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查附带物品
•	相机（1）
相机置于防水外壳内。如下图所示，打开外壳的盖子。

•	Micro USB连接线（1）
•	可重复充电电池 
（NP-BX1）（1）

•	防水外壳（1）
•	连接搭扣（1）
•	平直粘性固定座（1）
•	弧形粘性固定座（1）
•	入门指南（本文档）（1）
•	参考指南（1）

主要部件名称
 REC HOLD开关

 REC（动画/照片）按钮/ 
ENTER（菜单执行）按钮

 （N标记）

 PREV（上一菜单）按钮

 NEXT（下一菜单）按钮

 显示面板

 扬声器

 REC/LIVE指示灯

 红外遥控接收器

 镜头 

 麦克风

 连接器盖（HDMI OUT、 
Multi/Micro USB端子）

 REC/存取/CHG（充电）指示灯

 锁定杆

 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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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插入电池。

如图所示对准标记。

3 关闭盖子。

确认看不见锁定杆上的黄色标记。

4 确认相机已关闭。

要关闭相机，按几次NEXT或PREV按钮显示[PwOFF]，然后
按ENTER按钮。

5 打开连接器盖（），用Micro USB连接线（附
送）将相机连接至启动的计算机（）。

充电时以琥珀色点亮

Micro USB连接线连接器盖

插入存储卡

Memory Stick Micro™ 
(Mark2)

microSD卡/microSDHC卡/
microSDXC卡

印刷面端子面

•	正确插入存储卡，确认每一面的朝向正确。
•	要弹出存储卡，轻推一下存储卡。
*  以XAVC S录制动画时，请使用SDXC卡（10级）。以100 Mbps
录制动画时，请使用SDXC UHS-I存储卡（U3）。

注意
•	不保证所有存储卡均可正常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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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或PREV按钮，选择[SETUP]  [CONFG]  [DATE]
设置日期、时间和地区。

录制

1 按NEXT或PREV按钮开启相机。

2 按NEXT或PREV按钮选择所需的拍摄模式。

3 按REC按钮开始录制。

要停止录制，再次按REC按钮。
*  当在相机关闭状态下按REC按钮，相机以关闭前所设置
的最后的拍摄模式开始录制。

注意
•	长时间拍摄期间，相机温度可能会升高以致拍摄自动停止。
•	不保证能在本相机上播放用其他相机录制的影像。
•	如果在不支持[XAVC S 120p/100p]或[XAVC S 240p/200p]格式的
相机上播放以本相机录制的上述格式动画，该相机可能会死机。
此时请取出电池，然后重新插入。

设置

可以在[SETUP]模式下，改变相机的拍摄模式和各种设置。

1 按NEXT或PREV按钮显示[SETUP]，然后按ENTER按
钮。

2 按NEXT或PREV按钮显示要设置的项目，然后按
ENTER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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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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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如何使用相机和软件的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sony.net/actioncam/support/
要编辑动画，请使用相机专用的PC软件“Action Cam Movie 
Creator”。可从下列网站下载。
http://www.sony.net/acmc/



菜单项目

模式列表 可在SETUP中设置的项目 可在CONFG中设置的项目

显示 模式 显示 项目 显示 项目

LOOP 循环录制模式 VMODE 影像质量设置模式 Wi-Fi Wi-Fi连接

MOVIE 动画模式 V.FMT 动画格式 GPS GPS日志

PHOTO 照片模式 STEDY SteadyShot PLANE 飞行模式

INTVL 间隔照片录制模式 AUDIO 录音 MOUNT 底座*1

LIVE 实时串流模式 WIND 降低风噪 TC/UB 时间码/用户比特

SETUP 设置模式
COLOR 色彩模式 IR-RC IR遥控器

L.OPT 循环录制时间 HDMI HDMI设置

PLAY 播放模式 DRIVE 静止影像模式切换 BGM 背景音乐*1,	*2

PwOFF 关机 FPS 静止影像拍摄间隔 USBPw USB电源

SELF 自拍定时器 A.OFF 自动关机

ANGL 静止影像视角 BEEP 提示音
注意
•	按钮操作

 –NEXT：前往下一菜单
 –PREV：前往上一菜单
 –ENTER：执行菜单

•	要从各设置项目返回[SETUP]或[CONFG]
菜单，选择[BACK]，然后按ENTER按钮。

•	当同时按下NEXT按钮和PREV按钮时，可
前往Wi-Fi设置菜单。

•	菜单可能根据相机运行状态而有所不
同。

LAPSE 间隔照片录制 DATE 日期和时间设置

FLIP 翻转
DST 夏令时设置

SCENE 场景

WB 白平衡 LANG 语言设置

AESFT 自动曝光转换 V.SYS 切换NTSC/PAL

CONFG 配置设置
VER. 版本

FORMT 格式化

RESET 重设设置

*1 这些是针对精彩场面播放动态影像制作
工具的设置项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帮助指南。

*2 该功能在某些国家/地区不可用。

连接至另售的实时监控器

1 开启实时监控器的电源。

有关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实时监控器的帮助指南。

2 按NEXT或PREV按钮选择[SETUP]  [CONFG]  
[Wi-Fi]  [ON]。

3 在实时监控器上选择相机的SSID 
（附于本手册上）。

4 当相机的显示面板上出现[ACPT?]时，按相机的
ENTER按钮。

连接至智能手机

除了另售的实时监控器，还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操作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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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单触功能（NFC）时，需
要Android 4.0或更高版本。

iOS

在App Store上搜索PlayMemories Mobile，然
后进行安装。当使用iOS时，单触功能（NFC）
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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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支持Google play。此时请在互联网上搜
索“PlayMemories Mobile”，然后进行安装。

连接
Android

 开启相机，将相机的Wi-Fi设置为开。
 选择拍摄模式：[LOOP]、[MOVIE]、[PHOTO]、[INTVL]。
 在智能手机上启动PlayMemories Mobile。
 选择本手册上粘贴的贴纸上印刷的SSID。
 输入同一贴纸上的密码（仅第一次）。

 

Android（支持NFC）

将相机的Wi-Fi设置为开，让智能手机的 （N标记）触碰相
机的 （N标记）。
当PlayMemories Mobile启动时，将自动应用设置以建立
Wi-Fi连接。

iPhone

 开启相机，将相机的Wi-Fi设置为开。
 选择拍摄模式：[LOOP]、[MOVIE]、[PHOTO]、[INTVL]。
 在智能手机上打开[设定]。
 在智能手机上选择[Wi-Fi]。
 选择本手册上粘贴的贴纸上印刷的SSID。
 输入同一贴纸上的密码（仅第一次）。
 确认相机的SSID显示在智能手机上。
 返回主画面，然后启动PlayMemories Mobile。

   

如果贴纸遗失

如果贴纸遗失，可通过以下步骤找回用户ID和密码。
 将充好电的电池插入相机。
 用Micro USB连接线（附送）将相机连接至计算机。
 按NEXT或PREV按钮开启相机。

 在计算机上显示[计算机]  [PMHOME]  [INFO]   
[WIFI_INF.TXT]，然后确认ID和密码。

使用帮助指南

“帮助指南”是在线版使用说明书。
使用此说明书了解有关如何使用相机、可用智能手机进行的
设置/操作，以及安全注意事项的详细信息。
http://rd1.sony.net/help/cam/1520/h_z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