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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附件

何谓 ZAPPIN 播放？



本播放器（1）

各部件和控制按钮


颈带

带专⽤ USB 连接线的⽀撑架（1）

传送⾳乐的三种⽅法

状态指⽰灯

 使⽤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从 CD 等传送
⽿机部分

ZAPPIN 可按照预设的时间间隔连续播放歌曲剪辑。

OOPR（操作）
（操作）
指⽰灯

普通播放

SSHUF（随机）
（随机）/
PLAYLISTS 钮
USB
S 插孔盖

使⽤⼿册



变为 ZAPPIN。

NWZ-W252/W253

⽿塞（S、L 尺⼨）（成套附带）  便携盒（1）
使⽤⼿册（本⼿册）（1）
 有关防⽔规格的说明（1）

Printed in Malaysia 2010/7

中国⼤陆地区的⽤户
使⽤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数码⾳频播放器

简短⽽可识别的歌曲剪辑（例如旋律最优美或者最富节奏感的⽚段）
歌曲剪辑的 ZAPPIN 播放时间可以设定为“Short”或“Long”。

* 按钮上带有触觉
点。利⽤触觉点
可帮助按钮操作。

 查看播放器的左侧（L）和右侧（R）部件。

购买时已安装 M 尺⼨的⽿塞（还附带 S 和 L 尺⼨）。为欣赏更佳⾳质，请更换
⽿塞尺⼨或调节⽿塞位置，使⽿塞舒适地贴合在⽿朵中。
更换⽿塞时，请旋转⽿塞将其牢固安装于播放器上，以防⽿塞脱落和遗留在
⽿朵中。
如果⽿塞损坏，可以购买选购的⽿塞（EP-EX1）。

ZAPPIN 播放

 使⽤ Content Transfer 从 iTunes*1 等传送

将播放器放在⽿朵中的⽅法

⽿塞的安装⽅法
©2010 Sony Corporation

RESET 钮
控制杆
VOL+*//- 钮

*1 Content Transfer ⽀持将数据从 iTunes 9.0 传送⾄播放器。

 将左右部件分离。

 使⽤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以拖放⽅式传送

这两部分是磁性相吸的。

 将颈带悬挂在您的颈和⽿朵后⾯，然后将⽿塞放⼊您的⽿朵中。

附带的软件
软件存储在播放器的内置闪存中，包含以下项⽬：
 Content Transfer
 WALKMAN Guide
使⽤⼿册等
有关如何安装的详情，请参阅 “如何安装捆绑软件（包括使⽤⼿册）”。
若要在电脑上浏览使⽤⼿册（PDF ⽂件），则需要安装
Adobe Acrobat Reader 5.0 或更⾼版本或者 Adobe Reader。可从互联⽹
下载免费版本的 Adobe Reader。

播放旋律最优美和最富节奏感的歌曲剪辑

返回⾄普通播放并从头开始重新播
放当前歌曲。

将播放器存放到便携盒中的⽅法
为防⽌磁漏，在携带或不使⽤播放器时，请将播放器存放在附带的便携盒中。

普通播放

磁体在左侧。
当播放器未存放在便携盒
中，请勿将信⽤卡或 ATM
卡等（带有磁性条码的卡）
放在播放器附近，以免损
坏卡上的磁性条码。

 有关操作的详细说明，请参阅“3 播放⾳乐”。

如何安装捆绑软件（包括使⽤⼿册）
 将播放器连接到附带的⽀撑架。

说明
 仅使⽤附带的⽀撑架。如果使⽤附带连接线之外的其他

USB 连接线，可
能⽆法正确连接到电脑，⽽且电脑可能⽆法识别播放器。
 将播放器正确⽽稳固地连接到附带的⽀撑架。

 将⽀撑架的专⽤ USB 连接线连接到正在运⾏的电脑。
连接到 USB 连接器

状态指⽰灯

1 导⼊和传送⾳乐

本节介绍上⾯“传送⾳乐的三种⽅法”之操作 。有关操作 
或  的详情，请参阅反⾯。
可以⽤电脑上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将歌曲传送到播放器。
此处采⽤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介绍导⼊和传送歌曲的⽅法。
 从 CD 等将歌曲导⼊电脑上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有关如何从 CD 等导⼊歌曲的详情，请参阅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帮助。⽆需再次导⼊先前已导⼊ Windows Media Player 中的歌
曲。

1 单击“翻录”。

直到发出喀嗒声。

2 准备播放器

3 播放⾳乐

对播放器充电

打开播放器电源

购买后，请⾸先对播放器充电。

 在电脑上按以下顺序选择。

2 单击此处开始导⼊。

说明
 初次使⽤播放器或者长时间未使⽤播放器时，播放器可能会需要⼀些时

间才能被电脑识别。

 使⽤⽀撑架将播放器连接⾄电脑。

如果出现选择操作的画⾯，请单击“取消”。
充电开始。充电过程中状态指⽰灯缓慢闪烁。充电完成后，在播
放器与电脑相连时状态指⽰灯将停⽌闪烁并以低亮度点亮。有关
充电时间和电池持续时间的详细说明，请参阅反⾯的 “规格”。
也可以连接适⽤本型号的 Sony USB 充电交流电源适配器（另购）
对电池进⾏充电。

 双击“Setup.exe”
。

绿⾊ *

橙⾊ *

以红⾊快速
红⾊ * 闪烁

按控制杆开始播放。

电池电量⽤尽时，OPR 指
⽰灯以红⾊快速闪烁且
听到⼀声较长提⽰⾳。
此时⽆法操作播放器。

执⾏“Setup.exe”后，电脑桌⾯上会出现 WALKMAN Guide 快捷⽅式。
 播放器与电脑相连时，捆绑软件安装完成后，Content Transfer 会⾃动
开启。

1

2

3

播放歌曲

* 以约 5 秒的间隔闪烁。

播放器播放每个歌曲剪辑约 4 秒钟。

放

 如果⽆法找到歌曲中最易识别的段落，则从歌曲开头算起约

45 秒钟处
开始播放。如果歌曲长度短于约 45 秒钟，则从歌曲结束之前的某处开
始播放。

向上按控制杆。

ZAPPIN 播放期间将播放跳⾄上⼀⾸ / 下⼀⾸歌曲，随机播放，
或者播放列表播放
Zappin in

2 单击此处传送到播放器。

 提⽰
 另请参阅反⾯的

说明”
。

“有关传送⾳乐的提⽰”和“有关传送⾳乐的

随机播放

歌曲剪辑的播放时间可以设定为“Long”或“Short”。

返回⾄普通播放

（WALKMAN Guide）开启 WALKMAN Guide。

 可以从“开始”菜单开启

即可显⽰）。
⽂件夹删除，则可将此数据从电脑的“Backup”⽂件夹复制到播放器。然后
将播放器连接⾄要安装的电脑，按照上述步骤从步骤  开始进⾏安装。
根据默认安装设定，备份数据保存在电脑的以下“C”盘驱动器中。
C:\Program Files\Sony\WALKMAN Guide\NWZ-W250\Backup

WALKMAN Guide 有何功能？
WALKMAN Guide 包含以下项⽬：
 客户注册链接
 其他实⽤链接

包含下载⽹站的链接信息等。

播放播放列表
按住 SHUF（随机）/PLAYLISTS 钮可播放播放列表。
将控制杆向 （向后）或 （向前）拨动并按住可跳⾄上⼀个 /
下⼀个播放列表的开头。
若要返回播放所有已传送⾄播放器的歌曲，请在播放播放列表期间按住
SHUF（随机）/PLAYLISTS 钮。

说明
 播放播放列表时，仅播放列表中已注册的歌曲会被重复播放。

停⽌播放

视购买国家 / 地区⽽定，捆绑项⽬有所不同。

 提⽰
 执⾏“Setup.exe”后，
可通过格式化播放器内置闪存，更有效地使⽤“Storage

Media”⽂件夹中的可⽤空间。若要格式化播放器的内置闪存，请参阅反⾯的
“格式化播放器”。

Zappin long
Zappin short

按 SHUF（随机）/PLAYLISTS 钮可按随机顺序播放歌曲。
在随机播放期间，即使拨动并按住控制杆也⽆法跳⾄上
⼀个或下⼀个⽂件夹。

WALKMAN Guide 和 Content Transfer（单击“开始”

 如果通过格式化播放器的内置闪存将播放器的“Setup.exe”⽂件和“Install”

可跳⾄上⼀⾸ / 下⼀⾸歌曲，以随机顺序播放歌曲，或者播放播放
列表。
操作⽅法与普通播放相同。

在 ZAPPIN 播放中改变歌曲剪辑的播放时间

将控制杆向 （向后）或 （向前）拨动。
拨动并按住控制杆可跳⾄上⼀个或下⼀个⽂件夹的开头。

 提⽰

 客户⽀持链接

ZAPPIN 播放

跳⾄上⼀⾸ / 下⼀⾸歌曲

 按照画⾯指⽰操作。

 使⽤⼿册

/ 向后拨动控
制杆，则播放器将会打开并开始播放。如果想要跳⾄上⼀⾸ / 下⼀⾸
歌曲，请在播放开始后拨动控制杆。
 按控制杆后，OPR 指⽰灯将交替闪烁绿⾊和红⾊，且播放器将重复发出
提⽰⾳后才开始播放。请等待，直到 OPR 指⽰灯闪烁且提⽰⾳停⽌。
 另请参阅反⾯的 “有关播放⾳乐的提⽰”
。

并拢。

分离。

1 选择专辑等。

出现安装向导。
 执⾏“Setup.exe”时，
存储在播放器“Storage Media”⽂件夹中的“Setup.
exe”⽂件和“Install”⽂件夹会作为备份复制到电脑上，且 WALKMAN
Guide 和 Content Transfer 也会安装到电脑上。

 双击桌⾯上的

 将播放器的左右部件分离后，如果向上按控制杆或向前

普通播放

OPR 指⽰灯显⽰剩余电池电量。OPR 指⽰灯变为红⾊时，请对电
池充电。

 将歌曲从 Windows Media Player 传送到播放器。
将歌曲传送到播放器的过程中，状态指⽰灯以⾼亮度闪烁。

 提⽰

关闭播放器电源

 使⽤⽀撑架将播放器连接⾄正在运⾏的电脑。

检查剩余电池电量

选择“开始”-“我的电脑”或“计算机”-“WALKMAN”-“Storage
Media”。

使⽤ 12 TONE ANALYSIS 设定为“⾃动”或“始终开启”的 Content Transfer 软
件传送歌曲时，将找到根据旋律和节奏最容易识别部分的信息并将其添加到各歌
曲。然后，在 ZAPPIN 播放期间，可依次播放各歌曲中旋律最优美和最富节奏感的
剪辑。
播放器附带 Content Transfer。有关如何安装 Content Transfer 的详情，请参
阅反⾯的 “如何安装捆绑软件”。

向上按控制杆。

Zappin out

按住控制杆直到听到“Zappin
long”的语⾳提⽰时，歌曲剪辑
的播放时间将变为约 15 秒（长）。
在“Long”播放期间，按住控制
杆直到听到“Zappin short”，歌
曲剪辑的播放时间将返回到约 4
秒（短）。

按住控制杆，直到听到语⾳提⽰。

若要在 ZAPPIN 播放期间完全停⽌播放
按控制杆返回⾄普通播放，然后再次按控制杆。

有关传送⾳乐的提⽰
有关操作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详
情，请参阅软件的帮助或者访问以下⽹
站：
http://www.support.microsoft.com/

有关传送⾳乐的说明
 将歌曲从

Windows Media Player 传
送⾄播放器时，⽆法使⽤ Content
Transfer。
 USB 连接期间⽆法操作播放器。
 状态指⽰灯明亮闪烁时，请勿断开专
⽤ USB 连接线的连接。否则，可能损
坏正在传送的或者播放器中存储的数
据。
 如果使⽤ Windows Media Player
传送歌曲，歌曲将不通过 12 TONE
ANALYSIS 进⾏分析。12 TONE
ANALYSIS 功能随同 Content Transfer
⼀起加载，该软件可以分析歌曲的声
模式。
 ⽆法在播放器上直接删除传送的歌曲。
从播放器删除歌曲时，请使⽤⽤于传
送歌曲的软件或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有关播放⾳乐的提⽰
 最后⼀⾸歌曲播放完毕时，播放器⾃

动从第⼀⾸歌曲开始重新播放，并按
顺序连续播放。
 默认设定下，歌曲剪辑的播放时间设
定为“Zappin short”。可将此设定更
改为“Zappin long”
。
 如果在 ZAPPIN 播放期间通过将左右部
件相互并拢的⽅式来关闭播放器，则
下次打开电源并开始播放时，播放器
将启动 ZAPPIN 播放。
 存储在播放器中的歌曲以⽂件或⽂件
夹名称的顺序（以数字或字⺟顺序）
播放。此外，在所有⽂件和⽂件夹的
整体层次中，属于各⽂件夹的歌曲将
按照其层次顺序进⾏播放。
如果对播放器中的⽂件或⽂件夹重命
名，则歌曲的播放顺序会改变。然⽽，
播放器上经重命名的⽂件或⽂件夹被
识别为与原名称的⽂件或⽂件夹不同，
因此原名称的⽂件或⽂件夹会再次传
送到播放器。

有关其他操作
调节⾳量
⽤ VOL+/- 钮调节⾳量。⾳量可以以
31 档进⾏调节：从 0 ⾄ 30。默认设定
为“15”
。
如果在⾳量设定为“0”的情况下关闭
播放器电源，则下次启动播放时⾳量
将⾃动设定为“1”。

限制⾳量（AVLS（⾳量限
制））
如果将 AVLS（⾃动⾳量限制系统）设
定为开启，则可以限制最⼤⾳量，以
防⽌听觉⼲扰或分⼼，并以舒适的⾳
量等级欣赏⾳乐。
AVLS 默认设定为关闭。
1 通过将左右部件相互并拢的⽅式

关闭播放器。

2 将左右部件分离。
3 按住控制杆约 5 秒钟，同时按下

VOL+ 钮，直到状态指⽰灯亮起。
松开控制杆和 VOL+ 钮时，状态指⽰
灯熄灭。OPR 指⽰灯以绿⾊闪烁 2 次，
且 AVLS 设定为开启。
⾳量保持为适中等级。

若要将 AVLS 的设定返回到关闭状态，
请重复步骤 1 ⾄ 3。AVLS 设定为关闭
时，在步骤 3 中 OPR 指⽰灯以红⾊闪
烁 2 次。

使⽤ Content Transfer
可以通过拖放歌曲⾄ Content
Transfer 的⽅式来⽤ iTunes 或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传送歌曲。

故障排除
如果播放器⼯作异常，请尝试采取以
下步骤解决问题。
1 在“症状和解决办法”中找到问

说明
 Content

题的症状，然后尝试列出的所有
修正措施。

Transfer ⽆法将 DRM 歌曲传
送⾄播放器。
 ⽆法在播放器上直接删除传送的歌曲。
从播放器删除歌曲时，请使⽤ Content
Transfer。

2 使⽤⽀撑架将播放器连接⾄电脑

通过 Content Transfer 从 iTunes
传送歌曲

3 仅当播放已停⽌时，才可⽤细针

将想要传送的歌曲拖放到 Content
Transfer。有关 iTunes 的操作详情，
请参阅软件的帮助。

对电池进⾏充电。

对电池充电可能会解决某些问题。

等按 RESET 钮。

如果在操作播放器的过程中按 RESET
钮，则播放器上的已存储数据和设定
可能会被删除。

说明

数据⽆法从电脑传送⾄播放器。
 播放器未正确连接⾄附带的⽀撑架。

 有关从

iTunes 传送歌曲限制的详情，
请访问⽀持⽹站（“客户⽀持⽹站”）。

 断开专⽤

⽤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传送歌曲
⽤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传送歌曲的⽅
法有如下 2 种：
 将想要传送的歌曲拖放到

脑，⽽且电脑可能⽆法识别播放器。
 播放器未正确连接⾄附带的⽀撑架。
 将播放器正确⽽稳固地连接到附带的
⽀撑架。即使没有正确完成连接也会
开始充电（状态指⽰灯缓慢闪烁），
但有可能是电脑未识别播放器。在这
种情况下，将播放器从附带的⽀撑架
上断开，然后再重新连接到附带的⽀
撑架。
 剩余电池电量低。
 对电池充电。初次使⽤播放器或长时
间未使⽤播放器时，即使充电（状态
指⽰灯缓慢闪烁）已经开始，也可能
需要⼏分钟才能被电脑识别。将播放
器连接到电脑约 5 分钟后，确认电脑
是否已识别播放器。

Content

Transfer。
 将歌曲直接拖放到“我的电脑”或
“计算机”-“WALKMAN”-“Storage
Media”-“MUSIC”。

说明
 通过拖放⽅式直接传送到播放器的歌

曲不会通过 12 TONE ANALYSIS 进⾏分
析。
 最多可以识别“Storage Media”下的
第 8 级⽂件夹。

格式化播放器
如果格式化播放器，则所有数据都将
被删除，且所有设定都将返回⾄默认
状态。

说明
 仅停⽌播放时才可进⾏格式化。
 如果

OPR 指⽰灯由于剩余电池电量不
⾜⽽以红⾊点亮，则⽆法对播放器进
⾏格式化。
 播放器中存储的所有数据都将被删除。
 播放器附带的 Content Transfer 软件
也将被删除。如有必要，请从客户⽀
持⽹站下载 Content Transfer。
 随机播放、播放列表播放、ZAPPIN 播
放和 AVLS（⾳量限制）的设定也会返
回到各⾃默认状态。

1 通过将左右部件相互并拢的⽅式

关闭播放器。

2 将左右部件分离。
3 按住控制杆约 15 秒钟，直到状态

指⽰灯快速闪烁。

松开控制杆。OPR 指⽰灯以红⾊点亮。

4 在 OPR 指⽰灯以红⾊点亮后 30 秒

钟内向前或向后拨动控制杆。

状态指⽰灯熄灭。每次拨动控制杆时，
OPR 指⽰灯会交替以绿⾊和红⾊点亮。

5 在 OPR 指⽰灯以绿⾊点亮时按控

制杆。

OPR 指⽰灯以绿⾊快速闪烁，格式化
即开始执⾏。OPR 指⽰灯熄灭时，格
式化完成。
如果在 OPR 指⽰灯以红⾊点亮时按控
制杆，或者在 30 秒过后，格式化将
被取消。

升级播放器固件
可通过更新播放器固件将新功能添加
到播放器。有关最新固件及如何安装
固件的详情，请访问客户⽀持⽹站。
1 将更新程序从⽹站下载到电脑上。
2 使⽤⽀撑架将播放器连接到电脑，

然后启动更新程序。

3 按照画⾯指⽰更新播放器固件。

显⽰播放器信息
更新固件之前，请查看型号名称等播
放器信息。若要查看信息，请使⽤⽀
撑架将播放器连接⾄电脑，然后打开
“我的电脑”或“计算机”-“WALKMAN”
中的“information.txt”。

4 在⽀持⽹站上寻找有关问题的信

息（“客户⽀持⽹站”）
。

5 如果以上⽅法不能解决问题，请

就近咨询 Sony 经销商。

症状和解决办法
播放器⽆法对电池充电。
 播放器未正确连接⾄附带的⽀撑架。
 断开

USB 连接，然后再重新连接。
 使⽤附带的⽀撑架。
 电池是在 5 ℃⾄ 35 ℃范围以外的环
境温度下充电的。
 请在 5 ℃⾄ 35 ℃的环境温度下对电
池充电。
 电脑未打开。
 请打开电脑。
 电脑已进⼊睡眠或休眠状态。
 请将电脑从睡眠或休眠状态唤醒。
 如果您遇到的症状不适⽤于上述内容，
请按 RESET 钮，然后重新进⾏ USB 连接。

播放器不⼯作。（不响应任何按钮
操作。）
 播放器的左右部件并拢。
 进⾏分离并按控制杆。
 剩余电池电量低或不⾜。
 通过将播放器连接⾄电脑来对电池充

USB 连接线的连接，然后重

新连接。
 内置闪存没有⾜够的可⽤空间。
 使⽤电脑将内置闪存中任何不需要的
数据删除，增加可⽤空间。
 可传送⾄播放器的歌曲最⼤数⽬为
2640 ⾸，⽂件夹最⼤数⽬为 500 个。
 由于受版权所有者设定的限制，设有
播放期限限制或播放次数限制的歌曲
可能⽆法传送。有关各⾳频⽂件设定
的详情，请与分销商联系。
 可能正试图传送不可播放格式的⽂件。
 传送具有可播放格式的⽂件（“⽀
持的⽂件格式”）
。

OPR 指⽰灯以红⾊点亮，不断听到
⼀声短促的双提⽰⾳，且没有播放
任何数据 / 播放器电源没有打开。
 正试图播放不⽀持的格式或

DRM ⽂件。
 传送具有可播放格式的⽂件（“⽀
持的⽂件格式”）
。如果⽆法播放的⽂
件不是必要⽂件，请将其从播放器删
除。
 格式化播放器⽆法完成，或者在电脑
上对播放器进⾏了格式化。
 重新尝试格式化播放器（“格式
化播放器”）。
 播放器中没有可播放的歌曲。
 将数据传送⾄播放器。

没有声⾳。
 ⾳量等级被设定为零。
 将⾳量调⾼。

⾳量不够⼤。
 启⽤了

AVLS（⾳量限制）。
AVLS（⾳量限制）（“限制⾳
量（AVLS（⾳量限制））”）。

 禁⽤

电（ 正⾯的“对播放器充电”）。
 播放器通过 USB 连接⽅式连接到电脑。
 断开 USB 连接，然后操作播放器。

播放过程中 OPR 指⽰灯以红⾊点
亮，且听到“EXPIRED”的语⾳提⽰。

充电很快就结束了。

 基于订购条件等，歌曲的播放期限已

 如果在充电开始时电池已⼏乎充满电，

则只需很短的时间就会达到充满电状
态。

播放器花了很长时间启动。
 如果存储了许多⽂件或⽂件夹，则可

能会花较长时间启动。启动过程中，
播放器会发出启动声。

OPR 指⽰灯以红⾊闪烁，听到⼀声
长提⽰⾳，且播放器电源⽆法打开。
 剩余电池电量低。
 重新对电池充电（

正⾯的“对播

放器充电”）。

电池持续时间短。
 ⼯作温度低于

5 ℃。

 由于电池本⾝特性，电池持续时间会

变短。这不是故障。
 电池充电时间不⾜。
 请将电池充电⾄状态指⽰灯点亮为

⽌。充电过程中状态指⽰灯缓慢闪烁。
 已经很长时间未使⽤播放器了。
 通过反复对电池充电放电，可提升电
池效率。
 当即使充满电，电池的可⽤时间也只
有正常时间的⼀半时，就应该更换电
池了。
 请就近咨询 Sony 经销商。

电脑不识别播放器。
 未使⽤附带的⽀撑架将播放器连接到

电脑。
 使⽤附带的⽀撑架将播放器连接⾄电
脑。如果使⽤附带连接线之外的其他
USB 连接线，可能⽆法正确连接到电

过，或者已达到播放次数限制。
 请访问您购买歌曲的分销商的⽹站并
进⾏更新。
 如果不需要此歌曲，请将其从播放器
删除。

未执⾏播放操作的情况下开始播
放。
 播放器电源关闭时，如果向任何⽅向

拨动控制杆，则播放器电源将会打开
并开始播放。

歌曲中旋律最优美和最富节奏感的
剪辑未以 ZAPPIN 播放模式进⾏播
放。
 此歌曲未经

12 TONE ANALYSIS 进⾏分

析。
 请⽤ Content Transfer 传送歌曲，
该软件将通过 12 TONE ANALYSIS 来
分析歌曲。
 查看 12 TONE ANALYSIS 是否设定为
“⾃动”或“始终开启”。
 有关旋律最优美或者最富节奏感的⽚
段信息⽆法添加到线性 PCM（.wav）⽂
件。

按住 SHUF（随机）/PLAYLISTS 钮
时播放列表播放没有开始。
 播放列表尚未传送⾄播放器。

从播放器删除歌曲后由播放播放列
表变为播放播放器中的所有歌曲。
 如果已删除的歌曲位于播放列表中，

则播放列表也会从播放器中删除。

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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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注意事项
在特别⼲燥的空⽓条件下，您的⽿朵
可能会感到轻微刺痛。这是由于体内
积聚的静电所致，⽽⾮播放器故障。
穿着天然材料制成的⾐服可以将此影
响减到最⼩。

防⽔规格（请在使⽤

规格

播放器之前阅读）

⽀持的⽂件格式

情形 *1

请勿将电池（安装的电池组或多个电池）
长时间暴露在直射阳光、⽕焰或类似的
过热热源附近。
锂电池⽤户不可⾃⾏更换，如电池损坏
需要更换，请联系专业⼈员。

关于热量积聚

 可在⾬中慢跑或漫步时使⽤播放器。

 如果长时间使⽤播放器，则在充电过

 出汗时可继续使⽤播放器。

关于售后服务的提⽰：

 请勿在驾驶机动车时使⽤播放器；否

在产品出现性能故障需修理时，索尼公
司有权视情况单⽅决定仅为⽤户提供更
换式修理服务，即直接通过为⽤户更换
质量合格的产品的⽅式进⾏修理，⽽不
再采取其他修理⽅式。

关于软件与数据的提⽰：
对各种原因引起的⽤户⾃⼰的软件或数
据的损坏 / 丢失等，索尼不承担赔偿、
恢复、修理及其他任何责任。
详情敬请查阅产品包装中的保修卡。

额定电流
500 mA

安全信息
关于对电池充电
 请勿使播放器长时间连接⾄未连接到

交流电源的笔记本电脑，否则播放器
可能会耗尽电脑的电池电量。
 视使⽤电池的条件⽽定，充电时间可
能会有所不同。
 如果打算半年以上不使⽤播放器，为
维持电池性能，请每 6 ⾄ 12 个⽉对电
池⾄少充电⼀次。

关于安全
 请勿⽤其他⾦属物品将播放器的端⼦

短路。
 如果电池正在漏液，请勿⾚⼿触摸可
充电电池。由于电池液可能会残留在
播放器内，因此如果电池漏液，请就
近咨询 Sony 经销商。如果电池液进⼊
眼睛，切勿揉眼睛，否则可能会导致
失明。请⽤清⽔冲洗眼睛并就医。
此外，如果电池液碰到⾝体或⾐服，
请⽴即将其洗去。否则可能会导致灼
伤或其他伤害。如果因电池漏液导致
灼伤或其他伤害，请就医。
 请勿将任何异物放⼊播放器。否则可
能会导致⽕灾或触电。
如果发⽣这种情况，请⽴即关闭播放
器电源，然后就近咨询 Sony 经销商或
Sony 服务中⼼。
 请勿将播放器置于⽕中。
 请勿拆散或改装播放器。否则会导致
触电。关于更换充电电池、内部检查
或维修事项，请就近咨询 Sony 经销商
或 Sony 服务中⼼。

关于安装
 请勿将重物放在播放器上或⽤⼒敲击

播放器。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或损坏。
 切勿在易受强光、温度、湿⽓或振动
影响的地⽅使⽤播放器。否则播放器
可能会褪⾊、变形或损坏。
 切勿将播放器暴露在⾼温环境中，例
如停在阳光下的车内或直射阳光下。
 请勿将播放器置于多灰尘的环境中。
 请勿将播放器置于不稳定的表⾯或者
以倾斜位置摆放。
 如果播放器对收⾳机或电视机接收造
成⼲扰，请关闭播放器电源并将其从
收⾳机或电视机旁边移开。
 如果想要分离播放器的左右部件，必
须同时握住左右部件。
拉颈带可能会导致颈带损坏。
 ⽿塞可能由于长时间存放或使⽤⽽⽼
化。
 将播放器存放在附带的⽀撑架上时，
请将⽀撑架放置在平坦处，并避免撞
击。
 播放器未存放在附带的便携盒中时，
请勿将任何带有磁性条码的卡（例如
现⾦卡或信⽤卡）靠近播放器放置。
否则，卡可能会因播放器的磁效应⽽
导致消磁。

程中热量可能会积聚在播放器内部。

关于安全收听
则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并且在许多
地区属于违法⾏为。
 避免在竞技⽐赛过程中使⽤播放器，
以免造成⼈⾝伤害。

交通安全
 在不得影响听⼒的情况下应避免收听

播放器。

防⽌听⼒受损
 避免以⾼⾳量使⽤播放器。听⼒专家

建议不要以连续的⾼⾳量长时间播放。
如果⽿朵产⽣⽿鸣，请减少⾳量或停
⽌使⽤。
请勿瞬间将⾳量调⾼很⾼。⽽应逐步
调⾼⾳量，这样⾼⾳量才不会伤害您
的⽿朵。

顾及他⼈
 使⾳量保持在适中等级。这样您既可

以听到外界的声⾳，⼜可以顾及周围
的⼈。

警告

 使⽤播放器后，可⽤常温淡⽔或缓慢

流动的⾃来⽔清洗。*2
*1 在听不到外界声⾳会发⽣危险的地⽅，
请勿使⽤播放器。
在上述所有情形中，均应盖好 USB 插孔
盖使⽤播放器。
*2 请遵守附页“有关防⽔规格的说明”的
“使⽤后清洁”当中作出的说明。

本播放器的防⽔性能
*1 相当于
IEC60529“浸⽔防护等级（IP 代码）”
IPX5*2，表明虽然属于“浸⽔防护等级”，
但并⾮完全不漏⽔。

 本播放器的防⽔规格

* 仅当播放器的 USB 插孔盖妥当关闭时
才符合防⽔规格。此外，⽿机部分并⾮
不漏⽔。
*2 IPX5（喷⽔防护等级）：即使受到任何
⽅向直接喷洒⽔流的情况下，即⽤内
径为 6.3 mm 的喷嘴从 3 m 左右的距离
持续喷洒 3 分钟以上，供⽔强度约为
12.5 L/ 分钟，播放器仍然可以保持其
操作性。
1

 请勿有意将播放器丢⼊⽔中，请勿在

⽔下使⽤播放器。

基于 USB 充电
约 1.5 ⼩时

快速充电

⾳频格式（编译码器）
媒体⽂件格式：MP3（MPEG-1
Layer3）⽂件格式
⽂件扩展名：.mp3
MP3
⽐特率：32 ⾄ 320 kbps（⽀
持可变⽐特率（VBR））
采样频率 *1：32、44.1、
48 kHz
媒体⽂件格式：ASF ⽂件格
式
⽂件扩展名：.wma
⽐特率：32 ⾄ 192 kbps（⽀
WMA
持可变⽐特率（VBR））
采样频率 *1：44.1 kHz
* 与 WM-DRM 10 兼容
媒体⽂件格式：MP4 ⽂件格
式
⽂件扩展名：.mp4、.m4a、
.3gp
AAC-LC*2 ⽐特率：16 ⾄ 320 kbps（⽀
持可变⽐特率（VBR））*3
采样频率 *1：8、11.025、
12、16、22.05、24、32、
44.1、48 kHz
媒体⽂件格式：Wave-Riff
⽂件格式
线性 PCM ⽂件扩展名：.wav
⽐特率：1411 kbps
采样频率 *1：44.1 kHz

 正在使⽤播放器时如果发⽣闪电，请

 附带的⽀撑架并不防⽔。对播放器充

⽴即关闭播放器。
如果对播放器产⽣过敏反应，请⽴即
停⽌使⽤并就医。

电之前，请确保播放器或⽤于充电的
场所没有沾⽔。
 根据⽤途的不同，播放器内部可能会
进⽔并造成⽕灾、触电或故障。
 使⽤播放器之前，请通读并完全理解
下列信息。

*1 采样频率可能不会符合所有编码器。
*2 ⽆法播放受版权保护的 AAC-LC ⽂件。
*3 视采样频率⽽定，可能包含⾮标准⽐特
率或⾮保证的⽐特率。

防⽔性能规格适⽤的液体

近似时间基于传送仅 4 分钟的 MP3 格式
歌曲的情况。其他可播放⾳频⽂件格式
的歌曲数⽬和时间可能会与 MP3 格式有
所不同。

关于使⽤
 驾车、骑车或操纵任何机动车时请勿

使⽤本播放器。在存在潜在危险的情
况下使⽤时应特别⼩⼼或者停⽌使⽤。
 在飞机起飞或着陆时应根据飞⾏公告
限制使⽤播放器。
 请注意，将播放器从低温环境快速移
到⾼温环境，或者在刚打开加热器的
房间中使⽤播放器的情况下，可能会
暂时形成湿⽓凝结。湿⽓凝结是⼀种
空⽓中的湿⽓附着到⾦属⾯板等表⾯
并转化为液态⽔的现象。
如果播放器中产⽣湿⽓凝结，请保持
播放器关闭直到湿⽓凝结消失。如果
在湿⽓凝结的情况下使⽤播放器，可
能会导致故障。

关于软件
 根据版权法，未经版权所有⼈许可禁

⽌部分或全部复制软件或软件附带的
⼿册，不得出借本软件。
 在任何情况下，对由于使⽤附带在播
放器中的软件⽽产⽣的任何财产损
失或利益损失，包括第三⽅索赔等，
SONY 不负任何责任。
 本播放器附带的软件不能⽤于其他⾮
配套设施。
 请注意，为了努⼒改进质量，软件规
格若发⽣任何变化，恕不另⾏通知。
 在本播放器中使⽤所附带以外的软件
进⾏操作将不在保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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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创建的字符和某些特殊字符可能
⽆法显⽰。
 在本⼿册中的说明基于⽤户熟悉
Windows 基本操作。有关使⽤电脑和操
作系统的详情，请参阅相关的⼿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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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样本数据 *1
本播放器预装有样本数据。
若删除样本数据，则⽆法恢复，且本
公司将不提供任何替代数据。
* 在某些国家 / 地区没有安装某些样本数
据。
1

适⽤：淡⽔、⾃来⽔、汗液
不适⽤：上述之外的液体（例如：肥
皂⽔、洗涤剂⽔溶液、沐浴剂⽔溶液、
洗发液、温泉⽔、⽔池⽔、海⽔等）

播放器的防⽔性能基于上述条件下的
本公司测量结果。
请注意，客户使⽤不当造成进⽔⽽引
起的故障不在保修范围之列。
使⽤播放器之前，除本⼿册以外另请
阅读附页“有关防⽔规格的说明”。

歌曲的最⼤可录制数⽬和最长可录
制时间（近似值）

歌曲的最⼤可录制数⽬

48 kbps
64 kbps
128 kbps
256 kbps
320 kbps
1411 kbps
（线性 PCM）

NWZ-W252
2 GB
1250
940
470
235
185

NWZ-W253
4 GB
2595
1950
975
485
390

40

85

最长可录制时间

48 kbps
64 kbps
128 kbps
256 kbps
320 kbps
1411 kbps
（线性 PCM）

即使电脑满⾜上述系统要求，也不保证
所有电脑的操作。
不⽀持以下环境：
 个⼈构建的电脑或操作系统
 原制造商安装的操作系统的升级环境
 多重启动环境
 多显⽰器环境
 Macintosh

充电时间

NWZ-W252
2 GB
83 ⼩时
20 分钟
62 ⼩时
40 分钟
31 ⼩时
20 分钟
15 ⼩时
40 分钟
12 ⼩时
20 分钟
2 ⼩时
40 分钟

NWZ-W253
4 GB
173 ⼩时
00 分钟
130 ⼩时
00 分钟
65 ⼩时
00 分钟
32 ⼩时
20 分钟
26 ⼩时
00 分钟
5 ⼩时
40 分钟

充电约 3 分钟可以播放长达约 90 分钟。

电池持续时间（连续播放）
视环境温度或使⽤状态⽽定，以下时间
可能有所不同。
播放 128 kbps 的 MP3 时：约 11 ⼩时
播放 128 kbps 的 WMA 时：约 11 ⼩时
播放 128 kbps 的 AAC-LC 时：约 9 ⼩时
播放 1411 kbps 的线性 PCM 时：约 11
⼩时

设计或规格如有变动，恕不另⾏通知。

客户⽀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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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

对于在美国的⽤户：
http://www.sony.com/
walkmansupport

约 43 g

系统要求
 电脑

对于在加拿⼤的⽤户：
http://www.sony.ca/
ElectronicsSupport/

预装了以下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IBM
PC/AT 或兼容电脑 *1：
Windows XP Home Edition（Service
Pack 2 或更⾼版本）/
Windows XP Professional（Service
Pack 2 或更⾼版本）*2 /
Windows Vista Home Basic（Service
Pack 1 或更⾼版本）/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Service
Pack 1 或更⾼版本）/
Windows Vista Business（Service
Pack 1 或更⾼版本）/
Windows Vista Ultimate（Service
Pack 1 或更⾼版本）/
Windows 7 Home Basic /
Windows 7 Home Premium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
Windows 7 Ultimate
不⽀持除上述以外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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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商：索尼公司
总经销商：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
18 号
佳程⼤厦 A 座 25 层
原产地：马来西亚

*1 不包含 Microsoft 不⽀持的操作系统版
本
*2 不包含 64 位操作系统版本
 CPU：Pentium®

III 450 MHz 或更⾼频
率（Windows XP）/800 MHz 或更⾼频
率（Windows Vista）/1 GHz 或更⾼频
率（Windows 7）
 RAM：256 MB 或以上（Windows XP）/
512 MB 或以上（Windows Vista）/
1 GB 或以上（Windows 7 32 位版本）/
2 GB 或以上（Windows 7 64 位版本）
 硬盘驱动器：380 MB 或更⼤的可⽤空
间
 显⽰屏：
屏幕分辨率：800  600 像素（或更⾼）
（建议 1024  768 或更⾼）
⾊彩：8 位或更⾼（建议 16 位）
 CD-ROM 驱动器（⽀持使⽤ WDM 的数字
⾳乐 CD 播放功能）
需要 CD-R/RW 驱动器才能制作原创 CD。
 声卡
 USB 端⼝（建议⾼速 USB。
）
 需要 Internet Explorer 7.0 或 8.0
以及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若要使⽤ Electronic Music
Distribution（EMD）或者访问⽹站，
需要宽带互联⽹连接。

⽿机
 类型：封闭动圈式
 驱动单元：13.5

mm，圆顶型（采⽤

CCAW）

容量（⽤户可⽤容量）*1
NWZ-W252：2 GB（约 1.68 GB =
1812660224 字节）
NWZ-W253：4 GB（约 3.49 GB =
3757124968 字节）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 ︰不含有， ︰含有）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部件名称

铅
（Pb）

汞
（Hg）

接⼝

内置线路板

USB 迷你 B 插孔
⾼速 USB（符合 USB 2.0）













外壳













⼯作温度

显⽰板













5 ℃⾄ 35 ℃

电池

电源













附件













* 播放器的可⽤存储容量可能不同。
内存⼀部分⽤于数据管理功能。
1

 内置可充电锂离⼦电池
 USB

供电（通过附带的⽀撑架从电脑供
电）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苯醚
（Cd） （Cr（VI）） （PBB） （PBDE）

︰表⽰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该有毒有害物质⾄少在该部件的某⼀均质材料中的含
量超出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