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选颜色：

SP360 运动型摄像机系列

•  360度视角

•  MOS 传感器

•  1080p 全高清摄影 

•  10张/秒连拍

•  防摔 / 生活防水 / 防冻

•  支持Wi-Fi / NFC

•  直接与iOS / Android 装置无线连接控制 

特色:

Actual images taken from an SP360 video

数 码 相 机

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欣赏您周围的世界. 向您推荐这款全款KODAK PIXPRO 

SP360 运动型摄像机，不仅能满足您的拍摄需求，更让您乐在其中。 无需多

个摄像机便可拍摄360度的1080p超高清视频，让您畅享摄影。此款SP360运

动型摄像机更具有超强的防摔、防冻、防尘、生活防水功能， 是您体验生活

百态、探险旅行的最佳伴侣！    

KODAK PIXPRO 数码相机 - 讲述您的故事

ULTRA



SP360

规格 SP360

有效像素 1636 万像素 
总像素 1752 万像素s[1/2.3” BSI MOS] 传感器
镜头   

焦距
相等于35mm相机
光圈值
镜头结构
光学变焦
对焦范围

0.805mm
8.25 mm 
F2.8 
7群9片
固定焦点， 214度
50cm — ∞

 

防手震 电子防抖
影像尺寸  

图片 (1:1) 10MP: 3264x3264, ( 4:3 ) 5MP: 2592 x 1944, 2MP: 1920x 1080
1920x1080: 30fps, 1440x1440: 30fps, 1072x1072:30fps, 1280x960: 50fps / 30fps, 1280x720: 60fps / 30fps, 848 x480:60fps, 
高速录影 848 x480: 120fps

影片

图片
影片

Exif 2.3 (JPEG)
MP4 [ 图像: H.264;  音频: AAC 音体声]

 
  
档案格式    

拍摄模式 静态,  连拍, 摄影 , 时光流逝, 循环录音, Wi-Fi 
生活防水 等效于JIS / IEC ( IP5X ) (相机机身）
防摔功能 最高落下2米 
防尘功能
防冻结功能

等效于JIS / IEC ( IP6X ) 
–10°C

LCD屏幕  1 英寸 TN 显示屏
ISO 感光度  自动, (100 - 800 ) 
测光方式 智能AE(AiAE) 
曝光模式 程式曝光 
连拍模式 约 10张/秒 ( 全解析度)
白平衡  自动白平衡，白天，阴天，荧光灯，水下
储存媒介 內建记忆体：约 8MB； 迷你 SDHC Card (最大支援32GB，不支持MMC卡) 
支持语言

接口 USB 2.0 (Micro 5 pin USB), HDMI (Type D)
Wi-Fi （无线连接） 支持 ( 802.11 b/g/n)

  英语

NFC (近距离无线通讯) 支持
远程遥控 支持(通过智能设备)
电源  可充电式锂离子电池LB-080, 3.6V 1250mAh，支持相机内充电
拍摄能力
(电池性能）

支持拍摄约350 张 (根据CIPA测式标准)
支持摄影约160分钟（@1080p / 30fps ）

 

操作环境  温度: 14° – 104°F /-10° – 40°C, 湿度: 0 – 90%
尺寸(WxHxD) 约 1.61 x 1.96 x 1.49 in. / 41.1 x 50.0 x 38.0 mm(根据CIPA测试标准)
重量 约. 3.63 oz. / 103 g (不包含电池和存储卡）
配套附属品 充电式锂电池, 电源充电器, USB 线, 快速入门指引, 保证卡, 服务卡,  玻璃镜头盖, 保护盖, 電池充電器, 皮套, 擦拭布  

兼容装置 iOS 装置（版本7.0或以上）、Android 装置（版本4.0或以上）

JK Imaging有限公司
1411 W. 190th Street, Suite 550 
Gardena, CA 90248
© 2014年JK Imaging有限公司。柯达公司特许JKI公司使用柯达商标及相关产品外观设计。
此文件包含的所有信息，JKI公司有权不作通知而进行修改。
文件号/序列:   U.DIS.0025.0812.sch.01

欲了解更多关于KODAK 数码相机的信息，
请访问 : www.kodakpixp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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