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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启失败，未找到无线网卡

解决方法：用驱动人生检测一下无线网卡驱动，如果无线网卡驱动有异常的话就用驱动人生把无线网

卡驱动重装一下。如果驱动人生检测到无线网卡驱动无异常，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试试。这里面有一

个驱动，跟无线网卡的驱动有冲突，导致无线网卡驱动无法正常工作，把这几个不是系统本身的勾去

掉就行了

Ps：网络面板，更改适配器，找到你要更改的，右键，属性

---------------------------------------(萌萌哒的分割线)--------------------------------------------



二：Win10不稳定掉线

解决方法：Win10 掉线是因为 win10 用新驱动，有些无线网卡会用 win10 独有的模式开启 wifi，这

种方式有时候不稳定，可以把驱动换成 2015 年 6 月份以前的版本（新款电脑暂不适用）

---------------------------------------(萌萌哒的分割线)--------------------------------------------

三：连上WiFi后会自动断

解决方法：

Win7、win8 系统解决方法：

1、请到群文件里下载最新版的共享大师试试

2、更新无线网卡驱动

请自行搜索自己网卡的型号，然后到其官网上查找最新版的驱动，或者使用“驱动精灵”、“驱动人

生”等更新驱动的软件将无线网卡的驱动更新下，记得更新完之后重启电脑再试。

Win10 系统解决方法：

Win10 掉线是因为 win10 用新驱动，有些无线网卡会用 win10 独有的模式开启 wifi，这种方式有时

候不稳定，可以把驱动换成 2015 年 6 月份以前的版本（新款电脑暂不适用）

---------------------------------------(萌萌哒的分割线)--------------------------------------------

四：错误代码 1502

由于系统分配的虚拟网卡的 IP 错误造成的不能开启，就要用下面的方法解决了：

1、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2、点击更改网络适配器设置

3、以管理员身份开启 CMD 命令符

4、运行 netsh wlan set host mode=allow 命令并回车



5、在更改适配器设置里找到“Microsoft Virtual WiFi Miniport Adapter”或者“虚拟网络适配器”

右击点属性，找到 IPV4 并双击，手动更改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6、启动 WiFi 共享精灵



---------------------------------------(萌萌哒的分割线)--------------------------------------------

五：错误代码 50

有的用户在开启共享精灵的时候会出现 50 错误代码，这是因为系统内共享 WiFi 的服务没有开启

造成的，下面依次以 XP 和 win7 的顺序介绍一下需要开启的服务，请大家手动开启。

XP 和 win7 第一步都是一样的，右击“计算机/我的电脑”点击“管理（G）”，点击“服务与应用

程序”

再点击“服务”；

XP 系统：



找到并开启 wireless zero configration 这个服务，有时候开启会提示“依赖组未开启”，这时候我

们

双击这个服务，点开“依存关系",可以看到此服务所依赖的服务，把这个服务打开就可以了。



PS：如果您的系统中没有 wireless zero configration 这个服务的话，这说明您的系统是精简版系统，

无法开启共享网络，可以选择重装系统。

那么 win7 系统是开启的什么服务呢？

就是下面的 WLAN AutoCongfig 咯！

同理，如果提示”依赖组未开启“的错误的话，点击”依存关系“，依次查看这个服务所依赖的



需要开启的服务并确认启动。

有时候 WLAN AutoCongfig 依赖的服务所依赖的服务没有开启，点开”依存关系“查找并开启吧。

（不是绕口令）



再 PS：有时候 win7 系统开启这些服务时候会出现”文件被破坏“等提示，这时候会修复的同学们

可以

使用一些软件进行系统修复，不会的还是重装完整版的系统吧。



再再 PS：win8 类似 win7 哦！

最后一个 PS：win7/win8 还有一种方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然后输入 sfc /scannow 后回车

---------------------------------------(萌萌哒的分割线)--------------------------------------------

六：错误代码 5023

首先你可以先禁用启用无线网卡，再卸载和重新检测无线网卡，最后在更新网卡驱动：

电脑右下角右击 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点击更改适配器：



右击点击无线网卡禁用：

在右击点击无线网卡启用：



启用无线网卡

(PS:如果上面的方法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您可以更新无线网卡驱动：

手动卸载更新无线 网卡（笔记本是自带的网卡，台式是外接的网卡）：

http://www.wifigx.com/thread-23-1-1.html)

---------------------------------------(萌萌哒的分割线)--------------------------------------------

七：错误代码 1203

错误代码 1203 是因为您的虚拟网卡异常的原因，也就是 Microsoft 开头的那款网卡我们叫做虚拟网

卡，

win7、win8 系统下安卓手机搜不到热点的问题也是这个网卡没有出现造成的。

那我们怎么来刷新我们的虚拟网卡呢？

刷新虚拟网卡：

问题 1：虚拟网卡出问题啦!

http://bbs.jprjb.com/thread-18206-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23-1-1.html


解决方法：

1、打开 WIFI 共享精灵！一定要打开软件！

右击计算机，点击管理——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鼠标右击上面的扫描硬件驱动~要多

扫描几次哦！

扫描硬件要等一分钟之后，在扫描，系统会自动检测修复！根据不同人的系统环境扫描的次数也不同，

看个人的情况吧！最后它会变成下面的情况！看看虚拟网卡正常了！



2、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那就尝试一下下面这个方法吧！

点击开始（win7 系统机 ，其他系统机电脑桌面左下角的开始菜单），在搜索框内输入 CMD，

然后按回车键，出现下面的界面



输入“netsh wlan set host mode=allow”， 按回车，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提示：

再输入“netsh wlan start host”这个命令,按回车键后再打开热点。

3、win7、win8 系统的请注意一下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是 win7 或者 win8 的话，请点击电脑右下角的网络——更改网络适配器设置，

然后右击随意一个网卡，点击属性查看是否有 TX WiFi NAT Driver 这个驱动，如果没有的话

请重新安装共享精灵 www.wifigx.com

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http://www.wifigx.com/


更改网络适配器设置

查看共享精灵驱动程序

如果您按照上述操作还没有成功的话，您可以手动卸载安装无线网

卡 http://www.wifigx.com/thread-23-1-1.html

---------------------------------------(萌萌哒的分割线)--------------------------------------------

http://www.wifigx.com/thread-23-1-1.html


八：错误代码 1001

一般来说这是台式机常见的问题： 台式机一般都是没有无线网卡的，如果要

使用软件共享，需要外置一块无线网卡。

使用外置无线网卡插在电脑上启动软件：

为何台式机无法直接使用共享精灵的原因：

http://www.wifigx.com/thread-39129-1-1.html

如果您的电脑是笔记本，这可能是因为无线网卡驱动没有正确安装的原因，请重新安装无线网卡驱动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如果仍有问题，请查考 1002 错误代码下方的不支持开启热点的无线网卡型号，

http://www.wifigx.com/thread-33317-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39129-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33317-1-1.html


---------------------------------------(萌萌哒的分割线)--------------------------------------------

九：错误代码 1003

这说明你的笔记本的无线网卡的物理开关没有打开，一般

是笔记本键盘上面有 WiFi 标志的按键加 Fn 打开，老式的笔记本

还会有硬开关，现在很少见了，下面贴出一些物理开关的位置，

大家借鉴一下：

首先是无线网卡的硬开关



然后是无线网卡的软开关



如果以上方法还不行的话，Win7 系统自带设备管理（微软移动中心）

中的无线网络可能是关闭状态。在键盘上按 win+x 键，快捷键图示如下：

界面出现微软帮助中心，将无线网络设置为开启状态：

上述方法仍无法启用的话，可能是你使用了防御软件（例如百度卫士、360 卫士、金山卫士、QQ 管

家等）把无线服务进程关闭了，

导致无线无法使用。

【开始】>【运行】中输入 services.msc，然后确定：



在服务列表中找到并双击 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

Wlan AutoConfig，Wwan AutoConfig 将启动类型改为“自动”，

点击“应用”， 再点击服务状态下面的“启动”， 然后点击

“确定”即可，有些电脑需要重启：

---------------------------------------(萌萌哒的分割线)--------------------------------------------

十：错误代码 1005

什么？热点名称无效？？？我改中文试试。

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更改热点名称是没有用滴，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出在热点名称上。

那么造成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往下看！

↓↓↓

↓↓

↓



是它!就是它！！！

发现一只野生的 MyWiFi，你打算：

1：删掉它；

2：卸载它。 ☜



把它卸载掉后重启一下电脑，再启动 WiFi 共享精灵就可以了！

---------------------------------------(萌萌哒的分割线)--------------------------------------------

十一：错误代码 1401

下面教大家解决的方法

第一步，打开 CMD 命令符，使用 netsh 命令手动开启承载网络；

netsh wlan set host mode=allow （回车）

netsh wlan start host (回车）



然后运行 netstat -a -p udp -o（回车）这个命令符查看占用

端口的程序，并找到占用 192.168.23.1（24.1~33.1）的 67 端口的



程序，记住它的 PID；

最后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结束这个 PID 对应的进程，再开启共享精灵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进程里面看不到 PID，按照下面的方法就可以看到了：



---------------------------------------(萌萌哒的分割线)--------------------------------------------

十二：WIFI共享精灵开启成功，连上热点了，上不了网

WIFI 共享精灵开启成功，连上热点了，上不了网

上不了网也是分为很多情况滴，且听我慢慢道来：

第一种情况：校园网

各位应该知道电信等网络运营商的本性，要是你一个账号给一个寝室的人使用他还怎么赚钱？所以，

各种客户端层出不穷，闪讯、E 信、DR.COM、天翼、小蝴蝶。。。这些客户端会在电脑中限制共享

出的无线网，所以连上这个热点也没有网速，这时我们就得寻找对应的客户端的破解方法，先破解再

共享。论坛里面有一些破解方法，但这也是小编们在网上寻找的方法，因为没有对应的网络环境测试

破解方法，或者校园网客户端更新，所以有些方法可能会没有效果，在此先说声抱歉。



http://www.wifigx.com/thread-629-1-1.html

第二种情况：无线网卡型号不支持

各位同学要知道，共享精灵再怎么厉害也只是一款软件，而软件脱离了硬件的支持是运行不下去的，

所以，有些无线网卡可能开启不了，有些无线网卡开启成功了但是连上热点却没有网速，在这里我们

给出一些不支持的无线网卡型号，这些并不全面，因为市场上的无线网卡林林总总，我们不可能测试

所有的型号，敬请谅解。

http://www.wifigx.com/thread-629-1-1.html


第三种情况：无线网卡驱动程序太久没更新

有些网卡兼容性和其无线网卡驱动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选择一个好的驱动是十分必要的，这时候大家

就要去驱动人生等软件选择最新的兼容版本无线网卡驱动安装吧。那么无线网卡驱动程序在哪里看

呢？右击我的电脑（计算机），点击管理（G），选择设备管理器，点开上面的网络适配器，找到无

线网卡，右击点属性，在面板上找到驱动程序就可以看到了。



更新无线网卡驱动程序教程：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第四种情况：防御软件的阻止

因为共享精灵开启后连上热点的设备会访问你电脑的局域网，而各种防御软件都可能会关闭了局域网

的访问权限，这也会使你的手机上不了网，所以我们要关闭局域网防护，各种防御软件都不相同，个

人推荐外国的什么杀毒软件卸载掉最好；这里给出 360 的关闭方法：您可以右键点击安全卫士在系

统桌面右下的小图标

安全防护中心---入口防护---局域网 防护。

附上迈克菲的解决方法 http://www.wifigx.com/thread-6461-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6461-1-1.html


第五种情况：电脑连接无线网络

大家应该知道，共享网络不是凭空造出来的网络，共享出来的网络质量跟电脑连接的网络质量有很大

的关系，所以在电脑连接无线网络的时候，就不要再共享网络了，不然没有网速或者开启不成功都是

有可能出现的。无线转无线最好是两张网卡，先把联网的无线网卡禁用，开启共享精灵成功后再开启

联网的无线网卡接入互联网。

---------------------------------------(萌萌哒的分割线)--------------------------------------------

十三：手机搜到热点，提示：正在连接或已保存

WIN7/WIN8 用户，安卓手机连接热点提示："正在连接"或是"已保存"

请不要在使用代理或者无线上网的情况下开启共享，这些情况下共享的热点容易出问题，连不上或

者连上没有网速的问题正常方法是无法解决的。

解决方法一：

更新无线网卡兼容版驱动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解决方法二：

找到您的无线网卡（计算机——右击管理——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选中您的无线网卡右

击属性——高级——wireless Mode——值(V)：选择 IEEE 802.11b/g—>点击确定！把 WIFI 共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享精灵重新启动一下，再用手机搜一下热点连接就可以啦！

解决方法三：

如果你的无线网卡模式不是上面的那种，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修改，不过都得保证无线网卡驱动程序

已经更新。

---------------------------------------(萌萌哒的分割线)--------------------------------------------



十四：共享精灵开启成功，手机搜不到热点

这种问题分很多种情况的，各个情况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哦：

第一种情况：电脑是 XP 系统，手机是安卓、塞班、WP 系统的。因为 XP 系统是不支持 wpa2 的共

享模式，而以上系统的手机只能搜索到 wpa2 模式的热点，所以搜不到电脑共享的热点。

解决方法：

一：更换电脑系统，推荐安装 WIN7 版本的系统；

二：为手机安装 Adhoc 补丁（刷不好手机就成砖咯!）;

三：以上两个方法都不想用的话，就只能推荐您使用 Ralink 芯片的外置无线网卡了。

第二种情况：电脑是 XP 或者 win7/win8 系统的，手机是 IOS 系统的（苹果），这应该是无线网卡

驱动有问题，方法如下：

http://www.wifigx.com/thread-23-1-1.html

XP/IOS 还有下面一个解决方法，

http://www.wifigx.com/thread-23-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69594-1-1.html

第三种情况：电脑是 win7 或 win8 系统，手机是安卓、塞班、WP 系统的，这是虚拟网卡异常，方

法如下：

http://www.wifigx.com/thread-21-1-1.html

---------------------------------------(萌萌哒的分割线)--------------------------------------------

十五：WiFi共享精灵 3.0卡在一直在启动

软件启动不成功，共享模式中虚拟网卡出不来或者出现错误代码 1203 或是 IOS 设备搜不到热点，怎

么办呢，这就需要你手动卸载你的物理网卡试试啦

卸载方法：

WIN7/WIN8 系统：

计算机—右击——管理—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选中你的无线网卡（wireless LAN）右击卸

载，如图“卸载无线网卡”（不要打勾）—直接确定—鼠标选中计算机名（XKHZ-WWG）扫描检测

硬件改动如图“扫描硬件”需要耐心等待几分钟系统会自动安装无线网卡,安装完成之后就可以打开

软件正常使用软件。

如果扫描检测硬件改动不成功下载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更新下驱动即可

http://www.wifigx.com/thread-69594-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21-1-1.html


卸载无线网卡

1、点确定，千万别打勾哦（不打勾）

在点击计算机名称——右击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就完成啦。

xp 系统的用户卸载物理网卡的方法也一样，只需要帮“计算机”换成“我的电脑”，进行

更改就行啦

2、点确定，不小心打勾了，就需要下载一个驱动人生或驱动精灵等等驱动软件，来扫描重新安装无



线网卡驱动。

如何更新兼容性无线网卡驱动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萌萌哒的分割线)--------------------------------------------

十六：手机连着WiFi共享精灵热点，断开了就连不上

最近几天有朋友反映这样的问题，手机连着共享精灵的热点，

接个电话或者出去溜一圈回来发现网络断开了，而且连不上

或者是搜不到这个热点了，怎么办呢？

第一种方法：点击右下角的网络中心，看看电脑能不能搜到

其他的无线网络，如果不能，请在网络适配器里面右击无线网

卡，点击卸载（不要打钩），再扫描一下。

http://www.wifigx.com/thread-23-1-1.html

第二种方法：使用在方法一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在卸载那里打钩

然后用驱动人生等软件重装无线网卡驱动程序。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23-1-1.html
http://www.wifigx.com/thread-890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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