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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本文档介绍统信桌面操作系统的安装环境、配置要求、安装方法，以及系统初始化设置，希

望用户根据本文档可以快速高效的完成安装工作，享受统信桌面操作系统带来的极致体验。

1.1 安装流程

在安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前，您可以先了解安装流程。

1.2 注意事项

 物理机器（真实）环境下安装

在虚拟机下试用统信桌面操作系统会影响系统性能和操作体验，为了让您能更愉快的体

验统信桌面操作系统，建议您在物理机器（真实）环境下安装。

 内存低于 4GB

如果您的系统内存低于 4GB 时，需要建立 SWAP 分区，安装器会自动检测并自动建立

SWAP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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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盘空间太小

在虚拟机中安装时，请分配 64G 以上的硬盘空间用于安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如果安

装时空间不足导致无法安装，请根据界面提示调整虚拟机硬盘空间。

1.3 配置要求

 CPU 频率：2GHz 及更高的处理器

 内存：推荐配置 4GB 以上，最低配置 2GB

 硬盘：至少 64GB 的空闲硬盘

您还需要准备一个 8GB 的空白 U盘或一张光盘以及光驱，如果您的电脑无光驱设备，可登

录统信官方网站下载镜像文件并制作启动盘。

 统信操作系统已经默认集成了启动盘制作工具 ，可以直接在启动器中单击使用。

 windows 系统可以从光盘镜像中解压启动盘制作工具到电脑中使用。

 您也可以访问官网下载指定版本的启动盘制作工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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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准备

安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前，需要准备好操作系统安装的物理机器、镜像文件和工具等。

2.1 安装包获取

进入官方网站下载页面，您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统信桌面操作系统镜像文件，体验最新特性。

2.2 MD5 校验

下载统信桌面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完成后，需要对其进行完整性校验。

 Windows 系统：推荐下载 NeroMD5Verifier、hash、hashcalc 工具中的任意一个，校

验镜像文件的MD5 值与下载页面提供的MD5 值是否一致。

 Linux 系统：在对应的镜像文件下，打开终端，执行“md5sum + 操作系统镜像名称”，

例如在终端输入“md5sum uos.iso”。校验镜像文件的MD5 值与下载页面提供的 MD5

值是否一致。

2.3 制作启动盘

对镜像文件进行校验后，需要制作启动盘。下面操作步骤以使用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启动盘

为例。

注意：

 制作启动盘前请提前备份U盘中的数据，制作时可能会清除U盘所有数据。

 制作前建议将U盘格式化为 FAT32 格式，以提高识别率。

 部分U盘实则为移动硬盘，因此无法识别，请更换为正规U盘。

 U盘容量大小不得小于 8GB，否则无法成功制作启动盘。

 在制作启动盘过程中，请不要移除U盘，以防数据损坏或者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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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连接 U盘与电脑的USB 接口，运行启动盘制作工具。

2. 选择统信操作系统镜像文件以及 U盘。

3. 单击【开始】，制作启动盘，直至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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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下面操作步骤以插入 U盘安装统信操作系统为例。

说明：以下安装界面的截图仅做参考，请以实际安装的系统界面为准。

3.1 安装引导

不同类型计算机，其启动快捷键也不同。用户可以参考下表的启动快捷键启动计算机。

机器类型 快捷键

一般台式机 Delete 键

一般笔记本 F2 键

惠普笔记本 F10 键

联想笔记本 F12 键

苹果笔记本 C键

操作步骤

1. 开启需要安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的计算机，按启动快捷键（如 F2），进入 BIOS 界面，

将 U盘设置为第一启动项并保存设置（不同的主板，设置的方式不同）。

2. 重启电脑，按从 U盘引导进入统信操作系统安装界面。

3.1.1 选择 Install UnionTech OS 20 desktop

在安装界面系统默认选中 Install UnionTech OS 20 desktop并倒计时 5 秒进入安装界面，在

安装界面可以直接进行系统安装，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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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安装首页

3.1.2 选择 Check iso md5sum

按方向键↓选中 Check iso md5sum，系统会自动检测当前 iso 的 md5 值是否正确，如图 3.2

所示，检测成功后会提示 checksum success，如图 3.3 所示。

图 3.2 md5 校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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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md5 校验成功

3.2 选择语言

系统会根据选择语言的不同而显示不同语言版本的文字，系统默认选择的语言为【简体中文】，

如图 3.4 所示。

1. 在【选择语言】界面，选择需要安装的语言（以简体中文为例），并勾选【我已仔细阅

读并同意《统信桌面操作系统专业版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统信操作系统用户体验计

划许可协议》可以选择性勾选，不影响系统安装。

窍门：单击《统信操作系统用户体验计划许可协议》及《统信桌面操作系统专业版最终用

户许可协议》可以查看协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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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选择语言

2. 在系统安装界面单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会弹出关闭窗口，并显示相关提示信息，此时

可以选择继续安装操作或终止安装操作，如图 3.5 所示。

 继续安装：返回到单击关闭按钮之前的页面，可以继续进行系统安装操作。

 终止安装：系统直接关机。

说明：在系统安装之前，如果用户需要退出安装器，界面右上角都会显示关闭按钮，用户可以随时终止

系统安装而不会对当前磁盘和系统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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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终止安装

3.3 硬盘分区

在【硬盘分区】界面，有【手动安装】和【全盘安装】两种类型。通过手动安装、全盘安装

来对一块或者多块硬盘进行分区和系统安装。在磁盘分区界面会显示当前磁盘的分区情况和

已使用空间/可用空间情况。

以下内容以单块磁盘为例介绍，可供多块磁盘电脑参考。

说明：请在选择安装位置前备份好重要数据，避免数据丢失，再选择将要安装的磁盘。

3.3.1 手动安装

1. 选择硬盘

在手动安装界面，当程序检测到当前设备只有一块硬盘时，安装列表相应只显示一块硬

盘，如图 3.6 所示。当程序检测到多块硬盘时，列表会显示多块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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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手动安装

2. 新建分区

安装系统的分区挂载点必须选择根目录“/”。

单击磁盘末尾的新增按钮 ，进入【新建分区】界面，选择挂载点为“/”，设置分区

的空间，建议至少选择 64G，如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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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新建分区

新分区创建完后可以看到“安装到此”的提示，说明您可以选择此分区安装系统，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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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选择安装位置

单击可用空间末尾的新增按钮 ，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新建其他的分区。新建的分区可以

选择不同的文件系统、挂载点及大小。文件系统如：ext4、ext3、交换分区；挂载点如：

/home、/var、/tmp 等。

3. 删除分区

单击右下角的【删除】按钮，选中需要删除的分区，在分区末尾单击删除按钮 ，如图

3.9 所示，能直接删除选中的分区。删除后的分区会变成空白分区，可以进行其他分区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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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删除分区

注意：

 当 UEFI引导磁盘格式为 GPT时，分区类型全部为主分区。

 当 Legacy引导磁盘格式为 MSDOS时，硬盘上最多只能划分四个主分区，主分区用完后可以使用逻

辑分区。

 在当前界面进行的新建分区、删除分区操作只是虚拟分区操作，不会影响到物理硬盘分区和系统。

4. 修改引导器

在【手动安装】界面可以修改引导器，单击【修改引导器】按钮后，进入【选择引导安

装位置】界面，如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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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选择引导安装位置

引导器默认安装到根分区所在的硬盘，安装到其他分区是为了保留引导配置文件，安装

到其他硬盘是为了调整多硬盘的引导位置以适应 BIOS 的启动顺序，一般推荐默认配置即

可。

3.3.2 全盘安装

在全盘安装界面，当程序检测到当前设备只有一块硬盘时，硬盘会居中显示，选中硬盘

后系统使用默认的分区方案对该磁盘进行分区，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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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全盘安装

在全盘安装界面，当程序检测到当前设备有多块硬盘时，磁盘分区界面会以列表模式分

别显示为系统盘和数据盘。

如果选择系统盘进行安装，这个分区方案和单硬盘分区方案一致。如果选择数据盘进行

安装，那么数据盘会变成系统盘，数据盘数据也会被格式化，原来的系统盘同时会变成

数据盘。

注意：多硬盘进行全盘安装时，选中了系统盘后，数据盘界面会显示除系统盘之外的所有盘。

3.3.3 全盘加密

全盘加密的作用是保护磁盘数据，提高数据安全性。

在全盘安装界面会有磁盘加密复选框，勾选【加密该磁盘】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将进入到全盘加密界面，在输入加密密码后，可以正常的安装系统，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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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加密磁盘

磁盘加密安装成功后，在系统启动时界面会出现密码框，如图 3.13 所示，输入正确的密

码后即可正常登录系统。

图 3.13 密码框

3.4 准备安装

系统分区完成后单击【开始安装】，进入【准备安装】界面，在准备安装界面会显示分区信

息和相关警告提示信息，如图 3.14 所示。用户需要确认相关信息后，再单击【继续安装】，

系统进入【正在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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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4 准备安装

说明：请备份好重要数据，并确认相关信息后，再单击继续安装操作。系统在安装过程中无法返回和关

闭。

3.5 正在安装

在【正在安装】界面，系统将自动安装统信操作系统直至安装完成。在安装过程中，系统展

示着当前安装的进度状况以及系统的新功能、新特色简介，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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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安装过程

3.6 安装成功

当安装成功后，您可以单击【立即体验】，系统会自动重启以进入统信操作系统，如图 3.16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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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安装成功

3.7 安装失败

如果系统安装失败了，会出现安装失败提示信息，如图 3.17 所示。



安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版权所有 ©统信软件 第 20 页

图 3.17 安装失败信息

还可以将错误日志保存到储存设备中，以方便技术工程师更好的为您解决问题，如图 3.1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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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保存日志

注意：保存日志只能识别外置U盘或硬盘，并不能识别当前系统盘和系统安装引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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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始化设置

当统信桌面操作系统安装成功后，用户需要对系统进行初始设置，如选择语言、键盘布局、

选择时区、设置时间、创建用户等。

4.1 选择语言

在安装系统前已经进行了语言选择，系统安装成功后，首次启动会先进入到【键盘布局】设

置界面。如果需要修改语言，还可以单击【选择语言】页签重新选择语言，如图 4.1 所示。

图 4.1 选择语言

4.2 键盘布局

在【键盘布局】界面，根据个人使用习惯，设置您需要的键盘布局，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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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设置键盘布局

4.3 选择时区

在时区设置界面有【地图方式】和【列表方式】，还可以手动设置时间。

4.3.1 地图方式

在时区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在地图上单击选择自己所在的国家，安装器会根据选择显示

相应国家或区域的城市，如图 4.3 所示。

如果单击区域有多个国家或地区时，会以列表形式显示多个城市列表，用户可以在列表

中选择代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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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地图方式

4.3.2 列表方式

在时区列表模式下，用户可以先选择所在的区域再选择自己所在的城市，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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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列表方式

4.3.3 时间设置

在【选择时区】界面，勾选【手动设置时间】，可以手动设置日期和时间。不勾选时，

系统会自动获取时区时间。

4.4 创建帐户

在创建用户界面可以设置用户头像、用户名、主机名、用户密码等，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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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创建用户

4.5 配置网络

安装器支持以太网网络配置，包含 DHCP 自动连接和手动连接，默认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

单击【编辑】，可以手动配置 ip 地址、默认路由、子网掩码、DNS，如图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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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配置网络

4.6 优化系统配置

完成初始化设置后，系统会自动进行优化配置，如图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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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优化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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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登录系统

系统自动优化配置完成后，进入登录界面。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您可以直接进入桌面开

始体验统信桌面操作系统，如图 5.1 及 5.2 所示。

图 5.1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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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系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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