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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XP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下载软件会自动将驱动文件复制到

相关的系统目录 

 



插入 USB 设备，系统找到设备后自动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其中的“否，暂时不”项 

 



在下面的对话框中选择“自动安装软件(推荐)”项 

 



在弹出的下列对话框中，选择“仍然继续”按钮 

 



接下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如下图 

 



出现下面的的对话框表示驱动安装完成 

 



此时，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

设备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 ，如下图： 

 

 



 Windows 7（32 位）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下载软件会自动将驱动文件复制到

相关的系统目录 

 



插入 USB 设备，系统找到设备后会自动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会有如下的提示框。 

 



此时，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

设备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如下图： 

 

注：若 Windows 7 下，系统并没有自动安装驱动，则驱动的安装方法请参考 Windows 8（32

位）的安装方法 

 



 Windows 7（64 位）安装方法 

由于 Windows7 64 位操作系统在默认状态下，对于没有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是不能安装成功

的。所以在安装 STC-USB 驱动前，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暂时跳过数字签名，即可顺利安装

成功。 

 

首先重启电脑，并一直按住 F8，直到出现下面启动画面 

 

选择“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启动后即可暂时关闭数字签名验证功能 



插入 USB 设备，并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设备列表中带黄色感叹号的 USB 设备，在设备

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在下面的的对话框中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单击下面对话框中的“浏览”按钮，找到之前 STC-USB 驱动程序的存放目录（例如：之前的

示 例 目 录 为 “ D:\STC-USB ”， 用 户 将 路 径 定 位 到 实 际 的 解 压 目 录 ）

 



驱动程序开始安装时，会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接下来，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如下图 

 



出现下面的的对话框表示驱动安装完成 

 



此时在设备管理器中，之前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此时会显示为“STC USB Low Speed 

Writer”的设备名 

 



在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设备

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如下图： 

 

 



 Windows 8（32 位）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 STC-ISP 下载软件（由于权限的原因，在 Windows 8 中

下载软件不会将驱动文件复制到相关的系统目录，需要用户手动安装。首先从 STC 官方网站

下载“stc-isp-15xx-v6.79.zip”（或更新版本），下载后解压到本地磁盘，则 STC-USB 的驱动文

件也会被解压到当前解压目录中的“STC-USB Driver”中（例如将下载的压缩文件

“stc-isp-15xx-v6.79.zip”解压到“F:\”，则 STC-USB 驱动程序在“F:\STC-USB Driver”目录

中）） 

 



插入 USB 设备，并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设备列表中带黄色感叹号的 USB 设备，在设备

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在下面的的对话框中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单击下面对话框中的“浏览”按钮，找到之前 STC-USB 驱动程序的存放目录（例如：之前的

示例目录为“F:\STC-USB Driver”，用户将路径定位到实际的解压目录） 

 



驱动程序开始安装时，会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接下来，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如下图 

 



出现下面的的对话框表示驱动安装完成 

 



此时在设备管理器中，之前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此时会显示为“STC USB Low Speed 

Writer”的设备名 

 



在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设备

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如下图： 

 

 



 Windows 8（64 位）安装方法 

由于 Windows8 64 位操作系统在默认状态下，对于没有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是不能安装成功

的。所以在安装 STC-USB 驱动前，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暂时跳过数字签名，即可顺利安装

成功。 

 

首先将鼠标移动到屏幕的右下角，选择其中的“设置”按钮 

 



然后在设置界面中选择“更改电脑设置”项 

 



在电脑设置中，选择“常规”属性页中“高级启动”项下面的“立即启动”按钮 

 



在下面的界面中，选择“疑难解答”项 

 



然后选择“疑难解答”中的“高级选项” 

 



在下面的“高级选项”界面中，选择“启动设置” 

 



在下面的“启动设置”界面中，单击“重启”按钮对电脑进行重新启动 

 



在电脑重新启动后会自动进入如下图所示的“启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7”或者按功能键

“F7”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进行启动 

 
 

启动到 Windows 8 后，按照 Windows 8（32 位）的安装方法即可完成驱动的安装 



 Windows 8.1（64 位）安装方法 

Windows 8.1 与 Windows 8 进入高级启动菜单的方法不一样,在此专门进行说明。 

 

首先将鼠标移动到屏幕的右下角，选择其中的“设置”按钮 

 



然后在设置界面中选择“更改电脑设置”项 

 



在电脑设置中，选择“更新和恢复”（这里与 Windows 8 不一样，Windows 8 选择的是“常规”） 

 



在更新和恢复页面中选择“恢复”属性页，单击“高级启动”项下面的“立即启动”按钮 

 



接下来的操作与 Window 8 的步骤相同 

在下面的界面中，选择“疑难解答”项 

 



然后选择“疑难解答”中的“高级选项” 

 



在下面的“高级选项”界面中，选择“启动设置” 

 



在下面的“启动设置”界面中，单击“重启”按钮对电脑进行重新启动 

 



在电脑重新启动后会自动进入如下图所示的“启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7”或者按功能键

“F7”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进行启动 

 
 

启动到 Windows 8 后，按照 Windows 8（32 位）的安装方法即可完成驱动的安装 

 



 Windows 10（64 位）安装方法 

由于 Windows10 64 位操作系统在默认状态下，对于没有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是不能安装成

功的。所以在安装 STC-USB 驱动前，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暂时跳过数字签名，即可顺利安

装成功。 

 

安装驱动前需要从 STC 官网下载的 STC-ISP 下载软件压缩包中将“STC-USB Driver”文件夹

解压缩到硬盘中。将具有 USB 下载功能的芯片准备好，但先不要连接电脑 

 

鼠标右键点击“开始”菜单，选择“设置”选项 

 

 



然后在设置界面中选择“更新和安全”项 

 



然后在设置界面中选择“恢复”项 

 



在恢复界面中，点击“高级启动”项中的“立即重新启动”按钮 

 



在电脑重启前，系统会先进入如下的启动菜单，选择“疑难解答”项 

 



在疑难解答界面中选择“高级选项” 

 



然后选择“查看更多恢复选项” 

 



选择“启动设置”项 

 



出现如下画面后，点击“重启”按钮重启电脑 

 



电脑重启后，会弹出“启动设置”界面，按“F7”按钮来选择“禁止驱动程序强制签名”项 

 

 



电脑启动完成后，将准备好的芯片用 USB 线与电脑相连，并打开“设备管理器”，此时由于

驱动还没有开始安装，所以在设备管理器中会显示为一个带感叹号的未知设备 

 



鼠标右键单击未知设备，选择右键菜单中的“更新驱动程序” 

 



在弹出的驱动安装程序选择画面中，选择“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项 

 



在如下界面中，点击“浏览”按钮 

 



找到之前解压缩到硬盘中的“STC-USB Driver”目录，选择目录中的“64”目录，并确定 

 



点击“下一步”开始安装驱动 

 

驱动安装的过程中，会弹出如下的警告画面，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出现下面的画面时，驱动程序就安装成功了 

 



在回到 STC-ISP 的下载软件，此时“串口号”的下拉列表中已自动选择了 

“STC USB Writer (USB1)”，即可使用 USB 进行 ISP 下载了 

 

 


	 Windows XP安装方法
	 Windows 7（32位）安装方法
	 Windows 7（64位）安装方法
	 Windows 8（32位）安装方法
	 Windows 8（64位）安装方法
	 Windows 8.1（64位）安装方法
	 Windows 10（64位）安装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