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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的照片和视频
可以留存旅途中的惊喜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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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巧
轻便

机身小巧轻便，便于携带，
时尚简约的机身在设计上
也充分考虑到了易操作性。

轻松
分享

通过Wi-Fi功能可将高画质
的照片传输到智能手机上
与大家分享。

时尚
自拍

背面液晶监视器能够旋
（翻）转约180°，在自拍或
合影时非常方便。

动人的照片和视频
可以留存旅途中的惊喜与感动



新DIGIC 8数字影像处理器提升拍摄性能，加之高达约10张/秒的连拍，不错过精彩一刻。
高清晰的4K短片、简单易用的创意辅助等众多实用功能，可轻松、高品质地记录生活。

机票，
护照，

4

可旋转
液晶监视器

可旋转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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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410万像素
图像感应器

约2410万有效像素的大尺寸APS-C画
幅图像感应器，在带来高精细成像的同
时，可以呈现出更自然柔美的大幅虚化
效果。特别是在拍摄人像，花卉微距等
题材时，大幅的美丽虚化能让照片效果
更吸引人。

约2410万像素图像感应器

可虚可实，可柔可锐，
细节丰富而清晰的画质

得益于大尺寸图像感应器，前景与背景中获得了
柔和美丽的大幅虚化，很好地凸显出了人物。

可实现与EOS数码单反相机中高端机
型相近的约10张/秒连拍（单次自动对
焦时）。在日常拍摄好动的儿童、宠物
等时，可方便地捕捉动态被摄体的一
系列动作，不错过精彩瞬间，并可从中
挑选出心仪的一张留存。

最高约10张/秒的高速连拍

定格激烈运动被摄体的
精彩瞬间

创意辅助功能采用了“模
糊”、“清晰”、“更暗”、“更
亮”等通俗易懂的菜单表述，
令繁杂的拍摄设置变得轻松
简单。此外，还可使用RAW
拍摄的图像，在回放时，通
过创意辅助功能，改变照片
效果。

创意辅助功能

通俗易懂的菜单，
拍摄更趁手

可从相机预设的滤镜效果中直接进行选择，呈现出属于自己
的个性化照片效果。

配备了高精细约236万点的有机
EL电子取景器，可提供犹如使用
单反相机般的拍摄体验。在明亮
场景等环境中，液晶监视器的观
察效果易受到外界光线影响，而
取景器可减少环境光的影响，提
高画面的可确认性。

内置约236万点电子取景器

提升拍摄专注力的
取景器

使用电子取景器时可通过
触摸和拖拽自动对焦便捷
地移动自动对焦点的位置。

DIGIC 8和全像素双核对焦

进化的全像素双核CMOS AF，可利用
景深信息进行高精度被摄体追踪。自
动对焦点增加至99点※，安装部分兼容
镜头时，对焦覆盖范围可扩大至图像感
应器面积的约88%×100%（长×宽），
且自动对焦点增加至最多143点※。

带来高速对焦与
高精度动态被摄体追踪

※仅支持包含EF-S及EF镜头在内的部分镜头（不支持TS-E镜头与MP-E镜头），
详情请参见产品官网。

内置Wi-Fi，且支持NFC与蓝牙功能，能够通过Wi-Fi轻松与智能手机等设备进
行连接。安装有Canon Camera Connect的智能手机，在设置完成后，拍摄的
同时即可将图像自动传输至智能手机，便于备份与分享。

Wi-Fi/NFC/蓝牙

所拍图像自动传输至智能手机

4K短片与4K单帧截取

EOS M系列微单相机中首款具
备 4K短片拍摄功能机型。具有
3840×2160的高分辨率，能够在
大屏幕中呈现出更加精致的画面
细节。提供更强的视觉冲击力。此
外，还支持4K延时短片，能够以高
画质呈现时光的流逝。

动感记录魅力影像

可将4K短片中的1帧截取出来，保存为具有约
830万像素的静止图像。

※ 支持24p/25p（NTSC/PAL）帧频，使用图像感应器中央区域。
4K短片拍摄时，自动对焦方式为反差检测自动对焦。 

※佳能影像上传服务仅支持中国国内销售的正品行货。
※欲详细了解佳能影像上传相关功能，请参见佳能官网。

用户可通过佳能影像上传功能，借由无线网络，将所拍
影像上传网盘或微博。还可使用手机通过佳能影像上
传的微信小程序浏览及转发上传过的图像。

佳能影像上传

心仪影像乐趣分享

所拍照片
自动传输至智能手机

数字影像处理器
DIGIC 8

 约88%×100%的面积     约80%×80%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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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细大画面的液晶监视器，提供更好的显
示效果。

※ 实时显示拍摄下使用全像素双核对焦（全像素双核CMOS AF），
对焦有效范围为画面长宽的约80%×80%。

EOS M5具有3.2"约162万点的大型
液晶监视器，显示效果精细的大画面，
在拍摄及回放时提供更好的可视性，
便于确认合焦情况等。液晶监视器还
能够向下翻转约 180°，向上翻转约
85°，高角度俯拍和低角度仰拍，均可
轻松完成。

大型可翻转触摸液晶监视器

约162万点
画面显示更细腻

全像素双核对焦与DIGIC 7数字影像处理器相结合实现了高速对焦和切实追踪，
单次自动对焦下配合最高约9张/秒的连拍，可以发挥高捕捉力。

常用

可翻转触控

可翻转触控

高精细约236万点的有机EL电子取景
器，可提供如单反般的拍摄体验。在
明亮场景等中，使用取景器可减少环
境光的影响，提高画面的可确认性。
多个操作转盘，令拍摄时的设置变更
更加迅捷方便。取景器拍摄下仍可通
过触摸操作变更对焦点位置。 使用电子取景器时也支持触摸和拖拽自动对

焦。对焦点位置移动更便捷。

约236万点电子取景器与多个操作转盘

支持高性能的
取景器拍摄

高性能处理器带来高追踪性能，动态被摄体
的拍摄更轻松。

得益于高性能处理器带来的庞大数
据处理能力，相机一旦合焦，便会自
动识别目标人物的特征，即使人物面
部朝向发生变化或与其他人混杂的
场景下也能持续追踪原目标。而且可
以在自动对焦追踪时进行连拍。

DIGIC 7数字影像处理器

连拍中也能
追踪被摄体

高速、高精度地
捕捉被摄体
采用了佳能自行研发的全像素双核对
焦（全像素双核CMOS AF），图像感
应器约2420万像素均为可成像与相
差检测自动对焦的结构，具备良好的
运动被摄体预测能力。在提供单反般
高速自动对焦的同时，兼顾了高画质。

全像素双核对焦

E O S  M 5 与      M 6 共 通 功 能  



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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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稳重的黑色与给人以传统旁轴相机感觉
的复古银色。

EOS M6具有轻便小巧的机身造型，
大小与普通的护照、钱包差不多，可轻
松放在包中随身携带。不同颜色的时
尚潮流机身，迎合了用户对时尚小巧
相机的需求，令用户愿意随身携带。

清爽的白色、复古的银色
与正统的黑色可选

轻便时尚的机身造型

曝光补偿转盘、快速控制转盘采用了不同形
状的双层设计，便于单手操作。

EOS M6具备曝光补偿、快速控制等
多种操作转盘，可迅速变更拍摄设置。
不同形状及高度差的转盘集中于相机
右侧，便于用户单手进行操作。使用
外接电子取景器EVF-DC2（另售），
配合多种转盘操作，可获得单反般的
操作体验。

多种操作转盘设计与外接电子取景器

转盘操作
快速变更设置

相机支持Wi-Fi/NFC/蓝牙功能。可通
过Wi-Fi与多种设备进行连接。通过佳
能影像上传功能及无线网络，所拍影像
可上传百度网盘或新浪微博。此外，使
用手机通过佳能影像上传的微信小程序
可浏览及转发已上传图像。

Wi-Fi/NFC/蓝牙

佳能影像上传
存储、分享都轻松

※佳能影像上传服务仅支持中国国内销售的正品行货。
※欲详细了解佳能影像上传相关功能，请参见佳能官网。

可实现与EOS数码单反相机中高端
机型相近的约9张/秒连拍（单次自动
对焦时）。在日常拍摄好动的儿童、宠
物等时，可方便地捕捉动态被摄体的
一系列动作，不错过精彩瞬间，并可从
中挑选出心仪的一张留存。

最高约9张/秒的高速连拍

定格运动被摄体
的精彩瞬间

小身材集全像素双核对焦与DIGIC 7数字影像处理器于一身，实现高速高精度自动对焦。
相机具有白色、银色与黑色的3种潮流时尚设计。此外，丰富的拍摄模式助用户随行随摄。

常用

可翻转触控

可翻转触控

E O S  M 5 与      M 6 共 通 功 能  



融入日常穿搭的时尚外观、轻便小巧的尺寸、将动人场景拍成好照片的高性能。
拍出的好照片还能快速传输至智能手机并及时分享，随时通过照片与家人、朋友联络感情。

质感外观质感外观

轻巧机身，轻松随行轻巧机身，轻松随行 多点色彩，多点选择多点色彩，多点选择

便捷触摸操作便捷触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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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

可翻转触控

可翻转触控



EOS M100具备创意辅助模式。
此模式下，复杂的拍摄设置项改由
诸如“模糊”、“明亮”等简单易懂的
词汇进行描述，即使是不太熟悉相
机设置的用户，也可以直观把握设
置，拍摄出自己想要的效果。此外，
还可将设好的内容保存为共 6种
“设置”，随时调出使用。

直观的描述
拍摄设置更自如

创意辅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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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小巧的同时，保持了良好的握持性，提高了用户体验。具有4种不同
机身颜色供用户选择。有5种彩壳（另售）可以根据机身颜色搭配出个性风
格。把相机外观打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让外出拍摄更有时尚乐趣。

外观设计适合外出携带
小型轻便机身

可向上翻转约180°的液晶
监视器，方便进行自拍。

EOS M100配备了支持触摸操
作的背面液晶监视器。实时显示
拍摄下确认画面时，仅触摸屏幕，
相机就能自动完成从对焦、拍摄
设置到快门释放的过程，不习惯
使用相机拍摄的人也能拍出好
照片。

便捷易用的触摸操作
自拍也轻松

可翻转的触控型液晶监视器

EOS M100内置W i-F i，可通过
专用应用程序“Canon Camera 
Connect”将所拍影像当场传输至智
能手机，便于即时发布在社交网络上
等。还支持NFC与蓝牙功能，使连接
更方便。

随拍随分享的智能手机联动
Wi-Fi/NFC/蓝牙

用户可通过佳能影像上传功能，借由Wi-Fi网络将影
像上传网盘或微博。还可通过佳能影像上传的微信
小程序浏览及转发上传过的图像。

佳能影像上传

心仪影像乐趣分享 ※佳能影像上传服务
仅支持中国国内销售
的正品行货。欲详细
了解佳能影像上传相
关功能，请参见佳能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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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系列相机搭配不同的镜头，能够应对从风光、人像到人文等
多种拍摄题材。特别是在搭配专为EOS M系列开发的EF-M镜头
时，高画质与小巧轻便兼备。EF-M镜头平直、小巧的镜身与简约
轻巧的机身相得益彰。从广角到远摄，从高倍率变焦到微距等，现
有多款可供用户选择。

EOS M系列专用EF-M镜头

不同镜头带来多彩的效果
“ IS”
强效抑制
手抖动

小型
轻量

与机身
相得益彰

卡口适配器 EF-EOS M可令
EOS M系列相机转接丰富的EF
镜头（包含EF-S镜头，不包含
CN-E镜头）。全电子化卡口使得
在使用此适配器时自动对焦、自
动曝光以及IS影像稳
定器也可正常工作。

超过70款的EF镜头群是拍摄的坚强后盾！

卡口适配器
EF-EOS M（另售）

EF-M 28mm f/3.5 IS STM 微距

EF-M首款微距镜头。配备最大放大倍率约1.2倍的超级微距模式、双重IS、LED灯等方便
微距摄影的功能。

EF-M 22mm f/2 STM

方便日常携带的“饼干头”，其画质良好，从精致的小物件到街头随拍都很方便。具有F2
的明亮大光圈，在黄昏或室内等昏暗场景中也能一展拳脚。

EF-M 15-45mm f/3.5-6.3 IS STM

覆盖广角，便于旅行携带的标准变焦镜头。伸缩式镜身结构，兼具高画质与小型轻量。

EF-M 11-22mm f/4-5.6 IS STM

能够将雄伟宽广的风景收入一张照片的广角变焦镜头。在靠近拍摄高大建筑等情况下也
非常有用。

EF-M 18-150mm f/3.5-6.3 IS STM

变焦比约8.3倍，一支镜头走天下，可应对从风景摄影到日常街头人像等广泛领域。体积
小巧的同时，兼具高倍率与高画质。

EF-M 55-200mm f/4.5-6.3 IS STM

能够将远处被摄体拉近的远摄变焦镜头。可在运动会上特写拍摄孩子活泼的样子，或将
远距离被摄体拉近拍摄。

EF-M 32mm f/1.4 STM

拥有F1.4的明亮大光圈，可获得具有小景深和柔美背景虚化的照片。35mm规格换算的
标准镜头视角，能应对多种被摄体。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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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摄镜头的特点是能够将远处的被摄体拉近特写。
EF镜头采用光学变焦，因此拉近被摄体也不会产生画质降低。

远摄镜头与套机标头的特写效果不同

250mm 55mm 18mm

远摄镜头
可将远景拉近至
如此程度！

大光圈镜头的特点是可以通过缩小F值（光圈值），获得大幅虚化。
可轻松获得背景大幅虚化的魅力人像照。

大光圈镜头与套机标头的虚化效果不同

F2.2 F5.6

大光圈可以获得
这么大幅的
美丽虚化！

微距镜头的特点是能够贴近被摄体拍摄。想要将小物件拍大时非常有用。
微距镜头与套机标头的放大效果不同

微距镜头能够
放大到这种程度！

放大倍率约1倍 放大倍率约0.25倍

EF-M 18-150mm f/3.5-6.3 IS STM
EF-S 55-250mm f/4-5.6 IS STM※

※需卡口适配器EF-EOS M

推荐
镜头

EF-M 22mm f/2 STM
EF 50mm f/1.8 STM※   
※需卡口适配器EF-EOS M

推荐
镜头

EF-M 28mm f/3.5 IS STM 微距推荐
镜头

※图片仅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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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OS M100不支持 
外接闪光灯。

拓展拍摄乐趣的另售附件与手机软件

2018年秋季
本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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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标识。ﾠ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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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的内容可能会有所变更，敬请留意。

佳能为EOS系统准备的外接闪光灯在性能方面具备
内置闪光灯没有的优势。除了闪光量更大外，还具备
跳闪、高速同步闪光等多种功能。对外接闪光灯的控
制可以在相机上进行。 

SPEEDLITE 470EX-AI可自动
旋转灯头并设置跳闪角度与闪光
量，即使是闪光摄影经验不足的
用户，也可轻松利用闪光灯的光
线进行拍摄。

光量更大的外接闪光灯

EX系列
闪光灯

PUB.IMP-P18007　　 ﾠCANONﾠCHINAﾠ2018

※1 连拍速度受到快门速度、光圈、被摄体、亮度、镜头、闪光灯、电池电量等的影响可能降低。　※2 支持NFC功能的手机仅限Android系统。
※Wi-Fi CERTIFIED标志及Wi-Fi是Wi-Fi联盟（Wi-Fi Alliance）的标志或注册商标。N标记是NFC论坛（NFC Forum,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标志或注册商标。
※Bluetooth®字标和徽标是Bluetooth SIG, Inc.的注册商标、佳能公司已获得该商标的使用许可。其他商标和商标名称均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图像感应器
有效像素数

数字影像
处理器

自动对焦
方式

   最高※1

连拍速度 液晶监视器 电子
取景器 感光度 创意功能 EOS短片 无线功能※2 尺寸

（宽×高×厚）
重量

（仅机身）

约2420万
（APS-C画幅）

约9张/秒
可翻转触控

可翻转触控

有机EL
约236万点

ISO 100
-25600

  
  约115.6×

89.2×
60.6毫米

约380克

约2410万
（APS-C画幅）

约10张/秒
可旋转触控

有机EL
约236万点

ISO 100
-25600
可扩展到

ISO 51200

  
  约116.3×

88.1×
58.7毫米

黑色款
约351克
白色款

约354克

约2420万
（APS-C画幅）

约9张/秒

可翻转触控

可翻转触控

EVF-DC2（有机EL）
EVF-DC1

约236万点
（另售）

ISO 100
-25600

  
  约112×

68×
44.5毫米

约343克

约2420万
（APS-C画幅）

约6.1张/秒

可翻转触控

可翻转触控

―― ISO 100
-25600

  
  约108.2×

67.1×
35.1毫米

约266克

规格表

实现
更灵活的
布光

Canon Camera Connect 的详细介绍参见以下网站。
http://www.canon.com.cn/products/camera/eos/features/cameraconnect.html

Wi-Fi
应用程序

Canon Camera Connect是用于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免费应用程
序，有iOS和Android版。结合EOS M系列相机的Wi-Fi功能，可对相
机进行多种操作。可在智能手机上进行遥控实时显示拍摄，浏览所拍
图像，并将所拍影像当场传输至智能手机，即时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等。

智能手机变身强大附件应用程序
“Canon Camera Connect”

图像浏览
传输操作

智能手机
实时显示
拍摄

调节曝光 评分调节对焦 排序

观看功能
演示短片

http://www.canon.com.cn/products/camera/eos/features/cameraconnec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