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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銘牌位於遙控器的背面。
若需查看標牌，請先解開腕帶。

各部件和控制器
	端子部分

	 （開/待機）按鈕

	CHG（充電）指示燈

	LCD螢幕

	UP/DOWN按鈕

	REC/ENTER按鈕

	REC/Wi-Fi指示燈

	MENU按鈕

•	若要重設遙控器，請同時按下MENU按鈕、REC/ENTER按鈕和DOWN按鈕。

螢幕顯示
	Wi-Fi连接设置

	Bluetooth連接狀態

	相機的GPS接收狀態

	時鐘時間

	相機電池電量

	遙控器電池電量

	按鈕鎖定功能ON/OFF

	操作指南

即時檢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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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焦倍率

	角度

	SteadyShot設定

	影像品質（影格速度）

	動畫格式

	可錄製時間/錄製時間

	拍攝模式

	錄音ON/OFF

	相機溫度升高警告

注意事項

•	顯示視連接的相機而異。

對遙控器充電

1	確定遙控器電源為OFF。

2	將遙控器連接至底座（附件）。

注意事項

•	如果遙控器的端子部分濕了或髒了，連接前請擦去水氣或灰塵。

3	使用Micro	USB電纜（附件）將底座連接到啟動的電腦。

充電時亮起黃色燈光

Micro	USB電纜

充電完成後，CHG（充電）指示燈熄滅。

注意事項

•	即使遙控器尚未完全放電，仍可進行充電。同時，即使遙控器電量尚未充滿，亦可

使用充有部分電量的遙控器。

•	遙控器電源開啟時，供電而不進行充電。

•	遙控器完全充電後，CHG（充電）指示燈會立即熄滅。

設定日期和時間/地區

1	按 （開/待機）按鈕開啟遙控器的電源。

第一次開啟遙控器電源時，將會顯示日期和時間/地區設定畫面。

2	設定日期和時間/地區。

按下UP按鈕或DOWN按鈕選擇需要的項目，然後按下REC/ENTER按鈕執
行。日期和時間/地區設定畫面以下列順序切換。

地區設定 日期格式日光節約時間設定

年-月-日設定
日期和時間/地區設
定確認時鐘時間設定

按下日期和時間/地區設定確認畫面內的REC/ENTER按鈕，以確認所要
的項目，然後會顯示Wi-Fi待命畫面。

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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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再次設定日期和時間，請按下遙控器的MENU按鈕，從 （遙控器設定）中選擇

（日期時間設定）/ （地區設定）/ （日光節約時間設定）。

將遙控器連接相機

本手冊說明如何將遙控器連接單台相機。
如需關於如何將遙控器連接多台相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指南”	
（網頁說明書）。
如需關於如何操作相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相機的操作指示。

1	開啟遙控器的電源。

啟動遙控器時，會顯示Wi-Fi待命畫面。

2	開啟相機的電源，然後檢查相機設定。

確定Wi-Fi標記顯示在相機的顯示面板上。

3	選擇您要連接到遙控器的相機，然後按下REC/ENTER按鈕。

4	在相機上註冊遙控器。

相機的顯示面板上顯示 時，請選擇[OK]，然後按下相機的REC/
ENTER按鈕。

注意事項

•	如果相機的顯示面板上沒有顯示 ，請重新啟動相機，然後從步驟2再次

嘗試。

遙控器的LCD螢幕切換為即時檢視畫面時，表示相機連接完成。

注意事項

•	如果沒有完成與相機的連接，可能是訊號傳輸量龐大。在這種情況下，請移動

到另一個位置然後重試。

切換拍攝模式

1	按下MENU按鈕選擇 （拍攝模式），然後按下REC/ENTER按
鈕。

2	按下UP按鈕或DOWN按鈕選擇拍攝模式，然後按下REC/ENTER按
鈕。

拍攝模式圖示將顯示於顯示幕的左下角。

拍攝

關於拍攝動畫
如需下列操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指南”（網頁說明書），或相機
的操作指示。
•	靜態影像
•	縮時拍攝
•	循環錄製

1	按下REC/ENTER按鈕開始錄製。

REC/Wi-Fi指示燈從藍色變為紅色。

2	再次按下REC/ENTER按鈕停止錄製。

REC/Wi-Fi指示燈從紅色變為藍色。

設定相機

1	按下MENU按鈕選擇 （拍攝設定），然後按下REC/ENTER按
鈕。

2	按下UP按鈕或DOWN按鈕選擇拍攝項目，然後按下REC/ENTER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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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 設定項目

SteadyShot（靜態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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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設定項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指南”（網頁說明書）。
http://rd1.sony.net/help/cam/1650/h_zz/

注意事項

•	可以設定的項目視拍攝模式而定。

設定遙控器

隨遙控器的電源開啟/關閉相機
開啟/關閉遙控器時，對應的相機也會開啟/關閉。
若要將此功能設定為OFF，請按下相機上的MENU按鈕，然後按下UP按鈕或
DOWN按鈕選擇 （相機設定）	 （Bluetooth遙控器電源設定）	

。

拍攝時自動關閉LCD螢幕顯示
為了減少電池電力消耗，拍攝時LCD螢幕顯示會自動關閉。
若要將此功能設定為OFF，請按下MENU按鈕，然後按下UP按鈕或DOWN按鈕選
擇 （遙控器設定）	 （拍攝時螢幕自動關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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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檢視遙控器

入門指南

RM-LVR3

本手冊說明即時檢視遙控器RM-LVR3的基本操作。

在使用之前，必須按照本手冊所述，透過Wi-Fi連接到相機。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指南”（網頁說明書）。
http://rd1.sony.net/help/cam/1650/h_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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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僅適用於台灣

廢電池請回收

附屬電纜上附有鐵芯時的注意事項：
USB電纜或A/V連接電纜或電源供應器之DC輸出線上的一個鐵芯係抑制電磁
波干擾用，請勿任意拆卸。

僅適用於台灣
生產國別：中國
製造廠商：SONY CORPORATION
進 口 商：台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長春路145號5樓
諮詢專線：4499111

使用須知

[即時檢視遙控器]

連接遙控器
將遙控器牢固地連接至腕帶或卡口轉接器。否則可能會掉落，導致受傷或
損壞。
請勿將遙控器使用/存放於下述場所
•	溫度極高之處	 	
例如，停駐於陽光直射處的車內，如此可能使遙控器的機身變形進而造成
故障。

•	陽光直射處或加熱器附近	 	
若將遙控器放置於陽光直射處或加熱器附近，則可能產生變色或變形等情
形，進而造成故障。

•	具有強烈震動的場所
•	接近強烈磁場之處
•	多沙或多塵的地方	 	
小心不要讓沙子或灰塵進入遙控器中。這樣可能會造成遙控器故障，有時
候這種故障是無法修理的。

Wi-Fi/Bluetooth功能
•	請根據使用地區的規定使用遙控器。
•	遙控器的Wi-Fi/Bluetooth功能無法於水中使用。

使用無線區域網路裝置的安全性
•	為了避免駭客攻擊，惡意第三方存取和其他漏洞，請確認無線區域網路始
終安全。

•	在無線區域網路上設定安全性是很重要的。
•	如果由於缺乏足夠的安全措施或因可預見的情況而發生問題，Sony	
Corporation不承擔任何由此產生的損害。

關於水氣凝結
若將遙控器由較冷處直接帶入較溫暖之處，則遙控器內部或外部可能產生
水氣凝結的情形。水氣凝結可能會導致遙控器故障。

產生水氣凝結時
請關閉遙控器電源，靜待約1小時，使水氣自行蒸發。
操作溫度
•	遙控器在設計上適於-10℃至+40℃的環境中使用。不建議於此溫度範圍以
外的極冷與極熱環境中使用。

•	運作期間，LCD螢幕與機殼的溫度會升高。這是正常現象。

操作LCD螢幕
•	切勿使LCD螢幕長時照射陽光，以免受損。遙控器放置於窗戶旁時請務必
注意。

•	若於寒冷環境中使用遙控器，則LCD螢幕上可能會出現水平線條或殘留影
像。這並非故障。遙控器本身溫度回暖時，LCD螢幕即能恢復正常。

有關遙控器的防水性能

遙控器採用防水設計。若因誤用、濫用或不當保養而受損，恕不在有限保
固範圍內。
•	切勿使遙控器承受加壓水沖刷，例如放置於水龍頭下沖洗。
•	切勿於溫泉中使用。
•	請於0℃至40℃的水溫範圍中操作遙控器。

水中/水邊使用遙控器前的注意事項
•	若遙控器的端子部分（連接底座處）沾染塵土或砂石，請使用軟質無塵布
清除及擦拭。

•	如果您在水邊使用遙控器，或者用濕手或沾了泥沙的手使用遙控器，請執
行“水中/水邊使用遙控器後的清潔”中描述的程序後，再用底座對遙控
器充電。

水中/水邊使用遙控器時的注意事項
•	切勿使遙控器承受衝擊力，例如跳入水中。
•	遙控器置於水中時會自行下沉。請使用遙控器的附件腕帶避免遙控器沉入
水中。

•	遙控器置入水中時可能出現氣泡。這並非故障。

水中/水邊使用遙控器後的清潔
•	務必於使用後的60分鐘之內清潔遙控器。砂土或水分可能進入內部看不見
的地方，若未徹底清洗則可能損及防水性能。

•	將遙控器放置於倒入清水的清潔盆中約5分鐘。然後，於水中輕輕甩動遙
控器並按下各個按鈕，藉以清除卡入按鈕周圍的鹽分、砂石或其他異物。

•	清洗完成後，用軟布擦去所有水分。將遙控器放置於陰涼通風處，並靜待
完全乾燥。切勿使用吹風機吹乾，否則可能造成變形及/或降低其防水性
能。

•	使用軟質乾布將任何水分或塵土清除乾淨。
•	在遙控器完全乾燥的情況下，將遙控器連接至底座。
•	遙控器若接觸防曬霜或防曬油，則可能造成機殼變色。	 	
遙控器若不慎接觸防曬霜或防曬油，請立即擦拭乾淨。

•	遙控器中浸入海水後或表面上沾染海水時應立即清潔。否則可能造成腐
蝕、變色與損及防水性能。

廢棄處理
遙控器廢棄處理前，必須先將電池組取出。

取出電池組
內建的電池組可經由回收處理。

廢棄處理遙控器時，請取出內建電池組。

注意事項
取出電池組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	請將螺絲等物件放置在幼童無法取得之處，以避免發生誤吞意外。

•	小心勿使指甲或手指受傷。

重要資訊
除非進行遙控器的廢棄處理，否則不得拆下螺絲。
若經本公司認定曾擅自拆解本產品，恕不接受維修及更換事宜。

1 按下 （開/待機）按鈕，關閉遙控器電源。

2 使用十字螺絲起子拆下螺絲。（4根螺絲）

3 拆下外蓋。

4 取出電池組。

規格

電源要求：	 充電電池組：3.7	V（內建電池）
	 Micro	USB端子：5.0	V
USB充電：	 DC	5.0	V，500	mA
防水性能：	 水深3公尺，持續30分鐘（無法保證在所有狀況下的

防水效能）
操作溫度：	 -10℃至+40℃
儲存溫度：	 -20℃至+60℃
尺寸（約）：	 47.8	mm	×	52.6	mm	×	19.0	mm	

（寬/高/深，不包括突出部分）
質量：	 約46	g（僅主機身）
總重量（使用時）：	 約83	g（包括附件腕帶）
內含物品：	 即時檢視遙控器（1）、Micro	USB電纜（1）*、腕帶

（1）、卡口轉接器（1）、底座（1）、成套印刷文
件	
括號內的數字是指附件的數量。

*	即使遙控器與相機一起銷售，仍僅提供一條Micro	USB電纜。

•	未來升級時若設計和規格有所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有關詳細規格，請參閱“說明指南”（網頁說明書）。

關於商標
•	Wi-Fi、Wi-Fi標誌、Wi-Fi	PROTECTED	SET-UP為Wi-Fi	Alliance的註冊商標。

•	Adobe、Adobe標誌和Adobe	Acrobat為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在美國和/或其

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	Bluetooth®文字商標和圖形商標是Bluetooth	SIG的註冊商標，且Sony	Corporation

對該等商標的任何使用都應獲得授權。其他商標和商標名稱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標

和商標名稱。

此外，本手冊中使用的系統和產品名稱通常是各自開發商或製造商的商標
或註冊商標。但是，或標誌可能未在本手冊中註明。

連接遙控器

將遙控器連接至腕帶
	將遙控器的突出部分對齊腕帶的凹陷部分，同時用手指將腕帶背面的釋

放桿撥向另一側。
	確認遙控器已裝入腕帶，然後將手指從釋放桿移開。

•	釋放桿回到原位，且遙控器連接至腕帶。

 

將腕帶佩戴於手臂上

將腕帶的一端穿過腕帶另一端的洞孔，然後用收緊腕帶。接著滑動以
固定腕帶。



將遙控器連接至卡口轉接器
	將遙控器的突出部分對齊卡口轉接器的凹陷部分，同時用手指將釋放桿

撥向另一側。
	確認遙控器已裝入卡口轉接器，然後將手指從釋放桿移開。

•	釋放桿回到原位，且遙控器連接至卡口轉接器。

 

警告

為減少⽕災或觸電的⾵險，
1) 請勿讓本裝置接觸到⾬水或濕氣。
2) 請勿把裝滿液體的物品放在本設備上，例如花瓶等。

切勿將電池放在過熱的地⽅，如陽光下、⽕裡或類似的地⽅。

注意

請遵循以下注意事項，因為可能會有熱量產生、火災或爆炸的危險。
*	產品內建鋰離子電池。
•	請以指定充電方法為產品充電。
•	切勿將產品放在火中或附近，或將產品放入微波爐中。
•	切勿將產品放在炎熱天氣下的汽車內。
•	切勿在高溫潮濕的場所，例如桑拿房中，存放或使用本產品。
•	切勿拆解、擠壓或刺穿本產品。
•	切勿使產品遭受過度撞擊，例如從高處掉落。
•	切勿將產品暴露在超過60℃的高溫下。
•	請使產品保持乾燥。
請適當丟棄產品。
請以使用說明書中指定的充電方法為產品充電。

電源供應器（另售）
使用電源供應器（另售）時，請使用附近牆上的電源插座。如果在使用設
備時發生任何故障，請立即將電源供應器（另售）從牆上的電源插座拔
掉。

通知
如果靜電或電磁導致資料傳送中斷（失敗），請重新啟動應用程式或斷開
連接，並重新連接通信電纜（USB等）。

本產品已經過測試並確定符合EMC規定中所提出的使用連接電纜不得超過3
公尺的限制。

特定頻率的電磁場可能會影響此機的畫面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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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