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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和组成部分
听筒 (1)
大屏幕 (2)
左选择键 (3)
中选择键 (4)
右选择键 (5)
音量键 (6)
四方向导航键 (7)
可向上、下、左、右方向滚
动。还可作为指向选定功能
的快捷键

通话键 (8)
一键通键及照相机
释放键 (9)
红外接口 (10)
结束键和电源键 (11)
充电器插孔 (12)
配件插孔 (13)
麦克风 (14)
长按 0 键直接接入
移动梦网 (15)

扬声器 (16)
照相机镜头 (17)
小屏幕 (18)

安全事项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手机的《用户手册》。手机
的《用户手册》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信息以及维护和保养
的信息，因此请勿以本《快速入门》取代完整的《用
户手册》。

安装 SIM 卡和电池

9241445_6102_QSG_zh.fm  Page 2  Wednesday, June 29, 2005  5:37 PM



开机和关机

警告：当禁止使用手机或手机的使用会引起干扰
或危险时，请不要开机。

按住结束键。

如果手机要求输入 PIN 码或 UPIN 码，请输入所需密码 
(屏幕上会显示为 ****)，然后选择确认。

配置设置
要使用部分网络服务，如移动互联网服务、彩信、诺基
亚 Xpress 声音信息或远端互联网服务器同步，您需要在
手机中储存正确的配置设置。

即买即用服务

首次开机时，手机可能要求您加载服务供应商的配置设
置 (网络服务)。

配置设置服务

您也可以通过配置信息直接请求设置。请向您
的网络运营商、服务供应商、邻近的诺基亚指
定经销商咨询是否提供了此类服务及更多相关信息，或
可访问诺基亚中国网站：http://www.nokia.com.cn。

接听或拒绝接听来电

若手机连接了兼容耳机，则也可以按耳机上的遥控键来
接听来电和结束通话。

待机状态下的快捷方式
• 要显示已拨电话号码的列表，请按一下通话键。

滚动至所需号码，然后按通话键可拨打电话。

• 要启动网络浏览器，请按住 0。
• 要呼叫您的语音信箱，请按住 1。
• 使用导航键作为快捷键。

要定义您的个人快捷操作，请选择功能表 > 设置 > 
个人快捷操作。

翻盖合上时 翻盖打开时

接听来电 打开翻盖 按通话键

结束通话 合上翻盖 按结束键

拒绝接听
来电

打开翻盖

并

在 1.5 秒钟内按结
束键

按结束键或
合上翻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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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功能
选择功能表可进入以下手机功能：

中国移动
您可以使用待机状态下的右选择键或功能表接入中国移
动提供的门户网站及服务。功能表的名称和图标根据中
国移动要求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向中国移动咨询。

中国移动可能通过服务信息更新此功能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第 71 页的“服务信箱”。

您可以通过在待机状态下按右选择键或在功能表菜单中
选择中国移动进入中国移动门户网站或服务。请致电中
国移动服务热线 1860 查询此菜单下的服务详情。

信息 创建、发送、打开和管理信息：文字信
息、彩信、声音信息、语音信息和电子
邮件 (网络服务)

通话记录 列出未接来电、已接来电和已拨电话的
信息

通讯录 在 SIM 卡和手机存储器中储存姓名和电话
号码

设置 对情景模式、主题元素、铃声、快捷操作
进行个性化设置及设置其他功能

中国移动 接入中国移动提供的门户网络和服务

我的收藏 管理图案、图像、视频短片、录音和铃声

影音天地 启动照相机、收音机和语音备忘功能

事务管理器 进入闹钟、日历、待办事项、计算器和其
他实用的功能，以管理您的日常事务

百宝箱 启动游戏和附加程序

一键通 通过按一键通键进行直接的语音通信 (网
络服务)

移动梦网 接入移动互联网服务 (网络服务)

SIM 卡应用 SIM 卡提供的附加服务
本页示意图片仅供用户参考，请以最终用于市场销售的软件及中国移动提供的网页为
准。

使用中国移动功能表前请将手机设置到正确的日期，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数据连接。

如果你没有开通 GPRS 服务，请不要选择操作 > 重新下载。选择此功能会造成预置内
容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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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簿管家
号簿管家是中国移动为客户提供的以通讯录为基础的业
务。可随时备份或恢复手机号簿，保持手机号簿和网络
号簿的同步，解决换机或丢机时的号簿恢复难题。

为方便用户的使用， N6102 在“同步”功能表中预设了
中国移动“号簿管家”参数设置，在上网开通了此项服
务后，可实现方便快捷的通讯录同步操作。

步骤一：用手机 GPRS 上网开通“号簿管家”业务

• 在手机待机状态下选择捷径 > 号簿管家开通/取消业
务 

• 或进入 功能表 > 移动梦网 > 书签 > 号簿管家开通/取
消业务   

• 或通过手机浏览器直接连接网页，功能表 > 移动梦
网 > 输入网址 > http://pim1.monternet.com       

步骤二：备份或恢复手机号簿，与网络号簿进行同步

• 在手机待机状态下 选择捷径 > 同步     
• 或进入功能表 > 事务管理器 > 同步 > 服务器同步 > 

开始同步   

照相机

拍摄相片

选择功能表 > 影音天地 > 照相机 > 拍摄，
或可按照相机释放键。要继续拍摄相片，请选择返回；
要通过彩信发送相片，请选择发送。手机会将相片储存
至多媒体资料 > 图像。

自拍

选择功能表 > 影音天地 > 照相机。合上翻盖并使用小屏
幕作为取景窗口。按照相机释放键。打开翻盖以查看拍
摄的相片。

录制视频短片

选择功能表 > 影音天地 > 照相机。要选择摄像模式，请
向左或向右推动导航键，或选择操作 > 摄像，然后选择
录制。要停止摄像，请选择停止。手机会将视频短片储
存至多媒体资料 > 视频短片。

收音机
调频收音机使用的天线并不是手机的天线。
您需要为手机连接兼容的耳机或配件才可以
使调频收音机功能正常操作。

将兼容耳机连接至手机，然后选择功能表 > 影音天地 > 
调频收音机。使用音量键可调节音量。

储存广播频道

1. 要启动频道搜索，请选择并按住  或 。要以 
0.05 兆赫为间隔更改广播频率，请快速按  或 

。

2. 要在第 1 至 9 号存储位置上储存频道，请按住相应的
数字键。要在第 10 至 20 号存储位置上储存频道，快
速按 1 或 2，然后按住所需数字键 (0 至 9)。

3. 输入频道的名称，然后选择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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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储存的广播频道

要切换广播频道，请按耳机上的遥控键，或选择  或 
，再或快速按相应的数字键。

诺基亚 Xpress 声音信息
以便捷的方式创建声音信息，并通过彩信
服务发送 (网络服务)。

创建声音信息

选择功能表 > 信息 > 新建信息 > 声音信息。选择  开
始录音；选择  停止录音。要发送信息，选择发送 > 
最近常用联系人、至电话号码、至电子邮件地址或发送
至多人。您也许还能够使用更多选项，这依赖于您的网
络运营商。

从列表中选择联系人，或可输入或在通讯录中搜索收信
人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选择确认以发送信息。

接收声音信息

当手机接收声音信息时，屏幕上会显示收到 1 条声音信
息字样。选择播放可播放声音信息。

主题元素
要为手机注入更多个性？
选择功能表 > 设置 > 主题
元素，然后尽情挥洒您的
创意。使用丰富的颜色模
式和背景图像，展现时尚
设计师的风范。选择选择
主题元素打开主题元素文
件夹。浏览各主题元素，
然后为手机选择需要的主
题元素。选择主题元素下
载打开链接列表以下载更
多主题元素。

提示音设置
为主题元素增加独特的铃声，以对您的手机进行
个性化设置。选择功能表 > 设置 > 提示音设置 > 铃声或
信息提示声。选择打开多媒体资料以浏览提示音，然后
选择手机使用的铃声。

要从网络下载更多铃声，请选择功能表 > 网络 > 下载链
接 > 铃声下载。除原音铃声 (True Tone) 和合成音铃声
外，您还可以下载 MP3 格式的铃声。

9241445_6102_QSG_zh.fm  Page 6  Wednesday, June 29, 2005  5:37 PM



通过网络提供的诺基亚技术支持
有关本《快速入门》的最新版本、附加信息、可下载内
容，以及与您的诺基亚产品相关的服务，请访问诺基亚
中国网站 (http://www.nokia.com.cn)。

PC 套件
使用诺基亚 PC 套件，您可以轻松地从 PC 向手机传送铃
声等内容。您也可以在手机和 PC 间同步不同的日程表
和内容。您还可以轻松地向 PC 传送使用手机拍摄的相
片。请从诺基亚中国网站 (www.nokia.com/support) 下载
诺基亚 PC 套件。

版权所有 © 2005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在未经诺基亚事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严禁以任何形式复制、

传递、分发和存储本文档中的任何内容。

诺基亚、Nokia、Nokia Connecting People、Xpress-on (随心换) 
和 Pop-Port 是诺基亚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在本文档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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