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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ith the Nokia Mobile Holder CR-82 
you can secure your compatible 
mobile device in a car.
When you install the mobile holder, 
ensure that it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or hinder the steering or 
braking systems or other systems 
used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vehicle 
(for example, airbags) or disturb 
your field of vision while driving. 
Check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he 
airbags is not blocked or impaired 
in any way.

Ensure that the mobile holder is not 
installed where you might come in 
contact with it in the event of an 
accident or collision.
Only operate the mobile holder and 
the mobile device placed in it if it is 
safe to do so under all driving 
conditions.
Keep all accessories and 
enhancements out of the reach of 
smal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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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up
You can use a compatible charger 
with a mobile device that is placed 
in the mobile holder. The mobile 
holder is supplied with two nuts of 
different sizes. If the arms of the 
mobile holder cover the side keys of 
your mobile device when using the 
preinstalled nut, use the other nut 
instead.
Push the release buttons at the 
sides of the holder to expand the 
arms to the maximum width (2).
If the charger connector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your mobile 
device, remove the locking catch by 
pulling it from the holder, and push 
the nut through the ring to detach 
it (3A). Insert the charger cable into 
the slot in the nut (3B). Push the 
nut into the ring (3C). Attach the 
locking catch (3D).

If the charger connector is not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your 
mobile device, remove the locking 
catch, and push the nut through 
the ring (4A). Loop the charger 
cable onto the nut (4B); adjust the 
charger plug so that it reaches to 
the charger connector on your 
mobile device. Push the nut into the 
ring (4C). Attach the locking catch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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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or remove a device
Do not place or remove a mobile 
device while driving.
Place the device into the holder 
from the top. If the charger 
connector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your mobile device, slide the ring 
to align the charger plug with the 
charger connector (5). Gently push 

the device downwards to insert the 
charger plug into the charging 
connector, and press the arms to 
lock the device firmly in place (6).
To remove the device, press the 
release buttons, and pull the device 
out (7).

Attach to a mounting device
To attach the mobile holder to a 
compatible Nokia mounting device, 
remove the protection plate with 
the Nokia text from the holder, 
attach the holder to the mounting 
device with the supplied screw, and 
replace the protection plate (1).

When you attach the mobile holder, 
ensure that the display of the 
mobile device is clearly visible for 
the user. For your safety, install the 
holder in the uprigh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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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and maintenance
Your device is a product of superior 
design and craftsmanship and should 
be treated with car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ill help you protect your 
warranty coverage.

• Do not use or store the device in 
dusty, dirty areas. Its moving parts 
can be damaged.

• Do not drop, knock, or shake the 
device. Rough handling can break 
fine mechanics.

• Do not use harsh chemicals, 
cleaning solvents, or strong 
detergents to clean the device.

• Do not paint the device. Paint can 
clog the moving parts and prevent 
proper operation.

If the product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take it to the nearest authorized 
service facility f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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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使用诺基亚车载支架 CR-82，
您可以将兼容的移动设备固定
在车内。

在安装车载支架时，应确保其不
会影响或妨碍汽车的驾驶或制动
系统，或其他正常操作汽车时所
使用的系统 ( 例如气囊 )，也不
会妨碍驾驶人员的视野。 请仔细
检查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
防碍或影响气囊展开。

确保将车载支架安装在适当位
置上，以免在发生事故或碰撞
时触碰到支架。

仅当确保在任何驾驶情况下都
安全时才可操作车载支架及放
置在其中的移动设备。

将所有配件放在小孩接触不到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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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您可以将兼容的充电器与放置
在车载支架内的移动设备一起
使用。 车载支架配有两个不同
大小的螺帽。 在使用预装螺帽
时，如果车载支架的侧臂盖住
了移动设备侧面的按键，请使
用其他螺帽。

轻推支架侧面的释放键以使侧
臂延伸至最宽 (2)。
如果充电器插孔位于移动设备
的底部，请从支架上拉出卡锁
以将其取下，然后将螺帽下压

通过外环以使其分离 (3A)。 将
充电器线缆插入螺帽上的插槽 
(3B)。 将螺帽推进外环 (3C)。 装
上卡锁 (3D)。
如果充电器插孔不在移动设备
的底部，请取下卡锁，然后将
螺帽下压通过外环 (4A)。 将充
电器线缆环绕在螺帽上 (4B) ；
调节充电器插头以使其到达移
动设备的充电器插孔。 将螺帽
推进外环 (4C)。 装上卡锁 (4D)。

放入或取出设备

驾驶时请勿放入或取出移动设
备。

从顶部将设备放入支架。 如果
充电器插孔位于移动设备的底
部，请滑动外环以使充电器插
头对着充电器插孔 (5)。 轻轻向

下推动设备以将充电器插头插
入充电插孔，然后轻按侧臂以
使设备牢牢地锁定在位 (6)。 
要取出设备，请按释放按钮，
并将设备拉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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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固定设备

要将车载支架安装在兼容的诺
基亚固定设备上，请从支架上
取下带有 “Nokia”字样的保护
板，使用提供的螺丝将支架安
装在固定设备上，然后重新装
上保护板 (1)。

在安装车载支架时，请确保移
动设备的屏幕清晰可见。为安
全起见，请以垂直状态安装支
架。

维护和保养

您的设备是具有优良设计和工艺
的产品，应小心使用。下列建议
将帮助您有效使用保修服务。

•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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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扔放、敲打或振动设备。 
粗暴地对待设备会毁坏精密的
结构。

• 不要用烈性化学制品、清洗剂
或强洗涤剂清洗设备。

• 不要用颜料涂抹设备。涂抹会
在可拆卸部件中阻塞杂物从而
影响正常操作。

如果产品不能正常工作，请将其
送至最近的授权维修机构进行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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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使用 Nokia 手機固定座 CR-82，
您可以安全地在車內放置您的
兼容流動裝置。

當您安裝手機固定座時，確保
其不會干擾或阻礙駕駛或剎車
系統或其他操作車輛時需要使
用的系統 ( 例如：安全氣袋 ) 或
妨礙您駕駛時的視野。 請檢查
無論怎樣都不會阻礙或損害安
全氣袋的正常使用。

確保手機固定座的安裝位置不
是發生事故或碰撞時您可能會
觸及的地方。

僅當在安全駕駛條件的情況下
才操作手機固定座和將流動裝
置放在固定座上。

請將所有配件和配套置於兒童
無法觸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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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您可以使用兼容充電器為放在
手機固定座上的流動裝置充電。 
隨手機固定座提供兩種大小型
號的螺帽。 當使用預先安裝的
螺帽時，假如手機固定座的固
定架遮住了流動裝置側面的按
鍵，請使用另一種型號的螺帽。

推動固定座側面的鬆開按鈕使
固定座的固定架伸展至最大的
寬度 (2)。

如果充電器插孔位於流動裝置
的底部，從固定座上拉下鎖定
扣取下，然後壓下螺帽穿過扣
環使其分開 (3A)。 將充電器數
據線插入螺帽的插槽 (3B)。 將
螺帽推入扣環 (3C)。 扣上鎖定
扣 (3D)。

如果充電器插孔並非位於流動
裝置的底部，移除鎖定扣，然
後壓下螺帽穿過扣環 (4A)。 將
充電器數據線套在螺帽上 (4B)，
調校充電器插頭使之到達流動
裝置上的充電器插孔。 將螺帽
推入扣環 (4C)。 扣上鎖定扣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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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或取出裝置

請不要在駕駛時放置或取出裝
置。

從頂部將裝置放入固定座。 如
果充電器插孔位於流動裝置的
底部，滑動扣環使充電器插頭
對準充電器插孔 (5)。 輕輕壓下

裝置使充電器插頭插入充電器
插孔， 然後按固定架使裝置完
全鎖定到位 (6)。 
要取出裝置，按下釋放鈕，然
後拉出裝置 (7)。

附上固定裝置

要將手機固定座附於兼容諾基亞
固定裝置上，從固定座上除下帶
諾基亞文字的保護板，使用隨附
的螺絲將固定座附於固定裝置
上，然後放回保護板 (1)。

當您附上手機固定座時，確保
用戶可以清楚地看到流動裝置
的螢幕。為安全起見，請將固
定座安裝於直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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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及維修

本裝置是採用優良技術設計的產
品，務請小心使用。以下建議有
助維護您裝置的保養。

• 請勿將裝置存放在佈滿灰塵、
髒亂的地方或在此類地方使用
裝置。活動式的零件可能較容
易損壞。

• 請勿扔擲、敲擊或搖晃裝置。 
粗暴的使用方式會破壞精密的
機械構造。

• 請勿使用刺激性的化學製品、
清潔溶劑或腐蝕性的清潔劑來
清潔裝置。

• 請勿為裝置塗上顏料。塗料可
能會妨礙裝置的活動式零件，
影響正常使用。

如果產品不能正常使用，請帶往
就近的授權服務中心進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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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使用 Nokia 手機固定座 CR-82 
可以將您的相容行動裝置固定
在車上。

安裝手機固定座時，請留意其
位置不可妨礙方向盤或煞車系
統的操作，阻礙其他行車系統
的動作 ( 例如安全氣囊 )，或阻
擋駕駛時的視野。 請確認安全
氣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受到
阻礙或遭到破壞。

切勿將手機固定座安裝在發生
意外或撞擊時，您可能會碰撞
到的地方。

只有在所有駕駛條件都安全無
虞的情況下，才可操作手機固
定座和置於其中的行動裝置。

將所有配件與行動週邊產品放
在孩童無法接觸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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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置於手機固定座中的行動裝置
可以搭配相容充電器使用。 手
機固定座附有兩種不同大小的
螺帽。 如果使用預先安裝的螺
帽時，手機固定座的側臂會蓋
住行動裝置的側方按鍵，請改
用其他螺帽。

輕推固定座側邊的釋放按鈕可
將側臂展開到最大寬度 (2)。

如果充電器插孔位於行動裝置
的底部，請拉出鎖定鉤扣將它
從固定座取下，然後將螺帽下
壓通過外環，使它分離 (3A)。 
將充電器纜線插入螺帽中的插
槽 (3B)。 將螺帽推進外環 (3C)。 
裝回鎖定鉤扣 (3D)。

如果充電器插孔不在行動裝置
的底部，請拆下鎖定鉤扣，然
後將螺帽下壓通過外環 (4A)。 
將充電器纜線繞在螺帽上 (4B)；
調整充電器插頭讓它能連接到
行動裝置上的充電器插孔。 將
螺帽推進外環 (4C)。 裝回鎖定
鉤扣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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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上或取下裝置

行車當中不要裝上或取下行動
裝置。

請從固定座頂端置入裝置。 如
果充電器插孔是在行動裝置的
底部，請移動外環讓充電器插
頭對準充電器插孔 (5)。 輕推裝

置將充電器插頭插入充電插孔，
並按一下側臂，以穩固地鎖定
裝置 (6)。 
如果要取下裝置，請壓按釋放
按鈕，然後抽出裝置 (7)。

固定在車架上

如果要將手機固定座固定在相
容的 Nokia 車架上，請從固定
座取下上面有 Nokia 文字的護
板，用所附的螺絲將固定座固
定在車架上，然後再蓋回護板 
(1)。

固定手機固定座時，必須讓行
動裝置的螢幕清晰可見。為了
您的安全，請將固定座安裝在
儀表板右上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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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與維修

您的裝置為具有優質設計與技術
的產品，應妥善維護。下列的建
議有助於您維護保固。

• 請勿在佈滿灰塵、髒亂的區域
中使用或存放本裝置。活動式
的零件可能會損壞。

• 請勿扔擲、敲擊或搖晃裝置。 
粗暴的使用方式會破壞精密的
機械。

• 請勿使用刺激性的化學製品、
清潔溶劑或腐蝕性的清潔劑來
清潔本裝置。

• 請勿為本裝置上漆。油漆可能
會阻塞活動式的零件，使其無
法正常操作。

如果產品無法正常運作，請將其
送交至鄰近的客戶服務中心以進
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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