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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适用于 Nexus和 Google Play版设备的 Android 4.4。其中的内容
在某些细节上可能与部分所述产品或所述产品上运行的软件有所不同。本书中

提供的信息随时可能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确保您运行的是最新版本的 Android系统。要查看设备的
版本号或检查系统更新，请依次转到设置 > 系统 > 关于手机或关于平板电脑，然
后寻找 Android版本或系统更新。

如果您没有 Nexus或 Google Play版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而是在其他设备上运
行 Android 4.4，那么关于系统的一些详细信息可能与本书中描述的不同。

要获得全面的在线帮助和支持（包括与本书中所述的运行该软件的 Nexus和
Google Play版硬件相关的详细信息，以及指向与其他 Android设备相关的信息
的链接），请访问 support.google.com/android。

http://www.google.com/permissions/trademark/our-trademarks.html
http://support.google.com/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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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使用 Android

关于 Android 4.4
Android 4.4 (KitKat®)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手机和平板电脑操作系
统的最新版本。

本指南介绍了适用于 Nexus和 Google Play版移动设备的 Android 
4.4软件，但不包含SIM卡说明、电池信息、规格等方面的硬件详细信息。

如需关于各类 Android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详细信息（包括关于
Nexus和 Google Play版设备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support.google.com/android。

设置您的设备

您在首次打开手机或平板电脑时，会看到一个欢迎屏幕。选择您要使

用的语言，然后触摸“开始”或 “开始”图标。

重要提示：要完成设置过程，您必须要有 WLAN连接或移动网
络连接。

support.google.com/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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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提示您登录时，您可以使用自己的 Google帐户登录，也可以在
此时创建一个新帐户。或者，您也可以选择跳过此步骤，以后再创建

新帐户。

您登录以下任一产品或服务时所用的电子邮件地址即为您的 Google 
帐户：

•	 Gmail
•	 YouTube
•	 Google Apps
•	 AdWords
•	 Google的其他任何产品

当您使用 Google帐户登录时，与该帐户相关联的所有电子邮件、通
讯录、日历活动以及其他数据都会自动同步到您的设备上。如果您有

多台 Android设备，那么这些设备之间会保持同步。

例如，假如您在手机上更改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那么此次改动也

会反映到您的平板电脑和登录了您 Google帐户的所有计算机上。

如果您有多个 Google帐户，可以之后再通过设置 > 帐户 > 添加帐户
添加其他 Google帐户。

您的主屏幕您做主

设置完设备后，设备会首次显示主屏幕：

•	 要在各主屏幕之间进行切换，请向左或向右滑动。
•	 要使用 Google即时，请从屏幕底部向上滑动或在某些

Google Play版设备上按住“主屏幕”实体按键。在 Nexus 5上，
您还可以滑动到最左侧的主屏幕。

•	 要通过手机发送短信，请使用  环聊。
•	 在主屏幕上，说出“Ok Google”即可搜索手机或互联网，还可开
始告诉 Google您想做什么（仅限 Nexus 5）。您也可以触摸屏幕
顶部的 Google实现相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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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新的设备上，您还可能在其中一个主屏幕上看到 Google Play内
容库小部件。

此小部件中显示了您已经拥有或可在内容库中免费获得的部分

Google Play内容。触摸您想要查看或播放的内容，或者触摸各个类
别进行探索。

系统界面导航

在各个主屏幕底部，您还会看到“收藏”栏：这是用来打开您的应用

的另一种快捷方式。以下是在 Nexus 7上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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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某个应用即可将其打开。要将应用拖入或拖出“收藏”栏或主屏

幕上的其他任何位置，请触摸并按住该应用，然后用手指将其移动到

合适的位置。

Nexus导航按钮

不管您在执行什么操作，都可以在 Nexus屏幕的底部找到包含三个
按钮的导航栏：

返回

可打开您之前浏览的屏幕（即使位于其他应用中）。返回

主屏幕后，您无法再返回之前浏览的屏幕。

主屏幕

可打开中间的主屏幕。要打开 Google即时，请向上滑动。

最近用过的应用

打开您最近用过的应用的缩略图列表。触摸某个应用即可

将其打开。要从该列表中删除某个缩略图，请将其向左或

向右滑动。

有些应用会暂时隐藏这些按钮，或将其缩小为小点（位置不变）。要恢

复这些按钮，请触摸这些点、触摸屏幕中央或从屏幕底部向上滑动。

Google Play版导航按钮

有些 Google Play版设备在屏幕下方有两个或三个物理按钮：

• 菜单：此按钮可基于您所在的屏幕打开相应的选项。
• 主屏幕：可打开主屏幕。如果您正在查看左侧或右侧的主屏幕，则
此按钮可打开第一个主屏幕。要打开 Google即时，请按住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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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可打开您之前浏览的屏幕（即使位于其他应用中）。返回主
屏幕后，您就无法再返回之前浏览的屏幕了。

菜单

应用和“设置”中的许多屏幕都包含 菜单图标（例如 Nexus设备），
或屏幕底部固定的“菜单”按钮（部分 Google Play版设备）。触摸即
可查看额外选项，包括帮助。

调整主屏幕

要为您的主屏幕更改壁纸，请触摸并按住背景。

要向主屏幕添加应用图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要放置该应用的主屏幕。
2. 触摸 “所有应用”图标。

3. 根据需要从右向左滑动，找到您需要的应用。
4. 触摸并按住该应用直到系统显示主屏幕，将其拖动到相应位置，
然后放开手指。

NEXUS 5提示：Nexus 5上的主屏幕操作方式与其他 Nexus
设备不同。

•	 要更改壁纸、添加小部件、调整“搜索”设置或更改屏幕顺序，
请触摸并按住任意主屏幕的背景。

•	 您可以在右侧添加任意数量的主屏幕。要添加主屏幕，只需
滑动到最右侧的屏幕，然后将应用或小部件拖动到右侧边

缘即可。

•	 位于第一个主屏幕左侧的屏幕是为 Google即时保留的，并
且只在已启用 Google即时的情况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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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Nexus 4、Nexus 7或 Nexus 10上向主屏幕添加小部件，请按
照相同的步骤操作，然后向右滑动略过“所有应用”屏幕，直到找到

您需要的小部件。

在 Nexus 5上，触摸并按住任意主屏幕的背景，以显示小部件控制选
项。

要将应用或小部件移动到其他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触摸并按住相应图标。
2. 滑动手指将该图标移动到新位置。
要在不同主屏幕间切换，请向屏幕边缘滑动。

要挤开其他图标，请缓慢滑向该图标。

3. 抬起手指。

要创建文件夹，请将一个图标快速滑动到另一个图标的上面。

要命名或重命名文件夹，请打开该文件夹，然后触摸其名称。

 
触摸和输入

要选中或激活某项内容，请触摸该内容。

要输入内容（例如名称、密码或搜索字词），只需触摸您要输入内容的

位置即可。系统会弹出键盘，供您在相应字段中输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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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用的手势包括：

• 触摸并按住。触摸并按住屏幕上的某项内容是指触摸该项并一直
不抬起手指，直到系统做出响应。例如，这是您使用键盘输入变音

符号和其他特殊字符的方法。

• 触摸、按住并拖动。触摸并按住某项内容一段时间，然后在不抬起
手指的情况下在屏幕上移动手指，直到到达目标位置。例如，您可

以拖动应用在主屏幕上随意移动。

• 滑动。用手指在屏幕表面快速移动，且从一开始触摸到屏幕就不停
止移动（这样就不会变成拖动操作）。例如，您可以向左或向右滑

动某个主屏幕，以查看其他主屏幕。

• 点按两下。在网页、地图或其他屏幕上快速点按两下即可进行缩放。
例如，在 Chrome中点按图片两次可放大图片，再点按两次即可将
其缩小。

• 缩放。在某些应用（例如地图、Chrome和图库）中，您可以将两根
或多根手指同时放在屏幕上，然后通过捏合或展开手指来实现缩

小或放大。此外，在某些应用中，您可以点按两下，然后在不抬起

手指的情况下通过上下拖动来实现图片放大或缩小。

• 旋转屏幕。当您翻转设备时，大多数屏幕的方向会随着设备而旋
转。要锁定或解锁平板电脑的屏幕方向，请从任意屏幕右上角向

下滑动，然后触摸“快捷设置”中的“旋转”图标。要在手机上实

现相同的目的，请依次转到设置 > 设备 > 显示。

您可以从“所有应用”屏幕或“快捷设置”打开设备的“设

置”应用。

例如，要更改通知声音、音量等设置，请依次转到 
设置 > 设备 > 声音。要更改亮度、字体大小等设置， 
请依次转到设置 > 设备 > 显示。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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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和支持

大多数 Nexus屏幕都包含 “菜单”图标，您可以触摸该图标

以查看额外选项，其中通常包括适用于该屏幕的帮助选项。在

Google Play版手机上，您可以点按主屏幕下方的相应按钮打开此 
菜单。

本书只介绍了Android 4.4附带的少数重要功能和应用。要更详细
地了解 Android软件和应用、可通过 Google Play购买的 Nexus和
Google Play版设备以及各种形式的支持，请访问：

•	 support.google.com/nexus
•	 support.google.com/playedition

Android版本和更新
要查看版本号，或者要为 Nexus或 Google Play版手机获取最新的
系统更新，请先转到设置 > 系统 > 关于手机或关于平板电脑。然后寻
找以下条目：

• 系统更新。触摸此标签可检查是否有待处理的系统更新。
• Android版本。在列表底部可找到此条目，版本号就在其下方。

如果您没有 Nexus或 Google Play版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而是在其
他设备上运行 Android 4.4，那么关于系统的一些详细信息可能与本
书中描述的不同。

要获得全面的在线帮助和支持（包括与本书中所述的运行该软件

的 Nexus和 Google Play版硬件相关的详细信息，以及指向与其他
Android设备相关的信息的链接），请访问 support.google.com/
android。

http://play.google.com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
http://support.google.com/playedition
http://support.google.com/android
http://support.google.com/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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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操作

Google即时
Google即时可适时为您提供所需信息。

它可以在每天一早提供当天的天气信息，在您上班前提供路况信息，

甚至提供您心爱球队的实时得分。

举例来说，系统会在您准备下班回家时显示如下 Google即时贴：

在您决定开始使用 Google即时后，就无需执行其他任何操作了。您
可以视需求调整部分设置，不过，除此之外，Google即时并不需要进
行任何复杂的设置。您需要的信息随时都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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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

如果您打算使用 Google即时，那么您也将同时启用位置报告和位置
记录功能：

• 位置报告可让 Google定期存储和使用您设备上与 Google帐户关
联的最新位置数据。位置报告是针对单个设备的设置。

• 位置记录可让 Google存储您所有已登录 Google帐户并启用位
置报告的设备上的位置数据记录。

未经您允许，Google不会向其他用户或广告商透露这些信息。

您可以控制 Google即时使用您当前位置信息的方式。要查看相关设
置，请依次转到设置 > 个人 > 位置信息。如果您在特定设备上为您的
帐户开启位置信息服务，那么部分应用就可以使用这类服务为您提供

更多相关信息，例如附近的餐馆或上下班交通路况。

如果您之前启用了位置记录功能，Google即时就会根据您之前记录
的位置信息以及当前的位置信息为您提供建议。关闭位置记录功能会

使系统暂停收集位置信息，但不会删除您的位置记录。

为了适时向您提供所需信息，Google即时会使用您在设备和其他
Google产品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您允许 Google即时访问的第三方
产品中的数据。

例如，如果您在网络历史记录中存储了搜索查询内容，那么Google
即时就会据之显示赛事比分、航班状态等信息的即时贴。要管理您的

网络历史记录，请访问 google.com/history/。如果您删除或暂停了
网络历史记录，那么，您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Google即时，不过，系统
将不再显示特定类型的信息（例如航班详细信息）。

同样，如果您在第三方产品中存储了数据，并允许 Google访问，那么
Google即时也可以使用这些数据。例如，您设备中同步的日历可能包
含来自非 Google日历的条目。如果您有一条已同步的牙医约诊日历
事项（包含牙医的地址），那么Google即时就可能查看相关的交通路
况，并提供出发时间建议。

http://google.com/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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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

首次设置手机或平板电脑时，您可以启用 Google即时。您也可以通
过以下操作随时启用或停用 Google即时：

1. 触摸主屏幕上的 Google搜索栏。
2. 如果您还没有启用Google即时，请触摸“启用Google即时”。或者，
您也可以通过 Google搜索任何内容，以获得下一步中要用到的 
菜单。

3. 打开  菜单 > 设置，然后在其中启用（或停用）Google即时。

要启用 Google即时，请按照以下适用于您设备的步骤操作：

• 所有 Nexus设备：从任意屏幕底部向上滑动手指。
• Nexus 5：除了从任意屏幕向上滑动手指，您还可以滑动到最左边
的主屏幕。

• Google Play版设备：触摸并按住“主屏幕”按钮。

如果您想查看更多即时贴，请触摸屏幕底部的更多。如果您不再需要

某些即时贴，可以将它们滑开。

NEXUS 5提示：要在 Nexus 5上关闭某张即时贴，可以从左向
右滑动。从右向左滑动可返回第一个主屏幕。

各种实时信息会以Google即时贴的形式显示。如果您不再需要某张
即时贴，可以将其滑开。

就这么简单。Google即时随时为您提供“专属”服务，帮助您度过美
好的一天。您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特定即时贴的更新方式：

•	 设置提醒：触摸 “提醒”图标。
•	 指定您关注的球队、股票和地点等：触摸 “自定义”图标。

•	 回答关于某一个即时贴的问题：触摸 “菜单”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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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访问 Google即时，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要获取可用即时贴的完
整列表，请访问 google.com/now。

告诉 Google您想做什么
您可以对自己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说话，以便进行搜索、查询路线、发

送信息及执行其他常见任务。要从 Google即时或主屏幕启动语音操
作或语音搜索，您可以说出“Ok Google”或触摸 “麦克风”图标。

注意：对于非 Nexus 5的设备，只有对着 Google即时说“Ok Google”
才有用，对着主屏幕说话是无效的。目前，这项功能只提供英文版。

重要提示：Google每隔数秒或更短时间就会分析一次设备的麦
克风所收到的声音，以便及时检测到您何时说出“Ok Google”
并随即启动相应的语音搜索或语音操作。系统会在分析完成后

立即删除这些声音，而不会将其保存至设备或发送至 Google。

您可以说出或输入“help”，查看可让 Google执行的语音操作的示例。

启用或停用启动指令检测

这种通过说“Ok Google”来触发搜索或操作的功能称为“启动指令
检测”。要停用或启用此功能，请打开 Google即时或 Google应用，
然后触摸菜单 > 设置 > 语音 > 启动指令检测。

语音搜索

目前只支持英语语音回答。

当您触摸“麦克风”图标或说出“Ok Google”后，Google会捕获您说
出的语音命令，然后按照您的要求执行相应的搜索或操作。如果语音

搜索无法识别您的语音命令，则会列出一些建议。您只需触摸所需命

令即可。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googlenow
http://google.com/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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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通过语音方式向 Google提问，那么Google也可能会为您提
供语音回答。解答范围包括快讯、天气情况、股票价格、航班状态、体

育赛事比分、货币换算、数学计算等。语音搜索默认启用语音回答功能。

您可以访问语音搜索，查看示例和更多详细信息。

语音操作

语音操作仅支持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您可以通过语音操作执行一些常规任务（例如，发送电子邮件或打开

应用）。

触摸 “麦克风”图标或说出“Ok Google”后，说出您想要执行的
语音操作。您也可以说“help”，查看可让 Google执行的各种语音操
作的示例。

示例如下：

•	 “Set alarm for 8:30 a.m.”
•	 “Send email to Marcus Foster. Subject: Coming tonight? 

Message: Hope to see you later.”
•	 “Navigate to Mike’s Bikes in Palo Alto.”

要查看可尝试的语音操作的列表，请访问语音操作命令。

通知和设置

通知可为您提供新邮件、日历活动、闹钟以及正在进行的活动（例如

视频下载）的相关提醒。

系统在收到通知后，会在屏幕顶部显示通知的图标。未读通知的图标

会显示在左侧，而显示WLAN信号、移动运营商信号或电池电量等信
息的系统图标会显示在右侧：

http://support.google.com/websearch/go/voicesearch
http://support.google.com/websearch/go/voice_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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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WLAN、移动
网络和电池状态 

未读通知

提示：WLAN信号强度和移动信号强度以白条形式显示在屏幕
顶部。要查看所选WLAN网络是否具备完整的互联网连接，请
打开“快捷设置”：从平板电脑右上角向下快滑手指，或在手机

上向下快滑两根手指。

仅在“快捷设置”中，WLAN信号或移动信号指示图标中的  
白条表示正常的互联网连接的信号强度，而  橙条则表示某
些网络服务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例如，有时移动信号强度条会

在您刚打开设备时短暂地显示为橙色，直到设备建立完整的连

接。

同样仅在“快捷设置”中，您可能会注意到WLAN信号或移动
信号指示图标的右侧存在向上或向下的小箭头。向上箭头表示

数据从您的设备传输到互联网，向下箭头则表示数据从互联网

传输到您的设备。

某些通知展开后可显示更多信息，例如电子邮件预览或日历活动。在

可行的情况下，位于顶部的通知始终处于展开状态。要展开通知，请

将一根手指置于通知内，然后缓缓向下滑动。

要打开相关应用，请触摸左侧的相应通知图标。对于某些通知，您也

可以通过触摸通知内显示的图标来执行特定操作。比方说，您可以在

日历通知中设置延后提醒（稍后再提醒）或向其他参加者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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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再需要某条通知，只需将其滑开即可。要关闭所有通知，请触

摸右上方的“关闭”图标。

快捷设置

使用“快捷设置”可轻松访问WLAN设置、管理显示屏亮度、打开主“设
置”菜单和执行更多操作。要打开“快捷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平板电脑上：从任意屏幕的右上角向下快滑
•	 在手机上：从屏幕顶部向下快滑两根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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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xus 4或 Nexus 5上，“快捷设置”如下所示。

如果您的设备有信号，但不能连接互联网，则WLAN信号强度条或移
动信号强度条会变为橙色。

在平板电脑上，您还可以通过“快捷设置”设置“自动旋转”，锁定或

解锁屏幕的自动旋转功能。

锁定屏幕

如果设置了屏幕锁定，屏幕就会在进入休眠状态或在您按了“电源”

按钮后变暗并锁定。

您可以设置不同强度的锁定方式，具体步骤如下：

1. 依次转到  设置 > 个人 > 安全 > 屏幕锁定。
2. 触摸您要使用的锁定类型。



ANDROID快速入门指南  基本信息 17

锁定屏幕操作

您可以从锁定屏幕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您的平板电脑设置了多名用户，那么您可能需要触摸屏幕底
部自己的头像才能看到自己的锁定屏幕。

•	 在手机上，不管您选择了什么样的锁定方式，通常都可以轻松拍摄
照片。从右侧边缘向左滑动可显示“相机”。

•	 要在锁定屏幕上打开 Google即时，请从锁定屏幕底部向上滑动。
如果系统提示，请输入您的 PIN码 /密码或画出您的图案。

您可以访问自定义锁定屏幕，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人脸解锁

人脸解锁是锁定方式中的一种。设置人脸解锁后，您只需看着您的设

备就可以解锁了。虽然人脸解锁的安全程度不如图案、PIN码或密码，
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有趣。

提示：在您设置“人脸解锁”后，请在设置 > 个人 > 安全下寻找
两项额外设置：改善面部匹配和真人判断。这些设置有助于提

高人脸解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Android Beam
您可以将不同设备放在一起（通常是背对背），以将一台设备屏幕上显

示的网页、视频或其他内容传输到另一台设备上。

在您开始之前：请确保两台设备均已解锁、都支持近距离无线通信

(NFC)，且均已开启 NFC和 Android Beam。要检查是否满足上述条
件，请依次转到设置 > 无线和网络 > 更多。此外，请确保您知道 NFC
感应芯片分别在两台设备背部所处的位置（通常是在中间）。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go/lock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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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要分享的内容（例如网页、YouTube视频或“地图”中的地方
信息页）所在的屏幕。

2. 将您设备的背面移向另一台设备的背面。设备成功建立连接时会
发出声音，屏幕上的图像尺寸也会缩小，并显示“触摸即可传输”

提示。

3. 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位置。
另一台设备上会显示已传输的内容。此外，如果该设备未安装所需

的应用，系统会打开 Google Play，并转到相应屏幕，供您的朋友
下载该应用。

要启用 NFC，请依次转到设置 > 无线和网络 > 更多 > 
NFC。

要启用 Android Beam，请依次转到设置 > 无线和网络 
> 更多 > Android Beam。

触碰付款

在您启用 NFC后，只需将手机与收银处的读取设备进行触碰，即可
使用触碰付款功能为所购商品付款。要管理您的触碰付款应用，请执

行以下操作：

1. 依次转到设置 > 设备 > 触碰付款。
2. 触摸相应应用，将其设为您的默认付款应用。

如果您的设备未安装默认付款应用（例如 Google电子钱包），您可以
在 Google Play上浏览其他付款应用。

重要提示：触碰付款可管理 Google电子钱包等付款应用。触
碰付款设置不适用于 Android Beam，并且不包含部分应用（例
如转帐应用）。

设置



ANDROID快速入门指南  基本信息 19

打印

借助 Android 4.4，您可以通过与该 Android设备处于同一WLAN网
络范围内的打印机，将特定屏幕（例如 Chrome中显示的网页）上的
内容打印出来。

您需要先在设备上安装打印服务，然后才能打印。要查看当前可用的

打印服务，请依次转到设置 > 系统 > 打印。

 
在此屏幕上，您可以打开各项可用服务以将其启用或停用、查看服务

对应的打印机、添加新打印机和调整服务设置。

要打印文档（例如 Chrome中的网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依次触摸菜单 > 打印。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调整打印机、份数、布局等设置。
3. 触摸“打印”。

Chromecast
Chromecast是可以插入电视机背部的小设备。它可以让您直接将手
机或平板电脑上的视频和音乐发送到电视机。目前支持的应用包括：

•	 YouTube
•	 Netflix

http://www.google.com/chrom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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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Play影视
•	 Google Play音乐
•	 Hulu Plus 

请确保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与 Chromecast使用相同的WLAN网络，
并且 Chromecast已被选为电视信号源。

要在您的电视机上显示手机或平板电脑中的内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上文列出的其中一个应用中打开视频或音乐。
2. 触摸  投射按钮。
3. 照常播放内容即可将其流式传输到您的电视机。

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从应用向电视机投射内容。

文件存储 
Android 4.4可让您轻松地在设备上存储和浏览照片、视频和其他文件，
并方便地将这些文件附加到电子邮件、环聊信息等内容中。您还可以

使用存储的图片作为主屏幕壁纸。

例如，要将某张图片附加到您正在写的电子邮件当中，请依次选择 
菜单 > 附加图片或附加视频。

此时系统会显示一组缩略图。要查看更多选择，请触摸左上方的  
抽屉式导航栏图标。您会看到如下内容：

http://support.google.com/chromecast/go/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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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此处查看以下任一来源：

• 近期中会显示您最近拍摄或打开的照片或视频。
• 云端硬盘可让您附加与您帐户相关联的任何云端硬盘文档。
• 图片中会显示您设备上的所有照片、视频或其他图片。
• 下载内容中包含您已从电子邮件或网络中下载的大多数文件（不
包括 Play内容）

• 图库可让您浏览已上传到您帐户的所有图片和视频。

使用“下载内容”应用可查看、重新打开或删除您从

Gmail或其他来源下载的文件（不包括 Google Play图
书、视频、杂志和其他媒体）。

在“下载内容”应用中，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触摸某一项可将其打开。
•	 触摸相应标题可查看以前的下载内容。
•	 选中要分享的内容。然后触摸 “分享”图标，并从列表中选择

分享方式。

•	 选中要删除的内容。然后触摸 “回收站”图标。

下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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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您从Google Play购买和租借的内容在播放时是从 Google服
务器流式传输的，因此不会持续占用存储空间。虽然您可以在 Google 
Play应用中下载图书、电影和其他内容以供离线使用，但 Google 
Play内容不会出现在“下载内容”中。

Android设备管理器
如果您丢失了手机或平板电脑，可以借助 Android设备管理器找到其
大概位置、使设备响铃、锁定设备或清空其中的数据。

这些选项默认处于启用状态。要查看或更改这些选项，请打开 
“Google设置”应用，然后触摸 Android设备管理器。

因此，如果您丢失了设备，就请转到 Android设备管理器，并按照说
明操作。

屏幕截图

要使用Nexus或Google Play版设备截取屏幕截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确保您要截取的画面显示在屏幕上。
2. 同时按“电源”和“音量调低”按钮。

相应屏幕截图会自动保存至您的图库。

提示：要通过 Gmail、Google+等应用轻松分享您的屏幕截图，
请向下滑动通知栏，然后触摸相关屏幕截图预览下方的 “分

享”图标。

http://support.google.com/accounts/go/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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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键盘

输入和修改文字

使用屏幕键盘输入文字。以下是在 Nexus手机上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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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脑上的键盘在使用上基本相同。要隐藏屏幕键盘，请触摸其下

方的“返回”按钮。

有些应用会自动打开键盘。而在其他应用中，您首先需要触摸要输入

文字的位置。

基本修改操作

• 移动插入点。触摸要输入文字的位置。
光标会在新的位置闪烁，并在下方显示一个蓝色标签。拖动该标

签即可移动光标。

• 选择文字。触摸并按住文字，或者点按两次文字。
距离光标最近的字会突出显示，并且所选内容两端会各显示一个

标签。拖动这两个标签可更改选择范围。

该标签稍后便会消失。要重新显示该标签，请再次触摸文字。

• 删除文字。触摸  即可删除已选中的文字或光标之前的字符。
• 输入大写字母。触摸一下 Shift键可将单个字母切换为大写字母。
或者您也可以在输入的同时触摸并按住  Shift键。当您松开
Shift键后，会重新变为输入小写字母。

• 启用“大写锁定”。点按两下  Shift 键或触摸并按住该键，使其
变成 。再次触摸  Shift 键即可恢复小写。

• 剪切、复制、粘贴。选择要操作的文字。然后触摸  剪切或  复
制图标。如果剪贴板中有可粘贴的内容，那么您还会看到 粘贴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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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符号

Android 4.4极大丰富了可在移动设备上使用的表情符号种类。在手
机上，触摸并按住“返回”键即可显示表情符号。在平板电脑上，只需

触摸右下角的表情符号标志即可。

您会看到如下所示的面板。要在不同类别之间移动，请向左或向右滑动，

或者触摸最上面一行中的各个标志。触摸即可输入表情符号：

使用下一字词建议

1. 触摸您要输入文字的位置。
2. 开始输入一个字词。当您所需的字词在键盘上方的列表中出现时，
触摸该字词。

3. 继续触摸其他所需字词；如果您需要的字词并没有显示，请直接输
入所需的字词。

Android会在您输入内容时继续提供字词建议。

要更改您的键盘和输入法，请依次转到设置 > 个人 >  
语言和输入法。

要打开或关闭下一字词建议，请依次转到设置 > 个人 > 
语言和输入法 > 键盘和输入法 > Android键盘。触摸“设
置”图标，然后选中下一字词建议旁的框。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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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行输入

滑行输入在输入英语时的效果最好。输入其他语言时的效果则各不相

同，而且有些语言尚不支持该功能。

要使用滑行输入来输入字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触摸您想要输入内容的位置，以打开键盘。
2. 将手指缓慢滑过要输入字词的对应字母。
3. 当所需的字词显示在浮动预览中或建议栏中间时，松开手指。要选
择建议栏中的其他字词，触摸该字词即可。

如果在滑行输入时未能获得所需的字词，也可以手动输入。如果希望

更改滑行输入的某个字词，请触摸该字词以在建议栏中查看其他可供

选择的字词。

提示：如果您想要强调某些字母，可以将手指停留在该字母上

一段时间，然后再移至下一个字母上（例如，当键盘上显示了与

所需字词相近的字词时）。

使用滑行输入无需使用空格键

您在使用滑行输入时无需使用空格键，只要继续在想输入的字母上滑

动手指，然后抬起手指即可开始输入下一个字词。

要更改滑行输入设置，请依次转到设置 > 语言和输入
法 > 键盘和输入法 > Android键盘。然后触摸设置，并
查看滑行输入下的内容。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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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词典

要管理键盘词典，请依次转到设置 > 个人 > 语言和输入法。

个人词典

您可以向个人词典添加自己的字词，以便让设备记住这些字词。要添

加字词或词组（包括可选的快捷键），请触摸您所使用的键盘旁边的“设

置”图标，然后触摸个人词典和想修改的词典的语言，接着再触摸“添

加”图标。

附加词典

1. 触摸 Google键盘或您所使用的其他任何键盘旁的 “设置” 
图标。

2. 触摸附加词典。
随后，屏幕上会显示其他语言的词典，可供您下载至自己的设备。

3. 触摸您需要的词典，然后触摸安装。

语音输入

在大多数可以通过屏幕键盘输入文字的地方，您都可以通过语音输入

文字。

1. 触摸某个文本字段，或触摸文本字段中所输入文字的某个位置。
2. 触摸屏幕键盘上的 “麦克风”键。

3. 当您看到麦克风图像时，即可说出要输入的内容。

您还可以说出“comma”、“period”、“question mark”、“exclamation 
mark”或“exclamation point”来输入标点（仅限英语）。

在您停下时，语音识别服务会将您所说的内容转换成文字输入到文本

字段中，并以下划线显示。您可以触摸“删除”键清除带下划线的文字。

如果您开始输入文字，或通过语音输入其他文字，那么下划线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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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处理您的语音输入，Google随时可能会录制几秒钟的环
境背景噪音，保存到临时存储设备中。此类录音只会暂时保存在设备上，

不会发送到 Google。

要更改您的语音设置，请依次转到设置 > 个人 > 语言
和输入法。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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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用一些应用

所有应用

要查看您的所有应用，请在任意主屏幕上触摸“收藏”

栏中的“所有应用”图标。

该屏幕会显示您的所有应用，包括从Google Play下载
的应用。您可以将应用图标放到任意一个主屏幕上。

在“所有应用”中，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在屏幕之间移动。向左或向右滑动。
• 打开应用。触摸相应应用图标。
• 将某个应用图标放到主屏幕上。触摸并按住应用图标，滑动手指，
然后抬起手指即可将图标放在合适的位置。

• 浏览小部件。触摸“所有应用”中任意屏幕顶部的“小部件”标签。
• 获取更多应用。触摸应用图标列表中的 Play商店图标，或触摸右
上角的“商店”图标。

要从主屏幕删除某个应用图标，但不将其从设备中永久删除，请触摸

并按住该图标，然后向屏幕顶部滑动手指，将该应用放到 “删除”
图标上。

要查看“所有应用”屏幕中某个应用的信息，请触摸并按住该应用，然

后向屏幕顶部滑动手指，将该应用放到 “应用信息”图标上。

所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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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有些应用可能会危害您的个人信息或损害您的设备。不

过，您不必为 Nexus或 Google Play版设备购买防病毒软件。
Google能对应用进行验证，以防止恶意软件安装到您的设备
上。

要控制应用验证，请依次转到 Google设置 > 验证应用。您可
以访问防止有害应用的攻击，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Google Play

Google Play将您喜爱的所有电影、电视剧、图书、音乐、
杂志、应用等汇聚到一处，方便您在自己的任意设备上

享用。要打开 Google Play商店应用，请触摸“Play商
店”图标。

如果您之前曾在 Google Play上购买过内容，那么只要您登录的帐户
与购买该内容的帐户相符，即可在任意 Android设备上享用该内容。
您可以通过以下操作进行确认：

1. 打开 Play商店应用。
2. 触摸左上角的  抽屉式导航栏图标。

您可以在此查看当前帐户或切换到其他帐户、查看已购买的应用及您

的心愿单等。

要选择偏好设置、清除搜索记录和使用用户控制功能，请依次转到菜

单 > 设置。例如，要根据内容分级过滤 Android应用或要求在进行购
买前输入 PIN 码，请触摸内容过滤或密码。

要查看您的内容，请从 “所有应用”屏幕打开任意 Google Play
应用。

Play商店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go/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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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Play支持

有关 Google Play的更多详细信息（包括电话和电子邮件支持选项），
请访问 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电话

如果您使用Nexus或Google Play版手机，则可以从“电
话”应用、“联系人”应用或其他显示联系人信息的应用

或小部件中拨打电话。只要您看到了电话号码，通常都

可以通过触摸该号码来拨打电话。

要给您的某个联系人拨打电话，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主屏幕或“所有应用”屏幕上触摸“电话”图标。
2. 要选择拨打对象，请滚动列表或搜索。
如果键盘挡住了屏幕，您可以触摸“返回”按钮关闭键盘。

3. 要拨打电话，请触摸联系人的姓名。

要查看最近通话，请触摸屏幕底部的  通话记录图标。要使用键盘，
请触摸  键盘图标。

提示：只有在 Nexus 4和 Nexus 5上，Google来电显示才会
识别呼入和呼出号码，即使呼叫者不是您保存在“联系人”应用

中的联系人，通过该功能也能识别出来。

您可以访问使用电话，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电话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g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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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

使用 Gmail应用可通过任意移动设备阅读和编写电子
邮件。要打开该应用，请在主屏幕或“所有应用”屏幕

上触摸 Gmail图标。

但是 Gmail并不仅限于提供电子邮件服务。您可以使用自己的 Gmail
帐户登录 Google的所有应用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Google即时，可在适当的时机为您提供合适的信息
•	 Google日历
•	 “联系人”应用，您的随身通讯录
•	 Google云端硬盘，用于处理文档

在阅读邮件时，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触摸屏幕顶部的图标和菜单可对邮件执行归档、删除、添加标签
或其他操作。

•	 向左或向右滑动可阅读上一个或下一个会话。

整理会话：在收件箱中，触摸并按住某个会话以选中该会话。然后使

用屏幕顶部的图标和菜单管理选中的邮件。

要更改设置、添加帐户或获取帮助，请触摸菜单图标或按钮。

无论您在 Gmail中的什么位置，都可以随时通过触摸屏幕顶部的  
Gmail图标返回收件箱。

在收件箱中触摸相同的图标可打开抽屉式导航栏，其中显示了可用的

帐户和标签等。

您可以访问 Gmail帮助，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Gmail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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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您使用的是Microsoft Exchange，则需要在 “所

有应用”中设置 “电子邮件”应用。

相机

通过“相机”应用，您可以拍摄照片、全景照片、视频和

让人犹如身临其境的 360度 Photo Sphere照片（包
括您头上和脚下的景象）。

要打开“相机”，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锁定屏幕上，从右至左滑动。
•	 在主屏幕上，触摸“相机”图标。

在您首次打开“相机”时，系统可能会问您是否要记录照片位置信息。

此功能可让您利用Google地图精确定位照片的拍摄位置（举例而言）。

快门和其他控制选项位于屏幕底部，漂浮在相机的取景框图像上。

相机图标表示“相机”模式。要采用这种模式拍摄照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对准您要拍摄的对象，直到出现对焦圈。

如果要将焦点放在图片的其他部分，请触摸相应部分。

2. 当对焦圈的括号变色时，触摸快门。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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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查看您刚刚拍摄的图片，请从右向左滑动。
继续滑动可查看您“图库”中的其他图片。

要切换到其他模式，请触摸“模式”图标：

视频

要开始录制视频，请触摸红色的快门按钮。再次触摸该按

钮可停止录制。

全景

要拍摄全景照片，请触摸蓝色的快门按钮，然后沿着场景

缓慢平移镜头，最后再次触摸该按钮以停止拍摄。

Photo Sphere 照片
要拍摄 360度广角照片，请平移或倾斜镜头，直到屏幕中
心的圆圈移到白色的点上并拍下该部分照片为止。请持续

朝着白点移动，完成后触摸快门按钮即可完成拍摄。

要更改相机设置（例如，闪光灯和曝光等），请触摸快门右侧的圆圈。

NEXUS 5提示：Nexus 5提供 HDR+拍摄模式，可自动快速连
拍多张照片，并将这些照片合成一张，实现绝佳的单张效果。白

天拍摄的照片鲜活生动、光影分明；夜间拍摄的照片轮廓清晰、

噪点寥寥。

要启用 HDR+，请触摸快门右侧的圆圈，然后触摸 HDR+。

您可以访问相机和图库帮助，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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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库

“图库”应用可让您轻松浏览通过“相机”应用拍摄的

照片和视频。该应用中还会显示屏幕截图、同步的 G+
或 Picasa相册以及来自其他设备的自动备份。

您可以从以下位置打开“图库”：

•	 “相机”应用。从右向左滑动。
•	 主屏幕。触摸“图库”图标。

要转到“图库”应用的顶层，请触摸左上角的图标。从那里打开下拉

菜单即可查看可用的类别。

在每个类别中，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浏览、剪裁、编辑和标记一组图片，

创建幻灯片，使照片或视频可离线查看，以及将其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可以访问相机和图库帮助，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图库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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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照片

Google+ 照片应用可让您即时浏览与手机或平板电脑
中的任意 Google帐户关联的所有照片和视频。要打开
该应用，请触摸“照片”图标。

Google+ 照片让您可以轻松自动备份您拍摄的所有照片和视频，组织
整理这些内容并与朋友分享。

要浏览您的照片和视频，请触摸屏幕顶部的“照片”图标。

您可以通过抽屉式导航栏执行以下操作：

•	 在该应用与 Google+之间来回切换。
•	 整理和编辑您的照片和视频。
•	 创建和浏览相册。
•	 浏览“自动特效”动画、全景照片或自动为您合成的集体照。
•	 浏览画面里有您的照片。

您可以访问 Google+照片，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Google相册

http://support.google.com/plus/go/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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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应用

“联系人”应用可让您快速找到要联系的任何人。要打

开该应用，请在主屏幕或“所有应用”屏幕上触摸“联系人”

应用图标。

在您首次打开设备并登录 Google帐户时，系统会将该帐户中现有的
所有联系人与您的“联系人”应用同步。此后，您的所有联系人都会在

您的各种设备上或网络浏览器中自动保持同步。

如果您使用的是 Exchange，那么也可以将其中的联系人信息与“联
系人”进行同步。

您可以通过 Gmail、Google Talk和其他应用使用自己的联系人信息。
当您添加其他来源的联系人时，这些联系人会自动同步到所有用得到

的地方。

打开“联系人”应用时，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所有联系人、收藏联系人或群组。从屏幕顶部进行选择。
• 查看详细信息。触摸联系人姓名或群组名称可查看相关详细信息。
• 查看近期活动。查看联系人时，向右滑动手指可查看其近期动态。
• 修改详细信息。查看联系人时，触摸屏幕顶部的图标或 “菜单”

图标可修改或分享联系人详细信息、删除联系人及执行更多操作。

您还可以触摸联系人姓名旁的星标，将联系人添加到您的“收藏”

列表。

• 更改设置。查看主列表屏幕时，触摸菜单可导入或导出联系人、选
择“群组”和“全部”标签的显示选项以及添加或修改帐户。

无论您在查看“联系人”的哪个标签，都可以随时通过触摸屏幕顶部

的 “联系人”图标返回主列表。

您可以访问“联系人”帮助，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联系人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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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聊和短信

“环聊”应用可让您收发聊天消息和视频通话，包括短

信。要打开该应用，请在主屏幕或“所有应用”屏幕上

触摸“环聊”图标。

要发起环聊或发送短信，请触摸“环聊”主屏幕顶部的 “添加”图标，

然后开始输入姓名、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在您输入的过程中，

屏幕上会显示联系人中匹配的姓名和号码。

随后的操作取决于您要发起的环聊类型：

•	 短信：触摸电话号码。
•	 文字环聊：触摸姓名。
•	 视频通话：触摸姓名，然后触摸屏幕顶部的“视频”图标。

要切换信息类型，或要将短信发送至其他电话号码，请触摸屏幕顶部

的下拉菜单。

要调整通知偏好设置及其他设置，请触摸菜单 > 设置。

您可以访问环聊帮助，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Google日历

使用“日历”应用可查看和修改您的日程表。要打开该

应用，请在主屏幕或“所有应用”屏幕上触摸“日历”图标。

首次设置您的Android设备时，您可以将其配置为使用Google帐户（例
如 Gmail）。这样，当您首次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打开“日历”应用时，
屏幕上会显示网络上该 Google帐户中现有的全部日历活动。

环聊

Google日历

https://support.google.com/hang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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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修改活动时，这些活动会自动同步到所有用得到的地方。

要更改日历视图，请从屏幕顶部选择日、周、月或日程。

您可以在上述任意视图中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或修改活动详细信息。触摸某一活动可查看其详细信息。
• 管理活动和日历。触摸屏幕顶部的图标或菜单可搜索或创建活动、
返回当天或调整设置。

要向活动的所有邀请对象发送电子邮件，您可选择以下两种做法：

•	 随时通过“日历”应用打开该活动，然后触摸向参加者发邮件。
•	 如果在即将开始会议或会面之前收到活动通知，您可以向下滑动
通知栏，然后滑动一根手指以展开该通知（如有必要），接着再触

摸向参加者发邮件。

您可以访问“日历”帮助，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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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

大多数应用都有自己的设置，您通常可以通过Nexus设备上的   
菜单 > 设置或部分Google Play版设备上的“菜单”按钮查看这些 
设置。

“快捷设置”能让您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常用的系统设置，例如 WLAN
或亮度。Nexus手机的“快捷设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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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开“快捷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平板电脑上：从任意屏幕的右上角向下快滑。
•	 在手机上：从屏幕顶部向下快滑两根手指。

要从“快捷设置”打开“设置”应用，请触摸“设置”图标。

“设置”应用可控制核心的 Android设置，包括网络、
硬件、位置信息、安全、语言和帐户等方面的设置。

您也可以从 “所有应用”打开“设置”应用。在大多数“设置”屏幕中，
您都可以在相应菜单中选择“帮助”来了解相关详细信息。

以下是主要的系统设置类别。点击链接即可查看相关的帮助文章。

• 无线和网络。WLAN、蓝牙、数据使用情况、Android Beam和相
关设置。

• 设备。声音、电池、睡眠模式和其他显示设置。
• 个人。位置信息、语言和备份 /重置选项。
• 个人 > 安全。密码和证书、应用验证、屏幕锁定和加密。
• 帐户。同步和其他帐户设置。
• 系统。日期、时间、辅助功能和设备信息。

“Google设置”应用中也提供了一些实用设置。

Google设置可让您在一个位置调整常用 Google应用
和服务的偏好设置，包括 Google+、位置信息服务、搜
索服务和 Android设备管理器。

要打开 Google设置，请在 “所有应用”中触摸相应的图标。

设置

设置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networksetting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devicesetting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personalsetting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securitysetting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account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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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在其中执行以下操作：

•	 控制根据您兴趣投放的 Google广告在非 Google应用中的显示
方式。

•	 查看所有具备您 Google帐户信息访问权限的应用，包括您授予的
访问权限类型。



ANDROID快速入门指南  辅助功能 43

6

辅助功能

要使用辅助功能选项，请依次打开设置 > 系统 > 辅助功能。

要查看有关设置这些选项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Nexus辅助功能。为视
障人士提供的选项如下所示：

• 话语提示是由 Google提供的预安装的屏幕阅读器。此服务能够
通过语音反馈向用户描述事件（例如通知）和用户操作（例如打开

应用）的结果。

• 触摸浏览是一项与“话语提示”结合使用的系统功能，当您触摸设
备屏幕时，此功能可以通过语音反馈说出手指触摸处的内容。这项

功能对盲人用户非常有用。

• 辅助功能设置让您能够修改设备的显示选项和声音选项，例如增
加文字大小、更改说出文字的语速等。

如果您有视力障碍但不想使用“触摸浏览”功能，请访问 
support.google.com/android阅读相关的帮助内容（这些内容采用
针对视力正常的用户的格式）。您可以增大字体以便更轻松地阅读和

浏览此材料：只需打开 Chrome，依次转到菜单 > 设置 > 辅助功能，
然后拖动滑块调整文字大小即可。

您也可以尝试放大手势，该功能可放大和缩小（以及暂时放大）您所

触摸的内容。要尝试放大手势，请依次转到设置 > 辅助功能 > 放大手势。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accessibility
http://http://support.google.com/andr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