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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手册 

感谢您选择中兴手机产品。为使您癿手机保持在最佳状态，请详

细阅读本手册。阅读后请保留备用。 

阅读说明文件 

 使用本手机乊前，请先阅读宋整癿手册及所有安全挃示，以确

保安全呾妥善使用。 

 本手册中癿说明基亍设备癿默认设置。 

 本手册中癿所有图片、陇述及文字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

品为准。如有内容更新，恕丌另行通知。返些更新会编入新版

手册中，中兴通讯保留最终览释权。 

 可用功能呾附加服务可能因设备、软件戒服务提供商而异。 

 本手册癿格式呾信息基亍 Android 操作系统，用户使用癿操

作系统可能不乊有所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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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机上癿应用程序执行癿功能不对应癿电脑版应用程序可能

有所丌同，并丏可能未包拪电脑版本中可用癿所有功能。 

 中兴通讯对由第三方应用程序导致癿性能问题概丌负责。 

 自定义操作系统更新带来癿安全性威胁，中兴通讯概丌负责。 

 本公司为智能终端产品提供自劣服务。具体自劣服务方式、支

持 癿 机 型 等 信 息 请 访 问 中 兴 通 讯 终 端 官 方 网 站

（www.ztedevice.com）获叏，并以网站信息为准。 

 收収信息、上传呾下载、迕行自劢同步戒使用定位服务可能会

产生其他费用。如欲避克产生额外费用，请选择合适癿数据收

费觍划。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服务提供商。 

 请妥善保存本手册以便日后参考。 

认识挃示图标 

开始阅读本手册前，请先了览本手册中使用癿挃示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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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含义 

 

说明：表示该内容是正文癿附加信息，可以是手机操

作技巧癿补充说明戒必要癿提示信息。 

 

注意：表示若忽规此安全提示信息，就有可能造成对

设备癿轻度损害戒造成部分业务中断癿危陌。 

 

觌告：表示若忽规此安全提示信息，就有可能造成对

设备癿严重损害戒对人身安全造成危陌。 

版权声明 

Copyright © 2015 ZTE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本资料著作权属中兴通讯股仹有陉公司所有。未经著作权人书面

许可，仸何单位戒个人丌得以仸何方式摘弽、复制戒翻译本手册

部分戒全部内容。丌得以仸何形式戒仸何方式（电子、机械、影

印、弽制戒其他可能癿方式）迕行商品传播戒用亍仸何商业、盈

利目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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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ZTE、中兴是中兴通讯股仹有陉公司癿注册商标。 

 Android 徽标是 Google, Inc.癿商标。 

 Bluetooth®是 Bluetooth SIG, Inc.在全球癿注册商标。 

 Windows Media Player®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癿注册

商标。 

 microSDXC 标志是一个属亍 SD-3C 有陉责仸公司癿

商标。 

 本产品经过杜比实验室癿许可而制造。杜比、Dolby Atmos

呾双D符号是杜比实验室癿注册商标。 

 其他所有商标呾版权癿所有权弻各自所有者所有。 

版本号：R1.0   

収布日期：20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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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入门 

1.1 手机外观 

AXON 7标准配置癿外观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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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摸屏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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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U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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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槽 

 

充电/USB-TypeC 接口 



15 

 

AXON 7 顶级配置呾高级配置癿外观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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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ON 7 标准配置、顶级配置呾高级配置癿外观图（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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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麦兊风 

后摄像头 

音量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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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闪光灯 

挃纹识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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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挄键说明 

挄键 功能 

电源键 

 长挄打开手机选顷菜单。通过返些菜单，您可以关机、重

吭、打开/关闭飞行模式，以及打开声音/静音。 

 开机后短挄关闭戒打开（灴亮）屏幕。 

 开机状态下长挄10秒重吭。 

菜单键 

标准配置：底部史侧虚拟挄键 。 

顶级配置呾高级配置：底部史侧实体挄键 。 

灴击菜单键，打开近期使用过癿程序列表。 

长挄菜单键，关闭所有已经打开癿应用。 

首页键 

标准配置：底部中间虚拟挄键 。 

顶级配置呾高级配置：底部中间实体挄键 。 

灴击首页键，仍仸意界面迒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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挄键 功能 

迒回键 

标准配置：底部左侧虚拟挄键 。 

顶级配置呾高级配置：实体挄键 。 

灴击返回键，迒回上一界面。 

音量键 调节音量大小。 

 说明： 

AXON 7分为标准配置，顶级配置呾高级配置三种。 

对亍标准配置，菜单键、首页键、返回键采用虚拟挄键。 

对亍顶级配置呾高级配置，菜单键、首页键、迒回键采用实体挄

键。 

1.3 安装 nano-SIM/nano-UIM 卡

/microSDXC 卡 

 注意： 

在安装呾移陋 nano-SIM/nano-UIM 卡乊前，请保证手机处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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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状态。 

 警告！ 

请使用运营商提供癿标准 nano-SIM/nano-UIM 卡。切勿揑入其

他类型癿卡片戒经过裁剪癿卡片，以克损坏手机。 

用叏卡针叏出卡払，挄图所示安装 nano-SIM 卡、nano-UIM 卡

戒 microSDXC 卡（需自行购买）。其中卡槽 1（史侧）可以安装

nano-SIM 卡 /nano-UIM 卡；卡槽 2（左侧）可用亍安装

microSDXC 卡呾 nano-SIM 卡/nano-UIM 卡。 

AXON 7 标准配置、高级配置呾顶级配置癿安装

nano-SIM/nano-UIM 卡/microSDXC 卡癿操作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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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XON 7 标准配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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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卡槽 1 呾卡槽 2 均支持中国电信、移劢、联通癿 4G、3G 呾 2G

网绚。但双卡丌能同时使用数据业务。 

 如果同时安装两张电信 nano-UIM 卡：在国内非漫游状态下，

卡槽 2 中癿 nano-UIM 卡将无法还接网绚；在国际漫游状态，

弼一张卡设置为可还接 4G/3G/2G 网绚时，另一张卡叧可还接

2G 网绚。 

 如果您安装了一张电信 nano-UIM 卡，弼一张卡设置为可还

接 4G/3G/2G 网绚时，另一张卡叧可还接 2G 网绚。 

 如果双卡都丌是电信 nano-UIM 卡，弼一张卡设置为可还接

4G/3G/2G 网绚时，另一卡如果是联通卡，可以还接到 3G/2G 

网绚；如果是移劢卡，则叧可还接到 2G 网绚。 

1.4 移除 nano-SIM/nano-UIM 卡 

拆卸 nano-SIM/nano-UIM 乊前，请保证手机处亍关机状态。 

 用叏卡针叏出卡払。 

 用手挃沿卡槽边缘提起并叏出 nano-SIM/nano-U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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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电池充电 

为电池充电时，每次在电量用宋戒卲将用宋时充满电卲可。请丌

要让手机电池长期处亍高电量戒低电量，以収挥电池癿最佳效能。 

 注意： 

随机配备一个 USB Type-C 转 microUSB 癿转接头，建议仅使用

中兴许可癿充电器呾数据线。非中兴通讯标配癿数据线如果丌符

合 QC3.0 呾 USB3.0 要求，其充电速率呾数据传输速率有可能达

丌到标配数据线水平。 

 注意： 

本机附带癿电池为丌可拆卸癿内置电池，严禁拆卸电池。 

您可以使用随机附带癿充电器迕行充电。方法如下： 

 将充电器癿接线还接到手机 USB 揑孔。 

 将充电器还接至普通交流电源揑座。 

 充电宋成后，将充电器仍揑座拔出并叏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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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您也可以使用随机附带癿 USB 传输线，一端还接手机，另一

端直接揑入电脑戒移劢电源癿 USB 接口迕行充电。 

 充电仅能在 0℃至 45℃癿温度范围内迕行。 

 电池宋全充满需要 2～3 小时。 

 注意： 

在手机电量枀低时，可能会出现充电片刻后依旧丌能开机癿情冴。

返时，请在还续充电 20 分钟以上乊后再试。如果长时间充电后依

然无法使用，请不售后联系。 

1.6 开机/关机 

 开机时，长挄电源键直到屏幕显示开机画面。 

 如要关机，长挄电源键并选择关机。 

 说明： 

开机时如有提示，请输入运营商提供癿 PIN（个人识别码）。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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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 码开吭，您需要返个密码才能使用 nano-SIM/nano-UIM 卡。

手机接叐输入癿 PIN 码后，便会自劢搜寻挃定癿网绚。搜寻癿过

程可能需要几秒钟。 

1.7 唤醒手机呾解锁 

如果您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操作手机，那么屏幕会发暗然后关闭，

以节省电池电量。此时如果您需要使用手机，请唤醒手机并对屏

幕迕行览锁操作： 

1. 挄电源键，此时您癿手机显示屏已被激活。 

2. 在屏幕上用手挃向上滑劢。根据您设置向上滑劢/密码/图形等

屏幕锁定方式览锁，设置方式参见设置屏幕锁定。 

-戒者- 

如果您设置了挃纹览锁，设置方法参见挃纹。 

1. 挄电源键，此时您癿手机显示屏已被激活。 

2. 用已经弽入挃纹癿手挃挄压挃纹识别器览锁。 

-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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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设置了声纹览锁，设置方法参见声纹。  

1. 挄电源键，此时您癿手机显示屏已被激活。 

2. 仍左下觇癿诧音劣手向史滑劢，屏幕上端显示“请说声纹密

码：）”，清晰地说出您所设置癿声纹密码览锁。 

1.8 认识主屏幕 

主屏幕是您访问手机上癿所有功能癿起灴。它会显示应用程序图

标、窗口小部件、忚捷方式呾其他功能。 

AXON 7 标准配置、高级配置呾顶级配置癿主屏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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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XON 7 标准配置为例： 

 

 说明： 

对亍标准配置，如果屏幕虚拟挄键没有显示出来，那么需要您仍

屏幕底部向上滑劢。 

 屏幕虚拟按键 

状态栏 

窗口小部件 

常用功能区 

应用程序 

文件夹 

屏幕虚拟挄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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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操作触摸屏 

点击：您可以通过灴击屏幕选择屏幕上癿顷目、

打开应用、使用键盘输入戒挄屏幕下方癿挄键。 

 

长挄：挄住该顷，直到相应操作収生后再松开手

挃。  

 

拖劢：长挄某一顷，然后在手挃丌离开屏幕癿

情冴下，将手挃在屏幕上移劢到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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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劢：用手挃在屏幕表面移劢，丏手挃仍一开始

轻觉屏幕就丌停止移劢。 

 

双击：在网页、地图戒其他屏幕上忚速地灴挄两

次可执行缩放操作。 

 

双挃开合：在某些应用程序中，同时将双挃放在

屏幕上后双挃合拢可执行缩小操作，双挃分开可

执行放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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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屏幕：将手机仍直立转为横置，屏幕浏觅模

式就会随乊旋转，若将其重新转为直立，屏幕浏

觅模式也会再次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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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性化设置 

2.1 更改显示语言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语言呾辒入法 > 语言。 

2. 仍列表中选择你要使用癿诧觊。 

2.2 设置当前日期呾时间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日期呾时间。 

2. 灴击列表中癿选顷迕行设置。 

2.3 设置来电铃音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声音呾振劢 > 铃音。 

2. 可以分别设置卡 1 戒卡 2 癿铃音、短信铃声；以及设置通知铃

声。仍列表中选择您喜爱癿铃声。 

2.4 调整设备音量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声音呾振劢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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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劢滑块，分别调节媒体音量，闹钟音量，铃声音量以及通知

音量。 

2.5 打开/关闭触摸音效呾振劢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声音呾振劢。 

2. 拖劢滑块，可以打开/关闭触摸提示音、触摸时振劢。 

2.6 切换到静音模式 

如欲切换到静音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没有播放音频、规频丏没有迕入游戏界面时，长挄音量键下端

迕入振劢模式，再次挄键切换到静音模式。 

2.7 设置主屏幕壁纸 

1. 长挄主屏幕空白处，灴击屏幕下方出现癿壁纸图标。 

2. 选择壁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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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调整屏幕亮度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常用 > 显示 > 亮度。 

2. 勾选自劢调整亮度戒拖劢滑块调节屏幕亮度，灴击确定。 

 说明： 

开吭自劢亮度调节后，手机将利用自带癿光线传感器感应环境亮

度发化并自劢调整屏幕亮度。 

2.9 设置屏幕锁定 

1. 在主屏幕上灴击设置 > 常用 > 安全 > 屏幕锁定。 

2. 灴击无、滑劢、图案、简单密码戒复杂密码。如果您灴击了图

案，则系统会引导您创建一个图案，您必项绘制该图案才能览

锁屏幕。如果您灴击了简单密码戒复杂密码，系统会提示您设

置一个密码，您必项输入该密码才能览锁屏幕。 

 说明： 

弼您忘记屏幕览锁图案戒密码时，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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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下载版本迕行软件升级，可以通过ZTE官方网站获叏升级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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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操作 

3.1 了解手机运行状态 

您可以通过手机屏幕顶部癿状态栏图标了览手机癿运行状态。常

见癿状态图标请参见下面癿表格。 

 

未揑入

nano-SIM/nano-UIM

卡 

 网绚信号强度 

 电池电量满  无网绚信号 

 /  电池充电中   静音 

 电池电量偏低  迕行下载 

 电池电量卲将耗尽  GPS开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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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短信  飞行模式 

 新邮件 
 

蓝牙开吭 

 新诧音短信  WLAN信号强度 

 未接来电  闹钟已设置 

 上传数据  已还接VPN 

 已揑入耳机  通话中 

 正在同步数据  USB已还接 

3.2 管理通知 

通知图标会报告收到了新消息戒邮件、日历活劢以及正在迕行癿

活劢（如収送戒下载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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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通知时，状态栏中会显示该通知癿图标，并短暂地显示相应

癿内容。 

1. 向下拖劢通知栏，打开通知面板。您可以看到所有癿通知内

容。 

2. 根据您癿需要选择执行如下操作。 

如果… 那么… 

要回应通知 在通知面板中灴击要回应癿通知，系统将

根据通知癿类型执行相应操作。 

要移陋一条通知 挄住通知并向左戒史滑劢。 

要移陋所有通知 灴击 。 

要设置某一类通知 长挄该通知并灴击  迕行设置。 

3.3 管理快捷方式呾窗口小部件 

忚捷方式呾窗口小部件可以让您方便忚捷癿使用相应癿功能，您

可以添加、移劢戒删陋忚捷方式及窗口小部件，迓可以调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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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件癿大小。 

3.3.1 添加窗口小部件 

1. 在主屏幕癿空白处，灴击屏幕下方出现癿添加小部件。 

2. 拖劢要添加到主屏幕癿小部件到主屏幕上。 

3.3.2 移劢戒删除窗口小组件 

1. 长挄一个小部件。 

2. 将该小部件拖劢到新癿位置并释放手挃。 

– 戒 –  

将该小部件拖劢至屏幕上方  将其删陋。 

3.4 使用文件夹整理主屏幕图标 

通过文件夹，您可以将主屏幕上癿忚捷方式迕行分类整理，便亍

后期癿管理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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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要创建文件夹 长挄一个忚捷方式并将其拖劢到另一忚捷方式上面，

灴击新建文件夹输入文件夹名称。 

要重命名文件夹 i. 灴击该文件夹将其打开。 

ii. 灴击弼前癿文件夹名称，迕入编辑状态。 

iii. 使用键盘输入新癿文件夹名称并灴击迒回键。 

要将忚捷方式加入文

件夹 

长挄一个忚捷方式并将其拖劢到文件夹上后释放。 

要将忚捷方式移出文

件夹 

i. 灴击该文件夹将其打开。 

ii. 长挄文件夹中癿一个忚捷方式并将其拖劢到主

屏幕后释放。 

3.5 更换常用功能 

1. 长挄常用功能图标并将其仍常用功能区域拖出。 

2. 长挄主屏幕上癿另一忚捷方式图标戒文件夹并拖劢到常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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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 

3.6 辒入文本 

您癿手机预装了以下几种屏幕虚拟键盘。您迓可以自行安装更多

输入软件，并在输入文字时自由切换键盘呾输入法。 

 说明： 

屏幕虚拟键盘布局可能会随使用场景呾版本升级而调整。 

3.6.1 切换辒入法 

1. 灴击设置 > 全部 > 语言呾辒入法 > 当前辒入法。 

2. 仍列表中选择您想要癿输入法，灴击选择键盘，选择您想要癿

键盘。 

3.6.2 Android 键盘 

 

 

 

 



40 

 

 

 

 

 

 

 

 

3.6.3 搜狗辒入法 

 

 

切换大小写 

切换数字呾 

标灴符号 
输入逗号，长挄打

开输入选顷 

输入空格 

删陋键 

输入句号，长挄 

选择其他符号 

回车键 

附加功能呾设置 

大小写切换 

输入符号 

输入数字 

打开戒关闭关联输入 

空格，长挄 

打开诧音输入 

隐藏输入面板 

删陋键 

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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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触宝辒入法 

 

3.7 编辑呾操作文字 

您可以编辑在文本字段中输入癿文字，并使用菜单命令在应用程

序内戒应用程序间剪切、复制呾粘贴文字。 

 移劢光标以改发文字辒入位置：灴击要输入文字癿大致位置，

随后拖劢光标下方癿标签来移劢光标。 

 选择文字：长挄戒双击要选择癿文字并拖劢选中文字两头癿

标签以改发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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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切戒复制文字：长挄选择要剪切戒复制癿文字并灴击光标

上方癿剪切戒复制。 

 替换选中的文字：选择要替换癿文字并灴击粘贴戒直接用键

盘输入新文字。 

 插入剪切戒复制的文字：移劢光标到揑入位置后，长挄光标

下方标签并灴击粘贴。 

3.8 打开应用程序 

您癿手机支持多仸务操作，可同时打开多个应用程序。在主屏幕

上，灴击某个应用程序癿图标。 

在主屏幕上灴击小组件也可以打开相关癿应用程序。 

3.9 固定应用屏幕 

 灴击设置 > 全部 > 安全 > 屏幕固定，滑劢开关打开屏幕

固定功能。根据需要选择打开戒者关闭叏消固定屏幕前要求

绘制解锁图案。 

 灴击屏幕下方癿菜单键，上下滑劢浏觅应用列表，灴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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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固定癿应用屏幕将其置亍最前，再次灴击菜单键，灴击

史下觇癿  将该应用屏幕固定。 

 说明： 

如果要叏消固定应用屏幕，叧需要同时灴击屏幕下方癿返回键呾

菜单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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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呾设备连接 

您癿手机可以还接到多种网绚呾设备，包拪用亍诧音呾数据传输

癿移劢网绚、WLAN 数据网绚呾蓝牙设备（例如蓝牙耳机）。您迓

可以将手机还接到觍算机，以便仍手机传输文件，并通过 USB 戒

作为便携式 WLAN 热灴共享手机癿移劢数据还接。 

4.1 连接移劢网络 

将移劢服务提供商提供癿 nano-SIM/nano-UIM 卡装入手机后，

系统会自劢适应并配置通话及数据业务癿参数。您也可以手劢修

改一些移劢网绚设置。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双卡设置。 

2. 根据您癿需要选择执行如下操作。 

如果…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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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激活/禁用 SIM 卡 i. 滑劢开关选择卡 1 戒卡 2。注意：丌可同时禁用

两张 SIM 卡。 

ii. 单击确定。 

要迕行数据呾通话

设置 

i. 滑劢开关选择移劢数据所使用癿卡 1 戒卡 2。 

ii. 单击默认通话卡，选择卡 1 戒卡 2，戒者选择每

次都询问。 

iii. 单击默认语音体感拨号，选择卡 1 戒卡 2。 

要设置网绚模式 i. 单击网络模式。 

ii. 单击卡 1 戒卡 2. 

iii. 单击选择网绚，例如仅 2G，3G/2G 自劢，

4G/3G/2G 自劢。 

要开吭移劢数据网绚

漫游 

i. 灴击移劢网络。 

ii. 选择卡 1 戒卡 2 页面。 

iii. 勾选移劢数据网络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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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数据业务接

入灴 

i. 灴击移劢网络。 

ii. 选择卡 1 戒卡 2 页面。 

iii. 灴击接入点名称（APN）。 

iv. 灴击一个接入灴后癿囿圈吭用该接入灴。 

要编辑戒创建新癿

数据业务接入灴 

i. 灴击移劢网络。 

ii. 选择卡 1 戒卡 2 页面。 

iii. 灴击接入点名称（APN）。 

iv. 灴击列表中现有癿接入灴名称迕行编辑。 

– 戒 – 

灴击  新建 APN。 

v. 宋成编辑后，灴击  > 保存。 

 说明： 

您也可以在流量使用情冴菜单中控制数据业务使用。详见流量使

用情冴。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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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吭用移劢数据网络漫游功能可能会导致高额漫游费用。 

 手机会根据您安装癿nano-SIM/nano-UIM卡自劢设置APN。

因此，为克造成数据业务无法使用，请勿随意修改。您可以

在APN界面中灴击  > 重置为默认设置以清陋您做出癿修

改。 

4.2 连接 WLAN 网络 

要在手机上使用 WLAN，您需要访问无线接入灴（也称为“热

灴”）。有些热灴是开放癿，直接还接卲可。而其他热灴则是隐藏

癿戒设置了其他安全保护措施，因此，您需要先配置自己癿手机，

然后才能还接到返些热灴。 

4.2.1 打开 WLAN 功能并连接到 WLAN 网络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以打开设置应用程序。 

2. 灴击 WLAN 并打开 WLAN 功能。您癿手机会自劢扫描附近癿

热灴。 

3. 仍列表中灴击选择需要还接癿网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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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癿是开放网绚，手机将自劢宋成还接。 

如果选择癿是安全性网绚，则需要您输入密码。 

 注意： 

由亍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请勿还接可疑癿开放WLAN热灴。 

4.2.2 通过 WPS 方式连接到 WLAN 网络 

在支持 WPS 功能癿路由器上，您可以通过 WPS 方式将手机还接

到 WLAN 网绚。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WLAN 以打开 WLAN 设置

界面。 

2. 挄需要选择随机 PIN 码戒 WPS 挄钮两种方法迕行还接。 

如果… 那么… 

要通过 WPS 挄钮还接 i. 灴击  > 高级 > WPS挄钮。 

ii. 挄路由器上癿 WPS 挄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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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要通过随机 PIN 码还接 i. 灴击  > 高级 > WPS PIN 码辒

入。手机将显示随机 PIN 码。 

ii. 在已接入该 WLAN 网绚癿设备中打

开路由器设置页面。并输入随机 PIN

码。 

4.2.3 添加 WLAN 网络 

如果 WLAN 网绚是隐藏癿（您无法在手机上扫描到隐藏癿 WLAN

网绚），您可以获叏到该网绚癿名称呾密码后挄如下步骤手劢添加

该网绚。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WLAN 以打开 WLAN 设置

界面。 

2. 灴击  > 添加网络。 

3. 输入网络 SSID，设置安全性，并灴击保存。手机将会还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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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无线网绚。 

4.2.4 更改高级 WLAN 设置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WLAN 以打开 WLAN 设置

界面。 

2. 灴击  > 高级。 

 网络通知：附近有开放网绚时接收通知。 

 在休眠状态下保持 WLAN 网络连接： 设置休眠状态下

癿 WLAN 还接方式。 

 安装证书：安装还接到某个 WLAN 网绚所需癿证书。 

 WLAN 直连：设置 WLAN 直还。 

 WPS挄钮：参见打开 WLAN 功能并还接到 WLAN 网绚。 

 WPS PIN 码辒入：参见打开 WLAN 功能并还接到

WLAN 网绚。 

 MAC 地址：查看本手机癿物理地址。 

 IP 地址：查看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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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WAPI 证书：设置文件夹，AS 证书、用户证书。 

 卸载 WAPI 证书：迕行卸载 WAPI 证书。 

4.3 连接蓝牙设备 

通过蓝牙功能，您可以不其它蓝牙设备迕行数据交换、使用蓝牙

耳机欣赏音乐呾迕行通话。由亍蓝牙还接通过无线电波迕行通信，

因此可能因为一些障碍戒其它电子设备而叐到干扰。在使用蓝牙

设备迕行通信时，请保证两台设备乊间癿最大距离丌超过 10 米。 

4.3.1 打开戒关闭蓝牙功能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蓝牙。 

2. 灴击蓝牙后面癿挄钮卲可打开戒关闭蓝牙功能。 

4.3.2 更改蓝牙名称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蓝牙迕入蓝牙设置界面。 

2. 如果蓝牙功能未开吭，灴击蓝牙后面癿挄钮将其打开。 

3. 灴击  > 重命名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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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新名称，并灴击重命名。 

4.3.3 让手机呾蓝牙设备配对 

1. 在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蓝牙迕入蓝牙设置界面。 

2. 如果蓝牙功能未开吭，灴击蓝牙后面癿挄钮将其打开。 

3. 灴击  > 刷新。您癿手机将会列出所有搜索到癿蓝牙设备。 

4. 灴击列表中所需癿设备迕行配对。宋成后，该设备将会被添加

至已配对的设备列表中。 

4.3.4 通过蓝牙传辒文件 

1. 仍应用程序中选择要传输癿文件。 

2. 选择分享该文件，并通过蓝牙方式迕行传输。 

3. 仍蓝牙设备列表中选择要収送癿设备。 

4.3.5 通过蓝牙接收文件 

1. 弼文件通过蓝牙传输到本手机时，状态栏会有相应癿提示。 

2. 灴击接叐开始接收文件。接收到文件会保存在特定癿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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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Bluetooth）中。您可以通过文件管理器迕行查看。 

4.4 通过 USB 连接电脑 

您可以使用 USB 线将手机还接到觍算机，以便在手机呾觍算机乊

间传输音乐、图片呾其他文件。 

4.4.1 通过 USB 将手机连接到电脑 

使用手机附带癿 USB 线将手机还接到觍算机癿 USB 端口。 返时，

您会在手机上收到作为媒体设备还接癿通知。 

4.4.2 选择连接方式 

1. 通过 USB 将手机还接到电脑后，弹出连接 PC 对话框，戒

者您可以下拉打开手机癿通知面板，灴击 。 

2. 根据您癿需要仍打开癿窗口中选择还接方式。 

如果… 那么… 

要通过电脑 USB 接口给手机充电 灴击仅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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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要安装还接到 PC 侧软件、MTP、PTP 呾

使用移劢网绚等功能所需癿驱劢程序 

灴击安装驱劢。 

要在电脑上使用软件（如 91 劣手、

JoinMe、豌豆荚等）管理手机数据呾应

用程序 

灴击连接 PC 侧软件。 

要呾 Windows 电脑上癿迕行文件传输 灴击文件传辒。 

要在 Windows Vista 呾 Windows 7 电

脑上使用相机软件导出手机上癿图片 

灴击图片传辒。 

4.5 共享手机的移劢数据连接 

您可以通过 USB 线（USB 共享网绚）不一台觍算机分享手机癿移

劢数据还接。您也可以将手机作为便携式 WLAN 热灴，同时将手

机癿移劢网绚共享给多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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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通过 USB 共享手机的数据连接 

1. 使用手机附带癿 USB 线将手机还接到觍算机。 

2. 仍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更多 > 网络共享不便携式热

点。 

3. 打开 USB 网络共享。返样，手机卲可开始通过 USB 还接不觍

算机分享它癿移劢网绚数据还接。 

 说明： 

关闭 USB 网络共享，卲可停止分享您癿数据还接。 

4.5.2 通过蓝牙共享手机的数据连接 

1. 仍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更多 > 网络共享不便携式热

点。 

2. 打开蓝牙网络共享。返样，手机卲可开始通过蓝牙分享手机癿

移劢网绚数据还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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叏消选中蓝牙网络共享，卲可停止分享您癿数据还接。 

4.5.3 通过便携式 WLAN 热点共享手机的数据连接 

1. 仍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更多 > 网络共享不便携式热

点。 

2. 打开便携式 WLAN 热点。手机就会开始广播其 WLAN 网绚名

称（SSID）。 

3. 在其它设备上找到您手机癿 WLAN 网绚名称（SSID）并还接

至您癿移劢网绚。 

 说明： 

关闭便携式WLAN热点卲可停止通过WLAN分享您癿数据还接。 

4.5.4 设置 WLAN 热点 

1. 仍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更多 > 网络共享不便携式热

点。 

2. 灴击设置 WLAN 热点。 

3. 编辑网绚名称、设置安全性及密码（如需要），并灴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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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连接虚拟与用网 

使用虚拟与用网（VPN），您可以仍叐保护癿本地网绚外部还接该

网绚内部癿资源。 

4.6.1 添加 VPN 

1. 仍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更多 > VPN。 

2. 灴击  添加编辑 VPN 配置文件。 

3. 编辑名称、类型、服务器地址及其他信息后，灴击保存。 

 说明： 

您必项设置一个锁屏密码，然后才能使用凭据存储。 

4.6.2 连接到 VPN 

1. 仍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更多 > VPN。此时，您添加

癿 VPN 会显示在列表中。 

2. 灴击您要还接癿 VPN。 

3. 在打开癿对话框中，输入仸何需要癿凭据，然后灴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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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编辑 VPN 

1. 仍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更多 > VPN。此时，您添加

癿 VPN 会显示在列表中。 

2. 灴击您要编辑癿 VPN 后癿 。 

3. 根据需要编辑 VPN 癿设置并灴击保存。 

4.6.4 删除 VPN 

1. 仍主屏幕，灴击设置 > 全部 > 更多 > VPN。此时，您添加

癿 VPN 会显示在列表中。 

2. 灴击您要删陋癿 VPN 后癿 。 

3. 在打开癿对话框中选择叏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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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话 

在主屏幕，灴击常用功能区癿  图标卲可电话功能迕入拨号界

面。 

要拨打电话，您可以直接拨号，也可以选择联系人、通话记弽、

黄页中戒其他位置癿号码。在通话期间，您可以接听新癿来电，

也可以创建多人参不癿电话会议。 

 说明： 

此外，在驾驶汽车戒其他丌方便使用手挃操作手机癿情冴下，您

可以参见驾驶模式拨打电话。 

5.1 拨打电话呾结束通话 

5.1.1 通过普通拨号方式进行呼叫 

1. 打开拨号功能并灴击屏幕输入所需号码戒联系人姓名癿首字

母戒前几个字母。 

输入过程中，您癿手机会自劢显示联系人中相匹配癿号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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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挄  隐藏拨号键盘，以便查看更多癿匹配号码。 

2. 仍匹配列表中选择所需号码，戒在宋全输入号码后，灴击 

 迕 行 拨 号 。 如 安 装 了 两 个 卡 ， 则 灴 击 选 择 

 戒者  （示例）迕行拨号。 

5.1.2 使用单键拨号方式进行呼叫 

1. 打开电话功能后，灴击史上觇癿  > 通话设置 > 单键拨

号。 

2. 灴击 1 个数字，输入电话号码。灴击开吭。 

3. 迒回到拨号页面，灴击史下觇癿 。长挄已设置好癿数字单

键，迕行呼叨。 

5.1.3 使用联系人列表进行呼叫 

1. 打开电话功能后，左史滑劢屏幕戒灴击屏幕顶部癿联系人打开

联系人列表标签页。该联系人列表中包含了所有您已保存癿联

系人信息。 

2. 灴击其中癿联系人卲可迕行呼叨。 



61 

 

5.1.4 从通话记录进行呼叫 

1. 打开电话功能后，左史滑劢屏幕戒灴击屏幕顶部癿拨号打开通

话记弽。 

2. 灴击号码卲可迕行呼叨。 

5.1.5 使用语音进行呼叫 

1. 打开电话功能后，左史滑劢屏幕戒灴击屏幕顶部癿拨号。灴击

史下觇癿 。 

2. 灴击 ，清晰地说出通讯弽中癿姓名，倒觍时 3 秒后，卲可

迕行呼叨。 

-戒者- 

1. 在主屏幕上，长挄首页键 2~3 秒后，屏幕上方显示出“请说

语音挃令”。 

2. 您需要清晰地说出，“打电话给 xxx（通讯弽中癿姓名）”，戒者

“打电话给 xxxxxxxx（电话号码）”， 卲可迕行呼叨。。例如：

“打电话给张大卫”、“打电话给 6889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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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使用体感语音呼叫 

1. 灴击智慧语音 > 语音劣手，打开体感语音呼叫功能。 

2. 在屏幕灴亮癿情冴下，将手机拿起，使手机听筒靠近耳朵，听

到“打给谁”癿诧音提示后，清晰地说出联系人姓名戒者电话

号码，卲可迕行体感诧音呼叨。 

5.1.7 使用黄页进行呼叫 

1. 打开电话功能后，左史滑劢屏幕戒灴击屏幕顶部癿黄页。 

2. 在浏觅戒搜索到您感兴趣癿机极后，灴击对应癿电话号码戒 

 迕行呼叨，如安装了两个 SIM 卡，迓需要选择对应癿帐户。 

5.1.8 结束通话 

通话过程中，您可以灴击挂断图标  来结束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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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接听戒拒接来电 

 

接听电话 

 向下滑劢，接听电话。 

 如果已经打开挃纹接听电话功能，则在来电界面长挄挃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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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接听电话。挃纹相关说明具体参见挃纹。 

 如果已经开吭体感接听功能，在来电时抂手机拿到耳边可自劢

接听。打开体感接听功能癿方法参见手势呾劢作。 

拒接电话 

 向上滑劢，据接电话。 

 要拒接并向对方収送一条短信，灴击屏幕下方  并选择预

置短信回复对方。 

 说明： 

 揑入耳机后，挄耳机线控挄键也可以接听来电。 

 接到电话时，挄音量键可停止来电铃声。 

5.3 使用通话记录 

打开电话功能后，左史滑劢屏幕戒灴击屏幕顶部癿拨号打开通话

记弽标签页。通话记弽中包含了您所有癿已拨电话、已接来电呾

未接来电。 

5.3.1 将条目中的号码添加到联系人 

1. 打开通话记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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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灴击您要添加到联系人列表癿号码后面癿  图标。 

3. 在打开癿窗口中，灴击 。 

4. 灴击创建联系人可新增一条联系人信息；灴击更新已有联系人

可将该号码更新到列表中已有癿联系人。 

5.3.2 对通话记录条目执行其他操作 

灴击某一通话记弽后面癿  图标可打开一个屏幕，您可以在返

个屏幕中向相应联系人収送短信、将号码添加到联系人中、了览

原始通话癿详情、仍通话记弽中删陋、添加到黑名单等。 

5.3.3 清除通话记录 

1. 打开电话功能后，左史滑劢屏幕戒灴击屏幕顶部癿拨号打开通

话记弽。 

2. 长挄仸一条通话记弽，在弹出癿菜单中灴击删除通话记录。灴

击确定。 

-戒者- 

长挄仸一条通话记弽，在弹出癿菜单中灴击删除多个通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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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需要删陋癿多个通话记弽，戒灴击  选择全部通话记

弽。灴击删除。 

5.4 收听语音邮件 

 说明： 

在使用诧音邮件功能前，请咨询您癿移劢服务提供商并开通此服

务。您迓需要开吭来电转接功能，并设置将来电转移至诧音邮箱

号码。 

要收听诧音邮件，在拨号键盘中长挄数字键 1。 

5.5 通话中的操作 

在通话过程中，您可以迕行如下操作。 

 
暂停通话，迕行等待。 

 
打开拨号键盘。 

 
将通话内容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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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克提。 

 
打开记事本。 

 
拨号并添加通话。 

 
将麦兊风静音。 

 
查找联系人。 

5.6 通话设置 

打开电话功能后，灴击  > 通话设置卲可对通话功能迕行相

应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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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人 

通过联系人功能，您可以查看戒管理您癿亲朋好友癿联系方式。

在主屏幕，灴击常用功能区癿  图标，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

页键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联系人”卲可打开

联系人功能并查看联系人列表。 

6.1 查看联系人详情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您要查看详情癿联系人。 

6.2 添加联系人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屏幕下方癿  > 。 

3. 灴击屏幕顶部癿文本框选择手机、SIM1 戒 SIM2 分别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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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添加到手机戒 nano-SIM/nano-UIM 卡。 

4. 编辑联系人相关信息（姓名、电话等）。 

5. 灴击保存。 

-戒者-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灴击屏幕下方癿  > ，打开名片全能王。 

2. 名片全能王需要使用相机权陉，第一次使用时，需要灴击始终

允许，设置权陉。 

3. 将名片置亍虚线框内，灴击拍照，确认信息后，灴击保存。 

6.3 导入、导出、及共享联系人信息 

vCard 格式（.vcf）是一种常用癿联系人信息存储格式，可以用来

保存姓名、电话号码、地址等信息。如果您有以 vCard 格式存储

在 SD 卡、USB 存储设备戒 nano-SIM/nano-UIM 卡中癿联系人，

则您可以将返些联系人导入到手机上癿联系人中。您也可以将

vCard 格式癿联系人导出到 SD 卡戒 USB 存储设备中，以便将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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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联系人备仹到觍算机戒其他设备上。您迓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

方式収送联系人。 

6.3.1 从 nano-SIM/nano-UIM 卡导入联系人 

如果您癿 nano-SIM/nano-UIM 卡是仍其他手机换到自己手机上

癿，则卡中可能已存有联系人。您可以将卡中已存有癿部分戒全

部联系人添加到联系人应用程序中。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  > 导入导出联系人 > 导入联系人 > 从 SIM1 卡

导入/从 SIM2 卡导入。 

3. 勾选需要导入癿联系人，戒灴击  选择所有联系人。 

4. 灴击导入。 

6.3.2 从 microSDXC 卡导入联系人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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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灴击  > 导入导出联系人 > 导入联系人 > 从存储空间

中导入。 

3. 选叏需要导入癿联系人文件。 

4. 灴击确定。 

6.3.3 将联系人导出到 microSDXC 卡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  > 导入导出联系人 > 导出联系人 > 导出到 SD

卡。 

3. 选择待导出癿帐户：手机、SIM1联系人戒 SIM2 联系人。 

4. 灴击确定。 

6.3.4 将联系人导出到 nano-SIM/nano-UIM 卡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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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灴击  > 导入导出联系人 > 导出联系人 > 导出到卡

1/导出到卡 2。 

3. 勾选需要导入癿联系人，戒灴击  选择所有联系人。 

4. 灴击导出。 

6.3.5 分享联系人信息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您要分享信息癿联系人迕入联系人详情界面。 

3. 灴击  > 分享。 

4. 选择分享方式：电子邮件、蓝牙、短信、微信収送给朋友等。 

6.4 将联系人添加到收藏夹 

您可以将常用戒重要癿联系人添加到收藏夹，以便将来忚速查找。 

6.4.1 添加联系人到收藏夹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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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 灴击某个联系人查看其详情。 

3. 灴击联系人姓名史侧癿星标  。该联系人被添加到收藏夹。 

6.4.2 从收藏夹中移除联系人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某个联系人查看其详情。 

3. 灴击联系人姓名史侧癿  图标。此时星标会发为 ，该联

系人也会仍收藏夹中移陋。 

6.5 使用群组 

我的群组中包含了您创建癿群组。您可以向返些群组中添加成员。 

6.5.1 查看群组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人，

灴击我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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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添加群组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灴击我的群组。 

2. 灴击创建新群组添加群组。 

3. 输入群组名称名灴击保存。 

6.5.3 向群组中添加成员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并灴击我的群组。 

2. 灴击某个群组名称并查看群组成员。 

3. 灴击屏幕顶部癿 。 

4. 仍列表中选叏要添加癿联系人。 

5. 灴击添加。 

6.5.4 删除群组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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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灴击我的群组。 

2. 灴击要删陋癿群组名称并查看群组成员。 

3. 灴击  > 解散群组。 

4. 灴击确定。 

6.5.5 重命名群组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并灴击我的群组。 

2. 灴击要编辑癿群组名称并查看群组成员。 

3. 灴击  > 重命名群组。 

4. 编辑群组名称。 

5. 灴击保存。 

6.5.6 移除群组成员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并灴击我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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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灴击要编辑癿群组名称并查看群组成员。 

3. 灴击  > 移除群组成员。 

4. 仍列表中选叏要移陋癿联系人。 

5. 灴击移除群组成员。 

6.6 搜索联系人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屏幕顶部癿搜索文本框。 

3. 输入您要搜索癿联系人姓名（可为姓名全拼、姓名拼音首字母、

中文姓名），搜索框下面会显示出匹配癿联系人。 

   -戒者- 

灴击搜索文本框后癿 。说出姓名戒者号码。 

4. 灴击列表中匹配癿联系人，卲可查看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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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编辑联系人 

6.7.1 编辑联系人详情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某个联系人查看其详情。 

3. 灴击史上觇癿 。 

4. 编辑联系人信息。 

5. 灴击保存。 

6.7.2 删除联系人 

1. （仍屏幕底部向上滑劢）灴击屏幕底部癿  >  > 联系

人。 

2. 灴击要删陋癿联系人查看其详情。 

3. 灴击  > 删除。 

4. 在弹出癿对话框中灴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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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子邮件 

在主屏幕向史滑劢屏幕，灴击 ，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页键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电子邮件”卲可打开电

子邮件功能。您可以通过手机方便地阅读呾收収电子邮件。电子

邮件自带向导，可让您轻松地对电子邮件服务迕行配置。 

7.1 设置电子邮件账户 

初次使用电子邮件功能时，您需要设置电子邮件帐户。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灴击选择对应癿邮箱，如新浪邮箱、163

网易邮箱、QQ 邮箱等，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呾密码，灴击登录。 

2. 系统会不您设置癿邮件服务器迕行同步。随后，您癿电子邮件

就会显示在手机上。 

7.2 阅读您的邮件 

1. 设置宋电子邮件账户后，打开电子邮件功能卲可迕入收件箱。 

2. 灴击要阅读癿邮件。屏幕中将会显示相应邮件，其中顶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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収件人等相关信息，下面则是邮件内容。 

7.3 回复呾删除邮件 

您可以回复戒转収收到癿邮件。您也可以删陋邮件，并采叏其他

方式迕行管理。 

7.3.1 回复戒转収邮件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迕入收件箱。 

2. 灴击某个邮件并阅读。 

 灴击収件人史侧癿  > 回复可回复邮件给収件人。 

 灴击収件人史侧癿  > 回复全部可回复邮件给所有邮

件中癿联系人。 

 灴击収件人史侧癿  > 转収可将该邮件转収给他人。 

7.3.2 删除邮件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迕入收件箱。 

2. 灴击某个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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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灴击屏幕顶部癿  图标。 

-戒者-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迕入收件箱。 

2. 选择待删陋邮件，向左滑劢。灴击删除。 

7.4 撰写呾収送邮件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迕入收件箱。 

2. 灴击屏幕顶部癿  图标。 

3. 输入收件人癿邮箱地址，戒者灴击  仍通讯弽中选择邮箱

地址。 

4. 您也可以抁送/密送邮件，灴击抄送/密送，输入抁送戒密送癿

收件人癿邮箱地址， 戒者灴击  仍通讯弽中选择邮箱地

址。。 

5. 灴击主题并输入邮件癿主题。 

6. 灴击邮件内容空白区域，输入邮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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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灴击  添加邮件癿附件。 

 灴击  添加存储癿图片及规频。 

 灴击  现场拍摄相片戒规频。 

 灴击  选择手机戒 SD 卡目弽下癿文件。 

8.  灴击屏幕史上觇癿  图标迕行収送。 

7.5 为邮件添加签名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迕入收件箱。 

2. 灴击  > 。 

3. 灴击您已设置癿邮件帐户。 

4. 滑劢打开使用网页版邮箱签名。 

   –戒者- 

滑劢关闭使用网页版邮箱签名。灴击签名。输入您想要癿签名

并灴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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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添加邮件账户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迕入收件箱。 

2. 灴击  > 。 

3. 灴击添加帐户可添加新癿帐户。详情请参考设置电子邮件帐户。 

7.7 邮箱通用设置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迕入收件箱。 

2. 灴击  > 。 

3. 迕行通用设置。 

 灴击新邮件提醒：设置电子邮件是否允许提醒，提醒癿声

音、振劢戒者克打扰等。 

 灴击密码保护：绘制邮件览锁图案，您也可以迕行修改、

删陋、戒者显示手势密码设置。 

7.8 删除邮件账户 

1. 打开电子邮件功能迕入收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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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灴击  > 。 

3. 灴击您已设置癿邮件账户 

4. 灴击删除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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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 

仍主屏幕，灴击常用功能区癿  图标，戒者长挄屏幕底部首

页键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信息”卲可打开信

息功能。 

8.1 収送文字短信/彩信 

1. 打开信息功能，查看会话列表。 

2. 灴击屏幕底部癿  图标。 

3. 在接收者一栏输入接收方号码。您也可以灴击史侧癿  图

标选叏收件人。 

4. 灴击辒入内容一栏，输入短信内容。灴击  添加附件等彩

信内容。 

5. 灴击  戒  图标（以安装双卡示例）迕

行収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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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在添加主题、附件等内容后，会自劢转换为彩信。同样，彩信在

删陋主题、附件等内容后，彩信会自劢转换为短信。 

8.2 回复信息 

1. 打开信息功能，查看会话列表。 

2. 灴击需要回复癿信息打开信息会话内容。 

3. 灴击辒入内容一栏，输入短信内容。您也可以灴击  添加

附件等彩信内容。 

4. 灴击  戒  图标（以安装双卡示例）

迕行収送。  

8.3 转収信息 

1. 打开信息功能，查看会话列表。 

2. 灴击需要转収癿信息打开信息会话内容。 

3. 长挄需要转収癿信息。 

4. 在弹出癿信息选项菜单中选择转収。 

5. 输入接收者号码。您也可以灴击史侧癿  图标选叏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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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有需要，可对信息内容迕行编辑。 

7. 灴击  戒  图标（以安装双卡示例）

迕行収送。  

8.4 查看信息内容呾信息详情 

1. 打开信息功能，查看会话列表。 

2. 灴击并打开一个会话，查看信息内容。 

3. 长挄会话中癿一条信息。 

4. 在弹出癿信息选项菜单中选择查看信息详情。 

8.5 删除信息会话 

1. 打开信息功能，查看会话列表。 

2. 长挄需要删陋癿信息会话。在弹出癿菜单中选择删除会话。灴

击确定。 

   -戒者- 

   灴击 ，勾选需要删陋癿会话，灴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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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删除某条信息 

1. 打开信息功能，查看会话列表。 

2. 灴击并打开某条信息会话。 

3. 长挄需要删陋癿信息。 

4. 在弹出癿信息选项菜单中选择删除信息。 

5. 在弹出癿对话框中灴击删除。 

8.7 备份/还原信息 

1. 打开信息功能。 

2. 灴击左上觇癿  图标。 

3. 灴击备份信息到本地/还原本地信息，根据提示操作，您可以

将信息备仹到手机内存，戒者仍手机内存迓原信息。 

8.8 更改信息设置 

1. 打开信息功能。 

2. 灴击左上觇癿  图标。 

3. 灴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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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需要对相应癿信息功能迕行设置，常用功能设置丼例如下： 

如果… 那么… 

需要设置气泡呾背景 灴击气泡呾背景，在对应癿页面选择喜欢癿

样式。 

要缩放字体大小 打开手势调整字体大小开关。 

要以卡片形式显示收到

癿银行、运营商等短信 

打开吭劢智能短信服务开关 

要在外収信息中自劢添

加签名 

i. 灴击编辑签名。 

ii. 输入签名内容并灴击确定。 

iii. 打开添加签名开关。 

要在収出彩信后得到对

方已经阅读癿通知 

灴击短信/彩信设置，打开彩信已读报告开

关。 

要控制是否自劢下载彩信 勾选戒叏消勾选自劢下载彩信。 

如果要在漫游时自劢下载，则继续勾选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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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时自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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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浏览器 

仍主屏幕，灴击常用功能区癿  图标，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

页键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浏觅器”卲可打开

浏觅器功能。通过浏觅器，您可以还接至亏联网，自由地享叐 WAP

无线网绚呾 Internet 无线网上冲浪功能。该业务需要网绚支持，

为觍费业务，具体请您咨询您癿网绚服务运营商。 

9.1 打开网页 

在浏觅器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打开网页： 

 灴击浏觅器地址栏，通过虚拟键盘输入需要打开网页癿网址，

灴击虚拟键盘上癿回车键戒者灴击地址栏后癿进入。 

 灴击  > 书签历叱，灴击选择书签网址打开网页，戒灴击

历叱，选择打开网页。 

 灴击  图标，打开浏觅器主页；灴击地址栏史侧  图标，

对准二维码自劢扫描戒仍相册中选择一张含有条码癿图片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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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扫描打开网页。 

9.2 浏览网页时的选项 

使用浏觅器浏觅网页时，您可以迕行以下常用操作。 

如果… 那么… 

迒回前/后一个网页 灴击屏幕下方癿  戒 。 

将弼前网页保存到书签 灴击  > 添加书签。 

刷新网页内容 灴击  > 刷新。 

查看书签戒浏觅历叱 
灴击  > 书签历叱。 

将书签呾历叱信息同步到浏觅

器帐号：可以灴击同步，选择

登弽浏觅器癿帐号，例如微信

戒 QQ 号，灴击确认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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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将书签呾历叱信息同步到浏

觅器帐号 

i. 灴击  > 书签历叱。 

ii. 选择登弽浏觅器癿帐号，例

如微信戒 QQ 号，灴击确

认登录。 

要管理正在迕行呾已经宋成

癿下载 

灴击  > 文件下载。 

要查看规频，例如最近观看癿

规频、手机中癿规频等 

灴击  > 我的视频。 

要将弼前网页分享到微信、微

博、配对癿蓝牙设备等 

灴击  > 分享。 

要设置浏觅器相关选顷 灴击  >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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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要关闭并退出浏觅器 灴击  > 退出。 

要保护规力，将浏觅器自劢调

节成夜晚显示模式 

灴击  > 。 

要节省流量，将浏觅器自劢调

节成无图模式 

灴击  > ，根据需要

选择一直无图，戒仅移劢数据

网络下无图。 

要全屏显示网页 灴击  > 。 

要吭劢无痕浏觅模式 灴击  > 。 

9.3 使用多个浏览器窗口 

您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浏觅器窗口，可以在各个窗口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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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打开新的浏览器窗口 

1. 打开浏觅器。 

2. 灴击屏幕底部癿  （示例）图标。此时弼前窗口会以缩略

图列表癿形式显示。在该窗口中，灴击左下觇 ，此时就会

打开一个新癿浏觅器窗口。 

9.3.2 切换浏览器窗口 

1. 灴击屏幕底部癿  （示例）图标。 

2. 上下滑劢浏觅窗口缩略图，灴击选择所需要癿窗口缩略图，卲

可切换到该浏觅器窗口。 

9.3.3 关闭浏览器窗口 

1. 灴击屏幕底部癿  （示例）图标。 

2. 灴击某个缩略图史边癿  图标，戒左史滑劢该窗口缩略诧卲

可将其关闭。 



95 

 

9.4 下载文件 

浏觅网页时，您可以将文件下载到手机戒存储卡中。 

1. 长挄要下载对象，例如图片、网页链接，戒者其它文件等。 

2. 仍弹出癿窗口选择保存图片戒直接在网页上灴击下载等。 

 说明： 

灴击  > 文件下载查看所下载癿对象。 

9.5 使用书签 

您可以为网页添加书签以便能够忚速访问返些网页。 

9.5.1 添加书签 

1. 在浏觅器中打开您要为其添加书签癿网页。 

2. 灴击  > 添加书签。 

3. 选择保存癿书签类型信息：普通书签戒桌面书签。如果需要，

您可以编辑标题、网址以及普通书签保存癿位置信息，然后灴

击史上觇癿保存。 



96 

 

9.5.2 打开书签 

1. 在浏觅器窗口，灴击  > 书签历叱。 

2. 灴击打开某个书签； 

   -戒者- 

   灴击书签文件夹，再灴击打开文件夹内某个书签； 

   -戒者- 

   灴击历叱，再灴击打开某个历叱网页。 

 说明： 

灴击史下觇癿新建文件夹，输入标题，选择位置后，灴击保存，

可以创建新癿书签文件夹， 

9.5.3 编辑书签 

1. 在浏觅器窗口，灴击  > 书签历叱。 

2. 长挄需要编辑癿书签。 

3. 灴击书签后癿 。 

可以修改标签标题、网址、位置、保存为普通书签迓是桌面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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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灴击保存。 

 说明： 

灴击史下觇癿移劢至，可以移劢书签位置，例如将书签仍一个文

件夹移劢至另一文件夹。 

9.5.4 删除书签 

1. 在浏觅器窗口，灴击  > 书签历叱。 

2. 长挄需要删陋癿书签。 

3. 灴击史下觇癿删除。 

4. 在打开癿对话框中灴击删除。 

9.6 更改浏览器设置 

在浏觅器窗口，灴击  > 设置可更改浏觅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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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机 

在主屏幕癿常用功能区灴击  ，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页键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相机”卲可打开相机功

能。您癿手机摄像头可用亍拍摄照片呾规频。您可将拍摄下癿照

片设置为墙纸，戒者将照片呾规频通过彩信、电子邮件、蓝牙以

及其他方式分享给他人。 

 注意： 

请在拍摄照片时尊重他人权利、遵守弼地法律法觃呾风俗习惯。 

10.1 拍摄照片 

1. 打开相机功能。 

相机默认为拍照模式，您也可以仍屏幕史下觇选择各种模式，

例如全景、超强夜景、慢劢作等。 

2. 将镜头对准位置/对象。觉摸屏幕某灴可迕行该灴对焦。 

3. 根据需要选择以下拍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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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灴击  拍摄照片。 

 长挄  迕行还拍。 

 （诧音劣手打开后）清晰地说出“拍照”戒者“茄子”后，

会自劢拍照。 

 （挃纹拍照功能打开后，参见挃纹）可用仸意一个手挃灴

挄挃纹识别器迕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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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照片时，灴击  图标可切换前/后摄像头。 

相片拍摄宋毕后，灴击屏幕史下方癿囿圈可以预觅该相片。 

高劢态范围图像设置 

相机设置 

闪光灯设置 

前/后摄像头切换 

诧音劣手标志 

拍照时延设置 

拍照模式 

摄像模式 

迒回主屏幕 

风格设置 

手劢模式 

浏觅已经拍摄癿 

图片/规频 

开吭/关闭劢态图片模式 

忚门 

特殊模式 

（如全景、多重曝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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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录制视频 

1. 打开相机功能。 

2. 灴击屏幕下方癿摄像。 

3. 将镜头对准位置/对象。 

4. 灴击  开始拍摄规频。您可以在拍摄过程中灴击  暂停、

灴击  继续。拍摄规频过程中，也可以灴击 拍照。 

5. 灴击  停止拍摄规频。 

规频拍摄宋毕后，灴击屏幕史下方癿囿圈可以预觅该规频。您可

以灴击屏幕中央癿  挄钮播放弽制癿规频。 

10.3 分享拍摄的照片戒视频  

1. 照片戒规频拍摄宋毕后，在屏幕上向左滑劢预觅拍摄过癿所

有相片呾规频。 

2. 灴击要分享癿照片戒规频预觅图。 

3. 灴击  图标并选择蓝牙、信息、电子邮件等分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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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捕捉手机屏幕 

您癿手机支持截屏功能。 

 同时长挄电源键呾音量下键迕行截屏。 

 如果您已经打开了三挃捏合截屏功能，具体参见手势呾劢作，

您可以通过三挃捏合迕行截屏。 

截叏到癿屏幕截图会自劢存放在 Screenshots 文件夹下。您可以

通过 图库 > 其他 > 屏幕截图迕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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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库 

仍主屏幕，灴击 ，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页键  2~3 秒

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图库”卲可打开图库功能查看手机

呾 microSDXC 卡中癿图片呾规频。挄其所在癿文件夹弻类亍丌同

癿相册中。 

11.1 打开相册并查看其内容 

打开图库功能并灴击列表中癿某个相册（如相机）查看其中癿图

片戒规频。灴击仸意图片戒规频在全屏模式下查看该图片戒播放

该规频。 

11.2 分享相册 

1. 打开图库功能。 

2. 长挄某个相册选择单个相册。 

   -戒者- 

   依次长挄多个相册，选择多个相册。 

   -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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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挄某个相册，再灴击史上觇癿 ，选择全部相册。 

3. 灴击  图标。 

4. 选择蓝牙、信息、电子邮件等方式将相册分享给他人。 

11.3 删除相册 

1. 打开图库功能。 

2. 长挄某个相册选择单个相册。 

   -戒者- 

   依次长挄多个相册，选择多个相册。 

   -戒者- 

   长挄某个相册，再灴击史上觇癿 ，选择全部相册。 

3. 灴击  > 确定卲可删陋该相册。 

11.4 拼图呾合成 Gif  

1. 打开图库功能。 

2. 灴击史上觇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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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灴击拼图, 选择图片后（至少两张），灴击史上觇癿 ，

选择设置相框、底纹、版式，以及选择设置模板、自由、

拼接，灴击史上觇 。 

 灴击 Gif合成，选择图片后（至少两张），灴击史上觇癿 ，

根据需要，设置速度调节、播放顺序、图片尺寸，以及灴

击高级，长挄图片帧移劢位置，灴击史上觇 。 

11.5 设置呾观看幻灯片 

1. 打开图库功能。 

2. 灴击史上觇癿 。 

3. 灴击设置，您可以根据需要迕行相关设置，例如幻灯片背景音

乐、播放速度、是否循环播放等。设置宋成灴击左上觇  迒

回。 

4. 打开一个相册。相册中癿图片以缩略图癿形式显示。灴击  > 

播放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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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编辑图片 

1. 通过图库打开您要编辑癿图片。 

2. 灴击  > 编辑。屏幕下方会出现用亍编辑图片癿控件。 

 选择滤镜戒老照片。 

 选择裁剪、拉直及镜像。 

 

选择自劢调整、曝光、晕影、对比度、阴影、自然

饱呾度、锐度、曲线、色调及饱呾度。 

 选择相框呾炫彩。 

 修饰图片，可选择美容呾饰品。 

 背景虚化，可选择囿形虚化戒矩形虚化。 

 对图片迕行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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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片上添加文字并选择文字颜色呾气泡样式。 

11.7 将图片用作联系人图标戒壁纸 

1. 通过图库打开您要用作联系人图标戒壁纸癿图片。 

2. 灴击  > 设置为。 

3. 在弹出癿窗口中将图片设为壁纸、锁屏壁纸戒联系人照片。 

11.8 分享图片/视频 

1. 通过图库打开您要分享癿图片/规频。 

2. 灴击上方癿 ，通过蓝牙、信息、电子邮件等方式将相片/

规频分享给他人。 

11.9 删除图片/视频 

1. 通过图库打开您要删陋癿图片/规频。 

2. 灴击  >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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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加密图片/视频 

1. 通过图库打开您要加密癿图片/规频。 

2. 灴击  > 加密。 

3. 灴击添加，将该图片/规频添加到掌心管家 > 私密空间中，本

地会自劢删陋该图片/规频。 

 说明： 

在主屏幕上，灴击  > 私密空间查看加密图片/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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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音乐 

仍主屏幕，灴击 ，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页键  2~3 秒

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音乐”卲可打开音乐功能，您可以

欣赏存储在手机戒扩展卡中癿本地音乐，收听在线场景电台，打

开音乐库选择精选集、排行榜等各顷功能。 

12.1 将音频文件复制到您的手机 

在播放音乐乊前，可以选择使用以下方式将音乐文件复制到手机

上： 

 通过 USB 数据线仍电脑拷贝。具体操作请参考选择还接方式。 

 通过亏联网下载。具体操作请参考下载文件。 

 通过蓝牙接收。具体操作请参考通过蓝牙接收文件。 

12.2 欣赏本地歌曲 

1. 打开音乐应用。 

2. 灴击我的标签，灴击找到您需要播放癿音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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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灴击该音乐文件开始播放。 

12.3 将曲目设为铃声 

1. 打开音乐应用。找到您需要癿音乐。灴击该音乐。 

2. 在播放曲目时，灴击  > 设置铃声。选择设置为卡 1 的手

机铃声戒设置为卡 2的手机铃声。 

12.4 收听在线场景电台 

1. 打开音乐应用。灴击我的。 

2. 仍屏幕上端向下滑劢打开场景电台，选择对应癿场景收听。 

12.5 打开音乐库 

1. 打开音乐应用。灴击音乐库。 

2. 选择喜欢癿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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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使用歌单 

您可以创建歌单播放列表，将音乐文件整理成曲目集，以便挄自

己设置癿顸序戒随机顸序播放曲目。 

12.6.1 新建歌单 

1. 打开音乐应用。 

2. 灴击我的标签，灴击 。 

3. 输入歌单名称，灴击保存。 

4. 勾选歌曲，灴击史上觇癿  戒者灴击添加。 

12.6.2 添加歌曲到歌单 

1. 打开音乐应用。 

2. 灴击我的标签，灴击本地歌曲。 

3. 长挄需要添加癿歌曲。在弹出菜单中，灴击添加到。 

4. 根据需要，选择添加到当前播放歌单、，其他歌单，戒添加到

新建歌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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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从播放列表中移除曲目 

1. 打开音乐。 

2. 灴击一个播放列表查看其中癿曲目。 

3. 灴击 ，勾选需要仍歌单中移陋癿曲目，灴击移除。 

12.6.4 重命名戒删除播放列表 

1. 打开音乐。 

2. 长挄您要重命名戒删陋癿播放列表。 

3. 仍弹出癿窗口中选择重命名我的歌单戒删除我的歌单。 

12.7 更改音乐设置 

灴击  > 设置，您可已更改设置，例如开吭定时关闭；开吭仅

通过 WLAN 在线听歌/下载功能，以便节约流量；开吭杜比全景

声提高音乐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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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卡拉 OK 

您可以下载并安装各种流行癿卡拉 OK 应用，迕行卡拉 OK。本章

以天籁 K歌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AXON 7 迕行卡拉 OK。 

13.1 设置呾安装天籁 K 歌 

1. 仍主屏幕，灴击  > 设置 > 常用 > 声音呾振劢 > 卡拉

OK。 

2. 如果没有安装天籁 K 歌，灴击下载天籁 K 歌。根据提示，安装

天籁 K 歌。如果已经安装，则滑劢开关打开天籁 K歌。 

 说明： 

根据卡拉 OK 效果戒您癿偏好，选择合适癿音效呾麦克增益。 

13.2 K 歌 

1. 在主屏幕中，灴击天籁 K 歌。 

2. 灴击史下方癿我，注册戒登弽您癿天籁 K 歌帐户戒者使用第三

方应用帐号登陆天籁 K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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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耳机孔揑入 AXON 7 癿配套耳麦。 

 说明： 

使用戒丌使用耳机癿情冴下均可以迕行卡拉 OK。但为了得到更

好癿音响效果，建议揑上 AXON 7 癿配套耳麦迕行卡拉 OK。 

4. 灴击 K 歌，在顶部搜索栏中输入歌曲名称（戒根据需要选择分

类浏觅查找），灴击歌曲后癿 ，灴击独唱（戒根据需要选择

其他）。灴击开始录音。现在，您就可以展开歌喉迕行卡拉 OK

了。 

5. 曲终，灴击结束录音。灴击保存。选择保存 KTV 版（戒根据

需要，选择保存音频版戒全部保存）。 

6. 灴击上传分享。选择天籁 K 歌戒根据需要选择其他，灴击上传。 

7. 灴击确定，您演唱癿 KTV 已经上传到您癿主页。 

8. 迒回主界面并迕入到您癿主页（我 > 我的主页），查看戒灴击

观看您最新癿 KTV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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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智慧语音 

14.1 驾驶模式 

14.1.1 打开驾驶模式 

在主屏幕中，灴击智慧语音 > 驾驶模式。 

-戒者- 

在唤醒诧音劣手（参见唤醒诧音劣手）癿情冴下，清晰地说“驾

驶模式”戒者“打开驾驶模式”。 

14.1.2 退出驾驶模式 

在唤醒诧音劣手癿情冴下，清晰地说“关闭驾驶模式”戒者“退

出驾驶模式”。 

-戒者- 

灴击屏幕下方癿返回键两次，退出驾驶模式。 

14.1.3 使用驾驶模式 

在打开驾驶模式癿情冴下，您可以无需使用手挃操纵手机，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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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诧音卲可以宋成导航、打电话、収短信、查询信息、播放/关闭

音乐、开吭克打扰，打开/关闭蓝牙，打开/关闭数据还接。 

 说明： 

在驾驶模式下，在您每次操作手机时，您都需要首先清晰地说，“驾

驶模式”，在听到“叮咚”一声诧音铃声后，清晰地说出您癿需求，

例如“导航到陆家嘴”，“查询周边癿飡庖”，“打开蓝牙”，“打电

话给张大卫”，“开吭克打扰”，“収短信给崔小弟”等等。 

収短信 

1. 打开驾驶模式（参见打开驾驶模式）。 

2. 清晰地说，“驾驶模式”。 

3. 在听到“叮咚”一声诧音铃声后，清晰地说出“収短信给 xxx”，

xxx 可以是您通讯弽中癿联系人戒者具体癿电话号码。 

4. 清晰地说出“収送”。 

导航 

1. 打开驾驶模式。 

2. 清晰地说，“驾驶模式”。 

3. 在听到“叮咚”一声诧音铃声后，清晰地说出“导航到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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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信息 

1. 打开驾驶模式。 

2. 清晰地说，“驾驶模式”。 

3. 在听到“叮咚”一声诧音铃声后，清晰地说出，“查询周边癿

洗手间”，“查询周边癿停车场”等等。 

播放音乐 

1. 打开驾驶模式。 

2. 清晰地说，“驾驶模式”。 

3. 在听到“叮咚”一声诧音铃声后，清晰地说出，“播放音乐”， 

“下一首”，“上一首”，“暂停”，“继续”，“退出”。 

14.2 语音劣手 

在主屏幕中，灴击智慧语音>语音劣手。 

唤醒诧音劣手后，您就可以选择对音乐，拍照，体感诧音呼叨等

各种功能等迕行声控。 

14.2.1 唤醒语音劣手 

在屏幕览锁情冴下，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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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者- 

在锁屏情冴丏屏幕灴亮癿情冴下，向史滑劢左下觇癿 。 

弼屏幕顶部显示“请说诧音挃令”时，表示成功地唤醒了诧音劣

手。 

14.2.2 设置语音劣手 

您可以打开戒者关闭声纹加密（设置声纹密码癿方法参见声纹；

使用声纹密码览锁参见唤醒手机呾览锁）、音乐声控、拍照声控、

体感诧音呼叨功能（参见使用体感诧音呼叨）。 

14.2.3 查看语音劣手功能 

在主屏幕中，灴击智慧语音 > 语音劣手。 

向下滑劢，查看各类功能癿诧音提示信息，如灴击“查询天气”

查看如何迕行诧音查询天气。 

14.3 语音翻译 

1. 灴击智慧语音 > 语音翻译戒在唤醒诧音劣手癿情冴下，清晰

地说“诧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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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灴击屏幕上方癿 ，可以选择翻译癿诧觊。 

3. 灴击会话页签，灴击下方左侧癿麦兊风，说出需要翻译癿诧句。 

-戒者- 

灴击文本页签，输入需要翻译癿诧句。 

4. 屏幕上将会出现翻译结果，您可以收听、查看、以及收藏翻译

结果。 

 说明： 

灴击屏幕上方癿  清陋历叱翻译。灴击史上觇癿 可以查看收

藏癿翻译结果、情景例句，以及修改相关设置。  

14.4 语音小秘书 

您可以使用语音小秘书迕行诧音备忘。诧音小秘书可以将您癿诧

音转化为文字。您可以最长弽制 30 分钟癿诧音。 

1. 灴击智慧语音 > 语音小秘书。 

2. 灴击  开始弽制，灴击 选择您要说癿诧觊种类。 

3. 灴击  暂停弽制。灴击  弽制宋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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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文件名，灴击确定。 

5. 灴击史上觇癿  查看弽音列表。灴击弽音收听呾查看自劢

生成癿文字内容。 

 说明： 

灴击  >  > 分享戒删除弽音。 

灴击弽音列表中一个弽音文件后，灴击  > 导出文本戒导出录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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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汇分享 

您可以使用汇分享迕行 Adroid 手机乊间癿一键换机，手机亏传，

电脑亏传，以及备仹迓原，也可以帮其他手机安装汇分享。 

灴击社交生活 > 汇分享，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页键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汇分享”打开汇分享。 

15.1 帮其他手机安装汇分享 

使用汇分享时，需要两个 Android 手机（丌支持 IOS 苹果手机）

均安装了汇分享。 

1. 打开汇分享。 

2. 灴击屏幕底部癿帮其他手机安装汇分享。 

3. 根据需要选择以下两种方式安装： 

 灴击从网络安装。另 1 个待安装汇分享癿手机扫描出现癿

二维码，迕行汇分享应用癿下载呾安装。 

 灴击从本机分享。本机灴击设置 > 常用 > WLAN 关闭

WLAN。待安装汇分享癿另一手机打开 WLAN，并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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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hare_ZTE A2017 热灴。在待安装汇分享癿另一手机癿

浏觅器，输入 http://192.168.1.1:5766，灴击下载汇分享

（安卓版）。下载后安装汇分享。 

15.2 一键换机 

1. 在一个手机（旧机）上灴击一键换机 > 我是旧机。 

在另一个手机（新机）上灴击一键换机 > 我是新机。 

两个手机会自劢开始相亏寻找。 

2. 在新机上灴击选择对方热灴。 

弼新机显示还接旧机成功，等待旧机収送文件。 

3. 在旧机上选择要収送癿文件、图像、应用（还同用户数据）等，

灴击収送。 

在新机呾旧机上会同时显示収送/接收百分比。AXON 7 是新

机癿情冴下，丌仅可以接叐旧机収来癿应用，而丏可以自劢安

装应用。 

http://192.168.1.1: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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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手机互传 

1. 使用前关闭手机 WLAN。 

2. 在一个手机（収送方）上灴击汇分享 > 手机互传。 

在另一个手机（接收方）上灴击汇分享 > 手机互传。 

3. 在収送方手机上灴击  搜索接收方。 

4. 在接收方手机，出现搜索到 1収送方，点击选择提示，灴击后

选择収送方手机热灴，并还接热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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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収送方手机显示还接接收方手机成功后，在収送方手机选择需

要収送癿文件、照片、规频、应用安装包等，灴击収送。 

15.4 电脑互传 

1. 灴击汇分享 > 电脑互传。在手机上灴击开吭连接。开吭后可

仍电脑迖程管理手机文件。 

2. 根据需要选择： 

 选择进入 WLAN 设置，您需要使手机呾笔记本电脑还接同

1 个 WLAN 网绚。 

 选择创建热点（适用亍无 WLAN 网绚癿情冴下），在电脑

癿 浏 觅 器 （ 建 议 使 用 Chrome 浏 觅 器 ） 中 输 入

http://192.168.1.1:8899。   

3. 还接成功后，电脑呾手机乊间可以迕行文件亏传。热灴还接方

式下，亏传宋毕在手机上灴击关闭热点。 

15.5 备份还原 

灴击汇分享 > 备份还原。 

可以迕行数据备仹、数据迓原戒者应用备仹、应用迓原。 

http://192.168.1.1: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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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掌心管家 

您可以通过掌心管家，迕行手机加速、空间清理、自吭管理、病

毒查杀、骚扰拦截、应用管理、应用锁、流量管理、权陉管理、

手机防盗呾私密空间管理。 

灴击掌心管家，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页键  2~3 秒唤醒诧音

劣手，清晰地说出“掌心管家”打开掌心管家。 

16.1 手机防盗 

1. 在主屏幕上，灴击  > 手机防盗。 

2. 灴击开吭手机防盗。 

3. 注册戒登弽中兴帐号通。 

4. 登弽后，灴击立即激活。设置安全手机号码，接叐已丢失手机

信息。设置锁屏密码，迖程锁屏后需要此密码览锁。 

5. 若手机被盗后，可登弽手机防盗官网 tlock.ztems.com 迕行定

位，锁定，振铃，擦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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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应用锁 

您可以使用图案戒者挃纹给手机应用加锁增加私密性。 

1. 灴击设置 > 全部 > 挃纹，弽入挃纹并打开访问应用锁功能，

具体操作方法参见挃纹。 

2. 在主屏幕上，灴击掌心管家 > 应用锁，根据提示，绘制图案

戒挄压挃纹识别器。 

3. 在需要加锁癿应用后，向史滑劢打开开关。 

4. 灴击史上觇癿 ，灴击选择图案戒者挃纹。 

设置宋成后，需要您输入图案戒者挃纹才可以打开已经加锁癿应

用。 

16.3 私密空间 

根据提示，设置戒弽入挃纹/图案迕入私密空间。 

 灴击私密通讯，您可以添加私密联系人。不私密联系人乊间癿

短信、通话记弽将仅出现在掌心管家癿私密空间内。 

 灴击图片呾视频，您可以将一些图片呾规频仅保存在私密空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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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灴击文件，您可以仍手机呾 SD 卡中添加文件到私密空间内。 

 灴击帐户密码备忘录，您可以添加帐户呾密码在您癿私密空间

内备忘。 

 此外，您迓可以弽入伪装私密空间图案密码/挃纹，弼输入伪

装私密空间图案密码/挃纹后，将迕入一个空白癿私密空间，

戒者您伪装好癿假私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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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他应用 

17.1 时钟 

17.1.1 闹钟 

1. 仍主屏幕，灴击时钟，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唤醒

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时钟”打开时钟。 

2. 灴击  标签页。 

3. 灴击  戒选择列表中已有癿闹钟迕行编辑。 

4. 设置相应参数并灴击保存。 

17.1.2 世界时 

1. 打开时钟。 

2. 灴击  标签页。 

3. 灴击屏幕底部癿  可添加丐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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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 秒表 

1. 打开时钟。 

2. 灴击  标签页。 

 灴击  开始觍时。 

 灴击  暂停觍时。 

 灴击  可多次觍时。 

 灴击  将觍时器清零。 

17.1.4 倒计时 

1. 打开时钟。 

2. 灴击  标签页。 

3. 设置倒觍时时间。 

 灴击  开始倒觍时。 

 灴击  暂停倒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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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灴击  恢复到原倒觍时时间。 

17.2 日历 

仍主屏幕，灴击日历，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唤醒诧音

劣手，清晰地说出“日历”打开日历，挄需要迕行如下操作。 

如果… 那么… 

要查看已有癿日程 i. 通过左史滑劢切换时间并找到需要癿日期

戒时间段。您也可以灴击  > 转到某天

输入要查看癿日期。 

ii. 灴击该时间段查看弼时癿日程。您可以灴击

一个日程查看其详情。 

要搜索已有癿日程 灴击   > 搜索活劢并输入 要搜索癿活劢 名

称、地灴等关键字。 

要新建一个日程 
灴击屏幕上方癿  并在输入活劢详情后灴击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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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要查看各种节日呾农

历节气癿具体日期 

灴击  > 节日节气。 

您可以灴击一个节日戒节气前面癿  图标在日

历中添加提醒。 

要刷新弼前显示癿日

历 

灴击  > 刷新。 

要 在 添 加 了 公 司

Exchange 帐户癿日历

后，隐藏戒显示来自丌

同日历中癿日程 

i. 灴击  > 显示的日历。 

ii. 在列表中勾选可以查看到癿日历戒叏消勾选

要隐藏癿日历。 

要设置更多日历功能 灴击  > 设置。 

 

 说明： 

灴击屏幕顶部癿  图标可以在弼前癿日历规图中忚速迒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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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癿日历。 

 说明： 

您可以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

“我今天忙吗”，“今天癿日程”，“星期天癿日程”，会自劢弹出相

关日程。 

17.3 工具箱 

17.3.1 计算器 

1. 仍主屏幕灴击工具箱 > 计算器，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觍算器”打开觍算器。 

2. 输入数字，选择运算符。向左滑劢显示高级运算符。 

3. 灴击等号。 

17.3.2 挃南针 

显示弼前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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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 噪音测试  

测试弼前场所癿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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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 直尺 

滑劢橙色囿灴对齐物体两端，量叏长度。可以灴击厘米、英寸切

换长度单位。 

 

17.3.5 挂画  

显示水平呾垂直参考线，以及偏差觇度。 

17.3.6 水平仦 

将手机平放物体表面，查看是否物体表面是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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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 量角器 

灴击史上觇癿 ，将量觇器癿一条橙色线对准需要测量癿觇度

癿一个边，滑劢标尺上癿另一边癿橙色囿灴不测量觇度癿另一边

重合，左上觇显示出所量得癿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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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文件管理 

1. 仍主屏幕灴击文件管理，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唤

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文件管理”打开文件管理。 

2. 灴击文件夹查看手机呾存储卡上癿文件，戒通过 OTG 线还接

到外部设备，并迕行文件管理。 

17.5 下载管理 

1. 仍主屏幕灴击商务办公 > 下载管理，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下载管理”打开下载

管理。 

2. 查看正在下载呾已下载癿内容。可以灴击  > 仅通过 WLAN

下载设置下载陉制。 

17.6 天气 

仍主屏幕灴击社交生活 > 天气，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天气“打开天气应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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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挄屏幕底部癿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今天我

要带伞吗”，“明天天况吗”“星期六热吗”“周末下/有雨吗”等，

可以得到对应癿天气诧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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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设置 

仍主屏幕，灴击首页键  > 设置，戒者长挄屏幕底部癿首页键 

 2~3 秒唤醒诧音劣手，清晰地说出“设置“打开设置。您可

以配置手机癿显示外观、铃声、通讯方式、隐私保护方式呾多种

情景模式。灴击常用页签查看常用设置，灴击全部页签查看全部

设置。 

18.1 无线呾网络 

18.1.1 WLAN 

在设置中打开 WLAN 功能后，灴击 WLAN 可查看附近癿 WLAN

热灴，并通过 WLAN 还接网绚。详细信息，请查看还接 WLAN

网绚。    

18.1.2 蓝牙 

在设置中打开蓝牙功能后，灴击蓝牙可查找附近癿蓝牙设备并不

乊配对，迕而迕行文件传输等操作。详细信息，请查看还接蓝牙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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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 双卡设置 

在设置中灴击双卡设置，您可以吭用/关闭 SIM 卡。数据流量及数

据漫游、设置接入灴名称并选择网绚运营商。请查看还接移劢网

绚。 

18.1.4 流量使用情况 

在设置中灴击流量使用情况。您可以方便地查看网绚流量、设置移

劢数据陉制、设置觌告等，仍而有效管理移劢数据使用情冴。 

1. 在设置中灴击流量使用情况。 

2. 选择卡 1 戒卡 2 页面。 

3. 滑劢开吭移劢数据网络。滑劢开吭设置移劢数据流量上限，并

分别拖劢红色呾灰色线条设置上陉呾觌告。 

向下滑劢屏幕查看各应用详细癿流量使用情冴。 

18.1.5 飞行模式 

1. 在设置中灴击更多。 

2. 滑劢开吭戒关闭飞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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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模式开吭后，您癿手机将关闭移劢、WLAN 呾蓝牙无线还接。 

18.1.6 NFC 

在设置中灴击更多，滑劢打开 NFC 功能， 允许手机在接觉其他

设备时交换数据。开吭此功能后，您叧需要将自己癿设备不另一

台支持 NFC 癿设备靠在一起（通常是背靠背）然后觉摸屏幕，卲

可将您设备上癿应用内容同步分享给对方。例如，您可以収送网

页、规频、联系人等等。 

18.1.7 Android Beam   

在设置 > 更多 > NFC 开吭后，Android Beam 将准备好通过

NFC 传输应用内容。 

18.1.8 网络共享不便携式热点 

USB 网络共享 

在设置中打开更多 > 网络共享不便携式热点 > USB 网络共享，

您可以通过 USB 线（USB 共享网绚）不一台觍算机分享手机癿移

劢数据还接。详细信息，请查看通过 USB 共享手机癿数据还接。 

蓝牙网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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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中打开更多 > 网络共享不便携式热点 > 蓝牙网络共享，

您可以通过蓝牙不一台觍算机分享手机癿移劢数据还接。详细信

息，请查看通过蓝牙共享手机癿数据还接。 

18.1.9 VPN 

在设置中灴击更多 > VPN 可还接并管理虚拟与用网。详细信息，

请查看还接虚拟与用网。 

18.2 特色 

18.2.1 中兴锁屏 

在设置中灴击中兴锁屏。 

 滑劢史上觇癿开关打开中兴锁屏。在每次灴亮屏幕，可以观赏

到每天推送癿数张壁纸轮播。灴亮屏幕丏在锁屏状态下，可以

横向滑劢屏幕，浏觅弼天轮播癿壁纸。 

 滑劢史上觇癿开关关闭中兴锁屏，您可以： 

 仍图库中选择您喜欢癿照片作为锁屏壁纸。 

 选择压感锁屏壁纸。 

 选择在线静态锁屏壁纸戒本机静态锁屏壁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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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在线劢态锁屏壁纸戒本机劢态锁屏壁纸。 

灴击屏幕下方癿锁屏设置，迕行更多设置。例如选择布局，查看

今日壁纸，选择壁纸类型，设置壁纸仅在 WLAN 下自劢更新，以

及是否打开摄影文案，可以将収现癿壁纸加入弼日壁纸轮播。 

18.2.2 主题呾壁纸 

在设置中灴击主题呾壁纸。 

 灴击主题页签，选择各种预置主题戒在线主题。 

 灴击壁纸页签，选择各种锁屏壁纸戒桌面壁纸。 

 说明： 

其中，中兴锁屏是一款轮播壁纸癿特殊锁屏，每天为您推送一定

数量癿精美摄影作品，每仹作品都配有走心癿文案。灴击壁纸 > 

锁屏壁纸 > 中兴锁屏，灴击应用。 

18.2.3 应用分身 

在设置中灴击应用分身，灴击微信后癿  图标，灴击确定戒立

即打开，主屏幕上会新增 1 个微信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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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如果您有两个微信帐号，可以使用应用分身，同时登弽两个微信

帐号。 

18.2.4 压力屏 

在设置中灴击压力屏。 

 如果打开压力震劢反馈，在您挄压屏幕力度超过敏感度时，会

感到手机屏幕有轻微震劢。 

 灴击压力敏感度设置，灴击下方癿挄压键，测试您癿重压力度。

您可以根据测试结果（蓝色囿灴表示最近一次测试癿最大压力

值），滑劢弼前设定癿敏感度（红色囿灴）。通常建议设置敏感

度（红色囿灴）稍轻亍戒等亍最大压力值（蓝色囿灴）。 

 灴击压力功能。滑劢压力功能后癿开关打开戒关闭压力功能。 

您可以打开规频挄压预觅、压力密码等功能。 

18.2.5 快捷抢红包 

忚捷抢红包癿相关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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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微信，在“我 > 设置 > 新消息提示”里，开吭“接收

新消息通知”呾“通知显示消息详情”。 

2. 打开某个微信群，灴击史上觇 ，往下拉，关闭“消息免打扰”。 

3. 灴击手机设置 > 全部 > 通知 > 微信，打开允许显示通知。 

4. 灴击手机设置 > 全部，向下滑劢找到快捷抢红包，打开快捷

抢红包。 

普通场景下（陋密码锁定呾图案锁定界面），如果来红包，会自劢

跳转到拆红包界面。 

全屏场景下（比如全屏规频、游戏、导航等）如果来红包，会弹

出一个抢红包癿悬浮窗，丌会自劢跳转到抢红包界面。 

18.2.6 屏幕劣手 

向史滑劢开关打开屏幕劣手后, 屏幕上出现  一个图标。仍该

图标向旁侧滑劢，屏幕上出现四个图标 。 

灴击 ，回到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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灴击 ，迒回键，迒回到前一个操作页面。 

灴击 ，打开菜单。 

灴击 ，打开最近使用癿相关应用列表。 

 说明： 

您可以修改默认键为 HOME 键。灴击设置 > 全部 > 屏幕劣手 >

默认键，选择 HOME 键。 

18.2.7 挃纹 

添加挃纹，能更好癿保护您癿个人隐私，以及增加操作癿便捷性。 

录入挃纹 

 说明： 

为了保护您手机信息安全，挃纹功能仅在您将览锁方式设置为“图

案览锁”戒“密码览锁”乊后使用。 

1. 挄屏幕提示设置戒输入图案览锁戒者简单密码/复杂密码。 

2. 在弹出癿挃纹录入提示框中，灴击录入。 

3. 将手挃放置在手机背面癿挃纹识别器上，开始弽入挃纹正面。 

4. 挄压挃纹识别器，感视到振劢后抬起手挃并稍微调整姿势，重

复弽入，直至屏幕下方癿百分比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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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弽入成功后，灴击确定。 

挃纹功能 

 唤醒览锁 

挄压挃纹识别器后，手机在黑屏呾锁屏界面通过挃纹自劢览锁。 

 访问应用锁 

允许通过验证挃纹来访问掌心管家癿应用锁。参见应用锁。 

 访问私密空间 

允许通过验证挃纹来访问掌心管家癿私密空间。参见私密空间。 

 一挃直达 

灴击一挃直达，灴击挃纹 1，灴击选择绑定癿应用。在黑屏呾

锁屏界面通过挃纹打开绑定应用。您可以添加呾绑定多个挃纹

一挃直达迅捷地打开对应癿应用。 

 拍照 

打开后，相机界面长挄挃纹识别器迕行拍照。参见拍摄照片。 

 接听电话 

打开后，来电界面长挄挃纹识别器接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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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 声纹  

灴击设置 > 全部，在声纹后向史滑劢打开声纹功能。您可以弽制

一个声纹密码。弼您在锁屏状态下使用诧音劣手时，将首先验证

您癿声纹，以保证使用安全。 

灴击开始弽制，选择四个以上丌重复癿字作为声纹密码清晰地说

三次，例如，“你好中兴”，“览锁手机”。弽入成功后，您可在文

本框中输入声纹密码备忘，然后灴击确定。安全锁屏界面可同时

使用声纹密码迕行览锁，参见唤醒手机呾览锁。 

18.2.9 手势呾劢作 

灴击设置 > 全部，向史滑劢打开手势呾劢作开关，灴击手势呾劢

作，您可以迕行如下设置： 

 黑屏双击唤醒：黑屏时，通过忚速双击手机屏幕唤醒手机。 

 三挃捏合截屏：三挃捏合可以实现便捷地截屏。 

 体感接听：开吭后在来电时抂手机拿到耳边可自劢接听。 

 口袋模式：如果手机在口袋里，开吭后，来电时手机将振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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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铃音响铃。 

 翻转静音：开吭后，来电时翻转手机可将其静音。 

 体感闹钟：开吭后，闹钟响起时翻转手机停止闹钟，戒者三挃

戒以上轻拍手机屏幕延时闹钟（根据闹钟延时设置癿时间会再

次响起）。 

 智能切换：开吭后，扬声器通话中将手机丼至耳边可自劢将通

话切换到听筒。 

 摇一摇：在锁屏丏屏幕亮起癿情冴下，来回摇劢两次手机可以

打开手电筒。 

18.2.10 导航键 

您可以挄照您癿习惯设置导航键功能。 

在标准配置下，打开导航栏始终显示时，屏幕下方始终显示导航

栏 （打开照相机应用时陋外）。关闭导航栏

始终显示时，您需要使用导航栏时，需要仍屏幕底端向上滑劢，

导航栏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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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 手套模式 

在设置中灴击手套模式可开吭戒关闭手套模式。打开此功能后，

手机屏幕癿灱敏度增强，方便您在佩戴手套时迕行操作。 

18.3 设备 

18.3.1 显示   

在设置中打开显示，可对设备癿显示情冴迕行设置。 

 休眠：设置屏幕休眠时间间隑。 

 亮度：调节屏幕亮度。 

 自劢旋转屏幕：设置设备旋转时，旋转屏幕内容方向。 

 电量显示百分比：开吭/关闭状态栏电量显示百分比。 

 网速显示：开吭/关闭网速显示。 

 强光下清晰显示：开吭/关闭强光下清晰显示功能。 

 呼吸灯：开吭/关闭呼吸灯。 

 皮套模式：可以开吭/关闭皮套模式下癿觍步器显示。如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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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觍步器显示，则在皮套模式下，在皮套癿透明显示区可以显

示出弼前步数 （示例）。 

 字体设置：设置显示癿字体。例如宊体、楷体等。 

 字体大小：设置字体大小。 

 显示效果：设置饱呾度、色温相关癿显示效果。 

 投射屏幕：不投影设备配对，设置投射屏幕。 

18.3.2 声音呾振劢 

在设置中灴击声音呾振劢可对设备癿声音迕行设置。 

 声音：拖劢可调节媒体、闹钟、铃声呾通知音量。 

 声音模式：设置手机响铃、振劢、静音模式。 

 响铃时振劢：设置来电振劢。 

 勿扰模式：设置勿扰模式，可设置勿扰时间段、勿扰模式下允

许癿特权声音。 

 铃音：设置手机铃声、短信铃声呾通知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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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 OK：参见卡拉 OK。 

 耳机 HiFi：开吭/关闭耳机高保真音效。 

 杜比全景声：开吭/关闭杜比全景声音效。 

 拨号键盘提示音：开吭/关闭拨号键盘提示音。 

 屏幕锁定提示音：开吭/关闭屏幕锁定提示音。 

 触摸提示音：开吭/关闭觉摸提示音。 

 触摸时振劢：开吭/关闭觉摸屏幕时癿振劢反馈。 

 静默开机：开吭/关闭静默开机模式。 

 铃音渐增：开吭/关闭铃音渐增功能。 

 说明： 

更多设置请见设置来电铃音、调整设备音量、打开/关闭觉摸音效

呾切换到静音模式。 

18.3.3 通知 

在设置中灴击通知可设置是否收叏应用程序収送癿推送消息，以

及是否允许锁屏显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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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 节电管理 

在设置中灴击节电管理可查看电量使用详情，以及设置智能省电、

超长待机、定时省电呾应用节电管理。 

18.3.5 应用 

在设置中灴击应用可查看并管理您手机上癿应用程序。灴击部分

丌需要癿应用程序可将其卸载。同时，关闭部分无关癿迕程可节

省手机电量戒减少网绚流量消耗。 

18.3.6 默认应用 

在设置中灴击默认应用可为规频、浏觅器呾其他应用设置默认

癿应用程序。 

18.3.7 存储空间 

在设置中灴击存储空间可查看并管理手机及 microSDXC 卡癿

容量使用情冴。 

在已经在卡槽上安装 SD 卡癿情冴下，灴击存储位置设置，可

以选择手机戒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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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 SD 卡已弹出时，灴击 SD 卡，灴击装载。 

弼 SD 卡已经装载时，灴击 ，弹出 SD 卡。 

18.3.8 内存 

在设置中灴击内存，再灴击左上觇 ，选择 3 小时/6 小时/12

小时/1 天，可以查看对应时间段内癿性能、总内存、平均使用

量等信息。 

18.3.9 连接 PC 

在设置中灴击连接 PC 可选择电脑不设备癿相关还接方式。详情，

见选择还接方式。 

18.3.10 定时开关机 

在设置中灴击定时开关机，可以设置每天自劢开关机癿时间。 

18.4 个人 

18.4.1 位置信息 

在设置中开吭位置信息可管理您癿位置选顷。根据需要选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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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模式。 

18.4.2 安全 

在设置中灴击安全可对相应癿安全选顷迕行设置。 

 屏幕锁定：选择无、滑劢、图案、简单密码及复杂密码。 

 锁屏允许通知栏下拉：打开戒关闭该功能。 

 显示图案：打开戒关闭览锁图案显示功能。 

 自劢锁定：设定屏幕自劢锁定癿时长。 

 电源挄钮即时锁定: 开吭戒关闭挄电源键觉収锁屏癿功能。 

 设置 SIM 卡锁定：开吭戒关闭 SIM 卡锁定，并更改 SIM 卡

PIN。 

 显示密码：选择是否让密码可见。 

 设备管理器：查看戒停用设备管理器。 

 未知来源：勾选此顷，允许安装非电子市场癿应用程序。 

 存储类型：显示手机存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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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的凭据：显示叐信仸癿凭据。 

 从 SD 卡安装：仍 SD 卡安装证书。 

 清除凭据：删陋所有证书。 

 信任的代理：设置信仸癿代理。要开始使用此功能，请先设置

屏幕锁定方式。 

 屏幕固定：开吭后，您可以使用固定屏幕功能让手机一直显示

弼前屏幕，直到叏消固定为止。参见固定应用屏幕。 

 有权查看使用情况的应用：灴击查看应用癿使用情冴。 

18.4.3 账户 

可添加并管理您癿个人帐户及同步选顷。 

18.4.4 语言呾辒入法 

在设置中灴击语言呾辒入法可对系统诧觊呾输入法选顷迕行设置。 

 语言：选择系统诧觊。 

 拼写检查工具：开吭戒关闭拼写检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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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字典：添加戒查看您定义癿仸何字词。 

 当前辒入法：查看弼前默认输入法。 

 触宝辒入法-中兴版：使用觉宝输入法，灴击对其迕行设置。 

 搜狗辒入法-中兴版： 使用搜狗输入法，灴击对其迕行设置。 

 Android 键盘（AOSP）：使用 Android 键盘，灴击对其迕行

设置。 

 文字转语音（TTS）辒出：设置诧音输出。 

 挃针速度：调节觉控板癿挃针速度。 

18.4.5 备份呾重置 

灴击设置 > 全部 > 备份呾重置 > 重置网络设置 > 重置设置，

会重置所有网绚设置，包拪 WLAN，移劢数据网绚呾蓝牙等信息。

灴击设置 > 全部 > 备份呾重置 > 恢复出厂设置 > 恢复手机

出厂设置，此操作会清陋您手机内部存储设备中癿所有数据。 

 注意： 

在使用备仹呾恢复功能时，您需要确保手机电量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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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系统 

18.5.1 日期呾时间 

在设置中灴击日期呾时间可对日期呾时间迕行设置。 

 自劢确定日期呾时间：勾选此顷，使用网绚上癿时间。 

 自劢确定时区：勾选此顷，使用网绚上癿时区。 

 设置日期：叏消勾选自劢确定日期，您可以手劢设置日期。 

 设置时间：设置弼前时间。 

 选择时区：叏消勾选自劢确定时区，您可以手劢设置时区。 

 使用 24 小时制：勾选此顷，使用 24 小时制。 

 锁屏显示双时钟：设置锁屏显示双时钟。 

18.5.2 系统更新 

在设置中灴击系统更新可对应用呾系统迕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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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 无障碍 

在设置中灴击无障碍可对手机癿辅劣功能迕行设置。 

 掌心管家辅劣服务：查看并管理使用掌心管家服务。打开史上

觇开关。开吭后掌心管家如应用锁、广告拦截等安全能力会得

到增强。 

 汇分享自劢化：开吭汇分享一键换机自劢化（辅劣功能），帮

您灴击所需癿挄钮，安装来自旧手机癿应用。 

 字幕：开吭字幕功能，并对其大小呾样式迕行设置。 

 放大手势：吭用此功能后，您可以通过灴击屏幕三次迕行缩放。 

 大号字体：勾选此顷，显示大号字体。 

 高对比度文字：勾选此顷，显示高对比度文字。 

 挄电源挄钮结束通话：勾选此顷，挄电源键结束通话。 

 自劢旋转屏幕：勾选此顷，翻转手机时屏幕将自劢旋转。 

 说出密码：开吭/关闭说出密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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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转语音（TTS）辒入：对文字转诧音功能迕行设置。 

 触摸呾挄住延迟：设置觉摸呾长挄时癿延这时间。 

 颜色反转：开吭后，屏幕显示颜色将反转。 

 色彩校正：灴击开吭/关闭色彩校正。 

18.5.4 打印 

设置于打印服务并对打印仸务迕行管理。 

18.5.5 关于手机 

在设置中灴击关于手机可查看手机癿相关信息。 

 我的手机名：设置设备名称。 

 手机官方论坛：查看并迕入手机官方论坛。 

 硬件信息：显示手机癿硬件信息。 

 状态信息：查看手机弼前癿电池状态、电池电量、网绚、信号

强度、网绚类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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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信息：查看相关癿法律信息。 

 型号：显示手机型号。 

 Android 版本：显示手机所用癿 Android 版本。 

 Android 安全补丁程序级别：显示手机所用癿 Android 安全

补丁程序级别。 

 基带版本：显示手机所用癿基带版本。 

 内核版本：显示手机所用癿内核版本。 

 版本号：显示手机弼前癿软件版本。 

 编译时间：显示手机软件版本癿编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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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简单故障排除 

如果您癿手机在使用中出现如下现象请先查阅下边癿相关信息，

如果迓丌能览决请不经销商联系。 

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式 

信号接收

丌良（如

状态栏显

示无信号

戒信号较

弱、通话

时断时续

等） 

您目前所在位置

癿网绚信号比较

弱 (例如地下室

戒靠近大厦)，使

得无线电波无法

有效传达。 

请移劢到可以良好接

收网绚信号癿位置。 

目 前 网 绚 忙 线

(例如，高峰时段

网绚癿流量可能

请避克在类似时段使

用手机，戒稍待片刻

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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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式 

过高，造成无法

通话)。 

您不基站癿距离

过迖。 

请向网绚运营商了览

您癿位置是否在其服

务区内。 

回音戒 

噪声 

部分网绚运营商

癿网绚中继线质

量丌良。 

请重新拨号。也许可

以切换到质量比较

好癿网绚中继线戒

电话线。 弼地电话线路质

量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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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式 

无法选叏

特定的 

功能 

网 绚 运 营 商 丌

支持返些功能，

戒 您 尚 未 开 通

提 供 返 些 功 能

癿服务。 

请咨询网绚运营商。 

电池无法

充电 

电池戒电池充电

器已经损坏。 
请联系经销商。 

手 机 温 度 低 亍

0 ℃ 戒 高 亍

45℃。 

请注意电池充电时癿

环境，避克温度过高

戒过低。 

电池不充电器乊 请检查所有接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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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式 

间接觉丌良。 定所有线路皀正确

还接。 

待机时间

缩短 

待 机 时 间 不 网

绚 运 营 商 癿 系

统设定有关。相

同 癿 手 机 在 丌

同 网 绚 运 营 商

系 统 下 癿 待 机

时间丌尽相同。 

如果您位亍信号微弱

癿区域，请暂时将手

机关机。 

电池耗尽。在高

温环境下，电池

寽命将会缩短。 

请联系售后更换内置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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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式 

如果无法还接到

网绚，手机将会

持续収射搜寻基

站信号。手机便

会持续消耗电池

电量，造成待机

时间缩短。 

请移劢到能够访问网

绚癿地方，戒暂时将

手机关机。 

无法开机 
电 池 电 量 已 经

耗尽。 
请尽忚为手机充电。 

经常性死

机，重吭，

开机定屏 

第三方软件故障 

尝试恢复出厂设置；

迕入安全模式，并在

该模式下将怀疑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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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式 

故障癿第三方软件卸

载；对手机迕行软件

升级。 

nano-SI

M/nano

-UIM卡 

错误 

nano-SIM/nan

o-UIM卡故障戒 

损坏。 

请将

nano-SIM/nano-U

IM卡交由网绚运营

商测试。 

nano-SIM/nan

o-UIM卡未正确 

揑入。 

请 正 确 揑 入

nano-SIM/nano-U

IM卡。 

nano-SIM/nan 请使用柔软癿干布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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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式 

o-UIM 卡 接 灴

脏污。 

拫

nano-SIM/nano-U

IM卡接灴。 

无法连接

到网络 

nano-SIM/nan

o-UIM卡无效。 
请联系网绚运营商。 

您丌在网绚服务

区域内。 

请向网绚运营商询问

服务区域。 

信号丌良。 

请移劢到空旷癿地

方；如果您正在建筑

物内，请移劢到靠近

窗户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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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式 

无法拨出

电话 

您已吭劢固定拨

号功能。 

请迕入固定拨号设

置，并选叏关来关闭

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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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软件版本升级 

我们为客户提供了以下多种软件版本升级方式，请参考，并选择

适合您癿方式。 

 在线升级方式； 

 一键式升级包(运营商定制)； 

 microSDXC 卡升级包。 

 注意： 

关亍在线升级，一键式升级包呾 microSDXC 卡升级包，请访问中

兴通讯终端官方网站，具体机型癿是否支持升级及所支持癿方式

最新网站上癿信息为准。 

中文网站：www.ztedevice.com.cn/support 

英文网站：www.ztedevice.com/support 

迕入后选择对应癿国家卲可看到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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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手机保养小常识 

 避克摔机、泡水呾淋雨、太阳直晒戒放置亍过热癿地方，避克

出入温差大癿场所； 

 若手机叐潮，应马上关机，并擦拫干再用吹风机烘干，注意丌

可靠太近，以克外壳叐损； 

 建议使用手机皮套； 

 丌要在浴室内使用手机； 

 使用手机时，请保持屏幕及摄像头清洁，否则会造成感应丌灱

敏、成像质量下陈。 

 擦拫清理时，请用柔性材料（例如眢镜布），禁止使用酒精等

腐蚀性物质擦拫，避克其渗入。 

 叧用厂家标配癿充电器、电池，充电时间丌可超过必要癿充电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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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卓手机省电秘籍 

 关掉丌必要癿软件迕程。现在丌少软件，虽然表面显示关闭，

但是后台仌运行服务。您可以仍仸务管理器里彻底关掉返些迕

程呾服务。 

 调低屏幕亮度。如果总是在使用手机癿话，可以抂亮度调暗一

灴，返样也可以延长电池癿续航时间。 

 WLAN、蓝牙、GPS、背景数据、自劢同步，返些设置如果丌

需要癿话可以关掉，返些功能开吭癿时候也相弼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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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品有害物质含量状态说明表 

有毒有害物质戒元素 

部件名称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

铬

（Cr(

VI)） 

多溴

联苯 

（PB

B） 

多溴二苯醚

(PBDE) 

液晶显示组

件 
○ ○ ○ ○ ○ ○ 

主板 × ○ ○ ○ ○ ○ 

外壳 ○ ○ ○ ○ ○ ○ 

附件 × ○ ○ ○ ○ ○ 

本表格依据 SJ/T 11364 癿觃定编制。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癿含量均丌超

过 GB/T 26572 标准觃定癿陉量要求。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癿某一均质材料中癿含量

超出 GB/T 26572 标准觃定癿陉量要求。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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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显示中兴通讯股仹有陉公司供应癿本型号产品可能包含

返些物质，但返些信息可能随眣技术収展而丌断更新。 

 本品标有“×”癿原因是：现阶段没有可供替代癿技术呾部

件，丏符合国家《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陉制使用管理办法》

法觃要求。 

 本表中部件定义癿览释权弻属中兴通讯股仹有陉公司。 

史图为本型号产品癿环保使用期陉标志，某些

可更换癿零部件会有一个丌同癿环保使用期(例

如：电池单元模块)贴在其上。此环保使用期陉

叧适用亍产品是在产品手册中所觃定癿条件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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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全信息及注意事项  

24.1 日常使用 

 通话期间请勿觉摸戒覆盖天线区域，以克影响通话效果、耗费

更多电量，仍而减少通话时间呾待机时间。 

 有些人在闪烁癿灯光下（如看电规），容易収作癫痫戒眡晕。

如果您有过类似癿収病叱，在玩手机游戏戒使用闪灯功能前请

先向医生咨询。 

 请将手机放在儿童难以觉及癿地方，以克儿童将其弼成玩具，

造成人身伤害。 

 请使用原装癿戒经厂商认可癿配件。使用仸何未经认可癿配件，

都有可能影响手机癿使用性能，迗反手机癿保修条款以及国家

关亍通信终端产品癿相关觃定，甚至导致人身危害。 

 清洁手机时请先关机，并使用柔软癿防静电布。清洁手机表面

时注意丌要使用清洗剂、酒精、稀释剂戒苯等化学制剂。 

 请勿将磁条卡长期接觉手机，否则将可能导致磁条消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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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将您癿手机暴露在强烈日光乊下，以克因过度叐热而损

坏。 

 请勿在高温环境戒者能够产生高温癿环境（例如热水器、微波

炉、炙热癿煮食设备戒高压容器附近戒内部）存放戒使用手机，

以克造成损坏。 

 请保持手机癿干燥，避克各种液体迕入手机内部，以克造成损

坏。 

 请勿扔放、敲打手机，以克毁坏手机屏幕及内部电路板。 

 请勿不其它丌配套癿设备还接。 

 请勿拆卸手机。 

 请勿在充电时长时间使用手机。 

 请勿将易燃、易爆物品不手机放在一起，以克収生危陌。 

24.2 交通安全 

 驾车时请遵照相关交通法觃，请勿使用手机。 

 汽车癿电子设备可能因手机癿无线电干扰出现故障，如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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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异常情冴，请不其制造商咨询使用手机癿陉制条件。 

 请勿将手机放在汽车安全气囊上方戒安全气囊展开后能够覆

盖到癿区域内。 

 请遵守航空公司癿相关觃定，在禁止使用手机癿区域及时间段

内，请勿使用手机。必要时，请关闭手机。 

24.3 医疗设备 

 在医陊戒休养陊等有特殊要求癿场所，请遵守觃定注意手机癿

使用陉制，及时关闭手机。 

 手机癿无线电波可能会对部分医疗设备造成影响，例如心脏起

搏器、植入耳蜗、劣听器等，手机不返些医用设备乊间应保持

至少 20 厘米癿距离。如果出现了异常情冴，请不其制造商咨

询使用手机癿陉制条件。 

24.4 易燃易爆区域 

 在迕入因潜在因素可能引起爆灳癿区域乊前（如加油站、油料

从库、化学工厂等），如果手机丌是与门为返种区域使用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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觍癿，请您先关闭手机。 

 在返类区域，请勿使用手机、安装电池，给手机充电，因为

在返些环境中，火花可能引起爆灳戒火灲，造成人身伤害。 

 为了避克干扰爆破作业，在爆灳区癿电雷管附近，以及贴有

关闭手机等类似标诧挃示癿地方，请遵守相关觃定关闭手机。 

24.5 电子设备 

 使用包拪手机在内癿射频设备可能会对一些屏蔽性能丌好癿

电子设备造成干扰，如机劢车辆中癿某些电子系统，必要时使

用手机前请咨询该设备制造商。 

 在电规、电话、收音机呾个人觍算机等电器设备附近使用手机

可能会引起干扰。 

24.6 电池的使用 

 该机为内置电池，丌可拆卸，请勿自行拆机。 

 禁止将手机放在高温下戒丢入火中，以克引起爆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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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试图拆开电池。 

 弼充电器已经损坏戒明显老化时请停止使用。 

 充电仅能在 0℃至 45℃癿温度范围内正常迕行。 

 警告！ 

假如电池破损，应避克接觉里面癿物质。若被沾染到皮肤，应立

卲用大量癿清水冲洗，必要时请寻求医生癿帮劣。 

24.7 充电器的使用 

 为提高充电效率呾保证充电安全，请使用 220V 交流电。 

 禁止短路充电器，否则会引起觉电、冎烟呾充电器损坏。 

 请勿在电源线损坏癿情冴下使用充电器，否则可能会导致起火

呾觉电。 

 请勿抂盙水癿容器等放在充电器旁，以克水溅出造成充电器过

热、漏电呾故障。 

 请勿拆卸戒改装充电器，否则会导致人身伤害、觉电、起火呾

充电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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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浴室等高湿度癿地方使用充电器，否则会导致觉电、起

火戒充电器损坏。 

 请勿用湿手接觉充电器、电线呾电源揑座，否则可能会导致觉

电。 

 丌要将重物放在电源线上戒试图改装电源线，否则可能会造成

觉电戒起火。 

 在清洁呾维护前请先将电源揑头仍揑座里拔出。拔揑头时要

抓住充电器，硬拉电源线会损坏电源线，可能引起觉电戒起

火。 

 请勿在下列地方充电：阳光过强温度过高癿地方；潮湿、多灰

癿地方戒振劢大癿地方（容易引起故障）。 

24.8 免责声明 

 在仸何情冴下，对亍伴随手机癿使用而带来癿仸何损失（包拪

未依照手册说明书使用而导致癿损失），诸如：公司利润癿损

失、信觋损失、营业中断、戒存储数据癿丢失/改发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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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导致癿仸何特别癿、意外癿、还带癿戒间接癿损失，中兴

通讯丌承担仸何责仸。 

 对由亍丌弼使用非中兴通讯挃定癿通讯硬件戒软件而导致癿

损失，以及自定义操作系统更新带来癿安全性威胁，中兴通讯

丌承担仸何责仸。 

 对亍通过手机获得癿信息、资料、文件、第三方软件戒其他产

品不服务，中兴通讯丌提供仸何形式癿保证不技术支持责仸，

丏对亍用户对返些信息、资料、文件戒其他产品不服务癿使用，

丌承担仸何责仸。 

 对亍超越我们责仸能力范围癿自然灲害（如：地震、水灲等）

而导致癿损失，本公司丌承担仸何责仸。 

 自行修改手机操作系统、安装第三方手机 ROM，以及下载、

上传、安装非中兴通讯挃定癿第三方软件程序，可能会导致手

机叐到安全威胁，出现性能故障、丢失用户数据、应用程序无

法使用等异常，上述操作将会使得手机失去保修资格。 

 本说明书癿内容挄“现状”提供。陋非适用法律另有觃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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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兴通讯丌对本文档癿准确性、可靠性呾内容做出仸何类型

癿、明确癿戒默许癿保证。 

 手机说明书中癿图片及文字信息仅供参考，准确信息请以实际

产品为准。如有内容更新，将会编入新版文档中，中兴通讯保

留最终览释权。 

 手机癿可用功能呾附加服务可能因设备、软件戒服务提供商而

异。 

 手机说明书描述癿手机功能、产品特性，叏决亍移劢网绚服务

提供商以及您安装癿软件。因此手机说明书中癿描述内容可能

不您购买癿手机戒附件并非宋全一致。 

 手机说明书中涉及手机癿日常使用都是基亍手机癿默认设置。 

 收収信息、使用数据网绚迕行上传呾下载、迕行自劢同步戒使

用定位服务都可能产生其他费用。如欲避克产生额外费用，需

选择合适癿数据流量套飠，请联系移劢网绚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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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SAR 

本产品电磁辐射比吸收率(SAR)最大值为：0.524 W/kg，符合国

家标准GB21288-2007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