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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Sony 推出全新輕巧 Walkman® MP3 播放器 B 系列 
全新 Walkman® B 系列擁有極級輕巧的金屬塗層外殼及超重低音功能 

 

 

 

 

 

 

 

 

 

 

 

 

 

 

香港•2010 年 5 月 20 日 – Sony 為 Walkman® MP3 播放器加入新成員，推出最新

Walkman® B 系列。配備全新金屬塗層外殼設計，最新 B 系列以簡易操作功能，傳送出震

撼的低音效果，為音樂愛好者提供輕便的音樂良伴。  
 
Walkman® B 系列配備一按式重低音加強器及紅色亮燈顯示，用戶可隨意加強歌曲的低音

效果，而 LED 顯示更可隨着音樂節拍閃動，增加享受音樂的樂趣。與剛推出的 W 系列相

同，輕巧如唇膏的 B 系列亦配備方便的 ZAPPINTM 音樂播放功能，當啟動該功能便可播

放儲存在音樂庫裡每首歌的副歌部份，用戶可輕易找到想聽的樂曲；它亦加入旋轉式設

計，方便開關及切換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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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B 系列以亮麗的金屬塗層 USB 蓋子點綴吸引的輕巧機身設計。它亦備有快速充電功

能，只須充電 3 分鐘便可播放 90 分鐘音樂；當 70 分鐘完全充電後，更可連續播放音樂達

18 小時1。 
 
新型號與 Walkman® B 系列的其他型號皆提供多項音效功能，包括 MP3 音樂播放、聲音

及 FM 收音機錄音功能；它亦可直接以拖曳式檔案傳送模式直接將音樂傳送至播放器。 
 
全新 Walkman ® B 系列 NWZ-B152 (2GB) 及 NWZ-B153 (4GB) 的建議售價分別為港幣

348 元及港幣  488 元。 
 
型號 顏色 發售日期 
Walkman® B 系列  

• NWZ-B152 (2GB) 
• NWZ-B153 (4GB) 

黑色、粉紅色、紅色、藍色 2010 年 5 月底 

 
 

選購 Walkman® 配件 
 

• Walkman® B 系列臂帶 (CKA-NWU10) 
 

 
實際公司名稱及產品名稱可能是有關擁有人的商標。WALKMAN 是 Sony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

標。ZAPPIN 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iTunes®是 Apple Inc.,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商標。 

 

有關香港業務拓展總部 
香港業務拓展總部(HKMC)是索尼香港的附屬公司，在香港及澳門提供 Sony 消費者產品

及廣播與專業產品的有關銷售、市務推廣及售後服務。欲知更多有關 Sony 產品及服務的

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sony.com.hk。 
 

 

                                                            
1 18 小時音樂播放是採用 MP3 格式以 128kbps 抄錄音樂檔案、螢幕處於“Save ON Super”模式、音效為:均衡

器關閉、低音:關閉、電源閃燈: “LED OFF”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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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make.believe” 
“make.believe” (make dot believe) 是索尼集團的統一品牌訊息，涵蓋旗下的電子產品、遊

戲、電影、音樂、流動電話及網絡服務。”make.believe”標誌著 Sony 的創造精神，以及將

意念轉化成真實的能力，典堅持「創新源於好奇、夢想成就未來」的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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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man® B150F 系列的產品規格 

 

型號 
  NWZ-B152F NWZ-B153F 

音樂格式 (編
碼) 

MP3 媒體檔案格式: MP3(MPEG-1 Layer3)  
檔案伸延: .mp3 

比特率: 32 至 320kbps (支援可變比特率 (VBR)) 
取樣頻率 *1: 32, 44.1, 48kHz 

WMA 媒體檔案格式: ASF  
檔案伸延: .wma 

比特率: 32 至 192kbps (支援可變比特率(VBR)) 
取樣頻率*1 : 44.1kHz 

備註 
(支援檔案格式) 

*1 取樣頻率未必對應全部編碼       

最高記錄歌曲數量及時間 (約)2 
比特率 

NWZ-B152F NWZ-B153F 

歌曲數量 可錄時間  
[小時:分鐘] 歌曲數量 可錄時間  

[小時:分鐘] 
48kbps 1,250 83:20 2,550 170:00 
64kbps 950 63:20 1,950 130:00 
128kbps 470 31:20 980 65:20 
256kbps 240 16:00 490 32:40 
320kbps 190 12:40 390 26:00 

最高記錄歌曲檔案或資料夾 (約) 檔案:2640, 資料夾:500 
容量 
(可用容量)  

 2GB 4GB 
約 1.73GB =1853587456bytes 約 3.54GB =3798007808bytes 

備註 (容量)     *1  儲存容量會因播放機而有差異，部分記憶體會作為數據處理 

輸出 (耳筒) 
  

  頻率反應 
20 至 20,000 Hz (當播放資料檔案，以單訊號計算) 

FM 收音機  
(只適用於 NWZ-B142F/B143F) 

・預設: 30 組 
・FM 頻率範圍: 87.5 至 108.0 MHz 

   頻率轉變以 0.1MHz.為單位 
天線 
 

耳筒電線天線 
 

介面 
  
  

耳筒: 立體聲迷你插槽 
高速 USB (兼容 USB 2.0) 

操作溫度 
  

攝氏 5 'C 至 35 'C  

電源 
  

  內置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170 mAh 
以 USB 充電 (透過配備的 USB 連接電腦) 

                                                            
2 以每首歌曲 4 分鐘的 MP3 格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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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壽命 約 18 小時3 

充電時間 
  
  

USB 充電 
約 70 分鐘 

顯示屏     3 線 LCD 
尺寸 (闊/高/深) 90.9 x 23.3 x 15.2 毫米 
重量     約 28 克  
隨機配件 ・ 耳筒 

・快速啟動指南 
以下資料夾儲存於播放器的[儲存媒體]資料夾。以下項目(PDF 檔案及捷

徑)已包括於資料夾內。 
・ [操作指南]*1 資料夾 
・ [支援] 資料夾 
・ [PC_Application_Software] 資料夾 
*1 在這資料夾內以 [xxx_NWZB150.pdf] 作為名稱的 PDF 檔案是操作指

引。所用的語言在檔案名稱[xxx ]顯示。請選你所用語言的指南 
系統要求  ・電腦: 

IBM PC/AT 或已預載以下 Windows 操作系統的電腦*1: 
  -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SP2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SP1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SP1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Vista Business (SP1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Vista Ultimate (SP1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7 Home Basic 
  - Windows 7 Home Premium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 Windows 7 Ultimate  
支援 Windows Vista 及 Windows764-bit 版本操作系統 
只支援上述操作系統 
*1 除 Microsoft 不支援的操作系統版本外 

記憶體 快閃記憶體 
顏色      黑色/紅色/藍色/粉紅色/金色 (不同國家提供不同顏色選擇) 
拖曳式資料夾 
音樂 可播放: 音樂資料夾的 8 層內 
功能 
電腦連接 高速 USB 
USB 模式     MSC / MTP 
電源顯示燈 有 

                                                            
3 18 小時音樂播放基於 MP3 格式以 128kbps 抄錄音樂檔案、螢幕處於“Save ON Super”模式、音效為:均衡器關閉、低音:
關閉、電源閃燈: “LED OFF”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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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搜尋方法 資料夾/ 所有歌曲/ 歌手/ 相簿/ 播放清單/ 類型/ 發放年份 
音樂播放模式 正常/ 重覆所有/ 重覆單首樂曲/ 隨機重覆所有 
ZAPPIN 功能    短 /長 
目錄語言 英國/ 西班牙文/ 法文/ 葡萄牙文/ 俄文/ 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韓文 
音效 
(只適用於音樂播放) 

超重低音功能/ 5 段均　器 (重型/流行/爵士/獨特/自訂） 

韌體 可升級 
3 分鐘快速充電 有 
耳筒 MDR-E804Y 
最大功率輸出 
16 ohms/mW 

5mW+5mW 

螢幕方向 垂直 
隨機配件  耳筒、快速啟動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