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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Pix F550EXR
世上獨有最完美的輕巧型數碼相機
配備最新科技，集多功能於一身的全新 FUJIFILM FinePix F550EXR 一推出就
沖擊了高階輕巧型數碼相機市場。
FinePix F550EXR 是緊接著備受好評的 FinePix F200EXR 和 F300EXR 的
最新型號，在要求輕巧設備和不妥協於降低畫面和捕捉影像質素的前提下，絕對
是一眾有要求的攝影師和單鏡反光機用家的不二之選。卓越的影像效果源於令人
驚喜的新功能，包括1,600 萬像素的 EXR CMOS 感應器，先進的GPS (全球定
位系統) 功能，高速拍攝功能，15 倍廣角變焦鏡頭，全高清電影拍攝以及改良
了的用家介面。時尚便攜的設計，FinePix F550EXR 無疑是在2011 年必買的
輕巧型數碼相機。
屢獲獎項的 EXR 科技與 BSI – CMOS 的結合成就突破性的進展
「拍出完美畫質，永不錯過精彩時刻」是我們對 EXR – CMOS 的創作意念以
及背後的科技支援。

－

高感光度
傳統的感應器設計，光線要透過線路層才能到達光電二極管。這大大減低了

光線接觸到感應器的表面。但使用 BSI ( Backside Illumination ) 背照式感應
器，線路層和光電二極管的位置對調使感光度增強。在低光度的拍攝環境下效果
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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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處理
全賴最新研發的 EXR 處理器和 BSI – CMOS，超高速的傳輸技術成就了
更快的檔案讀取和處理。真正的好處是全面支援高速拍攝和全高清動畫拍攝。

－


－

智能處理器
相機能夠辨認出 27 個場景包括藍天(天空)，綠葉(綠化)，日落，甚至是背

光的場景。根據每一個獨特的場景，選擇最佳的設定(自動對焦，曝光，白平衡
及閃光燈)，自動優化最佳影像。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按下快門，然後就可輕易得
到完美的製成品。
－ EXR 處理器亦能辨認和減低常見於光亮背景下暗黑主體的紫邊問題，同時
提高影像角位的解像度，達至統一清晰的影像。
－

EXR 處理器最顯著的優點是嶄新豐富的用家介面，文字和圖像的重新排列
大幅度地改善了選單的外觀。用家可以向低像素的圖像告別，在 LCD 顯示屏上
享受選單內清晰的文字與圖示。
－

記憶卡的容量愈來愈大，相信不少用家都會有搜尋影像的困難。升級的影像

搜索功能助你輕鬆解決問題。現在，只需數秒鐘的時間，就可於過千張影像內進
行搜索。當你找到所需影像時，同時利用相機內置的 Photobook Assist 相簿輔
助功能製成相簿，並標籤影像。
EXR 排列技術
EXR 技術更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功能外，現在更會因應不同的光線環境，修改
操作設定。用家可以選擇 EXR 自動模式，又或從以下 3 個手動選項中揀選適
當的設定：
－

解像度優先模式 適用於將影像畫質放於首要考慮的時候。FinePix

F550EXR 的 1,600 萬解像度能從相機直接輸出 A3 大小的相片。
－

高 ISO 與低雜訊優先模式 適合在低光源的情況下使用，配合 BSI 感應器
締造出卓越的效果。FinePix F550EXR 利用像素融合技術使像素的受光面積加
倍，令它們對光線更敏感。
－ 動態範圍優先模式 同時拍攝兩張圖像並將之合併，使範圍達至最高 1,600
%。這特別適合光線有較大對比的場景，例如夏天充滿陽光的風景照或光線在主
體後方的人像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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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這些獨有的感應器組合，拍攝出色影像從未如此輕鬆。
無論速度多快，都能完美捕捉主體
FinePix F550EXR 不止聰明，同時速度更快，多功能的設計即使在最高速的環
境下使用仍然無損畫質。
FinePix F550EXR 能夠以最多每秒 8 張的速度連續拍攝出 8 張 1,600 萬像
素的圖片。如果你需要更多的連續影像或更快的影像捕捉，你也可選擇以每秒
11 張的速度連續拍攝出 16 張 800 萬像素的圖片或每秒 11 張的速度連續拍
攝出 32 張 400 萬像素的圖片。這種連拍速度和解像度，暫時沒有其他輕巧型
數碼相機能夠媲美。
你亦無需要為緩慢的自動對焦和快門時滯所憂慮，因為 F550EXR 的對比度自
動對焦能於 0.16 秒內極速對焦。 F550EXR在最佳構圖模式下的對焦速度，就
如人眼的自然反應般快捷。由你半按快門的一刻就開始對焦並紀錄影像。FinePix
F550EXR在你按下快門的前後，已分別紀錄了 8 張影像，確保你得到最完美的
一張。你的親朋好友會為你在一夜之間變成專業的運動攝影師而感到驚訝。
FUJIFILM 首次內置GPS (全球定位系統)
FUJIFILM 在 1997 年已意識到 GPS 標籤的好處，更成為了首間公司將 GPS
記錄裝置應用於 DS – 300 數碼相機配件上。現今，FinePix F550EXR 成為
FUJIFILM 首部內置 GPS 的相機型號，並為用家提供多元化的用途，將 GPS 的
用處推至最廣。
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FinePix F550EXR 都可辨認你的位置，然後顯示其
經緯度或相機內 50 萬個的地方名。影像會以地方名作標籤，以便於搜尋，也
令你更容易找到特定地點的影像或你有興趣的地方。
經搜索功能取得的影像，可透過 Photobook Assist 輔助相簿功能製成相簿。隨
意選擇你想要加入相簿的影像，並進行標記(包括作為相簿封面的影像)，之後你
就可以在LCD 顯示屏上預覽相簿。
額外的功能更包括相片導航，你可以尋回你拍攝照片的地方。舉例說，如果你想
重返某家餐廳，同時又曾經用過 FinePix F550EXR 為它拍過照片，你只要找回
那張照片，相機就會自動提供餐廳與你現處位置的距離和方向。
對於想重溫足跡和旅遊路線的用家們，必定會欣賞路線紀錄功能。FinePix
F550EXR 每隔10 分鐘便會記錄低位置資料*，當影像透過 MyFinePix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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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附送的影像觀賞軟件) 上戴至個人電腦時，便會在 Google Map 上顯示你
沿途拍下照片的路徑。
* 必須在啟動的情況下，資料才會被紀錄
細小機身

蘊藏巨大的變焦範圍

FUJIFILM 奇蹟地將一系列的高規格包含在細小的 FinePix F550EXR 機身之
內，但更令人驚訝的是內置的 15 倍光學變焦鏡頭。
儘管機身只有 22.9 mm 的厚度，變焦的範圍由 24 mm 廣角至 360 mm (相等
於 35 mm)。擴大了用家的拍攝範圍 – 不論是連綿的風景又或緊密栽剪的細節
都能一一捕捉。FUJINON 鏡頭確保了影像清晰和畫質，雙核心 EXR 處理器自
動減低色邊問題，同時增加角位的解像度，使影像的清晰度更平均。
使用長焦距會衍生手震的問題，但 FinePix F550EXR 有 3 項對策解決這個問
題。第一，感應器會移動以抵銷手震的情況。第二，使用像素融合技術增強感光
度，同時加快快門速度。第三，特別是 FinePix F550EXR，在 EXR Auto 內的
進階防震模式 (需要用家選用 EXR 自動模式)，會連續拍攝 4 張影像，然後併
合成一張，成就最真實的無震效果

(相機會根據不同的拍攝場景自動選擇)。

驚人的全高清動畫
FUJIFILM 了解到現今消費者並不滿足於靜止的影像拍攝，故此，FinePix
F550EXR
支援高畫質的全高清動畫拍攝，在低光源的環境下，更利用了像素融合動畫技術。
加倍的像素增強了在低光源下的感光度，尤其適合拍攝夜景。 FinePix F550EXR
能以每秒 30 張拍攝全高清動畫。它亦提升了立體聲的質素，效果能媲美高級
音響和選用標準的 H.264 (MOV) 格式。由於H.264 (MOV) 格式比起傳統的
AVI 格式的檔案更小和更易於管理，所以廣受電視台和 Blue-ray 製造商的歡
迎。再者，它們能兼容大部份網頁和應用程式，以便用家更易於在網上包括
YouTube 分享作品。
假如你對拍攝高速動畫有所要求，FinePix F550EXR 同時亦提供卓越的高速動
畫拍攝選擇。FinePix F550EXR 能以高達每秒320 張的速度拍攝 320 x 112 像
素的動畫。若你追求更高的畫質，你亦可以每秒160 張的速度拍攝 320 x 240 像
素的動畫或每秒80 張的速度拍攝 640 x 480 像素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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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Pix F550EXR 的規格：
 全新的1,600 萬像素 EXR CMOS 感應器



GPS 功能
Fujinon 15 倍光學變焦鏡頭（24mm – 360mm）




高速自動對焦
3 吋 46 萬點 LCD 顯示屏及嶄新豐富的用家介面




進階防震技術
EXR Auto 進階防震模式及 CMOS Shift I.S.




1600% HDR 廣闊動態範圍
高速連拍：每秒 8 張(最高解像度)




Raw 檔案格式*
使用 H.264 (MOV) 格式全高清動畫拍攝




全新EXR 自動模式支援27 個場景
菲林模擬模式




360 度動態全景模式
Photobook Assist 輔助相簿功能

富士數碼激光沖印 發揮最像真色彩
使用富士 FinePix F550EXR 數碼相機拍下來的最優質靚相，配合富士數碼激光
沖印系
統輸出數碼相片，效果至靚至逼真。要將您的數碼相片傑作發揚光大，成為色彩
最鮮
艷、層次最分明、影像最清晰的靚相，快到各大快圖美或富士數碼激光沖印店或
富士
網上激光沖印(http://fdi.fujifilm.com.hk)，沖印出您的至靚數碼相啦！
如果閣下想進一步了解富士FinePix F550EXR 數碼相機的相關資料，可瀏覽下
列網址:
http://www.fujifilm.com.hk/products/digital_cameras/f/finepix_f550exr/
～完～

新聞稿由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發佈，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業務拓展部張慧儀小
姐 Ms. Winnie Cheung (2406-3263)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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