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Sony 推出全新防水及無線 Walkman
®

 MP3 播放器 W 系列 

全新防水運動型 MP3 播放器設計輕巧、方便舒適 

 

 
 

香港‧ 2013 年 2 月 25 日 – Sony 推出全新運動型 Walkman
®

 MP3 播放器 NWZ-W273，集

合防水及多功能於一身，用戶無論身處健身室的跑步機上、田徑場的跑道上或游泳池裡，

都可方便舒適地佩戴著該播放器，而游泳好手更可在水裡盡情享受音樂。全新音樂播放器

設計輕巧，備有藍色、粉紅色、白色及黑色供選擇。 

 

具有防水功能的 NWZ-W273 不只可游泳時使用，即使運動員因劇烈運動冒出大量汗水時

佩戴亦可；無論為保持健美而運動的用戶或爭取最佳表現的健兒皆適用。在日常進行保健

運動的用戶以至參加三項鐵人賽的運動員，都可在訓練或比賽時享受音樂。不論在地上或

水裡，NWZ-W273 播放器是最佳的運動伙伴。 

 

簡易操作及優質音效 

NWZ-W273 的機身設計配備簡易按鈕以方便操作，用戶在任何情況都可以輕易調校音

量、暫停播放、播放或轉換歌曲。內置 4GB 記憶體 (大約 1,000 首歌曲)，用戶可從 Mac

或其他個人電腦的 iTunes
® 、Windows®  Media Player 或 Windows Explorer，輕鬆地拖曳

DRM-free 的音樂檔案及播放列表至音樂播放器。NWZ-W273 當充滿電後可播放 8 小時，

若電量完全耗盡，播放器亦提供快速充電功能，只需充電三分鐘，便可播放音樂長達 60

分鐘。 



Sony 一直致力達到非同凡響的音效，而 NWZ-W273 播放器亦不例外，輸出清脆嘹喨的高

音及重低音，並配合 Sony 高級耳機輸出強勁的音效。此播放器備有細、中及大的耳塞，

另新增一條頭帶以方便固定位置，適用於跑步、單車或游泳等運動，用戶長時間佩帶亦感

舒適。 

 

Sony 全新 Walkman
®

 NWZ-W273 於四月中旬推出，售價為港幣 680 元。          

 

公開預訂 

Sony 全新 Walkman
®

 NWZ-W273 MP3播放器將於2013年3月28日至4月8日預售。顧客於

Sony Store 專門店、Sony Store 網上專門店 (www.sony.com.hk)及Sony 銷售服務熱線 (852) 

2345-2966預訂，可獲贈便攜袋CKS-NWW270 (價值港幣120元) 一個。 

 

顧客查詢，請致電Sony銷售及服務熱線 (852) 2345-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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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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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堅持「創新源於好奇、夢想成就未來」的信念。 

 

# # # 

 

http://www.son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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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man
®  

W 系列 NWZ-W273 的主要產品規格 

型號 NWZ-W273 

支援檔案格式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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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2, 44.1, 48kHz 

WMA 媒體檔案格式: ASF 

檔案伸延: .wma 

比特率: 32 to 192kbps (支援可變比特率 (VBR)) 

取樣頻率 *2 : 44.1kHz 

* 兼容 WM-DRM 10 

AAC*3 媒體檔案格式: MP4  

檔案伸延:  .mp4, .m4a, .3gp 

比特率: 16 to 320kbps (支援可變比特率 (VBR))*4 

取樣頻率 *2: 8,11.025, 12, 16, 22.05, 24, 32, 44.1, 48kHz 

Linear PCM 媒體檔案格式: Wave-Riff  

檔案伸延: .wav 

比特率: 1411kbps 

取樣頻率 *2: 44.1kHz 

最高記錄歌曲數量及時間 (大約)  
比特率  歌曲數量 

可錄時間 

(大約) 

128kbps 990 首 66 小時 

容量 

(可用的容量)*4 

4GB 

大約 3.54GB=3,803,414,528 bytes 

介面     高速 USB(兼容 USB 2.0) 

防水功能  IPX5/IPX8 (IEC60529) 或相等於 

操作溫度   攝氏 5℃ 至 35℃ 

電源 
  

  內置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以 USB (由電腦透過播放器的 USB 支架)充電 

充電時間 

  

  以 USB 充電 

約 1.5 小時 

快速充電約 3 分鐘能夠播放大約 60 分鐘 

電池壽命  

(連續播放) 

MP3 128kbps 約 8 小時 

Linear PCM 1411kbps 約 7 小時 

重量     約 29 克 



系統要求 

  

  

  

  

・電腦: 

  -Windows
®

 XP Home Edition (*1) (SP3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

 XP Professional (*1) (SP3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Vista
®

 Home Basic (SP2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Vista
®

 Home Premium (SP2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Vista
®

 Business (SP2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Vista
®

 Ultimate (SP2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

 7 Starter (SP1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

 7 Home Basic (SP1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

 7 Home Premium (SP1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

 7 Professional (SP1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

 7 Ultimate (SP1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

 8 

  -Windows
®

 8 Pro 

  -Mac OS X v10.6 或更新版本 

只支援上述操作系統 

[兼容模式] 不支援 Windows XP (包括 Windows Vista 及 Windows 7) 

(*1) 不包括 64-bit OS 版本. 

・CPU: 1 GHz 處理器 (建議使用 2.6 GHz 供播放短片) 

・RAM: 1 GB 或更多 (2 GB RAM 供 Windows 8 64-bit 使用) 

・硬碟 / 固態硬盤: 600 MB 或更多空間 

・Internet Explorer 7 或更新版本 

・網絡連接(供 Gracenote
®

 MusicID
®

 服務, Podcast, store access, 或網上支援) 

即使符合以上系統要求，也不保證所有電腦操作正常。 

不支援以下情況: 

  -個人組裝電腦或操作系統 

  -原裝載入操作系統之升級條件 

  -多重監察環境 

・需要寬頻上網連接以使用電子音樂分佈或瀏覽網站 

顏色     黑色, 白色, 粉紅色, 藍色 

拖曳式資料夾 

音樂    可播放檔案: 音樂資料夾內的 8 層 

功能 

電腦連接 

 

高速 USB (兼容 USB 2.0) 

經 USB 支架 

音樂播放模式 重覆/ 隨機及重覆  

清晰音質技術 EX 耳筒 

音效導引   英語 

韌體     可升級 

快速充電功能 3 分鐘充電/ 達 60 分鐘播放 (MP3 128kbps) 

隨機配件   耳塞(細/大) (1) 

USB 支架 (1) 

可調節掛帶 (1) 

使用指南, 

關於防水功能規格(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