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G OptimusXHD 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機規格規格規格規格/功能表功能表功能表功能表 
  

照片 

                                

上市日期  2012 年 7月 16日 

 

來電辨人 ■有 □無 

基 

 

本 

 

規 

 

格 

 

頻率系統 
GSM 850/900/1800/1900; 

HSDPA 900/2100 
來電大頭貼 ■有 □無 

作業系統 Android Ice Cream Sandwich 4.0 聲控撥號 ■有 □無 

處理器 Quad-core 1.5 GHz 聲控應答 □有 ■無 

記憶體 1GB RAM, 使用者記憶體 16GB 免持擴音 ■有 □無 

尺寸 132.4x 68.1x 9.19 mm 通話中錄音 □有 ■無 

重量 141g 

影

音

支

援

 

 

 

影片支援格式   MPEG4 , H.263, H.264 

通話時間 2G至多 9小時, 3G至多 10小時 圖片支援格式 JPEG, BMP, WBMP, GIF, PNG 

待機時間 
2G至多 730小時, 3G至多 680小時

音樂播放格式 
MP3, AAC, AAC+, AAC-LC, AMR-NB, 

WMA, WAV 

電話簿 視記憶體容量 FM收音機 ■有 □無 

電話簿群組 
可設定群組 

錄影/視訊播

放 ■有(視記憶體容量) ■有聲 ■無聲  □無 

電池 2150mAh鋰電池 錄音 ■有 ■不限時間 (視記憶體容量)   □無 

機身顏色  黑、白 背景音樂 □有 ■無 

外觀設計 ■無天線 □吊飾孔 □更換彩殼 等化器 □有 ■無 

機身設計 □摺疊 ■直立 □滑蓋 □旋轉 記

憶

 

空

間

內建記憶體 ■有 16GB   □無 

螢幕設計 ■單螢幕 □雙螢幕 ■觸控式螢幕 擴充記憶卡 
■有 microSD 卡 (最高支援至 64GB)   □

無 

螢幕解析度 
1280 X 720 pixels (4.7吋 True HD 

IPS) 其

他

功

能

 

E-Mail 
SMTP/POP3/IMAP4, Microsoft Exchange 

support 

螢幕色彩 16百萬色 ■TFT □ STN □ OLED JAVA / 版本 ■有 □無 

 網路服務 ■Browser ■ GPRS (class12) GPS/AGPS ■有 (支援照片地理位置標記功能)□無 

簡 

訊 

簡訊儲存容量 視手機記憶容量 飛航模式 ■有 □無 

簡訊形式 
■SMS ■MMS ■Email ■IM ■Push 

email 

Polaris 

Viewer 
■有(XLS, PDF, DOC, PPT,TXT) □無 

中文輸入法 ■注音 ■T9 ■筆劃 ■手寫 

工具 

Push mail (Email整合MS exchange, 以

及 Gmail 等 POP3/SMTP/IMAP4 郵件信

箱)、Polaris office、語音記錄器、計算機、

鬧鐘、字典、Google 日曆/地圖/Talk/郵

件、Android Market、YouTube、Smart

Share、音樂播放器 

相 

機 

功 

能 

 

內建數位相機 
■有 800 萬畫素+130萬前置鏡頭   

□無 

內建閃(補)光燈 □有 ■無  

 

 

 

USP 

1. LG 年度旗鑑四核智慧型手機，主打超
大 4.7吋 TRUE HD IPS面板的極致畫面
呈現與四核心高速的飆網與多媒體體
驗快感。9.19mm的超薄厚度，與金屬
邊框﹑背蓋壓紋的高質感設計，強調優
於同級手機的最佳瀏覽經驗。 

自動對焦 ■有 □微距 □無 

變焦功能 ■ 數位變焦 4x □無 

連拍功能 ■最多 6連拍 □無 

自拍定時器 ■有 (3 / 5 /10秒) □無 



功能特色 

自動/手動對焦、臉部追蹤、白平衡、

ISO 調整、色彩效果、連拍、全景拍

攝、計時器、自動檢視、標籤地點、

情境模式(人像,自然風景,運動,夜景,

黃昏) 、自動檢視 

2. 搭載最新 ICS平台，外型設計時尚簡
約，訴求 1.5GHz四核高效運算與瀏覽。
多工訴求與專屬省電核心，讓手機應用
更臻於智慧人性化操作的境界。 

3. 800萬畫素相機，強調零失誤時光記憶
快門設計，並另外支援 1080p @60fps
錄影。可任選自動/手動對焦，選擇圖片
解析度，並支援微距拍攝; 提供多種拍
攝模式;提供照片後製(角度旋轉、剪輯
等)，可即時將照片上傳至 Picasa、
Twitter、Facebook與好友分享; 不限時
錄影(視記憶體容量) 。 

4. 影音畫面可再欣賞的同時，再同時叫出
選單，支援兩個影片檔同時播放。玩遊
戲與電視欣賞時，也支援同時呈現不同
的畫面在手機與大螢幕之上。 

5. 透過WIDGET直接連結熱門社群軟體
Facebook和 Twitter，以及My Space，
讓您無縫溝通，分享心情無時差! 

6. 內建 Google 日曆、郵件、地圖、Talk
即時通、 YouTube、Android Market，
隨時同步化，展開無限可能的全面智慧
行動生活! 

7. Google語音搜尋功能，讓使用者用
speech-to-text的方式搜尋網頁，而且
支援繁體中文搜尋，讓習慣中文環境的
您更便利。 

8. 內建 GPS/AGPS模組,支援 Geo-tagging
地理標記照片功能,Google地圖定位,以
及各式各樣Market免費導航、定位、
軌跡軟體應用。 

9. 地方資訊軟體，透過定位提供您身處週
遭之餐廳、飯店、觀光景點、提款機、
加油站等所需便利資訊，亦可自行建立
所需資訊欄位。 

10. 預載多項生活智慧應用程序，讓您可以
更輕鬆的利用各項應用程式，享受影音
娛樂、電玩遊戲、照片編輯、甚至是社
群整合帶來的即時便利性。 

11. 3.5mm公規耳機插孔，外接高音質喇叭,
滿足多樣化選擇。 

資 

料 

傳 

輸 

藍牙(Blue Tooth) 
■有(4.0高速傳輸+低功耗) ■ 

A2DP □無 

紅外線(IrDA) □有 ■無 

USB介面 
■有(2.0) (支援USB Modem) ■隨身

碟功能 □無 

Active Sync ■有 □無  

TV-OUT □有 ■無 

Wi-Fi ■有 □無 

Pictbridge □有 ■無 

 

鈴聲 □自編鈴聲  ■下載 標準配件 

■手機 ■2,150mAh原廠鋰電 1個 ■耳

機 

■旅充接頭 ■傳輸線 ■說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