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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Nokia、Nokia Connecting People、Nseries 和 N76 是诺基亚公司的
商标或注册商标。在本文档中提及的其他产品或公司的名称可能是其各自
所有者的商标或商名。

诺基亚遵循持续发展的策略。因此，诺基亚保留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
对本文档中描述的任何产品进行修改和改进的权利。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在任何情况下，诺基亚或其任何许可证持
有方均不对任何数据或收入方面的损失，或任何特殊、偶然、附带或间接
损失承担责任，无论该损失由何种原因引起。

本文档的内容按“现状”提供。除非适用的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对本
文档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内容做出任何类型的、明确或默许的保证，其中
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和对具体用途的适用性的保证。诺基亚保留在不预
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修订或收回本文档的权利。有关最新的产品更新文
档，请参见 http://www.nokia.com.cn。
产品的供货情况，以及适用于这些产品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可能因地区而
异。有关详情，以及提供的语言选项，请向您的诺基亚指定经销商咨询。

部分操作和功能取决于 SIM 卡和 / 或网络、彩信服务，或取决于设备的兼
容性及支持的内容格式。部分服务可能需另外付费。

有关设备的其他重要信息，请参见《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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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应用于精确的位置测
 GPS 接收机提供的位置数据

找不到卫星信号，请考虑以下

请走到室外以便更好地接收信

请换至空间更加开阔的地方。
，信号强度也可能会受到影

的时间从几秒钟至几分钟不

务对于您位置信息的请求。
置，服务提供商会提供与当
或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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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位 定位

按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 GPS 数据或标记。

标记和 GPS 数据可能需要网络支持 ( 网络服务 ) 或
需要您使用兼容的 GPS 接收机。要启动定位方法，
请滚动至所需方法，然后选择选项 > 启动。

要开始使用支持蓝牙连接功能的兼容 GPS 接收机进
行定位，请选择工具 > 蓝牙。使用蓝牙连接功能连
接 GPS 接收机。有关使用蓝牙连接功能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诺基亚 N76 的 《用户手册》。

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由美
国政府运营，且其准确性和维护也由美国政府完全
负责。定位数据的准确性可能因美国政府调整 GPS 
卫星而受到影响，且可能根据美国国防部民用 GPS 
政策和联邦无线电导航计划作相应更改。卫星排列
位置不合理也会影响定位数据的准确性。能否收到 
GPS 信号及其质量可能因您的位置、建筑物、自然
障碍和天气状况而受到影响。只应在室外 GPS 使用
接收机，这样才能收到 GPS 信号。

GPS 终端设备能接收来自于卫星的低功率无线电信
号，并能测算这些信号的传播时间。通过对传播时
间的计算， GPS 接收机可以确定它所在的位置 ( 精
确到米 )。
本 GPS 中坐标的表示方法采用 WGS-84 坐标系统，
以十进制格式表示坐标的经纬度值。

GPS 只能用作导航助理
量，且您不应完全依赖
进行定位或导航。

关于卫星信号
如果您的 GPS 接收机
几个方面：

• 如果您处于室内，
号。

• 如果您处于室外，
• 如果天气状况较差

响。
• 建立 GPS 连接所需

等。

定位请求
您可能会接收到网络服
根据您的设备所在的位
地相关的信息，如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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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请在标记中滚动至所需
 增加至分类。滚动至您要在
然后将其选定。

或多个标记，请选择选项 > 
储存在信息的收件箱文件夹

序 > GPS 数据。GPS 数据
地的路线指南信息、您当前
息以及旅游信息 ( 例如，到
及路途所需的大致时间 )。
法采用 WGS-84 坐标系统，
的经纬度值。

设备必须已经与兼容 GPS 
 接收机必须至少从三颗卫星
您当前所在位置的坐标。

请选择导航。请在室外启动
室内启动该功能，兼容 GPS 
接收到必要的信息。

屏幕上的旋转指南针。指南
的地的方向，而到达目的地
南针的圆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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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接到位置请求时，设备屏幕上会显示一条信息
以说明发出请求的服务。选择接受允许发送您的位
置信息，或选择拒绝拒绝请求。

标记 
按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 标记。使用标记，可以
将特定位置的定位信息储存在您的设备中。您可以
按不同的类别 ( 如办公 ) 对已储存的位置信息进行分
类；还可以向其中增加其他信息 ( 如地址 )。您可以
在兼容的应用程序 ( 如 GPS 数据 ) 中使用已储存的
标记。

本 GPS 中坐标的表示方法采用 WGS-84 坐标系统，
以十进制格式表示坐标的经纬度值。

要创建新标记，请选择选项 > 新标记。如果您的设
备已连接至兼容 GPS 接收机，您可以发送定位请
求，以便获知您所在位置的坐标。选择当前位置可
提取定位信息。要手动输入定位信息，请选择手动
输入。

要编辑已储存的标记，或向其中增加信息 ( 如街道
地址 )，请滚动至所需标记，然后按 。滚动至所
需栏位，然后输入信息。

您可以按照预设的类别对标记进行分类，也可以创
建新类别。要编辑 / 创建新的标记类别，请在标记
中按 ，然后选择选项 > 编辑分类。

要将标记增加至某一类
标记，然后选择选项 >
其中增加标记的类别，

要向兼容设备发送一个
发送。您接收的标记将
中。

GPS 数据 
按 ，然后选择应用程
用于提供指向选定目的
所在位置的相关位置信
旅游目的地的大致距离

本 GPS 中坐标的表示方
以十进制格式表示坐标

要使用 GPS 数据，您的
接收机建立连接。 GPS
接收位置信息才能计算

路线指南
要使用路线指南功能，
路线指南功能。如果在
接收机可能无法从卫星

路线指南功能使用设备
针的红色箭头指明了目
的大致距离则显示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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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以及平均速度和最大
新一轮计算。选择重新启动
设置为零。

且可能出现舍入误差。精确
GPS 信号及其质量而受到影
版权所有 © 2006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定
位 路线指南用于显示到达目的地的最直接的路线和最

短的距离 ( 该距离是指直线距离 )。这里会忽略路线
中存在的所有障碍物 ( 如建筑物和自然障碍物 )，在
计算距离时也不会考虑高度上的差异。路线指南功
能只有在您处于移动状态时才可用。

要设定旅行目的地，请选择选项 > 设定目的地，然
后选择一个路标作为目的地，或者输入目的地的纬
度和经度坐标。选择停止导航可清除您设定的旅行
目的地。

提取位置信息
要查看您当前所在位置的位置信息，请将设备连接
至兼容 GPS 接收机，然后选择位置。屏幕上将显示
该位置的精确度估计值。

要将您当前所在的位置储存为标记，请选择选项 > 
储存位置。标记就是包含更多信息的已存位置，它
们也可用在其他兼容应用程序中或在兼容设备间传
送。

里程表
选择旅行距离 > 选项 > 启动可启动旅行距离计算，
选择停止则可关闭该功能。计算出的数值会保留在
屏幕上。请在室外使用此功能以便更好地接收 GPS 
信号。

选择重设可将旅行距离
速度设置为零，并启动
还可将里程表和总时间

里程表的精确度有限，
度也可能因是否收到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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