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電池組充電

5-031-52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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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語言與時鐘

將電池插入相機中。

鎖定桿

ON/OFF（電源）開關

•• 打開電池蓋，然後在按下鎖定桿時插入電池。

2 關閉電源。

控制滾輪

•• 如果相機已啟動，則不會對電池充電。

可換鏡頭數位相機

3 在電池插入的情況下，使用USB電纜

選取項目：//// /
確認：中央按鈕

（附件）將相機連接到電源供應器
（附件）並且將該電源供應器連接到電
源插座。

E-安裝座
入門指南

1 將ON/OFF（電源）開關設為“ON”以啟動相機。
2 選擇所需的語言並按控制滾輪中央。
3 確認已在區域/日期/時間確認畫面上選取［進入］，然後按控制滾輪

•• 開始充電時，充電指示燈會亮起。當指示燈熄
滅時，表示充電已完成。

中央。

充電指示燈

ILCE-7M4

4 選取所需的地理位置，設定［日光節約時間］，然後按下中央。
•• 可以使用控制滾輪的上/下按鈕，來開啟/關閉［日光節約時間］。

我們使用環保包裝材料
我們的相機和隨附配件使用環保包裝材料。
由於包裝材料的特性，請注意下列事項。
•• 包裝材料的粉末等物質可能會附著在相機或隨附配件上。在此情況下，使用前，請
先使用市售的吹球或擦拭紙加以清除。
•• 包裝材料在持續使用後將會變質。以包裝攜帶產品時，務必小心。

將記憶卡插入相機中

5 設定日期格式（年/月/日），然後按下中央。
6 設定日期與時間（時/分/秒），然後按下中央。

您可以在此相機使用CFexpress Type A記憶卡和SD記憶卡。
插槽1支援CFexpress Type A記憶卡與SD記憶卡。
插槽2僅支援SD記憶卡。

•• 日後若要再次設定日期與時間或地理位置，請選取MENU 
［區域/日期］［區域/日期/時間設定］。

（設定）

提示

•• 透過Bluetooth功能連接相機和智慧型手機，您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操作相機，並將影
像從相機傳輸到智慧型手機。若要將相機連接到智慧型手機，請設定日期與時間，然後
遵照螢幕上的指示執行配對。

關於本相機的說明書
插槽1 插槽2

“說明指南”（網路說明書）
https://rd1.sony.net/help/ilc/2110/h_zz/
ILCE-7M4 說明指南

本指南描述開始使用本產品的必要準備工作、基本操作等。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說明指南”（網路說明書）。

拍攝

打開記憶卡蓋。然後，將記憶卡插入插槽1。
•• 在預設設定中，影像會記錄在插槽1的記憶卡上。
•• 您可以透過選擇MENU  （拍攝）［媒體］［ 記憶卡錄製設定］
［ 記憶卡錄製］或［ 記憶卡錄製］，變更要使用哪一個記憶卡插槽。
•• CFexpress Type A記憶卡請以標籤面朝螢幕的方向插入，而SD記憶卡則以端子面朝螢幕
的方向插入。將卡插入，直到卡入定位為止。

拍攝靜態影像

1

提示

•• 當您在相機上第一次使用記憶卡時，建議您在相機上將記憶卡格式化，讓記憶卡的效
能更加穩定。

請將靜態影像/動態影像/S&Q轉盤設定
為 （靜態影像）以選擇靜態影像拍攝
模式。

模式轉盤
快門按鈕

2 轉動模式轉盤並選擇要使用的拍攝模
式。

3 半按下快門按鈕以進行對焦。
4 全按快門按鈕。

裝上鏡頭

準備工作

1

檢查隨附項目

取下相機的機身蓋，以及鏡頭後
方的鏡頭後蓋。

靜態影像/動態影像/S&Q轉盤

2 安裝鏡頭時，要將鏡頭和相機上

圓括弧中的數字表示數量。
•• 相機（1）
•• 電源供應器（1）
電源供應器的類型可能因國家/區域而有所
差異。

•• 電源線（1）*（某些國家/地區隨附）
* 本設備可能隨附多條電源線。請視國家/地
區而定，使用適當的電源線。請參閱“使用
注意事項”。

•• 二次鋰離子電池組NP-FZ100（1）

•• USB Type-C®電纜（1）
•• 肩帶（1）
•• 機身蓋（1）（裝在相機上）
•• 接腳蓋（1）（裝在相機上）
•• 目鏡護罩（1）（裝在相機上）
•• 入門指南（本手冊）（1）
•• 參考指南（1）

的兩個白色索引標示（安裝座指
標）對齊。

拍攝動態影像

3 將鏡頭往相機輕推時，朝箭頭方

1

向緩慢轉動鏡頭，直到卡入鎖定
位置為止。

安裝座指標

請將靜態影像/動態影像/S&Q轉盤設定
為 （動態影像）以選擇動態影像錄製
模式。

模式轉盤
MOVIE（動態
影像）按鈕

2 轉動模式轉盤並選擇要使用的拍攝模
式。

3 按下MOVIE（動態影像）按鈕以開始錄
製。

4 再次按下MOVIE（動態影像）按鈕即可
停止錄製。

靜態影像/動態影像/S&Q轉盤

提示

•• 在預設設定中，開始/停止動態影像錄製功能已指派給MOVIE（動態影像）按鈕。即使在
步驟1未切換拍攝模式，您仍可透過按下MOVIE（動態影像）按鈕，在靜態影像拍攝模式
中開始錄製動態影像。

©2021 Sony Corporation

Printed in China

準備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透過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Imaging Edge Mobile將相機連接到智慧型手機，您可以傳輸
影像到智慧型手機，並在智慧型手機上檢視儲存在相機上的影像。
請從下列支援頁面安裝Imaging Edge Mobile。

使用三腳架的注意事項
請使用螺絲長度不超過5.5 公釐的三腳架。否則，您無法穩固固定相機，並且可能對相機造成損害。

Sony鏡頭/配件
將本產品用於其他製造商的產品可能會影響其效能，而導致發生意外或故障。

版權警告
電視節目、影片、錄影帶及其他資料可能具有版權。未經許可錄製這些資料可能會觸犯版權法的規定。

有關位置資訊的注意事項
如果您上傳或分享標記了位置的影像，可能會將此資訊意外洩漏給第三方。為了避免第三方取得您的位
置資訊，請在拍攝影像之前，關閉Imaging Edge Mobile中［設定］底下的［位置資訊連結］。

https://www.sony.net/iem/

有關丟棄或轉讓本產品給他人的注意事項

商標
•• XAVC S和
是Sony Group Corporation的商標。
•• XAVC HS和
是Sony Group Corporation的商標。
••USB Type-C®和USB-C®是USB Implementers Forum的註冊商標。
•• Wi-Fi、Wi-Fi標誌和Wi-Fi Protected Setup為Wi-Fi Alliance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Bluetooth®文字標記和標誌是Bluetooth SIG, Inc.所擁有的註冊商標，而且Sony Group Corporation及其子
公司對這些商標的任何使用皆有授權。
•• QR Code是Denso Wave Inc.的商標。
•• 此外，本說明書中使用的系統和產品名稱通常是其個別開發者或廠商的商標或註冊商標。然而，™或
®標記可能未在本說明書中的所有例子中使用。

丟棄或轉讓本產品給他人之前，務必執行下列操作以保護私人資訊。
•• 選擇［出廠重設］［初始化］。

有關丟棄或轉讓記憶卡給他人的注意事項
更新至Imaging Edge Mobile最新版本。

在相機或電腦上執行［格式化］或［刪除］可能無法完全刪除記憶卡上的資料。轉讓記憶卡給他人之前，我
們建議您使用資料刪除軟體完全刪除資料。丟棄記憶卡時，我們建議您將它整個毀壞。

將相機連接到智慧型手機

當您使用網路功能時，視使用環境而定，網路上非預期的第三方可能存取相機。例如，未經授權存取相
機可能發生在與另一個網路裝置連接的網路環境中，或者可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連接。對於連接到這類
網路環境所造成的任何損失或損壞，Sony概不負責。

網路功能注意事項

若要使用Imaging Edge Mobile，您必須將相機與您的智慧型手機配對。請遵照下列步驟執
行配對。

1

在相機上，選取MENU （網路）［手機連線功能］
［智慧型手機註冊］。

2 遵照螢幕上的指示，將［Bluetooth功能］設定為［開］。
接著會顯示配對畫面。
•• 如果［Bluetooth功能］已設定正確，將會立即顯示配對畫面。

3 在您的智慧型手機上啟動Imaging Edge Mobile，並遵照螢幕上的指
示執行配對。

如需配對方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說明指南（網路說明書）URL：

無線LAN的5 GHz頻寬注意事項
在戶外使用無線LAN功能時，請遵照以下程序，將頻寬設定為2.4 GHz。（僅限WW734234）
•• MENU （網路）［Wi-Fi］［Wi-Fi頻帶］

如何暫時關閉無線網路功能（Wi-Fi等）
當您搭乘飛機等時，可以使用［飛航模式］暫時關閉所有無線網路功能。

電源線
本設備可能隨附多條電源線。請視國家/地區而定，使用適 （A）
當的電源線。
對於英國、愛爾蘭、馬爾他、塞普勒斯和沙烏地阿拉伯
請使用電源線（A）。
基於安全理由，電源線（B）不適用於上述國家/地區，因此
不應在該處使用。
對於其他歐洲國家/地區的客戶
請使用電源線（B）。

（B）

使用 5 GHz 無線區域網路重要注意事項

https://rd1.sony.net/help/ilc/2110_pairing/h_zz/

注意

•• 由於未來的版本升級，應用程式的操作方法和螢幕顯示可能會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如果您在設定日期與時間之後執行配對，則不需要執行此步驟。

使用注意事項
也請參閱“說明指南”中的“使用須知”。
有關操作本產品的注意事項
•• 此相機是耐塵耐濕設計，但不防水亦不防塵。
•• 請勿讓鏡頭或觀景窗曝曬在強烈光源下，例如陽光。由於鏡頭有聚集光線的功能，曝曬在強烈光源下
可能會導致相機機身或鏡頭內部冒煙、起火或故障。如果必須讓相機暴露在光源下（例如陽光），請在
鏡頭上蓋上鏡頭蓋。
•• 如果陽光或其他強光透過鏡頭進入相機，可能會聚焦於相機內部而造成冒煙或起火。存放相機時，請
裝上鏡頭蓋。逆光拍攝時，請讓太陽充分遠離視角。即使稍微遠離視角，仍可能發生冒煙或起火。
•• 不要將鏡頭直接暴露在光束下，例如雷射光束。這樣可能會損毀影像感應器及導致相機故障。
•• 請勿透過拆下來的鏡頭注視陽光或強烈的光源。這可能會對眼睛造成無法治癒的傷害或導致故障。
•• 本相機（含配件）有磁力，可能會干擾心律調節器、用於腦積水治療的可調式引流閥或其他醫療器材。
請勿將本相機放在此類醫療器材使用者的附近。如果您使用任何此類醫療器材，請在使用本相機前諮
詢您的醫生。
•• 請逐漸增加音量。突然的巨響會傷害您的耳朵。使用耳機收聽時請格外小心。
•• 請勿將相機、隨附的配件或記憶卡擺在嬰兒可以觸及之處。他們可能會不小心吞下去。萬一不幸發
生，請立即諮詢醫師。

有關螢幕和電子觀景窗的注意事項
•• 螢幕與電子觀景窗是採用極高精確度的技術製造，所以99.99%以上的像素都可以有效地使用。但是，
可能會有細小的黑點和/或亮點（白色、紅色、藍色或綠色）持續出現在螢幕與電子觀景窗上。這些是因
製造過程造成的小瑕疵，完全不影響錄製的影像。
••當您以觀景窗拍攝時，可能會發生眼睛疲勞、倦怠、暈車、噁心等症狀。我們建議您以觀景窗拍攝
時，定時休息。
•• 如果螢幕或電子觀景窗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相機。損壞的部件可能會傷害您的雙手、臉部等。

有關連續拍攝的注意事項
在連續拍攝期間，螢幕或觀景窗可能會在拍攝畫面與黑色畫面之間閃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您一直
觀看畫面，可能會有不舒服的症狀，例如不適感。如果感覺到不舒服的症狀，請停止使用相機，如有必
要，請諮詢您的醫師。

關於長時間記錄或錄製4K動態影像的注意事項
•• 使用時，相機機身與電池的溫度可能會升高，這是正常情況。
•• 如果在使用相機時，您的某部分皮膚接觸到相機一段長時間，即使您不覺得相機很熱，但仍可能造成
低溫燙傷的症狀，例如發紅或水泡。在下列情況下務必特別謹慎，並請使用三腳架等。
-- 在高溫環境中使用相機時
-- 當血液循環不佳或皮膚感覺受損的人使用相機時
-- 在［自動關閉電源溫度］設定為［高］的情況下使用相機時

•• 應避免影響附近雷達系統之操作
•• 高增益指向性天線只得應用於固定式點對點系統

從經營觀光客生意的日本商店購買相機的客戶
附註
在相機螢幕上可確認相機所支援標準的某些認證標記。
選擇MENU 
（設定）［設定選項］［認證標誌］。

規格
相機

［無線網路］

［系統］

型號：WW734234（請參閱相機底部的銘牌）
支援的格式：IEEE 802.11 a/b/g/n/ac
頻帶：2.4 GHz/5 GHz
安全性：WEP/WPA-PSK/WPA2-PSK/WPA3-SAE
連線方法：Wi-Fi Protected Setup™（WPS）/•
手動
存取方法：基礎架構模式

相機類型：可換鏡頭數位相機
鏡頭：Sony E-安裝座鏡頭
［影像感應器］
影像格式：35 公釐全片幅（35.9 公釐×•
23.9 公釐），CMOS影像感應器
相機的有效像素數：•
大約33 000 000像素
相機的總像素數：•
大約34 100 000像素
［電子觀景窗］
類型：1.3 公分（0.5類型）
電子觀景窗
［螢幕］
7.5 公分（3.0類型）TFT驅動，觸控面板
［一般］
、3.8 W
額定輸入：7.2 V
操作溫度：0 至40 ℃
存放溫度：–20 至55 ℃
尺寸（寬/高/深）（概略值）：
131.3×96.4×79.8 公釐•
131.3×96.4×69.7 公釐•
（從把手至螢幕）
質量（概略值）：
658 公克（包含電池、SD卡）

型號：WW454361（請參閱相機底部的銘牌）
支援的格式：IEEE 802.11 b/g/n
頻帶：2.4 GHz
安全性：WEP/WPA-PSK/WPA2-PSK/WPA3-SAE
連線方法：Wi-Fi Protected Setup™（WPS）/•
手動
存取方法：基礎架構模式
WW734234 可適用於台灣

電源供應器
AC-UUD12/AC-UUE12/
AC-UUE12 T
額定輸入：
、50/60 Hz、0.2 A
100 至240 V
、1.5 A
額定輸出：5 V
AC-UUD12可適用於台灣

二次鋰離子電池組 NP-FZ100
額定電壓：7.2 V
設計和規格有所變更時，恕不另行奉告。

記憶卡使用注意事項
••當錄製完成時，記憶卡可能會發熱。這不是故障。
•• 如果螢幕上顯示 （過熱警告圖示），請勿立即從相機中取出記憶卡。反之，請在關閉相機電源後稍待
片刻，然後才取出記憶卡。如果在記憶卡發熱時觸碰它，可能會掉落記憶卡並使其受損。取出記憶卡
時請小心。

在我們的客戶支援網站可以查到有關本產品的其他資訊和常見問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