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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FUJIFILM X20 貫徹復古風格，將攝影帶進生活。 

 

    

FUJIFILM 宣佈正式推出全新尊貴輕便型相機 - FUJIFILM X20。承接備受好評的

X10，FUJIFILM X20 繼承其高精密鏡頭和精緻的設計，同時顯著提高相機性能。

X20 集合 FUJIFILM 所有最新的技術，包括 X-Trans CMOS II 感應器，EXR 處理

器 ll 和新開發的進階光學觀景器。X20 有全黑色和銀黑色可供選擇。 

 

X20 明亮的光學觀景器配備全新研發的「數碼半透面板」(digital trans panel)。

即使在弱光條件下所，快門速度、光圈、感光度、對焦區域等拍攝信息的顯示將

更為清晰。更甚的是，X20 的進階光學觀景器能與變焦鏡頭同步，即使焦距不停

改變，用家亦可透過觀景器準確地調教拍攝。 

 

最新開發的 1,200 萬像素 2/3 吋 X-Trans CMOS II 感應器和 EXR 處理器 ll 將解

像度大大提高約 20% (*1)並降低 30% (*2)以上的雜訊，更有效捕捉高解像度的影

像。全賴免除使用光學低通濾鏡和強大的處理器，即使是高感光度的設定，

FUJIFILM X20 亦提供極少顆粒的清晰影像。 

 

最新的 X-Trans CMOS II 感應器內置的相位偵測像素讓高速自動對焦快至 0.06

秒(*3)。此外，EXR 處理器 ll 亦提供約快至 0.5 秒(*4)的啟動時間，0.01 秒的快門

時滯和 0.5 秒的拍攝間隔等高速反應，進一步提高相機的靈活性。 

 

 

 

 

 

 

 



 

主要功能 

 

(1) 進階觀景器提供實時拍攝資料，提升易用性和明亮的觀感 

儘管其輕巧的體積，FUJIFILM X20 明亮、清晰的光

學觀景器擁有達 20°的水平視角和 85%的覆蓋率。它

與變焦鏡頭同步和配備眼睛感應器，增強了易用性。

X20 的觀景器也裝有一個全新開發，厚度小於 1mm

和具高透明度的數碼半透面板。它提供快門速度、光

圈、ISO、對焦區域等拍攝信息，用家可舒適地連續

拍攝而無需移開眼睛。數碼半透面板會根據場景和拍

攝條件自動轉變顯示訊息的顏色。一般顯示為黑色，

如於特別黑暗的場景時，拍攝信息則自動以綠色 LED

顯示。當發生錯誤時，訊息顯示將會切換至紅色以便

提示我們進行正確的操作。 

 

 

(2) 卓越的影像品質 - 清晰的影像邊緣和最少雜訊 

X20具有最新開發的1,200萬像素2/3吋 X-Trans CMOS II

感應器。FUJIFILM 獨有的高度隨意色彩濾鏡免除使用低通

濾鏡的需要，同時保持邊緣清晰及超高解像度的影像。光

學低通濾鏡傳統用於解決摩爾紋及偽色的問題，可惜會嚴

重破壞影像品質。 

 

相機採用「鏡頭調整優化器」(Lens Modulation Optimizer)，當光線穿過鏡頭時，

有效減少如鏡頭衍射等光學效應。即使在 F8 光圈，X20 依然保留清晰和富質感

的細節，表現了鏡頭的全部潛力。 

 

相比現有系列的相機，X20 的感應器擁有出色的敏感度，加上處理器進階的信號

處理能力，大大減少超過 30％(* 2) 雜訊。即使在低光（如在室內或晚上）使用高

ISO 拍攝，X20 亦能提供最小顆粒而清晰的影像。 

 

 

(3) 高速功能和快至 0.06 秒的自動對焦(*3) 

新開發的 X-Trans CMOS II 感應器內置「相位偵測像素」，提供高速的自動對焦，

時間僅為 0.06 秒（* 3）。此外，背照式(BSI) 感應器的結構意味著「相位偵測」像

素可以收集到足夠的光線，無論任何入射角度或大光圈均為用家提供高精度的自

動對焦。智能混合 AF 會視乎主體或場景的需要，自動切換對比度 AF 以確保相

機保持在最高速和精確的自動對焦。 



 

「峰值對焦」功能可以幫助攝影師突出主體高對比度的區域。它在很難辨別主體

是否正確對焦時有很大的引導作用，用家可在觀看 LCD 顯示屏同時使用手動對

焦。 

 

EXR 處理器 II 擁有比上一代強大兩倍的性能(* 5)。X20 提供更快速的反應，僅需

0.5 秒(*4)啟動時間、0.01 秒的快門時滯和 0.5 秒的拍攝間隔等，進一步提高相機

的靈活性。X20 更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連拍速率，每秒高達 12 張（最多 11 張
（* 

6））和 1,200 萬像素的高解像度。 

 

 

(4) 高精度的 4 倍 F2.0-2.8 手動變焦鏡頭 

工程師於設計和開發這種高精密鏡頭時，對每個微小細節都投入高度關注。由 9

組 11 片玻璃鏡片包括 3 片非球面鏡片和 2 片 ED 鏡片組成。他們的努力造就出

廣角的最大光圈為 2.0、遠攝的最大光圈為 2.8 的超明亮鏡頭。FUJINON 專有的

HT-EBC 鍍膜能有效防止影像出現眩光和鬼影。 

 

4 倍光學手動變焦鏡頭讓用家迅速地設定精準的構圖，其金屬鏡筒及內部結構讓

整個變焦動作變得非常順暢。在超微距模式下，你可以近至 1cm 的距離為您的

主體拍攝令人驚嘆的特寫鏡頭。 

 

X20 獨特的影像穩定系統移動 5 片鏡片並提供 4 級的防震效果，能減少因相機防

震啟動而出現的周邊暗角和影像解像度下降，並有效防止動態模糊。 

 

另外，X20 的鏡頭採用 7 片光圈葉片，使您能夠創建一個美麗柔和的散景效果，

使拍攝主體從背景完美地跳脫出來。 

 

 

(5) 藝術攝影 

這部萬眾期待的新相機採用了 FUJIFILM 獨有的模擬菲林模式。用家可從 10 種

不同模擬傳統富士菲林效果的模式中選擇。 

 

其中彩色正片效果（Velvia/ PROVIA / ASTIA），專業彩色負片（PRO Neg.Std/ PRO 

Neg.Hi），黑白模式（黑白，Ye 濾鏡，R 濾鏡和 G 濾鏡）和復古模式。 

 

X20 的「進階濾鏡」亦為用家提供多達 8 款的藝術效果：  

擷取色彩：加強對比度和色彩飽和度 

玩具相機：利用玩具相機製造邊緣陰影 

縮圖：模糊照片的頂部和底部以創造立體模型效果 



 

動態色調：使用動態色調表現以獲得奇幻效果 

局部色彩：保留選擇原有的顏色並將其他範圍改變至單色。可選擇紅色、黃色、

綠色、藍色、橙色或紫色，以達至戲劇性的效果！ 

亮鍵：加強亮度和減低對比度美白色調的還原 

暗鍵 – 創造統一的暗沉色調，只強調某些重點 

柔和對焦 -創造整個影像都同樣柔和的照片 

 

多重曝光功能更可讓用家將 2 個獨立的影像合二為一，最適合把錯過了拍攝的人

也加到照片中。 

 

 

 

(6) 全高清動畫拍攝 

X20 的全高清動畫（1920×1080）可以 60fps 非常流暢的進行拍攝。以 36Mbps

的高比特率拍攝，有效降低雜訊和提升影像品質，從樹上每片葉子的紋理到面部

表情的微妙變化頭能顯示每一個細節。 

 

X20 還有許多不同功能，如錄製動畫時亦可拍攝照片等可供選擇。您可以利用模

擬菲林模式和充分發揮這大光圈鏡頭，拍攝夢幻般的「散景」效果。新的動畫場

景識別功能可在各種拍攝條件下自動識別 6 種場景和優化設置，製造美麗的效

果。更重要的是，在動畫拍攝過程中能啟動「智能混合自動對焦」，並連接額外

的立體聲麥克風捕捉完美的聲音。 

 

 



 

(7) 古典的設計和精密的操作系統 

日本製造，堅硬而輕巧，由鎂合金壓鑄而成，X20 的頂部控制版和相機底部均為

一流設計，為相機增添真正的風格和優雅。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模式轉盤和變焦

環由堅實的鋁合金經精密研磨而成，外部以耐用、有彈性的造皮革包裹。銀黑版

本的 X20 用特別配製的銀色和塗層，製造出優質的厚鋼質感。 

 

X20 的高對比度、460,000 點和 2.8 吋高級 LCD 顯示屏，加上更寬的視角和改善

了的 GUI 選單系統，讓構圖和翻查影像變成一種享受。X20 還設有一個「Q」按

鈕，可以設定常用的選單項目，如 ISO 設置；「FN」（功能）按鈕則允許用家在

拍攝時指定經常使用的功能。 

 

影像的長寬比有 4:3、3:2、16:9 和 1:1（正方形）可供選擇，以兼容廣泛的攝影

風格。相機還配備了「進階場景識別（SR Auto）」模式，由人像至風景，識別臉

部和每一個場景種類，甚至能偵測動態並自動優化對焦、曝光、ISO 和其他設定。 

 

 

(8) 主要功能 

 全新研發的光學觀景器和數碼半透面板 

 全新 1,200 萬像素 2/3 吋 X-Trans CMOS II 感應器 

 快至 0.06 秒(*3)高速自動對焦 

 進階 EXR 處理器 ll 

 高質素 F2.0-2.8 大光圈鏡頭 

 4 倍 FUJINON 手動變焦鏡頭 

 2.8 吋高對比 LCD 顯示屏 (460,000 點) 

 彈出式超智能閃光燈 

 快至 0.5 秒（*4）啟動，0.01 秒快門時滯 

 1cm 超微距模式 

 動態全景 360 度 

 8 種進階濾鏡，包括加強對比度和色彩飽和度的「擷取色彩」及懷舊效

果的「玩具相機」 

 可設置常用功能的 Q 按鈕 

 功能(Fn)按鈕 

 多重曝光 

 新的 GUI 能與變焦環或轉動指令轉盤同步顯示焦距、光圈值和快門速度 

 進階的「場景識別」（SR Auto）可識別 64 個拍攝模式 

 全高清動畫(60fps) 

 拍攝動畫時可手動對焦 

 外置立體聲麥克風（另購） 



 

 LCD 顯示屏顯示「峰值對焦」功能 

 有全黑色和銀黑色可供選擇 

 4 種快門聲音 - 鏡間快門，焦平快門，升起反光鏡，無聲快門 

 模擬菲林模式 

 電子水平儀 

 實時直方圖 

 

 

(9) 優質配件陣容 

 真皮相機套 LC-X20  – 優質真皮製造 

 鏡頭遮光罩和保護濾鏡 LHF-X20 -高透射的保護濾鏡，應用了鍍膜的多

層「Super EBC」的技術。有黑色或銀色以配合相機機身的顏色。專用

鏡頭遮光罩帶有狹縫，保持觀景器的全視角。 

 熱靴閃光燈 - FUJIFILM的三種外置閃光燈，能配合其專有的高精度TTL

自動閃光控制：EF-20 和 EF-X20 的閃光指數為 20，而 EF-42 的閃光指

數是 42。 

 外置立體聲麥克風 MIC-ST1 - 記錄真實的聲音，製成優質影像和全高

清動畫 

 
* 1. 根據 FUJIFILM 的研究。與 X10 於 F8 下進行比較。 

* 2. 與 X10 比較。 

* 3. 2012 年 11 月 FUJIFILM 的研究。根據 CIPA 的標準，與其他配備 2/3 吋或更大的 

感應器的數碼相機在高性能模式並以最廣角位置下進行自動對焦區域比較。 

* 4. 快速啟動模式 

* 5. 與 EXR 處理器 PRO 相比。 

* 6. 以 JPEG 設置，最多可以拍攝張數。 

 

 

 

～完～ 

 

新聞稿由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發佈，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服務熱線： 

2406 3225。 

 

如欲獲得更多有關 FUJIFILM X20 資料，可瀏覽下列網址: 

http://www.fujifilm.com.hk/products/digital_cameras/x/fujifilm_x20/  

 

http://www.fujifilm.com.hk/products/digital_cameras/x/fujifilm_x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