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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 相信很

多人都会被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强大安全功能深深吸引

，不过安全功能太过强大之后，也容易给日常的系统管理操

作带来诸多不便!这不，当我们尝试在Windows Server 2008系

统环境下执行一些常规的系统管理操作时，有时会遇到一些

传统的系统功能无法找到现象，或者会遇到依照传统思维管

理系统失败的现象。事实上，我们只要对症下药、深入挖

掘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就能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来间

接实现传统功能或能够按照常规思维来成功管理系统! 1、实

现传统的家长控制功能 大家知道， Windows Vista系统支持家

长控制功能，善于利用该功能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限制指定用

户账号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使用本地计算机.而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原本是作为服务器系统来使用的，考虑到其特殊性

，该系统在设计过程中就没有集成传统的家长控制功能，这



么说来我们难道在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环境下就无法实现

传统的家长控制功能了吗?其实，如果我们真想限制用户只能

在指定时间内使用本地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时，可以通

过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强大的命令管理功能来间接实现家

长控制目的.比方说，公司老板希望设定让员工xiaomeng账号

只能在双休日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这段时间来访问本

地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服务器，其他时间都不能随意访问

该服务器系统，要实现这个控制目的，我们只要按照如下操

作步骤来设置本地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服务器就可以了：

首先打开本地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服务器的“开始”菜单

，从中依次点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选项，

同时用鼠标右键单击目标选项，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点选“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将系统屏幕自动切换到DOS命令

行工作窗口. 其次在该工作窗口的命令提示符下，正确输入

“net user xiaomeng /add /times:sa-su,9:00-18:00 ”字符串命令，

单击回车键后，系统屏幕上会返回“命令成功完成”的提示

信息(如图1所示)，这就意味着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服务

器已经成功在本地创建了一个“xiaomeng”账号，日后员工

使用该账号访问Windows Server 2008服务器系统时，只能在星

期六到星期天的9:00-18:00这段时间进行，其他时间是无权访

问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服务器的，如此一来我们就巧妙地

利用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net use”命令成功实现了传

统的家长控制功能。 2、实现传统的延迟关机功能 在安装了

传统操作系统的工作环境中，如果我们想实现延迟30分钟关

闭计算机系统的目的时，只需要打开对应系统的运行对话框

，并在其中执行“shutdown -s -t 1800”字符串命令就可以了



。但是，当我们尝试在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运行对话框

中执行上述字符串命令时，发现对应系统根本不能成功执行

该命令，如此说来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难道不支持延迟关

机功能?经过仔细研究，笔者发现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虽

然也能够支持延迟关机功能，但是最大延迟时间为10分钟，

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延迟10分钟以上时间的关机目的时

，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就无能为力了!事实真是如此吗?其

实，我们可以变换思路，借助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任务

计划功能就能实现传统的长时间延迟关闭系统功能了.这不，

按照下面的操作步骤，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在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环境下实现延迟30分钟关闭计算机系统的目的： 首

先以系统管理员权限进入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桌面，打开

该系统的“开始”菜单，用鼠标逐一单击其中的“程序”/“

附件”/“系统工具”选项，再从下级菜单中点选“任务计划

程序”选项，打开对应系统的任务计划程序显示界面，继续

用鼠标单击该显示界面右侧位置处的“创建任务”功能选项

，进入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创建任务设置对话框. 其次

在该设置对话框中点选“常规”选项卡，在对应的选项设置

页面中为新创建的任务计划设置好一个合适的名称，比如笔

者在该选项设置页面的“姓名”文本框中输入了新任务的名

称为“延迟30分钟关闭计算机”. 下面继续点选创建任务对话

框中的“触发器”选项卡，同时单击对应选项设置页面中的

“新建”按钮，打开新建触发器设置窗口(如图2所示)，在这

里笔者从“设置”处选中“一次”，并且从“高级设置”位

置处将“任务最多延迟时间(随机延迟)”功能选项选项，同

时把延迟的时间选择为“30分钟”，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随心所欲地将延迟时间修改得更长一些，例如要将延迟时间

修改为10天时，直接在“任务最多延迟时间(随机延迟)”文

本框中输入“10天”.此外，我们还需要在这里设置好目标任

务开始运行的时间，例如我们可以将当前任务计划的运行时

间设置为“2009/6/6下午6点钟”。 之后单击“确定”按钮返

回到创建任务设置对话框，单击其中的“操作”选项卡，再

单击对应选项设置页面中的“新建”按钮，从其后出现的新

建操作设置窗口中，将“shutdown -s”字符串命令正确地填

写在“设置”位置处的“程序或脚本”文本框中，其中“-s

”参数表示关闭计算机系统. 检查上面的各项设置都输入无误

后，再单击创建任务设置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保存“

延迟30分钟关闭计算机”计划任务的设置操作，这么一来我

们日后需要进行延迟关闭计算机时，只需要按照前面的操作

步骤打开对应系统的任务计划程序显示界面，找到先前创建

好的“延迟30分钟关闭计算机”计划任务，再用鼠标双击运

行目标计划任务，半个小时之后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就能

自动关闭本地就计算机了，那样的话就能间接实现延迟半个

小时关闭计算机的目的了.当然，如果我们不采用手工方法运

行当前的任务计划，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也会在我们事先

指定的时间自动运行目标任务计划。 3、实现常规的驱动安

装操作 在传统操作系统环境中，进行设备的驱动程序安装操

作时非常简单，我们只要用鼠标双击驱动程序包中的

“install.exe”或“setup.exe”文件，打开驱动程序安装向导对

话框，并依照默认的向导提示就能顺利地完成设备的驱动安

装操作。不过，在安装了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计算机环

境中，我们发现再按常规思路进行设备驱动安装操作时，安



装操作并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这是什么原因呢?原

来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强化的安全功能不允许可执行文件

直接在本地运行，它必须先通过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兼

容性测试，之后还要通过对应系统的用户账号控制验证，要

是任何一项验证测试不通过时，那么目标可执行文件就无法

被成功运行，此时驱动程序的安装操作自然也就不能成功了

。为了实现常规的驱动安装操作，我们只要先想办法让设备

驱动压缩包中的“install.exe”、“setup.exe”等可执行文件，

顺利地通过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兼容性测试和用户账号

控制验证就可以了，下面就是具体的设置步骤: 首先打

开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开始”菜单，从中依次点选“

程序”/“附件”/“Windows资源管理器”命令，从弹出的系

统资源管理器窗口中找到设备驱动程序包中的“install.exe”

、“setup.exe”等可执行文件，同时用鼠标右键单击该文件，

并执行右键菜单中的“属性”命令，进入目标可执行文件的

属性设置窗口. 其次在目标文件属性设置窗口中单击“兼容性

”选项卡，进入如图3所示的选项设置页面，在其中的“兼容

模式”位置处，将“用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复选项选中

，并且单击对应选项下面的下拉按钮，再从其后出现的下拉

列表中将“Windows XP(Service Pack2)”选项选中，或者根据

实际需要选中其他合适的选项. 之后，在如图3所示的选项设

置对话框中我们还需要将“特权等级”位置处的“请以管理

员身份运行该程序”项目选中，同时单击“确定”按钮执行

参数设置保存操作，这么一来目标驱动程序日后就能通

过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兼容性测试了。 下面再依次单

击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桌面中的“开始”/“运行”命令



，从其后出现的系统运行对话框中输入“msconfig”字符串命

令，单击“确定”按钮后，进入对应系统的实用程序配置对

话框.点选该对话框中的“工具”选项卡，在对应的选项设置

页面中选中“禁用UAC”选项，再单击“启动”按钮，这么

一来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日后就不会对目标驱动程序包中

的可执行文件进行用户账号控制验证了.通过上面的设置，我

们日后就能按照常规的思维来在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中安

装设备驱动程序了。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想办法绕

过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兼容性测试和用户账号控制验证

，来采用手工定位的方法安装设备驱动程序。例如，要是我

们手头有现成的某个设备驱动文件时，可以先打开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控制面板”窗口，从中双击“硬件和声音

”选项，之后打开对应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窗口，用鼠标逐一

点选其中的“操作”、“添加过时硬件”功能命令，当系统

屏幕上出现硬件设备添加向导窗口时，按照默认提示依次单

击“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高级)”、“显示所有设

备”等选项，之后单击“从磁盘安装”按钮，并从其后的文

件打开对话框中将现成的设备驱动文件选中并添加进来，最

后再按照默认提示也能成功安装好设备的驱动程序。 4、实

现常规的文件删除操作 很多人都是在本地计算机系统资源有

限的情况下，强行升级使用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在这

种情形下为了能够充分节约宝贵的磁盘空间资源，我们往往

会尝试删除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中实际作用不大的

“FileRepository”文件夹，以便希望可以释放出大约1GB级别

的磁盘空间资源。可是，当我们按照常规方法对

“FileRepository”文件夹执行删除操作时，发现系统屏幕上



竟然弹出了类似如图4所示的故障提示信息，这么一来我们就

无法正常删除目标文件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又该如何

实现常规的文件删除操作呢? 出现上面的故障提示信息，也是

由于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较高的安全性能引起的，在默认

状态下，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不允许任何用户对具有系统

属性的文件或文件夹进行删除操作，所以当我们即使以系统

管理员账号尝试删除“FileRepository”这个系统文件夹时，

也会出现权限不足的故障提示。为了能够按照常规思路删除

“FileRepository”这个系统文件夹，我们需要为系统管理员

账号授予完全控制权限，一旦获取了足够的操作权限时，我

们就能快速地将目标系统文件夹删除掉了，下面就是具体的

实现步骤： 首先在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桌面中用鼠标右

键单击“计算机”图标，并点选右键菜单中的“管理”选项

，进入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计算机管理控制窗口，在该

控制窗口的左侧位置处选中“系统工具”节点选项，并从目

标节点下面依次展开“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分支选项

，在对应“用户”分支选项的右侧显示区域，双

击Administrator账号，在其后出现的目标账号属性设置窗口中

，看看“该账户已禁用”功能选项有没有被正常的选中，要

是看到它已经被正常选中时，我们必须将它的选中状态及时

取消，再单击“确定”按钮关闭目标账号属性设置窗口，这

么一来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的Administrator账号就能被正

常启用了. 其次重新启动一下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并使

用Administrator账号登陆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之后依次

单击“开始”/“程序”/“附件”/“Windows资源管理器”

选项，在其后弹出的窗口中找到“FileRepository”文件夹，



并用鼠标右键单击目标文件夹，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执行“

属性”命令，打开目标文件夹的属性设置窗口，单击其中的

“安全”标签，在对应的标签设置页面中单击“添加”按钮

，将Administrator账号选中并加入进来，最后将Administrator

账号的权限设置为“完全控制”. 完成上面的设置操作后，我

们再用鼠标右键单击“FileRepository”文件夹，并执行快捷

菜单中的“删除”命令，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成功删除

“FileRepository”文件夹了。 2009年9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时间及科目预告 2009年NCRE考试有新变化 2009年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大纲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历年真题及答案 2009年

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试题及答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