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将Walkman安装在USB底座（提供）上并对电池充电

如何安装随附软件

请检查包装中的项目。

要将Walkman连接到电脑，Walkman必须正确安装到USB底座（提
供）上。

安装WALKMAN Guide和Media Go（针对Windows）

 “WALKMAN”（1）

快速入门指南

 USB底座 (1)

1

如何安装随附软件
如何使用“WALKMAN”

OPR指示灯

 耳塞（1 副）
 调节带（1）
 快速入门指南（本手册）
 有关防水规格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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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音频播放器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关于手册
本快速入门指南只介绍基本操作说明以及如何安装随附
软件。
有关详细信息和操作说明，安装后请参阅随附软件中包
含的帮助指南（HTML文件）。

关于操作系统
请确保操作系统为Windows XP（Service Pack 3或更高版本）或
Windows Vista*1（Service Pack 2或更高版本）或Windows 7*1
（Service Pack 1或更新高版本）或Windows 8。
* 不支持Windows XP的 [兼容模式]。

关于使用电脑进行充电的说明

1
2

将Walkman安装到USB底座（提供）上。
请确保Walkman（）的端子与USB底座（提供）（）
相互保持接触。

1

对于Mac电脑，请确保操作系统为Mac OS X v10.6或更高版本。
非上述操作系统不予支持

请用一块干燥的软布擦干Walkman（）的端
子。

3

使用USB底座（提供）将Walkman连接到运行的
电脑。



如果出现选择操作的画面，请单击“取消”。充电开
始。
请确保USB底座（提供）上的OPR指示灯窗口以红色点
亮。

 当OPR指示灯以红色快速闪烁时，请对电池充电。
 电池充电时，OPR指示灯会指示Walkman的充电状态。
您可以通过USB底座（提供）上的OPR指示灯窗口查看OPR指示灯的
状态。
以红色点亮：正在充电
熄灭：已经充满电或未在充电
 充电时间约为1.5小时。
Walkman充满电后，请将其从电脑上断开。
对于Mac电脑，请单击Finder侧栏上 [WALKMAN] 的弹出图标以断开
Walkman连接。
 通过USB底座（提供）与电脑相连时，如果电脑进入省电模式，如
睡眠或休眠模式，则Walkman会继续消耗电池电量使之放电。
 首次使用Walkman时，或者长时间未使用Walkman时，即使充电已经
开始（OPR指示灯以红色点亮），也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被电脑识
别。查看Walkman与电脑相连约5分钟后能否被电脑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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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USB底座（提供）将Walkman连接到运行的
电脑。
在电脑上进行以下选择。

Windows

7或更早版本：选择 [开始] - [计算机] 或 [我的电
脑] - [WALKMAN] - [Storage Media] - [FOR_WINDOWS]。
Windows 8：从 [“开始”屏幕] 中选择
[桌面] 打开 [文件资源管理器]。在 [计算机] 列表中，选
择 [WALKMAN] - [Storage Media] - [FOR_WINDOWS]。

3

双击 [Setup.exe]。
安装向导出现。
 执行 [Setup.exe] 时，Walkman [FOR_WINDOWS] 文件
夹中存储的 [Setup.exe] 文件会作为备份复制到电脑
上，且WALKMAN Guide和Media Go也被安装到电脑上。
 如果 [Setup.exe] 不启动，请将 [Setup.exe] 文件复
制到桌面，然后双击它。

4

按照画面指示进行操作。
安装向导完成后，电脑桌面上会出现WALKMAN Guide和
Media Go快捷方式。

5

各部件和控制按钮
 提示
 即使因格式化Walkman内置闪存而删除了 [Setup.exe] 文件，也可
通过以下步骤将随附软件安装在另一台电脑上。将 [Setup.exe]
文件和 [Install] 文件夹从电脑的 [Backup] 文件夹复制到
Walkman。然后，将Walkman连接到要安装软件的另一台电脑上，按
照上述步骤从步骤2开始操作。
[Backup] 文件夹位于：
C:\Program Files*1\Sony\WALKMAN Guide\NWZ-W270\Backup
*1 视电脑操作系统而定，可能会显示 [Program Files(x86)]。

安装帮助指南（针对Mac）

1
2
3

使用USB底座（提供）将Walkman连接到运行的
电脑。
在电脑上，选择Finder侧栏中的 [WALKMAN]，
然后打开 [FOR_MAC] 文件夹。
双击 [Help_Guide_Installer_for_Mac]。
安装程序启动。

4

按照画面指示进行操作。
安装程序完成后，电脑桌面上会出现HelpGuide标记（快
捷方式）。

双击桌面上的 （WALKMAN Guide）图标可浏
览帮助指南等信息。

 提示

有关传送音乐等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ALKMAN Guide中所
包含的帮助指南。

 在尝试从Walkman中删除该软件前，如有必要，请将 [FOR_MAC] 文
件夹复制到Mac电脑作为备份。







触觉点
颈带
耳塞
耳机部分
SHUF（随机）/
PLAYLISTS钮

 VOL +*1/-钮










端子
OPR（工作）指示灯
电源锁定开关
（电源）钮
上一个按钮
下一个按钮
RESET钮
钮*1

*1 带有触觉点。利用触觉点可帮助按钮操作。

如何打开电源并将Walkman放在耳朵中
关于音量操作（仅限符合欧洲指令的国家/地区）
设计警报（提示音）和警告“Check the volume level”的目的
是，当您首次将音量设置提高到某个特定等级 *1 以上时，对您
的双耳提供保护。
您可以通过按下任一按钮取消警报和警告。

1
2
3

查看Walkman的左侧（）和右侧（）部件。
滑动电源锁定开关解锁（电源）钮。

为欣赏更佳音质或更舒适地贴合在耳朵中，请更换耳塞尺寸或调
节耳塞位置，使耳塞舒适地分别贴合在左右耳朵中。
更换耳塞时，请旋转耳塞将其牢固安装于Walkman上，以防耳塞
脱落和遗留在耳朵中。
您可以就近从Sony经销商订购选购的替换耳塞。

注意事项
症状

防止Walkman从耳朵中意外脱落
将Walkman放入耳朵前，请将附带的调节带安装在颈带部件上.
（电源）钮

按住位于右侧（）部件上的（电源）钮约3秒钟打
开Walkman。

说明
 取消警报和警告后，您可以将音量调高到特定等级 *1 以上。
 首次发出警告后，音量每累计高于特定等级 *1 20小时，便发出警
报和警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音量会自动更改为等级 [7] 。
 如果音量设为特定等级 *1 以上且关闭了Walkman，则音量将自动恢
复到特定等级 *1。
*1 特定等级 = [18]

耳塞的安装方法

播放音乐
电脑不识别
Walkman。

原因/解决办法



上一个按钮
下一个按钮
钮

4
5
6

将颈带悬挂在耳朵后面。

说明
 佩戴装有调节带的Walkman后，请将调节带调节到感觉舒适的位
置。

将耳机部分放入耳朵中。

 提示

调节Walkman至感觉舒适为止。

 如果游泳时Walkman从耳朵中掉落，请使用游泳镜的带子固定调节
带。

取下Walkman
请从耳朵上轻轻地取下Walkman。

打开和关闭Walkman

播放歌曲

按住（电源）钮约3秒钟打开
或关闭Walkman。
关闭电源后，请务必滑动电源
锁定开关以锁定（电源）
钮。

按钮。

说明
 携带Walkman时，请务必滑动电源
锁定开关锁定（电源）钮，以
防止Walkman被意外打开。

按上一个或下一个按钮。

若要暂停播放
按钮。

跳至上一首/下一首歌曲

故障排除
如果Walkman工作异常，请尝试采取以下步骤解决问题。

1
说明
 如果Walkman让您感觉不舒适，请更换耳塞。请参阅“耳塞的安装
方法”。

2

从帮助指南（HTML文件）的“故障排除”中找到问题
的症状，然后尝试列出的所有修正措施。
有关故障排除的详情，也请参阅右侧
表格。
RESET钮
用笔尖或曲别针等按下RESET钮。
重新设定Walkman时，请确保以下事
项。



Walkman未与电脑相连。
Walkman未播放音乐。





双击 [Setup.exe]
将随附软件安装到
Windows电脑时，
[Setup.exe] 不执
行且“属性”窗口
打开。
在播放歌曲期间，
下一首歌曲突然开
始播放。





Walkman未正确安装到USB底座（提供）上。
请将Walkman正确牢固地安装到USB底座
（提供）上。即使没有正确连接也会开始
充电（OPR指示灯以红色点亮），但有可
能是电脑未识别Walkman。在这种情况
下，请从USB底座（提供）上取下
Walkman，然后再次安装到USB底座（提
供）上。
剩余电池电量低或不足。
 对电池充电。首次使用Walkman时，或
者长时间未使用Walkman时，即使充电
已经开始（OPR指示灯以红色点亮），
也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被电脑识别。查
看Walkman与电脑相连约5分钟后能否被
电脑识别。
电脑正在运行一个非传送时使用的软件。
 断开USB底座（提供）的连接，等待几
分钟后再重新连接。如果该问题仍然存
在，请断开USB底座（提供）的连接，
重新启动电脑，然后再重新连接USB底
座（提供）。
将Windows Media Player 11或更高版本
安装到Windows电脑上之后，安装随附软
件。有关Windows Media Player的详情，
请参阅以下网站：
http://support.microsoft.com/
Walkman可能在进行ZAPPIN播放。有关详
情，请参阅帮助指南。

关于耳内的耳机
耳塞会堵住双耳。因此，请注意，如果对耳塞施加强压力或从耳中
猛然取出耳塞，则存在损伤耳朵或耳膜的风险。使用后，请务必从
耳中轻轻取出耳塞。

关于耳机
 避免以高音量播放设备，否则长时间播放可能会影响听力。
 室外使用高音量可能会听不见周围声音。在不得影响听力的情况
下，如开车或骑车时，请勿收听设备。
 由于附带的耳机是设计成可在户外使用的，声音会透过耳机传到外
面来。请注意不要打扰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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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电流
80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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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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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售后服务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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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与商标声明
请参阅帮助指南（HTML文件）。

有关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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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upport.sony.com/ca/
对于在欧洲的用户：
http://support.sony-europe.com/DNA
对于在拉美的用户：
http://www.sony-latin.com/index.crp
对于在其他国家/地区的用户：
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对于在中国的用户：
http://service.sony.com.cn/KB/
对于购买了海外型号的用户：
http://www.sony.co.jp/overseas/support/
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
制造商：索尼公司
总经销商：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2号楼
冠城大厦701
原产地：马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