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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时代，
thinkplus 高效能选件，推荐选购。

长效续航与丰富接口，全天候高效待命。
●

●

支持疾速快充技术，
1 小时回血 80%⑪，
电量充满后待机时间最长可达 13.6 小时②，
不插电应对全天候的挑战，
让你工作的随心所欲。
（特定配置机型）。

ThinkPad 490

thinkplus 选件需另行购买

工程师系列

传承 ThinkPad 丰富的拓展才华，可在为自身充电同时满足数据拷贝、为手机或平板充电、连接显示器或
会议投影、耳机连接等丰富扩展功能，生活不需要小尾巴，你的 ThinkPad 也不需要。

测试配置为 i5-8265U 处理器，8GB DDR4 内存，14 英寸 FHD（1920x1080 分辨率）屏幕，256GB PCIe M.2 固态硬盘 Windows 10 操作系统。
其他配置的产品，实际电池续航时间可能有较大差异，购买时请核对所购买产品的配置。更多测试信息，参见备注 ② 。

高性能信息安全商务本

稳定高能，释放潜能
八代酷睿™ 专业高效

USB-C 接口

RJ45 以太网接口

Thunderbolt™ 3 接口

USB 3.1⑫接口
HDMI

●

耳机麦克风
USB 3.1 接口
⑫

Micro SD 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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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plus 口红电源
65W 电脑手机适配器

●

thinkplus 随身充 CTA18

●

thinkplus 远行者登机箱 PC 款

多能小巧 原地满血

合二为 N 的效率之选

轻装出行新定义

1. 125g 轻量级，笔记本电脑的最佳拍档
2. 配备 USB-C 接口，支持多功能快充技术，
电脑、手机、平板全能适配。
3. 精工打磨，握感更舒适。

1. 既是充电器，
也是充电宝，
想出门，
带它一个就够了。
2. 兼备 USB-A/USB-C 双重接口，轻松适配手机、
平板等设备。
3. 可选 5200/ 6700mAh 容量，
满足民航要求，
随身
飞行 。

1. 德国进口拜耳 PC 材质，
打造坚实外壳。
2. 前置独立快开仓，快速取放电脑、手机等设备，
不再为小物件翻箱倒柜。
3. 贴心配备便捷存储仓，
可存放充电宝、
登机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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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46kg 机重仅限 WQHD 屏幕，数据受材料、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误差，请以购买实物为准。

CY

② 测试配置为 i5-8265U 处理器，16GB DDR4 内存，14 英寸 FHD（1920x1080 分辨率）屏幕，256GB PCIe M.2 固态硬盘、MX250 显卡，Windows 10 操作系统。
其他配置的产品，
实际电池续航时间
可能有较大差异，购买时请核对所购买产品的配置。基于 EVL 5.2 Battery Performance V4.2 执行标准（环境温度 25℃、相对湿度 50%RH、100% 电量、150nits 屏幕亮度下 BAPCo’s
MOBILEMARK 2014 文字处理、电子表格数据操作、电子邮件创建及管理、网页浏览、数字照片及视频负载）所获得测试结果。续航时间将根据配置、载入应用、功能、使用情况、无线功能、屏幕亮度
和电源管理设置等各种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电池的最大容量将随时间和使用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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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Pad 以旧换新官方服务，高效无忧。

③ 数据来源：英特尔 ® 官方数据（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events/processors-core-prc.html）。在采用英特尔 ® 酷睿™ i7-8565U 处理器与英特尔 ® Wireless-AC 9560
模块 ( 带 2x2 160Mhz 通道 ) 的英特尔参考平台与采用 1x1 BGN (150Mbps) 的英特尔 ® 酷睿™ i5-4200U 系统上比较无线 TCP 吞吐量，距离支持千兆位 Wi-Fi 技术的接入点 3 米范围内。

●

专业估值，官方定价，四步流程，便捷保值。

④ 第八代智能英特尔 ® 酷睿™i7-8565U 处理器（1.8GHz 睿频至 4.6GHz，8 MB 缓存，4 核 8 线程）。

●

专业检测工程师上门服务。

⑤ 数据来源：英伟达 ® 官方数据。

●

急速打款，更有官网购新机优惠补贴，超值无忧。

⑥ 三大信息保护技术中包含选配功能，购买时请核对所购买产品的配备情况。

●

50 款回收机型，服务覆盖 180 个回收城市，高效满足你 ThinkPad 闲置处理并置换新机的需求。

⑦ 红外摄像头为选配功能，购买时请核对所购买产品的配置。
⑧ 数据来源：ThinkPad 实验室监测数据，屏幕存在多种分辨率及配置可选，购买时请核对所购买产品的配置。
⑨ IPS 屏幕具有 178°/178°理论可视角度，产品可能存在差异，
数据仅供参考，请以购买实物为准。
⑩ 意外保护 & 数据拯救服务条款：用户可在保修期内进行 1 次免费的数据拯救服务，不限次数意外保护服务，具体条款以 ThinkPad 官网为准 https://www.thinkpad.com。
⑪ 使用随机附送 65W 电源适配器测试结果，在笔记本关机的前提下快速充电技术可以 1 小时充电至 80%。数据可能受环境影响存在误差，请以购买实物为准。
⑫ USB 3.1 Gen1，最大传输速率可达 5Gbps 的理论带宽。

声明：以上内容仅适用于在中国大陆地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产品、规格或服务及其可获得性可能随时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图片仅供参考，产品以实际状态为准。不同型号的产品规格配置
可能不同，请在购买时咨询销售商并仔细核对。
技术指标：所提及的技术指标均基于特定环境获得，实际数值可能因系统设定及使用状况等因素而不同。
电池续航能力：因机器设置和使用环境等因素影响，电池实际续航能力可能会有变化。
存储容量：标称值为产品规格，因计算方式差异和功能占用，实际可用空间小于标称值。实现最大存储能力可能需要用可支持的最大存储容量组件更换安装的组件。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 ThinkPad 回收换新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 ThinkPad 专属定制

ThinkPad 官方定制服务，专属为你。
●

ThinkPad 专属定制可支持全方位个性化深度定制，通过定制专业配置，外观，配件，软件及服务，
打造专属于你的 ThinkPad。

附带软件：可能不同于零售版（如有），且可能需依另外的许可协议使用。
保修：按相关联想保修政策执行，见产品随附文件或登录联想服务站点查阅。联想对第三方产品和服务不做保证。保外服务按相关服务条款执行，可能需另外支付费用。

即刻购买！
ThinkPad T490
采用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
Ultrabook、赛扬、Celeron Inside、Core Inside、英特尔、英特尔标志、英特尔凌动、Intel Atom Inside、英特尔酷睿、Intel Inside、Intel Inside 标志、英特尔博锐、安腾、Itanium Inside、
奔腾、Pentium Inside、vPro Inside、至强、至强融核、Xeon Inside 和英特尔傲腾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

即刻购买！
ThinkPad T490
采用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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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代酷睿™ 专业高效
第八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从视野到听觉，带来绝佳感官体验。

三大信息保护技术，让觊觎者无从下手⑥。
ThinkShutter 黑阀，物理锁闭摄像头，不外泄的不仅是数据，更有你的生活。
可选红外摄像头，支持人脸识别技术，无需操作，秒速解锁，开启电脑的时候，请保持微笑⑦。
可选按压式指纹识别机型，一触登录，拒绝繁复。
●

四核八线程 最大睿频 4.6 GHz

●

●

ThinkShutter
黑阀

指纹解锁
（可选）

人脸识别⑦
（可选）

可选 500 尼特 WQHD（2560×1440）14 英寸 IPS 高亮显示屏，覆盖 100% AdobeRGB 广色域⑧。
配合 IPS 广视角技术⑨，
强光下内容依旧清晰可见。
屏幕两侧 8.6mm 窄边框，
带来更广阔清亮的观看感受。
双远场降噪麦克风，让音频输入获得更低噪音、更高清晰度，为远程通话提供稳定声源，无论是电话会议亦或
是娱乐观影，都可尽收清透声量。
●

●

●

IPS
IPS 广视角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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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享

天然瘦身,支持
笔记本薄至 17.9mm①

长达 13.6 小时② 的
续航时间

Y

注：测试配置为 i5-8265U 处理器，
8GB DDR4 内存，
14 英寸
FHD
（1920x1080 分辨率）
屏幕，
256GB PCIe M.2 固态硬盘
Windows 10 操作系统。
其他配置的产品，
实际电池续航时间
可能有较大差异，
购买时请核对所购买产品的配置。
更多测试
信息，
参见备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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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nits

可选 500 尼特高亮
显示屏（可选）

快
较七代酷睿性能劲升40%，
千兆位 WIFI 下载速度提升至 12 倍③
注：数据来源：英特尔官方网站，
更多信息，
请参照备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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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高能加速，让工作如虎添翼。

CMY

K
●

●

搭载全新第八代英特尔 ® Whiskey Lake 架构处理器，睿频加速高达 4.6GHz④，性能较七代酷睿提升约 40%③，
带来高速运行体验，更显稳定。
更配备 NVIDIA® Geforce® MX250 高性能独立显卡，2G GDDR5 显存。在运行图片和视频编辑应用程序时，
相比集成显卡性能提升可达 3.5 倍⑤，带来高速运行体验，更显流畅。
最高可支持 48GB（32GB 可扩展 + 16GB 板载内存）双内存机型，1TB PCIe NVMe 固态硬盘，大幅度提升
读取、存储和压缩大型文件的运行速度，带来高度运行体验，更显高效。
●

简约外观，锤炼效率美学。
尽显专业质感的商务黑极简外观设计，
机身轻至：1.46 kg，厚仅：17.9mm①。
轻盈之余，坚韧非凡。

八代酷睿™ 专业高效

MX250 高性能独立显卡

NVMe 固态硬盘

17.9mm①
纤薄机身

数据拯救及意外保护，为你免除后顾之忧。
在意外保护服务的有效期内，由联想授权服务中心提供不限次数的意外服务。
在数据拯救服务有效期内，享受由联想官方提供的一次数据拯救服务，让你享受高效的同时，
更获得数据安全的保证 ⑩。

1.46kg①
轻盈体态

即刻购买！
ThinkPad T490
采用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