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Sony推出全新音樂影片攝錄機 HDR-MV1配備Wi-Fi 功能
攝錄及分享具 Hi-Fi 立體聲的全高清影片






媲美錄音室質素的 Linear PCM 音效質素，輕易收錄現場音樂表演、試唱聲帶和綵排片段
具備卓越的廣角鏡頭和高感光度，低光環境可拍攝優質全高清影片
透過 Wi-Fi 或 NFC 以 One Touch 功能快速輕鬆分享影片

香港‧2013年9月13日 – Sony宣佈推出全新音樂影片攝錄機HDR-MV1，將清晰銳利的全高清影片
融合媲美錄音室質素的音效，讓用戶攝錄及分享每個精彩表演。
纖巧便攜的 HDR-MV1 適用於收錄樂隊彩排、練習和現場演奏，成為收錄合唱、獨唱及樂器演
奏的最佳夥伴。相比於使用手機拍攝的較低質素片段，HDR-MV1 攝錄全高清影片及未經壓縮的
立體聲是一項大改進。當完成拍攝後可輕易無線連接至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即時上載影片至社
交網站。
無論是收錄長笛聲或拍攝樂隊表演，HDR-MV1以Sony享負盛名的高質素 音效 捕捉每個音樂細
節；外置於機身上的高質素120度X-Y立體聲麥克風，確保收錄極致逼真的深度和音頻。螢幕上
的儀錶顯示方便用戶檢查和調整麥克風的音量，以確保錄音清晰和保持原音，而其限制器更提供
專業的優化功能，在音量增高時發出信號以確保音量適中。此外，用戶可將外置麥克風或樂器連
接至攝錄機，以捕捉真正原音的表演。
若毋須拍攝影片，HDR-MV1可提供獨立錄音功能，其Linear PCM音效質素能確保免壓縮的純淨
音質，音效表現比CD更佳。用戶亦能選擇以兼容網絡的ACC格式錄音，方便快速上載至互聯
網，HDR-MV1並附設輕便的揚聲器以便即時播出錄音。
HDR-MV1 音樂影片攝錄機將清晰響亮的音效融合優美的畫質。無論在狹窄的排練室或廣闊的舞
台上，其 120 度廣角蔡司鏡頭能拍攝整個場景，可盡錄樂隊每位成員的演奏。即使在昏暗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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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排練室，其背照式 Exmor R™ CMOS 影像感測器亦可拍攝細緻自然的全高清影片，將影像雜
訊減至最低。
影片的聲音和畫面不一致會令所拍攝的表演打折扣，而 HDR-MV1 的「對音同步」(lip sync)功能
令音樂與畫面實時配合以避免誤差。
內置 Wi Fi 功能讓用戶在表演結束後，即時連接 HDR-MV1 至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上載影片，或
透過連接至 NFC 兼容的 Android 裝置以 One Touch 功能分享影片，甚至可用手機作遙控器控制
錄影及在螢幕上檢查攝錄機的角度。
用戶可從 Sony 網站下載 MVR Studio 軟件 (PC 及 Mac) ，方便編輯、修飾及上載錄音，亦可選擇
LCS-MVA 軟身攝錄機袋，確保攝錄機在公開演出或旅途上獲得保護。
Sony 全新音樂影片攝錄機 HDR-MV1 將於 2013 年 12 月上旬開始發售，售價將於稍後公佈。
Sony 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
顧客凡購買全新音樂影片攝錄機 HDR-MV1，即可選購 Sony 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享用當
中一系列服務及優惠，包括：(i) 延長產品保用；(ii) 50%折扣享用增值服務(包括：影像回復及維
修機件收送服務等)；以及(iii) 20%折扣享用 Sony Studio 服務。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計劃
(Handycam® 數碼攝錄機)：(i) 延長一年本地保用：HK$390, (ii) 延長二年本地保用：HK$700。有
關 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之詳情，請瀏覽 http://www.sony.com.hk/premium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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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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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音樂影片攝錄機 HDR-MV1 的產品規格：
HDR-MV1
型號
影像感測器
1/2.3 吋 (7.77 毫米) 背照式 Exmor R™ CMOS 感測器
BIONZ® 影像處理器
錄音
麥克風最高輸入水平: 120dB SPL
記憶卡
Memory Stick Micro™ (Mark 2), Micro SD/SDHC/SDXC 記憶卡 (Class
4 或更高)
MP4: MPEG-4 AVC/H.264
視頻格式
MP4: 1920x1080 30p
錄像模式 (像素)
MP4: 1280x720 30p
錄像數值 (平均比特率
1080+AAC LC : 約 16.2Mbps
/VBR)
720+AAC LC : 約 6.2Mbps
1080+Linear PCM : 約 17.6Mbps
720+Linear PCM : 約 7.6Mbps
線數模式
MP4: 30p, 逐行掃描
音訊格式
錄像模式 (MP4):
MPEG-4 AAC-LC 2 聲道
MPEG-4 Linear PCM 2 聲道 (48kHz/16bit)
錄音模式：
Linear PCM (WAV)
麥克風/ 揚聲器
單向式, 120-度 X/Y 軸立體聲
單聲道揚聲器
麥克風等級控制: 有 (31 級)
光學/ 鏡頭
Carl Zeiss® Tessar® 蔡司鏡頭, F2.8
對焦距離
f=2.5 毫米
120°
視角
對焦距離 (相等於 35 毫
f=18.2 毫米
米錄像模式)
最少對焦距離
約 30 厘米
測光模式
多重測光
曝光設定
自動/ 手動 (功能表)
低光模式 : 有
場景模式
自動/夜景/日落及日出/煙火/風景/射燈/海灘/雪地
逆光補償
有 (自動)
降噪
有
白平衡模式
自動/一按式/室外/室內
最低流明度
標準:9 lux (1/30 快門)
低光:4.5 lux (1/30 快門)
1/30 - 1/10,000
快門速度自動控制範圍
屏幕顯示標誌
智合拍自動狀況/ 錄影/播放/媒體編輯/ 錄影狀況/ 錄影模式/ 靜態影像
品質(1080/720)/ 拍攝模式狀況/ 電池/ 音量等級指標/音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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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屏幕顯示器
Wi-Fi (內置)

NFC

介面

尺寸 (約) (闊 x 高 x 深 包
括隨機電池)
重量 (約)
隨附配件

(LPCM/AAC LC)
6.7 厘米(2.7 吋) Clear Photo LCD™ 顯示器 (230K) 闊(16:9)
覆蓋率: 100%
IEEE 802.11b/g/n (2.4GHz 頻段)
傳送至智能電話(只適用於影片)
於智能電話上控制
有 (兼容 NFC forum Type 3 Tag)
One Touch remote (一觸遙控)
One Touch sharing (一觸分享) ( 只適用於影片)
HDMI 輸出(micro)(另購)
Multi/Micro USB 端子
BRAVIA Sync
耳筒插孔: 迷你立體聲插頭
線性輸入 (模擬音訊): 迷你立體聲插頭
麥克風輸入: 與線性輸入 (模擬音訊)共享
約 116.5 毫米 (闊)×70.5 毫米 (高)×27 毫米 (深)
約 165 克(NP-BX1 (包括隨機電池))
充電池 (NP-BX1) (1)
micro USB 線 (1)
鏡頭蓋 (1)
機身繩 (1)
"操作指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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