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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机外观介绍
1.1 正面

2. 安装 SIM 卡与电池

用手指按住手机背盖，
依图示箭头方向将手机
背盖推出。

手机背面电池槽下方
有一黑色的 SIM 卡座，
将 SIM 卡金色接脚朝
下、缺口朝向左方，以
与手机平行的方式缓缓
推入 SIM 卡槽内，推
到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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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卡放置完后，将电
池置入手机，将电池的
两个凸片与金属接脚朝
下插入手机对应的卡槽
中，然后将电池向下压。

最后将手机背盖装回，
听见 “ 咯 ” 一声的话，
背盖完全固定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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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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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池充电
1. 请先确认电池已经装在

手机上了。
2. 将旅行充电器的充电插

头插入手机底部的插槽
中。

3. 将旅行充电器的电源插
头连接至标准交流电源
插座。

4. 功能选单介绍
请在待机状态按 ，进入功能选单后，按

可在各选单项目间移动。选单左侧为 “ 确

定 ”，右侧为 “ 返回 ”，按 选定功能项目，按
 退出该选单，按 也可退出功能表。

进入子功能表之后，同样可按 在各
选单项目间移动。

安装 SIM 卡与电池警告说明：

1. 插入 SIM 卡时一定要与凹槽以十分平行的角度
推入，若有些微往上或往下的角度都不易插入，
而且可能会使 SIM 卡损坏。

2. 插入电池时，请确认将电池的两个凸片完全置
入手机电池槽的底部凹槽，若没有将凸片对准
凹槽就强行将电池压下的话，可能会使电池损
坏。

3. 电池如果更换不正确的话，会有爆炸的危险。
请按照制造商说明（电池上有标示）处理使用
过的电池。

箭头朝下

图标 说明

网络  使用系统服务商提供的增值服务（取决
于系统服务商是否提供），使用 STK 增值服务、
无线上网和设置 WAP、帐号资料等

短消息  查看或编写短消息、彩信（MMS）、
电子邮件、语音、聊天室等信息，还可设置
区域广播等

情景  让您设置情景模式，包括铃声设置、音
量、来电提示方式、自订铃声、应答模式、
背光时间设置等

设置  包括手机设置、屏幕设置、铃声设置、
通话设置、网络设置、安全设置、恢复至原
厂默认值等

相机  您可以用手机拍摄照片、影片，并将照
片、影片保存、发送，或设置为来电显示照
片等

多媒体中心  可以用手机播放 MP3 音乐、FM
收音机、玩 Java 游戏、编辑铃声、铃声设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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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掀开手机上盖即可接听电话。
2. 若您在 “ 情景 / 个人化 / 应答模式 ” 中设置为

“ 任意键应答 ”，则在掀开手机上盖后，按下任
意键即可接听电话。

5. 通话功能

5.1 拨打电话
1. 掀开手机上盖，输入要拨打的号码，输入错误时

可按一下  清除最后一位数字，并重新输入。
要清除全部号码，请按住 。

2. 号码输入完成后按  可以保存此号码至电话簿。
3. 号码输入完成后按 开始拨号。

图标 说明

移动助理  可以让您设置闹铃、安排约会的日
历、计算器、录音笔、货币换算、世界时钟、
图片编辑、秒表、文件管理、健康管理等

电话簿  可以保存姓名、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
便于查询号码和识别来电

通话记录  查看未接来电、已拨电话、已接电
话，管理通话时间、通话费用、短信计数器
及 GPRS 计数等信息

5.2 接听电话
您必须先开机（待机模式下）才能接听电话。来

电时手机会依照情景模式的设置发出震动或铃声，屏
幕会显示来电号码、姓名或隐藏号码（电话簿中已存
有该姓名时屏幕才会出现姓名）。若您在电话簿中设
置 “ 图片 ”，则来电时屏幕会显示相片。

5.3 更快的拨号方式

5.3.1 使用电话簿拨打电话

您可将常用的电话号码存入 “ 电话簿 ”，然后使
用电话簿来拨打电话。

在待机状态按 进入电话簿，再按 从电
话簿列表中选择欲拨打的电话，再按 开始拨号。
5.3.2 重拨电话（使用通话记录拨打电话）

按 会出现曾经接听或拨打的通话记录，再按
可从通话记录列表中选择欲拨打的电话，选定

后按 即可拨打电话。

5.4 扩音功能 ( 免提听筒 )

在通话中或拨号中按 （免提）可使用扩音功能，
再按一次 （正常）可返回听筒通话。

5.5 键盘锁 

为防止误按键盘，在待机状态下按一下 ，再按
一下 ，即可锁住键盘。同样的步骤重复一次即
可解锁。

在键盘锁住时，仍可以按 接听电话，且在通话
期间，手机可以正常操作其他功能，当通话结束后或
拒接电话时，键盘会自动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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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机常用设置
6.1 日期 / 时间

进入 “ 设置 / 手机设置 / 日期／时间 ”。

1. 进入 “ 时区时间 ”，用 选择您所在的时区，

再按 （确定）即可。
2. 进入 “ 时间设置 ” 后，用数字按键直接输入时

间和日期，还可启动或关闭调整日光时间功能，

再按 （确定）即可。
3. 进入 “ 格式设置 ”，格式设置可选择 12 小时制

或 24 小时制。而日期格式设置可选择日月年，年
月日，月日年。

4. 您必须将 “ 设置 / 屏幕设置 / 内屏幕待机画面
/ 显示日期时间 ” 设置为 “ 开启 ”，日期和时
间才会显示在内屏幕的待机屏幕上。

6.2 快捷方式
四向方向键中的向下键 为快捷方式键，本功能

可以将默认的快捷方式选项更改为您需要的选项。

进入 “ 设置 / 手机设置 / 快捷方式 ”，选择欲更

改的项目，按 （设置）进入更详细的选项，选择
完成后，按 （确定）即可。

6.4 情景设置
在“情景”选单中，您可以选用“一般”、“会议”、

“ 室内 ”、“ 户外 ”、“ 耳机 ” 等情景模式，并可以
将选用的情景模式变更为个人化的设置。个人化设置为：
铃声、音量、响铃模式、铃声类型、接通提示等项目。

6.3 设置内、外屏幕墙纸
“ 墙纸 ” 选项是设置内屏幕在待机模式时显示在

背景中的画面。“ 外屏幕 ” 选项是设置外屏幕在待
机模式时显示在背景中的画面。也可以将图片或照片
设置为墙纸。

6.3.1 将内建图片设置为墙纸

1. 进入“设置/屏幕设置/主屏幕或外屏幕墙纸/默认”。

2. 按 （浏览）可浏览手机内建的图片，再按 （确
定）即可选择该图片作为墙纸。

6.3.2 将图片或照片设为墙纸

1. 要将手机照相机拍摄的照片作为墙纸，请进入 “ 设
置 / 屏幕设置 / 主屏幕或外屏幕墙纸 / 自订 ”。

2. 在文件管理中选择图片或照片保存的路径，选择
要的照片或图片，按 （确定）即可。

5.7 通话记录

在待机状态按 / 通话记录，可以查看未接电
话、已拨电话、已接电话的电话号码记录，以及通话
信息。单一项目中最多可以保存 20 条最新通话记录，
各项目的通话记录若超过 20 条的话，最早的记录将
被自动删除。请参考使用手册 74 页的详细说明。

5.6 拒接来电

当有来电时，若您想拒绝接听来电，请按 ，对
方可能会被转移到您的语音信箱，或听到忙线中的声

音，这取决于您的服务商及您的服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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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铃声设置
进入 “ 设置 / 铃声设置 ”，您可以设置来电铃声、

闹铃铃声、关机铃声、开机铃声、掀盖铃声、合盖铃
声、信息铃声、键盘音，本手机内建多种音乐供您选
择。您也可以进入 “ 多媒体中心 / 音乐编辑器 ” 来
编辑具有个人风格的音乐。

7. 短信（SMS）
当您收到短信后，屏幕上会出现新短信的动画通知，

此时掀开手机上盖，按 （读取）即可读取信息内容。
您也可以直接进入 “ 短消息 / 短信 / 收件箱 ” 读取

已收到的信息。尚未读取的信息图标为 。

7.1 编写和发送短信
请依照以下说明来编写和发送短信：

1.  选择 “ 短消息 / 短信 / 编辑短信 ”。

2.  出现文字输入框，输入您的文字信息。或按 （选
项），可以选择 “ 常用短语 ”、“ 插入对象 ”、
“ 文件格式 ”、选择 “ 输入法 ” 等加以编辑新
短信。

8. 彩信（MMS）
当您收到彩信时，屏幕上会出现彩信图标，且内

屏幕上会出现 “1 条新彩信 ” 文字框。此时选择 “ 读
取 ”，进入彩信 “ 收件箱 ” 会列出所有信息，并从
新到旧的顺序排列。

8.1 编写彩信

8.1.1 编写文字

1. 进入 “ 短消息 / 彩信 / 编辑彩信 ”。

2. 选择 “ 编辑内容 ” 后按 （编辑），可以直接
编辑文字内容，选择文字时请按 （选取）。

3. 输入完成后按 （选项）。

8.1.2 加入图片

1. 文字加入后，按 （选项）/“ 加入图片 ”/“ 确
定 ”，选择手机上照片及图片的保存位置。

2. 选择欲加入的照片或图片后按 （确定），照片
就会自动加入至 MMS 信息。在 MMS 信息主画面
中可以看到文字和图片已经组合在一起。

8.1.3 加入声音

1. 图片加入后，按 （选项）/“ 加入声音 ”/“ 确
定 ”，选择手机上音乐或声音的保存位置。

2. 选择欲加入的声音后按 （确定），声音就会自
动至 MMS 信息。在 MMS 信息主画面中可以看到
文字、图片和声音已经组合在一起。

3.  编辑完成后，按 （选项）选择 “ 完成 / 发送 ”。
4. 输入号码或按 （搜寻）选择电话簿，再选择号

码。然后按 “ 确定 ”。

说 明：“ 插 入 对 象 ” 与 “ 文 字 格 式 ” 输 入
EMS 短信的功能选项，若是对方的手机不支持
EMS 短信，可能无法正常读取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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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加入附件

1. 声音加入后，按 （选项）/“ 加入附件 ”/“ 确
定 ”，选择手机上附件的保存位置。

2. 选择欲加入的附件后按 （确定），即可将附件
加入。一条 MMS 信息只能有一个附件。

8.1.5 插入新的一页

1. 一个页面中只能加入一段文字、一张图片和一段
声音，若要再增加第二张图片或声音，需要先增
加一个页面。

2. 按 （选项）/“ 插入新的一页 ”，接下来即可
重复前述的步骤再加入新的文字、图片和声音。

3. 编辑完成后按 （选项）/“ 完成 ”。

8.1.6 发送 MMS 信息

1. 屏幕上显示 “ 收信人 ”、“ 副本 ”、“ 密件副
本 ”、“ 主旨 ” 四个栏目。

2. 您无法直接在栏目上输入电话号码，选择 “ 收信

人 ”，按 （编辑）/ 加入号码或加入电子邮件
/ 确定，直接输入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或是再按

（搜寻），从电话簿中选择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
然后按 （确定）。

3. 您可以按 （选项），重复进行步骤 2 来增加其
他收件人。

4. 编辑完成后按 （完成）/ 保存 / 发送 / 确定。

9. 音乐播放器
本手机提供播放 MP3 音乐功能，让您的手机摇身

一变成为 MP3 随身听，您不再需要带着手机又带着
MP3 随身听，J201 让您一机搞定。

进入 “ 多媒体中心 / 音乐播放器 ”，可以看到如
右图所示的界面。您也可以按快速键 进入多媒体
中心选单。

9.1 MP3 播放界面说明

歌曲名称
正在播放第几首歌
曲 / 歌曲总数

歌曲已播放
时间 / 歌曲
总时间长度

音量

下一首上一首

播放／暂停

音 乐 来 源
于 手 机 或
记忆卡

停止

9.2 播放 MP3 音乐
1. 第一次使用 MP3 播放功能时，进入 “ 多媒体中

心 / 音乐播放器 ”，会自动产生播放清单并载入
播放清单。

说明：本手机还可发送电子邮件，请参考用户手
册 37-38 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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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音乐播放器设置 ( 产生清单 )

进入 “ 多媒体中心／音乐播放器 ”，按 （选项）
／播放清单／选项／自动产生清单。

1. 按   选择开启或关闭自动产生清单功能。
2. 若启动本功能，您必须将歌曲放在手机或记忆卡

的 “Audio” 目录下，才能自动产生清单。
3. 若要自己加入歌曲，则须关闭本功能，然后进入

“ 多媒体中心／音乐播放器 ”，按 （选项）
／播放清单／选项／添加，来加入歌曲（或整个
文件夹中的歌曲。）

10. 调频广播
10.1 收听广播
1. 插上耳机 , 进入 ” 多媒体中心 / 调频广播 ”，按

启动广播。
2. 按 选择频道，按 自动搜寻频道，搜寻到

有节目的频道时，会自动停止搜寻。

3. 或是按 （选项）/ 手动输入，输入欲收听频道
的频率后按 （确定）即可。

4. 若是您有将频道存储在清单中，可以直接按数字
键切换至清单中对应的频道，清单的设置方式请
参考用户手册 60 页中 “ 自动设置清单 ” 的说明。

10.2 广播界面说明

正在收听的
频率
音量

往后往前

自动搜寻频道电源开关

频率显
示轴

2. 按 选择上一首或下一首歌曲，按 可播放
音乐，按 停止播放。

3. 按手机左侧 可调整音量大小。

11. 数码相机
11.1 拍照
1. 进入 “ 相机 / 拍照 ”，或在待机画面按 选择

“ 拍照 ”；或是直接按手机左侧的 按键可进
入预览窗口。

2. 屏幕上显示相机镜头拍摄到的物体。将手机镜头
对准欲拍摄的物件或人物。

3. 按 拍照。
4. 照片图像会显示在屏幕上，如果对照片效果满意，

可按 （保存）将照片保存至 “ 我的相簿 ” 中，
如果不想保存照片，按 （清除）。

选项  说明

/   减少 / 增加曝光补偿

/   拉近 / 拉远拍摄物体

快捷键列表



8

3. 按 开始录制影片。

4. 开始录制后，按 可以暂停或继续录制影片，录
制完成后按 （停止）。

5. 如果对这段影片满意可按 （是）将影片保存至
“ 我的影片 ” 中，如果不想保存影片，按 （
否）。

快捷键列表

选项 说明

 外框  切换外框，本功能只能在相片尺寸 

“128x160” 时使用

 预览特效  连续按下可以在不同的特效间切换

 白平衡  连续按下可以在不同的白平衡设置中

切换

 七彩补光  连续按下可以在七种颜色的补光灯

中做选择

 延迟拍照  连续按下可以在不同秒数的延迟拍

照设置中切换

 连拍  连续按下可在不同的连拍张数设置中切

换

 夜拍模式  连续按下可开启或关闭夜拍模式

 相片质量  连续按下可设置相片质量

 相片尺寸  连续按下可设置不同的相片尺寸

 内外屏幕切换  切换至外屏幕自拍；或在预

览状态下关盖时，会自动切换为外屏幕自拍
模式

12. 影片录制
1. 进入 “ 相机 / 影片录制 ”，屏幕上会显示相机镜

头拍摄到的物件。
2. 将手机镜头对准欲拍摄的物件或人物。

选项 说明

/  减少 / 增加曝光补偿

/  拉近 / 拉远拍摄物体

 预览特效  连续按下可以在不同的特效间切换

 白平衡  连续按下可以在不同的白平衡设置中

切换

 七彩补光  连续按下可以在七种颜色的补光灯

中做选择

 夜拍模式  连续按下可开启或关闭夜拍模式

13. 蓝牙设置
本手机内建 Bluetooth（蓝牙）无线技术，可以无

线的方式连接其他蓝牙装置，并可同时连接多组不同
的蓝牙装置。例如：蓝牙耳机、有蓝牙功能的 PDA
或其他蓝牙手机。

请参考用户手册第 47 － 48 页的详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