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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小心
注：“注”表示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使用产品的重要信息。

小心：“小心”表示可能会损坏硬件或导致数据丢失，

并告诉您如何避免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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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手机

正面视图

1 近程传感器 2 环境光传感器

3 电池充电指示灯 4 听筒

5 前置相机 6 音量增大按钮

7 音量减小按钮 8 搜索

9 主屏幕 10 菜单

11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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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视图

1 电源/锁定按钮 2 相机闪光灯

3 后置相机 4 噪音消除话筒

5 3.5 mm 耳机连接器 6 铃声/静音按钮

7 Micro-USB 连接器 8 麦克风

9 扬声器 10 MicroSD 和 Micro-SIM 
卡插槽

11 音量减小按钮 12 音量增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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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手机
     小心：取出或插入 micro-SIM 卡之前必须先关闭手机。

         注：micro-SIM 卡上的金属接点必须朝向手机的正面，  

     而 microSD 卡上的金属接点必须朝向手机的背面。

         注：micro-SIM 卡和 microSD 卡可能没有预安装。

1. 插入 microSD 卡和 micro-SIM 卡。

1 micro-SIM 卡 2 microSD 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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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给手机充电 3. 开启手机

4. 连接耳机（可选） 注：手机中的电池不可

移除。如果要重置手机，

请按住音量减小按钮和

电源按钮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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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屏幕
手机在闲置一段时间后，将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如要将手机从

睡眠模式唤醒，请按电源/锁定按钮。

从睡眠模式唤醒手机后，将出现锁定屏幕。

要解锁屏幕，轻触并向下拖动 
。

可设置屏幕锁定，防止未经授权

使用手机。

可设置数字 PIN 码或密码。要

设置屏幕锁定，轻触  → →
系统设置 (System Settings)→
锁屏 (Lock Screen)→设置屏幕

锁定 (Set Up Screen Lock)。

要设置数字 PIN 码，轻触数字 

(Number)。PIN 码必须至少包含

四个数字。

要设置密码，轻触密码 

(Password)。密码必须至少包含

四个字符且必须至少包含一个

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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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
手机有七个可自定义的主屏幕面板。可在主屏幕面板上为最

常用的应用程序添加小部件和快捷方式。

要在主屏幕面板之间导航，在屏幕上将手指向左或向右轻拂，

或轻触要前往的主屏幕面板对应的点。

轻触  进入默认的主屏幕面板。

自定义主屏幕
可以向主屏幕面板添加快捷方式、应用程序、小部件、文件夹

和墙纸。

向主屏幕添加项目

1. 进入主屏幕。

2. 轻触 →添加 (Add)。

3. 轻触所需的项目，然后将其拖至所需的主屏幕。

启动应用程序
启动应用程序，

1. 导航至包含所需应用程序的主屏幕面板，或轻触  以访

问应用程序屏幕。

2. 轻触所需应用程序的图标。

要切换至最近使用的应用程序，轻触并按住 ，然后轻触该

应用程序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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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
状态栏出现在每个屏幕的顶部。其会显示各种图标，指示收到

的通知、手机状态和当前时间。

通知 状态

通知

显示未接电话、新电子邮件和信息等的图标。

要打开显示手机状态和通知列表的通知面板，轻触状态栏并

向下拖动。

轻触列表中的通知可在相应的应用程序中将其打开。

要关闭通知面板，轻触面板底部的选项卡 ，然后将其

向上拖至屏幕的顶部。

状态

显示电池充电、充电进程、闹钟设置、网络连接等的图标。

时间

显示当前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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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电话
可以通过从联系人列表、通话记录、收藏夹中选择联系人或

使用屏幕上的拨号按键盘来拨打电话。

1. 轻触主屏幕上的 ，打开

手机应用程序。

2. 使用屏幕上的拨号按键盘拨

号并轻触  以拨打电话。

若在通话期间打开其他应用程

序并想要返回到手机应用程序，

轻触状态栏，将其向下拖至屏

幕底部，然后轻触当前通话 
(Current call)。



11

要接听电话，向下拖动 。

要拒接电话，向上拖动 。

接听或拒接电话
接听电话时，来电屏幕显示呼叫者 ID 和任何其他信息（如果

呼叫者已在联系人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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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操作手势
手机的多点触控屏幕允许您用手指移动屏幕内容、滚动浏览

菜单和查看照片等。

轻拂 — 可滚动浏览主屏幕、列表、

条目、照片和联系人等。

沿屏幕内容所需移动方向快速滑动

手指。

展开 — 可用于放大网站、地图或图片。

将两根手指彼此移开，放大屏幕内

容的视图。

收缩 — 用于缩小网站、地图或图片。

将两个指头合拢即可缩小屏幕内容

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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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输入
可使用 Baidu 键盘或多按式键盘输入文本。

启动应用程序或轻触需要文本输入的字段时，将自动出现 Baidu 
键盘，这时即可输入文本。

可使用多按式键盘点按某个键多次来键入单词的字母，以输入

文本。

信息发送
可以使用信息发送功能收发短信 (SMS) 和彩信 (MMS) 信息。

发送新信息

1. 轻触主屏幕或应用屏幕上的 。

2. 轻触新建 (New)。

3. 在收信人 (To) 字段中输入姓名或手机号码。

4. 轻触输入信息 (Type to compose) 字段以开始撰写信息。

5. 如果要附加文件，轻触 。

6. 轻触发送 (Send)。

注：注：带有附件的信息自动转换为 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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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和蓝牙

开启 Wi-Fi 并连接网络

1. 轻触 → → 无线和网络 (Wireless & Networks)→ 
WLAN 设置 (WLAN Settings)。

2. 将 WLAN 滑块拖至右侧  以开启 Wi-Fi。

手机扫描并列出可用的 Wi-Fi 网络。

3. 轻触要连接的网络。

开启蓝牙并使手机可发现 

1. 轻触 → → 系统设置 (System Settings)→ 蓝牙设置 
(Bluetooth Settings)。

2. 将蓝牙 (Bluetooth) 滑块拖动至右侧  以开启蓝牙。

状态栏中将出现蓝牙图标 。

3. 将可检测性 (Discoverable) 滑块拖至右侧 ，使手机

对其他蓝牙设备可见。

与其他蓝牙设备配对

1. 开启蓝牙并扫描可用的设备。

2. 在出现的列表中，轻触要与手机配对的设备，然后按屏幕

上显示的说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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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可通过浏览器查看网页和搜索 Internet 上的信息。

要打开浏览器，轻触主屏幕上的 。

要进入网页，在网页地址栏中输入 URL，然后轻触 Baidu 键
盘上的  或浏览器控制栏上的 。

要访问书签并浏览历史记录，轻触浏览器控制栏中的 。

要滚动浏览网页，在屏幕上滑动手指。

要转到网页中的某个链接，轻触该链接即可。

要缩放网页的各部分，使用展开或挤压手势。

要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轻触 → 新窗口 (New window)。

要切换到其他浏览器窗口，轻触 → 窗口 (Windows)，然后

轻触要打开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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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 搜索
可以使用 Baidu 快速搜索框搜索手机或 Internet 上的信息和

项目。

开始搜索

1. 在默认主屏幕中，轻触 Baidu 
搜索 (Baidu Search) 小组件。

屏幕上将出现键盘。

2. 输入要搜索的关键字。输入

之后，屏幕上将出现匹配的

结果。

3. 轻触匹配的结果或轻触 ，

在 Internet 上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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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
可使用相机拍摄照片和视频，并将其保存。

拍摄照片

1. 轻触  以启动相机应用程序。

2. 轻触并按住快门按钮  进行对焦，然后释放该按钮以

拍摄照片。

拍摄视频

1. 轻触  以启动相机应用程序。

2. 如果该应用程序处于照片模式，轻触  并将其拖至 。

3. 要开始摄像，轻触 。

4. 要停止摄像，轻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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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商店
易商店是一个可以在手机中下载和安装应用程序的在线商店。

启动易商店

轻触  以启动易商店应用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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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吸收率 (SAR) 信息
在正常使用和佩戴式使用两种情况下测试，此设备最高的 
SAR 值如下：

•	10	g	SAR：0.53 W/kg

其他信息
如要了解有关使用手机及其提供的功能和高级选项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手机内存中或 support.dell.com/manuals 上的《用户

手册》。



www.dell.com | support.dell.com

中国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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