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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户手册中的插图、画面、图标、画面中的字符可能和实际产品略有不同。

本用户手册含有主要针对本计算机的特定信息，并假定用户能够执行基本的Windows操作并了解如何使用已安装应用程序中的帮助来解决相关的问

题。如无特殊声明，本用户手册中的Windows 8.1是指Windows® 8.1 Pro Update 64位，而Windows 7是指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位 with 
Service Pack 1 (SP1)或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位 with Service Pack 1 (SP1) （从Windows 8.1 Pro Update许可证降级）。设置及应用程序的安

装等操作，应由拥有管理员 （Administrator）权限的用户执行。显示 “用户帐户控制”画面时请仔细确认显示内容后再执行操作。

本用户手册的对象机型包括以下类型和型号。

·VG型：VC22T/GG-L、 VG22T/GG-L

注意：有关型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型号一览"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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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的确认

请打开包装箱，确认配件是否齐全。如果发现配件缺失或破损，请立即与经销商联系。

1. 确认包装箱的内容

*1:  VC22T/GG-L型附带

*2:  VG22T/GG-L型附带

*3:  VG22T/GG-L型附带 （日文版）

*4: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位 with Service Pack 1 (SP1) (从 Windows 8.1 Pro 
Update 许可证降级)型附带

2. 确认主机的型号、生产编号是否和保修书中的型号、生产编号一致

如果发现不一致，请立即与经销商联系。请妥善保管保修书。

如果在保修期内发生故障，我们会按照保修书中记载的内容进行修理。

有关保修期之后的修理，请咨询经销商或本公司指定的服务窗口。如果可以通过修

理恢复原有性能，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收费修理。

配件的连接

• 连接配件时，请勿接触连接器的端子

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

• 请在Windows配置、防火墙设置结束后，连接LAN电缆，或开启无线LAN功能

将本机安全地连接到网络上。

安装AC适配器

1 将AC适配器插入电源连接器 （ ）中

2 将电源线连接到AC适配器上

3 将电源线的另一个插头插入插座

装上AC适配器后电池开始充电，电池充电指示灯 （  ）呈点亮。

电池充满电后，电池充电指示灯 （  ）自动熄灭。

因电池充电条件不同，电池充电指示灯 （ ）有时不会点亮。这是因为电池充电

完成了95%以上。

确认配件

 保修书 *1

 修理サ－ビス保証規定書 *3

 安全使用说明 *1

 Instructions For Safe Use *2

 安全にお使いいただくために *3

 NEC软件的使用条件 【即EULA】 (对顾客的特别提示)
(请务必先仔细阅读如下内容后，决定是否打开本个人电脑的包装)*1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using software (For Customer)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opening the package) *2

 ソフトウェアのご使用条件（お客様へのお願い）*3

 マイクロソフト ライセンス条項　*3*4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WITH 
COMPUTER MANUFACTURER OR SOFTWARE INSTALLER,  OR 
MICROSOFT *2*4

 Application Disc (Windows 8.1 Pro Update 64-bit) *2*3*4

 Recovery Disc 1, 2 (Windows 8.1 Pro Update 64-bit) *2*3*4

 主机  电源线

 AC适配器  Application Disc

 使用说明书  Recovery Disc 1, 2*2*3

1
电脑已安装电池。 取出或安装电池组件时，请咨询121联络中心或商用电脑维修中
心。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连接

• 购买后请务必将电池充满电后使用。

• Windows配置结束前，请勿拔下AC适配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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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的配置

第一次接通本机的电源时，需要进行Windows的配置作业。

• 按用户手册中记载的步骤操作

如果省略配置步骤，按下画面指示以外的键或者操作开关，将无法正确配置。
• 不要连接周边设备

除了 “  配件的连接”（p.2）中连接的设备外，切勿安装其他周边设备 （打印机
及添加内存等）。请先完成 “  Windows的配置”作业后，再连接或安装这些周
边设备。

• 不要连接LAN电缆，关闭无线LAN功能

为了将本机安全地连接到网络中，请在Windows配置、防火墙设置结束后，连接

LAN电缆、开启无线LAN功能。

出厂时无线LAN功能为开启状态，且只有2.4 GHz可用。

如果使用5 GHz，请参阅 “进行无线LAN设置”（p.12）来更改配置。

• 配置过程中，请勿关闭电源

即使画面似乎停止，设置程序正常运行。因此请按手册中的步骤操作。

• 配置过程中不要置之不理

配置过程中有些画面需要按键操作，因此Windows配置结束，关闭电源前，请勿对本

机长时间放置不管。

Windows配置过程中，需要输入使用本机的人名 （用户帐号名）、计算机名称。请

决定登录的名称。

1 打开本机的液晶显示器

2 按下本机的电源开关 （  ）

1 显示 “区域和语言”时，设置 “时区”，然后点击 “下一步”

2 显示 “许可条款”后，确认内容

3 确认内容，点击 “我接受”

4 显示个人设置画面时，选择所需的颜色，输入“电脑名称”，然后点击“下一步”

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配置开始前的准备

用户帐号名、计算机名只能使用半角字母数字 （20个或以下）。

如果用户帐号名、计算机名中使用以下符号或字符串，可能会导致Windows设置无法完

成，或发生应用程序运行错误。
• 全角字符、半角假名字符、非标准字符、符号、空格

• 受限字符串

CON、 PRN、 AUX、 CLOCK$、 NUL、 COM1-COM9、 LPT1-LPT9、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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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电源

如未正确连接AC适配器，初次接通电源时，按下电源开关无法接通电源。请重新确认

AC适配器是否已连接。

开关液晶显示器时，请抓紧主机的键盘侧。或者抓住外框部分，切勿在液晶屏幕上施
力。

Windows配置过程中，切勿关闭电源。在作业过程中操作电源开关或拔下电源线，会

导致故障。如果发生故障时不小心按下电源开关，请参阅 “配置过程中发生故障时”
（p.4）。

配置时的作业步骤

配置Windows 8.1操作系统

有关步骤1、 4和7的设置内容，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如果想要在设置过程完成后更改 “国家或地区”、“应用语言”或 “键盘布局”，请通
过 “控制面板”中的 “时钟、语言和区域”进行更改。

如果不输入有效的电脑名称，将无法进入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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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显示 “上网”画面时，点击 “跳过此步骤”

6 显示设置画面时，选择简单设置，然后点击 “使用快速设置”

7 显示需要输入用户帐号名和密码的画面后，输入用户帐号名、密码，点击“完成”

中途画面会变更多次，到出现开始画面为止还需要一段时间。

1 显示 “Windows 7 专业版”画面后，分别设置 “国家或地区”、“时间和货
币”、“键盘布局”，再点击 “下一步”

2 显示需要输入用户账号名和计算机名称的画面后，输入用户账号名、计算机名
称，点击 “下一步”

3 显示需要设置用户账户密码的画面后，输入密码，点击 “下一步”

4 显示 “请阅读许可条款”后，确认内容

5 确认内容后，选择 “我接受许可条款”，再点击 “下一步”

6 显示 “帮助您自动保护计算机以及提高Windows的性能”后，选择 “使用推荐
设置”、“仅安装重要的更新”或者 “以后询问我”

7 显示 “查看时间和日期设置”后，分别设置 “时区”、“日期”、“时间”，点击
“下一步”

8 显示设置连接到无线网络的画面时，点击 “跳过”
中途画面会变更多次，到出现桌面画面为止还需要一段时间。

9 显示 “请关闭电源”对话框后，点击 “确定”

10 点击 “开始”

11 点击 “关机”
关闭电源。

系统配置已完成。

请转到 “配置后的操作、设置”（第5页）。

第一次接通本机电源时，会显示 “Press F2 to Enter BIOS Setup”，请按以下步骤

操作。

1 按下 【F2】
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

2 用数字键设置时间 （24小时格式）后，按下 【Enter】
3 利用 【Tab】和 【】【】移动项目，用相同方法按分、秒、月、日、年（公

历）顺序设置

4 按下 【F9】
显示配置确认画面。

5 选择 “Yes”，按下 【Enter】
开始读入出厂时的设置值。

6 按下 【F10】
显示配置确认画面。

7 选择 “Yes”，按下 【Enter】
关闭BIOS配置实用程序，自动重启Windows。

之后，请参阅 “配置时的作业步骤”（p.3），继续作业。

配置无法正确完成， Windows系统文件和注册表可能已损坏

请与经销商联系，商量是否重置Windows。

记下报错信息后，长按本机的电源开关4秒钟以上，强制关机

关闭电源后重新接通电源时，请关闭电源后隔5秒钟以上再接通电源。之后，请参阅

“配置过程中不小心关闭电源”进行操作。

如果不输入用户帐号名，则无法完成此步骤。

配置Windows 7操作系统

• 显示 “Windows 7 专业版”画面需要一定时间。请稍候。

• 配置过程中，有几处部分画面会呈黑色，属正常情况。

• 有关步骤1～3、 6、 7的设置内容，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如果不输入用户账号名和计算机名称，将无法进入下一步操作。

如果不接受，将无法继续配置。

Windows配置结束后，空闲状态将持续15分钟左右，此时就会进行Windows体检指数

的测量。执行中，电源计划变更为“高性能”，此时可能会关闭显示器电源。

配置过程中发生故障时

没有显示配置画面

配置过程中不小心关闭电源

配置过程中电脑没反应或者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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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显示 “激活Windows”画面，请通过互联网或电话激活Windows系统。

<通过互联网激活>
1 点击 “转到 “电脑设置””

本机连接到互联网时， Windows系统会自动激活。

<通过电话激活>
1 点击 “转到 “电脑设置””

2 点击 “通过电话激活”
根据画面指示操作并拨打指定的电话号码以获得确认ID。

使用确认ID激活Windows系统。

出厂时1台内置SSD中，用户可使用的空间只有C盘1个分区 （卷）。

使用时，可以将C盘分割成多个分区。

如要改变出厂时的配置，将压缩C盘后得到的未分配空间创建成1个分区时，可按以

下步骤进行操作。

1 点击 “控制面板”

2 点击 “系统和安全”，然后再点击 “管理工具”

3 双击 “计算机管理”

4 点击左侧树形图的 “存储” “磁盘管理”

5 选择(C:)卷，右键单击。

6 点击 “压缩卷”

7 在“输入压缩空间量(MB)”栏中输入任意大小
此处输入的大小是新创建的分区的最大值。

8 点击 “压缩”

9 选择压缩卷后得到的未分配空间，右键单击

10 点击 “新建简单卷”

11 点击 “下一步”

12 在 “简单卷大小(MB)”栏中输入任意的卷大小后，点击 “下一步”

13 确认选择了 “分配以下驱动器号”，点击 “下一步”

14 确认选择了 “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点击 “下一步”

15 点击 “完成”

Windows®  Update或Microsoft®  Update中提供了最新更新且重要的更新信息。为

了使Windows保持最新状态，请定期执行Windows®  Update或Microsoft® Update。

建议您创建 “恢复驱动器”，以便在出现如文件损坏而导致Windows无法正确加载

等问题时进行使用。

有关如何创建 “恢复驱动器”，请参阅 “创建恢复驱动器 (Windows 8.1)”
（p.21）。

有关如何使用 “恢复驱动器”，请参阅 “使用Windows功能”的 “如果计算机无

法启动”（p.18）。

为避免发生文件损坏等时，使用安全模式及最后一次正常启动时的配置，也无法正

常启动Windows的情况，建议事先创建 “系统修复光盘”。

有关 “系统修复光盘”的创建 /使用方法，请参阅Windows的帮助。

本机已预装 “Windows® 7 Service Pack 1(SP1)”。

本机无法卸载 “Windows® 7 Service Pack 1(SP1)”。

配置后的操作、设置

如果尚未验证Windows许可证 （Windows 8.1）

使用多个分区时

• 创建新的分区后，请勿选择 “将分区标记为活动分区”。

• “恢复分区”无法压缩。

• 可以根据需要更改驱动器号。

• 因环境不同，“压缩卷”可能有时无法实施。

磁盘管理的使用方法“磁盘管理”的帮助

关于Windows® Update或Microsoft® Update

本机中已启用更新程序。如果卸载更新程序，已修改的问题可能会再次发生，因此请
勿卸载。

创建 “恢复驱动器”（Windows 8.1）

关于 “系统修复光盘”的创建 （Windows 7）

关于Service Pack （Window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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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的名称

 主机正面／右侧面

 主机背面／左侧面

 主机底面

 各部分的说明

各部分的名称和说明

4

(1)

(2)
(4)

(5)

(16)

(14)

(12)

(14)
(13)

(11)
(10)

(15)

(7)

(8)(7)
(9)

(3)
(2)

(9)

(6)

编号 名称 说明

(1) 液晶显示器 本机的显示器。

(2) 指示灯 表示本机的运行状态。

(3) 电源开关 （ ） 打开／关闭电源和更改电源状态等时使用的开关。

(4) 键盘 用于进行字符的输入和画面操作。

(5) NX PAD Windows中鼠标光标移动和点击等操作时使用。

(6) 扬声器 内置立体声扬声器。

(7) 防盗锁 （ ） 用于安装防盗锁线缆。

(8) DC插口 （ ） 连接附带的AC适配器的插孔。

(9) 通风孔 主机内部散热用的孔。请勿用布或者手等挡住通风
孔。

(10) HDMI接口 用于支持HDMI的大屏幕电视、带HDMI接口的外

部显示器等的接口。

(11) USB 3.0端口

（ ）

用于连接USB设备的端口。本机的USB端口支持

USB 3.0、 USB 2.0和USB 1.1设备。为了达到

USB 3.0的传输速度，必须连接支持USB 3.0的设

备。

(12) SD存储卡插槽 用于读写 “SD存储卡”、“SDHC存储卡”、

“SDXC存储卡”的插槽。

(13) 网络摄像头 用于视频会议等。使用网络摄像头时，网络摄像头
一侧的指示灯亮起。

(14) 内置麦克风 用于视频会议等。使用此麦克风录音时，无法同时
通过扬声器回放录制的内容。

(15) USB端口（支持USB 
3.0、电源关闭USB电源

充电功能）

( )

用于连接USB设备的端口。本机的USB端口支持

USB 3.0、USB 2.0和USB 1.1设备。为了达到USB 
3.0的传输速度，必须连接支持USB 3.0的设备。

此端口还支持电源关闭USB电源充电功能。对使

用USB电缆连接的设备充电时，即使电脑电源关

闭，设备仍可充电。
请在BISO配置实用程序菜单中进行设置，以便使

用此功能。

如果即使在BIOS配置实用程序中启用了电池

充电功能也无法进行充电，请将USB电缆取下

后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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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指示灯

*1 : 约3秒钟闪烁1次。

*2 : 约2秒钟闪烁1次。

 电池充电指示灯

*1 : 电池充电时的错误、电池寿命用尽或电池老化时的错误。

*2 : 电池充满电或快充满电后，指示灯有时不会点亮且电池不再充电。

 大写锁定键指示灯
 

键盘

【Fn】和其他键组合后，可以通过按键操作对本机的设置进行简单调整。这就称为

快捷键功能。

*1 : 如果未连接外部显示器，此功能将禁用。

*2 : 关闭本机电源，重启本机时，设置内容自动解除。

*3 : 如果NX PAD驱动程序变为 “PS/2 鼠标端口”，此功能将禁用。

(16) 耳机/耳机麦克风插孔

( )
此端子用于连接耳机或耳机麦克风 （4极 （CTIA）
迷你插头）、外部扬声器或音频设备，并输入或输

出音频信号。 无法使用市售的立体声麦克风或单声

道麦克风。

指示灯

指示灯的状态 本机的状态

蓝色 亮起 电源接通

闪烁 睡眠状态

橘黄色 亮起 电池容量少

闪烁*1 睡眠状态下电池容量少

快速闪烁*2 电池容量剩余少许

熄灭 电源关闭或处于休眠状态

指示灯的状态 本机的状态

橘黄色 亮起 电池正在充电

闪烁 电池错误*1

熄灭 计算机已从AC电源拔出，或电池已充满电。 *2

指示灯的状态 本机的状态

绿灯亮起 【Caps Lock】已锁定（输入的英文字母会变成大写）

熄灭 【Caps Lock】未锁定（输入英文字母会变成小写）

编号 名称 说明

按键使用方法

快捷键功能 （【Fn】的使用方法）

按键操作 功能

日语键盘 英语键盘

【Fn】＋ 【F1】 音声的开启／关闭 （静音功能）（ ）

【Fn】＋ 【F2】 无线功能的开启／关闭

【Fn】＋ 【F3】 *1 切换显示的画面( )

【Fn】＋ 【F7】 降低亮度 （ ）

【Fn】＋ 【F8】 提高亮度 （ ）

【Fn】＋ 【F9】 降低音量 （ ）

【Fn】＋ 【F10】 提高音量 （ ）

【Fn】＋【F11】 *2 滚动锁定

【Fn】＋ 【】 Page Up

【Fn】＋ 【】 Page Dn

【Fn】＋ 【】 Home

【Fn】＋ 【】 End

【Fn】＋空格键*3 NX PAD的开启／关闭。

5



8

NX PAD
对本机NX PAD的使用方法和扩展功能设置、 NX PAD驱动程序的更改方法等进行说

明。

如果使用出厂时的设置值，可通过NX PAD进行以下操作。

在 “鼠标 属性”中设置NX PAD按钮及指针的动作、扩展功能。

1 点击 “控制面板”

2 点击 “硬件和声音”，然后点击 “设备和打印机”的 “鼠标”
显示 “鼠标 属性”。

点击 “鼠标 属性”的各选项卡，进行NX PAD设置。
使用NX Pad

操作名称 NX PAD操作

移动鼠标指针 触摸触控板，移动指尖，鼠标指针就会跟着移动。

点击 按触控板的任意位置 （右下侧除外）并立即放开。

右键单击 按触控板的右下侧并立即放开。

双击 将指针移到图标或文件夹，并快速点击两次。

拖动 将指针移到图标或文件夹，按住触控板，用另一指在触控板
上移动。

滚动 点击显示出滚动条的应用程序窗口，触摸触控板上的两个点。
这两个点应稍微互相远离。
移动两根手指，滚动条就会跟着移动。

缩放 点击要进行放大/缩小的应用程序窗口，触摸触控板上的两个

点。
将手指保持在同一位置，通过张开或合拢手指来进行放大/缩
小。

旋转 点击要进行旋转的应用程序窗口，触摸触控板上的两个点。
将手指保持在同一位置，旋转并转动两根手指。

某些应用程序不支持滚动、缩放、旋转。

用指尖轻敲触控板一次表示单击。快速轻敲触控板两次表示双击。轻敲触控板时的
单击或双击分别称之为 “触击”或 “触击两下”。
如果在指针指向目标的情况下轻敲触控板，然后再次触摸触控板，并移动手指，此
操作将导致拖动。

6 配置NX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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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显示器

可以使用键盘切换显示输出。

1 按 【Fn】＋ 【F3】
将显示可用的输出。

* 在连接到外部显示器接口或连接到HDMI接口的外部显示器上显示。

2 使用 【】或 【】选择一种输出方式，然后按下 【Enter】
显示输出已切换。

1 按 【Fn】＋ 【F3】
将显示可用的输出，每次按下 【Fn】 + 【F3】时，输出会进行切换。

英特尔® WiDi （英特尔®无线显示）功能使用无线LAN功能将计算机的屏幕显示在具

有英特尔® WiDi适配器的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上。

• 英特尔® WiDi使用无线LAN功能。 由于传输的是高分辨率屏幕图像，因此需要高速

和稳定的无线LAN通信环境。

• 随着通信速度或通信处理负荷的增加，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的图像和声音可能会受

到干扰。
• 播放视频图像时，出现画面不流畅或丢帧现象的次数可能会增加。

• 与在计算机上播放图像和声音相比，在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上播放时，会有约

0.3秒的延迟。 因此，操作鼠标和键盘或者输入字符可能会变得困难。

• 英特尔® WiDi符合高带宽数字内容保护 （HDCP）标准。

• 根据内容中所采用的版权保护系统，可能无法进行播放。

• 如果在使用英特尔® WiDi时选择了 “复制这些显示器”，则可选的屏幕分辨率可能

会受到限制。
• 使用英特尔® WiDi将计算机连接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时，如果更改了声音设置，

与计算机的连接可能会终止。
• 使用英特尔® WiDi连接时，如果手动将计算机切换为睡眠、混合睡眠或休眠，或者

如果想要切换Windows用户帐户，请终止WiDi应用程序一次并解除WiDi连接。

<使用Windows 7时>
• 英特尔® WiDi适配器必须支持连接运行WiDi 5.1系统的计算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

咨询适配器的制造商。
• 使用英特尔® WiDi将计算机连接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时，如果将屏幕输出切换为

仅计算机的液晶显示器，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上将不显示任何内容。 但英特尔® 
WiDi会继续使用CPU和无线LAN功能。 如果不需要使用英特尔® WiDi在外部显示

器或电视机上显示画面，请终止此连接。
• 使用英特尔® WiDi将计算机连接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时，计算机不会自动切换到

睡眠或休眠。 此外，即使将屏幕调暗，所连接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的亮度设置也不

会更改。

切换显示输出

如果未连接外部显示器，请勿使用此操作。

使用Windows 8.1时

屏幕输出 说明

仅电脑屏幕 计算机的液晶显示器

复制 复制模式使用计算机的液晶显示器*和外部显示器

扩展 双显示器使用计算机的液晶显示器和外部显示器*

仅第二屏幕 外部显示器

使用Windows 7时

屏幕输出 说明

断开投影仪 计算机的液晶显示器

复制 复制模式使用连接到计算机液晶显示器的外部显示器

扩展 双显示器 （外部显示器用作次显示器）使用连接到计
算机液晶显示器的外部显示器。

仅投影仪 外部显示器连接到计算机

7 英特尔® WiDi

• 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需要具有选购的英特尔® WiDi适配器。

• 用于显示计算机屏幕的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需要具有HDMI输入端子，或复合视频和

音频输入端子。 此外，其还应具有用于连接英特尔® WiDi适配器的端子。 关于是否可

以连接英特尔® WiDi适配器，请在购买适配器前咨询该设备的制造商。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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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WiDi [为实现交互式使用而优化] 的可选设置，可以选择响应速度优先模式

（[速度优先]）。 但如果选择此模式，将禁用HDCP，而无法在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

上播放版权保护内容（如DVD）。

<使用Windows 8.1时>
• 使用英特尔® WiDi将计算机连接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时，如果将屏幕输出更改为

仅计算机的液晶显示器， WiDi连接将终止。

请按照下述步骤，将计算机连接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

<使用Windows 8.1时>
1 将英特尔® WiDi适配器安装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上

2 准备显示器，使显示英特尔® WiDi待机画面

3 显示超级按钮，然后点击 “设备”

4 点击 “投影”

5 点击 “添加无线显示器”

6 检测到连接设备时，点击设备名称

7 如果有显示WPS PIN码输入画，输入电视机或外部显示器上显示的8位安全代
码，然后点击 “下一步”

<使用Windows 7时>
1 将英特尔® WiDi适配器安装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上

2 准备显示器，使显示英特尔® WiDi待机画面

3 点击 “开始”  “所有程序” “Intel (R) WiDi”
在计算机上初次启动时，会显示 “Intel® WiDi软件许可协议”。 仔细阅读许可

协议，然后点击 “我同意”。 然后将出现英特尔® WiDi画面。

4 出现 “选择要连接的无线显示器”画面时，点击要连接的适配器
首次连接适配器时，请转到步骤5。 如果使用之前已连接过的适配器，则连接步

骤已完成。

5 显示PIN码输入画面时，输入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上显示的 （4位数字或8位）安
全代码，然后点击 “继续”
连接将建立，计算机的屏幕将在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上显示。

请按照下述步骤，断开计算机与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的连接。

<使用Windows 8.1时>
1 重复 “连接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部分的步骤1至4 点击显示菜单上的 “断开

连接”。

<使用Windows 7时>
1 点击 “Intel® WiDi”画面上的“断开连接”

连接到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

英特尔® WiDi适配器手册

通过 “半角/全角/日文汉字”启用半角字母数字后，输入8位安全代码。

英特尔® WiDi适配器手册

如果出现 “选择的应用程序出现问题。请关闭应用程序并重新启动，或者使用英特尔
(R) WiDi帮助查看通用解决方案”或 “WiDi应用程序已停止工作”信息时，请退出程

序。 稍等片刻，然后重新启动英特尔® WiDi。

显示 “正在扫描”信息时，即使检测到适配器，也不要点击画面上的适配器。 如果未

检测到任何设备，请点击 “扫描”几次以更新显示。 

断开与外部显示器或电视机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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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功能

对使用本机的LAN （局域网）功能时的注意事项和设置等进行说明。

此处对连接LAN时所需的网络配置方法进行了简单说明。

请在 “控制面板”的 “网络和 Internet” “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 “更改适

配器设置”中进行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Windows的帮助。

接着进行计算机名称等设置。

有关更改连接网络相关设置和网络显示的计算机名设置，请在 “控制面板”的 “系

统和安全” “系统” “计算机名称、域和工作组设置” “更改设置”中进

行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Windows的帮助。

到此LAN的设置就结束了。

无线LAN功能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在无线LAN功能的开启／关闭间切换。

＜使用Windows 8.1时＞

• 开启和关闭所有无线设备

• 仅开启和关闭无线LAN功能

＜使用Windows 7时＞

• 通过无线开关切换 ( 【Fn】 + 【F2】 )
• 通过 “无线网络连接”切换

开启和关闭所有无线设备

可以开启和关闭包括无线LAN功能在内的所有无线功能。

• 通过无线开关切换

可以通过本机的无线开关开启和关闭无线功能。

• 通过选择 “飞行模式”开启和关闭无线LAN
可以使用标准Windows功能开启和关闭无线功能。点击任务栏通知区域中的网络图

标，然后选择 “飞行模式”切换无线功能的开启和关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Windows的帮助。

仅开启和关闭无线LAN功能

可以仅开启或关闭无线LAN功能。

点击任务栏通知区域中的网络图标，然后选择 “Wi-Fi”切换无线LAN功能的开启和

关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Windows的帮助。

通过无线开关切换（【Fn】 + 【F2】）

可以通过按键盘上的 【Fn】 + 【F2】开启和关闭无线LAN功能。

LAN功能的设置

网络连接的配置

连接的网络和计算机名称的设置

8
无线LAN功能的开启／关闭

• 关闭电源后开启／关闭设置也会被保存。

• 如果连接了周边无线LAN模块，也可以开启和关闭其无线LAN功能。

使用Windows 8.1时

使用Windows 7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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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无线网络连接”切换

有关无线LAN功能的开启／关闭，请在 “控制面板”的 “网络和 Internet” - “网

络和共享中心” - “更改适配器设置”中进行切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Windows
的帮助。

此处针对如何连接到已知网络名 （SSID）的无线LAN访问接入点进行说明。

其他连接方法，请参阅Windows的帮助。

1 确认已开启无线LAN功能

2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使用Windows 8.1时＞

1 点击任务栏通知区域中的网络图标。
显示网络名 （SSID）和信号状态一览表。

＜使用Windows 7时＞

1 点击“控制面板”的 “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

2 点击“更改网络设置”栏的 “连接到网络”
显示网络名 （SSID）一览表。

3 点击要连接的无线LAN访问接入点的网络名 （SSID）

4 确认已选择 “自动连接”，点击 “连接”

5 显示需要输入 “安全密钥”的画面后，请输入与访问接入点中设置的网络安全密
钥相同的密钥，点击 “下一步”

之后的操作请根据画面指示进行。

到此设置就结束了。

系统设置

1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

通过键盘进行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操作、设置。 BIOS配置实用程序中使用的主要

按键如下所示。

进行无线LAN设置

• 无线LAN功能可以在驱动程序属性的“电源管理”选项卡中进行配置。

• 如果使用出厂时的设置值，只能使用2.4 GHz。如果使用5 GHz，请按以下步骤设置。

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网络适配器”，然后双击“Intel(R) Dual Band 
Wireless-AC 7265”。
点击“高级”选项卡，选择“属性”的 “无线模式”，选择“值”栏的 “6. 802.11a/b/g”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过程后，请重新启动计算机。

进行无线LAN设置

需要时，可以随时更改自动连接设置。

BIOS配置实用程序

• 在BIOS配置实用程序中进行设置时，请勿用本机的电源开关关闭电源。关闭电源时，请
务必先关闭BIOS配置实用程序，启动Windows后在Windows菜单上关机，或者在要保存
新设置时，在“Exit”菜单中选择“Save Changes and Power Off”，然后关闭电源。

• 如果在处于以下状态时开启电源开关并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请勿更改
“Advanced”菜单设置。
<使用Windows 8.1时>
• 休眠
• 在启用了“快速启动”功能时关机

如需更改“Advanced”菜单设置，请从超级按钮中选择 “电源”和“重启”。待
本机重新启动时，再调出BIOS配置实用程序。

<使用Windows 7时>
• 休眠

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启动

未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时，请改变按下 【F2】的时间间隔。

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基本操作

按键 按键功能/操作

【】 【】选择 “Main”“Advanced”等菜单栏中的项目。

【】 【】 • 选择要设置的项目。

• 以一览表形式显示可设置的值时，选择设置值。

【Enter】 • 用一览表形式显示当前项目中可设置的值，显示选择菜单。或者决定设置

值，关闭菜单。

• 在带 符号的设置项目中显示子菜单。

• 移动 “System Time”和 “System Date”中输入的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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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恢复出厂时的设置值。

1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2 按下 【F9】
显示确认画面。

如需停止，请按 【Esc】。

3 确认选择了 “Yes”后，按下 【Enter】
开始读入出厂时的设置值。

4 按下 【F10】
显示确认画面。

5 确认选择了 “Yes”后，按下 【Enter】
保存设置值，关闭BIOS配置实用程序，重启本机。

到此设置就结束了。

防盗芯片功能

将计算机送修时，请务必取消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超级用户密码和用户密码，并初

始化防盗芯片，以免信息泄漏。

请按以下步骤初始化防盗芯片。

如果使用了Windows BitLocker驱动器加密，请先将其禁用，然后再初始化防盗芯

片。

1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

2 在 “Security”菜单中，选择 “Security Chip Configuration”，按下
【Enter】

3 确认 “Current TPM State”设置为 “Enabled&Activated”
如果 “Current TPM State”未设置为 “Enabled&Activated”，请在“启用防盗

芯片”的步骤中启用防盗芯片，然后初始化防盗芯片。

4 将 “Change TPM State”设置为 “Clear”
5 按下 【F10】

显示确认画面。

6 选择 “Yes”，按下 【Enter】

保存设置，关闭BIOS配置实用程序。

7 在计算机重启后显示确认屏幕，按下 【Shift】 + 【F10】
保存设置，计算机重启。

到此防盗芯片已初始化。

如要再次使用防盗芯片，按照 “启用防盗芯片”中的步骤将其启用。

【Esc】 • 关闭BIOS配置实用程序而不保存设置。

• 显示子菜单时，可返回上一个画面。

【F9】 使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设置值恢复为出厂设置状态。

【F10】 保存设置的更改，重新启动本机。

【Tab】 移动 “System Time”和 “System Date”中输入的位。

恢复出厂时的设置值

也可以从菜单栏的 “Exit”中选择“Save Changes and Reset”或者“Save 
Changes and Power Off”，关闭BIOS配置实用程序。选择了 “Save Changes and 
Power Off”时，会先关闭BIOS配置实用程序，然后再关闭本机的电源。

按键 按键功能/操作

概述

• 只有VG22T/GG-L型才能启用防盗芯片功能。

• 防盗芯片无法保证完全保护数据或硬件。在管理和处理重要数据时，请务必格外小

心。
• 除防盗芯片功能外，还建议为BIOS配置实用程序设置超级用户密码和用户密码。

• 执行电脑重置，重新安装操作系统，重置，或使用另售的操作系统时，对防盗芯片进

行初始化，然后再启用。
有关防盗芯片的初始化，请参阅 “将计算机送修之前”。

将计算机送修之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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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防盗芯片后，执行下列步骤将其启用，以便再次使用。

1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

2 在 “Security”菜单中，选择 “Security Chip Configuration”，按下
【Enter】

3 确认 “TPM Support”设置为 “Enabled”
如果设置为 “Disabled”，请更改为 “Enabled”。

4 将 “Change TPM State”设置为 “Enable&Activate”
5 按下 【F10】

显示确认画面。

6 选择 “Yes”，按下 【Enter】
保存设置，关闭BIOS配置实用程序。

7 Windows系统启动后，请将电脑重新启动

已启用防盗芯片功能。

应用程序

本机已安装 “Microsoft® Office Single Image v15”。如要使用Microsoft® Office，
需要另行购买产品密钥。

通过使用 “Battery Tool”，可以进行电池刷新和性能诊断，并自动执行电池刷新和

诊断。

请按照如下步骤启动Battery tool。

1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使用Windows 8.1时＞

点击开始画面上的 ，然后点击应用程序画面上的 “Battery Tool”

＜使用Windows 7时＞

点击 “开始” “所有程序” “Battery Tool” “Battery Tool”

2 显示电池刷新和性能诊断的概要说明画面后，点击 “下一步”

有关Battery Tool及诊断结果，请启动Battery Tool，参阅点击 “帮助”后显示的帮

助信息。

启用防盗芯片

如要重置防盗芯片功能，请将 “Change TPM State”设置为 “Clear”。

建议先设置超级用户密码/用户密码，再启用防盗芯片功能，以便提供更高级别的安全

性，防止第三方重置防盗芯片功能设置。

Microsoft® Office Single Image v15

在日本市场销售的运行英文操作系统的VG22T/GG-L型未预装Microsoft® Office Single 
Image v15。

Battery Tool

Battery tool的启动

• 选择 “启动时不显示该画面”后，点击 “下一步”，从下一次启动开始不显示
概要说明画面。

• 只要启动 “电池复原&诊断工具”，点击 “引言”就可以再次显示概要说明画
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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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刷新和性能诊断的执行步骤如下所示。

1 启动 “电池复原&诊断工具”

2 点击 “开始”
显示确认画面。

3 确认内容，点击 “是”
开始进行电池刷新。

电池刷新结束后，进行性能诊断。

请从 “控制面板” “程序” “卸载程序”中选择 “Battery tool”后，点击

“卸载”。

之后的操作请根据画面指示进行。

重新安装已卸载的 “Battery tool”的步骤如下所示。

1 在光盘驱动器中放入 “Application Disc”
2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使用Windows 8.1时＞

点击开始画面上的 ，然后点击应用程序画面上的 “运行”

＜使用Windows 7时＞

点击 “开始”“所有程序” “附件” “运行”

3 在 “打开”栏中输入以下内容，然后点击 “确定”

＜使用Windows 8.1时＞

D:\NECBATT\w81\UTL\setup.exe
＜使用Windows 7时＞

D:\NECBATT\w7\UTL\setup.exe

4 显示 “Welcome to the Battery tool Setup Wizard”后，点击“Next”
5 若显示 “Battery tool Files in Use”画面，点击 “NEC Battery Tool-

Scheduler (Process Id:XXXX)”，然后点击 “Continue”
6 显示 “Installation Complete”画面后，点击 “Close”
7 若显示重启提示信息，从光盘驱动器中取出 “Application Disc”，根据画面指

示重新启动

到此 “Battery tool”的重装就结束了。

可以删除本机的SSD数据。

有时将记录在SSD中的数据从 “回收站”中删除或格式化后也可以恢复。

选择此菜单，删除用OS标准SSD的格式化功能无法删除的SSD数据后，用数据恢

复工具也难以恢复。转让或废弃本机时请使用此功能。

SSD的数据删除方式有以下3种。

• 简单模式 （擦除1次）

用 “00”数据一次性覆盖整个SSD。

• 安全模式 （擦除3次）

按美国国防总部NSA标准，进行SSD的数据删除。按随机数据1、随机数据2、
“00”数据的顺序覆盖3次，执行3次删除后，可以更彻底地删除数据。因为执行

3次覆盖，所以花费的时间是简单模式的3倍。

执行电池刷新和性能诊断

执行电池刷新和性能诊断时，在本机上必须连接电池和AC适配器。

在确认画面及执行中的画面上选择 “结束后自动进入睡眠状态”，结束电池刷新和

性能诊断后，本机将进入睡眠状态。

• 中断电池刷新时，点击 “中止”，根据画面指示进行操作。电池刷新中断时，不会进
行性能诊断。

• “电池状态”中显示“退化”时，建议更换电池。
• “电池状态”中显示“警告”时，请更换电池。为确保安全，不会向电池充电，也不

会执行电池刷新。
• 取出或安装电池组件时，请咨询121联络中心或商用电脑维修中心。

卸载

重新安装

光盘驱动器不是D盘时，请将开头的“D”置换成当前使用环境的光盘驱动器的盘符。

没有显示信息时，请从光盘驱动器中取出 “Application Disc”，重启Windows。

SSD的数据删除

VC22T/GG-L型未附带Recovery Disc 1。

关于SSD的数据删除

执行SSD的数据删除前，请将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设置值恢复为出厂设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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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强化模式 （擦除3次 + 验证 ）
按美国国防总部DoD标准，进行SSD的数据删除。按“00”、“FF”、“random 
value”的顺序覆盖，最后验证随机数据是否已正常覆盖。通过3次删除，可更彻底地

删除数据。因为执行3次覆盖和验证，所以花费的时间是简单模式的4倍或更久。

但是，用此方法删除SSD数据，并不能保证数据完全无恢复。

1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2 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时，立即在光盘驱动器中放入 “Recovery Disc 1”
3 按下 【F10】
4 确认选择了 “Yes”后，按下 【Enter】
5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6 在“Boot Override”选项中，使用【】 或 【】选择光盘驱动器，然后按下
【Enter】

7 显示"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or DVD..."后，按下【Enter】
如果没有显示，请转到步骤8。

8 显示 “重新安装Windows”画面后，选择“清除硬盘数据”，按下 【Enter】
9 选择要删除数据的SSD，点击 “下一步”

10 选择数据删除方式，点击 “执行”

11 显示“是否开始硬盘数据擦除处理？ 硬盘数据被擦除后将无法恢复。”时，点击
“是”

12 显示“硬盘数据擦除处理已完成。”后，点击“确定”

13 从光盘驱动器中取出 “Recovery Disc 1”，点击“退出重新安装”

14 显示“退出重新安装。是否执行?”时，点击“是”

到此SSD的数据删除就结束了。

重置

此处针对重置前的准备进行说明。重置前请务必阅读。

通过DVD重置时，需要有以下东西。请在作业前事先准备妥当。

• Recovery Disc 1
• Recovery Disc 2
• 光驱

重置前，如有想要保存的东西，就要先备份数据，然后再进行重置。

如果进行重置，包括系统配置在内的所有设置全都会恢复为出厂设置状态。如果希望

重置后依然使用当前设置，如BIOS配置实用程序和网络设置，请先记录当前设置。

执行重置前，请将BIOS配置实用程序恢复为出厂设置状态。

删除SSD的数据

请拆下周边设备 （光驱除外），恢复购买时的状态。

“Boot Override”包含在 “Exit”选项中。

如果数据删除过程中断，使用光盘驱动器中插入的"Recovery Disc 1"打开电源。 将从

停止处自动继续。

重置的准备

准备必要的东西

VC22T/GG-L型未附带Recovery Disc。

SSD数据的备份

多个用户使用本机时，请用各用户帐号名登录后，备份数据。

记录使用环境的设置

将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设置值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在VG22T/GG-L上，请务必在重置本机前使用BIOS配置实用程序初始化防盗芯

片。
有关防盗芯片的初始化，请参阅 “将计算机送修之前”（p.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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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时请务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按用户手册和重置画面中记载的步骤操作

重置时，请务必按本用户手册和重置画面中记载的步骤操作。如果省略步骤，按下画面

指示以外的键或者操作开关，将无法正确重置。

打开无线LAN功能

确认已打开无线LAN功能。如果关闭，请在重置前打开。

拆下周边设备

请拆下周边设备，并恢复购买时的状态 （重置时使用的光驱除外）。

接通电源

重新接通电源时，请关闭电源后隔5秒钟以上再接通电源。如果从AC插座拔下电源

线或断路器断开导致电源关闭，请从AC插座拔下电源线后隔90秒以上，再重新将

电源线连接到AC插座，然后再次接通电源。

重置过程中不要退出

一旦开始重置，请勿中断重置作业。即使画面似乎停止，设置程序正常运行，因此

请等待而不要中断重置。万一不小心中断重置作业，可能无法正确重置，因此请重

头进行重置。

无法重置时

显示 “无法完成安装。”信息时，可能是写入的机型信息不正确。请联系敝公司受

理窗口。

重置过程中不要长时间置之不理

重置过程中有些画面需要按键操作，因此重置结束，关闭电源前，请勿对本机长时

间放置不管。

重置本机。

有两个设置选项：使用 “Recovery Disc”重置，以及使用Windows功能。

使用DVD （Recovery Disc）重置本机。

1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2 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时，在光盘驱动器中放入 “Recovery Disc 1”
3 按下 【F10】
4 确认选择了 “Yes”后，按下 【Enter】
5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6 在“Boot Override”选项中，使用【】 或【】选择光盘驱动器，然后按下
【Enter】

7 显示 “重新安装 Windows”画面后，选择 “开始重新安装”

8 如果再次显示重置警告信息，请仔细阅读信息，然后选择 “下一步”。

之后的步骤请根据画面指示进行。

转到 “Windows的配置”（p.20）。

重置时的注意事项

无法通过电池驱动重置。请务必连接AC适配器，并将电源线连接到AC插座。

如果本机上连接了LAN电缆，开始重置前,请暂时将其拆下。

本机的重置 (Windows 8.1)

• 无法通过电池驱动重置。请务必连接AC适配器，并将电源线连接到AC插座。
• 如果使用VC22T/GG-L型，则只能使用Windows功能执行设置过程。

使用 “Recovery Disc”

请务必关闭本机电源后再进行作业。

如果所需设备没有在“Boot Override”菜单中列出，按 【F10】并确保已选择了

“Yes”然后，按下 【Enter】重新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再选择所需的设备。

“Boot Override”包含在 “Exit”选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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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ndows功能重置本机。

后续步骤根据是否能启动计算机而有所不同。

如果计算机可以启动，请转到下面的 “如果计算机可以启动”部分。

如果计算机无法启动，请转到 “如果计算机无法启动”部分 （p.18）。

如果计算机可以启动

如果计算机可以启动，则可以使用系统中的"恢复"和"重置"功能来重置计算机。

•恢复

在保留个人文件、帐户、私人设置和Windows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情况下， Windows
操作系统将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客户已安装的所有应用程序 （Windows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将被删除。 恢复后，会在

桌面上保存已删除应用程序的列表。
•重置

将删除包括个人文件和Windows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在内的所有文件。 计算机将重置为

初始 （默认）状态。

如果已创建了多个分区，则可以通过选择"仅限安装了Windows的驱动器"或"所有驱

动器"来删除所有个人文件。 此外，还可以选择"仅删除我的文件"仅删除个人文件，或

者选择"完全清理驱动器"对驱动器进行清理和禁用，以便轻松完成重置操作并增强安

全性。

如果将计算机重置， BitLocker驱动器加密将变为无效。

1 显示超级按钮，点击 “设置”

2 点击 “更改电脑设置”

3 点击 “更新和恢复”

4 点击 “恢复”

5 选择重置方法

<若要进行恢复>
选择 “恢复电脑而不影响你的文件”的 “开始”。

<若要进行初始化>
选择 “删除所有内容并重新安装Windows”的 “开始”。

之后的步骤请根据画面指示进行。

恢复电脑后，请重新安装删除的应用程序。系统重置现已完成。

请注意，恢复电脑后 “Battery tool”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请按以下步骤更改设置。

1 点击开始画面左下角的

2 点击 “文件资源管理器”

3 打开 “C:\Program Files\NECBatt\”文件

4 双击 “instnbw”或 “instnbw.exe”文件

5 重新启动Windows系统

如果已初始化了本机，请进行 “Windows的配置”（p.20）。

如果计算机无法启动

如果系统没有启动，则可以从 “恢复驱动器”进行启动来重置系统。

有关如何创建 “恢复驱动器”，请参阅 “创建恢复驱动器 (Windows 8.1)”
（p.21）。

1 将已创建的 “恢复驱动器”连接到本机的USB端口

2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3 使用 【】 或 【】从 “Boot Override”中选择启动设备，然后按下 【Enter】

4 显示 “选择键盘布局：”时，选择 “微软拼音”

5 显示 “选择一个选项”时，选择 “疑难解答”
显示 “疑难解答”信息。

使用Windows功能

请使用"管理员"帐户执行以下步骤。

显示“用户帐户控制”画面时，点击“是”。

如果所需设备没有在“Boot Override”菜单中列出，按 【F10】并确保已选择了

“Yes”然后，按下 【Enter】重新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再选择所需的设备。

“Boot Override”包含在 “Exit”选项中。

可能会显示"输入重置密钥以恢复到启用状态"画面。 如果显示此画面，请输入重置密钥

并继续执行下面的步骤。
如果没有重置密钥，可以通过下述任一步骤获取。
• 访问输入字段下显示的网址。

• 中止重置。 若要执行此操作，依次轻击 “跳过这个驱动器”和 “继续”。 然后在桌

面上显示超级按钮，轻击 “设置” “控制面板” “系统和安全”，依次轻击

“BitLocker 駆动器加密”和 “备份恢复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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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重置方法

<若要进行恢复>
选择 “恢复电脑”。

<若要进行初始化>
选择 “初始化电脑”。

之后的步骤请根据画面指示进行。

恢复电脑后，请重新安装删除的应用程序。系统重置现已完成。
请注意，恢复电脑后 “Battery tool”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请按以下步骤更改设置。

1 点击开始画面左下角的

2 点击 “文件资源管理器”

3 打开 “C:\Program Files\NECBatt\”文件

4 双击 “instnbw”或 “instnbw.exe”文件

5 重新启动Windows系统

如果已初始化了本机，请进行 “Windows的配置”。

重置本机。

有两个重置选项：“从硬盘重置”和 “从DVD重置”。

1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2 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时，多次按下 【F9】
3 确认选择了 “Yes”后，按下 【Enter】
4 按下 【F10】
5 确认选择了 “Yes”后，按下 【Enter】

6 系统重新启动时，在显示 “Windows 正在加载文件...”信息前，重复点击
【F11】。

7 显示 “重新安装 Windows”画面后，选择 “开始重新安装”，按下 【Enter】
之后的步骤请根据画面指示进行。

接着请进入 “Windows的配置”（p.20）。

1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2 显示BIOS配置实用程序时，立即在光盘驱动器中放入 “Recovery Disc 1”
3 按下 【F10】
4 确认选择了 “Yes”后，按下 【Enter】
5 接通本机的电源，多次按下 【F2】

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

6 在“Boot Override”选项中，使用【】 或 【】选择光盘驱动器，然后按下
【Enter】

7 显示 “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or DVD...”后，按下 【Enter】
8 显示 “重新安装 Windows”画面后，选择 “开始重新安装”，按下 【Enter】
9 如果再次显示重置警告信息，请仔细阅读信息，然后选择 “下一页”。

之后的步骤请根据画面指示进行。

接着请进入 “Windows的配置”（p.20）。

显示“用户帐户控制”画面时，点击“是”。

本机的重置 （Windows 7）

• 请务必关闭本机电源后再进行作业。
• 无法通过电池驱动重置。请务必连接AC适配器，并将电源线连接到AC插座。

通过硬盘重置

如果在步骤1至5后Windows 7已经启动，请重复步骤1至5的操作。

如果未在适当的时间按下 【F11】键，不会开始重置。如果没有显示重置画面，而显

示出普通的Windows桌面画面，请先关闭电源，改变按下 【F11】的时间，然后从步

骤1开始从新操作。

通过DVD重置

如果所需设备没有在“Boot Override”菜单中列出，按 【F10】并确保已选择了

“Yes”然后，按下 【Enter】重新启动BIOS配置实用程序，再选择所需的设备。

“Boot Override”包含在 “Exit”选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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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配置Windows。

Windows的配置

请参阅 “  Windows的配置”（p.3）设置Windows系统。

重新安装购买时预装的应用程序。

接着请进入 “重新设置购买后进行的设置”。

重新设置购买后进行的设置

重置后购买后的设置全部消失。请重新设置。请连接分开销售的周边设备后，重新

设置。请重新配置系统和网络设置。

接着请进入 “关于重置后的状态”。

关于重置后的状态

从Application Disc或通过其他方式安装的应用程序均无法恢复。请根据需要重新安

装。

本机重置现已完成。

有两个重置选项：“从硬盘重置”和 “从DVD重置”。

下面介绍了如何切换操作系统 （在Windows 7和Windows 8.1间进行切换）

将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当前设置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初始化防盗芯片，并如下更

改启动设置。

重要： 请先更改启动设置，然后再设置安全设置。

*1:  如果使用通过USB连接的光驱，请将其设为USB CD/DVD设备。

请参阅“重置"和 “重置的准备”部分 （p.16）。

然后，进行“本机的重置 (Windows 8.1)”（p.17）或 “本机的重置 （Windows 
7）”（p.19）。

现在，您已完成了Windows系统版本的设置。

Windows的配置

Windows设置结束后，请先关闭电源，然后根据需要进行各种设置。

根据使用环境不同，重置前分配的盘符或路径可能不同。此时，请更改分配。

3

将Windows系统切换到其他版本

概述

如果使用的是VG22T/GG-L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位 with Service Pack 1 (SP1) 
(从 Windows 8.1 Pro Update 许可证降级)型，则可以直接使用Windows 8.1系统而无

需额外购买许可证。

更改BIOS配置实用程序的当前设置

Windows 7  
Windows 8.1

Windows 8.1  
Windows 7

Boot

Boot Mode UEFI Legacy

1st Boot _ CD/DVD*1

Security

Secure Boot Enabled _

重新设置Windows系统

• 重新设置Windows系统时，请使用附带的"Recovery Disc"。
• 重新设置Windows系统后，请使用与当前的Windows版本兼容的"Application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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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快速启动”功能可以将电脑从电源关闭状态快速启动。出厂时已启用“快速启动”功

能。

安装或移除周边设备前，请如下禁用 “快速启动”功能并关闭电脑。

如果在 “快速启动”功能启用时安装或移除周边设备，系统可能无法检测该设备。

1 点击开始画面上的 “桌面”

2 在桌面上显示超级按钮，然后点击 “设置”

3 点击 “控制面板”

4 点击 “系统和安全”，然后从 “电源选项”中选择 “更改电源按钮的功能”

5 选择 “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

6 取消选中 “关机设置”的 “启用快速启动(推荐)”
7 点击 “保存修改”

建议您创建 “恢复驱动器”，以便在出现如文件损坏而导致Windows无法正确加载

等问题时进行使用。

1 点击开始画面上的 “桌面”

2 显示超级按钮

3 点击 “设置”

4 点击 “控制面板”

5 点击 “系统和安全”

6 点击 “操作中心”

7 点击 “恢复”

8 点击 “创建恢复驱动器”

9 显示 “用户帐户控制”时，点击 “是”

10 显示 “创建恢复驱动器”画面时，确认已选择 “将恢复分区从电脑复制到恢复
驱动器。”，然后点击 “下一步”

11 显示 “连接 U 盘”时，将USB存储器连接到电脑

12 显示 “选择 U 盘”时，点击 “下一步”

13 显示 “创建恢复驱动器”时，查看内容并点击 “创建”

14 显示 “恢复驱动器已就绪”时，点击 “完成”

15 从电脑移除USB存储器
恢复驱动器现已创建。

禁用 “快速启动”功能 (Windows 8.1)

创建恢复驱动器  (Windows 8.1)

• 创建恢复驱动器需要16GB或更大的USB存储器。

• USB存储器中的已有数据将被删除。请事先备份所需的数据。

• “恢复驱动器”仅能用于将其创建的电脑。

即使画面的右上角显示通知也不要操作。

请勿选择“删除恢复分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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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注释,请参阅以下信息。

注释

* 3 ：支持超线程技术。配备扩展版 SpeedStep®技术。

* 4 ：在32位版操作系统中，即使配备4GB以上的内存，也无法完全用到。操作系统可使用的

范围约为3GB。而且，根据装置配置不同，可使用的内存容量会有所变化。

规格一览

型号名 VC22T/GG-L,VG22T/GG-L
CPU 英特尔® CoreTM i5-5200U处理器*3

最大内存(主内存) 板载4GB [固定]*4

电源 锂聚合物电池(14.8 VDC, Typ. 2000 mAh)
（电池组件属于消耗品。）
经AC适配器转换到中国规格［AC适配器本身可连接最高240 VAC
的输入电流，但附带的电源线适用于中国。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使用
时，要另配电源线］

功耗（最高配置） 约45W

外形尺寸（不含突起部） 319(W) × 212(D) × 16.9(H) mm

重量(含电池) 約779g

型号一览

型号名 型号

VC22T/GG-L PC-VC22TGGCLEBL、 PC-VC22TGGCLECL、
PC-VC22TGGDLEBL、 PC-VC22TGGDLECL、
PC-VC22TGGJZEBL、 PC-VC22TGGJZECL、
PC-VC22TGGMZEBL、 PC-VC22TGGMZECL

VG22T/GG-L PC-VG22TGGEBEEL、 PC-VG22TGGEBEFL、
PC-VG22TGGEBE1L、 PC-VG22TGGEBE2L、
PC-VG22TGGEBEJL、 PC-VG22TGGEBELL、
PC-VG22TGGFBEGL、 PC-VG22TGGFBEHL、
PC-VG22TGGFBE3L、 PC-VG22TGGFBE4L、
PC-VG22TGGFBENL、 PC-VG22TGGFBEPL、
PC-VG22TGGNBERL、 PC-VG22TGGNBESL、
PC-VG22TGGNBE5L、 PC-VG22TGGNBE6L、
PC-VG22TGGNBEVL、 PC-VG22TGGNBEWL
PC-VG22TGGNBETL、 PC-VG22TGGNBEUL、
PC-VG22TGGJTEEL、 PC-VG22TGGJTEFL、
PC-VG22TGGJTE1L、 PC-VG22TGGJTE2L、
PC-VG22TGGLTEGL、 PC-VG22TGGLTEHL、
PC-VG22TGGLTE3L、 PC-VG22TGGLTE4L、
PC-VG22TGGMTERL、 PC-VG22TGGMTESL、
PC-VG22TGGMTE5L、 PC-VG22TGGMTE6L
PC-VG22TGGMTEVL、 PC-VG22TGGMTE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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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电脑时，请务必持拿底座部分。

如果通过液晶显示器持拿电脑，液晶显示器将会过分受力，可能会导致其故障或损

坏。 请勿如下图所示持拿电脑，否则可能会无意中将其掉落。

电脑的持拿方法



(1) 严禁擅自转载本用户手册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2) 本用户手册的内容可能会发生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3) 虽然以期万全制作了本用户手册，但如果您对其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发现有错误或遗漏之处，请与经销商或技术支持中心联络 
(http://www.nec.com/global/prod/bizpc/re/support/1/index.html)。如有缺页或错页，我们会予以更换。

(4) 对于以使用本产品为理由，要求赔偿损失、利润损失等，不管是不是第 （3）项造成的，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5) 本设备不能嵌入或用于控制医疗器械、原子能仪器和设备、航空航天设备、运输仪器和设备等关乎人命的仪器和设备以及需要极高可靠性的仪器和设备等。如因在这些仪器

和设备、控制系统等中使用本产品，而发生人身事故、财产损失等，本公司概不负责。

(6) 本机内置SSD中安装的Windows操作系统只能在本产品中使用。附带的DVD-ROM、 CD-ROM只能在本产品中使用。

(7) 未经版权持有人许可擅自复制全部或部分软件，或发布复制品，属侵权行为。

(8) 保存了硬件维护信息。

(9) 本产品包含未通过 “为Windows®设计”计划测试的软件。

(10) 本用户手册中记载的内容是制作时的内容。咨询窗口、地址、电话号码、主页的内容及地址等可能会发生更改。敬请谅解。

Microsoft和Windows是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Windows的正式名称是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英特尔、 Intel、 Intel SpeedStep和英特尔 Core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标。

PS/2是IBM的商标。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本手册中记载的其他公司名称、商标名称是各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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