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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换内存模块

此款笔记本计算机在机身底部有一个内存模块盒。可以通过升级内存模块插槽中的现有内存模块来增加
笔记本计算机的内存容量。

警告！ 为降低电击和损坏设备的风险，在安装内存模块前应拔出电源线插头，并取出所有的电
池。

小心 静电释放 (ESD) 会损坏电子元件。在开始执行任何操作之前，应确保已触摸了接地的金属
物体而释放了自身的静电。

要更换内存模块，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保存所做的工作。

2. 关闭笔记本计算机并合上显示屏。

如果您无法确定计算机是已经关闭还是处于休眠模式，请先按电源按钮打开计算机。然后通过操作
系统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3. 断开所有与计算机相连的外接设备。

4. 将电源线插头从交流电源插座上拔下。

5. 翻转笔记本计算机，将其放在平整的表面上。

6. 从笔记本计算机中取出电池。

7. 拧开内存模块盒盖的螺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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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起内存模块盒盖 (2)，使其脱离计算机。

9. 要取出内存模块，请执行以下操作：

a. 拉开内存模块两侧的固定夹 (1)。

内存模块向上倾斜。

小心 为防止损坏内存模块，请只抓住内存模块的边缘。不要触摸内存模块上的元件。

b. 握住内存模块 (2) 的边缘，然后轻轻地将其从内存模块插槽中拔出。

将取出的内存模块放入防静电的包装中，以保护内存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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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要插入新的内存模块，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将内存模块缺口边缘 (1) 对准内存模块插槽的卡舌。

小心 为防止损坏内存模块，请只抓住内存模块的边缘。不要触摸内存模块上的元件，
也不要折弯内存模块。

b. 当内存模块与内存模块盒表面成 45 度角时，将内存模块 (2) 按入内存模块插槽直到其卡入就
位。

c. 轻轻向下按内存模块 (3)，对内存模块左右两边同时用力，直到固定夹卡入到位。

11. 将内存模块盒盖上的卡舌 (1) 对准笔记本计算机上的卡槽盖。

12. 合上内存模块盒盖 (2)。

13. 拧紧内存模块盒盖的螺钉 (3)。

14. 重新装上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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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新连接外部电源和外部设备。

16. 打开笔记本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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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用于保存休眠文件的硬盘驱动器空间

启动休眠模式后，操作系统会将您的信息保存在主硬盘驱动器上的休眠文件中，然后关闭笔记本计算
机。操作系统在硬盘驱动器上保留一定空间，以便根据系统内存数量存储休眠文件。增加系统内存后，
操作系统也随即增加为休眠文件保留的硬盘驱动器空间。

如果增加内存后遇到与休眠有关的问题，请确认硬盘驱动器上的可用空间数量大于休眠文件所需要的空
间。

要显示硬盘驱动器的可用空间数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 Start（开始）> My Computer（我的电脑）。

2. 右击列出的主硬盘驱动器，然后单击 Properties（属性）。

要显示休眠文件所需的硬盘驱动器空间大小，请执行以下步骤：

▲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Performance and Maintenance（性能和维
护）> Power Options（电源选项）> Hibernate（休眠）标签。

如果硬盘驱动器上的可用空间数量小于休眠文件所需要的空间，请增加硬盘驱动器上的可用空间：

▲ 选择 Start（开始）> Help and Support（帮助和支持）> Performance and Maintenance（性能
和维护）> Freeing up disk space（释放磁盘空间），然后按屏幕上的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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