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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放驱动器

驱动器是容易损坏的计算机组件，取放时应格外小心。取放驱动器之前，请参阅以下注意事项。其它注
意事项在相应的步骤中说明。

小心 要降低损坏笔记本计算机、驱动器或丢失信息的危险，请遵循以下防范措施：

在将笔记本计算机或外接硬盘驱动器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之前，先启动睡眠模式并清屏。

在取放驱动器之前，请触摸驱动器上裸露的金属表面以释放静电。

不要触摸可拆卸驱动器或笔记本计算机上的连接器插针。

取放驱动器时应格外小心；切勿跌落或在其上面放置物品。

在拆装驱动器之前，请关闭笔记本计算机。如果无法确定笔记本计算机是处于关机状态还是处于
休眠状态，请先打开笔记本计算机，然后再通过操作系统将其关闭。

在驱动器托架中安装驱动器时，切勿用力过猛。

在光驱正在刻录光盘之际，不要使用笔记本计算机的键盘或移动笔记本计算机。刻录过程很容易
受到振动的影响。

当电池是唯一电源时，在向介质写入之前，请确保电池已充足电。

不要将驱动器放置在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过高或过低的环境中。

不要让驱动器接触到液体。切勿将清洁剂喷在驱动器上。

在将驱动器从驱动器托架中取出之前或携带驱动器旅行、运送驱动器或储存驱动器之前，应将介
质从驱动器中取出。

如果必须邮寄驱动器，请将驱动器放在装有泡沫衬垫的邮寄包装箱中或其它适当的防护性包装
中，并且在包装箱上标明“易碎物品”。

不要让驱动器接触到磁场。带有磁场的安检设备包括机场步行通过的安检设备和手持式安检磁
棒。检查手提行李物品的机场安检设备（例如传送带）使用的是 X 光而不是磁场，并不会损坏驱
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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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驱动器指示灯

访问主硬盘驱动器或光驱时，驱动器指示灯会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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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盘驱动器

更换硬盘驱动器

小心 为了防止系统锁定和信息丢失，请注意以下事项：

从硬盘驱动器托架中取出硬盘驱动器之前，先关闭笔记本计算机。当笔记本计算机处于运行、睡
眠或休眠状态时，请不要取下硬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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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出硬盘驱动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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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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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计算机中取出电池。

7. 使硬盘驱动器托架朝向您，拧开硬盘驱动器盖的 2 个螺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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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起硬盘驱动器盖，使其脱离笔记本计算机 (2)。

9. 卸下硬盘驱动器的 2 个螺钉 (1)。

10. 将硬盘卡舌向上拉 (2)，然后将硬盘从笔记本计算机中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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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硬盘驱动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硬盘驱动器插入硬盘驱动器托架中。

2. 轻轻按下硬盘，直到卡入到位 (1)。

3. 将硬盘驱动器的 2 个螺钉放回原位 (2)。

4. 将硬盘驱动器盖上的卡舌 (1) 对准笔记本计算机上的相应槽口。

5. 合上内存模块盒盖 (2)。

6. 拧紧硬盘驱动器盖的螺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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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驱

正如下表所述，笔记本计算机可以在光驱中进行读写操作。

光驱类型 读取 CD 和 DVD-
ROM

刻录 CD-RW 刻录 DVD±RW/R 刻录 DVD+R DL

DVD/CD-RW 驱动器 是 是 否 否

DVD±RW 双层 是 是 是 是

LightScribe DVD±RW 双层 是 是 是 是

注意 您的笔记本计算机可能不支持表中所列出的一些光驱。所列出的设备不一定都是支持的光驱。

光驱（比如 DVD-ROM 驱动器）可承放光盘（CD 和 DVD）。光盘用于存储或传输信息以及播放音乐和
电影。DVD 比 CD 的容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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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光盘
1. 打开笔记本计算机。

2. 然后按驱动器挡板上的释放按钮 (1)，打开介质托盘。

3. 向外拉出托盘 (2)。

4. 抓住光盘的边缘，不要接触光盘表面，然后将光盘放到托盘轴心上，使带标签的一面朝上。

注意 如果托盘没有完全拉出，可以将光盘倾斜放在托盘轴心上。

5. 轻轻将光盘 (3) 按到托盘轴心上，直到光盘卡入就位。

6. 合上介质托盘。

注意 装入光盘后，通常会出现短暂停顿。 如果您没有选择媒体播放器，则会打开“自动播
放”对话框。 提示您选择使用媒体内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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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通电池或外部电源时取出光盘
1. 按驱动器挡板上的释放按钮 (1) 释放介质托盘，然后轻轻向外拉出托盘 (2)，直至不能拉动为止。

2. 从托盘中取出光盘 (3) 时，轻轻向下按轴心，同时拿住光盘的外侧边缘向上提。 用手拿住光盘的边
缘，不要接触光盘表面。

注意 如果介质托盘没有完全伸出，要将光盘斜着小心取出。

3. 合上介质托盘并将光盘放入保护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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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开计算机电源时取出光盘
1. 将回形针 (1) 的一端插入驱动器前面板的手动退盘孔。

2. 轻按回形针，直至托盘弹出，然后向外拉托盘 (2)，直到不能拉动为止。

3. 从托盘中取出光盘 (3) 时，轻轻向下按轴心，同时拿住光盘的外侧边缘向上提。 用手拿住光盘的边
缘，不要接触光盘表面。

注意 如果介质托盘没有完全伸出，要将光盘斜着小心取出。

4. 合上介质托盘并将光盘放入保护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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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笔记本计算机处于睡眠或休眠状态

小心 为防止降低音频和视频质量或丧失音频或视频的播放功能，请不要在读取或刻录 CD 或
DVD 时启动睡眠或休眠模式。

为避免丢失信息，请不要在刻录 CD 或 DVD 时启动睡眠或休眠模式。

如果在播放介质（例如 CD 或 DVD）过程中启动了睡眠或休眠模式，笔记本计算机将出现下列某个状
况：

● 播放中断。

● 将显示一条询问您是否要继续的警告消息。如果显示了该消息，请单击 No（否）。

● 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 CD 或 DVD 以恢复音频和视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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