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0 Nokia。 版權所有。              

Nokia 備用電源 DC-11/DC-11K

9213042
第 2.0 版

4

2

3

5



© 2008-2010 Nokia。 版權所
有。

Nokia、Nokia Connecting 
People 和 Nokia Original 
Accessories Logo 是 Nokia 
Corporation 的商標或註冊
商標。

根據交通部電信器材管制辦法第十
二條及第十四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
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
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
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
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
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
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
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
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
療用電波輻射電機設備之干擾。

簡介

使用 Nokia 備用電源 DC-11/
DC-11K ( 以下簡稱 DC-11)，
在無法外接電源時，您可以同
時為兩部相容裝置中的電池充
電。

DC-11 裝置可以為有 2.0 mm 充
電器插孔，或是有 micro-USB 

充電器插孔的 Nokia 裝置中的
電池充電。

DC-11 裝置的功用是做部分和
臨時充電使用。

在使用 DC-11 裝置以前，請仔
細閱讀此用戶指南。 並且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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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閱讀要與 DC-11 裝置搭配使
用充電的裝置用戶指南。

本產品可能包含小型零件。 請
將這些零件放在孩童接觸不到
的地方。

開始使用

DC-11 裝置包含下列零件 ( 如
標題頁所示 )：電源鍵 (1)、指
示燈 (2)、2.0 mm 充電器插孔 
(3)、micro-USB 充電器插頭 (4) 
和 2.0 mm 充電器插頭 (5)。
在使用 DC-11 裝置為相容裝置
中的電池充電之前，必須先為 
DC-11 裝置充電。

為 DC-11 裝置充電

為 DC-11 裝置充電以前，請
仔細閱讀 「電池和充電器資
訊」。

警告： 請務必使用經 
Nokia 認可、可搭配
此特定型號裝置使用
的充電器。 將裝置當
做其他用途使用可能

會導致認可或保固失效，並且
可能造成危險。

當您要中斷配件的電線連接
時，請握住插頭拔起，不要拉
扯電線。

1. 將相容的充電器與電源連
接。

2. 將充電器纜線與 DC-11 裝
置的充電器插孔連接。 裝
置就會開機。

指示燈在充電時會閃爍。 
如果指示燈的燈光沒有亮
起，請檢查充電器是否與 
DC-11 裝置正確連接。

3. 當 DC-11 裝置已完全充電
時，指示燈的燈光會停止
閃爍。 中斷充電器與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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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裝置的連接，然後再中
斷電源連接。

DC-11 裝置也可以使用 Nokia 
數據傳輸線 CA-100 或 CA-126 
( 單獨販售 )，透過相容電腦的 
USB 連接埠充電。 將傳輸線的
一端連接至 DC-11 裝置的充電

器插孔，然後將另一端連接至
電腦的 USB 連接埠。

為 DC-11 裝置充電時，您可以
使用 DC-11 為一部或兩部裝置
中的電池充電。 將一部或多部
裝置與 DC-11 裝置連接。

為其他裝置的電池充電

您可以使用 DC-11 裝置同時為
兩部裝置中的電池充電。

已完全充電的 DC-11 裝置中有
足夠的電力，可以為一顆 950 
mAh 的電池完全充電一次。

1. 如果您要使用的充電器插
頭已插入 DC-11 裝置，請
將裝置的插頭從收納槽中
拉出，然後從裝置的側邊
拉出充電纜線。

2. 連接充電器插頭與另外一
部裝置。

3. 按下 DC-11 裝置的電源
鍵。

指示燈在充電時會閃爍。 
如果指示燈的燈光沒有亮
起，請檢查另外一部裝置
是否已與 DC-11 裝置正確
連接。 如果指示燈的燈光
沒有亮起，請為 DC-11 裝
置充電，然後按電源鍵以
將裝置開機。

如果 DC-11 裝置無法在約 
30 秒內開始為另外一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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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充電，DC-11 裝置便會
關機。

4. 請檢查已連接裝置的電
量。

5. 當另外一部裝置中的電池
已完全充電時，指示燈會
停止閃爍，然後會繼續亮
起約 30 秒，之後 DC-11 裝
置就會關機。 您也可以按
住 DC-11 裝置的電源鍵約 
5 秒以停止充電並將裝置關
機。 如果 DC-11 裝置的電
力不足，就會自動關機。

當您要為低功率 的裝置 
( 例如藍牙耳機 ) 電池充電
時，即便是電池已完全充
飽，指示燈可能仍會繼續
閃爍。

6. 請中斷 DC-11 裝置與另一
部裝置的連接。

7. 若要隨身攜帶 DC-11 裝
置，請將充電纜線插入側
邊插槽中，然後將充電器
插頭插入收納槽。

電池和充電器資訊

本裝置有無法移除的內建電
池。 請勿試圖取出本裝置的電
池，否則可能會損壞本裝置。 
本裝置需搭配下列充電器使
用： AC-3、AC-4、AC-5、
AC-8、DC-4 和 DC-9。 實際充
電器型號會因插頭類型而有所

不同。 插頭類型如下： E、
EB、X、AR、U、A、C 或 
UB。 電池可以充電和放電好幾
百次，但最後仍會折損失效。 
請務必使用經 Nokia 認可的專
屬充電器為電池充電。 使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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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認可的充電器可能會引發火
災、爆炸、漏電或其他危險。

如果電池是第一次使用，或是
已經很久沒有使用，若要開始
為電池充電，可能必須要先連
接充電器，然後中斷連接再重
新連接一次。 如果電池電力已
完全耗盡，可能要等幾分鐘後
充電指示燈才會亮起。

當充電器不用時，請拔下充電
器插頭與裝置。 由於充電過度
可能會縮短電池的使用壽命，
所以請勿將充電完畢的電池留
在充電器中。 如果電池擱置不
用，即便是電池已完全充電，
經過一段時間後仍會失去
電力。

務必保持電池的溫度在 15°C 
和 25°C (59°F 和 77°F) 之間。 溫
度過高或過低都會減少電池的
蓄電力和使用壽命。 裝置如果
使用過熱或過冷的電池，可能
會暫時無法運作。 尤其是在零
下溫度的環境中，電池效能會
大打折扣。

請勿將電池丟入火中，否則電
池可能會爆炸。 電池如果受到
損害也可能會爆炸。

請勿使用受損的充電器。

重要： 充電量僅為預
估值，並且視乎電池
的使用時間和環境溫
度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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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與維修

本裝置為高科技設技產品，請妥
善維護使用。 以下建議有助於您
維護保固的權益。

• 請保持裝置乾燥。 雨水、濕氣
與各式液體或水份可能含有會
腐蝕電路的礦物質。 如果裝置
不慎弄濕，請讓裝置完全風乾
再使用。

• 請勿在佈滿灰塵的髒亂環境中
使用或保存裝置。 裝置的活動
式零件和電子組件可能會因此
受損。

• 請勿將裝置保存在高溫環境
中。 高溫可能會縮短電子裝置
的使用壽命、損壞電池，並使
塑膠零件變形或融化。

• 請勿將裝置保存在低溫環境
中。 當裝置的溫度從低溫回復
到常溫時，其內部會有濕氣凝
結，可能會損及電路。

• 請勿嘗試開啟裝置。

• 請勿扔擲、敲打或搖晃本裝
置。 粗暴的使用方式會破壞裝
置內部的精密零件。

• 請勿使用有害的化學物質、清
潔劑或強效去汙劑清潔本裝
置。

• 請勿為本裝置上漆。 塗料可能
會阻塞活動式零件並導致裝置
無法正常操作。

如果本產品無法正常操作使用，
請攜帶本產品前往最近的授權服
務處進行維修服務。

回收
產品、電池、文件或包裝
上的打叉附輪垃圾桶符
號，表示所有使用壽命屆
滿的電器和電子產品、電

池以及蓄電池皆須另行收集處
理。 此規定適用於歐盟範圍內。 
請勿將此類產品當做未分類的一
般垃圾處理。 如需更多環境保護
相關資訊，請參閱 
www.nokia.com/environment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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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產品環保聲明 (Eco-
Declarations)。
請務必將您使用過的電子產品、
電池和包裝交回至指定收集站進
行回收處理。 這可以協助減少有
害廢棄物並促進環保資源回收。 
如需更多相關詳細資訊，請洽詢
產品經銷商、當地環保機關、國
家生產製造商責任組織或當地 
Nokia 代理。 請至 
www.nokia.com/werecycle 網站查
閱 Nokia 產品的回收方式，或是
使用行動裝置瀏覽 
www.nokia.mobi/werecycle。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相
關規定，請務必將使用
過的電池送至指定回收
處理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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