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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 R 系列全画幅专微相机

深度学习技术强化了被摄体检测能力，除了常规的人物眼睛、面部，
以及之前的狗、猫、鸟、赛车，可识别被摄体新增马、飞机、直升机和火
车※5。人物及动物还可设置左右眼优先。

EOS R8支持包括 6K超采样高精
细 4K 59 .94P /50.00P、全高清
179.82P/150.00P高帧频在内的多
种短片记录格式。还支持记录基于
4:2:2 10bit HDR PQ及4:2:2 10bit 
Canon Log 3的HDR短片。应对专业
影像制作的需求。

电子快门下最高连拍速度达到了约40张/秒※3。且RAW连拍模式下的
预拍摄功能可记录快门释放前约0.5秒内的图像。基于全画幅的高画
质，可捕捉转瞬即逝的精彩瞬间。

深度学习技术识别多种被摄体实现高精度的追踪

6K超采样高精细4K短片

最高约40张/秒※3高速连拍、约0.5秒预拍摄

我轻我强

EOS R8是EOS系列全画幅机型中最轻量的一款※1，可以拍摄到大幅
虚化的人像和宽广视角的风景，暗光环境下也能拍摄出低噪点的清晰
画质，展现全画幅的魅力。电子快门下连拍速度最高约40张/秒※3（自
动对焦/自动曝光追踪）。第二代全像素双核对焦可覆盖全屏，支持高
精度高速对焦※4。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可智能识别人物、动物、交通工
具等被摄体并稳定追踪※5。具备拍摄6K超采样高精细4K短片、全高清
180P高帧频短片、HDR PQ短片的能力，SCN特殊场景模式、创意滤镜
等功能，让入门用户轻松体验多种创意效果。初学摄影的新用户，以及
APS-C画幅相机的升级用户，都能从这款相机上体验到新的乐趣。

※ 图像为示意。

最高约2420万有效像素的全画幅高画质
EOS R8采用了佳能自行研发生产的
全画幅CMOS图像感应器，具有约
2420万有效像素。配合高性能DIGIC 
X数字影像处理器的高速图像处理能
力，与具备高光学素质的RF镜头搭
配，三者实现优化配置，在清晰度、噪
点表现、光学性能等多方面都有提升。
即便使用相同镜头，相同构图下，图
像感应器越大，拍摄距离越近，更易
获得柔美的背景虚化。所以人像摄影
等需要虚化背景突出主体的拍摄领
域，全画幅相机更有优势。

电子快门下最高连拍速度达到了约40张/秒※1。且RAW连拍模式下
的预拍摄功能可记录快门释放前约0.5秒内的图像。基于全画幅的高
画质，可捕捉转瞬即逝的精彩瞬间。

可旋转触控
全 高 清



※1  截止至2023年2月，目前发布的EOS R系列全画幅机型。
※2  截止至2023年2月，目前发布的EOS R系列机型。
※3  连拍速度受电池类型/剩余电量、直流电连接器/USB电源适配器使用与否、镜头种类、温度、内置Wi-Fi的启

用/关闭等影响。还可能因快门速度、光圈值、闪光灯的使用、防闪烁处理、被摄体、光线条件（昏暗场景拍摄
等）等条件而降低。更多连拍速度详细信息请参见佳能官网。

※  EOS R系列的对焦亮度界限基于佳能测试标准（照片拍摄、使用F1.2镜头、中央对焦点、单次自动对焦、室温、
ISO 100）。采用DS（平滑散焦）镀膜的RF镜头除外。

※4  安装使用的镜头支持90%×100%（水平×垂直）的对焦范围，使用整个区域自动对焦或使用其他自动对焦
区域模式检测出被摄体时。根据场景及被摄体状态，自动对焦点可能无法移动到自动对焦区域的边缘。支
持的镜头列表请参考佳能官方网站相关页面。

※5  根据被摄体不同，有可能无法检测出画面中的动物或将其他被摄体检测为动物。有可能无法检测出画面中
的车辆，也可能将其他被摄体识别为车辆。

※  EOS R8/R50在RAW模式下，14位RAW存储12位模数转换的信号。

EOS R 系列 APS-C 专微相机

适用于多种场合，轻松拍摄高画质短片

EOS R50虽然是普及机型，但其视频拍摄性能却接近高级机型，用户
能够获得接近专业级别的短片拍摄体验。小巧轻量的机身，外出时可
轻松携带，手持自拍Vlog时也没有压力。适用于在旅行、婚礼、聚会等
多种场合中拍摄高画质短片。

使用场景智能自动模式，相机可自动识别场景并有针对性地完成相应
设置。此模式下，还有辅助拍出创意效果的功能。选用高级A+功能，
相机可自动进行HDR拍摄或景深合成等专业性很高操作。新导入的
创意包围功能，则可以1次拍摄获得多张色调、亮度不同的照片。

多种智能拍摄功能让个性表达更加简便

大型图像感应器带来高画质

EOS R50采用了APS-C画幅CMOS图像感应器，拍摄人像时背景可
获得大幅虚化，让人物更突出。由于画面的虚化效果是基于镜头光学
系统和大尺寸感应器得到的，被摄体的轮廓更加自然如实。在像素数
相同的情况下，大型图像感应器的单位像素面积更大，高感光度性能
更好，拍摄出的图像噪点更少。

EOS R50作为普及机型，简化了操作系统，容易操作，并进一步实现
了小型化。含电池及存储卡，机身仅重约375克（白色约376克）；不含
电池及存储卡，机身仅重约328克（白色约329克），是目前EOS R系
列机型中最轻的※2。长时间外拍也不会感觉负担，携带外拍更轻松，
让用户有更多机会用相机记录精彩。

可选经典的黑色和时尚的白色

青春记“易”

婚礼 小巧・轻便
高机动性・高画质 直播

旅行 Vlog

聚会
爱宠

EOS R50 
＋

三脚架手柄
HG-100TBR

※ 图像为示意。

EOS R50是EOS R系列中最轻量的机型※2，机身小巧便携，适合日
常随手记录。搭载了多种智能化自动拍摄功能，搭配简单易懂的功
能指南，新手用户易于上手使用。不仅可以获得高画质照片，还可让
照片具有多种个性创意效果。同时，视频功能也为直播和Vlog用户
进行了优化。高速度、高精度、高画质的基础性能，类似智能手机般
的操作和轻巧的便携性，照片和短片都能精彩地记录下来给大家分
享。配合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当场传输和上传分享照片也很轻松。

全 高 清 可旋转触控



EOS R 系列 APS-C 专微相机

EOS R7采用新开发的约3250万有效像素APS-C画幅全像素双核
CMOS图像感应器，配合具有高计算处理能力的DIGIC X数字影像
处理器，实现了高分辨力。并且连拍速度在电子快门下达到最高约
30张/秒※1，机械快门下最高约15张/秒※1。与专业机型EOS R3相
同，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提高了被摄体识别能力，具备强大的被摄体
追踪能力。支持无裁切4K 60P、7K超采样4K 30P高画质、全高清
119.88P/100P高帧频及基于Canon Log 3、HDR PQ的HDR短片。
基于APS-C画幅，更加小型轻量的设计进一步提高了EOS R7的机动
性，支持摄影/摄像爱好者的多种拍摄需求，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拍摄
灵活性，助力捕捉精彩瞬间。

青春专微，高速高画质

全 高 清

强大机身防抖与新自动水平校准
EOS R7机身内置5轴
防抖机构。如果搭配
支持协同防抖的RF镜
头使用，机身防抖与
镜头光学防抖协同控
制，防抖效果更强。搭
配 RF-S18-150mm 
F3.5-6.3 IS STM使用
时可获得最高 7级防
抖。机身防抖机构支持
自动水平校准功能。

电子快门下连拍速度
最高可达到约 30张/ 
秒※1。机械快门下连拍
速度可达最高约15张/
秒※1，这一速度非常接
近EOS单反专业机型
EOS-1D X Mark III。无
果冻效应的高速连拍
可在体育运动等动态
被摄体的拍摄中发挥
作用。

电子快门最高约30张/秒，机械快门最高约15张/秒※1

机械快门
最高
约15张/秒

※1  连拍速度受电池类型/剩余电量、电池盒兼手柄/无线文件传输器（仅EOS R5支持）使用与否·电池数量、直
流电连接器/USB电源适配器使用与否、镜头种类、温度、内置Wi-Fi的启用/关闭等影响。还可能因快门速
度、光圈值、闪光灯的使用、防闪烁处理、被摄体、光线条件（昏暗场景拍摄等）等条件而降低。更多连拍速度
详细信息请参见佳能官网。

※2  根据被摄体不同，有可能无法检测出画面中的动物或将其他被摄体检测为动物。有可能无法检测出画面中
的车辆，也可能将其他被摄体识别为车辆。

※3  机身防抖与镜头光学防抖联动时，最高手抖动补偿效果基于CIPA测试标准，使用RF24-105mm F4 L IS 

USM，105mm焦距拍摄，俯仰轴与摇摆轴方向。

※4  EOS R5在高速连拍+模式（使用机械快门/电子前帘快门时）下，14位RAW存储13位模数转换的信号。在
使用电子快门拍摄时，14位RAW存储12位模数转换的信号。其他情况存储14位模数转换的信号。

※  EOS R6在使用电子快门拍摄时，14位RAW存储12位模数转换的信号。其他情况存储14位模数转换的信号。
※  EOS R7/R10在使用电子快门及RAW连拍时，EOS R10在使用高速连拍+模式时，14位RAW存储12位模数
转换的信号。其他情况存储14位模数转换的信号。

※  EOS R系列的对焦亮度界限基于佳能测试标准（照片拍摄、使用F1.2镜头、中央对焦点、单次自动对焦、室温、
ISO 100）。采用DS（平滑散焦）镀膜的RF镜头除外。

EOS R10虽然是EOS R系列中的轻量机型，但是集合了众多先进
的功能。佳能为它配置了新开发的约2420万有效像素APS-C画幅
CMOS图像感应器，与具有高速度、高精度图像处理能力的DIGIC X
数字影像处理器相结合，实现了电子快门下最高约23张/秒※1，机
械快门下约15张/秒※1的高速连拍。同时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了相机
对被摄体识别和追踪的能力，可识别人物、动物和赛车※2。支持 6K
超采样 4K 30P高画质短片和裁切 4K 60P短片记录，支持全高清
119.88P/100P高帧频及HDR PQ短片。机身小型，轻量，支持使用
USB电源适配器供电/充电。随身携带无负担，是日常拍摄的好伙伴。

全 高 清

青春专微，轻量高性能

可旋转触控

可旋转触控



EOS R 系列全画幅专微相机

与强者为伍

EOS R5是EOS相机中首款支持8K高分辨率的机型。它具有强大
的短片与照片拍摄性能，可记录8K RAW、Canon Log/Canon Log 
3、HDR PQ以及119.88P/100P的4K高帧频短片等。内置机身防抖 
功能，与具备光学防抖的RF镜头协同最高可实现8级防抖效果※3。约
4500万有效像素打造精致细节，配合DIGIC X数字影像处理器的高速
处理，可实现约20张/秒※1的高速连拍，呈现高精细的精彩瞬间。智能
追踪与识别性能强大的第二代全像素双核CMOS AF不仅可检测人物
的眼睛、面部、头部和身体，还可检测猫、狗、鸟的眼睛、面部和身体，同
时还支持检测两轮和四轮赛车的局部或整体，甚至车手的头盔※2。

约20张/秒高速记录最高约4500万像素的精致成像
拥有高达约4500万有效像
素数，图像分辨能力甚至超
越有效像素数更高的EOS 
5Ds，在EOS相机中具有
最高的解像力（佳能调查）。
与具有高速数据处理能力
的DIGIC X数字影像处理器
强强联合，实现约4500万
高像素下电子快门最高约
20张/秒的连拍※1。

支持无裁切8K DCI/
U H D  短片、4 K 
120P高帧频短片、色
彩采样率4:2:2 10位 
Canon Log 3或HDR 
PQ机内录制等强大
短片功能。

强大的专业级视频拍摄能力
8K
DCI 8192×4320

4K
DCI 4096×2160

机身内置5轴防抖机构，
搭配大部分RF/EF镜头
都能获得抖动补偿。搭
配大部分具备防抖功能
的RF镜头使用，则机身
防抖与镜头光学防抖可
通过协同控制提升防抖
效果。

机身×镜头防抖，最高8级协同防抖※3

EOS R系列最强高速机型

  

车辆
GHz

全画幅背照堆栈式CMOS图像感
应器所具备的高速读取性能，配合
DIGIC X数字影像处理器的高速处
理，使EOS R3的高速连拍达到了
最高约30张/秒※1，快门速度也达
到了最高1/64000秒的惊人规格。

全画幅8K Cinema EOS电影摄影机
EOS R5 C移植并优化了原应用于
EOS R5的高分辨率、高
速CMOS图像感应器，
再加上DIGIC X数字
影像处理器和RF镜
头，三者融为一体，
如虎添翼。配合内置
散热风扇即可使EOS 
R5 C实现8K 60P RAW
机内不间断记录。

可旋转触控

GHz可旋转触控



超越所见

EOS R6 Mark II采用了新全画幅CMOS图像感应器以及应用新算法
的DIGIC X数字影像处理器，与高性能RF镜头相配合，在速度和画质
上达到新高度。电子快门下连拍速度最高可达约40张/秒※1。基于深
度学习技术拓展了被摄体检测范围，新增对马、火车、飞机、直升机的
检测。视频拍摄基于专业影像制作的需求，支持6K RAW外部记录。
还支持6K超采样高精细4K短片，全高清180P高帧频短片，Canon 
Log 3、HDR PQ短片。EOS R6 Mark II在照片、视频、趣味性、易用性
方面的性能都得到了提升，不仅适合专业用户、发烧友，还适用于入
门新手用户，它是一款适用于广泛用户群的好相机。

电子快门下最高连拍
速度达到了约 40张/
秒※1。且RAW连拍模
式下的预拍摄功能可
记录快门释放前约0.5
秒内的图像。基于全
画幅的高画质，可捕捉
转瞬即逝的精彩瞬间。

最高约40张/秒高速连拍※1、约0.5秒预拍摄 支持机身5轴防抖，协同防抖最高8级效果※3

5轴防抖

机身内置 5轴防抖机
构，搭配大部分RF/EF
镜头都能获得抖动补
偿。搭配大部分具备
防抖功能的RF镜头使
用，则机身防抖与镜头
光学防抖协同控制提
升防抖效果。

车辆

全 高 清

相机支持最高约20张/秒※1的高速
连拍及最高8级快门速度的协同防
抖※2。第二代全像素双核CMOS 
AF支持强大的智能追踪识别。支
持帧频为59.94P/50P的4K短片
以及119.88P/100P的全高清高帧
频短片，还可拍摄Canon Log 3、
HDR PQ的短片。

动· 静 实力派 体验更多拍摄乐趣的专微
EOS RP采用了约 2620万有效像
素全画幅图像感应器。搭载包括人
像、风光、微距、摇摄在内的12种场
景模式，只需选择相应模式便能拍
出美丽好照片。另外，相机机身轻
巧，操作简单方便，初次使用相机
的人也能拍摄出高质量照片。

深度学习技术强化了被摄体
检测能力，除了常规的人物眼
睛、面部，以及之前的狗、猫、
鸟、赛车，可识别被摄体新增
马、飞机、直升机和火车※2。
人物及动物还可设置左右眼
优先。

深度学习技术识别多种被摄体实现高精度的追踪

※ 图像为示意。

GHz全 高 清
可旋转触控

可旋转触控 可旋转触控

EOS R 系列全画幅专微相机



低噪点全画幅图像感应器与高性
能DIGIC X数字影像处理器，为影
像表现注入活力。提升至最高约
20张/秒※1的高速连拍以及提供高
速捕捉与高精度追踪的191点高解
析自动对焦感应器，让拍摄激烈赛
事的体育摄影师也能从容不迫。

兼具高画质
与高速度反应的专业机型

40万像素

EOS 系列单反相机

适用于风光、人像和纪实等多领域，
高精细画质与高感光度兼备。有效
像素约 3040万，扩展感光度最高
ISO 102400，连拍速度最高约7张/ 
秒※1。双对焦系统可应对专业拍摄。
视野率约100%的光学取景器下，61
点对焦在动态摄影时发挥威力。

强大的综合实力，
均衡的专业级性能

EOS M 系列微单相机

可翻转触控

约3250万有效像素的图像感应器
与DIGIC 8数字影像处理器相结合
为高画质表现提供了有力支持。

更快、更高，
给你不一样的摄影体验

22万像素

可旋转触控

EOS 6D Mark I I的有效像素约
2620万，高达 ISO 40000的常用
感光度下可拍出高精细照片。

小型、轻量、高画质的
高机动性全画幅相机

可旋转触控

22万像素

可旋转触控 可旋转触控

可旋转触控



 CANONﾠCHINAﾠ2023　　

本印刷品上出现的产品及品牌名称都为相应厂商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文中未特别注明®及™标识。本印刷品中的产品或者图文仅供参考，产品以实物为准，因产品改进等原因，本印刷品的内容可能会有所变更，敬请留意。

佳能EOS Webcam Utility直播软件

扫描二维码
查看更多详情

请关注佳能（中国）官网和佳能官方社交媒体平台，以了解更多佳能信息。

一个工作日内回复
Feedback@canon.com.cn

佳能 8K佳官方微博

佳能官方微信
Canon中国

佳能新浪官方微博
Canon中国

抖音
R5 Camp

Bilibili
佳能同学会

小红书
女生爱拍照 佳能俱乐部 大影家小程序

佳能影像产品
电子书架 佳能天猫官方旗舰店 产品注册及服务 下载与支持佳能官方线上商场

佳能（中国）官方网站

SPEEDLITE EX系列闪光灯

红线旗舰闪光灯 SPEEDLITE EL-1

闪光最小输出功率低至1/8192，
可微调光线，拓展表现力。采用
大容量锂电池与主动散热系统，
连续闪光性能大幅提升。

GN.

60
微
闪光

GN.

60
微
闪光

光学
脉冲传输

高速
同步

后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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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闪
闪光

无线电
传输

发送
单元

接收
单元

高速
同步

后帘
同步

频闪
闪光

无线电
传输

发送
单元

接收
单元

闪光灯 SPEEDLITE EL-5

大光量，连续闪光能力强，支持
微闪光，可进行方便的闪光组速
控和无线遥控。

闪光灯 SPEEDLITE 600EX II-RT

GN.

60
高速
同步

后帘
同步

频闪
闪光

无线电
传输

光学
脉冲传输

发送
单元

接收
单元

大光量闪光灯，支持丰富的闪光
功能，可作为接收或发送单元，
实现灵活布光。

闪光灯信号发射器
ST-E3-RT（Ver. 2）

闪光灯信号发射器
ST-E10

闪光灯 SPEEDLITE 430EX III-RT

GN.

43
高速
同步

后帘
同步

无线电
传输

光学
脉冲传输

发送
单元

接收
单元

具有充实功能与轻巧机身，灯头
角度可调，跳闪方便。支持无线
电与红外线两种无线闪光传输。
※ 光学脉冲传输时仅可作为接收单元。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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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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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
脉冲传输

高速
同步

后帘
同步

发送
单元

具有两个灯头。灯头的位置及角
度可调。更容易对微距拍摄时的
光影进行控制。

微距双灯头闪光灯 MT-26EX-RT

小型轻量，便于携带。支持多方
向跳闪。非常适合搭配微单等轻
便型相机使用。

闪光灯 SPEEDLITE EL-100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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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频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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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帘
同步

发送
单元

接收
单元

光学
脉冲传输

支持E-TTL II自动闪光系统。除
整体闪光外，左右两部分都可独
立进行闪光控制。

微距环形闪光灯 MR-14EX II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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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发送
单元

后帘
同步

光学
脉冲传输

闪光灯 SPEEDLITE 470EX-AI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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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
脉冲传输

接收
单元

配备灯头可自动旋转的AI反射闪
光功能，可帮助用户轻松进行专
业级跳闪拍摄。

http://www.canon.com.cn/support
https://www.cano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