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产品代码 (UPC)：

818279023077

型号：

CHDHX-701-RW

无比流畅的影像。 卓越智能拍摄。 久经测试，坚固耐用，无
需保护盒即可实现防水。 这就是 HERO7 Black 摄像机——更
为先进的 GoPro 产品。 有了 HyperSmooth（异常平稳） 稳定
功能，无需云台，也可拍摄出堪比云台的稳定视频。 全新智能
照片模式可自动拍摄精彩绝伦的图像。 现在通过流媒体直播和
GoPro 应用，你可以随时分享每一个精彩时刻。 不管是拍摄照
片还是视频，HERO7 Black 都将 GoPro 摄像机的性能提升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内含物品

特色 + 优势
HyperSmooth 视频稳定性

内置堪比云台防抖功能，无需另置云台。 HERO7 Black 可预测移动方向，修复摄像机抖
动，提供平稳流畅的影像。

4K60
1,200 万像素

1080p240

坚固耐用 + 防水

分享手机难以捕捉的体验。 坚固耐用，在不使用保护盒的情况下可实现 10 米防水，是各类
冒险活动的绝佳伴侣。

语音控制

防水
10 米

语音控制

触屏

慢动作

留住此刻。 通过使用“GoPro 拍照”或“GoPro 开始录像”等语音命令，你可以释放双手就控制
HERO7 Black。

SuperPhoto

自动获取精彩照片。 HERO7 Black 具备 SuperPhoto 功能，可应用 HDR、局部色调映射和
降噪功能来优化拍摄成品。

视频直播
使用视频直播功能，可随时将你的故事分享至直播平台。 你还可以将流化的视频以高分辨
率保存至 SD 卡。
HDR

TimeWarp（移动延时）视频

当你在一个场景中移动时，可拍摄非常稳定的延时录像。 同时可加速 30 倍，将时间较长的
活动转化为可分享的短视频。

GPS

4K60 视频 + 1,200 万像素照片

HERO7 Black 可拍摄令人震撼的 4K60 视频和 1,200 万像素照片，生动呈现精彩时刻。

8 倍慢动作视频

在 1080p240 超高帧率视频中，你可以 8 倍速度放慢视频，重温生动、有趣或精彩的时刻。

HyperSmooth

视频直播

直观触屏
如果你使用过智能手机，那么你对 HERO7 Black 就不会感到陌生。 三大拍摄模式、设置简
单，易于浏览。

人脸、微笑 + 场景检测

当你面对摄像机，微笑或做出其他动作时，HERO7 Black 都可识别。 GoPro 应用通过这些
细节精心挑选最佳镜头，创造精彩视频。

纵向拍摄
可纵向拍摄，便于你在 Snapchat 和 Instagram Stories 等平台上分享照片与视频。

别忘了下载 GoPro 应用。

特色 + 优势
照片定时器
拍出跳跃动作。 照片定时器可以让你轻松使用 GoPro 摄像机进行自拍或集体合影。

触摸缩放
近距离拍摄。 触摸屏幕即可调整镜头，完美拍摄照片和视频。1

自动转存至手机
拍摄与分享，就是这么轻松。 照片和视频可直接传至 GoPro 应用，你可将它们快速发布到微信、微博。2

直接分享至 Instagram Story

直接从 GoPro 应用上传内容至 Story，分享那些手机无法拍摄的在海洋、沙漠或雪景中的冒险经历。

GPS 定位标签

可追踪速度、距离及更多信息。 在 GoPro 应用中向视频添加标签，在动作展开时可显示其速度、距离和高度。3

支持 QuikStories

HERO7 Black 会自动将你的影像发送至 GoPro 应用，然后 GoPro 应用可将其转换为配有音乐等特效、可分享的精彩视频。4

自动备份至云端
释放空间。 订阅 GoPro Plus，即可将无限量照片和 250GB 的视频备份至云端。5

高级噪音抑制功能
HERO7 Black 可有效过滤风、振动和操作产生的噪音，提供清晰保真的音频质量。

RAW 照片
拍摄高质量原始照片，在高级照片编辑软件中获得最大的灵活性。

HEVC 视频

节省 SD 卡上的存储空间。 使用高效视频压缩 (HEVC)，可在不损失任何图像质量的情况下，将大文件的体积缩小约一半。

快速充电
不容错失。 Supercharger 电源适配器（单独出售）可实现快速充电，让你毫无顾忌地走向户外，热情拥抱世界。

与 GoPro 配件兼容

轻松携带， 便捷安装， 爱不释手。 30 多种兼容配件提供独特的视角，能以创意十足的新方式记录你的精彩生活。
脚注
触摸缩放仅对照片和选定视频模式可用。
摄像机必须连接至 GoPro 应用才能自动转存。 视频、延时录像和单张照片可自动转存；连拍照片可手动转存。
必须首先启用摄像机上的 GPS，然后才能在 GoPro 应用中添加 GPS 定位标签。
4
QuikStories 需借助 GoPro 和 Quik 移动版应用，iOS 和 Android 用户可免费使用。
5
GoPro Plus 是在指定地区提供的订阅服务。 可随时取消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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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视频
4K60、2.7K120、
1440p120、
1080p240 以及更高

延时录像
0.5、1、2、5、10、
30、60 秒拍摄间隔

TIMEWARP 视频
2x、5x、10x、15x、30x

循环录像
5、20、60、
120 分钟拍摄间隔

照片
照片
1,200 万
像素

连拍
1,200 万像素，
30 帧/秒

延时拍摄照片
0.5、1、2、5、10、
30、60 秒
 拍摄间隔

夜景照片
自动，2、5、10、15、
20、30 秒曝光时间

夜景延时照片
自动、4、5、10、15、20、30 秒拍摄
间隔；1、2、5、30、60 分钟拍摄间隔

请访问 partner.gopro.com 查阅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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