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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蘇宣佈推出突破性 X1D  
全球售台無反光鏡數碼中畫幅相機 

哈蘇榮幸地宣佈推出突破性X1D — 重量只有一般數碼中畫幅相機的一半，無反光鏡5000萬像素相機扭轉全球攝影藝術的

遊戲方式。

靈感源自品牌標誌性的優良設計傳統，相機符合人體工程學所需，結構緊湊，提供與眾不同的操控體驗。純手工瑞典製
造，X1D將北歐簡約的風格和完美的操作表現連結起來。

與標誌性的V系統般相若，X1D以品牌著名的方式，無縫地將流動性與完美的光學素質結合起來。哈蘇史無前例巧妙地將無
反光鏡科技帶給數碼中畫幅相機，創造出能夠置於掌中性能精密的相機。以5000萬像素CMOS傳感器捕捉細節極豐富色
彩真實自然的影像。

哈蘇行政總裁Perry Oosting在宣佈中作出的重要評價：“X1D在哈蘇75年豐富的歷史中標誌著關鍵性的轉捩點。這台相機
令中畫幅攝影藝術更為容易被新一代的哈蘇用家接觸到，同時為現存的攝影極限推向更高的新境界。”

一系列全新的專屬自動對焦鏡頭，專門設計擁有卓越的光學素質和便攜性，提供廣泛的快門速度選擇和全面的閃光燈同步
效能，速度高達1／2000秒。

重量只有725克，包含高清視頻拍攝、內置Wi-Fi和GPS系統，X1D是一台可靠的拍檔，並且適合作為旅行的夥伴。堅固的外
殼防塵和防風雨，保證可靠耐用，您可以安心地大往任何地方使用。

熱愛攝影師們所渴求的，一直是創造X1D的考慮之列，令新一代的創作人能夠輕易地接觸哈蘇的產品。適合那些想以一台
能夠置於掌中，簡單直接和易於使用的相機，去創作極高素質的中畫幅影像。
  

2016年6月22日，哥德堡

http://www.hasselblad.com
mailto:joanna%40nevillemccarthy.com?subject=Hasselblad%20launches%20the%20H6D
mailto:marketing%40shriro.com.hk?subject=
mailto:beijing-imaging%40shriro.com.hk?subject=
mailto:shanghai-imaging%40shriro.com.hk?subject=
mailto:?subject=


www.hasselblad.com

國際新聞稿查詢：Joanna Good at Neville McCarthy Associates｜電話：+44 20 7940 2900｜電郵：joanna@nevillemccarthy.com
本地新聞稿查詢：香港｜電話：+852 2524 5031｜傳真：+852 2810 6586｜電郵：marketing@shriro.com.hk
 北京｜電話：+010 8580 1923｜傳真：+010 8589 1416｜電郵：beijing-imaging@shriro.com.hk
 上海｜電話：+021 6481 9688｜傳真：+021 6387 2486｜電郵：shanghai-imaging@shriro.com.hk
 廣州｜電話：+020 3868 2959｜傳真：+020 8384 9512｜電郵：guangzhou-imaging@shriro.com.hk

編者注 :

主要功能 :

• 結構緊湊、輕巧（725克）、便攜性極高、易於使用的中畫幅相機

• 大型5000萬像素CMOS中畫幅傳感器提供多達14級的動態範圍

• 新系列的XCD鏡頭內置葉式鏡間快門；推出時備有45mm和90mm焦長可供選擇

• 兼容所有12支哈蘇專業H系列鏡頭和配件（需使用轉接器）

• 多種圖像格式可供選擇

• 高素質XGA格式電子取景器或高分辨率後方觸摸屏

• 廣闊的快門速度：由60分鐘至1／2000秒，閃光燈同步所有快門速度

• 感光度由ISO 100至25,600 

• 雙SD卡插槽、內置GPS和Wi-Fi系統

• USB 3.0 Type-C、微型HDMI、音頻輸入／輸出插口

• 防風雨和塵埃密封保護

• 高清視頻拍攝

• 通過Phocus 3.1軟件輕易地和快速地處理原碼圖像。兼容Adobe Photoshop®和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查詢其他資料請查看數據表

售價和那裡購買請瀏覽 www.hasselblad.com/hk/x1d

預約產品示範請瀏覽 www.hasselblad.com/hk/support/enquiries/demo-request

哈蘇X1D訂價為7900歐元（未含稅）／899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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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哈蘇

哈蘇成立於1941年，是一家優秀的中片幅相機和鏡頭製造商。所有哈蘇相機均在瑞典手工打造，其標誌性的人體工學設計、
無與倫比的畫質以及瑞典品質的做工和出色的性能，令其名揚四海。75年來，哈蘇相機捕捉下了一些全球最具標誌性的畫
面，包括人類首次登月，其展現的真實的攝影藝術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觀看世界的新窗口。哈蘇深受NASA和全球眾多攝影師
的青睞，將繼續再接再厲，打造出畫質無可比擬的產品，激發人們的想像力。

哈蘇H系統相機配備一系列專業鏡頭並經過獨家改良，已被公認為是當今市面上非常全面的數碼相機系統。最近，哈蘇率
先推出了整合式的中片幅相機系統，採用最新的CMOS傳感器技術。於2016年哈蘇推出的H6D相機，其使用的技術包括全
新的電子線路平台，提供極致的手工藝和圖像素質。在同年的較後時間，哈蘇將會推出全球首台無反光鏡數碼中畫幅相機 
— X1D。

哈蘇總部位於瑞典哥德堡，也是相機的手工製作地。哈蘇是一家全球品牌，在紐約、倫敦、東京、巴黎、哥本哈根和漢堡均設
有辦事處，分銷商遍佈全球各地。 

   

F更多信息，請訪問哈蘇網站 : www.hasselblad.com 
關注哈蘇 微信 : hasselbladchina
F更多信息，請訪問哈蘇網站 : www.hasselblad.com
關注哈蘇 微博 : www.weibo.com/hasselbladchina  
關注哈蘇 Instagram : www.facebook.com/hasselblad
關注哈蘇 Facebook : www.twitter.com/hasselblad
關注哈蘇 Twitter : www.linkedin.com/company/hasselblad
關注哈蘇 LinkedIn : www.linkedin.com/company/hasselblad 
關注哈蘇 YouTube : www.youtube.com/hasselblad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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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聞稿和相關的圖片可於哈蘇的在線新聞館找到 www.hasselblad.co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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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asselblad.com技術規格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規格X1D-50c

感應器類型 CMOS，5000 萬像素 (8272 × 6200 像素，5.3 × 5.3 μm)

感應器尺寸 43.8 × 32.9 mm

影像大小 靜物攝影照片：RAW 3FR 平均 65MB。TIFF 8 位元：154MB；影片：HD (1920 x 1080p)

檔案格式 靜物攝影照片：無損壓縮 Hasselblad 3FR RAW + JPEG
影片：H.264 壓縮 (25 fps)

拍攝模式 單張靜物攝影、影片

色彩解析度 16 位元；動態範圍高達 14 段

ISO 速度範圍 ISO 100、200、400、800、1600、3200、6400、12800 和 25600

儲存選項 雙 SD 卡插槽

色彩管理 Hasselblad 自然色彩解決方案

儲存容量 16GB 記憶卡，平均能儲存 240 張照片

拍攝速率 每秒 1.7 - 2.3 張

顯示器 3.0 吋 TFT 型顯示器，24 位元彩色，920K 像素；觸控功能：是，完全支援 Live View：在相機、主機和 iOS 裝置上可獲得超高
的畫格速率 (30 fps)

直方圖回饋 是 (後側顯示器)

紅外線濾鏡 安裝於感應器前方

音效提示 是

軟體 Phocus (Mac 版和 Windows 版)。符合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和 Adobe Camera Raw® 的規格

平台支援 Macintosh：OSX 10.10 版；PC：Windows 7 / 8 / 10 (僅支援 64 位元)

主機連線類型 USB 3.0 (5 Gbit/s) Type-C 接口

其他連線方式 Mini HDMI、音訊輸入/輸出

作業溫度 - 10  ̊C 到 + 45  ̊C / 14 – 113  ̊F

Wi-Fi 和 GPS 802.11a、b、g、n、ac (因區域而異)

尺寸 單純相機機身：150 x 98 x 71 mm

重量 725g (相機機身加鋰電池)

相機類型 無反光鏡大型感應器中畫幅相機

鏡頭 配備整合式鏡頭快門的 Hasselblad XCD

快門速度範圍 60 分鐘到 1/2000 秒 (XCD 鏡頭)

閃光燈同步速度 所有快門速度皆可使用閃光燈

觀景器 2.36MP XGA 電子式觀景器

對焦 利用對比度偵測自動對焦測光
隨時啟動手動對焦

閃光燈控制 自動 TTL 中央加權系統。符合 Nikon™ 規格的熱靴
輸出調整範圍：-3.0 到 +3.0 EV

曝光測光 點測光、中央加權測光與中央點測光

電源 可充電鋰電池 (7.2 VDC/3200 mAh)

http://www.hasselbla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