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使用电子变压器，否则可能会引起故障。
4-418-543-82(1)

故障排除

中文（简）

当 CHARGE 灯闪烁时，请对照以下图表进行检查。

感谢您购买 Sony 配件套装。

充电器 (BC-VH1)

Accessory Kit

操作本充电器之前，请全文阅读本说明书并加以妥善保存，
以备将来参考。

警告

重要安全说明
请妥善保存这些说明。
危险 -为减少发生火灾或触电的危
险，请仔细遵照这些说明进行操
作。
为减少发生火灾或触电的危险，请勿让本装置淋雨或受潮。
为减少火灾或触电的危险，请勿在本装置上放置如花瓶等盛
有液体的物体。
切勿将电池暴露在阳光、火或类似的极热环境下。
注意
 使用本装置时请使用附近的壁式插座。即使在本装置的
CHARGE 灯熄灭的情况下，也不表示电源已断开。如果
在本装置使用过程中出现任何故障，应将其从壁式插座上
拔下，从而断开电源连接。
 请勿将装置放置于墙壁和家具之间等狭窄空间内使用。

ACC-TCV5

注意事项
只要本装置连接在壁式插座上，即使关闭本装置的电源，也
并未与交流电源断开。

© 2012 Sony Corporation Printed in China

CHARGE 灯有两种闪烁方式。
缓慢闪烁： 每隔 1.5 秒钟点亮、熄灭一次
快速闪烁： 每隔 0.15 秒钟点亮、熄灭一次
采取的措施与 CHARGE 灯的闪烁方式有关。
当 CHARGE 灯持续缓慢闪烁时
充电暂停。本装置处于待机状态。
如果室温超出适宜的温度范围，充电过程便会自动停止。
当室温恢复到正常范围以内时，CHARGE 灯亮起，并重新
开始充电。
建议在 10 ℃ 至 30 ℃ 的条件下为电池充电。
当 CHARGE 灯持续快速闪烁时
在下列情况下，第一次为电池充电时，CHARGE 灯可能
会快速闪烁。
此时，请从本装置上卸下电池，然后重新安装并对其充
电。
 电池闲置时间较长时
 电池安装在相机中的时间较长时
 刚购买后
如果 CHARGE 灯持续快速闪烁，请对照以下图表进行检
查。

取出正在充电的电池，然后将此电池重新安装牢固。
ＣＨＡＲＧＥ 灯再次闪烁：
安装另一块电池。

ＣＨＡＲＧＥ 灯亮起且不再闪
烁：
如果 ＣＨＡＲＧＥ 灯因为达到
充电时间而熄灭，则说明
没有问题。

ＣＨＡＲＧＥ 灯再次闪烁：
本装置有问题。

ＣＨＡＲＧＥ 灯亮起且不再闪
烁：
如果 ＣＨＡＲＧＥ 灯因为达到
充电时间而熄灭，则说明
原先安装的电池有问题。

 指示工作电压、能耗等事项的铭牌位于底部。

使用须知
本装置不具备防尘、防溅湿或防水功能。

有关拍摄内容的担保
如果因电池、充电器等的故障而导致无法拍摄或播放，恕不
对拍摄内容做任何补偿。

请联系与故障产品有关的就近的 Ｓｏｎｙ 经销商。

禁放本装置的场所
 BC-VH1 充电器只能用于为InfoLITHIUMTM电池（V 系
列、H 系列及 P 系列）充电。
 InfoLITHIUM电池的 V 系列、H 系列及 P 系列上分别带
有
、
和
标记。
 本装置不能用于为镍镉电池或镍氢电池充电。
 InfoLITHIUM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标。



请勿在以下场所中使用或存放本装置。否则可能会引起故
障。
 有阳光直射（如汽车的仪表盘上）或靠近加热设备的地
方，否则可导致本装置发生故障或变形
 有强烈震动的地方
 有强电磁或强辐射线的地方
 沙尘过多的地方
在海边和其他多沙区域或出现尘雾的地方，应对本装置采
取防沙尘措施，否则会有出现故障的危险。

使用前须知
电池  标记
充电器  标记
CHARGE 灯
电池

AC 输入端子


连接至壁式插座

 为电池充电时，应将电池牢牢安装到本装置中。
 如果电池安装不正确，可能会损坏电池端子。
 为了保护电池，请在充电完毕后将其从本装置中取出。
 请勿对本装置施加机械震动，同时防止其摔落。
 应使本装置远离电视机或 AM 收音机。
如果靠得太近，本装置产生的噪音可能会干扰电视机或收
音机。
 使用完毕后，请将本装置从壁式插座上拔下。如需断开电
源线连接，请握住插头将其拉出。切勿拉拔电源线本身。
 确保不会有任何金属物体接触到本装置的金属部分。否则
可能会发生短路，从而损坏本装置。
 充电期间或充电刚结束时，电池及本装置都会变热。

保养
 如果本装置被弄脏，请使用软的干布进行擦拭。
 如果本装置太脏，请先用布蘸一点中性溶剂进行擦拭，然
后再将其擦干。
 请勿使用稀释剂、汽油、酒精等制品，因为它们会损坏本
装置表面。
 使用化学清洁布时，请参阅其使用说明书。
 若使用挥发性溶剂（如杀虫剂）或使本装置长时间接触橡
胶或乙烯制品，可能会损坏本装置或导致其品质降低。

通过将电池安装至本装置，即可为其充电。
* 图中所示为 V 系列电池。

1 安装电池。

在确保电池标记  与充电器标记  方向相同的情况下插
入电池，直至它咔哒一声就位（参见图 ）。

2 将电源线连接至本装置，然后连接至壁式插座
（参见图 ）。

CHARGE 灯（橙色）亮起，充电开始。
当 CHARGE 灯熄灭时，表示完成标准充电（标准充
电）。
如需进行完全充电（可延长电池使用时间），请让电池
继续充电约一小时（完全充电）。

取出电池
沿安装电池时相反的方向滑动，将电池卸下。

充电时间
下表列出了完全放电后的电池的充电时间。
InfoLITHIUM电池 V 系列
电池
标准充电
时间

NP-FV100 NP-FV70 NP-FV50
900

490

240

InfoLITHIUM电池 H 系列
电池
标准充电
时间

NP-FH100 NP-FH70 NP-FH50
900

410

205

NP-FP90

NP-FP71

NP-FP50

620

410

160

InfoLITHIUM电池 P 系列
电池
标准充电
时间

充电器 (BC-VH1)
额定输入

100 V - 240 V AC 50 Hz/60 Hz
6 VA- 10 VA 4 W
额定输出
电池充电端子：
8.4 V DC 280 mA
操作温度
0 ℃ - 40 ℃
储存温度
–20 ℃ - +60 ℃
尺寸（约）
60.0 mm×95.0 mm×25.0 mm
（宽/高/长）
质量
约 75 g
可重复充电电池 (NP-FV50)
最大输出电压
DC 8.4 V
平均输出电压
DC 6.8 V
电容量
6.6 Wh（980 mAh）
操作温度
0 ℃ 至 40 ℃
尺寸（约）
31.8 mm × 20.5 mm × 45.1 mm
（宽／高／长）
质量
约 51 g
所含物品
电池充电器 (BC-VH1) (1)
可重复充电电池 (NP-FV50) (1)
AC 电源线 (1)
成套印刷文件
设计或规格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部件
名称

为电池充电

AC 电源线

规格

 有关电池寿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摄像机的使用说明书。
 充电时间可能会因电池状况或环境温度而异。
 所示的时间是指在环境温度为 25 ℃ 的情况下，用摄像机
耗尽电池电量后再为其充电所需的时间。
充电温度
充电的温度范围为 0 ℃ - 40 ℃。为发挥电池的最大效
能，建议充电时的温度范围介于 10 ℃ 至 30 ℃ 之间。
快速使用电池
即使在未充完电的情况下，也可以从本装置上取下电池并开
始使用。但是，充电时间会影响电池所能使用的时间。
注意
 如果 CHARGE 灯未亮起，请检查电池是否在本装置中安
装牢固。
 安装完全充电的电池时，CHARGE 灯会先亮一下，随即
熄灭。
 为长期不用的电池充电时，充电时间可能会比正常情况下
长。
 即使不用，充电后的电池也会逐渐放电。请在使用之前为
电池充电，以免错失任何拍摄良机。
本装置支持 100 V 到 240 V 的全球通用电压。
请勿使用电子变压器，否则可能会引起故障。

故障排除
当 CHARGE 灯闪烁时，请对照以下图表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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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
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
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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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 램프

AC 입력 단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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