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OR Z

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可通过尼享 SnapBridge 与智能
手机顺畅连接
可以在拍摄时将 200 万像素的文
件自动传输到智能设备， 或手动
发送 RAW 和视频文件。

也可以将智能设备用作遥控器，通过简单易用
的操作来扩大拍摄机会。

清晰美丽的 4K/30p 超高清视频

视频录制中可使用脸部侦测和动物侦测
自动对焦（仅可识别脸部， 无法识别眼睛）。
* 使用此模式时， 画面被裁切约 1.7 倍。

NIKKOR Z 24-50mm f/4-6.3

重约 195g，长约 51mm，您日常拍摄使用的
理想伴侣。

电池寿命长以及可使用 USB 接口供电，
可实现长时间连续拍摄
EN-EL15c 锂离子电池组专为长时间拍摄而
设计。

配合 USB 接口供电选项， 在拍摄时可以通过
便携式充电器供电。

© ful.filled

NIKKOR Z 24-200mm f/4-6.3 VR

NIKKOR Z 24-70mm 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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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小巧轻便的镜头可将远处拍摄对象拉近，
可以拍摄日落和夜景。

在整个常用变焦范围内， f/4 的恒定最大光圈
有助于在多种场景下扩展创意的可能性。

双 SD 卡插槽

可根据需要将一张卡作为拍摄存储， 一张卡
作为数据备份。
或者根据需要将一张卡存储照片， 一张卡
存储视频。

每一幅照片都有高分辨率
273 点自动对焦系统， 画面边缘处也能快
速对焦

得益于 273 点自动对焦系统， Z 5 可覆盖画面
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约 90% 的范围， 能够捕捉
处于不同位置的拍摄对象。

在多种拍摄环境下获得高品质影像
FX 格式影像传感器和 NIKKOR Z 镜头

通过采用约 2,432 万有效像素的 FX 全画幅
传感器，实现影像精致的细节和逼真的质感。

让整个画面呈现高清晰度， 并提供自然优美
的虚化效果， 可以获得忠实的色彩还原，
使影像生动。

可在低光线条件下提供自动对焦。

带来无限的创意可能
创意优化校准， 提升您的创意性

包含 20 种创意优化校准微调选项， 可自定义
调整的效果水平， 提供实时预览， 可应用于
照片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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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曝光， 为图片增添故事性

可以在相机内尝试轻松创建超现实且富有
表现力的多重曝光拍摄。可以确认需要叠加
图像的半透明视图。

• 镜头: NIKKOR Z 24-200mm f/4-6.3 VR

眼部侦测和动物侦测自动对焦

Z 5 相机可以自动检测并跟踪人和宠物的
眼部， 并且保持持续对焦， 能拍摄出令人
印象深刻的肖像照片。

这 2 种功能均可让用户选择所要对焦的某一
只眼睛。拍摄视频时， 仅可识别动物的脸部
（无法识别眼睛）。

静音拍摄功能， 安静地捕捉特殊时刻

静音拍摄模式 * 使用电子快门， 在长焦拍摄
时也会减少机械震动， 因为即使轻微的相机
晃动也会使照片模糊。
* 静音拍摄时可能出现滚动快门失真。

• 镜头: NIKKOR Z 24-200mm f/4-6.3 VR • 曝光模式: [A] 模式, 1/125 秒, f/6.3
• 白平衡: 自然光自动适应 • 感光度: ISO 5000 • 优化校准: 标准

约 5 档相机 VR 减震， 帮助您在多种场景下拍
摄清晰影像

焦距变化拍摄模式

可自动改变一系列照片的对焦， 可用于拍摄
今后使用对焦堆叠进行组合的照片， 以创建
景深增加的单张图像。

• 镜头: NIKKOR Z 85mm f/1.8 S • 曝光模式: [M] 模式, 1/160 秒, f/1.8 • 白平衡: 自动1 • 感光度: ISO 1000 • 优化校准: 人像 © Shohki Eno

昏暗环境中也能拍出美丽的影像
— ISO 100-51200

即使在昏暗的环境下， 也能手持拍摄清晰的
影像。该相机提供相当于快门速度提升约
5 档 * 的防抖效果，并且在 5 个方向进行补偿。

可拍摄高达 ISO 51200（可扩展至 102400）
的照片， 其纹理、细节和颜色更加逼真，
且噪点少。

* 基于日本国际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CIPA）标准。
该数值是当安装尼克尔 Z 24-70mm f/4 S 镜头，
并将变焦设置在最大长焦端时获得。

• 镜头: NIKKOR Z 24-50mm f/4-6.3 • 曝光模式: [M] 模式, 1/4 秒, f/6.3
• 白平衡: 自动1 • 感光度: ISO 160 • 优化校准: 鲜艳

• 镜头: NIKKOR Z 24-50mm f/4-6.3 • 曝光模式: [A] 模式, 1/1250 秒, f/6.3
• 白平衡: 自动1 • 感光度: ISO 100 • 优化校准: 自动

• 镜头: NIKKOR Z 85mm f/1.8 S • 曝光模式: [M] 模式, 1/80 秒, f/1.8
• 白平衡: 阴天 • 感光度: ISO 400 • 优化校准: 鲜艳 © John Wingfield

• 镜头: NIKKOR Z 24-50mm f/4-6.3 • 曝光模式: [M] 模式, 1/10 秒, f/4
• 白平衡: 色温 (2780K) • 感光度: ISO 1600 • 优化校准: 自动
© Shohki Eno

*需要使用另购的第三方图像堆叠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