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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卡式摄录一体机



小型轻量、
清晰实用，

摄录一体机。

功能性，扩展性和前瞻性

AG-HPX610 具有良好的性价比以及易用性，并且可以灵活进行扩展，

是专业摄像机构和广播电视台的理想选择。根据使用需求，AG-HPX610 可

以使用不同规格的镜头。AG-HPX610 摄像机的机身重量只有 2.8kg，是当

前业内轻量型的 ※1 的一款摄录一体机，由于采用了集成化设计，在拍摄的

时候，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影像的动态捕捉。感光元件采用了新开发的 300
万像素 MOS 传感器，其灵敏度可以达到 F12(59.94Hz 时 )，S/N 59dB( 标准 )
可以实现高清晰彩色画质。记录方面采用了包含 AVC-Intra100/50 等多种

HD/SD 记录编码。还可以针对不同的业务需要，可以以选购件的方式扩充

网络功能、VFR 功能等，从而实现以低成本配置出广播级所需的拍摄系统

的目的。此外摄像机还可以对应新型 P2 卡 microP2 卡 ※2。凭借众多先进

特性，AG-HPX610 将引领未来视频发展潮流。

※1: 2/3 型肩扛式高清摄像机（根据本公司 2012 年 8 月的调研结果）。

※2：有关最新信息，参见松下网站（http：//pro-av.panasonic.net/）的“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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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循环记录或间隔记录功能时不能记录代理数据。代理数据是低分辨率视频和

音频数据，带有时码、元数据和其他管理数据，采用文件格式。DCF 技术的使用获

得了 Multi-Format 公司的许可。※5: 有关最新信息，参见松下网站（http ：//pro-av.
panasonic.net/）的“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6: 支持的功能根据可选配置而变化。

具体参见第 5 页。※7: LiveU LU40 系列不包括在选项中。

代理码率和网络选件

支持高分辨率和卓越音质的低码率代

理文件（Quick time/H.264）※4。可以

采用PC机、苹果电脑、平板电脑或智

能手机※5进行预览、元数据输入、网

络传输，甚至是简单的编辑※6，实现

云工作流程，发挥IT潜力。

可选的上传设备支持

支持便携上传解决方案。LiveU LU40
系列※7的状态、设置和宽带条件可以

在摄像机取景器上上显示，可以开始/
停止上传操作。摄像机操作者可以舒

适而且安全地处理现场转播。

可选可变帧频和24PsF制作

通过采用可变帧频（慢速/高速摄像）

来 提 供 快 动 作 和 慢 动 作 摄 像 。

24p/30p/60p以上的记录模式可以同步

选择，通过SDI OUT的24PsF输出来

满足多种图像制作需求。

支持microP2卡
用户可以在付费后升级AG-HPX610，
以兼容新型microP2记录媒体。这些未

来可选项提供了更高效、高质量的记

录、更小巧的外形、更轻的重量以及

更经济的媒介。当P2满足下一代广播

和图像制作需求时，这些功能具有巨

大优势。 

扩展性——选购功能扩展 

满足未来需求——用于未来增强的升级

更轻巧

高灵敏度

高信噪比

AVC-Intra 记录

高画质收录

microP2 卡

报道取材

Proxy 记录

无线网络

有线网络

实时传输

移动平台的

解决方案

电影拍摄制作

可变帧频

24PsF 

功能性

扩展性

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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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性能
采用高灵敏度MOS传感器以及AVC-Intra编码技术可以拍
摄高品质全高清10 bit,4:2:2的高画质影像。

※AVC-Intra 100编码时。

2/3 卡口可更换镜头

采用 2/3 卡口镜头适配器，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装配各式各样的

功能组件，用于满足广播及业务用的拍摄需要。

高灵敏度 F12 新型 300 万像素 MOS 传感器

AG-HPX610 采用了新型高灵敏度 14 bit 300 万像素 MOS 传感器，

实现了 2/3 型 3CCD 摄像机在 F12（59.94Hz 时）高灵敏度及低噪

点（S/N 比 59dB 时）的拍摄效果。并且还能够通过高速扫描有效

抑制画面的倾斜。

※ 在 50Hz 时，灵敏度为 F13。

高画质的图像处理以及丰富的画质设定功能。

• CAC 色彩校正功能：采用了对应 CAC 功能的特殊镜头，该镜头

可以自行修正画面周围部分的微妙色差（例如颜色浸染）。

• 动态伽玛功能：自动控制画面过度明暗，从而在视觉上获得更为

广阔的取景范围。

• 闪光带补偿功能：自动探测出高精度曝光带，并且具备自我修正

功能。

• 伽玛：可以选择 7 种模式 (HD NORM/LOW/SD NORM/HIGH/
B.PRESS /CINE-LIKE D/CINE-LIKE V) 的伽玛曲线。

• 数字画质设定∶可以进行 H 细节，V 细节，细节降噪，皮肤色调

细节，色度水平，色相，色温，底电平，拐点（LOW/MID/
HIGH），矩阵（NORM1/NORM2/FLUO/CINE-LIKE）的各项设定。

搭载其他专业高级功能

• 逆向扫描：对应电影镜头适配器的使用。

• 数码变焦：2 倍 /4 倍数码变焦。

• 快门： 1/12~1/2000 秒可变，具有同步扫描功能。

• ND 滤镜：4 档（clear，1/4，1/16，1/64）。

高画质的 AVC-Intra 编码

该产品以新的视频压缩技术

MPEG-4 AVC/H.264 规格为基础，

坚持了帧内压缩的压缩方式，实现了高压缩比率、高画质、高质量

编辑。该产品有 2 种收录格式，一种是可以获得 1920×1080 10 
bit， 4:2:2 全像素，全取样的 AVC-Intra100，另一种是可以实现低

比特率和低成本运用的 1440×1080 10 bit，4:2:0 AVC-Intra50。
※记载的像素数量是 1080i/p 模式时的数值。本机还支持 720p 模式。

HD/SD 多格式和多编解码记录

• AVC Intra100/50: 1080/60i, 24pN, 30pN, 720/60p, 24pN, 30pN※

• DVCPRO HD: 1080/60i, 24p, 24pA, 30p, 720/60p, 24p, 30p※

• DVCPRO 50/DVCPRO/DV: 480/60i, 30p, 24p, 24pA※

• 50 Hz 可切换 : 1080/50i,25p, 25pN,720/50p, 25p, 25pN, 576/50i, 
25p

※ 24p = 23.98p, 30p = 29.97p, 60p = 59.94p and 60i = 59.94i。

16 bit/48 kHz/4CH 高品质的音频

可以实现 4 通道 48 kHz/16 bit 的高品质数字音频录制。可以为每个

通道选择音频源，信号源可以从麦克风输入，线路输入或无线话筒

进行选择。可以实现 4 通道独立输入。

高速 · 安全 · 环保的 P2 卡

• 广播业务用的 P2 卡：对冲击、振动、温度的适应性极强，性能可

靠。

• 快速启动：在电源关闭状态下，无需待机也无需搜索起始位置就

可以即刻开始拍摄。

• 安全性：储存卡不会发生空余部分自动录制或卡中内容被覆盖的

情况。

• 耐用性：具有允许重复使用多年的高耐用性和可靠性。

• 即时回放：可以从缩略图中快速选中并播出片段。

• 即时编辑：无需数字化。可以直接在 PC※1 上进行非线性编辑制

作以及高速上传到网络服务器上 ※2。

※1 ：必须安装 P2 驱动软件才能进行 P2 卡的识别。 编辑时还需要各公司公布的

相应软件。请参考彩页后面的关于“使用 PC 处理 P2 文件的注意事项”。

※2 ：最大 1.2Gbps 传输速率为 P2 卡本身的性能速率，实际传输速度取决于连接

的母线、操作系统、软件和网络性能。

基于文件拍摄的多种记录功能

• 2 个插槽：配有两个 P2 卡槽，可以进行连续记录、自动选择记录

卡（切换录制插槽）和热插拔。

• 单一片段记录：一次性最多记录 99 个连续镜头。

• 循环记录：通过循环记录可以收录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拍摄内容。

• 预记录：可以恢复录制开始以前的漏拍内容。

• 间隔记录 ※1 ：设定间隔和记录时间，进行自动收录。

• One shot 记录 ※1 ：该帧镜头摄像功能适用于制作动画。

• 文本备忘 ※2 ：每个剪辑可以最多设置 100 个书签。

• 拍摄标记 ※2 ：在剪辑处设置标记。用于 OK/ NG 的区分。

• 元数据：摄影师姓名，摄影地点，如文本备忘等信息可附加在 SD
存储卡中。

※1 ：进行选购的可变帧频拍摄时，不能使用此功能。

※2 ：在循环记录、间隔记录或 One-shot 记录模式中不能使用文本备忘和拍摄标

记功能。

灵敏度F12的拍摄效果图
（AG-HPX610）

灵敏度F8的拍摄效果图
（与肉眼看到的几乎相同） 

2/3卡口可更换式

3



丰富功能
约2.8千克的小型机身，搭载了新的“SmartUI”等便捷
的操作功能和完备的系统功能。

可以快速设置多项功能的“SmartUI”

轻量的 2/3 卡口肩扛式摄录一体机

2.8 公斤 ※ 左右的机身，具备出色操作性。拥有小巧的机身，并具

备前瞻性的设计。

※肩扛式的 2/3 的高清摄像机。根据 2012 年 8 月本公司的调查。

低功耗

主机功耗仅为 18W。与本公司传统型号的摄录一体机 AJ-HPX2100
（36W / 主机，关闭液晶屏 / 2007 年的商品）相比，耗电量仅为

AJ-HPX2100 的 一 半 左 右。 安 装 视 频 编 码 器 板（ 选 购 件

AG-YDX600）和 HD/SD SDI 输入板（选购件 AG-YA600）后，使

用时也可实现 22W 的低功耗。

新型用户界面“SmartUI”
使用了由液晶显示器和若干按钮组成的新型设计用户界

面”SmartUI”。具有场景文件设置，音频电平设置，音频输入和输

出选择，时间码设置和 MON/HDMI 输出图像设定等多功能，简单

易懂、方便设置。

多种拍摄辅助功能

• 辅助聚焦：使用”Focus Assist”按钮可以将聚焦部分中央扩大并

显示在寻像器上。

• 场景文件：根据拍摄状况可以切换六种菜单文件。文件可以存储

在 SD 卡上。

• 增益：配备 3 处增益选择开关。最大达到 +18 dB。
• 用户键：可以任意设定三个功能键。

• 平滑白平衡：白平衡模式切换时，可以平滑的移动，如从室外进

入室内时，效果显著。

• 矢量 / 波形示波器：波形及矢量可以轻易的在子画面上显示。

• 斑马线：50%-109% 之间可以以 1% 为单位进行调节，有 2 种显

示方式。

• 模式检查：可以将摄录一体机的设定状态在一览表中显示。

• Y-GET ：将画面中央附近的亮度通过数值准确测量出来。

• 自动跟踪白平衡功能。

• 用户文件可以存储在 SD 卡上并且应用到其他摄像机。

• 音频输入电平 ( 前 ) 可以切换开 / 关，并被分配到需要的通道。

新的彩色液晶寻像器

新型彩色高清寻像器 AG-CVF15MC 搭载 3.45 英寸，约 92 万像素

16:9 的彩色 LCD。AG-CVF15MC 有两种打开方式，当向上打开时，

可以当作液晶监视器

使用。

另外也支持 2 英寸高

清 寻 像 器（ 选 购 件

AJ-HVF21MC）。

遥控摄像系统

• 10P 遥控接口：通过遥控单元（选购件 AG-EC4MC），可以遥控

摄像机。

• 摄像机演播室系统：摄像机适配器（选购件 AG-CA300MC），通

过基站（选购件 AG-BS300MC）实现低成本拍摄。

※仅可遥控 AG-HPX610 可对应的功能。

配备了 HDMI 输出和 HD-SDI 输入输出

• SDI 输出：使用 AG-HPD24 等具备 SDI 输出的产品，实现开始 /
停止拍摄的连动备份记录。此接口通过追加支持 HD/SD SDI 输入

( 选购件 AG-YA600)，可以实现 SDI 输入的切换和现场收录。

• HDMI OUT 接口：可实现业务用、民用等多范围高清设备的视频 /
音频的数字输出。

• MON OUT 接口：可以与 SDI 输出区别开进行单独输出。可以设

置 HD-SDI 或下变换的 SD-SDI 或 VBS。
• 宽高比转换：当 SDI 输出 / MON OUT 输出下变换时，可以采用

信箱模式、切边模式、挤压模式。

其他接口

• TC IN/OUT ：内置的 SMPTE 时间码发生器 / 读取器。通过菜单设

置进行 IN / OUT 切换。

• GENLOCK IN ：对应多台摄像机同时录制。

• USB 2.0 ：对应 HOST（连接到 HDD）/DEVICE（连接到 PC/
Mac）两种模式。

• UniSlot ：对应无线接收器。

• XLR 音频输入：对应 +48 V 电源供应，2 讯道。

• 音频输出接口（管脚插孔），2 讯道。

• 兼容包括 Anton/Bauer、IDX 等多家公司的业务用电池。

后部接口USB 接口 (左侧)波形示波器 (图片为AG-CVF15MC）

音频输出接口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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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功能
具备代理码率、网络功能、可变帧频等功能。
可以按照使用需要进行相应的系统扩展。

革命性的工作流程与高分辨率
代理码率视频和网络选件

●生成高分辨率的代理视频文件

[ 需要选购件：视频编解码板 AG-YDX600MC]
可以将支持高分辨率，高音质文件格式 (Quick Time/H.264）的代

理码率文件记录在 P2 卡和 SDHC/SD 存储卡中。可以将通过网络

发送的速报直接作为文件资源进行发送，由于在离线编辑时也能够

判断图像质量，因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 使用循环记录、间隔记录拍摄时，无法进行代理数据的记录。代理数据是指低

分辨率视频和音频的 AV 数据中附带了时间码、元数据等管理信息的文件数据。

●使用无线局域网，有线局域网进行视频流传输

[ 无线升级软件 AG-SFU601MC 和无线 wifi 模块 AJ-WM30MC]
可用于有线局域网（以太网）和无线局域网。可以使用 PC / Mac、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1 等进行代理码率视频 ※2 的预览播放及视频

流的传送，也可以显示和输入元数据。此外，使用 PC/MAC 可以保

存代理文件，实现文件共享，上传视频等云工作流程。

※2 ：生成代理码率视频还需另购编码板 AG-YDX600MC。

※3 ：最新信息请浏览松下网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 的“Support and 
Download”。

● PC 或平板电脑上编辑代理码率视频的播放列表 ※4

[ 需要选购件：升级软件 AG-SFU604MC]
连接到有线或无线网络的 AG-HPX610 摄像机和诸如 PC 机、苹果

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可以用于播放列表编辑。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和速度，因为只需摄像机和连接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初步编辑，然

后随时随地传输数据 ※5。播放列表编辑和保存、播放列表查看和

SDI 输出以及编辑和复制都可以通过网络应用来实现。 
※4 ：除了 AG-SFU604G 升级软件之外，运行时还需要 AG-YDX600G 视频编码

器板和AG-SFU601G升级软件。对于无线局域网连接，还需要AJ-WM30无线模块。

※5 ：摄像机本身没有数据传输功能。

支持视频上传系统 
●上传设备的改进便利性
[ 需要选购件：升级软件 AG-SFU603MC]
支持采用普通电话线的视频上传系统※6。LiveULU40系列※7的状态、

设置和带宽条件都可以在摄像机的取景器上显示， 摄像机操作员可

以看着取景器完成上传开始 / 停止操作。摄像机操作员因此可以舒

适而且安全地实施现场实况转播。

※6 ：摄像机软件必须升级。LiveU LU40 系列不包括在选购项中。需要一根 BNC
电缆和 USB 电缆将摄像机连接到 LU40 系列。为了安装摄像机，需要单独购买一

个安装适配器（由其他公司制造）。有关 LiveU 和其他应用解决方案的信息，请参

见松下网站（http ：//pro-av.panasonic.net/）的“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

※7 请访问 LiveU 网站（http ：//www.liveu.tv/LU40i.html）

带有LiveULU40系列的系统举例。上传状态显示在取景器上。

合成图像

AG-HPX610

AJ-WM30
无线wifi模块

PC 
例如 Panasonic Toughbook
MacBook Air 等

iPad等 
移动终端※2

无线 LAN
  IEEE802.11b/g

Ethernet

智能手机※2

例如 iPhone
便携式媒体播放器※2 

例如 iPod Touch

用于代理视频和播放列表编辑的网络应用（用于ipad）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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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专业的microP2卡

microP2 卡
MicroP2 卡兼容性升级 ※2

（免费升级）

P2 卡已经演变为 microP2 卡（32GB/64GB），这是用于广

播用途的一种新型固态记录介质。在具有与 SD 存储卡同样

小的尺寸以及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时，新型 microP2 卡还具备

高速数据传输、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特点 。
※2:有关最新的固件，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pro-av.panasonic.net）的
“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

AJ-P2M032AG/064AMC
MicroP2 卡 ※3

MicroP2 卡具有 SD 存储卡的外形小巧

和低成本特点，同时还提供了 P2 卡高

度可靠的 RAID 技术和 CPS( 内容保护

系统 ) 的 P2 内容保护功能，能够实现

2Gbps 的最高数据传输速度。

※3:需要一个选购的存储卡适配器AJ-P2AD1G才能
够在AG-HPX610摄像机上使用microP2卡。

AJ-P2AD1MC
存储卡适配器

存储卡适配器 AJ-P2AD1MC 能够支

持 配 备 了 P2 卡 插 槽 的 设 备（ 比 如

AG-HPX610 摄像机）使用 microP2 卡， 
还能够支持达到 AVC-Intra100（不包括

1080，60p/50p) 的写入速度。※4

※4:不保证SDHC/SDXC存储卡的使用 。如需详细
信息，请参见该宣传册的封底（有关使用PC机处理

P2文件的说明——使用带有AJ-P2AD1存储卡适配器
的SDHC/SDHX存储卡时的注意事项）。

AJ-MPD1G
存储卡驱动器”microP2 drive”
这个小巧、轻便、低成本的 microP2 卡驱动器有两个卡插槽。

高速 USB 3.0 接口可以实现最高 2.0Gbps 的读取速度。

可满足电影制作的可变帧频选件

●可变帧频和 24PsF 输出

[ 需要选购件：无线软件 AG-SFU602MC]
720p 模式时可以将帧频设置为 1fps ～ 30fps,1080p 可变帧频模式

时将帧频设置为 1fps ～ 60fps。低速拍摄 / 高速拍摄分别对应快动

作 / 和慢动作的效果。记录模式可以选择 24p/30p 本地录制模式和

超过 60P 的模式。此外，用于非压缩记录格式的 24PsF 也可以从

SDI OUT 中输出。

面向未来
兼容新型固态记录介质microP2卡。

可变帧频

上图: 24p Cinema-like 
中间: 高速拍摄 (慢动作) 
下图: 慢速拍摄 (快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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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件
AG-HPX610 和P2 系列产品的选配件。
[AG-HPX610MCH: 摄像机主机、寻像器、话筒、托板]
[AG-HPX610MCF: 摄像机主机、寻像器、话筒、托板、镜头]

通过高画质的传送和远距离操控，提高了各种 P2 HD 和 DVCPRO HD 摄录一体机的性价比。

AG-MC200MC
XLR 麦克风

SHAN-TM700MC
托  板

AJ-SC900MC
便携软包

SHAN-RC700MC
防雨罩

其他公司产品

Anton/Bauer Dionic Battery
LU40 series
LiveU Portable Uplink Solution

演播室系统综合电缆
( AG-BS300 和 AG-CA300连接 )
[Canare]
V2PCS25-5CFWCE-SF-SC  
(25 m)
V2PCS50-5CFWCE-SF-SC  
(50 m)
V2PCS100-5CFWCE-SF-SC  
(100 m)
演播室系统电源线
(AG-BS300 和 AG-CA300连接 )
[Canare]
DC50V10-CE01PS-SC  
(50 m)
DC100V10-CE01PS-SC  
(100 m)
 
Canare Electric CO., Ltd.
http://www.canare.co.jp/oversea/mainmenu.html

AJ-WM30MC
无线模块

AG-YA600MC
HD/SD SDI 输入板

AG-YDX600MC
视频编解码板
可以将低码率文件记录到P2
卡及SD/SDHC存储卡中。

AJ-HVF21KMC
50.8 mm  
高清寻像器

59.94 Hz/50 Hz 可切换

AJ-SK001MC (用于 P2 Viewer plus)
上载软件※2

支持从P2卡上载到其他存储设

备 , 如硬盘。在上载过程中 , 支
持有校验的安全复制。

NEW

AG-SFU604MC
升级软件※1

支持在网络终端上编辑代
理码率视频播放列表。

NEW

AG-CVF15MC
彩色高清寻像器

2种寻像器查看方式

AJ-P2E064FMC
AJ-P2E032FMC
AJ-P2E016FMC  
F 系列P2卡

AJ-P2M032AMC
AJ-P2M064AMC 
存储卡  
“microP2 卡”

NEW

NEW

AJ-P2AD1MC 
存储卡适配器

NEW

AJ-MPD1G
存储卡驱动器

 "microP2 drive"

NEW

microP2 卡

AG-YA500MC
VF 接口盒
用于寻像器返回图像显示
和Tally。

SD/SDHC/SDXC 
存储卡

AG-SFU602MC 
升级软件※1 
支持可变帧频拍摄和24psf
输出。  

P2 Viewer Plus
浏览软件※2

兼容Windows/Mac OS。  

AG-SFU603MC
升级软件※1

可支持视频上传。

NEW

※1: 欲了解更多关于软件购买的信息，请登陆松下网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的“Service and Support”部
分。

※2:欲了解更多关于 P2 Viewer Plus 下载和使用的信息 ,请
登陆松下网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en/sales_o/p2/
p2viewerplus/)的“P2 Viewer Plus”部分。

摄像机演播室系统

AG-CA300MC
摄像机适配器

AG-BS300MC
基  站

AG-EC4MC
遥控单元 (E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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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规
电压 : DC 12 V (DC 11 V ～ 17 V)
功耗 : 18 W ( 仅主机 ) 
 22 W (AG-YDX600 和 AG-YA600 使用时 )
工作温度 : 0℃ ～ 40 ℃
工作湿度 : 10% ～ 85% ( 无结露 )
保存温度 : -20 ℃ ～ 60 ℃
重量 : 大约 2.8 kg  不含电池和附件

尺寸 (W x H x D): 144 mm x 267 mm x 350 mm , 不包括凸出部分

摄像机
成像部件 : 2/3 型 MOS x 1
镜头装配 : 2/3 卡口型

ND 滤镜 :  4 档 (Clear, 1/4ND, 1/16ND, 1/64ND)
量化： 14 bit
增益选择 -3 dB, 0 dB, 3 dB, 6 dB, 9 dB, 12 dB, 18 dB 
 (18 dB: USER SW allocation)
色温设置 : ATW, ATW LOCK, Ach, Bch,  
 预设 3200 K/ 预设 5600 K/VAR (2400K to 9900K )
快门速度 : 系统模式 = 59.94 Hz 
( 预设 ) •60i/60p 模式 : 1/60 (OFF) 秒 , 1/100 秒 , 1/120 秒 ,  
 1/250 秒 , 1/500 秒 , 1/1000 秒 , 1/2000 秒 
 •30p 模式 : 1/30 (OFF) 秒 , 1/50 秒 , 1/60 秒 ,  
 1/120 秒 , 1/250 秒 , 1/500 秒 , 1/1000 秒 
 •24p 模式 : 1/24 (OFF) 秒 , 1/50 秒 , 1/60 秒 ,  
 1/120 秒 , 1/250 秒 , 1/500 秒 , 1/1000 秒 
 系统模式 = 50 Hz 
 •50i/50p 模式 : 1/50 (OFF ) 秒 , 1/60 秒 , 1/120 秒 ,  
 1/250 秒 , 1/500 秒 , 1/1000 秒 , 1/2000 秒 
 •25p 模式 : 1/25 (OFF ) 秒 , 1/50 秒 , 1/60 秒 ,  
 1/120 秒 , 1/250 秒 , 1/500 秒 , 1/1000 秒
快门速度 : 系统模式 = 59.94 Hz 
(Slow) •60i/60p 模式 :  1/15 秒 , 1/30 秒 
 •30p 模式 :   1/15 秒 
 •24p 模式 :   1/12 秒 
 系统模式 = 50 Hz 
 •50i/50p 模式 :  1/12.5 秒 , 1/25 秒 
 •25p 模式 :   1/12.5 秒
快门速度 : 系统模式 = 59.94 Hz (SYNC SCAN TYPE = 秒 ) 
( 同步扫描 ) •60i/60p 模式 :  1/60.0 秒 ～ 1/249.8 秒 
 •30p 模式 :   1/30.0 秒 ～ 1/249.8 秒 
 •24p 模式 :   1/24.0 秒 ～ 1/249.8 秒 
 系统模式 = 50 Hz (SYNC SCAN TYPE = 秒 ) 
 •50i/50p 模式 :  1/50.0 秒 ～ 1/250.0 秒 
 •25p 模式 :   1/25.0 秒 ～ 1/250.0 秒
快门张开角 : 在 SCENE FILE VFR = OFF 时 
       可以按 3 deg ～ 360 deg,0.5 deg 的步骤设定 
 SCENE FILE VFR = ON※1 ( 帧频 12p 以上 )  
      可以按 3 deg ～ 360 deg、0.5 deg 步骤设定  
 SCENE FILE VFR = ON※1 ( 帧数率小于 12p) 
       可以按 3 deg ～ 22.5 deg,0.5 deg 步骤设定 
       45 deg, 90 deg, 180 deg, 360 deg
帧频 ※1: •1080: 1/2/4/6/9/12/15/18/20/21/22/24/25/26/27/ 
(59.94 Hz 模式 ) 28/30( 帧 / 秒 ), 17 steps 
 •720: 1/2/4/6/9/12/15/18/20/21/22/24/25/26/27/28/ 
 30/32/34/36/40/44/48/54/60 ( 帧 / 秒 ), 25 steps
帧频 ※1: •1080: 1/2/4/6/9/12/15/18/20/21/22/23/24/25 ( 帧 / 秒 ) 
(50 Hz 模式 )  14 steps 
 •720: 1/2/4/6/9/12/15/18/20/21/22/23/24/25/26/27/ 
 28/30/32/34/37/42/45/48/50 ( 帧 / 秒 ), 25 steps
灵敏度 : F12 (2000 lx, 3200 K, 89.9% 反射 , 1080/59.94i) 
 F13 (2000 lx, 3200 K, 89.9% 反射 , 1080/50i)
视频 S/N: 59 dB ( 标准 )
数码变焦 : x 2, x 4

存储卡记录
记录介质 :  P2 卡
系统格式 :  1080/59.94i, 1080/23.98PsF※1, 720/59.94p,  
 480/59.94i1, 1080/50i, 720/50p, 576/50i
记录视频格式 : 1080/59.94i, 1080/29.97p, 1080/29.97pN, 1080/23.98p, 
 1080/23.98pA, 1080/23.98pN, 1080/50i, 1080/25p, 
 1080/25pN,  
 720/59.94p, 720/29.97p, 720/29.97pN, 720/23.98p, 
 720/23.98pN, 720/50p, 720/25p, 720/25pN,   
 480/59.94i, 480/29.97p, 480/23.98p, 480/23.98pA, 
 576/50i, 576/25p
记录格式 : AVC-Intra100/AVC-Intra50/DVCPRO HD/ 
 DVCPRO 50/DVCPRO/DV 格式可切换

记录 / 播放时间 ※2:  AVC-Intra100/DVCPRO HD:  大约 64 分钟 
使用一张 64 GB P2 卡 AVC-Intra50/DVCPRO 50:  大约 128 分钟 
 DVCPRO/DV:   大约 256 分钟

记录 / 播放时间 ※2:  AVC-Intra100/DVCPRO HD:  大约 32 分钟 
使用一张 32 GB P2 卡 AVC-Intra50/DVCPRO 50:  大约 64 分钟 
 DVCPRO/DV:   大约 128 分钟

记录 / 播放时间 ※2:  AVC-Intra100/DVCPRO HD:  大约 16 分钟 
使用一张 16 GB P2 卡 AVC-Intra50/DVCPRO 50:  大约 32 分钟 
 DVCPRO/DV:  大约 64 分钟

数字视频
视频信号 : AVC-Intra100/DVCPRO HD: 
 Y: 74.1758 MHz, PB/PR: 37.0879 MHz (59.94 Hz ) 
 Y: 74.2500 MHz,  PB/PR: 37.1250 MHz (50 Hz ) 
 DVCPRO 50: Y: 13.5 MHz, P PB/PR: 6.75 MHz 
 DVCPRO: Y: 13.5 MHz,  PB/PR: 3.375 MHz
量化 : AVC-Intra100/AVC-Intra50: 10 bit 
 DVCPRO HD/DVCPRO 50/DVCPRO/DV: 8 bit
视频压缩 : AVC-Intra100/AVC-Intra50: 
 MPEG-4 AVC/H.264 Intra Profile 
 DVCPRO HD: 基于 DV 压缩 (SMPTE 370M ) 
 DVCPRO 50/DVCPRO: 基于 DV 压缩 (SMPTE 314M) 
 DV: DV 压缩 (IEC 61834-2)

数字音频
音频信号 : AVC-Intra100/AVC-Intra50: 48 kHz, 16 bit, 4CH 
 DVCPRO HD/DVCPRO 50: 48 kHz, 16 bit, 4CH 
 DVCPRO/DV: 48 kHz, 16 bit, 2CH/4CH 可切换

冗余 : 20 dB/18 dB 菜单选择

视频输入 / 输出

SDI 输入 / 输出 (OP)※3: BNC×1 
 HD SDI: 0.8V [p-p], 75 Ω 
 SD SDI: 0.8V [p-p], 75 Ω
MON 输出 : BNC×1, HD SDI/SD SDI/VBS ( 模拟复合 )  
 可通过 SmatUI 切换 
 HD SDI: 0.8 V [p-p], 75 Ω /  
 SD SDI: 0.8 V [p-p], 75 Ω /  
 VBS: 1.0 V [p-p], 75 Ω
HDMI 输出 : HDMI x 1 (HDMI A 型接口 ),  
 不支持 VIERA Link 

音频输入 / 输出
音频输入 :  XLR (3 pin) x 2 
 LINE/MIC 可切换 , 高阻抗 , 
 LINE: 0 dBu, MIC:-50 dBu/-60 dBu ( 菜单选择 ) 
 MIC +48 V ON/OFF ( 可切换 )
MIC 输入 : XLR (3 pin) x 1 
 +MIC/+48 V 可切换 ,  
 -40 dBu/-50 dBu/-60 dBu ( 菜单选择 )
无线输入 : 25 pin, D-SUB, -40 dBu 2CH 支持

音频输出 :  Pin jack × 2 (CH1/CH2), 输出 : 316 mV, 600 Ω
PHONES OUT: ø3.5 mm 立体声微型插孔 × 1
内置扬声器 : 20 mm 圆形 × 1

其他输入 / 输出
同步输入 : BNC × 1, 1.0 V [p-p], 75 Ω
TC IN/OUT: IN: BNC × 1, 0.5 V [p-p] ～ 8V [p-p], 10 kΩ 
 OUT: BNC × 1, 2.0 V ±0.5 V [p-p], 低阻抗 
 (IN/OUT 菜单选择 )
DC IN: XLR × 1, 4 pin, DC 12 V (DC 11.0 V ～ 17.0 V )
DC OUT: 4 pin, DC 12 V (DC 11.0 V ～ 17.0 V ), 最大 1.5 A
遥控 : 10 pin
LENS: 12 pin
VF: 20 pin
LAN※4: 100BASE-TX/10BASE-T
USB 2.0 (HOST ): A 型 , 4 pin USB ver 2.0 标准

USB 2.0 (DEVICE ): B 型 , 4 pin USB ver 2.0 标准

USB 2.0 (HOST )※3: A 型 , 4 pin USB ver 2.0 标准 
 用于无线 wifi 模块 AJ-WM30

寻像器
寻像器： 3.45 型彩色液晶寻像器，约 1280 x 720 分辨率，92 万像素

套装镜头 ( 包含在 AG-HPX610MCF 套装里 )
重量： 约 1.6kg
适用摄像机： 2/3 型卡口摄像机

焦距： 8~128mm
变焦倍数： 16 倍

最大口径时光圈值： F1.9(8mm)~F2.8(128mm)
光圈范围： F1.9~F16
画面尺寸： 9.59 x 5.39mm
宽高比 :  16:9
后焦：  48mm（调整范围±0.3mm）

最小拍摄距离： 0.8m
光圈操作 :   自动光圈或手动

变焦操作： 马达驱动或手动

聚焦操作： 自动或手动

 
※1 ：无线升级软件 AG-SFU602 导入时，可以进行设定。※2 ：所示时间为 P2 卡记录一
个片段的时间，根据记录片段的不同，记录时间可能短于上述时间。※3 ：安装选购件 HD/
SD SDI 输入板 AG-YA600 时，SDI IN 功能有效（SDI OUT/IN 功能可通过菜单进行切换）。  
※4 ：无线升级软件 AG-SFU601 导入时，有线网和无线网等网络功能可以使用。  ※5 ：产
品中事先已安装。

以上所示重量和尺寸为近似值。规格和参数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AG-HPX610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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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 PC 传输 P2 文件的说明

准备和传输文件

PC 机必须要安装摄像机自带的 P2 驱动程序才能够识别、拷贝和传输 P2 文件。在使用 PC 卡插槽和处理存储硬盘上的文件时（比如 P2 存储器）也必须要使用该驱动程序。 产品自带的 P2 驱动程序与

Windows Vista、Windows XP、Windows 2000 以及 Mac OSX 兼容。有关其他操作要求，请参见 P2 安装手册。P2 驱动程序和 P2 安装手册可以从以下 Panasonic 网站免费下载：https://eww.pavc.
panasonic.co.jp/pro-av/ 并点击“P2 Support and Download”。

预览和非线性剪辑

如果要在 PC 机上预览（播放）P2 文件，必须要安装 Panasonic 公司的 P2 Viewer 软件（免费下载，仅限于 Windows）或 P2 CMS 内容管理软件（免费下载，可用于 Windows 和 Mac），或者其他公

司提供的 P2 兼容的剪辑软件（详情请登录 https://eww.pavc.panasonic.co.jp/pro.av/sales_o/p2/partners.html）。注意每个软件都有特定的操作环境的要求，操作环境必须要达到额外的要求才能够在

Windows PC 机或者 Mac 上播放和剪辑高清内容。有关 P2 Viewer 或 P2 CMS 内容管理软件下载和运行要求方面的信息，请登录 https://eww.pavc.panasonic.co.jp/pro-av/。有关其他 P2 剪辑软件的操

作要求和详情，请访问相关软件制造商的网站。

在使用带有存储卡适配器 AJ-P2AD1G 的 SHDC/SDXC 存储卡时的注意事项

•在 P2 系列产品上使用存储卡适配器时，只能使用 DV、 DVCPRO, DVCPRO50, 和 AVC-Intra50 记录格式。建议采用 10 级或以上的存储卡，但是有些卡可能无法记录。•无法使用 DVCPRO HD 和

AVC-intra100。 •存储卡数据容量必须为 4GB 或以上和 128GB 或以下。•不能使用间隔记录、单次记录、循环记录或 one-shot 记录。•如果在播放时读取性能不足，可能会跳帧（最大程度播放）。•
在将两张 SDHX/SDXC 存储卡上连续的视频片段时拷贝到另外一张 SDHC/SDXC 存储卡时，将不会保存两张卡的连接关系。正特定条件下，保存原始和拷贝 SDHC/SDXC 存储卡之间的连接关系。 

※P2HD、AVC-Intra、DVCPRO HD 和 DVCPRO 50 标志为 Panasonic 公司的注册商标。SD 标志为商标。SDHC 标志是注册商标。 SDXC 标志是注册商标。Quick Time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

国家的商标。

14AYH0609 

〔营业、技术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6

〔技术服务、维修〕

北京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5

济南技术服务中心

济南市二环东路3218号发展大厦B座6层D室

邮政编码：250012
电话：(0531)8190-8189
传真：(0531)8190-8189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2130  (020)8667-2131
传真：(020)8669-5225

广州技术服务中心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0381
传真：(020)8669-5225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6-7799
传真：(021)3866-7011

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6-7799
传真：(021)3866-7011

http://pro-av.panasonic.net/请登陆 Panasonic 网站查阅新非线性兼容信息、P2支持、下载和服务信息。 

P2  资产支持系统
适用于 P2HD / AVCCAM 的免费会员服务计划

为专业视频人士提供丰富的信息

渴望获得知识？

会员无需购买即可获得的信息服务。

最新技术信息 

常见问题，用户声音 

工具下载

通过PASS与我们联系

您的问题可得到直接答复。现在注册吧（无需购买）。

保持理想性能

产品注册后可提供的其他内容。

固件和实用软件下载 

快速检查，维修历史记录 

简讯

5 年延长质保计划
第1年

基本质保

第2年

第5年
为延长质保计划所覆盖

第4年

第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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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                        MCH
 存储卡式摄录一体机



小型轻量、
清晰实用，

摄录一体机。

功能性，扩展性和前瞻性

AG-HPX610 具有良好的性价比以及易用性，并且可以灵活进行扩展，

是专业摄像机构和广播电视台的理想选择。根据使用需求，AG-HPX610 可

以使用不同规格的镜头。AG-HPX610 摄像机的机身重量只有 2.8kg，是当

前业内轻量型的 ※1 的一款摄录一体机，由于采用了集成化设计，在拍摄的

时候，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影像的动态捕捉。感光元件采用了新开发的 300
万像素 MOS 传感器，其灵敏度可以达到 F12(59.94Hz 时 )，S/N 59dB( 标准 )
可以实现高清晰彩色画质。记录方面采用了包含 AVC-Intra100/50 等多种

HD/SD 记录编码。还可以针对不同的业务需要，可以以选购件的方式扩充

网络功能、VFR 功能等，从而实现以低成本配置出广播级所需的拍摄系统

的目的。此外摄像机还可以对应新型 P2 卡 microP2 卡 ※2。凭借众多先进

特性，AG-HPX610 将引领未来视频发展潮流。

※1: 2/3 型肩扛式高清摄像机（根据本公司 2012 年 8 月的调研结果）。

※2：有关最新信息，参见松下网站（http：//pro-av.panasonic.net/）的“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

1



※4: 使用循环记录或间隔记录功能时不能记录代理数据。代理数据是低分辨率视频和

音频数据，带有时码、元数据和其他管理数据，采用文件格式。DCF 技术的使用获

得了 Multi-Format 公司的许可。※5: 有关最新信息，参见松下网站（http ：//pro-av.
panasonic.net/）的“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6: 支持的功能根据可选配置而变化。

具体参见第 5 页。※7: LiveU LU40 系列不包括在选项中。

代理码率和网络选件

支持高分辨率和卓越音质的低码率代

理文件（Quick time/H.264）※4。可以

采用PC机、苹果电脑、平板电脑或智

能手机※5进行预览、元数据输入、网

络传输，甚至是简单的编辑※6，实现

云工作流程，发挥IT潜力。

可选的上传设备支持

支持便携上传解决方案。LiveU LU40
系列※7的状态、设置和宽带条件可以

在摄像机取景器上上显示，可以开始/
停止上传操作。摄像机操作者可以舒

适而且安全地处理现场转播。

可选可变帧频和24PsF制作

通过采用可变帧频（慢速/高速摄像）

来 提 供 快 动 作 和 慢 动 作 摄 像 。

24p/30p/60p以上的记录模式可以同步

选择，通过SDI OUT的24PsF输出来

满足多种图像制作需求。

支持microP2卡
用户可以在付费后升级AG-HPX610，
以兼容新型microP2记录媒体。这些未

来可选项提供了更高效、高质量的记

录、更小巧的外形、更轻的重量以及

更经济的媒介。当P2满足下一代广播

和图像制作需求时，这些功能具有巨

大优势。 

扩展性——选购功能扩展 

满足未来需求——用于未来增强的升级

更轻巧

高灵敏度

高信噪比

AVC-Intra 记录

高画质收录

microP2 卡

报道取材

Proxy 记录

无线网络

有线网络

实时传输

移动平台的

解决方案

电影拍摄制作

可变帧频

24PsF 

功能性

扩展性

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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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性能
采用高灵敏度MOS传感器以及AVC-Intra编码技术可以拍
摄高品质全高清10 bit,4:2:2的高画质影像。

※AVC-Intra 100编码时。

2/3 卡口可更换镜头

采用 2/3 卡口镜头适配器，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装配各式各样的

功能组件，用于满足广播及业务用的拍摄需要。

高灵敏度 F12 新型 300 万像素 MOS 传感器

AG-HPX610 采用了新型高灵敏度 14 bit 300 万像素 MOS 传感器，

实现了 2/3 型 3CCD 摄像机在 F12（59.94Hz 时）高灵敏度及低噪

点（S/N 比 59dB 时）的拍摄效果。并且还能够通过高速扫描有效

抑制画面的倾斜。

※ 在 50Hz 时，灵敏度为 F13。

高画质的图像处理以及丰富的画质设定功能。

• CAC 色彩校正功能：采用了对应 CAC 功能的特殊镜头，该镜头

可以自行修正画面周围部分的微妙色差（例如颜色浸染）。

• 动态伽玛功能：自动控制画面过度明暗，从而在视觉上获得更为

广阔的取景范围。

• 闪光带补偿功能：自动探测出高精度曝光带，并且具备自我修正

功能。

• 伽玛：可以选择 7 种模式 (HD NORM/LOW/SD NORM/HIGH/
B.PRESS /CINE-LIKE D/CINE-LIKE V) 的伽玛曲线。

• 数字画质设定∶可以进行 H 细节，V 细节，细节降噪，皮肤色调

细节，色度水平，色相，色温，底电平，拐点（LOW/MID/
HIGH），矩阵（NORM1/NORM2/FLUO/CINE-LIKE）的各项设定。

搭载其他专业高级功能

• 逆向扫描：对应电影镜头适配器的使用。

• 数码变焦：2 倍 /4 倍数码变焦。

• 快门： 1/12~1/2000 秒可变，具有同步扫描功能。

• ND 滤镜：4 档（clear，1/4，1/16，1/64）。

高画质的 AVC-Intra 编码

该产品以新的视频压缩技术

MPEG-4 AVC/H.264 规格为基础，

坚持了帧内压缩的压缩方式，实现了高压缩比率、高画质、高质量

编辑。该产品有 2 种收录格式，一种是可以获得 1920×1080 10 
bit， 4:2:2 全像素，全取样的 AVC-Intra100，另一种是可以实现低

比特率和低成本运用的 1440×1080 10 bit，4:2:0 AVC-Intra50。
※记载的像素数量是 1080i/p 模式时的数值。本机还支持 720p 模式。

HD/SD 多格式和多编解码记录

• AVC Intra100/50: 1080/60i, 24pN, 30pN, 720/60p, 24pN, 30pN※

• DVCPRO HD: 1080/60i, 24p, 24pA, 30p, 720/60p, 24p, 30p※

• DVCPRO 50/DVCPRO/DV: 480/60i, 30p, 24p, 24pA※

• 50 Hz 可切换 : 1080/50i,25p, 25pN,720/50p, 25p, 25pN, 576/50i, 
25p

※ 24p = 23.98p, 30p = 29.97p, 60p = 59.94p and 60i = 59.94i。

16 bit/48 kHz/4CH 高品质的音频

可以实现 4 通道 48 kHz/16 bit 的高品质数字音频录制。可以为每个

通道选择音频源，信号源可以从麦克风输入，线路输入或无线话筒

进行选择。可以实现 4 通道独立输入。

高速 · 安全 · 环保的 P2 卡

• 广播业务用的 P2 卡：对冲击、振动、温度的适应性极强，性能可

靠。

• 快速启动：在电源关闭状态下，无需待机也无需搜索起始位置就

可以即刻开始拍摄。

• 安全性：储存卡不会发生空余部分自动录制或卡中内容被覆盖的

情况。

• 耐用性：具有允许重复使用多年的高耐用性和可靠性。

• 即时回放：可以从缩略图中快速选中并播出片段。

• 即时编辑：无需数字化。可以直接在 PC※1 上进行非线性编辑制

作以及高速上传到网络服务器上 ※2。

※1 ：必须安装 P2 驱动软件才能进行 P2 卡的识别。 编辑时还需要各公司公布的

相应软件。请参考彩页后面的关于“使用 PC 处理 P2 文件的注意事项”。

※2 ：最大 1.2Gbps 传输速率为 P2 卡本身的性能速率，实际传输速度取决于连接

的母线、操作系统、软件和网络性能。

基于文件拍摄的多种记录功能

• 2 个插槽：配有两个 P2 卡槽，可以进行连续记录、自动选择记录

卡（切换录制插槽）和热插拔。

• 单一片段记录：一次性最多记录 99 个连续镜头。

• 循环记录：通过循环记录可以收录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拍摄内容。

• 预记录：可以恢复录制开始以前的漏拍内容。

• 间隔记录 ※1 ：设定间隔和记录时间，进行自动收录。

• One shot 记录 ※1 ：该帧镜头摄像功能适用于制作动画。

• 文本备忘 ※2 ：每个剪辑可以最多设置 100 个书签。

• 拍摄标记 ※2 ：在剪辑处设置标记。用于 OK/ NG 的区分。

• 元数据：摄影师姓名，摄影地点，如文本备忘等信息可附加在 SD
存储卡中。

※1 ：进行选购的可变帧频拍摄时，不能使用此功能。

※2 ：在循环记录、间隔记录或 One-shot 记录模式中不能使用文本备忘和拍摄标

记功能。

灵敏度F12的拍摄效果图
（AG-HPX610）

灵敏度F8的拍摄效果图
（与肉眼看到的几乎相同） 

2/3卡口可更换式

3



丰富功能
约2.8千克的小型机身，搭载了新的“SmartUI”等便捷
的操作功能和完备的系统功能。

可以快速设置多项功能的“SmartUI”

轻量的 2/3 卡口肩扛式摄录一体机

2.8 公斤 ※ 左右的机身，具备出色操作性。拥有小巧的机身，并具

备前瞻性的设计。

※肩扛式的 2/3 的高清摄像机。根据 2012 年 8 月本公司的调查。

低功耗

主机功耗仅为 18W。与本公司传统型号的摄录一体机 AJ-HPX2100
（36W / 主机，关闭液晶屏 / 2007 年的商品）相比，耗电量仅为

AJ-HPX2100 的 一 半 左 右。 安 装 视 频 编 码 器 板（ 选 购 件

AG-YDX600）和 HD/SD SDI 输入板（选购件 AG-YA600）后，使

用时也可实现 22W 的低功耗。

新型用户界面“SmartUI”
使用了由液晶显示器和若干按钮组成的新型设计用户界

面”SmartUI”。具有场景文件设置，音频电平设置，音频输入和输

出选择，时间码设置和 MON/HDMI 输出图像设定等多功能，简单

易懂、方便设置。

多种拍摄辅助功能

• 辅助聚焦：使用”Focus Assist”按钮可以将聚焦部分中央扩大并

显示在寻像器上。

• 场景文件：根据拍摄状况可以切换六种菜单文件。文件可以存储

在 SD 卡上。

• 增益：配备 3 处增益选择开关。最大达到 +18 dB。
• 用户键：可以任意设定三个功能键。

• 平滑白平衡：白平衡模式切换时，可以平滑的移动，如从室外进

入室内时，效果显著。

• 矢量 / 波形示波器：波形及矢量可以轻易的在子画面上显示。

• 斑马线：50%-109% 之间可以以 1% 为单位进行调节，有 2 种显

示方式。

• 模式检查：可以将摄录一体机的设定状态在一览表中显示。

• Y-GET ：将画面中央附近的亮度通过数值准确测量出来。

• 自动跟踪白平衡功能。

• 用户文件可以存储在 SD 卡上并且应用到其他摄像机。

• 音频输入电平 ( 前 ) 可以切换开 / 关，并被分配到需要的通道。

新的彩色液晶寻像器

新型彩色高清寻像器 AG-CVF15MC 搭载 3.45 英寸，约 92 万像素

16:9 的彩色 LCD。AG-CVF15MC 有两种打开方式，当向上打开时，

可以当作液晶监视器

使用。

另外也支持 2 英寸高

清 寻 像 器（ 选 购 件

AJ-HVF21MC）。

遥控摄像系统

• 10P 遥控接口：通过遥控单元（选购件 AG-EC4MC），可以遥控

摄像机。

• 摄像机演播室系统：摄像机适配器（选购件 AG-CA300MC），通

过基站（选购件 AG-BS300MC）实现低成本拍摄。

※仅可遥控 AG-HPX610 可对应的功能。

配备了 HDMI 输出和 HD-SDI 输入输出

• SDI 输出：使用 AG-HPD24 等具备 SDI 输出的产品，实现开始 /
停止拍摄的连动备份记录。此接口通过追加支持 HD/SD SDI 输入

( 选购件 AG-YA600)，可以实现 SDI 输入的切换和现场收录。

• HDMI OUT 接口：可实现业务用、民用等多范围高清设备的视频 /
音频的数字输出。

• MON OUT 接口：可以与 SDI 输出区别开进行单独输出。可以设

置 HD-SDI 或下变换的 SD-SDI 或 VBS。
• 宽高比转换：当 SDI 输出 / MON OUT 输出下变换时，可以采用

信箱模式、切边模式、挤压模式。

其他接口

• TC IN/OUT ：内置的 SMPTE 时间码发生器 / 读取器。通过菜单设

置进行 IN / OUT 切换。

• GENLOCK IN ：对应多台摄像机同时录制。

• USB 2.0 ：对应 HOST（连接到 HDD）/DEVICE（连接到 PC/
Mac）两种模式。

• UniSlot ：对应无线接收器。

• XLR 音频输入：对应 +48 V 电源供应，2 讯道。

• 音频输出接口（管脚插孔），2 讯道。

• 兼容包括 Anton/Bauer、IDX 等多家公司的业务用电池。

后部接口USB 接口 (左侧)波形示波器 (图片为AG-CVF15MC）

音频输出接口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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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功能
具备代理码率、网络功能、可变帧频等功能。
可以按照使用需要进行相应的系统扩展。

革命性的工作流程与高分辨率
代理码率视频和网络选件

●生成高分辨率的代理视频文件

[ 需要选购件：视频编解码板 AG-YDX600MC]
可以将支持高分辨率，高音质文件格式 (Quick Time/H.264）的代

理码率文件记录在 P2 卡和 SDHC/SD 存储卡中。可以将通过网络

发送的速报直接作为文件资源进行发送，由于在离线编辑时也能够

判断图像质量，因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 使用循环记录、间隔记录拍摄时，无法进行代理数据的记录。代理数据是指低

分辨率视频和音频的 AV 数据中附带了时间码、元数据等管理信息的文件数据。

●使用无线局域网，有线局域网进行视频流传输

[ 无线升级软件 AG-SFU601MC 和无线 wifi 模块 AJ-WM30MC]
可用于有线局域网（以太网）和无线局域网。可以使用 PC / Mac、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1 等进行代理码率视频 ※2 的预览播放及视频

流的传送，也可以显示和输入元数据。此外，使用 PC/MAC 可以保

存代理文件，实现文件共享，上传视频等云工作流程。

※2 ：生成代理码率视频还需另购编码板 AG-YDX600MC。

※3 ：最新信息请浏览松下网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 的“Support and 
Download”。

● PC 或平板电脑上编辑代理码率视频的播放列表 ※4

[ 需要选购件：升级软件 AG-SFU604MC]
连接到有线或无线网络的 AG-HPX610 摄像机和诸如 PC 机、苹果

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可以用于播放列表编辑。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和速度，因为只需摄像机和连接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初步编辑，然

后随时随地传输数据 ※5。播放列表编辑和保存、播放列表查看和

SDI 输出以及编辑和复制都可以通过网络应用来实现。 
※4 ：除了 AG-SFU604G 升级软件之外，运行时还需要 AG-YDX600G 视频编码

器板和AG-SFU601G升级软件。对于无线局域网连接，还需要AJ-WM30无线模块。

※5 ：摄像机本身没有数据传输功能。

支持视频上传系统 
●上传设备的改进便利性
[ 需要选购件：升级软件 AG-SFU603MC]
支持采用普通电话线的视频上传系统※6。LiveULU40系列※7的状态、

设置和带宽条件都可以在摄像机的取景器上显示， 摄像机操作员可

以看着取景器完成上传开始 / 停止操作。摄像机操作员因此可以舒

适而且安全地实施现场实况转播。

※6 ：摄像机软件必须升级。LiveU LU40 系列不包括在选购项中。需要一根 BNC
电缆和 USB 电缆将摄像机连接到 LU40 系列。为了安装摄像机，需要单独购买一

个安装适配器（由其他公司制造）。有关 LiveU 和其他应用解决方案的信息，请参

见松下网站（http ：//pro-av.panasonic.net/）的“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

※7 请访问 LiveU 网站（http ：//www.liveu.tv/LU40i.html）

带有LiveULU40系列的系统举例。上传状态显示在取景器上。

合成图像

AG-HPX610

AJ-WM30
无线wifi模块

PC 
例如 Panasonic Toughbook
MacBook Air 等

iPad等 
移动终端※2

无线 LAN
  IEEE802.11b/g

Ethernet

智能手机※2

例如 iPhone
便携式媒体播放器※2 

例如 iPod Touch

用于代理视频和播放列表编辑的网络应用（用于ipad）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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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专业的microP2卡

microP2 卡
MicroP2 卡兼容性升级 ※2

（免费升级）

P2 卡已经演变为 microP2 卡（32GB/64GB），这是用于广

播用途的一种新型固态记录介质。在具有与 SD 存储卡同样

小的尺寸以及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时，新型 microP2 卡还具备

高速数据传输、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特点 。
※2:有关最新的固件，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pro-av.panasonic.net）的
“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

AJ-P2M032AG/064AMC
MicroP2 卡 ※3

MicroP2 卡具有 SD 存储卡的外形小巧

和低成本特点，同时还提供了 P2 卡高

度可靠的 RAID 技术和 CPS( 内容保护

系统 ) 的 P2 内容保护功能，能够实现

2Gbps 的最高数据传输速度。

※3:需要一个选购的存储卡适配器AJ-P2AD1G才能
够在AG-HPX610摄像机上使用microP2卡。

AJ-P2AD1MC
存储卡适配器

存储卡适配器 AJ-P2AD1MC 能够支

持 配 备 了 P2 卡 插 槽 的 设 备（ 比 如

AG-HPX610 摄像机）使用 microP2 卡， 
还能够支持达到 AVC-Intra100（不包括

1080，60p/50p) 的写入速度。※4

※4:不保证SDHC/SDXC存储卡的使用 。如需详细
信息，请参见该宣传册的封底（有关使用PC机处理

P2文件的说明——使用带有AJ-P2AD1存储卡适配器
的SDHC/SDHX存储卡时的注意事项）。

AJ-MPD1G
存储卡驱动器”microP2 drive”
这个小巧、轻便、低成本的 microP2 卡驱动器有两个卡插槽。

高速 USB 3.0 接口可以实现最高 2.0Gbps 的读取速度。

可满足电影制作的可变帧频选件

●可变帧频和 24PsF 输出

[ 需要选购件：无线软件 AG-SFU602MC]
720p 模式时可以将帧频设置为 1fps ～ 30fps,1080p 可变帧频模式

时将帧频设置为 1fps ～ 60fps。低速拍摄 / 高速拍摄分别对应快动

作 / 和慢动作的效果。记录模式可以选择 24p/30p 本地录制模式和

超过 60P 的模式。此外，用于非压缩记录格式的 24PsF 也可以从

SDI OUT 中输出。

面向未来
兼容新型固态记录介质microP2卡。

可变帧频

上图: 24p Cinema-like 
中间: 高速拍摄 (慢动作) 
下图: 慢速拍摄 (快动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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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件
AG-HPX610 和P2 系列产品的选配件。
[AG-HPX610MCH: 摄像机主机、寻像器、话筒、托板]
[AG-HPX610MCF: 摄像机主机、寻像器、话筒、托板、镜头]

通过高画质的传送和远距离操控，提高了各种 P2 HD 和 DVCPRO HD 摄录一体机的性价比。

AG-MC200MC
XLR 麦克风

SHAN-TM700MC
托  板

AJ-SC900MC
便携软包

SHAN-RC700MC
防雨罩

其他公司产品

Anton/Bauer Dionic Battery
LU40 series
LiveU Portable Uplink Solution

演播室系统综合电缆
( AG-BS300 和 AG-CA300连接 )
[Canare]
V2PCS25-5CFWCE-SF-SC  
(25 m)
V2PCS50-5CFWCE-SF-SC  
(50 m)
V2PCS100-5CFWCE-SF-SC  
(100 m)
演播室系统电源线
(AG-BS300 和 AG-CA300连接 )
[Canare]
DC50V10-CE01PS-SC  
(50 m)
DC100V10-CE01PS-SC  
(100 m)
 
Canare Electric CO., Ltd.
http://www.canare.co.jp/oversea/mainmenu.html

AJ-WM30MC
无线模块

AG-YA600MC
HD/SD SDI 输入板

AG-YDX600MC
视频编解码板
可以将低码率文件记录到P2
卡及SD/SDHC存储卡中。

AJ-HVF21KMC
50.8 mm  
高清寻像器

59.94 Hz/50 Hz 可切换

AJ-SK001MC (用于 P2 Viewer plus)
上载软件※2

支持从P2卡上载到其他存储设

备 , 如硬盘。在上载过程中 , 支
持有校验的安全复制。

NEW

AG-SFU604MC
升级软件※1

支持在网络终端上编辑代
理码率视频播放列表。

NEW

AG-CVF15MC
彩色高清寻像器

2种寻像器查看方式

AJ-P2E064FMC
AJ-P2E032FMC
AJ-P2E016FMC  
F 系列P2卡

AJ-P2M032AMC
AJ-P2M064AMC 
存储卡  
“microP2 卡”

NEW

NEW

AJ-P2AD1MC 
存储卡适配器

NEW

AJ-MPD1G
存储卡驱动器

 "microP2 drive"

NEW

microP2 卡

AG-YA500MC
VF 接口盒
用于寻像器返回图像显示
和Tally。

SD/SDHC/SDXC 
存储卡

AG-SFU602MC 
升级软件※1 
支持可变帧频拍摄和24psf
输出。  

P2 Viewer Plus
浏览软件※2

兼容Windows/Mac OS。  

AG-SFU603MC
升级软件※1

可支持视频上传。

NEW

※1: 欲了解更多关于软件购买的信息，请登陆松下网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的“Service and Support”部
分。

※2:欲了解更多关于 P2 Viewer Plus 下载和使用的信息 ,请
登陆松下网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en/sales_o/p2/
p2viewerplus/)的“P2 Viewer Plus”部分。

摄像机演播室系统

AG-CA300MC
摄像机适配器

AG-BS300MC
基  站

AG-EC4MC
遥控单元 (E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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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 PC 传输 P2 文件的说明

准备和传输文件

PC 机必须要安装摄像机自带的 P2 驱动程序才能够识别、拷贝和传输 P2 文件。在使用 PC 卡插槽和处理存储硬盘上的文件时（比如 P2 存储器）也必须要使用该驱动程序。 产品自带的 P2 驱动程序与

Windows Vista、Windows XP、Windows 2000 以及 Mac OSX 兼容。有关其他操作要求，请参见 P2 安装手册。P2 驱动程序和 P2 安装手册可以从以下 Panasonic 网站免费下载：https://eww.pavc.
panasonic.co.jp/pro-av/ 并点击“P2 Support and Download”。

预览和非线性剪辑

如果要在 PC 机上预览（播放）P2 文件，必须要安装 Panasonic 公司的 P2 Viewer 软件（免费下载，仅限于 Windows）或 P2 CMS 内容管理软件（免费下载，可用于 Windows 和 Mac），或者其他公

司提供的 P2 兼容的剪辑软件（详情请登录 https://eww.pavc.panasonic.co.jp/pro.av/sales_o/p2/partners.html）。注意每个软件都有特定的操作环境的要求，操作环境必须要达到额外的要求才能够在

Windows PC 机或者 Mac 上播放和剪辑高清内容。有关 P2 Viewer 或 P2 CMS 内容管理软件下载和运行要求方面的信息，请登录 https://eww.pavc.panasonic.co.jp/pro-av/。有关其他 P2 剪辑软件的操

作要求和详情，请访问相关软件制造商的网站。

在使用带有存储卡适配器 AJ-P2AD1G 的 SHDC/SDXC 存储卡时的注意事项

•在 P2 系列产品上使用存储卡适配器时，只能使用 DV、 DVCPRO, DVCPRO50, 和 AVC-Intra50 记录格式。建议采用 10 级或以上的存储卡，但是有些卡可能无法记录。•无法使用 DVCPRO HD 和

AVC-intra100。 •存储卡数据容量必须为 4GB 或以上和 128GB 或以下。•不能使用间隔记录、单次记录、循环记录或 one-shot 记录。•如果在播放时读取性能不足，可能会跳帧（最大程度播放）。•
在将两张 SDHX/SDXC 存储卡上连续的视频片段时拷贝到另外一张 SDHC/SDXC 存储卡时，将不会保存两张卡的连接关系。正特定条件下，保存原始和拷贝 SDHC/SDXC 存储卡之间的连接关系。 

※P2HD、AVC-Intra、DVCPRO HD 和 DVCPRO 50 标志为 Panasonic 公司的注册商标。SD 标志为商标。SDHC 标志是注册商标。 SDXC 标志是注册商标。Quick Time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

国家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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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技术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6

〔技术服务、维修〕

北京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5

济南技术服务中心

济南市二环东路3218号发展大厦B座6层D室

邮政编码：250012
电话：(0531)8190-8189
传真：(0531)8190-8189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2130  (020)8667-2131
传真：(020)8669-5225

广州技术服务中心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0381
传真：(020)8669-5225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6-7799
传真：(021)3866-7011

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6-7799
传真：(021)3866-7011

http://pro-av.panasonic.net/请登陆 Panasonic 网站查阅新非线性兼容信息、P2支持、下载和服务信息。 

P2  资产支持系统
适用于 P2HD / AVCCAM 的免费会员服务计划

为专业视频人士提供丰富的信息

渴望获得知识？

会员无需购买即可获得的信息服务。

最新技术信息 

常见问题，用户声音 

工具下载

通过PASS与我们联系

您的问题可得到直接答复。现在注册吧（无需购买）。

保持理想性能

产品注册后可提供的其他内容。

固件和实用软件下载 

快速检查，维修历史记录 

简讯

5 年延长质保计划
第1年

基本质保

第2年

第5年
为延长质保计划所覆盖

第4年

第3年

注册后免费延长

产品注册后，

还可获得更多关于产品的信息。

* 本延长服务计划和服务内容可能根据国家/

地区及型号作出调整；

* 最长5年延长质保或自购买日起指定的操作

小时数，以先达到期限的为准；

* 某些维修工作不属于本延长质保覆盖范围。

广告主: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广告经营者:北京鼎嘉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3号青云当代大厦  印刷日: 2014年9月 有效期: 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