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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UNIS PC 机 OS 安装手册各章节内容如下： 

• 第 1 章  用户手册简介。  

• 第 2 章  安装操作系统。  

• 第 3 章  操作系统使用指南。  

• 第 4 章  常见问题解答。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读者对象 

 本书约定 

 技术支持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北京紫光恒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负责 PC 设备配置和维护的管理员 

 PC 终端设备最终用户 

本书约定 
1.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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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2.各类标志 

本文档采用醒目的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service@unisyue.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info@unisyue.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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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手册简介 
UNIS CD2000 是针对 ARM/ARM64 处理器的国产化 PC 产品，具有安全、可靠、可控、兼容

性强和性价比高等优点。 

在您准备使用 UNIS PC 机之前，请先仔细阅读本手册，以便熟悉 UNIS PC 机的系统安装， 方

便您在对 UNIS PC 机安装操作系统时熟练操作相关功能。 

1.1  用途 

本手册是 UNIS PC 机系统安装用户手册。适用于安装系统、配置应用及管理维护 UNIS PC 机

产品的管理员及工程师。本手册将帮助您熟悉和正确使用 UNIS PC 机操作系统。 

1.2  约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手册中所提到的 UNIS PC 机操作系统，均简称为系统。 本手册中采用的部分

图片中设定有相关参数，此种设定仅供参考，请在使用中依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在系统的配置界

面进行选择及配置。 

1.3  文档结构  

本用户手册各章节内容如下：  

 第 1 章 用户手册简介。  

 第 2 章 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第 3 章 操作系统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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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操作系统 

2.1  制作系统安装 U 盘 

用户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制作 UOS 系统的安装 U 盘。 

表2-1 制作 UOS 系统安装 U 盘方式 

项目 描述 

方式一 Win32DiskImager 软件 

方式二 UltraISO。 

方式三 Linux 系统中的 dd 命令 

 
下面依次介绍几种制作 UOS 系统安装 U 盘的方法，用户可根据自己的操作环境制作需要的 UOS 

系统安装 U 盘。 

2.1.1  deepin-boot-maker 制作安装 U 盘 

软件及设备需求： 

 Windows 操作系统；  

 deepin-boot-maker 工具；此工具可访问 deepin 公司官网下载； 

 U 盘（大于 8GB）；  

 UOS 系统 ISO 格式的镜像文件。 
 
图2-1 deepin-boot-maker 制作安装 U 盘界面 

 
 
制作方法及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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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U 盘连接到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 

(2) 打开 deepin-boot-maker 工具，如图 2-1 所示。 

(3) 在设备栏中选择接入的 U 盘；（若 U 盘中有重要文件，请提前备份，制作安装 U 盘时会

格式化 U 盘） 

(4) 在界面中间点击“选择光盘镜像文件”，浏览并添加 UOS 系统 ISO 格式的镜像文件； 

图2-2 选择光盘镜像文件 

 
 
(5) 点击“下一步”按钮，开始选择刻录用于安装 UOS 系统的 U 盘。 

图2-3 选择磁盘 

 
 
(6) 勾选格式化磁盘复选框并点击开始制作；等待制作完成，写入完成后关闭刻录工具，从系

统中安全退出 U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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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制作 

 
 

2.1.2  UltraISO 制作安装 U 盘 

软件及设备需求： 

 Windows 操作系统；  

 UltraISO 工具，如：UltraISO.v.9.6.2.3059.exe；  

 U 盘（大于 8GB）；  

 UOS 系统 ISO 格式的镜像文件。 
 
图2-5 ULTRAISO 制作安装 U 盘界面 

 
 
制作方法及操作步骤如下： 

(1) 将 U 盘连接到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电脑上； 

(2) 打开 UltraISO 工具，如图 2-5 所示；  

(3) 在工具栏中点击“文件(F)”，点击“打开”按钮，加载 UOS 系统 ISO 格式的镜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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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工具栏中点击“启动(B)”，点击“写入硬盘映像...”；  

(5) 在弹出的“写入硬盘映像...”界面中的“硬盘驱动器：”栏选择用来刻录系统的 U 盘；（若 U 盘

中有重要文件，请提前备份，制作安装 U 盘时，会格式化 U 盘）  

(6) 在“写入硬盘映像...”界面中，勾选“刻录校验”，此项非必选项，可以不选择；  

(7) 点击“写入”按钮，开始刻录用于安装 UOS 系统的安装 U 盘，刻录速度的快慢取决于 U 盘

的读写速度；  

(8) 等待写入完成后点击“返回”，关闭刻录工具，退出 U 盘。  

2.1.3  UltraISO 制作安装光盘 

软件及设备需求： 

 Windows 操作系统；  

 UltraISO 工具，如：UltraISO.v.9.6.2.3059.exe；  

 空光盘；  

 UOS 系统 ISO 格式的镜像文件。 
 
图2-6 ULTRAISO 制作安装光盘界面 

 
 
制作方法及操作步骤如下： 

(1) 将光盘放入光驱并连接到 带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电脑上；  

(2) 打开 UltraISO 工具，如图 2-6 所示；  

(3) 在工具栏中点击“文件(F)”，点击“打开”按钮，加载 UOS 系统 ISO 格式的镜像文件；  

(4) 在工具栏中点击“工具(T)”，点击“刻录光盘映像...”；  

(5) 在弹出的“刻录光盘映像...”界面中的“刻录机：”栏选择用来刻录系统的光盘；（若 光盘中

有重要文件，请提前备份，制作安装盘时，会擦除光盘。）  

(6) 在“刻录光盘映像...”界面中，勾选“刻录校验”，此项非必选项，可以不选择；  

(7) 点击“刻录（B）”按钮，开始刻录用于安装 UOS 系统的安装光盘，刻录速度的快慢取决于

光盘读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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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等待写入完成后点击“返回”，关闭刻录工具，弹出光盘。 

2.1.4  Linux  dd  命令制作安装 U 盘  

软件及设备需求： 

 Linux 操作系统；  

 U 盘（大于 8GB）；  

 UOS 系统 ISO 格式的镜像文件。  

图2-7 DD 命令制作安装 U 盘界面 

 
 

 
 
制作方法及操作步骤如下： 

(1) 将 U 盘连接到 Linux 操作系统的电脑上；（若 U 盘中有重要文件，请提前备份，制作 安

装 U 盘时，会格式化 U 盘）  

(2) 将 UOS 系统 ISO 格式的镜像文件拷贝到 Linux 系统中；  

(3) 使用 # fdisk -l 命令查看 U 盘的盘符信息；  

(4) 使用 # ls 命令查看 UOS 系统的 ISO 镜像文件信息；  

(5) 使用 # dd 命令刻录 UOS 系统到 U 盘中。  
 

命令格式是“# dd   if=UOS-image-name.iso of=/dev/U 设备名称 bs=1M” 
 
如 “dd if=uos-20-beta-server-arm64.iso of=/dev/sdb bs=1M”，请依据刻录是的实际信息替换 

ISO 镜像名称和 U 盘设备名称； 
 
(6) 等待刻录完成，退出 U 盘。  

2.2  安装 UOS 系统  

UNIS PC 机支持多种途径安装 UOS 操作系统。如：通过 U 盘安装盘安装 UOS 系统、通过光 盘

安装 UOS 系统、通过网络上的 PXE 服务器安装 UOS 系统。 

此处以通过 U 盘安装盘安装 UOS 系统为例，介绍 UOS 系统的安装过程，此过程中的设定信息

仅供参考，请用户依据自身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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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选择从 U 盘启动  

 将刻录有 UOS 系统的 USB 安装盘连接到 UNIS PC 机； 

 将 PC 开机，按左右键进入选择界面，如图 2-8 所示； 

图2-8 界面 

 
 
选择“启动 USBDisk”，按“ENTER”键后进入到安装选择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2-9 安装选择界面  

 
 
 按 ENTER 键继续；  

 系统会开始进入安装界面。 

2.2.2  安装系统步骤  

• 开始安装 UOS 系统后，首先进入到“语言选择”界面，如图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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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面中，可以通过上、下方向键选择要安装的系统语言，如选择简体中文并勾选我已仔细阅

读并同意，选择后按回车键进入下一项。 

图2-10 语言选择界面 

 
 
 UOS 系统支持多个国家多种语言，如图 2-10 所示。 

图2-11 组件选择界面 

 
 
用户可以通过鼠标选择要安装的系统组件，左侧为基本环境只能选择一种，用户可以根据实际

环境需求来选择哪一类，右侧为左侧每一类的附加选项，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来进行勾选。 
 
本用例以桌面环境并勾选了附加选项的所有项来进行安装，选择完毕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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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择完索要安装的组件后下一步进入该系统要安装的位置。 

图2-12 选择安装位置界面 

 
 
分为手动安装和全盘安装，手动安装时用户可自行选择盘符的分区，全盘安装为系统自动选择

分区并占用全部空间进行安装，本次用例选择全盘安装并安装到系统盘中。 
 
 选择好盘符安装位置后点击开始安装会进入到如下图所示的根据用户选择的确认界面， 如

果所列信息与用户当时选择有差异化可以返回上一步进行修改，如无问题选择继续执 行下

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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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准备安装界面  

 
 
 点击继续后开始系统安装。 

图2-14 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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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安装结束后会提示安装成功，此时可以移除安装介质并点击立即体验，系统会进行重新

启动。 

图2-15 安装成功界面 

 
 
 UOS 系统安装完毕并重新启动后会进入到系统设置阶段，会出如下时间和时区的选择可 

以用地图形式点击时区选择或者通过列表查找时区来进行选定，如图 2-16 所示。  



 

18 

图2-16 时区选择界面 

 
 
 选择好时区后进行下一步到达创建用户阶段，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来创建用户名和机器

名称以及密码等，下面如若勾选设置 root 密码，则会有给 root 设置密码的选框来设置密

码，如果不勾选则 root 下无密码可随时访问 。 

 设置好以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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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创建用户式界面  

 
 
 在此处系统会根据用户的不同选择来进行最后进入系统前的优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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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优化系统配置界面 

 
 
 在系统优化完毕后用户可以输入用户自行设定的密码进入到系统当中。  

3 操作系统使用指南  

3.1  系统登录  

将 PC 机平台开机并从系统盘启动后，首先显示的是系统启动管理界面，如图 3-1 所示，此界

面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进入系统或系统设置等操作选项，如无操作将在几秒钟后自动

进入到系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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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系统选择界面 

 
 
 UOS 系统的登录界面如图 3-2 所示。  

图3-2 UOS 系统登录界面 

 
 
在登录界面，提供如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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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默认账户及密码登录系统；  

 系统关机及重启操作。 

 在登录界面用户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电源操作按钮，进行重启系统或关机操作。 UOS 系统

登录后的桌面信息如图 3-3 所示。 

图3-3 UOS 系统桌面界面  

 
 

3.2  密码管理 

由于新系统安装系统时创建单一的操作用户，使用新建用户账户进入系统后，用户可以在命令

行中修改管理员账户的密码和其它账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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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图形界面下修改账户密码  

图形界面下修改账户密码的方法和步骤如下： 

 在桌面环境下，使用鼠标点击左下角的“启动器”按钮；  

 在开始菜单栏选择并点击“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在设置面板中选择并点击“账户”，进入账户界面；  

 在要修改密码的账户上点击“更改密码”，弹出更改密码窗口，如图 3-4 所示；  

 在更改密码窗口中输入当前密码，输入新密码，确认新密码，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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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图形界面下更改账户密码 

 
 

3.2.2  命令行中修改账户密码  

在桌面上右击，选择“在终端中打开”，打开命令行界面，使用“passwd”命令修改账户密码。 

密码要不低于 8 位，且符合长度和复杂度要求。 

 修改当前账户的密码：$ passwd  

在命令行界面输入“passwd”按回车键；  

依据提示信息，在命令行输入账户的当前密码；  

依据提示信息，在命令行输入账户的新密码；  

依据提示信息，再次输入账户的新密码。  

操作过程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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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命令行界面下更改账户密码 

 
 
 修改其它用户的密码：$ passwd user-name  

在命令行输入“passwd  账户名”，如修改  UOS01  账户的密码，即输入“passwd  UOS01”； 

依据提示信息，在命令行输入被修改账户的新密码；  

依据提示信息，再次输入被修改账户的新密码。 

操作过程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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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命令行界面下更改其它账户密码 

 
 
 创建/修改管理员账户 root 的密码：sudo passwd  

在命令行输入“sudo passwd”；  

将有三项提示信息，用户依据提示信息，在命令行输入 root 账户的新密码； 

依据提示信息，再次输入 root 账户的新密码。 操作过程如图 3-7 所示。 

图3-7 命令行界面下更改 root 账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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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户管理 

3.3.1  图形界面下新建用户  

在设置面板的“用户账户”界面中，点击“加号”按钮创建一个新账户，如图 3-8 所示，输 

入用户名和密码信息，选择用户组类别，点击“创建账户”按钮即可创建新用户。  

图3-8 图形界面下新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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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命令行界面下新建用户 

在命令行中使用“useradd”命令新建用户账户，使用“passwd”命令为新建用户设置密码， 如

图 3-9 所示。 

图3-9 命令行界面下新建账户 

 
 

3.4  网络配置  

3.4.1  桌面图形环境下配置网络 

在图形界面下配置网络需要先打开设置里面的“网络”窗口，如图 3-10 所示。 

图3-10 图形界面下网络连接界面 

 
 
有两种途径可以打开“网络连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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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网络列表里面下方的“用网络管理配置器”，即可打开“网络连接”窗口。  

 通过左键点击桌面右下角的网络连接图标 ，弹出网络连接状态列表，点击“网络设 置”，

即可打开“网络连接”窗口。  

在图 3-10 的“网络连接”窗口中，选择接有网线的“有线网络 1”后，点击以太网下的有线连接”按

钮并双击，弹出“正在编辑  有线连接”的窗口，如图 3-11 所示，选择 “IPv4 设置”栏，将“方法

(Method):”设为“手动”，在地址栏点击“增加(Add)”按钮，输入“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信息，

在“DNS server：”栏设置 DNS 服务器 地址信息，点击“保存(S)”按钮，将设定的地址信息保存。 
 
此方法适用于用户知道插有网线的物理网口与配置界面中的有线连接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情况。 

图3-11 图形界面下编辑有线连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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