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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系统出现故障之后执行恢复可以达到您上一次备份状态。HP 建议您在软件设置完成后立即创建恢复
光盘。随着新软件和数据文件的不断增多，您应该坚持定期备份系统以使备份保持较新的状态。

操作系统和 HP Recovery Manager 软件提供的工具专用于执行下列任务以保护您的信息，并在系统出
现故障时对系统进行恢复：

● 制作一套恢复光盘（Recovery Manager 软件功能）。恢复光盘用于在系统出现故障或不稳定时启
动笔记本计算机，并将操作系统和软件应用程序恢复为出厂时的设置。

● 定期备份笔记本计算机信息以保护重要的系统文件。

● 创建系统恢复点（操作系统功能）。通过将计算机系统恢复到较早状态，系统还原点允许系统恢复
一些不希望的系统修改。

● 恢复程序或驱动程序（Recovery Manager 软件功能）。此功能不需要执行完整的系统恢复即能够
重新安装一个程序或驱动程序。

● 恢复整个系统（Recovery Manager 软件功能）。如果系统出现故障或不稳定，可以使用
Recovery Manager 将笔记本计算机完全恢复到出厂时的映像。Recovery Manager 可从硬盘驱动
器上的专用恢复分区（仅限某些机型）或您创建的恢复光盘中运行。

注： 如果您的笔记本计算机具有固态硬盘 (SSD)，则可能没有恢复分区。没有分区的笔记本计算
机会附带恢复光盘。使用这些光盘可以对操作系统和软件进行恢复。要检查是否存在恢复分区，请
选择开始 > 计算机。如果存在分区，则在窗口的硬盘驱动器部分会列出 HP Recovery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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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恢复光盘

HP 建议您创建恢复光盘，从而确保在系统遇到故障或不稳定时，可以将系统恢复到其原始出厂状态。
请在第一次设置笔记本计算机之后，创建这些光盘。

小心处理这些光盘并保存在安全的地方。软件只允许创建一套系统恢复光盘。

注： 如果您的笔记本计算机没有内置光驱，则可以使用外接光驱选件（需单独购买）创建恢复光盘，
或者从 HP 网站为您的笔记本计算机购买恢复光盘。

在创建恢复光盘前，请注意以下准则：

● 您需要高质量的 DVD-R、双层 DVD-R、DVD+R、双层 DVD+R、BD-R（可写蓝光）或 CD-R 光
盘。所有这些光盘均需单独购买。DVD 和 BD 的容量比 CD 要大。使用 CD 时可能需要多达 20 张
光盘，而使用 DVD 或 BD 时，只需要几张光盘即可。

注： 可读写光盘（例如 CD-RW、DVD±RW、双层 DVD±RW 和 BD-RE（可写蓝光）光盘）与
Recovery Manager 软件不兼容。

● 处理过程中计算机必须连接到交流电源。

● 每台笔记本计算机只能创建一套恢复光盘。

● 在将光盘插入光驱之前，请给每张光盘编号。

● 必要时，您可以在完成创建恢复光盘之前退出程序。下次打开 Recovery Manager 时，将提示继续
进行光盘创建。

要创建一套恢复光盘，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Recovery Manager > Recovery Manager。

将打开 Recovery Manager。

2. 单击高级选项。

注： 如果计算机使用电池供电，在进行到下一步之前会提示您将计算机连接到交流电源。

3. 单击创建恢复光盘，然后单击下一步。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2 第 2 章   创建恢复光盘



3 备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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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时间
● 按计划定期备份。

注： 设置提醒以定期备份信息。

● 在系统修复或还原之前。

● 在添加或者改动硬件或软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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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建议
● 使用 Recovery Manager 制作一套恢复光盘。

● 使用 Windows® 系统还原功能创建系统恢复点，并定期将这些恢复点复制到光盘上。

● 将个人文件保存在“文档”文件夹中，并定期备份此文件夹。

● 备份相关程序中保存的模板。

● 通过对设置进行截图，保存窗口、工具栏或菜单栏中的自定义设置。如果需要重置首选项，使用屏
幕截图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要将屏幕内容复制并粘贴到文字处理文档中，请执行以下步骤：

a. 显示屏幕。

b. 复制屏幕：

如果仅复制活动窗口，请按 alt+fn+prt sc。

要复制整个屏幕，请按 fn+prt sc。

c. 打开文字处理文档，然后选择编辑 > 粘贴。

备份建议 5



使用系统恢复点
备份系统的同时，创建一个系统还原点。系统还原点可以保存并命名在特定时间点的硬盘驱动器快照。
如果要撤销后来对系统所做的更改，您就可以将系统恢复到该点。

注： 恢复系统到时间更早的一个还原点不会影响自上一个还原点后创建的数据文件或电子邮件。

您还可以创建额外的还原点来加强对系统文件和设置的保护。

创建还原点的时间

● 在添加或者大幅改动软件或硬件之前

● 在系统具有最佳运行状况的时候，定期创建恢复点

注： 如果执行了一次还原后马上改变想法了，可以撤消还原。

创建系统还原点

1. 选择开始 > 控制面板 > 系统和维护 > 系统。

2. 在左窗格中，单击系统保护。

3. 单击系统保护标签。

4. 在自动恢复点下面，选择希望为其创建系统还原点的磁盘。

5. 单击创建。

将打开“系统保护”窗口。

6.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恢复到上一个日期和时间

当计算机运行良好时要恢复到一个还原点（在上一个时间和日期创建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开始 > 控制面板 > 系统和维护 > 系统。

2. 在左窗格中，单击系统保护。

3. 单击系统保护标签。

4. 单击系统还原按钮，然后单击下一步。

将打开“系统还原”窗口。

5.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6 第 3 章   备份信息



4 执行恢复操作

注： 您只能恢复以前备份过的文件。HP 建议您在完成笔记本计算机设置后立即用 HP Recovery
Manager 来创建整个驱动器备份。

如果系统出现故障或者不稳定，Recovery Manager 软件可以修复或恢复系统。Recovery Manager 可从
恢复光盘或硬盘驱动器上的专用恢复分区（仅限某些机型）运行。但是，如果您的笔记本计算机具有固
态硬盘 (SSD)，则可能没有恢复分区。如果是这种情况，则您的笔记本计算机中会附带恢复光盘。使用
这些光盘可以对操作系统和软件进行恢复。

注： Windows 有内置的修复功能，如系统恢复和驱动程序恢复功能。如果尚未使用过这些功能，请在
使用 Recovery Manager 前先使用这些功能进行尝试。

注： Recovery Manager 只能恢复产品出厂时预先安装的软件。此笔记本计算机未提供的软件，必须
使用从生产商网站下载的程序或生产商提供的光盘进行重新安装。

从恢复光盘进行恢复
要从恢复光盘恢复系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备份所有个人文件。

2. 将第一张恢复光盘插入光驱中，并重新启动笔记本计算机。

3.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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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用恢复分区进行恢复（仅限某些机型）

注： 如果您的笔记本计算机具有 SSD，则可能没有恢复分区。您将无法使用此步骤进行恢复。没有分
区的笔记本计算机会附带恢复光盘。使用这些光盘可以对操作系统和软件进行恢复。

在某些机型中，您可以通过单击“开始”按钮或按 f11 键，从硬盘驱动器的分区上执行恢复操作。这会
将笔记本计算机恢复到出厂状态。

要从分区上恢复系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访问 Recovery Manager 有下列两种方法：

● 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Recovery Manager > Recovery Manager。

–或–

● 重新启动笔记本计算机，当屏幕上显示“Press <F11> for recovery”（按 F11 进行恢复）消
息时，请按 f11。然后选择 Recovery Manager。

将打开 Recovery Manager。

2. 单击高级选项。

3. 单击系统恢复，然后单击下一步。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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