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检查包装内的附件。
 ⽿机（1）
 ⽿塞（尺⼨ S，L）*（1）
 专⽤ USB 连接线（1）
 连接装置（1）
当将播放器连接⾄选购的⽀架等装置上
时使⽤

快速入门指南

将播放器连接至
电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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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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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HOME 钮

 屏幕显⽰

按该按钮可进到上⼀级列表画⾯，或返
回到前⼀个菜单。按住并保持 BACK/HOME
钮可显⽰主菜单。

 VOL +/- 钮

 ⽿机插孔

* 有关更换耳塞尺寸的详情，请参阅使用手
册中（PDF 文件）的“附件”。

使用此插孔连接附带的 USB 连接线或选
购的外围设备。
当播放器连接⾄正在运⾏的电脑时，播放
器的电池处于充电状态。

约 3 小时
充电中



充满电

安装使用手册和软件

当按住播放器 BACK/HOME 按钮时将出现主菜单。主菜单是播放音频、搜索歌曲和改变设
定等操作的开始位置。

您可以按照下列步骤从附带的 CD-ROM 安装使用手册（PDF 文件）和软件。安装时，需
要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电脑。

1

 WM-PORT 插孔
 CD-ROM 光盘（1）
 MP3 Conversion Tool
 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使⽤⼿册（PDF ⽂件）
 快速⼊门指南（本手册）（1）

关于主菜单

智能随机播放
首字母搜索
照片库

对电池进行充电

NWZ-A726 / A728 / A729

 快速入门指南：说明设定，使您能够将歌曲、影像和照片导入电脑并传输到播放器。
 使用手册（PDF ⽂件）：介绍播放器的高级功能并提供故障排除信息。
 故障排除：介绍当播放器遇到故障时的症状、导致原因和解决办法。
 使用须知：介绍防止意外事故的重要说明。

背⾯

正⾯

确保电脑的操作系统为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或更高版本）或
Windows Vista，并且安装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版本为 10 或 11。

 ⽀撑架（1）

关于本手册

各部分及控制按钮

 ⼗字按钮

按  按钮开始播放。用 ///
按钮选择一个项目后，按  按钮进行
确认。

影像库
曲库
正在播放
播放列表

设定

将附带的 CD-ROM 插入电脑。
安装向导自动启动。请根据屏幕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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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装菜单出现在屏幕上时，单击位于屏幕左边的要安装项目，然后
单击屏幕右下角的 [安装] 按钮。
按照画面指示进行安装。
当您安装使用手册（PDF 文件）时，请选择 [

使用手册]。

 HOLD 卡关

若要查看使用手册（PDF 文件）

 OPTION/PWR OFF 钮

安装完成后，桌面上出现
图标。您可以通过单击
图标查看使用手册。有关如
何使用或设定播放器功能的详情，如有需要请参阅操作手册（PDF 文件）。

⽤来显⽰选项菜单。若按住并保持
OPTION/PWR OFF 钮，画⾯将关闭，播放
机将进⼊待机模式。若待机模式持续一天
左右，播放器将自动完全关机。

确认。

确认。

返回上一个画面。

返回上一个画面。

 挂绳孔
 RESET 钮

（播放/暂停/确认）按钮

⽤细针之类的物体按 RESET 钮可使播放
器复位。

/ 按钮

 附件孔（I 型）
⽤来装附带的⽀撑架或选购的附件。

/ 按钮

时钟显示

按住并保持 BACK/HOME 钮
进入主菜单。

说明
 要查看使用手册，您需要在电脑上安装 Adobe Reader 5.0 或更高版本，或者 Adobe Reader
软件。Adobe Reader 可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关于捆绑软件

传送数据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您可以使用电脑上的 Windows 资源管理器通过拖放操作直接传送数据。
也可以使用捆绑软件来传送数据。

可传送的⽂件：⾳乐（MP3、WMA），照⽚（JPEG）
Windows Media Player 可导⼊来⾃ CD 的⾳频数据并将数据传送到播放器。有关操作详情，请
参阅软件的“帮助”或访问以下⽹站。
http://www.support.microsoft.com/

安全信息
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

可播放的数据层有一定的规则。若要正确传送数据，请参阅下列说明。视您电脑的环境
而定，数据层可能会不同。

 提⽰
 某些已经安装有 Windows Media Player 10 的电脑在进⾏拖放传送时可能会
遇到⽂件限制（AAC、影像⽂件等）。若安装附带 CD-ROM 光盘中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11，则能解决此问题，然后就能重新进⾏拖放传送。将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安装到电脑之前，务必检查您的软件或服务是否与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相符。

音乐

影像

照片

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可传送的⽂件：⾳乐（MP3、WMA/AAC*1、WAV），照⽚（JPEG）、影像（MPEG-4 简单配置文
件、AVC（H.264/AVC）基准配置文件），RSS feed（⾳乐、影像）
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可将电脑中的⾳乐、照⽚或影像传送到播放器，以及可导⼊来⾃ 
CD 的⾳频数据。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也可订购 RSS feed 并传送已从 RSS 频道下载
的⾳乐和影像⽂件。
有关操作详情，请参阅软件的“帮助”。
⾳频⽂件（AAC）和影像也可以⽤ Windows 资源管理器进行与 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相
同的通过拖放操作来进⾏传送。
*1 不兼容 DRM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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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 Conversion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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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 Conversion Tool 将 ATRAC 音频数据转换为 MP3 数据。

获取数据
要欣赏传送到本播放器的数据，请在使用播放器之前将数据，例如，来自互联网的音
频、影像或照片、来自 CD 的音频数据、来自数码相机的照片数据或来自摄像机的影像
数据导入到您的电脑。若要导入 CD 中的音频数据，则需要使用适当的软件。

可传送的⽂件
音乐：MP3，WMA，AAC*，Linear PCM
影像：MPEG-4，AVC（H.264/AVC）
照片：JPEG
*

受版权保护的 AAC 文件无法播放。

数码音频/视频播放器（彩色液晶显示屏/内置收音功能）

注意
为减少火灾或触电的危险，请不要让本装置淋雨或受潮。
为减少火灾的危险，请勿用报纸、桌布、窗帘等覆盖本装置的通风口。请勿将点燃
的蜡烛放在本装置上。

为减少火灾或触电的危险，请勿在本装置上放置如花瓶等盛有液体的物体。
请勿将本机安放在书橱或壁橱等狭窄封闭处。

* “PICTURES”的数据层
与“PICTURE”⽂件夹相同。

请勿将电池暴露在直射阳光、火焰或类似的过热热源附近。

额定电流
500 mA

用户注意事项
 录制的歌曲仅限个人使用。超过该限制使用歌曲必须获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
 Sony 对由于播放器或电脑的问题导致⽆法完全录制/下载数据或数据破坏等不负任何责任。
 所附带的软件可显⽰的语⾔取决于电脑上所安装的操作系统。为达到更佳效果，请确保所安
装的操作系统与想要显⽰的语⾔兼容。
 不保证所有语⾔均能在附带的软件中正确显⽰。
 户创建的字符和某些特殊字符可能⽆法显⽰。
 根据⽂本和字符的具体类型，在播放器上显⽰的⽂本可能⽆法在其它装置上正常显⽰。这是
由于：
 所连接播放器的性能。
 播放器⼯作不正常。
 本播放器不⽀持所写⼊内容信息的语⾔或字符。

最新信息
如果对本产品有疑问或问题，或需要本产品兼容项目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对于在美国的⽤户：http://www.sony.com/walkmansupport
对于在加拿⼤的⽤户：http://www.sony.ca/ElectronicsSupport/
对于在欧洲的⽤户：http://support.sony-europe.com/DNA
对于在拉丁美洲的⽤户：http://www.sony-latin.com/index.crp
对于在中国的⽤户：http://service.sony.com.cn/KB/
对于在其他国家/地区的⽤户：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对于购买海外机型的⽤户：http://www.sony.co.jp/overseas/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