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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尊敬的用户：

责任声明

致谢！

武汉攀升鼎承科技有限公司

感谢您的购买和使用IPASON品牌一体式电脑, 为了您的安全和利益, 在使用产品前,
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及随机附带的全部资料。如果您未按照产品说明书操作和使
用产品，而导致任何的人身伤害，财产或其它损失，本公司将不承担责任。

关于本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下简称“说明书”）

如果您对说明书的任何内容或条款存在不明或异议，请在购机后七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书面异议，否则视为您已经同意，理解并接受说明书全部内容。

产品使用过程中，如果您遇到问题，欢迎您登陆本公司网站www.ipason.com或拨
打服务电话4000055360进行咨询。

本公司保留对说明书的解释和修改的权利。

本说明书没有任何形式的担保，立场表达或其它暗示，若有任何因本说明书所提到
的产品规格和资讯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流失或事业终止，本公司及所属员工恕不
为其承担任何责任。除此之外，本说明书所提到产品规格和资讯仅供参考，包括产品硬
件和软件内容，其内容亦会随时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说明书版权属于本公司所有；
说明书提及的商标，字号属于它们各自的权利拥有者；
说明书内容如同实际产品不一致，以实际产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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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感谢您购买攀升(IPASON)一体式电脑, 在您使用前, 请务必仔细阅读并保存本说明书。

警告及注意事项

警告：
本产品使用了高电压。
不要擅自撬开机器后盖，应向有经验
的服务人员要求这方面的服务。

警告：
为了预防火灾和电击的危险，请不要
把本产品的主部件暴露在雨水或潮湿
的空气里面。

警告：
不要向本产品后盖的散热槽或开口里扔
物品, 避免各类液体散落在本产品上。

注意：
如果把本产品放进一个间隔较小或是相
对拥挤的空间里，必须如右图一样保持
最小的距离。过热会缩短本产品的寿命
而且也会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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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不能站在、倚在本产品上，或是用力
推本产品，您应该特别关照您的孩子 
们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注意：
不要把本产品放在一个不牢靠的架
子、搁板或是桌子边缘，因为如果它
掉下来会严重伤害到个人，并会损坏
产品本身。

注意：
当不使用本产品的时候，建议从电源
插座上拔下本产品的电源插头。

注意：
应该避免使机器主要部件直接暴露在
阳光等热源下面，也不要把本产品放
在其它散发热量的产品上，比如：视
频卡带播放机，音频功放等。不要堵
住本产品的通风孔。通风对于防止电
器产品的故障至关重要。另外，注意
不要踩扁了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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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一体式电脑包装清单内容如下：
1. 一体式电脑 x 1
2. 产品手册 x 1
3. 电源线 x 1
4. 电源适配器 x 1
5. 键鼠套装 x 1
6. 鼠标垫 x 1
7. 珍珠棉 x 2
8.无纺布 x 1

安全指示

包装清单内容

不要将一体式电脑放置在不稳定，易跌落的地方。
不要将一体式电脑暴露在极端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中。
避免将一体式电脑直接暴露在太阳光和其它热源下。
避免将一体式电脑的散热通风口堵住。
不要将一体式电脑放置在任何液体中。
不要将一体式电脑放置在靠近水的地方。
不得将任何东西放进一体式电脑内，也不要在一体式电脑上放置盛水的容器。
在雷雨天气（尤其有闪电时），请把电源插头拔掉。
不要踩在电源线上，也不要使电源线缠绕在一起。
不要使墙上的外部连接插座过载，以免引起火灾或触电。
使用干燥、柔软的布（不含挥发性物质）擦拭一体式电脑。
如果您的一体式电脑坏了，不要自己修理，请与专业维修人员联系。
请确认一体式电脑安置在合适的位置。若需要安装在墙上或悬挂在天花板上，请在
专业人员指导下安装。

“设备不应遭受水滴或水溅”和“设备上不应放置诸如花瓶之类装满液体的物品。”
本设备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请拔掉电源插头。
警告此为A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需要用户对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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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及接口示意

一体式电脑硬件使用说明

（主板接口一，具体参照实物机型）

（主板接口二，具体参照实物机型）

（主板接口三，具体参照实物机型）

（主板接口四，具体参照实物机型）

1 电源开关
2 电源指示灯
3 USB 2.0 type A 端口
4 支架
5 底座
6 耳机输出
7 音频输入
8 USB 2.0/USB3.0 type A 端口
9 RJ45(10/100/1000M)

10 USB 2.0/USB3.0 type A 端口
DP 输出 （主板接口一）
HDMI 输出 （主板接口二）
VGA 输出 （主板接口三）
COM 端口（主板接口四）

12 HDMI输出
13 电源输入
14 喇叭孔
15 束线孔

11

7



9.2mm

1

3

2

附表：请根据产品型号，查询对应适配器规格。

快速安装及适配器使用说明
1.在使用电脑之前，请先接上电源。

产品型号 适配器
P22OABJ30、P22OABJ31、P22OABJ32、P22OABJ41、P22OABJ42
P230ABJ30、P230ABJ31、P22OABJ32、P230ABJ41、P230ABJ42

12V/4A

P22OBBA30、P22OBBA31、P22OBBA9A、P22OBBA9B、P22OBBA9C
P230BBA30、P230BBA31、P230BBA91、P230BBA92、P230BBA94
P220BBH34、P220BBH35、P230BBH34、P230BBH35 19V/4.74A

P230BBH3A、P230BBH3B、P230BBH39、P230BBH33、P230BBH36
P230BBH3D、P230BBA32、P230BBA34、P230BBA35、P230BBA36

19V/6.32A

DC电源规格表

8



9.2mm

基本操作

开关机

紧急关机

键盘
无线键鼠与鼠标

1.请将键盘与鼠标的无线接收器插入USB端口，并确定确实紧密接触。
2.为键盘与鼠标装上电池，并请注意电池的+，-极性，不可装反。

2.在使用电脑之前，请先接上电源。

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交流电源的插座上。
将适配器上的圆形插头接入电脑的DC插孔。
按下电源开关开机。
使用完成后按下电源开关关机，或点击开始菜单→关闭计算机→点击“关闭（U）。”

*电源适配器使用注意事项：请使用标配的电源适配器。

         当您的电脑无法正常关机，或需要紧急关机时，请按下电源开关直到系统自动掉电。
注意：当您的电脑正在存取或读写数据时，请勿使用紧急关机，以免造成数据丢失或损坏。

3.为了更好的察看，推荐看一体式电脑的正面，然后按照自己喜好调节一体式电脑的角度。
保持站立，以便当改变一体式电脑角度时，不会推翻一体式电脑，切斜角度最多可调整至
-5  到23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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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设置
开机到 LOGO 处按下DEL，进入BIOS设置界面。

待机/休眠功能
        
        主要用于节电，该功能使您可以不需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返回工作状态。待机模式
可关闭显示屏和硬盘、风扇之类设备，使整个系统处于低能耗状态。在您重新使用一体
式电脑时它会迅速退出待机模式，而且桌面精确恢复到进入等待时的状态。

        待机模式不在硬盘上存储未保存的信息，这些信息仅仅只存储在一体式电脑内存中。
如果期间突然断电，这些信息将丢失。因此，在将一体式电脑置于待机模式前应该保存
文件。如果您希望在离开一体式电脑时自动保存所做的工作，可使用休眠模式而非待机
模式。但是，休眠模式将关闭一体式电脑。
        在结束休眠时，所有工作都会完全精确地还原到离开时的状态。内存中的内容会保
存在磁盘上，显示屏和硬盘会关闭，同时也节省了电能，降低了一体式电脑的损耗。一
般来说，使一体式电脑解除休眠状态所需的时间要比解除等待状态所需的时间要长，但
休眠状态消耗的电能更少。

         进入方式
         <待机>开始菜单 - 关闭计算机】，选择【待机】，将进入待机状态。
         <休眠>电源选项属性的【高级】中将计算机执行的动作改为休眠。

无线网卡
         激活后刷新网络列表。
         选择要连接访问的无线网络，点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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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要求
依据中国政府针对“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为控制和减少电子信息产品废
弃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促进生产和销售低污染电子信息产品，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
仅提供有关产品可能含有有毒和有害物质如下：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提示性说明

环保使用期限说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电子信息产品必须标识此标志，标志内的数字代表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的产品的环保使
用期限。 

为了更好地关爱及保护地球，当用户不再需要此产品或产品寿命终止时，请逢守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相关法律
法规，将其交给当地具有国家认可的回收处理资质的厂商进行回收处理。

液晶屏/灯管
电路板组件* 
金属件 (SECCISPTESPCC)
金属支撑/底座
喇叭组件
风扇组件
散热器组件
电源 
电源线
线材 
LED灯条组件
塑胶组件
螺钉
金属LOG0贴牌
标签/后铭牌 
说明书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电路板组件包括印刷电路板及其构成的零部件，如电阻、电容、集成电路、连接器等。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26572规定的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但是上表中打 "X"的部件，其含量超出是因为目前业界还没有成熟的可替代的技术。

本表格依据SJ/T11364-2014的规定编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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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为了您更好地使用本产品，通过本产品随机附带的保修卡向您做出下述维修承诺，并
按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称“三包”）
中的内容和范围，向您提供三包服务。若出现三包故障时，可凭该产品保修卡正本到该
商品购买处（如经销商或代理商）进行申请办理维修服务。

一、三包服务内容如下：

保修服务条例

1、商品自售出之日起七日内（凭有效的产品保修卡正本），出现三包中《微型计算机商
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故障时，消费者可选择退货、换货或修理。
2、商品自售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有效的产品保修卡正本），出现三包中《微型计算机
商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故障时，消费者可选择换货或修理。
3、商品自售出之日起三年内（凭有效的产品保修卡正本），出现三包中《微型计算机商
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故障时，消费者可选择修理。

本公司对随一体式电脑及附件按以下说明保修：

检测无故障；
超过三包有效期；
无有效的产品保修卡正本；
保修卡正本与商品实物标识不符或者涂改；
未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损坏的；
由于使用不当，出现液晶面板划伤、磕碰、变形、凹陷等状况；
由于使用不当，出现驱动板，电源烧毁；
意外因素或人为行为以及外力造成的故障或损坏(包括操作失误、搬运、磕碰、碰撞、
摔毁、水浸、导电物进入设备、输入不适合的电压等）。

        为了使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下列原因导致产品故障或损
坏，不在三包服务范围内，我公司不承担免费保修义务：

本公司对IPASON品牌一体式电脑整机提供三年质保期；对随机附送的电源线或电源适配
器提供一年质保期（超过一年提供付费保修服务）。

二、保修说明

三、免除保修义务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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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流程

注：1. 服务期限自快递签收之日起，部分配件以厂家提供的保修期限为准。

       2. 我司有权根据最新的售后服务政策调整上述服务内容。

软件问题 硬件问题

通过在线客服或联系经销商客服  工作时间：08:00-22:00

寄回维修 扫码叫修客 服 在 线
及 时 解 决

1.联系在线客服登记； 
2.填写售后服务登记卡； 
3.打包好产品（加入防 
震泡沫）同售后服务卡
一并寄回。 

1.工程师接单响应，确定
服务需求

2.工程师提供上门服务 (时效
受所在区域及配件备料情况
影响，具体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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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数据安全，请务必对您认为重要的数据自行备份。我司不提供备份及恢复数据
的服务，也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发生退换货请您一定要将产品原包装一并退回，请勿在原包装上粘贴任何标签；

（若原包装有问题，厂家将不予换新，只能做维修）
本店产品均为电子产品，请您注意做好包装防震工作，我们将不胜感激。

售后服务登记卡

发回件注意事项

ID用户名（必填）

您的姓名（必填）

售后原因（为了更快为您解决问题，请用正楷字体认真详细填写故障现象）

订单编号（必填）

联系电话（必填）

您的收货地址:若您的联系人、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等信息有任何变动，请务必联系
在线客服备注。无备注订单一律按订单默认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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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记录：

维修日期 维修单位名称 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情况 维修完成日期 维修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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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Respected User:

Responsibility Statements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and using IPASON brand All-in-One Pc. For your safety and 
benefit, before using the product, please read this product manual and al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ith it carefully. If you use the product without following the 
product instructions, the compan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personal injury, property or 
other damages caused by the misuse of the product.

About this product manual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structions")
The copyright of the manual belongs to the company;Trademarks mentioned in the 
specification, the font size belongs to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holders;The contents of the 
manual which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products, subject to the actual 
products;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disagreements about any content or terms of the 
manual, please submit it to the company within 7 days after purchase.If there are no 
written objections, you are deemed to have agreed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entire 
terms of the manual.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during the use of the product, welcome 
to visit our website www.ipason.com or call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4000055360.The 
company reserves all the rights to interpret and modify the instructions.
Thank you!

This manual does not contain any form of warranty, positional expression or other 
implies. If there are direct or indirect loss of information or business termination caused 
by product specifications or information,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do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it. In addition, the product specif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entioned in this manual are for reference only, including product hardware and 
software contents. Its contents will be updated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Wuhan Ipason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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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arnings and Precautions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IPASON all-in-one computer, please read and save this manual 
carefully before using it.

Warning:      
This product has a high voltage.Do not 
open the back cover of the computer 
without authorization. Please request 
the service from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staff.

Warning: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risk of fire and 
electric shock, please do notexpose 
the main parts of the product to rain or 
moist environment.

Warning:
Do not throw things into the heat sink 
or gap in the rear of the product. Don't 
spill any liquid to the product.

Attention:
If put this product into a narrow or 
crowded space, please remain enough 
space for it as picture shown. Overheat 
would shorten its working life and 
cause dangerous. 



Attention:
Don’t stand, lean on this product, or 
push this product forcely.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 children and teach 
them pay attention to these matters.

Attention:
Don't put this product on an unreliable 
shelf, board or table edge because it’s 
fall will seriously harm to individuals 
and damage products itself. 

Attention:
When not using the product, it is better 
to unplug the power cord.

Attention:
Avoid exposing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computer under the heat source 
such as sunlight; Do not put this 
product on other products that emit 
heat, such as: video cassette player, 
audio amplifier, etc. Don't block the 
vents of the product. Ventilation is 
critical to prevent malfunction of the 
product.Besides, pay attention and do 
not step on the pow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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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Name
Lead (Pb) Mercury

(Hg)
Cadmium

(Cd)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Polybromin-
ated bipjenyl

(PBB)

Polybromina-
ted diphenyl
ether(PBDE)

Harmful Substance

LCD Screen / Lamp

Circuit Board
 Components *

(SECC/SPTE/SPCC)
Metallic Parts

Metal Bracket / Base

Speaker Assembly

Fans Assembly

Radiator Components

Power Supply

Power Cable

Wire

LED Light Bar

Plastic Components

Screws

Metal LOGO

Manual

Label / Rear
nameplate

ICircuit board components include a printed circuit board and its components, for example: Resistors, capacitors, 
integrated circuits, connectors, etc.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hazardous substance in all homogeneous materials of these parts, and they 
are all below the requirements specified in GB / T 26572.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hazardous substance in at least one of the homogeneous materials of the 
parts exceeds the limit requirements specified in GB / T 26572. However, the parts marked with an "x" in the above 
table have an excessive conten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mature alternative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y.

This table i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SJ / T 11364-2014:
:

:

:

China RoHS
According to China's Requirements on Restricted Use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China RoHS), the following section lists the names and contents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that maybe exist in this product.

Instructions on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Recycling and Disposal of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Electronic products sol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ust be marked with the mark, and the numbers on the 
mark re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se period of the product under normal use.

In order to take better care and protect the earth, when users no longer need this product or reach the end of product life, please 
abide by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recycling and disposal of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in the 
country, and hand it over to a local manufacturer with a nationally recognized recycling treatment qualification for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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