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Sony 推出專為影片拍攝而設的全新數碼相機 ZV-1 

輕巧的機身設計方便拍攝影片，糅合先進影像技術和簡易操作功能 

 

香港  2020年 5月 27日– Sony今日推出一款嶄新的輕便數碼相機 ZV-1（以下為“ ZV-1”），

輕巧的機身設計糅合全方位拍攝功能，帶來前所未有的攝影體驗。ZV-1 專為熱愛影片創

作的用戶及 Vlogger 而設，融合優越的影像技術及簡易快捷的操作功能，無論攝製影片的

初學者或經驗豐富的用家，ZV-1 都能滿足他們的創作需求，是日常拍攝影片的完美伙伴。 

 

ZV-1 具備 1.0 吋層疊式 Exmor RS® CMOS 影像感測器及 DRAM 芯片，配合 24-70mm[1] 

F1.8-2.8 ZEISS® Vario-Sonnar T* 大光圈鏡頭，輕易締造美麗動人的散景效果，突出主體的

輪廓和特質。ZV-1 採用 Sony 先進的自動對焦系統，拍攝時能夠快速精準地鎖定及追踪目

標。 

 

ZV-1具備最新的 BIONZ XTM 影像處理器及前端 LSI晶片，呈現超凡的影像細節及顯著的

降噪效果，確保高水平的影像質素。ZV-1 除了提供細緻出色的影像質素之外，亦都加入

多元化的音效功能。 ZV-1 是 Sony 首部輕便相機具備側翻式多角度 LCD 螢幕，即使連接

外置收音配件，用戶亦可輕鬆無阻地採用自拍模式進行拍攝。同時，ZV-1 亦具備多項先

進的攝錄功能，包括 4K影片錄製[2]和內置影像穩定技術，以滿足各項影片的需求。 

 

 

 

 

                                                           
[1] 視角（相等於 35 毫米格式） 
[2] 4K (QFHD: 3840×2160) 

https://www.sony.com.hk/zh/electronics/cyber-shot-compact-cameras/zv-1


滿足現今影片創作者的需要 

 

 

快速切換兩種背景散景效果模式 

ZV-1 新增一項簡單便利的拍攝模式，方便用戶在攝錄時能輕鬆地切換兩種背景散景效果。

當開啟該散景功能，相機快速地調整光學光圈大小從以獲得不同的淺景深背景柔焦效果，

同時保持拍攝主體清晰銳利。該散景功能按鈕設置在相機的頂部，一鍵操作簡單直接，自

拍更輕易。 

 

輕鬆將拍攝主題對焦 

使用 ZV-1 拍攝產品開箱介紹或評測影片變得更容易，藉著全新的產品展示模式，用戶在

介紹產品時，不需再將手掌放在物件後面重新對焦，ZV-1 相機能夠在主角的臉部和鏡頭

前的物件之間自然流暢地轉換對焦。 

 

這款全新便攜相機建基於 α™ (Alpha™) 和 RX系列相機的領先技術，具有先進的自動對焦

（AF）功能，可以在錄製時精準和快速地鎖定並追踪目標。該相機在錄製影片時實時眼

睛自動對焦[3]和實時追踪功能，即使身處在繁忙的環境中，仍能讓用戶透過控制自動對焦

的速度和追踪的靈敏度，在多個主體之間流暢地切換焦點。 

 

臉部優先 

藉著全新的臉部優先自動曝光（AE）功能，當用戶在一些光暗變化較大的環境下拍攝時，

例如在晴天下一邊散步一邊拍攝，然後從光亮的地方走到陰暗處，ZV-1 能夠優先檢測主

角的臉部並調整曝光級數，確保在任何環境下臉部都能展現理想的亮度。而當主角迅速離

開拍攝畫面時，這項自動曝光技術能夠有效地抑制曝光的突變，防止畫面產生過度曝光或

黑暗的情況。 

 

 

                                                           
[3] 動物專用的即時眼睛自動對焦只支援靜止影像 



 

自然亮麗的膚色 

ZV-1 運用先進的色彩科學優化皮膚色調，令人物膚色更自然悅目，特別在自拍模式下，

突出主角柔和自然的膚色。無論拍攝影片或相片時，都可以保持人物的唇部和眼睛份外輪

廓鮮明。 

 

清晰音效 

高質素的影片內容需要有清晰的音響配合，因此 ZV-1 在聲音配置上提供多種可靠靈活的

選項。 ZV-1內置 Sony最新三指向性定向麥克風，透過正向收音可以記錄清晰的人聲，同

時將背景噪音降至最低，尤其在自拍模式下拍攝時效果更為顯著。ZV-1 還具備一個標準

3.5mm 麥克風插孔（3.5mm）和多介面熱靴，可輕鬆連接各種外置麥克風。 ZV-1 還附有

一個防風罩配件[4]，將防風罩安裝在多介面熱靴上可有效減低風聲干擾。 

 

                                                           
[4] 音頻本來是通過相機的內置麥克風輸入，但是將防風罩連接到麥克風可以有效抑制風噪聲。 



ZV-1 配備 VPT2BT 及 XYST1M 

 

專為 Vlogger而設的機身設計和影片優化功能 

ZV-1 專為滿足影片創作者的各種需要而設，這款小巧輕便的相機（約 294g / 105.5mm x 

60.0mm x 43.5mm）是 Sony 首款輕便相機具有側翻式多角度 LCD 螢幕，方便用戶直接在

多介面熱靴配上外置麥克風，而無需添加額外的安裝支架，令拍攝過程更加輕鬆自在。 

 

ZV-1 機身加入一個手握柄，令用戶手持拍攝時更加舒適穩固，即使單手操作一樣輕而易

舉。相機頂部設有一顆大的影片攝錄按鈕，方便用戶快速直接地開始錄製，此外相機前方

一顆錄製燈可提示用戶正在攝錄影片中。 

 

ZV-1 亦具有出色的影像防震功能，即使在步行時手持拍攝也能確保影片清晰穩定。使用

HD（積極模式）錄製時，結合光學和電子防震可將震動減少至標準 SteadyShot™的 11 倍
[5]。而當使用 Optical SteadyShot（積極模式）光學防震拍攝 4K 影片時，穩定效果最多可

提升至標準 SteadyShot的 8倍[6]。 ZV-1兼容藍牙無線拍攝手柄 GP-VPT2BT，無線連接操

作令拍攝更加穩定順暢。 

 

領先的影音功能 

ZV-1外形雖然小巧，卻具備多項專業的影片製作功能，包括： 

 

・
‧
高位元率 XAVC S™格式[7]，具有全像素讀出無像素合併的 4K影片錄製功能 

・
‧
標準 3.5mm麥克風插孔 

・支援 Hybrid Log-Gamma (HDR)[8] /S-Gamut3.Cine/S-Log3、S-Gamut3/S-Log3 

                                                           
[5] 廣角下的影像穩定視角，主動模式 
[6] 廣角下的影像穩定視角，主動模式 
[7] 如要錄製 XAVC S 格式的影片，需有 Class 10 以上 SDHC/SDXC 卡。如為 100 Mbps 錄影，則需使用 UHS-I (U3) 或以

上記憶卡。 
[8] 透過 USB 將此產品連接到兼容 HDR（HLG）的 Sony電視以播放 HDR（HLG）影片 



・時間間隔拍攝功能[9] 方便製作精美的縮時影片[10] 

・超級慢動作[11] 錄製速度高達 960fps [12] 

・兼容“ Imaging Edge™” 流動應用程式中的“Movie Edit add-on” [13]功能，可在編輯內容時

穩定影像[14]，Highlight 功能可以編輯內容的比例配合 Instagram格式等。 

ZV-1 配合 VPT2BT 

 

ZV-1 可配合其他 Vlogger 拍片專用的外置麥克風如立體聲麥克風 ECM-XYST1M（另購）

使用，令拍攝裝置更完善。 

 

Sony 全新專為拍 Vlog 而設的輕便相機 ZV-1 將於 2020 年 6 月 5 日正式發售，售價為港幣

5,990元。 

 

公開預售: 

Sony 最新數碼相機 ZV-1於 2020 年 5月 27 日至 6月 3日 公 開 預 售， 顧 客 可 於 Sony 

Store 專 門 店、Sony Store 網 上 專 門 店 (www.sony.com.hk/store) 、Sony 銷售熱線 (852) 

2833-5129 及特約零售商訂購。用戶訂購可獲贈 128GB高速記憶卡 SF-E128 (價值港幣 399

元)，另外可以優惠價港幣 790元加購藍牙無線拍攝手柄 GP-VPT2BT (原價為港幣 1,090元) 。 

 

請瀏覽有關 ZV-1 產品規格 | ZV-1 產品影片。 

 

顧客查詢，請致電 Sony 銷售及服務熱線：(852) 2833-5129。 

 

                                                           
[9] Wi-Fi 不能在間距拍攝期間運作。 
[10] 可利用 PC製作縮時影片 
[11] 不設錄音。需要 Class 10 或以上 SDHC/SDXC 記憶卡。 
[12] 於 NTSC/PAL 模式。可透過選單切換。 
[13] 請使用最新版本 
[14] 需配合 Imaging Edge 流動裝置應用程式 

https://www.sony.com.hk/zh/electronics/cyber-shot-compact-cameras/zv-1/specificat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gm5YP5GU&list=PLL06nPE7_lzMvslpDOlqbDYykyO_Ov6c4


歡迎瀏覽 www.alphauniverse.com獲取有關新相機和 Sony其他影像產品的獨家故事和新產

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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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消費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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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