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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手冊中的部份內容可能
會因手機程式之改良或不
同網絡商提供的服務而令
實際情況有所不同,這並不
會另行通知。
‧ 由於使用觸控螢幕鍵盤，
我們不建議視障人士使用
此手機。
‧ Copyright ©2011 LG
Electronic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G 及 LG 標誌乃
LG 集團及其相關公司的註
冊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均
為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 Google 搜尋、Maps、
Google Mail、YouTube、
Talk 和 Android Market 均為
Google, Inc. 的註冊商標。
‧

重
恭喜您購買了 LG 先進輕巧的
LG-P350 手機，它配合最新的數碼流
動通訊科技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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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在您將手機送往維修或致
電服務人員前，請檢查您
手機出現的問題有否在此
部分描述。

1. 手機記憶體
當手機記憶體的可用空間
少於 10%，您的手機便不
能再接收新訊息。 您需要
檢查您的手機記憶體，並
刪除一些數據如應用程式
或訊息，以騰出更多可用
記憶。
要管理應用程式
1 從主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
籤，然後選擇設定
設定> 應用
程式> 管理應用程式
程式
管理應用程式。
2 當所有應用程式出現
後，捲動並選擇您想解
除安裝的應用程式。
解除安裝然後點按
3 點按解除安裝
確定，以解除安裝該應
用程式。

2. 延長電池壽命
您可關閉無須持續在背景
運行的功能，便能延長電
池壽命。 您亦可監控應用
程式及系統資源的電池電
量消耗。
要延長您的電池壽命
- 關閉並非使用中的無線電
通訊。 不使用 Wi-Fi、藍
芽或 GPS 時，請關閉這
些應用程式。
- 調低螢幕亮度，並設定較
短的螢幕超時。
- 關閉 Google Mail、行事
曆、通訊錄及其他應用程
式的自動同步。
- 您下載的某些應用程式可
能會減少您的電池壽命。
要檢查電池充電量
1 從主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
籤，選擇設定
設定> 關於手機
> 狀態。
狀態
2 電池的狀態（未充電、
放電中）及電量（相對
於完全充電的百分比）
會在螢幕頂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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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要監察及控制電池使用情況
1 從主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
籤，選擇設定>
設定> 關於手機
> 電池使用狀況。
2 螢幕頂部會顯示電池使
用時間： 距離上一次連
接至電源的時間，或（
如已連接電源）上次使
用電池電力的總時間。
螢幕內容會列出使用電
池電力的應用程式或服
務，並根據耗用的電量
由多至少排列。

3. 安裝開放源碼的作業
系統
如果在手機上安裝開源
作業系統，而不再使用
製造商提供的作業系統，
可能會導致您的手機出現
故障。
警告：如果您安裝及使
用並非由製造商提供的作業
系統，您的手機將不能再享
受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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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要保護您的手機
和個人資料，請只從受信任
的來源下載應用程式，例如
Android Market。 如某些
應用程式並非正確地安裝至
您的手機上，您的手機可能
無法正確地運作或出現嚴重
錯誤。 您需要從手機解除
安裝這些應用程式以及其所
有的數據及設定。

4. 使用解鎖圖形
設定解鎖圖形以保護您的
手機。 開啟一系列畫面，
以指導您繪畫螢幕解鎖
圖形。
在主頁點按應用程式標
籤，然後選擇設定
設定 > 位置
與安全性 > 設定螢幕鎖定
> 圖形
圖形。
按畫面上的指示繪畫螢幕
解鎖圖形。 選擇下一頁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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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使用圖形鎖定
的注意事項。 請記住您所
設定的解鎖圖形，這是非
常重要的。 您有 5 次輸入
解鎖圖形、PIN 或密碼的機
會。 如果您已使用了所有 5
次機會，您可以在 30 秒後
再嘗試。

所

的
，

置

幕

在無法重新開啟您的解鎖圖
形、PIN 或密碼時：
如果已在手機上建立 Google 帳
戶，請點按忘記圖形按鈕。 然
後，您需要使用您的 Google 帳
戶登入以解鎖您的手機。如果
您尚未在手機上建立 Google 帳
戶或忘記帳戶，您需要進行硬
性重新設定。

注意： 若進行硬性重新設
定，所有用戶應用程式及
用戶數據將被刪除。 請
記住先備份所有重要的
數據，才進行硬性重新
設定。

5. 使用安全模式及硬性重
新設定
使用安全模式
* 令手機從故障狀態中恢復
關閉並重啟您的手機。
手機電源開啟後，在螢
幕顯示 Android 標誌時按
住發送鍵。 您的手機會
一直啟動並進入主頁，
左下角會顯示「安全模
式」。
* 使用硬性重新設定（出廠
設定）

1 取下並重新裝上電池。
2 按住 10 秒：電源/鎖定鍵
+ 發送
發送鍵 + 向下音量鍵。
向下音量
3 開機後，放開這些鍵。
警告
若進行硬性重新設定，所有
用戶應用程式及用戶數據將
被刪除。 請記住先備份所
有重要的數據，才進行硬
性重新設定。
性重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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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6. 連接至 Wi-Fi 網絡
要在您的手機上使用 WiFi，您需要連接無線存
取點，亦即「無線基地
台」。一些存取點乃開放
的存取點，您只需簡單連
接便可。 其他存取點乃
隱藏或嵌入了其他保安功
能，因此在連接前必須先
設定您的手機。
要延長電池壽命，請在不
使用 Wi-Fi 時將其關閉。
要開啟 Wi-Fi 並連接至 WiFi 網絡
1 從主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
籤，並選擇設定
設定 > 無線
及網絡> Wi-Fi 設定。
及網絡
設定
2 點按 Wi-Fi 啟動，手機
便會開始掃描可使用的
Wi-Fi 網絡。
- 可使用的 Wi-Fi 網絡會
以清單顯示。 已加密的
網絡旁邊會有一個鎖形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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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按一個網絡以開始連
接。
- 如該網絡為開放，手機會
提示您點按連接
連接，以確認
您希望連接至該網絡。
- 如該網絡已加密，手機會
提示您輸入密碼或其他憑
證。 （請向您的網絡管
理員查詢詳情。）
4 狀態列上的圖示會顯示
Wi-Fi 狀態。

7. 使用 micro SD 卡
圖片、音樂及影片只能儲
存到外置記憶體。
在使用內置相機前，您需
要先將 micro SD 記憶卡插
入手機。
如沒有插入記憶卡，您將
不能儲存已拍攝的相片及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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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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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手機開啟時，請勿插入或移
除記憶卡。 否則，您的記憶
卡及手機可能會損壞，而記
憶卡內儲存的數據亦可能毀
損。 要安全地移除記憶卡，
請選擇應用程式標籤>
應用程式標籤> 設定
> SD 卡與手機儲存 > 移除
SD 卡。

8. 開啟及切換應用程式
您可輕易在 Android 上進
行多重任務，即使您開啟
另一應用程式，已開啟的
應用程式依然會繼續運
行。 您無須在開啟另一應
用程式前退出應用程式。
使用及切換數個開啟中的
應用程式。 Android 會管
理每一個應用程式，根據
需要停止及啟動程式，確
保閒置的應用程式不會耗
用不必要的資源。

要停止使用中的應用程式
1 從主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
籤，然後選擇設定
設定> 應用
程式> 管理應用程式 > 執
程式
行中。
2 捲動至該應用程式，
點按強制停止
強制停止以停止使
用。
提示 返回最近使用的應
用程式
- 按住主頁鍵，螢幕上
將顯示您最近使用的
應用程式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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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9. 安裝 LG PC suite 至您的
電腦
LG PC Suite IV 是一種幫助
您使用 USB 數據通訊線將
手機連接到電腦的程式，
從而讓您可在電腦上使用
手機的功能。
您可於 LG 網站下載此程
式。瀏覽,至 http://www.
lg.com 網站以獲取您的手
機安裝程式和使用資訊。
您可參考往下圖示和依據
網站指示以下載適合您
手機型號的軟件並完成
安裝。
* 在完成 LG PC Suite IV 安
裝後，需要停用僅限大容
量儲存模式以執行 LG PC
Suite IV。
LG PC Suite IV 的主要功能
‧ 輕鬆快捷地建立、編輯
和刪除手機資料。
‧ 在電腦和手機之間同
步數據（通訊錄、行
事曆、訊息（文字訊
8

息）、書簽、通話記
錄）。
‧ 使用簡單的拖放動作，
在電腦和手機之間傳輸
多媒體檔案（相片、影
片、音樂）。
‧ 從手機傳送訊息到電
腦。
‧ 將手機用作數據機。
‧ 在不會損失您的數據的
情況之下更新軟件。
LG-P350 不支援：
- 透過藍芽來連接電腦
- LG Air Sync (Web Sync,
R-Click)
- OSP（On Screen Phone）
- 行事曆中的待辦事項
- 備忘錄
- Java 應用程式
需要更多資訊，請參照 LG
PC Suite IV 的用戶指南。
這可在安裝 LG PC Suite IV
後從功能表的 「說明」上
找到。

下載

1) 登

2) 下

，
輸
影

下載 LG 手機支援軟件
1) 登入 www.lg.com , 到支援x手機支援

的
2) 下載及安裝LG 手機支援軟件

LG

IV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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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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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透過 USB 連接手機至
電腦

11. 使用數據連接時解鎖
螢幕

1 使用手機隨附的 USB
線，將手機連接至電腦
的 USB 連接埠。 您會
收到 USB 已連接的通
知。
2 開啟通告欄，點按 USB
已連接。
3 點按「開啟
「開啟 USB 儲存裝
置」以確認您要在手機
置」
的 micro SD 卡及電腦之
間傳送檔案。
當手機已連接為 USB 記憶
體，您會收到通知。 您手
機上的 micro SD 卡會作為
磁碟安裝至您的電腦上。
您現在便可將檔案複製至
micro SD 卡。

如在數據連接期間長時間不點
按螢幕，您的螢幕會自行關
掉。 要重新開啟 LCD 螢幕，點
按螢幕即可。

備註：
備註：解除安裝
PC Suite
IV 後，不會自動移除 USB
及藍芽驅動程式。 因此，
必須手動解除安裝這些驅
動程式。
提示！ 要重新在手機上使用
micro SD 卡，您需要開啟通告
欄並點按「關閉
關閉 USB 儲存裝
置」。

期間您無法在手機上存取
micro SD 卡，因此您亦無
法使用依賴 micro SD 卡的
應用程式，例如相機、圖
片集及音樂。
要令手機從電腦中斷連
接，請小心地按照電腦的
說明正確地中斷連接 USB
裝置，以免記憶卡上的資
料流失。
1 安全地斷開電腦上的
USB 裝置連接。

2 開
U
3 在
按

12.

請如
住行
撥打
數據
線所
則可

13.

如果
或螢
請取
池並
題仍
中心

14.

確定
據線
電腦

點
點

2 開啟通告欄，點按關閉
關閉
USB 儲存裝置。
儲存裝置
3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上點
按關閉。

12. 垂直握住手機

SB
，
驅

請如普通手機一樣，垂直握
住行動手機。
撥打/接聽電話或傳送/接收
數據時，盡量避免握住天
線所在的手機下部分。 否
則可能影響通話品質。

告
裝

13. 在螢幕凍結時

取
無
的
圖

的
B
資

如果手機不能回應用戶輸入
或螢幕凍結：
請取下電池，再次插入電
池並開啟手機。 如果問
題仍然存在，請聯絡服務
中心。

14. 在開啟/關閉您的電腦
時，請勿連接您的手機
確定手機與電腦已透過數
據線中斷連接，因為您的
電腦可能存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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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行動手機前請先細讀此資訊！
如何將音樂/影片檔案儲存
至手機
使用 USB 線纜將手機連接
到電腦。
點按並向下拖動主頁上的
狀態列。 選擇 已連接的
USB > 開啟 USB 儲存體 >
開啟資料夾以檢視檔案。
開啟資料夾以檢視檔案
如果電腦上沒有安裝 LG
Android 平台驅動程式，則
需要手動進行設定。 在主
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籤，然
後選設定
設定 > SD 卡與手機儲
存 > 啟動僅限大容量儲存
啟動僅限大容量儲存。
將電腦中的音樂或影片檔案
儲存至手機的可移除儲存
體。
- 您可以使用讀卡器，將檔
案從電腦複製或移動至手
機的可移除儲存體。
- 如果影片檔案包含字幕檔
案（與影片檔案同名的
.smi 或 .srt 檔案），請將
其放入相同資料夾，以便
在播放影片檔案時自動顯
示字幕。
12

- 在下載音樂或影片檔案
時，必須保護版權的安
全。 請注意，已損壞檔
案或副檔名錯誤的檔案可
能會損壞手機。

如何播放手機的音樂/影
片檔案
播放音樂檔案
在主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籤 >
音樂。 從演唱者、專輯、
音樂
歌曲和播放清單標籤指定
您想播放的檔案。
播放影片檔案
在主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籤 >
影片播放器，從清單中尋
找您想看的影片，點選以
播放該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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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通訊錄從舊手機移
動至目前手機
使用電腦同步程式，將通訊
錄以 CSV 檔案格式從舊手
機匯出至電腦。
1 在 www.lg.com 下載 LG
PC Suite IV，然後將其安
裝在電腦上。 執行該程
式，並使用 USB 線纜將
手機連接到電腦。
2 選擇通訊錄圖示。 轉
到功能表 > 檔案 > 匯
入 > 匯入/匯出，然後選
擇儲存於電腦中的 CSV
檔案。
3 如果匯入的 CSV 檔案
中的欄位與 LG PC Suite
IV 中的欄位不同，則需
要對應欄位。 對應欄位
後，按一下「確定」。
然後，電腦中便會新增
通訊錄。

4 如果 LG PC Suite IV 偵
測到 LG-P350 手機的連
接（使用 USB 線纜），
請按一下「同步」或「
同步通訊錄」，將電腦
中儲存的通訊錄同步至
手機並儲存通訊錄。

如何透過藍芽發送手機中
的數據
透過藍芽發送數據：與普通
透過藍芽發送數據：
行動手機不同，您可以執
行對應的應用程式，而並
非從藍芽功能表，透過藍
芽發送數據。
* 發送圖片：
發送圖片：執行圖片庫應
用程式，然後選擇圖片
>功能表。 按一下分享，
選擇藍芽 > 檢查藍芽是
否開啟，並選擇掃描裝置
掃描裝置
> 從清單中選擇您要發送
數據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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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行動手機前請先細讀此資訊！
* 匯出通訊錄：
匯出通訊錄：執行通訊
錄應用程式。 點按要匯
出的地址。 按一下功能
功能
表，選擇分享
分享 > 藍芽 > 檢
查藍芽是否開啟，並選擇
查藍芽是否開啟
掃描裝置 > 從清單中選擇
您要發送數據的裝置。
* 發送所選的多個聯絡人：
執行「通訊錄」應用程
式。 要選擇多個聯絡
人，請按功能表
功能表鍵並點
按多重選擇
多重選擇。 選擇您要
發送的聯絡人或按功能
功能
表鍵，然後點按全部選
取。選擇分享 > 藍芽 >
檢查藍芽是否開啟，並
選擇掃描裝置
掃描裝置 > 從清單
中選擇您要發送數據的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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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連接至其他藍芽裝置（此
裝置需支援檔案傳輸）：
選擇「設定
設定」 > 「無線及
無線及
網絡」 > 「藍芽設定
網絡
藍芽設定」。
然後，選擇「可偵測
性」核取方塊，並搜尋
其他藍芽裝置。 尋找所
需的服務並連接至其他
藍芽裝置。
提示：版本為藍芽 2.1 EDR
提示：
並經 Bluetooth SIG 認證。
此與其他 Bluetooth SIG 認
證的設置相容。
- 如果您要從其他裝置中搜
尋此手機，請轉到
「設定
設定」>「無線及網
無線及網
絡」> 「藍芽設定
藍芽設定」。然
後，選擇「可偵測性
可偵測性」核
取方塊。
核取方塊會在 120 秒後清
除。
- 支援的設定檔為 HFP、
HSP、OPP、PBAP（伺服
器）、FTP（伺服器）、
A2DP、AVRCP 和 DUN。

了

要開
要關

提

1.
2.

耳機

主頁
-從
回
功能
-查
選

發送

機

提示
「功
提示
提示
下電

此
：
線及
。

尋
所
他

了解您的手機
要開啟手機，請按住電源鍵 3 秒鐘。
要關閉手機，請按住電源鍵 3 秒鐘並點按關機。
提示！ 在螢幕鎖定時

1. 將手指從左到右拖動便可解鎖螢幕。
2. 要關閉手機，請按住電源鍵 3 秒鐘並點按關機。
耳機

DR

認

搜

然
核

主頁鍵
- 從任何畫面返
回主頁。
功能表鍵
- 查看可使用的
選項。
發送鍵

返回鍵
- 返回前一畫面。
搜尋鍵
- 搜尋 Web 以及您
手機中的內容。
電源/鎖定鍵
- 長按此鍵以開啟/
關閉手機電源。
- 關閉畫面並鎖定
手機。

清

服
、
。

警告：若將較重物體置於手機上或坐在手機上，會損壞手
警告：
機的 LCD 和觸控熒幕功能。

提示！ 每當您點按應用程式以查看可使用的選項時，按
「功能表」鍵。
提示！ LG-P350 不支援視像通話。
提示！ 如果 LG-P350 在使用時發生錯誤或無法開啟，取
下電池，並重新裝上電池，然後在 5 秒後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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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您的手機
立體聲耳機連
接器

充電器、micro USB 線
連接器

安裝
音量鍵
- 在主頁上：控制
鈴聲音量。
- 通話中：控制耳
機音量。
- 播放曲目時：持
續控制音量。

話筒

相機鏡頭

智能卡插槽
micro SD 記憶卡
插槽
16

電池蓋

電池

開始
您需
入智
1 要
按
的
食

制

耳

持

安裝智能卡及電池
開始使用您的新手機前，
您需要先設定手機。 要插
入智能卡及電池：
1 要取下電池蓋，請用手
按住手機。 用另一隻手
的拇指按壓電池蓋。 用
食指揭開電池蓋。

2 將智能卡滑入智能卡固
定座中， 確保智能卡的
金屬接觸面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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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您的手機
3 對準手機及電池的金屬
接觸面插入電池。

為手機充電

安裝

向後滑動 LG-P350 側邊的
充電器連接器蓋。 插入
充電器，並將其連接至電
源插座。 您必須繼續為
LG-P350 充電，直至您看
見 。

要儲
使用
像
至您

要安
1 插
請
池

4 重新蓋上電池蓋。

備註 第一次充電時必須將電池
完全充電，以提高電池壽命。
備註 LG-P350 備有內置天線。
請加倍小心，避免刮花或損壞
此背面區域，否則會影響手機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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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記憶

的

電

看

安裝記憶卡
要儲存多媒體檔案（例如
使用內置相機拍攝的圖
像），您必須安裝記憶卡
至您的手機。
備註：
備註：LG-P350
支援高達 32GB
記憶卡。

要安裝記憶卡：
1 插入或移除記憶卡前，
請先關閉手機。 取下電
池蓋。

2 將記憶卡插入插槽中。
並確保金屬接觸面朝
下。

池

。
壞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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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您的手機

警告！
手機開啟時，請勿插入或移
除記憶卡。 否則，您的記
憶卡及手機可能會損壞，而
記憶卡內儲存的數據亦可
能毀損。

格式化記憶卡
您的記憶卡可能已被格式
化。 如尚未格式化，您必
須在使用前將其格式化。
備註：
備註：格式化記憶卡時，卡內
所有檔案會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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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1 在主頁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標
籤，以開啟應用程式功
能表。
2 捲動並點按設定
設定。
3 捲動並點按 SD 卡與手機
儲存。
4 移除 SD 卡。
5 點按將SD 卡格式化，並
確認您的選項。
6 如您設定了圖形鎖定，
輸入圖形鎖定然後選擇
清除全部。 記憶卡將被
格式化並且可使用。
備註：如您的記憶卡包含其他
備註：
內容，記憶卡格式化後的資料
夾結構可能會改變，因為所有
舊檔案經已刪除。
提示！
如已移除記憶卡，您可循以下
步驟進行格式化。
點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 設定 > SD 卡
與手機儲存 > 將SD 卡格式
化。

鎖定

當您
請按
的手
意外
電力
另外
間不
其他
被鎖
電量
備註
時正
式
仍在
議先
入鎖
必要
通話
通訊

標
功

機

並

擇
被

他
料
有

下

您的主頁
鎖定您的手機
當您不使用 LG-P350 時，
請按住電源/鎖定鍵鎖定您
的手機。 這有助於防止
意外按鍵，並可節省電池
電力。
另外，如果您有一段時
間不使用手機，主頁或
其他您正在瀏覽的畫面會
被鎖定螢幕取代，以節省
電量。
備註：如果您在設定圖形
備註：
時正在執行任何應用程
式，則這些應用程式可能
仍在鎖定模式中執行。 建
議先結束所有程式，再進
入鎖定模式，避免造成不
必要的收費。 （例如，
通話、存取網絡及數據
通訊）

提示！ 設定解鎖圖形：
您可以連接四個或以上
的點以繪畫您專屬的解
鎖圖形。
如果您設定圖形，手機
螢幕便會鎖定。 要解
除鎖定手機，請在螢
幕上繪畫您所設定的
圖形。
提示！
提示！在設定解鎖圖形
時，您必須先建立您的
Gmail 帳戶。
警告：
警告：嘗試繪畫解鎖圖
形 5 次後，手機將會被
鎖定 30 秒。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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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螢幕

主頁

返回

不使用 LG-P350 手機時，
系統會返回鎖定螢幕。 將
手指從左到右拖動便可解
鎖螢幕。

只需將手指左右滑動便可
檢視。
您可使用捷徑小工具自訂
每個控制板，它們是您喜
愛的應用程式、資料夾及
牆紙的捷徑。

點按
會彈
用程

備註：
備註：視乎您的手機供應商
而定，某些螢幕圖像可能會有
差異。

靜音模式
從通告欄中點按
即可
，或如果您並未使用解
向
鎖圖形，則只需將
左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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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喚醒手機，按發送
發送、或
電源/鎖定鍵。 鎖定螢幕會
電源/鎖定
出現。 要解鎖主頁，點按
鎖定圖示並將手指向右拖
動。 您最後工作的畫面會
開啟。

提示！ 要新增應用程式
圖示至主頁，點按並按
住您要新增至主頁的應用
程式。
提示！
‧ 點按並按住該圖示。 應
用程式圖示會變為垃圾
用程式
垃圾
桶圖示
。
‧ 拖動並將應用程式圖示
垃圾桶圖示
。
拉至垃圾桶
提示！ 您無法刪除預載應
用程式。 （只能從螢幕上
刪除其圖示。）

通告

通告
部

W

您可
欄
點按
知
Wi
以及

可

訂
喜
及

返回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

螢幕鍵盤

點按並按住主頁鍵。 螢幕
會彈出您最近使用過的應
用程式的圖示。

您也可以使用螢幕鍵盤輸
入文字。 當您需要輸入文
字時，螢幕鍵盤會自動顯
示在螢幕上。 要手動顯示
鍵盤，只需點按您要輸入
文字的文字欄位即可。
手機鍵盤（Qwerty 鍵盤）
Shift 鍵 - 點按一下以大
寫您輸入的下一個字母。
點按兩下即可大寫所有
字母。
XT9 鍵 - 開啟或關閉
Turn XT9 模式。
設定鍵 - 點按檢視設
定功能表。 選擇編輯器
設定，鍵盤配置，編寫語
言，用戶字典和輸入法。
數字及符號鍵 - 點按以
將輸入變更為數字和符號
輸入。
輸入鍵 - 點按以在訊息
欄新建一行。
語言鍵 - 點按以更改屏
幕鍵盤語言。
刪除鍵

通告欄
通告欄顯示於螢幕的頂
部。

有
Wi-Fi

藍芽

GPS 3G 連接 鈴聲

用

應
圾

示

應
上

您可點按並向下滑動通告
欄。 或者，您可在主頁
點按功能表
功能表鍵，並選擇通
知。 您可在此檢查及管理
Wi-Fi、藍芽和 GPS 狀態，
以及查看其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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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要在 Qwerty 鍵盤與
手機鍵盤之間切換，在手
機鍵盤長按
並選擇鍵
盤設置。

Google 帳戶設定
當您第一次在手機上開啟
Google 應用程式，您需要
使用您現有的 Google 帳
戶登入程式。 如您沒有
Google 帳戶，手機會提示
您建立帳戶。
重要資訊
‧ 某些應用程式（例如行
事曆）只能與您新增的
首個 Google 帳戶搭配使
用。 如果您打算在手機
上使用多個 Google 帳
戶，確保首先登入您希
望使用這些應用程式的
帳戶。 當您登入時，
您在網上的通訊錄、
Google Mail 訊息、日曆
活動及這些應用程式和
服務中的其他資訊將與
您的手機同步。
24

通話功能
接聽來電和拒接來電
在螢幕鎖定時/ 在螢幕解鎖時
手機響鈴後，將接聽
接聽圖示
向右拖動。
拒接圖示
向左拖動
將拒接
以拒接來電。 如果您要傳
送道歉訊息，請從底部拖
動道歉訊息列。
或當您的手機有來電響
鈴時按接聽（發送鍵）
按鍵。

訊息

LG
媒體
易用

制
字
所

影
訊
體
應

開啟

您可
程式
服務
郵件
戶類
Ex

時
示

動
傳
拖

訊息

社交網絡

LG-P350 將文字訊息和多
媒體訊息結合在一個直觀
易用的功能表中。

您可在手機上使用社交網
絡，並管理您在網上社區
內的微型網誌。 您可更
新目前狀態、上載相片，
並檢視朋友們的即時狀態
更新。
您可新增您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帳戶至您的手機。
如您沒有這些帳戶，您可
到它們的網站設立一個
帳戶。

警告：160
警告： 個字元的限
制可能會視乎不同國家的文
字訊息編碼方式及語言而有
所不同。
警告：如您新增圖像、
警告：
影片或音頻檔案至一個文字
訊息，它會自動轉換為多媒
體訊息，而您亦會被收取相
應費用。

注意：
注意：連接及使用網上服務可
能需要額外付費。 請向網路提
供商咨詢資料費用。

開啟電子郵件及帳戶螢幕
您可以使用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應用
程式讀取 Google Mail 以外
服務中的電子郵件。 電子
郵件應用程式支援以下帳
戶類型：POP3、IMAP 及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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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了解取景器

拍攝

亮度 - 決定及控制進入圖像的光線量。 您可滑動亮度
指標：向「-」滑動使圖像較亮，或向「+」滑動使圖像
較暗。

拍攝
幕上

分

變焦 - 拉近或拉遠鏡頭。 或者，您可使用側音量鍵。
影片模式 - 將此圖示向
下滑動，便能切換至影
片模式。
拍攝相片
圖片庫 - 此功能允許您
在相機模式中存取已儲
存的相片。 只需點按，
您的圖片庫即會顯示在
屏幕上。

備註
電話
And

設定 - 點按此圖示 開啟設
定功能表。 請參閱使用進
使用進
階設定。
階設定

設

色彩效果 - 為下一張相片選擇色調。

重

備註：拍攝相片前，您必須先插入記憶卡。 如沒有插入記憶卡，
備註：
您將不能拍攝相片或儲存已拍攝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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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體訊

像

向
影

您
儲
，
在

拍攝相片後
拍攝的相片將顯示於螢
幕上。
分享 點按便能以藍
芽、電子郵件、
Facebook、Gmail、
Facebook、Gmail
訊息、Picasa 或
Twitter 的方式共享
相片。
備註：如在漫遊期間下載多媒
如在漫遊期間下載多媒
體訊息，則可能需額外收費。
備註：
備註：分享選項會因地區、
電話、服務供應商、計劃和
Android 手機軟件版本而異。

點按可將圖像設
為聯絡人圖示
聯絡人圖示或者
桌布。
桌布
重新命名 點按以編輯所
選擇相片的名
稱。
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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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應用程式
地圖
檢查您現時的位置和交
通，並取得前往目的地的
駕駛方向。 LG-P350 必須
連接 Wi-Fi 或 3G/GPRS。
備註：
備註：Maps
並不覆蓋所有城市
及國家。

按「功能表」以使用下列
選項：
搜尋
– 輸入您要尋找
的地點。
路線
– 此選項將讓您
找出所輸入地點的路線。
點按 以輸入數据。 選
擇通訊錄或地圖上的點或
目前所在位置。
圖層
– 您可以在交
通、衛星或地形檢視之間
切換。 點按 Latitude 後，
您將看到 Google 帳戶中通
訊錄的位置。
我的位置
– 在地圖上
指出您現時所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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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Google定位
– 與您
選擇的朋友及 Google 分享
您的位置。
更多(More)
– 清除地圖
或尋找標有星號的項目以
及更多。
備註：
備註：檢視某個位置的街景圖
街景圖
時，按功能表
功能表鍵，再點按指南
指南
針模式開啟指南針模式。
針模式

Market
Android Market 設有多種
有用的應用程式和遊戲供
您下載。

Google Mail
Google Mail 會在您首次設
定手機時設置。 視乎您的
同步設定，手機的 Google
Mail 會與您在網上的
Google Mail 帳戶自動同
步。

Talk
Talk 是 Google 的即時通訊
程式。 讓您與其他使用
Talk 的用戶通訊。

Th

Th
取文
Wo
的有
不能
1 點
就
名
除
用
定

網

瀏覽

備註
內容
絡供

使用

按功
功

您
享

圖
以

圖
南

種
供

設
的
e

ThinkFree Office
ThinkFree Office 可讓您讀
取文件，並提供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的有限編輯功能。 但您並
不能編輯 PDF 檔案。
1 點按並按住任何檔案，
就會出現上載、重新命
名、移動、複製、刪
除、傳送及內容。 可
用的選項視檔案類型而
定。

網絡功能
瀏覽器
備註：
備註：連接到這些服務和下載
內容需繳交額外費用。 請向網
絡供應商諮詢收費詳情。

同

使用選項

訊

按功能表
功能表鍵檢視選項。
新視窗 – 開啟新視
窗。
書簽 - 新增/顯示書
簽，顯示訪問最多的
網站和記錄。

視窗 - 顯示所有您已開
啟的視窗。
重新整理 – 點按以重
新整理網頁。
下一頁 – 轉至在目前
頁面之後連接的頁面。 這
是與返回鍵不同的概念，
返回鍵會返回至上一頁。

Wi-Fi
開啟 Wi-Fi
從主頁開啟通告欄，並點
按
。
從功能表中選擇設定 > 無
線網路控制 > Wi-Fi 。

連接至 Wi-Fi
選擇要連接的 Wi-Fi 網
絡。 如果看到 ，則需
要輸入密碼才能連接。
提示！
如果處於 Wi-Fi 範圍以外
並選擇 3G 連接，則可能
需額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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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數據連線
您的電腦可分享手機的互
聯網連接。
您可以使用 USB 線連接手
機至您的電腦。
設定 >無線及網絡 >網絡
共享及可攜式 Wi-Fi 熱點>
USB 網絡連線
如想獲取更多有關 USB 數
據連線的資訊，請點擊
說明。
提示！
要使用 USB 數據連線，您
必須先在電腦上安裝 PC
Suite。

Wi-Fi 數據連線
以您的 LG-P350 作為可攜
式 Wi-Fi 無線基地台。
設定 >無線及網絡 >網絡共
享及可攜式 Wi-Fi 熱點> 可
攜式 Wi-Fi 無線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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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即使在連接至 Wi-Fi
時，手機仍進入休眠模
式，將會自動停用 Wi-Fi
連接。
在此情況下，如果您的手
機已存取 3G 數据，則可
能會自動連接至 3G網絡，
並可能需額外收費。）
備註：LG-P350 支援
備註：
WEP、WPA/WPA2-PSK 及
802.1x EAP 安全。 如您的
Wi-Fi 服務供應商或網絡管
理員設定了加密，以保障
網絡安全，請在彈出視窗
輸入加密鑰匙。 如沒有設
定加密，彈出視窗則不會
出現。 您可從您的 Wi-Fi
服務供應商或網絡管理員
取得加密鑰匙。

手機

從互
更多
訊
l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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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服
聯網
新版
手機
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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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
的指
更新
線或
手機

手
可
，

及
的
管
障
窗
設
會
i
員

手機軟件更新
從互聯網更新 LG 手機軟件
更多有關此功能的資
訊，請瀏覽 http://www.
lg.com。
有了這項功能，您無需親
臨服務中心，就可透過互
聯網將手機韌體更新為最
新版本，十分方便。
手機韌體更新要求使用者
密切注意整個更新過程。
請確保繼續進行前，已檢
查所有在每一個步驟出現
的指引和備註。 請注意，
更新期間若移除 USB 數據
線或電池，有可能對您的
手機造成嚴重損害。

通知
若要取得 GPL、
LGPL、MPL 或其他
公開來源授權的相應
原始碼，請瀏覽 http://
opensource.lge.com/。所
有授權的條款、免責聲
明及通知均可連同原始
碼一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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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該等配件適合配合 LG-P350 使用。
（下述配件並非必要。
下述配件並非必要。）
充電器

數據線
連接您的
LG-P350 至
電腦。

電池

使用手冊
了解有關
LG-P350
的更多資
訊。

立體聲
耳機

備註：
‧ 只可使用原裝 LG 配件。
‧ 若不使用原裝 LG 配件，則保養可能失效。
‧ 配件可能會視乎不同地區而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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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P350 用户手册

•

•

•

•

本手册中的部分内容可能不
适用于您的手机，具体视您
手机的软件或服务提供商
而定。
由于这款手机的键盘为触摸
屏键盘，不推荐视障人士
使用。
版权所有 ©2011 LG
Electronics, Inc。保留所
有权利。 LG 和 LG 徽标是
LG 集团及其相关实体的注
册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是
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Google search、Maps、
Google Mail、YouTube、
Talk 和 Android Market
是 Google, Inc. 的商标。

重
恭喜您购买此款功能先进、外观小
巧的 LG-P350 手机，它采用了最新
的数字移动通信技术，专注于为您
提供便利的操作。

请检
了您
然后
致

1.

当手
10%
新信
内存
用程
内存
管理
1

程
2

3

新

重要注意事项
请检查以查看本节是否介绍
了您手机遇到的任何问题，
然后再将手机拿去维修或者
致电给服务代表。

1.手机内存
当手机内存的可用空间小于
10% 时，您的手机无法收到
新信息。 您需要检查手机
内存并删除一些数据（如应
用程序或信息），以有更多
内存可用。
管理应用程序
1 在主屏上，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选项卡，然后选择设置
设置
> 应用程序 > 管理应用
程序。
程序
2 当所有应用程序显示时，
请滚动并选择要卸载的应
用程序。
卸载，然后点触“确
3 轻触卸载
定”以卸载所需应用程
序。

2.优化电池使用寿命
您可以通过禁用无需在后台
持续运行的功能来延长电池
的使用寿命。 您也可以监
控应用程序和系统资源如何
节省电池电量。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 关闭未使用的无线电通
讯。 如果不使用 WiFi、蓝牙或 GPS，请将
其关闭。
- 调低屏幕亮度，设置较短
的屏幕超时。
- 关闭 Google Mail、日
历、联系人及其他应用程
序的自动同步。
- 您下载的一些应用程序
可能会缩短电池的使用
寿命。
检查电池电量水平
1 在主屏上，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选项卡，然后选择设置
设置 >
关于手机 > 状态
状态。
2 电池状态（充电、放电）
和电量（完全充电的百分
比）显示在屏幕顶部。
3

重要注意事项
监视并控制使用电池的项目
1 在主屏上，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选项卡，然后选择设置
设置
> 关于手机 > 电量使用
情况。
情况
2 屏幕顶部显示电池使用时
间。 自上次连接到电源
的时间，或者连接到电
源后在电池电源上运行
的时间。 屏幕上列出了
使用电池电源的应用程
序或服务，从最大量到
最小量。

3. 安装开放源操作系统
如果在手机上安装开放源操
作系统，而不使用制造商提
供的操作系统，则可能导致
手机无法正常工作。
警告：如果安装并使用
非制造商提供的操作系统，
您的手机不再享受保修。

4

警告：要保护手机和个
人数据，请仅从信任源（如
Android Market™）下载应用程
序。 如果手机上的一些应用程
序未正确安装，您的手机可能
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发生严重
错误。 您需要从手机中卸载那
些应用程序及其所有数据和设
置。

4. 使用解锁图样
设置保护手机的解锁图样。
打开一组屏幕，它们可指导
您绘制屏幕解锁图样。
在主屏上点触并选择设置
设置 >
位置和安全 > 设置屏幕锁
定 > 图案
图案。
按照屏上指南指示，绘制
屏幕解锁图案。选择“继
续”转到下一个屏幕。

应
住
5
有
P
有
秒

在无
或密

如果
Goo
了
使用
以将
机上
忘记
硬重

注意
注
有用
将被
之前
要数

警告：使用图案锁定时
应采取预防措施。 请务必记
住您设置的解锁图案。 您有
5 次机会输入解锁图案。 您
有 5 次机会输入解锁图样、
PIN 或密码。 如果使用了所
有 5 次机会，则可以在 30
秒后尝试输入。

程
程

那

。
导

锁

>

在无法记起解锁图案、PIN
或密码时：
如果您在手机上创建了
Google 帐户，请轻触“忘记
了图案”按钮。 随后，您要
使用您的 Google 帐户登录
以将手机解锁。如果未在手
机上创建 Google 帐户或者
忘记了该帐户，则需要执行
硬重置。

注意
注意：如果执行硬重置，所
有用户应用程序和用户数据
将被删除。 在执行硬重置
之前，请记得备份任何重
要数据。

5. 使用安全模式和硬
重置
使用安全模式
* 从任意故障状态恢复手机
关闭手机并重新启动。
手机重新开始时，请在
Android 徽标显示时按
住“发送”键。 您的手
机将完全启动到主屏幕，
并在左下角显示“安全
模式”。
* 使用硬重置（恢复出厂
设置）

1 取出并重新插入电池。
2 按住以下键超过 10 秒
钟：电源/锁定
电源/锁定键 + 发
送键 + 音量调低
音量调低键。
3 开机后，松开这些键。
警告
如果执行硬重置，所有用户
应用程序和用户数据将被删
除。 在执行硬重置
硬重置之前，
请记得备份任何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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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项
6. 连接 Wi-Fi 网络
要在手机上使用 Wi-Fi，您
可以访问无线接入点或“热
点”。一些接入点已打开，
您只需连接即可。 其他接
入点处于隐藏状态或实施其
他安全功能，因此您必须配
置手机才能进行连接。
禁用不使用的 Wi-Fi，以延
长电池使用寿命。
打开 Wi-Fi 并连接 Wi-Fi
网络
1 在主屏上，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选项卡，然后选择设置
设置
> 无线和网络 > Wi-Fi
设置。
设置
2 点触 Wi-Fi 将其打开，
开始扫描可用的 Wi-Fi
网络。
- 将显示可用的 Wi-Fi 网
络列表。 锁图标表示受
到安全保护的网络。
3 点触某个网络进行连接。
- 如果网络已打开，您会收
到提示，要求您点触连接
连接
确认连接到该网络。
6

- 如果网络受到安全保护，
您会收到提示，要求输入
密码或其他凭据。 （请
咨询网络管理员获取详细
信息。）
4 状态栏显示了可指明 WiFi 状态的图标。

7. 使用 microSD 卡
图片以及音乐和视频文件只
能保存到外部存储器。
使用内置相机之前，您需要
先将 micro SD 存储卡插入
手机中。
不插入存储卡，您将无法保
存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8.

And
任
应用
程序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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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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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
应用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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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
序

警告：
请勿在手机开机时插入或取出
存储卡。 否则，可能损坏存
储卡以及手机，并且存储卡上
存储的数据也可能会损坏。
要安全地取出存储卡，请选择
主屏 > 应用程序设置 > 存
储卡和手机内存 > 取消联
结SD 卡
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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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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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打开和切换应用程序
Android 可轻松地运行多
任务，因为即使您打开另一
应用程序，当前打开的应用
程序也会保持运行状态。
打开其他应用程序之前无
需退出当前应用程序。 使
用多个打开的应用程序，
并在这些应用程序之间切
换。 Android 管理各个应
用程序、根据需要停止和启
动应用程序，从而确保闲置
应用程序不会不必要地耗
费资源。
停止使用的应用程序
1 在主屏上，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选项卡，然后选择设置
设置 >
应用程序 > 管理应用程
序 > 正在运行。
正在运行
2 滚动到所需应用程序，然
后点触强制停止
强制停止以停止使
用该应用程序。

提示：返回最近的应用程序
- 按住“主屏”键，随
后将显示屏幕，列
出您最近使用的应
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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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项
9. 安装 LG PC suite
至您的电脑
LG PC Suite IV 是一种可
帮助您使用 USB 数据通信
电缆将手机连接到 PC，以
便在 PC 上使用手机的功能
的程序。
您可以从 LG 网站
(http://www.lg.com) 下载
您的手机安装程式和使用资
讯。您可參考往下图示和依
据网站指示以下载适合您手
机型号的软件并完成安装。
* LG PC Suite IV 安装完
成后，停用仅大容量存储
模式以运行 LG PC Suite
IV。
LG PC Suite IV 的主要
功能
• 方便地创建、编辑和删除
手机数据。
• 在 PC 和手机之间同步
数据（联系人、日历、信
息（短信）、书签、通话
记录）。
8

• 使用简单的拖放操作在
PC 和手机之间方便地传
输多媒体文件（照片、视
频和音乐）。
• 将信息从手机传输到
PC。
• 将手机用作调制解调器。
• 软件更新而不丢失任何
数据。
LG-P350 不支持：
- 通过蓝牙连接 PC
- LG Air Sync（Web
Sync、右键单击）
- OSP (On Screen Phone)
- 日历中的待办事项
- 备忘录
- Java 应用程序
安装 PC Suite IV
后，“帮助”菜单中将
提供 PC Suite IV 用户
指南。

下载
1)

2)

传
视

下载 LG 手机支援软件
1) 登入www.lg.com , 到支援, 手机支援

。

2) 下载及安装LG 手机支持软件

e)

9

重要注意事项
10. 通过 USB 将手机连
接到电脑
1 使用手机附带的 USB 数
据线将手机连接到 PC
上的 USB 端口。 您将
收到一则通知，告知您
USB 已连接。
2 打开通知抽屉，并点
触“USB 已连接”。
“打开 USB 存储
3 点触“打开
设备”以确认在手机的
设备”
microSD 卡和 PC 之间
传输文件。
当手机作为 USB 存储器进
行连接时，您会收到一则通
知。 您手机的 microSD 卡
已安装为 PC 的驱动器。
现在，您可以将文件复制
到 microSD 卡，也可以从
microSD 卡中复制文件。

11. 使用数据连接时的
解锁屏幕
使用数据连接时，如果您一
段时间内未触摸屏幕，则屏
幕将变黑。 要打开 LCD 屏
幕，点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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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备注：卸载
PC Suite IV
时，不会自动删除 USB 和
蓝牙驱动程序。 因此，它
们必须手动卸载。
提示！ 要再次在手机上使
用 microSD 卡，您需要打开
通知抽屉，然后点触“关闭
关闭
USB 存储设备”。
存储设备

在此期间，无法从手机访
问 microSD 卡，因此也不
能使用依赖 microSD 卡的
应用程序（如相机、图片库
和音乐）。
要切断手机与 PC 的连接，
请仔细按照电脑的说正确
正确地切断 USB 设备的连
接，从而避免丢失卡上的
信息。
1 安全地断开 PC 上的
USB 设备。
2 打开通知抽屉，并点触关
闭 USB 存储设备。
存储设备
3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触
关闭。
关闭

12

请将
上持
拨
数据
所
影

13

如
或者
卸下
将手
起作

14

确保
PC
PC

V
和
它

开
闭

12. 向上持握手机
请将手机像普通电话一样向
上持握。
拨打/接听电话或发送/接收
数据时，尽量避免持握天线
所处的手机下部。 这可能
影响通话质量。

13. 屏幕冻结时

不
的
库
，

连

关

如果手机对用户输入无响应
或者屏幕冻结：
卸下电池，将它再次插入并
将手机开机。 如果这仍不
起作用，请联系服务中心。

14. 不要在 PC 开机/关
机时连接手机
确保经数据电缆断开手机和
PC 的连接，因为它可能在
PC 上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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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手机前，请先阅读此内容！
如何将音乐/视频文件保存
到手机
使用 USB 数据线将手机连
接到 PC。
点触并向下拖动主屏上的
状态栏。 选择 USB 已连
接 > 打开 USB 存储设备
> 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
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
如果未在 PC 上安装 LG
Android 平台驱动程序，
则需要手动设置它。 在
主屏上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选项
卡，选择设置
设置 > 存储卡和
手机内存 > 启动仅大容量
仅大容量
存储。
将音乐或视频文件从 PC 保
存到手机的可移动存储设
备。
- 您可以使用读卡器将文
件从 PC 复制或移动
到手机的可移动存储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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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视频文件和子标
题文件（与视频文件带
有相同名称的 .smi 或
.srt 文件），请将它们
放置在同一文件夹中以
便在播放视频文件时自
动显示子标题。
- 下载音乐或视频文件
时，必须保护版权。 请
注意损坏的文件或带有
错误扩展名的文件可能
损坏手机。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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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作
作为
出
出到
1

2

菜

如何将音乐/视频文件播放
到手机
播放音乐文件
从主屏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选项
卡 > 音乐
音乐。 通过“艺
术家”、“专辑”、“歌
曲”、“播放列表”选项
卡找到您要播放的文件。
播放视频文件
从主屏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选项
卡 > 视频播放器
视频播放器，找到列
表中的所需文件，选择以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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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联系人从旧手机移
到当前手机
使用 PC 同步程序将联系人
作为 CSV 文件从旧手机导
出到 PC。
1 从 www.lg.com 下载 LG
PC Suite IV，将其安
装在 PC 上。 运行程
序，并使用 USB 数据线
将您的手机连接到 PC。
联系人图标。 转到
2 选择联系人
菜单 > 文件 > 导入
导入，
然后选择在 PC 中保存
的 CSV 文件。
3 如果导入的 CSV 文件中
的字段与 LG PC Suite
IV 中的不同，则您需要
映射字段。 在映射字段
后，单击“确定”。 随
后，联系人将被添加到
PC 中。

4 如果 LG PC Suite IV
检测到 LG-P350 手机
的连接（使用 USB 数
据线），请单击“同
步”或“同步联系
人”以将 PC 中保存的
联系人与手机同步并保
存它们。

如何通过蓝牙从手机发送
数据
通过蓝牙发送数据：与普
通过蓝牙发送数据
通手机不同，您可以通过
不从蓝牙菜单运行对应的
应用程序，通过蓝牙发送
数据。
* 发送图片
发送图片：运行“图片
库”应用程序，然后选
择图片
图片 > 菜单
菜单。 单击
分享并选择蓝牙
蓝牙 > 检查
蓝牙是否打开，并选择
扫描查找设备 > 从列表
中选择您要发送数据的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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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手机前，请先阅读此内容！
* 导出联系人：运行“联
导出联系人
系人”应用程序。 点触
您要导出到的地址。 按
菜单并选择分享 > 蓝牙
菜单
> 检查蓝牙是否打开，
并选择扫描查找设备
扫描查找设备 >
从列表中选择您要发送
数据的设备。
* 发送多个选定联系人：
运行“联系人”应用程
序。 要选择不止一个联
系人，请按菜单
菜单键，然
后点触多项选择
多项选择。 选择
您要发发送的联系人，
或按菜单
菜单键，点触全
选。 选择分享
分享 > 蓝牙
> 检查蓝牙是否打开，并
选择扫描查找设备
扫描查找设备 > 从
列表中选择您要发送数
据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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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到 FTP（仅在此手机
上支持 FTP 服务器）：
选择“设置
设置”>“无线和
无线和
网络”>“蓝牙设置
网络
蓝牙设置”。
随后，选中“可检测
性”复选框并搜索其它
设备。 查找所需服务，
并连接到 FTP 服务器。
提示：版本是 Bluetooth
提示：
2.1 EDR 并且已通过
Bluetooth SIG 认证。 它
与其他 Bluetooth SIG 认
证设备兼容。
- 如果要从其它设备
搜索此手机，请转
到“设置
设置”>“无线和网
无线和网
络”>“蓝牙设置
蓝牙设置”。
可检测
随后，选中“可检测
性”复选框。
该复选框在 120 秒后被取
消选中。
- 支持的情景模式是
HFP、HSP、OPP、PBAP（
服务器）、FTP（服务
器）、A2DP、AVRCP 及
DUN。

开

要将
要将

提
1.
2.

听筒

主屏
-

菜单
-

发送

L

提示
按
提示
提示
机
机

机
：
和

它
，
。
h

它
认

开始了解您的手机
要将手机开机，请按住电源键 3 秒。
要将手机关闭，请按住电源键 3 秒，然后点触关机。
提示！ 屏幕锁定时
1. 从左到右移动手指以解除屏幕锁定
2. 要将手机关闭，请按住电源键 3 秒，然后点触关机。
听筒
主屏键
- 从任何屏幕返
回到主屏。
菜单键
- 检查可用的
选项。

网

取

（

及

发送键

返回键
- 返回上一个屏
幕。
搜索键
- 在手机中搜索网
络和内容。
电源/锁定键
- 按住该键可关闭
或打开手机。
- 关闭屏幕，锁定
手机。

警告：在手机上放置重物或坐在手机上可能会损坏手机的
警告
LCD 屏幕及触摸屏的功能。
提示！ 无论何时轻触应用程序以检查可用的选项时，请
按“菜单”键。
提示！ LG-P350 不支持视频通话。
提示！ 如果 LG-P350 在使用时有错误或者您无法将它开
机，请卸下电源，再次安装电池，并在 5 秒后将手机开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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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声耳机连
接器

充电器，微 USB 数据
线接口

安
安装
音量键
- 在主屏上：控制
铃声音量。
- 在通话过程中：
控制听筒音量。
- 播放曲目时：连
续控制音量。

麦克风

相机镜头

SIM 卡插槽
microSD 存储卡
插槽
16

后盖

电池

在
您
SIM
1

制

连

安装 SIM 卡和电池
在开始浏览新手机之前，
您需要先进行设置。 插入
SIM 卡和电池：
1 要卸下后盖，请用手抓
紧手机。 用另一只手的
拇指用力按后盖。 然后
用食指将电池盖滑出。

2 将 SIM 卡滑进 SIM 卡
弹夹中。 确保卡的金色
接触区域面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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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齐手机和电池上的金
色接触区域以插入电
池。

充电

安
安装

滑开 LG-P350 侧面的充
电器连接器盖。 插入充电
器并插入电流插座。 必须
为 LG-P350 充电，直至看
到
。

要
媒
片
入

备注
存储

插
1

4 盖上手机的后盖。

备注
备注：第一次充电时必须为电池
完全充电，这样可以延长电池使
用寿命。
备注
备注：LG-P350
有内置天线。
请注意不要刮伤或损坏此背面区
域，否则会导致性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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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须
看

安装存储卡
要使用内置相机存储多
媒体文件（如拍摄的照
片），您必须在手机中插
入存储卡。
备注
备注：LG-P350
最大支持 32GB
存储卡。

插入存储卡：
1 关闭手机，然后插入或
取出存储卡。 卸下后
盖。

2 将储存卡插入插槽。 确
保金色接触区域面朝
下。

池
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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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警告！
请勿在手机开机时插入或取
出存储卡。 否则，可能损
坏存储卡以及手机，并且存
储卡上存储的数据也可能会
损坏。

格式化存储卡
如果已格式化存储卡，您
可以开始使用。 如果没
有，您必须先对其进行格
式化才能使用。
备注：
备注：格式化卡时，卡上的所有
文件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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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屏上，点触应用程
应用程
序选项卡以打开应用程
序菜单。
2 滚动并点触设置
设置。
3 滚动并点触存储卡和手
存储卡和手
机内存。
机内存
4 取消联结 SD 卡。
格式化 SD 卡，然
卡
5 点触格式化
后确认选择。
6 如果设置了图样锁定，
请输入图样锁定，然后
选择清除全部内容。
清除全部内容。 存
储卡完成格式化，现
在，您可以使用了。
备注：如果存储卡中包含内容，
备注：
由于格式化后将删除所有文件，
所以文件夹结构会有所不同。
提示！
如果已取消联结存储卡，您可以
使用下列步骤格式化。
点触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 设置 > 存
储卡和手机内存 > 格式化
SD 卡。

锁
锁定

不
电
这
节
此
用
在
为
电
备注
时
它
行
前
必
打
通

程
程

手

然

后
存

，

主屏
锁定手机
不使用 LG-P350 时，按
电源/锁定键可锁定手机。
这有助于防止意外按键和
节省电池电量。
此外，如果一段时间不使
用手机，主屏幕或者您正
在查看的其他屏幕将替换
为锁定屏幕以节省电池
电量。
备注：如果在您设置图样
备注：
时有任何程序在运行，则
它们仍可在锁定模式中运
行。 建议在进入锁定模式
前退出所有程序以避免不
必要的费用。 （例如，
打电话、web 访问和数据
通信）

提示！ 设置解锁图案：
您可以通过连接四个或更
多个点来绘制自己的解锁
图案。

如果设置了图案，则手
机的屏幕被锁定。 要
将手机解锁，请在屏幕
上绘制您设置的图案。
提示！
提示！设置解锁图案
时，需要先创建 Gmail
帐户。
警告：
警告：在绘制解锁图
案时，若 5 次尝试
错误，手机将锁定 30
秒。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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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屏幕

Home（主菜单）

LG-P350 未使用时将返回
锁定屏幕。 从左到右移动
手指以解除屏幕锁定。

向左或向右轻轻滑动手指
以进行查看。
您也可以使用小工具自定
义每个面板，即您喜爱的
应用程序、文件夹和墙纸
的快捷方式。
备注：
备注：一些屏幕图像可能因手机
提供商而不同。

静音模式
从通知抽屉中，点触
，或者，如
使其变为
果未使用解锁图样，只需
拖至左侧即可。
将

要唤醒手机，请按发送
发送、
电源/锁定键。 锁定屏
或电源/锁定
幕将会显示。 点触锁定图
标，向右移动手指可解锁
主屏。 您最后使用的屏幕
将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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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要将应用程序图
标添加到主屏，请点触并
按住要添加到主屏的应用
程序。
提示！
• 点触并按住该图标。 应
用程序图标将更改为垃
用程序
圾箱图标
圾箱
。
• 将某个应用程序图标拖
垃圾箱图标
。
曳到垃圾箱
提示！ 您无法删除预加载
的应用程序。（只可以从
屏幕上删除其图标。）

返回
返
程
程序
点
将
中
用

通
通知
通
行

W

请
知
上
通知
和
状

指

返回到最近使用的应用
程序

定
的
纸

点触并按住主屏键。 屏幕
将显示一个弹出窗口，其
中列出了您最近使用的应
用程序图标。

手机

通知抽屉
通知抽屉在屏幕顶部运
行。

并
用
Wi-Fi

蓝牙

GPS

3G连接

铃声

应
垃

拖

载
从

请使用手指点触并滑动通
知抽屉。 或者，在主屏
上点触菜单
菜单键，然后选择
通知。 您可以在此处检查
通知
和管理 Wi-Fi、蓝牙、GPS
状态及其他通知。

屏上键盘
您也可以使用屏上键盘输
入文本。 屏上键盘在您
需要输入文本时自动在屏
幕上显示。 要手动显示键
盘，只需点触要输入文本
的文本字段。
手机键盘（Qwerty 键盘）
Shift 键 - 点触一次
以使键入的下一字母变为
大写字母。 轻触两次表示
全部为大写字母。
XT9 键 - 开启或关闭
XT9 模式。
设置键 - 轻触以查
看设置菜单。 从“编
辑器设置”、“键
盘布局”、“输入
语言”、“用户词
典”或“输入方法”中进
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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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和符号键 - 点触
以将输入更改为数字和符
号输入。
Enter 键 - 轻触以在
信息字段新建一行。
语言键 - 点触以更改
屏上键盘语言。
删除键
提示！ 要在 Qwerty 键盘
与手机键盘之间切换， 请
点触手机键盘上的
，
并选择键盘布局。

重要
• 某些应用程序只适用于
您添加的第一个 Google
帐户。 如果您计划手
机使用不止一个 Google
帐户，请确保登录到您
想先使用此类应用程序
的帐户。 登录后，您的
联系人、Google Gmail
消息、日历事件和来自
网络上这些应用程序和
服务的其他信息将与您
的手机同步。

Google 帐户设置 通话
当第一次在手机上打开
Google 应用程序时，您需
要使用您现有的 Google
帐户登录。 如果您没有
Google 帐户，则会提示您
创建一个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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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铃
按
键
部

信
信息
LG
合
单

的
区
决
语

接听和拒绝电话
屏幕锁定时/屏幕解锁时
当手机响铃时，将接听
接听图
标
拖到右侧。
拒绝图标
拖到左侧
将拒绝
以拒接来电。 如果要发送
借口信息，请从底部拖动
借口信息栏。

中
频
转
付

于
le

le
您
序
的
l
自
和
您

图

侧
送
动

或则，在您的手机响
铃时， 按接听按钮。
按“拒绝”(电源/锁定
键)按钮拒绝来电。点触底
部的“借口信息”栏。

信息
LG-P350 将短信和彩信结
合到一个直观易使用的菜
单中。
警告：160 个字符
警告：
的限制在不同国家/地
区有所不同，具体取
决于短信编码方式和
语言。
警告：如果在短信
警告：
中添加图像、视频或音
频文件，则短信将自动
转换为彩信，您需要支
付相应费用。

打开电子邮件和帐户屏幕
您可以使用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应用
程序读取 Google Gmail
外其他服务的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应用程序支持以
下帐户类型：POP3、IMAP
和 Exchange。

社交网络
通过手机，您可以利用社
交网络并管理联机社区中
的微型博客。 您可以更
新您的当前状态，上载照
片，并查看朋友的实时状
态更新。
您可以将您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帐户添加到手
机。 如果没有帐户，您可
以访问其站点进行设置。
备注：连接并使用在线服
备注：
务时可能要花费额外的费
用。 查看网络提供商要求
的数据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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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
了解取景器

拍
拍照

亮度 - 此选项定义并控制进入图像的光量。 沿滚动条
滑动亮度指示器，“-”对应亮度更低的图像，“+”对
应亮度更高的图像。

拍
幕

转

缩放 - 放大或缩小。 或者，您可以使用侧音量键。
视频模式 - 向下滑动
此图标以切换到视频
模式。
拍照
图片库 - 这使您可以

设置 - 点触此图标可以打开
设置菜单。

在相机模式下访问保
存的照片。 仅需点
触，您的图片库就会
出现在屏幕上。

备注
可能

备注
地区
And
而不

设

色彩效果 – 选择新照片的色彩效果。

重命

备注
备注：您需要先插入存储卡，然后才能拍照。
不插入存储卡，您将
无法拍照，也无法保存所拍摄的照片。

26

条
对

以
保

会

拍照后
拍好的照片将显示在屏
幕上。
点触可以通过
转送
蓝牙、电子邮
件、Facebook、
Gmail、信
息、Picasa
、Picasa 或
Twitter 共享照
片。
备注：
备注：漫游时如果下载了彩信，
可能会额外收费。
备注：
备注：“共享”选项可能因
地区、手机、运营商、计划和
Android 手机软件版本的不同
而不同。
设为

重命名

点触以将图像用
作联系人图标或
联系人图标或
壁纸。
壁纸
点触以修改选定
图片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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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应用程序
地图
检查您当前的位置和交通
并接收目的地的方向指
引。 LG-P350 必须连接到
Wi-Fi 或 3G/GPRS。
备注：
备注：Maps
并不覆盖所有城市
和国家/地区。

按“菜单”键查看选项:
搜索
– 输入您要寻
找的位置。
路线
– 这将让您查
找您输入位置的路线。 点
触
以输入数据。 从
联系人或地图上的点中进
行选择。
图层
– 您可以将视
图从“实时路况”切换
到“卫星视图”或“地
形”。 轻触“纬度”，然
后您将从 Google 帐户看
到您的联系人的位置。
我的位置
– 在地图上
指出您的当前位置。
加入纬度
– 与您选择
的朋友和 Google 共享您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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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 清除地图或
查找已加星标的项目和更
多内容。

Market™
Android Market™ 允许
您下载有用的应用程序和
游戏。

Th
Thi
Th
阅
Mi
和
辑
辑
1

Google Mail™
在首次设置手机时对
Google Mail™ 进行配置。
根据您的同步设置，手机
上的 Google Mail™ 自动
与网上的 Google Mail™
帐户同步。

Talk
Talk 是 Google 的即时消
息程序。 通过 Talk，您
可以与同时也在使用它的
其他人交谈。

网

浏
浏览

备注
时，
网络

或
更

和

。
机
动

消
您
的

ThinkFree Office

使用选项

ThinkFree Office 允许您
阅读文档，并且提供用于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的有限编
辑功能。 但是，您无法编
辑 PDF 文件。
1 点触并按住某个文件，
随后“查看”、“上
传”、“重命
名”、“移动”、“复
制”、“删除”、“发
送”和“属性”选项可
用。 这取决于文件类
型。

按菜单
菜单键可查看选项。
新窗口 – 打开新窗
口。
书签 – 添加/显示
书签，显示“访问最
多站点”和“历史记
录”。
窗口 - 显示所有打开
的窗口。
刷新 – 点触以刷新
网页。
前进 – 转到当前页
的后一页。 这与回到前一
页的返回键不同。

网络

Wi-Fi

浏览器

打开 Wi-Fi

备注：
备注：连接这些服务并下载内容
时，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 查看
网络提供商要求的数据付费。

从“主屏幕”中打开“通
知抽屉”，并点触
。
或从“菜单”中选择“设
置” > “无线和网络”
。
>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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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 Wi-Fi

Wi-Fi 绑定

手
手机

选择要连接的 Wi-Fi 网
络。 如果看到
，则需
要输入密码才可连接。

将 LG-P350 用作便携式
Wi-Fi 热点。
设置 > 无线和网络 > 绑
定与便携式热点 > 便携式
Wi-Fi 热点
热点。

从互
更新
有
信
www
此
联
新
中
由
户
部
执
一
明
级
或
的

提示！
如果不在 Wi-Fi 区并且选
择 3G 连接，则可能产生
另外的费用。

USB 绑定
您可以将手机的 Internet
连接共享给电脑。
您可以通过 USB 数据线将
手机绑定到电脑。
设置 > 无线和网络 > 绑
定与便携式热点 > USB 绑
定。
有关 USB 绑定的详细信
息，请单击“帮助”。
提示！
要使用“USB 绑定”，您
需要首先在 PC 上安装 PC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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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手机进入睡眠模式，
则即使它连接到 Wi-Fi，
Wi-Fi 连接也将自动被
禁用。
这种情况下，如果手机具
有 3G 数据的访问权，则
它可自动连接到 3G 网
络，并且可能产生另外的
费用。
备注：
备注：LG-P350
支持 WEP、
WPA/WPA2-PSK 和 802.1x EAP
安全。 如果您的 Wi-Fi 服务
提供商或网络管理员为网络安
全设置了加密，您应在弹出窗
口中输入密钥。 如果未设置加
密，不会显示此弹出窗口。 您
可以从您的 Wi-Fi 服务提供商
或网络管理员处获得密钥。

绑
式

具
则

的

P
务
安
窗
加
您
商

手机软件更新
从互联网的 LG 手机软件
更新
有关使用此功能的详细
信息，请访问 http://
www.lg.com/。
此功能帮助您方便地从互
联网将手机固件更新为最
新版本，而无需访问服务
中心。
由于手机固件更新要求用
户在更新过程期间保持全
部注意力，因此，在继续
执行操作之前，请留意每
一个步骤中出现的所有说
明和提示。 请注意，在升
级过程中移除 USB 数据线
或取出电池将严重损坏您
的手机。

注意
要获取 GPL、LGPL、MPL
及其他打开的源证书下
的相应源代码，请访问
http://opensource.lge.
com/。可使用源代码下载
所有相关许可条款、声明
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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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以下配件可与 LG-P350 一起使用。
（以下配件为可选配件
以下配件为可选配件。）
充电器

数据线
连接 LGP350 和
PC。

电池

用户手册
了解更多关
于 LG-P350
的信息。

立体声
耳机

备注：
• 务必使用正品 LG 配件。
• 否则可能导致保修失效。
• 配件可能根据国家/地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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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P350 User Guide

Some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manual may not apply to your
phone depending on your phone’s
software or your service provider.
• This handset is not recommended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because
of its touch-screen keypad.
• Copyright ©2011 LG Electronic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G
and the LG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LG Group and
its related entit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Google search,Maps, Gmail,
YouTube, Talk and Android Market
are trademarks of Google, Inc.
•

Im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purchase of the
advanced and compact LG-P350 phone by
LG, designed to operate with the latest digital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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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notice
Please check to see if any
problems you have encountered
with your phone are described
in this section, before taking the
phone in for service or calling a
service representative.

1. Phone memory
When available space on your
phone memory is less than 10%,
your phone cannot receive a new
message. You need to check your
phone memory and delete some
data such as applications or
messages to make more memory
available.
To manage the application
1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s tab and select
Settings> Applications>
Manage applications.
2 When all applications
appear, scroll and select
the application you want to
uninstall.
3 Tap Uninstall and touch OK to
uninstall the application you
desired.

2. Optimising Battery Life
You can extend your battery's
life by turning off features that
you don't need to run constantly
in the background. You can also
monitor how applications and
system resources consume
battery power.
To extend the life of your
battery
- Turn off radio communications
that you aren't using. If you
aren't using Wi-Fi, Bluetooth, or
GPS, turn them off.
- Turn down screen brightness
and set a shorter screen
timeout.
- Turn off automatic syncing for
Gmail, Calendar, Contact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 Some applications you’ve
downloaded may cause your
battery’s life to be reduced.

3

Important notice
To check the battery charge
level
1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s tab and select
Settings> About phone >
Status.
2 The battery status (charging,
discharging) and level (as a
percentage of fully charged)
are displayed at the top of the
screen.
To monitor and control what
uses the battery
1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s tab and select
Settings> About phone>
Battery use.
2 The top of the screen
displays battery usage time.
Either how long since last
connected to a power source
or, if connected to a power
source, how long you were
last running on battery power.
The body of the screen lists
applications or services using
battery power from greatest
4 amount to least.

3. Installing an Open
Source OS
If you install an open source
OS on your phone, and do not
use the OS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this may cause
your phone to malfunction.
WARNING: If you install and
use an OS other than the one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your phone is no longer covered
by the warranty.
WARNING: To protect your
phone and personal data,
download applications only
from trusted sources, such
as Android Market™. If some
applications are not properly
installed on your phone, your
phone may not work correctly
or a serious error could occur.
You will need to uninstall those
applications and all of its data
and settings from th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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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sing Unlock pattern
Set unlock pattern to secure your
phone. Opens a set of screens
that guide you through drawing a
screen unlock pattern.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s tab and select
Settings > Location & security
> Set up screen lock > Pattern.
Follow the screens to be guided
through drawing a screen unlock
pattern. Select Next to continue
to next screen.
WARNING: Precautions
to take when using the
Pattern Loc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remember
the unlock pattern you set.
You have 5 opportunities to
enter your unlock Pattern,
PIN or Password. If you have
used all 5 opportunities, you
may attempt again after 30
seconds.

When you can’t recall your
unlock Pattern, PIN, or
Password:
If you’ve created a Google
account on the phone, tap the
Forgot pattern button. Then, you
are required to sign in with your
Google account to unlock your
phone If you haven’t created a
Google account on the phone or
you forgot it, you need to perform
a hard reset.

Caution: If you perform a hard
reset, all user applications
and user data will be deleted.
Please remember to backup any
important data before performing
a hard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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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notice
5. Using Safe Mode and
Hard Reset

3 When the power turns on,
release these keys.

Using Safe mode
WARNING
* To recover the phone from any
If you perform a Hard Reset,
malfunction
all user applications and
Turn off your phone and reboot.
user data will be deleted.
While your phone is powering
Please remember to back up
back on, press and hold the
any important data before
Send key while the Android
performing a Hard Reset.
Logo is displayed. Your phone
will boot all the way to the
6. Connecting to Wi-Fi
main screen and display "safe
networks
mode" in the lower left-hand
To use Wi-Fi on your phone,
corner.
you access a wireless access
point, or “hotspot.” Some access
* Using Hard Reset (Factory
points are open and you can
Reset)
simply connect to them. Others
If it does not restore to its
original state, use Hard Reset to are hidden or implement other
security features, so you must
initialise your phone.
configure your phone so it can
1 Remove and reinsert the
connect to them.
battery.
Turn off Wi-Fi when you're not
2 Press and hold for over 10
using it, to extend the life of your
seconds: Power/Lock key +
battery.
Send key + Down Volume
ke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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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urn Wi-Fi on and connect to
a Wi-Fi network
1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s tab and select
Settings > Wireless &
networks > Wi-Fi settings.
2 Touch Wi-Fi to turn it on and
begin scan for available Wi-Fi
networks.
- List of available Wi-Fi networks
is displayed. Secured networks
are indicated by a lock icon.
3 Touch a network to connect
to it.
- If the network is open, you
are prompted to confirm that
you want to connect to that
network by touching Connect.
- If the network is secured,
you're prompted to enter
a password or other
credentials. (Ask your network
administrator for details.)
4 The Status bar displays icons
that indicate Wi-Fi status.

7. Using a micro SD card
Pictures, along with Music and
Video files, can only be saved to
external memory.
Before using the built-in camera,
you need to insert a micro SD
memory card to your phone first.
Without inserting a memory
car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ave
pictures and video you have
taken.
WARNING:
Do not insert or remove
the memory card when the
phone is on. Otherwise, it may
damage the memory card as
well as your phone, and the
data stored on the memory
card may be corrupted. To
remove the memory card safely,
please select Home Screen
> Applications > Settings >
SD card & phone storage >
Unmount SD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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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notice
8. Opening and Switching
Applications
Multi-tasking is easy with
Android because open
applications keep running
even when you open another
application. There’s no need
to quit an application before
opening another. Use and
switch among several open
applications. Android manages
each application, stopping and
starting them as needed, to
ensure that idle applications
don’t consume resources
unnecessarily.
To stop the application you use
1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s tab and select
Settings> Applications>
Manage applications >
Running.
2 Scroll to the desired
application and touch Force
stop to stop using it.

8

TIP Getting back to recent
Apps
- Press and hold Home key,
then a screen will display a
list of the applications you
used rec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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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nstall LG PC suite to
your computer
The LG PC Suite IV is a program
that helps you connect your
mobile phone to a PC using
a USB data communication
cable, so that you can use the
functions of the mobile phone on
your PC.
You can download this program
at the LG web site. Browse to
http://www.lg.com site to get
the installer on your phone and
user information. You may refer
to the pictures below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download the
software for your phone and
complete the installation.
* When LG PC Suite IV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d,
disable Mass storage only
mode to run LG PC Suite IV.
Major Functions of the LG PC
Suite IV
• Create, edit and delete phone
data conveniently.

• Synchronise data between a
PC and a phone (Contacts,
Calendar, Message(SMS),
Bookmark, Call log).
• Transfer multimedia files
(photos, videos, music)
conveniently with a simple
drag & drop between a PC and
a phone.
• Transfer the messages from a
phone to a PC.
• Use your phone as a Modem.
• S/W update without losing
your data.
LG-P350 does not support:
- PC Connection via Bluetooth
- LG Air Sync (Web Sync, RClick)
- OSP (On Screen Phone)
- To-do in Calendar
- Memo
- Java Application
User’s guide for PC Suite IV is in
Help menu after the installation
PC Suite IV.
9

Important notice
Download LG Mobile Support Tool
1) Go to www.lg.com , Support , Mobile Phone Suppor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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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wnload and Install LG Mobile Suppor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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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nnecting your
phone to a computer
via USB
1 Use the USB cable with
your phone to connect the
phone to a USB port on your
computer. You receive a
notification that the USB is
connected.
2 Open the Notification drawer
and touch USB connected.
3 Touch "Turn On USB storage"
to confirm that you want to
transfer files between your
phone’s micro SD card and
the computer.
When the phone is connected as
USB storage, you will receive a
notification. Your phone’s micro
SD card is mounted as a drive
on your computer. You can now
copy files to and from the micro
SD card.

11. Unlock screen when
using data connection
Your display will go dark if
untouched for a period of time
when using data connection. To
turn on your LCD screen, just
touch it.

Note: When uninstalling PC
Suite IV, USB and Bluetooth
Drivers are not automatically
removed. Therefore, they must
be uninstalled manually.
Tip! To use a micro SD card on
your phone again, you need to
open the Notiﬁcation drawer and
touch "Turn off USB storage".

During this time, you can’t
access the micro SD card from
your phone, so you can’t use
applications that rely on the
micro SD card, such as Camera,
Gallery and Music.
To disconnect your phone from
the computer, carefully follow
your computer’s instructions
to disconnect USB devices
correctly, to avoid losing
11

Important notice
information on the card.
1 Safely disconnect the USB
device on your computer.
2 Open the Notification drawer
and touch Turn off USB
storage.
3 Touch Turn off USB storage
in the dialog that opens.

12. Hold phone up right
Please hold the mobile phone up
right as a regular phone.
While making/receiving calls or
sending/receiving data, try to
avoid holding the lower part of
the phone where the antenna is
located. It may affect call quality.

13. When Screen freezes
If the phone does not respond to
user input or the screen freezes:
Remove the battery, insert it
again and turn the phone on.
If it still does not work, please
contact the service cent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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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o not connect your
phone when turning
your PC on/off
Make sure to disconnect your
phone and PC via data cable as
your PC might have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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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using the mobile phone, please read ﬁrst!
How to save music/video
files to the phone
Connect your phone to the PC
using the USB cable.
Touch and drag down the status
bar on the home screen. Select
USB connected > Turn on USB
storage > Open folder to view
files.
If you didn't install LG Android
Platform Driver on your PC, you
need to set it manually.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s
tab and select Settings > SD
card & phone storage > activate
Mass storage only.
Save music or video files from
the PC to the phone's removable
storage.
- You may copy or move files
from the PC to the phone's
removable storage using a card
reader.

- If there is a video file with a
subtitle file (.smi or .srt file with
the same name as the video
file), place them in the same
folder to display the subtitle
automatically when playing the
video file.
- When downloading music or
video files, copyright must
be secured. Please note that
a corrupted file or file with a
wrong extension may cause
damage to the phone.

How to play music/video
files to the phone
Playing music files
From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 tab > Music. Locate
the file you want to play from
Artist, Albums, Songs, Playlists
tabs.
Playing video files
From home screen touch
Application tab > Video player,
locate the file you want in the list
and select it to play.
13

Before using the mobile phone, please read ﬁrst!
How to move the
contacts from the old
phone to the current
phone
Export your contacts as a CSV
file from your old phone to the
PC using a PC sync program.
1 Download LG PC Suite IV at
www.lg.com and install it in
the PC. Run the program and
connect your phone to the PC
using the USB cable.
2 Select the Contacts icon. Go
to Menu > File > Import and
select the CSV file saved in
the PC.
3 If the fields in the imported
CSV fil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in LG PC Suite IV, you
need to map the fields. After
mapping the fields, click OK.
Then, the contacts are added
to the PC.

14

4 If the connection of LG-P350
phone (using the USB cable)
is detected by LG PC Suite
IV, click "Sync" or "Sync
Contacts" to synchronise the
contacts saved in the PC to
your phone and save them.

How to send data from
your phone via Bluetooth
Sending data via Bluetooth:
You can send data via Bluetooth
by running a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 not from Bluetooth
menu, unlike regular mobile
phones.
* Sending pictures: Run the
Gallery application and select
Picture > Menu. Click Share
and select Bluetooth > Check
If Bluetooth is turned on and
select Scan for devices >
Choose the device you want to
send data from th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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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ing contacts: Run the
Contacts application. Touch
the address you want to export
to. Press Menu and Select
Share > Bluetooth > Check
if Bluetooth is turned on and
select Scan for devices >
Choose the device you want to
send data from the list.
* Sending multi-selected
contacts: Run the "Contacts"
application. To Select more
than one contact press Menu
key and touch Multiselect.
Select the contacts you want
to send or press Menu key
and touch Select all. Select
Share > Bluetooth > Check
if Bluetooth is turned on and
select Scan for devices >
Choose the device you want to
send data from the list.

* Connecting to FTP (Only
the FTP server is supported
on this handset): Select
"Settings" > "Wireless &
networks" > "Bluetooth
settings". Then, select the
"Discoverable" checkbox
and search for other devices.
Find the service you want and
connect to the FTP server.
TIP: The version is Bluetooth 2.1
EDR and certified by Bluetooth
SIG. It is compatible with other
Bluetooth SIG certified devices.
- If you want to search for this
phone from other devices,
go to "Settings" > "Wireless
& networks" > "Bluetooth
settings".
Then, select the "Discoverable"
checkbox.
The checkbox is cleared after
120 seconds.
- Supported profiles are HFP,
HSP, OPP, PBAP (server), FTP
(server), A2DP, AVRCP, and
DUN.
15

Getting to know your phone
To turn the phone on,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key for 3 seconds.
To turn the phone off, press the Power key for 3 seconds and touch Power Off.

St
co

TIP! When screen is locked

1. Drag your finger from left to right to unlock the screen.
2. To turn the phone off, press the Power key for 3 seconds and touch
Power Off.
Earpiece

Home key
- Returns to the
home screen from
any screen.
Menu key
- Check what
options are
available.
Send key

Back key
- Returns to the previous
screen.

Ch
co

Search key
- Search the web and
contents in your
phone.
Power/Lock key
- Powers your phone
on/off by pressing and
holding the key.
- Turns the screen off
and locks the phone.

WARNING: Placing a heavy object on the phone or sitting on it
can damage its LCD and touch-screen functionalities.

Tip! Press Menu key whenever you tap an application to check what options
are available.
Tip! LG-P350 does not support video call.
Tip! If LG-P350 has errors when you use it or you cannot turn it on, remove
16 battery, install it again and turn it on after 5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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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eo earphone
connector

Charger, micro USB cable
connector

Volume keys
- On the home screen:
controls ringer
volume.
- During a call: controls
your earpiece volume.
- When playing a track:
controls volume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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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lens

Back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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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card slot

Battery

ons
micro SD memory
card slot

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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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to know your phone
3

Installing the SIM card
and battery
Before you can start exploring
your new phone, you’ll need to
set it up. To insert the SIM card
and battery:
1 To remove the back cover,
hold the phone firmly in your
hand. With your other hand,
firmly press your thumb
on the back cover. Lift off
the battery cover with your
forefinger.

18

2 Slide the SIM card into the
SIM card holder. Make sure
the gold contact area on the
card is facing downwards.

4

e

3 Insert the battery into place
by aligning the gold contacts
on the phone and the battery.

Charging your phone
Slide back the cover of the
charger connector on the side
of your LG-P350. Insert the
charger, and plug it into an
electrical outlet. Your LG-P350
must be charged until you can
see .

4 Replace the back cover of the
phone.

NOTE: The battery must be initially
fully charged to improve battery
lifetime.
NOTE: The LG-P350 has an
internal antenna. Be careful not
to scratch or damage this rear
area, as this will cause loss of
performance.

19

Getting to know your phone
Installing the memory
card
To store multimedia files such
as captured images by using a
built-in camera, you must insert
a memory card to your phone.
NOTE: The LG-P350 supports up
to a 32GB memory card.

To insert a memory card:
1 Turn the phone off before
inserting or removing the
memory card. Remove the
back cover.

2 Insert the memory card
into the slot. Make sure the
gold contact area is facing
down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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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Do not insert or remove the
memory card when the phone
is on. Otherwise, it may
damage the memory card as
well as your phone, and the
data stored on the memory
card may be corrupted.

Formatting the memory
card
Your memory card may already
be formatted. If it isn’t, you must
format it before you can use it.
NOTE: All ﬁles on the card are
deleted when you format the
card.

1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the Applications tab to open
the applications menu.
2 Scroll and touch Settings.
3 Scroll and touch SD card &
phone storage.
4 Unmount SD card.
5 Touch Format SD card, then
confirm your choice.
6 If you set the pattern lock,
input the pattern lock and
select Erase everything. The
card will then be formatted
and ready to use.
NOTE: If there is content on your
memory card, the folder structure
may be different after formatting
since all the ﬁles will have been
deleted.
Tip!
If your memory card is already
Unmounted,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step to format it.
Touch Applications > Settings
> SD card & phone storage >
Format SD card.

21

Your Home screen
Lock your phone
When you are not using LGP350, press the Power/Lock key
to lock your phone. This helps
prevent accidental presses and
saves battery power.
Also, if you do not use the phone
for a while, the home screen or
other screen you are viewing is
replaced with the lock screen to
conserve the battery.
Note: If there are any programs
running when you set the
pattern, they may be still running
in lock mode. It is recommended
to exit all programs before
entering the lock mode to avoid
unnecessary charges. (e.g.
phone call, web access and data
communications).

Tip! Setting unlock pattern:

You can draw your own
unlock pattern by connecting
four or more dots.
If you set a pattern, the
phone's screen is locked.
To unlock the phone, draw
the pattern you set on the
screen.
Tip! When you set an unlock
pattern, you need to create
your Gmail account first.

Caution: The phone will be
locked for 30 seconds after 5
incorrect attempts at drawing
the unlock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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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ock screen

you were working on opens.

Whenever your LG-P350 is not
in use, it will return to the lock
screen. Drag your finger from left
to right to unlock the screen.

Home
Simply swipe your finger to the
left or right to view them.
You can also customise each
panel with widgets, shortcuts,
which are shortcuts to your
favourite applications, folders
and wallpapers.
NOTE: Some screen images may
be different depending on your
phone provider.

Silent Mode
From Notification drawer, touch
to be
or if you don't use
an unlock pattern, simply drag
to the left.

To wake up your phone, press
Send or Power/Lock key. The
lock screen will appear. Touch
the lock icon and drag your
finger to the right to unlock your
home screen. The last screen

Tip! To add an application icon to
the home screen, touch and hold
the application you want to add
to the home screen.
Tip!
• Touch and hold that icon.
The Applicatons icon will be
.
change as the Trash icon
• Drag and drop an application
.
icon to theTrash icon
Tip! You cannot delete the
preloaded applications. (Only
their icons can be deleted from
the screen.)
23

Getting back to
a recently used
applications

check and manage Wi-Fi,
Bluetooth, GPS status as well as
other notifications.

Touch and hold the Home key.
The screen will show you a pop
up with icons of applications that
you've used recently.

Onscreen Keyboard

Notification drawer
The notification drawer runs
across the top of your screen.

Wi-Fi Bluetooth GPS

3G
Ring
connection

Touch and slide the notification
drawer down with your finger.
Or, on the home screen,
touch Menu key and select
Notifications. Here, you can
24

You can also enter text using
the onscreen keyboard. The
onscreen keyboard automatically
displays on the screen when you
need to enter text. To manually
display the keyboard, simply
touch a text field where you want
to enter text.
Phone Keypad (Qwerty Keypad)
Shift Key - Touch once to
capitalise the next letter you
type. Double tap for all caps.
XT9 Key - Turn XT9 Mode
on or off.
Setting key- Tap to view
the settings menu. Choose from
Editor settings, Keyboard layout,
Writing language, User dictionary
and Other inpu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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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and Symbols Key Touch to change input to number
and symbol entry.
Enter Key - Tap to create a
new line in the message field.
Language Key - Tap to
change the On-screen Keyboard
language.
Delete Key
Tip! To switch between Qwerty
Keypad and Phone Keypad,
from Phone Keypad
touch
and choose Keyboard Layout.

Google Account
Set-up
The first time you open the
Google application on your
phone,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sign in with your existing Google
account. If you do not have a
Google account, you’re prompted
to create one.

IMPORTANT
• Some applications work only
with the first Google Account
you add. If you plan to use
more than one Google Account
with your phone, be sure to
sign into the one you want
to use with such applications
first. When you sign in, your
contacts, Gmail messages,
Calendar eve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se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on
the web are synchronised with
your phone.

Calls
Answering and rejecting
a call
When screen is locked/ When
screen is unlocked
When your phone rings, drag the
to the right.
Answer icon
Drag Decline icon
to the left
to reject an incoming call. Drag
Excuse msg bar from the bottom
25

Ca
if you want to send one.
Or else When your phone
rings press the Answer
button(Send key). Press Decline
button(Power/Lock key) to
reject the incoming call.Touch
the Excuse msg bar from the
bottom.

Opening Email and the
Accounts Screen

Messaging

Social Networking

Your LG-P350 combines SMS
and MMS into one intuitive,
easy-to-use menu.

With your phone, you can take
advantage of social networking
and manage your micro-blog
in on-line communities. You
can update your current status,
upload photos, and view your
friends’ status updates in realtime.
You can add your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ounts to your phone.
If you don’t have an account, you
can visit their sites to set it up.

WARNING: The 160character limit may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depending
on how the SMS is coded
and in what language.
WARNING: If an image,
video, or audio ﬁle is added
to an SMS message, 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nverted into
an MMS message, and you
will be charged accordingly.

26

Ge

You can use the Email
application to read email from
services other than Gmail. The
Email application supports the
following account types: POP3,
IMAP and Exchange.

NOTE: Additional costs may be
incurred when connecting and
using online services. Check your
data charges with your network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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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Getting to know the viewfinder
Brightness – This defines and controls the amount of sunlight
entering the image. Slide the brightness indicator along the bar,
towards “-” for a lower brightness image, or towards “+” for a higher
brightness image.
Zoom – Zoom in or zoom out. Alternatively, you can use the side
volume keys.
Video mode – Slide down
this icon to switch to video
mode.
Taking a photo

g

s,

nd
e.
you

ur
k

Settings – Touch this icon to open
the settings menu. See Using the
advanced settings.

Gallery – This enables you
to access your saved photos
from within the camera
mode. Simply touch, and
your gallery will appear on
the screen.

Colour effect – Choose a colour tone for your new photo.

NOTE: You need to insert a memory card ﬁrst to take a picture. Without
inserting a memory car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take a picture or save
the picture you hav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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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Once you’ve taken the
photo
Your captured photo will appear
on the screen.
Share Touch to share your
photo as Bluetooth,
Email, Facebook,
Gmail, Messaging,
Picasa or Twitter.
NOTE: Additional charges may
apply when MMS messages are
downloaded while roaming.
NOTE: Share option may vary
by area, phone, carrier, plan
and version of Android Phone
Software.

Touch to use the image
as Contact icon or
Wallpaper.
Rename Touch to edit the name
of the selected picture.
Se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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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pplications
Maps
Check your current location and
traffic and receive directions to
your destination. The LG-P350
must be connected to Wi-Fi or
3G/GPRS.
NOTE: Maps does not cover all
cities and countries.

Press Menu key to use options:
– Enter the place
Search
you are looking for.
Directions
– This will let you
find out the route of the place
you entered. Touch to input
the data. Choose from Contacts
or Point on Map or My current
location.
Layers
– You can switch
view from Traffic to Satellite or
Terrain. Tap Latitude, then you
will see the location of your
contacts from Google Account.
My Location
– Point your
current location on the map.
Join Latitude
– Share your
location with friends you choose

and Google.
More
– Clear map or find
Starred items and more.

Market™
Android Market™ lets you
download useful applications
and games.

Gmail™
Gmail™ is configured
when you first set up your
phone. Depending on your
synchronisation settings,
Gmail™ on your phone is
automatically synchronised with
your Gmail™ account on the
web.

Talk
Talk is Google’s instant
messaging program. It lets you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who also use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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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Free Office
ThinkFree Office allows you to
read documents, and provides
limited editing functions for
Microsoft Word, Excel and
PowerPoint. However, you cannot
edit a PDF file.
1 Touch and hold a file, then
Open, Upload, Rename,
Move, Copy, Delete, Send
and Properties options are
available. This is depending
on the file type.

Bookmark – Add/Show
Bookmark, show Most
Visited Site and History.
Windows – Show all your
open windows.
Refresh – Touch to refresh
the web page.
Forward – Goes to the
page you connected to after the
current page.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Back key, which goes
to the previous page.

Wi-Fi
The Web

Turn on Wi-Fi

NOTE: Additional charges apply
when connecting to these
services and downloading
content. Check data charges with
your network provider.

From Home Screen , open
Notification drawer and touch
on.
From Menu, choose Settings >
Wireless & network settings >
Wi-Fi .

Using options

To connect to Wi-Fi

Browser

Press the Menu key to view
options.
New window – Open a new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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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the Wi-Fi network you
want to connect with. If you
, you need to enter a
see
password to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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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If you are out of the Wi-Fi area
and choose 3G connection,
additional charges may be
applied.

USB tethering
You can share your phone's
internet connection with your
computer.
You can tether your phone to
your computer with a USB cable.
Settings > Wireless & network
settings > Tethering & portable
hotspot > USB tether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USB tethering, click Help.
TIP!
To use USB Tethering, you need
to install PC Suite onto your
PC first.

Wi-Fi Tethering
Use your LG-P350 as a portable
Wi-Fi hotspot.
Settings > Wireless & network
settings > Tethering & portable

hotspot > Portable Wi-Fi
hotspot.
TIP!
If your phone turns into sleep
mode even when it is connected
to Wi-Fi, the Wi-Fi connection will
be disabled automatically. In this
case, if your phone has access
to 3G data, it may be connected
to the 3G network automatically,
and additional charges may be
applied.
NOTE: The LG-P350 supports
WEP, WPA/WPA2-PSK and
802.1x EAP security. If your
Wi-Fi service provider or network
administrator sets encryption for
network security, ﬁll in the key in
the pop-up window. If encryption
is not set, this pop-up window
will not be shown. You can obtain
the key from your Wi-Fi service
provider or network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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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Phone Software update
LG Mobile Phone Software
update from internet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using
this function, please visit http://
www.lg.com.
This feature allows you to
conveniently update the firmware
of your phone to the latest
version from the internet without
the need to visit a service centre.
As the mobile phone firmware
update requires the user’s full
attention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updating process, please make
sure to check all instructions
and notes that appear at each
step before proceeding. Please
note that removing the USB
data cable or battery during the
upgrade may seriously damage
your mobil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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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To obtain the corresponding
source code under GPL,
LGPL, MPL and other open
source licences, please visit
http://opensource.lge.com/
All referred licence terms,
disclaimers and notices ar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with
the sourc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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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ories
These Accessories are available for use with the LG-P350.
(Items described below may be optional.)
Charger

Data cable
Connect your
LG-P350 and
PC.

Battery

User Guide
Learn more
about your LGP350.

Stereo
headset

NOTE:
• Always use genuine LG accessories.
• Failure to do this may void your warranty.
• Accessories may vary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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