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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修和设置指南》 
简要用户须知 
ThinkPad T440 
http://think.lenovo.com.cn/ 
产品执行标准：GB/T 9813-2000 

Lenovo® 电子版手册... 让地球更绿色！ 
有关详细的产品信息，请参阅电子版《用户指南》： 
http://www.lenovo.com/thinkuserguides 
  

打开包装 

 

ThinkPad® 计
算机 

 

电池组 

 

电源线 交流电源适配

器 
文档 

注：未提供恢复光盘。用于恢复出厂安装的文件和应用程序的所有内容都存储在您硬盘的 
Lenovo_Recovery 分区上。如果决定删除 Lenovo_Recovery 分区，请务必先创建一张恢复光盘。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用户指南》中的“恢复概述”。有关打开计算机上提供的电子版《用户指南》的说

明，请参阅“访问《用户指南》”。 

初始安装说明  

1. 安装电池。 

             

第一版（2013 年 10 月） 

© Copyright Lenovo 2013. 

有限权利声明：如果数据或软件依照通用服务管理（GSA）合同提供，则其使用、复制或披露将

受到 GS-35F-05925 号合同的约束。 
 

 

此系统仅支持专为此特定系统设计并由 
Lenovo 或授权生产厂制造的电池。此

系统不支持非授权电池或为其他系统设

计的电池。如果安装的是非授权电池或

为其他系统设计的电池，则系统将无法

充电。 
 

注意：Lenovo 对于非授权电池的性能和安全性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且对于因使用此

类电池所致的故障或损坏不提供任何保修。 

2. 连接电源。确保所有电源线接头均正确并且完全地插入到插座。 

 

3. 按电源按钮  以开启计算机。 

4. 按照屏幕说明配置操作系统以完成初始设置。此过程将占用您几分钟。 

《用户指南》中提供有关使用 ThinkPad 计算机的其他信息。请参阅本文档后面部分的

“访问《用户指南》”。 

控件和指示灯 
 

摄像头（某些型号配备） 

 

麦克风 

 

多点触控式屏幕（某些型号配

备） 

 

电源按键  

 
指纹读取器（某些机型） 

 

ThinkPad 轨迹板 

 

近场通信（NFC）徽标（某些型

号配备） 

 

具有 Fn 锁定指示灯的 Fn 键 

 
带扬声器静音指示灯的 F1 键 

 
带麦克风静音指示灯的 F4 键 

 
TrackPoint® 指点杆   

 
 

 

访问《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中包含有关计算机的详细信

息。要访问《用户指南》，请执行以下操

作： 

Windows® 8 操作系统： 

1. 从“开始”屏幕中，单击 Lenovo 
Support。随后将打开 Lenovo Support 
窗口。 

2. 单击用户指南。 

Windows 7 操作系统： 

1. 从 Windows 桌面上，单击“开始”，然后

单击帮助和支持。随后将打开“帮助和支

持”程序。 

2. 单击 Lenovo User Guide。 

3. 在 Lenovo User Guide 窗口中，单击您

的机型对应的链接，随后将打开相应的

《用户指南》。 

使用计算机之前请先阅读 

 
以下各节提供有关 Lenovo 计算机的关键性

安全和法律法规信息以及有关如何访问针

对您所持计算机编制的出版物电子版本的

说明。 

下载出版物 
可从 Lenovo 支持 Web 站点获得计算机出

版物的电子版本。要下载针对您所持计算

机编制的出版物，请访问 
http://www.lenovo.com/ThinkPadUserGuid
es，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服务与支持信息 
以下信息说明产品在保修期内或整个使用

期内可以获得的技术支持。有关 Lenovo 保
修条款的完整说明，请参阅“Lenovo 有限保

证声明”。有关查看完整保修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本文档后面的“Lenovo 有限保证声

明”。 

如果购买了 Lenovo 服务，请参阅以下条款

和条件了解详细信息： 

 对于 Lenovo 保修服务升级产品或扩展，

请访问：http://support.lenovo.com/lwsu 

 对于 Lenovo 意外损坏保护服务，请访

问：http://support.lenovo.com/ladps 

在线技术支持 
产品的整个使用期内均可从 
http://think.lenovo.com.cn 获得在线技术支

持。 

电话技术支持 
可致电客户支持中心以获得帮助和信息。

联系 Lenovo 技术支持代表之前，请先准备

好以下信息：型号和序列号、任何错误消

息的准确表述以及问题的描述。 

在通话过程中，如果您在计算机旁，技术

支持代表可能会逐步为您提供指导，帮您

解决问题。 

全球 Lenovo 支持电话号码列表 

重要说明：电话号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

通知。始终可从以下网址获得客户支持中

心的最新电话列表：

http://www.lenovo.com/support/phone。 

如果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电话号码没有列

出，请致电 Lenovo 经销商或 Lenovo 销售

代表。 

国家或地

区 
电话号码 

中国 技术支持热线 
800-990-8888，86-10-
58851110（普通话） 

安全信息 

 
本部分介绍有关 Lenovo 产品的重要安全信

息。您所持产品的《用户指南》中提供其

他安全信息。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访问

《用户指南》”。 

塑料袋声明 
警告： 

塑料袋具有危险性。请将塑料袋放在婴儿

和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以避免窒息危

险。 

内置可充电电池声明 

危险 

请勿尝试更换内部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请

与 Lenovo 支持人员联系以返厂更换。 

实时时钟锂电池声明 

危险 

如果电池更换不当会有爆炸危险。 

更换实时时钟（RTC）锂电池时，请仅使

用相同类型的电池或制造商推荐的同类电

池。该电池中含有锂，如果使用、操作或

处理不当，可能会发生爆炸。 

请勿： 
 将电池投入或浸入水中 
 加热至 100°C（212°F）以上 
 修理或拆开电池 

请按照当地的法令法规要求处理电池。 

以下声明适用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用户。 

加利福尼亚州高氯酸盐相关信息： 

使用二氧化锰锂 RTC 电池的产品可能含有

高氯酸盐。 

高氯酸盐材料 - 可能需要采取特殊的处理方

法，请参阅 
www.dtsc.ca.gov/hazardouswaste/perchlor
ate 

http://www.lenovo.com/ThinkPadUserGuides
http://www.lenovo.com/ThinkPadUserGuides
http://support.lenovo.com/lwsu
http://support.lenovo.com/ladps
http://www.lenovo.com/support/phone


可充电电池声明 

危险 

请勿试图拆开或改装电池。否则会导致电

池爆炸或电池内液体泄漏。非 Lenovo 指
定的电池或经过拆卸和改装的电池不在保

修范围之内。 

如果更换充电电池不当，可能有爆炸的危

险。电池中含有少量有害物质。为避免可

能产生伤害： 
 请仅使用 Lenovo 推荐类型的电池进行更

换。 
 使电池远离火源。 
 请勿将电池放入水中或暴露在雨中。 
 请勿尝试拆开电池。 
 请勿使电池短路。 
 将电池置于儿童无法触及之处。 
 请勿跌落电池。 

请勿将电池丢入以掩埋方式处理的垃圾

中。处理电池时，请遵照当地的法令或法

规。 

应该以室温存储电池，并且将其充电至 
30% 到 50%。建议每年对电池充电一次以

防止过量放电。 

聚氯乙烯 (PVC) 电缆和电线声明 
警告：接触本产品的电缆或随本产品一起

出售的附件的电缆会使您易受铅毒的危

害，铅是一种化学物质，加利福尼亚州已

发现它会导致癌症、先天缺陷或其他生殖

伤害。接触后要洗手。 

使用头戴式耳机或入耳式耳机 
警告： 

耳塞式和头戴式耳机中的声压过大可能会

导致听力下降。将均衡器调整到最大音量

会增大入耳式和头戴式耳机的输出电压和

声压级别。因此，为了保护您的听力，请

将均衡器调整到合适的级别。 

如果头戴式或耳塞式耳机接口的输出不符

合 EN 50332-2 规范，长时间开大音量使用

耳机可能会发生危险。您的计算机的耳机

输出接口符合 EN 50332-2 子条款 7。此规

范将计算机的最大宽带输出电压真有效值

限定为 150 毫伏。为了帮助保护您的听

力，避免造成听力下降，请确保您使用的

头戴式或耳塞式耳机符合 EN 50332-2（条

款 7 中的限制）即宽频特征电压 75 毫伏。

如果使用不符合 EN 50332-2 规范的耳机，

可能会由于其声压级别过高而造成危险。 

如果 Lenovo 计算机包装中附带了头戴式或

耳塞式耳机，则这些耳机作为一个整体，

与计算机的组合已符合 EN 50332-1 规范。

如果您使用其他头戴式或耳塞式耳机，请

确保其符合 EN 50332-1（条款 6.5 中的限

制值）。如果使用不符合 EN 50332-1 规范

的耳机，可能会由于其声压级别过高而造

成危险。 

Lenovo 有限保证声明 
Lenovo 有限保证条款版本 L505-0010-02 
08/2011 涉及本产品。请阅读 
http://www.lenovo.com/warranty/llw_02 上
的 Lenovo 有限保证（LLW）。可从此 
Web 站点上查看多种语言的 LLW。首次设

置时，还会在计算机上显示 LLW。完成首

次设置后，可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查看计算

机上的保修信息： 

Windows 8： 

1. 从“开始”屏幕中，单击 Lenovo 
Support。随后将打开 Lenovo Support 
窗口。 

2. 单击服务和保修。 

Windows 7： 

从 Windows 桌面中，单击开始 → 所有程

序 → Lenovo Device Experience → 
Lenovo Warranty。 

如果无法从 Web 站点或从计算机中查看 
LLW，请联系您当地的 Lenovo 办事处或经

销商以索取印刷版本的 LLW。 

保修信息 
要查看计算机保修状态，请访问 
http://think.lenovo.com.cn/warranty，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电子辐射声明 
本设备经过测试，证实符合 B 类数字设备

限制。本产品的《用户指南》提供适用于

本设备的完整 B 类合规性声明。有关其他

信息，请参阅“访问《用户指南》”。 

回收和环境信息 
Lenovo 鼓励信息技术（IT）设备的所有者

负责回收不再使用的设备。Lenovo 提供多

种计划和服务，以帮助设备所有者对他们

的 IT 产品进行回收。有关回收 Lenovo 产
品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lenovo.com/recycling 

中国的回收信息 

http://support.lenovo.com.cn/activity
/551.htm.  

其他回收声明 
《用户指南》中提供有关回收计算机组件

和电池的其他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访问《用户指南》”。 

危险物质限制指令（RoHS） 

中国 RoHS 
The informatio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is 
applicable for products manufactured on 
or after March 1, 2007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ERGY STAR   

 
 

某些型号符合 
ENERGY STAR 要
求。《用户指南》中

提供其他 ENERGY 
STAR 信息。请参阅

“访问《用户指南》。”
 

微型计算机能效标识声明 
为满足中国《微型计算机能源效率标识实

施规则》和《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联想公司对

其生产及销售的每一台微型计算机产品加

施能效标识，声明如下： 

1.如果您的包装箱或者产品上贴有下图所示

的标识，您所购买的机器就是经测试符合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规

定的相应能效等级的产品。 

 
注：上图以 2 级能效标贴模板为例进行说

明，具体规格型号、能效等级、产品类别

和典型能源消耗等信息请以包装箱或产品

上粘贴的实际能效等级标贴提供的信息为

准，也可登陆“中国能效标识

网”http://www.energylabel.gov.cn进行详细

查询。 

2.如果您所购买机器的包装箱或者产品无上

图所示的标识，请您忽略此部分。 

《微型计算机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和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是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所推行的能效标识

制度，旨在通过开发节能产品和有效的节

能方式来保护环境。通过使用符合能效标

识制度要求的产品可以减少电源消耗、有

助于节省开支、营造更清洁的环境并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量。 

联想很荣幸能为用户提供符合相应能效等

级设计要求的产品，也鼓励用户购买高能

效的产品。 

有关能效标识制度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中
国能效标识

网”http://www.energylabel.gov.cn 

法律声明 
Lenovo、For Those Who Do.、Lenovo 徽
标、ThinkPad 和 TrackPoint 是 Lenovo 在
美国和/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标。 

Windows 是 Microsoft 公司集团的商标。 

其他公司、产品或服务名称可能是其他公

司的商标或者服务标记。 

有关其他法律声明，请参阅计算机的《用

户指南》。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访问

《用户指南》”。 

 

 

 

 

 

 

 

 

 

 

http://www.energylabel.gov.cn/
http://www.energylabel.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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