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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典之姿 致敬未来 哈苏 907X 50C 即日起发售 

 

【瑞典哥德堡，2020 年 8 月 12 日】哈苏于近日宣布，907X 50C 模块化中画幅数

码相机即日起开始发售。该产品秉持哈苏先生于 1948 年提出的“模块化”概念，由

CFV II 50C 数码后背与 907X 机身组成，将胶片时代的传奇与现代数码科技完美结合，

既是对辉煌过去的总结，亦是对无尽未来的畅想。 

 

 

 

全新升级的 CFV II 50C 数码后背配备 5000 万像素 CMOS 中画幅传感器，兼容 

1957 年后发布的大部分 V 系统相机及部分第三方技术型相机或大画幅相机。在整体

设计方面，CFV II 50C 增加了 3.2 英寸、236 万像素可翻转触控显示屏。得益于哈苏创

新友好的 H UI 界面，用户可通过基本的点触、滑动、双指缩放等手势操作设置菜单、 

预览图像。此外，后背屏幕支持翻转至 90°，方便于更多应用场景下操作，并内置电

池仓，可使用 USB-C 接口进行充电。 

 

907X 是哈苏目前最轻薄的中画幅机身，机身重量仅有 206g。与 CFV II 50C 结

合使用时，便能组合出一款极致便携的摄影利器。907X 机身除了支持使用高性能 

XCD 系列镜头之外，更可以通过转接环使用 HC/HCD、V、XPAN 系列镜头，完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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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哈苏丰富的镜头群优势。此外，哈苏还推出了与之配套的 907X 控制手柄与光学取

景器，不断完善使用体验。 

 

 
 

无论是将 CFV II 50C 连接于 V 系统机身还是 907X 机身，都能带来与众不同的

腰平取景方式，但独特的仪式感不止于此，经典快门键设计令 907X 50C 拥有别样的

握持手势，令用户重温哈苏 V 系统的独特体验，尽情沉浸于摄影世界中。 

 

907X 50C 主要功能及特点： 

 5000 万像素中画幅 CMOS 传感器（43.8 X 32.9mm） 

 14 级动范围 

 哈苏自然色彩解决方案 

 支持 16 位色深 RAW 格式及全尺寸 JPG 格式 

 3.2 英寸 236 万像素可翻转触控显示屏 

 60fps 高刷新率保证实时取景的稳定流畅 

 2.7K 视频 (2720 x 1530)及 HD (1920 x 1080)，画面比例为 16:9 

 UI 界面支持滑动、点击、拖拽、双指缩放等手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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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可充电电池仓，支持 USB-C 接口充电 

 兼容 1957 年后发布的大部分 V 系统相机及部分第三方技术型相机或大画幅相机 

 兼容 XCD 系列镜头 

 使用 XH 转接环兼容 HC/HCD 系列镜头，支持自动对焦（*HC 120 微距镜头/ HC 120 

II 微距镜头仅支持手动对焦） 

 通过官方转接环可兼容 V 系统镜头及 XPan 系列镜头，通过第三方转接环可转接第

三方镜头 

 双 UHS_II SD 卡槽 

 音频输入/输出 

 闪光灯输入/输出 

 提供 USB-C 3.0 高速接口和 Wi-Fi 连接 

 USB–C 3.0 高速接口支持连接快门线 

 Phocus Mobile2 支持更为便携高效的工作流 

 可选配件，包括 907X 控制手柄及 907X 光学取景器 

 机身总重量：740 g（CFV II 50C 数码后背：540 g / 907X 机身：200 g） 

 

与哈苏 907X 50C 搭配的控制手柄与光学取景器也将同时发售，907X 50C 控制手

柄为机身增加了拨轮、摇杆与常用功能按键，提升相机的稳定性，带来更舒适的握持

体验。907X 50C 光学取景器具备宽广的视野，更提供了 XCD 21、30、45mm 镜头的

取景参考线及中央十字线。与一般的光学取景器不同，这款光学取景器设计了半透明

反射的取景参考线，以便用户获得视角更广、无遮挡的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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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苏 907X 50C 模块化中画幅数码相机、控制手柄及光学取景器均已接受预定，

并将于 8 月底开始发货。哈苏 907X 50C 中国大陆地区建议含税零售价为 48000 元，

控制手柄中国大陆地区建议含税零售价为 5990 元，光学取景器中国大陆地区建议含

税零售价为 3990 元。 

 

了解哈苏 907X 50C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hasselblad.com/cfv-ii-50c-907x/  

 

此外，为了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哈苏更新了 Phocus Mobile 2 并新增支持 iPhone

设备。Phocus Mobile 2 现采用全新的远程控制面板，并支持 iPad/iPhone 端的实时取

景，可在 iPad/iPhone 端选择对焦点和实时预览景深。iPad 端更新功能包括： 

 优化远程控制面板 

 通过 USB-C 或 Wi-Fi 联接，实现 iPad 端的实时取景 

 改善白平衡工具，支持色彩预设和色彩选择器 

 支持对图片进行分批编辑参数 

 支持在 iPad 端选择自动对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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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在 iPad 端实现景深预览 

 

新增对 iPhone 设备的支持，令 Phocus Mobile 2 更加便捷易用。摄影师可通过 

iPhone 端的 Phocus Mobile 2，联接 X1D II 50C 或 907X 50C 及限量版，轻松分享无

限创意。iPhone 端更新功能包括： 

 哈苏 907X 50C、907X 限量版、X1D II 50C 可通过 USB-C 或 Wi-Fi 联接至

iPhone 设备 

 通过有线或 Wi-Fi 联接，在 iPhone 端进行实时取景及联机拍摄 

 支持 iPhone 端选择自动对焦点 

 支持在 iPhone 端实现景深预览 

 从相机 SD 卡导入 RAW 格式或全像素 JPEG 图像文件至 iPhone，并分享至

社交平台 

 通过评级和颜色标签轻松筛选图像 

 通过 iPhone 端实现固件升级 

现在即可前往 App Store 搜索“Phocus Mobile 2”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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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苏 

高端中画幅相机技术领导者哈苏（Hasselblad）成立于 1941 年，是行业领先的中画幅相

机和镜头制造商。哈苏相机以其标志性的人体工学设计、来自瑞典的精湛工艺及无与伦比的

影像效果闻名于世。 

79 年以来，哈苏相机见证并记录了人类发展史上众多永恒瞬间，包括人类首次登月。哈

苏相机展现的摄影艺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看世界的新窗口。承载着登月的信任，世界顶级

摄影师的肯定，哈苏将持续创造呈现极致影像的最佳相机，为摄影师带来更多灵感。 

哈苏 H 系统相机配备一系列专业镜头并经过独家改良，被公认为是市场上非常全面的数

码相机系统。此外，哈苏也是首个将中画幅相机系统与先进的 CMOS 传感器融为一体的先驱

者。2016 年哈苏公司发布了 H6D 相机，配备了全新的电子系统，也展现了首屈一指的画质及

精湛工艺。同年年底，哈苏公司又推出了世界第一款无反光镜中画幅相机 —— X1D，让中画

幅走入更多大众的视野。 

关注哈苏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hasselblad  

关注哈苏 Facebook: www.facebook.com/hasselblad  

关注哈苏 Twitter: www.twitter.com/Hasselblad 

关注哈苏 LinkedIn: www.linkedin.com/company/hasselblad 

关注哈苏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user/HasselbladAS 

关注哈苏微博: www.weibo.com/hasselblad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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