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先閱讀本資訊

使用相機製作吸引人的動畫需要哪些步驟

1 2準備操作 拍攝

3

5

4設定

創建動畫

連接智慧型手機

您可以使用Sony的應用軟體編輯動畫。
•	Action Cam App（適用於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 

http://www.sony.net/acap/

•	Action Cam Movie Creator（適用於PC） 

http://www.sony.net/acmc/

檢查附件
括號內的數字是指附件的數量。
•	相機（1）/水下護罩（MPK-UWH1）（1）
相機放在水下護罩內。如下圖所示打開殼蓋。

•	Micro USB電纜（1）
•	充電電池組（NP-BX1）（1）
•	插接底座（1）
•	入門指南（本文件）（1）
•	參考指南（1）

主要部件的名稱
 （開/待機）按鈕

 MENU按鈕

 顯示面板

 UP/DOWN按鈕

 REC指示燈

 REC（動畫/靜態影像）按鈕/ENTER 
（選單執行）按鈕

 REC/LIVE指示燈

 鏡頭

 揚聲器

 麥克風

 電池蓋

 接頭蓋（Multi/Micro USB端子）

 REC指示燈

 鎖桿

 記憶卡蓋

準備操作

對電池組充電

1	將鎖桿向下滑以打開電池蓋，然後插入電池組。

對準相機和電池組的箭頭方向

鎖桿

2	關緊蓋子，然後將鎖桿向上滑以鎖定。

確認鎖桿上的黃色標記看不見。

3	打開接頭蓋，然後使用Micro	USB電纜（附件）將未啟動的相
機連接到啟動的電腦。

充電時CHG（充電）指
示燈會亮起琥珀色燈光

Micro USB電纜

接頭蓋

插入記憶卡

Memory Stick Micro™ 
(Mark2)

microSD卡/
microSDHC卡/
microSDXC卡

端子面印刷面

相機可以使用的記憶卡

記憶卡 MP4 XAVC S

Memory Stick Micro™ (Mark2)  
（僅限Mark2）

–

microSD記憶卡 *1 –

microSDHC記憶卡 *1 *2

microSDXC記憶卡 *1 *2

*1 SD速度等級4（ ）或更快，或是UHS速度等級1（ ）或更快

*2 符合以下所有規格的記憶卡：

 – 4 GB或更多的記憶體空間

 – SD速度等級10（ ）或UHS速度等級1（ ）或更快

注意事項

•	無法確保搭配所有記憶卡的操作。關於非Sony記憶卡的詳細資訊，請洽詢個別製造

商。

•	確認記憶卡的方向。如果以錯誤的方向將記憶卡強行插入插槽，則可能損壞記憶

卡、記憶卡插槽或影像資料。

•	使用記憶卡前先透過相機進行格式化。

•	使用前先確認接頭蓋和電池組/記憶卡蓋已關緊，而且沒有任何異物卡在蓋子裡。否

則可能會造成水滲入機體內。

繁體中文

本指南說明開始使用相機的必要準備工作、基本操作等。有關詳細資訊，
請參閱“說明指南”（網頁說明書）。
http://rd1.sony.net/help/cam/1640/h_zz/

關於如何使用相機和軟體的詳細資訊，請瀏覽以下網站。
http://www.sony.net/actioncam/support/

設定時鐘
按下 （開/待機）按鈕首次開啟相機電源時，會顯示地區/日光節約時間/
日期和時間設定畫面。
按下UP或DOWN按鈕選擇項目，然後按下ENTER按鈕執行。

提示

•	重置設定後，也會顯示日期和時間/地區/日光節約時間設定畫面。

•	地區是依據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與您住家標準時間之間的時差而定義。如需關

於時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指南”（網頁說明書）內的“世界首都的時差

表”。

拍攝

設定拍攝模式
按下MENU按鈕，然後選擇  拍攝模式。

模式清單

圖示 拍攝模式

動畫模式

照片模式

縮時拍攝模式

即時串流模式

循環錄製模式

設定動畫格式
按下MENU按鈕，然後選擇 （拍攝設定）動畫格式（預設： ）。

拍攝
按下REC按鈕開始拍攝。
若要停止拍攝，請再次按下REC按鈕。
*	若您在“單鍵錄製”設定為“開”時按下REC按鈕，會使用

相機關閉前設定的最後一個拍攝模式開始錄製。

注意事項

•	在長時間拍攝期間，相機溫度可能會上升，導致拍攝自動停止。

設定

按下MENU按鈕，並按下UP或DOWN按鈕選擇項目，然後按下ENTER按鈕執行。

拍攝畫面 MENU畫面

MENU按鈕

拍攝設定畫面 設定畫面

ENTER按鈕ENTER按鈕

	拍攝設定*1

圖示 設定項目

畫質設定

動畫格式

縮時拍攝影像尺寸

循環錄製時間

靜態影像模式切換

靜態影像拍攝間隔

自拍定時器

縮時拍攝間隔

縮時拍攝張數

SteadyShot（動畫）

角度設定

變焦設定

翻轉

AE變換

縮時AE模式

場景

白平衡

色彩模式

錄音設定

降低風聲的雜訊

	相機設定

圖示 設定項目

飛航模式

Wi-Fi連接設定

Wi-Fi高功率設定*2

Bluetooth設定

Bluetooth遙控器電源

設定

格式化

背景音樂*2

USB電源

嗶音

嗶音音量

指示燈設定

單鍵錄製

自動關機

切換NTSC/PAL

日期時間設定

地區設定

日光節約時間設定

版本

重置設定

*1 可設定的項目視拍攝模式而定。

*2 此設定僅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可用。

如需設定項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指南”（網頁說明書）內的“變
更設定”。

連接智慧型手機

在智慧型手機上安裝PlayMemories	Mobile™

Android	OS

在Google Play上搜尋PlayMemories Mobile，然後安裝。

iOS

在App Store上搜尋PlayMemories Mobile，然後安裝。

注意事項

•	如果您的智慧型手機已安裝PlayMemories Mobile，請將其更新為最新版本。

•	本手冊中所述的Wi-Fi功能不保證適用於所有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	應用程式的操作方法和顯示畫面若因未來升級而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關於PlayMemories Mobile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以下網站。 

(http://www.sony.net/pmm/)

•	視國家或地區而定，可能不支援Google play。在此情況下，請在網際網路上搜

尋“PlayMemories Mobile”，然後安裝。

使用QR	Code透過Wi-Fi連接智慧型手機
 開啟相機電源，然後在相機上將Wi-Fi設定為ON。
 選擇拍攝模式： 、 、 、 。
 在智慧型手機上啟動PlayMemories Mobile。
 選擇PlayMemories Mobile畫面上顯示的[掃描拍攝裝置的QR Code]。
 選擇[OK]（如果顯示訊息，請再次選擇[OK]）。
 讀取相機電池蓋背面黏貼的標籤上印刷的QR Code。





 

Android

 智慧型手機上顯示[與拍攝裝置連接?]時，選擇[OK]。

iPhone/iPad

 根據畫面上的指示在智慧型手機上安裝設定檔（設定資訊）。
 在首頁畫面上，選擇[設定]  [Wi-Fi]。
 選擇SSID。
 返回首頁畫面，然後啟動PlayMemories Mobile。

   

不使用標籤調出使用者ID和密碼

如果標籤剝落或難以辨識，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驟調出使用者ID和密碼。
 將已經充電的電池組插入相機。
 使用Micro USB電纜（附件）將相機連接到電腦。
 按下 （開/待機）按鈕開啟相機電源。
 在電腦上顯示[電腦]  [PMHOME]  [INFO]  [WIFI_INF.TXT]，然

後確認您的ID和密碼。

創建動畫

使用Action	Cam	App編輯動畫
Action Cam App可以讓您將動畫匯入智慧型手
機，以便編輯。
此外，您可以創建縮時動畫。
關於Action Cam App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以下網
站。
http://www.sony.net/acap/

安裝與智慧型手機相容的Action Cam App。

注意事項

•	視國家或地區而定，Google play可能不受支援。

使用Action	Cam	Movie	Creator編輯動畫
Action Cam Movie Creator可以讓您將動畫和影像匯入電腦以及編輯動
畫。
此外，您可以加入效果（例如多重檢視、變速播放等）和創建縮時動畫。

關於Action Cam Movie Creator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以
下網站。
http://www.sony.net/a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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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本指南说明开始使用摄录一体机的必要准备工作、基本操作
等。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帮助指南”（网络手册）。
http://rd1.sony.net/help/cam/1640/h_zz/

有关如何使用摄录一体机和软件的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网
站。
http://www.sony.net/actioncam/support/

首先阅读此内容

通过摄录一体机制作有吸引力的动画需要
哪些步骤
1 2准备工作 拍摄

3

5

4设置

创建动画

连接至智能手机

使用Sony的应用程序软件可以编辑动画。
•	Action Cam App（用于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 
http://www.sony.net/acap/

•	酷拍视频编缉软件（用于PC） 
http://www.sony.net/acmc/

检查附带物品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附带物品的数量。
•	摄录一体机（1）/防水外壳（MPK-UWH1）（1）
摄录一体机置于防水外壳内。如下图所示，打开外壳的盖子。

•	Micro USB连接线（1）
•	锂离子电池组（NP-BX1）
（1）

•	连接搭扣（1）
•	入门指南（本文档）（1）
•	参考指南（1）

主要部件名称
 （开机/待机）按钮

 MENU按钮

 显示面板

 UP/DOWN按钮

 REC指示灯

 REC（动画/静止影像）按钮/
ENTER（菜单执行）按钮

 REC/LIVE指示灯

 镜头

 扬声器

 麦克风

 电池盖

 连接器盖（Multi/Micro USB
端子）

 REC指示灯

 锁定杆

 存储卡盖

准备工作

为电池充电

1	向下滑动锁定杆，打开电池盖，然后插入电池。

对准摄录一体机和电池上的箭
头方向

锁定杆

2	关紧盖子，然后向上滑动锁定杆以锁定。

确认看不见锁定杆上的黄色标记。

3	打开连接器盖，然后用Micro	USB连接线（附送）将未启动的
摄录一体机连接至启动的计算机。

充电时CHG（充电）
指示灯以琥珀色点亮

Micro USB连接线

连接器盖

插入存储卡

Memory Stick Micro™ 
(Mark2)

microSD卡/
microSDHC卡/
microSDXC卡

端子面印刷面

可以用于摄录一体机的存储卡

存储卡 MP4 XAVC S

Memory Stick Micro™ (Mark2)  
（仅Mark2）

–

microSD存储卡 *1 –

microSDHC存储卡 *1 *2

microSDXC存储卡 *1 *2

*1 SD速度级4（ ）或更快，或UHS速度级1（ ）或更快
*2 满足以下所有规格的存储卡：

 –存储空间为4 GB或更大
 –SD速度级10（ ），或UHS速度级1（ ）或更快

注意
•	不保证所有存储卡均可正常使用。有关非Sony制造存储卡的详细
信息，请联系各自制造商。

•	确认存储卡的方向。如果朝错误的方向用力插入存储卡，存储
卡、存储卡插槽或影像数据可能受损。

•	使用前通过摄录一体机格式化存储卡。
•	使用前，请确认连接器盖和电池/存储卡盖已关紧，且无任何异物
卡在盖子内。否则可能导致浸水。

设置时钟
按 （开机/待机）按钮首次打开摄录一体机时，会显示地
区/夏令时/日期和时间设置画面。
按UP或DOWN按钮选择项目，然后按ENTER按钮执行。

提示
•	重设设置后，也会显示日期和时间/地区/夏令时设置画面。
•	地区由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和居住地的标准时间之间的时差
进行定义。有关时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帮助指南”（网络手
册）中的“世界各国首都时差表”。

拍摄

设置拍摄模式
按MENU按钮，然后选择  拍摄模式。

模式列表

图标 拍摄模式

动画模式

照片模式

延时拍摄录制模式

实时串流模式

循环录制模式

设置动画格式
按MENU按钮，然后选择 （拍摄设置）动画格式（默认：

）。

拍摄
按REC按钮开始拍摄。
若要停止拍摄，请再次按REC按钮。
*	当在“单触录制”设置为“ON”的状态下按
REC按钮时，将以摄录一体机关闭前所设置的
最后一种拍摄模式开始录制。

注意
•	长时间拍摄期间，摄录一体机温度可能会升高以致拍摄自动停
止。

设置

按MENU按钮，按UP或DOWN按钮选择项目，然后按ENTER按钮
执行。

拍摄画面 MENU画面

MENU
按钮

拍摄设置画面 设置画面

ENTER
按钮

ENTER
按钮

	拍摄设置*1

图标 设置项目

影像质量设置

动画格式

延时拍摄影像尺寸

循环录制时间

静止影像模式切换

静止影像拍摄间隔

自拍定时器

延时拍摄间隔

延时拍摄张数

SteadyShot（动
画）

角度设置

变焦设置

翻转

AE转换

延时拍摄AE模式

场景

白平衡

色彩模式

音频录制设置

降低风噪

	摄录一体机设置

图标 设置项目

飞行模式

Wi-Fi连接设置

Wi-Fi高功率设
置*2

Bluetooth设置

Bluetooth遥控器
电源设置

格式化

背景音乐*2

USB电源

提示音

提示音音量

指示灯设置

单触录制

自动关机

切换NTSC/PAL

日期和时间设置

地区设置

夏令时设置

版本

重设设置

*1 可以设置的项目视拍摄模式而定。
*2 此设置仅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可用。

有关设置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帮助指南”（网络手
册）中的“更改设置”。

连接至智能手机

将PlayMemories	Mobile™安装到智能手机

Android	OS

在Google Play上搜索PlayMemories Mobile，然后进行安
装。

iOS

在App Store上搜索PlayMemories Mobile，然后进行安装。

注意
•	如果已经将PlayMemories Mobile安装到智能手机上，请将其更新
为最新版本。

•	本手册中所述的Wi-Fi功能不保证可用于所有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

•	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和显示画面因未来升级而可能变更，恕不另
行通知。

•	有关PlayMemories Mobile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网站。 
(http://www.sony.net/pmm/)

•	根据国家或地区而定，可能不支持Google play。这时请在互联网
上搜索“PlayMemories Mobile”，然后进行安装。

使用QR	Code通过Wi-Fi连接到智能手机
 开启摄录一体机，在摄录一体机上将Wi-Fi设置为开。
 选择拍摄模式： 、 、 、 。
 在智能手机上启动PlayMemories Mobile。
 选择PlayMemories Mobile画面上显示的[扫描拍摄装置

的QR Code]。
 选择[OK]（如果显示信息，请再次选择[OK]）。
 读取摄录一体机电池盖背面粘贴的贴纸上印刷的QR 

Code。





 

Android

 当智能手机上显示[是否连接拍摄装置?]时，选择[OK]。

iPhone/iPad

 根据画面指示将配置文件（设置信息）安装到智能手机
上。

 在主画面上，选择[设定]  [Wi-Fi]。
 选择SSID。
 返回主画面，然后启动PlayMemories Mobile。

   

没有贴纸的情况下找回用户ID和密码

如果贴纸被撕掉或难以认清，可通过以下步骤找回用户ID和
密码。
 将充好电的电池插入摄录一体机。
 用Micro USB连接线（附送）将摄录一体机连接至计算

机。
 按 （开机/待机）按钮开启摄录一体机。
 在计算机上显示[计算机]  [PMHOME]  [INFO]  

[WIFI_INF.TXT]，然后确认ID和密码。

创建动画

通过Action	Cam	App编辑动画
Action Cam App可将动画导入智能手
机，以便您轻松进行编辑。
此外，可以创建延时拍摄动画。
有关Action Cam App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以下网站。
http://www.sony.net/acap/

安装与智能手机兼容的Action Cam 
App。

注意
•	视国家或地区而定，Google play可能不受支持。

通过酷拍视频编缉软件编辑动画
酷拍视频编缉软件可将动画和影像导入计算机以及编辑动
画。
此外，可以添加效果（例如多视图、变速播放等）和创建延
时拍摄动画。

有关酷拍视频编缉软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以下网站。
http://www.sony.net/ac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