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选颜色：

ASTRO探索者系列 AZ526

• 52倍光学变焦

• 24mm广角

• 1600万像素的CMOS 传感器

• 6张/秒连拍

• 电子取景器

• 3英寸LCD显示屏

• 支持Wi-Fi链接

特色：

数 码 相 机

所有图像均为模拟图

超强52倍光学变焦，这仅仅只是KODAK PIXPRO AZ526 Astro探索者系列数码相机

的一个方面，细腻的设计，清晰的画质，精密的制造和简便的操作等使其成为2014年

KODAK PIXPRO 数码相机中最受欢迎的高倍率长焦相机之一。当下，AZ526将会带

给您全新的视觉体验和艺术追求。

KODAK PIXPRO 数码相机，讲述您的故事。 



AZ526

规格 AZ526
1635万像素有效像素

总像素 16.76 Megapixels [1/2.3” BSI CMOS]
镜头   

焦距 4.3 mm (广角) — 223.6 mm (长焦)
[24 mm (广角) — 1248 mm (长焦)]等焦距

光圈 F2.8 (广角) — F5.6 (长焦)
镜头组 13组15片  
光学变焦倍率 52倍
聚焦范围 通常: (广角) 60 cm — ∞, (长焦) 300 cm — ∞

微距: （广角）1 cm — ∞ 
 

防手震 光学防抖
数码变焦倍率 4 倍 (结合光学变焦倍率合计：208倍)
影像尺寸

照片 (4:3) 16MP: 4608x3456; 10MP: 3648x2736, 5MP: 2592x1944, 3MP: 2048x1536, 0.3MP: 640x480, (3:2) 14MP: 4608x3072,
(16:9) 12MP: 4608x2592, 2MP: 1920x1080

 

影片  1920x1080: 30fps; 1280x720: 60fps / 30fps; 640x480: 30fps; High-Speed Movie: 640x360:120fps
画质  精细、标准、普通
DCF, DPOF(Ver1.1)  支持
文档格式   
 照片  Exif 2.3 (JPEG)
 影片  影片格式：图像 (H.264), 音频: 线性 PCM (立体声)

Auto, P,S,A,M, 美肤,Wi-Fi,录影,CS,SCN(儿童,人像,夜景人像,手持夜景,风景,
运动,夕阳,烟火,Multi Exposure,雪景,聚会,宠物,全景)

拍摄模式   
  
自动侦测系统 面部,眨眼,閉眼偵測,貓,狗
HDR Yes
润色 红眼消除，皮肤柔化，眼睛增亮，眼睛放大 
拍摄全景  最高360°
液晶显示屏 3.0 inch(460K像素)
ISO 感应度  Auto, ISO 100/200/400/800/1600/3200
自动对焦模式 单点自动对焦、多点自动对焦 (TTL 25点)、目标追踪、面部优先对焦
测光方式
曝光方式 程序自动曝光(AE锁定),光圈优先, 快门优先

智能自动曝光，中央重点测光，单点测光，脸部测光

曝光补偿 +/-3EV(1/3 级调整增量)
快门  1/2000 – 30秒
连拍  约6张/秒(高解析度)
回放模式  单张回放, 索引回放 (9张/16 张),  幻灯片回放, 日期资料夹回放,连拍文件夹回放, 放大倍数(x2 ~ x8) 
白平衡控制  自动/日光/阴天/白炽灯/荧光灯/荧光灯(冷)/手动白平衡/色温 (1900K-10000K)
闪光灯
 闪光灯开启方式 弹出(自动)

自动, 消除红眼, 强制闪光, 闪光灯关， 慢速同步, 消除红眼+慢速同
 

 闪光灯模式  
 闪光范围  (广角) 约 0.5 m – 7.5 m (ISO800); (长焦) 约1.2 m – 3.7m (ISO800)  
 回放时间  6秒以內
储存媒介  内置存储器：约 8MB

SD/SDHC卡(最大支持32GB，不支持MMC卡)
 

  
其他特色  Wi-Fi (802.11 b/g/n), 远程控制 ( 通过 iOS/Android 系统装置), Eye-Fi, 支持PictBridge &ExifPrint 

支持多国语(27种语言)
 

  
接口  AV-OUT/USB 2.0 (Micro 5 pin USB), HDMI (Type D)
电源  可充电式锂离子电池LB-060, 3.7V 1100mAh，支持相机内充电

续航能力
 

支持拍摄约 240 张 (根据CIPA测式标准)
 

 
操作环境  温度: 32° – 104°F / 0° – 40°C, 湿度: 0 – 90%
尺寸  约 4.67 x 3.50 x 3.84 in. / 118.7 x 89.0 x 97.6 mm (根据CIPA测式标准) 
重量  约. 18.8 oz. / 535 g (不含电池和存储卡)
附属品  充电式锂电池, 电源充电器, USB 线, 颈圈, 镜头盖及连接绳, 服务卡, 快速入门指引, 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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