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
将PlayStation®4主机连接电视。
依照 ～ 的步骤连接HDMI连接线与交流电源线。

连接并设置PlayStation®Camera（仅限CUH-1006A A/
CUH-1007A A）。

以有线的方式连接互联网时，请连接LAN连接线（另售）。

请撕下摄像头的保护贴，安装在电视前方（中间）。

背面

启动电视的电源，将电视的视频输入切换至HDMI。
触摸

（电源）键以启动PS4™的电源。

使用USB连接线连接DUALSHOCK®4无线控制器后，按

（PS）键。

使用USB连接线连接即可为控制器进行登记（配置），按 （PS）键即可启动控制器的
电源。

初始设定。
设定互联网连接、日期和时间等。请遵循画面指示进行设定，并在设定完成的画面
中选择[马上开始]。
设定互联网连接后，若有新版本的系统软件升级文件，即会自动进行下载。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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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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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源线

将摄像头固定在安装位置的方法
①撕下附送的双面胶带（PlayStation®Camera专用）的白色贴
纸，将双面胶带贴在摄像头的底部。
②撕下黄色贴纸，将摄像头安装在电视柜等位置。
HDMI™ 连接线

互联网连接设备如调制解调器

LAN连接线（另售）
连接网线

安装位置若有涂色上漆，漆料可能会有剥落的情形。

至电源插座

PS键

•• 弄脏摄像头的双镜头时，请用柔软的布擦拭。
•• 可上下调整摄像头的角度。

•• 使用Wi-Fi与互联网无线连线时，请勿使用LAN连接线连接PS4™。若连接LAN连接线，将
会优先以有线的方式连接。
•• 为了充分享受PS4™的功能，建议连接互联网使用。

若在启动电源（电源指示灯：亮 白灯）的状态下画面没有任何显示，或出现影像纷乱的情形，
请按住 （电源）键7秒以上（直至听到2次哗声）以关闭电源，之后再重新启动电源。

•• 初次使用控制器，或在其它PS4™上使用控制器时，需先为控制器进行登记。
•• 完成控制器的登记后，拔除USB连接线即可无线使用控制器。

初始设定时所设定的项目，及选择[稍后再设定]或[跳过]的项目，可进入功能画面的
定)进行变更/设定。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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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操作

游玩游戏
功能画面
会显示功能项目的一览。可确认最新资
讯，或发送信息给朋友。
使用部分功能时可能需与互联网连接或
登陆PSNSM。

插入光碟。

从

(PlayStation®Store)下载游戏

PlayStation®Store里可找到独家游戏、免费游戏体验版、增添乐趣的追加内容等多种
丰富内容。
若要使用PlayStation®Store，需先登陆PSNSM。
此外，数据较大的内容，亦可无需等待下载结束而直接开始游玩。

游戏将显示在主画面的内容区。
正面

分享游戏体验
通过在线服务，可上传游戏画面截图或游戏游玩过程的短片，或播放（串流）游玩过程。
若要使用此服务，需使用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SEN）的主账号登陆PSNSM。

使用单声道耳机组

上方向键/
下方向键

单声道耳机组需连接控制器使用。耳机组的初始设定为仅输出聊天语音。

关闭电源

创建SEN账号

使用控制器

创建账号即可使用PlayStation®Store等服务。

充电

使用多个控制器

•• 可免费创建账号。
•• 使用时需与互联网连接，并将系统软件升级至最新版本。
•• PS4™上最多可创建16个账号。
•• 一定年龄以下的用户若要创建账号
（子账号）
，
需先由父母或监护人创建账号
（主账号）
。
•• 在PlayStation®3、PlayStation®Vita、或是电脑上创建的账号可继续在PS4™上使用。

若要无线使用控制器，
必须为电池充电。
按住 （PS）
键不放，
即可在画面上确认剩余电量。

您可同时使用4个控制器。
按下完成了登记（配置）的控制器的 （PS）键，光条会亮灯显示该控制器配置的颜色。颜
色取决于各用户按下 (PS)键的先后顺序。第一位用户是蓝色，第二位是红色，第三位
是绿色，第四位是粉色。

未持有账号

启动PS4™（当电源指示灯亮
源指示灯亮 桔灯）。

白灯）或设定为待命模式（当电

主画面

使用USB连接线连接PS4™与控制器。

安全指南

设为待命模式

包含了安全使用PS4™主机的须知、主机规格及产品保修条款。使用本主机前，请
详细阅读安全指南。

完全关闭电源
在功能画面选择 （电源），并选择［关闭PS4的电源］。画面会关闭，电源指示灯闪烁
白灯后，灯会熄灭。

请在功能画面选择 （设定）＞［PSNSM］＞［登陆PSN］，输入登陆ID和密码，并选择［登陆］。

电源指示灯的显示

麦克风
光条
MIC开关

最近启动的内容会由左至右依次显示。
固定夹

http://manuals.playstation.net/document/

请在功能画面选择 （设定）＞［PSNSM］＞［登陆PSN］，并遵循画面指示创建账号。

开始游戏。

立体声耳机/麦克风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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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造成数据毁损、丢失或故障。

处在待命模式下，也可通过USB端口为控制器充电，并保持登陆PSN 的状态。
在功能画面选择 （电源），再选择［设为待命模式］。画面会关闭，电源指示灯在闪烁
白灯后亮起 桔灯。
若要解除待命模式，请按下控制器的 （PS）键。

选择游戏。

内容区

在功能画面选择 （设定）＞ （用户指南）。此文件包含如何使用每个功能、执行
设定、电池充电时间和其他操作的说明。
您亦可通过电脑或其他设备浏览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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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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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命模式

熄灯

USB端口

电源关闭

至PS4™
USB连接线

上方向键/
下方向键

结束游戏

取出光碟

按住 （PS）键，在显示画面上选择［关
闭应用程序］。

触摸 （退出）键。
正面

内容信息画面
将显示您所选内容的相关最新信息，若
要显示最新信息，需先登陆PSNSM。

若要在待命模式下充电，需先进入
＞［通过USB端口供电］打勾。

（设定）＞［省电设定］＞［设定待命模式里的功能］

" "、"PlayStation"、"DUALSHOCK"和" "为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Inc. 的注册商标。
"
"和"PSN"也为该公司的商标。
"SONY"和" "为Sony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也为该公司的商标。

从游戏返回至主画面
按下 （PS）键，可无需结束游戏即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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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主画面。

在內容区选择游戏即可继续游玩。
退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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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