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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Nokia、Nokia Connecting People 和 Nseries (N 系列) 是诺基亚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Nokia tune 是诺基亚公司的声音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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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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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设备提供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可能由不属于诺基亚或与诺基亚无关的个人或实体开发，且归其所有。诺基亚不拥有这些第三方应用程序的版权或知识产权。鉴于此，

诺基亚既不会为这些应用程序的最终用户提供支持，也不对这些应用程序的功能是否正常及应用程序或相关资料中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承担任何责任。诺基亚不对这

些第三方应用程序提供任何保证。若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则表示您承认这些应用程序以“现状”提供，且在适用法律的最大许可范围内，不附有任何形式 (无论是明

示还是默示) 的保证。您还承认，诺基亚及其附属机构都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陈述或保证，包括 (但不限于) 对应用程序的所有权、适销性或对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或

应用程序不侵犯任何第三方专利权、版权、商标或其他权利的保证。

您的设备中可能已预设了一些第三方互联网网站的书签和链接。您也可以通过设备访问其他第三方网站。第三方网站不属于诺基亚，诺基亚也不对这些网站进行认可

或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您选择访问这些网站，应对其安全性或内容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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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操作和功能将依赖于以下方面：SIM 卡和/或网络、彩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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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无法复制、修改或传送一些受版权保护的图像、音乐及其他内容。

有关设备的其他重要信息，请参见《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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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关于下载！

容、服务以及应用程序。游戏、铃声、壁纸、应用程序及
更多精彩内容唾手可得。这些内容分类放在来自不同服务
提供商的目录和文件夹下。提供的内容取决于服务提供
商。

使用下载！功能可以利用网络服务来访问最新内容。有关
下载！提供的其他内容，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或相关
内容的提供商或开发商。

商提供的有关设备的最新信息。

要手动更新下载！中的内容，请选择选项 > 刷新列表。

购买和下载内容
要购买主视图、文件夹或目录中的选定内容，请选择选
项 > 购买。这时会打开子功能表，您可以从中选择内容
的版本并查看价格信息。提供的选项取决于服务提供商。

要下载免费内容，请选择选项 > 下载。

下载设置
使用下载功能，可以利用服务提供商和其他渠道提供的最
新信息更新您的设备。

选择选项 > 设置，然后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 接入点  — 选择用于连接服务提供商服务器的接入点，
并选择每次使用设备是否要求输入接入点。

● 自动打开  — 下载后自动打开内容或应用程序。
● 预览确认  — 选择是否要在下载预览内容或应用程序之

前进行确认。
● 购买确认  — 选择是否在购买内容或应用程序之前进行

确认。

完成以上设置后，请选择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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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载！，您可以搜索、预览、购买、下载和升级内

使用下载！ 可以不断接收实时更新，从而使用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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