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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in the box
確認內容物
确认内容物
Here’s what you’ll find as you unbox
PlayStation®VR.

2

請確認內容物是否齊全。

请确认内容物是否齐全。

HDMI™ cable

USB cable

AC adaptor

AC power cord

HDMI™ 連接線

USB 連接線

交流電轉換器

交流電源線

HDMI™ 连接线

USB 连接线

交流电源转接器

交流电源线

Stereo headphones
(with earpieces)

Processor unit

Printed materials

訊號處理器

印刷物一套

处理器单元

印刷物一份

VR headset
VR 頭戴裝置
虚拟现实头戴设备

立體聲耳機
（耳塞式）
立体声耳机
（耳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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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
連接
连接
Connect the stereo headphones to your
VR headset.
Notice
To disconnect the headphones, pull the headphone
plug straight out.
Hints
• When you're not using your headphones, use the
earpiece holders on your VR headset to store them out
of the way.
• Want the best PS VR experience? You'll need to use
stereo headphones to enjoy 3D audio. You can also use
your own stereo headphones/headset.

4

連接立體聲耳機與 VR 頭戴裝置。

连接立体声耳机与虚拟现实头戴设备。

重要

重要

若要拔除耳機，請直向拉出耳機插頭。

若要拔除耳机，请直向拉出耳机插头。

提示

提示

• 不使用耳機時，可以使用 VR 頭戴裝置上的耳塞槽來收納。

• 不使用耳机时，请使用虚拟现实头戴设备上的耳塞槽进行收纳。

• 想要擁有更完整的 PS VR 體驗嗎？使用您持有的立體耳機或立體聲
耳機組能享受 3D 音效。

• 想要拥有更完整的 PS VR 体验吗？使用您持有的立体声耳机或立体
声耳机组也能享受 3D 音效。

VR headset
VR 頭戴裝置
虚拟现实头戴设备

Stereo headphones
立體聲耳機
立体声耳机

5

Connections
連接
连接
Make sure your PS4™ system and your
TV are turned off.
You can also view a video with simple
setup directions (
back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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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S4™ 主機及電視機的電源關閉狀態下連
接。
亦可觀看影片確認連接方法（ 請見背
面）。

在 PS4™ 主机及电视的电源关闭状态下连
接。
也可观看影片确认连接方法（ 请见背
面）。

VR headset
VR 頭戴裝置
虚拟现实头戴设备

PlayStation®4 system
PlayStation®4 主機
PlayStation®4 主机
Processor unit
訊號處理器
处理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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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
連接
连接
Unplug the HDMI cable from your PS4™
system and plug it into the process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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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PS4™ 主機拔除 HDMI 連接線，連接至訊
號處理器。

从 PS4™ 主机拔除 HDMI 连接线，连接至处
理器单元。

HDMI cable
(included with your PS4™ system)
Unplug the HDMI cable from your
PS4™ system and then plug it into
the processor unit.
HDMI 連接線（PS4™ 附屬品）
從 PS4™ 主機拔除 HDMI 連接線，連接
至訊號處理器。
HDMI 连接线（PS4™ 附属品）
从 PS4™ 主机拔除 HDMI 连接线，连接
至处理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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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
連接
连接
Connect your PlayStation®Camera to
your PS4™ system.

連接 PlayStation®Camera 與 PS4™ 主機。

连接 PlayStation®Camera 摄像头与 PS4™
主机。

重要

Notice
For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connect and set up your
camera, refer to your camera's instruction manual.
Attaching your camera improperly may damage it.

關於攝影機的連接或設定，請參閱攝影機的使用說明書。攝影機
連接不當可能會造成損壞。

提示
若已連接攝影機，則可省略此步驟。

Hints
If you already connected your camera, you can skip this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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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关于摄像头的连接与设定，请参阅摄像头的使用说明书。摄像头
连接不当可能会造成损坏。

提示
若已连接摄像头，则可省略此步骤。

PlayStation®Camera
PlayStation®Camera（攝影機）
PlayStation®Camera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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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
連接
连接
Plug the HDMI cable ( ) into your
PS4™ system and the process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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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DMI 連接線（ ）連接 PS4™ 主機與
訊號處理器。

使用 HDMI 连接线（ ）连接 PS4™ 主机与
处理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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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
連接
连接
Plug the USB cable ( ) into your PS4™
system and the process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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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USB 連接線（ ）連接 PS4™ 主機與訊
號處理器。

使用 USB 连接线（ ）连接 PS4™ 主机与处
理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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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
連接
连接
Connect the AC power cord to the AC
adaptor, and then plug the adaptor
cable ( ) into the processor unit.
Plug the power cord into an electrical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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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交流電源線與交流電轉換器，再將轉換
器的連接線（ ）連接至訊號處理器。
接著將交流電源線連接至電源插座。

连接交流电源线与交流电源转接器，再将转
接器的连接线（ ）连接至处理器单元。
接着将交流电源线连接至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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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
連接
连接
Plug the VR headset (
process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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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o the

連接 VR 頭戴裝置（ ）與訊號處理器。

将虚拟现实头戴设备（ ）连接至处理器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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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up your PS VR
啟動 PS VR 的電源
启动 PS VR 的电源
1. Turn on your TV.

1. 啟動電視機的電源。

1. 启动电视的电源。

2. Press the (power) button on your
PS4™ system.

2. 按下 PS4™ 主機的 （電源）按鈕。

2. 按下 PS4™ 主机的 （电源）键。

3. 按下 VR 頭戴裝置的 （電源）按鈕。

3. 按下虚拟现实头戴设备上的 （电源）键。

VR 頭戴裝置的電源啟動，追蹤燈（後方）亮藍燈。

虚拟现实头戴设备的电源启动，追踪灯（后方）亮蓝灯。

3. Press the (power) button on your
VR headset.
When the VR headset is turned on, the tracking
lights (rear) will glow blue.

4. Set up your PS VR.
Follow the on-screen instructions on your TV for
setup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on how to put
on your VR headset.
Hint
Be sure to always update your PS4™ system software and
PS VR device software to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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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 PS VR。

4. 设定 PS VR。

電視機畫面會顯示安裝詳情和指示，請遵循指示戴上
VR 頭戴裝置。

电视画面会显示安装信息和指示，请遵循指示戴上虚
拟现实头戴设备。

提示

提示

請隨時將 PS4™ 主機的系統軟件及 PS VR 的裝置軟件更新至最新版本。

请随时将 PS4™ 主机的系统软件及 PS VR 的设备软件升级至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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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Play Area
關於遊玩空間
关于游玩空间
Limit your use of the VR headset to
within the Play Area.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setup screen for
PS VR to adjust the camera position and angle, so
that you're in the best position (in the center of the
Play Area) to play in VR mode.
Hints
• For best results, position yourself 1.5 m–2.0 m from the
camera.
• The height of the Play Area depends on the range
captured by the camera.
• If you go outside of the Play Area while using VR mode,
a warning will appear on the VR headset screen.
• Clear an area larger than the Play Area of all obstacles
before using PS VR.
• If the VR headset is not detected correctly, press and
hold the
(PS) button on the DUALSHOCK®4 wireless
controller, and then select [Adjust PlayStation VR]
> [Confirm Your Position] from the quick menu that
appears. Adjust the camera position and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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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遊玩空間內使用 VR 頭戴裝置。

请在游玩空间内使用虚拟现实头戴设备。

請遵循 PS VR 的設定畫面來調整攝影機的位置和角度，以
在最佳位置（遊玩空間的中央）遊玩 VR 模式。

请遵循 PS VR 的设定画面来调整摄像头的位置和角度，以
在最佳位置（游玩空间的中央）游玩 VR 模式。

提示

提示

• 為獲得最佳效果，請您在距離攝影機 1.5 m-2.0 m 的位置使用。

• 为达到最佳效果，请您在距离摄像头 1.5 m 至 2.0 m 的位置使用。

• 遊玩空間的高度為攝影機可捕捉到的範圍。

• 游玩空间的高度为摄像头可捕捉到的范围。

• 若您在 VR 模式中離開遊玩空間的話，VR 頭戴裝置的螢幕會顯示提
醒訊息。

• 若您在 VR 模式离开游玩空间的话，虚拟现实头戴设备的屏幕会显
示提醒信息。

• 使用 PS VR 前，請在比遊玩空間更大的範圍內清除障礙物。

• 使用 PS VR 前，请在比游玩空间更大的范围内清除所有的障碍物。

• 無法正確辨識 VR 頭戴裝置時，請按住 DUALSHOCK®4 無線控制器
上的 （PS）按鈕，在所顯示的快捷選單上選擇［設定
PlayStation VR] >［確認位置］，調整攝影機的位置或角度。

• 若无法正确识别虚拟现实头戴设备时，请按住 DUALSHOCK®4
无线控制器上的 （PS）键，在所显示的快捷菜单上选择［设定
PlayStation VR] >［确认位置］。调整摄像头的位置和角度。

Approx. 0.7 m
約 0.7 m
约 0.7 m

PlayStation®Camera
PlayStation®Camera（攝影機）
PlayStation®Camera 摄像头

0m
Approx. 0.6 m
約 0.6 m
约 0.6 m

Approx. 1.9 m
約 1.9 m
约 1.9 m
Approx. 3.0 m
約 3.0 m
约 3.0 m

: Play Area
: 遊玩空間
: 游玩空间

: Range captured by the camera
: 攝影機的捕捉範圍
: 摄像头的捕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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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your VR headset
脫下 VR 頭戴裝置
取下虚拟现实头戴设备

While pressing the headband release
button (A), pull the headband (B) back
to remove it.

按住頭帶解鎖按鈕（A）不放，拉起頭帶（B）
並脫下。

按住头带解锁按钮（A）不放，将头带（B）向
后拉起并取下。

提示

提示

Hints

• 若在一定時間內未有使用 VR 頭戴裝置，頭戴裝置的螢幕畫面將會
消失。

• 若在一定时间内未使用虚拟现实头戴设备，头戴设备的屏幕画面将
会消失。

（設定）>［周邊機器］>
• 在 PS4™ 主機的機能畫面上，選擇
［PlayStation VR］可確認 VR 頭戴裝置的配戴方法。

（设定）>［周边设备］>
• 在 PS4™ 主机的功能画面上，选择
［PlayStation VR］可确认虚拟现实头戴设备的配戴方法。

• When you don't use your VR heads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 headset screen goes blank.
• Need some help putting your VR headset back on?
Select
(Settings) > [Devices] > [PlayStation VR] on the
PS4™ system's function screen for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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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off your VR headset
關閉電源
关闭电源

To turn off your VR headset, press the
(power) button (A) until you hear a
beep. The tracking lights (B) will turn
off.
Hint
You can continue to use your PS4™ system to play games
that are not VR enabled. You don't have to reconnect
cables or unplug the processor unit.

按下 （電源）按鈕（A）直到聽見嗶聲，VR
頭戴裝置的電源關閉，追蹤燈（B）熄滅。
提示
您可繼續在 PS4™ 主機遊玩不支援 VR 的遊戲，不需要重新連接或拔
除訊號處理器。

按下 （电源）键（A）直到听见哔声，虚拟现
实头戴设备的电源关闭，追踪灯（B）也将熄
灭。
提示
您可继续在 PS4™ 主机游玩不支持虚拟现实的游戏，不需要重新连接
或拔除处理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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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the most from PS VR
盡情享受 PS VR
尽情享受 PS VR 的更多功能
• Visit the website below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and tips to enjoy PS VR.
rd.playstation.com/psvr/zvr2/

• When in cinematic mode*, if the
screen you see in your VR headset
has drifted or isn't centered, you can
try the following to correct the issue.
-- Press and hold the OPTIONS button on your
controller to reset the screen position.
-- If the issue persists, take off your VR headset and
leave the power on. Place your VR headset in a
location that is stable and free from vibration for
approximately 10 seconds.
* PS VR delivers 360-degree omnidirectional 3D video and
images in VR mode, and non-VR content on a virtual screen in
cinematic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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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下列網站了解 PS VR 的最新資訊及使
用方法。

• 有关 PS VR 的最新信息及使用方法，请访
问以下网站。

rd.playstation.com/psvr/zvr2/

rd.playstation.com/psvr/zvr2/

• 在劇院模式*時，若 VR 頭戴裝置所顯示
的螢幕出現偏離或不在中央，請嘗試下列
方法來改善問題。

• 处于剧院模式*时，如果发现虚拟现实头
戴设备中的屏幕偏移或不在中央，请尝试
下列方法来改善此类问题。

-- 請按住控制器的 OPTIONS 按鈕，重設畫面位置。

-- 长按控制器上的 OPTIONS 键以重设画面位置。

-- 如果問題依舊存在，請脫下 VR 頭戴裝置並維持在電源
啟動的狀態。再將 VR 頭戴裝置放在平穩且不易受到震
動的地方約 10 秒鐘。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取下虚拟现实头戴设备并保持
电源开启。然后，将虚拟现实头戴设备放置在平稳且
不易受到震动的地方约 10 秒。

* PS VR 在 VR 模式提供 360 度全方位的 3D 影像和圖像，並在劇

* PS VR 在 VR 模式下可提供 360 度全方位的 3D 视频和图像，而

院模式於虛擬螢幕上顯示非 VR 內容。

在剧院模式下则会在虚拟屏幕上显示非 VR 内容。

Instruction manual

使用說明書

使用说明书

Carefully read the PS VR Instruction Manual before
you attempt to use this product.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詳細閱讀 PS VR 的說明書。

使用本产品前，请先详细阅读 PS VR 的说明书。

設定指南影片

设定指南影片

請到 rd.playstation.com/psvr/zvr2/ 觀看指南影片確認連接
方法。您亦可從 QR 代碼存取網址。

请到 rd.playstation.com/psvr/zvr2/ 观看指南影片确认连接
方法。您也可从 QR 代码存取网址。

"

"

Step-by-step setup video
Visit rd.playstation.com/psvr/zvr2/ to view a stepby-step setup video. You can also access the video
using the QR code.

"、"PlayStation" 和 "DUALSHOCK" 為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 之註冊商標或商標。

"SONY" 和 "

" 為 Sony Corporation 之註冊商標或商標。

"、"PlayStation" 和 "DUAL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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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layStation" and "DUALSHOCK"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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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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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Y" and "

本公司保留在沒有事先通知情況下，變更設計或規格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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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書中所介紹的操作說明，可能因 PS4™ 主機的系統軟件及 PS VR 裝置軟件版本而有所不同。此外，本文
書使用的插圖可能與實際商品有所不同。

本说明书所介绍的操作说明，可能因 PS4™ 主机的系统软件及 PS VR 设备软件版本而有所不同。此外，本指
南使用的插图可能与实际商品不同。

"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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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Functional descriptions in this document may not reflect future updates to your PS4™ system software
and PS VR device software. Illustrations may differ from the actu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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