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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您购买 IS06。在使用 IS06 之前，请务必阅读《IS06 
基本手册》（本 PDF 手册），以确保正确使用手机。读

完本手册后，请将此 PDF 手册与印刷手册存放在安全

的地方，以便您需要时随时翻阅。

IS06 使用手册

IS06 提供《基本手册》和《使用手册》。

●	如需了解基本操作：

请阅读《IS06 基本手册》（本手册）。

●	如需了解有关使用各项功能的详细说明：

请阅读所提供的《IS06 使用手册》（日语）。务必阅读“安

全注意事项” “安全上のご注意”以确保正确使用 IS06。

au 主页上也提供了可搜索关键字的 au 在线手册 ：
http://www.au.kddi.com/manual/index.html

手机使用注意事项

手机礼仪

手机处于开机状态时，会发出微弱的无线电波。

愉悦、安全地使用手机的同时，切勿忘记为周围的人考虑。

●	有些地方禁止使用手机。

• 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这样做不但危险，而且违反

法律。

• 法律禁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请打开“飞行模式”并

关闭手机。然而，使用手机在一些航空公司是被授权

的。请联系您的航空公司以了解更多信息。

●	手机的无线电波会干扰医疗电子设备。

• 在一些人群密集的地方，例如拥挤的火车上，您身边

可能有人正在使用心脏起搏器。在这些地方，请关闭

手机。

• 请遵守医院以及其他禁止使用或携带手机的医疗机构

的相关规定。

●	谨慎考虑使用手机的场合和说话声音的大小。

• 请勿在影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或其他类似场所打电

话。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成振动模式，以免铃声打

扰周围的人。

• 请勿在可能干扰行人通行的街道上使用手机。

• 在火车上或酒店大堂中使用手机时，请走到不会给他

人造成不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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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要大声说话。

• 使用手机的相机给他人拍照之前，请首先征得他人的

允许。

• 在书店或其他禁止拍照的地方，请勿用手机的相机记

录信息。

开车时，切勿使用手机！

开车时，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至驾驶模式。

开车、骑摩托车或自行车时，请勿使用手机。因为这可

能会导致交通事故。法律禁止在开车时使用手机。骑自

行车时使用手机可能也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 查看手机屏幕

• 手持手机进行手机通话

本手册中的插图和屏幕截图

本手册中的插图可能与实际手机的形状、颜色和字体有

所不同。

本手册中的屏幕截图已经过简化，可能与实际手机屏幕

有所不同。

本手册中单击操作的说明方法

本使用手册在列举使用说明时，包括单击菜单项、图标、

按键或其他用户界面元素时，都省略了“单击”一词。

例如： 从拨号器在联系人中注册新联系人。

 [手机]▶输入电话号码▶  

▶[新建联系人]

→这表示，单击  [手机]▶输入电话号码▶单击   

▶单击 [新建联系人]。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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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查看屏幕顶部状态栏中的图标，了解 IS06 的当前
设置与状态。

: 正在拨打电话或正在通话中

: 未接来电

: 保留通话

: 正在使用蓝牙®耳机进行通话

: 收到信息

: 出现错误/显示警告

显示字符输入模式

平假名 -
汉字

全角
片假名

半角
片假名

全角
字母

半角
字母

全角
数字

半角
数字

: 新 E 邮件

: 新 C 邮件

: 新地震早期警告

: 新 PC 邮件

: 正在同步数据

: 数据同步失败

: 闹钟/叫醒服务设置

: 通话已被静音

: 静音模式

图标列表 : 振动模式

: 蓝牙®待机

: 蓝牙®连接

: 已连接 Wi-Fi（显示信号强度）

: 搜索到开放网络

: 正在使用 GPS
: 磁盘空间不足

: 正在准备 microSD 存储卡

: 已通过 USB 建立连接

: 正在调试 USB
/ : 分组数据传输已就绪

/ : 分组数据传输已启动

: 正在接收分组数据

: 正在发送分组数据

– :  电池电量

– : 电池电量（充电时）

: 信号强度

: 不在服务区

: 飞行模式

: 正在播放音乐

: 显示当前时间

: 可用的软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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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盒内的 
物品列表

	● IS06 	● 电池 	● microSD 存储卡 (2 GB)
（示例）

	● PANTECH 
microUSB-18 针 
（充电器） 转接线

	● USB-microUSB  
转接线 （示例）

	● PANTECH 耳机插孔转接
适配器 03

取扱説明書

安全上のご注意

目次

ご利用になる前に

基本機能

通話機能

メール機能

Google機能

インターネット機能

マルチメディア機能

便利な機能

 auのネットワークサービス

設定

付録／索引

基本操作はじめにお読みください

Googleアカウントの設定

 設定ガイド
このたびは、IS06をお買い上げ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この『設定ガイド』では、主な基本操作・初期設定について説明しています。
さまざまな機能の説明については、同梱の『取扱説明書』をご参照ください。
ご使用の前に必ず『取扱説明書』の「免責事項」および「安全上のご注意」を
お読みいただき、正しく安全にお使いください。

● 基本設定
Step1　Googleアカウントの設定
初めてIS06を使用するときに、Googleアカウントを登録する方法
を説明します。
Googleアカウントを登録すると、Gmail、Androidマーケット、
GoogleマップなどのGoogle社が提供するサービスを利用すること
ができます。
Step2　PCメール設定
IS06では、POP3／IMAP／Exchangeに対応したPCメールを受
信／送信できます。
本書では、例として、au one メールをIMAPで設定する方法を説明
します。

● Wi-Fi設定
無線LAN（Wi-Fi）機能を利用してインターネットに接続する方法を
説明します。

■ キーの基本操作 ■タッチパネルの
基本操作

タップ

メニューや項目に軽く触れ
て、すぐに指を離します。

ロングタッチ

メニューや項目に指を触れた
状態を保ちます。

フリック

画面を指ですばやく上下左右
にはらうように操作します。

■ 電源を入れる
 （電源）を長押し

ロゴが表示され、しばらくするとロック画面が表示されます。

■ 画面ロックを解除する
 を右側にスライド

※ 電源を入れた直後や、電源を入れた後一定時間操作を行わなかった場合、
自動的に画面ロック状態になります。

■ 電源を切る
携帯電話オプション画面が表示されるまで  （電源）を長押し 
▶ ［電源を切る］ ▶ ［OK］

■ 文字入力の基本操作
IS06では、文字入力時に画面下部にソフトウェアキーボードが表示さ
れます。画面のキーをタップして文字を入力します。

記号を入力

文字種を切替

iWnn IMEキーボード
日本語入力可能なキーボードです。
ケータイ入力とフリック入力に対応して
います。

フリック入力について
テンキーを上下左右にフリックすること
で文字を入力できます。

例： 「も」を入力する場合は、「ま」を下方
向にフリックします。

 （ケータイ入力で「も」を入力する場
合は、「ま」を5回タップします。）

Googleアカウントを登録すると、Gmail、Androidマーケット、Google
マップなどのGoogle社が提供するサービスを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初めてIS06の電源を入れたときに、Googleアカウントの設定画面が表
示されます。
ここでは、Googleアカウントを新規に取得して登録する方法を説明し
ます。

電源キー　  （電源）
本製品の電源がOFFの状態で
長押しして電源ONにします。

メニューキー　  （メニュー）
操作の途中で使用できるメニュー
を表示します。

ホームキー　  （ホーム）
ホーム画面を表示するときなどに
使用します。

戻るキー　  （戻る）
前の画面に戻ります。

 を右側にスライド ロボットのイラストを
タップ

［開始］をタップ ［次へ］をタップ ［作成］をタップ
※ すでにGoogleアカウントをお持ちの場
合は、「ログイン」をタップしてください。

名・姓とユーザー名を入力して［次へ］をタップ
※ 他のユーザーがすでに使用しているユーザー名は
登録できません。

パスワードとパスワードの確認を
入力して［次へ］をタップ
※ 8文字以上のパスワードが必要です。

パスワードを忘れた場合に使用
する質問と答え、メールアドレス
を入力して［作成］をタップ

内容を確認して［同意して
次へ］をタップ

画面に表示されている文字列
を入力して［次へ］をタップ

［次へ］をタップ
※ 内容を確認して、Googleに匿名の位置情報を提供し
ない場合やGoogle位置情報を利用しない場合は、
チェックをはずして［次へ］をタップしてください。

［次へ］をタップ
※ 内容を確認して、データのバックアップ
を行わない場合は、チェックをはずして
［次へ］をタップしてください。

［セットアップを完了］
をタップ
以上で設定完了です。

 （電源）を長押しして
電源を入れる

下段へ
つづく

上段からの
つづき

※ 文字入力欄をロングタッチ ▶ 「入力方法］ ▶ ［Androidキーボード］
をタップすると、英語入力専用のAndroidキーボードに切り替えるこ
とができます。

	● 保修卡 （日语）
	● 安全注意事项 （日语）
	● 软件更新指南 （日语）
	● au 国际长途电话指南  
（日语）	● 使用手册 （日语） 	● 设置指南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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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⑥

⑨

⑦

⑧

⑤

③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内置天线

注意

请注意，在传输数据或通话过程中，请勿在内置天线

上粘贴任何贴纸或用手覆盖内置天线。否则，通话和

网络连接质量将会受到影响。

部件名称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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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距离传感器

②	听筒
可以播放铃声、来电声音和多媒体播放音频等。

③	microUSB 连接插口

④	显示屏（触摸屏）

⑤	后退键
返回上一屏幕。

⑥	主屏幕键
显示主屏幕。
按住此键可显示最近使用的应用程序和功能。

⑦	菜单键
显示当前使用的应用程序和功能菜单。

⑧	麦克风
在通话过程中传输语音。
也可用来录音。

⑨	LED 指示灯
充电时红灯亮起。
来电或闹铃响起时，指示灯会闪烁，具体取决于您的
设置。

⑩	电源键
关机时按住该键可开启 IS06。
用于开机或关机，打开或关闭屏幕，或者结束通话。按
住此键可显示手机选项菜单（静音/飞行模式）。

⑪	手机挂件孔

⑫	相机闪光灯

⑬	相机（镜头）

⑭	音量键

⑮	搜索键
按此键可执行特定应用程序的搜索功能，或者通过快
速搜索来搜索 IS06 或网络上的信息。

⑯	电池保护盖

本手册按以下方式表示每个键。

菜单键 ▶  （菜单）

主屏幕键 ▶  （主屏幕）

后退键 ▶  （后退）

搜索键 ▶  （搜索）

电源键 ▶  （电源）

音量键 ▶  （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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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盒内的物品

电池

取出电池

①

①  将指尖 （指甲） 插入
电池保护盖底部的
插槽，并向上提起。

② ②  从凹槽中抠出电池。

插入电池

① ①  确认 IS06 中连接器
的位置并按正确的方
向插入电池。

②

③-2
③-3

③-1 ②  将电池保护盖装回 
IS06 上。

③  依次按下 ③ -1 处的
两个位置、③ -2 处
的两个位置和 ③ -3 
处的两个位置。

电池寿命

待机时间 约 200 小时

通话时间 约 300 分钟

	■ 电池寿命可能会短于列表中的时间，具体取决于所使
用的应用程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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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池充电

充电时间大约为 190 分钟。

① 将 PANTECH microUSB-18 针（充电器）转接线连
接到普通的交流适配器 01/02（单独出售）。

② 打开 IS06 的 microUSB 连接插口保护盖并连接 
PANTECH microUSB-18 针（充电器）转接线。

③ 将普通的交流适配器 01/02 （单独出售） 插入 100 V 的
交流电源插座。
红色 LED 指示灯亮起，并且会显示  – 。
充电完成后，LED 指示灯会熄灭。

④ 充电完成后，直接将 PANTECH microUSB-18 针 （充
电器）转接线从 IS06 上拔出。

⑤ 合上 microUSB 连接插口保护盖。
⑥ 从电源插座上拔出普通交流适配器 01/02 （单独出售）。

	■ 按住接头两侧的释放按钮并直接拔出转接线，将 
PANTECH microUSB-18 针（充电器）转接线从普通
交流适配器 01/02（单独出售）上拔出。
	■ 如果您在 IS06 电池电量完全耗尽后才为其充电，则
可能需要等待几秒钟，屏幕上才会出现充电指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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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IC 卡

au IC 卡含有您的手机号码及
其他个人资料。

IC

au IC 

插入 / 取出 au IC 卡

②

③

① 关闭 IS06 并卸下电池保护盖。
② 轻轻抬起 au IC 卡并按箭头方向将其拉出。
③ 插入 au IC 卡时，按箭头方向插入。确保 au IC 卡

的金属部分朝下并且 au IC 卡的切口与图示相符。

注意

■	请注意以下事项，以免损坏 au IC 卡。
• 切勿触摸 au IC 卡的金属部分或 IS06 上的  

IC 卡端子。
• 检查以确保 au IC 卡按正确方向插入。
• 插入或取出 au IC 卡时切勿过度用力。

■	取出 au IC 卡后，务必小心保管、避免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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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D 存储卡

有关使用 microSD 存储卡的注意事项
■	使用 microSD 存储卡加载、写入、保存、播放、移动

或复制数据时，请勿取出 microSD 存储卡或电池，也

不要关闭电源。否则可能会导致 microSD 存储卡或 
IS06 上存储的部分或全部数据丢失。

■	装有 microSD 存储卡时，请勿掉落 IS06 或对 IS06 
过度用力。否则可能会导致 microSD 存储卡上存储

的部分或全部数据丢失。
■	请勿在 IS06 上的 microSD 存储卡插槽中插入任何液

体、金属、易燃或其他异物。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电击或损坏 IS06。
■	 microSD 存储卡长时间使用后可能会变热。这并非 

故障。

插入 / 取出 microSD 存储卡

②

③

① 关闭 IS06。卸下电池保护盖并取出电池。
② 按箭头方向插入 microSD 存储卡。确保金属端朝下，

标有 microSD 徽标的一面朝上。
③ 按箭头方向拉出 microSD 存储卡。

	■ 您可以将照片、电影、文档、音乐和其他文件保
存到 microSD 存储卡上。
	■ 某些应用程序必须有 microSD 存储卡才能正常运
行。
	■ 要安全取出 microSD 存储卡，请先单击  [菜单] 
▶  [设置]▶  [系统]▶  [microSD 和手机存储
空间]▶[卸载 microSD] 将其卸载，或者先关闭 
IS06，然后再将其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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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 / 关机

开机

 

按住  （电源）

■	此时将会显示徽标，几秒钟后

将会显示锁定屏幕。请根据

“解除屏幕锁定”部分 (▶
P.20) 的说明，解除屏幕锁

定。

■	屏幕解锁后，此信息将不再显

示；静置一段时间后屏幕将自

动锁定。

关机

按住  （电源） 直到出现
“手机选项”屏幕 
▶  [关机] 
▶[确定]

切换显示语言

您可以将功能名称和其他项目的显示语言切换为日语 /
韩语 / 中文 / 英语。
根据应用程序的不同，部分或全部内容可能无法用日语 /
韩语 / 中文 / 英语显示。

使用系统设置

 [メニュー]（菜单）▶  [設定]（设置） 
▶  [システム]（系统）▶  [言語とキーボ
ード]（语言和键盘）▶[言語を選択]（选择语

言）▶[日本語]/[한국어]/[中文]/[English]

使用初始设置屏幕

当您首次开启 IS06 时▶[言語変更]（更改
语言）在显示 Android 机器人的屏幕上 
▶[日本語][한국어]/[中文]/[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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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振动模式/飞行模式

设置振动模式

按住  （电源），直到出现“手机选项” 
屏幕▶  [振动模式]

	■ 设置为振动模式时，状态栏中将显示 ，包括铃声
和其他声音效果在内的所有声音都将关闭。（多媒体
播放音频和警报除外。）
	■ 要关闭振动模式，请再次按住  （电源），直到出现 
“手机选项”屏幕▶  [振动模式]。

设置飞行模式

按住  （电源），直到出现“手机选项” 
屏幕▶  [飞行模式]
	■ 设置为飞行模式时，状态栏上将显示 ，Wi-Fi 和蓝牙® 
等所有通讯 /网络功能都将关闭。
	■ 要关闭飞行模式，请按住  （电源），直到出现“手机选
项”屏幕▶  [飞行模式]。

触摸屏

操作触摸屏

	■ IS06 配备了触摸屏。您可以用手指单击屏幕上的内
容和按键来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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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长按  触摸并按住菜单或内容。

▶

▶

❶ 单击  触摸某个菜单或内容并让手指快速离开屏幕。

▶

▶

❸	向上 / 向下轻拂   触摸屏幕并将手指快速向上或向下滑动。

❹ 向左 / 向右轻拂  触摸屏幕并将手指快速向左或向右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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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❺ 拖动  触摸内容，然后将其拖到所需位置。

❻ 滑动  触摸屏幕并按目标方向滑动手指。

▶

❽ 收拢（缩小）  将两根手指放在屏幕上并向内滑动。

▶

❼ 扩展（放大）  将两根手指放在屏幕上并向外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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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主页预览屏幕

	■ 单击主屏幕顶端的 ，以显示 3D 形式
的主页预览屏幕。
	■ 您可以在主页预览屏幕上轻拂，使其左右旋转或上下
倾斜。单击 3D 形式的主屏幕可切换至该主屏幕。

< 主屏幕 > < 主页预览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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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主屏幕上的  （菜
单）▶单击  [小工具]

长按小工具以将其选
定，并将它拖动到所
需位置

单击主屏幕上的小工具 3D 小工具将开始执行

单击  [3D 小工具] 左右滑动

▶ ▶ ▶

▶ ▶

执行小工具

❶  执行 3D 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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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执行小工具

单击主屏幕上的  （菜
单）▶单击  [小工具]

单击小工具 单击主屏幕上的小工具 小工具将开始执行

单击  [小工具] 上下轻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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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屏幕

锁定屏幕

 

	■ 在使用 IS06 时按  （电源）以关闭显示并锁定屏幕。
	■ 静置一段时间后，就会关闭显示并自动锁定屏幕。

解除屏幕锁定

 

	■ 按  （电源）或  （主屏幕）以开启显示。

解锁图案

	■ 为提高安全性，您可以从  [菜单] 
▶  [设置]▶  [系统]▶  [位置和

安全]▶[设置屏幕锁定] 设置解锁图

案。
	■ 绘制解锁图案，以解除屏幕锁定。
	■ 如果您连续五次未能解除屏幕锁

定，则在 30 秒内您不能重试。
	■ 您可以单击  [紧急呼叫] 
▶[110]（报警）/[118]（美国地区海

军警卫队）/[119]（火警），进行紧

急呼叫。

滑动解锁

	■ 如果设置了滑动解锁，请按照屏

幕中指定的解锁方向滑动手指。
	■ 您可以从  [菜单]▶  [设置] 

▶  [系统]▶  [位置和安全] 
▶[设置屏幕锁定]，设置要在滑动
解锁后输入的密码或 PIN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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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输入字符

单击触摸屏上的键盘（软键盘）即可输入字符。
IS06 采用两种软键盘 ： Android 键盘 （用于英语） 和 
iWnn IME 键盘（用于日语）。

显示键盘

单击字符输入字段

使用 Android 键盘

长按字符输入字段▶[输入法] 

▶[Android 键盘]

图标 说明

 / 大小写字母切换
 小写字母 /  大写字

母 /  锁定大小写

删除光标左侧的一个
字符

切换至数字 / 符号输入

切换至字母输入

空格

（句号）
长按可切换为符号选择
输入

	■ 长按  或  以显示 Android 键盘设置 / 输入法选
择屏幕。
	■ 您可以通过长按 a、e、i、o、u、y、c、s、n 等字母
来输入欧洲字符。
	■ 使用 Android 键盘时，您无法输入日语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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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Wnn IME 键盘

长按字符输入字段 
▶[输入法]▶[iWnn IME]

图标及其功能

图标 说明

返回分配给该键的上一个字符

返回到字符转换前的状态

删除光标左侧的一个字符
长按则连续删除

向左移动光标
将转换的段落缩短一个字符
删除一个通配符预测字符

向右移动光标
将转换的段落延长一个字符
增加一个通配符预测字符

图标 说明

显示表情符号
* 表情符号只能与“E 邮件”、“C 邮件”和 
“智能笔记”一起使用。

转换为字母数字假名

插入空格
转换（也可以进行段落转换）

更改输入模式（平假名 → 半角字母 → 半角数字）
长按可显示菜单（更改设置、10 键 ⇔ 全键盘、
输入模式、输入法）

在输入过程中最终确定段落转换

输入回车键

移动到下一个输入字段

完成输入

输入半角符号“-”

输入半角符号“+”

输入“P”（暂停）

10 键 输入按键上显示的字符 
（可用的字符取决于输入模式）

■	根据所使用的应用程序或功能的不同，实际显示的图
标和菜单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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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输入模式

输入字符时▶长按 ▶[输入模式] 
▶选择一种输入模式

图标 说明

平假名—汉字

全角平假名

半角平假名

全角字母

图标 说明

半角字母

全角数字

半角数字

■	输入模式图标也会显示在状态栏中。
■	输入模式一般不会随着所使用的应用程序或功能而 

改变。



使用 Android

主屏幕

菜单屏幕

快速搜索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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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您首次开启 IS06 并用滑动解锁方法解锁屏幕时，您将看到一张 Android 机器人
的图片。单击机器人即可开始使用 IS06。
	■ 如果您已经有 Google 帐户，请单击 [ 登录 ] 在您的 IS06 上注册 Google 帐户。 
或者，您也可以单击 [ 创建 ]，以创建一个新的 Google 帐户。您必须先注册一个 
Google 帐户，才能使用 Google 在线服务（如 Gmail、Google Talk 或 Google 日历）
或从 Android Market 下载应用程序和其他内容。
	■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设置 Google 帐户，配置 Google 位置设置和数据备份设置， 
然后单击 [ 下一步 ]。单击 [ 完成设置 ] 返回主屏幕，开始使用您的 IS06。

▶ ▶ ▶

使用 
Android

▶ 首次使用 IS06
▶ 按住  （电源） ▶

注意
	■ 如果您注册了多个帐户，
可以同步每个注册帐户
中的联系人和其他信息。
	■ 如果您不注册 Google 
帐户，则您的联系人一
旦丢失，就无法恢复。
使用 Android 之前，务
必先注册一个 Google 
帐户。

单击  
Android 机器人

阅读使用说明 阅读设置说明 Google 帐户 
设置



26

	■ 在使用应用程序或其他功能时按  （主屏幕），可随时显示主屏幕。
	■ 您可以在主屏幕上向左或向右轻拂来切换主屏幕。共有七个主屏幕：向左三个， 
向右三个。可以将您喜欢的图标和小工具放到这些主屏幕上。

❶ 显示通知图标、状态图标和当前时间。
❷ 可以将应用程序添加到主屏幕上供您

使用。
❸ 可以更改主屏幕上的壁纸。
❹ 单击以打开文件夹。
❺ 执行应用程序或功能。

❻ 打开拨号器。
❼ 打开浏览器。
❽ 打开您的联系人。
❾ 显示应用程序和其他功能的列表。

❶  状态栏

❷	小工具

❸	壁纸

❹	文件夹图标

❺  快捷方式图标

❻	拨号器
❼	浏览器
❽	联系人
❾	菜单

主屏幕

▶使用某个功能 /
应用程序时

▶  （主屏幕） ▶

什么是主屏幕？
主屏幕是在您开启 IS06 时首
先显示的屏幕，也是您用来
启动所有应用程序、其他功
能和菜单的屏幕。
您可以排列应用程序和其他
功能的图标、菜单图标、小
工具，还可以设置您喜欢的
任何壁纸。

使用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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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有未接来电或收到了新邮件，将显示一个通知
图标。还会显示状态图标，告知您手机的信号强度、
剩余电量和其他必要的状态更新。

向下拖动状态栏

	■ 通知面板就会打开，您将看到状态图标和简单设置图标的详细
信息。
	■ 您可以单击这些详细信息，以便使用该功能或更改该功能的 
设置。
	■ 只需单击简单设置图标，即可打开或关闭振动模式、蓝牙®、
Wi-Fi、GPS 和 3G 等功能。

简单设置 
图标

 静音  蓝牙  Wi-Fi  GPS  3G

	■ 要关闭通知面板，请向上拖动屏幕底部的 △ 或单击  （返回）。

▶使用某个功能 /
应用程序时

▶  （主屏幕） ▶

查看状态栏

显示通知面板 / 使用简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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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某个功能 /
应用程序时

▶  （主屏幕） ▶

使用应用程序 / 小工具 / 文件夹

执行应用程序和小工具 / 打开文件夹

单击应用程序 / 小工具 / 文件夹

添加一个新的小工具或图标

长按主屏幕上的壁纸

图标 说明

[快捷方式] 以快捷方式的形式，将应用程序添加到主屏幕上。您还可以
添加书签、音乐播放列表、联系人、设置和其他功能的快捷
方式。

[3D 小工具] 将相册、日历和其他功能的 3D 小工具添加到主屏幕上。

[小工具] 将 RSS 阅读器、YouTube、Google 搜索等小工具添加到主
屏幕上。

[文件夹] 将“联系人”等文件夹的快捷方式添加到主屏幕上。文件夹
也可用作容器来组织主屏幕上的图标。

[壁纸] 更改主屏幕上的壁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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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应用程序 / 小工具 / 文件夹进行移动 
▶拖动到所需位置

▶使用某个功能 /
应用程序时

▶  （主屏幕） ▶

移动应用程序 / 小工具 / 文件夹

长按应用程序 / 小工具 / 文件夹进行删除 
▶拖动到 

删除应用程序 / 小工具 /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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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文件夹

	■ 文件夹将打开，您将看到该文件夹的内容。单击文件夹中的任
何图标，可执行该应用程序或功能。
	■ 不能在文件夹中放入其他文件夹或小工具。

管理文件夹▶使用某个功能 /
应用程序时

▶  （主屏幕） ▶



31

基
本
功
能

菜单屏幕

▶  [菜单] ▶

使用应用程序和其他功能

执行菜单屏幕上的一项内容

单击图标

	■ 当您打开菜单屏幕时，您将看到 IS06 上可以使用的所有应用
程序和功能的图标。
	■ 在使用某个应用程序或功能时，如果您执行其他任何应用程序
或功能，或者按  （主屏幕） 返回主屏幕，当前使用的应用程
序或功能不会关闭，而会等待您稍后返回使用。
	■ 在使用某个应用程序或功能时，可以单击  （菜单） 访问更多功
能，也可以按 IS06 侧面的  （搜索），使用该应用程序或功能
所独有的搜索功能。有些应用程序和功能可能不支持使用 

 （菜单） 和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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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搜索

▶  （搜索） ▶

使用快速搜索

文本搜索

在快速搜索输入字段中输入关键字

	■ 按 IS06 侧面的  （搜索） 以显示快速搜索屏幕。
	■ 在使用其他应用程序 （拨号器、Gmail、浏览器等） 时，按  （搜索） 可使用该应用程
序独有的搜索功能。

语音搜索

▶在显示 [请说] 时，对着麦克风说出关键字

	■ 这将加载浏览器并显示 Google 搜索结果。
	■ 也可以按住  （搜索）以显示 Google 语音搜索屏幕。



拨打电话

接听电话

通话功能

通话记录

联系人

手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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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电话

▶ ▶

输入电话号码即可拨打电话

输入以区号开头的电话号码▶
	■ 如果输入的电话号码有误，可单击  以删除您输入的最后一位
数字。长按  可删除所有数字。
	■ 在您输入四位或更多数字之后，拨号器会自动搜索联系人并显
示搜索结果。单击  可查看搜索结果。从搜索结果中选择一个
电话号码，即可拨打该电话号码。
	■ 单击 ，无需输入电话号码即可打开通话记录。长按  可重拨
您最后拨打的电话号码。

拨打国际长途电话

用 IS06 拨打国际长途电话（au 国际长途服务）

输入国际接入代码“001010”或“010”▶输入国家 / 地区代码▶
输入区号▶输入您想拨打的电话号码▶

有关 au 国际长途服务的更多信息，请拨打以下号码 ：
	■ 使用 au 手机（免费）： 157（不需要区号）
	■ 使用固定电话（免费）： 0077-7-111（每天 9:00 至 20:00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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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人中搜索并拨打电话

按  （搜索） ▶输入全部或部分名字▶选择联系人
▶
	■ 即使您正在使用手机、通话记录、手机群组或收藏夹，也可以
按  （搜索）来使用搜索联系人功能。

从通话记录拨打电话

 [通话记录]▶电话号码右边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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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听电话 接到来电时，向右拖动 
	■ 在收到来电时，将显示以下信息。
• 如果来电者允许显示其电话号码，其号码将显示在屏幕上。
• 如果您的联系人中已经保存该电话号码和姓名，还会显示来电
者的姓名和其他信息。如果您还为该联系人保存了图像，也会
显示图像。

• 如果来电者不允许显示其电话号码，将显示阻止的原因。“未发
送号码”、“公用电话”、“不支持”

	■ 单击  [结束] 以结束通话。

当您错过来电时
	■   将显示在状态栏上。
	■ 打开通知屏幕，以查看来电时间和来电者的电话号码。您也可以单击相关信息，以查
看您的通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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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功能

▶在通话中▶

调整听筒音量

按  （音量）以按六个不同级别调节听筒音量

通话记录

▶ 
▶  [通话记录] ▶

查看通话记录

选择通话记录

按键说明  所有记录  来电  已拨电话  未接来电  C 邮件

	■ 您可以查看所有记录、来电 / 已拨电话 / 未接来电和 C 邮件记录。

从通话记录拨打电话

选择要呼叫的通话记录▶  [呼叫]

从通话记录发送 E 邮件 /C 邮件

长按一个电话号码▶[发送E 邮件]/[发送 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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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  ▶

添加新联系人

从拨号器添加新联系人

 [手机]▶输入电话号码▶ ▶[新建联系人]

从通话记录添加新联系人

 [通话记录]▶长按相关电话号码▶[添加至联系人] 
▶[新建联系人]

从联系人添加新联系人

 [联系人]▶  （菜单）▶  [新联系人]▶输入每项内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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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系人] ▶

查看联系人

查看各个联系人

快速联系人

选择联系人的照片▶选择图标

图标示例  拨打电话  发送 C 邮件

 发送 E 邮件

 聊天 发送 PC 邮件

 发送 Gmail

 使用 Google 地图查看
位置

删除联系人

长按联系人▶[删除联系人]
	■ 通过单击  （菜单）▶  [更多]▶[删除]，可以一次性删除多个或全部联系人。
	■ 同步联系人后，如果从 IS06 中删除某个联系人，也将从 Google 帐户联系人中删除
该联系人。

编辑联系人

长按联系人▶[编辑联系人]



E 邮件

C 邮件

PC 邮件

邮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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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 邮件初始设置

您在购买后第一次使用 E 邮件应用程序时会显示初始设置屏幕。 在初始化过程中，会
自动设置一个 E 邮件地址。 您可以更改这个 E 邮件地址。

[确定]
	■ 您您需要注册 IS NET，才能使用 E 邮件 (XXX@ezweb.ne.jp)。 如果您在购买时未
注册，请与 au 商店或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  如果您想要从已使用 E 邮件的 AU 手机改变手机型号，则不必进行初始设置。
	■  E 邮件可以在支持 E 邮件的手机和电脑之间交换。 不仅可以发送文本，还可以发
送照片和视频等数据。
	■  由发送和接收 E 邮件而产生的分组数据通信费取决于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量。
	■  对于带有附件的 E 邮件，E 邮件传输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当地的信号强度。

E 邮件联系人

对于 2011 年 11 月发布的 IS06 软件 V06.1X.XX，联系人信息不再存储在“E 邮件联系
人”中，但会在“IS06 联系人”中注册。 本手册对已更新到软件 V06.1X.XX 的 IS06 进
行了说明。请注意，如果您的 IS06 未更新到这一软件版本，则过程和设置会有不同。
“E 邮件联系人”中存储的每个联系人都必须分别在“IS06 联系人”中注册。
更新后可以保存“E 邮件联系人”中使用的 E 邮件铃声“个人设置”和“全部接听”。

E 邮件

▶  [菜单]
▶  [E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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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通过 [菜单]▶ [设置]▶  [系统]▶ [关于手机]▶[板和软件版本] 中的
“V”查看您手机的软件版本。
	■ 使用软件 V06.1X.XX 时，可以查看和删除更新前存储在“E 邮件联系人”中的内容，但
不可以再编辑。

从“E 邮件联系人”传输 E 邮件铃声“个人设置”和“全部接听”。

软件 V06.1X.XX 更新后，使用 E 邮件应用程序时会显示“版本更新通知”屏幕。 更新后
可以选择将“E 邮件联系人”中使用的 E 邮件铃声“个人设置”和“全部接听”传输到“信
息设置”和“E 邮件接听模式个人设置”中。

[是]▶[是]▶[确定]
	■ 也可以从 microSD 存储卡中存储的备份数据中传输这些设置。
	■ 当 IS06 和 microSD 存储卡都有备份数据可用时，会显示数据选择屏幕。
	■ 当注册了多个联系人列表时，会显示联系人列表选择屏幕。
	■ 当 IS06 和 microSD 存储卡中都没有电子邮件联系人数据（例如，当数据被删除或未
使用此功能）时，则不会显示“版本更新通知”屏幕。
	■ 给“不再显示此对话框”打上  （选中标记），并点触“版本更新通知”屏幕中的 [是]/
[否]，以禁止将来在使用电子邮件应用程序时再显示此屏幕。
	■ 点触  （菜单）▶  [“电子邮件联系人”视图]▶  （菜单）▶“传输铃声/接收模式数
据”以传输设置。

▶  [菜单]
▶  [E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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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E 邮件]▶

在“IS06 联系人”中注册“E 邮件联系人”内容

 （菜单）▶  [“电子邮件联系人”视图]▶选择一个组▶选择一个
联系人  （菜单）▶[添加至联系人]▶[新建联系人]▶[完成]
■	点触 [添加至联系人] 后点触一个现有的联系人可以向已经注册的联系人添加信息。
■	当 IS06 和 microSD 存储卡都有备份数据可用时，会显示数据选择屏幕。
■	当注册了多个联系人列表时，会显示联系人列表选择屏幕。
■	当在 IS06 中注册了多个 Google 帐户时，会显示注册帐户选择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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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电子邮件联系人

 （菜单）▶   [“电子邮件联系人”视图]▶选择一个组▶选择一个
联系人
	■ 当 IS06 和 microSD 存储卡都有备份数据可用时，会显示数据选择屏幕。
	■ 当注册了多个联系人列表时，会显示联系人列表选择屏幕。

删除电子邮件联系人

 （菜单）▶   [“电子邮件联系人”视图]▶（菜单）▶[删除电子邮件
联系人]▶[是]
	■ 当 IS06 和 microSD 存储卡都有备份数据可用时，会显示数据选择屏幕。
	■ 当注册了多个联系人列表时，会显示联系人列表选择屏幕。

▶  [菜单]
▶  [E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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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收件人]▶[直接输入]▶输入收件人 
▶[完成]▶[主题]▶输入主题▶[返回以编辑内容] 
▶输入邮件内容▶  [发送]▶[确定]

	■ 电子邮件收件人可以从联系人、电子邮件发送和接收记录等位置进行选择。
	■ 	单击  [保存] 以将E 邮件保存到 [草稿] 文件夹中。
	■ 	单击  [编辑] 以编辑邮件内容。
	■ 	单击  [放弃] 以放弃E 邮件。

发送 E 邮件

<E 邮件编写屏幕 >

▶  [菜单]
▶  [E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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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E 邮件]▶

附加数据

在 E 邮件编写屏幕上，单击 [附件]▶[添加附件]
	■ 	最多可附加 5 个文件（总计不超过 2 MB）。

装饰邮件

在 E 邮件编写屏幕上，单击  [装饰]
	■ 	通过更改文本和背景颜色，或者添加装饰表情符号，可以创建漂亮的邮件。

查看收到的 E 邮件

[收件箱]▶选择 E 邮件

打开/保存附件

[收件箱]▶在带有附件的 E 邮件上单击  / ▶[打开]/[保存]

检查和接收新 E 邮件

 [检查]
	■ 	当 [自动接收] 功能被禁用或者接收失败时，您可以检查并接收新邮件。

检查每个文件夹中的 E 邮件

选择某个文件夹▶选择 E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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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E 邮件]▶

设置邮件过滤器

邮件过滤器有一些功能，可以接收和拒绝特定的邮件，并且拒绝会欺骗手机或 PHS 的
邮件。

按建议设置邮件过滤器

 （菜单）▶  [设置]▶[E 邮件设置]▶[其他设置]▶[确定]▶[オス
スメの設定はこちら]（查看建议设置）]▶[登録]（注册）

	■ 	设置邮件过滤器，使其拒绝欺骗性或自动转发的邮件，并且接收来自手机、PHS 或 
PC 的邮件。

设置邮件过滤器的详细信息

 （菜单）▶  [设置]▶[E 邮件设置]▶[其他设置]▶[确定]▶[迷惑
メールフィルター]（邮件过滤器）▶选择  （输入字段）▶输入您

的安全码▶[送信]（发送）

カンタン設
定（简单设
置）

1.「携帯」「PHS」「PC」
メールを受信	(1. 接收 
来自手机、PHS 或 PC 的
邮件 ) 

拒绝欺骗性或自动转发的邮件，接收来
自手机、PHS 或 PC 的邮件。

2.「携帯」「PHS」メール
のみを受信（2. 只接收来
自手机或 PHS 的邮件）

拒绝 PC 地址、新闻邮件、欺骗性邮件或
自动转发的邮件，接收来自手机或 PHS 的
邮件。

▶



48

詳細設定 
（高级设置）

一括指定受信（集体接收设置）接收或拒绝所有来自互联网或手机的邮件。

なりすまし規制（欺骗限
制）

拒绝由可疑的发件人地址发送的邮件。 
您可以设置以下水平：高（高），中（中）低
（低）。

指定拒否リスト設定（拒绝
邮件地址列表设置）

拒绝来自特定邮件地址、域或“@”左边部
分包含在指定地址列表中的部分地址的
邮件。

指定受信リスト設定（允许
地址列表设置）

优先接收来自特定邮件地址、域或“@”左边
部分包含在指定地址列表中的部分地址的邮
件。
•  要阻止来自指定地址以外的邮件，请取消
选中一括指定受信	（集体接收设置）中所
有项的标记，将这些项设置为关（拒绝接
收）。

指定受信リスト設定（なり
すまし・転送メール許可）

（允许地址列表设置（欺骗性
或转发的邮件）） 

避免因为なりすまし規制 （欺骗限制） 设置
而阻止邮件，接收自动转发的邮件。

HTMLメール規制（HTML 
邮件限制）

拒绝 HTML 格式的邮件。

▶  [菜单]
▶  [E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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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設定
（高级设置）

URLリンク規制（URL 链接
限制）

拒绝包含 URL 的邮件。

拒否通知メール返信設定
（阻止邮件通知设置）

设置是否向被拒绝邮件的发件人发送接
收方错误（未知地址）消息。

設定確認／設定解除（检查设置/发布 
设置）

检查邮件过滤器的设置状态并一次性发
布所有设置。

PC設定用ワンタイムパスワード発行
（发放一次性密码用于 PC 设置）

发放一次性密码来设置 PC 上的邮件过滤
器。密码在发放后 15 分钟内有效。

設定にあたって （有关设置邮件过滤器的
注意事项）

显示有关设置邮件过滤器的说明。

	■  安全码是您写在订阅表上的四位数字。
	■ 	如果一天内连续三次输错安全码，则必须等到第二天才能进行邮件过滤器设置操作。
	■ 	请注意，只要邮件被邮件过滤器拒绝，您就无法再接收该邮件。因此，务必慎重设
置邮件过滤器。

▶  [菜单]
▶  [E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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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邮件

▶  [菜单]
▶  [C 邮件]▶

发送 C 邮件

信息输入 
字段

收件人输入 
字段

[新建]▶单击收件人输入字段▶输入收件
人的手机号码▶单击信息输入字段 
▶输入信息▶[发送]

	■ C 邮件是一种服务，该服务将手机号码用作地址，以便在手机间交换信息。 在其
他公司的手机之间也可以发送和接收 C 邮件。
	■  每条信息最多可输入 70 个全角 /140 个半角字符。
	■ 超过 51 个全角 /101 个半角字符的 C 邮件可以根据目的地拆分成 2 个 C 邮件进行
发送和接收。
	■  向不同型号的手机发送 C 邮件时，有些表情符号可能无法正确显示。
	■  如果信号很弱，即使 C 邮件已成功发送，仍可能出现传输错误消息。
	■  如果您处在无信号区域或者 IS06 设置为飞行模式，将无法发送 C 邮件。

<C 邮件编写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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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收到的 C 邮件▶  [菜单]
▶  [C 邮件]▶

信息输入 
字段

< 主题列表屏幕 >

< 主题详情屏幕 >

在主题列表屏幕上选择联系人▶在主题
详情屏幕上查看内容

	■ 	在主题详情屏幕上，来自该联系人以及发送到该
联系人的 C 邮件将以对话形式显示。
	■ 	您可以在主题详情屏幕底部的输入字段中输入信
息，然后单击 [ 发送 ] 来回复 C 邮件。
	■  接收 C 邮件是免费的。
	■  超过 51 个全角 /101 个半角字符的 C 邮件拆分
成 2 个 C 邮件进行发送和接收。
	■  根据邮件内容，收到的邮件可能无法正确显示。
	■  如果您处在无信号区域或者 IS06 设置为飞行模
式，将无法接收 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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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震早期预警

地震提前预警是一项服务，它向地震中心附近的 au 手机提供由日本气象局发布的地
震早期警告。 IS06 默认设置为接收地震早期预警。
接到地震早期预警时，请根据所在环境找到安全位置并保持镇定。

■	当预测到要发生日本地震烈度 5.0 级以上的地震时，地震早期警告会立即提供任何
强度不低于 4.0 级的地震预计发生地点的信息。 

■	地震发生后，会立即捕捉到地震（P 波或初始震动），并自动计算位置、烈度和预计的
地震强度。 然后系统会在强震（S 波或主震）开始前数秒钟尽可能快地通知受影响地
区。  

■	在强震开始前震中附近地区可能不会收到地震早期预警。
■	此服务仅在日本国内提供。
■	地震早期预警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	 KDDI (au) 对由于通信中断或系统断电导致未收到或延迟收到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损

失或损坏，以及因信息的内容或与本服务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
损坏，均不承担责任。

■	有关日本气象局地震早期预警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日本气象局主页。 
http://www.jma.go.jp/（面向 PC）

▶  [菜单]
▶  [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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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收到的地震早期预警

收到地震早期警告时，会响起特殊警告音，手机会振动，屏幕上会显示通知。

将状态栏滑动到底部▶选择地震早期预警信息

■	收到地震早期预警时，会响起警告音（无法更改），并且状态栏中显示 。
■	通话过程中，以及在接收或发送 C 邮件/E -邮件或者使用浏览器或其他应用程序等

一些情况下，将无法接收地震早期警告。
■	在手机关机或身处信号质量差的地区（例如在隧道中或地下）等一些情况下，将无法

接收地震早期预警。 在这些情况下，未收到的地震早期预警将无法再收到。
■	本系统与向电视、广播或其他形式的媒体发送地震早期警告的系统不同，因此收到这

类警告的时间可能有别于这些媒体形式。
■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收到有关您当前位置以外的其他地区的信息。
■	您无法更改地震早期警告音或调整其音量。

▶  [菜单]
▶  [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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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地震早期预警

 （菜单）▶[设置]

接收设置 设置是否要接收地震早期预警。
[接收] [不接收]

检查铃声 / 振
动

此选项允许您在收到地震早期警告时听到播放的警告音，并感觉到发
生的振动。

振动模式的
声音

设置振动模式的警告音。无论当前的 [振动] 设置是如何设置的，手机
都会振动。
[用铃声和振动通知] [仅用振动通知]
• 当设置为 [用铃声和振动通知] 时，即使手机设置为振动模式或静音
模式，也会播放警告音并振动。 

• 当设置为 [仅用振动通知] 时，在设置为振动模式或静音模式时手机
只振动，不播放警告音。

▶  [菜单]
▶  [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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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邮件安全阻止

C 邮件安全阻止功能使您能够拒绝在 C 邮件信息文本中包含 URL（http://△△△、
https://△△△）或手机号码的 C 邮件。

	■ 	默认情况下，C 邮件安全阻止功能是启用的。如果您想要接收在信息文本中包含 
URL 和手机号码的 C 邮件，请取消此设置。

设置 C 邮件安全阻止
您可以通过向指定的电话号码发送 C 邮件来设置 C 邮件安全阻止。

取消设置 在 C 邮件中输入“解除”(取消)，并发送到 09044440010。

启用设置 在 C 邮件中输入“有効”(启用)，并发送到 09044440011。

确认设置 在 C 邮件中输入“確認”(确认)，并发送到 09044440012。

	■ 	发送与此项设置相关的 C 邮件是免费的。
	■ 	您会收到“09044440012”发来的一封 C 邮件，确认已完成该设置。

当 C 邮件被 C 邮件安全阻止功能阻止时
当 C 邮件被 C 邮件安全阻止功能阻止时，会显示“无法发送到所选人士。”，并且不会发送 
C 邮件。

▶  [菜单]
▶  [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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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C 邮件接收过滤器

 （菜单）▶[设置]▶[接收过滤器设置]

指定的号码
设置

指定一个特定的手机号码，以阻止传入的 C 邮件

指定的号码
列表

通过单击  （菜单）▶[引用联系人]、[引用已拨电话记录]、[引用来电记
录]、[引用 C 邮件记录] 或 [直接输入]，选择某个手机号码，以阻止传入
的 C 邮件
• 最多可以注册 20 个手机号码。
• 长按某个已注册的号码，以编辑或删除该号码。

未注册的 
联系人

阻碍所有未在联系人中注册的手机号码所发送的 C 邮件

▶  [菜单]
▶  [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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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邮件

▶  [菜单]
▶  [PC 邮件]▶

设置 PC 邮件

可以在 IS06 上发送和接收与 POP3、IMAP 或 Exchange 兼容的 PC 邮件。
要使用 PC 邮件，您需要配置用户名、密码、传入服务器和传出服务器等设置。有关这些
设置的问题，请向 PC 邮件供应商咨询。
对于某些邮件地址，将自动检测“帐户类型”、“传入服务器设置”和“传出服务器 
设置”。

添加 PC 邮件帐户（首次注册）

输入邮件地址和密码▶[下一步]▶选择帐户类型▶传入服务器设置

▶[下一步]▶传出服务器设置▶[下一步]▶帐户选项▶[下一步]▶
输入帐户名称以及传出邮件所显示的名称▶[完成]

添加 PC 邮件帐户

 （菜单）▶  [帐户]▶  （菜单）▶  [添加帐户]▶输入邮件地址

和密码▶[下一步]▶选择帐户类型▶传入服务器设置▶[下一步]▶
传出服务器设置▶[下一步]▶帐户选项▶[下一步]▶输入帐户名称

以及传出邮件所显示的名称▶[完成]
■	您可以添加多个 PC 邮件帐户，并且分别管理每个帐户的传入/传出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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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收到的 PC 邮件

查看收到的 PC 邮件

选择帐户▶在收件箱中选择邮件

■	单击 /  以查看上一封/下一封邮件。
■	在显示邮件内容时，单击 [回复]、[回复全部] 或 [删除] 以执行相应的操作。
■	您可以将重要的邮件标上星号以便于将来查找。在显示邮件内容时，单击主题右侧的 

 将邮件标上星号。或者在收件箱中，单击邮件右侧的  将邮件标上星号。

查看从所有注册帐户传入的 PC 邮件

 [组合收件箱]
■	注册多个 PC 邮件帐户以显示  [组合收件箱]。
■	您也可以单击  （菜单）▶  [帐户]，在仅注册一个邮件帐户的情况下显示  [组合

收件箱]。

查看标有星号的邮件

 [标有星号]
■	   将重要的邮件或您想要将来再次阅读的邮件标上星号，就可以在标有星号的收件

箱中查看这些邮件。

▶  [菜单]
▶  [P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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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收件箱 / 草稿箱 / 发件箱 / 已发邮件 / 垃圾邮件

选择帐户▶  （菜单）▶  [文件夹]▶选择收件箱/草稿箱/ 
发件箱/已发邮件/垃圾邮件

发送 PC 邮件

选择帐户▶  （菜单）▶  [编写]▶输入收件人、主题和邮件 
内容▶[发送]
■	您可以用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多个邮件地址，以便将邮件发送给多个联系人。
■	您可以将编写的邮件保存为草稿而不立即发送。
■	您还可以将照片、电影、文档和其他数据添加为邮件的附件。

▶  [菜单]
▶  [PC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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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oogle 服务

▶首次使用 IS06
▶按住  （电源）▶

注册现有的 Google 帐户

首次注册现有的 Google 帐户

单击 Android 机器人▶[开始]▶[下一步]▶[登录]▶输入您的用户
名和密码▶[登录]▶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	在 Google 帐户注册屏幕之后，将显示 Google 位置设置和数据备份设置屏幕。 
您必须执行 Google 位置设置，Google 地图等应用程序才能检查您当前的物理位

置。如果您要将 IS06 的部分设置和应用程序数据备份到 Google 服务器，请配置数

据备份设置。

■	您可以在 IS06 上注册现有的 Google 帐户，也可以直接在 IS06 上创建全新的 
Google 帐户。

■	在 IS06 上注册完 Google 帐户之后，就可以使用各种 Google 服务（如 Gmail、
Google 日历、Google Talk），也可以从 Android Market 下载应用程序。

■	要使用 Google Talk 以及其他某些功能和菜单，只能使用您最初在 IS06 上注册的 
Google 帐户。在 IS06 上注册 Google 帐户时，务必注意这一点。

■	要删除您最先注册的 Google 帐户，请选择  [菜单]▶  [设置]▶  [系统]▶  [隐
私]▶[出厂数据重置]，以便将 IS06 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	有些 Android Market 应用程序可能与 IS06 不兼容。

■	 Google 应用程序和服务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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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 Google 帐户

[创建]▶输入您的名字、姓氏和用户名▶[下一步]▶按照屏幕上的说
明操作

	■ 如果您还没有 Google 帐户，或者您想创建一个新的 Google 帐户，可以直接在 IS06 
上创建。

注册现有的 Google 帐户以首次使用 Google 服务

[下一步]▶[登录]▶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按照屏幕上
的说明操作

■	如果您首次使用 IS06 时未设置 Google 帐户，则在您首次使用任何需要 Google 帐
户的 Google 服务时，就会显示 Google 帐户注册屏幕。

■	要使用 Google Talk 和其他某些功能和菜单，只能使用您最初在 IS06 上注册的 
Google 帐户。在 IS06 上注册 Google 帐户时，务必注意这一点。

■	要删除您最先注册的 Google 帐户，请选择  [菜单]▶  [设置]▶  [系统]▶  [隐
私]▶[出厂数据重置]，以便将 IS06 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首次使用 
Google 服务

▶注册Google  
帐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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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

▶  [菜单]
▶  [Gmail]▶

什么是 Gmail ？
Gmail 是由 Google 提供的一
种邮件服务。
您可以在 IS06 上查看和发送 
Gmail。
有关如何使用 Gmail 的更多详
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查看收件箱

查看邮件

■	如果您已注册多个 Google 帐户，将显示您最后一次查看的帐户的收件箱。

■	邮件将按收到的时间顺序显示。屏幕上方会显示收件箱

中未读邮件的数量和当前查看的邮件帐户。

■	在任何邮件的旁边添加 （选中标记），即可使用存档、删除和标记功能。

■	存档的邮件不会显示在收件箱中。要查看存档的邮件，请依次单击  （菜单） 

▶  [转至标签]▶[所有邮件]。
■	单击邮件右边的  将该邮件标上星号。要查看标有星号的邮

件，请依次单击  （菜单）▶  [标记]▶[标有星号]。

切换 Gmail 帐户

 （菜单）▶  [帐户]▶选择帐户

■	您可以切换帐户以及添加新帐户。
■	帐户右边的数值显示了该帐户中的未读邮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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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Gmail]▶

查看已收到邮件的内容

选择邮件

■	单击发件人名称右边的  以将该邮件标上星号。

■	单击发件人右边的  [回复] 以编写回复邮件。单击  以使用  [回复全部] 和 
 [转发]。

■	收件箱中的已读邮件会显示灰色背景，便于与未读邮件相区分。

■	单击邮件正文下方的 [存档]，将邮件保存到存档中。要查看存档的邮件，请依次单击 
 （菜单）▶  [转至标签]▶[所有邮件]。

■	单击邮件正文下方的 [删除]，以删除该邮件。

■	单击邮件正文下方的 / ，以查看上一封/下一封邮件。

发送邮件

 （菜单）▶  [编写]▶输入收件人、主题、邮件正文▶
■	您可以将编写的邮件保存为草稿而不立即发送。

■	您还可以将照片添加为邮件的附件。

显示标签

 （菜单）▶  [转至标签]
■	选择标签，可查看设置了该标签的所有邮件。

■	  邮件可以在标有星号的收件箱中查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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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ndroid Market

下载应用程序

选择要下载的应用程序▶查看应用程序信息▶	
[下载]/选择价格▶[接受并下载]/[接受并购买]
■	您必须在 IS06 上注册一个 Google 帐户，才能使用 Android Market。
■	状态栏中将显示应用程序下载和安装完成通知。当安装完成时，所安装的应用程序的

图标将显示在菜单屏幕上。

■	要下载付费应用程序，您必须使用 au kantan 付款方式或 Google Checkout 服务。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执行必要的步骤。

搜索应用程序

 [搜索]
■	在搜索屏幕上输入一些字符以搜索应用程序。

Android 
Market

▶  [菜单]
▶  [Market]▶

什么是 Android Market ？
Android Market 是由 Google 
运营的一种应用程序分销服
务。利用 Android Market，
您可以为 IS06 下载许多免费
和付费的应用程序。
有关如何使用 Android Market 
的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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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您对自己下载的所有应用程序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请在安装前进行检查，确

认应用程序是安全的。有些应用程序可能含有病毒，会导致数据损坏，或者会将您
存储在手机上的当前位置、使用记录和 / 或个人信息传输到互联网上。

■	我们对由您安装到手机上的应用程序造成的任何损害或问题概不负责。此类问题所
导致的维修不在保修范围之内，仅适用收费维修。

■	我们对由您安装到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对您或其他第三方造成的任何损失概不负责。
■	某些应用程序必须有 microSD 存储卡才能正常运行。
■	某些应用程序可能会阻止手机进入睡眠模式，或者会在后台运行，从而严重浪费电

池电量。
■	您可以卸载任何您不再需要的应用程序。
■	如果您认为某个应用程序导致 IS06 出现问题，请立即卸载该应用程序。但是请注意，

并非所有情况都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

▶  [菜单]
▶  [Market]▶

删除下载的应用程序

  （菜单）▶  [我的应用程序]

▶选择应用程序▶[卸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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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语音搜索

在显示 [请说] 时，对着麦克风说出关键字

■	这将加载浏览器并显示 Google 搜索结果。

Google  
语音搜索

▶  [菜单]
▶  [语音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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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他 
Google 服务

▶  [菜单]
▶  [Talk]▶

使用 Google Talk

Google Talk 是由 Google 提供的一种聊天服务。

有关如何使用 Google Talk 的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  [菜单]
▶  [地图]▶

使用 Google 地图

Google 地图是由 Google 提供的一种在线地图服务。您可以使用 Google 地图在地

图上查看您的当前位置，并找到通往目的地的方向。您可以直接在地图上添加航空照

片和交通信息（仅限提供此类数据的地区）。

有关如何使用 Google 地图的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  [菜单]
▶  [导航]▶

使用 Google 地图导航

Google 地图导航是由 Google 提供的一种导航服务。此项服务为您提供导航信息，

帮助您到达目的地。

有关如何使用 Google 地图导航的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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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Places]▶

使用 Google Places
Google Places 是由 Google 提供的一种在线信息服务。您可以使用 Google Places 
来搜索有关商店、服务和地点的信息。

有关如何使用 Google Places 的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  [菜单]
▶  [纵横]▶

使用 Google 纵横

Google 纵横是由 Google 提供的一种位置信息共享服务。您可以使用 Google 纵横

查看您朋友在地图上的位置、向他们发送邮件等等。

有关如何使用 Google 纵横的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  [菜单]
▶  [资讯与天气]▶

使用 Google 资讯与天气

Google 资讯与天气是由 Google 提供的一种资讯与天气服务。

有关如何使用 Google 资讯与天气的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  [菜单]
▶  [日历]▶

使用 Google 日历

Google 日历是由 Google 提供的一种在线日历服务。您可以使用 Google 日历将 
Google 帐户中在线保存的所有日历都同步到 IS06 上，以便于您进行日程管理。

有关如何使用 Google 日历的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 Google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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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互
联网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将 IS06 连接到互联网。
• 分组数据通信（IS NET、au.NET）
• Wi-Fi

使用 Wi-Fi
■	您可以在家里使用无线局域网，或者在旅行时通过公共无线局域网连接到互联网。

■	要在家里进行连接，您需要有互联网连接和接入点（无线路由器），以便建立无线

连接。您还需要了解您的无线接入点的网络 SSID（网络名称、SSID、ESS-ID）和

密码（WEP 密钥、WPA 密钥、共享密钥、加密密钥）。

■	要连接到公共无线局域网，请查看公共无线局域网提供商的主页，事先确认接入点

的当前状态。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拥有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帐户，并且需要 
ID 和密码用于身份验证。

启用 Wi-Fi
 [菜单]▶  [设置]▶  [系统]▶  [无线和网络]▶在 [Wi-Fi] 旁

边添加  （选中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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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并连接到接入点

 [菜单]▶  [设置]▶  [系统]▶  [无线和网络]▶[Wi-Fi 设置] 
▶选择网络 SSID▶输入密码▶[连接]

■	在密码字段中输入无线接入点的 WEP 密钥或共享密钥。如果接入点不需要密码，则

不会显示密码输入屏幕。

■	  （选中标记）[显示密码] 可查看您输入的密码。

■	要连接到开放网络，请在 [网络通知] 旁边添加  （选中标记）。

使用数据通信服务

 [菜单]▶  [设置]▶  [系统]▶  [无线和网络]▶[移动网络] 
▶在 [启用数据] 旁添加  （选中标记）

■	可以通过 IS NET 或 au.NET 连接到互联网以及传输分组数据。

■	 IS NET 是为智能手机提供的一种互联网连接服务。如果您已经在使用 IS 系列手机

之前注册了 EZ WIN，就不需要再注册 IS NET 了。IS NET 的每月费用是为 315 日元

（含税）加额外的传输费。

■	如果您尚未注册 IS NET，可以改用 au.NET。au.NET 的每月费用是 525 日元（含税，

仅针对使用 au.NET 的月份）加额外的传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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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

▶  [菜单]
▶  [浏览器]▶

显示网页

■	当您启动浏览器（出厂默认设置）时，将显示 au one 主页。

使用搜索框（URL 输入字段）

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或 URL▶  （开始）

■	如果您在搜索框中输入 URL，将显示位于该 URL 的网页。

■	如果您在搜索框中输入搜索关键字，将显示搜索结果。单击列表中的任何相关项。

■	单击  以查看书签。

■	要在您的主屏幕上使用搜索框，请按 IS06 侧面的  （搜索）。

显示网页时可以执行的操作

■	扩展以放大，收拢以缩小。您也可轻轻单击两次进行缩放。

■	您也可以单击在拖动屏幕时显示的  /  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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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窗口

 （菜单）▶  [新窗口]
■	 au 网站（默认为 http://auone.jp/）将显示在新窗口中。在搜索框（URL 输入字段）中输

入您想访问的网站的 URL 或关键字。

在窗口之间切换（在打开多个窗口时）

 （菜单）▶  [窗口]
■	将显示当前打开的所有网站的列表。单击您想查看的网页，即可显示该网页。

■	单击  以关闭窗口。

为当前显示的网页添加书签

 （菜单）▶  [书签]▶[★添加]▶输入/查看名称和位置▶[确定]
■	单击  （菜单）▶  [书签]，就会显示您已添加书签的网页列表。在书签列表中单击

您喜欢的任何网页，就能快速连接到该网页。

下载文件

长按指定的内容（字符、图标等）▶[保存链接]/[保存图像]
■	已下载的文件存储在 microSD 存储卡中。  （菜单）▶  [更多]▶[下载] 可让您找到

之前下载的所有文件。

▶  [菜单]
▶  [浏览器]▶



75

互
联
网
功
能

au one 
Market

▶  [菜单]
▶  [au one 

Market]▶

■	 au one Market 是一个应用程序分销网站，针对的是运行由 KDDI (au) 开发的 au 
Android 的 au Android 智能手机。

■	您可以为 IS06 下载许多免费和付费的应用程序和小工具。

■	当您首次启动 au one Market 时，会显示服务条款。请查看其内容并单击 [同意] 
（同意）以使用 au one Market。
■	要使用某些 au one Market 功能，必须有 au one ID。有关 au one ID 注册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手册》（日语）。

下载应用程序

选择要下载的应用程序▶[ダウンロード]（下载）

■	下载过程因分销商而异。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	使用 au kantan 付款方式购买付费应用程序时，需要有安全密码。默认情况下，安全密

码就是您的安全码。而安全码是您写在订阅表上的四位数字。

■	状态栏中将显示应用程序下载和安装完成通知。当安装完成时，所安装的应用程序的

图标将显示在菜单屏幕上。安装的小工具可在主屏幕上设置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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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au one 

Market]▶

删除下载的应用程序

 [マイアプリ]（我的应用）▶选择应用程序▶[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卸载）▶[はい]（是）

注意

■	您对自己下载的所有应用程序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请在安装前进行检查，确认

应用程序是安全的。有些应用程序可能含有病毒，会导致数据损坏，或者会将您存储

在手机上的当前位置、使用记录和/或个人信息传输到互联网上。

■	我们对由您安装到手机上的应用程序造成的任何损害或问题概不负责。此类问题所

导致的维修不在保修范围之内，仅适用收费维修。

■	我们对由您安装到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对您或其他第三方造成的任何损失概不负责。

使用 au one Market 时需遵循服务条款。下载过程和付费应用程序的付款方式因 au 
one Market 分销商的不同而异。某些应用程序必须有 microSD 存储卡才能正常运

行。

■	某些应用程序可能会阻止手机进入睡眠模式，或者会在后台运行，从而严重浪费电池

电量。

■	如果您认为某个应用程序导致 IS06 出现问题，请立即卸载该应用程序。但是请注意，

并非所有情况都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



相机

图库

多媒体功能



78

拍照之前

图标 说明

焦距调节（9 种水平）

亮度调节（9 种水平）

功能

相机模式设置

图标 说明

[查看]显示图库

拍照（快门）

[设置]

摄影模式

影片模式
（◦ 表示当前模式）

拍照

 （拍照）

■	如果使用 IS06 拍照，照片将自动保存在 microSD 存储卡的“相机”下。

	■ 单击屏幕以显示图标。

相机

▶  [菜单]
▶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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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秒钟后图标会自动消失。要再次显示图标或在显示图标时隐藏图标，只需单击屏
幕即可。

■	如果想要再次拍照，请单击  （后退）返回至摄影模式。

▶  [菜单]
▶  [相机]
▶  （拍照）▶

图标 说明

调节焦距（10 种水平）

显示图库

发送（蓝牙®、E 邮件、Gmail、PC 邮件、照
片编辑器、Picasa）

从 microSD 存储卡中删除自动保存的照片

拍照之后

当 [保存之后查看] 启动时（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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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之前

■	单击屏幕以显示图标。

录像

 （录制）▶  （停止）

■	如果使用 IS06 录像，影片将自动保存在 microSD 存储卡的“相机”下。

■	如果录像过程中收到来电，手机会自动保存录像并切换至来电屏幕。通话结束后，

手机将返回影片预览屏幕（保存录像后显示的屏幕）。

▶  [菜单]
▶  [相机]
▶ （录像）▶

图标 说明

焦距调节（9 种水平）

亮度调节（9 种水平）

功能

[查看]显示图库

图标 说明

 / 录像/停止录像

[设置]

摄影模式

影片模式
（◦ 表示当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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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相机]
▶  （录像）

▶  （录制）

▶  （停止）▶

■	几秒钟后图标会自动消失。要再次显示图标或在显示图标时隐藏图标，只需单击屏
幕即可。

■	如果想要再次录像，请单击 （后退）返回影片模式。

图标 说明

显示图库

发送（蓝牙®、E 邮件、Gmail、PC 邮件、
YouTube）

删除

播放

录像之后

当 [保存之后查看] 启动时（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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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库

▶  [菜单]
▶  [图库]▶

查看照片

选择文件夹▶选择照片

■	选择文件夹后，滑动屏幕右上角的 ，以便在查看子文件夹内容和查看所有
文件之间切换。

幻灯片放映

选择文件夹▶选择照片▶  [幻灯片]
■	将依次显示选定的照片。
■	如果幻灯片中出现影片，请单击  播放影片。

查看影片

选择文件夹▶选择影片▶  [影片]

图标 说明

快退

 / 播放 / 停止

图标 说明

快进

播放时间滚动条

■	影片播放结束后，屏幕将返回文件列表。



闹钟 / 

叫醒服务

PocketBook

智能笔记

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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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闹钟

 [闹钟]▶  [简单]/  [及时]/  [每天]/  [每周] ▶选择/输入每一
项▶  （保存），[简单] 除外

■	一次最多可以设置十个不同的闹钟。 设置闹钟之后，请选择  [闹钟]▶ （菜单）或 
 （打开）▶  [添加] 来添加更多闹钟。 要删除闹钟，请选择  [闹钟]▶ （菜单）或 
 （打开）▶  [全选]，或者在要删除的闹钟旁边添加  （选中标记）▶  [删除]。

■	铃声持续大约一分钟之后，闹钟就会自动停止。
■	如果在闹钟设定的时间，IS06 处于关机状态，则闹钟不会发出铃声。

设置叫醒服务

 [叫醒服务]▶[+添加]▶选择/输入每一项▶  （保存）

■	一次最多可以设置十个不同的叫醒服务。 设置叫醒服务之后，请选择  （菜单）或 
 （打开）▶  [添加] 来添加更多叫醒服务。 要删除叫醒服务，请选择  （菜单）

或  （打开）▶  [全选]，或者在要删除的叫醒服务旁边添加  （选中标记）▶  [删
除]。

■	铃声持续大约一分钟之后，叫醒服务就会自动停止。 即使设置了重复提醒，叫醒服
务仍会在大约一分钟后自动停止发出铃声。

闹钟/ 
叫醒服务

▶  [菜单]
▶  [闹钟/ 

叫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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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机

 [录音机]▶ ▶ ▶
■	录音时间最长为 60 分钟，最多可保存 20 段录音。 （能否保存 20 段录音取决于 

microSD 存储卡的可用存储空间。）
■	如果要结束录音但不保存，请按  （后退）。

播放录音

选择文件夹

PocketBook

▶  [菜单]
▶  [PocketBook]▶

图标 说明

[音量] 显示滑动条，用于调节音量。

 / 暂停/播放

上一个文件

下一个文件

[列表] 切换至录音列表屏幕

[一次]* 将所选的文件播放一次

[继续]* 重复播放所选的文件

[顺序播放]* 依次播放所选的文件

	■ 反复点击图标，将依次显示标有 * 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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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PocketBook]▶

使用计算器

计算 7 × 9
 [ 计算器 ]▶ ▶ ▶ ▶

图标 说明

（保存） 命名并保存计算结果

（科学模式）切换至科学模式

图标 说明

（列表） 显示所有已保存的计
算结果的列表

设置世界时钟

 [世界时钟]▶  [IntCity]▶ （菜单）或  （打开）▶  [添
加]▶在城市旁边添加  （选中标记）▶  （保存）

图标 说明

[DST] 设置夏令时

图标 说明

[IntCity] 最多可将世界时钟设置为
显示六个不同的城市

■	如果您的 [IntCity] 中已经设置了六个城市，则不会显示  [添加] 菜单。如果您删除
其中一个城市，此图标就会再次出现。

■	标有 +/– 的时间表示此时间与 JST（日本标准时间）的差距。
■	为使用夏令时的城市设置 DST（夏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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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PocketBook]▶

使用秒表

 [秒表]▶ ▶  

图标 说明

再次从停止的时间开始计时

图标 说明

  清除秒表的值并返回初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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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备注

如果没有以前保存的备注

输入备注内容▶  （保存）

如果有以前保存的备注

 （新备注）▶输入备注内容▶  （保存）

图标 说明

（添加照片） 从图库中粘贴照片，或者启动相机以添加新照片

（文本输入） 输入字符（不改变字体大小、颜色和位置）

（写字笔） 选择写字笔

：写字笔 ：橡皮 ：荧光笔

（写字笔选项） 为所选的写字笔选择粗细、划线（橡皮除外）和颜色 
（橡皮除外）

：粗细 ：划线 ：颜色

（背景设置） 为您的备注设置背景

（清除） 清除全部/清除绘图

智能笔记

▶  [菜单]
▶  [智能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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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现有的备注

选择备注▶  （编辑）▶编辑内容▶  （保存）

删除备注

 （菜单）或  （打开）▶  [全选]，或者在要删除的备注旁边添加 
 （选中标记）▶  [删除]▶[是]

▶  [菜单]
▶  [智能笔记]▶



远程控制锁

安全锁定服务

如果遗失 I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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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遗失了 IS06，您可以使用注册的电话号码反复拨打您的 IS06，直到满足预先
设定的次数为止，以此激活远程控制锁并禁止他人使用您的 IS06。

激活设备管理员

 [位置和安全]▶[选择设备管理员]▶[远程控制锁]▶[激活]
■	激活此项可以使用 [远程控制锁] 或“安全锁定服务”远程锁定 IS06。

设置远程控制锁

 [安全和位置]▶[远程控制锁]▶选择项目

远程控制锁 启用/禁用远程控制锁（选中此选项以设置 [有效来电号码]、 
[指定时间] 和 [来电计数]。）

有效来电号码 您最多可以注册 3 个电话号码。

指定时间 设置应该收到 [来电计数] 中设定的来电次数的时间限制。设置从 1 
分钟到 10 分钟。

来电计数 设置能够激活远程控制锁的来电次数。设置可以是 3 到 10 之间的
值。

■	如果 [选择设备管理员] 下未选中 [远程控制锁]（▶参见上文），请单击 [远程控制锁]，
以显示“激活设备管理员？”屏幕。如果您想配置远程控制锁，请单击 [激活]。

远程控制锁

▶  [菜单]
▶  [设置]
▶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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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对 IS06 进行配置，使其在收到注册电话号码拨打的指定次数的电话后，自动

锁定屏幕，让手机无法继续使用，以应对 IS06 不慎遗失的情况。我们建议您预先从 
 [菜单]▶  [设置]▶  [系统]▶  [位置和安全]▶[设置屏幕锁定] 屏幕中设置锁定

模式、密码或 PIN 码。

■	如果  [位置和安全]▶[设置屏幕锁定] 的设置为 [无]，则使用远程控制锁功能锁定

屏幕时所使用的 PIN 码为“1234”。

用注册的手机激活远程控制锁

在 [指定时间] 内，用 [有效来电号码] 列表中注册的电话号码反复

拨打 IS06，直到达到 [来电计数] 中设定的次数。

■	拨打过程中切勿禁止您的手机号码。

■	如果您的 IS06 已关机、不在服务区或者启用了飞行模式，则无法激活远程控制锁。如

果您的 IS06 处于信号质量很差的地区，远程控制锁可能也无法激活。

解开远程控制锁

■	解开屏幕锁定。如果  [菜单]▶  [设置]▶  [系统]▶  [位置和安全]▶[设置屏幕

锁定] 的设置为 [无]，您可以输入“1234”并在滑动后单击 [确定] 解开远程控制锁。

■	即使您的远程控制锁采用了安全锁定服务，当您找回手机后也必须解开 IS06 的屏幕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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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全锁定服务激活远程控制锁

■	即使您并未预先致电客户服务中心或使用计算机提交必要的信息来设置远程控制

锁，您也可以激活 IS06 的远程控制锁。但是，必须激活 [选择管理员] 下的 [远程控制

锁] (▶P.91)，才能使用此功能（出厂默认设置为禁用）。

■	安全锁定服务可免费获得。

■	首次使用安全锁定服务时必须提交申请。（手机遗失后也可以提交申请。）

■	要解开远程控制锁，请在您找回手机后解开 IS06 的屏幕锁。您无法通过安全锁定服

务本身来解开远程控制锁。

致电客户服务中心以激活远程控制锁

 使用 au 手机（免费）： 113（不需要区号）
 使用其他手机或固定电话（免费）：  0077-7-111

■	 24 小时提供服务。

■	请按照自动语音提示来完成此过程。

通过 au 客户支持 (https://cs.kddi.com/) 激活远程控制锁

安全锁定服务



故障排除

索引

附录 /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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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 按  （电源）无法开机

• 您是否按住了  （电源）？ (▶P.13)
• 电池是否已经充电？ (▶ P.10)
• 电池是否正确插入？ (▶ P.9)
• 电池的触点是否脏了？

▶ 自动关机

• 电池是否已耗尽电量？ (▶ P.10)

▶ 显示启动屏幕时关机

• 电池是否已耗尽电量？ (▶ P.10)

▶ 无法拨打电话

• IS06 是否已开机？ (▶ P.13)
• 是否已插入 au IC 卡？ (▶ P.11)
• 您输入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您是否加拨了区号？） 

(▶P.34)
• 输入号码后您是否单击了 ？ (▶ P.34)
• IS06 是否设置为飞行模式？ (▶ P.14)

▶ 无法接听来电

• 信号强度是否足够？ (▶ P.5)
• 您是否在服务区内？ (▶ P.5)
• IS06 是否已开机？ (▶ P.13)
• 是否已插入 au IC 卡？ (▶ P.11)
• IS06 是否设置为飞行模式？ (▶ P.14)

▶ 显示  （不在服务区）

• 您是否正处于服务区外或信号较弱的区域？ 
(▶ P.5)

• 您的手指或手掌是否覆盖了内置天线？ (▶ P.7)

▶ 无法连接到 Wi-Fi
• IS06 是否正在接收无线接入点的信号？

• 您是否已配置 Wi-Fi 设置？ (▶ P.71)

▶ LED 指示灯闪烁但无法听到铃声

• IS06 是否设置为振动模式？ (▶ P.14)

▶ 电池无法充电

• 充电器是否连接正确？ (▶ P.10)
• 电池是否正确插入？ (▶ P.9)

▶ 按键 / 触摸屏无法执行操作

• IS06 是否已开机？ (▶ P.13)
• 您是否已解除屏幕锁定？ (▶ P.20)

▶ 显示“au IC 卡 (UIM) 错误”

• 是否已插入 au IC 卡？ (▶ P.11)
• 是否使用了与 au IC 卡不同的卡？

▶ 听到“嘟嘟”声且无法拨打电话

• 您是否正处于服务区外或信号较弱的区域？ 
(▶ P.5)

• 可能网络正忙或者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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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听到通话对方的声音

• 您的听筒音量是否开到了最低？ (▶ P.37)
• 您是否将听筒放到了耳边？请将听筒放到耳边。

▶ 无法识别 microSD 存储卡

• microSD 存储卡是否插入正确？ (▶ P.12)
• microSD 存储卡是否已卸载？

■	如需更多详情，请参阅 au 主页上的“au 客户支持”，
URL 为 ： 
http://www.kddi.com/customer/service/au/
trouble/kosho/index.html

http://www.kddi.com/customer/service/au/trouble/kosho/index.html
http://www.kddi.com/customer/service/au/trouble/kosh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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