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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測試與
問題排解
從打開電源到載入作業系統之前的開機自檢過程，任何的硬體測試

失敗，將導致無法正常開機。當發現錯誤時，主機板會發出示警聲

或在螢幕上顯示訊息。但有時候電腦不會出現任何提示，且既無畫

面亦無示警聲，例如主機板本身故障時便是如此。本章將分析引起

開機失敗的常見問題及排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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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找出不能開機的原因

一旦遇到電腦無法開機的情況，真的很令人沮喪，而且往往讓人手

足無措，送修費時又破財。難道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嗎？其實不然，只要

不是太嚴重的硬體問題，相信大部分人都可以靠自己扭轉局面，若可以

找出不能開機的原因，一切就好辦多了。

但是，該如何找到開機失敗的原因呢？在此提供一個標準的檢測流

程，只要依照檢測流程逐一分析，相信所有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檢測開機失敗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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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2
開機測試與問題排解

2-1-1	 電源指示燈沒有亮，也聽不到任何風扇的

聲音？

開機後電腦沒有任何反應，系統電源

訊號燈和主機板訊號燈無任何指示，電源

風扇和CPU風扇亦不工作，這些現象通常

肇因於電源沒有接通，此時就需要檢查電

源裝置是否正常供電。

通常，造成這種情況的可能原因有：

電源插頭沒有接好

電源插座和機殼後面的電源插頭，以及主機板上的電源接頭有時會

出現鬆脫的情形，尤其是經過搬動或拆卸之後。如果接頭鬆動的話，會

導致電源不正常供電，結果是電腦無法啟動。而且這種情況容易造成短

路，非常危險。所以平時一定要注意電源的插頭是否牢固。

電源供應器開關沒有打開

某些電源供應器後面有一個「ON/

OFF」開關，如果在電腦搬運過程中不小

心碰觸到這個開關，可能會將電源切換到

關閉狀態，自然就無法開機。正常情形

下，開關應處於「ON」位置。

正常供電的機殼
Power指示燈

 檢查電源裝置的供電情形

電源供應器的
「ON/OFF」
開關

 檢查電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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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插座問題

電源插座沒有通電，請檢查供電線路是否有電，以及插座上的開關

按鈕是否打開或者插座有無損壞。電腦需要一個穩定的電源，在選購電

源插座時應指定品質好一點的。市面上有一些是專門設計給電腦使用的

插座，相對來說安全性比較高，也不容易損壞。

電源連接線損壞

電源連接線會因長期受重物壓迫而斷裂，或者出現老化損壞，造成

電路無法接通。也有可能被老鼠咬斷。因此平時要多加注意。

電源供應器損壞

從機殼後面檢查電源供應器的風扇有沒有正常運轉，電源供應器裡

面的元件若損壞，唯一的辦法便是送修或者更換新品。

2-1-2	 沒有畫面，也沒示警聲，就是無法開機

如果開機後，螢幕沒有畫面顯示，主機

板也沒有發出嗶聲，那究竟是什麼問題呢？

先看看電腦主機上的指示燈有沒有亮。如機殼的「Power」電源指

示燈不亮，表示電源不通，請按照上一小節的說明自行檢查。如果螢幕

指示燈閃爍，表示電源已經接通，就要逐一檢查電腦的其他元件。

 開機失敗無畫面的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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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測試與問題排解

問題的可能原因如下：

主機板BIOS損壞

主機板電源接腳問題

主機板短路或主機板與機殼之間短路

主機板元件或電路損壞

Reset按鈕故障

電壓過低

磁碟排線接反

CPU沒插好、損毀或超頻過高

主機板BIOS損壞

主機板B I O S可能中了破壞性的病

毒、或是更新時使用不符合的B I O S檔

案、或者遇上斷電所造成的更新失敗、或

是BIOS晶片損壞等因素，皆會造成開機

無顯示、無警報聲的現象。

主機板電源接腳問題

主機板與電源開關的接腳如果沒有接好，電腦就不能開機；或者用

跳線清除主機板的CMOS設定後，卻忘了將跳線放回原位，亦會造成電

腦無法啟動。

●

●

●

●

●

●

●

●

BIOS晶片

 主機板上的BIOS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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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板短路或主機板與機殼之間短路

拆卸電腦元件時，可能會不小心將螺絲掉入機殼內，或者不小心把

水洒入機殼內，造成主機板短路甚至燒毀，而無法開機。

主機板元件或電路損壞

主機板是很精密的電子產品，上頭的電路和元件數以萬計，出現故

障的頻率也很高，有時會因為安裝在它上面的硬體設備壓迫到旁邊的電

容等元件，引起主機板故障，導致電腦無法啟動。另外，灰塵、溫度、

靜電等諸多因素亦會造成主機板故障。所以平時要注意保護主機板。特

別是經常拆機裝機的DIY一族，更要注意避免拆裝過程中的碰撞，而且

動手之前最好洗手以消除手上的靜電。

Reset按鈕故障

機殼上的Reset鍵可能會因

為一些原因按下後卡住不能彈

起，或者R e s e t鍵積了很多灰

塵，使Reset接線一直處於接通

的狀態。此時雖然機殼上的電源

指示燈有亮，但其他的反應都沒

有，螢幕也無顯示畫面。

CMOS接腳

 主機板上的CMOS接腳

Reset鍵

 機殼上的Reset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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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過低

電壓過低時，電腦開機會沒有反應。有時供電線路的電壓會特別

低，讓電腦不能啟動，不過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一般跟當地的電源供應

品質有關。

磁碟排線接反

有些老式磁碟排線沒有防呆裝置，如果硬碟排線插反了，會導致電

腦開機失敗，所以安裝時注意不要插錯方向。

CPU沒插好、損毀或超頻過高

當CPU與插槽沒有完全插好便強行扣緊、或者CPU接腳斷裂扭曲、

或CPU損毀，以及超頻過頭，上述種種情形皆會使開機沒有任何反應。

2-1-3	 電腦發出警告的嗶嗶聲

電腦開機後發出嗶嗶聲，是主機板提示的硬體故障警報訊號，而且

不同的警報聲，例如聲音長短、次數不一樣，分別對應到特定的硬體問

題。依據主機板採用的BIOS類型，檢測到同一硬體錯誤時的警報聲亦

會有所不同。

BIOS廠商主要有Award、AMI、Phoenix三家，但市面上的主機板

產品大多採用Award和AMI，在進入BIOS設定畫面的第一頁就會看到是

屬於哪一家廠牌的BIOS產品。

 磁碟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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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這些廠牌BIOS的警告嗶聲對應表。

Award

 檢視BIOS廠牌

Award BIOS

AMI BIOS

聲音類型 聲音的含義 聲音類型 聲音的含義

1短音 系統啟動正常 1長音9短音 主機板BIOS損壞

2短音 CMOS設定錯誤 不斷長音 記憶體錯誤

1長音1短音 DRAM或主機板錯誤 重複短音 電源錯誤

1長音2短音 顯示卡或螢幕錯誤 不斷地響 電源、螢幕和顯示卡未連接好

1長音3短音 鍵盤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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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

Phoenix

根據這些警報聲，通常可以找出電腦開機故障的原因所在。因此這

是一個簡單卻非常實用的功能。另外現在有部分主機板更整合了診斷卡

的功能，其功能比BIOS警報嗶聲更為強大。它把故障類型用不同的代

碼顯示出來，方便使用者清楚的知道問題所在。

2-1-4	 有畫面，但出現硬體訊息後就停止了

螢幕有畫面顯示，但到了BIOS檢測畫面時，出現一行提示訊息後

就不再繼續，這是什麼原因呢？

聲音類型 聲音的含義 聲音類型 聲音的含義

1短音 DRAM寫入失敗 8短音 顯示卡記憶體寫入錯誤

2短音 DRAM同位檢測失敗 9短音 ROM BIOS檢查碼錯誤

3短音 基本64KB RAM測試失敗 10短音 CMOS關機暫存器寫入/讀取錯誤

4短音 系統時鐘錯誤 11短音 快取記憶體故障

5短音 CPU處理器錯誤 1長音3短音 DRAM錯誤

6短音 主機板鍵盤錯誤 1長音8短音 顯示測試失敗

7短音 CPU中斷錯誤

聲音類型 聲音的含義 聲音類型 聲音的含義

1短 系統啟動正常 3短1短2短 主DMA暫存器錯誤

1短1短1短 系統開機初始化失敗 3短1短3短 主中斷處理暫存器錯誤

1短1短2短 主機板錯誤 3短2短4短 主機板鍵盤錯誤

1短1短3短 CMOS或電池失效 3短4短2短 顯示卡或螢幕錯誤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驗錯誤 4短2短2短 關機錯誤

1短3短1短 RAM寫入錯誤 4短4短1短 序列埠錯誤

1短4短3短 EISA錯誤 4短4短2短 並列埠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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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簡單，BIOS遇到不合作的硬體了。BIOS是電腦最基本的硬

體控制中心，它負責開機時對各項硬體進行初始化設定和測試，當發現

硬體不正常就會立即停下來，並提供硬體沒有安裝妥善、出現錯誤、啟

動失敗等相關資訊。

以下提供常見的硬體故障訊息：

對於各種硬體衝突問題的排除方法，在本書第三章會有更詳細的

說明。

BIOS訊息 問題

BIOS ROM checksum error-System halted BIOS程式錯誤

CMOS battery failed 主機板電池失效

Display switch is set incorrectly CMOS檢測錯誤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顯示開關配置錯誤

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硬碟安裝失敗

Invalid partition table 硬碟分割表錯誤

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 Primary master IDE硬碟啟動錯誤

Primary slave hard disk fail Primary slave IDE硬碟啟動錯誤

Secondary master hard fail Secondary master IDE硬碟啟動錯誤

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Secondary slave IDE硬碟啟動錯誤

Hard disk disagnosis fail 硬碟診斷錯誤

Floppy disk fail 軟碟機啟動錯誤

Memory test fail 記憶體檢測錯誤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鍵盤檢測錯誤

Override enable-Defaults loaded CMOS設定啟動錯誤

Non-System or disk error,Replace and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

開機系統與設定不符

Invalid system disk,Replace the disk,and then 
press any key

開機系統與設定不符

Hardware Monitor found an error,enter POWER 
MANAGEMENT SETUP for details,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 setup

硬體監視發現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