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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本相机的无线局域网功能，您可以无线地进行从发送图像至网
络服务和其他相机到遥控控制相机的一系列操作，只需将本相机连接到

Wi-Fi网络或支持本相机的无线局域网功能的其他设备即可进行这些操

作。

使用无线局域网功能可进行的操作

CANON iMAGE GATEWAY网络服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不受支持。有

关支持CANON iMAGE GATEWAY服务的国家和地区的信息，请参阅

佳能网站 （http://canon.com/cig）。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可能无法从计算机执行“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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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线局域网功能可进行的操作

(1)z 在相机间传输图像（第19页）

在本相机和其他内置有无线局域网功能的佳能相机之间传输图像。

(2)q 连接到智能手机（第31、75页）

观看保存的图像或从智能手机操作相机。

为了使用这些功能，必须在智能手机上安装专用应用程序 “EOS Remote”。

(3)l 用Wi-Fi打印机打印图像 （第45、87页）

将相机连接到支持PictBridge（DPS over IP）的无线局域网兼容打印机以无线方式

打印图像。

(4)D 用EOS Utility遥控操作相机 （第93页）

经由无线局域网而不是接口电缆使用EOS Utility，并从计算机遥控地操作相机。

(5)w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第103页）

将图像上传到为佳能用户提供的在线照片服务CANON iMAGE GATEWAY（需要免

费注册），以方便与家人和朋友共享图像。

(6) 用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 （第131页）

使用支持DLNA*的媒体播放器，经由无线局域网在电视机上显示相机存储卡中的图

像。

* DLNA∶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 （数字生活网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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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功能流程图

z 在相机间传输图像 q 连接到智能手机

设
置

连接相机
• 在智能手机上安装EOS Remote

• 将相机连接到智能手机

连
接

经由无线局域网直接连接相机
• 相机接入点模式*1

• 基础结构模式*2

现
在
可
以...

在相机间传输图像
• 观看相机上的图像

• 遥控拍摄

l 用Wi-Fi打印机打印图像 D用EOS Utility遥控操作相机

设
置

• 设置支持PictBridge （DPS over 

IP）的Wi-Fi打印机

• 经由无线局域网连接相机和打印机

• 设置无线局域网和安装有EOS 

Utility的计算机

• 经由无线局域网连接相机和计算机

连
接

• 相机接入点模式*1

• 基础结构模式*2
• Ad hoc模式*3

• 基础结构模式*2

现
在
可
以...

播放和打印图像 用EOS Utility遥控操作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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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功能流程图

*1 相机接入点模式：
可以经由无线局域网直接连接相机和智能手机或相机和打印机的简易无线局域网模
式。

*2 基础结构模式：
经由无线局域网接入点连接到各Wi-Fi设备的无线局域网模式。在此模式下，只要无
线局域网接入点位于附近，就可以与远处的Wi-Fi设备建立通信。

*3 Ad hoc模式：
可直接连接具有内置无线局域网功能的计算机的无线局域网模式。需要预先将计算机
的无线局域网功能设定为Ad hoc模式。

w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用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

设
置

• 设置安装有EOS Utility的计算机和

能连接互联网的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 注册成为CANON iMAGE 

GATEWAY会员

• 配置相机以利用网络服务

• 设置支持DLNA的设备和无线局域网

接入点

• 将媒体播放器连接到电视机

• 经由无线局域网连接相机和媒体播放

器

连
接

基础结构模式*2 基础结构模式*2

现
在
可
以...

•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 给熟人发送电子邮件

通过操作媒体播放器观看相机上的图

像

CANON iMAGE GATEWAY网络服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不受支持。有

关支持CANON iMAGE GATEWAY服务的国家和地区的信息，请参阅

佳能网站 （http://canon.com/cig）。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可能无法从计算机执行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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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无线局域网”统称Wi-Fi和佳能独创的无
线通信功能。

术语“接入点”表示中继无线局域网连接的无线局域网终端（无线

局域网接入点或无线局域网适配器）。

括号［］表示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按钮或图标名称或其他软件元

素。括号还表示相机菜单项目。

本说明书中的 “（第**页）”的** （数字）表示详细信息的参考页

码。

本说明书中标注有下列符号的部分包含如下所述的特殊类型的信息。

：用于防止操作期间发生潜在问题的警告。

：基本操作的补充信息。

本说明书使用的约定

Windows是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

标或注册商标。

Macintosh是苹果公司 （Apple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Wi-Fi是Wi-Fi联盟的注册商标。

Wi-Fi Certified、WPA、WPA2和Wi-Fi Certified标志是Wi-Fi联盟的商

标。

相机设置屏幕上和本说明书中使用的WPS代表Wi-Fi保护设置。

UPnP是UPnP Implementers Corporation的商标。

本说明书中提及的所有其它公司和产品名称以及商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

产。

请注意，对于使用本相机时错误的无线局域网设置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坏，佳
能恕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对于使用本相机导致的任何其他损失或损坏，佳
能同样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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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局域网功能的
基本设置

本章介绍使用相机的无线局域网功能所需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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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设定相机的昵称。
当经由无线局域网将相机连接到另一台设备时，会在该设备上显示昵

称。请务必为您的相机设定昵称。

1 选择［Wi-Fi］。
在［53］设置页下选择［Wi-Fi］，

然后按<0>。

2 选择［启用］。
按<V>键选择［启用］，然后按

<0>。

现在可以选择［Wi-Fi功能］。

 3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选择［Wi-Fi功

能］，然后按<0>。

当第一次选择了此设置时，会显示注

册昵称用屏幕。选择［确定］并前往

步骤4。

注册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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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昵称

4 输入昵称。
有关输入字符的说明，请参见下一页

上的“虚拟键盘操作”。

最多可输入16个字符。

5 结束。
结束后，按<M>按钮。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然后按

<0>。昵称即被注册，并会显示

［Wi-Fi功能］屏幕。

要更改昵称时，按上方屏幕上的

<B>按钮，然后在显示的屏幕上

选择［编辑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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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其他输入区域

要在顶部和底部输入区域之间切换

时，按<Q>按钮。

移动光标

要移动光标时，按顶部区域中的

<U>键。

输入文本

在底部输入区域中，按<V>或<U>键选择字符并按<0>将其输

入。

通过参阅屏幕右上方的［*/*］，可以查看已经输入了多少字符，以及

可以继续输入多少字符。

删除文本

如果出错，按<L>按钮将其删除。

结束文本输入

按<M>按钮确认已输入的内容并退出。如果显示确认屏幕，选择

［确定］以退出。

取消文本输入
按<B>按钮取消文本输入并退出。如果显示确认屏幕，选择［确

定］以退出。

虚拟键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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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优先无线局域网功能时，请勿操作快门按钮、模式转盘或回放按

钮。否则，可能会优先拍摄或回放操作，无线局域网功能可能会在处

理期间结束。

当［Wi-Fi］设定为［启用］时，短片拍摄无效。即使经由接口电缆

将相机连接到计算机、打印机、GPS接收器或其他设备，也无法使

用这些设备 （第17页）。

根据需要在［52］设置页下将［自

动关闭电源］设定为［关闭］。

无线局域网连接期间如果相机的自动

关闭电源启用，相机会切换为待机模

式。当相机从自动关闭电源恢复工作

时，无线局域网连接复原。

如果乘坐的飞机上或医院内禁止使用

电子设备和无线设备，请将［53］

设置页下的［Wi-Fi］设定为 ［关

闭］。

基本操作和设置

在无线局域网功能有效期间使用相机

自动关闭电源

［53］设置页下的 ［Wi-Fi］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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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相机的液晶显示屏和液晶监视器上查看［53］设置页下的

［Wi-Fi］的设置和连接状态。

［Wi-Fi］设置和连接状态

Wi-Fi连接状态

Wi-Fi功能
当［53：Wi-Fi］设定为 ［关
闭］时

当［53：Wi-Fi］设定为 ［启
用］但没有连接时

已连接

(  ) 正在传输数据

z

（闪烁）
连接错误

（闪烁）
正在等待连接
正在等待重新连接 

Wi-Fi功能

（关）
未连接

已连接
正在传输数据
正在等待连接

（闪烁）
正在等待重新连接

（闪烁）
连接错误

（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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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和设置

用接口电缆连接

当［53］设置页下的 ［Wi-Fi］设定为 ［启用］时，接口电缆连接无

效。将其设定为 ［关闭］以连接接口电缆。

当经由接口电缆将相机连接到计算机、打印机、GPS接收器或其他设备

时，无法更改［Wi-Fi］的设置。拔下接口电缆，然后配置设置。

使用Eye-Fi卡

当 ［53］设置页下的 ［Wi-Fi］设定为 ［启用］时，无法用Eye-Fi卡进

行图像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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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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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机间传输图像

通过内置无线局域网功能可以在佳能相机之间传输图
像。

2012年或以后上市的具有内置无线局域网功能的佳能相机可以

进行无线连接。请注意，即使佳能摄像机具有内置无线局域网功

能，本相机也无法连接到此类佳能摄像机。

对于不具有内置无线局域网功能的佳能相机，即使它们支持Eye-

Fi卡，本相机也无法连接到此类佳能相机。

如果静止图像的文件格式为JPEG，则可以传输。

虽然可以传输短片，但如果目标相机不支持所接收短片的文件格

式，则无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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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要经由无线局域网连接的目标相机。
本相机一次只能连接一台相机。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z］。
按<V>或<U>键选择 ［z］（在

相机间传输图像），然后按<0>。

3 在目标相机上开始连接。
当显示左侧的屏幕时，也请在目标相

机上开始连接。有关操作步骤，请参

阅目标相机的使用说明书。

当建立连接时，会自动保存设置并显

示存储卡上的图像。

选择连接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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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连接目的地

4 选择要发送的图像。
在发送图像的相机上选择图像（第22

页）。

请勿操作接收图像的相机。

请注意，即使接收到的图像附加有GPS信息，GPS信息也不会显示在相机

的回放屏幕上。通过使用Map Utility软件，可以在虚拟地图上观看拍摄位

置。

会以建立连接的对象相机的昵称自动保存/注册连接设置。

当本相机连接到另一台相机上时，自动关闭电源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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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发送所选图像。

1 选择要发送的图像。
按<U>键选择要发送的图像，然后

按<0>。

按<u>按钮并向左转动<6>拨盘以

在索引显示上选择图像。要返回单张

图像显示，向右转动<6>拨盘。

2 选择［发送显示的图像］。
要选择将要发送图像的尺寸，按

<U>键并选择［调整图像尺寸］。

按<U>键选择［发送显示的图

像］，然后按<0>。

显示传输过程屏幕。

要发送另一张图像，重复步骤1和2。

3 终止连接。
按<M>按钮显示确认屏幕。按

<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终止连接。
会重新出现［Wi-Fi功能］设置屏幕。

发送图像

逐一发送图像

如果在连接期间开始回放或拍摄操作，连接将被终止。

无法发送RAW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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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图像

可以选择并发送多张图像（最多50个文件）。

1 按<0>。

2 选择［发送选定的图像］。
要选择将要发送图像的尺寸，按

<U>键并选择［调整图像尺寸］。

按<U>键选择［发送选定的图

像］，然后按<0>。

3 选择要发送的图像。
按<U>键选择要发送的图像，然后

按<0>。
在要发送的图像的左上方显示<X>。

按<u>按钮并向左转动<6>拨盘以

在三张图像显示上选择图像。要返回

单张图像显示，向右转动<6>拨盘。

选择要发送的图像后，按<Q>按钮。

发送选定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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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缩小图像尺寸。
根据需要进行设定。

有关设置步骤，请参见下一页。

 5 发送图像。
按<V>键选择［发送］，然后按

<0>发送图像。

显示传输过程屏幕。

要发送其他图像，重复步骤1至5。

6 终止连接。
按<M>按钮显示确认屏幕。按

<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终止连接。
会重新出现［Wi-Fi功能］设置屏幕。

当发送较大的文件时，请确保电池有充足的电力，不会在处理过程中耗

尽。

如果在连接期间开始回放或拍摄操作，连接将被终止。

无法发送RAW图像。

最多可以发送50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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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图像

当选择了［发送选定的图像］时，还可以在发送图像用确认屏幕上选择

要发送图像的尺寸。

1  选择［调整图像尺寸］。
在发送图像用确认屏幕上，按<V>

键选择［调整图像尺寸］，然后按

<0>。

2 选择图像尺寸。
按<V>键选择图像尺寸，然后按

<0>。

3 发送图像。
按<V>键选择［发送］，然后按

<0>发送图像。

缩小要发送图像的尺寸

只调整较选定图像尺寸大的图像的尺寸。

无法调整短片尺寸。

只对EOS 6D （W）拍摄的静止图像启用 ［调整为S2］和 ［调整为

S3］。发送其他相机拍摄的图像时不调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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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机可重新连接到已注册连接设置的另一台相机。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z］。
选择［z］（在相机间传输图像）并

按<0>。

3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

还请在目标相机上执行重新连接操

作。
显示存储卡上的图像并且可以选择要

发送的图像。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默认设置下，以所连接的对象相机的

昵称命名设置。

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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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注册3个相机间的连接设置。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z］。
选择［z］（在相机间传输图像）并

按<0>。

3 选择［选取设置］。
选择［选取设置］并按<0>。

4 选择［未指定］。
选择［未指定］并按<0>。

显示连接设置屏幕。按照显示的步骤

完成连接设置。

注册多个连接设置

可以日后更改设置名称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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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设置后，可以更改所显示的重新连接设置的名称。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z］。
选择［z］（在相机间传输图像）并

按<0>。

3 选择［确认/更改设置］。
选择［确认/更改设置］并按<0>。

4 选择［更改设置名称］。
选择［更改设置名称］并按<0>。

更改设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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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设置名称

5 更改设置名称。
用虚拟键盘更改设置名称 （第14

页）。最多可输入30个字符。

结束后，按<M>按钮。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并按

<0>以完成更改。

按三次<M>按钮以返回菜单屏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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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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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智能手机 - 1

通过将相机连接到智能手机，您可以用智能手机观看、
管理和接收存储在相机中的图像。还可以用智能手机进
行遥控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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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支持下列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2012年9月时）。

有关支持的操作系统的最新信息，请参阅EOS Remote软件的下载网

站。

• iOS：版本5.0至5.1

• 安卓：版本2.3.3至4.0

需要安装EOS Remote

要与智能手机通信，需要用专用应用程序EOS Remote将相机连接到智

能手机。

可以从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下载EOS Remote。在智能手机上安

装EOS Remote，然后执行操作以建立连接。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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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经由无线局域网直接连接相机和智能手机。
由于相机可作为接入点工作，因此不需要其他接入点，即便在您外出时

也能轻松地建立通信。

要建立连接，需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操作。有关详情，请参阅智能手机
使用说明书。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q］。
选择［q］（连接至智能手机）并按

<0>。

3 选择［相机接入点模式］。
按<V>键选择［相机接入点模式］，

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4 选择［轻松连接］。
按<V>键选择［轻松连接］，然后
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有关手动连接，请参见第36页。

用相机接入点模式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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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智能手机连接到相机。
在智能手机的Wi-Fi设置菜单上，选择

相机的液晶监视器上显示的SSID

（网络名称）。

有关密码，请输入相机的液晶监视器

上显示的密钥。
即使尚未完成智能手机上的操作，也

有可能自动显示下一屏幕。

6 在智能手机上启动EOS Remote。

当Wi-Fi设置完成时，在智能手机上启
动EOS Remote。

7 在智能手机上选择［相机连接］。
在EOS Remote上选择［相机连

接］。

8 在智能手机上选择目标相机。
从EOS Remote上的［检测出的相

机］中选择要连接的相机。

配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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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机接入点模式建立连接

9 连接到相机。
当配对完成时，会显示左侧的屏幕。

按<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

要限制可观看的图像，按<B>按

钮。有关详情，请参见“指定可观看

的图像”（第40页）。

10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11。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 （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11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会显示［q连接］屏幕。

到此完成了与智能手机通信用的设置。

ASCII格式以外的字符显示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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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示的各屏幕上设定［SSID］、［频道设置］和［加密设置］。

1 输入SSID。
用虚拟键盘输入任意字符（第14

页）。

结束后，按<M>按钮。

2 选择［自动设置］。
选择［自动设置］并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要手动选择时，选择［手动设置］并

转动<6>拨盘。

3 选择［无］。
选择［无］并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会出现第

34页上的步骤5中显示的屏幕。

有关加密，选择［AES］，然后用虚

拟键盘输入任意密钥（第14页）。

当选择了 ［手动连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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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安装有EOS Remote的智能手机观看相机中存储的图像并遥控
拍摄。

下文介绍EOS Remote的主要功能。触

摸屏幕以学习操作步骤。

［相机图像查看］
可以观看相机中存储的图像。

可将相机中存储的图像保存在智能手

机上。

可以对相机中存储的图像进行删除等

操作。

［遥控拍摄］
可以用智能手机观看本相机的实时显

示图像。

可以更改相机设置。

可以用释放操作进行拍摄。

（设置按钮）
使用此按钮可访问EOS Remote的各

种设置。

用智能手机操作相机

EOS Remote主屏幕

当可观看的图像受限制时 （第40页），EOS Remote的功能将会受限

制。

当相机连接到智能手机时，可能无法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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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退出］。
如果不显示左侧的屏幕，在相机的菜

单屏幕上选择［53］设置页下的

［Wi-Fi功能］。

选择［退出］并按<0>。

2 选择［确定］。
按<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终止连接。

终止连接

以S2尺寸JPEG格式将图像保存在智能手机上。RAW图像也被保存为S2

尺寸JPEG图像。

虽然列表中包括短片，但无法保存。

无线局域网连接期间如果相机的自动关闭电源启用，相机会切换为待机

模式。当相机从自动关闭电源恢复工作时，无线局域网连接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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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机可重新连接到已注册连接设置的智能手机。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q］。
选择［q］（连接至智能手机）并按

<0>。

3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

本相机会重新连接到智能手机。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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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操作相机可以指定可以从智能手机观看的图像。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q］。
选择［q］（连接至智能手机）并按

<0>。

3 选择［确认/更改设置］。
选择［确认/更改设置］并按<0>。

4 选择［可查看的图像］。
选择［可查看的图像］并按<0>。

指定可观看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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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可观看的图像

5 选择项目。
按<V>键选择项目，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显示设置

屏幕。

［所有图像］

存储卡上存储的所有图像变成可观看。

［过去几天的图像］

按照拍摄日期指定可观看的图像。可以指

定9天前为止拍摄的图像。

按<V>键选择项目，然后按<0>。

当选择了［过去几天拍摄的图像］

时，可以观看当前日期之前的指定天

数以内拍摄的图像。当天数显示为

<r>时，转动<5>转盘指定天数，并

按<0>确认选择。

选择［确定］并按<0>以指定可观

看的图像。

［按评分选择］

根据是否已添加评分或按评分的类型指定
可观看的图像。

按<V>键选择评分，然后按<0>以

指定可观看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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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图像范围］

从按照文件编号排列的图像中选择第一张

和最后一张图像以指定可观看的图像。

1 按<U>键选择第一个图像文件。

2 按<0>显示图像选择屏幕。

用<U>键、<5>转盘或<6>拨盘

选择图像。

按<u>按钮并向左转动<6>拨盘以

在索引显示上选择图像。要返回单张

图像显示，向右转动<6>拨盘。

3 选择图像并按<0>确定选择。

4 用相同操作指定最后一个图像文件。

选择比选作第一张的图像更迟拍摄的

图像。

5 指定了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图像后，按

<V>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

第一张图像 最后一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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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为智能手机注册3个连接设置。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q］。
选择［q］（连接至智能手机）并按

<0>。

3 选择［选取设置］。
选择［选取设置］并按<0>。

4 选择［未指定］。
选择［未指定］并按<0>。

显示连接设置屏幕。按照显示的步骤

完成连接设置。

注册多个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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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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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Wi-Fi 打印机打印图像
- 1

通过经由无线局域网连接相机和支持PictBridge（DPS 
over IP）的无线局域网兼容打印机，可以直接打印图
像。
有关经由接入点打印图像，请参见第55页。

通过经由无线局域网以PictBridge连接本相机和打印机，

可以打印图像。PictBridge是用于将数码相机直接连接到

支持该标准的打印机和其他设备轻松打印图像的标准。已

制定称为DPS over IP的用于在网络环境中使用

PictBridge的标准。本相机符合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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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经由无线局域网直接连接本相机和打印机。由于相机可作为接入点
工作，因此不需要其他接入点，不管您身在何处都可以轻松打印图像。

要经由Wi-Fi接入点打印图像，请参见“使用Wi-Fi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第55页）。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l］。
选择［l］（从Wi-Fi打印机打印）并

按<0>。

3 选择［相机接入点模式］。
按<V>键选择［相机接入点模式］，

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4 选择［轻松连接］。
按<V>键选择［轻松连接］，然后
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有关手动连接，请参见第49页。

用相机接入点模式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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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机接入点模式建立连接

5 连接打印机。
在要使用的打印机的Wi-Fi设置菜单

上，选择相机的液晶监视器上显示的

SSID （网络名称）。

有关密码，请输入相机的液晶监视器

上显示的密钥。

有关打印机的操作步骤，请参阅打印

机的使用说明书。

6 选择要连接的打印机。

当显示检测到的打印机的列表时，选
择要连接的打印机并按<0>。
某些打印机可能会发出哔音。

当检测到16台或以上打印机或搜索花

费3分钟以上时，可以选择［重新搜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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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8。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8 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会显示［l连接］屏幕。

到此完成了与打印机通信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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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机接入点模式建立连接

在显示的各屏幕上设定［SSID］、［频道设置］和［加密设置］。

1 输入SSID。
用虚拟键盘输入任意字符 （第14

页）。

结束后，按<M>按钮。

2 选择［自动设置］。
选择［自动设置］并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要手动选择时，选择［手动设置］并

转动<6>拨盘。

3 选择［无］。
选择［无］并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会显示第

47页上的步骤5中显示的屏幕。

有关加密，选择［AES］，然后用虚

拟键盘输入任意密钥 （第14页）。

当选择了 ［手动连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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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图像。
按<x>按钮。

会显示图像并在屏幕的左上方出现指

示已连接打印机的<w>图标。

有关详细操作，请参阅相机使用说明

书中的“打印图像”。

还可以进行相机使用说明书中的“直

接打印带有打印指令的图像”中介绍

的操作。

1 选择［退出］。
如果不显示左侧的屏幕，在相机的菜

单屏幕上选择［53］设置页下的

［Wi-Fi功能］。

选择［退出］并按<0>。

2 选择［确定］。
按<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终止连接。

打印

终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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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机可重新连接到已注册连接设置的打印机。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l］。
选择［l］（从Wi-Fi打印机打印）并

按<0>。

3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

本相机会重新连接到打印机。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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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为打印机注册3个连接设置。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l］。
选择［l］（从Wi-Fi打印机打印）并

按<0>。

3 选择［选取设置］。
选择［选取设置］并按<0>。

4 选择［未指定］。
选择［未指定］并按<0>。

显示连接设置屏幕。按照显示的步骤

完成连接设置。

注册多个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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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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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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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i-Fi 无线局域网
接入点

通过连接到Wi-Fi无线局域网接入点，您可以利用下列功
能：

• 连接到智能手机

• 用Wi-Fi打印机打印图像

• 用EOS Utility进行遥控操作

•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 用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
* 要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跳过本章的介绍并参见第103页。

连接到智能手机

要使用［q］（连接至智能手机），需要有安装下列操作系统之

一的智能手机 （2012年9月时）。

• iOS：版本5.0至5.1

• 安卓：版本2.3.3至4.0

还必须预先在智能手机上安装专用应用程序EOS Remote。可

以从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下载EOS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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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支持Wi-Fi保护设置（WPS）时
• 第57页：经由WPS轻松连接（PBC模式） 

• 第62页：经由WPS轻松连接（PIN模式） 

当不支持WPS时

• 第67页：通过搜索网络手动连接

如果不清楚您使用的接入点是否兼容WPS，请参阅接入点使用说明书或

其他资料。

检查接入点的类型

当连接有网络管理员的网络时，请向管理员询问详细的设置步骤。

如果您使用的网络对MAC地址进行过滤，请在接入点中注册相机的MAC地

址。可在 ［一般设置］屏幕上查看MAC地址 （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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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兼容Wi-Fi保护设置（WPS）的接入点时，可利用此连接模式。
在按键式按钮连接模式（PBC模式）下，只需按接入点的WPS按钮便

可以轻松地连接相机和接入点。

请注意，如果在周围区域内有多个有效接入点，建立连接可能会较为困

难。这种情况下，尝试用［WPS（PIN模式）］建立连接。

预先查看接入点上的WPS按钮的位置。

建立连接可能需要约1分钟。
如果接入点的隐藏功能被启用，可能无法进行连接。停用隐藏功能。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项目。
选择［q］、［D］、［l］或

［ ］，然后按<0>。

经由WPS轻松连接（PBC模式）

CO
PY



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B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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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基础结构模式］。
选择了［q］（连接至智能手机）或

［l］（从Wi-Fi打印机打印）时显

示。

按<V>键选择［基础结构模式］，

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4 选择［WPS（PBC模式）］。

按<V>键选择［WPS （PBC模
式）］，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5 连接到接入点。
按接入点的WPS按钮。有关按钮的位

置和按下时间长度的详情，请参阅接

入点的使用说明书。

选择［确定］并按<0>以建立与接

入点的连接。
当建立了与接入点的连接时，会显示

［IP地址设置］屏幕。

6 设定IP地址。

按<V>键选择IP地址设置的内容，然
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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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BC 模式）

［自动设置］

自动配置可在［手动设置］中设定的设置。但是，只能在使用

DHCP服务器或具有DHCP服务器功能的接入点或路由器（可自动

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的环境中使用此选项。

即使应该自动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但如果显示错误也请

选择［手动设置］。

［手动设置］

如果［自动设置］导致错误，则手动输入IP地址。当出现IP地址的

输入提示时，输入分配给相机的IP地址。

在所显示的各个屏幕上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地址］。

如果对输入内容不确定，请参见 “检查网络设置”（第166页）或向

网络管理员或其他熟知网络的人咨询。

当输入IP地址或子网掩码等数字时，转动

<6>拨盘移动上方区域中的输入位置，

转动<5>转盘选择数字。按<0>输入

所选数字。

当输入完信息时，按<M>按钮。不

显示确认屏幕。

CO
PY



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BC 模式）

60

本节介绍本相机将要连接的各设备和服务的通信方式设置屏幕。阅读介

绍所选通信方式的页。

连接到智能手机：第6章 （第75页）

用Wi-Fi打印机打印图像：第7章 （第87页）

用EOS Utility进行遥控操作：第8章 （第93页）

指定通信方式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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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BC 模式）

用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第10章 （第131页） 

Windows 7和Windows Vista用户

当用EOS Utility遥控操作相机时，在执行第94页和之后介绍的操作之前，

请执行以下操作。如果没有执行这些操作，则第95页上介绍的配对软件可能

不会启动。

打开 ［本地磁盘(C:)］ 9 ［Program Files］ 9 ［Canon］ 9 ［EOS 

Utility］ 9 ［WFTPairing］文件夹 （依此顺序），然后双击 ［WFT 

FirewallSettings］图标。（上述文件夹名为示例。根据环境的不同，文件

的位置会有所不同。）执行此操作后，执行第94页上介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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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兼容Wi-Fi保护设置（WPS）的接入点时，可利用此连接模式。
在PIN代码连接模式 （PIN模式）下，在接入点上设定相机指定的8位数

标识号以建立连接。

即使在周围区域内有多个有效接入点，使用此共享标识号也可以建立较

为可靠的连接。

建立连接可能需要约1分钟。
如果接入点的隐藏功能被启用，可能无法进行连接。停用隐藏功能。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项目。
选择［q］、［D］、［l］或

［ ］，然后按<0>。

3 选择［基础结构模式］。
选择了［q］（连接至智能手机）或

［l］（从Wi-Fi打印机打印）时显
示。

按<V>键选择［基础结构模式］，
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经由WPS轻松连接 （PIN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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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IN 模式）

4 选择［WPS（PIN模式）］。
按<V>键选择［WPS（PIN模

式）］，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5 在接入点上指定PIN代码。
在接入点上，指定相机的液晶监视器

上显示的8位数PIN代码。

有关在接入点上设定PIN代码的说明，

请参阅接入点的使用说明书。

指定PIN代码后，选择［确定］并按

<0>。

6 连接到接入点。
选择［确定］并按<0>以建立与接

入点的连接。
当建立了与接入点的连接时，会显示

［IP地址设置］屏幕。

7 设定IP地址。
按<V>键选择IP地址设置的内容，然

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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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设置］

自动配置可在［手动设置］中设定的设置。但是，只能在使用

DHCP服务器或具有DHCP服务器功能的接入点或路由器 （可自动

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的环境中使用此选项。

即使应该自动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但如果显示错误也请

选择［手动设置］。

［手动设置］

如果［自动设置］导致错误，则手动输入IP地址。当出现IP地址的

输入提示时，输入分配给相机的IP地址。

在所显示的各个屏幕上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地址］。

如果对输入内容不确定，请参见“检查网络设置”（第166页）或向

网络管理员或其他熟知网络的人咨询。

当输入IP地址或子网掩码等数字时，转动

<6>拨盘移动上方区域中的输入位置，

转动<5>转盘选择数字。按<0>输入

所选数字。

当输入完信息时，按<M>按钮。不

显示确认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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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IN 模式）

本节介绍本相机将要连接的各设备和服务的通信方式设置屏幕。阅读介

绍所选通信方式的页。

连接到智能手机：第6章 （第75页）

用Wi-Fi打印机打印图像：第7章 （第87页）

用EOS Utility进行遥控操作：第8章 （第93页）

指定通信方式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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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第10章 （第131页） 

Windows 7和Windows Vista用户

当用EOS Utility遥控操作相机时，在执行第94页和之后介绍的操作之前，

请执行以下操作。如果没有执行这些操作，则第95页上介绍的配对软件可能

不会启动。

打开 ［本地磁盘(C:)］9 ［Program Files］9 ［Canon］ 9 ［EOS 

Utility］ 9 ［WFTPairing］文件夹 （依此顺序），然后双击 ［WFT 

FirewallSettings］图标。（上述文件夹名为示例。根据环境的不同，文件

的位置会有所不同。）执行此操作后，执行第94页上介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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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了［寻找网络］时，会显示附近的有效接入点列表，并显示各接

入点的信息。选择要连接的接入点的SSID （或ESS-ID）。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项目。
选择［q］、［D］、［l］或

［ ］，然后按<0>。

3 选择［基础结构模式］。

选择了［q］（连接至智能手机）或
［l］（从Wi-Fi打印机打印）时显

示。

按<V>键选择［基础结构模式］，

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4 选择［寻找网络］。
按<V>键选择［寻找网络］，然后

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通过搜索网络手动连接

选择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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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接入点。
按<0>以启用接入点的选择。

按<V>键选择接入点，然后按

<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1) 显示该设备处于基础结构还是Ad hoc模式

(2) 如果接入点被加密，会显示图标

(3) SSID的前9个字符

(4) 使用的频道

接入点加密

本相机支持［认证方式］和［加密设置］的下列选项。因此，接入点所

使用的加密应该是下列之一。

［认证方式］：开放系统、共享密钥、WPA-PSK或WPA2-PSK

［加密设置］：WEP、TKIP和AES

［输入连接］和 ［重新搜索］

要手动配置接入点的设置时，选择［输入连接］并按<0>。按照显

示的步骤完成设置。

要再次搜索接入点时，选择［重新搜索］并按<0>。

(1) (2) (3) (4)

CO
PY



69

通过搜索网络手动连接

设定接入点指定的密钥。有关指定密钥的详情，请参阅接入点的使用说

明书。

请注意，根据接入点指定的认证方式和加密的不同，在下述步骤1至3中
显示的屏幕会有所不同。

1 仅在接入点使用WEP加密时，显示

［密钥索引］屏幕。

按<V>键选择接入点指定的密钥索

引编号，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2 按<V>键选择密钥所使用的格式和

字符数，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3 用虚拟键盘输入密钥 （第14页）。

会显示［IP地址设置］屏幕（第70
页）。

输入无线局域网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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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V>键选择设定IP地址的方法，然

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自动设置］

自动配置可在［手动设置］中设定的设置。但是，只能在使用

DHCP服务器或具有DHCP服务器功能的接入点或路由器 （可自动

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的环境中使用此选项。
即使应该自动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但如果显示错误也请

选择［手动设置］。

［手动设置］

如果［自动设置］导致错误，则手动输入IP地址。当出现IP地址的

输入提示时，输入分配给相机的IP地址。

在所显示的各个屏幕上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地址］。

如果对输入内容不确定，请参见“检查网络设置”（第166页）或向

网络管理员或其他熟知网络的人咨询。

当输入IP地址或子网掩码等数字时，转动

<6>拨盘移动上方区域中的输入位置，

转动<5>转盘选择数字。按<0>输入

所选数字。
当输入完信息时，按<M>按钮。不

显示确认屏幕。

设定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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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搜索网络手动连接

本节介绍本相机将要连接的各设备和服务的通信方式设置屏幕。阅读介

绍所选通信方式的页。

连接到智能手机：第6章 （第75页）

用Wi-Fi打印机打印图像：第7章 （第87页）

用EOS Utility进行遥控操作：第8章 （第93页）

指定通信方式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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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第10章 （第131页） 

Windows 7和Windows Vista用户

当用EOS Utility遥控操作相机时，在执行第94页和之后介绍的操作之前，

请执行以下操作。如果没有执行这些操作，则第95页上介绍的配对软件可能

不会启动。

打开 ［本地磁盘(C:)］9 ［Program Files］9 ［Canon］ 9 ［EOS 

Utility］ 9 ［WFTPairing］文件夹 （依此顺序），然后双击 ［WFT 

FirewallSettings］图标。（上述文件夹名为示例。根据环境的不同，文件

的位置会有所不同。）执行此操作后，执行第94页上介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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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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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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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智能手机 - 2

通过将相机连接到智能手机，您可以用智能手机观看、
管理和接收存储在相机中的图像。还可以用智能手机进
行遥控拍摄。

请在智能手机连接到接入点后，按照这些说明进行操
作。有关设置和配置的信息，请参阅随各设备提供的资
料或联系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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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明是第5章的继续。

要建立连接，需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操作。有关详情，请参阅智能手机
的使用说明书。

要以相机接入点模式连接时，请参见“用相机接入点模式建立连接”
（第33页）。

1 在智能手机上启动EOS Remote。

当显示左侧的屏幕时，启动智能手机

上的EOS Remote。

2 在智能手机上选择［相机连接］。
在EOS Remote上选择［相机连

接］。

3 在智能手机上选择要连接的相机。
从EOS Remote上的［检测出的相

机］中选择要连接的相机。

如果显示多台相机，请通过相机的液

晶监视器上显示的MAC地址识别要连

接的相机。

还可以在［一般设置］屏幕上查看

MAC地址（第149页）。
配对开始。

用基础结构模式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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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础结构模式建立连接

4 连接到相机。
当配对完成时，会显示左侧的屏幕。

按<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

要限制可观看的图像，按<B>按

钮。有关详情，请参见“指定可观看

的图像”（第81页）。

5 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6。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 （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6 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会显示［q连接］屏幕。

到此完成了与智能手机进行网络连接用的设置。

ASCII格式以外的字符显示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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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安装有EOS Remote的智能手机观看相机中存储的图像并遥控
拍摄。

下文介绍EOS Remote的主要功能。触

摸屏幕以学习操作步骤。

［相机图像查看］
可以观看相机中存储的图像。

可将相机中存储的图像保存在智能手

机上。

可以对相机中存储的图像进行删除等

操作。

［遥控拍摄］
可以用智能手机观看本相机的实时显

示图像。

可以更改相机设置。

可以用释放操作进行拍摄。

（设置按钮）
使用此按钮可访问EOS Remote的各

种设置。

用智能手机操作相机

EOS Remote主屏幕

当可观看的图像受限制时 （第81页），EOS Remote的功能将会受限

制。

当相机连接到智能手机时，可能无法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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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能手机操作相机

1 选择［退出］。
如果不显示左侧的屏幕，在相机的菜

单屏幕上选择［53］设置页下的

［Wi-Fi功能］。

选择［退出］并按<0>。

2 选择［确定］。
按<U>键选择［确定］，并按

<0>终止连接。

终止连接

以S2尺寸JPEG格式将图像保存在智能手机上。RAW图像也被保存为S2

尺寸JPEG图像。

虽然列表中包括短片，但无法保存。

无线局域网连接期间如果相机的自动关闭电源启用，相机会切换为待机

模式。当相机从自动关闭电源恢复工作时，无线局域网连接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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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机可重新连接到已注册连接设置的智能手机。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q］。
选择［q］（连接至智能手机）并按

<0>。

3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

本相机会重新连接到智能手机。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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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操作相机可以指定可以从智能手机观看的图像。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q］。
选择［q］（连接至智能手机）并按

<0>。

3 选择［确认/更改设置］。
选择［确认/更改设置］并按<0>。

4 选择［可查看的图像］。
选择［可查看的图像］并按<0>。

指定可观看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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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项目。
按<V>键选择项目，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显示设置

屏幕。

［所有图像］

存储卡上存储的所有图像变成可观看。

［过去几天的图像］

按照拍摄日期指定可观看的图像。可以指

定9天前为止拍摄的图像。

按<V>键选择项目，然后按<0>。

当选择了［过去几天拍摄的图像］

时，可以观看当前日期之前的指定天

数以内拍摄的图像。当天数显示为

<r>时，转动<5>转盘指定天数，并

按<0>确认选择。

选择［确定］并按<0>以指定可观

看的图像。

［按评分选择］

根据是否已添加评分或按评分的类型指定
可观看的图像。

按<V>键选择评分，然后按<0>以

指定可观看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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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可观看的图像

［选择图像范围］

从按照文件编号排列的图像中选择第一张

和最后一张图像以指定可观看的图像。

1 按<U>键选择第一个图像文件。

2 按<0>显示图像选择屏幕。

用<U>键、<5>转盘或<6>拨盘

选择图像。

按<u>按钮并向左转动<6>拨盘以

在索引显示上选择图像。要返回单张

图像显示，向右转动<6>拨盘。

3 选择图像，然后按<0>确定选择。

4 用相同操作指定最后一个图像文件。

选择比选作第一张的图像更迟拍摄的

图像。

5 指定了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图像后，按

<V>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

第一张图像 最后一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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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为智能手机注册3个连接设置。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q］。
选择［q］（连接至智能手机）并按

<0>。

3 选择［选取设置］。
选择［选取设置］并按<0>。

4 选择［未指定］。
选择［未指定］并按<0>。

显示连接设置屏幕。按照显示的步骤

完成连接设置。

注册多个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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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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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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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Wi-Fi 打印机打印图像
- 2

通过经由无线局域网连接相机和支持PictBridge（DPS 
over IP）的无线局域网兼容打印机，可以直接打印图
像。

请在打印机连接到接入点后，按照这些说明进行操作。
有关设置和配置的信息，请参阅随各设备提供的资料或
联系制造商。

通过经由无线局域网以PictBridge连接本相机和打印机，

可以打印图像。PictBridge是用于将数码相机直接连接到

打印机和支持该标准的其他设备轻松打印图像的标准。已

制定称为DPS over IP的用于在网络环境中使用

PictBridge的标准。本相机符合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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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明是第5章的继续。

要以相机接入点模式连接时，请参见“用相机接入点模式建立连接”
（第46页）。

1 选择要连接的打印机。
当显示检测到的打印机的列表时，选

择要连接的打印机并按<0>。

某些打印机可能会发出哔音。

当检测到16台或以上打印机或搜索花

费3分钟以上时，可以选择［重新搜

索］。

2 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3。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用基础结构模式建立连接

CO
PY



89

用基础结构模式建立连接

3  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会显示［l连接］屏幕。

到此完成了与打印机进行网络连接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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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图像。
按<x>按钮。

会显示图像并在屏幕的左上方出现指

示已连接打印机的<w>图标。

有关详细操作，请参阅相机使用说明

书中的“打印图像”。

还可以进行相机使用说明书中的“直

接打印带有打印指令的图像”中介绍

的操作。

1 选择［退出］。
如果不显示左侧的屏幕，在相机的菜

单屏幕上选择［53］设置页下的

［Wi-Fi功能］。

选择［退出］并按<0>。

2 选择［确定］。
按<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终止连接。

打印

终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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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机可重新连接到已注册连接设置的打印机。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l］。
选择［l］（从Wi-Fi打印机打印）并

按<0>。

3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

本相机会重新连接到打印机。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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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为打印机注册3个连接设置。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l］。
选择［l］（从Wi-Fi打印机打印）并

按<0>。

3 选择［选取设置］。
选择［选取设置］并按<0>。

4 选择［未指定］。
选择［未指定］并按<0>。

显示连接设置屏幕。按照显示的步骤

完成连接设置。

注册多个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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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OS Utility 进行遥控
操作

可以经由无线局域网使用EOS Utility进行遥控操作。由
于使用无线局域网取代接口电缆，除遥控拍摄外，还支
持各种在EOS Utility上可利用的相机操作。请注意短片
拍摄无效。

请在安装有EOS Utility的计算机连接到接入点后，按照
这些说明进行操作。有关设置和配置的信息，请参阅随
各设备提供的资料或联系制造商。

当使用较旧的软件版本时，设置可能无效。请使用从本相机提供的

光盘安装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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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明是第5章的继续。

使用EOS Utility，可以用随机提供的配对软件在相机和计算机之间建立
连接。

在随相机提供的软件的“简易安装”期间，会自动安装配对软件。如果

未安装此软件，请预先在要连接到本相机的计算机上安装此软件。
配置操作的步骤如下（本处使用Windows 7为例）。

1 选择［确定］。
首先，会显示配对屏幕。

按<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会显示如下信息。******代表

要连接的相机的MAC地址的最后6位

数。

配置EOS Utility通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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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OS Utility 通信设置

2 启动配对软件。
通常情况下，该软件安装在与EOS 

Utility相同的位置。

配对软件启动后，会在任务栏上显示

图标。
当检测到相机时，会显示信息。

3 双击配对软件图标。

会列出检测到的相机。已经连接的相

机不包括在列表中。

单击［连接］。

如果显示多台相机，请通过相机的液

晶监视器上显示的MAC地址识别要连

接的相机。

还可以在［一般设置］屏幕上查看

MAC地址（第149页）。

CO
PY



配置 EOS Utility 通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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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确定］。
当相机检测到您在步骤3中单击了

［连接］的计算机时，会显示左侧的

屏幕。

按<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

5 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6。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6 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会显示［D连接］屏幕。

到此完成了EOS Utility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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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OS Utility 通信设置

完成配对操作后，如果您想要继续一起使用特定的相机和计算机而不
改变设置，则无须再次完成配对操作。

开始您的下一个PTP会话之前，只要接通相机电源并启动配对软件即

可。将会在相机与计算机之间自动建立连接。

您可以将配对软件添加到计算机开机时启动的软件中。在EOS 

Utility中，选择 ［首选项］和［基本设定］选项卡，然后为［将

WFT配对软件添加到启动文件夹中］（对于Macintosh，［将WFT配

对软件注册到登录项目中］）添加勾选标记。

在遥控实时显示拍摄时，与经由接口电缆连接相比，图像传输速率较慢。因

此，无法平滑显示移动被摄体的动作。

无线局域网连接期间如果相机的自动关闭电源启用，相机会切换为待机模

式。当相机从自动关闭电源恢复工作时，无线局域网连接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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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EOS Utility的说明，请参阅EOS Utility使用说明书（光盘）。您
可以像经由接口电缆连接相机和计算机时一样利用EOS Utility的功能。

1 选择［退出］。
如果不显示左侧的屏幕，在相机的菜

单屏幕上选择［53］设置页下的
［Wi-Fi功能］。

选择［退出］并按<0>。

2 选择［确定］。
按<U>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终止连接。

使用EOS Utility

终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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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机可重新连接到已注册连接设置的计算机。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D］。
选择［D］（遥控 （EOS Utility））

并按<0>。

3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

本相机会重新连接到计算机。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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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为EOS Utility注册3个连接设置。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D］。
选择［D］（遥控 （EOS Utility））

并按<0>。

3 选择［选取设置］。
选择［选取设置］并按<0>。

4 选择［未指定］。
选择［未指定］并按<0>。

显示连接设置屏幕。按照显示的步骤

完成连接设置。

注册多个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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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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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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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像发送到
网络服务

可以在相机上注册各种网络服务并将相机中存储的图像
发送到这些网络服务。

CANON iMAGE GATEWAY网络服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不受支

持。有关支持CANON iMAGE GATEWAY服务的国家和地区的

信息，请参阅佳能网站 （http://canon.com/cig）。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可能无法从计算机执行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

服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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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需要注册成为CANON iMAGE GATEWAY

会员（免费）。

一旦成为CANON iMAGE GATEWAY会员，可以在在线照片相册中公

开发表您拍摄的照片并利用各种服务。该网站还起到从相机向其他网络

服务（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电子邮件）发送图像的桥

梁作用。用计算机或其他设备连接到互联网，访问“http://

canon.com/cig”进入您居住地区的CANON iMAGE GATEWAY网

站，然后按照说明注册成为会员。

如果还打算使用CANON iMAGE GATEWAY以外的网络服务，必须拥

有打算使用的服务的账户。有关详情，请向各自的网络服务的网站咨

询。

准备工作

注册成为CANON iMAGE GATEWAY会员

要使用CANON iMAGE GATEWAY，必须能连接到互联网。（需要拥有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账户，需要安装浏览器软件，并且必须完成线路连

接。）

有关访问CANON iMAGE GATEWAY所需的浏览器 （例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版本和设置的信息，请查看CANON iMAGE 

GATEWAY。

连接到您的提供商所需的费用和访问您的提供商的接入点的通信费需要

另外支付。

可在佳能网站 （http://canon.com/cig）上找到有关提供CANON iMAGE 

GATEWAY服务的国家和地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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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的一般步骤如下。

1 准备安装有EOS Utility的计算机。
用随本相机提供的软件光盘安装EOS Utility。

2 从计算机访问佳能网站并注册成为CANON iMAGE 
GATEWAY会员（免费）。
如果您已经是会员，前往步骤3。

3 用接口电缆连接相机和计算机。

连接前，将［Wi-Fi］设定为［关闭］。

4 启动计算机上的EOS Utility，登录CANON iMAGE 
GATEWAY，然后配置相机的设置以启用网络服务连接。

有关详情，请参阅EOS Utility使用说明书 （光盘）。

5 从相机连接到无线局域网接入点（第106页）。

6 将图像发送到相机上注册的网络服务（第120页）。
可将静止图像发送到CANON iMAGE GATEWAY，将短片发送到

YouTube。

通过在Facebook*或Twitter上发布图像的链接或将其发送到相机上

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与您的家人和朋友共享图像。
* 还可以将图像直接上传到Facebook。

启动计算机上的EOS Utility，登录CANON iMAGE GATEWAY，然

后配置相机的设置以启用网络服务连接。

有关详情，请参阅EOS Utility使用说明书 （光盘）。

配置设置以使用网络服务

CO
PY



106

当支持Wi-Fi保护设置（WPS）时
• 第107页：经由WPS轻松连接 （PBC模式） 

• 第111页：经由WPS轻松连接 （PIN模式） 

当不支持WPS时

• 第115页：通过搜索网络手动连接

如果不清楚您使用的接入点是否兼容WPS，请参阅接入点使用说明书或

其他资料。

检查接入点的类型

当连接有网络管理员的网络时，请向管理员询问详细的设置步骤。

如果您使用的网络对MAC地址进行过滤，请在接入点中注册相机的MAC地

址。可在 ［一般设置］屏幕上查看MAC地址 （第149页）。

CO
PY



107

当使用兼容Wi-Fi保护设置（WPS）的接入点时，可利用此连接模式。
在按键式按钮连接模式（PBC模式）下，只需按接入点的WPS按钮便

可以轻松地连接相机和接入点。

请注意，如果在周围区域内有多个有效接入点，建立连接可能会较为困

难。这种情况下，尝试用［WPS（PIN模式）］建立连接。

预先查看接入点上的WPS按钮的位置。

建立连接可能需要约1分钟。
如果接入点的隐藏功能被启用，可能无法进行连接。停用隐藏功能。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w］。
选择［w］（上传至网络服务）并按

<0>。

经由WPS轻松连接（PBC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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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网络服务。
选择要连接的网络服务，然后按

<0>。

根据设置的不同，所显示的项目列表

的内容和顺序会有所不同。

可以日后更改要连接的网络服务（第

126页）。
当选择了［ ］（电子邮件）时，

会显示已注册地址的列表（第125
页）。

4 选择［WPS（PBC模式）］。
按<V>键选择［WPS （PBC模

式）］，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5 连接到接入点。
按接入点的WPS按钮。有关按钮的位置

和按下时间长度的详情，请参阅接入点

的使用说明书。
选择［确定］并按<0>以建立与接

入点的连接。
当建立了与接入点的连接时，会显示

［IP地址设置］屏幕。

6 设定IP地址。
按<V>键选择设定IP地址的方法，然
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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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BC 模式）

［自动设置］

自动配置可在［手动设置］中设定的设置。但是，只能在使用

DHCP服务器或具有DHCP服务器功能的接入点或路由器（可自动

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的环境中使用此选项。

即使应该自动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但如果显示错误也请

选择［手动设置］。

［手动设置］

如果［自动设置］导致错误，则手动输入IP地址。当出现IP地址的

输入提示时，输入分配给相机的IP地址。

在所显示的各个屏幕上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地址］。

如果对输入内容不确定，请参见 “检查网络设置”（第166页）或向

网络管理员或其他熟知网络的人咨询。

当输入IP地址或子网掩码等数字时，转动

<6>拨盘移动上方区域中的输入位置，

转动<5>转盘选择数字。按<0>输入

所选数字。

当输入完信息时，按<M>按钮。不

显示确认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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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2。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2 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保存设置后，会显示存储卡上的图像

并且可以选择要发送的图像。

到此完成了与网络服务进行网络连接用的设置。

连接到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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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兼容Wi-Fi保护设置（WPS）的接入点时，可利用此连接模式。
在PIN代码连接模式（PIN模式）下，在接入点上设定相机指定的8位数

标识号以建立连接。

即使在周围区域内有多个有效接入点，使用共享标识号也可以建立较为

可靠的连接。

建立连接可能需要约1分钟。
如果接入点的隐藏功能被启用，可能无法进行连接。停用隐藏功能。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w］。
选择［w］（上传至网络服务）并按

<0>。

3 选择网络服务。
选择要连接的网络服务并按<0>。

根据设置的不同，所显示的项目列表
的内容和顺序会有所不同。

可以日后更改要连接的网络服务（第
126页）。

当选择了［ ］（电子邮件）时，
会显示已注册地址的列表 （第125

页）。

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IN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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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WPS（PIN模式）］。
按<V>键选择［WPS （PIN模

式）］，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5 在接入点上指定PIN代码。
在接入点上，指定相机的液晶监视器

上显示的8位数PIN代码。

有关在接入点上设定PIN代码的说明，

请参阅接入点的使用说明书。

指定PIN代码后，选择 ［确定］并按

<0>。

6 连接到接入点。
选择［确定］并按<0>以建立与接

入点的连接。
当建立了与接入点的连接时，会显示

［IP地址设置］屏幕。

7 设定IP地址。
按<V>键选择设定IP地址的方法，然

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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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 WPS 轻松连接 （PIN 模式）

［自动设置］

自动配置可在［手动设置］中设定的设置。但是，只能在使用

DHCP服务器或具有DHCP服务器功能的接入点或路由器（可自动

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的环境中使用此选项。

即使应该自动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但如果显示错误也请

选择［手动设置］。

［手动设置］

如果［自动设置］导致错误，则手动输入IP地址。当出现IP地址的

输入提示时，输入分配给相机的IP地址。

在所显示的各个屏幕上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地址］。

如果对输入内容不确定，请参见 “检查网络设置”（第166页）或向

网络管理员或其他熟知网络的人咨询。

当输入IP地址或子网掩码等数字时，转动

<6>拨盘移动上方区域中的输入位置，

转动<5>转盘选择数字。按<0>输入

所选数字。

当输入完信息时，按<M>按钮。不

显示确认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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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2。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2 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保存设置后，会显示存储卡上的图像

并且可以选择要发送的图像。

到此完成了与网络服务进行网络连接用的设置。
 

连接到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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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了［寻找网络］时，会显示附近的有效接入点列表，并显示各接

入点的信息。选择要连接的接入点的SSID （或ESS-ID）。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w］。
选择［w］（上传至网络服务）并按

<0>。

3 选择网络服务。

选择要连接的网络服务并按<0>。
根据设置的不同，所显示的项目列表

的内容和顺序会有所不同。

可以日后更改要连接的网络服务（第

126页）。

当选择了［ ］（电子邮件）时，

会显示已注册地址的列表 （第125

页）。

通过搜索网络手动连接

选择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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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寻找网络］。
按<V>键选择［寻找网络］，然后

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5 选择接入点。
按<0>以启用接入点的选择。

按<V>键选择接入点，然后按

<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1) 显示该设备处于基础结构还是Ad hoc模式

(2) 如果接入点被加密，会显示图标

(3) SSID的前9个字符

(4) 使用的频道

接入点加密

本相机支持［认证方式］和［加密设置］的下列选项。因此，接入点所
使用的加密应该是下列之一。

［认证方式］： 开放系统、共享密钥、WPA-PSK或WPA2-PSK

［加密设置］： WEP、TKIP和AES

［输入连接］和 ［重新搜索］

要手动配置接入点的设置时，选择［输入连接］并按<0>。按照显

示的步骤完成设置。

要再次搜索接入点时，选择［重新搜索］并按<0>。

(1) (2) (3) (4)

CO
PY



117

通过搜索网络手动连接

设定接入点指定的密钥。有关指定密钥的详情，请参阅接入点的使用说

明书。

请注意，根据接入点指定的认证方式和加密的不同，在下述步骤1至3中
显示的屏幕会有所不同。

1 仅在接入点使用WEP加密时，显示

［密钥索引］屏幕。

按<V>键选择接入点指定的密钥索

引编号，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2 按<V>键选择密钥所使用的格式和

字符数，然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3 用虚拟键盘输入密钥 （第14页）。

会显示［IP地址设置］屏幕 （第118
页）。

输入无线局域网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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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V>键选择设定IP地址的方法，然

后按<0>。

选择［确定］并按<0>以前往下一

屏幕。

［自动设置］

自动配置可在［手动设置］中设定的设置。但是，只能在使用

DHCP服务器或具有DHCP服务器功能的接入点或路由器 （可自动

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的环境中使用此选项。
即使应该自动分配和配置IP地址以及相关设置，但如果显示错误也请

选择［手动设置］。

［手动设置］

如果［自动设置］导致错误，则手动输入IP地址。当出现IP地址的

输入提示时，输入分配给相机的IP地址。

在所显示的各个屏幕上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地址］。

如果对输入内容不确定，请参见“检查网络设置”（第166页）或向

网络管理员或其他熟知网络的人咨询。

当输入IP地址或子网掩码等数字时，转动

<6>拨盘移动上方区域中的输入位置，

转动<5>转盘选择数字。按<0>输入

所选数字。
当输入完信息时，按<M>按钮。不

显示确认屏幕。

设定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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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搜索网络手动连接

1 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2。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 （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2 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保存设置后，会显示存储卡上的图像

并且可以选择要发送的图像。

到此完成了与网络服务进行网络连接用的设置。

连接到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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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图像发送到相机上注册的网络服务（如Facebook、Twitter、
YouTube或电子邮件地址），可以与他人共享您拍摄的图像。

当目的地为YouTube以外的网络服务时，可以发送JPEG格式的静止图

像。静止图像被上传到CANON iMAGE GATEWAY，并且将相册的链

接发送到Facebook*或Twitter以及电子邮件地址。

当YouTube被指定为目的地时，可以发送短片。短片将被上传到

YouTube网站。
* 还可以将图像直接上传到Facebook。

逐一发送所选图像。

1 选择要发送的图像。
按<U>键选择要发送的图像，然后

按<0>。

按<u>按钮并向左转动<6>拨盘以

在索引显示上选择图像。要返回单张

图像显示，向右转动<6>拨盘。

2 选择［发送显示的图像］。
要选择将要发送图像的尺寸，按

<U>键并选择［调整图像尺寸］。
按<U>键选择［发送显示的图

像］，然后按<0>。
显示传输过程屏幕。

在完成发送图像处理的屏幕上，选择

［确定］并按<0>终止连接。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逐一发送图像

CO
PY



121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当YouTube被选作目的地时，会显示

［使用条款］屏幕。

仔细阅读使用条款，按<U>键选择

［我同意］，然后按<0>。

通过按<V>键可以向上或向下滚动

屏幕的观看区域。

如果在连接期间开始回放或拍摄操作，连接将被终止。

从计算机访问CANON iMAGE GATEWAY时，可以查看向Facebook、

Twitter和YouTube上传的历史记录或电子邮件发送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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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和发送多个图像。

1 按<0>。

2 选择［发送选定的图像］。
要选择将要发送图像的尺寸，按

<U>键并选择［调整图像尺寸］。

按<U>键选择［发送选定的图

像］，然后按<0>。

3 选择要发送的图像。
按<U>键选择要发送的图像，然后

按<0>。
在要发送的图像的左上方显示<X>。

按<u>按钮并向左转动<6>拨盘以

在三张图像显示上选择图像。要返回

单张图像显示，向右转动<6>拨盘。

选择要发送的图像后，按<Q>按钮。

发送选定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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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4 缩小图像尺寸。
根据需要进行设定。

有关设置步骤，请参见下一页。

当YouTube被选作目的地时，不显示

［调整图像尺寸］。

5 发送图像。

按<V>键选择［发送］，然后按

<0>。

显示传输过程屏幕。
在完成发送图像处理的屏幕上，选择

［确定］并按<0>终止连接。

当YouTube被选作目的地时，会显示

［使用条款］屏幕。

仔细阅读使用条款，按<U>键选择

［我同意］，然后按<0>。

通过按<V>键可以向上或向下滚动

屏幕的观看区域。

当发送大尺寸数据时，请确保电池有充足的电力，不会在处理过程中耗

尽。

如果在连接期间开始回放或拍摄操作，连接将被终止。

请注意，YouTube不兼容以ALL-I （仅I）压缩方式录制的短片 （2012年

9月时）。

一次最多可以向CANON iMAGE GATEWAY发送50个文件。

一次最多可以发送10个短片文件。要确认文件尺寸和回放时间的限制时，

请查看YouTube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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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了［发送选定的图像］时，还可以在发送图像用确认屏幕上选择

要发送图像的尺寸。

1  选择［调整图像尺寸］。
在发送图像用确认屏幕上，按<V>

键选择［调整图像尺寸］，然后按

<0>。

2 选择图像尺寸。
按<V>键选择图像尺寸，然后按

<0>。

3 发送图像。
按<V>键选择［发送］，然后按

<0>发送图像。

缩小要发送图像的尺寸

只调整较选定图像尺寸大的图像的尺寸。

无法调整短片尺寸。

只对EOS 6D （W）拍摄的静止图像启用 ［调整为S2］和 ［调整为

S3］。发送其他相机拍摄的图像时不调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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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可将电子邮件发送到注册的目的地。每个电子邮件都会包含一个至上传

图像的相册的链接。

要注册电子邮件目的地以及指定要发送的电子邮件的标题和文本时，必

须使用计算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EOS Utility使用说明书 （光
盘）。

在［上传至网络服务］屏幕上选择了

［ ］（电子邮件）时，会显示［发

送至］屏幕。

从注册的目的地列表中选择目的地并

按<0>。

发送图像的步骤与发送图像到其他网

络服务的步骤相同。

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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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机可重新连接到已注册连接设置的网络服务。只需建立一次至接入
点的连接。不需要为每个网络服务建立新连接。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w］。
选择［w］（上传至网络服务）并按

<0>。

3 选择网络服务。
选择网络服务并按<0>。

当选择了［ ］（电子邮件）时，

会显示已注册地址的列表（第125

页）。

4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
本相机会重新连接到网络服务。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重新连接

CO
PY



127

最多可以为网络服务注册3个连接设置。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w］。
选择［w］（上传至网络服务）并按

<0>。

3 选择网络服务。
选择网络服务并按<0>。

当选择了［ ］（电子邮件）时，

会显示已注册地址的列表 （第125

页）。

4 选择［选取设置］。
选择［选取设置］并按<0>。

注册多个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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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未指定］。
选择［未指定］并按<0>。

显示连接设置屏幕。按照显示的步骤

完成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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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

可以经由无线局域网在电视机上观看相机中存储卡上的
图像。

此功能需要兼容DLNA*的电视机、游戏机、智能手机或
其他媒体播放器。在本说明书中，术语 “媒体播放器”
用于指任何这样的设备。

* DLNA∶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 （数字生活网络联盟）

请在所使用的兼容DLNA的电视机或其他设备连接到接
入点后，按照这些说明进行操作。有关设置和配置的信
息，请参阅随各设备提供的资料或联系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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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明是第5章的继续。

1 执行进一步的设置。
要结束此阶段的设置，按<V>键选

择［确定］，然后按<0>前往步骤

2。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设置名

称］并按<0>。
显示虚拟键盘（第14页）。最多可为

设置名称输入30个字符。

2 保存设置。
选择［确定］并按<0>以保存设置。
会显示［ 连接］屏幕。

到此完成了与媒体播放器进行网络连接用的设置。

配置媒体播放器通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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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媒体播放器在电视机上显示相机中存储卡上的图像。请注意，无
法显示RAW图像和短片。

请务必在媒体播放器上执行下列操作。有关详情，请参阅媒体播放器的

使用说明书。

1 在您的电视机上显示媒体播放器设置
屏幕。

使用媒体播放器功能，在电视机上显

示< EOS6D> （媒体播放器）图

标。

根据媒体播放器的不同，可能会显示

不同的图标。这种情况下，请找到标

有EOS6D的图标。

2 在媒体播放器上选择< EOS6D>
图标。

选择< EOS6D>图标会显示存储卡
的图标。选择此图标后，可以选择文

件夹和图像。

选择图像以在电视机上以较大的尺寸

显示。有关详情，请参阅媒体播放器

的使用说明书。

在电视机上显示图像

IMG_0002.JPG

IMG_0003.JPG

SD
2012/08/28

100CANON
2012/08/28

1-100
2012/08/28

IMG_0001.JPG
2012/08/28

EOS 6D

 EOS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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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退出］。
如果不显示左侧的屏幕，在相机的菜

单屏幕上选择［53］设置页下的

［Wi-Fi功能］。

选择［退出］并按<0>。

2 选择［确定］。
按<V>键选择［确定］，然后按

<0>终止连接。

终止连接

根据媒体播放器的不同，显示在电视机上的信息叠加和详细内容会有所

不同。请注意，根据媒体播放器的不同，可能不显示图像信息。

标有如 “1-100”标签的图标在所选文件夹 （***CANON）中包含以文件

编号分组的图像。

显示的图像日期信息基于添加到图像的Exif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显示的存储卡或文件夹日期信息可能是相机上设定的当

前日期。

无线局域网连接期间如果相机的自动关闭电源启用，相机会切换为待机

模式。当相机从自动关闭电源恢复工作时，无线局域网连接复原。

在相机上显示实时显示图像时，或在HDR逆光控制拍摄或多张拍摄降噪拍摄

期间，可能不会在媒体播放器上正确回放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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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机可重新连接到已注册连接设置的媒体播放器。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 ］。
选择 ［ ］（在DLNA设备上观看图

像）并按<0>。

3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在确认屏幕上，选择［确定］。

本相机会重新连接到媒体播放器。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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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为媒体播放器注册3个连接设置。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 ］。
选择 ［ ］（在DLNA设备上观看图

像）并按<0>。

3 选择［选取设置］。
选择［选取设置］并按<0>。

4 选择［未指定］。
选择［未指定］并按<0>。

显示连接设置屏幕。按照显示的步骤

完成连接设置。

注册多个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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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速控连接到无线局域网

通过速控或回放期间的速控，您可以用注册的连接目的
地设置连接到无线局域网。

无法用速控设定连接目的地设置。从菜单屏幕设定连接目的地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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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速控利用已注册了连接目的地设置的Wi-Fi功能。可以用速控利用
三种功能：［q］（连接至智能手机）、［D］（遥控 （EOS Utility））

和 ［ ］（在DLNA设备上观看图像）。

使用这些功能之前，请将模式转盘设定为创意拍摄区。

1 选择［ ］。
按<Q>按钮显示速控。

选择［ ］（Wi-Fi功能）并按

<0>。

如果［53］设置页下的［Wi-Fi］设

定为［关闭］，则无法选择该项。
连接期间，会显示左侧的屏幕。要改

变连接目的地时，选择［确定］，按

<0>终止连接，然后配置设置。

2 选择要连接的项目。
选择要连接的项目并按<0>。

尚未注册连接目的地设置的项目显示

为灰色。

3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从速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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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回放期间用速控利用已注册了连接目的地设置的Wi-Fi功能。在
回放期间可以从速控使用两个功能：［z］（在相机间传输图像）和

［w］（上传至网络服务）。

1 按<Q>按钮。
显示图像期间，按<Q>按钮。

会显示速控项目。

2 选择［k］。
选择［k］（Wi-Fi功能）并按

<0>。

如果［53］设置页下的［Wi-Fi］设

定为［关闭］，则无法选择该项。

连接期间，会显示左侧的屏幕。选择

［确定］，按<0>终止连接，然后配

置设置。

从回放屏幕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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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择要连接的项目。
选择要连接的项目并按<0>。

尚未注册连接目的地设置的项目显示

为灰色。

当选择［w］（上传至网络服务）

时，会显示选择网络服务用屏幕。选

择要连接的项目并按<0>。
当在左侧的屏幕上选择［ ］（电

子邮件）时，会显示目的地列表（第

125页）。

 4 建立连接。
选择［连接］并按<0>。

显示存储卡上的图像并且可以选择要

发送的图像。

当注册了多个连接目的地的设置时，

选择［选取设置］，选择连接目的

地，然后连接到该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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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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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网络设置如下。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选择要查看设置的项目。
按<V>或<U>键选择项目，然后

按<0>。

当选择［w］时，会显示选择网络服

务用屏幕。选择任意项目都会显示相

同设置。

连接期间

连接期间，会显示左侧的屏幕。

选择［确认设置］并按<0>以显示

设置。

检查/更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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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 更改设置

已经终止了连接时

选择连接目的地，选择［确认/更改设

置］，然后按<0>。

选择［确认设置］并按<0>以显示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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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设置时，选择第147页上的

［确认/更改设置］屏幕上显示的［更

改设置］。
会显示设定连接用屏幕。按步骤重新

配置连接设置。

要更改设置名称时，选择第147页上

的［确认/更改设置］屏幕上显示的

［更改设置名称］。

用虚拟键盘输入设置名称（第14

页）。

更改设置

更改设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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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下述步骤可以删除所有无线局域网设置。通过删除无线局域网设

置，可以防止当您将相机借给或送给他人时暴露设置信息。

1 选择［Wi-Fi功能］。
在［53］设置页下，将［Wi-Fi］设

定为［启用］，然后选择［Wi-Fi功

能］。

2 按<B>按钮。
会显示一般设置屏幕。

3 选择［清除Wi-Fi设置］。

按<V>键选择［清除Wi-Fi设置］，
然后按<0>。

4 选择［确定］。
选择［确定］并按<0>。

［Wi-Fi功能］的设置被清除，会重新
出现菜单屏幕。

清除无线局域网设置

执行 ［54］设置页下的 ［清除全部相机设置］不会清除 ［Wi-Fi功能］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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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当本相机与某些类型的计算机配合使用时，Ad hoc模式下的传输速

度可能会变得极慢。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最近的佳

能快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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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液晶显示屏上的<k>或<l>闪烁时，按照如下操作之一显示错

误内容。然后，请参阅本章中显示的示例排除导致错误的原因。

在［53］设置页下，选择［Wi-Fi］9 ［一般设置］9 ［错误详

情］，然后按<0>。

在［53］设置页下，选择［Wi-Fi］并按<0>。

单击下表中的错误号以跳转到相关页。

针对错误信息的对策

11（第153页） 12（第153页）

21（第153页） 22（第154页） 23（第155页）

61（第156页） 62（第156页） 63（第157页） 64（第157页） 65（第157页）

66（第158页） 67（第158页） 68（第158页） 69（第159页）

91（第159页）

101（第159页） 102（第159页） 103（第160页） 104（第160页） 105（第160页）

106（第160页） 107（第160页） 108（第161页） 109（第161页）

121（第161页） 122（第161页） 123（第161页） 124（第161页） 125（第162页）

126（第162页） 127（第162页）

141（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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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错误信息的对策

在［q］的情况下，EOS Remote是否在运行？

用EOS Remote建立连接（第37、78页）。

在［l］的情况下，打印机的电源是否接通？

接通打印机的电源。

配对软件是否在运行？

启动配对软件并按照说明重新建立连接（第95页）。

相机和接入点是否设定为使用相同的认证用密钥？

当加密的认证方式设定为［开放系统］时，如果密钥不匹配，会

发生此错误。

该设置区分大小写字母，因此请检查大小写字符。请确保在相机

上输入了正确的认证用密钥（第69、117页）。

目标设备和接入点的电源是否接通？

接通目标设备和接入点的电源。

需要在相机上查看的内容 

在相机上，IP地址设定为［自动分配］。此设置正确吗？

如果没有使用DHCP服务器，在相机上将IP地址设定为 ［手动设

置］后配置设置 （第59、64、70、109、113、118页）。

需要在DHCP服务器上查看的内容

DHCP服务器的电源是否接通？

接通DHCP服务器的电源。

DHCP服务器有充分的地址用于分配吗？

增加由DHCP服务器分配的地址数目。

从网络中移除由DHCP服务器分配了地址的设备，以减少正在使

用的地址数目。

11：未找到连接目标

12：未找到连接目标

21：DHCP服务器没有分配地址CO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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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服务器正常工作吗？
查看DHCP服务器设置以确认其作为DHCP服务器正常工作。

如果需要的话，请向您的网络管理员咨询以确保DHCP服务器处

于可利用状态。

需要在相机上查看的内容 

在本相机上，DNS服务器的IP地址设置与服务器的实际地址相匹

配吗？

配置本相机上的IP地址，使其与实际的DNS服务器地址相匹配

（第59、64、70、109、113、118、166页）。

需要在DNS服务器上查看的内容

DNS服务器的电源是否接通？

接通DNS服务器的电源。

DNS服务器上的IP地址和相关名称设置正确吗？

在DNS服务器上，确认所输入的IP地址和相关名称正确。

DNS服务器正常工作吗？

查看DNS服务器设置以确认其作为DNS服务器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
如果需要的话，请向您的网络管理员咨询以确保DNS服务器处于
可利用状态。

22：DNS服务器没有响应

对错误信息21 - 23采取的措施

当对编号为21 - 23的错误采取措施时，也请查看下述项目。

相机和接入点是否设定为使用相同的认证用密钥？
当加密的认证方式设定为 ［开放系统］时，如果密钥不匹配，会发生此错误。

该设置区分大小写字母，因此请检查大小写字符。请确保在相机上输入了正确

的认证用密钥 （第 69、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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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错误信息的对策

需要在网络整体上查看的内容
您的网络是否包含一个作为网关工作的路由器或类似设备？

如果需要的话，请向您的网络管理员咨询网络网关地址，并在相

机上输入该地址 （第59、64、70、109、113、118、166页）。

请确保在包括相机在内的所有网络设备上正确地输入了网关地址

设置。

需要在相机上查看的内容 

相机网络上的另一台设备是否正在使用与相机相同的IP地址？

改变相机的IP地址以避免与网络上的另一台设备使用相同的地

址。或者改变具有重复地址的设备的IP地址。

在使用DHCP服务器的网络环境中，如果相机的IP地址设定为

［手动设置］，请将该设置更改为［自动设置］（第59、64、

70、109、113、118页）。

23：重复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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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任何障碍物阻挡相机和接入点的天线之间的视线？

将接入点的天线移动到能从相机的视点清楚看到的位置 （第164

页）。

需要在相机上查看的内容

相机上的SSID设置是否与接入点的设置相匹配？

查看接入点的SSID，然后在相机上设定相同的SSID （第68、

116页）。

需要在接入点上查看的内容

接入点的电源是否接通？
接通接入点的电源。

如果对MAC地址进行过滤，所使用相机的MAC地址是否已在接入

点中注册？

请在接入点中注册所使用相机的MAC地址。可在［一般设置］屏

幕上查看MAC地址（第149页）。

需要在无线局域网终端上查看的内容

附近是否有Ad hoc通信用无线局域网终端？

在相机附近设置Ad hoc通信用无线局域网终端。

61：没有找到选择的SSID无线局域网网络

62：无线局域网终端没有响应CO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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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错误信息的对策

相机和接入点是否设定为使用相同的认证方式？

相机支持以下认证方式：［开放系统］、［共享密钥］、［WPA-

PSK］和 ［WPA2-PSK］（第68、116页）。

当使用AirPort以基础结构模式通信时，不支持［开放系统］。在

相机上配置［共享密钥］（第68、116页）。

相机和接入点是否设定为使用相同的认证用密钥？

该设置区分大小写字母，因此请检查大小写字符。请确保在相机

和接入点上输入了正确的认证用密钥（第69、117页）。

如果对MAC地址进行过滤，所使用相机的MAC地址是否已在接入

点中注册？

请在接入点中注册所使用相机的MAC地址。可在［一般设置］屏

幕上查看MAC地址 （第149页）。

相机和接入点是否设定为使用相同的加密方式？

相机支持以下加密方式：［WEP］、［TKIP］和［AES］（第

68、116页）。

如果对MAC地址进行过滤，所使用相机的MAC地址是否已在接入

点中注册？

请在接入点中注册所使用相机的MAC地址。可在［一般设置］屏

幕上查看MAC地址 （第149页）。

是否有任何障碍物阻挡相机和接入点的天线之间的视线？

将接入点的天线移动到能够从相机的视点清楚看到的位置（第

164页）。

63：无线局域网认证失败

64：无法连接到无线局域网终端

65：无线局域网连接已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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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种原因无线局域网连接已中断，并且无法复原连接。
可能原因如下：从其他设备对接入点进行了过度访问、正在附近

使用微波炉或类似电器 （干扰IEEE 802.11b/g/n （2.4 GHz波

段）的信号）、或受到雨天或高湿度的影响（第164页）。

相机和接入点是否设定为使用相同的认证用密钥？

该设置区分大小写字母，因此请检查大小写字符。请确保在相机

和接入点上输入了正确的认证用密钥 （第69、117页）。

相机和接入点是否设定为使用相同的加密方式？

相机支持以下加密方式：［WEP］、［TKIP］和［AES］（第
68、116页）。

如果对MAC地址进行过滤，所使用相机的MAC地址是否已在接入

点中注册？

请在接入点中注册所使用相机的MAC地址。可在［一般设置］屏

幕上查看MAC地址（第149页）。

您是否以指定的时间长度按住了接入点的WPS（Wi-Fi保护设置）

按钮？

按照接入点的使用说明书中指示的时间长度按住WPS按钮。

您是否试图在接入点附近建立连接？

尝试在双方设备的通信范围内建立连接。

66：无线局域网密钥错误

67：无线局域网加密方式错误

68：无法连接到无线局域网终端。请从头开始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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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错误信息的对策

其他接入点正在以 Wi-Fi 保护设置（WPS）的按键式按钮连接模式

（PBC模式）进行连接。

请稍候片刻后尝试建立连接，或尝试以PIN代码连接模式（PIN模式）

建立连接（第62、111页）。

发生了错误号11至69以外的问题。

关闭相机的电源开关后打开。

是否在另一台相机上也执行了在相机间建立连接用的操作？

请在另一台相机上也执行在相机间建立连接用的操作。
当重新连接已注册连接设置的相机时，请在两台相机上执行重新连

接操作。

是否有多台相机正在尝试连接？

本相机一次只能连接一台相机。确认附近没有其他相机正在尝试

建立连接，然后重试连接。

两台相机是否都在尝试发送数据？

相机无法同时接收和发送数据。只使用一台相机发送数据，并在

所有当前发送的数据已被接收后再发送数据。

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是否有充足的空间？

查看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更换存储卡或确保充足的

可利用空间，然后重新尝试向相机发送数据。

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是否被锁定？

查看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解除锁定，然后重新尝试

向相机发送数据。

69：找到多个无线局域网终端。无法连接。请从头开始重试。

91：其他错误

101：无法建立连接

102：无法发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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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的文件夹编号是否为999，文件编号是否
为9999。

无法自动创建文件夹或文件名。更换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

储卡，然后重新尝试发送数据。

存储卡是否正常工作？

更换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然后重新尝试发送数据。

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是否已做好接收数据的准备？

查看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的电池和连接状态，然后重新尝试发送

数据。

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是否有充足的空间？

查看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更换存储卡或确保充足的

可利用空间，然后重新尝试发送数据。

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是否被锁定？

查看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解除锁定，然后重新尝试

发送数据。

查看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的文件夹编号是否为999，文件编号是否

为9999。

无法自动创建文件夹或文件名。更换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

储卡，然后重新尝试发送数据。

存储卡是否正常工作？

更换用于接收数据的相机中的存储卡，然后重新尝试发送数据。

103：无法接收文件

104：无法接收文件。存储卡已满

105：无法接收文件。存储卡的写保护开关设置为锁定

106：无法接收文件。文件夹和文件编号已达最大值

107：无法接收文件。无法访问存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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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错误信息的对策

目标相机是否已终止了连接？

查看连接状态并重新连接相机。

在相机间连接期间，发生了错误101至108中所描述以外的问题。

重新连接相机。

目标网络服务器没有充足的可用空间。

删除网络服务器上不需要的图像，查看网络服务器上的可用空

间，然后重新尝试发送数据。

是否已在CANON iMAGE GATEWAY上删除了相机上注册的网

络服务？
用接口电缆连接相机和计算机，并用EOS Utility重新配置网络服

务设置 （第105页）。

您是否更改了登录至CANON iMAGE GATEWAY用的名称或密

码？

用接口电缆连接相机和计算机，并用EOS Utility重新配置网络服

务设置 （第105页）。

路径证书已过期或无效。

用接口电缆连接相机和计算机，并用EOS Utility重新配置网络服

务设置 （第105页）。

108：已断开

109：发生了错误

121：服务器上的可用空间不足 

122：连接至计算机并使用附送软件校正网络服务的设置

123：无法登录至网络服务。连接至计算机并使用附送软件校
正设置。

124：SSL证书无效。连接至计算机并使用附送软件校正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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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连接了网络？

查看网络的连接状态。

正在维护CANON iMAGE GATEWAY或负载暂时过于集中。

稍后重新尝试连接网络服务。

在连接到网络服务期间，发生了错误121至126以外的问题。

重新尝试连接网络服务。

打印机是否正在进行打印处理？

打印处理结束后，重新连接到打印机。

是否有其他相机连接到打印机？
终止打印机与其他相机的连接后，重新连接到打印机。

125：请检查网络设置

126：无法连接至服务器

127：发生了错误

141：打印机正忙。尝试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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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机发生问题，请先参阅本故障排除指南。如果本故障排除指南无
法解决问题，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最近的佳能快修中心。

将［Wi-Fi］设定为 ［关闭］。如果［Wi-Fi］设定为［启用］，即

使经由接口电缆将相机连接到计算机、打印机、GPS接收器或其他

设备，也无法使用这些设备 （第17页）。

如果经由接口电缆将相机连接到了计算机、打印机、GPS接收器或

其他设备，则［Wi-Fi］无法设定为［启用］（第17页）。

如果［多重曝光］设定为［启用］，会优先多重曝光拍摄，并无法

使用Wi-Fi功能。即使 ［Wi-Fi］设定为［启用］，也会以灰色显示

Wi-Fi功能选项并无法利用该功能。

故障排除指南

无法通过电缆连接使用计算机、打印机、GPS接收器或

其他设备。

［Wi-Fi］无法设定为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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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无线局域网使用相机时，如果传输率下降、连接中断或发生了其
他问题，请尝试下列校正措施。

在室内使用时，请在与进行拍摄的同一房间内安装设备。

在高于相机的高度安装设备。

在设备和相机之间不会有人或物体遮挡的位置安装设备。

尽可能在靠近相机的位置安装设备。请特别注意，在不良天气下于

室外使用时，雨水可能会吸收无线电波，导致连接中断。

如果受下述电子设备的影响而导致无线局域网的传输率下降，请停止使

用这些设备或远离这些设备建立连接。

本相机使用2.4 GHz波段的无线电波经由IEEE 802.11b/g/n的无线

局域网通信。出于这个原因，如果附近有使用相同频率波段工作的

微波炉、无绳电话、麦克风或类似设备，则无线局域网传输率可能

会下降。

如果在附近使用与相机频率波段相同的Wi-Fi设备，无线局域网的传输

率可能会降低。

将多台相机连接到一个接入点时，请确保相机的IP地址各不相同。

将多台相机连接到一个接入点时，传输率会下降。

有多个IEEE 802.11b/g/n （2.4 GHz波段）接入点存在时，请在

每个无线局域网频道间留出4频道的间隔，以减少无线电波干扰。

例如，使用频道1、6和11；频道2和7或频道3和8。

无线局域网注意事项

接入点和天线安装位置

附近的电子设备

有关使用多台相机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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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局域网注意事项

无线局域网无线电波很容易被截获。出于这个原因，建议您在接入

点设置中激活加密通信。

当［53］设置页下的［Wi-Fi］设定为［启用］时，接口电缆连

接无效。将其设定为［关闭］，然后连接接口电缆。

当经由接口电缆将相机连接到计算机、打印机或任何其他设备时，

无法更改［Wi-Fi］的设置。更改任何设置之前，请拔下接口电

缆。

当［53］设置页下的［Wi-Fi］设定为［启用］时，无法用Eye-

Fi卡进行图像传输。

当［53］设置页下的［Wi-Fi］设定为［启用］时，短片拍摄无

效。

安全

用接口电缆连接

使用Eye-Fi卡

短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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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Windows ［开始］按钮9［所有程序］9［附件］9 ［命令提

示符］。输入ipconfig/all并按<Enter>键。

显示分配给计算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DNS服务器信息。

为了避免使用与计算机和其他网络上的设备相同的IP地址，在第59、

64、70、109、113和118页中介绍的处理中配置分配给相机的IP地址

时，请改变最右边的数字。

在Mac OS X中，打开［终端］应用程序，输入ifconfig -a，并按

<Return>键。在［en0］项目中的［inet］旁边显示分配给计算机的IP

地址，其格式为***.***.***.***。

为了避免使用与计算机和其他网络上的设备相同的IP地址，在第59、

64、70、109、113和118页中介绍的处理中配置分配给相机的IP地址

时，请改变最右边的数字。
* 有关 ［终端］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Mac OS X帮助。

检查网络设置

Windows

Mac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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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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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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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无线局域网

符合标准： IEEE 802.11b

IEEE 802.11g

IEEE 802.11n

传输方式： DS-SS调制 （IEEE 802.11b）

OFDM调制 （IEEE 802.11g、IEEE 802.11n）

传输范围： 约30米

* 在传输和接收天线之间没有障碍物，并且没有无线电干
扰时

* 无线局域网接入点上装有大型高性能天线时
传输频率 （中央频率）：

连接方式： 基础结构模式*、Ad hoc模式、相机接入点模式

* 支持Wi-Fi保护设置
安全： 认证方式：开放系统、共享密钥、WPA-PSK、

WPA2-PSK

加密：WEP、TKIP、AES

9网络功能

在相机间传输图像： 传输一张图像

 传输所选图像

传输调整尺寸的图像  

连接至智能手机： 可以用智能手机观看、控制和接收图像。

用智能手机遥控控制相机 

用EOS Utility进行遥控操作：可以经由无线局域网使用EOS Utility的遥控功能和图像观

看功能。

从Wi-Fi打印机打印： 可将要打印的图像发送到支持DPS over IP的打印机。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可将相机中的图像发送到CANON iMAGE GATEWAY。

可将链接发送到Facebook、Twitter或电子邮件地址。

将相机中的短片发送到YouTube。

用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 可使用兼容DLNA的媒体播放器观看图像。

 上述所有规格都基于佳能测试标准。

规格

频率 频道

2412至2462 MHz 1至11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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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数字和字母

CANON iMAGE GATEWAY ......104
DLNA ............................................131
DNS地址 .....59, 64, 70, 109, 113, 118
EOS Remote...............32, 37, 55, 78
EOS Utility ....................................93
Eye-Fi卡..........................................17
iOS ...........................................32, 55
IP地址 .........58, 63, 70, 108, 112, 118
MAC地址 ..............56, 76, 94, 95, 106
PictBridge ................................45, 87
PIN代码连接模式 ....................62, 111
Wi-Fi保护设置 .........................56, 106
WPS .......................................56, 106
YouTube ......................................120

A

按键式按钮连接模式 ...............57, 107
安卓...........................................32, 55

C

查看设置 .......................................146
重新连接

..........26, 39, 51, 80, 91, 99, 126, 135

D

打印...........................................45, 87
电缆.................................................17
电子邮件 .......................................125

F

发送图像 .................................22, 120

G

更改设置 .......................................148
更改设置名称 ..........................28, 148
观看图像 .......................................131

故障排除指南................................ 151

J

将图像发送到网络服务 ................. 103
键盘 ................................................ 14
基础结构模式...................... 58, 62, 67
接入点加密 ............................. 68, 117

K

可查看的图像............................ 40, 81

L

连接到智能手机 ........................ 31, 75

M

媒体播放器 ................................... 131

N

昵称 ................................................ 12

Q

清除设置 （无线局域网）.............. 149

S

速控 .............................................. 139
缩小图像尺寸.......................... 25, 124

W

网关 ............ 59, 64, 70, 109, 113, 118
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55, 106

X

相机接入点模式 ........................ 33, 46

Y

遥控操作 ......................................... 93
遥控拍摄 ............................. 37, 78, 98
隐藏功能 ................... 57, 62, 107, 111
用Wi-Fi打印机打印图像 ............ 4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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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Z

在相机间传输图像 ...........................19
注册打印机................................52, 92
注册接入点......................................55
注册计算机....................................100
注册媒体播放器.............................136
注册相机 .........................................27
注册智能手机 ............................43, 84
注意事项 （无线局域网）..............164
自动关闭电源 ..................................15
子网掩码 .....59, 64, 70, 109, 11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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