保存的自动填充表单数据

• 清除地址栏下列列表

• 退出浏览器时自动清除选中项

3. 如果勾选 退出浏览器时自动清除选中项，将弹出 清除上网痕迹 窗口，单击 

立即清除。

4. 单击 清除。

窍门：还可以单击  > 更多工具 > 清除浏览数据。

主页和启动页设置

您可以对浏览器进行自定义，使其在打开主页或启动页时显示任意网页。这两个

网页并不相同，除非您将二者设置为相同的网页。

• 启动页是在计算机上首次启动浏览器后看到的网页。

• 主页是单击“主页”图标  后进入的网页。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220

                                                                                       常用软件

如果您的启动页、主页或搜索引擎突然发生变动，则您的计算机上可能存在垃圾

软件。了解如何找到和移除您计算机中的恶意软件，并恢复您的浏览器设置。

设置启动页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启动时。

2. 在右侧“启动时”区域，您可以：

 打开主页：指示浏览器打开一个新的标签页。

 说明：默认情况下，打开新标签页，新标签页上会显示浏览器的徽标、搜索栏，

以及您最常访问的网站的缩略图。但您也可以为新标签页选择一个有趣的主题背景。

 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指示浏览器重新打开退出浏览器时正在浏览的网页。

系统会保存Cookie 和数据，因此您当时登录的任何网站（例如 baidu）都会

再次打开。如果不想自动登录到这些网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浏览器，单击  > 设置 > 隐私和安全。

2.  在“隐私和安全”区域，单击网站设置旁边的更多图标 >，进入 

内容设置 窗口。

3.  在“Cookie”区域，选择 仅将本地数据保留到您退出浏览器为止。

 打开特定网页或一组网页：指示浏览器打开任意网页。

 在打开特定网页或一组网页下方的文本框中添加、修改或删除网址。

如果在“显示”区域，勾选 显示“主页”按钮，“主页”按钮  便会显示在地址栏的

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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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启动页或主页相关的问题

如果您使用的是计算机，并且发现主页或启动页并不是您自己设置的网页，那么

您的计算机上可能存在恶意软件。了解如何阻止对 浏览器进行篡改。

如果使用的是单位或学校的浏览器，网络管理员可能会为您选择启动页或主页。

如果是这样，那么您无法进行更改。如需获取更多帮助，请咨询您的管理员。

收藏夹管理

添加书签

1. 打开浏览器，进入需要再次访问的网站。

2. 在地址栏右侧，单击收藏书签图标  。

3. 弹出添加收藏窗口，设置书签名称或新建文件夹并将书签放入文件夹，单击 

添加。

查找书签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管理收藏夹 。

2. 在收藏管理器顶部的搜索框中，查找书签。

修改书签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管理收藏夹 。

2. 在收藏管理器页面，选择一个书签，在书签所在行单击  或右键选择 修改，

即可修改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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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书签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管理收藏夹 。

2. 在收藏管理器页面，选择一个书签，在书签所在行单击  或右键选择 删除 ，

即可删除书签。

说明：如果需要修改或删除已经收藏的书签，您还可以在浏览器的窗口某个网页单击星形图标，

并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 修改 或 删除。

排列书签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管理收藏夹 。

2. 在收藏管理器页面，您可以向上或向下拖动书签，或将书签拖到左侧的文件

夹中。您也可复制并粘贴书签，使其按照您预期的顺序排列。

在浏览器中翻译网页

当您浏览的网页使用的是您看不懂的语言时，使用翻译功能协助理解网页内容。

1. 在浏览器窗口，转到以其他语言显示的网页。

2. 右键单击弹出快捷菜单，如选择 翻译中文 (简体) (T)。

如果无法正常翻译，请尝试刷新该网页。如果仍然无法正常翻译，请右键单击该

页面中的任意位置，然后单击 翻译[相应语言]。

通过浏览器进行打印

使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通过浏览器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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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标准打印机进行打印

1. 在浏览器窗口，选择需要打印的内容（网页、图片或文件）。

2. 右键单击弹出快捷菜单，选择 打印。

3. 在浏览器左侧显示打印窗口，选择目标打印机，然后更改打印所需的设置。

4. 准备就绪后，单击 打印。

查看源代码

开启浏览器后，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查看网页源代码：

• 单击  > 更多工具 > 查看源代码。

• 右键单击弹出快捷菜单，在其中选择 查看源代码。

审查元素

审查元素可以查看当前网页的 css、Javascript 和 html内容并且可以进行修改。

在浏览器窗口，右键单击弹出快捷菜单，选择 审查元素(N)。

注意：请勿用于非法途径。

启动开发者工具

当需要设计 UI或调试网站时，可以启用开发者工具。

•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更多工具  > 开发人员工具(D) 调出开发者工具。

• 按下键盘上的 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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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4.4 隐私和安全设置

Cookie 管理

通过浏览器可以对Cookie 进行设置，删除现有 Cookie、允许/阻止所有 Cookie，

以及对某些网站进行偏好设置。

Cookie 是访问的网站所创建的文件。Cookie 通过保存浏览信息来让您获得更轻松

的在线体验。借助 Cookie，网站可使您保持登录状态、记住您的网站偏好设置，

并为您提供本地的相关内容。

Cookie 分为：

• 由您访问的网站创建。相应网站会显示在地址栏中。

• 由其他网站创建。这些网站拥有您访问的网页上显示的某些内容（如广告或

图片）。

删除 Cookie

如果删除 Cookie，即会退出相应网站，已保存的偏好设置可能也会随之删除。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2. 在“隐私和安全”区域，单击"网站设置"旁边的更多图标 ，进入“内容设置”窗

口。

3. 在 Cookie 下方，单击 所有 Cookie 和网站数据...，弹出“Cookie 和网站数据”

窗口。

– 删除特定Cookie 和网站数据：搜索Cookie 和网站数据的名称，在该

网站的网址右侧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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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所有的 Cookie 和网站数据：单击 全部删除。

您还可以删除某个时间段内的 Cookie 和网站数据。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更多工具  > 清除浏览数据。

2. 在“清除历史记录”窗口，单击“清除这段时间的数据”旁边的下拉菜单，选择一

个时间段，如 过去一小时或过去一天。

3. 勾选 删除 Cookie 和其他网站数据，并取消选中所有其他项。

4. 单击 清除。

更改 Cookie 设置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2. 在“隐私和安全”区域，单击"网站设置"旁边的更多图标 ，进入“内容设置”窗

口。

3. 在 Cookie下方，您可以选择以下某项设置：

– 允许设置本地数据（推荐）：默认设置。

– 仅将本地数据保留到您退出浏览器为止：在使用浏览器期间保存浏览

器访问活动信息，但在退出浏览器后自动删除相应 Cookie。

– 阻止网站设置任何数据：阻止网站保存 Cookie，如果不允许网站保存 

Cookie，您将无法浏览大部分需要登录的网站。

– 阻止第三方 Cookie 和网站数据：允许来自所访问网站的 Cookie，但

阻止来自其他网站（这些网站拥有相应网页上显示的广告或图片）的 

Cookie。

– 阻止其他网站读取我的上网记录，保护隐私：系统将会阻止来自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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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所有 Cookie 和网站数据，即使相应网站在您的例外情况列表中

被设为“允许”也是如此。

4. 如果需要例外设置，可单击 管理例外情况...。输入对应网站地址，可选择允

许、退出时清除、禁止选项，并以此设置为准。

已保存的密码管理

如果您在某个网站上输入新密码，浏览器会询问您是否要保存此密码。如需保存，

请单击保存。

使用已保存的密码登录

如果您在之前访问某个网站时保存了该网站的密码，则浏览器可以帮助您登录。

1. 在计算机上，转到您曾访问过的某个网站。

2. 转到该网站的登录表单。

• 如果您为该网站保存了一组用户名和密码：浏览器会自动填写登录表单。

• 如果您保存了多组用户名和密码：请选择用户名字段，然后选择您要使用的

登录信息。

删除已保存的密码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2. 在“自动填充”区域，勾选 密码，并单击"密码"旁边的更多图标 ，进入 密码 

详情窗口。

3. 可查看已保存密码的网站及删除密码。

要清除所有已保存的密码，请参阅清除浏览数据，然后选择“管理已保存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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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停用保存密码的功能

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会询问您是否要保存密码。您可以随时启用或停用此功能。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2. 在“自动填充”区域，勾选或取消勾选 密码，以开启或关闭提示保存密码。

分享位置信息

如果允许网站知道您所在的位置，您将可以从这些网站获取更实用的信息。例如，

通过分享您的位置信息，您可以更快速地找到附近的餐厅。

允许网站知道您所在的位置

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会在网站尝试获取您的位置信息时询问您。要允许相应网站

知道您所在的位置，请选择允许。在分享您的位置信息之前，请先查看相应网站

的隐私权政策。

如果您在手机上使用 baidu 作为默认搜索引擎，那么在默认情况下，它会根据您

的位置信息搜索您在 baidu 中输入的内容。

更改默认的位置信息设置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2. 在“自动填充”区域，勾选 地址和其他信息，并单击“地址和其他信息”旁边的更

多图标 >，进入 自动填充设置 窗口。

3. 单击 添加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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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如何分享您的位置信息

如果您允许浏览器将您的位置信息分享给某个网站，浏览器会向 baidu 位置信息

服务发送信息，以便了解您的大致位置。随后，浏览器会将您的位置信息分享给

该网站。

使用摄像头和麦克风

您可以在浏览器中针对某些网站使用摄像头和麦克风。

1. 打开浏览器，转到要使用麦克风和摄像头的网站。

2. 看到系统提示时，选择 允许 或 屏蔽。

• 允许的网站：当您浏览网站时，网站就可以开始录制。如果您使用的是其他

浏览器标签页或其他应用，则网站无法开始录制。

• 已屏蔽的网站：某些网站在遭到屏蔽后将无法正常运行。例如，您将无法参

加视频会议。

更改网站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权限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2. 在“隐私和安全”区域，单击“网站设置”旁边的更多图标 >，进入“内容设置”窗口。

3. 在“麦克风”区域，您可以：

– 当网站要求使用您的麦克风时询问您（推荐）

– 不允许网站使用您的麦克风

4. 在“摄像头”区域，您可以：

– 当网站要求使用您的摄像头时询问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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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网站使用您的摄像头

解决麦克风的问题

如果麦克风不能正常工作，请尝试以下步骤：

1. 检查麦克风是否处于静音

如果您使用了耳机，请确保耳机线上的静音开关处于关闭状态。另外，请确

保您在网站（如 baidu）上没有处于静音状态。

2. 检查系统设置是否正常

请确保您的麦克风是默认录音设备，而且录音电平正确无误：

3. 联系制造商

如果您仍然遇到问题，请联系麦克风的制造商。

更改网站权限

您可以控制网站向您显示的内容，以及在您浏览网页时网站可使用的信息。

更改所有网站的设置

1. 在浏览器窗口，单击  > 设置 。

2. 在“隐私和安全”区域，单击“网站设置”旁边的更多图标 >，进入“内容设置”窗口。

3. 选择需要更新的权限，您可以更改：

• Cookie：Cookie 是您访问过的网站所创建的文件。Cookie 通过保存浏览信

息来让您获得更轻松的在线体验。详情请参阅Cookie      管理  。

• 图片：默认情况下，系统允许显示图片。

• JavaScript：JavaScript 有助于提高网站的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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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下载项：如果要从某个网站下载多个文件，请选择是否要自动下载这些

文件。

• 位置：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会询问您是否允许某个网站查看您的确切位置信

息。详情请参阅分享位置信息。

• 麦克风：某些网站可能会请求使用您的摄像头和麦克风。详情请参阅使用摄

像头和麦克风。

• 摄像头：某些网站可能会请求使用您的摄像头和麦克风。详情请参阅使用摄

像头和麦克风。

• 管理例外情况...：每个设置项都有管理例外情况设置功能，如果有网站权限需

要例外设置，可以进行设置。

四.5 文本编辑器

四.5.1 概述

文本编辑器是一个简单的文本编辑工具。您可以用它书写简单的文本文档，也可

以使用它的高级特性，让它成为一个代码编辑工具，支持代码语法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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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2 使用入门

运行文本编辑器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搜索或浏览找到文本编辑器 ，点击打开。

3. 在启动器中，右键单击文本编辑器图标，您可以：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退出文本编辑器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点击  ，退出文本编辑器。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点击主菜单  > 退出 来退出文本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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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文本编辑器。

查看快捷键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上，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您也

可以在设置界面查看快捷键。熟练地使用快捷键，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四.5.3 基本操作

新建文件

点击标题栏上的 ，按下组合键 Ctrl + N ，或者选择主菜单中的 新窗口 、新标

签页，都可以新建空白文档。

打开文件

您可采用以下方式打开文本文件，选中的文件将会在新标签页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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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拖动文件到文本编辑器界面或其图标上。

 右键单击文件，选择用文本编辑器打开。选择文本编辑器为默认打开程序后，

可直接双击打开。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点击  > 打开文件，选择文件。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使用 Ctrl + O 组合键，选择文件打开。

窍门：您可以一次打开多个文件。

保存文件

 使用 Ctrl + S 组合键保存当前文件。

 点击  > 保存，保存文件。

 您还可以使用 Ctrl + Shift + S 另存文件。

打印文档

在文本编辑器中使用打印，需要您连接并配置好打印机。

1. 点击  > 打印，也可以使用组合键 Ctrl + P 打开打印预览。

2. 在打印预览界面，您可以预览文件，选择打印机并设置打印页面。

3. 在打印预览界面，点击高级设置，可配置纸张大小、打印方式等相关参数。

4. 点击 打印 即可将文件发送到打印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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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标签页

在文本编辑器中，可以拖动同一个窗口内的标签页重新排序，也可以移出标签页

创建一个新的窗口，或者从一个窗口移到另外一个窗口中。

标签页快捷键

功能 快捷键

新标签页
Ctrl + T

下一个标签页
Ctrl + Tab

上一个标签页
Ctrl + Shift +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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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标签页
Ctrl + W

关闭其他标签页
Ctrl + Shift + W

恢复标签页（打开关闭的标签

页）

Ctrl + Shift + T

关闭文件

 使用 Ctrl + W 组合键关闭当前文件。

 移动光标到文件标题上，点击标题栏上的 x按钮或者点击鼠标中键，关闭当前

文件。

 右键单击文件标题，选择 关闭标签页 或者 关闭其他标签页。

 右键单击文件标题，选择 更多关闭方式：

– 选择 关闭左侧所有标签页，关闭当前标签页左侧所有的文件。

– 选择 关闭右侧所有标签页，关闭当前标签页右侧所有的文件。

– 选择 关闭未修改的标签页，关闭所有未修改的文件。

说明：如果您的文件中发生了变化而没有保存，文本编辑器会在关闭前提示您保存更改。

四.5.4 编辑文本

移动光标

除使用方向键和鼠标点击移动光标，您还可以使用以下快捷键迅速移动光标：

功能 快捷键

保存光标位置
Ctrl + Shift + >

重置光标位置（跳转到上次光标保存的位置）
Ctrl + Shif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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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移一个词 （光标向右跳过一个词） Ctrl + 右方向键

左移一个词 （光标向左跳过一个词） Ctrl + 左方向键

移动到行尾
End

移动到行头
Home

移动到文本结尾
Ctrl + End

移动到文本开头
Ctrl + Home

移动到行缩进
Ctrl + M

向右匹配 （光标移动到右括号的后面）
Alt + P

向左匹配（光标移动到左括号的前面）
Alt + N

切换大小写

此功能帮助您更改选中文本的大小写。您可以将选中文本全部改为小写字母，大

写字母，或者让首字母大写。

1. 选中待更改的文本内容。

2. 点击右键，选择 切换大小写。

3. 选择 大写/小写/首字母大写 选项。文本格式的更改会立即生效。

您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Alt + U/ L/ C 迅速切换大小写。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237

                                                                                       常用软件

高亮文本

文本编辑器支持高亮不同类型的文本。

点击底部状态栏最右侧的三角符号， 选择某种文本类型。若文本中有相应内容则

会自动高亮。

删除文本

除了向左或向右逐个删除字符外，您还可以使用以下快捷键迅速删除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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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快捷键

删除到行尾
Ctrl + K

删除当前行
Ctrl + Shift + K

向左删除一个词
Alt + Shift + N

向右删除一个词
Alt + Shift + M

撤销操作

如果在文本编辑时发生误操作, 您可以使用组合键 Ctrl + Z 取消这个操作， 或者在

右键菜单中选择 撤销。

查找文本

1. 使用组合键 Ctrl + F 可以在下方打开查找窗口。

2. 在查找窗口中输入您想要搜索的文本。

3. 点击 下一个、上一个 逐个查找，或使用 Enter 键查找下一个匹配项。

4. 按下 Esc 键或点击关闭按钮，关闭查找窗口。

窍门：如果您使用鼠标选中一段文本，然后按 Ctrl + F 进行搜索，则这段文本会自动出现在查

找窗口中。

替换文本

1. 使用组合键 Ctrl + H 可以在下方打开替换窗口。

2. 在替换窗口中输入您想要替换的文本以及新文本。

3. 点击 替换 逐个替换，点击 剩余替换、全部替换 一次性替换剩余的或所有的匹

配文本。点击 跳过 不替换当前匹配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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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 Esc 键或点击关闭按钮，关闭搜索窗口。

跳到行

使用该功能可以迅速跳转到任一行。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跳到行 或者使用 Ctrl + G ，输入行号即可跳转到相应行。

编辑行

您可以使用以下快捷键迅速编辑行：

功能 快捷键

向上插入一行（在上方插入一行）
Ctrl + Enter

向下插入一行（在下方插入一行）
Ctrl + Shift + Enter

复制并粘贴当前行
Ctrl + Shift + D

上移一行（与上一行交换位置）
Ctrl + Shift + Up

下移一行（与下一行交换位置）
Ctrl + Shift + Down

向上滚动一行
Super + Shift + Up

向下滚动一行
Super + Shift + Down

设置标记
Alt + H

取消标记
Alt + Shift + H

复制行
Super + C

剪切行
Super + X

合并行
Ctrl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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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关闭只读模式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文档，点击右键，选择 开启只读模式。

2. 在只读模式下，点击右键，选择 关闭只读模式。

语音朗读

在控制中心开启语音朗读、语音听写功能后，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1. 点击右键，选择 语音听写，用户通过麦克风语音输入后，转译文字将被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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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档中

2. 选择一段文字后，点击右键，选择 语音朗读，语音播报选中的文字。

 说明：当未选择文字时，右键菜单中 语音朗读 不可激活，处置灰状态。

文本翻译

1. 在“控制中心”>“辅助功能”中开启文本翻译，根据实际需要将语言设置为中译英

或者英译中。

2.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选择一段文本后，点击右键，选择 文本翻译，可将该段文

本内容翻译成目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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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编辑

通过列编辑功能为多行代码同时输入相同的内容，也可以同时删除多行内容，提

高您的工作效率。

 同时编辑多行内容：按住Alt 键不放，拖动鼠标选中多行后，编辑内容。

 同时删除多行内容：按住Alt 键不放，拖动鼠标选中多行后，右键选择 删除 

或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删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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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标记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鼠标右键选择 颜色标记，在其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

 添加标记：对某一行或某一段文本内容添加颜色标记；有 8种颜色按钮可以选

择。

— 将光标定在某一行，标记当前所在的行。

— 选中一段文本内容后，标记选中的文本内容。

 清除上次标记：清除上次标记操作。

 清除标记：清除当前所有标记。

 标记所有：将文本内容全部标记或对已选中的文本内容，在全文中标记匹配项；

有 8种颜色按钮可以选择。

— 将光标定在任意一行，将文本内容全部标记。

— 选中一段文本内容，在全文中标记匹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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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管理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您可以为任意一行的文本内容添加一个书签，将鼠标移至左

侧栏任意一行处会显示 ，添加成功后该行的书签图标会变为蓝色填充的图标

。

 添加书签

— 鼠标左键点击 ，为该行添加书签。

— 鼠标右键点击 ，选择 添加书签，为该行添加一个书签。

— 将光标定在文本中任意一行，使用组合键 Ctrl + F2 为该行添加一个书签。

 删除书签

— 鼠标左键点击已填充颜色的书签图标，直接删除该行书签。

— 鼠标右键点击已填充颜色的书签图标，选择 取消书签，删除该行书签。

— 鼠标右键点击书签图标，选择 清除所有书签，删除该文本的全部书签。

说明：鼠标移到左侧行号前面才会显示书签图标，移出书签区域，书签图标消失。出现书签图

标后再点击，该书签图标变成有填充颜色的图标，此时不管鼠标在不在书签附近，该图标一直显示。
  

注释管理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您可对扩展名为.cpp、.java、.py等代码类型的文件进行添加

注释的操作。 

 添加注释

— 选中一段文本内容，在右键菜单选择 添加注释。

— 选中一段文本内容，使用组合键 Alt + A 添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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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注释

— 选中一段文本内容，在右键菜单选择 取消注释。

— 选中一段文本内容，使用组合键 Alt + Z 取消注释。

 说明：支持不同代码语言的注释，具体以实际为主。例如 C，C#，Java 注释符号为 //，

Python 注释符号为 #。

四.5.5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 新建窗口、新建标签页、查找替换内容、保存文件、切换窗

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文本编辑器的更多信息。

设置

您可以对基础信息、快捷键和高级信息进行设置。

基础设置

1. 点击  > 设置。

2. 在基础设置选项，您可以选择：

— 设置字体样式，选择字体和字号。

— 勾选 自动换行，在编辑区自动换行。

— 勾选 代码折叠标志，在左侧栏显示 或者 按钮，右键点击按钮选择折叠/

展开当前层次或所有层次。

— 勾选 显示行号，在左侧栏显示行号。

— 勾选显示空白制符/制表符，显示文本中的空白字符和制表符，您也可手动输

入或删除空白字符和制表符。

窍门：您还可以使用 Ctrl + “+”/ “-”  来调节文本编辑器的默认字号。使用 Ctrl + 0 恢复默认字号。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246

                                                                                       常用软件

快捷键设置

1. 点击  > 设置，在 快捷键 选项查看当前快捷键。

2. 选择一种快捷键映射。

3. 您可以点击并重新输入快捷键，来自定义快捷键。

说明: 快捷键映射允许您选择某一种键盘快捷键。您可以使用标准快捷键，Emacs 快捷键，或自

定义快捷键，以符合您的使用习惯。

高级设置

1. 点击  > 设置。

2. 在 高级设置 选项，您可以设置：

— 窗口默认大小为：正常窗口，最大化或全屏。

— Tab 字符宽度：Tab缩进所占用的空间大小。

注意：点击设置界面上的 恢复默认，会将所有设置恢复到默认状态。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进一步了解和使用文本编辑器。

1.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文本编辑器的帮助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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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文本编辑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文本编辑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6 文档查看器

四.6.1 概述

文档查看器是系统自带的文档查看软件。不仅可以打开、查看文件，还可以对文

档进行添加书签、添加注释以及对选择的文本进行高亮显示等操作。

四.6.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文档查看器，或者创建文档查看器的快捷方式。

运行文档查看器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文档查看器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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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窍门：您可以在控制中心中将文档查看器设置为默认的文档查看程序，具体操作请参考 

默认程序设置。

关闭文档查看器

•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点击 ，退出文档查看器。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文档查看器。

•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文档查看器。

查看快捷键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上，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

地使用快捷键，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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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3 基本功能

文档查看器具备基本的文件管理功能，可以执行打开、保存、打印文件、管理标

签页、书签、注释等操作。

打开文件

文档查看器支持 PDF、DJVU格式，您可采用以下方式打开文件

• 直接将文件拖拽到界面或其图标上。

• 右键单击文件，选择 打开方式 > 选择默认程序，在程序列表中选择文档查看

器打开。

 窍门：直接双击文件会使用默认程序打开文件，您可以右键单击文件，在 属性 > 打开方

式 中选择一个默认程序，也可以到控制中心默认程序设置中去设置此类文件的全局默认程序。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dman:///dde#%E9%BB%98%E8%AE%A4%E7%A8%8B%E5%BA%8F%E8%AE%BE%E7%BD%AE


250

                                                                                       常用软件

• 在文档查看器初始界面，点击 选择文件。

•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使用 Ctrl + O 组合键，选择文件打开。 

保存文件

对当前正在编辑、修改的文档进行保存。

• 使用 Ctrl + S 组合键保存当前文件。

• 单击  > 保存 保存文件。

• 使用 Ctrl + Shift + S 或单击  > 另存为，另存文件。

打印文件

在文档查看器中使用打印，需要您连接并配置好打印机。

1. 在文档查看器中打开一个文档，在文档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打印，也可以

使用组合键 Ctrl + P 打开打印预览。

2. 在打印预览界面，您可以预览文件，选择打印机并设置打印页面。

3. 在打印预览界面，点击 高级设置，可配置纸张大小、打印方式等相关参数。

4. 点击 打印 即可将文件发送到打印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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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标签页

新增标签页

• 点击  > 新标签页，新增一个标签页。

• 当标签页达两个或两个以上时，可点击 + 按钮添加新标签页。

使用以下方式切换/调整标签页

• 支持在同一窗口内拖拽调整标签页排序。

• 支持点击  或  按钮，左右移动。

• 滚动鼠标支持自动切换标签页。 

• 当目前只有一个窗口时，双击文档或右击文档选择文档查看器方式，在该窗

口中打开文档。

窗口间的操作

• 支持拖拽标签页移出当前窗口，创建一个新的窗口。

• 支持拖拽标签页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中。

• 当目前有多个窗口时，双击文档或右击文档选择文档查看器方式，在最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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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窗口中打开文档。

多窗口多标签页拖拽规则：

• 同时拖拽多个文档到应用时，一个窗口打开多个标签页显示各个文档。

• 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应用窗口，每个窗口之间的标签页可以互相拖拽。

• 同一个文档只能在同窗口内打开一次，在多个窗口下，同一个文档也只能打

开一次。

• 当同一个文档没有做任何操作时，保存按钮置灰。

管理书签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打开一个文档。

• 添加书签

– 右键单击文档查看器中的文件页，选择 添加书签，可以为当前正在浏

览的页面添加书签。

– 将鼠标移至浏览页面右上角书签区域显示 ，点击书签图标为当前

页添加书签，书签图标变为蓝色填充色。

• 删除书签：

– 在已添加书签的页面，右键单击书签，选择 删除书签 来删除书签。

– 鼠标移到书签位置, 点击有填充颜色的书签，可以取消(删除)该书签。

 说明：鼠标移到书签位置附近才会显示书签图标。鼠标移出书签区域，书签图标消失。出

现书签图标后，再点击，书签图标变成有填充颜色图标，当书签图标为有填充颜色时，不管
鼠标有没有在书签附近，该图标一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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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注释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打开一个文档。

• 添加注释

– 使用选择工具选择文本内容后单击右键选择 添加注释，完成注释后被

选中的文本内容会被显示高亮。

– 在文档空白处或者需要添加注释的地方，单击右键选择 添加注释，完

成注释后该处会显示一个高亮注释图标。

 说明：

– 如果注释窗口不输入内容，直接点击其他区域，则添加注释不成功或该条注释自动删
除。

– 输入文本内容后，点击其他区域，注释内容自动保存，并且收缩成小图标的形式。

• 复制注释

– 在页面上，右键单击已完成注释的高亮文本内容，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复制，可以复制该条注释的全部内容。

– 在页面上，右键单击注释图标，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复制，可以复制该

条注释的全部内容。

– 点击 ，在左侧选择注释目录 ，选定一个注释，右键单击选择

复制，可以复制这条注释的全部内容。

• 显示注释 

1. 将鼠标悬停至注释图标上，在出现的浮框中显示部分注释内容。

2. 点击注释图标，弹出注释窗口，可以查看、重新编辑注释内容。

• 删除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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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点击已完成注释的高亮文本内容，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取消高亮，

可以删除该条注释内容。

– 右键点击注释图标，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删除注释，可以删除该条注释

内容。

– 在左侧选择注释目录 ，选定一个注释，右键单击选择 删除注释，

删除这条注释，对应页面上的这条注释内容也删除。

 说明：

– 支持在当前页移动注释图标。

– DJVU格式的文件不支持添加注释。

四.6.4 常用操作

文档查看器具备很多特色功能，这些功能都是为了让文件管理更加简单、高效。

搜索

目前搜索只针对当前标签页。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打开一个文档。

2. 在文档页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搜索 或使用快捷键 Ctrl + F 打开搜索窗口。

3. 在搜索框中，您可以：

– 点击 ，输入关键字。

4.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进行搜索。

– 当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侧边栏会显示全部搜索结果，文档中会高亮

显示匹配项。

– 当没有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侧边栏会显示“无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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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搜索到匹配信息后，点击搜索窗口的  或  可逐个查找上一个或下一

个匹配项。

6. 点击某条搜索结果，跳转到对应页面，该页面的搜索结果高亮显示。 

 注意：当有些 PDF 文档的文本编码成图片存储在文档中时是不可搜索的。 

7. 清除搜索框中的信息，即可清除搜索结果。 

 说明：DJVU格式的文件不支持搜索功能。

在文档中移动

您可以使用下列办法之一在文档的每页中移动：

• 使用鼠标滚轮向上或向下滚屏。

• 使用文档窗口的滚动条，向上或向下拖动滚动条。

• 使用您键盘的向上和向下键。

• 点击  > 工具 > 手型工具，页面上会显示 ，用鼠标拖挪页面，就像您正

在抓住页面那样。

快速翻页

您能够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在文档的页面中移动：

• 右键单击，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前一页 或 后一页 。

• 按下键盘上的  或  键。

• 转至指定页面：

– 输入页码数并按回车键。

– 如果您想直接浏览文档的开头或结尾：右键单击，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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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 或 最后一页。

切换目录

通过缩略图可以进行文档缩略图目录 、文档目录  、书签目录 、注

释目录  的切换。手动拖拽目录边框，缩略图跟随可拖拽宽度大小的变化而变

化。

全屏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全屏 或使用快捷键 F11，文档将以全

屏形式展示。

2. 将鼠标移到窗口顶部或者左侧区域，呼出顶部工具栏或侧边工具栏；将鼠标

移出区域外，工具栏自动隐藏。

3. 在全屏状态下，呼出侧边栏后点击缩略图 ，侧边工具栏会一直显示。

4. 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或使用快捷键 F11 退出全屏。

幻灯片放映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幻灯片放映，文档页面将以幻灯片形

式进行播放。

2. 点击  或  切换文档页面，也可以点击  停止播放。

3. 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退出播放。

放大和缩小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放大或缩小页面：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 或 Ctr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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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键的同时按住鼠标中键向上或向下滑动。

•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菜单栏，点击 “+ ”放大或 “-” 缩小 。

• 支持手动输入，工具栏缩略比例下拉框显示调整比例供选择：

10%、25%、50%、75%、100%、125%、150%、175%、200%、300%、4

00%、500%。文档跟着比例依次放大缩小。

 说明：如果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或触控板，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

– 在触控屏上：二指张开，放大文档；二指捏合，缩小文档。

– 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二指张开，放大文档；二指捏合，缩小文档。

设置高亮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选中文本，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高亮，此时有不同的高亮颜

色可供选择。 

 说明：如果文本还没有被高亮显示，则 取消高亮 显示菜单置灰。

2. 选定一种颜色，被选中的文本内容将以该颜色为底纹高亮显示。

3. 选中已经高亮显示的文本，点击 取消高亮，可以删除文字高亮显示效果。

 说明：

– 软件记住用户上次选择的高亮显示颜色，当下次用户再进行文本高亮显示操作时，默
认使用用户上次选择的高亮颜色。用户可以根据喜好切换可供选择的高亮颜色。

– DJVU格式的文件不支持高亮设置。

调整页面视图

在工具栏缩放比例下拉框中，您可以：

• 点击 双页显示，进入双页显示模式。

• 点击 默认大小，页面以 100%比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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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适合页面，当前窗口显示整页。

• 点击 适应高度，页面高度在视窗内全部显示。

• 点击 适应宽度，页面宽度在视窗内全部显示。 

适配窗口

使用以下方式之一适配窗口：

• 鼠标拖拽窗口时，文本需根据窗口拖拽大小等比例调整适配。 

• 切换窗口大小时，左边目录栏展示比例需根据窗口大小比例进行等比调整适

配。 

• 如果在高分屏的情况下，缩略图左边栏宽度需要与屏幕分辨率进行等比例适

配，需要适配高分屏的宽度值。 

旋转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打开一个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左旋转 或 右旋转，页面全部同时向左或向右旋转 90°。

说明：如果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或触控板，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

• 在触控屏上：二指放在文档区域并保持距离，同时旋转手指来旋转文档。

• 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二指放在文档区域并保持距离，同时旋转手指来旋转
文档。

查看文档信息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打开一个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文档信息，展示文档的属性相关参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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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5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新建窗口、新建标签页、保存文件、搜索文件、切换窗口主

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文档查看器的更多信息。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单击 。

2. 选择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打开并定位该文件存放在文件夹的位置。

放大镜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单击  。

2. 选择 放大镜，将鼠标移动到页面需要查看的区域，则该区域内容放大。

3. 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或单击右键，即可取消放大镜功能。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单击 。

2. 选择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文档查看器。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单击 。

2. 选择 帮助。

3. 查看关于文档查看器的帮助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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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单击 。

2. 选择 关于。

3. 查看关于文档查看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文档查看器界面，单击 。

2. 选择 退出。

四.7 截图录屏

四.7.1 概述

截图录屏是一款集截图和录制屏幕于一体的工具。在截图或者录制屏幕时，既可

以自动选定窗口，也可手动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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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7.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关闭截图录屏，同时还可以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截图录屏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截图录屏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

说明：如果截图录屏已经默认固定在任务栏上，您也可以点击任务栏上的 来运行。

关闭截图录屏

• 截图录屏会在截图结束后自动退出。

• 截图录屏会在录制结束后自动退出。

• 在截图录屏界面，点击 ，退出录屏。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 组合键 或 Esc 键。

• 在截图录屏界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保存 或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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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7.3 操作介绍

截图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快速截图：

• 使用键盘上的  键来截取整个显示器的屏幕。

• 使用各个应用软件如腾讯 QQ、Chrome 浏览器等软件的截图功能。

• 使用专业的截图软件来截取屏幕，如操作系统自带的录屏截图软件。

快捷键

通过快捷键来进行相关操作，省时又省力。

1. 在截图模式下，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打开快捷键预览界面。

2. 在快捷键预览界面，您可以查看到所有的快捷键。

选择截图区域

目前比较常用的有三种截图区域：全屏、程序窗口和自选区域。在截图时选中对

应的区域，在区域四周会出现一个白色边框，并且该区域会亮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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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当电脑多屏显示时，您也可以使用录屏截图来截取不同屏幕上的区域。

选择全屏

选择全屏是识别当前显示器的整个屏幕。

您可以通过操作以下步骤来选择全屏：

1.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Alt + A 组合键，进入截图模式。

2. 将鼠标指针移至桌面上，录屏截图会自动选中整个屏幕，并在其左上角显示

当前截图区域的尺寸大小。

3. 点击桌面，弹出工具栏。

4. 如果要退出截图，请点击工具栏上的 或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退出。

您也可以直接操作以下步骤来进行全屏截图：

• 如果您已经将录屏截图固定到任务栏，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然后选择截

取全屏 。

• 按下键盘上的  键，实现全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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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程序窗口

选择程序窗口是自动识别当前的应用窗口。

          

1.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Alt + A 组合键，进入截图模式。

2. 将鼠标指针移至打开的应用窗口上，录屏截图会自动选中该窗口，并在其左

上角显示当前截图区域的尺寸大小。

3. 点击窗口，弹出工具栏。

4. 如果要退出截图，请点击工具栏上的 或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退出。

选择自选区域

选择自选区域是通过拖动鼠标，自由选择截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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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Alt + A 组合键，进入截图模式。

2.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鼠标选择截图区域，在其左上角将实时显示当前截

图区域的尺寸大小。

3. 释放鼠标左键，完成截图，截图区域附近会弹出工具栏。

4. 如果要退出截图，请点击工具栏上的 或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退出。

调整截图区域

您可以对截图区域进行微调，例如放大或缩小截取范围，移动截图等。

放大/ 缩小截图区域

将鼠标指针置于截图区域的白色边框上，鼠标指针变为 。您可以：

•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鼠标来放大或缩小截图区域。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或  来上下扩展截图区域，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或  来左右扩展截图区域。         

移动截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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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指针置于截图区域上，鼠标指针变为 。您可以：

•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鼠标来移动截图区域的位置。

• 按下键盘上的 或 来上下移动截图区域，按下键盘上的 或 来左右

移动截图区域。

编辑截图

录屏截图自带的图片编辑功能，包括图形标记、文字批注等，完全可以满足您的

日常图片处理需求。您还可以给图片打上马赛克，保护您的隐私。

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编辑截图：

• 点击工具栏上的工具图标来编辑。

• 通过快捷键来快速切换各个编辑工具。

• 当选中截图区域后，点击鼠标右键来选择编辑工具。

绘制图形

您可以在截取的图片中绘制一些简单的图形，如矩形、椭圆等。

工具栏说明

在截图过程中，您可以点击工具栏及其对应属性栏上的各个图标以完成各项操作。

运行截图录屏，通过鼠标选中截图区域后，工具栏会自动显示。

注意：如果您已经对工具栏和属性栏中，如线条粗细、字体大小等进行了设置，录屏截图会记

住您的选择。当您下次启动录屏截图后，将默认使用该设置，您也可以重新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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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工具 椭圆工具 线条工具

画笔工具 文本工具 退出截图

矩形工具

         

1. 在截图区域下方的工具栏中，点击 。

2. 在工具栏展开面板中，选择矩形边线的粗细。

3. 将鼠标指针置于截图区域上，鼠标指针变为 。

4.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鼠标以完成图形区域的绘制。

5. 如果截图中包含了个人隐私信息，请点击工具栏展开面板中的  或 

来涂抹。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268

                                                                                       常用软件

             

椭圆工具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269

                                                                                       常用软件

         

1. 在截图区域下方的工具栏中，点击 。

2. 在工具栏展开面板中，选择椭圆边线的粗细。

3. 将鼠标指针置于截图区域上，鼠标指针变为 。

4.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鼠标以完成图形区域的绘制。

5. 如果截图中包含了个人隐私信息，请点击工具栏展开面板中的  或 

来涂抹。

直线和箭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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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截图区域下方的工具栏中，点击 。

2. 在工具栏展开面板中，选择线条的粗细。

3. 点击 或 ，在直线和箭头之间切换。

4. 将鼠标指针置于截图区域上，鼠标指针变为 或 。

5.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鼠标以完成图形区域的绘制。

画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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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截图区域下方的工具栏中，点击 。

2. 在工具栏展开面板中，选择画笔的粗细。

3. 将鼠标指针置于截图区域上，鼠标指针变为  。

4.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鼠标以完成图形区域的绘制。

如果需要绘制正方形、圆形等图形，您可以：

•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然后选择 ，绘制正方形。

•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然后选择 ，绘制圆形。

•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然后选择 或 ，绘制水平或垂直方向的直线

或带箭头的直线。

修改图形

如果您在截图中绘制了其他的图形，您可以对绘制的图形进行修改和移动。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272

                                                                                       常用软件

移动图形

1. 将鼠标指针置于图形的边线上，此时鼠标指针变为 。

2.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可以将图形移动到截图区域的任何位置。

3. 按下键盘上的  或  来上下移动图形，按下键盘上的  或  来左右移

动图形。

编辑图形

1. 将鼠标指针置于图形的边线上。

2. 点击鼠标左键，进入图形的编辑模式，您可以：

– 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删除图形。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Z 键，返回至上一步操作。

– 将鼠标指针置于编辑框上，此时鼠标指针变成 ，通过拖动鼠标指针，

来放大或缩小图形区域。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或  来上下扩展图形区域，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或  来左右扩展图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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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鼠标指针置于编辑框的  上，此时鼠标指针变成 ，通过拖动

鼠标指针，来旋转图形。

3. 在编辑框外点击鼠标左键，退出编辑模式。

添加文字批注

对截取的图片进行文字补充和说明，帮助他人更清楚的了解截取的图片。

           

1. 在截图区域下方的工具栏中，点击 。

2. 在工具栏展开面板中，选择字号来调整批注的字体大小。

3. 将鼠标指针置于截取的图片上，此时鼠标指针变为 。

4. 点击要添加批注的地方，将出现一个待输入的文本框。

5. 在文本框中输入文字。

修改文字批注

如果您已经添加了文字批注，您可以对文字批注进行修改和移动。

移动文字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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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鼠标指针置于文字上，此时鼠标指针变为 。

2.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可以将文字移动到截图区域的任何位置。

编辑文字批注

1. 将鼠标指针置于文字上，此时鼠标指针变为 。

2. 点击鼠标左键，进入文字编辑模式，您可以：

– 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删除文字批注。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Z 键，返回至上一步操作。

– 在文本框内，修改文字信息。

3. 在文本框外点击鼠标左键，退出编辑模式。

设置标记颜色

录屏截图总共提供了 4种颜色供您选择，您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来进行不同的图

形标记。

1. 在截图区域出现的工具栏中，选择一种工具。

2. 在工具栏展开的属性面板中，点击 或 或 或 ，选择一种颜

色。

保存截图

将截取的图片保存下来，为后续的使用储存素材！

当截图保存成功之后，您可以在桌面右上角看到提示信息，点击 查看，可打开截

图所在的文件夹。

开启截图录屏，并选定截图区域后，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保存截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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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双击鼠标左键来保存。

• 点击截图工具栏中的 按钮。

说明：如果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或触控板，可以使用手势替代鼠标操作：一指双击完成截图。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 组合键来保存。

• 在截取的图片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保存 完成保存操作。

说明：在以上操作中，截取的图片默认存放到桌面。

您还可以在截图界面的工具栏中，点击 选项 的下拉选项：

• 选择 剪贴板，将图片保存到剪贴板中。

• 选择 桌面，默认设置，将图片保存到桌面。

• 选择 图片，截图文件自动保存到图片文件夹目录下。

• 选择 指定位置，点击后弹出选取文件夹对话框，选择文件夹后，截图文件将

自动保存到用户设定的文件夹目录下。

• 选择 显示光标，光标在截图区域内，截图生成图片时会同时显示光标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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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样式。

• 选择 PNG/JPG/BMP，设置图片格式。

录屏

工具栏说明

麦克风 系统音频 显示按键

开启摄像头 显示鼠标点击 退出录屏

说明：

• 若在“控制中心”>“个性化”中关闭窗口特效，录屏功能将会被隐藏。

• 龙芯、SW平台不支持录屏功能。         

选择录制区域

录屏启动后直接开始选择录制区域，可以选择全屏、自动识别窗口和自定义窗口。

• 全屏和自动识别窗口：在选择录制区域时，随着鼠标移动，录屏会自动识别

桌面上的窗口，被识别的窗口上会出现一个矩形选择框，单击鼠标就可以选

中当前窗口录制。由于整个桌面也可以算作一个窗口，所以当鼠标位于桌面

背景上的时候，应用会识别成全屏录制。

• 自定义窗口：在选择录制区域时，可以使用鼠标圈选任意区域，被圈选的区

域上显示矩形选择框，此时您还可以拖动选择框内部和边缘来调整选择框的

位置和大小，然后再单击鼠标选择当前窗口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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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录制声音/按键/摄像头/鼠标点击

在录制视频的工具栏中，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声音、按键、摄像头等为录制视频

做准备。

• 录制声音：包含麦克风、内置音频，默认开启。

• 按键：点击 ，录屏时显示操作按键，最多支持 5 个最近操作按键同时显

示。再次点击可以取消按键显示。

• 摄像头：点击 ，显示摄像头窗口在录制画面，可拖拽窗口边角位置调整

窗口大小/调整位置，再次点击可以取消开启，无法显示图像则展示为黑屏。

• 鼠标点击：点击 ，录屏时显示鼠标、触屏；再次点击可以取消显示。

注意：请先检测接入设备是否支持声音录制、摄像头功能。

• 当接入设备支持声音录制、摄像头功能时，用户可以设置相应的操作。

• 当接入设备不支持声音录制、摄像头功能时，按钮为置灰状态，用户不能设

置相应的操作。

设置录制格式和帧率

选择好录制区域后，在录屏界面的工具栏中，点击 选项 的下拉选项，您可以录制 

GIF 、 MP4 或 MKV 格式的视频，还可以设置视频帧率。

说明：如果默认的录屏设置不是您想要的，请更改设置之后再启动视频录制。

录制视频

录屏可以自定义录制区域，还可以选择录制格式，基本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录屏后，点击 录屏 开始选择录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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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录制格式。

3. 点击 开始录屏，录制开始后，托盘区域出现录制图标并闪烁。

4. 录制完成后点击任务栏上的图标或者托盘区域录制图标结束录制。

录制结束后视频将自动保存到桌面。

说明：在录制视频时，如果接入多屏显示器，不论多屏显示器为复制模式还是扩展模式，仅针

对当前操作屏进行录屏。

查看帮助手册

启动截图录屏后按下键盘上的 F1 键即可打开帮助手册。

四.8 启动盘制作工具

四.8.1 概述

启动盘制作工具是一款将系统镜像文件写入 U 盘等安装介质的小工具，界面简洁、

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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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启动盘制作工具，或者创建启动盘制作工具的快捷方式。

运行启动盘制作工具

1. 单击任务栏上的启动器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启动盘制作工具  ，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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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启动盘制作工具

• 在启动盘制作工具窗口，单击  ，退出启动盘制作工具。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启动盘制作工具。

• 在启动盘制作工具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启动盘制作工具。

四.8.3 操作介绍

准备工作

1. 到官网下载最新的系统镜像文件。

2. 准备一个 8GB 的空白U 盘。

3. 运行启动盘制作工具。

– 系统中已经默认集成了启动盘制作工具，可以直接在启动器中找到并

使用。

– windows 系统可以从光盘镜像中解压 xxx-boot-maker.exe 到电脑中使

用。

– 您也可以访问官网下载指定版本的启动盘制作工具来使用。

选择镜像文件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选择镜像文件：

• 单击 请选择光盘镜像文件，选中已下载的镜像文件后单击 下一步。

• 直接将镜像文件拖拽到制作工具界面，然后单击 下一步。

说明：请提前校验镜像文件的 MD5值，确认和官网的 MD5值一致后使用。非官方下载的镜像

文件或者文件下载不完整可能会导致制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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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制作 U 盘

选中制作启动盘使用的 U 盘，然后单击 开始制作。

窍门：建议勾选 格式化磁盘可提高制作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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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成功

制作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制作时请不要移除 U 盘或关机。待进度

条满格，出现 制作成功 的提示，表明启动盘已经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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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失败

如果制作失败，可能由如下情况导致：

• 磁盘格式错误

• 磁盘空间错误

• 磁盘挂载错误 (Linux 系统才有的错误）

• 解压镜像错误

• 执行命令错误

• 未知错误

      

当制作失败窗口中出现“提交反馈”的信息时，单击 提交反馈，打开社区网站的用

户反馈页面，系统将自动上传错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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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启动盘制作工具的更多

信息。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启动盘制作工具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1. 在启动盘制作工具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查看启动盘制作工具的帮助手册，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启动盘

制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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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 在启动盘制作工具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关于启动盘制作工具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启动盘制作工具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四.9 日历

四.9.1 概述

日历是一款集记事、日程功能于一体的，将时间与事件结合，起到管理个人生活

作用的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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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日历，或者创建日历的快捷方式。

运行日历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日历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

关闭日历

• 在日历界面点击  ，退出日历。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日历。

• 在日历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日历。

查看快捷键

在日历界面上，按下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的使用快捷键，

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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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3 操作介绍

日历分为年、月、周、日视图，通过不同的视图方式展示日期属性。

系统默认显示月视图，可以通过鼠标点击切换年、月、周、日视图。

• 仅在中文系统中，日历会显示日期所对应的农历日期。

• 日期以 1900年为起点，在日期切换时，不能查看早于 1900年的日期。

• 在月视图、周视图中，周六周日的日期显示会区别于周一至周五。

视

图 亮点

年 显示全年的月份、天数。

月 显示节日信息、日程安排。

周 显示这一周每天的日程安排。

日 显示节日信息、详细的日程安排和黄历。

新建日程

1. 在月、周或者日视图中，选中一个日期。

2. 双击日期空白处或者点击鼠标右键 新建日程，弹出 新建日程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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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日程类型、内容、时间、提醒等信息。

 

– 类型：工作、生活和其他。

– 日程的时间：全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 当勾选全天时：

–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不能设置小时和分钟，只能选择

日期。

– 提醒设置：从不、日程发生当天（上午 9 时）、1天前、

2 天前和 1周前，其 1天前为默认设置。

• 当不勾选全天时：

–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既能设置小时和分钟，也能选择

日期。

– 提醒设置：从不、日程开始时、15 分钟前、30 分钟前、

1 小时前、1天前、 2天前、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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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从不、每天、工作日、每周、每月和每年。

– 结束重复：从不、于 n次后、于日期。

 说明：只有设置了 重复 功能，结束重复 才会出现。

4. 点击 保存，创建日程。

 说明：

– 支持将日程标签拖拽到指定的日期或时间上。

– 支持唤起桌面语音助手来新建日程、查询日程、取消日程等。

编辑日程

1. 在月、周或者日视图中，鼠标右键点击某一个已创建日程的日期。

2. 选择 编辑，弹出 编辑日程 窗口。

3. 设置编辑日程的相关属性。 

4. 点击 保存。 

5. 如果有设置全天或者重复，则弹出提示框，确认提示信息，完成日程编辑。

编辑日程时，系统会根据所更改内容的不同显示不同的提示信息。提示信息中按

钮说明如下表。

按钮 说明

全部日程 与此相关的重复日程修改有效。

仅此日程 只对当前日程编辑修改有效。

所有将来日

程

当前选中日期及以后的日期的日程被全部修改，选中日期前的日程

仍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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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更改 会将所有的重复日程进行修改。

设置全天或多天日程

在创建日程或编辑日程时，勾选 全天，设置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可以设置全天

或多个持续的全天日程。

设置重复日程

1. 在创建日程或编辑日程时，点击 重复 右侧的下拉列表，然后进行选择。

– 每天：输入每次重复之间的天数。

– 工作日：输入每次重复之间的工作日数。

– 每周：输入每次重复间隔的周数，然后选择要日程在星期几发生。

– 每月：输入每次重复之间的月份数。

– 每年：输入每次重复之间的年份数，然后点按要日程发生的月份。

2. 点击 结束重复 右侧的下拉列表，然后选取日程的停止时间。

查看日程

在月、周、日视图下，双击日程标题，弹出“我的日程”窗口，此时即可以查看日程

也可以编辑日程或删除日程。

查看日程提醒详情

当系统发出通知后，可以点击通知提示框，查看日程提醒详情。

日程提醒时，提示信息按钮说明如下表。

按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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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提醒
提醒设置为当天，首次提醒后，点击“稍后提醒”，10 分钟后

再次提醒，此后每次点击“稍后提醒”增加 5 分钟。

明天提醒 提醒设置为 1天或 2天前

提前 1天提醒 提醒设置为 1周前

关闭提醒 关闭提示信息。

搜索日程

在年、月、周、日视图中，通过顶部搜索框搜索，日历右侧会自动显示搜索结果。

1. 在日历界面顶部搜索框中，您可以：

– 点击 ，输入关键字。

2.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进行搜索。

– 当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右侧显示搜索结果列表。

– 当没有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右侧显示“无搜索结果”。

3. 在搜索框中点击 或删除输入的信息，即可清除当前输入的关键字或取消搜

索。

删除日程

1. 在月、周或者日视图中，鼠标右键点击某一个已创建日程的日期。

2. 选择 删除，弹出 您正在删除日程 提示框。

3. 确认提示信息，删除日程。

您也可以 点击 取消，停止删除日程。

删除日程时，重复与非重复日程提示信息中按钮说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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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说明

删除日程 删除非重复日程。

全部删除 删除所有的重复日程。

仅删除该日程 针对重复日程，仅删除当前所选日程。

删除所有将来日程
针对重复日程，当前选中日期及以后的日期的日程被全部

删除，选中日期前的日程仍然保留。

删除重复日程的所有重复

在日历中，如果选择重复日程的第一次重复，在删除日程时，点击 全部删除，可

以删除所有的重复日程。

删除重复日程的部分重复

在日历中，如果选择重复日程的一次或多次重复，在删除日程时，可以选择点击：

• 仅删除该日程：仅删除所选日程。

• 删除所有将来日程：删除所选日程和所有将来重复日程。

四.9.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日历的更多信息。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日历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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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日历。

1. 在日历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日历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日历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日历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日历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10 相机

四.10.1 概述

相机是一款简单易用的摄像头应用工具，可实现拍照、录制视频等功能，支持多

摄像头切换。

四.10.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相机，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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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相机

1. 单击任务栏上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相机按钮  ，单击即可打开 。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关闭相机

• 在相机界面，单击  ，退出相机。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相机。

• 在相机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相机。

四.10.3 操作介绍

使用相机的前提是电脑中自带摄像头或外接摄像头，可以连接多个摄像头。相机

主界面可以选择拍照或录制视频模式。

拍照

打开相机后，默认进入拍照模式。单击拍照按钮 ，拍摄的图片文件会展示

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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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视频 

在相机主界面，单击按钮 ，进入视频模式。单击录制视频按钮 进行

录制，录制完成后单击结束录制按钮 ，视频文件会展示在界面，也会保存在

默认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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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视频处理

在相机主界面，右键单击图片或视频文件，可选择复制、删除或打开文件夹。

复制：将选中的图片复制到其他路径。

删除：将选中的图片删除。

打开文件夹：打开图片或视频所在的文件夹。

四.10.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进行相机设置、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等操作。

设置

1. 在相机界面，单击 。

2. 单击 设置，您可以进行基本设置、拍照设置及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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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设置：设置图片及视频的保存路径。

– 拍照设置：设置连拍次数及拍照延时。

 

– 输出设置：设置图片/视频的输出格式，还可以设置分辨率。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相机界面，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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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1. 在相机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查看相机的帮助手册，让您进一步了解和使用相机。

关于

1. 在相机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关于相机的版本和介绍。

四.10.5 退出

1. 在相机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四.11 看图

四.11.1 概述

看图是一款小巧的图片查看应用软件。外观时尚、性能流畅，支持多种图片格式，

随时想看就看，实用又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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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看图，或者创建看图的快捷方式。

运行看图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看图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关闭看图

• 在看图界面点击 ，退出看图。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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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图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看图。

查看快捷键

在看图界面上，按下键盘上的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

四.11.3 图片查看

打开图片

采用以下任一方式打开图片。

• 右键单击图片，选择用看图工具打开图片。

• 设置看图为默认的图片查看程序后，可双击图片打开。

• 运行看图后，点击 打开图片，选择文件打开。

• 运行看图后，拖动图片到看图界面，打开图片。

• 直接拖动图片到看图在桌面或任务栏的图标，打开图片。

窍门：您可以在控制中心中将看图设置为默认的图片查看程序，具体操作请参阅 默认程序设置。

图片支持的格式 BMP、ICO、JPG/JPE/JPEG、PNG、TGA、TIF/

TIFF、XPM、GIF、SGI、RAW、WEBP、CR2、NEF、DNG、RAF、MEF、MR

W、XBM、ORF、M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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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或触控板，可以使用手势替代鼠标来放大缩小查看图片：

• 在触控屏上：二指张开，放大图片；二指捏合，缩小图片。

• 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二指张开，放大图片；二指捏合，缩小图片。

界面介绍

图标 名称 说明

上一张 显示上一张图片。

下一张 显示下一张图片。

1:1 视图 图片按照实际尺寸显示。

适应窗口 图片适应窗口尺寸显示。

顺时针旋转 图片顺时针旋转 90 度。

逆时针旋转 图片逆时针旋转 90 度。

删除 删除当前图片。

窍门：滚动鼠标放大图片且当图片超出界面范围时，界面上会出现导航窗口。拖动导航窗口内

的方框，查看该区域的信息。点击导航窗口右上角 x 按钮，关闭导航窗口；也可以在看图界面上单
击鼠标右键选择 隐藏导航窗口/显示导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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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图片

1. 在看图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打印。

3. 选择一个打印机。

4. 根据需要设置打印属性。

5. 选择 打印，将图片发送到打印机进行打印。

重命名

1. 在看图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重命名，在弹出的重命名窗口内，将图片名字进行修改。

3. 点击 确定 完成修改。

说明：系统图片不支持重命名。

幻灯片放映

1. 在看图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幻灯片放映，图片将以幻灯片形式全屏播放。

3. 按下键盘上Esc 键退出播放。

复制图片

1. 在看图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复制。

3. 在桌面或者指定位置，单击鼠标右键。

4. 选择 粘贴，将图片文件复制到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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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点击 复制 会同时复制图片路径和内容。

删除图片

在看图中您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删除图片：

• 点击看图界面上的  图标。

• 右键单击图片，选择 删除。

• 在看图界面上，按下键盘的 Delete 键。

旋转图片

1. 在看图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

3. 图片将会顺时针转旋转 90°/逆时针旋转 90°。

 说明：如果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或触控板，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

– 在触控屏上：二指放置在图片上并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旋转二指来旋转图片。

– 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二指放置在图片上并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旋转
二指来旋转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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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壁纸

1. 在看图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设为壁纸 即可将当前图片设置为壁纸。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1. 在看图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打开并定位该图片所在的文件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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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图片信息

1. 在看图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图片信息 可以显示图片信息。

四.11.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看图的更多信息。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看图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进一步了解和使用看图。

1. 在看图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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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看图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看图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看图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看图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12 相册

四.12.1 概述

相册是一款外观时尚、性能流畅的照片管理工具，支持查看、管理多种图片格式。

您可以按日期时间线排列照片，还可以将照片添加到个人收藏，或者归类到不同

的相册中，将照片管理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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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相册，或者创建相册的快捷方式。

运行相册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相册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窍门：您可以在控制中心将相册设置为默认的照片查看程序，具体操作请参考 默认程序

设置。

关闭相册

• 在相册界面点击 ，退出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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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相册。

• 在相册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相册。

查看快捷键

在相册界面上，按下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的使用快捷键，

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四.12.3 照片管理

相册启动后，您可以通过时间线和相册来管理您的照片。

导入照片

在相册界面，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导入照片。

• 点击 > 导入照片。

• 直接将照片或所在文件夹拖拽到界面上。

• 从移动设备导入照片。

 窍门：当相册中尚无照片时，点击 导入照片，将照片导入相册管理系统。

 说明：相册支持的图片格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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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p、gif、jpg、png、pbm、pgm、ppm、xbm、xpm、png、dds、icns、mng、tga、tiff、wb

mp、webp、psd、ico、jng、pcd、pcx、tif、ras、mrw、dng、raf、cr2、raw、orf、nef。

搜索照片

1. 在相册顶部的搜索框，您可以：

– 点击 ，输入关键字。

2.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后快速定位。

– 当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界面中显示搜索结果列表。

– 当没有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界面中间显示“无搜索结果”。

查看照片

在相册界面上，点击底部的滚动条可以调整照片的缩略图大小。

双击照片，或右键单击照片选择 查看 ，进入看图界面；按 Esc 键退出看图界面。

图标 名称 说明

返回 显示返回到主界面。

上一张 显示上一张照片。

下一张 显示下一张照片。

1:1 视图 照片按照实际尺寸显示。

适应窗口 照片适应窗口尺寸显示。

收藏 将喜欢的照片添加到个人收藏。

顺时针旋转 照片顺时针旋转 90 度。

逆时针旋转 照片逆时针旋转 9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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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当前照片。

窍门：滚动鼠标放大图片且当图片超出界面范围时，界面上会出现导航窗口。拖动导航窗口内

的方框，查看该区域的信息。点击导航窗口右上角 x 按钮，关闭导航窗口；也可以在看图界面上单
击鼠标右键选择 隐藏导航窗口/ 显示导航窗口。

查看时间线

在时间线中，所有照片按照日期划分，同一天的照片显示在一起，不同日期的照

片分栏排列。查看时间线可以快速找到某一天的照片。

打印照片

1. 在相册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打印。

2. 选择一个打印机，根据需要设置打印属性。

3. 选择 打印，将照片发送到打印机进行打印。

幻灯片放映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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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幻灯片放映，照片将以幻灯片形式全屏播放。

3. 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退出播放。

复制照片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照片。

2. 选择 复制。

3. 在桌面或者指定位置，单击鼠标右键。

4. 选择 粘贴，将照片文件复制到该位置。

删除照片

在相册中您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删除照片：

• 查看图片时，点击界面上的 图标。

• 右键单击照片，选择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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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册界面上，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

 窍门：在相册中删除的照片并没有被永久删除，而是暂时存放在“最近删除”中。当照片上

的剩余天数显示为 0天时，照片将被永久删除。您可以提前恢复或彻底删除这里的照片。

收藏照片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照片。

2. 选择 收藏，照片将会添加到“我的收藏”。

3. 右键单击已收藏的照片，也可以 取消收藏。

 窍门：在查看照片时，点击界面上的 ，将照片加入我的收藏。再次点击 ，取消收

藏。

旋转照片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照片。

2. 选择 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

3. 照片将会顺时针转旋转 90°/逆时针旋转 90°。

 说明：如果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或触控板，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

– 在触控屏上：二指放置在照片上并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旋转二指来旋转照片。

– 在触控板上（触控板支持多点触控）：二指放置在照片上并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旋转
二指来旋转照片。

设置为壁纸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照片。

2. 选择 设为壁纸 即可将当前照片设置为壁纸。

在文件管理器显示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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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就可以在文件管理器中打开照片所在的文件夹。

查看照片信息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照片。

2. 选择 照片信息 查看照片的各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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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4 相册管理

在相册界面，您可以新建相册，管理相册中的照片，查看所有相册。

说明：已导入、最近删除、我的收藏 是系统根据实际情况自动生成的，这 3 个相册不可删除、

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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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相册

1. 在相册界面，点击  或  > 新建相册。

2. 输入相册名称，点击 新建。

 窍门：右键单击已创建的相册，也可以新建相册。您还可以在添加照片到相册时新建相册。

添加照片到相册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照片。

2. 选择 添加到相册。

3. 选择一个相册，将照片添加到相册中。

 窍门：也可以直接拖拽照片或照片文件夹到相册中，添加照片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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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相册中的照片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相册中的照片。

2. 选择 从相册中移除，可以将照片从该相册中移除。

重命名相册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需要改名的相册。

2. 选择 重命名。

3. 输入相册名称，按下 Enter 键，或者单击界面的空白区域。

导出相册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一个相册。

2. 选择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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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相册

1. 在相册界面上，右键单击一个相册。

2. 选择 删除。

四.12.5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新建相册、导入照片、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

相册的更多信息。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相册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进一步了解和使用相册。

1. 在相册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相册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相册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相册的版本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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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1. 在相册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13 画板

四.13.1 概述

画板是一款简单的绘图工具，支持旋转、裁剪、翻转、添加文字、绘制形状等功

能。您可以对本地图片进行简单编辑，也可以绘制一张简单图片。

四.13.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画板，或者创建画板的快捷方式。

运行画板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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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画板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窍门：您可以在控制中心中将画板设置为默认的图片查看程序，具体操作请参考 默认程序设置。

关闭画板

• 在画板界面点击 ，退出画板。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画板。

• 在画板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画板。

查看快捷键

在画板界面上，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的使用

快捷键，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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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3.3 常用功能

使用画板可以处理导入的图片，也可以自由绘制图形，并可以导出多种图片格式。

新建标签页

•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 新建，新建标签页。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21

                                                                                       常用软件

• 当窗口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标签页时，也可以点击 ， 新建标签页。

 当标签页比较多时，通过拖拽调整标签页，或点击  或 按钮来调整标签页。
 

关闭标签页

• 鼠标左键点击标签页，点击  按钮关闭当前标签页。

• 鼠标右键点击标签页，选择 关闭标签页 或 关闭其他标签页。

导入图片

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或  > 打开。

2. 选择想要导入的图片，点击 打开。

支持导入的图片格式为 JPG、PNG、TIF、BMP、DDF。

导出图片

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 导出。

2. 设置保存文件名、路径、文件格式、图片质量等参数。

3. 点击 保存。

支持导出的图片格式为 JPG、PNG、BMP、TIF、PDF。

保存图片

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 保存 或  > 另存为。

2. 设置保存的文件名、格式。

3. 点击 保存。

说明：填写保存文件名时可以省略后缀名，会自动保存为文件格式栏选择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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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图片

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 打印。

2. 选择打印机。

3. 设置打印参数。

4. 点击 打印。

说明：点击 高级设置 可以自定义打印效果。

四.13.4 绘画工具

使用画板的绘画工具，可以充分发挥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由绘制各种图形。

选择工具

选择图形绘制工具绘制图元后，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 对已绘制图形、文字、模糊区域进行选择。

• 支持框选，框选范围内的所有图形置为选择状态。

• 在选择状态中的图形，拖拽调整图形大小。

• 支持按住 Shift 键，选择多个图形。

说明：点击画板空白区域，取消当前已选图形。

形状工具

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或  或  或  或 。

2. 您可以设置图形的参数：

• 点击 填充 设置图形的填充颜色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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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描边 设置图形的描边颜色和透明度。

• 在粗细值下拉框中设置图形的粗细值。

• 设置锚点数（取值范围为 3-50 个）和半径值（取值范围为 0%-100%），仅

适用于星型。

• 设置侧边数（取值范围为 4-10条），仅适用于多边形。

– 锚点数、半径值和侧边数既可以通过点击  或 按钮来调节，也可

以选中数值后使用键盘  或  键或滚动鼠标来调节。

3. 在画板区域拖动鼠标来绘制形状。

窍门：在使用  或  或  或  或 绘制图形时，配合键盘上的 Shift 或 

Shift + Alt 键可以画出正方形、正圆、正三角、正五角星、正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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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线/画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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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或 。

2. 您可以设置画笔参数：

– 点击 颜色 设置画笔的颜色和透明度。

– 在粗细值下拉框中选择画笔的粗细值。

– 设置线条的起点和终点样式。

3. 在画板区域拖动鼠标来绘制线条。

文本工具

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

2. 您可以设置文本样式：

– 点击 颜色 设置文本的填充颜色和透明度。

– 在 字体 下拉框中选择字体样式。

– 设置常规字体或加粗字体。

– 在 字号下拉框中选择字号大小。

3. 在画板区域单击鼠标后在文本框中输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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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您可以使用快捷键调节字号大小：当字体处于编辑状态时，选中或点击字号大小，按键

盘  键，字号递增一次；选中或点击字号大小，按键盘  键，字号递减一次。

模糊工具

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

2. 选择模糊类型。

3. 选择涂抹区域的粗细值。

4. 在画板区域拖动鼠标来涂抹需要模糊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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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3.5 编辑功能

使用画板的编辑功能可对图形进行复制、裁剪、旋转等操作；也可对图层和文字

进行调整。

复制和粘贴

1. 在画板界面上，选中需要复制的图形。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复制 或 使用快捷键 Ctrl + C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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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粘贴 或 使用快捷键 Ctrl + V 将图形粘贴到画板上。

裁剪

1. 在画板界面上，选择已导入的图片。

2. 点击  进入裁剪模式。

• 自由：自定义截取，手动输入尺寸或拖动裁剪边框来调整需要裁剪的区域。

• 原始：按照原图比例截取，如 1:1、2:3、8:5、 16:9。

3. 选择裁剪模式，选定需要裁剪的区域。

4. 按 Enter 键将区域外的图形裁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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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

1. 在画板界面上，选择已导入的图片。

2. 点击  或  将图片垂直翻转或水平翻转。

旋转

1. 在画板界面上，选中图片。

2. 点击  或  将图片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90°，或鼠标左键单击图片上的

不放来旋转图片。

说明：如果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可以使用手势来替代鼠标操作：一指单击选中图片，手指按

住 自由旋转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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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画布

1. 在画板界面，选择已导入的图片。

2. 点击  ，根据图片自适应画布大小。

– 若选择单张图片，根据图片的宽高来调整画布大小。

– 若选择多张图片，根据最大边界范围调整画布大小。

删除

1. 在画板界面上，选择一个图形。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删除 或 使用快捷键 Delete 将选中的图形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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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图层

1. 在画板界面上，选择一个图形。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图层，在其下拉列表选择 向上一层、向下一层、置于顶层 

或 置于底层 来调整图层顺序。

对齐图层

1. 在画板界面上，选中一个或多个图形。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32

                                                                                       常用软件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对齐，在其下拉列表选择 左对齐、水平居中、右对齐、顶

对齐、垂直居中、底对齐、水平等间矩 或 垂直等间矩 来调整图层对齐方式。

说明：

• 仅选中一个图形进行操作时，图层则与画布对齐。

• 选中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图形时，才能进行“水平等间矩”和“垂直等间矩”的操作。

对齐文本

1. 在画板界面上，点击 ，调整文本框大小。

2. 选中文本内容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左对齐、右对齐、居中对齐 来对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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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3.6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新建标签页、打开图片、导出图片、保存图片、打印图片、

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画板的更多信息。

新建

您可以通过新建添加一个标签页。

1. 在画板界面，点击 。

2. 点击 新建，添加一个标签页。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画板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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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画板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画板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画板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画板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画板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14 音乐

四.14.1 概述

音乐是一款专注于本地音乐播放的应用程序，为您提供全新的界面设计、极致的

播放体验，同时还具有扫描本地音乐、歌词同步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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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4.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关闭音乐，同时还可以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音乐

1. 单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音乐  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

说明：如果音乐已经默认固定在任务栏上，您也可以单击任务栏上的  来运行。

隐藏到系统托盘

音乐也可以隐藏到系统托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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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界面单击  关闭主窗口，在弹窗中选择 最小化到系统托盘，然后单击 确

定。

说明：在弹窗中勾选 不再询问，可以不再显示该弹窗。

将音乐隐藏到系统托盘之后，您可以右键单击托盘中的图标选择：

• 暂停/播放。

• 上一首。

• 下一首。

• 退出。

关闭音乐

• 在音乐界面，如果您设置关闭主窗口的操作是退出，可以单击 ，退出音

乐。

• 右键单击系统托盘中的 ，选择 退出，退出音乐。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选择 关闭所有，退出音乐。

查看快捷键

在音乐界面上，按下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的使用快捷键，

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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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4.3 界面介绍

通过界面按钮可以进行常规的播放操作，查看播放列表和歌曲歌词信息。

标

号
名称 说明

1 搜索框 用户可以通过搜索框快速查找音乐。

2 主菜单
通过菜单栏您可以添加新歌单、添加音乐、设置音乐、查看

帮助手册、关于音乐、退出音乐。

3 排序方式
可以对音乐列表进行排序，排序方式包括：添加时间、歌曲

名称、歌手名称、专辑名称。 默认按添加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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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一首 /下

一首
点击可以切换到上一首/下一首音乐。

5
播放 /暂停

按钮
点击可以开始播放/暂停播放。

6 播放框 显示当前播放歌曲名、封面、专辑名。

7 收藏 将喜欢的音乐添加到我的收藏列表中，再次点击可以取消。

8 歌词
点击可以切换到歌词界面，点击歌词界面上的图标可以关

闭。

9 播放模式
点击可以切换播放模式，包括：列表循环、单曲循环、随机

播放。

10 音量调节 点击调节播放音量大小。

11 播放队列 点击可以打开播放队列。

四.14.4 常用操作

您可以在音乐中对本地音乐进行添加、删除、查看信息等基本操作。

添加音乐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添加音乐到音乐播放器中：

• 在音乐界面，如果界面中还没有音乐文件，单击 添加歌曲文件 可以自定义选

择本地的音乐文件，选择音乐添加到播放列表或单击 扫描 添加音乐。

• 在音乐界面，如果界面中还没有音乐文件，单击 添加歌曲路径 可以自定义选

择本地的歌曲目录，批量添加歌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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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乐界面，单击  > 添加音乐，选择音乐文件将该音乐文件添加到播放列

表。

• 直接将音乐文件/文件夹拖拽到音乐界面，添加音乐文件到播放列表。

 说明：如果您使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或触控板，可以通过手势代替鼠标操作：一指按住音

乐文件拖拽到音乐界面即可添加音乐。

搜索音乐

1. 在音乐界面顶部搜索框中，您可以：

– 单击 ，输入关键字。 

2.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进行搜索。

– 当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搜索结果列表单击播放全部，可以播放搜

索结果列表中音乐。

– 当没有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列表中间显示 “无搜索结果”。

3. 在搜索框中单击  或删除输入的信息，即可清除当前输入的信息或取消搜

索。

播放音乐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播放音乐：

• 在音乐列表，双击某一选中的歌曲或右键单击 播放 ，可以播放当前歌曲。

• 在左侧导航栏播放列表下选择某歌单，右键单击 播放，可以按照当前设置的

播放顺序播放当前歌单中所有歌曲。

• 在音乐列表，单击 播放所有，可以按照当前设置的播放顺序播放当前列表中

所有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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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在音乐界面，单击  播放选中的歌曲；单击  暂停正在播放的歌曲；单击

 或 ，按照当前播放模式切换到上一首或下一首歌曲。

收藏音乐

1. 在音乐界面，单击 。

2. 弹出提示信息 成功添加到“我的收藏”，当前音乐即收藏到我的收藏列表中。

说明：您也可以右键单击要收藏的音乐文件，将其收藏到我的收藏列表中。

查看歌词

在音乐界面，您可以：

• 单击工具栏上的  切换到歌词界面，再次单击，收起歌词界面。

• 单击工具栏上的  切换到歌词界面，再次单击，收起歌词界面。

说明：如果播放的音乐文件带有封面图，那么  图标将转换为该音乐文件的封面图，但不影

响单击封面图切换到歌词界面的操作。

调整播放模式

在音乐界面，单击  或  或  调整播放模式。

其中，

：单曲循环

：随机播放

：列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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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1. 在音乐界面，右键单击音乐文件。

2. 单击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打开并定位该音乐的存放文件夹位置。

删除音乐

1. 在音乐界面播放列表中，右键单击要删除的音乐文件。

2. 单击 从歌单中删除，将该音乐文件从歌曲列表中删除，该音乐文件仍会保留

在在本地文件夹中。

3. 单击 从本地删除，将该音乐文件从歌曲列表和本地文件夹中一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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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编码方式

用户可以对显示乱码的歌曲进行编码方式的切换，以使其正常显示。

1. 在音乐界面播放列表中，右键单击音乐文件。

2. 单击 编码方式，选择一种编码方式。

查看音乐信息

1. 在音乐界面播放列表中，右键单击音乐文件。

2. 单击 歌曲信息，您可以查看歌曲名称、歌手名称、专辑、文件类型、文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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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长、文件路径等信息。

四.14.5 我的歌单管理

您可以在音乐界面进行新建歌单、重命名歌单、删除歌单、将音乐添加到我的歌

单等操作。

说明：所有音乐 和 我的收藏 是默认列表，不能删除。自定义的播放列表都是 所有音乐 列表的

子集。我的收藏 列表既可以直接管理也可以通过主界面上的收藏按钮管理。

新建歌单

1. 在音乐界面，单击“我的歌单”右侧的  或者  > 添加新歌单。

2. 输入歌单的名称。

3.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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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歌单

1. 在“我的歌单”中选择一个歌单。

2. 鼠标右键选择 重命名，输入名称后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保存。

添加音乐到歌单

1. 在音乐界面，选择一个音乐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

3. 选择 添加到歌单，将歌曲添加到选定的歌单。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45

                                                                                       常用软件

窍门：您可以拖拽本地歌曲到某一指定歌单，即将歌曲添加到了当前歌单和所有音乐中。

移除歌单中的音乐

1. 在“我的歌单”中选择一个歌单，选择该歌单下的音乐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

3. 选择 从歌单中删除，将选中的音乐文件从歌单中移除。

删除歌单

1. 在播放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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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删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删除，来删除歌单。

四.14.6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添加音乐、调节均衡器、设置音乐信息、切换窗口主题、查

看帮助手册，了解音乐的更多信息。

均衡器

您可以在均衡器中调节音频质量，使其达到理想的音效。

1. 在音乐界面，单击  。

2. 选择 均衡器。

3. 开启 均衡器 后，自定义调节“前置放大”增益值和频率波段后单击 保存，或者

在模式的下拉框中选择一种音乐模式，系统会自动保存设置。

4. 单击 恢复默认，将设置恢复到默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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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音乐播放的基础信息设置和快捷键设置。

基础设置

1. 在音乐界面，单击 。

2. 选择 设置，您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 在 播放 选项：

• 勾选 启动时自动播放 复选框，在音乐启动后自动播放音乐。

• 勾选 启动时记住上次播放进度 复选框，在音乐启动后接续上次

进度播放。

• 勾选 开启淡入淡出 复选框，开启窗口特效。

– 在 关闭主窗口 选项：

• 选择 最小化到系统托盘，关闭主窗口时，应用将隐藏到系统托

盘。

• 选择 退出，关闭主窗口时直接退出应用。

• 选择 每次询问，每次关闭主窗口时会弹出确认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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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恢复默认，可以将音乐的设置恢复到默认状态。

快捷键设置

1. 在音乐界面，单击 。

2. 选择 设置。

3. 在 快捷键 选项查看当前快捷键。

4. 您可以选择并重新输入快捷键，来自定义快捷键。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音乐界面，单击 。

2. 选择 主题，选择一种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音乐。

1. 在音乐界面，单击 。

2. 选择 帮助。

3. 查看音乐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音乐界面，单击 。

2. 选择 关于。

3. 查看音乐的版本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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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1. 在音乐界面，单击 。

2. 选择 退出。

四.15 影院

四.15.1 概述

惬意的悠闲时光，让影院陪您一起度过！影院提供了直观易用的操作界面和丰富

齐全的快捷键，依靠键盘您就能完成所有的播放操作，让您彻底摆脱鼠标点击的

束缚。您可以使用影院播放多种格式的视频文件。

四.15.2 使用入门

运行影院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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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影院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关闭影院

• 在影院界面点击 ，退出影院。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影院。

• 在影院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影院。

查看快捷键

播放视频之前先了解一下快捷键的配置，让您的后续操作事半功倍。

1. 在影院界面，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打开快捷键预览界面。

2. 在快捷键预览界面，您可以查看到所有的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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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5.3 主界面

执行常用的播放操作，享受视频带给您的快乐！

标

号
名称 说明

1 播放窗口

显示视频内容，当鼠标指针移入播放窗口后将显示视频信息

和功能图标，当鼠标移出播放窗口或无操作时将隐藏视频信

息和功能图标。播放窗口为无框模式，您可以任意拖拽播放

窗口，手动调节播放窗口的大小。

2 时间显示 显示当前播放视频的时间总长和已经播放的时间信息。

3 缩略图
显示视频内容，您可以通过缩略图查看某一时间点的视频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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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度条
显示视频播放进度，拖拽进度条可以改变视频播放进度。将

鼠标指针置于进度条上，将显示视频预览窗口。

5 视频标题 显示正在播放的视频名称。

说明 ：当鼠标置于进度条上时，默认显示预览窗口，如果您不需要预览显示，您可以进入设置

中去更改，具体操作请参阅 基础设置。

图标介绍

图标 名称 图标 名称

播放上一个影片 播放下一个影片

开始播放影片 暂停播放影片

全屏播放 调节音量

呼出/隐藏播放列表 主菜单

  最小化按钮 最大化按钮

  关闭按钮

播放影片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播放影片：

• 当播放列表没有文件时，点击 ，打开文件管理器选择影片文件。

• 单击鼠标右键或从 选择 打开文件，打开文件管理器选择影片文件。

• 单击鼠标右键或从 选择 打开文件夹，文件夹中的影音文件将全部显示在播

放列表中，并依次进行播放。

•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打开 URL，粘贴在线播放地址，播放在线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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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播放光盘，播放光盘中的影片。

• 直接拖拽文件或文件夹到影院界面上，来播放本地影片。

 说明：如果您使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可以通过手势代替鼠标操作：一指按住影片文件拖拽到

影院界面来播放影片。

 注意 ：使用影院在线播放视频时，请确保您的电脑是连入网络的。

快进/快退

1. 在影院界面，按下键盘上的 键，快进视频。

2. 在影院界面，按下键盘上的 键，快退视频。

加速/减速播放

1. 在影院界面，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键，视频加速播放。

2. 如果要减速播放，请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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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要恢复原速播放，请按下键盘上的  键。

 说明 ：

• 加速/ 减速播放是相对于原播放速度而言的，每加速/减速一次，视频播放速度默认增加/减少

0.1 倍。如果按住键盘上的 Ctrl +  或  键不放，视频播放速度将递增或递减。最高播放

速度为 2倍的原播放速度，最低播放速度为 0.1倍的原播放速度。

• 如果您使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在全屏状态下，一指向左滑动
视频画面区域快退视频，一指向右滑动视频画面区域快进视频。

四.15.4 功能设置

调整播放窗口

在播放影片时，您可以灵活的调整播放窗口大小。

在影院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 选择 全屏，将播放窗口调整成全屏。

• 选择 迷你模式，将播放窗口调整成迷你模式。

• 选择 置顶窗口，将播放窗口置顶到桌面上方。

• 您也可以使用鼠标拖拽窗口边缘，自由调整窗口大小。

 说明 ：您可以在播放窗口上双击鼠标，播放窗口将在 全屏/正常窗口 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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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播放模式

1. 在影院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将鼠标移动到 播放模式，您可以：

• 选择 顺序播放，影院将按照播放列表顺序依次播放影片，播放列表中最后一

个文件播放结束后停止。

• 选择 随机播放，影院将随机播放列表里的文件，播放列表中的文件全部随机

播放一遍之后继续循环随机播放。

• 选择 单个播放，影院将当前影片播放完成后停止。

• 选择 单个循环，影院将循环播放当前影片。

• 选择 列表循环，影院将按照播放列表顺序依次播放影片，播放列表中最后一

个文件播放结束后重新播放第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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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画面

1. 在影院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将鼠标移动到 画面，您可以：

• 选择一种画面比例，将播放画面调整成相应的比例。

• 选择一种旋转方式，将播放画面相应旋转。

• 跳转到上一帧/下一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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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声音

1. 在影院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将鼠标移动到 声音，您可以：

• 选择 声道，选择影片的播放声道。

• 选择 音轨，选择影片的播放音轨。

 说明：如果您使用的电脑支持触控屏，可以使用手势代替鼠标操作：在全屏状态下，一指向上

滑动视频画面区域增加音量，一指向下滑动视频画面区域减小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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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字幕

1. 在影院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将鼠标移动到 字幕，您可以：

• 选择 载入字幕，手动选择字幕文件加入到影片中。

• 选择 查找在线字幕，影院将在线匹配字幕，匹配成功后自动载入。

• 选择 选择字幕，在多个字幕间切换选择。

• 选择 隐藏字幕，取消当前的字幕显示。

• 选择 编码，切换字幕的编码方式，来解决某些情况下字幕显示乱码的问题。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59

                                                                                       常用软件

截图

1. 在影院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将鼠标移动到 截图，您可以：

• 选择 影片截图，可以对当前画面进行截图。

• 选择 连拍截图，可以分别截取影片不同时段的图片，最后组成一张剧情连拍

预览图。

• 选择 前往截图文件夹，查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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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影片信息

1. 在影院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影片信息，可以查看影片的影片信息、编码信息、音频流信息。

四.15.5 列表管理

您可以进入播放列表来添加或删除视频文件。

添加影片

您可以向播放列表中添加影片：

•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打开文件/打开文件夹/打开 URL/播放光盘 或打开 > 打

开文件/打开文件夹，来添加影片到播放列表。

• 您也可以直接拖拽文件/文件夹到播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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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视频文件

1. 在影院界面，点击 。

2. 进入播放列表窗口，右键单击视频文件。

3. 选择 从播放列表删除。

 窍门： 在播放列表界面，将鼠标指针置于视频文件上，点击  删除视频文件。

清空播放列表

1. 在影院界面，点击 。

2. 进入播放列表窗口，右键单击视频文件。

3. 选择 清空播放列表 或 直接点击左侧 清空列表。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1. 在影院界面，点击 。

2. 进入播放列表窗口，右键单击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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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将自动跳转到文件管理器界面并显示到当前文件

位置。

四.15.6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打开文件/文件夹、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影院

的更多信息。

设置

您可以对基础信息、快捷键和字幕进行设置。

基础设置

1. 在影院界面，点击鼠标右键或 。

2. 点击 设置。

3. 在 播放 选项，您可以：

• 勾选 退出影院时清空播放列表 复选框，在您退出影院后将播放列表完全清空。

• 勾选 自动从上次停止位置播放 复选框，在打开影院后自动接续上次关闭时的

视频播放。

• 勾选 自动查找相似文件连续播放 复选框，将同一个文件夹下名称相似的视频

文件自动添加到播放列表中依次进行播放。

• 勾选 鼠标悬停进度条时显示预览 复选框，当鼠标置于播放进度条上时显示预

览窗口。

• 勾选 鼠标滑动进度条为胶片格式 复选框，当鼠标置于播放进度条时显示胶片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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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仅 x86平台支持胶片格式。

• 勾选 最小化时暂停 复选框，在影院最小化时自动暂停视频文件的播放。

• 设置默认播放模式，在“默认播放模式”下拉框中选择一个模式，下次启动影院

时默认以该模式来播放。

4. 在 截图 选项，您可以自定义截图的保存路径。

快捷键设置

1. 在影院界面，点击鼠标右键或 。

2. 点击 设置。

3. 在 快捷键 选项查看当前快捷键。

4. 您可以选择并重新输入快捷键，来自定义快捷键。

字幕设置

1. 在影院界面，点击鼠标右键或 。

2. 点击 设置。

3. 在 字幕 选项，您可以：

• 选择字幕字体。

• 选择字幕字号。

注意：点击设置界面上的 恢复默认，会将所有设置恢复到默认状态。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影院界面，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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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主题，选择一种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影院。

1. 在影院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影院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影院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影院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影院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16 语音记事本

四.16.1 概述

语音记事本是一款设计简洁、美观易用的集文本、录音来记事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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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6.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关闭语音记事本，同时还可以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语音记事本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语音记事本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

说明：如果语音记事本已经默认固定在任务栏上，您也可以点击任务栏上的 来运行。

关闭语音记事本

•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点击 ，退出语音记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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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语音记事本。

•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语音记事本。

查看快捷键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

的使用快捷键，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四.16.3 操作介绍

创建语音记事本

• 当语音记事本中尚无记事本时，点击 新建记事本，创建一个新的记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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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第一次新建记事本后，系统默认帮您创建一个文本，此时在文本列表内点

击 按钮可继续创建新文本。创建新的文本后，可以开始记录语音及文字。

 记事本默认的命名规则为 记事本（n），其中 n≥0，n为整数 。

录制音频

轻松两步，完成一段录音，基本录音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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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点击  按钮，开始录音。

2. 点击  按钮完成录音。

窍门：录音过程中您可以点击  按钮暂停录音，想继续录音时再点一下  就可以了。

说明：录音的限制时长为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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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回放

录制完成后，录音以列表形式显示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选择一个录音文件，点

击 播放按钮可以收听录音回放。

窍门：收听录音回放时可以点击  按钮暂停或停止播放录音，想继续回放时再点一下

 就可以了。

搜索

1. 在语音记事本顶部搜索框中，您可以：

– 点击 ，输入关键字。

2.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后快速定位。

– 当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界面显示搜索结果列表。

– 当没有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界面显示 “无搜索结果”。

3. 在搜索文本框中点击  清除当前输入的关键字或取消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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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转文字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选择一个录音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语音转文字。

保存为MP3格式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选择一个录音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保存为MP3。

3. 将录音文件保存至储存设备中。

添加文字笔记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点击  按钮，添加新的文本笔记。

2. 将光标移入右侧详情页内，点击鼠标左键后输入文字笔记。

窍门：在记事本中可以录制音频，详细操作请参考 录制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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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为 TXT 文件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选择一个文字笔记。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保存为 TXT。

3. 将文字笔记保存至储存设备中。

语音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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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控制中心” > “辅助功能”界面，开启 语音朗读。

2.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选中一段文字，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语音朗读，语音播报选

中的文字。

3. 在语音朗读的状态下，单击右键选择 停止朗读 或者单击左键停止朗读。

 说明：

–  当未选中文字时，语音朗读呈置灰状态，不可操作。
–  当只选中录音文件时，语音朗读不可操作；若选中的录音文件包含语音转文字内容，
可进行语音朗读的操作。

语音听写

1. 在“控制中心” > “辅助功能”界面，开启 语音听写 并选择语言。

2. 在语音记事本文本输入框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语音听写，此时您可通过麦

克风输入语音，转译文字将被编辑在文本输入框内。

3. 在语音听写状态下，点击界面空白区域停止语音听写。

窍门：录制音频时可同时开启语音听写的功能。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73

                                                                                       常用软件

文本翻译

1. 在“控制中心” > “辅助功能”界面，开启 文本翻译 并选择语言“中译英”或者“英译

中”。

2.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选中一段文字，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文本翻译，选中的文字将

被翻译成目标语言。

说明：当只选中录音文件时，文本翻译不可操作；若选中的录音文件包含语音转文字内容，可

进行文本翻译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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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记事本

记事文件完成后，文件将自动保存名为“记事本（n）”，您可以重命名记事本。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右键单击一个记事本。

2. 选择 重命名。

3. 输入文件名称。

4. 鼠标点击界面空白处或者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完成重命名。

窍门: 您也可以对记事本下的各个文本笔记进行重命名，详细操作可参考重命名记事本。

删除录音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选择一个录音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删除。

3. 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 确定。

删除文字笔记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选择一个文字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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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删除。

3. 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 确定。

删除记事本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上，选择一个记事本。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删除。

3. 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 确定。

四.16.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语音记事本的更多信息。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语音记事本。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语音记事本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点击 。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76

                                                                                       常用软件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语音记事本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语音记事本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17 计算器

四.17.1 概述

计算器是一款简单易用的桌面计算器，支持标准运算模式和科学运算模式。完美

支持键盘输入，在键盘输入时还支持符号容错及计算结果联动。

四.17.2 操作介绍

在计算器界面，点击  > 模式，选择标准模式或科学模式。标准模式执行基本的

加减乘除运算，而科学模式执行函数、指数、方根等高级运算，其中标准模式为

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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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式

图标 名称 说明

0~9 数字键 基本阿拉伯数字。

清除键 清除所有内存。

存储键 重新调用内存。

存储键
内存增加；将当前数值累加到存储器中，中断数字输

入。

存储键
内存减少；从存储器内容中减去当前显示值，中断数字

输入。

存储键 内存存储；将输入框中的数值添加到内存列表中。

/
存储键

点击 展开内存列表，点击 折叠内存列表；关

闭应用后内存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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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清除
点击一次清除当前的表达式内容，连续按两次清空所有

历史表达式。

% 百分号 用来输入百分号。

删除 点击一次向前删除 1 个字符。

+-×÷ 加减乘除
基本数学运算符，用来进行加法、减法、乘法、除法运

算。

. 小数点 用来输入小数点。

()

括号 用来输入括号，点击一次，同时显示左右括号。如果从

键盘输入，输入左括号则出现左括号，输入右括号则出

现右括号，若只出现一侧括号，则表达式计算错误。

= 等于 用来得出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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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模式

图标 名称 说明

F-E
科 学 计

数

点击  F-E 开启科学计数；点击   关闭科学计

数。

/ / 度 量 转

换
分别计算角度、梯度、弧度。

sin、cos、tan、

cot

三 角 函

数
分别计算数值的正弦、余弦、正切、余切。

sin-1 、 cos-

1、tan-1、cot-1

反 三 角

函数

第二功能界面按钮，分别计算 sin、cos、tan、cot

的反三角函数。

|x|、Rand F函数 分别计算数值的绝对值和随机显示一个 31 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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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2nd
第 二 功

能键

点击 2nd 切换到反三角函数和开根运算界面；点击

 切换到三角函数与次方运算界面。

x2、x3 、xy 幂函数 分别计算数值的平方、立方、y次方。

10x、2x、ex
指 数 函

数

分别计算 10 的 x次方、2 的 x次方和 e 的 x次方。

其中 2x和 ex为第二功能界面按钮。

、 、 幂函数
第二功能界面按钮，分别计算数值的平方根、立方

根、x 的 y次方根。

log、In、logy
x

对 数 函

数

分别以 10为底的对数值、以 e为底的对数值、以

y为底 x 的对数。其中 logy
x 为第二功能界面按钮。

π 圆周率 约等于 3.14159......，可精确到小数点后 31 位。

e
自 然 常

数
约等于 2.71828.....，可精确到小数点后 31 位。

Mod
求 余 函

数
显示 x/y 的模数或余数。

1/x
反 比 例

函数
计算显示数值的倒数。

x! 阶乘 计算显示数字的阶乘。

exp 指数 允许输入用科学计数法表示的数字。

窍门：您可以点击  > 历史记录 查看科学模式下的历史表达式和内存列表，也可以删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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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数学符号容错

计算器支持键盘操作，除了常规的数字和运算符支持之外，还支持数学符号容错

功能，让您在键盘输入表达式时，键盘的中英文状态和大小写状态，都不会影响

输入表达式。

另外还支持一些特殊的符号容错：

 乘法符号容错处理：用户输入 * (星号）、x (字母 x)都会触发乘法符号激活；

 除法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 字符触发除法符号激活；

 加法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加号）会触发加法符号激活； 

 减法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 (减号）、_ (下划线）都会触发减法符号激活；

 百分号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 字符触发余数百分号激活；

 小数点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 （英文小数点）、。（中文句号）都会触发小数

点符号激活； 

 括号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左圆括号、右圆括号都会触发括号符号激活；

 等于号 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 (等于号)、按Enter 键都会触发等于号符号激活；

 清除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Esc 符号触发清除符号激活；

 删除符号容错处理：输入 Backspace 符号触发删除符号激活；

表达式

 历史表达式

– 在当前输入表达式区域点击 =（等号）、或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执

行计算，当前输入框中显示计算结果数字，表达式进入历史表达式区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82

                                                                                       常用软件

域。 不限制历史表达式行数。

– 重新编辑：点击单条历史表达式，可重新编辑表达式，表达式显示在

输入表达式区域 ，重新编辑后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或 = （等号），

可修改历史表达式及联动表达式的数字结果。

– 表达式错误：如输入的表达式错误，无法计算，则显示表达式错误。

 输入表达式

– 大号字符显示当前正在输入区域的表达式。

– 按下快捷键 Ctrl + C 直接复制当前表达式的计算结果到系统剪贴板，

如表达式错误，则复制当前表达式到系统剪贴板。

 科学计数法

 在标准模式和科学模式下，计算结果分别大于 16 位和 32 位时用科学计数法

显示，即计算结果取前 16 位/32 位乘以 10 的正负 n次方。

– 当计算结果为正数且大于 16 位/32 位时，显示数字+小数点后 15 位/31

位+E+数字。

– 当计算结果为小数且大于 16 位/32 位时，显示数字+小数点后 15 位/31

位+E-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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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联动

 当一个计算表达式显示数字结果后，可以继续输入操作符号，此时，新表达式

的第一个数就是上一个表达式的计算结果。例如，当前表达式是 10 + 20 = 

30， 显示计算结果 30 后，键入 + 号，再输入数字 9，会新建一个新的表达式

为 30 + 9，按 Enter 键，得出新表达式的计算结果为 39。

 两个表达式产生联动后，修改上一个表达式的数字和操作符，如果其计算结果

改变，则会影响与其联动的新表达式的结果。例如，两个表达式 10 + 20 = 30

和 30 +9 = 39 产生联动，如果将第一个表达式的操作符 + 号修改为 x 号，算

式为 10 x 20 = 200 ， 则第二个表达式自动转变为 200 + 9 = 209；根据此规

则，最多可支持 9条表达式联动。

 重新编辑含有联动数字的表达式时，修改联动数字或联动数字的表达式错误时，

联动解除，同时会取消数字高亮显示。

说明：仅在标准模式下支持数字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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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7.3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运算模式、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计算器

的更多信息。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仅在科学模式下才被激活，请先切换至科学模式再查看历史记录。

1. 在计算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历史记录，查看历史表达式和内存列表。

 说明：关闭应用后，历史记录会清零。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计算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进一步了解和使用计算器。

1. 在计算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计算器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计算器界面，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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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关于。

3. 查看计算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计算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18 软件包安装器

四.18.1 概述

软件包安装器是一款 deb 包管理工具，方便用户安装商店以外的自定义应用。界

面简单易用，支持批量安装、版本信息识别和依赖自动补全等功能，以帮助您快

速的实现安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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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8.2 操作介绍

打开方式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打开软件包安装器：

 使用鼠标双击 deb 包，软件包安装器会自动启动并准备安装该软件包。

 从启动器中点击应用图标，软件包安装器启动后可以选择文件或者直接将 deb

包拖拽到界面上。

安装

软件包安装器可以安装单个应用，也可以批量安装多个应用。

单个安装

• 在软件包安装器界面，点击 选择文件 。

• 选择需要安装的软件包，点击 打开。

• 点击 安装。

• 如果弹出授权窗口，请输入密码授权。

• 安装过程中可以点击 或 展开或收起安装进程信息。

• 安装成功之后，点击 完成 退出，或者点击 返回 继续安装其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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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软件包安装器会自动检测您的安装包，如果本地已经安装过该应用，会显示“已安装相同

版本”或“已安装其他版本”提示信息，此时可以选择 卸载 或 重新安装 操作。

多个安装

软件包安装器可以通过拖拽和选择文件的方式一次性批量添加多个软件包，安装

步骤请参考 单个安装，多个安装时请注意以下要点：

 批量安装同样也可以查看安装进程。

 批量安装时按钮只显示 安装 按钮。本地已安装其他版本的软件包执行安装操

作，本地已安装相同版本的软件包执行重新安装操作。

 批量安装列表内，选择一个安装包，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删除 可将安装包从安

装列表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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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安装

软件包安装器可以自动识别无法安装的包，有效规避安装后无法使用的问题。

请留意界面提示并确定，常见的原因有：

 软件包架构不匹配。

 依赖关系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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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当一个安装包在您的计算机上已存在相同或其他版本时，可以使用软件包安装器

执行卸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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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软件包安装器界面，点击 选择文件 。

• 选择计算机上已有安装版本的软件包，点击 打开。

• 点击 卸载。

• 请注意界面上的卸载提示，然后点击 确认卸载。

• 卸载成功后点击 完成。

窍门: 卸载某些应用可能会对系统或其他软件产生影响，请谨慎操作。

当安装或卸载软件完成后，点击 返回 按钮，可以回到初始界面，继续进行安装或

卸载操作。

四.18.3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软件包安装器的更多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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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软件包安装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让您进一步了解和使用软件包安装器。

1. 在软件包安装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软件包安装器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软件包安装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软件包安装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软件包安装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19 字体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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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1 概述

字体管理器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字体管理工具，可以帮助用户安装字体，并且具有

查找、启用、禁用、收藏、删除字体等功能，还可以通过输入文本内容、设置文

本大小进行字体预览。

字体管理器支持安装的字体格式有 ttf、ttc、otf。

四.19.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字体管理器，或者创建字体管理器的快捷方式。

运行字体管理器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字体管理器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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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

关闭字体管理器

•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点击 ，退出字体管理器。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字体管理器。

•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字体管理器。

四.19.3 操作介绍

界面介绍

名称 说明

所有字

体

系统字体和用户字体的集合，默认显示所有字体。

系统字

体

系统自带的字体列表，该字体集中的字体不能被禁用和删除。

用户字

体

用户安装字体列表。

我的收

藏

用户选择收藏的字体列表，在其他字体集中选定字体的字体合集。

已激活 启动状态的所有字体合集。

中文字 所有字体集中的中文字体，显示中文名称。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394

                                                                                       常用软件

体

等宽字

体

所有字体中字符宽度相同的字体。

安装字体

字体管理器可以安装单个字体，也可以批量安装多个字体。

单个安装

1.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单击 或  > 添加字体。

2. 选择需要安装的字体，单击 打开。

窍门：您可以双击字体文件或右键单击字体文件选择 打开方式 > 字体管理器，进入字体管

理器界面，安装字体。

说明: 字体管理器会自动检测您的字体，如果本地已经安装过该字体，会显示已安装相同版本的

提示信息，此时可以选择 退出 或 继续 安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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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安装

字体管理器可以通过拖拽和选择文件的方式一次性批量添加多个字体，安装操作

请参阅 单个安装，多个安装时请注意以下要点：

• 批量添加成功后，可以继续追加字体，进行安装。

• 批量安装时本地已安装的字体，可以执行继续安装操作。

说明：您可以打开 控制中心 > 个性化 > 字体 来设置 标准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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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字体

1.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顶部搜索框中，您可以：

– 点击 ，输入关键字。

2.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进行搜索。

– 当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界面显示搜索结果列表。

– 当没有搜索到匹配的信息时，在界面显示 “无搜索结果”。

3. 如果搜索到相关字体时，在底部文本内容预览框中输入文字，再通过左右拖

动控制条设置字体大小，可切换查看包含搜索条件的预览效果。

4. 在搜索框中点击 ，或删除搜索框中输入的信息，即可清除当前输入的搜

索条件或取消搜索。

导出字体

1. 在用户字体列表，右键单击字体。

2. 选择 导出字体 导出该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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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字体默认存储路径：桌面文件夹；文件夹默认名称：字体

说明：既支持导出单个字体，也支持批量导出字体。同一个字体仅导出最新版本，不存在副本，

系统字体不能被导出。

查看字体基本信息

您可以通过字体管理器查看字体基本信息。

1.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右键单击字体。

2. 选择 信息，查看该字体具体信息。

查看字体安装位置

您可以通过文件管理器查看字体的安装位置。

1.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右键单击字体。

2. 选择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查看该字体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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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字体

字体集中字体的每个文本块呈现着字体的样式，可以通过预览字体来体验字体的

显示效果。

默认预览文案中文为“因理想而出生，为责任而成长”。

1. 在底部字体预览输入框中输入文本内容。

2. 通过左右拖动控制条设置字体大小，在字体集列表中查看字体显示效果。

 说明：控制条向左滑动为缩小字体，向右滑动为放大字体，字体大小范围为 6px - 60px。

收藏/取消收藏字体

当您需要收藏或取消收藏字体时，可以使用字体管理器执行该操作。

1. 选择一个未被收藏的字体并单击其右侧 图标，或右键单击该字体，选择 

收藏。

2. 选择一个已被收藏的字体并单击其右侧 图标，或右键单击该字体，选择 取

消收藏。

 被收藏的字体会在“我的收藏”列表中显示。

说明：既支持收藏/取消收藏单个字体，也支持批量收藏/取消收藏字体。

启用/禁用字体 

您可以在字体管理器中启用或禁用“用户字体”。用户字体默认为已启用状态。

1. 在用户字体列表，取消已勾选的字体状态，或右键单击该字体，选择 禁用字

体 来禁用该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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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选被禁用的字体，或右键单击该字体，选择 启用字体 来启用该字体。

 已启用的字体会在“已激活”列表中显示。

说明：既支持启用/禁用单个字体，也支持批量启用/禁用字体。系统字体和系统正在使用的用

户字体不能被禁用。

删除字体

当您需要删除字体时，可以使用字体管理器执行该操作。

说明：既支持删除单个字体，也支持批量删除字体。系统字体和系统正在使用的用户字体不能

被删除。

1. 在 用户字体 列表，右键单击字体。

2. 选择 删除字体。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删除 。

四.19.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字体管理器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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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字体管理器。

1.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字体管理器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字体管理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字体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20 归档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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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 概述

归档管理器是一款界面友好、使用方便的压缩与解压缩软件，支持

7z、jar、tar、tar.bz2、tar.gz、tar.lz、tar.lzma、tar.lzo、tar.xz、tar.Z、tar.7z、zi

p等多种压缩包格式，还支持加密压缩等设置。    

四.20.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归档管理器，或者创建归档管理器的快捷方式。

运行压缩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归档管理器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402

                                                                                       常用软件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窍门：您可以在控制中心中将归档管理器设置为默认的压缩与解压缩查看程序，具体操作请参

考 默认程序设置。

关闭压缩

•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退出压缩。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归档管理器。

•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归档管理器。

查看快捷键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上，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

地使用快捷键，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四.20.3 操作介绍

压缩

对单个或多个文件/文件夹以及压缩包的集合都可以进行压缩。

1.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选择文件 ，选择需要压缩的文件，点击 打开。

 窍门：也可以选择将一个或者多个文件拖拽到界面上进行压缩操作。

2. 如果需要继续添加压缩文件，可点击工具栏上的 或者 > 打开文件，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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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文件。

 

3. 点击 下一步。

4. 设置文件名、存储路径、压缩包格式等。

5. 如果开启高级选项模式，可以设置文件加密、文件列表加密或分卷压缩。

 说明：

– 压缩包的默认文件格式是 zip。

– 可设置文件加密的格式有 7z、zip，支持使用汉字加密。

– 可设置文件列表加密的格式有 7z，列表加密和文件加密属于同一个密码。

– 可设置分卷压缩的格式有 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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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 压缩。

7. 压缩成功之后，您可以

– 点击 查看文件，查看压缩文件的具体存放位置。

– 点击 返回，返回主界面，选择文件进行压缩。

 窍门：您还可以右键点击 压缩，对文件执行压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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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缩

1.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选择文件 。

2. 选择需要解压缩的文件，点击 打开。

3. 点击 解压到：xxx（路径） ，您也可以重新设置解压缩路径。

 

4. 点击 解压。

 说明：当解压文件中有加密文件时，需要输入密码解压缩。

5. 解压缩成功之后，您可以

– 点击 查看文件，可以查看解压缩文件的具体存放位置。

– 点击 返回，返回主界面，选择文件进行压缩。

 窍门：您还可以右键点击 解压缩，对文件执行解压缩操作。

提取文件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选中一个待解压缩文件或该文件夹中的子文件，右键单击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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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或 提取到当前文件夹，将文件提取到相应的路径下。

说明：当提取的文件为加密文件时，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打开和提取文件。

                                                                                                                                                                                                            

四.20.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打开压缩界面、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归档管

理器的更多信息。

打开

1.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选择 打开文件，从文件选择器选择添加压缩文件或解压文件。

设置

1.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设置，可进行如下操作：

– 解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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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默认解压位置。

• 勾选或取消 自动创建文件夹。

• 勾选或取消 当解压完成后自动打开对应的文件夹。

– 文件管理设置

• 设置是否 解压后删除压缩文件，可选择“从不”、“询问确认”或

“总是”。

• 勾选或取消 压缩后删除原来的文件。

– 关联文件设置

• 勾选或取消关联文件类型。

3. 点击 恢复默认 按钮，将所有设置恢复到初始状态。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归档管理器。

1.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压缩的帮助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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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解压缩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归档管理器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21 终端

四.21.1 概述

终端是 款集多窗 、 作区、远程管理、雷神模式等功能的 级终端模拟器。⼀ ⼝ ⼯ ⾼

它拥有简单的界面，丰富而强大的功能。您可以瞬间启动和关闭，使用起来像普

通文件窗口一样流畅，让您在输入命令时心无旁骛，得心应手。试试雷神模式，

一边看页面一边输入命令；当有多任务进行时，您可以像在浏览器中增加页签一

样建立多个工作区或者将工作区分割成多个窗口；远程管理，上传下载文件再也

不是问题。更多强大功能，静待您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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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1.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终端，或者创建终端的快捷方式。

运行终端

1. 点击桌面底部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终端  点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点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点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点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

说明：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Alt + T 组合键也可以启动终端。

关闭终端

• 在终端界面点击  ，退出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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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终端。

• 在终端界面点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终端。

说明：如果关闭终端时终端里面依然有程序在运行，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询问用户是否退出， 避

免强制关闭引起的用户数据丢失。

查看快捷键

在终端界面上，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 组合键来查看快捷键，熟练的使用

快捷键，将大大提升您的操作效率。

四.21.3 基本操作

您可以在终端界面点击鼠标右键来进行常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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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

您可以使用“查找”功能来快速查找终端显示的内容。

1. 在终端界面，点击鼠标右键。

2. 点击 查找。

3. 在搜索框中输入要查找的字符。

4.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搜索到的结果将高亮显示。

5. 如果想隐藏搜索界面，可以点击终端空白区域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

窍门：搜索时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是从当前位置向下搜索，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搜索界面上的

 或  图标来向上搜索或向下搜索。

网页搜索

终端可以调用浏览器搜索终端中的内容，快捷又方便。

1. 在终端界面，选中想要搜索的内容。

2.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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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个搜索网站。

4. 您的浏览器将会弹出并搜索所选内容。

四.21.4 窗口操作

窗口是终端实现各种功能的基础，当您启动终端就会看到一个终端窗口，它可以

创建多个工作区，也可以分割为多个窗口。

新建窗口

在启动器界面打开终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新建窗口：

• 选择  > 新建窗口，将会在桌面打开一个新的终端。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新建窗口。

分割窗口

1. 在启动器界面打开终端。

2. 在终端界面，点击鼠标右键。

• 点击 纵向分屏，界面被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 点击 横向分屏，界面被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3. 您可以在各个终端窗口中输入命令，并可以同时查看到命令执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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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 ：您也可以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J 组合键来纵向分屏，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H

组合键来横向分屏。

重命名窗口

1. 在启动器界面打开终端。

2. 在终端界面，点击鼠标右键。

3. 选择 重命名标题。

4. 在弹窗中输入新名称并点击 确定。

窍门 ：您也可以按下键盘上的 F2 来重命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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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显示窗口

1. 在启动器界面打开终端。

2. 按下键盘上的 F11 键，终端将全屏显示。

3. 如果要恢复正常大小显示，请按下键盘上的 F11 键。

说明 ：您也可以在终端界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全屏 或 退出全屏。

关闭窗口

对于分割的多个终端窗口，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来关闭：

1. 在终端界面上，将鼠标指针置于其中一个终端窗口中。

2. 点击右键，您可以：

• 选择 关闭窗口，来关闭此终端窗口。

• 选择 关闭其他窗口，来关闭除此窗口以外的其他终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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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和粘贴

• 复制

– 在终端界面，选中要复制的内容后使用组合键 Ctrl + Shift + C 复制内

容。

– 在终端界面，选中要复制的内容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复制。

• 粘贴

– 在终端界面，使用组合键 Ctrl + Shift + V 粘贴内容。

– 在终端界面，单击鼠标中键粘贴内容。

– 在终端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粘贴。

窍门：

– 如果当前光标下是超链接内容，即使没有选中任何内容，也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复制。

– 在设置窗口中勾选 选中文字时自动复制到剪切板，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雷神模式

雷神模式是终端特有的便捷功能，只需要按下键盘上 Alt + F2 组合键就可以打开

雷神终端窗口，再按一下 Alt + F2 组合键隐藏雷神终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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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 ：您也可以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雷神终端，来打开雷神模式的终端窗口。

打开文件和应用程序

在终端界面上选中当前目录下的文件，右键菜单会显示 打开 菜单项，点击 打开 

会调用系统的应用打开选中的文件。

1. 在终端界面，输入 ls -al 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

2. 双击鼠标左键，选中文件名。

3. 单击鼠标右键。

4. 点击 打开。

调整编码方式

当某些文件信息显示乱码或者错误时，可以通过调整编码方式来解决问题。

1. 在终端界面，点击鼠标右键。

2. 点击 编码方式。

3. 选择一种编码方式并查看调整后的效果。

4. 重复步骤 3直到内容显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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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通常终端都会匹配正确的编码方式，一些特殊情况下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手动调整编码

方式，如果您可以确定需要哪种编码方式可以直接选择，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多尝试几次。

四.21.5 工作区操作

新建工作区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新建工作区：

• 在终端界面上，点击界面上的 + 号来新建一个工作区。

• 在终端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新建工作区。

• 使用快捷键 Ctrl + Shift + T 新建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

您可以在多个工作区之间任意切换，您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来选择工作区：

• 直接点击界面上的工作区标签来选择对应的工作区。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Tab 组合键来依次切换工作区。

• 按下键盘上的 Ctrl + Shift + 1~9 数字键来选择对应的工作区，当工作区大于

9 时， 将选中最后一个工作区而不是第 9 个工作区。

关闭工作区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关闭工作区：

• 点击工作区标签页，点击 x 按钮关闭该工作区。

•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某个工作区标签：

– 选择 关闭工作区，来关闭此工作区。

– 选择 关闭其他工作区，来关闭除此工作区以外的其他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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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当工作区中只有一个窗口时，使用右键 关闭窗口 也可以关闭当前工作区。

四.21.6 远程服务器管理

终端可以通过主菜单或者右键菜单打开远程管理，界面在失去焦点时会自动隐藏。

将远程服务器添加到管理列表后只需要点击一下就可以自动登陆。

添加服务器

1. 在终端界面上，选择  > 远程管理。

2. 选择 添加服务器，弹出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3. 输入 服务器名、地址、用户名、密码。

4. 点击 添加。

说明：在添加服务器时，您可以点击 高级选项 来设置更多参数，也可以保持默认值，以后需要

时再编辑服务器参数。

编辑服务器

1. 在终端远程管理界面上，点击服务器上的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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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服务器信息。

3. 点击 保存。

说明：您也可以自定义服务器名称，方便您区分和使用。

分组服务器

添加服务器时设置了分组， 服务器会添加到右侧远程管理面板的对应分组中。

1. 在终端界面上，打开添加服务器或编辑服务器对话框。

2. 点击 高级选项。

3. 输入 分组 信息。

4.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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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服务器

当存在多个服务器或服务器分组时， 会在顶部显示搜索输入框， 以快速搜索所有

服务器；

1. 在终端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2. 选择 远程管理。

3. 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词。

4. 按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显示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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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和下载文件

登陆远程服务器之后，可以直接通过终端上传和下载文件。

上传文件

1. 在终端远程管理界面上，选择一个服务器登陆。

2. 在终端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3. 选择 上传文件。

4. 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要上传的文件。

5. 点击 上传，文件将被上传到远程服务器。

下载文件

1. 在终端远程管理界面上，选择一个服务器登陆。

2. 在终端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

3. 选择 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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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下载文件存放位置。

5. 输入要下载的文件路径，文件将下载到指定位置。

删除服务器

1. 在终端界面上，打开编辑服务器对话框。

2. 点击 高级选项。

3. 点击 删除服务器。

4. 在删除服务器弹窗上，点击 删除 来确认删除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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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1.7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新建窗口、自定义命令、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

解终端的更多信息。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跟随系统主题。

1. 在终端界面，点击  。

2. 点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

自定义命令

1. 在终端界面，点击  > 自定义命令。

2. 点击 添加命令。

3. 输入命令的 名称、命令、快捷键。

4. 点击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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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基础设置

1. 在终端界面，点击  > 设置。

2. 在 基础设置 页签下，您可以：

– 设置终端的背景透明度。

说明：当窗口特效关闭后，透明度调节功能将会被隐藏。

– 设置终端的字体及其大小。

快捷键设置

1. 在终端界面，点击  > 设置。

2. 在 快捷键 页签下，您可以：

– 修改快捷键：单击要修改的快捷键，此时输入框呈可编辑状态，使用键盘输入

新的快捷键。

– 禁用快捷键：单击要修改的快捷键，此时输入框呈可编辑状态，按下键盘上的

Backspace 键。

高级设置

1. 在终端界面，点击  > 设置。

2. 在 高级设置 页签下，您可以：

– 设置光标形状。

– 开启或关闭光标闪烁。

– 开启或关闭选中文字时自动复制到剪切板。

– 选择滚动效果。

– 设置窗口默认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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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或关闭失去焦点自动隐藏雷神窗口。

– 开启或关闭背景模糊。

说明：当窗口特效关闭后，背景模糊选框将会被隐藏。

3. 点击 设置 页面底部的 恢复默认 可以将所有设置项恢复到默认状态。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终端。

1. 在终端界面，点击  。

2. 点击 帮助。

3. 查看关于终端的帮助手册。

关于

1. 在终端界面，点击  。

2. 点击 关于。

3. 查看关于终端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终端界面，点击 。

2. 点击 退出。

四.22 应用商店

四.22.1 概述

应用商店是一款集应用展示、下载、安装、卸载、评论、评分、推荐于一体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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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应用商店为您精心筛选和收录了不同类别的应用，每款应用都经过人工

安装并验证。您可以进入商店搜索热门应用，一键下载并自动安装。

四.22.2 使用入门

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应用商店，或者创建应用商店的快捷方式。

运行应用商店

1. 单击任务栏上的启动器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应用商店  ，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说明：应用商店默认固定在任务栏上，您也可以单击任务栏上的  打开应用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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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应用商店

• 在应用商店界面，单击  ，退出应用商店。

•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应用商店。

• 在应用商店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应用商店。

四.22.3 主界面

应用商店主界面由导航栏、搜索框、主菜单、首页轮播、热门推荐、排行榜、装

机必备、专题专栏、下载管理、应用更新和我的应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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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2.4 

应

用管理

您可以通过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安装不同分类的应用，同时还可以根据轮播图、

最新上架、装机必备、热门推荐、热门专题、下载排行、用户评论等不同方式挖

掘更多精彩应用。

搜索应用

1. 应用商店中自带搜索功能，单击搜索按钮 ，输入关键字；

2. 输入关键字后，含该关键字的应用名称将在搜索栏下方显示，可查看包含该

关键字的所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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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

1 导航栏 导航栏主要显示应用商店的首页、排行榜以及应用分类。

2 搜索框 用户可以通过搜索框快速查找应用商店中的所有应用。

3 主菜单 通过主菜单您可以清除缓存、切换主题、查看帮助手册、关
于信息、退出应用商店。

4 轮播区域 主要循环播放推荐应用的图片

5
下载排行
榜

主要展示应用的下载排行榜，排名越靠前，说明下载量越
大。

6 热门推荐 首页热门推荐区域主要展示热门的应用合集。

7 下载管理 下载管理主要显示当前下载任务，下载及安装进度，您还可
以暂停和删除下载任务。

8 应用更新 在应用更新中，您可以查看待更新的应用，并选择是否更
新。

9 我的应用 在我的应用中，您可以查看已安装的所有应用，卸载您不需
要的应用。

10 最新上架 主要展示新上架的应用合集。

11 装机必备 主要展示装机必备软件，可选择性安装。

12 热门专题 主要展示热门专题的应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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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应用

应用商店提供一键式的应用下载和安装，无需手动处理。支持 Union ID 帐号同步

功能，登录 Union ID后，下载安装的应用会同步显示在本地应用和云端应用。当

在其他设备上登录该帐号时，可以一键安装云端应用。

1. 在应用商店界面，直接将鼠标悬停在应用的封面图或名称上，单击  。

2. 在下载安装应用的过程中，您可以在 下载管理 界面查看当前应用的下载和安

装进度，还可以暂停或删除下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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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未登录 Union ID 时，下载安装的应用仅会显示在本地应用中。

本地应用

1. 在应用商店界面，选择 我的应用 ，默认进入 本地应用 界面 。

2. 在本地应用界面，可查看所有已安装应用的列表。单击 应用筛选，可根据应

用分类筛选对应的应用。

云端应用

1. 登录您的 Union ID，在应用商店界面选择 我的应用，单击 云端应用，即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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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该帐号下安装的全部云端应用。

2. 选择想要安装的云端应用，单击 。

3. 安装完后，应用会同步显示在本地应用和云端应用列表中。

4. 如果想要批量安装，可以选择 一键安装，勾选想要安装的云端应用，单击 开

始安装，将下载并安装云端应用。

更新应用

在应用商店界面，选择 应用更新，可查看待升级的应用，并选择是否更新应用。

还可以查看最近更新的应用列表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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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通过控制中心也可以更新和升级系统预装的应用，具体操作请参阅 更新设置。

卸载应用

在 我的应用 界面，单击 本地应用，找到您要卸载的应用，单击  。

除了在应用商店卸载应用外，您还可以通过启动器卸载应用，具体操作请参阅 卸

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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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2.5 应用界面

应用详情

您可以进入应用详情界面，了解应用的评分、下载量、分类、版本、软件包大小、

更新日期及评论等信息。

购买

1. 打开应用商店，登录您的 Union ID。

2. 选择需要安装的应用，将鼠标悬停在应用的封面图或名称上。如果显示的是

金额，则表示需要购买才能安装。单击金额后，继续单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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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弹出支付界面，选择支付方式，当前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4. 单击 立即支付，支付成功后，即可一键安装应用。

说明：应用商店仅部分软件需要购买才能安装使用。

退款

1. 打开应用商店，登录您的 Union ID。

 说明：购买应用 2 小时内，可发起退款申请，详细可查看退款说明。

2. 在 我的应用 界面，单击 云端应用，找到对应的应用，单击 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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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弹出 退款申请 界面，必须同时勾选退款原因和填写意见建议，否则无法提交。

 

4. 单击 提交，退款申请提交成功。一般 2-3 个工作日款项会退回到支付账户。

评论和评分

• 在应用商店登录 Union ID，下载并使用应用后，您可以对应用进行评分和评

论，单击 BUG 助手 还可以反馈软件的 bug。同时还可以点赞其他用户的评论。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437

                                                                                       常用软件

 

• 单击标题栏上的头像，选择 我的评论， 可以查看并修改您的所有评分和评论。

如果您未登录则只能查看评论和评分。

 

四.22.6 主菜单

登录

1. 在应用商店界面，单击标题栏上的头像。

2. 弹出 Union ID 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邮箱/手机号和密码，单击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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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未注册帐号，单击对话框中的 立即注册 按钮，跳转到网页进行注册。

清除缓存

1. 在应用商店界面，单击 。

2. 单击 清除缓存，清除本地缓存的安装包。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应用商店主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1. 在应用商店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查看应用商店的帮助手册，让您进一步了解和使用应用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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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 在应用商店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应用商店的版本、介绍及《统信软件隐私政策》。

退出

1. 在应用商店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即可退出应用商店。

四.23 打印管理器

四.23.1 概述

打印管理器是一款基于CUPS 的打印机管理工具，可同时管理多个打印机。界面

可视化，操作简单，方便用户快速添加打印机及安装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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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3.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打印管理器，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打印管理器

1. 单击任务栏上的启动器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打印管理器  ，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关闭打印管理器

• 在打印管理器界面，单击  ，退出打印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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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打印管理器。

• 在打印管理器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打印管理器。

四.23.3 操作介绍

添加打印机

在打印管理器界面，单击 ，可选择 自动查找、手动查找、URI 查找 方式添加

打印机。

自动查找

1. 单击 自动查找 按钮，会加载出打印机列表，选择需要添加的打印机。

2. 选好打印机后，会加载出驱动列表，默认选择推荐打印机驱动。若选择手动

驱动方案，则会跳转到手动选择打印机驱动界面。

 

3. 单击 安装驱动，进入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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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查找

1. 单击 手动查找 按钮，输入主机名或 IP 查找打印机，系统通过各种协议扫描打

印机。

2. 选好打印机后，会加载出驱动列表，默认选择推荐打印机驱动。若没有加载

出驱动列表，则可以选择手动驱动方案。

3. 单击 安装驱动，进入安装界面。

URI 查找

1. 在 自动查找 和 手动查找 的情况下都不能查询到打印机时，可通过URI 查找

并安装打印驱动。

2. 单击 URI 查找 按钮，输入打印机的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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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默认选择手动驱动方案安装，单击 下一步 ，进入选择驱动界面。

4. 用户选择对应的驱动，单击 安装驱动，进入安装界面。

说明：使用前提是用户知道打印机的 URI 与使用的协议，然后就可以安装驱动程序来使用打印

机。

选择驱动

1. 系统默认驱动：选择打印机后，如果有匹配的驱动，系统会默认选择推荐驱

动。

2. 手动选择驱动：选择打印机后，选择手动选择驱动，驱动来源有三种。

• 本地驱动：通过下拉框选择厂商及型号，查询本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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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PPD 文件：将本地文件 PPD 文件拖放到对应地方，或单击 选择一个

PPD 文件 在本地文件夹查找，比如在/usr/share/ppd 目录下选择 ppd 文件。

说明：使用前提是用户必须在本地安装了驱动，才可以使用 PPD 文件安装。否则，会提示驱动

安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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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打印机驱动：输入精确的厂商和型号，系统会在后台驱动库中搜索，搜

索结果会显示在下拉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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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打印机

添加打印机选择驱动后，单击 开始安装，进入安装界面。

• 安装成功

弹出窗口提示安装成功，可以单击 打印测试页，查看是否可以正常打印；或

单击 查看打印机，跳转到打印机管理界面。

 

• 安装失败

弹出窗口提示安装失败，则可选择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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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管理界面

若已经成功添加了打印机，打开应用，进入打印管理界面。选中打印机，可选择

属性设置、打印队列、打印测试页、查看耗材及故障排查。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448

                                                                                       常用软件

属性 

1. 在打印管理器主界面，单击 属性，跳转到打印设置列表界面。

2. 您可以查看打印机驱动、URI、位置、描述、颜色及分辨率等。

3. 还可以设置项纸张来源、纸张类型、纸张大小、双面打印、页边距位置、方

向、打印顺序等。可根据您的实际需求进行设置，如纸张大小可以选择

A4、A5、B5或A3等，打印方向可以选择纵向、横向或反横向等。

说明：打印机属性列表与打印机型号及驱动相关联，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打印队列

1. 在打印管理器主界面，单击 打印队列，进入主界面，可选择全部列表、打印

队列、已完成列表和刷新列表操作。系统默认选择 打印队列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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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界面列表内容为：任务 ID、用户、文档名称、打印机、大小、提交时间、状

态及操作。

3. 选择一个打印任务后，右键可进行 取消打印、删除任务、暂停打印、恢复打

印、优先打印、重新打印 操作。

打印测试页

在打印管理器主界面，单击 打印测试页，测试是否打印成功。

• 打印成功：测试页打印成功，可进行其他的打印任务。

• 打印失败：测试页打印失败，选择重新安装或故障排查。

耗材

在打印管理器主界面，单击 耗材 可查看打印机耗材余量，如果余量不足，则需要

更换。

故障排查

打印失败时，在打印管理器主界面可单击 故障排查，排查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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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cups 服务是否开启。

• 检查驱动文件是否完整。

• 检查打印机设置：打印机是否启动、是否接受任务。

• 检查打印机连接状态是否正常。

右键菜单

在打印管理器主界面，选中打印机型号，单击右键，可设置打印机是否共享、是

否启动、是否接受任务、是否设为默认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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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打印机

在打印管理器主界面，单击 ，可删除选中的打印机。

四.23.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进行基本服务器设置，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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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1. 在打印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设置，可以进行基本服务器设置。

– 是否发布连接到这个系统的共享打印机，是否允许从互联网打印

– 是否允许远程管理打印机

– 是否保留调试信息用于故障排除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打印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查看帮助手册，通过帮助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打印管理器。

1. 在打印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查看关于打印管理器的帮助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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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 在打印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关于打印管理器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打印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四.24 扫描管理器

四.24.1 概述

扫描管理器是一款管理扫描设备的工具，可同时管理多个扫描设备。界面可视化，

操作简单，帮助用户提高扫描的效率、扫描的质量以及节省存储空间。

四.24.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扫描管理器，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扫描管理器

1. 单击任务栏上的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扫描管理器按钮  ，单击即可打开 。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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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关闭扫描管理器

• 在扫描管理器界面，单击  ，退出扫描管理器。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扫描管理器。

• 在扫描管理器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扫描管理器。

四.24.3 扫描操作介绍

将扫描设备与电脑连接，并打开扫描设备的开关。

在扫描管理器主界面，单击 扫描 按钮 ，列表会显示与当前电脑连接上的所有

扫描设备，如拍摄仪和扫描仪。如果没有显示对应的设备列表，则需要安装驱动。

安装驱动

1. 在扫描界面，单击添加按钮 ，进入选择驱动界面。

2. 可选择在线安装驱动或手动安装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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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安装驱动：依赖驱动仓库，功能在开发中；

– 手动安装驱动：在官网下载扫描设备对应的驱动安装包，在手动安装

界面，单击 导入本地驱动。选中下载的驱动安装包后，单击 安装驱动 ，

跳转到软件包安装器进行安装。

3. 驱动安装成功后，返回主界面再次单击 扫描 按钮 ，直到设备显示在列表

中。

拍摄仪

1. 选择拍摄仪后，在右侧界面可设置扫描参数，包括拍摄方式、裁剪、水印及

图像处理方案等。

 扫描设置：可设置扫描图片的分辨率、图片格式及色彩模式。当前支持 jpg/

bmp/tif 三种图片格式，支持彩色/灰度/黑白三种色彩模式。

 拍摄方式：默认为手动拍摄，可选择定时拍摄并设置定时时间。

 水印：可为拍摄的图片添加文字水印，对图片进行保护，防止盗图。

 图像处理：优化拍摄的图片，如选择”红印文档优化“可以使红印文件的印章更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456

                                                                                       常用软件

加清晰。

 

2. 单击 开始，进入扫描界面。您可以设置 1:1 显示，放大或缩小，旋转及剪裁

扫描区域。

3. 完成设置后，单击 扫描，在界面右侧可以看到保存的图片，双击图片即可打

开。

 

扫描仪

1. 选择扫描仪后，在右侧界面可设置扫描参数，包括扫描设置、裁剪、水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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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处理方案等。

 扫描设置：可设置色彩模式、扫描模式、分辨率及图片格式。如当前支持彩

色图/灰度图/黑白图三种色彩模式，支持 ADF正面/ADF双面/平板三种扫描模

式等。

 裁剪：默认为不裁剪，可选择单图裁剪或多图裁剪。如选择”多图裁剪“后，可

以同时扫描多个文件并分别裁剪为多张图片。

 水印：可为扫描的图片添加文字水印，对图片进行保护，防止盗图。

 图像处理：优化扫描的图片，如选择”红印文档优化“可以使红印文件的印章更

加清晰。

 

2. 完成设置后，单击 开始，进入扫描界面。

3. 单击 扫描，在界面上可以看到扫描完的图片，双击图片即可打开。

图片处理

1. 扫描管理器主界面会显示扫描完的所有图片，您可以单击图标/列表视图 、

，以图标或列表形式查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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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图片并右键单击，您还可以对进行编辑、导出、重命名、合并PDF、添

加到邮件、删除等操作。

 

– 编辑：扫描完的图片可以在画板中编辑。

– 导出：扫描完的图片可以直接导出，如果图片较多可以先合并为

PDF，再导出到指定位置的文件夹。

– 重命名：可以对扫描完的图片进行重命名，便于查找。

–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直接打开图片所在的文件夹。

– 添加到邮件：扫描完的图片可以通过邮件发出，如果图片较多可以先

合并为PDF 文件，再通过邮件发出。

四.24.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进行扫描管理设置、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等操作。

设置

1. 在扫描管理器界面，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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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设置，您可以设置扫描文件的缓存位置，选择是否开启覆盖时警告等功

能。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扫描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1. 在扫描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查看扫描管理器的帮助手册，进一步让您了解和使用扫描管理器。

关于

1. 在扫描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关于扫描管理器的版本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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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1. 在扫描管理器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四.25 安全中心

四.25.1 概述

安全中心是系统预装的安全辅助软件，主要包括系统体检、病毒查杀、防火墙、

自启动管理、系统安全等功能，可以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性。

四.25.2 使用入门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行或关闭安全中心，或者创建快捷方式。

运行安全中心

1. 单击任务栏上的启动器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安全中心  ，单击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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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

动运行该应用程序。

关闭安全中心

• 在安全中心界面，单击 ，退出安全中心。

• 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选择 关闭所有 来退出安全中心。

• 在安全中心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安全中心。

四.25.3 操作介绍

首页

在安全中心主界面，选择左侧导航栏的 首页。在首页可以单击 立即体检，进行系

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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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完后，可以根据系统的安全状况选择是否提升系统安全性，如帐户密码安全

等级较低、未设置锁屏时间等，单击 前往设置，可重新设置。

病毒查杀

病毒扫描

安全中心支持三种病毒扫描方式，分别为全盘扫描、快速扫描和自定义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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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安全中心主界面，选择左侧导航栏的 病毒查杀。在病毒查杀界面，根据需

求选择病毒扫描方式，扫描完成后会显示扫描结果。

 

2. 根据扫描结果，可以对每个风险项单独操作，也可以选择批量操作。有以下

几个操作项：

 修复：单击修复按钮  后，风险项被修复，下次扫描不会被判定为异常。

 隔离：单击隔离按钮  后，风险项被隔离，隔离后不会影响其他文件，下次

扫描不会被判定为异常，可在隔离区查看。

 信任：单击信任按钮  后，风险项被信任，下次扫描不会被判定为异常，可

在信任区查看。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464

                                                                                       常用软件

 

隔离区

在病毒查杀界面，单击 隔离区，可查看隔离文件列表，还可以选择将文件移出隔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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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区

在病毒查杀界面，单击 信任区，可查看信任文件列表，还可以选择将文件移出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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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

在病毒查杀界面，单击 查看日志，可查看每次病毒扫描的时间、扫描类型及结果。

单击详情按钮 ，可查看日志详情，还可以选择删除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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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库更新

每天都有新病毒产生，所以要定期更新病毒库，以满足计算机的安全需求。

在病毒查杀界面，如果有新的病毒库，在界面右下角单击 病毒库不是最新，请尽

快升级并进行病毒查杀。

防火墙

在安全中心主界面，选择左侧导航栏的 防火墙，在防火墙页面可以设置应用联网、

远程访问及查看流量详情。

全局设置

在防火墙界面，可针对所有的应用和服务进行应用联网和远程访问设置。还可以

重置防火墙，执行后 应用联网 和远程访问恢复为默认选项 默认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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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开关

防火墙开关主要控制应用联网及远程访问功能是否生效，但是不影响流量详情功

能的使用，系统默认为关闭状态：

关闭：联网管控/远程访问管控功能都不生效。

开启：联网管控/远程访问管控功能生效，可以根据下文介绍进行设置。

应用联网 

控制所有应用和服务的默认联网设置，下拉框有三个选项。

1. 默认询问（默认选项）：应用每次主动联网的时候，给出提示 xxx需要连接

网络，用户可选择 仅允许本次、始终允许 或 禁止。 

– 仅允许本次：不修改该应用的联网设置，本次允许联网。

– 始终允许：修改该应用的联网设置为 允许，以后应用主动联网时不再

提示，本次允许联网。

– 禁止：不修改该应用的联网设置，本次不允许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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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默认禁止：应用每次联网的时候，给出提示 防火墙已禁止 xxx连接网络，用

户可以选择 前往设置 或 确定。

3. 默认允许：应用每次联网的时候，默认允许，不会弹框提示。

 

远程访问 

控制系统是否可通过应用或服务被远程登录或访问，下拉框有三个选项。

1. 默认询问（默认选项）：应用或服务开启端口监听时，给出提示 xxx需要开

启远程访问，用户可选择 仅允许本次、始终允许 或 禁止。 

– 仅允许本次：不修改该应用远程访问的设置，本次允许远程访问。

– 始终允许：修改该应用远程访问的设置为 允许，以后应用主动开启远

程访问的时候不再提示，本次允许被远程访问。

– 禁止：不修改该应用远程访问的设置，本次不允许被远程访问。

2. 默认禁止：应用或服务开启端口监听时，给出提示 防火墙已禁止 xxx 开启远

程访问，用户可以选择 前往设置 或 确定。

3. 默认允许：应用每次开启远程访问的时候，默认允许，不会弹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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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 

在防火墙首页单击 重置，应用联网和远程访问都重置为默认选项 默认询问。

联网控制

联网控制是设置启动器中单个应用联网的状态。在防火墙首页，单击联网控制，

每个应用或服务下拉框有四种选项。

• 询问：应用联网时给出提示，同“默认（询问）”。

• 允许：应用联网时默认允许，不会有提示信息，同“默认（允许）”

• 禁止：应用联网时给出提示，同“默认（禁止）”。

• 默认（xx）：对应应用联网的默认设置。

 窍门：名称和状态支持单击排序，升序：允许、询问、禁止、默认（xx），降序：禁止、

询问、允许、默认（xx）。 

流量详情

在防火墙首页，单击 流量详情，进入页面。流量详情页面包含 当前联网 和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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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 当前联网页面展示所有启动中的应用，展示每个应用当前的下行网速、上行

网速和管控。单击管控按钮 ，跳转到联网控制页面。

 

• 流量排名页面，您可以查看所有启动器里的应用流量排名，包括下行流量、

上行流量、总流量、流量时间分布详情。列表右上角支持切换时间跨度：当

天、昨天、当月、上月。

 窍门：名称、下行流量、上行流量、总流量支持单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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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启动管理

打开安全中心，选择左侧导航栏的 自启动管理。自启动管理页面仅显示启动器里

的应用，包括应用名称、自启动状态和操作按钮。每个应用可选择允许或禁止开

机自启动。

系统安全

在安全中心主界面，选择左侧导航栏的 系统安全。进入系统安全页面可以设置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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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密码级别、屏幕及升级策略。

登录安全

在系统安全界面，选择 登录安全，进入密码设置界面。可以设置密码安全等级，

还可以设置密码到期提醒时间，定期更换密码。

• 安全等级为 高 或 中 ：在控制中心修改密码，或创建新用户设置密码时，若

设置的密码不符合级别要求，会保存失败，您可以前往安全中心修改等级或

重新设置密码。

• 安全等级为 低 ：在控制中心修改密码，或创建新用户设置密码的时候，直接

保存新设置的密码。

屏幕安全

在系统安全界面，选择 屏幕安全，进入屏幕设置界面。可以设置自动锁屏时间，

锁屏壁纸，电源设置和屏幕保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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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单击关闭显示器栏的 设置 按钮，界面会跳转到控制中心 使用电源 界面。

升级策略

在系统安全界面，选择 升级策略，进入系统更新设置界面。可以查看当前系统版

本是否最新、是否选择升级，也可以开启更新提醒和自动下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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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安全

在系统安全界面，选择 USB 安全，进入 USB 设置界面。开启 保存USB存储设备

连接记录 开关，可以查看带存储功能的 USB 设备连接电脑的记录。

还可以将常用的 USB 设备加入白名单，设置只允许白名单设备连接电脑，防止电

脑数据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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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5.4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进行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等操作。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浅色主题、深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安全中心界面，单击 。

2. 选择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帮助

1. 在安全中心界面，单击 。

2. 选择 帮助，查看关于安全中心的帮助手册，让您进一步了解和使用安全中心。

关于

1. 在安全中心界面，单击 。

2. 选择 关于，查看关于安全中心的版本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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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1. 在安全中心界面，单击 。

2. 选择 退出。

四.26 服务与支持

四.26.1 概述

服务与支持是由统信软件研发的一款用户与官方技术服务团队进行交互的应用程

序，它涵盖远程服务、现场服务、培训服务和顾问咨询服务等，旨在为用户提供

多种渠道的服务与技术支持，更便于用户快速寻求帮助并反馈问题。

四.26.2 使用入门

运行服务与支持

1. 单击任务栏上的启动器 ，进入启动器界面。

2.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浏览或通过搜索，找到服务与支持 ， 单击运行。

3. 右键单击 ，您可以：

• 单击 发送到桌面，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 单击 发送到任务栏，将应用程序固定到任务栏。

• 单击 开机自动启动，将应用程序添加到开机启动项，在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

该应用。

关闭服务与支持

• 在服务与支持界面单击  ，退出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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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栏右键单击 ，选择 关闭所有 退出服务与支持。

• 在服务与支持界面单击  ，选择 退出 来退出服务与支持。

四.26.3 Union ID 登录

1. 留言咨询及在线客服功能都需要登录 Union ID。

2. 在服务与支持界面，单击标题栏上的头像。

3. 弹出 Union ID 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邮箱/手机号和密码后，单击 登录。

注意：如果您未注册帐号，单击对话框中的 立即注册 按钮，跳转到对应的网页进行注册。

四.26.4 自助支持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自助支持 页签，进入自助支持界面。您可以通过搜索、查阅帮

助手册、文档中心及 FAQ，来排除疑问、解决问题。

• 单击 文档中心 图标，跳转到统信 UOS产品文档中心，查看相应的文档。

• 单击 FAQ 图标，跳转至统信 UOS产品文档中心，查看相应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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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帮助手册 图标，则跳转到系统的帮助手册界面。

• 单击 更多服务与支持内容 图标，跳转到统信 UOS生态社区，了解更全面的

服务。

四.26.5 留言咨询

为了确保能够为用户提供高效的服务，通过留言咨询，用户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和

咨询内容，以方便客服及时与用户取得联系，快速解决问题。

使用前提是登录 Union ID，且需要连接网络。

1.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留言咨询 页签。

– 当系统处于联网状态时，进入留言咨询界面，执行步骤 2。

– 当系统处于断网状态时，会自动跳转到 联系我们 界面，具体操作请参

考 联系我们。

2. 根据界面提示，填写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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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必选项，如技术支持、操作系统、桌面等。

– 标题：必选项，咨询或建议的详细标题。

– 内容：必选项，描述需要咨询的问题，可通过鼠标拖拽截图、视频和

GIF 文件到内容框。

– 添加附件：可选项，最多仅允许上传 4 个附件，且每个附件大小不超

过 10MB。

– 上传日志：可选项，默认关闭。用户可以选择开启，上传日志的过程

中将保护您的个人隐私信息。

– 邮箱：必选项，E-mail 用于向用户反馈问题的处理进度和结果。

3. 单击 提交，将填写的信息反馈给 UOS 服务与支持团队 。

 说明：单击 重置，会清空已填写和上传的内容和附件，恢复为初始的默认状态，请谨慎

操作。

4. 提交成功后，您需要关注预留的邮箱，查看咨询进度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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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6.6 在线客服

用户轻轻一点，就可以与客服人员及时交流、沟通服务与技术问题。

使用前提是登录 Union ID，系统处于试用期或激活成功状态，且需要连接网络。

1.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在线客服 页签。

– 当系统处于联网状态时，进入在线客服界面，执行步骤 2。

– 当系统处于断网状态时，会自动跳转到 联系我们 界面，具体操作请参

考 联系我们。

2. 进行在线 IM聊天、发送附件、查看历史消息。

– 在输入框中输入想要咨询沟通的内容，即可开启在线聊天。

– 单击上传附件图标 ，上传附件。

– 单击对话框顶部 查看更多历史消息，查看历史消息。

四.26.7 联系我们

用户可以通过电话、邮件或使用个人微信扫描二维码，添加好友，通过移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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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寻求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1.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联系我们 页签，进入联系我们界面。

2. 选择需要咨询的类别，将展示相匹配的服务与支持团队成员联系方式， 用户

通过获取联系方式来联系我们。

四.26.8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您可以切换窗口主题、查看帮助手册，了解服务与支持的更多信息。

主题

窗口主题包含深色主题、浅色主题和系统主题，其中系统主题为默认设置。

1. 在服务与支持界面，单击 。

2. 单击 主题，选择一个主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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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1. 在服务与支持界面，单击 。

2. 单击 帮助，查看关于服务与支持的帮助手册，让您进一步了解与使用服务与

支持。

关于

1. 在服务与支持界面，单击 。

2. 单击 关于，查看关于服务与支持的版本和介绍。

退出

1. 在服务与支持界面，单击 。

2. 单击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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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知识库：http://wh.uoskb.com/

统信电话客服：400-8588-488

统信在线客服：https://www.uniontech.com/next/online-support

统信文档中心：https://doc.chinauos.com/content/r4VHjoEBplouMytzNait

统信教育西南区技术支持工程师

姓名 联系电话 微信

雷馥笙 18725994783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https://doc.chinauos.com/content/r4VHjoEBplouMytzNait
http://wh.uoskb.com/

	一、 基本操作
	一.1 登录
	一.1.1 图形登录
	一.1.2 远程登录

	一.2 锁屏
	一.3 注销（登出）
	一.3.1 图形登录方式注销
	一.3.2 远程登录注销

	一.4 系统关机重启
	一.5 启动级别（切换）
	一.6 分辨率配置

	二、 系统管理
	二.1 系统监视器
	二.1.1 概述
	二.1.2 操作介绍
	 搜索进程
	 硬件监控
	 程序进程管理
	 切换进程标签
	 调整进程排序
	 结束进程
	 结束应用程序
	 暂停和继续进程
	 改变进程优先级
	 查看进程路径
	 查看进程属性

	 系统服务管理
	 启动系统服务
	 停止系统服务


	二.1.3 主菜单
	 主题
	 视图
	 帮助
	 关于
	 退出


	二.2 设备管理器
	二.2.1 概述
	二.2.2 使用入门
	 运行设备管理器
	 关闭设备管理器

	二.2.3 操作介绍
	 概况
	 处理器
	 主板
	 内存
	 显示适配器
	 音频适配器
	 存储设备
	 网络适配器
	 鼠标
	 键盘
	 显示设备
	 打印机
	 右键菜单

	二.2.4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二.3 磁盘管理器
	二.3.1 概述
	二.3.2 使用入门
	 运行磁盘管理器
	 关闭磁盘管理器

	二.3.3 磁盘分区管理
	 新建分区
	 空间调整
	 隐藏分区
	 显示分区

	二.3.4 磁盘数据管理
	 分区格式化
	 分区挂载
	 分区卸载
	 删除分区

	二.3.5 磁盘健康管理
	 磁盘信息
	 硬盘健康检测
	 分区表错误检测

	二.3.6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二.4 文件管理器
	二.4.1 概述
	二.4.2 使用入门
	 运行文件管理器
	 关闭文件管理器
	 查看快捷键

	二.4.3 主界面
	二.4.4 基本功能
	 新建文件
	 新建文档
	 新建文件夹

	 重命名文件
	 批量重命名
	 查看文件
	 排序文件
	 打开文件
	 隐藏文件
	 复制文件
	 压缩文件
	 删除文件
	 撤销操作
	 文件属性
	 病毒查杀

	二.4.5 常用操作
	 切换地址栏
	 搜索文件
	 高级搜索

	 最近使用
	 多标签页
	 书签管理
	 标记信息
	 添加标记
	 重命名标记
	 修改标记颜色
	 排序标记
	 删除标记

	 文件预览
	 预览视频

	 权限管理
	 我的共享
	 共享本地文件
	 访问共享文件

	 网络邻居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从终端中打开
	 创建快捷方式
	 发送文件(夹)到外接磁盘
	 发送文件到蓝牙

	二.4.6 磁盘管理
	 查看磁盘
	 弹出磁盘
	 重命名磁盘
	 格式化磁盘

	二.4.7 主菜单
	 新建窗口
	 连接到服务器
	 主题
	 设置
	 帮助
	 关于
	 退出


	二.5 日志收集工具
	二.5.1 概述
	二.5.2 使用入门
	 运行日志收集工具
	 关闭日志收集工具

	二.5.3 操作介绍
	 搜索
	 筛选器
	 系统日志
	 内核日志
	 启动日志
	 dpkg日志
	 Xorg日志
	 应用日志
	 开关机事件
	 导出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清除日志
	 刷新日志

	二.5.4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三、 桌面的使用与配置
	三.1 概述
	三.1.1 系统简介

	三.2 桌面
	三.2.1 新建文件夹/文档
	三.2.2 设置排列方式
	三.2.3 调整图标大小
	三.2.4 设置显示器
	三.2.5 更改壁纸
	三.2.6 设置屏保
	三.2.7 剪贴板

	三.3 任务栏
	三.3.1 认识任务栏图标
	三.3.2 切换显示模式
	三.3.3 设置任务栏位置
	三.3.4 调整任务栏高度
	三.3.5 显示/隐藏任务栏
	三.3.6 显示/隐藏插件
	三.3.7 查看通知
	三.3.8 使用智能助手
	 设置语音听写
	 设置语音朗读
	 设置翻译功能

	三.3.9 查看日期时间
	三.3.10 进入关机界面
	三.3.11 回收站
	 还原文件
	 清空回收站


	三.4 启动器
	三.4.1 切换模式
	三.4.2 排列应用
	三.4.3 查找应用
	三.4.4 设置快捷方式
	 创建快捷方式
	 删除快捷方式

	三.4.5 安装应用
	三.4.6 运行应用
	三.4.7 卸载应用

	三.5 控制中心
	三.5.1 首页介绍
	 标题栏

	三.5.2 帐户设置
	 创建新帐户
	 更改头像
	 设置全名
	 修改密码
	 自动登录
	 无密码登录
	 设置指纹密码
	 删除帐户

	三.5.3 Union ID
	三.5.4 显示设置
	 单屏设置
	 更改分辨率
	 调节亮度
	 设置屏幕缩放
	 设置屏幕刷新率
	 改变屏幕方向

	 多屏设置
	 自定义设置

	 触控屏设置

	三.5.5 默认程序设置
	 设置默认程序
	 更改默认程序
	 添加默认程序
	 删除默认程序

	三.5.6 个性化设置
	 设置窗口主题
	 更改活动用色
	 开启窗口特效
	 调节透明度
	 设置图标主题
	 设置光标主题
	 更改系统字体

	三.5.7 网络设置
	 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
	 连接无线网络
	 连接隐藏网络

	 无线热点
	 移动网络
	 拨号网络
	 新建拨号连接

	 VPN
	 系统代理
	 应用代理
	 网络详情

	三.5.8 通知设置
	 设置系统通知
	 设置应用通知

	三.5.9 声音设置
	 输出设备
	 输入设备
	 系统音效

	三.5.10 蓝牙设置
	 修改蓝牙名称
	 连接蓝牙设备
	 使用蓝牙传送/接收文件

	三.5.11 时间日期
	 修改时区
	 添加时区
	 删除时区
	 修改时间和日期
	 设置时间日期格式

	三.5.12 电源管理
	 开启节能模式
	 唤醒时需要密码
	 设置电量显示模式
	 设置显示器关闭时间
	 设置电脑待机时间
	 设置自动锁屏时间
	 设置合盖显示状态
	 设置按电源按钮时显示状态
	 设置低电量通知

	三.5.13 鼠标和触控板
	 通用设置
	 鼠标设置
	 触控板设置
	 指点杆设置

	三.5.14 数位板
	三.5.15 键盘和语言
	 键盘属性
	 键盘布局
	 添加键盘布局
	 删除键盘布局
	 切换键盘布局

	 系统语言
	 添加系统语言
	 设置系统语言

	 快捷键
	 查看快捷键
	 修改快捷键
	 自定义快捷键


	三.5.16 辅助功能
	 桌面智能助手
	 语音听写
	 语音朗读
	 文本翻译

	三.5.17 系统更新
	 更新和升级
	 自动下载更新

	三.5.18 系统信息
	 关于本机
	 版本协议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三.5.19 授权管理
	 未激活
	 激活方式
	 激活成功
	 激活失败
	 激活服务器设置

	三.5.20 备份还原
	 备份
	 通过初始化进行备份
	 通过控制中心进行备份

	 还原
	 从Grub进入还原
	 通过控制中心进行还原


	三.5.21 通用设置
	 设置启动菜单
	 设置启动延时
	 修改默认启动项
	 更改启动菜单背景

	 开发者模式
	 用户体验计划


	三.6 窗口管理器
	三.6.1 打开工作区
	三.6.2 添加工作区
	三.6.3 切换工作区
	三.6.4 删除工作区
	三.6.5 退出工作区
	三.6.6 查看所有窗口
	三.6.7 移动工作区窗口
	三.6.8 切换桌面窗口
	 快速切换相邻窗口
	 快速切换同类型窗口
	 切换所有窗口
	 切换同类型窗口

	三.6.9 窗口分屏


	四、 常用软件
	四.1 中文输入法
	四.1.1 概述
	四.1.2 使用入门
	 切换输入法

	四.1.3 状态栏
	四.1.4 属性设置
	 基本设置
	 词库设置
	 自定义短语
	 分类词库
	 用户词库管理

	 快捷键设置
	 拼音设置
	 特殊习惯
	 模糊音
	 其他设置

	 五笔设置
	 输入风格
	 特殊习惯

	 用户登录

	四.1.5 符号大全
	四.1.6 设置向导
	四.1.7 帮助中心

	四.2 邮箱
	四.2.1 概述
	四.2.2 使用入门
	 运行邮箱
	 关闭邮箱

	四.2.3 登录
	四.2.4 主界面
	四.2.5 写邮件
	四.2.6 收邮件
	四.2.7 查看邮件
	四.2.8 筛选邮件
	四.2.9 删除邮件
	 单个删除
	 批量删除

	四.2.10 导入邮件
	四.2.11 导出邮件
	 单个导出
	 批量导出

	四.2.12 通讯录
	四.2.13 主菜单
	 设置
	 帐号设置
	 基本设置
	 反垃圾设置
	 高级设置
	 恢复默认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3 联系人
	四.3.1 概述
	四.3.2 使用入门
	 运行联系人
	 关闭联系人

	四.3.3 登录
	 注册
	 忘记密码
	 自动登录
	 手动登录

	四.3.4 联系人
	 搜索
	 新的朋友
	 好友
	 添加好友分组
	 删除好友分组
	 添加好友
	 好友信息
	 移动好友
	 删除好友
	 创建会议
	 发起好友聊天

	 群
	 添加群分组
	 删除群分组
	 创建新群
	 群信息
	 移动群
	 解散群
	 转让群
	 创建群会议
	 发起群聊天


	四.3.5 会议
	 搜索
	 创建会议
	 快速参加会议
	 会议进行中
	 会议室
	 待参加会议
	 历史会议

	四.3.6 主菜单
	 用户个人信息
	 设置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4 浏览器
	四.4.1 概述
	四.4.2 使用入门
	 运行浏览器
	 关闭浏览器

	四.4.3 使用浏览器
	 设置默认浏览器
	 标签页管理
	 在窗口中添加新标签页
	 在新窗口中打开新标签页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文件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链接
	 排列标签页
	 关闭标签页
	 恢复标签页或窗口
	 强行关闭页面或应用

	 修改搜索引擎
	 在浏览器上搜索网络信息
	 在网页中搜索
	 搜索字词或图片

	 下载管理
	 下载文件
	 暂停或取消下载
	 下载文件存放路径设置
	 查看下载记录

	 历史记录管理
	 查看历史记录
	 手动清除浏览器缓存

	 主页和启动页设置
	 设置启动页
	 与您的启动页或主页相关的问题

	 收藏夹管理
	 添加书签
	 查找书签
	 修改书签
	 删除书签
	 排列书签

	 在浏览器中翻译网页
	 通过浏览器进行打印
	 通过标准打印机进行打印

	 查看源代码
	 审查元素
	 启动开发者工具

	四.4.4 隐私和安全设置
	 Cookie管理
	 删除 Cookie
	 更改Cookie设置

	 已保存的密码管理
	 使用已保存的密码登录
	 删除已保存的密码
	 启用或停用保存密码的功能

	 分享位置信息
	 允许网站知道您所在的位置
	 更改默认的位置信息设置
	 浏览器如何分享您的位置信息

	 使用摄像头和麦克风
	 更改网站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权限
	 解决麦克风的问题

	 更改网站权限
	 更改所有网站的设置



	四.5 文本编辑器
	四.5.1 概述
	四.5.2 使用入门
	 运行文本编辑器
	 退出文本编辑器
	 查看快捷键

	四.5.3 基本操作
	 新建文件
	 打开文件
	 保存文件
	 打印文档
	 管理标签页
	 关闭文件

	四.5.4 编辑文本
	 移动光标
	 切换大小写
	 高亮文本
	 删除文本
	 撤销操作
	 查找文本
	 替换文本
	 跳到行
	 编辑行
	 开启/关闭只读模式
	 语音朗读
	 文本翻译
	 列编辑
	 颜色标记
	 书签管理
	 注释管理

	四.5.5 主菜单
	 设置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6 文档查看器
	四.6.1 概述
	四.6.2 使用入门
	 运行文档查看器
	 关闭文档查看器
	 查看快捷键

	四.6.3 基本功能
	 打开文件
	 保存文件
	 打印文件
	 管理标签页
	 管理书签
	 管理注释

	四.6.4 常用操作
	 搜索
	 在文档中移动
	 快速翻页
	 切换目录
	 全屏
	 幻灯片放映
	 放大和缩小
	 设置高亮
	 调整页面视图
	 适配窗口
	 旋转
	 查看文档信息

	四.6.5 主菜单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放大镜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7 截图录屏
	四.7.1 概述
	四.7.2 使用入门
	 运行截图录屏
	 关闭截图录屏

	四.7.3 操作介绍
	 截图
	 快捷键
	 选择截图区域
	 调整截图区域
	 编辑截图
	 绘制图形
	 修改图形
	 添加文字批注
	 修改文字批注
	 设置标记颜色
	 保存截图

	 录屏
	 工具栏说明
	 选择录制区域
	 设置录制声音/按键/摄像头/鼠标点击
	 设置录制格式和帧率
	 录制视频

	 查看帮助手册


	四.8 启动盘制作工具
	四.8.1 概述
	四.8.2 使用入门
	 运行启动盘制作工具
	 关闭启动盘制作工具

	四.8.3 操作介绍
	 准备工作
	 选择镜像文件
	 选择制作U盘
	 制作成功
	 制作失败

	四.8.4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9 日历
	四.9.1 概述
	四.9.2 使用入门
	 运行日历
	 关闭日历
	 查看快捷键

	四.9.3 操作介绍
	 新建日程
	 编辑日程
	 设置全天或多天日程
	 设置重复日程
	 查看日程
	 查看日程提醒详情
	 搜索日程
	 删除日程
	 删除重复日程的所有重复
	 删除重复日程的部分重复

	四.9.4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0 相机
	四.10.1 概述
	四.10.2 使用入门
	 运行相机
	 关闭相机

	四.10.3 操作介绍
	 拍照
	 录制视频
	 图片/视频处理

	四.10.4 主菜单
	 设置
	 主题
	 帮助
	 关于

	四.10.5 退出

	四.11 看图
	四.11.1 概述
	四.11.2 使用入门
	 运行看图
	 关闭看图
	 查看快捷键

	四.11.3 图片查看
	 打开图片
	 界面介绍
	 打印图片
	 重命名
	 幻灯片放映
	 复制图片
	 删除图片
	 旋转图片
	 设置为壁纸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查看图片信息

	四.11.4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2 相册
	四.12.1 概述
	四.12.2 使用入门
	 运行相册
	 关闭相册
	 查看快捷键

	四.12.3 照片管理
	 导入照片
	 搜索照片
	 查看照片
	 查看时间线
	 打印照片
	 幻灯片放映
	 复制照片
	 删除照片
	 收藏照片
	 旋转照片
	 设置为壁纸
	 在文件管理器显示
	 查看照片信息

	四.12.4 相册管理
	 新建相册
	 添加照片到相册
	 移除相册中的照片
	 重命名相册
	 导出相册
	 删除相册

	四.12.5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3 画板
	四.13.1 概述
	四.13.2 使用入门
	 运行画板
	 关闭画板
	 查看快捷键

	四.13.3 常用功能
	 新建标签页
	 关闭标签页
	 导入图片
	 导出图片
	 保存图片
	 打印图片

	四.13.4 绘画工具
	 选择工具
	 形状工具
	 画线/画笔工具
	 文本工具
	 模糊工具

	四.13.5 编辑功能
	 复制和粘贴
	 裁剪
	 翻转
	 旋转
	 自适应画布
	 删除
	 调整图层
	 对齐图层
	 对齐文本

	四.13.6 主菜单
	 新建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4 音乐
	四.14.1 概述
	四.14.2 使用入门
	 运行音乐
	 隐藏到系统托盘
	 关闭音乐
	 查看快捷键

	四.14.3 界面介绍
	四.14.4 常用操作
	 添加音乐
	 搜索音乐
	 播放音乐
	 收藏音乐
	 查看歌词
	 调整播放模式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删除音乐
	 设置编码方式
	 查看音乐信息

	四.14.5 我的歌单管理
	 新建歌单
	 重命名歌单
	 添加音乐到歌单
	 移除歌单中的音乐
	 删除歌单

	四.14.6 主菜单
	 均衡器
	 设置
	 基础设置
	 快捷键设置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5 影院
	四.15.1 概述
	四.15.2 使用入门
	 运行影院
	 关闭影院
	 查看快捷键

	四.15.3 主界面
	 图标介绍
	 播放影片
	 快进/快退
	 加速/减速播放

	四.15.4 功能设置
	 调整播放窗口
	 调整播放模式
	 调整画面
	 调整声音
	 调整字幕
	 截图
	 查看影片信息

	四.15.5 列表管理
	 添加影片
	 删除视频文件
	 清空播放列表
	 在文件管理器中显示

	四.15.6 主菜单
	 设置
	 基础设置
	 快捷键设置
	 字幕设置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6 语音记事本
	四.16.1 概述
	四.16.2 使用入门
	 运行语音记事本
	 关闭语音记事本
	 查看快捷键

	四.16.3 操作介绍
	 创建语音记事本
	 录制音频
	 录音回放
	 搜索
	 语音转文字
	 保存为MP3格式
	 添加文字笔记
	 保存为TXT文件
	 语音朗读
	 语音听写
	 文本翻译
	 重命名记事本
	 删除录音
	 删除文字笔记
	 删除记事本

	四.16.4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7 计算器
	四.17.1 概述
	四.17.2 操作介绍
	标准模式
	 科学模式
	 数学符号容错
	 表达式
	 数字联动

	四.17.3 主菜单
	 历史记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8 软件包安装器
	四.18.1 概述
	四.18.2 操作介绍
	 打开方式
	 安装
	 卸载

	四.18.3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19 字体管理器
	四.19.1 概述
	四.19.2 使用入门
	 运行字体管理器
	 关闭字体管理器

	四.19.3 操作介绍
	 界面介绍
	 安装字体
	 单个安装
	 多个安装

	 搜索字体
	 导出字体
	 查看字体基本信息
	 查看字体安装位置
	 预览字体
	 收藏/取消收藏字体
	 启用/禁用字体
	 删除字体

	四.19.4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20 归档管理器
	四.20.1 概述
	四.20.2 使用入门
	 运行压缩
	 关闭压缩
	 查看快捷键

	四.20.3 操作介绍
	 压缩
	 解压缩
	 提取文件

	四.20.4 主菜单
	 打开
	 设置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21 终端
	四.21.1 概述
	四.21.2 使用入门
	 运行终端
	 关闭终端
	 查看快捷键

	四.21.3 基本操作
	 查找
	 网页搜索

	四.21.4 窗口操作
	 新建窗口
	 分割窗口
	 重命名窗口
	 全屏显示窗口
	 关闭窗口
	 复制和粘贴
	 雷神模式
	 打开文件和应用程序
	 调整编码方式

	四.21.5 工作区操作
	 新建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
	 关闭工作区

	四.21.6 远程服务器管理
	 添加服务器
	 编辑服务器
	 分组服务器
	 搜索服务器
	 上传和下载文件
	 删除服务器

	四.21.7 主菜单
	 主题
	 自定义命令
	 设置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22 应用商店
	四.22.1 概述
	四.22.2 使用入门
	 运行应用商店
	 关闭应用商店

	四.22.3 主界面
	四.22.4 应用管理
	 搜索应用
	 下载/安装应用
	 本地应用
	 云端应用

	 更新应用
	 卸载应用

	四.22.5 应用界面
	 应用详情
	 购买
	 退款
	 评论和评分

	四.22.6 主菜单
	 登录
	 清除缓存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23 打印管理器
	四.23.1 概述
	四.23.2 使用入门
	 运行打印管理器
	 关闭打印管理器

	四.23.3 操作介绍
	 添加打印机
	 自动查找
	 手动查找
	 URI查找

	 选择驱动
	 安装打印机
	 打印管理界面
	 属性
	 打印队列
	 打印测试页
	 耗材
	 故障排查
	 右键菜单

	 删除打印机

	四.23.4 主菜单
	 设置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24 扫描管理器
	四.24.1 概述
	四.24.2 使用入门
	 运行扫描管理器
	 关闭扫描管理器

	四.24.3 扫描操作介绍
	 安装驱动
	 拍摄仪
	 扫描仪
	 图片处理

	四.24.4 主菜单
	 设置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25 安全中心
	四.25.1 概述
	四.25.2 使用入门
	 运行安全中心
	 关闭安全中心

	四.25.3 操作介绍
	 首页
	 病毒查杀
	 病毒扫描
	 隔离区
	 信任区
	 查看日志
	 病毒库更新

	 防火墙
	 全局设置
	 联网控制
	 流量详情

	 自启动管理
	 系统安全
	 登录安全
	 屏幕安全
	 升级策略
	 USB安全


	四.25.4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四.26 服务与支持
	四.26.1 概述
	四.26.2 使用入门
	 运行服务与支持
	 关闭服务与支持

	四.26.3 Union ID登录
	四.26.4 自助支持
	四.26.5 留言咨询
	四.26.6 在线客服
	四.26.7 联系我们
	四.26.8 主菜单
	 主题
	 帮助
	 关于
	 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