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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燒錄器

使用說明書
DVDirect Express
VRD-P1
2008  Sony Corporation

安全規則
警告
爲了降低火災或觸電的危險，請勿使本
設備淋雨或受潮。
為了防止火災或觸電，請勿將花瓶等裝
有液體的物品放置在本設備上。
請勿將本設備安裝在書櫃或類似物體等
狹小空間內。

注意
將本產品與光學設備一起使用將增加眼
睛損傷的風險。由於此 DVD 燒錄器所使
用的雷射光束對眼睛有害，請勿試圖拆
解機體。請務必由專業人員進行維修。
本設備屬於 CLASS 1 LASER 產品。
CLASS 1 LASER PRODUCT 標記位於外殼
底部。



此標籤位於包裝內的雷射防護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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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時參閱您 Handycam 的使用說明書
本裝置僅能與 Handycam 連接使用。操作的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Handycam 的
使用說明書。
本手冊中，“Handycam”意指 Sony 攝影機。



請先閱讀本須知
隨附物品
請確認包裝物含有下列項目。如果其中
任一項目遭遺失或損壞，請洽您的經
銷商。
 
使用說明書（本手冊）

使用注意事項
操作和儲存要項
請勿撞擊或震動本裝置。否則可能無
法正常運作。
 請勿於噪音過大的地方使用本裝置。
否則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將本裝置 USB 連接線連接至
Handycam 時，請務必以正確方向插
入連接插頭。將插頭強行推入接頭，
可能會使接頭受損而造成本裝置或
Handycam 故障。


燒錄注意事項




電視機節目、電影、錄影帶和其他資
料可能受到版權保護。未經授權而燒
錄這類資料可能會觸犯著作權法中的
條款。

主要功能
將本裝置連接至 Handycam 時，即可不需使用電腦而將影像輕鬆燒錄至光碟（One
Touch Disc Burn）。可連接本裝置至 Handycam 而播放所燒錄的光碟（One Touch
Play）。此外，您亦可將 Handycam 連接至電視機而在電視機上播放影像。
您還能從 Handycam 操作本裝置而使用一些實用功能。功能視 Handycam 而異。相
關詳細資訊，請參閱您 Handycam 的使用說明書。

可支援裝置
本裝置專為搭配 Handycam 所設計。請將本裝置連接至支援 DVDirect Express
的 Handycam。關於可支援 Handycam 型號詳細資訊，請參閱以下網站：
http://www.sony.com/DVDirect/Compatibility
 您無法在使用非支援 Handycam 或 Sony 以外的攝影機的情況下，而使用本裝置。
 您無法以本裝置連接至電腦的方式而拷貝或播放光碟，亦無法將本裝置作為外接光
碟機使用。


支援光碟
本裝置支援以下列出的全新可寫入光碟或未使用的 12 cm 光碟。
光碟類型




公司標誌

燒錄速度

DVD+R

最高 16 倍速

DVD-R

最高 16 倍速

不支援雙面/雙層光碟與 8 cm 光碟。
不支援 DVD+RW 和 DVD-RW 光碟。

使用光碟注意事項
僅能於本裝置使用全新或未使用的光碟。
市售可錄製光碟的品質不一。次級光碟可能無法正常錄製。
 部分燒錄的光碟可能會因為燒錄品質、光碟本身問題或播放裝置特性而無法在本裝
置上播放。
 您無法播放使用其他視訊裝置所燒錄的光碟，或是市售預錄光碟。





部件與控制
頂部面板

 USB 連接線（第 8、9 頁）




關於 USB 連接線
拉出 USB 連接線
請從裝置側邊凹槽拉出 USB 連接線的連接
頭。
如果難以拉出，請推動連接頭頂端使其從裝置
中伸出，然後再拉出連接頭。

存放 USB 連接線
請將 USB 連接線存放在本裝置的側邊凹槽。



（播放）按鈕（第 9 頁）
（DISC BURN）按鈕
（第 8 頁）

正面

 光碟托盤
 存取指示燈
 （退出）按鈕

 緊急退出孔
如果您無法使用  （退出）按鈕開啓光
碟托盤，請在此孔插入細長物體或拉直的
迴紋針以開啓光碟托盤。

關於電源
連接至 Handycam 時，即由 Handycam 供應本裝置電源。務必使用 AC 變壓器而將
Handycam 連接電源插座。您不需將本裝置連接至電源插座。

插入光碟
只有在連接至 Handycam 的情況下，本裝置才能開啓光碟托盤。

		

 按下

（退出）按鈕以開啓光碟托盤。

光碟托盤僅開啓一半。請用手完全拉出光碟托盤。

		

 以燒錄面朝下的方式將光碟放在光碟托盤上。
光碟應卡入托盤固定。

請勿觸碰光碟的燒錄面。

		

 推動光碟托盤以關閉托盤。
推動光碟托盤直到聽見“喀”一聲為止。

		



燒錄
將本裝置連接至 Handycam，只要按下
光碟。

1

（DISC BURN）按鈕即可將影像燒錄至

		
開啓 Handycam。

2

務必使用 AC 變壓器而將 Handycam 連接電源插座。
如果未使用 Handycam 的 AC 變壓器，即使連接至 Handycam，本裝置仍無法
運作。

		
將本裝置連接至 Handycam 的 USB 連接埠。

USB 連接埠
（迷你 AB 類型）

3
4

您不能使用 USB 延長線。

		
插入全新或未使用的光碟。
詳細資訊請參閱“插入光碟”（第 7 頁）。

		
按下

（DISC BURN）按鈕。

此時 Handycam 所新錄製和尚未拷貝的影像將燒錄至光碟中。
如果影像內容超過一張光碟的容量，請重複進行步驟 3 和 4。
您無法將影像新增至本裝置已燒錄過的光碟上。

從 Handycam 操作
您可從 Handycam 操作與使用多種便利燒錄功能。例如，您可以選擇要燒錄的場
景。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您 Handycam 的使用說明書。

檢查燒錄結果
當您使用本裝置而將影像燒錄至光碟時，請在清除 Handycam 上的影像之前，先播
放光碟內容確保已成功燒錄。



播放
您可使用本裝置播放所建立的光碟，並在連接的 Handycam 顯示幕上或在電視機上
觀賞影像。若要在電視機上觀賞影像，您需要將 Handycam 連接至電視機。連接至
電視機的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您 Handycam 的使用說明書。

1

		
開啓 Handycam。

2

務必使用 AC 變壓器而將 Handycam 連接電源插座。
如果未使用 Handycam 的 AC 變壓器，即使連接至 Handycam，本裝置仍無法
運作。

		
將本裝置連接至 Handycam 的 USB 連接埠。

USB 連接埠
（迷你 AB 類型）

3
4

您不能使用 USB 延長線。

		
插入由本裝置所燒錄的光碟。
詳細資訊請參閱“插入光碟”（第 7 頁）。

		
按下

（播放）按鈕。

從頭播放光碟內容。

從 Handycam 操作
您亦可操作 Handycam 而播放影像。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您 Handycam 的使用說
明書。

在其他裝置上播放所建立光碟的相關事項
使用高解析 Handycam，可以建立高解析光碟（AVCHD 格式）。關於在其他設備上播
放光碟的詳情，請參閱第 11 頁。



影片長度和燒錄時間
燒錄影片可使用的光碟空間（可錄製時間）
光碟上可用的影片燒錄時間視 Handycam REC 模式設定而定。
高解析（HD）

標準解析（SD）

REC 模式

可錄製時間*

REC 模式

可錄製時間*

HD FH

大約 30 分鐘

STD HQ/HQ

大約 1 小時

HD HQ

大約 55 分鐘

SP

大約 1 小時
30 分鐘

HD SP

大約 1 小時
10 分鐘

LP

大約 3 小時

HD LP

大約 1 小時
35 分鐘

* 單張光碟

提示



當使用適當的 Handycam 機型向下轉換至 SD（標準解析）時，最多可在光碟上錄製約 2 小時
40 分鐘。（畫質可能視錄製時間而定。）
可用的 REC 模式因 Handycam 機型而異。

燒錄所需的時間
燒錄影片時，燒錄所需的時間長度視 Handycam 機型、拍攝影片時所用的 REC 模式
設定以及影片包含的場景數量而定。一般而言，如果以較高畫質（位元率）設定錄製
影片，將影片燒錄到光碟所需的時間較長。下轉換至 SD（標準解析）影片所需的時間
比實際影片時間長。
以原始格式燒錄 HD（高解析）影片或 SD（標準
解析）影片
下轉換至 SD（標準解析）影片

大約 20 分鐘 ~ 1 小時
大約 1 小時 5 分鐘 ~ 3 小時

		
注意事項



10

您無法以超過 18Mbps 的位元率燒錄在 REC 模式下拍攝的 HD（高解析）影片，如 AVCHD 格式
的 [HD FX] 模式（例如，高解析 Handycam）。
如果場景的時間超過光碟的容量，則無法燒錄。在此情況下，使用 Handycam 的編輯功能分割
場景。

HD（高解析）光碟相容性的相關資訊
您不能在不支援 AVCHD 的 DVD 播放器或錄影機上播放 HD（高解析）光碟。
請勿將 HD（高解析）光碟插入不支援 AVCHD 的 DVD 播放器或錄影機。DVD 播放器或
錄影機可能會無法退出光碟，或清除光碟內容。
HD（高解析）光碟可在支援 AVCHD 的 Blu-ray Disc 播放器/錄影機、Playstation3
或其他可支援的裝置上播放。
建立的光碟類型和相容的裝置
HD（高解析）光碟（含有高解析影片）
否

是

DVD 裝置

AVCHD 格式相容裝置

是

電腦*

SD（標準解析）光碟（含有標準解析影片）
是

是

DVD 裝置

AVCHD 格式可支援裝置

是

電腦*
* 請先在您的電腦上安裝可支援 AVCHD 的應用程式。即使在符合系統需求的電腦環境下，播
放時影像仍可能出現雜訊，短暫的畫格或聲音遺失。（這與建立的光碟品質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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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如果在使用本裝置時發生下列問題，請
在尋求修復前，先使用本故障排除指南
解決問題。請同時參閱您 Handycam
的使用說明書。如果仍有問題，請洽
Sony 經銷商。


已連接 Handycam ，但是裝置無法運
作。





確保本裝置支援 Handycam（第 5 頁）。
確保使用 Handycam 的 AC 變壓器而連接
至電源插座。
確保正確設定 Handycam，且 USB 連接線
正確連接至 Handycam。
中斷 USB 連接線與 Handycam 的連接。
關閉 Handycam，然後重新開啓。再將
USB 連接線重新連接至 Handycam。

無法將影像燒錄至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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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andycam 上的 （DISC BURN）
鍵燒錄的影片無法再次使用 （DISC
BURN）鍵燒錄。（使用 （DISC BURN）
鍵無法再次建立相同的光碟。）若要建立
多張相同的光碟，請在 Handycam 上選擇
[光碟燒錄選項] 設定。
確保本裝置支援光碟（第 5 頁）。
確保光碟全新或未使用。無法使用以其他
裝置所燒錄或格式化的光碟。
確保光碟燒錄面未沾染灰塵、髒污或指
紋。
確保以燒錄面朝下的方式而將光碟放入光
碟托盤。
若震動本裝置，可能會使 Handycam 發
生故障。請勿將 Handycam 放在本裝置
上方。

無法播放光碟。





您僅能播放使用本裝置所建立的光碟。您
無法播放使用其他視訊裝置所燒錄的光
碟，或是市售預錄光碟。
確保光碟播放面未沾染灰塵、髒污或指
紋。
確保以播放面朝下的方式而將光碟放入光
碟托盤。

無法退出光碟。
（退出）按鈕無法運作。







中斷 USB 連接線與 Handycam 的連接，
關閉 Handycam 電源，然後重新開啓，再
將 USB 連接線重新連接至 Handycam，然
後按下 （退出）按鈕。如果仍無法解決
問題，請使用緊急退出孔而開啓光碟托盤
（第 7 頁）。
只有在連接至 Handycam 的情況下，本裝
置才能開啓光碟托盤。確保將本裝置正確
連接至 Handycam。
確保使用 Handycam 的 AC 變壓器而連接
至電源插座。
燒錄或播放光碟時，無法退出光碟。

注意事項
使用與保養方式

濕氣凝結

請勿於以下場所使用或存放本裝置與配件：
 極高溫、寒冷或太潮濕的地方。
不可放置於溫度超過 60 ºC 的環境，例如
陽光直射處、接近暖器裝置處，或是停放於
烈日下的汽車內。裝置配件可能會因而發生
故障或變形。
 靠近強烈磁場或機器震動處。
裝置可能會因而發生故障。
 靠近強烈無線電波或輻射處。
裝置可能無法正確燒錄。
 放於沙灘或多塵的地方。
如果沙粒或灰塵進入本裝置，可能會造成故
障或難以維修的損壞。

請勿將本裝置暴露於劇烈溫度變化環境中。將
本裝置由冰冷處搬運至溫暖處或劇烈調整室溫
後，請勿立即使用本裝置，這是因為本裝置內
部可能已產生凝結現象。如使用本裝置時溫
度發生劇烈變化，請關閉電源並停止使用裝置
至少一小時。
在劇烈溫度變化情況下移動本裝置時，請先將
本裝置放入真空塑膠袋中。
使用前，請至少讓本裝置適應室溫達一小時
的時間。

拿取機體



如果機體沾附髒污，請使用沾取清水的略濕
軟布清理，並使用乾軟布將機體擦乾淨。
請避免以下情況，以防止損壞機體表面：
 使用稀釋劑、苯類、酒精、化學布料、驅
蟲劑、殺蟲劑與防曬品等化學產品
 在手上沾有上述物質的情況下拿取本裝置
 讓機體長時間接觸橡膠或乙烯材質的物品

拿取光碟







僅從光碟邊緣處拿取光碟。絕對不要碰觸光
碟播放/燒錄面。
請勿在光碟上黏貼標籤。
請勿在多灰塵或潮濕處、陽光直射處，或接
近產生熱量裝置處存放光碟。
為保護重要資料，請隨時將光碟收納於光
碟外盒中。
用清潔布清潔光碟。請從中心向外擦。
若可寫入光碟有刮痕或灰塵，則可能無法正
確燒錄資料。請格外小心地拿取光碟。

運輸
運送本裝置時，請使用原先的外箱包裝本裝
置。
如要運送本裝置，請先取出機器內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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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燒錄
支援裝置
DVDirect Express 支援的 Handycam
關於本裝置可支援的 Handycam 型號詳細資
訊，請參閱以下網站：
http://www.sony.com/DVDirect/
Compatibility

可錄製光碟
DVD+R、DVD-R 12 cm 光碟

播放
可播放光碟
使用 VRD-P1 建立的光碟（不支援其他市售或
已錄製光碟）。

一般資訊
耗電量：7 W（最高）
操作溫度：5 ºC 到 35 ºC
存放溫度：-20 ºC 到 +60 ºC
尺寸：包括突出零件，大約 143 × 162.5 ×
25 mm（寬 × 深 × 高）
重量：大約 400 g
設計和規格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Handycam”和
為
Sony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
 “DVDirect”和 DVDirect 標誌為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
雖然本文中未使用和標記，但本文使用的
其他系統和產品名稱均為其製造商的註冊商
標或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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