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Sony 推出全新可換鏡頭全高清數碼攝錄機 Handycam® NEX-VG30E
全新 NEX-VG30E 以創意締造超卓影像質素









具備 1,610 萬有效像素 Exmor™ APS HD CMOS 影像感測器
全高清 50p／25p／24p 逐行掃描影片拍攝模式
全面的手動操控及搖板式變焦桿
高對比度 XGA OLED Tru-Finder 觀景器
3 吋 XtraFine 輕觸式 LCD 顯示屏
Quad Capsule Spatial Array 立體聲麥克風收錄高質素 5.1 聲道立體聲效果
全新多介面熱靴兼容更多配件

香港‧2013 年 1 月 4 日 – Sony 今日推出全新可換鏡頭全高清數碼攝錄機 Handycam®
NEX-VG30E，讓攝影師拍攝具有卓越影像質素及無限創意的影片。
建基於 NEX-VG20E 的成功，全新 NEX-VG30E 配備高達 1,610 萬有效像素 Exmor™ APS
HD CMOS 影像感測器，較一般數碼攝錄機的影像感測器更大，讓攝影師可精確地選擇
目標對焦拍攝，並以美麗動人的散景效果襯托主體；加上高感光度可確保在低光環境下
拍攝影像，保持清晰細緻和低雜訊。
為了全面發揮先進影像感測器的卓越影像效能，NEX-VG30E 支援高解像度 50p 攝錄及
25p/24p 逐行掃描模式，配合 Cinema Tone Gamma™ / Cinema Tone Color™，用戶更可輕
易拍攝出充滿美感、仿如電影般效果的影片。同時，NEX-VG30E 亦提供多款全新創意
選項，用戶可隨意為作品加入具個人風格的修飾，而毋須進行後期製作。
無論用戶在拍攝影片或靜態影像，NEX-VG30E 可拍攝高達每秒 3 張靜態影像，質素媲
美數碼單鏡反光相機。同時，用戶亦可以 1,610 萬像素的 RAW 格式拍攝靜態影像，在
後期製作時可享更大的創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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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VG30E 具有多項 NEX-VG900E 所配備的功能，包括：XGA OLED Tru-Finder 觀景
器、全面的手動操控及搖板式變焦桿。配合 920,000 像素 Xtra Fine 3.0 LCD 顯示屏清晰
地呈現每個細節及色調值，讓用戶可準確地手動對焦，同時亦可作為操作簡易的輕觸式
屏幕。
收錄高質素音效往往需要使用獨立麥克風及錄音設備；為滿足用戶對音響方面的要求，
NEX-VG30E 內置 Quad Capsule Spatial Array 立體聲麥克風，具備四個全方位收音頭，
提供高清晰度及低雜訊的立體聲或 5.1 聲道環迴錄音功能，讓攝影師準確地收錄對話及
其他聲音。
NEX-VG30EH 鏡頭套裝附設具有 11 倍變焦範圍的優質 E PZ-18200mm (F3.5-6.3)遠攝變
焦鏡頭，配合 Optical SteadyShot 光學防震功能，用戶即使在拍攝時移動亦可保持精準的
自動對焦，而內置硬盤更是特別為拍攝影片時保持流暢和寧靜而設計。該鏡頭提供的變
焦速度變量高達 8 級以上，帶來暢順及均速的變焦效果。
對於攝影師拍攝高質素影片時，流暢變焦及簡易操控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
NEX-VG30E 機身握位上設有變焦操控鈕，配合 APS-C 影像感測器專用的特定 E-mount
鏡頭 (如 NEX-VG30EH 鏡頭套裝附送的 E PZ-18200mm 變焦鏡頭)，用戶即可輕鬆調校
光學變焦；在使用定焦鏡頭時，則可運用 32 級不同的速度，調校至高達 2 倍的變焦，
締造緩慢而流暢的專業變焦效果，一般手動變焦難以做到。
為了應付必須用上外置麥克風的特別情況，全新內置多介面熱靴讓用戶可輕鬆地裝配另
購的 XLR 轉換器 XLR-K1M，連接高性能表現的自選獨立麥克風。
此外，NEX-VG30E 支援另購的鏡頭轉接環 LA-EA2，配備半透明式反光鏡技術可兼容
Sony A-mount 鏡頭1，迎合擁有 A-mount 鏡頭的用戶需要，進一步擴闊拍攝空間。LA-EA2
亦具有高速相位偵測自動對焦功能，可有效地將移動迅速的拍攝目標保持對焦。
錄影時間只會受所使用的記憶卡所限制；隨機附送 NP-FV70 電池的運作時間長達 2 小
時以上，而可選購電池 NP-FV100 則提供長達 5 小時以上運作時間2。
Sony 全新可換鏡頭全高清數碼攝錄機 Handycam® NEX-VG30E 將於 2013 年 1 月中旬推
出。
公開預售
Sony 全新可換鏡頭全高清數碼攝錄機 Handycam® NEX-VG30E 於 2013 年 1 月 4 至 1 月
16 日，於 Sony Store 專門店、Sony Store 網上專門店 (www.sony.com.hk/store)、Sony 銷
售熱線 (852)2345-2966 及特約零售商公開預售，顧客可享以下優惠：

1

自動對焦不適用於 STF 或增距鏡頭
在正常室溫下使用完全充電的 InfoLITHIUM 電池 NP-FV100。

2

2

型號

售價

預售禮品

NEX-VG30E 淨機身

港幣 14,980 元 專 用 充 電 池
NP-FV100
(價值港幣 950 元)

NEX-VG30E 變焦鏡套 港幣 19,980 元
裝
( 機 身 連 SELP18200
Power Zoom 鏡頭)

預售優惠
- 加港幣 1,990 元可
換購專用鏡頭轉
接環 LA-EA2 (價
值港幣 2,5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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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Sony 可換式鏡頭全高清攝錄機 Handycam® NEX-VG30E 的產品規格:
型號

NEX-VG30E

類型

可換式鏡頭數碼全高清攝錄機

兼容鏡頭

Sony E 接環鏡頭系統
可選購 LA-EA2 接環配接 A 接環鏡頭

影像感測器

Exmor™ APS HD CMOS 感測器 (23.5 x 15.6 毫米)

處理器

BIONZ™ 影像處理器

有效解像度

約 1,610 百萬像素 (3:2 靜態)
約 1,360 百萬像素 (16:9 影片)

影片格式

高清: MPEG4-AVC/H.264 兼容版本 2.0 AVCHD™格式
標清: MPEG2-PS

影片記錄速率(平均比 高清: PS 約 28Mbps/ FX 約 24Mbps/ FH 約 17Mbps/
特率/VBR)

HQ 約 9Mbps/ LP 約 5Mbps
標清: HQ 約 9Mbps

影片模式

高清:1920x1080/50p, 25p, 24p, 50i (FX,FH),
1440x1080/50i (HQ,LP)
標清:720x576/50i

音效格式

Dolby® Digital 5.1 聲道, Dolby® Digital 5.1 Creator
Dolby® Digital 2 聲道立體聲

觀景器

旋轉式 OLED EVF 1.3 厘米 (0.5 吋) 配備 2359k 點,100%覆蓋率及屈光度
調校; 色溫調校

LCD 屏幕

3.0 吋 Xtra Fine LCD 屏幕 270 度旋轉式屏幕配備輕觸式操作; 光度控制;
實時顯示曝光補償及色溫; 柱狀圖; 格網線開/關

對焦系統

手動對焦, 對比自動對焦

曝光系統

由影像處理器 63 個區域測光配備多重區域測光及輕觸式重點模式;
測光敏感度由 0 至 20EV (當使用 F2.8 鏡頭 及 ISO 100);
曝光設定: 自動, 靈活重點 (輕觸式) 及 手動 (轉盤)

白平衡模式

自動/一按/室外/室內/白平衡色溫+ B-A/G-M 調校供相對模式使用

最低攝影照明度

9 lux (1/50 快門 F3.5 光圈)

手動曝光輔助

斑紋式顯示

數碼變焦

2.0 倍, 電子變焦及變焦控制桿 (可變動 / 固定最多 32 級)

自動控制範圍快門速

1/48- 1/10000 (影片 24p),

度 (每秒)

1/50- 1/10000 (其他影片),
30s-1/4000 (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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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效果

影片及靜態影像: 色調分離, 普普風, 懷舊相片, 部份色彩, 高度對比單色,
玩具相機
靜態影像: 柔焦, 縮樣

其他功能

音量等級顯示; Cinema Tone Gamma™, Cinema Tone Colour™; 轉盤控制;
面部對焦; 日期/時間標記; 動態範圍最佳化; 一按式燒錄; 單聲道揚聲器

介面

記憶卡槽; 色差/視頻輸出/S-Video 輸出; HDMI (迷你); USB 迷你-AB/高速
USB 2.0 (mass-storage/MTP) (只限於讀取); 耳機輸出 (立體聲迷你插孔);
麥克風輸入 (立體聲迷你插孔); 多介面熱靴; DC in; 遙控端子 (結合 A/V
遙控端子); A/V 遙控端子

體積 (闊 x 高 x 深)

約 91 毫米 × 130 毫米× 223 毫米(包括隨附電池)

重量

約 650 克 (淨機身)
約 1420 千克 (配備隨附鏡頭* 及 NP-FV70 電池)
*只適用於 NEX-VG30EH

隨機配件

充電池 NP-FV70;
AC 變壓器;
AV 色差線;
AV 連接線; USB 線;
機身蓋; 電池蓋; 擋風屏;
大眼蓋; CD-ROM 應用程式光碟;
遙控器;
只適用於 NEX-VG30EH : 變焦鏡頭;
(E PZ 18-200 毫米 F3.5-6.3 OSS);
遮光罩;
鏡頭面蓋;
鏡頭低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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