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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一： 
先插入优盘再开机，进入BIOS调
整启动顺序（ThinkPad电脑进入
BIOS按F12，或先按蓝色
ThinkVantage键再按F12，其他电
脑进入BIOS常用按键是DEL、F1、
F9、F10或F11。如果条件允许，

请在此时把电脑连上网线。如果
只有无线网络，会在稍后安装过
程中连接。最好在有网络环境的
条件下安装Win8。 

二： 
安装程序开始后第一个界面，不
需要任何修改，点击下一步 

三： 
接下来三步为开始安装，输入产
品密钥和接受许可协议，按向导
进行直到下图这一步，选“自定
义” 

四： 
选择一个至少20G的分区，先格式

化再安装，如果找不到格式化命
令，点一下”高级” 

五： 
电脑会自动开始复制文件过程。
之后电脑会自动重起，请立刻拔
掉U盘或者取出光盘。如果操作正

确，下一次看到可以操作的屏幕
就是输入电脑名称了，按提示操
作即可 

六： 
如果没接网线，但有可用的无线
网络，请根据提示连接无线网络，
此处不要略过 

 

七： 
此处输入Live ID，也可以选择“不
想用Microsoft用户登录”，则会
设置一个本地帐户。 

八： 
根据后续向导界面设置完帐户，
您就完成了整个安装，此时你应
该已经看到Win8的新”开始”了 

官方 第三方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21699
http://www.skycn.com/soft/57523.html


Metro界面 



动作1：如何打开Metro界面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键盘操作 

  

 

 

 
方法一：将鼠标放置屏幕右上角，在出现的 Charm 菜单

中，点击开始按钮。 

 

 

 

 

从屏幕右侧滑入，从 Charm 菜单点击开始按钮 方法二：将鼠标放置屏幕左下角悬停，点击开始按钮。 按 Windows 键 

 



动作2：如何查看所有程序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从屏幕底部往上或顶部往下拨 进入Metro界面，在Metro界面空白地方使用鼠标右键点击，

在下方出现的 App Bar，点击 App Bar 中的“所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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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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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3：如何显示App Bar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键盘操作 

  

 

 

按住相应应用程序，手指向下快速拨动 在相应的应用程序图标上右键，出现 App Bar  按 Windows 键+Z 键 

 



动作4：如何添加图标到“开始屏幕”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手指选中相应程序，向下滑动，在 App Bar 中选择 

“固定到开始屏幕”  

在打开的“应用”界面中，看到所有已安装程序和 Windows 自带程

序，右键点击程序图标，在出现的 App Bar 中选择“固定到开始屏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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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5：如何从“开始屏幕”删除图标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手指选中相应程序，向下滑动，在 App Bar 中选择 

“从开始屏幕取消固定” 

右键选择程序，在 App Bar 中选择“从开始屏幕取消固定“ 

 



动作6：如何在开始中移动图标位置和分
组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手指按住目标应用，向下滑动约 1 厘米，右上角会先出现对勾标志然后消失，此时不要松开手指， 

拖动应用到目的位置，松开手指；当移动位置较大时，出现分组条 

直接拖拽图标到目标位置；当移动位置较大时，出现分组

条。 

 

① ② 



动作7：如何将图标组命名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在开始屏幕界面，双指合并  在开始屏幕界面指向屏幕右下角，点击出现的按钮 

  

向下滑动希望重命名的组，在 App Bar 中点击 

“重命名“，输入组名称即可。 

右键点击想要命名的组，在 App Bar 中选择“重命名“，输

入组名称即可。 

 

① 

② 



动作8：图标组排序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在开始屏幕界面，双指合并，将图标组向上或向下拖拽 

出一定距离，然后放到目标位置 

在开始屏幕界面指向屏幕右下角，点击出现的按钮，将 

图标组向上或向下拖拽出一定距离，然后放到目标位置 

 



动作9：如何切换Metro应用和桌面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键盘操作 

   

从屏幕左侧向内拖放 指向屏幕左上角并点击 Windows 键+D 键显示桌面；windows 键显示开始 

 



动作10：如何关闭当前Metro应用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从屏幕顶部划到屏幕底部  

把鼠标放置图片顶部，向下拖拽 

 



动作11：如何并排显示两个全屏应用 

注：需要屏幕分辨率不小于1366x768才能使用此功能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从屏幕左侧向内拖住不放，再拖向两侧放开 指向屏幕左上角并向内拖住不放，再拖向两侧放开 

 



动作12：如何切换Metro应用以及和桌
面之间的切换 

切换 Metro 应用 切换 Metro 应用和桌面 

  

Win+Tab Win+Ctrl+Tab 

 



动作13：如何搜索和运行程序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键盘操作 

   

在 Charm 菜单中，点击“搜索“，查找或直接搜索想要

的程序 

在 Charm 菜单中，点击“搜索“，查找 

或直接搜索想要的程序 

按 Win+Q，查找或直接搜索想要的程序 

 



动作14：如何打开经典控制面板 
鼠标操作 触摸操作 

    
 

 

鼠标移至屏幕左下角右键，点击控制面板 

 

 

在桌面弹出 Charm 菜单，选择“设置“， 

点击上方控制面板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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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15：怎样打开更多电脑设置 

从 Charm 菜单选择“设置“，点击下方”更多电脑设置“ 



动作16：如何执行关机/重启 

在Charm中依次点击设置、电源、关机/重启 



动作17：如何睡眠/唤醒计算机 

在windows 8中，直接按电源按钮即为睡眠 



动作17：如何使用Metro界面下的 
   Internet Explorer 10 

Metro 界面下的Internet Explorer偏向于新应用，倾向于获得性能、速度与
节省电量之间的平衡，因此Metro Internet Explorer不支持加载项(ActiveX)，
遇到需要的加载项则会提示使用Desktop Internet Explorer。 

添加选项卡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从屏幕顶部滑入，然后点击“+”号 在当前页面上右键，然后点击“+”号 

 

① 

② 



动作17：如何使用Metro界面下的 
   Internet Explorer 10 

Metro 界面下的Internet Explorer偏向于新应用，倾向于获得性能、速度与
节省电量之间的平衡，因此Metro Internet Explorer不支持加载项(ActiveX)，
遇到需要的加载项则会提示使用Desktop Internet Explorer。 

前进/后退页面 

触摸操作 鼠标操作 

  
从屏幕中部左右滑动即可  

从菜单中选择屏幕右下角或左下角的按钮 

 

① 

②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 
如何使用设置图片密码 

图片密码是Windows 8 全新增强的密码功能，该功能更有效的保证了用户账号信息安全。 

 

 

 

1、点击“Charm”设置中的“设置”按钮，选择“更

多电脑设置” 

2、选择左侧的“用户”设置，并点击右侧“登陆选

项”中的“创建图片密码” 

  

3、在输入当前密码后，点击“选择图片”，并选择

一张图片，最后点击“使用这张图片” 

4、在 “设置你的手势”界面中画出随意 3 个手势，

手势可以一样(例如在同一个位置点三下)，也可一不

一样(如图所示)，但每个手势不能有中断，必须一个

动作完成(如果中断，就把中断前的路径计算为一个

手势)，需要重复三次画出 3 个手势，确保无误，即

可完成设置。 

 



安全&管理 
如何使用PIN密码 

更方便与移动设备或终端，PIN密码由4位数字组成，是登录到这台计算机最快捷的方法。 

 

 

 

1、点击“Charm”设置中的“设置”按钮，选择“更

多电脑设置” 

2、选择左侧的“用户”设置，并点击右侧“登陆选

项”中的“创建图片密码” 

 
3、在输入当前密码后，点击“选择图片”，并选择一张图片，最后点击“使用这张图片” 

 



安全&管理 

切换本地帐户/Microsoft帐户 
不但可以使用Microsoft帐户进行登录，也可以切换/创建本地帐户。但使用
本地帐户登录你的设置将不会在所使用的电脑之间同步。 
 
 
快速设置方法： 
点击“Charm”设置中的“设置”按钮，选择“更多电脑设置” 
选择左侧的“用户”设置，并点击右侧“你的帐户”中的“创建本地帐户”。 
在输入完成Windows Live ID帐户密码后，输入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和
密码提示。 



安全&管理 
如何连接无线网路（wi-fi和移动网路） 

windows 8改进了无线网路（wi-fi）的 连接界面，使操作更加简化，并增加了飞行模式和移动
网络流量计算功能。 

 

 
1、点击“Charm”窗体中的“设置”按钮，之后点

击网络图标 

2、选择需要的网络进行连接 

 



安全&管理 
如何连接宽带（ADSL） 

PPPoE宽带网络连接（ADSL）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宽带接入方式。其设置方式与windows 7类似。 

  

1、访问控制面板中的“查看网路状态和任务” 2、点击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并选择 

连接到 Internet 

  
3、选择“宽带（PPPoE）”并输入用户名 

密码，最后点击“连接”按钮 

4、输入 ADSL 用户名和密码，设置成功后 

点击完成即可 

 



北京瑞尔博达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2012 2月28日 

http://weibo.com/u/2613085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