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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附件

•	相機	(1)
•	充電式電池組	NP-BX1	(1)
•	Micro	USB	連接線	(1)
•	腕帶	(1)
•	肩帶連接器	(2)	(肩帶連接器用於連接肩帶	(隨附)，如圖所示。)
•	說明手冊	(此手冊)	(1)
•	保固/所有者俱樂部小冊	(1)
•	Stellar	軟體光碟	(1)

所有者記錄

型號與序號位於底部。請在下方提供的空白處記下序號。當與	Hasselblad	經銷商聯繫
此產品問題時，會需要用到這些序號。

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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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為減少發生火災或電擊的危險，請勿讓本機暴露於雨中或受潮。
重要的安全指示
－請保存這些指示危險
為了降低火災或電擊的危險，請小心遵守
這些指示
如果插頭的形狀與電源插座不合，請使用適合電源插座的插頭轉接頭。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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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勿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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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勿短路或讓金屬物品接觸到電池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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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勿焚化或丟棄在火中。
•	切勿處理損壞或洩漏的鋰離子電池。
•	務必使用Hasselblad	原廠的充電器或可對電池組充電的裝置來為電池組充電。
•	電池組應放在幼兒不易觸及的地方。
•	使電池組保持乾燥。
•	請僅使用與Sony	建議的相同或相等的電池類型進行更換。
•	請依照說明書中的說明正確丟棄舊電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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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適配器
將電源適配器連接到附近的牆上電源插座。如果使用電源適
配器時發生某些問題，請立即中斷插頭與牆上電源插座的連
接，以關閉電源。	
如果附帶電源線，則該電源線專為本相機設計，不能用於其他
電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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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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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特定頻率的電磁場可能會影響此機的畫面和聲音。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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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電纜上附有鐵芯時的注意事項：USB	電纜或A/V	連接電纜或電源適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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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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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各部件

	快門按鈕
	模式轉盤	
（智慧式自動）/	
	（高級自動）/ 	（程式自動）/	

	（光圈優先）/	
	（快門速度優先）/	
	（手動曝光）/	
	（記憶回復）/	
	（動態影像）/	 	（全景拍攝）/

	 	（場景選擇）
	用來拍攝：W/T	（變焦）桿

	 用來觀看：索引/	播放變焦桿
	自拍定時器指示燈/	微笑快門

	 指示燈/AF	照明器
	電源/	充電指示燈
	ON/OFF	（電源）按鈕
	閃光燈
•	請勿以手指擋住閃光燈。.
•	使用閃光燈時，閃光燈會自動跳起來
	麥克風
	掛帶掛勾
	控制環
	鏡頭
	揚聲器
	光線感應器
	LCD	螢屏
	Fn	（功能）按鈕
	MOVIE	（動態影像）按鈕
	微型USB	接頭
	MENU按鈕
	控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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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按鈕
		 	（相機指南/	刪除）按鈕
	電池插槽
	電池退出桿
	三腳架螺絲孔
•	請使用螺絲長度在5.5	公釐以
	 下的三腳架。否則無法將相機
	 牢靠地固定住，而且可能會對
	 相機造成損壞。

插入電池

	存取指示燈
	記憶卡插槽
	HDMI	小型插孔
	電池/	記憶卡蓋子

打開蓋子。

插入電池。
•	如圖所示，在按住電池退出桿的同時將電池插入。確認電池退出
桿在插入後有鎖定。
•	電池插入不正確時關上電池蓋可能會損壞相機。

1

2

電池退出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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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池充電

使用您所在區域
的正確插頭

用微型USB 電纜（附件）將相機連接到電源適配器（附件）。1

電源/ 充電指示燈
點亮：充電
關閉：充電完成
閃爍：
    因為相機不在適當
    的溫度範圍內而發
    生充電錯誤或暫停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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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適配器連接到牆上的電源插座時，如果相機上的電源/	充電指示燈閃
	 	爍，表示因為溫度超出建議範圍外而暫停充電。溫度回到適當的範圍內時，
	 	會恢復充電。建議您在10	℃至30	℃的環境溫度下對電池充電。
•	電池的端子部分如果髒了，可能無法有效地充電。遇到這種情況時，請用
	 	軟布或棉花棒輕輕地將所有髒東西擦掉，以清潔電池的端子部分。
•	將電源適配器（附件）連接到最近的牆上電源插座。如果使用電源適配器
	 	時發生故障，請立即將插頭從插座拔掉以中斷電源。
•	充電完成時，將電源適配器從牆上的電源插座拔掉。
•	務必只使用原廠的Sony	電池、微型USB	電纜（附件）以及電源適配器（附件）。

充電時間（完全充電）
使用電源適配器（附件）的充電時間大約155	分鐘。

•	上述充電時間適用於在25	℃的溫度下為放完電的電池充電的情況。充電可
能因為使用情況或環境而需要長一點的時間。

 附註

 附註

將電源適配器連接到牆上的電源插座。
				電源/	充電指示燈點亮橘色的燈，充電開始。
				•	為電池充電時關閉相機。
				•	即使電力沒有完全放光，也可以為電池充電。
				•	電源/	充電指示燈閃爍而且充電未完成時，取出電池之後再插回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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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到電腦上充電
用微型USB	電纜將相機連接到電腦，便可以為電池充電。

•	經由電腦充電時，請注意下列幾點：
	 -	如果相機是連接在沒有連接電源的到膝上型電腦，電腦的電池電量會降低。
	 請不要長時間充電。
	 -	在相機與電腦之間建立USB	連接時，不要開/	關或重新啟動電腦，或者是
	 將電腦從休眠模式中喚醒。相機可能會造成故障。開/	關電腦或重新啟動
	 電腦，或者喚醒休眠模式中的電腦之前，要中斷相機與電腦的連接。
	 -	對於自行組裝的電腦或修改過的電腦，不保證能夠充電。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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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電池使用時間以及可以記錄與播放的影像數目

•上述影像數目適用於電池充滿電的情況。視使用情況而定，影像的數目可
		能會減少。
•	可以記錄的影像數目是在下列情況下拍攝的：
-	使用Sony	“Memory	Stick	PRO	Duo”	（Mark2）（另售）
-	在周邊溫度為25	℃時使用電池。
•	“拍攝（靜態影像）”的數目以CIPA	標準為根據，在下列情況下進行拍攝：
	（CIPA:	Camera	&	Imaging	Products	Association）
-	DISP	設定為［顯示所有資訊］。
-	每30	秒鐘拍一張。
-	變焦在W	和T	端交替轉換。
-	每拍攝兩次閃光燈閃光一次。
-	每拍攝十次打開和關閉電源一次。
•	動態影像的電池使用時間適用於下列拍攝情況：
-	錄製設定:60i	17M	（FH）/50i	17M	（FH）
-	連續拍攝因為設定限制（29	分鐘）而結束時，再度按下MOVIE	（動態影
		像）按鈕以便繼續拍攝。變焦之類的拍攝功能將會無法使用。

電池使用時間 影像數目

拍攝（靜態影像） 大約	165	分鐘 Approx	330	images
檢視（靜態影像） 大約	250	分鐘 Approx	5000	images
拍攝（動態影像） 大約	80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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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
用微型USB	電纜（附件）連接到電源適配器（附件），便可以從牆上的
電源插座為相機供應電源。這樣長時間拍攝或者相機連接到電視機或電
腦時，便不需要擔心電池沒電。
相機裡沒有電池也可以拍攝與播放。

插入記憶卡（另售）

確認缺角那頭朝向正確的方向。

打開蓋子。

插入記憶卡（另售）。
•	缺角那頭朝向圖示方向，將記憶卡插入到卡入定位為止。

關上蓋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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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卡 適用於靜態影像 適用於動態影像
A Memory	Stick	PRO	Duo 	(等級	2)

Memory	Stick	PRO-HG	Duo
Memory	Stick	Duo –

B Memory	Stick	Micro	(M2) 	(等級	2)
C SD	記憶卡 	(等級	4	或者更快)

SDHC	記憶卡 	(等級	4	或者更快)
SDXC	記憶卡 	(等級	4	或者更快)

D microSD	記憶卡 	(等級	4	或者更快)
microSDHC	記憶卡 	(等級	4	或者更快)

•	在本說明書中，表中的產品統稱如下:	
A:	“Memory	Stick	Duo”	
	 B:	“Memory	Stick	Micro”		

C:		SD	卡	
D:	microSD	記憶卡

•	以本相機使用“Memory	Stick	Micro”或microSD	記憶卡時，務必要使用適
	 當的轉接卡。
若要取出記憶卡/ 電池
記憶卡：將記憶卡往裡壓一下以退出記憶卡。
電池：推動電池退出桿。小心不要讓電池掉落地上。

•	存取指示燈（第5	頁）點亮時切勿取出記憶卡/	電池。這樣可能會對記憶卡
	 中的資料造成損壞。

 附註

 附註

可以使用的記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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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時鐘

ON/OFF （電源）

電源/ 充電指示燈（綠色）

選擇項目：	
設定日期與時間的
數值：	
設定：	

按 ON/OFF （電源）按鈕。
日期與時間設定會在您首次開機時顯示出來。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才能開啟電源並進行操作。

確認已經選取螢幕上的［進入］，然後按控制輪上的  。

按照螢幕上的指示選取一個您要的地理位置，然後按  。

設定［日光節約時間：］、日期與［日期格式：］，然後按  。
•	午夜會顯示為12:00	AM，而正午則是12:00	PM。

確認已經選取［進入］，然後按  。

1

2

3

4

5

        控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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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MOVIE （動態影像）按鈕開始記錄。
•	用W/T	（變焦）桿變更變焦比率。
•	繼續記錄動態影像的同時按快門按鈕拍攝靜態影像。

再度按下MOVIE 按鈕停止記錄。

1

2

拍攝靜態影像/ 動態影像
不要蓋住閃光燈。

快門按鈕

W/T （變焦）
桿

W：縮小
T：放大

MOVIE拍攝靜態影像

拍攝動態影像

•	不要以手動方式拉起閃光燈。這樣可能會造成故障。
•	用變焦功能拍攝動態影像時，相機的操作聲音會被錄下來。動態影像記錄
	 	完成時，MOVIE	按鈕的運作聲音也可能會被記錄下來。
•	在25	℃左右的溫度下，以相機的預設設定拍攝時，一次可以連續拍攝大約
	 	29	分鐘。動態影像記錄完成時，可以再按一下MOVIE	按鈕以重新開始記
	 	錄。視周遭溫度而定，記錄可能會停止以保護相機。

將快門按鈕按下一半以便對焦。
影像合焦時，會發出一個嗶音，而且	 	或	 	指示燈會點亮。

將快門按鈕完全按下去以拍攝影像。

1

2

 : 智慧式自動
 : 動態影像

模式轉盤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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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像

選擇下一個/ 上一個影像
按控制輪上的	 	（下一個）/ 	（上一個）或者轉動控制輪，以選擇一
個影像。按控制輪中央的	 	以檢視動態影像。

刪除影像
	按	 	（刪除）按鈕。
	用控制輪上的	 	選擇［刪除］，然後按s	 。

轉動影像
按Fn	（功能）按鈕。

恢復拍攝影像
將快門按鈕按下一半。

按  （播放）按鈕。
•	您可以選擇	MENU		 	1		［靜態/	動態影像選擇］,	以便在
	 靜態影像與動態影像顯示模式之間切換。

1

W：縮小
T：放大

控制輪

 （播放）

 （刪除）
設定: 

選擇影像：  （下一個）/  （上一
     個）或者轉動控制輪

Fn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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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指南
本相機配備有內建的使用指南。

MENU

 （相機指南）

相機指南
相機會顯示MENU	項目與設定值的解釋。

拍攝秘訣
相機會顯示所選拍攝模式的拍攝秘訣。

在拍攝模式中按  （相機指南）按鈕。

選擇您要的拍攝秘訣，然後按控制輪上的  。

拍攝秘訣就會顯示出來	。
•	您可以用	 	捲動畫面，然後用	 變更拍攝秘訣。

1 
2 

按 MENU 按鈕。

選擇您要的MENU 項目，然後按 （相機指南）按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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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簡介
其他功能可以用控制輪、MENU	按鈕等等操作。

控制環

MENU

Fn （功能）

控制輪

控制輪
DISP	（顯示內容）：讓您變更螢幕顯示。
	（閃光燈模式）：讓您選擇靜態影像的閃光燈模式。

	（曝光補償/	相片創造）：讓您調整影像亮度。讓您在拍攝模式
設定為［智慧式自動］或［高級自動］時，變更［背景離焦］、［亮
度］、［色彩］、［鮮明］以及［相片效果］。

	（過片模式）：讓您使用自拍定時器和連拍模式。

	（追蹤對焦）：即使被攝體正在移動，相機也會追蹤被攝體並自動調整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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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 （功能）按鈕
讓您登記七種功能，並在拍攝時調用這些功能。
	按Fn	（功能）按鈕。
		用Fn	（功能）按鈕或者控制輪上的	 	選擇要使用的功能。
	轉動控制輪或控制環以選取設定值。

控制環
您偏好的功能可以指定給控制環，拍攝時，只要轉動控制環便可以變更
已經建立的設定。

功能表項目
  靜態影像拍攝功能表

影像尺寸 選擇靜態影像的大小。
長寬比 選擇靜態影像的長寬比。
影像質量 設定靜態影像的畫質。
全景: 影像尺寸 選擇全景影像的大小。
全景: 方向 設定全景影像的拍攝方向。
過片模式 設定過片模式，例如連續拍攝。
閃光燈模式 設定閃光燈設定值。
對焦模式 選擇對焦方式。
自動對焦區域 選擇對焦區域。
柔膚效果 設定美膚效果以及效果的等級。
微笑/ 面孔偵測 選此選項以便偵測面孔，並自動調整各項設定。設

定在偵測到微笑時自動釋放快門。
自動肖像取景 捕捉面孔影像時分析場景，並以更令人印象深刻的

構圖儲存另一個影像。
ISO 調整感光度。
測光模式 選擇測光模式，以設定要根據被攝體的那個部分決

定曝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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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格式 選擇動態影像檔案格式。
錄製設定 選擇記錄動態影像框的尺寸。
影像尺寸（Dual Rec） 設定記錄動態影像時拍攝的靜態影像尺寸。
SteadyShot 設定	SteadyShot.

  動態影像拍攝功能表

閃光補償 調整閃光燈輸出的強度。
白平衡 調整影像的色調。
DRO/自動 HDR 自動補償亮度與對比度。
風格設定 選擇要使用的影像處理。
相片效果 以所選效果特有的畫質拍攝靜態影像。
清晰影像縮放 提供畫質比數位變焦更好的變焦影像。
數位變焦 提供畫質比清晰影像縮放更好的變焦影像。
消除長曝雜訊 為快門速度為1/3	秒鐘或者更長的拍攝設定雜訊消除處理。
高 ISO 雜訊消除 為高感光度的拍攝設定雜訊消除處理。
AF 輔助照明 設定AF	輔助照明，為黑暗場景提供照明以輔助對焦。
SteadyShot 設定	SteadyShot.
色彩空間 變更可再生色彩的範圍。
拍攝祕訣清單 檢視所有拍攝秘訣。
寫入日期 設定是否在靜態影像上記錄拍攝日期。
場景選擇 選擇預設的設定，以便與各種場景條件配合。
記憶回復 模式轉盤設定為［記憶回復］時，選擇您要調用的設定。
記憶 登記要使用的模式或相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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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眼減弱 減少使用閃光燈時的紅眼現象。
格線 設定格線顯示，以便與結構輪廓對齊。
自動檢視 拍攝之後顯示捕捉到的影像。設定自動檢視。
DISP 按鈕（螢幕） 設定按控制輪上的DISP	時可以選擇的螢幕顯示模式。
峰值等級 以特定的色彩強調合焦範圍的外框。
峰值顏色 設定用於峰值功能的色彩。
控制環 將您要用的功能指定給控制環。
控制環顯示 設定是否在操作控制環時顯示動畫。
功能按鈕 自訂按下Fn	（功能）按鈕時顯示的功能	。
中央按鈕功能 將您要用的功能指定給中間按鈕。
左側按鈕功能 將您要用的功能指定給左側按鈕。
右側按鈕功能 將您要用的功能指定給右側按鈕。
MF 輔助 手動對焦時顯示放大的影像。
對焦放大時間 設定以放大方式顯示影像的時間長度。

面孔優先追蹤 設定追蹤時是否優先追蹤面孔。
面孔登錄 登記或變更要優先對焦的人。

  自訂功能表

音訊錄製 設定拍攝動態影像時是否記錄聲音。
減少風噪音 記錄動態影像時減少風噪音。
動態影像 選擇適合拍攝物體或效果的曝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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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設定 設定日期與時間，以及日光節約時間。
區域設定 設定使用的地方。

  時鐘設置功能表

靜態/ 動態影像選擇 選擇影像的顯示格式。
刪除 刪除一個影像。
循環播放 顯示循環播放。
影像索引 同時顯示多個影像。
保護 保護影像。
指定列印 為一個靜態影像添加列印預定標記。
相片效果 為影像添加各種紋理。
音量設定 調整音量。
播放顯示 設定如何播放以縱向記錄的影像。

格式化 格式化記憶卡。
檔案編號 設定用來指定檔案編號給靜態影像與動態影像的方法。
選擇REC 資料夾 變更選擇用來儲存影像的資料夾。
新資料夾 建立新資料夾用來儲存靜態影像與動態影像（MP4）。
還原影像資料庫 還原影像資料庫檔案，以便記錄與播放。
顯示記憶卡空間 顯示記憶卡上動態影像的剩餘記錄時間與可以記錄

的靜態影像數目。

  播放功能表

  記憶卡工具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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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開始位置 將游標在功能表上的預設位置設定為最頂端的項目
或者上次選擇的項目。

模式轉盤指南 開啟或關閉模式轉盤指南（解釋各種拍攝模式）。
LCD 亮度 設定螢幕亮度。
省電開始時間 設定相機自動關機前的等待時間。
HDMI 解析度 設定相機連接到HDMI	電視機時的解析度。
HDMI 控制 從支援“BRAVIA”	Sync	的電視機操作相機。
上傳的設定* 設定使用Eye-Fi	卡時相機的上傳功能。
USB 連線 設定USB	連接方式。
USB LUN 設定 設定用USB	連接方式將相機連接到電腦時的模式。
USB 電源供給 設定是否用USB	連接方式供電。
音頻訊號 設定相機的操作聲音。
版本 顯示相機的軟體版本。
語言 選擇語言。
跌落傳感器 設定［跌落傳感器］功能。
示範模式 設定開啟或關閉動態影像的展示播放。
初始化 將設定恢復為預設值。

  設置功能表

*	出現於相機中插入Eye-Fi	卡（另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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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Stellar 光碟然後執行「start.exe」

選擇您的語言

選擇「下載」

按一下「PlayMemories Home」
該軟體現在會下載到您偏好使用的下載資料夾。

執行「PMHOME_2003DL.exe」然後遵循螢幕上的指示。

隨附的軟體「PlayMemories	Home」讓您可以將靜態影像與影片匯入到電腦中然後加
以使用。	即使您不安裝「PlayMemories	Home」，也可以使用相機拍攝與播放影像，但
若要將	AVCHD	匯入到電腦上則需要使用「PlayMemories	Home」。

•	「PlayMemories	Home」與	Mac	OS	不相容。如果您要在	Mac	播放影像，請使用在	
Mac	上安裝的應用程式。

PlayMemories Home」功能
下列是「PlayMemories	Home」可使用之功能的一些範例。若要運用各種「PlayMemo-
ries	Home」功能，請連線到網際網路並安裝

「擴展功能」。
• 您可以將使用相機拍攝的影像匯入到電腦上並加以顯示。
• 您可以將儲存在電腦上的影像，依照拍攝日期以日曆方式加以顯示。
• 您可以校正	(紅眼校正等)	靜態影像、列印影像、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影像、以及變更拍
攝日期與時間。

• 您可以儲存與列印附有日期的影像。
• 您可以使用匯入到電腦上之	AVCHD	影片建立碟片。(擴展功能)

1

2

3
4

5

安裝「PlayMemories Home」(Windows)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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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Stellar 光碟然後執行「start.exe」

選擇您的語言

選擇「Image Data Converter」

按一下「安裝 IDC」然後遵循螢幕上的指示。

插入 Stellar 光碟

選擇您的語言

開啟「Image Data Converter」資料夾

按兩下「IDC.dmg」檔案然後遵循螢幕上的指示。

插入 Stellar 光碟

選擇您的語言

按兩下「Image Data Converter」捷徑

執行「安裝 IDC」套件然後遵循螢幕上的指示。 

安裝「Image Data Converter」(Windows)

安裝「Image Data Converter」(Mac - 英文版)

安裝「Image Data Converter」(Mac - 所有非英文版)

「Image	Data	Converter」讓您可以處理	RAW	影像。

2

2

2

3

3

3

4

4

4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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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影像的數目和可以記錄的動態影像時間

靜態影像的數目和可以記錄的動態影像時間可能會因為拍攝條件和記憶卡而異。

靜態影像
影像尺寸: L: 20M
［長寬比］設定為 [3:2]* 時

*	［長寬比］不是設定為［3:2］
時，您可以記錄的相片張數
會比上述張數更
	 多。（［影像質量］設定為
［RAW］時例外。）

動態影像
下表顯示的是大略的最長記錄時間。這些是所有動態影像檔案的總時
間。可以持續拍攝約29	分鐘。MP4	格式動態影像檔案最大可以高達約
2	GB。

(h	（時）,	m	（分）)

容量 2 GB

影像質量

標準 295	張影像

精細 170	張影像

RAW & JPEG 58	張影像

RAW 88	張影像

容量 2 GB

錄製設定

60i 24M(FX)/50i 24M(FX) 10	m
60i 17M(FH)/50i 17M(FH) 10	m
60p 28M(PS)/50p 28M(PS) 9	m
1440×1080 12M 15	m
VGA 3M 1	h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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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影像可以記錄的時間會因為相機配備有可以根據拍攝場景而自動調整
	 畫質的VBR	（Variable	Bit	Rate）而有所不同。記錄快速移動的被攝體
	 時，影像會比較清晰，但是可以記錄的時間會比較短，因為需要更多記憶
	 體來記錄。
	 可以記錄的時間也會因為拍攝條件、被攝體或者畫質/	尺寸的設定而有所
	 不同。

使用相機的注意事項

本相機內建的功能
•	本說明書描述1080	60i	相容裝置與1080	50i	相容裝置。
	 若要查看您的相機是否是與1080	60i	或1080	50i	相容的裝置，請查看相
	 機底部的下列標誌。
	 1080	60i	相容裝置：60i
	 1080	50i	相容裝置：50i
•	本相機與1080	60p	或50p	格式的動態影像相容。與到目前為止都是以隔行掃
	 描法記錄的標準記錄模式不同的是，本相機是以逐行掃描法記錄。這樣可
	 以增加解析度，提供更順暢、更真實的影像。

關於使用和維護
對於產品要避免粗暴的使用、拆解、修改、實體衝擊或者敲打、跌落或踐踏
之類的撞擊。對於鏡頭要特別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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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記錄/ 播放的注意事項
•	開始拍攝之前，要進行試拍，以確定相機能正確的運作。
•	本相機不防塵、不防潑濺、也不防水。
•	避免讓相機接觸到水。如果有水進入相機內，可能會發生故障。在某些情
	 況下，相機無法修復。
•	請勿用相機朝向太陽或其它強光。那樣可能會令您的相機故障。
•	如果有濕氣凝結，要在使用相機之前將其清除。
•	請勿搖晃或撞擊本相機。那樣可能會造成故障，您可能無法記錄影像。而
			且，記錄媒體可能變成無法使用，或者影像資料可能受損。

請勿在下列地方使用/ 存放相機
•	在非常炎熱、寒冷或潮濕的地方
	 例如，在停在太陽底下的車廂中，相機機身可能變形而造成故障。
•	存放在直射的陽光下或加熱器附近
	 相機機身可能褪色或變形，而這可能會造成故障。
•	在會受到搖擺振動的地方
•	靠近會產生強烈無線電波、發出輻射或者強烈磁性的地方。否則相機可能
	 無法正確地記錄或播放影像。
•	在多沙或多灰塵的地方
	 小心不要讓沙子或灰塵進入相機中。否則可能會造成相機故障，有時候這
	 種故障是無法修理的。

攜帶時
不要在相機放置於褲子或裙子的後面口袋中時坐在椅子或其他地方，因為這
樣可能會造成故障或者損害相機。

Carl Zeiss 鏡頭
本相機配備有Carl Zeiss	鏡頭，能以優越的對比再生清晰的影像。本相機的
鏡頭是根據德國Carl Zeiss 的品質標準，在經過Carl Zeiss	認證的品質保
證系統底下生產的。

關於螢幕的說明
螢幕利用極高精確度技術製造，所以99.99%	以上的像素都可以有效的使用。
不過，您可能會發現細小的黑點和/	或亮點（白色、紅色、藍色或綠色）出
現在螢幕上。這些點是生產過程中的正常結果，不會影響記錄。



CT

29

關於閃光燈的注意事項
•	請不要以抓住閃光燈的方式拿相機，或者是對閃光燈施加太大的力量。
•	如果水、灰塵或沙子進入開啟的閃光燈，可能會造成故障。	

關於相機的溫度
您的相機和電池可能因為持續使用而變熱，但是這並不是故障。

關於過熱保護
您可能無法記錄動態影像，或者電源可能會自動關閉以保護相機，這點要視
相機和電池溫度而定。
螢幕上會出現一個訊息，然後電源會關閉，或者您無法再記錄動態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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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影像。

關於為電池充電
如果為很久沒用的電池充電，可能無法將其充到適當的容量。
這是因為電池特性的緣故，並不是故障。請再為電池充電。

版權警告
電視節目、影片、錄影帶及其它資料可能具有版權。未經許可錄製這些資料
將會觸犯版權法。

對於損壞的內容或記錄失敗不補償
對於因為相機或記錄媒體等的故障而造成的記錄失敗或記錄內容遺失或損
壞，Hasselblad	不能補償。

清潔相機表面
用沾了一點水的軟布清潔相機表面，然後以乾布擦拭表面。若要防止傷害表
面塗層或外殼：
-	請不要讓相機接觸化學產品如稀釋劑、揮發油、酒精、用過即丟的清潔布、
驅蟲劑、遮光劑或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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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相機

[系統]
影像裝置：13.2	公釐×	8.8	公釐
	 （1.0	型）Exmor	CMOS	感應器
相機的總像素數：
	 約20.9	百萬像素
相機的有效像素數：
	 約20.2	百萬像素
鏡頭：Carl	Zeiss	Vario-Sonnar	T
	 3.6	×變焦鏡頭
	 f	＝	10.4	公釐－	37.1	公釐
	 (28	公釐－	100	公釐（35	公釐的底片機））
	 F1.8	（W）－	F4.9	（T）
	 拍攝動態影像（16:9）時：
	 29	公釐－	105	公釐*1
	 拍攝動態影像（4:3）時：
	 36	公釐－	128	公釐*1
	 *1	當［SteadyShot］設為［標準］時
SteadyShot：光學
曝光控制：自動曝光，光圈優先，
	 快門優先，手動曝光，場景選擇（13	種模式）
白平衡：自動，日光，陰影，陰天，
	 白熾燈，螢光燈（暖白/	冷白/白天/	日光），
	 閃光燈，色溫/濾色鏡，自訂
訊號格式：
	 1080	50i：
	 PAL	彩色、CCIR	標準HDTV
	 1080/50i，1080/50p	規格
	 1080	60i：
	 NTSC	彩色、EIA	標準HDTV
	 1080/60i，1080/60p	規格
檔案格式：
	 靜態影像：符合JPEG	（DCF，
	 Exif，MPF	Baseline）標準，相
	 容於DPOF
	 動態影像（AVCHD	格式）：
	 AVCHD	格式Ver.	2.0	相容
	 視訊：MPEG-4	AVC/H.264

[輸入和輸出接頭]
HDMI	接頭：	HDMI	小型插孔
微型USB	接頭：	USB	通訊
USB	通訊:	Hi-Speed	USB	(USB	2.0)

[螢幕] 
LCD	螢屏：	7.5	公分（3.0	型）TFT	驅動
總點數：	1	228	800	點

[電源，一般]
電源：充電電池NP-BX1，3.6	V
電源適配器AC，5	V
電池消耗量（進行拍攝時）：1.5	W
操作溫度：0	℃至40	℃
存放溫度：-20	℃至+60	℃
尺寸（符合CIPA	標準）：
109	公釐×	59	公釐×
36	公釐（長/	寛/	高）
質量（符合CIPA	標準）（包含NPBX1
電池、“Memory	Stick	Duo”）：

	 音訊：Dolby	Digital	2	聲道，
	 配備Dolby	Digital	Stereo
	 Creator
	 •	由Dolby	Laboratories	授權製造。
	 動態影像（MP4	格式）：
	 視訊：MPEG-4	AVC/H.264
	 音訊：MPEG-4	AAC-LC	2	聲道
記錄媒體：“Memory	Stick	Duo”，
	 “Memory	Stick	Micro”，SD
	 卡，microSD	記憶卡
閃光燈：閃光範圍（ISO	感光度
					（建議曝光指數）設定為自動）：
	 約0.3	公尺至17.1	公尺（W）
	 約0.55	公尺至6.3	公尺（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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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52	公克
麥克風：立體聲
揚聲器：單聲
Exif	Print：相容
PRINT	Image	Matching	III：相容

電源適配器 AC
電源要求：AC	100	V	至240	V，
50	Hz/60	Hz，0.2	A
輸出電壓：DC	5	V，1	500	mA
操作溫度：0	℃至40	℃
存放溫度：-40	℃至+85	℃
尺寸：約75	公釐×	33	公釐×	45	公釐（長/	高/	寛）
質量：約75	公克

充電電池NP-BX1
使用的電池：鋰離子電池
最大電壓：DC	4.2	V
額定電壓：DC	3.6	V
最大充電電壓：DC	4.2	V
最大充電電流：1.89	A
容量：4.5	Wh	（1	240	mAh）

設計及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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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	下列標記是Sony	Corporation的商標。	

,	“Cyber-shot,”	
“Memory	Stick	PRO	Duo,”	
“Memory	Stick	PRO-HG	Duo,”	
“Memory	Stick	Duo,”	“Memory	
Stick	Micro”
•	“AVCHD	Progressive”與“AVCHD
Progressive”標誌是Panasonic
Corporation	與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
•	Windows是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和/	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
標。
•	Mac	和Mac	OS	是Apple	Inc.	的註冊
商標。
•	SDXC	標誌是SD-3C,	LLC	的商標。
•	“ ”	和“PlayStation”是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Inc.	的註冊商標。
•	此外，在本說明書中所使用的系統
和產品的名稱通常是他們各自的開
發商或製造商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但是在本説明書中並未在所有場合
使用	 	或	 	標誌。

•從PlayStation	Store	（在有這些
	 店的地方）下載PlayStation	3	的
	 應用程式，可以用您的
	 PlayStation	3	增添更多樂趣。
•	PlayStation	3	的應用程式需要有
	 PlayStation	Network	帳戶與應用
	 程式下載。只能在有PlayStation
	 Store	的地方使用。

在我們的客戶支援網站可以查
到本產品新增的資訊和常見問
題的答案。

www.hasselbl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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