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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HD摄录一体机

操作指南

将本机连接到智能手机时，需要使用标签上的信息（下面的

虚线框内）。如果没有标签，请参阅附送的英文版使用说明

书。

如果标签丢失，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调出用户ID和密码。

	将充完电的电池插入本机。

	用Micro	USB连接线（附送）将本机连接至计算机。

	按下NEXT或PREV按钮打开电源。

	在计算机上显示[计算机]		[PMHOME]		[INFO]		

[WIFI_INF.TXT]，然后确认ID和密码。

检查配套物品
本机	(1)
本机已装入防水套装。如下图所示打开套装盖。	

Micro	USB连接线	(1)

可重复充电电池（NP-BX1）	(1)

防水套装	(1)

连接搭扣	(1)

平直粘性固定座	(1)

弧形粘性固定座	(1)

手册
在本机内存中。

成套印刷文档

部件和控制器
	REC/存取指示灯
	REC（动画/照片）按钮/	

ENTER（菜单执行）按钮
		REC	HOLD开关
	 （N标记）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是一种近
距离⽆线通信技术的国际标
准规格。

	显示面板
	扬声器
	PREV按钮
	NEXT按钮
	麦克风
	镜头
	GPS传感器	

（仅限HDR-AS30V）
	接口盖
	（麦克风）插孔
	扩展接口
	CHG（充电）指示灯
	HDMI	OUT插孔
	Multi/Micro	USB端子	

支持兼容Micro	USB的设
备。

	电池/存储卡盖
	存储卡插槽
	电池弹出杆
	电池插槽

准备工作

对电池充电

1		
打开盖子。

2		
插入电池。

滑动电池弹出杆。

若要关闭盖子，请按照相反的顺序执行步骤1中的操作。

3		
确认本机已关闭。

若要关闭本机，请按下NEXT按钮数次显示[PwOFF]，然后

按下ENTER按钮。

4		
使用Micro	USB连接线（附送）将本机的Multi/
Micro	USB端子连接到计算机。

CHG（充电）指示灯

Micro	USB连接线

插入存储卡

“Memory	Stick	
Micro”	(Mark2)

microSD卡/
microSDHC卡/
microSDXC卡

印刷面 端子面

正确插入存储卡，确认方向正确。

关于存储卡的格式

关于详情，请参阅手册（PDF）。

	注意
不保证所有存储卡均可正常使用。
请确认存储卡的方向。如果按错误的方向强行插入存储卡，存储
卡、存储卡插槽或图像数据可能会损坏。
请在使用前格式化存储卡。
若要退出存储卡，请向内轻推一下存储卡。

设置

按钮操作

NEXT:	进入下一菜单

PREV:	返回前一菜单

ENTER:	执行菜单










菜单项目
模式列表 可在SETUP（设置模式）中设置

的项目

显示 模式 显示 项目

MOVIE 动画模式 VIDEO 拍摄模式

PHOTO 照片模式 STEDY SteadyShot

INTVL 间隔照片拍摄模式 ANGLE 视场角度

SETUP 设置模式 SCENE 场景

PLAY 播放模式 LAPSE 间隔照片拍摄

PwOFF 电源关闭 Wi-Fi 智能遥控

GPS GPS日志（仅限HDR-
AS30V）

PLANE 飞行模式

A.OFF 自动关机

BEEP 提示音

DATE 日期和时间设置

USBPw USB电源

V.SYS 切换NTSC/PAL

RESET 重置设定

FORMT 格式化

	注意
反复按下NEXT或PREV按钮循环显示各模式/设置项目。
若要从各设置项目返回[SETUP]菜单，请选择[BACK]，然后按下
ENTER按钮。
当本机电源关闭时，以下操作可用。
-	按下PREV或NEXT按钮打开本机。
-	按下ENTER按钮将以关闭本机电源以前设置的拍摄模式开始拍

摄。
无法改变显示语言。

拍摄
根据需要将附件安装到本机。

1		
按下NEXT或PREV按钮打开电源。

2		
从[MOVIE]、[PHOTO]和[INTVL]中选择拍摄模式。










简体中⽂

“数码HD摄录一体机”在本手册中称为“本机”。

请先阅读本节
本手册对基本操作进行了说明。关于更加详细的操作，请参

阅本机内置的手册（PDF），具体步骤如下。

	将充完电的电池插入本机。

	用Micro	USB连接线（附送）将本机连接至计算机。

	按下NEXT或PREV按钮打开电源。

	在计算机上显示[计算机]		[PMHOME]		

[HANDBOOK]，然后安装手册（PDF）。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电源适配器
使用电源适配器时请使用附近的电源插座。在使用本机时如
果发⽣故障，请⽴即断开电源适配器与电源插座的连接。

■	使用频率：2.4-2.4835	GHz
■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天线增益<10dBi时：≤100	mW或≤20	dBm
■	最大功率谱密度：
	 天线增益<10dBi时：≤10	dBm/MHz（EIRP）
■	载频容限：20	ppm

不得擅自更改发射频率、加大发射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射	
频功率放大器），不得擅自外接天线或改用其它发射天线。
使用时不得对各种合法的⽆线电业务产⽣有害干扰；	
一旦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即停止使用，并采取措施消除	
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使用微功率⽆线电设备，必须忍受各种⽆线电业务的干扰	
或工业、科学及医疗应用设备的辐射干扰。
不得在飞机和机场附近使用。

本产品标识的“⾼清”或“HD”以输出图像格式（或记录图
像格式）为基准。

为避免造成环境污染，请将废弃产品按照当地法规进行处
置。

制造商：	上海索广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地址：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30号
企标编号：	Q/YXPD346(HDR-AS30V)
产地：	中国上海市（主机）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

关于GPS（HDR-AS30V）
请您在使用本产品时严格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及拍摄
地点的要求，对于您在使用本产品过程中的任何违法、侵权
行为所导致的任何索赔、损失、损害和其他责任均由您自行
承担，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和索尼关联企业（“索尼关联
企业”在此是指日本国法⼈索尼公司或由日本国法⼈索尼公
司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智能手机上选择[Wi-Fi]。

	选择本手册上所贴标签上印刷的SSID。

	输入同一标签上的密码。（仅首次。）

	确认在智能手机上显示本机的SSID。

	返回主画面，然后启动“PlayMemories	Mobile”。

	在智能手机上，选择本机的模式：智能遥控模式或复制

模式。

  

 

其它

关于长时间录制的说明
如果电源已关闭，请让本机搁置10分钟或更长时间，以便本机内
的温度下降到安全范围内。
高温环境下，本机的温度会迅速上升。
当本机的温度升高时，图像质量可能会下降。	
建议在继续拍摄前，稍作等待，直至本机的温度下降。
本机的表面可能会变热。这并非故障。

关于使用的说明
显示警告时，整个屏幕会闪烁，同时显示信息。关于详情，请参
阅手册（PDF）。

关于软件

可以从以下URL下载图像管理软件“PlayMemories	Home”。

http://www.sony.net/pm/

在飞机或其它受到管制的地方
可以禁用本机与无线应用程序相关的功能。选择显示面板上的
[SETUP]		[PLANE]		[ON]。如果将飞行模式设定为[ON]，画
面上会显示	 。

关于⽆线网络功能的注意事项
对于因丢失或被窃而造成本机中装入的目标位置被非法访问或非
法使用所造成的任何损害，我们概不负责。

规格
信号格式：NTSC彩色，EIA标准

	 HDTV	1080/60i、1080/60p规格

	 PAL彩色，CCIR标准

	 HDTV	1080/50i、1080/50p规格

电源要求：可重复充电电池，3.6	V（NP-BX1）	

USB，5.0	V

USB充电（Multi/Micro	USB端子）：直流5.0	V		

500	mA/800	mA

可重复充电电池NP-BX1：

	 最大充电电压：直流4.2	V

	 最大充电电流：1.89	A

关于更多规格，请参阅手册（PDF）中的“规格”。

设计和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关于商标
“Memory	Stick”、“ ”、“Memory	Stick	
Duo”、“ ”、“Memory	Stick	PRO	
Duo”、“ ”、“Memory	Stick	PRO-
HG	Duo”、“ ”、“Memory	Stick	
Micro”、“MagicGate”、“ ”、“MagicGate	
Memory	Stick”和“MagicGate	Memory	Stick	Duo”是Sony	
Corporation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HDMI和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以及
HDMI标志是HDMI	Licensing	LLC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Mac、App	Store是Apple	Inc.的注册商标。
iOS是Cisco	Systems,	Inc.和/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其它某些国
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Android是Google	Inc.的商标。
iPhone是Apple	Inc.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Wi-Fi、Wi-Fi标志、Wi-Fi	PROTECTED	SET-UP是Wi-Fi	
Alliance的注册商标。
N标记是NFC	Forum,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Adobe、Adobe标志和Adobe	Acrobat是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microSDXC标志是SD-3C,	LLC的商标。

此外，一般情况下，本手册中使用的系统和产品名称是其各自开发
商或制造商的商标或注册商标。然而，本说明书中未在所有地方都
使用或标志。

警告

为减少⽕灾或触电的风险，
1）请勿使本机接触⾬⽔或湿⽓。
2）请勿在本设备上放置装满液体的物品，例如花瓶等。

切勿将电池暴露在阳光、⽕或类似的极热环境下。

通知
如果静电或电磁导致数据传送中断（失败），请重新启动应
用程序或断开连接，并重新连接通信电缆（USB等）。

本产品已经过测定并确定符合EMC规范中所提出的使用不超
过3米的连接电缆的限制。

特定频率的电磁场可能会影响此设备的图像和声音。

注意

电池组
如果电池组使用不当，电池组可能会爆炸，引起⽕灾，甚至
化学灼伤。请遵守下列注意事项。
切勿拆卸。
切勿压坏电池组，切勿让电池组受到敲打，跌落或遭到踩踏等外
力或震动。
切勿让电池组短路，切勿让金属物与电池端子接触。
切勿放在温度超过60	℃的⾼温处，如直射阳光下或停在太阳下
的车内。
切勿焚烧或丢弃在⽕中。
切勿使用损坏或漏液的锂离子电池。
务必用原装的Sony充电器或可以给电池组充电的设备给电池组充
电。
请将电池组放在儿童取不到的地方。
请保持电池组干燥。
只能用Sony建议的相同或同等类型进行更换。
请按照指示中的说明⽴即丢弃用过的电池组。

市场上有仿冒的电池，和索尼公司出品的电池看上去极其相
似。为了维护您的合法利益，请到索尼特约维修站和索尼授
权的专用配件经销商处购买电池和其他附件产品。否则，有
可能会发⽣过热、着⽕、甚至爆炸，危及⼈⾝、财产安全。

请只使用指定类型的电池进行更换。否则，可能造成着⽕或
⼈员受伤。











































3		
按下REC按钮开始拍摄。

停止动画拍摄/间隔照片拍摄

再次按下REC按钮。

	注意
不保证可在本机上播放用其它设备拍摄的图像。
长时间拍摄期间，本机温度可能会升高以致拍摄自动停止。	
关于此情况发生时的对策，请参阅“关于长时间录制的说明”。

使用Wi-Fi功能

在智能手机上安装“PlayMemories	
Mobile”

Android	2.3或更⾼版本（需要Android	4.0或更⾼版本才
能使用一触功能（NFC））

搜索“PlayMemories	Mobile”，然后安装此程序。

iOS	4.3或更⾼版本（⽆法使用一触功能（NFC））

在App	Store上搜索“PlayMemories	Mobile”，然后安装此
程序。

	注意
如果智能手机上已经安装了“PlayMemories	Mobile”，请更新
到最新版本。
不保证此应用程序在所有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均可使用。
兼容的操作系统版本信息截止到2013年9月1日。
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和显示画面若以后因升级而有变更，恕不另
行通知。
关于“PlayMemories	Mobile”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sony.net/pmm/)

连接
Android

	将存储卡插入本机，打开本机电源，然后选择拍摄模

式：[MOVIE]、[PHOTO]、[INTVL]

	在智能手机上启动“PlayMemories	Mobile”。

	选择本手册上所贴标签上印刷的SSID。

	输入同一标签上的密码。（仅首次。）

	在智能手机上，选择本机的模式：智能遥控模式或复制

模式。

   

Android（支持NFC）

让智能手机上的 （N标记）轻触本机上的 （N标记）
当“PlayMemories	Mobile”启动时，会自动应用设置建立
Wi-Fi连接。

iPhone

	将存储卡插入本机，打开本机电源，然后选择拍摄模

式：[MOVIE]、[PHOTO]、[INTVL]

	在智能手机上打开[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