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置无线网络功能 

看见 美好瞬间由你导演



• 镜头：AF-S尼克尔300mm f/4E PF ED VR • 图像品质：14位RAW (NEF)  • 曝光：[M] 模式, 1/1000秒, f/5  • 白平衡：直射阳光  • 感光度：ISO 1600  • 优化校准：标准   ©Andrew Hancock



你的世界充满灵感
充满激情的摄影师和摄像师从不停止追求突破，DX格式数码单反相

机D7200助您超越自己。AF感应器模块带来的对焦性能，增加了相

机的缓冲容量，提升了连拍模式中的拍摄次数。内置无线网络功能	

（Wi-Fi)功能，可轻松地分享图片和动画，EXPEED 4影像处理器确

保图像经过良好处理，并且降低了低光照场景下的噪点。相机的多样

化功能方便了全高清动画的拍摄。尼克尔镜头和闪光灯的配合，形成了

一个紧凑、坚固、多功能的相机系统。灵活拍摄，创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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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200采用Multi-CAM 3500 II自

动对焦感应器模块，自动对焦感应器

在高 ISO感光度下具有良好的降噪能

力，在低光照场景中表现良好，-3 EV 

（ISO 100，20°C）时可使用一个中

央对焦点， -2 EV或者更低时（高于 -3 

EV）可使用其他 50个对焦点。51个对

焦点能够覆盖DX格式画面的大部分区

域，1.3×格式覆盖几乎整个画面，中央

15点十字对焦感应器提高了相机检测功

能。51个对焦点均能在 f/5.6光圈下进

行响应，一个中央对焦点兼容 f/8光圈，

使用增距镜时也能获得良好的对焦性能。

由于良好的对焦性能、宽广的自动对焦

覆盖范围以及镜头兼容性，能够轻松、

清晰地捕捉各种场景，从昏暗的室内到

户外，甚至是野外场景。

由于 EXPEED 4 的处理速度快，并

且缓冲容量有所提升，因此，D7200

能够拍摄长时间的连续镜头。能以约	

6幅 / 秒 *2的速度一次拍摄约 100张

JPEG（精细 /大尺寸）图像 *1。如果

需要加快拍摄的速度，在 1.3×切裁格

式下（JPEG或 12位 RAW），拍摄速

度可达约 7幅 / 秒 *2。相机采用了反光

板平衡装置，尽量减少反光板震动。即

使是连续拍摄快速移动的主体，也能在

取景器中看到较为稳定的影像。

*1 16 GB SanDisk Extreme Pro 95 MB/s UHS-I SDHC卡中大约
可存储的图片数量。ISO 100时，内存缓冲区可以存储的最
大曝光次数。缓冲容量因录制场景而异。

*2	基于日本国际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CIPA）标准。

你的世界、瞬间捕捉

图像品质 缓冲容量：DX（24 × 16）格式影像区域
JPEG（精细 / 大尺寸）  100
NEF（RAW），无损压缩，12 位 27
NEF （RAW），无损压缩，14 位 18

低光照下你的世界充满华丽清晰

在暗光拍摄条件下，EXPEED 4影像

处理器的优势显露无余。它的技术不

仅将D7200的最高标准感光度提高至

25600，较上一代产品提高了两个感光

度级数，而且还能在 ISO感光度设置较

高的情况下保持图像的锐度和纹理。这使

摄影师有自由的空间设置优化快门速度，

避免主体模糊，例如在光量下降的情况下

拍摄运动对象。摄影师还能拍摄清晰的

连续镜头，例如夜间街景，无需额外补光。

针对静止图像，拍摄黑白照片时感光度范

围可扩展至Hi BW1和Hi BW2（分别

相当于 ISO 51200和102400），进一

步丰富了可拍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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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V

 约 100 张

ISO 100-25600

EXPEED 4

低至 -3 EV时的自动对焦检测
-2 EV或更低时（高于 -3 EV）的自动对焦检测

如果想体验 D7200

的魅力，只需查看相

机内处理的图像品质。

清晰的天空图像还原

了真实的蓝色，人像图像呈现出纯净、

自然的肤色，尤其在使用标准优化校准

时，这些特点更是一展

无余。所有这些都应该

归功于EXPEED 4的自

动白平衡和色彩再现功能。借助尼克尔

镜头以及无低通滤波器的约 2,416万

像素 DX格式影像传感器，EXPEED 4

能使拍摄对象呈现

出轮廓分明的立体

图像。

注：实际无 Nikon和 EXPEED
标识印记。	

还原湛蓝的天空相机直出影像呈现清晰、自然的肤色

51点自动对焦系统，提升了低光照场景中的表现性能 源自EXPEED 4数码影像处理器的高达 ISO 25600的标准感光度和良好的影像品质

约 6幅 / 秒连拍一次拍摄可拍摄约 100张（JPEG精细 /L）

相机直出的惊艳图像

ISO 12800

1.3×影像区域DX格式影像区域



如果在优化校准默认设置下获得的图像

与您想要的效果接近，但又不完全一致，

可通过D7200优化校准菜单中的一些

参数以0.25为增量 *进行微调，例如

对比度和饱和度。您还可以使用清晰度

参数提升拍摄主体的清晰度，或使主体

呈现相对柔和的效果，同时保留细腻程

度和饱和度。如果需要更加细腻的自定

义调整，可安装 Picture Control Utility 

2软件（可免费下载），通过色调曲线和

滑块进行微调，并通过计算机大屏幕确

认调整效果。调整后的优化校准可保存

为自定义优化校准，通过 SD存储卡下

载至D7200，在拍摄静态图像和录制

动画时使用，或者在“捕影工匠”中进

行 RAW处理时使用。

*不包括快速调整和过滤效果。

Picture Control Utility 2

9

自动 FP高速同步功能，瞬间定格快动作

8

使用“捕影工匠”软件制作

NEF（RAW）文件（免费下载）

尼康的“捕影工匠”软件是处理

RAW（NEF）数据的好工具。它提

供编辑功能，例如白平衡调整、镜

头像差校正、非锐化屏蔽等。界面简单，能够通过对比图看到各项

更改后的效果，还可以集中堆放喜爱的控制面板，发挥其使用性。

ViewNX-i 静态图像和动画

浏览软件（免费下载）

通过 ViewNX-i可以轻松查看

JPEG、RAW和动画文件，还可

配合使用其他尼康软件。如果您

想分享图像，使用该软件，通过简单的步骤便可轻松上传至各社交

媒体。软件包中的 ViewNX-Movie Editor软件还可以进行简单的动

画编辑。

你的世界充满把握自如的微妙变化 你的世界充满创意闪光

尼康的图像创意系统在 D7200上表现

得淋漓尽致。它将自定义功能和创意性

控制功能提升了一个水准，使用户能够

自由追求影像效果。平面选项能够呈现

阴影与高光区之间的丰富细节。调整优

化校准选项后，能减少阴影与高光或者

色彩饱和度的细节损失，使图像呈现优

美的色阶和对比度。如果想展现健康的

肤色，渲染风景图像中细腻的绿色，或

者凸显花瓣的细节，这一选项尤为有

用。平面选项在静态图像和动画中均能

获得丰富的细节，有利于色彩分级，减

少过度饱和、阴影区失去层次、高光区

曝光过度的烦恼。

D7200使用了内置弹出式闪光灯，闪

光指数约为12（m，ISO 100，20°C）。

它具有智能 i-TTL闪光控制功能，能够

投射适当的光量，为场景中处于相对昏

暗光照条件下的拍摄主体提供良好的平

衡补光。它具有指令器功能，可以通过

相机无线触发并控制两组遥控闪光灯

（另购）。

在您的相机包中备置一个或两个尼康闪

光灯，便能轻松地创造出令人赞叹的闪

光效果。借助尼康创意闪光系统（CLS），

D7200提供各种闪光功能，例如无线闪

光和自动 FP高速同步，适合在明亮的日

间拍摄被瞬间定格的快动作或者照亮柔

和背景中的背光人物主体。

注：由于拍摄条件的原因，AF辅助照明的照明距离可能比预
期距离短。

SB-500小巧、轻便，能

提供多个尼康创意闪光

系统（CLS）功能，仅

需两节AA型（5号）电

池。闪光指数约为 24

（m，ISO 100，23°C），

闪光灯头可向上倾斜约 90°，水平旋转

约 180°，进行反射闪光，增加自然光线。

配备的 LED灯（可选择三个输出电平）

的色温与太阳光的色温相近，可以在静

态拍摄和动画拍摄过程中提供辅助光。

平面优化校准选项 带指令器功能的内置闪光灯营造出 i-TTL效果

尼康创意闪光系统实现摄影棚品质的闪光效果

清晰度参数，准确的图像微调

“平面”模式调整标准

清晰度设置为 -5，使皮肤看上去更加光滑 清晰度设置为 +3，凸显肌肤纹理

D7200的内置闪光灯可无线控制两组遥控闪光灯

黄昏时分，平衡补光

使用自动 FP高速同步功能获得浅景深

SB-500

小巧、轻便的 SB-500闪光灯配备 LED灯（另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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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 尼克尔 20mm f/1.8G ED
此款镜头适合呈现优美的虚化效果或者拍摄低光照拍摄

场景，它融合了光学技术，具有高分辨率和良好的点像

再现性，同时降低了色差。它还采用了纳米结晶涂层，减少了鬼影和炫光。

AF-S DX 尼克尔 10-24mm f/3.5-4.5G ED
此款广角镜头以一种戏剧化的视野呈现狭窄室内空间、

建筑、景观和其他能够激发想象的场景。约 0.24m的
最近对焦距离和低限度的失真拓宽了创意应用的范围。

AF-S DX 微距尼克尔 85mm f/3.5G ED VR
此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为约 0.286m，在拍摄特写、

风景、自然等场景时能够呈现出清晰度和背景虚化效

果。具备相当于提高约 3.0档*快门速度的减震补偿功能，能够稳定
地进行手持拍摄。

AF-S 尼克尔 70-200mm f/4G ED VR
此款紧凑、轻便的远摄变焦镜头在多种拍摄场

景中均能表现良好的清晰度和快速自动对焦性

能。纳米结晶涂层可减少鬼影和炫光，同时，还具备相当于提高约 4.0

档*快门速度的减震补偿功能。它还支持约 1.0m特写功能。

*基于日本国际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CIPA）标准。

AF-S 尼克尔 300mm f/4E PF ED VR 镜头

此款轻便的 300mm定焦自动对焦镜头，使用简单，无需搭配独脚架或三脚架。它采用了PF（菲涅耳相位）镜头光学技术 *1，外形小巧、

轻便，降低了色差，呈现出清晰的图像。此镜头不仅在静态主体标准模式拍摄中

提供相当于提高约 4.5档*2快门速度的减震效果，还提供运动模式，方便拍摄

快速运动的主体。

*1由于 PF镜头利用了照片衍射现象，因此，在某些拍摄条件下，可能出现圆环形有色炫光。使用“捕影工匠”软件（请下载并使用最新
版本）中的“PF炫光控制”可以将其降低到较低。

*2基于日本国际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CIPA）标准。

你的世界充满不同的视角

比传统的 AF-S尼克尔 300mm f/4D IF-ED
更小巧、轻便

 • 镜头：AF-S尼克尔300mm f/4E PF ED VR • 图像品质：8位RAW (JPEG 优)  • 曝光：[M] 模式, 1/8000秒, f/5  • 白平衡：自动2  • 感光度：ISO 1250  • 优化校准：标准   ©Andrew Hancock

 • 镜头：AF-S DX尼克尔35mm f/1.8G • 图像品质：8位RAW (JPEG 优)  • 曝光：[M] 模式, 1/200秒, f/2.8  • 白平衡：直射阳光  • 感光度：ISO 3200  • 优化校准：标准   ©Andrew Han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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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世界 充满动态

D7200	是尼康首部可完全在相机内拍摄

定时动画的尼康DX格式相机的机型。

归功于尼康的曝光平滑功能，您可在 A

模式下轻松地拍摄长片段，无需顾忌亮

度的显著变化，例如日出或日落时分的

昼夜过渡，也不会出现为了避免闪烁而

选择M模式时可能出现的白化和全黑现

象。曝光平滑功能也可用于间隔拍摄——

可以拍摄多达约 9,999幅，并通过第三

方软件编辑，获得约 6K品质的动画。

相机不得不在不同的亮度区域之间平移

或移动时，要掌握适度的动画曝光平衡

从来都是一种挑战。D7200的自动 ISO

感光度控制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如

果要在一个连续镜头中拍摄一个从黑

暗的走廊奔入正午阳光下的主体，自动

ISO感光度控制可以根据光线的过渡条

件，在快门速度和光圈固定的情况下保

持适度的曝光，同时保留M模式中的

预期的景深和运动模糊效果。	

D7200的动画专用菜单受到多媒体用户

的欢迎。它能够将常用的动画拍摄选项

集中保存在一个地方。您还可以指定设

置，例如白平衡和优化校准，并区别于

静态图像拍摄设置，从而提高拍摄效率。

D7200具备一个便捷的功能，用“斑马

纹”图案来指示有可能出现高光过度曝

光的区域，以确保获得良好的动画拍摄

效果。您可以使用	“P”按钮快速访问

这一功能，并且可以设置为输出至外接

HDMI录像机时不录入“斑马纹”图案。

D7200配备内置的立体声麦克风，在录

制动画的过程中调整灵敏度级别，同时

通过相机上连接的耳机进行监控。还可

根据录制内容设置声频，同时降低使用

内置麦克风过程中的风噪音。为了获得

专业的音响效果，可以外接ME-1立体

声麦克风（另购），将机械噪音降低，并

录制更加清晰的音频。

如果想轻松录制远距离对象的声音，可

以尝试便携式ME-W1无线麦克风。使

用麦克风和接收装置可以清晰地录制约

50m范围内的单声道音频，或者在麦克

风上连接ME-1立体声麦克风录制立体

声音频。还可以同时录制麦克风佩戴者

及接收器附近的摄像师的音频，并且使

用这些装置进行通讯*1。

*1需使用市面上购买的听筒或耳机。

D7200的视频功能可灵活满足多媒体用

户的需求。电影制作人可使用 D7200录

制两种不同格式的动画——DX格式和

1.3x格式。后者可以获得显著的远摄效

果，还能够以1080/60p的分辨率拍摄

流畅动作画面。EXPEED 4图像处理器

在 ISO 100 - 25600感光度范围内呈现

良好的图像品质，减少额外闪光的需要。

如果您要进行色彩分级，平面优化校准

功能是拍摄连续镜头的理想选择，它能

保留阴影区和高光区的细节以及丰富的

色调和色彩，减少分级后过度饱和的风

险。它还能够处理高品质的文件，通过

另购的 HC-E1 HDMI线将未压缩的视

频直接传输到外接录像机，同时同步录

入相机的 SD存储卡。

相机内定时拍摄获得平滑的曝光过渡

自动 ISO感光度控制用于M模式下以固定快门速度与光圈录制

动画拍摄专用菜单

亮部显示有助于避免高光过度曝光

高保真音频控制监控和调整录制过程中的声级

针对视频播客配置的便携式ME-W1无线麦克风（另购）

适合在多种场景中拍摄全高清视频

1.3×格式DX格式

麦克风 接收器



• 场景中包含运动的对象时，动态
D-Lighting仍然能够保留高光区和
阴影区的细节

• 高动态范围（HDR）在机内自动合成
2张不同曝光的照片，再现静态物体
图像中的丰富色调

1514

系统图

你的世界 充满广阔的视野

是否想在拍摄后立即分享？内置无线网

络功能（Wi-Fi）功能使D7200能与装

有Wireless Mobile Utility*2的智能

设备进行无线交互。兼容近距离无线通

讯（NFC），进一步简化了无线通讯操作。

您还可在静态图像或动画拍摄过程中使

用智能设备进行遥控快门释放操作。从

而提供了不同的拍照方式，例如自拍照

和团体照，实现独创或灵活的相机放置

方式。

*1 近距离无线通讯（NFC）

只兼容安卓操作系统。	

*2可在应用程序商店免费
下载。	

注：由于智能设备或环境
原因，NFC难以建立连接
时，
可以使用无线网络功能
（Wi-Fi）连接。

WR-R10/WR-T10利用无线电波，绕过

树或墙壁等障碍物，可对约 20m*1范围

内的D7200进行遥控。连接WR-R10

后，可使用WR-T10作为传输器，控

制一台或者多台相机。对于要求较高的

用户，WR-1多功能遥控器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用WR-1作为传输器，另一

个WR-1或者WR-R10*2与D7200连

接，用作接收器，可以通过传输器显示

器查看或者更改相机设置 *3。WR-1装

置之间有15个通道，通讯范围延伸至约

120m*1。除了使用连接后的WR-1对相

机进行遥控操作，还提供了其他各种专业

级遥控拍摄功能，例如同步释放多台相

机的快门、间隔定时拍摄等。结合WR-1

和WR-R10/WR-T10后还可以进行遥控

拍摄。	

*1 1.2m高处的大致范围；因天气条件和障碍物情况而异：

*2	固件必须更新至版本 2.00。

*3	功能受限。

D7200提供多种吸引眼球的预设视觉

效果，可以在静态图像和动画拍摄过程

中使用，立即获得特别的图像风格。

*1 在该模式中拍摄的动画在播放时如同播放由一组静态图片
组成的幻灯片。	

*2模型效果动画播放时的速度较高。

D7200的取景器可呈现明亮的图像和准确的色彩，DX格式图像覆盖约 100%的画面。有机 EL显示元件在

取景器影像区域的下方显示的信息亮度大、清晰度高，同时消耗较少电量。拍摄户外场景时，即使是在强逆

光条件下，也能呈现好的可视度，拍摄出清晰可见的图像。	

特殊效果获得创意风格

3:30

内置无线网络功能（Wi-Fi）和近距离无线通讯（NFC）*1实现快捷、

方便的通讯

WR-1、WR-R10/WR-T10无线遥控器（另购）实现高效的创意拍摄

彩色素描 *1 模型效果 *2

覆盖约 100%画面区域的光学取景器提高了清晰度和可视度

D7200连接WR-1

WR-1

WR-T10

D7200连接WR-R10

取景器配件

遥控器 

闪光灯 

麦克风 电视及视频配件

尼克尔镜头

DG-2
接目镜放大器

DK-20C接目镜矫正镜片
(-5 至 +3 m-1)

DR-6
直角取景器

DK-22接目镜适配器

DK-21M放大接目镜片

DK-5*接目镜盖

DK-23*橡胶接目镜罩

SB-910
闪光灯

SB-700
闪光灯 SB-500

闪光灯
SB-300
闪光灯

R1C1
近摄闪光灯
指令器套装

SU-800
无线闪灯
控制器

SD-9电池匣

AS-15
同步端子适配器

摄影室闪光灯**

TTL遥控线
SC-28/29

SB-910/700/500/300
闪光灯

耳机

ME-1立体声麦克风

ME-W1无线麦克风

HDMI线 HC-E1，
（C型接口←→ A型接口）

电视显示器 **

HDMI输入录像机 **

计算机相关配件

SD存储卡** 个人电脑**

PC卡适配器**
SD存储卡读卡器**

 USB连接线 UC-E17*

ViewNX-i

捕影工匠 ††

UT-1通讯单元

EN-EL15a或
EN-EL15*

锂离子电池组

EP-5b
照相机电源连接器

WT-5 无线传输器

EH-5b或 EH-5c
电源适配器

WR-1 无线遥控器（接收器）

ML-L3遥控器MC-DC2遥控器

WR-T10无线遥控器

WR-R10无线遥控器

WR-1 无线遥控器（传输器） 相机套

智能设备配件

CF-DC3
半软套
 

Wireless Mobile 
Utility†

智能设备** 
(iOS/Android OS)

电源适配器、电池及充电器

MB-D15
多功能电池匣 

EP-5B
照相机电源连接器

EN-EL15a或 EN-EL15*
锂离子电池组

MH-25a*/MH-25
充电器

EH-5b或 EH-5c
电源适配器

6节 AA型（5号）电池**

†可从各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商店下载。††可从尼康网站免费下载。*附送配件 ** 非尼康产品

• 带色彩自定义功能的高分辨率 LCD显
示屏

•使用直观的“P”按钮直接访问常用功能

• EN-EL15锂离子电池组单次充电，即可
拍摄约 1,110张 *图像和约 80分钟动
画

     *基于日本国际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CIPA）标准

• 双存储卡插槽实现高效的数据录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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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康数码单镜反光照相机 D7200 规格

照相机类型 数码单镜反光照相机
镜头卡口  尼康 F 卡口（带 AF 耦合及 AF	接点）
有效视角 尼康 DX 格式；	35 mm	[135]	格式下焦距相当于 FX	格式视角镜头焦距的约 1.5倍
有效像素数  约 2,416 万
影像传感器  约 23.5×15.6 mm CMOS 传感器
总像素数 约 2,472 万
灰尘减少功能  清洁影像传感器
图像尺寸（像素） • DX格式（24 × 16）影像区域 : 6000 × 4000 [L]，4496 × 3000 [M]， 2992 × 2000 [S]
 • 1.3 × （18 × 12）影像区域 : 4800 × 3200 [L]，3600 × 2400 [M]，2400 × 1600 [S]
 • 在即时取景下将即时取景选择器旋转至1使用 DX格式	（24x16）影像区域拍

摄的照片：6000 × 3368 [L]，4496 × 2528 [M]，2992 × 1680 [S] 
 • 在即时取景下将即时取景选择器旋转至1使用 1.3×格式（18×12）影像区域拍

摄的照片：4800 × 2696 [L]，3600 × 2024 [M]，2400 × 1344 [S]
文件格式  • NEF（RAW）: 12或 14 位，无损压缩或压缩	
 • JPEG: 兼容 JPEG-Baseline，压缩率（约）为精细（1:4）、	标准（1:8）或基本（1:16）（文

件大小优先）；也可选择最佳图像品质压缩
 • NEF （RAW）+ JPEG: 以 NEF  （RAW）和 JPEG两种格式记录单张照片
优化校准系统  标准、自然、鲜艳、单色、人像、风景、平面；可调整所选优化校准；可保存自

定义优化校准
存储介质 SD存储卡，兼容 UHS-I的 SDHC和 SDXC存储卡
双插槽 插槽 2可用作额外空间或备份存储空间，也可用于分别存储使用 NEF+JPEG所创

建的图像；照片可在两张卡之间互相复制
文件系统  DCF 2.0, DPOF, Exif 2.3, PictBridge（图像跨接格式）
取景器 眼平五棱镜单镜反光取景器
画面覆盖率 • DX（24 × 16）影像区域 : 水平和垂直各约为 100%
 • 1.3 ×（18 × 12）影像区域 : 水平和垂直各约为 97%	  
放大倍率 约 0.94倍（将 50 mm f/1.4 镜头设定为无穷远；屈光度为 -1.0 m-1）
视点 距离取景器接目镜表面中心 19.5mm（屈光度为 -1.0 m-1）
屈光度调节 -2至 +1 m-1

对焦屏 B型光亮磨砂对焦屏Mark II，带有 AF 区域框（可显示取景网格）
反光板 即时返回型
景深预览 按下 Pv按钮时，镜头光圈缩小为用户（A 和M模式）或照相机（其他模式）选择

的数值
镜头光圈 即时返回型、电子控制
兼容镜头  兼容AF尼克尔镜头，包括G型、	E型和D型镜头（PC	镜头受到某些限制），	DX镜头、

AI-P尼克尔镜头以及非 CPU AI镜头（仅限于 A 和M模式）。不能使用 IX尼克尔
镜头、用于 F3AF的镜头以及非 AI 镜头。

	 镜头的最大光圈为 f/5.6或以上时可使用电子测距仪（使用最大光圈为 f/8或以
上的镜头，电子测距仪支持中央 1个对焦点）

快门类型 电子控制纵走式焦平面快门
快门速度 1/8000至 30秒（以 1/3或 1/2 EV为步长进行微调）、B门、遥控 B门、X250
闪光同步速度 X=1/250秒；以 1/320秒或以下速度时，与快门保持同步（速度在 1/250秒和

1/320秒之间时，闪光范围缩小）
释放模式 S（单张拍摄）、	Cl（低速连拍）、	Ch（高速连拍）、	Q（安静快门释放）、 E（自拍）、	
	 Mup（反光板弹起）
每秒拍摄幅数 • 影像区域选择 DX（24 x 16）格式录制的 JPEG和 12位 NEF（RAW）图像：约 1

至 6幅 / 秒（Cl ）、约 6幅 / 秒（Ch）	
	 • 影像区域选择 1.3×（18 x 12）格式录制的 JPEG和 12位 NEF（RAW）图像：约 1

至 6幅 / 秒（Cl）、约 7幅 / 秒（Ch）	
	 • 影像区域选择 DX （24x16）格式录制的 14位 NEF（RAW）图像：约 1至 5幅 / 秒

（Cl ）、约 5幅 / 秒（Ch）	
	 • 影像区域选择 1.3 ×（18 x 12）格式录制的 14位 NEF（RAW）图像：约 1至 6幅 /

秒（Cl ）、约 6幅 / 秒（Ch）
	 *即时取景中的最高每秒幅数约为 3.7幅 / 秒
自拍  2秒、5秒、10秒、20秒；以 0.5秒、1秒、2秒或 3秒为间隔曝光 1至 9次
遥控模式（ML-L3）  遥控延迟、快速响应遥控、遥控弹起反光板
曝光测光模式 使用 2016像素的 RGB感应器进行 TTL曝光测光
测光方式  •矩阵测光：3D彩色矩阵测光 II（G型、E型和 D型镜头）；彩色矩阵测光 II（其他

CPU镜头）；彩色矩阵测光（非 CPU镜头，用户提供镜头数据时）
 •中央重点测光：约 75%的比重集中在画面中央的 8mm直径圈中，该圈直径可

改为 6、 10或13 mm，或者平均分布于整个画面上	（非 CPU镜头使用 8mm直径圈）
 •点测光：集中在以选定对焦点（当使用非 CPU镜头时为中央对焦点）为中心

的约 3.5mm直径圈中（约为画面的 2.5%）
测光范围  • 矩阵测光或者中央重点测光：0至 20 EV

（ISO 100 f/1.4 镜头，20°C） • 点测光：2至 20 EV
曝光测光耦合器  CPU和 AI结合
曝光模式 自动模式（i自动；	j自动 [闪光灯关闭 ]）；场景模式	（k人像；	l风景；	
	 p儿童照；	m运动；	n微距；	o 夜间人像；	r夜景；	s宴会/室内；	t海滩/雪景；		 
 u日落；	v 黄昏 / 黎明；	w 宠物像；	x烛光；	y 花；z秋色；	0食物）；特殊效

果模式（%夜视；	g彩色素描；	i模型效果；	u可选颜色；	1剪影；	2高色调；	
3低色调）；拥有柔性程序功能的程序自动模式（P）；快门优先自动（S）；光圈
优先自动（A）；手动（M）；	U1（用户设定 1）；	U2（用户设定 2）

曝光补偿 在 P、S、A、M、SCENE和 %模式下可以 1/3或 1/2EV为步长在 -5EV至 +5EV之间
调校

曝光锁定 曝光量锁定在使用 A	AE-L/AF-L按钮所测定的值上
ISO 感光度 ISO 100至 25600，以 1/3或 1/2 EV为步长调校；在 P、S、A、M 模式下，高于 ISO  

（推荐曝光指数） 25600时可设定为约 1或 2EV（相当于 ISO 102400；仅限单色）；自动 ISO感光度	
	 控制可用
动态 D-Lighting 自动、高、标准、低、关闭
自动对焦 尼康 Multi-CAM 3500 II自动对焦感应器模块 , 具备 TTL相位侦测、微调、51个对

焦点（包括 15个十字型感应器；其中 1个感应器支持 f/8）及 AF辅助照明器（范
围约为 0.5至 3m）

AF 侦测范围 -3至 +19 EV（ISO 100、20°C）

镜头伺服 • 自动对焦（AF）：单次伺服 AF（AF-S）；连续伺服 AF（AF-C）；自动选择 AF-S/AF-C
（AF-A）；根据拍摄对象的状态自动启用的预测对焦跟踪	

	 •手动对焦（M）：可使用电子测距仪
对焦点 可从 51或 11个对焦点中选择
AF 区域模式 单点 AF、动态区域 AF（9、21或 51个对焦点）、3D跟踪、自动区域 AF
对焦锁定 半按快门释放按钮（单次伺服 AF）或按下 AE-L/AF-L按钮可锁定对焦
内置闪光灯 i，k，p，n，o，s，w，g  ：自动弹出型自动闪光
	 P、S、A、M、0：按下释放按钮手动弹出闪光灯
闪光指数	 约 12；手动闪光时约 12（m，ISO 100，20°C）	
闪光控制 TTL：使用 2016像素 RGB感应器的 i-TTL闪光控制适用于内置闪光灯；针对数码

单镜反光照相机的 i-TTL均衡补充闪光配合矩阵测光或中央重点测光一起使用，
针对数码单镜反光照相机的标准 i-TTL补充闪光则配合点测光一起使用

闪光模式 自动、自动带防红眼、自动慢同步、自动慢同步带防红眼、补充闪光、防红眼、慢同步、
慢同步带防红眼、后帘慢同步、后帘同步、关闭；支持自动 FP高速同步

闪光补偿 -3 EV至 +1 EV（以 1/3或 1/2EV为增量进行微调）
闪光预备指示灯 当内置闪光灯或另购的闪光灯组件充满电时点亮；当闪光灯以全光输出后闪烁
配件热靴 带有安全锁及同步和数据接点的 ISO 518热靴				
尼康创意闪光系统（CLS）	支持尼康创意闪光系统；指令器模式选项可用	
同步端子 AS-15同步端子适配器（另购）
白平衡 自动（2种类型）、白炽灯、荧光灯（7种类型）、晴天、闪光灯、阴天、背阴、手

动预设（最多可保存 6个值，点白平衡测量在即时取景过程中可用）、选择色温
（2500K至 10000K），所有都可进行微调

包围类型 曝光、闪光灯、白平衡和动态 D-Lighting
即时取景模式 C（照片即时取景），1（动画即时取景）
即时取景镜头伺服 •自动对焦（AF）：单次伺服 AF（AF-S）；全时伺服 AF（AF-F）
 •手动对焦（M）
AF 区域模式 脸部优先 AF、宽区域 AF、标准区域 AF、对象跟踪 AF
自动对焦 可在画面的任意位置进行对比侦测 AF（选择了脸部优先 AF或对象跟踪 AF时，

照相机自动选择对焦点）
动画测光 使用主影像传感器进行 TTL曝光测光
动画测光方法 矩阵测光或中央重点测光	
画面尺寸（像素） • 1920 × 1080 :	60p（逐行）50p、30p、25p、24p  
和帧频 • 1280 × 720 :	60p、50p 
  60p、50p、30p、25p和 24p时的实际帧频分别为 59.94、50、29.97、25和 23.976 幅 /	秒；选项同时支持

★高和标准图像品质

	 	 仅当动画拍摄菜单中的影像区域为 1.3×（18 × 12）时，1920 × 1080；60p和 50p才可用

文件格式 MOV
视频压缩 H.264/MPEG-4高级视频编码
音频录制格式  线性 PCM
音频录制设备  内置或外置立体声麦克风；可调节灵敏度
动画最大长度   约 29分 59秒（最短 10或 20分钟，取决于画面尺寸／帧频和动画画质设定）
其他动画选项 索引标记、定时拍摄
显示屏 8cm（约 3.2英寸）、约 122.9万画点（VGA; 640 × RGBW × 480 = 1,228,800画点）、	

约 170°可视角度的 TFT显示屏，约 100%画面覆盖率，可进行亮度调节
播放 带变焦播放的全屏和缩略图（4张、9张或 72张图像或日历）播放、动画播放、	

照片和／或动画幻灯播放、直方图显示、亮部、照片信息及自动旋转图像
USB  高速 USB；建议连接至内置 USB端口
HDMI 输出 C型 HDMI接口
配件端子	 无线遥控器：WR-1、WR-R10（另购），遥控线：MC-DC2（另购）
音频输入 立体声迷你针式插孔（直径 3.5mm；支持插入式电源）
音频输出	 立体声迷你针式插孔（直径 3.5mm）
无线标准  IEEE 802.11b、IEEE 802.11g
操作频率		 2412至 2462MHz（通道 1至 11）
范围（视线） 	 约 30m（假定无干扰；范围可能根据测位状态和有无障碍物而异）
数据传输速率		 54Mbps
	 根据 IEEE标准的最大逻辑数据速率。实际速率可能会有所差异。
验证	 开放式、WPA2-PSK
无线设定		 支持 WPS
访问协议	 基础结构模式
NFC 操作	 NFC论坛类型 3标签
支持语言 阿拉伯语、孟加拉语、保加利亚语、中文（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捷克语、

（可能因国家或地区而异） 丹麦语、荷兰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希腊语、印地语、匈牙利语、印尼语、
意大利语、日语、韩语、马拉地语、挪威语、波斯语、波兰语、葡萄牙语（葡萄牙和
巴西）、罗马尼亚语、俄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
泰语、土耳其语、乌克兰语及越南语

电池  1块锂离子电池组	EN-EL15a或 EN-EL15 
电池匣 另购的多功能电池匣 MB-D15可容纳 1块尼康锂离子电池组 EN-EL15a或 EN-EL15

或 6节 AA（5号）碱性电池、镍氢电池或锂电池
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 EH-5b或 EH-5c；需要照相机电源连接器 EP-5B（另购）	
三脚架连接孔 1/4 英寸（约 0.635cm）（ISO 1222）
尺寸（宽 × 高 × 厚） 约 135.5 × 106.5 × 76mm 
重量 约 765克（包括电池和存储卡，但不包括机身盖）；约 675克（仅照相机机身）
操作环境     温度：0至 40°C；湿度：85%或以下（不结露）
附送配件	 锂离子电池组 EN-EL15、充电器 MH-25a、USB连接线 UC-E17、照相机背带

（可能因国家或地区而异）	 AN-DC1 BK、机身盖 BF-1B、接目镜盖 DK-5、橡胶接目镜罩 DK-23

• SD、SDHC及SDXC标识是SD-3C,LLC.的商标。• PictBridge是一个商标。• HDMI、HDMI
标识及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均为HDMI Licensing,	LLC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AndroidTM是Google Inc.的注册商标。• Wi-Fi和Wi-Fi标识是Wi-Fi Alliance®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N-Mark是NFC Forum, Inc.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IOS是Cisco Systems,	Inc.在美国和/
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凭许可证使用。• 其他产品及品牌名称均为其各自所属公司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在本资料中，取景器、显示屏及显示器上的图像均为模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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