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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主机的背面朝上放置，然后取下螺钉孔盖帽。

2 	将螺钉孔盖帽安装到底座的底部。

3 	从底座的底部取下螺钉。

32

4 	安装底座，然后使用螺钉固定。使用硬币或类似形
状的物件拧紧螺钉。

底座底部

让我们立即开始吧

1 安装底座。
无论主机处于何种位置（垂直或水平放置），都请
务必安装底座。
安装底座时，请将主机置于平坦的表面。

当您需要根据主机的位置重新配置底座
时，请以相反方向旋转底座的顶部和底
部。当听到“咔哒”声时停止旋转。

垂直放置时

已安装底座时

挂钩

将底座安装到主机之前，请确保挂钩	
位于如下所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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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立即开始吧 

2 连接HDMI连接线和交流电源线。
请使用随附的连接线。
在将交流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之前，请先连接好所
有线缆。

HDMI	OUT
端口

HDMI	IN
端口

HDMI®连接线

至电源插座

AC	IN
接口

背面

交流电源线

水平放置时

将底座安装到主机之前，	
请确保挂钩位于如下所示的位置。

挂钩已安装底座时

1 	将主机的背面朝上放置。将底座与主机上的标记区域
对齐，然后用力压紧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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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立即开始吧 

3 连接LAN连接线。
使用有线连接连接到互联网时，请使用LAN连接线
（未随附）。
如果要使用Wi-Fi®，则请勿连接LAN连接线并跳至
下一步骤。

4 启动电视的电源，将视频输入切换至
HDMI。

背面

LAN端口

5 按下PlayStation®5主机的	 （电源）键以
启动电源。
电源指示灯闪烁蓝色后会亮白色。

正面

电源指示灯

（电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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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立即开始吧 

6 使用USB连接线将无线控制器连接到主
机，然后按下	 （PS）键。
若要配对控制器，请使用USB连接线将其连接到主
机的USB端口。按下	 （PS）键时，控制器将打
开。

 

USB	Type-A端口 USB端口

（PS）键

USB连接线

正面

7 按需要调整设定。
设定步骤马上就要完成了！请遵循画面指示

	•设定主机
选择您的语言、配置互联网连接设定，以及管理
省电设定。

选择[适用待机模式的电源选项]中的[最佳体验]可在
待机模式为控制器充电，或自动安装更新文件（第
12页）。

	•设定账号
创建新账号或登录已有账号（例如，在
PlayStation®4主机上创建的账号）。另请参阅“适
用于PS4用户”（第6页）。

	•下载内容
下载已购买的PS5™游戏和媒体应用程序。如果您
拥有PS4™主机，则可以将数据传输到PS5主机。

当画面上出现[欢迎来到PlayStation	5]时，则表示设
定完成。

会有儿童使用这台PS5主机吗？另请参阅“家长控
制”（第6页）。

	•您所看到的设定选项是根据您的网络环境和所登录
的账号等信息为您量身定制的。
	•您可以通过在主屏幕上选择	 	[设定]随时变更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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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控制

您可以管理要使用您PS5主机的儿童的设定。家长控制
功能允许您对儿童可以游玩的游戏、可以与谁交流等
内容进行限制。

每个成年人（ ）和儿童（ ）将分别具有独立的
账号。当为儿童创建账号时，它会自动链接到您的账
号，从而创建一个家庭。您只能为您家庭内的儿童设
定家长控制。

您可以在PS5主机上使用已有账号（例如在PS4主机上创
建的账号）。您的家庭和家长控制设定将转移到您的PS5
主机。

适用于PS4用户

在PS5主机上游玩部分PS4游戏
您可以在PS5主机上游玩兼容的PS4游戏*。

*	有些PS4主机的特性可能在PS5主机上游玩时不能体验。您
必须更新到最新的系统软件版本。需要网络连接环境支持。

将数据从PS4主机传输到PS5主机
将PS4主机和PS5主机连接到同
一网络，可传输如游戏已保存的
数据、用户信息和已下载内容等
数据。
如果您曾将USB盘用作PS4主机
的扩展存储，则只需将其直接连
接到PS5主机上便可继续使用。

使用已在PS4主机上创建的同一账号
无需为PS5主机创建新的账号。	
PS5主机支持转入您已有的账
号、游戏历史记录、奖杯、简介
以及朋友互发的信息。详情请访
问客服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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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控制

为儿童创建账号
您可以在创建儿童账号的同时设定家长控制。
按下	 （PS）键打开控制中心。选择您的虚拟形象，
然后选择[切换用户]。在用户选择画面上，选择[添加
用户]以创建账号。

检查和变更您的家长控制设定

建议您定期检查儿童的家长控制。在主屏幕上，通过
选择	 	[设定]>[家庭和家长控制]可以检查或更新设
定。

有关家长控制功能及设定的详情，请参阅用户指南（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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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画面

主屏幕
在主屏幕上，您可以访问两种类型的内容：游戏或媒体。
在游戏主屏幕上，您可以找到您的游戏、PlayStation™Store，以及其他游戏相关的应用程序。	
在媒体主屏幕上，您可以找到音乐、视频和其他非游戏相关的应用程序。

切换主屏幕

在游戏和媒体间切换。

变更设定，以及编辑您的简介。

中心

了解有关所选游戏或应用程序的详情，以
及查找相关的信息。

	•在PS5主机上， 	键用于确定选择的项目。
	•若要在游戏或应用程序正在运行时返回主屏幕，请从控制中心选择	 	
[主屏幕]，或按住控制器上的	 （PS）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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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画面 

控制中心
按下	 （PS）键打开控制中心。
您无需离开游戏或应用程序便可访问各种功能。	

功能卡

功能卡会为您显示与游戏及应用程序相关
的功能和活动，具体可用内容取决于当时
您所执行的操作。选择功能卡可了解更多
信息，或跳转至下一张功能卡。

控制按钮

选择	 	[主屏幕]可返回主屏幕，选择	
	[电源]则可以关闭PS5主机。还可以在此
处执行其他基本操作。

在游戏游玩期间可快速访问常用的功能和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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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游玩吧

游玩光碟游戏
插入光碟。	
游戏数据将开始复制，当游戏准备好可供游玩时，您
会收到最新资讯。
从您的游戏主屏幕选择游戏。

弹出光碟

按下	 （退出）键弹出光碟。

正面

（退出）键

游玩数字游戏
您可以游玩从	 	[PlayStation	Store]下载的游戏。
当游戏下载完成并准备好可供游玩时，您将收到最新
资讯。
从您的游戏主屏幕选择游戏。

若要购买和下载游戏，需要将主机连接到互联网并登录
您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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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控制器

为控制器充电
在PS5主机处于开机状态或处于待机模式时，使用USB
连接线将控制器连接到主机。当主机处于待机模式
时，控制器上的光条会缓慢闪烁橙色。充电完成后，
光条将熄灭。

若要在主机处于待机模式时为控制器充电，请前往	 	[设
定]>[主机]>[省电]>[待机模式中可使用的功能]>[向USB端
口供电]，然后选择除[关]外的其他选项。

将麦克风设为静音
每次按下静音键时，麦克风会在静音（键点亮）和静
音解除（键熄灭）间切换。

长按静音键可将麦克风静音，并且关闭控制器扬声器
和电视的声音输出，再次按下静音键将返回之前状
态。

静音键

麦克风

点亮：麦克风静音
熄灭：麦克风静音解除
闪烁：	麦克风静音和声音	

输出关闭

使用多个控制器
一次最多可使用4个控制器。按下	 （PS）键可为控
制器分配编号。玩家指示灯也会相应点亮。编号将从
1开始分配，您也可以根据点亮的指示灯数确定控制器
的编号。

光条

玩家指示灯

（PS）键

	•初次使用控制器时，需要进行配对（第5页）。
	•游玩PS4游戏时，根据控制器的连接顺序，控制器的光
条会亮蓝色、红色、绿色或粉色。其独立于玩家指示
灯显示。

使用控制器打开PS5主机
按下已完成配对的控制器上的	 （PS）键可打开PS5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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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电源

 注意
请在电源指示灯熄灭后，再拔除交流电源线的插头。在
电源指示灯亮灯或闪烁时拔除交流电源线，可能会造成
数据损坏、丢失或主机故障。

让主机处于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主机保持开机状态，但耗电量降低。
您可以在待机模式下执行如为控制器充电、自动更新
系统软件，以及暂停游戏或应用程序等操作。

某些功能必须启用其设定后才能使用。前往	 	[设定]>	
[主机]>[省电]>[待机模式中可使用的功能]。

从控制中心选择	 	[电源]，然后选择[进入待机模式]。
电源指示灯在闪烁白色后亮起橙色。若要解除待机模
式，请按下	 （PS）键。

完全关闭主机
从控制中心选择	 	[电源]，然后选择[关闭PS5]。电源
指示灯闪烁白色后主机关闭。

电源指示灯

白色 主机已启动。

橙色 主机处于待机模式。

熄灯 主机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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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安全指南
使用随附的安全指南可了解如何安全使用PS5主机。该
印刷版说明书还包含产品保修条款和规格信息。使用
本主机前，请先详细阅读安全指南。

用户指南
可在这里找到PS5主机所有功能的说明。了解如何进行
设定，以及如何使用每项功能。
从PS5主机的主屏幕，前往	 	[设定]>[用户指南、健康
与安全以及其他信息]>[用户指南]。

客户服务中心网站
通过访问playstation.com/help可查找在线支持信息，
如逐步故障排除和常见问题解答。

“ ”、“PlayStation”、“ ”、“PS5”和“PS4”为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SONY”和“ ”为Sony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The	terms	HDMI	and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and	the	HDMI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Wi-Fi®为Wi-Fi	Alliance®的注册商标。

本公司保留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变更设计或规格的权利。
本指南中介绍的系统功能与图片可能因使用的系统软件的版本先后不同，而与您
持有的主机不同。此外本指南使用的插图和画面图片可能会与实际商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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