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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檢視遙控器

本手冊為本產品使用說明書的附件，
詳述部分新增或改良的功能並說明其操作方式。
另請參閱本產品的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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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設定

您可選擇  Main  Settings（主要設定） �  Clock  Setting（時鐘設定）設定
年/月/日/時間。
您也可以選擇日期格式。

 1 按下  MENU 按鈕顯示設定項目，然後選擇  Main  Settings（主要

設定）�  Clock  Setting（時鐘設定）。

 2 選擇所需的日期格式，然後按下  REC/ENTER 按鈕。

MENU

Y-M-D

Y-M-D 年-月-日

M-D-Y 月-日-年

M(Eng)-D-Y 月（以英文表示）-日-年

D-M-Y 日-月-年

 3 按下  UP 按鈕或  DOWN 按鈕選擇所需的日期，然後按下  REC/

ENTER 按鈕進行確認。
按下  MENU 可按鈕返回先前設定。

MENU

1 1- -2014

備註

 � 第一次使用時或更新本產品的軟體後，時鐘設定畫面會隨即顯示。使用本產品前，
請先設定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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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鎖定功能

此功能可避免隨身攜帶時意外按下本產品的按鈕。
按下本產品的  MENU 按鈕  2  秒以上，可設定按鈕鎖定功能。

REC
ENTER

在按鈕鎖定模式中，  會顯示在本產品的  LCD  螢幕上。本產品的  REC/ENTER 
按鈕、DISP 按鈕、UP 按鈕及  DOWN 按鈕會停用。

若要取消按鈕鎖定模式，請按下本產品的  MENU 按鈕  2  秒以上，或按下  ON/
OFF（電源）按鈕關閉本產品的電源。

附註

 � 當本產品透過  Wi-Fi  連線至相機/攝影機時，才可使用按鈕鎖定功能。未連線時，
無法使用按鈕鎖定功能。

 � 顯示  MENU 期間無法使用按鈕鎖定功能。

 � 中斷本產品與相機/攝影機之間的  Wi-Fi 連線時，按鈕鎖定功能會隨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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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螢幕指示燈

錄影及間隔相片拍攝時顯示  REC
按下本產品的  REC/ENTER 按鈕開始錄製時，REC/Wi-Fi  指示燈會從藍光變為紅
光，且 � 會出現在螢幕的左下角。

REC
ENTER

使用  DISP  按鈕切換螢幕指示燈
透過  Wi-Fi  將本產品連線至相機/攝影機時，按下本產品的  DISP 按鈕會依照下列
順序切換本產品的  LCD  螢幕：

AM

即時顯示 圖示關閉 時鐘顯示 螢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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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攝影機設定

透過本產品的 MENU  變更相機/攝影機設定
您可按下本產品的  MENU 按鈕變更本產品的設定。
透過  Wi-Fi  連線至相機/攝影機時按下本產品的  MENU 按鈕，也可以變更相機/攝
影機的設定。

 SteadyShot Setting（SteadyShot  設定）
選擇  MENU  � *  Camera  Settings（相機/攝影機設定）可以設定相機/攝影機
的  SteadyShot 設定。

ON 使用  SteadyShot。

OFF 不使用  SteadyShot。

*  本產品  LCD  螢幕顯示的圖示，會根據連接相機/攝影機的錄製模式而異。

 Field Angle Setting（視場角設定）
選擇  MENU � *  Camera  Settings（相機/攝影機設定）可以設定相機/攝影機的
視場角設定。

120° 以  120°  的視場角拍攝。

170° 以  170°  的視場角拍攝。

*  本產品  LCD  螢幕顯示的圖示，會根據連接相機/攝影機的錄製模式而異。

附註

 � 本產品沒有透過  Wi-Fi  連線至相機/攝影機時，相機/攝影機設定圖示不會顯示在
本產品的  LCD  螢幕上。

 � SteadyShot 設定及視場角設定僅適用於相容相機/攝影機。另請參閱相容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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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曝光設定
當本產品連接至  Sony 數位相機  QX 系列機型或其他相容相機/攝影機時，相機/攝
影機的曝光模式會自動設為  “  Intelligent  Auto”。

附註

 � 自動曝光設定功能不相容於  HDR-AS15/AS30V/AS100V。

 � 自動曝光設定功能僅適用於相容相機/攝影機。另請參閱相容性資訊。

 � 根據連接的相機/攝影機機型（若具有模式旋鈕等），曝光模式可能不會變更。

自動相機/攝影機日期設定
當本產品連接至 Sony 數位相機  QX 系列機型時，本產品的日期設定也會出現在相
機/攝影機中。

附註

 � 自動相機/攝影機日期設定功能不相容於  HDR-AS15/AS30V/AS100V。

 � 自動相機/攝影機日期設定功能僅適用於相容相機/攝影機。另請參閱相容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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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放

根據連接的相機/攝影機，縮放功能會在錄製時啟用。
當即時檢視顯示出現在本產品的  LCD  螢幕上或錄影期間時，可按下本產品的  UP/
DOWN 按鈕來操控相機/攝影機的縮放。

REC
ENTER

遠攝（拍攝物體看起來更近。）

廣角（拍攝物體看起來更遠。）

附註

 � 縮放功能不相容於  HDR-AS15/AS30V/AS100V。

 � 縮放功能僅於相容相機/攝影機。另請參閱相容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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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訊息

記憶卡警示燈
若透過  Wi-Fi  連接到本產品的相機/攝影機內沒有插入任何記憶卡，  會在螢幕的
左上角閃爍。

REC
ENTER

備註

 � 當本產品連接至相容相機/攝影機時，才會顯示記憶卡警示燈。另請參閱相容性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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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相機/攝影機控制 HDR-AS100V

使用  HDR-AS100V  時，最多可使用本產品同時操控  5  台相機/攝影機。

本產品使用前準備

 1 在  MENU 畫面的  Network  Settings（網路設定）中選擇

Connection Setting（連線設定）。

 2 選擇  Multi  connection（多重連線）。
SINGLE 連線
使用本產品操控一台相機/攝影機。

MULTI 連線
使用本產品操控多台相機/攝影機。

附註

 � 多重相機/攝影機控制功能僅於相容相機/攝影機。

 � 操控不支援多重相機/攝影機控制功能的相機/攝影機時，請將本產品設為 
SINGLE 連線。

 �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相機/攝影機的使用說明書及相容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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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產品上登錄相機/攝影機

 1 在  MENU 畫面中選擇   。

本產品會切換至登錄待命模式。（大約  2  分鐘後，登錄待命模式會取消。）

 2 在相機/攝影機的  [SETUP]  中，選擇  [confg] � [Wi-Fi] � [multi]  

� [NEW]。
[PREP]  會在相機/攝影機的顯示畫面上閃爍，並開始登錄準備。

 3 當  [OK]  顯示在本產品的  LCD  螢幕上時，按下本產品的  REC/

ENTER 按鈕確認登錄。
登錄完成時，[DONE]  會顯示在相機/攝影機的顯示畫面上，並於  2  秒後恢復
錄製模式。

 4 針對您要連線的每台相機/攝影機，重複步驟  1  至  3  進行登錄。

附註

 �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相機/攝影機的使用說明書。

 � 請在本產品的連線待命模式取消前登錄相機/攝影機。

 � 當有  5  台相機/攝影機連線至本產品後，就無法登錄其他相機/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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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的 LCD  螢幕指示燈

 相機/攝影機的錄製模式及狀態
相機/攝影機的錄製模式及狀態會顯示在本產品的  LCD  螢幕上。

錄製模式/狀態 顯示圖示

相片拍攝模式

錄影模式

間隔相片拍攝模式

已連線

游標的位置表示目前在即時檢視中顯示的相機/攝影機。

當連線的相機/攝影機正在錄製時， � 會顯示在圖示上。

狀態會顯示，例如正在傳送或連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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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顯示

錯誤圖示
根據連線相機/攝影機的狀態，錯誤圖示會顯示在本產品的  LCD  螢幕。

錯誤圖示 出現狀況 原因

相機/攝影機錯誤 確認存取的相機/攝影機。

相機/攝影機錯誤
確認存取的相機/攝影機或記憶
卡。

無法連線

 � 確認存取的相機/攝影機。

 � 可能出現訊號壅塞，或本產品
可能距離存取點太遠。

存取不相容的裝置
本產品正在存取不相容的裝置。
請檢查正在存取的裝置。

錯誤號碼
下列錯誤號碼可能出現在本產品的  LCD  螢幕上，提供有關多重相機/攝影機控制的
錯誤資訊。

錯誤號
碼

出現狀況 原因

03-03

無法連線

 � 相機/攝影機無法辨識。您必須在欲連線的相
機/攝影機上執行相容的操作。

 � 可能出現訊號壅塞，或本產品可能距離存取點
太遠。03-04

03-05
無法連線至相機/攝
影機

 � 本產品已經達到可連線相機/攝影機的數量上
限。請檢查目前連線的相機/攝影機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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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產品連線至相機/攝影機
當開啟本產品及相機/攝影機的電源時，本產品會自動連線至已登錄的相機/攝影機。

ON

ON

附註

 � 將您要連線至本產品的相機/攝影機設為  [MULTI]。如需設定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各相機/攝影機的使用說明書。

 � 相機/攝影機的同時連線數量上限為  5  台。

 � 開啟本產品的電源時，本產品的 REC/Wi-Fi 指示燈會亮藍光。

切換即時檢視顯示
您可按下本產品的  UP/DOWN 按鈕，並將本產品  LCD  螢幕的即時檢視顯示切換
至任何連線相機/攝影機的顯示畫面。

REC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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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影像
按下本產品的  REC/ENTER 按鈕，會在所有連線的相機/攝影機上開始拍攝影片或相
片。
若要停止錄影或間隔相片拍攝，請再次按下本產品的  REC/ENTER 按鈕。

REC

REC

REC

附註

 � 受到多重相機/攝影機控制時，本產品的操作指令會傳送至所有連線的相機/攝影
機。

本產品可執行下列操作。

 �變更錄製模式

 �開始及停止錄影與間隔相片拍攝

 �操控快門以拍攝相片

在相機/攝影機上應該可以執行其他相機/攝影機設定，例如影像品質等。

 � 連線相機/攝影機的反應時間可能根據各相機/攝影機的狀況而異。開始執行錄製等
操作時，各連線相機/攝影機之間可能出現時間延遲情況。

 � 如果連線相機/攝影機的錄製模式不相同，則會根據各相機/攝影機的錄製模式進行
錄製。

 � 如果連接一台或多台相機/攝影機進行錄製，本產品的 REC/Wi-Fi 指示燈會亮紅
光。 
若此時按下本產品的 REC/ENTER 按鈕，停止錄製的指令會傳送至所有連線的相
機/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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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 Network Settings（網路設定）
若要重設  MULTI 連線的  Network  settings（網路設定），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  MENU 畫面的  Network  Settings（網路設定）中選擇  

 Resetting  the  Network  Settings（重設網路設定）。

 2 選擇  OK，然後按下本產品的  REC/ENTER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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