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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诺基亚、Nokia、Nokia Connecting People 和 Po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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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名称可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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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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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诺基亚 N72。

■安装 SIM 卡和电池
将所有 SIM 卡放在小孩接触不到的地方。
取出电池前，请务必关闭设备并断开设备与充电器的连接。
1. 使设备背面朝上，按释放按钮 (1)，然后沿箭头所示
方向滑动后盖 (2)。

2. 提起后盖 (3)。

3. 要释放 SIM 卡卡夹，请提起卡夹 (4)。

4. 插入 SIM 卡 (5)。确保 SIM 卡和设备的金色触点相互
正对，且 SIM 卡的切角朝向设备的底部。

5. 合上卡夹并使其锁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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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装入电池 (6)。

7. 重新安装设备后盖。

插入存储卡
仅可使用经诺基亚认可、适用于此型号设备的兼容微型多媒体存储卡 (Reduced 
Size MultiMediaCard, RS-MMC)。诺基亚采用经认可的存储卡行业标准，但并非
所有其他品牌的存储卡均可在本设备中正常使用或与本设备完全兼容。其他存
储卡，如安全数字卡 (Secure Digital Card, SD Card)，则不仅无法装入存储卡插
槽，而且与本设备不兼容。使用不兼容的存储卡不仅可能毁坏存储卡和设备，
而且可能破坏卡内储存的数据。
使用兼容存储卡可节省设备的存储空间。您还可以将设备中的信息备份至兼容存储
卡，例如：

� 微型存储卡 (RS-MMC) 。

� 存储卡 (MultiMediaCard，MMC) 适配器 。

当您在诺基亚 N72 中使用微型存储卡时，不需要适配器。如果要在配有普通存储
卡 (MultiMediaCard) 插槽的其他兼容设备中使用微型存储卡，则需要借助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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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设备中可能已插入了兼容存储卡。
1. 要插入存储卡，请打开存储卡插槽的小门 (7)。将指
尖放在小门顶部的凹处，然后将小门拉出。

2. 将兼容存储卡插入插槽 (8)。确保存储卡的触点朝
上，且切角朝向设备的底部。

3. 推入存储卡 (9)。当存储卡锁定到位时，您会听到喀
哒声。

4. 合上插槽的小门。如果插槽的小门处于打开状态，则不能使用
存储卡。

弹出存储卡
1. 打开存储卡插槽的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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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存储卡使其从插槽中弹出。
3. 取出存储卡。如果设备处于开机状态，请选择确认。

 重要须知：不要在读取存储卡的过程中取出存储卡。在操作
中取出存储卡不仅可能毁坏存储卡和设备，而且可能破坏卡内储
存的数据。

为电池充电
1. 将兼容的充电器插到电源插座上。
2. 连接电源线和设备。电池电量指示条开始滚动。设备
充电时可正常使用。如果电池电量已完全耗尽，则可
能需要等待几分钟才能看到充电指示条。

3. 当电池完全充电后，指示条停止滚动。此时，请先断开充电器与设备的连接，再
从插座上拔出充电器。

耳机
将兼容耳机插入设备的 Pop-PortTM 插孔。

 警告：使用耳机可能削弱您听到外界声音的能力。
因此，请不要在可能威胁到您的安全的情况下使用耳
机。
要使用标准的 3.5 毫米立体声耳机，请使用诺基亚音频适
配器 AD-49。请将适配器线插入诺基亚 N72 的 Pop-PortTM 插孔，将耳机插入适配器
顶部的插孔。
要接听来电或结束通话，请按通话键 。通话时，请对着通话键右上角的麦克风讲
话。要调节音量，请使用设备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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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和组件
�  电源键 (1)

� 扬声器输出口 (2)
� 光线传感器 (3) 可持续感测光线条件，这样在光
线不足的情况下，屏幕和键盘将闪烁。

�  选择键 (4)，可选择命令和内容

� 通话键 (5)

� 五方向滚动键 (6)，可滚动浏览功能表。按
滚动键的中央 ( ) 可执行选择、接受或启动等
操作。

� 功能表键 (7)，可打开主功能表

� 编辑键 (8)，可在编辑文字时打开命令列表

� 麦克风 (9)

� 按住  (10) 可快速建立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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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键 (11)，可删除文字和内容

� 音乐键 (12)，可打开音乐播放器

� 结束键 (13)

� 照相机拍摄键 (14)，可使用照相机拍摄静止图
像

� 存储卡插槽 (15)
� 听筒 (16)
� 打开照相机镜头盖 (17) 可启动照相机
� 照相机 (18)，可用于拍摄具有较高分辨率的图
像或录制视频片段

� LED 闪光灯 (19)
� 充电器插孔 (20)
� Pop-Port 插孔 (21)，可连接兼容的 USB 数据
线、耳机以及其他兼容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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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
按住 。

如果设备要求输入 PIN 码或锁码，请输入相应的密码 
(屏幕上显示为 ****)，然后按  (确认)。锁码的原厂
设定为 12345。有关密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设备的
《用户手册》。

您的设备装有内置天线。

 注意： 和使用任何其他无线电发射设备一样，在设备处于开
机状态时，如非必要，请勿接触天线区域。否则会影响通话效果，
还会使设备在高出所需能量级别的状态下工作。请不要在使用设备
时接触天线区域，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天线性能，并延长电池的使
用寿命。
当您首次开机时，设备可能会要求您设置以下信息：选择当前城
市：、时间：和日期：。使用滚动键 ( ) 和数字键输入相应的信息。您可以输入所
需城市名称的前几个字以查找城市。选定城市后，设备时钟选用的时区也随之确定。

按  (功能表键) 打开主功能表。
您的服务供应商可能要求禁用或关闭设备的部分功能。此时，这些功能将不会出现在
设备功能表中。您的设备可能已经过了特别配置。此类配置可能包括功能表名称、功
能表顺序和图标的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向服务供应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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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2 开机界面
� 首次开机时，N72 手机将会显示以下界面。
� 此界面表示 N72 手机正在安装字典数据库、启动密钥及
一些原装的驱动程序，该安装过程的时间可能会比较
长，以便安装后每一个原装的应用程序均可正常使用。

�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人为地停止或退出，则在使用多媒体
资料、音乐播放器以及其他功能时可能会出现错误。

� 建议：开机时请勿任意停止或退出该安装过程，以便确
保 N72 可以正常使用。

关于设备屏幕
取下覆盖在设备屏幕与照相机上的塑料保护膜。
屏幕上可能会存在少量的空白点、变色点或亮点。这是此类屏幕的固有特征。部分屏
幕可能包含一些始终处于亮或不亮状态的像素或点。这属于正常现象，并非屏幕故
障。

彩信和移动互联网设置 
通常，您的诺基亚 N72 已根据服务供应商或网络运营商的信息自动配置了彩信、
GPRS、流媒体及移动互联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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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示符号
设备应在 GSM 网络服务区内使用。
 已收到一条或多条信息，且信息都储存在信息的收件箱文件夹中。
发件箱文件夹中有待发信息。

您有未接来电。

如果将铃声类型设置为无声，信息提示音、聊天室提示音与电子邮件提示音设置
为关，则会显示此符号。

设备键盘已锁。

闹铃已启动。

所有来电均会被转接至另一号码。

已将耳机连接至设备。

已将移动感应器连接至手机。

与支持蓝牙连接的耳机之间的连接已丢失。

数据通话已建立。

可以使用 GPRS 或 EDGE 分组数据连接。
 GPRS 或 EDGE 分组数据连接已建立。
 GPRS 或 EDGE 分组数据连接被保留。
蓝牙连接功能已启动。

正在使用蓝牙连接传送数据。

 USB 连接已建立。
有一封已读电子邮件正等待您提取至设备。

有一封未读电子邮件正等待您提取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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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锁 (按键保护)
使用键盘锁可防止在无意中碰到按键。

锁定键盘：在待机模式下，依次按 和 。当键盘锁定时，屏幕上会显示 。

解锁键盘：依次按 和 。

当键盘锁定时，可能仍能拨打在设备中固有的官方紧急电话号码。
如果键盘已锁定，则打开照相机镜头盖可解锁键盘。合上照相机镜头盖可使设备返回
之前的状态；如果之前键盘处于锁定状态，则会重新启动键盘锁。

要在键盘锁定时打开屏幕灯光，请按 。

待机模式下的快捷方式
� 要在打开的应用程序之间切换，请按住 。当存储空间
不足时，设备可能会关闭一些应用程序。设备会在关闭
应用程序前储存所有尚未储存的数据。

使应用程序在后台运行会加速消耗电池的电量，缩短电
池的使用寿命。

� 要更改情景模式，请按 ，然后选择所需情景模式。

� 要与网络建立连接，请按住 。有关网络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设备的《用户手册》。

有关在待机模式下可以使用的更多快捷方式，请参见设备
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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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操作的提示
� 在拍摄图像或录制视频片段时，按 可通过彩信发送图像或视频片段。您不能通
过彩信发送以 .mp4 格式储存的视频片段。

� 要发送正在编写的信息，请按 。

� 在待机模式下，按 可打开最近拨出或试拨过的电话号码列表。

� 要在标准和无声情景模式之间切换，请按住 。

有关更多快捷方式方面的信息，请参见《用户手册》中的“实用快捷方式”。

从其他设备传送内容
要使用传送应用程序，请参见设备的《用户手册》。
诺基亚 PC 套件中的诺基亚内容复制器可用于从兼容的诺基亚手机中复制内容。请参
见随设备提供的 CD-ROM 光盘。诺基亚内容复制器支持多款诺基亚手机。有关不同
版本诺基亚 PC 套件所支持的设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诺基亚中国网站 
(http://www.nokia.com.cn)。

帮助
本设备具有帮助功能，可在您使用设备时提供相关说明和信息。要从应用程序进入帮
助，请选择选项 > 帮助。

 示例：要查看有关如何创建名片的说明，请开始创建名片，然后选择选项 > 帮
助；或在主功能表中选择工具 > 帮助，然后打开关于名片夹的帮助信息。在阅读帮
助信息时，要在帮助与后台打开的应用程序之间进行切换，请按住 。

http://www.noki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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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册
请阅读《用户手册》以便熟悉您的诺基亚 N72。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设备的《用户手册》。设备的《用户手册》提供了重要的
安全信息以及维护和保养信息，因此请勿以本《使用入门》取代设备的完整《用户手
册》。
有关《用户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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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

http://www.nokia.com.cn/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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