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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此应用程序提供智能设置，用于自动优化系统功能，如 Paper Display（优化显示色彩以

提供最佳的屏幕阅读体验）。Harmony 还针对可在帐篷方式、站立方式、平板电脑方式

和笔记本电脑方式下使用的常见应用程序，提供相关建议。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信息，如： 

• 机器类型和机型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使用计算机所在的国家/地区 
• 用户点击数据 
• 方式和设置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关于系统优化使用体验的信息有助于 Lenovo 改进设计，在不同方式下为您提供最佳 
体验。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1. 打开“Harmony 仪表板”以查看设置。 



2. 将“使用情况统计信息”设置设为“关”。 

Lenovo Companion 3.0 
此应用程序可让您访问保修信息，检查系统运行状况，链接到用户指南，参阅特定于设备

的支持信息，以及通过 System Update 功能让您的设备保持最新状态。Lenovo 
Companion 3.0 还包含有关技术新闻和应用程序建议的文章和内容。为了保持内容的实

时性和相关性，其中会持续撰写和更新文章。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数据，如： 

• 设备类型、型号和品牌 
• 使用设备所在的国家/地区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查看过的文章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通过收集数据，Companion 可为您定制内容，下载相关文章和软件更新（针对 System 
Update 功能），以及在“支持”部分显示相关信息。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可通过 Lenovo Settings 应用程序或 Lenovo Companion 3.0 应用程序来禁用与 Lenovo 
共享匿名统计信息。 

使用 Lenovo Settings 应用程序 

1. 打开 Lenovo Settings 应用程序。 
2. 转到“应用程序使用情况”部分。 
3. 将“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控制设为“关”。 

通过 Lenovo Companion 3.0 

1. 打开 Lenovo Companion 3.0 应用程序。 
2. 转到“应用程序设置”功能。 
3. 将“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控制设为“关”。 



Lenovo Customer Engagement Service 
Lenovo 使用这些信息在广泛的客户基础上获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做出设计决策以便改

进硬件功能和使用体验。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有关硬件组件的匿名使用数据，例如有关处理器、硬盘驱动器、内存、USB 连接、读卡

器、显示亮度、电池和预装应用程序的信息。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Lenovo 使用这些信息在广泛的客户基础上获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做出设计决策以便改

进产品和使用体验。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1. 从“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中，选择小图标查看方式。 
2. 选择（CCSDK）并设置“Lenovo 客户互动服务”控件以禁用数据收集。 

Lenovo Experience Improvement（仅在 Windows 8 设备上） 
此实用程序会匿名报告客户是否在前 90 天内从设备中删除 Lenovo 预装的应用程序。90 
天过后，此实用程序将自动卸载自身。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信息，如： 

• 设备类型和型号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使用设备所在的国家/地区 
• 某些预装应用程序的安装状态 

此外，您在 Windows 安装过程中主动在 Lenovo 页面上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将与 Lenovo 
共享以便进行处理。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您使用特定应用程序或您愿意保留这些应用程序意味着您重视这些应用程序。Lenovo 使
用这些信息在广泛的客户基础上获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做出有关升级和改进哪些应用以

及删除哪些应用的决策。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为了禁用此应用程序的数据共享功能，必须将其删除。有关删除的说明如下： 

1. 打开控制面板。 
2. 打开“程序和功能”。 
3. 卸载 Lenovo Experience Improvement。 

Lenovo Registration Data（仅在 Windows 8 设备上） 
此实用程序读取在开箱体验过程中设置的 Lenovo 复选框值，然后在首次连接到因特网时

将该匿名数据自动报告给 Lenovo。报告数据后，此程序会自动卸载自身。如果此应用程

序无法检测到因特网连接来完成报告并自动卸载，也可在“控制面板”中通过“程序和 
功能”手动将其卸载。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信息，如： 

• 设备类型和型号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注册设备所在的国家/地区 

此外，您在 Windows 安装过程中主动在 Lenovo 页面上提供的信息将被收集并发送给 
Lenovo 以便进行处理；这些信息包括您提供的个人身份识别信息。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Lenovo 使用这些信息在广泛的客户基础上获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做出设计决策以便改

进产品和使用体验。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Lenovo Registration Data 在首次连接到因特网时将卸载自身。要在发送信息之前卸载此

应用，请在设备首次引导后但在连接到因特网之前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控制面板”并转到“程序和功能”。 
2. 卸载 Lenovo Registration Data。 



Lenovo Settings 
通过此应用程序可集中访问设备上的所有主要硬件功能部件以及各种控制，如能源管理、

显示、摄像头、音频、无线网络、键盘、鼠标和手写笔。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信息，如： 

• 设备类型、型号和品牌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使用设备所在的国家/地区 
• 用户点击信息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通过收集数据，将直接影响所做的设计和功能决策以改善客户体验。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1. 打开设备上的 Lenovo Settings 应用程序。 
2. 转到“应用程序使用情况”部分。 
3. 将“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控制设为“关”。 

Lenovo Solution Center 
通过此应用程序可对计算机运行诊断程序，进而协助 Lenovo Support 快速识别硬件 
故障。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信息，如： 

• 设备类型和型号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使用设备所在的国家/地区 
• 使用的应用程序功能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通过收集数据，将直接影响有关改善客户体验的决策，同时还有助于为您提供更好的支持

体验。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1. 打开 Lenovo Solution Center。 
2. 选择工具栏上的“设置”。 
3. 清除“向 Lenovo 发送匿名的使用情况统计信息”复选框。 
4. 单击“保存”。 

Lenovo System Update（仅在 Windows 7 和 Windows 8 设备上） 
此独立应用程序会报告更新状态，并自动为计算机上安装的应用和 BIOS 下载并安装软件

更新，从而帮助您保持系统上的软件处于最新状态。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数据，如： 

• 设备类型和型号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使用设备所在的国家/地区 
• 产品名称 
• 先前安装的更新 
• 自动更新设置状态 
• 应用程序事件，如启动/升级/异常、检查/安装更新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通过收集数据，将针对您的特定硬件和软件配置提供相关更新，包括性能和易用性更新。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1. 打开 Lenovo System Update 应用程序。 
2. 打开“帮助”（问号）图标。 
3. 打开“设置”。 
4. 清除“向 Lenovo 发送匿名的使用情况统计信息”复选框。 

  



Lenovo Companion 3.0 中的 Lenovo System Update 功能 
Companion 3.0 中的 Lenovo System Update 功能会报告更新状态并下载特定于所在计算

机的更新。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数据，如： 

• 设备类型、型号和品牌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使用设备所在的国家/地区 
• 产品名称 
• 先前安装的更新 
• 自动更新设置状态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通过收集数据，将针对您的特定硬件和软件配置提供相关更新。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可通过设备上的 Lenovo Settings 应用程序或通过 Lenovo Companion 3.0 应用程序来禁

用与 Lenovo 共享匿名统计信息。 

使用 Lenovo Settings 应用程序 

1. 打开 Lenovo Settings 应用程序。 
2. 转到“应用程序使用情况”部分。 
3. 将“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控制设为“关”。 

通过 Lenovo Companion 3.0 

1. 打开 Lenovo Companion 3.0 应用程序。 
2. 转到“应用程序设置”功能。 
3. 将“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控制设为“关”。 

  



WRITEit 
此应用程序让使用支持手写笔的设备的用户可在几乎任何文本字段或应用程序（无论其是

否设计为支持手写笔输入）中进行手写输入。 

与 Lenovo 共享的信息 

匿名信息，如： 

• 在应用程序中使用的功能（例如，以笔迹或图像形式插入文本） 
• 设备类型和型号 
• 操作系统版本和语言 
• 手写笔硬件类型 

客户与 Lenovo 共享信息的价值 

通过收集数据，将直接影响有关改进或删除应用程序功能的决策。 

禁用匿名数据共享 

1. 打开 Lenovo Settings 应用程序。 
2. 转到“应用程序使用情况”部分。 
3. 将“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控制设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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