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Sony 全新輕巧 4K Super35 PXW-FS5 專業攝錄機帶來手持拍攝新體驗

讓專業攝影師於任何角度或地方拍攝不同風格的影片，發揮無盡創意





超輕巧機身僅 0.8 千克，令手持拍攝更富彈性
帶來具創意的演譯表現，包括 4K 拍攝及 240fps 全高清快速攝影
備有多款拍攝應用程式及豐富的網絡功能

香港‧2015 年 10 月 7 日 – Sony 今天為專業攝錄機系列增添全新輕巧 PXW-FS5 型號，帶來優越
的創意功能及富彈性的拍攝方法。PXW-FS5 的抓拍功能讓攝影師在最具挑戰的情況下輕鬆地進
行流動拍攝，並提供令人讚嘆的畫質及創意功能。秉承著 PXW-FS7 攝錄機的成功，全新 PXWFS5 能為活動拍攝以至企業及網上影片拍攝等專業應用提供優質影像。
Sony 考慮到用戶的需要而應用人體工學設計於 PXWFS5 的機身。0.8 千克輕巧機身是理想的重量平衡以確保
穏定性，而用戶即使全日手持拍攝仍感舒適。攝錄機適
用於多種不同的拍攝環境，甚至可安裝在飛行攝錄器
上。方便易用的一觸可轉動手柄讓用戶於不同的情況進
行拍攝，並能輕易操控所有主要控制以提升拍攝的彈
性，即使由低角度即時轉為高角度拍攝亦輕而易舉。用
戶更可將 3.5 吋 LCD 顯示屏附設在手柄上不同位置或機
身，令手持操作更輕鬆及更切合用戶的拍攝需要。
全新專業攝錄機配備 Super35 Exmor™ CMOS 影像感測
器帶來高達 1,160 萬像素及 930 萬有效像素解像度，讓
用戶可進行 4K XAVC 高解像度拍攝，體現無盡的創意
表達方式，所拍攝的細緻清晰影像質素，即使一般高清

感測器亦未必可及。高感光度及大感測器能拍攝美麗的散景效果，增加於昏暗環境的感光度並減
低影像雜訊，從而締造震撼的影像質素。高幀率拍攝能拍攝 10bit 4:2:2 全高清及多至 8 秒高幀率
達 240fps，亦能拍攝 1/10 倍超慢動作影片而不會犧牲影像質素。
PXW-FS5 為全球首部*Super35mm 攝錄機內置電子漸進式濾光鏡，進一步擴闊大感測器的景觀深
度表現及加強曝光控制的彈性，讓用戶盡情發揮創作潛能。專業攝影師更能藉著攝錄機的便攜
性，將他們的作品注入高質素電影感。PXW-FS5K 連鏡頭套裝提供的輕巧 E 鏡頭 PZ 18-105mm
F4 G OSS (SELP18105G) 方便用戶在高難度的位置拍攝所需畫面，單手亦可操作變焦。
除了相容的 E-Mount 鏡頭之外，PXW-FS5 能透過轉接環接駁不同的 SLR 鏡頭，如 Sony α 接環鏡
頭系統兼容 Sony 或第三方的鏡頭，提供極大兼容性以切合不同環境的需要。α 接環系統及其優
化介面包含 3G-SDI、HDMI 輸出及雙 SD 卡插槽。PXW-FS5 亦配備 Wi-Fi 及有線 LAN 線端子，
提供更多的網絡功能如檔案傳輸及串流傳輸。而將來的韌體升級亦將提供 RAW 檔輸出。
全球影片比賽贏取 PXW-FS5
Sony 現為電影製作人提供贏取全新 PXW-FS5 的機會。此比賽的全球參加者需遞交一段兩分鐘以
「沒有局限」(“No More Limits”) 為題的短片，比賽評審準測將以創新性、獨特性及拍攝難度作
評分標準。
參加者需於 10 月 31 日前將合規格的作品上載至 Youtube 上 Sony 專業網站。由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間於 Youtube 獲得最多喜愛的短片將被列入地區性入圍名單，再於 12 月上旬由 Sony
獨立認可專家於此名單內選出他們的喜愛作品，成為 12 月上旬獨立線上研討會的一部份。每位
地區性的優勝者將贏取 Sony a7S 相機一部，而進入最終全球決賽者可爭奪 PXW-FS5。最後優勝
者將於線上研討會中公佈。有關比賽資料及規則，請瀏覽 http://bit.ly/1iy6cMR
Sony 全新 4K Super35 PXW-FS5 專業攝錄機將於 10 月中旬接受預訂，售價港幣 53,390 元 (淨機
身) ，另有 PXW-FS5K 連鏡頭套裝 (E 鏡頭 PZ18-105mm F4 G OSS (SELP18105G))同時接受預
訂，售價港幣 58,080 元。
*根據 Sony 以 Super35mm 及電子漸進式濾光鏡進行的調查。
如 欲 獲 取 更 多 PXW-FS5 相 關 資 訊 ， 請 前 往 以 下 網 址 ： http://pro.sonyasia.com/pro/lang/en/hk/product/broadcast-products-camcorders-digital-motion-picture-camera/pxwfs5/overview/
顧客查詢，請致電 Sony 銷售及服務熱線：(852) 2345-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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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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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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4K Compact Super35 PXW-FS5 專業攝錄機的技術規格:
型號
系統
重量
體積(闊 x 高 x 深)
電壓要求
耗電量 (操作)
工作温度
存放温度
運作時間

鏡頭
鏡頭接口
拍攝
影像感測器
有效像素
內置光學瀘鏡

PXW-FS5
約 830g (淨機身) 約 2.2kg (配備 SELP18105G 及遮光罩[另購], BPU30 電池, 大眼罩, lcd 屏幕, 手把, 手腕帶)
約 111.3 x 128.7 x 172.4 mm (機身及投影部份)
DC 14.4V (電池) / DC 12.0V (AC 轉換器)
NTSC: 約 11.8W, PAL: 約 11.5W (LCD 關閉下錄影, 當不使用外置
裝置接駁時開啟 EVF)
0°C to 40°C (32°F to 104°F)
20°C to +60°C (-4°F to +140°F)
BP-U30 電池: 約 2 小時 10 分鐘 (LCD 開啟下錄影, 當不使用外置
裝置接駁時關閉 EVF)
BP-U60 電池: 約 4 小時 20(LCD 開啟下錄影, 當不使用外置裝置接
駁時關閉 EVF)
BP-U90 電池: 約 6 小時 50 分鐘 (LCD 開啟下錄影, 當不使用外置
裝置接駁時關閉 EVF)
E-mount

Super35 type Single-chip Exmor CMOS
3840 (H) x 2160 (V)
OFF: Clear, 1: 1/4 減光, 2: 1/16 減光, 3: 1/64 減光 線性漸進式減光
鏡 (約 1/4 減光 to 1/128 減光)
感光度(2000 lx, 89.9% 反射比) 視頻伽瑪: T14 (3840 x 2160/23.98p mode 3200K)
ISO 感光度
ISO 3200 (S-Log3 伽瑪 )
最低照度
0.16Lux [60i] (IRIS F1.4, 自動增幅, 快門速度 1/24) 0.18Lux [50i]
(IRIS F1.4, 自動增幅, 快門速度 1/25)
57 dB (Y) (typical)
視頻訊噪比
快門速度
1/8 to 1/10000 秒 (60i) 1/6 to 1/10000 秒(50i/24p)
慢動作及快動作攝影
[30p]:2160p: 可選擇幅數 1.2.4.8.15.30 fps [25p]:2160p: 可選擇幅數
1.2.3.6.12.25 fps [60i]:1080p: 可選擇幅數 1.2.4.8.15.30,60 fps [50i]:
1080p: 可選擇幅數 1.2.3.6.12.25,50 fps
超慢動作攝影
[60i] 可選擇幅數 120, 240, 480, 960 fps [50i] 可選擇幅數 100, 200,
400, 800 fps
白平衡
預設(3200K), Memory A, Memory B/ATW
0,3,6,9,12,15,18,24,27,30dB,AGC
增益
伽瑪曲線
可選擇
輸入／輸出
音效輸入
XLR-type 3 針(母) (x2),可選擇 line/mic/mic +48 V
影片輸出
併合至 Multi/Micro USB 插孔, 複合 1.0Vp-p, 75Ω
BNC type (1) (3G-SDI/HD-SDI/SD-SDI)
SDI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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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輸出
USB
耳機輸出
揚聲器輸出
直流輸入
遙控
區域網路線
顯示屏
LCD 顯示屏
觀景器
內置麥克風

HDMI 接駁器 (Type A)
Multi/Micro USB 插孔 (x1)
立體聲迷你插孔 (x1)
單聲道
直流電源連接器
立體聲迷你插孔 (ø2.5 mm)
100BASE-TX/10BASE-T 區域網路終端
8.8 cm (3.5 type), 約 1.56M dots
1.0cm(0.39 type)OLED 約 1.44M dots
全指向駐極體電容式麥克風

媒體
類型
Wi-Fi/NFC
支援格式
頻寛
保密
NFC

MS/SD(1),SD(1)
IEEE 802.11 b/g/n
2.4 GHz 頻寛
WEP/WPA-PSK/WPA2-PSK
符合 NFC 論壇第 3 類標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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