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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修和设置指南 
简要用户须知 
ThinkStation P410 

重要网络资源 
 Lenovo 支持：http://www.lenovo.com/support 
 Lenovo 用户论坛：https://forums.lenovo.com/ 
 产品文档：http://www.lenovo.com/support 

打开包装 
* 某些型号配备 

 
计算机 

 
鼠标* 

 
键盘* 

 
电源线* 

 
文档 

 
注：您的计算机可能未附带 Windows® 全套恢复光盘或 U 盘。要恢复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请参阅《用户指南》中

的恢复信息。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本文档后面的“访问《用户指南》”。 

使用计算机之前，请阅读此文档 

 
此文档提供有关 Lenovo 计算机的关键性安全和法律法规信

息。 

安全信息 

 

激光合规性声明 
警告： 
装有激光产品（如 CD-ROM、DVD 驱动器、光纤设备或发

射器）时，请注意以下情况： 
• 请勿卸下外盖。卸下激光产品的外盖可能会导致遭受危

险的激光辐射。设备中没有可维修的部件。 
• 进行此处未指定的控制或调整，或执行此处未指定的操

作步骤，可能会导致遭受危险的辐射。 

危险 

某些激光产品包含嵌入式 3A 类或 3B 类激光二极管。请注

意以下情况： 
打开时有激光辐射。请勿注视光束，请勿直接用光学仪器查

看并避免直接暴露于光束之中。 

塑料袋声明 
危险 
塑料袋有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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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扣锂电池声明 
危险 
如果电池更换不当会有爆炸危险。 

更换钮扣锂电池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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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电池加热至超过 100°C (212°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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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二氧化锰锂钮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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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hlorate。 

使用耳塞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或耳麦 
• 如果您的计算机既有耳机接口又有音频输出接口，使用

耳塞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或耳麦时请务必插入耳机接

口。但是，耳机接口不支持耳麦的麦克风。 
• 如果您的计算机既有耳麦接口又有音频输出接口，使用

耳塞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或耳麦时请务必插入耳麦接

口。 
警告： 
如果头戴式耳机或耳塞式耳机的声压过大，会导致用户的听

力衰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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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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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 Lenovo 计算机包装中附带了头戴式或耳塞式耳

机，那么此耳机与计算机的组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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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拔高度声明 

 

接口位置 
注：计算机上接口、控制键和指示灯的位置可能与插图略有不同。 
* 某些型号配备 

前视图 
 光盘驱动器弹出/关闭按钮 
 USB 3.0 接口（2 个） 
 硬盘驱动器活动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 
 电源按钮 
 麦克风接口 
 耳机接口 
 SD 卡插槽 

 
 

 

后视图 
 电源线接口 
 PS/2 鼠标接口 
 PS/2 键盘接口 
 USB 2.0 接口（2 个） 
 USB 3.0 接口（4 个） 
 麦克风接口 
 音频输出接口 

 PCI/PCI Express 卡区域（不同的卡提供不同的接口） 
 音频输入接口 
 串口* 
 钢缆锁插槽（2 个） 
 挂锁环 
 以太网接口 
 安全锁插槽 

 
 

 
 

初始安装说明 

1. 用线缆将显示器连接到计算机中所装显卡的相应接口。 

2. 将键盘线缆和鼠标线缆分别连接到相应接口（PS/2 或 
USB）。 

3. 如果要使用有线网络连接，请将以太网线缆连接到以太

网接口。 

4. 先将电源线连接到计算机上的电源线接口，然后在将其

连接到正确接地的电源插座。 

 
确保所有电源线接口都牢固并且完全插入到插座。 

5. 按计算机正面的电源按键。 

6.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设置。 

需要有关使用计算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计算机的《用户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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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Windows 10： 
1. 打开“开始”菜单，然后单击 Lenovo Companion。 
2. 在支持部分中单击查看用户指南。 

Microsoft Windows 7： 
1. 在键盘上，按 Windows 键 + F1。随后将打开 Windows 

帮助和支持。 
2. 单击 Lenovo User Guide。 

Ubuntu®： 
转到以下目录： 
/usr/share/doc/lenovo-doc 
Lenovo 会对计算机的《用户指南》内容进行不断改进。为

确保拥有计算机的最新信息，请参阅“下载出版物”以获取

有关下载最新《用户指南》的信息。 

下载出版物 
可从 Lenovo 支持 Web 站点获得最新的计算机电子出版

物。要下载这些出版物，请访问：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服务、支持和保修信息 
以下信息说明产品在保修期内和整个使用期内可以获得的技

术支持。产品的整个使用期内均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得在线技

术支持：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如果您要购买 Lenovo 服务，请参考以下条款和条件，了解

详细信息： 
• 有关 Lenovo 保修服务升级或延期的信息，请访问： 

http://support.lenovo.com/lwsu 
• 有关 Lenovo 意外损坏保护服务的信息，请访问： 

http://support.lenovo.com/ladps 

保修信息 
Lenovo 为计算机提供保修期。要检查您的机器的保修状

态，请访问 http://think.lenovo.com.cn/warranty，然后按照

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您的计算机在 Lenovo 有限保证条款（LLW）版本 L505-
0010-02 08/2011 的覆盖范围之内。首次设置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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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打开“开始”菜单，然后单击 Lenovo Companion。 
2. 单击支持。随后将在保修与服务部分中列出保修信息。 

Windows 7： 
从 Windows 桌面中，单击开始  所有程序  Lenovo 
Device Experience  Lenovo Warranty。 

Ubuntu： 
要访问 LLW，请转到以下目录： 
/usr/share/doc/lenovo-doc 
如果无法从 Web 站点

（http://www.lenovo.com/warranty/llw_02）或从您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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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电话技术支持 
本节列出了 Lenovo 支持电话号码。如果您无法找到所在国

家或地区的支持电话号码，请致电 Lenovo 经销商或 
Lenovo 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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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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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或地区  电话号码 
阿尔及利亚 +33 6 7348 1739（法语、西班牙

语） 
安圭拉 1-800-426-7378（英语） 
安提瓜和巴

布达 
1-800-426-7378（英语） 

阿根廷  0800-666-0011 
0800-266-1583 

（西班牙语、英语） 
亚美尼亚 0-60690077 

（标准收费电话） 
（俄语、英语） 

澳大利亚  1800 041 267（英语） 
奥地利  0810-100-654（德语） 
巴哈马 1-800-426-7378（英语） 
巴林 Kanoo IT：00 973 1771 1722 

国家或地区  电话号码 
Bahrain Business Machine LLC： 
00 973 1758 4302 

（阿拉伯语、英语） 
孟加拉国 AWSP Flora Limited： 

70-200-6853 88-0171-000-0000
（手机） 
电子邮件：
hasan_reaz@globalbrand.com.bd 

白俄罗斯 8-256400184 
（标准收费电话） 
（俄语、英语） 

比利时 02-339-36-11（保修服务和技术支

持） 
（荷兰语和法语） 

百慕大群岛 1-800-426-7378（英语） 

玻利维亚 0800-10-0189（西班牙语） 
巴西 圣保罗地区请拨打：11-3889-8986 

圣保罗以外地区请拨打：0800-701-
4815 

（葡萄牙语） 
文莱达鲁萨

兰国 
先拨 800-1111，然后拨 
866-273-5446 

（马来语、英语） 
加拿大 1-800-565-3344（英语和法语） 
开曼群岛 1-800-426-7378（英语） 
智利 800-361-213（西班牙语） 
中国 技术支持热线： 

国家或地区  电话号码 
400-100-6000 

（普通话） 
哥伦比亚 01-800-011-0227 

01-800-912-3021 
（西班牙语） 

哥斯达黎加 0-800-011-1029（西班牙语） 
克罗地亚 385-1-3033-120（克罗地亚语） 
塞浦路斯 800-92537（希腊语） 
捷克共和国 800-353-637（捷克语） 
丹麦 7010-5150（保修服务和技术支持）

（丹麦语） 
多米尼加共

和国 
1-866-434-2080（西班牙语） 

厄瓜多尔 1-800-426911，选项 4（西班牙

语） 
埃及 主号：0800-0000-850 副号：0800-

0000-744 
（阿拉伯语、英语） 

萨尔瓦多 800-6264（英语） 
爱沙尼亚 372-66-00-800 

（爱沙尼亚语、俄语和英语） 
芬兰 358-800-1-4260 

（保修服务和技术支持）（芬兰语） 
法国 硬件：0810-631-213（保修服务和

技术支持）（法语） 
格鲁吉亚 995-706-777-826 

（标准收费电话） 

国家或地区  电话号码 
（俄语、英语） 

德国 0800-500-4618（免费） 
（Garantieservice und Support）
（德语） 

希腊 请联系最近的 Lenovo 业务合作伙伴 
格林纳达 1-800-426-7378（英语） 
危地马拉 拨 999-9190，等待接线员接听，然

后请求转接到 877-404-9661（西班

牙语） 
洪都拉斯 800-0123（西班牙语） 
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 
(852) 3516-8977 

（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 
匈牙利 + 36-13-825-716 

（英语、匈牙利语） 
印度 （主要）1800-419-4666（Tata） 

（次要）1800-3000-8465
（Reliance） 

电子邮件：
commercialts@lenovo.com 

（英语、北印度语） 
印度尼西亚 1-803-442-425 

62 213-002-1090 
（标准收费电话） 
（英语、印度尼西亚语） 

爱尔兰 1-881-1444（保修服务和技术支

持）（英语） 
以色列 972-3-9142-800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https://forums.lenovo.com/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http://www.dtsc.ca.gov/hazardouswaste/perchlorate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http://support.lenovo.com/lwsu
http://support.lenovo.com/ladps
http://think.lenovo.com.cn/warranty
http://www.lenovo.com/warranty/llw_02
http://www.lenovo.com/support/phone


 

 

国家或地区  电话号码 
（希伯来语和英语） 

意大利 39-800-820-094（保修服务和技术

支持）（意大利语） 
牙买加 1-800-426-7378（英语） 
日本 0120-000-817（日语、英语） 
约旦 Jordan Business Systems： 

00-962-6-500-0999 分机号 713/127 
General 计算机 & Electronic 
(GCE)：00-962-6-551-3879 

（阿拉伯语、英语） 
哈萨克斯坦 77-273-231-427 

（标准收费电话） 
（俄语、英语） 

肯尼亚 080-0733-256（英语） 
韩国 1670-0088（标准收费电话） 
科威特 Easa Hussain Al Yousifi： 

00-965-2244-5280 
AM.KHORAFI： 
00-965-2200-1100 1127 
Khorafi Business Machines 
(KBM)：00-965-2259-4611 
Diyar United Company： 
00-965-4378-383 
Redington Kuwait： 
00-965-2433-3203; 
2545-6250 / 2545-6251 

（阿拉伯语、英语） 
拉脱维亚 371-6707-360  

（拉脱维亚语、俄语、英语） 
黎巴嫩 Quantech：00-961-1999-500 

计算机 Business Machine (CBM)：
00-961-1680-180 
El Haceb S.A.L：00-961-1771-300 

（阿拉伯语、英语、法语） 
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 
33-6-7348-1739（法语、英语） 

立陶宛 370 5278 6602（立陶宛语、俄语、

英语） 
卢森堡 352-360-385-343（法语） 
中国澳门 0800-807 / (852) 3071-3559 

（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 
马其顿 389-2309-625（马其顿语） 
马来西亚 1-800-88-0013 

03-7724-8023（标准收费电话） 
（英语） 

马耳他 356-21-445-566 
（英语、意大利语、马耳他语、阿拉

伯语） 
墨西哥 001-866-434-2080  

01-800-083-5622  
01-554-738-0318（标准收费电话） 

（西班牙语） 
摩尔多瓦 0-60223433 

（标准收费电话） 
（俄语、英语） 

摩洛哥 212-5-22-509-35（阿拉伯语） 
尼泊尔 977-985-0-0 

300-071-399（手机） 
电子邮件：
suresh@megatech.com.np 

荷兰 020-513-3939（荷兰语） 
新西兰 0508-770-506（英语） 
尼加拉瓜 001-800-220-2282（西班牙语） 
尼日利亚 070-8060-1481（英语）  
挪威 8152-1550（挪威语） 
阿曼 Khimji Ramdas 计算机 

Communication Systems： 
00-968-2469-6255 
Overseas Business Machines 
(OBM)： 
00-968-2460-1072, 2460-5018 
Gulf Business Machines Services 
(GBMS)： 
00-968-2455-9831 

巴基斯坦 International Office Products (pvt) 
Ltd.： 
00-92-212-422-569 
00-92-213-241-2023 
Selling Business Systems： 
00-92-21-568-9823 

巴拿马 001-866-434（Lenovo 客户支持中

心免费电话） 
（西班牙语） 

巴拉圭 009-800-52-10026 
009-800-44-10119 

（西班牙语） 
秘鲁 0-800-50-866 选项 2（西班牙语） 
菲律宾 1-800-8908-6454（GLOBE 订户） 

1-800-1441-0719（PLDT 订户） 
（菲律宾语、英语） 

国家或地区  电话号码 
波兰 48-22-878-6999（波兰语、英语） 
葡萄牙 808-225-115  

（标准收费电话）（葡萄牙语） 
卡塔尔 Al Mana 计算机 Services： 

00-9744-4489-966（分机号 1992） 
Qatar 计算机 Services W.L.L.： 
00-9744-4441-212（阿拉伯语） 

罗马尼亚 4-021-224-4015（罗马尼亚语） 
俄罗斯 +7-499-705-6204 

+7-495-240-8558 
（标准收费电话） 
（俄语） 

圣卢西亚 1-800-426-7378（英语） 
沙特阿拉伯 800-84-451-28 

（标准收费电话） 
（阿拉伯语） 

新加坡 6818-5315（标准收费电话） 
1-800-415-5529 

（英语、普通话、马来语） 
斯洛伐克 421-2-4954-5555 
斯洛文尼亚 386-1-2005-60（斯洛文尼亚语） 
南非 0800-110-756（英语） 
西班牙 34-917-147-833（西班牙语） 
斯里兰卡 9477-7357-123 

（Sumathi Information systems）
（英语） 

瑞典 077-117-1040（保修服务和技术支

持）（瑞典语） 
瑞士 0800-55-54-54（保修服务和技术支

持） 
（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 

台湾 0800-000-702（普通话） 
泰国 001-800-4415-734 

(+662) 787-3067（标准收费电话） 
（泰语和英语） 

托尔托拉岛 1-800-426 7378（英语）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1-800-426-7378（英语） 

土耳其 444-04-26（土耳其语） 
特克斯和凯

科斯群岛 
1-800-426-7378（英语） 

乌克兰 044-362-42-81（标准收费电话） 
089-320-24-92（标准收费电话） 

（乌克兰语、俄语、英语）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8000-3570-2810（标准收费电话）

（阿拉伯语） 
英国 03705-500-900（当地费率） 

（标准保修支持） 
（英语） 

美国 1-800-426-7378（英语） 
乌拉圭 000-411-005-6649（西班牙语） 
委内瑞拉 0-800-100-2011（西班牙语） 
越南 120-11072（免费电话） 

84-8-4458-1042（标准收费电话） 
也门 Al Khirbash and Agencies： 

00-967-1209-8278 
Yemen Business Machines 
(YBM)： 
00-967-3-213324 
00-967-3-214655 
00-967-3-213909 

（阿拉伯语） 

Lenovo 产品台湾服务信息 
委製商/進口商名稱: 荷蘭商聯想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進口商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2 段 89 號 5 樓 
進口商電話: 0800-000-702 (代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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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其他回收和环境声明，请参阅《用户指南》。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访问《用户指南》”。 
可在以下网址获得有关我们的产品的最新环境信息： 
http://www.lenovo.com/ecodeclaration 

有关电池和 WEEE 的重要信息 

 

不得将标记有画叉号的带轮垃圾桶符号的电池

以及电气和电子设备不加分类直接作为城市废

物处理。客户应依照适用的电池和 WEEE 回
收、再利用和再生收集机制对电池以及电气和

电子设备垃圾（WEEE）进行单独处理。 
如果可能，请在将 WEEE 放到废弃物收集站

之前卸下电池并将其同 WEEE 分离。将依照

适用的电池和蓄电池回收、再利用和再生收集

机制单独收集电池。 
可从以下网址获得国家/地区特定的信息： 
http://www.lenovo.com/recycling 

日本的回收信息 

 

中国的回收信息 

 

危险物质限制指令（RoHS） 
欧盟 RoHS 
This Lenovo product, with included parts (cables, cords, 
and so on)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Directive 
2011/65/EU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recast” or “RoHS 2”).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Lenovo worldwide compliance 
on RoHS, go to: 
http://www.lenovo.com/social_responsibility/us/en/RoHS_C
ommunication.pdf 

中国 RoHS 

 
土耳其 RoHS 
The Lenovo produc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乌克兰 RoHS 

 
印度 RoHS 
RoHS compliant as per E-Waste (Management & 
Handling) Rules. 

合规性信息 
可从以下网址获得最新的合规性信息： 
http://www.lenovo.com/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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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其他信息，请参阅“访问《用户指南》”。 

韩国 B 类合规性声明 

 
欧盟合规性 
EU contact: Lenovo, Einsteinova 21, 851 01 Bratislava, 
Slovakia 

 
Compliance to Directive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ITE) and Radio Equipment 
Models without a radio device: This produc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EU Council 
Directive 2004/108/EC (until 19 April, 2016) and Council 
Directive 2014/30/EU (from 20 April, 2016)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The full compliance 
statement is located in the User Guide. See “Accessing 
your User Guide” in this documen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Models with a radio device: This produc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U Council Radio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erminal Equipment (R&TTE) 
Directive, 1999/5/EC. Th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wireless function is located in the 
Regulatory Notice, which you can download from the 
Lenovo Support Web site. See “Downloading publications” 
in this documen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Note: R&TTE 1999/5/EC remains in forc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RED) 
2014/53/EU until 12 June, 2017. After then, RED 
2014/53/EU will take the place of R&TTE 1999/5/EC. 
In addition, the system EU DoC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lenovo.com/compliance 

无线电合规性信息 
配备无线通信的计算机型号遵守已准许其使用无线功能的任

何国家或地区针对无线电频率和安全制定的标准。 
使用计算机中配备的无线设备前，请务必阅读本文档以及适

用于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Regulatory Notice》。要获取

《Regulatory Notice》的 PDF 版本，请参阅此文档中的“下

载出版物”一节。 

巴西无线电合规性信息

 
墨西哥无线电合规性信息

 
新加坡无线电合规性信息 

 
韩国无线电合规性信息 

 

其他合规性信息 
巴西音频声明 

 
欧亚大陆合规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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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enovo.com/recycling
http://www.lenovo.com/ecodeclaration
http://www.lenovo.com/recycling
http://www.lenovo.com/social_responsibility/us/en/RoHS_Communication.pdf
http://www.lenovo.com/social_responsibility/us/en/RoHS_Communication.pdf
http://www.lenovo.com/compliance
http://www.lenovo.com/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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