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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使用“Memory Stick Duo/Memory Stick PRO Duo”的
注意事項

支援的媒體

Multi-Card
Reader/Writer
多合一讀卡機
操作說明
使用本裝置前, 請詳閱本文件, 然後保留供將來參考時使用。

“Memory Stick”媒體
“Memory Stick”(不帶MagicGate) *1
“MagicGate Memory Stick”*1*2
“Memory Stick”(帶有MagicGate) *1*2*3
“Memory Stick Duo”(不帶MagicGate)
“MagicGate Memory Stick Duo” *1*2*5
“Memory Stick Duo”(帶有MagicGate)
“Memory Stick PRO”*2*3
“Memory Stick PRO Duo”*2*3*5
“Memory Stick PRO-HG Duo”*2*3*5
“Memory Stick Micro”(“M2”) *2*3*4*5

*1

“MagicGate”是Sony研發的一種版權保護技術的統稱。
不支援對使用 MagicGate 技術的 MagicGate 資料進行錄製或播放。
支援4位元並行資料傳輸, 但是並行資料傳輸依賴於各個媒體讀／寫資料
所花費的時間。
“M2”是“Memory Stick Micro”的簡稱。本文檔中, 從此處開始使用
簡稱“M2”。
僅帶轉接器（不包括）。

*4

*5

若要降低起火或觸電的危險, 請勿讓本裝置曝露在雨水或濕氣環
境下。
若要避免觸電, 請勿開啟機殼。維修事項請洽詢維修人員。

使用者注意事項
任何情況下, Sony Corporation對偶然、間接或特殊損害均不負
責, 不論損害是否基於民事侵權行為、合同, 或者由本手冊、設
備磁碟機或此處包含的其他資訊或對其的使用所引起或相關聯。
Sony Corporation保留對本手冊或此處包含的資訊隨時進行修改
而無需通知的權利。
Sony Corporation對任何程式、資料或任何媒體上儲存的其他資
訊的損壞或丟失不負責任。
版權法禁止未經授權即使用任何錄製的音頻／視頻, 個人娛樂
目的除外。請注意, 包含受版權保護的影像和資料的“Memory
Stick”應在版權法允許的範圍內嚴格使用。
商標

*1*2*3*5

® ™

概述
MRW62E（下文稱之為“讀卡機”）具有以下功能：
s 快速簡便的資料傳輸-可將影像從照相機輕鬆地傳輸至電腦
s 與“Memory Stick”、“Memory Stick PRO”、“Memory
Stick Duo”、CompactFlash、Microdrive、xD-Picture Card、
SmartMedia、MultiMediaCard以及SD Memory Card相容
s 支援17種不同類型的儲存卡
s 連接快捷-熱插拔USB供電設計

系統要求
讀卡機要求下列最基本系統組態：
 作業系統
- Windows®7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XP Home 或 Professional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 4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Me
- Mac OS X 10.2, 10.3, 10.4, 10.5, 10.6
在Windows中, 本產品與標準磁碟機配合工作。

SmartMedia卡

4. 使用者不得從使用者安裝程式的國家，將程式或程式附帶的文
件匯出或傳輸到任何其他國家。

支援MMCplus和MMCmobile, 但不支援並行資料傳輸。
Microdrive 需要比其他儲存卡更高的電力供應。當使用Microdrive時,
取下其他儲存卡；否則可能因供電不足發生錯誤。

*9

5. 使用者不得 (i) 更新、新增或修改，也不得 (ii) 拆解或反
編譯全部或部分的程式。
6. 以“現狀”提供的程式，針對特定目的或無瑕疵等目的，不具
有明示或暗示的保固，也不含適銷性和適用性的保固。

3.3 V和3 V類型

*8

2. Sony授予使用者非獨佔性、不可分割和不可轉讓的權利，根據
程式指定的Sony多合一讀卡機的用途來使用程式。

讀卡機支援3.3伏和3伏SmartMedia卡, 但不支援舊型號
5伏類型。

其他儲存卡
MultiMediaCard *8
RS-MMC *8
CompactFlash®ｨ
Microdrive® *9
SmartMedia™
xD-Picture Card™

1. 版權法和所有其他與程式和程式附帶的文件相關權利屬於
Sony或授權Sony使用程式的原始合法人員或機構（以下稱為原
始合法人員）。除了本合約列載的權利，並沒有授予使用者其
他權利。

3. 在未事先取得Sony的書面同意前，使用者如上所述不得轉讓使
用權利給予第三方或不得允許第三方使用程式。

不支援對使用SD技術的資料進行錄製或播放。
僅帶轉接器（不包括）。








使用者授權合約
此為您（以下稱為使用者）和Sony Corporation（以下簡稱為
Sony）簽訂的協議合約，該合約與使用軟體（以下稱為程式）的
權利相關。使用程式表示您接受使用者和Sony協議合約中的條款
和結論。

支援的SmartMedia卡

槽口

5 V類型

註
請勿強行將5伏SmartMedia卡插入讀卡機。

使用SmartMedia卡
如果SmartMedia卡的金色接觸區域髒了, 則可能會發生讀錯誤。
請保持接觸區域清潔。另外請勿觸碰金色接觸區域。請勿使該卡
扭曲或翹曲。防止該卡接觸靜電。

7. 如果使用者和第三方因為使用程式，導致版權、專利權或其他
無形的產權受到侵犯而衍生出任何爭議，使用者應自費解決此
爭議，且不得向Sony或原始合法人員請求賠償。
8. Sony得在告知未能遵守本條款的任一部分時，終止軟體使用的
授權。任何終止授權的行為均不影響任何付款，或任何損害賠
償。終止授權時，您必須立即銷毀連同軟體與任何形式的副
本。
9. 本合約提供數種非英文版的翻譯，僅供參考之用。如果英文版
和其他任何語言的版本有不一致的情況，應以英文版為準。

帶ID的SmartMedia卡

註
 不保證所有儲存卡均可工作。如果使用不支援的儲存卡, 則不
保證操作。
 根據“Memory Stick”採用的檔案系統規格, 要進行錄製／播
放的檔案每個容量小於4 GB。
 儘管用高達8 GB的“Memory Stick”對本產品進行了檢查, 但是
請注意不保證與每種類型的“Memory Stick”的操作。
 本手冊中,“支援的媒體”所列出的所有類型的媒體統稱為儲存
卡。
 不支援GPS卡等I/O卡（非儲存卡）。
 MultiMediaCard和SD Memory Card使用同一個插槽, 因此無法
同時使用這些卡。
 所有“Memory Stick”媒體均使用同一個插槽, 因此無法同時
使用這些卡。
 只支援DOS格式。不支援其他格式的儲存卡。

讀卡機不支援SmartMedia卡上的ID資訊, 但可將任何帶ID的
SmartMedia卡用作常規媒體。

其他注意事項
媒體格式化
請勿使用電腦對儲存卡進行格式化（初始化）。如果使用電腦對
儲存卡進行格式化, 則由於格式類型差異（FAT尺寸、簇尺寸、硬
碟類型或超級軟盤類型）, 數位相機等設備將可能無法再使用此
卡。如果使用數位相機, 請使用數位相機格式化儲存卡。

關於Memory Stick
何謂“Memory Stick”?
“Memory Stick”是一種體積小、容量大的IC錄製媒體。此媒體
不僅設計用於在“Memory Stick”合規產品之間交換／共用數位
資料, 而且可用作可儲存資料的插拔式外部儲存媒體。

關於“Memory Stick”的注意事項
關於格式化（初始化）
 如果格式化已寫入資料的媒體, 則所有資料和軟體都將被刪
除。請謹慎操作切勿錯誤地刪除任何重要資料。
 必須使用“Memory Stick”合規產品的格式化命令對媒體進行
格式化（初始化）。如果使用Windows資源管理器對媒體進行格
式化, 則會發生FORMAT ERROR, 且媒體上的資料無法再用於本
產品。

關於“Memory Stick”的尺寸
 在本產品上使用“Memory Stick Duo”時, 插入本產品之前必
須先將媒體插入Memory Stick Duo轉接器。
如果“Memory Stick Duo”未插入轉接器就嘗試插入本產品,
則可能無法將“Memory Stick Duo”從本產品中取出。
 請勿同時插入多個“Memory Stick”。否則可能會損壞本產
品。
 使用已經插入Memory Stick Duo轉接器的“Memory Stick
Duo”時, 請確認以正確的方向插入。
 “Memory Stick Duo”和“Memory Stick Micro”應遠離幼童
放置, 以防誤吞。
 當在本產品上使用“Memory Stick Micro”時, 必須將媒體插
入標準尺寸的M2轉接器。
如果未插入M2轉接器就嘗試插入“Memory Stick Micro”, 則
可能無法將其移除。
當媒體插入Duo尺寸M2轉接器並一起插入Memory Stick Duo轉接
器, 則“Memory Stick Micro”可能無法正常使用。為了正確
使用, 請使用標準尺寸的M2轉接器。

使用注意事項

包裝內容
當您打開盒子包裝時, 請確認包裝中含有以下列出的所有附件。
如果有任何東西缺少或損壞, 請聯絡您的零售商。
 MRW62E Multi-Card Reader/Writer (多合一讀卡機)

DOS模式的限制
在Windows中, 讀卡機無法在DOS模式中操作。若要使用讀卡機,
應啟動Windows。

待機
讀卡機支援基於PC2000標準的待機功能, 但不涵蓋所有電腦的待
機功能。如果電腦的待機功能引起任何問題, 請禁用待機功能。
在電腦處於待機狀態時, 請勿插入或移除任何媒體。



、“Memory Stick”、“Memory Stick Duo”、
“MagicGate Memory Stick”、Memory Stick PRO”、
“Memory Stick PRO Duo”、“Memory Stick PRO-HG Duo”、
“Memory Stick Micro”及“M2”均為Sony的註冊商標或商
標。
 Microsoft®、Windows®、及Windows標誌為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Macintosh®及Mac OS®為Apple, Inc.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的
註冊商標。
 在本手冊中出現的其他系統名稱、產品名稱和公司名稱, 儘管
未標記 或 , 也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當使用不帶寫保護開關的“Memory Stick Duo/Memory Stick
PRO Duo”時, 請小心切勿意外編輯或刪除重要資料。
 當使用帶寫保護開關的“Memory Stick Duo/Memory Stick PRO
Duo”時, 通過“LOCK”（鎖定）開關, 無法對資料進行錄製、
編輯或刪除。
 使用帶尖頭的物體移動寫保護開關。
 在備忘錄區域書寫時請勿重壓該區域。
 請在附帶的盒子中攜帶和儲存“Memory Stick”。

 SD/SDHC Memory Card *6
 miniSD™ｪcard *6*7
*7

請勿讓兒童靠近。如果不小心吞下零件, 請立即就醫。

備忘錄區域
*1*5

SD儲存卡

*6

警告

寫保護開關












*3

© 2008 Sony Corporation
http://www.sony.net/

重要事項
下列“使用者授權合約”適用於由Sony提供的磁碟機盤符辨識軟
體。請在安裝前詳讀下列“使用者授權合約”。安裝磁碟機盤符
辨識軟體表示您同意“使用者授權合約”。

本讀卡機支援以下媒體：

*2

MRW62E

使用者授權合約

端子

 USB連接線
 使用說明書

殺毒軟體

部件和功能

如果電腦上帶有駐留於記憶體的殺毒軟體, 則電腦可能會暫停
或變得異常慢。此時, 請將殺毒軟體設定為不掃描讀卡機中的媒
體。

前面

請勿試圖自行拆除、修理或改變讀卡機
在任何情況下切勿試圖自行拆除、修理或改變讀卡機。否則您不
僅可能會永久性損壞讀卡機和∕或電腦, 而且可能會因電擊而引
起火災或人身傷害。

操作和儲存環境
 請勿將讀卡機放置在靠近熱源處或直射陽光下；多塵、肮髒或
潮濕處；降水處如雨中；或置於車窗關閉的車輛中。
 如果讀卡機幹擾收音機或電視機信號接收, 將讀卡機從收音機
或電視機旁邊移開。
 當使用讀卡機時, 請勿將其包裹在布、床單或罩子中, 否則可
能會引起故障或火災。

1 存取指示燈
當讀卡機操作儲存卡上的資料時, 此指示燈會閃爍。

2 SmartMedia/xD-Picture Card插槽

規格

在此處插入SmartMedia儲存卡或xD-Picture Card。

USB 傳輸率
Full-speed (12 Mbps)
Hi-speed (480 Mbps)
實際性能取決於設備。
供電要求
4.75 V至5.25 V DC
電流消耗
最大500 mA

*1

存取指示燈
始終點亮
操作時閃爍
作業環境
溫度 : 5 ºC至40 ºC
濕度 : 30%至80% RH

3 CompactFlash/Microdrive插槽
在此處插入CompactFlash或Microdrive儲存卡。
使用Microdrive之前移除所有其他儲存卡, 因為它需要消耗
大量的電能。

4 “Memory Stick”插槽
在此處插入“Memory Stick”媒體。
插入“Memory Stick Duo”(無MagicGate)、“MagicGate Memory
Stick Duo”、“Memory Stick Duo”(含MagicGate)、“Memory
Stick PRO Duo”、“Memory Stick PRO-HG Duo”或“Memory
Stick Micro”（“M2”）時，請使用轉接器（不附帶）。

5 MultiMediaCard/SD Memory Card插槽
在此處插入MultiMediaCard或SD Memory Card。插入miniSD
Card時, 請使用轉接器（不附帶）。

背面

儲存環境
溫度 : -30 ºC至+60 ºC
濕度 : 無濕氣凝結

“Memory Stick”媒體
關於使用“Memory Stick”媒體的注意事項
端子

尺寸（寬×高×深）
約86×15.7×50 mm
（不包括突出部分）
質量
約55g
*1

使用Microdrive時除外

6 USB連接埠（微型B）

寫保護開關

使用附帶的USB連接線連接至電腦。
標籤區域

 在讀寫資料時, 請勿移除“Memory Stick”。
 下列情況下可能會損壞資料：
- 在讀寫資料時移除“Memory Stick”或移除USB連接線連接。
- 在易受靜電或電子幹擾影響處使用“Memory Stick”。
 可在“Memory Stick”上保留重要資料的備份拷貝。
 避免接觸“Memory Stick”上的金屬端子, 以防靜電放電造成
損壞。
 請勿對“Memory Stick”施加過大的壓力或衝擊。
 請勿將“Memory Stick”解體或改裝。
 使“Memory Stick”及其它媒體遠離水、高溫、高濕以及腐蝕
性物質。
 請勿在以下不適宜的狀況下使用或儲存“Memory Stick”：
- 極熱處（例如夏季車窗關閉的停泊車輛中, 直射陽光下, 或
輻射熱量的電器附近）
- 潮濕處
- 腐蝕物質附近
 如果將寫保護開關設定為“LOCK”（鎖定）, 則無法錄製、編
輯或刪除資料。
 請勿在“Memory Stick”上的標籤區域粘貼附帶標籤以外的任
何其他物體。
 請將標籤準確粘貼在標籤區域內。確認標籤未超出此區域之
外。
 請在附帶的盒子中攜帶和儲存“Memory Stick”。

將讀卡機連接至電腦
使用附帶的USB連接線將讀卡機直接連接至電腦。

1
2

啟動電腦。
將USB連接線的小接頭連接到讀卡機背面的USB連接
埠。
將USB連接線的大接頭連接到電腦的USB連接埠。

3

4

使用讀卡機

使用卸除式磁碟圖示來讀寫儲存卡上的資料。

插入儲存卡
將儲存卡插入讀卡機上相應的插槽中, 插入卡時, 應將儲存卡推
至完全緊貼插槽。
在此插槽中插入下列卡之一：
 MultiMediaCard
 RS-MMC
 SD/SDHC Memory Card
 miniSD Card*

* 請使用適當的轉接器（不包
括）。

電腦將讀卡機識別為卸除式磁碟, 且讀卡機處於可用狀態。
註
 請勿經由USB集線器連接至電腦。
 視乎電腦和其作業系統的狀態而定, 讀卡機可能無法操作或者
可能變得不穩定。此時, 請參閱“故障排除”章節。
 移除USB連接線連接, 等待至少5秒鐘, 然後再重新連接。
（否則, 讀卡機可能無法被識別。）
 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USB設備與電腦相連時, 讀卡機不保證能
同時與某些類型的USB設備進行操作。
 無法通過在單台電腦上連接更多的儲存卡設備來同時操作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儲存卡。從讀卡機上移除所有儲存卡或關閉其他
設備。

3

 使用正在操作的儲存卡的卸除式磁碟圖示讀寫儲存卡。
 顯示卸除式磁碟圖示可能要花一些時間。
 如果未出現卸除式磁碟圖示, 請遵循使用說明書（本手冊）
中“從電腦移除讀卡機的連接”中的步驟來移除讀卡機的連接,
然後等待至少 5 秒鐘再重新連接。
如果“從電腦移除讀卡機的連接”的步驟 1 中所述的“可以放
心移除硬體”圖示未顯示, 則跳過其餘步驟直接移除讀卡機的
連接。
 視乎所使用的作業系統和儲存卡類型而定, 讀卡機磁碟機有可
能會被識別為“硬碟”而非“卸除式磁碟”, 但這並不影響其
操作。

1

* 視乎儲存卡而定, 可能會顯示“Untitled”以外的其他標籤。
如果讀卡機中未插入儲存卡, 則跳過此步。

在此插槽中插入下列卡之一：
 CompactFlash
 Microdrive

4

註
 每個卡插槽均設計為僅可以正確方向插入卡。
 僅將一張儲存卡插入相應插槽中。請勿同時插入多個儲存卡。
 插入“Memory Stick Duo”(無 MagicGate)、“MagicGate
Memory Stick Duo”、“Memory Stick Duo”(含 MagicGate)、
“Memory Stick PRO Duo”、“Memory Stick PRO-HG Duo”、
“Memory Stick Micro”(“M2”)或miniSD Card時, 請使用轉
接器（不附帶）。
 請勿方向顛倒插入卡。
 強行插入卡可能會損壞卡或插槽。
 如果插入儲存卡不正確, 可能無法將其取出。萬一儲存卡卡在
讀卡機中, 請諮詢您本地的Sony經銷商。
ﾆ

開始安裝之前，請先閱讀“使用者授權合約”。

對於Windows
下列說明使用Windows XP中的畫面作為圖解。
對於其他版本的Windows, 畫面可能會有所不同。

1

2

使用卸除式磁碟圖示來讀寫儲存卡上的資料。

4
註

對於Windows

1
2
3
4

確認存取指示燈未閃爍。
打開 [我的電腦]。
右擊卸除式磁碟圖示, 然後選擇[退出]。
筆直將儲存卡移除。

對於Macintosh

2
3

關閉儲存卡上儲存的檔案, 然後退出所有當前正在運
行的應用程式。
確認存取指示燈未閃爍。
將卸除式磁碟圖示拖到 [Trash]。
* 視乎儲存卡而定, 可能會顯示“Untitled”以外的其他標籤。

xD-Picture Card

[Sony USB HS-SD Card USB Device]

MultiMediaCard

(或[Sony Card_R/W -SD USB Device])

SD Memory Card

相應的儲存卡

CF/Microdrive (E:)

CompactFlash
Microdrive

SmartMedia (F:)

SmartMedia
xD-Picture Card

MMC/SD (G:)

MultiMediaCard
SD Memory Card

Memory Stick (H:)

“Memory Stick”媒體

筆直將儲存卡移除。

存取指示燈會根據讀卡機的狀態變化如下：

2

確認卸除式磁碟圖示出現在 [我的電腦] 中。

讀卡機狀態

存取指示燈

連接至電腦

點亮

讀∕寫資料

閃爍*

註

* 視乎所使用的作業環境和儲存卡而定, 存取指示燈可能會閃爍過快彷彿
點亮。
請小心切勿誤讀存取指示燈。

• 本軟體僅適用於本讀卡機的使用。其他讀卡機可能無法與此軟
體正常運作。
• 安裝前，請解除安裝任何類似的軟體，以確認軟體可正常運
作。

註
在存取指示燈點亮時如果無法在儲存卡上讀寫資料, 請確認卡是
否完全插入插槽中。

註
 當存取指示燈閃爍時, 請勿從電腦移除讀卡機的連接。否則可
能會損壞儲存卡上儲存的資料。
 必須遵循下述步驟操作。
Sony對於不按下述步驟移除讀卡機連接導致的任何損壞或丟失
概不負責。
卸除式磁碟圖示的磁碟機盤符按字母順序指定給
CompactFlash/Microdrive 插槽、SmartMedia/
xD-Picture Card插槽、MultiMediaCard/SD Memory Card插
槽以及“Memory Stick”插槽。
例如：在連接讀卡機之前電腦有A:、C:和D:磁碟機,
則當連接讀卡機時, 磁碟機盤符將如下指定：
電腦磁碟機名稱

相應的儲存卡

卸除式磁碟 (E:)

CompactFlash

故障排除
在諮詢Sony代表之前, 請先查驗以下事項。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 請諮詢您本地的Sony經銷商。

從電腦移除讀卡機的連接

問題

解決方案

電腦未檢測到讀卡機。

, 電腦和讀卡機可能未作正確連接。
從電腦移除讀卡機的連接, 然後再
重新連接。

卸除式磁碟圖示不出現。

, 電腦和讀卡機可能未作正確連接。請
參閱“將讀卡機連接至電腦”, 然後
確認連接正確。
, 讀卡機以外的USB設備連接到了電腦
的USB連接埠。

對於Windows
下列說明使用Windows XP中的畫面作為圖解, 並且假定將磁碟機
名稱E:、F:、G:和H:指定給讀卡機的四個插槽。
對於其他版本的Windows, 畫面可能會有所不同。

1

無法用Windows資源管理器或
我的電腦讀寫儲存卡。

, 未插入儲存卡。將一張儲存卡插入
適當的插槽中。

電腦未識別儲存卡。

, 儲存卡未完全插入。將卡完全插入。

按一下位於螢幕右下角的任務列上的 [可以放心移除
硬體]。
按一下此按鈕。

, 儲存卡未筆直插入。請移除卡然後
再次插入。
讀卡機速度慢。

, 視乎所使用的環境和儲存卡而定,
速度可能會有所不同。這並非故
障。

在Windows 2000或Windows
Me中, 設備的磁碟機圖示
未出現在“我的電腦”窗
口中。

, 確認“USB Mass Storage Device”
在“裝置管理員”中未顯示為
。
如果未顯示為
, 將其刪除, 從
電腦移除USB連接線連接, 然後重
新連接。

MicroDrive
卸除式磁碟 (F:)

SmartMedia
xD-Picture Card

SmartMedia

電腦磁碟機名稱

讀取存取指示燈資訊

- 在Windows 2000中：
按下列順序打開下列項目：[開始]按鈕﹣[設定]﹣
[控制台]﹣[系統]﹣[硬體]標籤﹣[裝置管理員]按鈕﹣
[磁碟機]﹣[Sony USB HS-MS Card USB Device] (或[Sony
Card_R/W-MS USB Device])。在出現的內容對話方塊中的[磁碟
內容]標籤中, 確認未選擇[啟用寫入快取]核取方塊。
以相同的方式, 在[磁碟內容]標籤上未選擇[啟用寫入快取]核
取方塊, 如下圖所示。

(或[Sony Card_R/W -SM/xD USB Device])

關於圖示的注意事項
安裝磁碟機盤符辨識軟體後，[卸除式磁碟] 圖示及其說明會變
更。
例如：在連接讀卡機之前電腦有A:、C: 和 D: 磁碟機，則當連接
讀卡機時，磁碟機盤符將如下指定：

或者, 選擇卸除式磁碟圖示, 打開功能表欄上的 [檔案] 功
能表, 然後選擇[退出“Untitled”]。

4

- 在Windows XP中：
按下列順序打開下列項目：[開始]按鈕﹣[控制台]﹣[效能及
維護]﹣[系統]﹣[硬體]標籤﹣[裝置管理員]按鈕﹣[磁碟機]
﹣[Sony USB HS-MS Card USB Device] (或[Sony Card_R/W
-MS USB Device])。在出現的內容對話方塊中的[原則]標籤上,
確認已選擇[快速移除最佳化]。
以相同的方式, 在磁碟機的[原則]標籤上選擇[快速移除最佳
化]在, 如下圖所示。

Microdrive

從網站下載安裝檔案。
關閉仍在執行的所有程式。
雙擊安裝檔案。（對於 Windows Vista，會出現 [使
用者帳戶控制] 視窗，按一下 [允許]。）
當出現下列視窗時，表示安裝已完成，並請按一下
[OK]。

必須遵循下述步驟操作。
Sony對於不按下述步驟移除儲存卡導致的任何損壞或丟失概不負
責。

打開 [我的電腦]。

- 在Windows Vista中：
按下列順序打開下列項目：[開始]按鈕﹣[控制台]﹣[效能及
維護]﹣[裝置管理員]按鈕﹣(按一下[裝置管理員]按鈕時, 將
出現用戶帳戶控制視窗, 按一下[繼續])﹣[磁碟機]﹣[Sony
USB HS-MS Card USB Device] (或[Sony Card_R/W-MS USB
Device])。在出現的內容對話框中的[原則]標籤上, 確認選擇
了[快速移除最佳化]。
以相同的方式, 在磁碟機盤的[原則]標籤上選擇[快速移除最佳
化]在, 如下圖所示。

[Sony USB HS-xD/SM Card USB Device]

1
2
3

移除儲存卡

1

讀和寫儲存卡上的資料

CompactFlash

從電腦移除讀卡機的連接。

安裝磁碟機盤符辨識軟體（僅適用
Windows）

* 請使用適當的轉接器（不包括）。

(或[Sony Card_R/W -CF USB Device])

2
3

關閉儲存卡上儲存的檔案, 然後退出所有當前正在運
行的應用程式。
確認存取指示燈未閃爍。
將卸除式磁碟圖示拖到 [Trash]。
或者, 選擇卸除式磁碟圖示, 打開功能表欄上的 [檔案] 功
能表, 然後選擇[退出“Untitled”]。

 “Memory Stick”
 “MagicGate Memory Stick Duo”*
(不帶 MagicGate)
 “Memory Stick Duo”
 “MagicGate Memory Stick” (帶有 MagicGate)*
 “Memory Stick”
 “Memory Stick PRO”
(帶有 MagicGate)
 “Memory Stick PRO Duo”*
 “Memory Stick Duo”
 “Memory Stick PRO-HG Duo”*
(不帶 MagicGate)*
 “Memory Stick Micro”(“M2”)*

備註

註
當將儲存卡從讀卡機移除時, 不需要上述步驟。

1

將一張儲存卡插入相應插槽中。

在此插槽中插入下列“Memory Stick”媒體之一：

[Sony USB HS-CF Card USB Device]

現在可以放心地從系統中移除‘USB
Mass Storage Device’裝置。

對於Macintosh

卸除式磁碟圖示出現在桌面上。
如果為儲存卡指定了標籤, 則標籤將和卸除式磁碟圖示一起
顯示。

 在某些電腦上, 可能會出現要求您插入作業系統光碟的資訊。
此時, 請遵循電腦的指示操作。
 在某些電腦上可能會出現“高速USB裝置插入了非高速USB集線
器”資訊, 表明有高速USB設備連接到了不支援高速USB的USB連
接埠。如果電腦帶有多個USB連接埠, 嘗試連接到另一個連接
埠。或者關閉資訊並將讀卡機繼續與當前連接埠配合使用。

磁碟機名稱

確認“現在可以放心地從系統中移除‘USB Mass
Storage Device’裝置。”資訊出現, 然後移除讀卡
機的連接。

註

對於Macintosh

* 在正確的一側推。

Windows注意事項

對於Windows 7,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Windows 2000

按一下此處。

在存取指示燈閃爍時, 切勿觸摸和移除讀卡機中的儲存卡。否則
可能會損壞儲存卡內儲存的資料。

 xD-Picture
Card*

- 在Windows Me中：
按下列順序打開下列項目：[開始]按鈕﹣[設定]﹣[控制台]
﹣[系統]﹣[效能]標籤﹣[檔案系統]按鈕。在出現的內容對話
方塊上的 [Removable Disk] 標籤中, 確認未選擇 [Enable
write-behind caching on all removable disk drives.] 核
取方塊。

按一下 [安全地移除USB Mass Storage Device - 磁
碟機(E:、F:、G:、H:)]。

警告

在此插槽中插入下列卡之一：
 SmartMedia

 遵循以下步驟操作, 關閉用於卸除式磁碟磁碟機的寫入高速緩
存設定。保持此設定開啟可能會引起讀卡機故障。
･
- 在Windows 7中：
按以下順序打開下列項目：[開始]按鈕﹣[控制台]﹣[效能及維
護]﹣[裝置管理員]（按一下位於系統標題下的裝置管理員連
結）﹣[磁碟機]﹣[Sony USB HS- MS Card USB Device]
(或[Sony Card_R/W-MS USB Device])。在出現的內容對話方塊
中的[原則]標籤上, 確認已選擇[快速移除最佳化]。
以相同的方式, 在磁碟機盤的[原則]標籤上選擇[快速移除最佳
化]在, 如下圖所示。

2

如果出現以下資訊, 即使存取指示燈點亮, 儲存卡也未被正
確識別。請移除儲存卡, 然後再次插入。

卸除式磁碟 (G:)

MultiMediaCard

任務列

SD Memory Card
卸除式磁碟 (H:)

3

“Memory Stick”媒體

將一張儲存卡插入相應插槽中。
如果已為儲存卡指定標籤, 則標籤將和卸除式磁碟圖示一起
顯示。

技術支援
僅在以下銷售地區提供本地技術支援服務。
s 對於台灣的用戶(台灣新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00-下午6.00
電腦週邊設備營業行銷部
 電話：02-2522-7913
 產品信息網站：
http://www.sony.com.tw/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