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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为了减少火灾或电击的危险， 不要让本机受到雨淋或放置在潮湿

的地方。

●  为减少火患或电击的危险， 本设备应避开一切使用液体的场合，

并只能存放在没有滴液或溅液危险的地方， 也不要在本设备顶端

放置任何液体容器。

注意事项 :
电源插头应处于随时能工作的状态。

交流电源插座 （主插座） 必须安装在靠近设备的地方， 以便于接

近。 为了使设备与交流电源完全分离， 请从交流插座上拔下电源

插头。

注意事项：
为了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 请不要将本机安装或置放于书橱、 壁柜

或其他密封空间中。 确保窗帘或其他织物不会阻碍通风条件，防止

因过热而发生电击或起火。

注意事项：
为了减少起火或电击的危险以及烦人的干扰，请只使用推荐的附件。

注意事项：
不要开启面板盖。

为了减少电击的危险， 不要打开面板盖。 里面没有用户能维修的

部件。

有关维修问题， 请与合格的维修人员联系。

请先阅读本节！

 显示安全信息。

铭牌位于此设备的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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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使用的软件

本产品包含的软件符合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 (GPL) 和 GNU 较宽松公共

许可证 (LGPL) 的规定。 用户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获取、更改和再分发源

代码。  

要获取源代码， 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

请勿对获得的源代码进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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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的注册商标。

Macintosh、 Mac 和 Mac OS 是 Apple Inc. 在美国的注册商标。

其它公司名称和产品是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本使用说明书中，Microsoft® Windows®、Windows® 7 Professional、
Windows® 7 Ultimate、Windows® 8 和 Windows® 8.1 分别称为

“Windows”、“Windows 7 Professional”、“Windows 7 Ultimate”、
“Windows 8”和“Windows 8.1”。

● 本使用说明书中，Macintosh®、Mac®、Mac® Pro和Mac OS® X分别称为

“Macintosh”、“Mac”、“Mac Pro”和“Mac OS X”。
● 本使用说明书中，Express P2卡、P2卡和存储卡适配器(AJ-P2AD1)统

称为“P2卡”。 
本使用说明书中的图示以Express P2卡为例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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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前

• 从我们的网站上将 USB 驱动程序安装到您的个人计算机上。  
有关如何安装驱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网站上的安装手册。 

如需有关驱动程序的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上的“Service and 
Support”。
http://pro-av.panasonic.net/

• 在使用过程中，P2 驱动器 (AU-XPD1) 可能会变热，但这并非故障。

概览

AU-XPD1（本使用说明书中称为“P2 驱动器”）是一种单插槽驱动器，当

通过 USB 3.0 或 USB 2.0 连接到 Windows 或 Mac 计算机时，可对 P2 卡（每

次一张卡）上的 P2 内容进行读写操作。

P2 驱动器可以将使用适用于 P2 卡的记忆卡摄像机拍摄的剪辑数据高速传

输至个人计算机 (Windows/Macintosh)。 
本装置不仅能够传输和复制 P2 卡中录制的剪辑，而且还支持直接编辑。 

特点

• 具有 USB 3.0 接口的单插槽 P2 卡驱动器

• 结构轻巧紧凑，便于携带

• 支持 Windows 和 Mac 操作系统

• 可使用的存储卡适配器 (AJ-P2AD1)。

◆ 注： 
• 有关存储卡适配器和 microP2 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每台设备随附的使
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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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所需的操作环境

要操作 P2 驱动器，主机需要有以下环境。 

 USB 3.0 或 USB 2.0 端口（一个或多个）：

每个 P2 驱动器需要至少一个 USB 3.0 (SuperSpeed USB) 端口，用于数据

传输和供电。 一台计算机最多可连接两个 P2 驱动器。 

随附的附件

USB 电缆 (2) 交流电源适配器 (1)

• 打开产品包装时，请务必正确拆除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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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及其功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存取指示灯

 P2 卡存取过程中亮起绿色。 
◆ 注： 

 •  供电不足时，指示灯将快速闪烁红色。（第 9 页） 
 •  请勿在存取过程中取出P2卡。否则可能会破坏文件数据或损坏P2卡。 
B P2 卡插槽

 插入 P2 卡。 
 P2 驱动器专为 P2 卡而设计，不能与其他卡一起使用。 
C EJECT（弹出）按钮

 按此按钮可从 P2 驱动器中取出 P2 卡。 
D USB 3.0 接头（POWER ：电源接口）

 使用随附的 USB 电缆将此接口连接到随附的交流电源适配器上的 USB
接头，从交流电源适配器给 P2 驱动器供电．

E USB 3.0 接头（SIGNAL ：信号接口）

 使用随附的 USB 电缆将此接头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的 USB 3.0 端口，即

可在计算机之间传输数据和为 P2 驱动器供电。 
F 风扇

 这是设备冷却风扇的通风孔。

 风扇根据操作温度自动运转。操作设备时，确保通风孔畅通无阻塞物。

◆ 注 ：

• 如果风扇电动机出现故障，存取指示灯将以约 1 秒钟的间隔缓慢闪烁
红色。

◆ 注： 
• 请勿以垂直方向使用 P2 驱动器。 否则可能导致 P2 驱动器发生故障或受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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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P2 驱动器连接到个人计算机

1 将随附的 USB 电缆连接到 P2 驱动器
上的每个 USB 3.0 接头（SIGNAL、
POWER）。

2 将连接到 SIGNAL 信号接口的 USB
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的
USB 3.0 端口，连接到 POWER 电源
接口的电缆的另一端则连接到随附的交
流电源适配器。

存取指示灯闪烁绿色并随后熄灭，同时
个人计算机上会出现 P2 驱动器的驱动
器号。

◆ 注：

• 如果将 USB 3.0 接头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的 USB 2.0 端口， P2 驱

动器不会工作。

3 初次使用 P2 驱动器时，请先安装 USB 驱动程序。 
 �请参阅“安装用于 Windows 的 USB 驱动程序”（第 12 页）

 �请参阅“安装用于 Mac 的 USB 驱动程序”（第 12 页）

 ■ USB 电缆

• 使用随附的 1.0 m 长的 USB 电缆。如果遗失随附的 USB 电缆，请购买
两条 1.0 m 或更短的 USB 电缆（兼容 USB 3.0）。P2 驱动器无法使用不
同长度的 USB 电缆。 

• 运输 P2 驱动器时请勿连接 USB 电缆。否则可能会损坏 P2 驱动器。

 ■ USB 电缆连接

• 连接 P2 驱动器需要两条 USB 电缆。 
• 如果仅将 P2 驱动器上的 USB（信号端）接头连接到个人计算机，则会
出现相应的驱动器号，但不会显示所插入 P2 卡中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
存取指示灯将会快速闪烁红色。

• 如果仅将 P2 驱动器上的（电源端）USB 接头连接到个人计算机，则不
会出现相应的驱动器号。 

连接 P2 驱动器需要两条 USB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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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 USB 集线器

• 请仅使用自供电的 USB 集线器（自供电的集线器可通过交流电源适配器
提供自身所需电源）。（总线供电的 USB 集线器可能无法用于此装置。）

•  使用支持 USB 3.0 (SuperSpeed USB) 的 USB 集线器。 
（如果使用 USB 2.0 和 USB 1.1 集线器，无法保证设备正常工作。）

◆ 注：
• 如果将两个 P2 驱动器上的 USB 3.0（信号端）接头连接到 USB 集线器，
则可能无法识别 P2 驱动器，也可能无法应用设备驱动程序，甚至可能出
现其他问题。

从个人计算机中移除 P2 驱动器

 ■ Windows
 如果已在 P2 驱动器中插入 P2 卡，单击桌面任务栏中的向上箭头图标，

选择“Sefely Remove Hardware and Eject Media”，选择“Remove P2 
drive”，然后断开两条 USB 电缆。 
如果驱动器中没有P2卡，则无需执行任何计算机操作即可移除USB电缆。 

 ■ Mac OS X 
 如果 P2 驱动器中已插入 P2 卡，请先将 P2 卡图标拖到垃圾桶，确认图

标已消失且 P2 驱动器上的存取指示灯熄灭，然后再断开两条 USB 电缆。 
如果 P2 驱动器中没有 P2 卡，则无需执行任何计算机操作即可移除 USB
电缆。

◆ 注： 
• 在 Windows 中安全删除硬件后，重新连接两条 USB 电缆，即可让计算
机再次识别 P2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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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P2 卡

1 在 P2 卡插槽中插入 P2 卡。 
插入 P2 卡直至 EJECT（弹出）按钮
弹出。 
◆ 注： 
• 请务必水平插入 P2 卡。 若以某一

角度强行插入， 可能会损坏卡。  
• 请勿移除正在存取的 P2 卡或在插入

后立即取出。否则可能会损坏P2卡。  
• 运输驱动器时请勿插入 P2 卡。 否则

可能会损坏 P2 驱动器。  

2 朝箭头所示方向扳动 EJECT（弹出）
按钮。 

◆ 注： 
• EJECT （弹出） 按钮完全扳开时

请勿使用 P2 驱动器。  否则可能会

损坏 EJECT （弹出） 按钮。  

EJECT（弹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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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 P2 卡

1 朝箭头所示方向扳动 EJECT（弹出）
按钮。 

2 按下 EJECT（弹出）按钮。 
P2 卡将滑出足够距离，便于将其移除。 

◆ 注： 
• 要移除 Mac 上的 P2 卡，请将 P2 卡图标拖到垃圾桶。确认图标消失且

P2 驱动器上的存取指示灯熄灭后，再手动移除 P2 卡。  
• 请勿在存取 P2 卡的过程中移除 P2 卡。 在存取过程中移除 P2 卡可能会
导致P2驱动器发生故障。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重新连接两条USB电缆。 

对 P2 卡进行写保护

P2 卡配有写保护开关。将此开关设置

为“PROTECT（保护）”可以避免写

入和删除数据。注：当 P2 卡插在本设

备中时，写保护开关无效。要使开关设

置生效，请确保从本设备中取出 P2 卡，

设置开关，然后重新插入卡。

为了防止在使用存储卡适配器 (AJ-
P2AD1) 时写入和删除数据，请设置适

配器中插入的存储卡上的写保护开关。

EJECT（弹出）按钮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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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用于 Windows 的 USB 驱动程序

有关如何为 Windows 计算机安装 USB 驱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网站上安

装手册中的“When Using Windows”。

安装用于 Mac 的 USB 驱动程序

有关如何为 Mac 计算机安装 USB 驱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网站上安装手

册中的“When Using Macintosh”。

◆ 注： 
• 如果未安装 USB 驱动程序，则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传输速度。

如需有关驱动程序的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上的“Service and 
Support”。
http://pro-av.panasoni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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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 存取指示灯快速闪烁红色，并且 P2 驱动器无法正常工作。

�使用随附的 USB 电缆将 USB 3.0 接头 (SIGNAL) 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的

USB 端口，USB 3.0 接头 (POWER) 则连接到随附的交流电源适配器上

的 USB 端口。 如果未连接 USB 3.0 接头 (POWER) 或者此接头连接到

USB 2.0 端口，存取指示灯将快速闪烁红色。

 ■ 使用两条 USB 电缆连接 P2 驱动器后个人计算机并未识别 P2 驱动器。 

 如果它们已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的 USB 2.0 端口或 USB 1.1 端口，请将

它们重新连接到 USB 3.0 端口。

�如果 USB 电缆长度超出 1.0 m，请使用随附的两条 1.0 m 长的 USB 电

缆重新连接。 
�请使用自供电的 USB 集线器而非总线供电的 USB 集线器（自供电集线

器可通过交流电源适配器提供自身所需电源）。 

 ■ 不能使用除 P2 卡以外的卡。

�P2 驱动器专为 P2 卡设计，不支持除 P2 以外的卡。 

 ■ 从待机或休眠状态下恢复后无法访问 P2 卡。

某些个人计算机可能无法在从待机或休眠状态恢复后访问 P2 驱动器中

的 P2 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重新连接两条 USB 电缆。 

 ■ 存取指示灯将约 1 秒钟的间隔缓慢闪烁红色而且不会熄灭。

�如需更换风扇， 请联系您的经销代理商获取更多信息。 

 ■ 风扇不能旋转。

 风扇仅在 P2 驱动器内部温度较高时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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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额定电压： 5 V 直流

额定电流消耗： 1.8 A 
（两个 USB 接头的总额）

 显示安全信息。

外部尺寸（宽×高×深） 
 97 mm × 33 mm × 155 mm
 （不包括突出部件）

重量

 280 g（不包括包装材料）

接头配置

 USB 3.0 B 型接头 (2)

[ 环境条件 ]
操作温度 
 0 °C至40 °C
操作湿度

 10 % 至 85 %（无水汽凝结）

[ 个人计算机操作要求 ]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32 比特 /64 比特 

 Windows 7 Ultimate (SP1) 32 比

特 /64 比特

 Windows 8 32 比特 /64 比特

 Windows 8.1 32 比特 /64 比特

 Mac OS X 10.7.5
 Mac OS X 10.8.5
 Mac OS X 10.9.3

内存

 建议 1 GB 及以上

接口

 兼容 USB 3.0 版

[ 卡插槽 ]
 PC 卡插槽 (1)（CardBus/PCI 

Express 基本规格）

[ 交流电源适配器 ]

额定输入 交流 110 - 240 V  
50/60 Hz 
0.25 A

额定输出 直流 5.0 V 1.8 A

 显示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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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含有表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 ( Ⅵ ))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电路板 × ○ ○ ○ ○ ○

外观 × ○ ○ ○ ○ ○

交流电源 
适配器

× ○ ○ ○ ○ ○

USB 电线 ○ ○ ○ ○ ○ ○

本表格依据 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 :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
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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