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䗺玬俉翃㬬掽墾棎

HXC-P70

踘嗕儐漷賁鯤蹼俥哘扽鰓鲑醣潠䗺屷黛灇Υ艙蠩啺墲艛POV䗺玬俉翃㬬掽墾棎ⅥⅥHXC-P70Φ㫱曽醣潠動掤媌掽墾棎Φ

HXC-P70掽墾棎鯀俁嫽獼襲閗晈䉿熦⺦鲑徝禒艛䗺覫掽墾棎HDC-P1艛㛐㚳䮗妳呪⻅鲑瞶斎姷椳䗺艛2/3餪啑Exmor CMOS

徝墾鑹Φ摻蹼醣潠暏諉髭則箣籌翃䮗儐諉髭摻蹼跔酼纓甿摪咠籌翃艛掽墾棎䮗HXC-P70諉蹼翃忣拏擔㠺㳪椳䗺艛蠻䗺玬

1080i徦720p翞䉿Φ綿梉蹩HXC-D70跔聲陘橁艛赹酀㜕旔屷閗䮗霾諉髭籌翃踘嗕蹼HXC跔聲跔酼掽墾棎跄䄄婼訁艛扻雙䉿椱

䮓RCP䮔獼撝摻䉿Φ

HXC-P70掽墾棎桼箣竢艛屷閗䮗喼曽諉髭荍扸蹩孿鄍翗醾㫳か䇣徝㫶扸䮗磵鄔㫶扸靸HXCU-FB70掽墾棎扻雙則縷Φ翃忣諉

髭橃懽跔酼㱦鉮嵣樸䮗暏閗俓㬡愱玙譎孿鄍䮗霾諉籌翃則浻孿鄍㫳か撝摻Φ

鯀愄掽㓡姷獼蠶鉮椳蹼餇爍䮗啘靹敗酼䗺玬掽墾棎暍燅瓩㣅䈝㒐艛暪構䮗啺墲㪓動艛㓕砨檯HXC-P70掽墾棎喼徝蹼愄掽䗺

玬㠺㳪翞䉿艛蹙鲞觞㬡Φ呠艛㳨㳪骱蹼1.5kg䮗諉髭晈動鯤呪⻅鯀創偸愄掽譫霮Υ荍醖棎Υ嘩昚俽觞趸䮗徦烠跫掽墾棎䅎烠

倻㳧䉿Φ

HXC-P70掽墾棎綿梉䎔喎艛屷閗Υ諉撝摻屷獼跔酼瞶牚屷䮗曽醣潠䗺屷黛灇Υ䗺屷閗艛俉翃㬬掽墾棎䮗﹗蠪俉蟵姡翃艛絤

嶜㬡愱Φ



HXC-P70

醣牥艛2/3餪啑檯CMOS徝墾鑹
HXC-P70掽墾棎綿梉蹩侰訥㡰㖘艛HXC-D70(䗺玬/槹玬跔酼掽墾棎)荖嫪艛醣牥翞䉿㠺㳪Φ㫱跽潠掽墾棎㳢翃鲑陘橁艛徝墾

鑹䮗瞶斎姷諉㫖屬 F12 ( 1080/59.94i浻媌) 獼 F13 (1080/50i浻媌)䮗陘暪閥㛓綿梉椳䗺艛範鐙灇ΦHXC-P70艛呪⻅獼㫶扸蹙

䈝㒐籌翃㫟俉棯昖ⅥⅥ呠㳢翃艛棎雙諉髭荍扸㫶扸孿鄍翗醾獼翗叏嬅頴樝澞䮓CC䮔瓬䁸Φ

䇣徝媌ND瓬䁸Υ翗叏CC瓬䁸獼TLCS䮓岝艙翗妭扻雙跔酼䮔
HXC-P70呪⻅梉醣踣蹀哹姷䮓ND䮔孿吙貶梍瓬䁸則縷獼翗叏嬅頴樝澞䮓CC䮔瓬䁸ΦND瓬䁸獼CC瓬䁸㰖諉髭咓糎梻鯤扻

雙䮗徦鍝籌翃㭾扻䉿椱㫳か㭾扻䮗呠麽綿梉籜蟵頴珤㛐鉮擔翃忣㬡愱Φ岝艙翗妭扻雙跔酼䮓TLCS䮔襲閗諉拏擔仐苼/孿齪/

寷䄄艛靬狹扻雙襲閗䮗曽姡啒孿礶椈麟暪夽詁纓嵣樸嫄俥Υ梉斄艛墰綿Φ

籌翃HXCU-FB70諉㫳醣澢恆嘊撝摻屷閗
HXCU-FB70孿鄍掽墾棎扻雙則縷䮓CCU䮔鋁㛊翃忣啒HXC-P70艛翞䉿㜕旔赹藆鯤㫳か扻雙䮗藆閥HXC-D70獼HXC-P70掽墾

棎艛頴嬅觞䄐諉髭咓糎淺藆鯤員㱦Φ

HXCU-FB70鄔㰁HXCU-FB70 損㰁

䂛㫖10km艛䂛㣯蟚敗㪫
掽墾棎蹩HXCU-FB70掽墾棎扻雙則縷觞䄐玙譎媌孿鄍翗醾諉啒㛐侰㫳か擔翗䮗呠艛䂛姷諉婬䂛靸桼䂛500m*Φ籌翃則浻孿

吙䮓SMF䮔翗醾暪䮗㫱醣㣯蟚諉婬䂛靸10km䮓籌翃梻鯤擔翗䮔ΦHXC-P70諉髭籌翃嬭俉婱詑竍忳㳢翃艛則浻孿鄍榃椷䮗㫱

橁䮗喼㚻掽墾棎艛呪⻅詁孂椳蹼寷㬷獼晈動Φ

燡嶿*䮥籌翃動掤媌䁸俽暪䮗孿鄍翗醾䂛姷諉婬䂛靸500mΦ

籌翃64夗鏚䇣艛幓寷䄄獼+48dB仐苼
籌翃幓寷䄄襲閗暪䮗夗鏚䇣諉㫖64夗Φ*蹩+48 dB仐苼襲閗酛譎籌翃䮗喼閗俓鯀䉻夽䨄枿艛糋亃跫愄掽鰓鳎姷椳䗺艛藹㠺

翞䉿Φ㫱鲱箣竢艛屷閗籌孂㫱潠掽墾棎諉髭铻黟桭俉翃㬬䮗灇偸茍㓕Υ愛㛀咠Υ斢〩Υ呪䅎獼覓魉暍鳢撝摻姡翃Φ

燡嶿*䮥骱䅭鲠䗺玬1080浻媌Φ蹙敜慓䗺玬720浻媌Φ

咓翃艛2鎬獼4鎬旍叝恆嘊鑹襲閗
旍叝恆嘊鑹襲閗䮗諉髭啩徝墾鑹蹀俵忳懘懃艛翞䉿嗏啑恆俥屬妝椑艛鲞鎬徦籜鎬䮗陘暪翞䉿瞶斎姷蹙愛梉黟滄䅪殘Φ蹙愛

墾敗酼孿吙恆嘊鑹襲閗㮼橁䮗訁羴F護跫䅪艛嵣樸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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俉橁纓艛掽墾棎扸詵
HXC-P70艛扸詵䉿椱夓梉俉踣㪫邁獼㪫鰓扸詵䮗億愵跽㤁HD/SD-SDI㪫鰓Υ醣㤁㫬簣範謁㪫鰓Υ拏蜎範謁㪫鰓獼牶㛧

䮓VBS浻愢䮔範謁㪫鰓詅詅Φ鍦跖䮗呠㫰⻅梉翃鲠㫴衒㭾扻艛髭俬鉃扸詵ΥTrunk鄷㤁ΥD-sub9颽扸詵趸艛諉慜牠鄷

㤁䮗髭僉㭾扻8颽扸詵Φ

拏蜎慜蜎瞫

朙蜎婼夢

髗則婼夢

 

  

翗瑹婼夢 俁㰁荍牥㪫邁

㫶扸靸CCU孿鄍
䮓夓荍牥㪫邁䮔

SDI㪫鰓 1/2 

陘澢䀜荖㪫邁䮗
䗺玬/槹玬陘澢
㪫鰓䮗拏蜎㪫鰓䮗
牶㛧㪫鰓

㭾扻䮗RJ-45 

槹㱦孿吙範謁翗
妭&翗瑹嵣樸
䮓LED瞫䮔

俁㰁㪫邁/㪫鰓
億愵荍牥㪫鰓

USB2.0䮗翃鲠
窐梻醖鄐

㭾扻8颽

AC 
 

AC-DN10 
 梻鯤翗瑹

AC-DN10 
 

跔酼㱦鉮䮓箣襺籌翃䮔

跔酼㱦鉮䮓籌翃CCU婬䂛翗醾䮔

HXCU-FB70

RCP-1500/1000 
RM-B170

玙譎檯孿鄍翗醾
夓翗瑹

玙譎檯孿鄍翗醾
夓翗瑹

HXCU-FB70

RCP-1500/1000 
RM-B170

HXCE-FB70

HXCU-FB70

RCP-1500/1000 
RM-B170

則浻孿鄍翗醾

CCFN-JC1 
㫶扸㬚㱦鑹

*燡嶿䮥鯀夓梉動掤䁸俽䮓䉻俥䁸俽䮔艛HXC-P70蹩HXCU-FB70觞䄐䮗籌翃⻅梉㫶扸㬚㱦鑹艛踘嗕CCFN玙譎孿鄍翗醾䮗
諉啩撝摻㣯蟚婬䂛屬桼䂛500m䮓億愵翗瑹䮔Φ

桼䂛500m*

桼䂛500m*

桼䂛10km

桼䂛10km

則浻孿鄍翗醾

HXC-P70 夓䁸俽

HXC-P70 夓䁸俽

HXC-P70 夓䁸俽

HXC-P70 夓䁸俽

RCP-1500/1000/RM-B170
8颽㭾扻翗醾

梻鯤翗瑹

梻鯤翗瑹



 ©2015 Sony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50
.8

28
.7

13
0

49
.5

 

86

189

210

則蠶䮥mm嗏啑㬡㠿䅡麟

恱梾㓓橉

CCFN-25/50/100/150/200/250
玙譎孿鄍翗醾

CCFN-JC1
Neutrik 翗醾鎌譎鑹

HXCE-FB70
翗瑹婬嘊則縷

醣韄㓓橉

翗瑹㒐烺 掽墾棎扻雙則縷 : 荍牥 48 V, 1.7 A (桼俥 ), 俁㰁荍牥翗㪫邁 : 荍牥 12 V, 3.6 A (桼俥 )

襲鍷 17W

撝摻珤姷 -10 ˚C 靸 +45 ˚C

叞敶珤姷 -20 ˚C 靸 +60 ˚C

㳨㳪 鄏 1.5kg

掽墾棎㰁陝

徝墾⻅鉮 3窏 2/3餪啑檯 CMOS

梉斄靂墾縷踖 1920 x 1080

範謁橉媌 䗺玬 : 1080/59.94i, 1080/50i, 1080/29.97PsF, 1080/25PsF, 720/59.94p, 720/50p
槹玬 : 480/59.94i, 576/50i

孿㝃跔酼 F1.4欻䁸跔酼

䁸俽姸 踘嗕 2/3餪啑檯斬詵跔酼

撓鉮瓬䁸 CC: 翗叏
ND: 1; CLEAR, 2; 1/4ND, 3; 1/16ND, 4; 1/64ND

瞶斎姷 ( 2000 lx䮗3200K 89.9%囅啣粈 ) F12 (59.94 Hz), F13 (50 Hz)

範鐙灇 緬檯 60 dB *1 (1080/59.94i)

㜕雙玒姷 䗺玬 : 45% 徦桭䗺䮗27.5 MHz (1080i)

烠妭陝㫀粈 1,000 翗㓕鄷徦桭䗺

寷䄄㬷姷 1/100, 1/125, 1/250, 1/500, 1/1000, 1/2000 蟽 (59.94i 浻媌 )
1/60, 1/125, 1/250, 1/500, 1/1000, 1/2000 蟽 (50i 浻媌 )

寷䄄㬷姷䮓幓寷䄄䮔 2, 3, 4, 5, 6, 7, 8, 16, 32, 64-夗鏚䇣 (骱䅭䗺玬 1080浻媌 )

㪫邁 /㪫鰓

㛯詓㪫邁 -60 dBu 屬 -20 dBu,妭ォ , 籌翃 D-sub 9颽 , 瀽 (x1)

荍牥翗㪫邁 XLR檯 4颽 (x1), 荍牥 10.5 V屬 17 V

荍牥翗㪫鰓 荍牥 10.5 V屬 17 V, 1.5 A (桼俥 ) 籌翃 D-sub 9颽

SDI㪫鰓 BNC (x2) HD-SDI徦 SD-SDI 諉㬡

掽墾棎扻雙則縷 孿鄍 (x1), 籌翃則浻孿鄍翗醾

俁㰁䮓㪫邁 /㪫鰓䮔 D-sub 9颽 (瀽 ) (x1)

翗瑹㣯蟚 (籌翃 HXCU-FB70) 500 m (桼俥 )䮗籌翃 CCFN踘嗕玙譎檯孿鄍翗醾獼動掤媌䁸俽

孿鄍䂛姷 (籌翃 HXCU-FB70) 10 km (桼俥 )䮗籌翃則浻孿鄍獼梻鯤翗瑹

㭾扻 8颽 (x1)

䁸俽 12颽 (x1)

嗛▃鉃 RJ-45 (x1) 10BASE-T, 100BASE-TX

USB USB 2.0 (x1)

䆬棎䅡麟

拏蜎旍叝茝 (1倻 ), 撝摻慜賊 (1), 撝摻怌攆 (CD-ROM 1)

燡嶿 *1 鐙侀悐雙浻媌跫艛旍護 : 婼蕎浻媌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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