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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操作溫度

充電電池組NP-BX1： 最大充電電壓：DC 4.2 V
最大充電電流：1.89 A
USB充電：
DC 5.0 V，500 mA/800 mA
防濺：
IPX4（根據我們的測試）
操作溫度：
-10℃至+40℃
儲存溫度：
-20℃至+60℃
尺寸（約）：
29.4 mm × 47.0 mm × 83.0 mm（寬/高/深，包括
突出部分且不包括隨附的水下護罩）
重量：
約84 g（僅主機身）
使用時總重量：
約109 g（包括電池組，不包括隨附的水下護罩）

本相機的設計是在-10℃與40℃之間的溫度下使用。建議您不要在超出這個
範圍的極冷或極熱的地方進行拍攝。

HDR-AS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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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號格式：

通知

繁體中文

關於使用的注意事項
Wi-Fi/Bluetooth功能

數位4K攝錄影機
數位HD攝影機
数码4K摄录一体机
数码HD摄录一体机
參考指南
参考指南
保留备⽤

• 請遵照所使用地區的法規使用相機。
• 您不能在水中使用相機的Wi-Fi/Bluetooth功能。

視相機和電池溫度而定，您可能無法記錄動畫，或是電源可能會自動關
閉，以保護相機。電源關閉前或無法再記錄動畫前，相機的顯示面板上會
顯示 。遇到這種情況時，將電源關閉，等到相機與電池溫度下降為止。
如果不讓相機與電池溫度降得夠低就開啟電源，電源可能會再度關閉或者
可能會無法記錄動畫。

HDTV
NTSC彩色，EIA標準
PAL彩色，CCIR標準
電源要求：
充電電池組，3.6 V（NP-BX1）
USB, 5.0 V
電池消耗量（進行拍攝時）：
1.6 W
充電電池組NP-BX1： 最大充電電壓：DC 4.2 V
最大充電電流：1.89 A
USB充電：
DC 5.0 V，500 mA/800 mA
操作溫度：
-10℃至+40℃
儲存溫度：
-20℃至+60℃
尺寸（約）：
24.2 mm × 47.0 mm × 83.0 mm（寬/高/深，包括
突出部分且不包括隨附的水下護罩）
重量：
約58 g（僅主機身）
使用時總重量：
約83 g（包括電池組，不包括隨附的水下護罩）

關於防塵與防水性能

• 設計和規格若因未來升級有所變更時，恕不另行通知。

本相機防塵與防水（可以在最多60 m深的水中連續操作30分鐘）。有關水
下護罩的使用注意事項，請參閱線上說明指南。

關於商標

長時錄影注意事項
• 相機機體和電池在使用時會變熱 - 這是正常現象。
• 手握相機或直接接觸皮膚使用相機時，請避免長時間使用。建議您使用隨
附的黏性固定座或水下護罩，或是選購的固定配件。
• 環境溫度較高時，相機溫度也將隨之快速升高。
• 請將相機靜置10分鐘以上，使內部溫度降至安全範圍之內。
• 相機溫度升高時，可能對畫質造成影響。建議您靜待相機溫度降低後再繼
續拍攝影像。

關於過熱保護

選購附件的注意事項
有些國家/地區可能沒有供應Sony原廠附件。

使用無線區域網路裝置的安全性
FDR-X3000/HDR-AS300/HDR-AS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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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的情況下發生問題，Sony
Corporation不承擔任何由此產生的損害。

無線網路功能的注意事項
對於因為遺失或竊盜導致未經授權存取或未經授權使用相機載入的目的地
而造成的任何損害，我們不承擔任何責任。

規格
FDR-X3000
訊號格式：

UHDTV
HDTV
NTSC彩色，EIA標準
PAL彩色，CCIR標準
電源要求：
充電電池組，3.6 V（NP-BX1）
USB, 5.0 V
電池消耗量（進行拍攝時）：
2.0 W
充電電池組NP-BX1： 最大充電電壓：DC 4.2 V
最大充電電流：1.89 A
USB充電：
DC 5.0 V，500 mA/800 mA
防濺：
IPX4（根據我們的測試）
操作溫度：
-10℃至+40℃
儲存溫度：
-20℃至+60℃
尺寸（約）：
29.4 mm × 47.0 mm × 83.0 mm（寬/高/深，包括
突出部分且不包括隨附的水下護罩）
重量：
約89 g（僅主機身）
使用時總重量：
約114 g（包括電池組，不包括隨附的水下護罩）

HDR-AS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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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GNU GPL/LGPL應用軟體
相機包含合乎以下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以下稱“GPL”）或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以下稱“LGPL”）條件的軟體。
本訊息告知您有權利在符合附件GPL/LGPL的條件下使用、更改與重新分配
這些軟體程式的源代碼。
源代碼在網站提供。使用以下URL下載。
http://oss.sony.net/Products/Linux
關於源代碼內容的諮詢，我們敬謝不敏。
授權（英文版）儲存在相機內部記憶體中。
在相機和電腦之間建立大量儲存連線，並閱讀“PMHOME”的“LICENSE”資
料夾中的檔案。

警告

ˎˎ 切勿焚化或丟棄在火中。
ˎˎ 切勿處理損壞或洩漏的鋰離子電池。
ˎˎ 務必使用Sony原廠的充電器或可對電池組充電的裝置來為電池組充電。
ˎˎ 電池組應放在幼兒不易觸及的地方。
ˎˎ 使電池組保持乾燥。
ˎˎ 請僅使用與Sony建議的相同或相等的電池類型進行更換。
ˎˎ 請依照說明書中的說明正確丟棄舊電池組。

電源供應器（另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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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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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体中文
“数码HD摄录⼀体机”在本⼿册中称为“本机”。

使用须知
Wi-Fi/Bluetooth功能
• 请按照当地法规使用本机。
• 无法在水下使用本机的Wi-Fi/Bluetooth功能。

关于工作温度
本机设计为在-10℃至40℃的温度范围内使用。不建议在超
过此范围的极冷或极热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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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时间录制须知

切勿將電池放在過熱的地⽅，如陽光下、⽕裡或類似的地⽅。

用。建议使用附送的粘性固定座或防水外壳，或选购的固
定配件。
• 在高温环境下，本机的温度会快速升高。
• 将本机静置10分钟或更长时间，使本机内部温度降到安全
范围内。
• 当本机的温度升高时，影像质量可能会变差。建议等到本
机的温度降低后再继续拍摄影像。

注意

訊號格式：

© 2016 Sony Corporation Printed in China
http://www.sony.net/

HDTV
NTSC彩色，EIA標準
PAL彩色，CCIR標準
電源要求：
充電電池組，3.6 V（NP-BX1）
USB, 5.0 V
電池消耗量（進行拍攝時）：
2.0 W

• XAVC S與
為Sony Corporation的註冊商標。
• Memory Stick和 為Sony Corporation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HDMI標誌、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名稱和HDMI標誌為HDMI
Licensing LL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Mac為Apple In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 Android和Google Play為Google Inc.的商標。
• iPhone為Apple Inc.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Wi-Fi、Wi-Fi標誌、Wi-Fi PROTECTED SET-UP為Wi-Fi Alliance的註冊商標。
• N字標示為NFC Forum, In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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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roSDXC標誌是SD-3C, LLC的商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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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R Code是DENSO WAVE INCORPORATED的註冊商標。

ˎˎ 切勿暴露在超過60℃的高溫下，例如直射陽光下，或停在太陽下的汽車內。

電池組
如果電池組處理不當，電池組可能會爆炸，造成火災，甚至化學灼傷。請
遵循以下注意事項。

• 使用时本机机身和电池会发热 - 这是正常现象。
• 手持本机或直接接触到皮肤使用本机时，请避免长时间使

ˎˎ 切勿拆解。
ˎˎ 切勿擠壓，撞擊電池組或對電池組用力過度，如敲擊，跌落或踩踏在電池組上。
ˎˎ 切勿短路或讓金屬物品接觸到電池端子。

背面续

关于防尘和防水性能

尺寸（近似值）：
29.4 mm × 47.0 mm × 83.0 mm
（宽/高/深，包括凸出部分且不包括附送
的防水外壳）
约84 g（仅主机身）
质量：
使用时的总重量：
约109 g（包括电池，不包括附送的防水
外壳）

本机防尘且防水（可以在最多60 m深的水中持续操作30分
钟）。有关防水外壳使用须知，请参阅在线帮助指南。

HDR-AS50

关于过热保护
视本机和电池温度而定，可能无法录制动画或电源可能会自
动关闭以保护本机。电源关闭前或无法再录制动画前，本机
的显示面板上会显示 。此时，让电源关闭并等待直到本机
和电池温度降低。如果在未让本机和电池足够冷却的情况下
开启电源，电源可能会再次关闭或可能无法录制动画。

选购配件须知
在某些国家/地区可能无法获取原装Sony配件。

使用无线LAN设备的安全性
• 为了避免黑客攻击、恶意的第三方访问和其他漏洞，请确

认无线LAN始终安全。
• 设置无线LAN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 如果由于安全措施不足或由于可预见的情形而出现问
题，Sony Corporation对造成的任何损坏不承担责任。

无线网络功能须知
对于因遗失或盗窃导致未经授权访问或使用本机上加载的目
的地而造成的任何损害，我们概不负责。

规格
FDR-X3000
信号格式：

UHDTV
HDTV
NTSC彩色，EIA标准
PAL彩色，CCIR标准
电源要求：
锂离子电池组，3.6 V（NP-BX1）
USB，5.0 V
锂离子电池组NP-BX1：
最大充电电压：直流4.2 V
最大充电电流：1.89 A
USB充电：
DC 5.0 V，500 mA/800 mA
防溅：
IPX4（基于我们的测试）
工作温度：
-10℃至+40℃
存放温度：
-20℃至+60℃
尺寸（近似值）：
29.4 mm × 47.0 mm × 83.0 mm
（宽/高/深，包括凸出部分且不包括附送
的防水外壳）
质量：
约89 g（仅主机身）
使用时的总重量：
约114 g（包括电池，不包括附送的防水
外壳）

HDR-AS300
信号格式：

HDTV
NTSC彩色，EIA标准
PAL彩色，CCIR标准
电源要求：
锂离子电池组，3.6 V（NP-BX1）
USB，5.0 V
锂离子电池组NP-BX1：
最大充电电压：直流4.2 V
最大充电电流：1.89 A
USB充电：
DC 5.0 V，500 mA/800 mA
防溅：
IPX4（基于我们的测试）
工作温度：
-10℃至+40℃
存放温度：
-20℃至+60℃

信号格式：

HDTV
NTSC彩色，EIA标准
PAL彩色，CCIR标准
电源要求：
锂离子电池组，3.6 V（NP-BX1）
USB，5.0 V
锂离子电池组NP-BX1：
最大充电电压：直流4.2 V
最大充电电流：1.89 A
USB充电：
DC 5.0 V，500 mA/800 mA
工作温度：
-10℃至+40℃
存放温度：
-20℃至+60℃
尺寸（近似值）：
24.2 mm × 47.0 mm × 83.0 mm
（宽/高/深，包括凸出部分且不包括附送
的防水外壳）
约58 g（仅主机身）
质量：
使用时的总重量：
约83 g（包括电池，不包括附送的防水外
壳）

警告
为减少⽕灾或触电的风险，
1）请勿使本机接触⾬⽔或湿⽓。
2）请勿在本设备上放置装满液体的物品，例如花瓶等。

六价铬
多溴
多溴
联苯
二苯醚
（Cr
（VI）） （PBB） （PBDE）

○

○

○

○

外壳

×

○

○

○

○

○

显示板

○

○

○

○

○

○

电池组

光学块

×

○

○

○

○

○

如果电池组使用不当，电池组可能会爆炸，引起火灾，甚至
化学灼伤。请遵守下列注意事项。

附件

×

○

○

○

○

○

注意

ˎˎ切勿拆卸。
ˎˎ切勿压坏电池组，切勿让电池组受到敲打，跌落或遭到踩踏等外

力或震动。
ˎˎ切勿让电池组短路，切勿让金属物与电池端子接触。
ˎˎ切勿放在温度超过60 ℃的高温处，如直射阳光下或停在太阳下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
量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的车内。
ˎˎ切勿焚烧或丢弃在火中。
ˎˎ切勿使用损坏或漏液的锂离子电池。
ˎˎ务必用原装的Sony充电器或可以给电池组充电的设备给电池组充

电。
ˎˎ请将电池组放在儿童取不到的地方。
ˎˎ请保持电池组干燥。
ˎˎ只能用Sony建议的相同或同等类型进行更换。
ˎˎ请按照指示中的说明立即丢弃用过的电池组。

电源适配器（另售）

• XAVC S 和
是Sony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 Memory Stick和 是Sony Corporation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HDMI和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以及HDMI

使用电源适配器（另售）时请使用附近的电源插座。在使用
本机时如果发生故障，请立即断开电源适配器（另售）与电
源插座的连接。

本机中安装了符合下列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下文
称为“GPL”）或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下文称为“LGPL”）的软件。
告知您在附送GPL/LGPL条件下您有权访问、修改和重新发布
这些软件程序的源代码。
网络上提供了源代码。使用以下URL下载源代码。
http://oss.sony.net/Products/Linux
有关源代码内容的咨询，请勿与我们联系。
本机内部存储器中保存有许可证副本（英文版）。
请在本机和计算机之间建立大容量存储连接，并阅
读“PMHOME”中“LICENSE”文件夹中的文件。

汞
镉
铅
（Pb） （Hg） （Cd）
○

关于商标

有关GNU GPL/LGPL应用软件

部件
名称

×

• 设计和规格如因将来更新而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此外，本手册中使用的系统和产品名称一般是各自开发人员
或制造商的商标或注册商标。但是™或标记可能未在本手
册中标注。

有害物质

内置线
路板

切勿将电池暴露在阳光、⽕或类似的极热环境下。

市场上有仿冒的电池，和索尼公司出品的电池看上去极其相
似。为了维护您的合法利益，请到索尼特约维修站和索尼授
权的专⽤配件经销商处购买电池和其他附件产品。否则，有
可能会发⽣过热、着⽕、甚⾄爆炸，危及⼈⾝、财产安全。

标志是HDMI Licensing LLC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
标。
• Mac是Apple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 Android和Google Play是Google Inc.的商标。
• iPhone是Apple Inc.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Wi-Fi、Wi-Fi标识、Wi-Fi PROTECTED SET-UP是Wi-Fi Alliance
的注册商标。
• N标记是NFC Forum,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Adobe、Adobe标识和Adobe Acrobat是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microSDXC标识是SD-3C, LLC的商标。
• Bluetooth®文字商标和图形商标是Bluetooth SIG所有的注册商
标，且Sony Corporation对该等商标的任何使用都应获得授权。
其他商标和商标名称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和商标名称。
• QR Code是DENSO WAVE INCORPORATED的注册商标。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通知
如果静电或电磁导致数据传送中断（失败），请重新启动应
用程序或断开连接，并重新连接通信电缆（USB等）。
本产品已经过测定并确定符合EMC规范中所提出的使用不超
过3米的连接电缆的限制。
特定频率的电磁场可能会影响此设备的图像和声音。
本产品标识的“⾼清”或“HD”以输出图像格式（或记录图
像格式）为基准。
为避免造成环境污染，请将废弃产品按照当地法规进行处
置。

无线
■ 频率范围：2400-2483.5 MHz
■ 发射功率：≤20 dBm（EIRP）
ˎˎ不得擅自更改发射频率、加大发射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射

频功率放大器），不得擅自外接天线或改用其它发射天线。
ˎˎ使用时不得对各种合法的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

一旦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采取措施消除
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ˎˎ使用微功率无线电设备，必须忍受各种无线电业务的干扰
或工业、科学及医疗应用设备的辐射干扰。
ˎˎ不得在飞机和机场附近使用。

暂停无线功能的设定
按MENU 

（摄录⼀体机设置）

（飞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