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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源控制和指示灯位置

以下插图和表格标出并说明电源控件和指示灯位置。

注意 您的笔记本计算机的外观可能与本章中提供的插图稍有不同。

组件 说明

(1) 电源按钮 ● 当笔记本计算机关闭时，按此按钮打开计算机。

● 当笔记本计算机打开时，按此按钮启动休眠模式。

● 当笔记本计算机处于等待模式时，按此按钮快速退出等待模

式。

● 当笔记本计算机处于休眠模式时，按此按钮快速退出休眠模

式。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已停止响应且无法按照 Microsoft® Windows® 关
机步骤将其关闭，可按住电源按钮至少 5 秒钟以关闭笔记本计算

机。

(2) 电源指示灯*（2 个） 亮起：笔记本计算机处于开启状态。

闪烁：笔记本计算机处于等待模式。

熄灭：笔记本计算机处于关闭状态或休眠模式。

(3) fn+f5 启动等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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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4) 电池指示灯 亮起：电池正在充电。

闪烁：作为唯一可用电源的电池电量不足或严重不足。

熄灭：如果笔记本计算机连接外部电源，当笔记本计算机中的所有

电池都充足电后指示灯便会熄灭。如果笔记本计算机未与外部电源

相连，在电池电量不足之前该指示灯一直不亮。

(5) 内部显示屏开关 如果在笔记本计算机处于开启状态时合上计算机显示屏，将关闭显

示屏并启动等待模式。

*2 个电源指示灯显示相同的信息。只有翻开笔记本计算机时，才能看见电源按钮上的指示灯。无论翻开还是合上笔记本计算

机，始终都可以看到笔记本计算机正面的电源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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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源

此款笔记本计算机可以依靠内部电源供电，也可以依靠外部交流电源供电。下表列出执行常见任务时
适用的电源。

注意 只使用此款笔记本计算机附带的或许可用于笔记本计算机的交流电源适配器。

任务 建议使用的电源

运行大多数软件应用程序 ● 笔记本计算机中已经充电的电池

● 通过以下设备之一提供的外部电源：

● 笔记本计算机附带的交流电源适配器

● 对接设备或扩展产品选件

● 电源适配器选件

对笔记本计算机中的电池进行充电或校准 通过以下设备之一提供的外部电源：

● 笔记本计算机附带的交流电源适配器

● 对接设备或扩展产品选件

● 电源适配器选件

警告！ 不要在飞机上为笔记本计算机的电池充电。

安装或修改系统软件，或者对 CD/DVD 进行写入操作 通过以下设备之一提供的外部电源：

● 笔记本计算机附带的交流电源适配器

● 对接设备或扩展产品选件

● 电源适配器选件

ZHCN 3



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

警告！ 为减少电击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将电源线插头插入随时伸手可及的交流电源插座中。

断开计算机的电源时，请从交流电源插座（而非笔记本计算机）上拔下电源线。

如果电源线上配备的是 3 脚插头，请将电源线插入接地的 3 孔插座中。切勿禁用电源线上的接地
插脚（例如，连接双插脚适配器）。接地插脚可以起到重要的安全保护作用。

要将笔记本计算机连到外部交流电源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交流电源适配器插入笔记本计算机上的电源连接器 (1)。

2. 将电源线插入交流电源适配器 (2)。

3.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交流电源插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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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待和休眠

等待和休眠均是节能功能，既可以省电又可以缩短启动时间。这些功能部件可以由您或系统启动。

等待

小心 为避免电池电量完全耗尽，请不要使笔记本计算机长时间处于等待模式。请将笔记本计算
机连接到外部电源。

等待模式可以减少当前未使用的系统组件的能耗。启动等待模式后，系统会将您的工作保存到随机存取
存储器 (RAM) 中，然后清屏。在计算机处于等待模式时，电源指示灯会闪烁。当您从等待模式中恢复
后，屏幕上将再现您先前停止的工作。

小心 为降低信息丢失的风险，请在启动等待模式之前保存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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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

小心 如果在笔记本计算机处于休眠模式时更改配置，则可能无法从休眠模式中恢复。当笔记本
计算机处于休眠模式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不要将笔记本计算机连接到对接设备或扩展产品选件或断开笔记本计算机与其的连接。

不要添加或取出内存模块。

不要插入或取出任何硬盘驱动器或光驱。

不要连接或断开外部设备的连接。

不要插入或取出外部介质卡。

在休眠模式下，系统会将您的工作保存到硬盘驱动器上的休眠文件中，然后关闭笔记本计算机。电源指
示灯熄灭。当您从休眠模式中恢复后，屏幕上将再现您先前停止的工作。如果设置了开机密码，则必须
输入该密码才能从休眠模式中恢复。

小心 为降低信息丢失的风险，请在启动休眠模式之前保存您的工作。

您可以禁用休眠模式。但是，如果禁用了休眠模式，并且系统的电池电量已不足，则即使开机或已启动
等待模式，系统也不会自动保存您的工作。

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的 Power Options（电源选项）来重新启用休
眠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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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选中了 Enable Hibernation（启用休眠）复选框。

可以设置计算机启动休眠模式前系统一直闲置的时间：

1.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Performance and Maintenance（性能和维
护）> Power Option（电源选项）。

2. 单击 System hibernates（系统休眠）列表中的一个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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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等待、休眠或关机模式
下面的部分介绍何时启动等待模式或休眠模式，以及何时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注意 当笔记本计算机处于等待模式或休眠模式时，无法启动任何类型的网络通信或执行任何计
算机功能。

当您中断工作时

启动等待模式后，系统会将您的工作保存到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中，然后清屏。笔记本计算机处于等
待模式时，比工作状态耗电少。当您从等待模式中恢复后，屏幕会立即显示先前的工作。

启动休眠模式后，系统会将您的工作保存到硬盘驱动器上的休眠文件中，然后关闭笔记本计算机。笔记
本计算机处于休眠模式时，比等待状态耗电少。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长时间不使用且不连接外部电源，则关闭笔记本计算机并取出电池可以延长电池的使
用寿命。

当没有可靠的电源时

确保启用了休眠模式，尤其是在您依靠电池为笔记本计算机供电，且无法使用外部电源时。如果电池出
现故障，在休眠模式下，系统会将您的工作保存到休眠文件中并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如果您要在电源不稳定时暂停工作，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保存您的工作，然后启动等待模式。

● 启动休眠模式。

● 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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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无线通信设备或者只读或可写介质时

小心 为避免可能造成音频和视频质量下降、丧失音频或视频的播放功能或者丢失信息，在读取
或刻录 CD、DVD 或外部介质卡时，请勿启动等待或休眠模式。

等待和休眠模式会干扰 Bluetooth® 和 WLAN 通信及介质的使用。请注意以下准则：

●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处于等待模式或休眠模式，则不能启动 Bluetooth 或 WLAN 传输。

● 如果播放介质（例如 CD、DVD 或外部介质卡）过程中不小心启动了等待或休眠模式，则会影响播
放：

● 播放中断。

● 显示以下警告消息：“Putting the computer into hibernation or standby may stop the
playback. Do you want to continue?（使计算机进入休眠或等待模式后可能会停止播放。是否
要继续？）”单击 No（否）。

● 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介质以恢复音频和视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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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源设置

本部分介绍等待、休眠及关机步骤。

打开或关闭笔记本计算机或显示屏

任务 步骤 结果

打开笔记本计算机。 按下电源按钮。 ● 电源指示灯亮起。

● 操作系统装载。

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1. 保存您的工作并关闭所有打开的应用程

序。

2. 通过操作系统关闭笔记本计算机，方法

是选择 Start（开始）> Turn Off
Computer（关闭计算机）> Turn Off

（关闭）。*

● 电源指示灯熄灭。

● 操作系统关闭。

● 笔记本计算机关闭。

在笔记本计算机处于开启状

态时关闭显示屏。

合上计算机。 合上笔记本计算机时，将激活显示屏开关，从而启

动等待模式。

*如果您已经注册到某个网络域，则单击 Shut Down（关机）按钮，而不是 Turn Off Computer（关闭计算机）。

使用紧急关机步骤

小心 采取紧急关机步骤会导致未保存的信息丢失。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没有响应，并且您无法使用正常的 Windows 关机步骤，请按顺序尝试以下紧急步
骤：

● 按 ctrl+alt+delete 组合键。然后选择 Shut Down（关机）> Turn Off（关闭）。

● 按住电源按钮至少 5 秒钟。

● 将笔记本计算机与外部电源断开，然后取出电池。

ZHCN 打开或关闭笔记本计算机或显示屏 9



启动等待模式或从等待模式中恢复

任务 步骤 结果

启动等待模式。 ● 在笔记本计算机处于开启状态时，按

fn+f5 热键。

● 选择 Start（开始）> Turn Off
Computer（关闭计算机）> Stand by

（等待）。*

在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中，如果

没有显示 Stand by（等待）：

a. 单击向下箭头键。

b. 从列表中选择 Stand by（等

待）。

c. 单击 OK（确定）。

● 电源指示灯闪烁。

● 清屏。

允许系统根据下列情

况启动等待模式。

无需采取措施。

●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靠电池供电运行，系

统会在停止使用笔记本计算机 10 分钟

后启动等待模式（默认设置）。

●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连接外部电源，系统

会在停止使用笔记本计算机 25 分钟后

启动等待模式（默认设置）。

注意 电源设置和超时可以在

Windows Control Panel（控制面

板）的 Power Options（电源选

项）中更改。

● 电源指示灯闪烁。

● 清屏。

从用户启动的等待模

式或系统启动的等待

模式中恢复。

按下电源按钮。 ● 电源指示灯亮起。

● 屏幕会显示先前的工作。

*如果您已经注册到某个网络域，则单击 Shut Down（关机）按钮，而不是 Turn Off Computer（关闭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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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休眠模式或从休眠模式中恢复
在启用休眠模式之前不能启动该模式。默认情况下将启用休眠模式。

要确认是否已启用休眠功能，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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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了休
眠功能，Enable hibernation（启用休眠）复选框便会处于选中状态。

任务 步骤 结果

启动休眠模式。 ● 按下电源按钮。

–或–

● 选择 Start（开始）> Turn Off
Computer（关闭计算机）。*然后在

选择 Hibernate（休眠）时按住 shift
键。

在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中，如果

没有显示 Hibernate（休眠）：

a. 单击向下箭头键。

b. 从列表中选择 Hibernate（休

眠）。

c. 单击 OK（确定）。

● 电源指示灯熄灭。

● 清屏。

允许系统启动休眠模

式（已启用休眠模

式）。

无需采取措施。采用电池供电的笔记本计算

机根据以下情况启动休眠模式：

● 在停止使用笔记本计算机 30 分钟后。

● 在电池电量严重不足时。

注意 电源设置和超时可以在

Windows Control Panel（控制面

板）的 Power Options（电源选

项）中更改。

● 电源指示灯熄灭。

● 清屏。

从用户启动的休眠模

式或系统启动的休眠

模式中恢复。

按下电源按钮。† ● 电源指示灯亮起。

● 屏幕会显示先前的工作。

*如果您已经注册到某个网络域，则单击 Shut Down（关机）按钮，而不是 Turn Off Computer（关闭计算机）。�

† 如果系统因为电池电量严重不足而启动了休眠模式，应先连接外部电源或插入充足电的电池，然后再按电源按钮。（如果作

为唯一电源的电池的电量已耗尽，则操作系统无法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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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源选项

您可以使用 Windows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更改许多电源设置。例如，可以设置一个音频警报，
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发出警告，也可以更改电源按钮的出厂默认设置。

访问电源选项属性
要访问电源选项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 右击位于任务栏 右侧的通知区域中的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然后单击 Adjust
Power Properties（调整电源属性）。

–或–

●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Performance and Maintenance（性能和维
护）> Power Option（电源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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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
默认情况下，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位于任务栏 右侧的通知区中，通过显示不同的图标来
指示笔记本计算机是依靠电池供电，还是依靠外部电源供电。

要将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从通知区域中删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通知区中的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然后单击 Adjust Power Properties（调整电
源属性）。

2. 单击 Advanced（高级）标签。

3. 取消选中 Always show icon on the taskbar（总是在任务栏上显示图标）复选框。

4. 单击 Apply（应用），然后单击 OK（确定）。

要在通知区域中显示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Performance and Maintenance（性能和维
护）> Power Option（电源选项）。

2. 单击 Advanced（高级）标签。

3. 选中 Always show icon on the taskbar（总是在任务栏上显示图标）复选框。

4. 单击 Apply（应用），然后单击 OK（确定）。

注意 如果您看不到放在任务栏 右侧的通知区域中的图标，则单击通知区中的 Show Hidden
Icons（显示隐藏的图标）图标（<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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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或更改电源使用方案
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对话框中的 Power Schemes（电源使用方案）标签可以
为系统组件指定功率级别。您可以根据笔记本计算机是依靠电池供电还是外部电源供电来指定不同的使
用方案。

您还可以设置相应的电源使用方案，以便在指定的时间间隔之后，启动等待模式或关闭显示屏或硬盘驱
动器。

要设置电源使用方案，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通知区中的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然后单击 Adjust Power Properties（调整电
源属性）。

2. 单击 Power Schemes（电源使用方案）标签。

3. 选择要修改的电源使用方案，调整屏幕上列表中的选项。

4. 单击 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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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安全保护提示
您可以添加安全保护功能，以便在启动笔记本计算机时，或者从等待或休眠模式中恢复时，提示您输入
密码。

要设置密码提示，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通知区中的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然后单击 Adjust Power Properties（调整电
源属性）。

2. 单击 Advanced（高级）标签。

3. 选择 Prompt for password when computer resumes from standby（在计算机从等待模式中恢
复时提示输入密码）复选框。

4. 单击 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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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处理器性能的控制

小心 为了防止过热，请不要阻塞通风孔。使用时，应将笔记本计算机放置在坚固的平面上。请
勿让其它坚硬物体（例如打印机）或柔软物体（例如枕头、厚毛毯或衣物）阻挡空气流通。过热
会损坏笔记本计算机并降低处理器的工作性能。

注意 在某些情况中，笔记本计算机使用外部电源供电时的运行速度要高于使用电池供电时的速
度。如果电池电源严重不足，则笔记本计算机会尝试通过降低处理器速度和图形处理来达到节能
目的。

在 Windows XP 中，您可以通过选择电源使用方案来管理处理器性能控制。您可以设置处理器的处理速
度，以获得 佳的性能或达到 佳的节能效果。

可以在 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对话框中管理处理器性能控制。

要访问 Windows XP 处理器性能控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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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选择的电源使用方案将确定笔记本计算机连接到外部电源或依靠电池电源供电时处理器的执行方式。
针对外部电源或电池电源的每种电源使用方案都会设置特定的处理器状态。

设置电源使用方案后，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即可控制笔记本计算机处理器的性能。下表列出针对可用的
电源使用方案，依靠外部电源和电池电源供电时处理器的性能。

电源使用方案 使用外部电源时处理器的性能 使用电池电源时处理器的性能

家用/办公室 总是在 高的性能状态下运行。 根据 CPU 的要求确定性能状态。

便携/袖珍式（默认）* 根据 CPU 的要求确定性能状态。 根据 CPU 的要求确定性能状态。

演示 根据 CPU 的要求确定性能状态。 根据 CPU 的要求确定性能状态。

一直开着 总是在 高的性能状态下运行。 总是在 高的性能状态下运行。

少电源管理 根据 CPU 的要求确定性能状态。 根据 CPU 的要求确定性能状态。

大电池模式 根据 CPU 的要求确定性能状态。 选择 Max Battery（ 大电池模式）设置时，

CPU 性能有所降低，但电池使用寿命延长。

*建议您使用便携/袖珍式电源使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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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池

当笔记本计算机中装有已充电的电池并且未与外部电源连接时，将依靠电池电源供电。当笔记本计算机
连接到外部交流电源时，可依靠交流电源供电。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中装有已充电的电池，而它目前正依靠通过交流电源适配器提供的外部交流电源供电
时，如果断开交流电源适配器与笔记本计算机的连接，笔记本计算机就会切换到依靠电池电源供电。

注意 当您断开笔记本计算机与交流电源的连接时，将降低显示屏亮度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决定是将电池留在笔记本计算机中，还是将其取出另行存放。如果将电池
留在笔记本计算机中，只要笔记本计算机与外部交流电源相连，就可以为电池充电，而且在万一断电的
时候，还可以保护您所做的工作。请注意，当关闭笔记本计算机并断开与外部电源连接时，留在笔记本
计算机中的电池会缓慢释放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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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或取出电池

小心 为了防止在取出作为唯一电源的电池后丢失信息，请在取出电池前启动休眠模式或关闭笔
记本计算机。

注意 电池外观会因型号有所不同。

要插入电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翻转笔记本计算机，令其底部朝上，将其放在平整的表面上，电池架背向您。

2. 将电池向下插入电池架 (1) 中，向下旋转电池，直至就位 (2)。

电池释放锁定器 (3) 会自动将电池锁定到位。

要取出电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翻转笔记本计算机，令其底部朝上，将其放在平整的表面上，电池架背向您。

2. 滑动电池释放锁定器 (1) 以释放电池。

3. 将电池 (2) 转离笔记本计算机，然后从笔记本计算机 (3) 中将其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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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池充电
要延长电池寿命并提高电池电量显示的准确度，请执行以下操作：

警告！ 不要在飞机上为笔记本计算机的电池充电。

● 要给新电池充电，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通过交流电源适配器将笔记本计算机连接到外部电源后，为电池充电。

● 在开启笔记本计算机之前为电池充电时应使之充足电。

● 要给旧电池充电，请执行以下操作：

● 充电前通过正常使用的方式将电池放电，直至电池电量大约只剩余全部电量的百分之十。

● 在开启笔记本计算机之前为电池充电时应使之充足电。

只要笔记本计算机通过交流电源适配器、对接设备选件、扩展产品选件或电源适配器选件与外部电源相
连或对接扩展产品选件，笔记本计算机中所装的电池即开始充电。

无论笔记本计算机处于关闭状态还是正在使用中，都可以为插入笔记本计算机的电池充电，只是在笔记
本计算机处于关闭状态时为电池充电的速度较快。如果电池是新的，或者在两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内未
使用，或者电池温度比室温高或低很多，充电时间可能会延长。

电池指示灯指示充电状态：

● 亮起：电池正在充电。

● 闪烁：电池电量不足并且未进行充电。

● 快速闪烁：电池电量严重不足并且未进行充电。

● 熄灭：电池已经充足电或未安装。

监测电池的电量

本节介绍几种确定电池电量的方法。

获得准确的电量信息

为了提高所有电池电量指示灯的准确度，请执行以下操作：

● 充电前通过正常使用的方式将电池放电，直至电池电量大约只剩余全部电量的百分之十。

● 在开启笔记本计算机之前为电池充电时应使之充足电。

● 如果已在长达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内未使用过电池，应校准电池，而不仅仅是为其充电。

在屏幕上显示电量信息

本节介绍如何访问和解释电池电量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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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电量显示

要查看有关笔记本计算机中任一电池的状态的信息，请执行以下步骤之一：

● 双击位于任务栏的 右侧的通知区域中的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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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标签。

电量指示灯说明

大多数电量指示灯都以百分比和剩余电量可以使用的时间（以分钟计）两种方式报告电池的状态。

● 百分比表示电池的大约剩余电量。

● 时间表示：如果电池继续以目前的水平供电，笔记本计算机大约还能依靠电池剩余的电量运行多长
时间。例如，如果开始播放 DVD，则剩余时间会缩短；如果停止播放 DVD，则剩余时间会延长。

当电池正在进行充电时，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屏幕上的电池图标上会加叠一个闪电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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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
本节中的信息说明出厂时设置的警报和系统响应。有些有关电池电量不足的警报以及系统响应可以使用
Windows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的 Power Options（电源选项）进行更改。在 Power Options

（电源选项）窗口中设置的首选项不会影响指示灯。

识别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

本节介绍如何识别电池电量不足和电池电量严重不足的情况。

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

如果电池是笔记本计算机唯一可用的电源，而且已处于电量不足的情况，则电池指示灯将呈琥珀色闪
烁。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的情况

如果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得不到解决，笔记本计算机就会进入电池电量严重不足的情况，并且电池指示
灯会快速闪烁。

笔记本计算机通过以下方式解决电池电量严重不足的情况：

● 如果已启用休眠模式且笔记本计算机正处于开启状态或等待模式，笔记本计算机将启动休眠模式。

● 如果禁用了休眠模式且笔记本计算机正处于开启状态或等待模式，则笔记本计算机在等待模式下作
短暂停留后便会关闭，而此时尚未保存的信息也将丢失。

执行以下任务以确保启用休眠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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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确保选中了 Enable hibernation support（启用休眠支持）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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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电池电量不足的状况

小心 为降低信息丢失的风险，如果笔记本计算机已经出现电池电量严重不足的情况，并且已经
启动休眠模式，则在电源指示灯熄灭前，请不要恢复供电。

如果有外部电源

如果有外部电源，则可以通过连接以下设备之一来解决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

● 交流电源适配器

● 对接设备或扩展产品选件

● 电源适配器选件

如果有已充电的电池

如果有已充电的电池组，则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解决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

1. 关闭笔记本计算机或启动休眠模式。

2. 插入已充电的电池。

3. 打开笔记本计算机。

如果没有可用电源

如果没有可用电源，则通过执行以下其中一个步骤来解决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

● 启动休眠模式。

–或–

● 保存您所做的工作，然后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笔记本计算机无法从休眠模式中恢复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无法从休眠模式中恢复，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插入已充电的电池，或者将笔记本计算机与外部电源相连。

2. 通过按电源按钮从休眠模式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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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电池

何时校准

即使频繁使用电池，每个月校准电池的次数也不必多于一次。使用新电池之前不必进行校准。当出现以
下情况时，应校准电池：

● 电池电量显示似乎不准确。

● 发现电池的供电时间与以往大不相同。

● 已有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未曾使用过电池。

如何校准

电池校准由三个步骤组成：充电、完全放电和重新充电。

步骤 1：为电池充电

无论笔记本计算机是处于关闭状态，还是处于使用状态，都可以为电池充电。不过，当笔记本计算机处
于关闭状态时，充电速度更快。

警告！ 不要在飞机上为笔记本计算机的电池充电。

要为电池充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电池插入笔记本计算机。

2. 将笔记本计算机与交流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选件、对接设备选件或扩展产品选件相连，然后将
适配器或设备与外部电源连接。

笔记本计算机上的电池指示灯亮起。

3. 将笔记本计算机一直连在外部电源上，直到电池充足电为止。

笔记本计算机上的电池指示灯熄灭。

ZHCN 校准电池 23



步骤 2：为电池放电

开始完全放电之前，应禁用休眠模式。

要禁用休眠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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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清除 Enable hibernation（启用休眠）复选框。

3. 单击 Apply（应用）。

在为电池放电期间，笔记本计算机必须处于开启状态。无论是否使用笔记本计算机，电池都会放电。不
过，在使用笔记本计算机时，放电速度更快。

● 如果您不想在放电期间守候在笔记本计算机旁边，请在放电过程开始之前保存自己的信息。

● 如果放电过程中偶尔仍需使用笔记本计算机，并且已经设置了节能超时，系统在电池放电期间应具
有以下性能：

● 显示器不会自动关闭。

● 笔记本计算机闲置时硬盘驱动器的速度不会自动降低。

● 系统不会启动休眠模式。

要为电池完全放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位于任务栏 右侧的通知区域中的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图标，然后单击 Adjust
Power Properties（调整电源属性）。

–或–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Performance and Maintenance（性能和维
护）> Power Option（电源选项）。

2. 记录在 Running on batteries（使用电池供电）和 Plugged in（接通交流电源）列中的四个设
置，以便您在完成校准后重置它们。

3. 将四个选项均设置为 Never（从不）。

4. 单击 OK（确定）。

5. 断开笔记本计算机与外部电源的连接，但不要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6. 使用电池为笔记本计算机供电，直到电池完全放电。在放电过程中，当电池出现电量不足的情况
时，电池指示灯开始呈琥珀色闪烁。当电池完全放电后，电池指示灯熄灭，随后笔记本计算机也将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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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为电池重新充电

要为电池重新充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笔记本计算机一直连在外部电源上，直到电池重新充足电为止。电池重新充足电后，笔记本计算
机上的电池指示灯将熄灭。

在为电池重新充电的同时也可以使用笔记本计算机，不过，笔记本计算机关闭时电池充电速度会更
快一些。

2.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处于关闭状态，可在电池充足电并且电池指示灯熄灭后将它打开。

3.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Performance and Maintenance（性能和维
护）> Power Option（电源选项）。

4. 在 Plugged in（接通交流电源）和 Running on batteries（使用电池供电）列中重新输入记录的
各项的设置。

5. 单击 OK（确定）。

小心 校准电池后，重新启用休眠模式。如果不重新启用休眠模式，可能会造成电池电量完全耗
尽，并可能会丢失信息。

要重新启用休眠功能，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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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Enable hibernation（启用休眠）复选框，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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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电池电量
使用本节中说明的节能步骤和设置来延长电池一次充电后为笔记本计算机供电的时间。

在工作时节能

● 在不使用无线网络连接、局域网 (LAN) 连接和调制解调器应用程序时，应退出调制解调器应用程序
并断开无线网络连接和局域网连接。

● 断开当前不使用的未连接外部电源的外部设备。

● 停用、禁用或取出当前不使用的外部介质卡。

● 禁用或取出插入的数字卡。

● 根据需要使用 fn+f8 和 fn+f7 热键调节屏幕亮度。

● 使用可选的有源扬声器代替内置扬声器，或者根据需要调节系统音量。

● 按 fn+f4 热键将屏幕图像显示从笔记本计算机显示屏切换到外接显示设备。

● 如果要中断工作，应启动等待或休眠模式，或者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选择节能设置

● 选择较短的屏幕保护程序等待时间，同时，屏幕保护程序的图形及动画应尽可能少。

要访问屏幕保护程序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Appearance and Themes（外观和主题）>
Choose a screen saver（选择屏幕保护程序）。

● 选择具有低能耗设置的电源使用方案。

要选择电源使用方案，请执行以下操作：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Appearance and Themes（外观和主题）>
Choose a screen saver（选择屏幕保护程序）> Power（电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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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电池

警告！ 为避免安全隐患，在此款笔记本计算机上只能使用与其配套的电池、HP 提供的兼容电
池或从 HP 购买的电池附件。

小心 为防止损坏电池，请勿将电池长期放在高温环境中。

如果停止使用笔记本计算机并与外部电源断开连接的时间超过两周，请取出所有电池并单独存放。

为长时间保持所存放电池中的电量，应将电池存放在阴凉干燥处。

对于已存放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电池，使用前应对其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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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废旧电池

警告！ 为减少火灾或烧伤的危险，请勿拆卸、碾压或刺穿电池；或者使电池外部接点短路；或
者将其投入火中或水中。请勿将电池置于温度高于 60°C (140°F) 的环境中。在此款笔记本计算机
上只能换用 HP 批准使用的电池。

有关废旧电池处理的信息，请参阅“管制、安全和环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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