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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Windows98高级操作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在 Windows98下启动应用程序方法； 

2、掌握 Windows98的系统设置； 

3、熟悉使用 Windows98的附件中的相关工具； 

4．了解桌面显示属性的更改； 

5．了解鼠标属性的设置。 

二、实验要求 

1、计划实验课时为 4小时，其中课外实验 2小时； 

2、能够独立完成测试题中的内容； 

3、要求写出实验报告，在下一个实验开始时交给指导教师评阅记分。 

三、实验内容 

（一）应用程序的管理 

1、运行或关闭应用程序 

（1）在“开始”菜单下运行程序 

单击“开始”→“程序”，选择要启动的程序，然后单击该程序。 

（2）通过“运行”命令启动程序 

如启动“金山打字”可以通过“开始”→“运行”出现如下图 3-1对话，在对话中

输入命令行： 

D：\Program Files\Kingsoft\TypeEase 2003\TypeEase.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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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按“确定”后，即进行金山打字运行界面。 

（3）以 DOS方式运行应用程序 

假设有 DOS 环境下的汉字操作系统 UCDOS，现要运行 UCDOS，则可先进入 MS-DOS

仿真方式： 

 点击“开始”→“程序” →“MS-DOS方式”；  

 进入 DOS方式后，在 DOS提示符后，键入命令： 

C：\>D:             （由 C盘转换到 E盘，大小写皆可。） 

注意：“C：\>” 为 DOS提示符，是显示内容，不是键盘上输入内容，“>”是 DOS

方式下的提示符，划线部分是从键盘上输入的内容， “  ”表示按一下回车键（Enter），

为简便起见，以下一般情况下省略“  ”。 

D：\>CD\UCDOS       (进入 UCDOS目录，下划线部分为键入的命令，下同) 

D：\UCDOS>UCDOS     (执行 UCDOS命令) 

D：\UCDOS>QUIT     (退出 UCDOS) 

 接着可以执行其它 DOS命令或 DOS程序。 

 要退出 MS-DOS，可按下列命令：D：\UCDOS>EXIT 

（4）关闭应用程序 

 在 Windows98环境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可直接按“文件”菜单中“退出命令”，

或按  关闭窗口按钮； 

 DOS环境下的应用程序则可采取： 

1） 先退出应用程序，再按“EXIT”命令退回到 Windows环境。 

2） 按“Alt+Tab”键切换到 Windows环境，再右击任务栏中的“MS-DOS方式”

的应用程序任务条，选择“关闭”命令（见图 3-2），则可强行关闭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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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安装或删除应用程序 

（1）安装应用程序 

一般的 Windows 环境下的应用程序，皆有 Setup.exe（或 Install）安装文件，双击

其安装程序即可自动完成安装。 

而 DOS 环境下的应用程序，有的不需要安装便可直接使用，一般与 WINDOWS

无关。 

（2）删除应用程序 

很多软件自带反安装程序（Uninstall），如果没有反安装程序，可以通过下列方法

删除： 

 “开始”→“设置” →“控制面板”； 

 选择“添加/删除程序” →在“安装/卸载”标签中，选中要删除的应用程序 →

点击“添加/删除按钮”，即可完成应用程序的删除。如图 3-3。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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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 

创建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步骤： 

 右击文件名或应用程序名； 

 在“文件”菜单上，指向“新建”，然后单击“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建立后，还可以完成下列操作： 

 将其快捷方式改名：选定快捷方式，按 F2键，输入新名后，按回车键。 

 右击应用程序，在弹出菜单中选“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便将快捷方

式建立在桌面上了。 

 也可将创建的快捷方式拖放到快速启动和“程序”菜单栏中（其操作见前面实

验二图 2-5及图 3-4）。 

 
图 3-4 

（二）系统设置 

单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可进入相关的系统设置，见图 3-4。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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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按下述所列的设置步骤逐步试一遍。 

（1）设置鼠标属性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鼠标”。  

 在“鼠标属性”对话框中，可进行下列选择：  

 点击“按钮”标签，可选择“双击速度”、“右手习惯”或“左手习惯”。 

 点击“指针”标签，可选择不同的鼠标方案。 

 点击“移动”标签，可选择“指针速度”和“指针轨迹”。 

（2）更改键盘的响应方式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键盘”。  

 进行如下更改：  

 要调整在按住一个键之后字符重复前的延迟时间，请拖动“重复延缓时

间”滑块。  

 要调整在按住一个键时字符重复的速率，请拖动“重复速度”滑块。  

（3）显示属性的设置 

通过“显示／属性”对话框（在控制面板中双击“显示”，或者右键单击桌面再选择

“属性”命令），进行下列设置操作： 

 选“屏幕保护程序”标签：任选一屏幕保护程序，设置等待时间设置为 1分钟，

然后在 1分钟内停止操作，观察实际效果。 

 选“设置”标签：可选择“16色/256色/16位色/32位色” 颜色。 

 选“设置”标签：还可设置屏幕区域（分辨率）：800*600或 1024*768等。 

（4）设置或更改桌面背景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显示”。  

 在“背景”选项卡上，执行下面一项或多项操作：  

从墙纸列表中或点击“浏览”到其它地方选择背景图片。在“显示”列表中，

单击“居中”、“平铺”或“拉伸”，可有不同的显示效果。  

（5）日期格式设置 

 选择“控制面板”→双击“区域设置” →选“日期”标签； 

 短日期式样：选择一个，如果没有，可以输入一个格式，如“MM/DD/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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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确定”后，在资源管理器中观察日期格式是否变成所设样式。 

（6）更改计算机的时间和时区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时间/日期”。  

 在“时间和日期”选项卡下，选择要更改的项目。  

 要更改小时，选择小时，然后单击箭头增加或减少该值。  

 要更改分钟，选择分钟，然后单击箭头增加或减少该值。  

 要更改秒，请选择秒，然后单击箭头增加或减少该值。  

 要更改 AM/PM 指示器，请选择该指示器，然后单击箭头。  

 

（三）附件和多媒体的使用 

1、多媒体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使用方法。 

 用鼠标单击“文件”菜单。 

 在打开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按钮。 

 选择文件目录路径，用鼠标选中你需要播放的多媒体文件（如 AVI格式文件，

可以用查找功能查找*.AVI文件），然后按“打开”按钮。 

 再按“确定”按钮，即可播放多媒体文件。 

也可以查找到 MOV、MPEG等格式的文件，双击直接打开播放。 

2、画图的简易使用方法。 

（1）画直线 

 在工具箱中，单击 。  

 在工具箱底部，单击选择一种线宽。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光标即可画线。  

（2）画任意线（在工具箱中，单击 ） 

（3）画曲线（在工具箱中，单击  ） 

（4）画矩形或正方形 

 在工具箱中，单击 创建矩形，或者单击 创建圆角矩形。  

 在工具箱底部，单击选择一种填充类型。  

 6



 
 

实验三  Windows98高级操作 

 要画矩形，请沿所需的对角线方向拖动指针。  

 要画正方形，请在拖动指针时按住 SHIFT 键。  

（5）键入并编排文本 

 在工具箱中，单击 。  

 要创建文字框，请按住鼠标左键，沿对角线拖动指针至所需的大小。  

 在文字工具栏上，单击文字的字体、字号和字型。  

 单击文本框内部，然后键入文本。  

（6）擦除小块区域 

 在工具箱中，单击 。  

 在工具箱底部，单击选择橡皮的大小。  

 如果擦除所用的颜色与当前的背景色不同，请右键单击颜色框中的颜色。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光标覆盖想擦除的区域。  

（7）拉伸或扭曲某项 

 在工具箱中单击 以选择矩形区域，或者单击 以选择任意形状的区域。  

 围绕要更改的项目画一个边框。  

 在工具箱底部，选择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 来应用不透明背景。  

 单击 来应用透明背景。  

 在“图像”菜单上，单击“拉伸/扭曲”。  

 在“拉伸”下，键入要水平或垂直拉伸图片的百分比。  

 在“扭曲”下，键入水平或垂直扭曲图片的百分比。  

（8）更改图片大小 

 单击“图像”菜单上的“属性”。  

 在“单位”下面，单击要选用的宽度和高度的度量单位。  

 在“宽度”和“高度”框中输入宽度和高度值。  

（9）设置默认前景色和背景色 

 要设置前景色，请单击颜色框中的颜色。  

 右键单击颜料盒中的颜色，可以设置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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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用颜色填充区域或对象 

 在工具箱中，单击 。  

 如果所需的颜色既不同于当前的前景色也不同于当前的背景色，请单击或用右

键单击颜色框中的一种颜色。  

 单击或右键单击要填充的区域或对象。  

（11）产生喷雾效果 

 在工具箱中，单击 。  

 在工具箱底部，单击选择喷雾的大小。  

 要喷射，请按下鼠标左键并拖动指针。  

（12）将所作的图片保存 

 点击“文件”菜单中“保存”，弹出对话框； 

 在“保存为”对话框中，选择“保存在”下拉列表中的适当位置，如 E：\； 

 取文件名为 HT1，保存类型（即文件扩展名）选“JPG”； 

 按“保存”按钮。 

（四）常用系统工具的使用 

  （1）软盘格式化 

   新买来的软盘一般都需进行格式化，才能进行数据的存取。对软盘的格式化操作步

骤如下：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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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待格式化的软盘到 A驱动器中； 

 打开资源管理器，在左窗口中右击“3.5软盘（A：）” 

 在弹出的“格式化”对话框中，选择“格式化类型”，按“开始”。 

注意：一般新盘须全面格式；如果仅是清除数据，可选择“快速”；如果想作为系

统启动盘，则在格式化后再选择“仅复制系统文件”，或者在格式化之前钩选“复制系

统文件”。 

   （2）计算器 

点击“开始”→“程序” →“附件” →“计算器”，即可打开计算器工具。 

 按“查看”菜单，选择“标准型”或“科学型”可完成不同的计算功能。 

 按“查看”菜单，选择“数字分组”可将数据按不同数字系统的位数进行分组。

如数据 38780706972759： 

  十进制分组为：38，780，706，972，759 

  十六进制分组为：2345 5643 6457 

   此外还有 Internet工具、拔号网络等工具将在后面的实验中认识。 

 

四．测试 

1、用几种方法打开和关闭一个 Windows环境下的软件（如 WORD）和一个 DOS环境

下的软件（如下学期将要用到的编程环境 Turbo C语言）。 

2、格式化一个软盘，使之能够作为启动盘。 

3、将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为 1024*768. 

4、把声量控制图标显示在任务栏上。 

5、将日期格式修改成 MM/DD/YYYY,并改变当前的日期为 2003年 10月 18日，时间

为 22：33。 

6、播放一首歌曲和一个影片片断（其文件自选或到本地机器或互联网中查找。） 

7、将 Turbo C语言中的文件 TC.EXE建立一快捷方式，并将其拖放到程序菜单中。 

8、利用画图软件设计出一幅创意画，并将其存为 GIF格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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