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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键盘 
设置闹钟 

有设定闹铃时， 
按钮将显示蓝色 

照相机 
拍下照片和亲戚
朋友们分享 

医疗保健 
吃药时间提醒闹
钟 

保养 
每日喝水，运动，
心情提醒与记录，
每周健康日志 

便捷键 

设置 

联系人 
添加或呼叫联系人，
设置联系人头像 

学习 
每天都有新内容， 
与好友分享 

地理位置 
地理定位，分享
地理位置 

紧急号码 
急救电话，联系紧
急联系人 



照相机 



照相 

点击照相机 对准模特，点击照相机 如果您不想照相，点击
返回键 



保留／删除照片 

点击 保留照片 点击 删除照片 



观看照片 

请选右边的按钮来观看
拍过的照片 用关心包软件所拍过的照片就会在“Silverline”的项目内保

存 

iOS 7 iOS 6 



联络人 



让“关心包软件”收录 
到联络人资料 

点击添加键 请选着电话号码，
FaceTime 或 Skype来 
记录联络人的通知资料 

如何添加联系人和联系人照片 



点击“号码”输入号码 点击“姓名”输入联系人名字 选择照片来源 

如何添加联系人和联系人照片 



点击完成，保存联系人资料 联络人资料保存成功 

如何添加联系人和联系人照片 



呼叫联系人 

查找联系人，向左／右
滑动 

点击四方形格按钮来看
联络人的画像 点击 [拨打] 



删除联络人资料 

选择铅笔形的按钮 选择 “取消”的按钮 选择 “删除”按钮来肯定 



编辑联系人 

点击编辑键 点击“号码”输入号码；点击
“姓名”输入姓名 

点击“返回”取消编辑，或“
完成”保存联系人 



VoIP 通话 (Facebook/Skype) 

在记录联络人资料时用FaceTime或者Skype。 
记录完毕之后您就可以将这些设备来保存联络。 



请留意 

您的联络人资料是跟着从旧到新的次序排起。 



医疗保健 



设定提醒 

点击[开闹声]设定闹铃；
点击 [止闹]取消闹铃 

设定常规闹铃，点击[天天] 
设定单次闹铃，点击[一次] 



吃药提醒 

如果您还没有吃药, 请按 [没
有，稍后] ，系统会在10分

钟后自动提醒您吃药 

提示框将会按时弹出 

如果您吃了药，请点[是] 
关闭提示框 



学习 



如何使用应用软件 

上下滑动 点击爱心添加 
“我的最爱” 



丰富内容 

图片 播客，点击收听听取 视频，点击播放观看 



分享内容 

点击[分拨]分享照片 选择“联络人分享”，“保
存至相册”或“印刷” 



按类别浏览 

点击[所有类别]查看选项 选择类别, 点击旁边对应按钮 



移出“我的最爱” 

点击“我的最爱”旁边的
按钮 点击“爱心” 点击 [移出] 



保养 



保养通知 

保养通知会在早晨十点, 下午两点和傍晚六点时候提醒您记录您的心情，水量和运动程度 



保养通知 

保养通知到的时候，按钮上会出现惊叹号 



如何使用应用软件 

左右滑动应用软件 上下滑动屏幕查看 



Daily Water Intake 

记录今天所喝的水量 每喝一杯水, 请按 [+] 看前四天的记录 



每日运动 

记录今天的运动成果 看前四天的记录 



每日心情 

记录您今天的心情 看前四天的记录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让关心包软件收到您的地理位置 



与联系人分享地理位置 

点击 [分享地址] 点击[分享地址] SMS App opens with 
current location and contact 



紧急情况 



定人生资料 

按“定人生资料”的钮 打进自生资料 自生资料完毕 



拨打急救电话 

呼叫救护车或火警, 拨打 
[995] 报警，拨打 [999] 



设置紧急联系人 

点击 [定电话号码] 输入联系人信息 选择适当的面画 



闹钟 



设置闹钟 

点击[开]设定闹钟 
点击[关]取消闹钟 

设置常规闹钟，点击[每日] 
设置单次闹钟，点击[一次] 



便捷键 

点击便捷键快速选择常用功能（上网，发送短信，音乐库，地图） 



设置 

选择设置 选择想改的设置 



显示阴历 

选择设置 当显示阴历在“开”的姿势时候，阴历就会在这儿 



设定云帐户 

点击［设置］ > [iCloud] 设置云帐户信息 



查看／备份云服务 

确保 ‘查找我的iPhone’ 
已打开，点击 
[储存与备份 ] 

点击 [立即备份]把资料

在云服务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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