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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 2010 诺基亚。保留所有
权利。

诺基亚、 Nokia、 Nokia 
Connecting People 和诺基
亚原厂配件标志是诺基亚
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简介

使用诺基亚自行车充电器 
套件，您可以通过自行车
上安装的瓶式发电机对兼
容诺基亚设备中的电池进
行充电。

安装该套件，再将充电器
连接到移动设备上的 2.0 
毫米充电器插孔中，然后
开始骑行，同时使发电机
正对自行车的车轮。

该套件只能用于普通 （实
用）自行车。

如果充电器和移动设备正
确连接到自行车，该产品
可在崎岖的地形上使用。

安装和使用此产品前，请
仔细阅读本手册。 另外，
请阅读您的自行车用户手
册，以及此套件所连接的
诺基亚设备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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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可能包含一些微小
部件。请将其放置在儿童
接触不到的地方。

警告：本设备的插
头可能含有少量
镍。对镍过敏的人
群可能会因为皮肤
长期接触这些插头
而产生过敏反应。

兼容的移动设备

只能将该套件与配备了 
2 毫米充电器插孔的兼容
诺基亚移动设备一起使
用。

有关最新信息，请访问 
www.nokia.com/support。

部件

如标题页上所示，本产品
包含下列部件：

• 诺基亚自行车充电器 
DC-14：充电线缆 (1)、
接地线缆 (2)、电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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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自行车的瓶式发
电机：安装支架 (4)、控
制杆 (5)、摩擦辊 (6)、电
缆卡锁 (7)、发电机位置
调节螺栓 (8)

• 其他部件：诺基亚自行
车支架 CR-124 (9)、独
立接地线 (10)、独立电
线 (11)

常规安全说明

请遵守当地的所有相关法
律法规。骑车时双手应紧
握车把。骑车时首先要考
虑交通安全。仅当在所有
骑行条件下均可确保安全
时，才能使用本产品。

安装本产品时，请确保其
不干扰或妨碍自行车的转
向或刹车系统。

请勿将本产品安装在发生
事故或碰撞时可能与您接
触的位置。

在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或
在高温环境下，充电器或
发电机可能非常热。在长
时间骑行之后的几分钟
内，请勿触摸发电机。

安装不当可能导致发电机
掉落在自行车辐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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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妨碍车轮行进。骑行几
公里后，请确保发电机仍
牢靠地固定在位。此后，
请在每次骑车之前检查一
下发电机是否固定牢靠。

发电机安装不当会导致骑
行过程中增加行驶阻力以
及造成轮胎过度磨损。

在骑车时，请不要尝试将
充电器连接到移动设备，
也不要拨打或接听电话。

安装发电机

请仅使用随充电器一起提
供的发电机。

将发电机安装到安装支架
要将发电机安装到安装支
架，请使用提供的螺栓、
螺母和垫圈 (12)。确保将
支架牢牢固定在发电机
上。

将支架安装至前叉
要将安装支架安装至自行
车的前叉（直径为 10 到 
32 毫米）右侧，请使用提
供的螺栓、螺母和螺丝钉 
(13)。确保将支架牢牢固
定在前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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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发电机并使其正对
轮胎
要安装发电机并使其正对
轮胎，请将摩擦辊置于适
当的角度、高度，并与轮
胎保持适当的距离 (14)，
以便在您按控制杆时，摩
擦辊能够适当地接触轮胎
的侧边 (15)。使用调节螺
栓正确调节发电机的位置 
(16)。
要使摩擦辊与轮胎分离，
请沿远离轮胎的方向拖动
发电机 (17)。

连接独立电线
要将独立电线连接至发电
机，请用力向上按住发电
机底部的卡锁 (18)，将电
线裸露端穿入孔中 (19)，
然后释放卡锁将电线锁定
到位。

连接独立接地线
要将独立接地线连接至安
装支架，请将接地线接口
置于螺母下 (20)，然后拧
紧螺栓以将接地线锁定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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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充电器和移动设备

将充电器安装至车把
要将充电器和诺基亚移动
设备安装至车把，请使用
随附的诺基亚自行车支架 
CR-124。 该支架只能用于
非分体式的移动设备。

将支架放在车把上方，将
充电器放在车把下方 
(21)。将支架的紧固带穿
过充电器上的狭槽 (22)。
支架随附一个塑料袋。 充
电时，您可以将移动设备
放在这个塑料袋中。

连接线缆
要将充电器线缆连接至固
定至发电机的电线以及固
定至安装支架的接地线，
请按相应线缆的两端，使
其相互连接 (23)。
使用随附的可移动线缆扎
带将线缆固定至头管。确
保充电器安装正确 (26)。
要从电线或接地线断开充
电器线缆，请握住线缆接
口，旋转任意一个接口 
(24)，然后将两个接口分
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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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移动设备安装至车把
将移动设备放在支架上。
轻轻拉伸支架紧固带，使
其穿过移动设备的顶部和
底部 (27)。确保移动设备
牢牢固定在位，并安装正
确 (28)。
要在不使用时将支架固定
在车把上，请将支架紧固
带轻轻拉伸至车把上方，
然后将紧固带穿至充电器

上的凸舌之后 (29)。确保
支架牢牢固定在位 (30)。

将充电器连接至移动设备
将充电器线缆插入诺基亚
设备上的 2.0 毫米充电器
插孔中。

如果同时将发电机连接至
头灯，您的设备将不会正
常充电。

使用发电机对电池进行充电

确保将充电器连接至您的
移动设备。

按发电机的控制杆，以便
摩擦辊接触轮胎。

开始以超过 6 公里 / 小时 
(4 mph，即正常的步行速
度 ) 的速度骑自行车。如
果骑行速度过慢，即使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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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速度，也不会开始充
电。这种情况下，请停下
自行车，然后将充电器线
缆与移动设备断开连接几
秒钟。

在骑车时，如果您将移动
设备与蓝牙耳机结合使

用，则充电器输出可能不
足以为移动设备充电。

如果您的诺基亚设备看起
来不在充电，请从设备上
的充电器插孔中断开充电
器线缆，等几秒钟后再重
新连接。

小心使用您的设备

请小心处理您的设备和配
件。下列建议将帮助您有
效使用保修服务。

• 保持设备干燥。雨水、
湿气和各种液体或水分
都可能含有矿物质，会
腐蚀电路。如果设备被

打湿，请将其完全晾
干。

• 请勿在有灰尘或肮脏的
地方使用或存放设备。
这样会损坏它的可拆卸
部件和电子元件。

• 不要尝试打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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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扔掷、敲打或摇晃
设备。粗暴地对待设备
会毁坏其精密的构造。

• 必须使用清洁、干燥的
软布清洁设备表面。

• 请勿用颜料涂抹设备。
颜料会阻塞可拆卸部件
从而影响正常操作。

回收
请务必将废旧的电子产
品、电池以及包装材料送
交到专门的回收点。这样
可以帮助防止不受控制的
废弃物处理并帮助推动材
料回收。请访问 
www.nokia.com.cn/
werecycle 或使用移动设备

访问 www.nokia.mobi/
werecycle，了解产品的环
保信息以及如何回收诺基
亚产品。

产品、电池、印刷品
或包装上带有叉号的
四轮回收车标志提醒
您，当所有电气和电

子产品、电池和蓄电池的
使用寿命终结时必须将其
送至单独的回收站。此要
求适用于欧盟。请勿将这
些产品作为未分类的市政
废物处理。有关设备环境
属性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okia.com/
eco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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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ROHS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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