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e Abbildungen in dieser Anleitung zeigen die Leica S. In Bezug auf Funktionsweise sind beide 
Modellvarianten identisch. Die Modellvariante Leica S-E unterscheidet sich von dieser durch 
einige äußere Details und einen anderen Lieferumfang: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Bestellnummer: 16033) nicht enthalten
 – Leica USB Kabel S (Bestellnummer: 16014) nicht enthalten
 – Leica Blitzsynchronkabel S (Bestellnummer: 16031) nicht enthalten

Diese Produkte sind als Zubehör erhältlich.

De afbeeldingen in deze gebruiksaanwijzing zijn van de Leica S. Wat hun functioneren betreft, zijn 
beide modeltypen identiek. Het modeltype Leica S-E verschilt hiervan alleen door enkele uiterlijke 
details en de leveringsomvang: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bestelnummer: 16033) niet meegeleverd
 – Leica USB-kabel S (bestelnummer: 16014) niet meegeleverd
 – Leica flitssynchronisatiekabel S (bestelnummer: 16031) niet meegeleverd

Deze producten zijn eveneens leverbaar als toebehoren.

The figures in this manual show the Leica 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ing the two 
models are identical. The Leica S-E model only differs in terms of a few exterior details and the 
items supplied: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order number: 16033) not included
 – Leica USB cable S (order number: 16014) not included
 – Leica flash sync cable S (order number: 16031) not included

These products are available as accessories.

Le figure del presente manuale mostrano la Leica S. Per quanto riguarda il funzionamento 
entrambe le varianti di modello sono identiche. La variante Leica S-E si differenzia dal modello in 
oggetto per alcuni dettagli esterni e per il materiale in dotazione: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cod. ord.: 16033) non incluso
 – Cavo USB Leica S (cod. ord.: 16014) non incluso
 – Cavo di sincronizzazione flash Leica S (cod. ord.: 16031) non incluso

Questi prodotti sono disponibili come accessori.

Les illustrations de ce mode d‘emploi présentent l‘appareil Leica S. Le fonctionnement des deux 
variantes du modèle est identique. Il ne se distingue du modèle Leica S-E que par quelques 
détails extérieurs et les éléments avec lesquels il est livré:

 – Plan de protection de Leica pour boîtier S (réf.: 16033) non inclus
 – Câble USB Leica S (réf: 16014) non inclus
 – Câble de synchronisation du flash Leica S (réf: 16031) non inclus

Ces produits sont disponibles comme accessoires.

Las imágenes de este manual muestran la Leica S. En cuanto al modo de funcionamiento, ambas 
variantes del modelo son idénticas. La variante del modelo Leica S-E solo se diferencia de esta 
por algunos detalles externos y por el volumen de suministro: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Nº ref.: 16033) no incluido
 – Cable USB S Leica (Nº ref.: 16014) no incluido
 – Cable de sincronización para flash S Leica (Nº ref.: 16031) no incluido

Estos productos están disponibles como acceso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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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明书中的插图是徕卡 S。在功能方面，两款衍生型号都完全相同。衍生型号莱卡 

S-E 与本款的区别在于一些外部细节和不同的供货范围：

 – 不包括徕卡 Protection Plan S Body（订单号：16033）

 – 不包括徕卡 USB 连接线 S（订单号：16014）

 – 不包括徕卡闪光同步线 S（订单号：16031）

这些产品作为配件可供购买。

본 설명서에 들어 있는 그림들은 Leica S에 관한 그림들입니다. 두 모델은 기능 면에

서 동일합니다. Leica S-E 모델은 외부 디테일과 다음과 같은 한 가지 제공품 범위만 

본 제품과 다릅니다.

- Leica 보호 플랜 S 바디(주문 번호: 16033) 미포함

- Leica USB 케이블 S(주문 번호: 16014) 미포함

- Leica 플래시 동기화 케이블(주문 번호: 16031) 미포함

이 제품들은 액세서리로 구입할 수 있습니다.

本說明書內的圖片展示的是徠卡S。兩種型號的工作原理是相同的。徠卡 S－E 與此機種只
在外觀以及出貨內容上有些許差異。

- 徠卡 Protection Plan S Body（S 機體保護方案）（訂購編號：16033）不包含
- 徠卡 USB 線 S（訂購編號：16014）不包含
- 徠卡同步閃光導線 S（訂購編號：16031）不包含

可以作為配件購買這些產品。

На рисунках, имеющихся в данной инструкции, показан фотоаппарат Leica S. Обе версии 
модели идентичны по своему принципу действия. Версия модели Leica S-E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этой 
некоторыми внешними деталями и другим комплектом поставки: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номер для заказа: 16033) не входит
 – Кабель USB Leica S (номер для заказа: 16014) не входит
 – Кабель для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и фотовспышки Leica S (номер для заказа: 16031) не входит

Эти продукты можно приобрест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ей.

本書では、ライカ Sのイラストを使用しています。ライカ S-Eとライカ Sは、仕様は同じです
が、一部デザインが異なります。
また、「ライカ S-E」には以下のサービスおよびアクセサリーは付属しません。

- ライカプロテクションプラン　Sボディ（コード番号：16033） 
- LEMO® USBケーブルS（コード番号：16014） 
- LEMO® シンクロケーブル（コード番号：16031）

これらのサービスおよびアクセサリーは別売り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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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书附件
SUPPLEMENT TO PRODUCT INSTRUCTIONS

这个文件涉及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口或销售的电子信息产品
Include this document with all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ducts

imported or sol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徠卡 S2
订货编号 10 801

徠卡 S2-P
订货编号 10 802

有毒有害物质和元素

Toxic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and Elements

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部件名称
Part Name

Lead
(Pb)

Mercury
(Hg)

Cadmium
(Cd)

Hexavalent
Chromium

(Cr(VI))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电路模块
(Circuit Modules)

O O O O O O

电缆及电缆组件
(Cables & Cable Assemblies) 

O O O O O O

金属部件
(Metal Parts) 

X O O O O O

塑料和聚合物部件
(Plastic and Polymeric parts)

O O O O O O

光学和光学组件
(Optics and Optical Components)

O O O O O O

电池
(Batteries)

O O O O O O

O: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Indicates that this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ained in all of the homogeneous materials for this part is 
below the limit requirement in SJ/T11363-2006.

X: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Indicates that this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ained in at least one of the homogeneous materials used 
for this part is above the limit requirement in SJ/T11363-2006.

All parts named in this table with an X a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s RoHS Legislation "Directive
2002/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January 2003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除非另外特别的标注,此标志为针对所涉及产品的环保使用期标志。某些零部件会有一个
不同的环保使用期(例如,电池单元模块)贴在其产品上。
此环保使用期限只适用于产品是在产品手册中所规定的条件下工作。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Use Period (EFUP) for all enclosed products and their parts are per
the symbol shown here, unless otherwise marked. Certain parts may
have a different EFUP (for example, battery modules) and so are marked to reflect such.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Use Period is valid only when the product is operated under the condi-
tions defined in the product manual.

Inhalt Chin_Simple_ddm_r1_Leica M8 deutsch  02.12.2009  11:31  Seite 2

LEICA S
order-# 10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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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亲爱的顾客，
感谢您购买莱卡S 并恭喜您慧眼独具选择了这台独一无二的中型数
码单反相机。
我们衷心期望这台崭新的莱卡S相机，能带给您许多摄影乐趣和满
意的成果。
我们建议您先阅读本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此台相机的所有功能。

您的莱卡相机股份公司

本说明书以100%无氟漂白的纸张印制。这种纸张的制程降低了排放到水道的毒
素，进而保护了我们的环境。

提示：
莱卡长期以来都为S系列的继续开发和优化做着努力。 因为数码相
机中的许多功能均为纯电子控制，可在相机上对这些功能进行后续
更新和扩展。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莱卡集团会进行所谓的不定期固
件升级。原则上，相机在出厂时已装备最新固件，另一方面，您也
可以自己从我们的主页上下载并传输到您的相机上。 
当您以拥有者的身份在莱卡相机主页上注册时，一旦有固件升级，
您将会收到简讯通知。其它有关莱卡S注册和固件升级的信息以及
对说明书的补充和变更请参考“客户区”，网址： 
https://owners.leica-camera.com您的相机和镜头是否装备了最新
固件版本，您可以在菜单项固件内读出（5.41，见页码16，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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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提示
•  现代电子元件对于静电放电的反应很敏感。例如在合成地毯上跑

过去就有可能轻易带来好几万伏特的静电，如果此时接触到莱卡
S相机，尤其是当相机正置于导电底垫上时，那么就可能引起放
电现象。如果只接触相机机身的话，这种放电现象对于电子零件
完全没有危险。通过外部接点，例如像是相机底部的那些接点，
虽然另外有内置保护电路，但是为 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可能不要去
碰触。

•  请您在偶尔清洁接点时不要使用光学微纤维布（合成布）， 
而要用棉布或亚麻布！如果您刻意抓住暖气管或水管（可导电
的“接地”材料），则可确保释放您身上可能带着的静电电荷。
请将您的莱卡S连同装上的镜头或镜头接座盖放在干燥的地方，来
避免接点弄脏或氧化！ 

•  仅使用建议的配件，以避免干扰、短路或电击的发生。
•  莱卡S虽具有防水防尘保护功能，但不可长时间暴露于雨水中。
•  请勿尝试拆除机身零件（外盖）；专业修理工作仅能由获得授权

的维修单位执行。

CE标志的产品代表遵守适用欧盟规章的基本要求。

法律提示
•   请遵守著作权法。未经授权自行转载或公开播放转录媒体，例如

经由录影带、CD、他人发行或寄送的内容，皆有可能违反著作权
法。

•  此点对于所有附赠软件亦然。
•  SD、HDMI、CF及USB标志都是商标
•  其他在本说明书里提到的名称、公司及产品名称皆为相关公司的

商标及注册商标。

电气电子装置的废弃处置
（适用于欧盟以及其他有独立回收系统的欧洲国家）

本装置包含电气和/或电子 组件，因此不得弃置于一般的家庭垃圾
内！必须送至由地方政府设置的资源回收点。这一切对您是免费
的。

若装置含可交换式电池或充电电池，则必须事先将这些零件取出，
且按当地规定进行废弃物处理。其他和本主题相关的资讯，可从当
地政府、废弃物处理公司或在购买产品的商店处得知。



供货范围 开始操作莱卡S相机之前，请先检查附赠的配件是否齐全。

A. 电池
B. 快速充电器 S
C. 交流电源插头
D. 带LEMO®插头的USB连接电缆
E. 背带
F. 镜头接座盖
G. 接目镜盖
H. 带LEMO®插头的同步电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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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前视图
1.1 快门释放按钮

1.2 自拍器发光二极管 / 白平衡感测器

1.3 GPS天线

1.4 景深预视按钮/功能按钮

1.5 镜头接座，带 
 a.  接点列
 b.  安装镜头用的指示點
 c.  镜头解锁按钮

上视图
1.6 背带架

1.7 距离刻度窗

1.8 距离调整环

1.9 遮光罩接座

1.10 用于更换镜头的红色定位钮

1.11 快门时间设定转盘，另含下列停格位置
 - AUTO（自动控制  和  的快门时间)
 - B (长期曝光)
 -  (闪光同步时间)

1.12 顶盖显示器

1.13 屈光度调整环，带
 a. 刻度
 b. 接目罩

1.14 闪光灯支架，带
 a. 中央（点火）接点
 b. 控制接点
 c. 固定销孔 

背视图
1.15 带停格位置的主开关
 a. OFF 关闭相机
 b. FPS 相机打开，卷帘式快门激活
 c. CS 相机打开，中央快门 激活

1.16 取景窗

1.17 5路按钮

1.18 设定转盘

1.19 顶盖（已关闭）

1.20 相片发光二极管 / 资料储存在存储卡上

1.21 菜单控制按钮/功能按钮

1.22 菜单控制按钮/功能按钮

1.23 显示屏

1.24 菜单控制按钮/功能按钮

1.25 菜单控制按钮/功能按钮 

1.26   顶盖（关闭）

1.27 顶盖（关闭）

1.28  亮度感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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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视图 （无顶盖视图）
1.29 CF存储卡槽，带
 a. 弹射活门

1.30 SD 卡槽

左视图 (无顶盖视图)
1.31 标准闪光同步插口

1.32 HDMI插口

1.33 LEMO®-USB插口

1.34 LEMO®远程控制插口/闪光同步插口

下视图
1.35 多功能手柄导向销的通孔

1.36 保护盖

1.37 三脚架板，带
 a. 1/4“ 螺纹
 b. 3/8“ 螺纹
 c.-d. 防转动用通孔

1.38 电池释放杆

1.39 电池

1.40 电池槽（电池已取出），带
 a. 接点
 b. 导向板

1.41 多功能手柄接点列（盖已取下）

电池
1.42 接点

1.43 导向槽

1.44 充电插头用插口

充电器
1.45 装置专用电池连接线，带
 a. 3针式插头

1.46 橙色 (80%) 充电显示用发光二极管

1.47 绿色 (CHARGE) 显示充电过程用发光二极管

1.48 车用充电线的2针插口

1.49 可交换式电源插头（欧标/国标/关闭），带
 a. 释放按钮
 b. 美国电源插头（交流电插头已取下）

1.50 车用充电线，带
 a. 2针式充电器用插头
 b. 点烟座用插头



显示讯息 

2.	取景窗内

2.1	 	水平线		 
（绕纵轴翻转/绕横轴倾斜；显示内容以顺时针倾斜为例；其
他方向模拟显示）

 a.  最高 ±0,5°
 b.  0,5-2,5°
 c.  2,5-5° 
 d. 	5-10°
 e. 	闪烁 ≥10°

2.2 快门时间/曝光时间
 a.  手动设定值，在  和 ，自动控制值，在  和 ；显示

一半，或者
 b.   (high) 或  (low)，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在自动曝光

运行模式 , ,  和通过闪光灯，或者针对低于测量范围
情况的 。

 c.  B设定，针对长期曝光
 d.  警告，针对存储卡满的情况

2.3 曝光运行模式
 a.  = 程序自动模式
 b.  = 时间自动模式
 c.  = 光圈自动模式
 d.  = 手动设定快门时间及光圈

2.4  光圈，手动设定值，在  和 ，自动控制值，在  和 ; 显
示一半

2.5 闪光显示讯息
 a.   持续发亮  = 闪光灯已可使用，
  闪烁 = 闪光灯充电中，闪光灯尚无法使用  
 b.  持续发亮 = 快门时间 ≥ 所设同步时间

2.6  光量平衡计  
(标记；各 1/2  EV级，最后标记/ 
数字闪烁，当≤-3EV/≥+3EV，用于显示

 a. 手动曝光平衡
 b.  当前测量与所保存的曝光设定（带测量值存储，在自动曝

光运行模式 , , ) 有偏差
 c. 曝光修正

2.7 对焦显示讯息
 a.    仅在手动模式或手动超驰控制AF时显现：会在设定过度

时持续发亮
 b.    在手动模式下：正确设定时持续发亮
  -  对于 AFs: 正确设定时持续发亮，无法正确设定时闪烁，
  -  对于 AFc: 正确设定时持续发亮，如果对焦过程重新启动

则会消失
 c.     只有在手动模式时出现，以及手动超驰控制AF时： 会

在设定不足时持续发亮

2.8  曝光修正提示 / 闪光曝光修正已设定

2.9 测量方法符号
 a.  = 多区测光
 b.  = 中央重点测光
 c.  = 点测光

2.10 图像计数器
 a.  = 剩余拍摄总数
 b.  = 外部储存
 c.  （带 2Hz 闪烁） = 存储卡满
 d.  （带 2Hz 闪烁）= 没有使用存储卡
 e.  = 最大连拍数量
 f.   = 故障报告

2.11 感光度显示讯息
 a.  手动设定下
 b.  自动设定下
 c.  瞬时设定感光度

提示:
取景窗LCD在相机通电（对此见“相机开启”，第25页）情况下
始终亮着。背光照明亮度为了达成最佳的可读性，自动匹配外界亮
度。

10

2.2 2.32.1 2.6 2.5b

2.7

2.9 2.10 2.11c

2.11a/b

2.4 2.6 2.8 2.11b

2.5a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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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讯息

3.	顶盖的显示屏内

初始视图
（在相机开启后出现四秒，随时可以按快门按钮切换到正常画面）

3.1 日期

3.2 时间

3.3 文件夹名称

3.4 拍摄待机

3.5 剩余拍摄数量（约），或警告讯息（见 3.7）

3.6  电池容量（右边是相机电池，左边是手把电池） 

3.7   使用的存储卡，以及警告讯息（红色）：

 No	card = 没有使用存储卡

 Full = 所选存储卡满

 Error = 卡故障

标准视图
（白色显示讯息：手动设定，黄色显示讯息：用设定转盘设定，绿
色显示讯息：自动控制，蓝色显示讯息：通过电缆从计算机控制）

3.8 曝光运行模式

3.9 a. +/- 曝光修正已设定

  b.  +/0/-	自动曝光顺序结束：
曝光过度 / 正确曝光 / 曝光不足摄影

3.10 设定自动程式设定值移位

3.11 光圈

3.12 快门时间

3.13 长时间曝光

3.14  a. 感光度

 可选，如果下面功能已激活：
 b.  曝光顺序已设定（左侧功能符号，带c.交替显现，如果

c.已激活，右侧摄影编号/数量）
 c.  按钮锁已设定（带 b.功能符号交替显现，即使b.已激活）

3.1

3.11

3.12

3.14

3.2

3.3

3.4

3.53.7

3.8

3.13

3.14b3.14c

3.6

3.93.93.9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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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讯息

4.	显示屏内

4.1	 摄影资料显示讯息

4.1.1-.4 按钮功能 (1.21/.22/.24/.25)  

4.1.5 色彩空间

4.1.6 JPEG压缩率/分辨率

4.1.7 DNG-压缩率

4.1.8 白平衡

4.1.9 焦距

4.1.10 曝光修正/光量平衡计刻度尺

4.1.11  可带正常闪光功能使用的快门时间符号

4.1.12  符号，适用于 
 a.  单张拍摄
 b.  连续拍摄
 c.  自拍模式

4.1.13 曝光测量方法

4.1.14 闪光同步时刻

4.1.15 曝光顺序

4.1.16 反光镜预升

4.1.17 GPS接收 
 a.   最多1分钟前的最后位置确定 
 b.   最多24小时前的最后位置确认 
 c.    至少24小时前得最后位置确认， 

或者没有现在的位置数据

4.1.18  按钮锁定已设定

4.1.19  电池容量（右侧是相机电池，左侧如果有显示， 
则为手把电池）

4.1.20 所用存储卡

4.1.21 相片数量

4.1.22 聚焦设定运行模式

4.1.23 快门时间

4.1.24 光圈

4.1.25 曝光运行模式

4.1.26 感光度 

4.1.27 曝光修正值

 

4.1.27

4.1.3

4.1.26

4.1.25

4.1.21

4.1.22

4.1.23

4.1.20

4.1.24

4.1.2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1.10

4.1.11

4.1.1
4.1.12

4.1.13 4.1.15 4.1.17 4.1.19

4.1.14 4.1.16 4.1.18



4.2 正常播放  
 （全屏幕画面）

4.2.1 快门时间

4.2.2 光圈

4.2.3 感光度

4.2.4 显示相片的编号

4.2.5 所选存储卡的相片总数

4.2.6 所选存储卡

4.2.7  符号，适用于  
a.  翻页功能 
b.  放大功能 
（总是仅一个符号；当显示4.2.10时，没有出现任何符号）

4.2.8  局部画面尺寸及位置 
（（代替4.2.1-4.2.6出现，当显示4.2.10时则不出现）

4.2.9  加保护相片的符号 
（只有在与4.2.10一起，或者在删除及加保护过程中才会出
现）

4.2.10/.11/.12  按钮 (1.22/.24/.25)功能 
（只有在按下1.21/.22/.24/.25按钮中的一个时才
会出现，5秒后再次消失）

4.3	 	以直方图播放 
（此外，如4.2）

4.3.1 直方图（标准或RGB，通过菜单控制可选）

13

4.2.1 4.2.2 4.2.3 4.2.4 4.2.6

4.2.7

4.2.10

4.2.9

4.2.11

4.2.12

4.2.8

4.2.5

4.3.1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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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讯息

4.	显示屏内（继续）

4.4	 	以削波显示播放	
（此外，如4.2， 无图的图像区域闪烁红色和/ 或蓝色）

4.4.1 削波符号

	

4.5	 带附加信息播放		
 (图像缩小，对4.2的额外补充）

4.5.1  用户轮廓编号/名称

4.5.2  色彩空间

4.5.3  日期

4.5.4  时间

4.5.5  文件夹编号/文件名

4.5.6  曝光测量方法

4.5.7  曝光顺序符号

4.5.8  图像

4.5.9  曝光运行模式

4.5.10  曝光修正

4.5.11  调焦运行模式

4.5.12  焦距

4.5.13  白平衡

4.5.14  DNG格式压缩

4.5.15  JPEG格式压缩/分辨率

4.5.16   加保护相片的符号（仅在所选相片处出现）

4.5.17   HDMI幻灯片的符号（仅在所选相片处出现）

4.5.18  GPS

4.4.1

4.5.9
4.5.10

4.5.11

4.5.12

4.5.13

4.5.14

4.5.15

4.5.16
4.5.17
4.5.184.5.1

4.5.2

4.5.8

4.5.3

4.5.5
4.5.6
4.5.7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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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HDMI图像选择	/	加保护	/删除

4.6.1-.4 按钮1.21/.22/.24/.25功能

4.6.5 选择功能的说明 

4.6.6 待选择图像的说明

4.6.7 所选 / 加保护图像的符号

4.7	 	 菜单控制

4.7.1-.4  按钮1.21/.22/.24/.25功能
  (调用菜单区白色标出)

4.7.5   用于说明调用菜单区的滚动条（白色框）和所显示菜单页
（白色栏）

4.7.6   菜单功能（当前调用菜单功能白色标出并与4.7.7一起由
红色下划线标出）

4.7.7   菜单功能的当前设定（调用菜单功能的当前设定白色标出
并与4.7.6一起由红色下划线标出）

4.6.24.6.1

4.6.4 4.6.3

4.6.7

4.6.5

4.6.6

4.7.2

4.7.7

4.7.1
4.7.6

4.7.5

4.7.4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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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项

相机区域

 5.1 驱动方式     单张图片/连续图片，自拍  参见第36/46页  

  5.2 对焦模式 AFs / AFc / MF 通过长按(≥1s) 
     按钮 1.22可直接调用，参见第29页 参见第 37页

  5.3 测光模式 测量方法 通过长按 (≥1s)   
     按钮 1.25 可直接调用，参见第29页 参见第 38页

  5.4 曝光补偿  通过长按 (≥1s)  
     按钮 1.23 可直接调用，参见第29页 参见第 39页 

  5.5 包围曝光 自动曝光顺序  参见第 40页

 5.6 快门速度限制. 限制所用快门时间  参见第 34页

  5.7 闪光同步模式 曝光开始和结束  参见第 53页

  5.8 Mirror Up模式   参见第 47页

图像区域

 5.9 ISO 感光度通过长按  通过长按 (≥1s) 按钮1.26可直接 
     调用，参见第29页 参见第 34页

  5.10 文件格式 数据格式/压缩率  参见第32页

  5.11 DNG压缩   参见第32页

  5.12 JPEG像素   参见第32页

  5.13 白平衡   参见第33页

  5.14 色彩管理 作业色彩空间（仅以JPEG格式）  参见第35页

 5.15 反差调整 图片对比度（仅以JPEG格式）  参见第35页

  5.16 锐度调整 图片聚焦（仅以JPEG格式）  参见第35页

  5.17 饱和度 图片色彩饱和度（仅以JPEG格式）  参见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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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区域

 5.18 数据存储介质 选择存储卡上或外部存储器上的数据分配  参见第35页

  5.19 图片编号   参见第49页

  5.20 格式化 存储卡格式化  参见第50页

  5.21 USB模式 识别相机作为外部 驱动器或按照PTP协议  参见第62页

  5.22 HDMI 设定幻灯片播放  参见第64页

  5.23 传感器清洁 快门打开，用以清洁传感器  参见第70页

 

5.24 自动回放 自动播放各个最后相片  参见第56页

  5.25 色阶分布图 用于显示亮度的图形  参见第57页

  5.26 溢出设置   参见第57页

  5.27 显示器 显示器和顶盖显示屏设定  参见第31页

  5.28 节电设置   参见第30页

  5.29 声音信号 AF确认 / 警告  参见第31页

  5.30 水平仪 翻转和倾斜显示  参见第48页

 5.31 用户自定义模式 按钮 1.4、1.22、1.23、1.25和1.26的功能分配  参见第29页

  5.32 AE/AF锁定 存储功能分配到快门释放按钮和/或5路按钮  参见第38/39页

  5.33 按键锁定 启用/ 停用设定与快门时间转盘  参见第31页

  5.34 按调节轮选择曝光模式 曝光设定时改变设定转盘的反应时间  参见第31页

 5.35 用户个人设定 用户特定个人资料  参见第48页

  5.36 重设 重置所有设定（回到出厂基本设定）  参见第49页

  5.37 GPS 记录所在地及日期资料  参见第51页

  5.38 日期    参见第30页

  5.39 时间   参见第30页

  5.40 Language 语言  参见第30页

  5.41 固件 显示机身和所用镜头的固件版本  参见第64页

提示：
灰色菜单功能用于识别按钮占用情况（参见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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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准备工作

裝上背带

电池充电
莱卡S可以由锂离子电池(A)提供必要的電力。

注意：
•  仅能使用本说明书里描述的充电电池种类，以及由莱卡相机公司

所规定的相机充电电池种类。
•  这些充电电池仅能用专门设计的装置，和完全遵守如下说明进行

充电。
•  违反使用规定，以及使用不合规定种类的充电电池，可能会导致

电池爆炸！
•  这些充电电池不得长时间暴露于日晒或热源、湿度或湿气之下。 

同理可证，这些充电电池也不得置于微波炉或高压容器之内， 有
失火或爆炸的危险！

•  受潮或弄湿的充电电池绝对不可拿来充电或是安装到相机里面！
•  电池接点要保持干净并且不要碰触它。虽然锂离子电池可防止短

路，但是其接点还是不应该和金属（像是办公室用的长尾夹或饰
品之类）物品接触。短路的电池可能会变得很烫，而且会造成严
重的火灾。

•  如果要装上电池，请您先检查其外壳和接点是否有损伤。装上受
损电池可能会损害相机。

•  发生有气味、褪色、变形、过热或流出液体的现象时，必须立刻
将充电电池从相机里取出，或是取下并更换充电器。继续使用充
电电池可能会带来过热现象，有火灾和/或爆炸危险！

•  有液体流出或有烧焦的味道时，请将充电电池远离热源。流出的
液体有可能着火！

•  电池内安全阀保证在发生不当操作或出现过压时受控拆卸。
•  仅能使用本说明书里描述的充电器种类以及有莱卡相机公司所规

定的相机充电器种类。使用其他不是由莱卡相机公司许可的充电
器，可能会对充电电池造成损害，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严重
及危害生命的伤害。

•  随机附赠的充电器仅能用于充电电池充电。请勿尝试用于其他用
途。

•  充电时使用的电源插座应该位于随手可及的地方。
•  附属汽车充电线 绝不能连接，只要充电器与电源相连。
•  电池和充电器不可以打开。只能由获得授权的工厂修理。
•  请确定不会让儿童拿到充电电池。如果吞下电池，有可能造成窒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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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
•  如果电池液体碰到眼睛，有失明风险！ 

立刻用清水清洗眼睛。同时不要揉眼睛！ 
立即致电医生/急救医师。

•  如果流出的液体碰到皮肤或衣服，则会有受伤危险。用清水清洗
碰到的部位。然后前去就医。

提示：
•  充电电池的温度应该在 0°-35°C之间才能够充电（否则充电器

不会开机或会再度关机）。
•  锂离子充电电池无论何时、无论充电状态如何都可以进行充电。

若充电开始时电池仅部分充电，那么会更快地达到完全充电状
态。

•  新的充电电池只有经历了2-3次完全充电，并且装在相机里使用
再次放电后方能达到完全容量。这一放电过程应该每隔约25个充
电周期重复进行。

•  充电过程中，电池和充电器都会发热。这是正常现象，而非故
障。

•  如果两个发光二极管 (1.46/1.47) 在充电开始后快速闪烁 (>2Hz)，
这表示有充电故障（例如因为超出最长充电时间、最高电压或允
许范围之外的温度或短路）。在这种情况下将充电器与电源分离
并取出电池。请确保上述温度条件已满足并重新开始充电过程。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您国家的莱卡代表处或
莱卡相机股份公司。

•  锂离子电池需在部分充电的状态下保存，也就是说既不能完全放
电也不能充满电（参见第20页）。存放时间很长时，应该每年充
电两次，每次15分钟，以避免把电放光。

•  可重复充电的锂离子电池是通过内部化学反应产生电流的。这种
反应也会受到外界温度和空气湿度的影响，为让充电电池的使用
寿命达到最长，应避免长时间放置在温度极高或极低的环境中（
例如在夏天或冬天，放在停驶的汽车里）。

•  每颗充电电池的使用寿命甚至在最佳使用条件下都是有限的！在
经过数百次充电周期之后，运行时间即会明显缩短。

•  请将报废电池按照有关规定（参见第6/67页）送到指定回收地
点。

•  相机里有一颗内置备用充电电池，用以储存时间和日期，最长可
用3个月。如果备用充电电池的电量耗尽，即必须装上充满电的电
池I对其充电。在装上可交换式充电电池后，备用充电电池大概60
小时可充到充足容量。这段时间，相机须保持不开机。在这种情
况下，您须重新执行时间和日期的设定。

•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相机，请取出充电电池。在这之前要先将相机
主开关关机（参见第25页）。否则，电池可能在几星期后深放
电，即电压强烈下降，因为相机即使在关机状态下，还是会消耗
微小的电流（用来储存您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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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器的准备工作

在美国以外使用
1.  请您将适合可用电源的插头插上充电器 (B)。为此，须同时

a. 向上拉释放按钮(1.49a)，和
b.  将插头(1.49)从其锁定位置向上推。

2. 然后，就可以将它向上完全抽出来

3.  适当的插头种类可以从上方推入充电器，直到卡住为止。

在美国之内使用
1.  将出厂设置的电源插头(C)从充电器(B)拔出 。为此须同时

a. 向上拔出释放按钮(1.49a)，并且
b.  将插头(1.49)从其锁定位置向上推。

2.  然后就可以将处于静止位置的美制插头的插片(1.49b)翻出。

提示：
充电器会自动切换到当时现有的电压。在所有带12V和24V车载电
路中使用附属汽车充电电缆的情况下，使用充电器。在这些情况
下，它会自动切换。

连接充电器

1.  请您连接充电器(B)，也就是说将电缆插头(1.45a)插到充电电池
(1.44)的插座，然后电源插头(1.49/1.49b)插到插座上

•  随着充电过程的确认，绿色的、以CHARGE（充电）标记的LED 
(1.47)开始闪烁。一旦电池至少充到其容量的 4/5 ，橙色的、标
有80%的LED 1.46亮起。 若充电电池完全充足电，也就是说达到
100%容量 – 约 3又1/2 小时后 – 绿色CHARGE（充电）LED转入持
久亮起。

提示：

•  代表80%的 LED 会按照充电特性在约2小时后亮起。如果不是一
定需要充足容量，相机就可持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再度恢复可用
状态。

•  持续发亮的绿色CHARGE（充电）LED代表充电器会自动切换成涓
流充电状态。

2.  接着应该拔除充电器电源。充电时并不会有过度充电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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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取出电池

装上
1. 将主开关(1.15)设定到 OFF。
2.  请将电池(C)、接点朝前推，用其导槽(1.43)朝向相机中间一直推

到电池槽的底部位置。电池会在此位置自行卡住。

取出
1. 将主开关(1.15)设定到 OFF。
2.  将解锁推杆(1.38)朝顺时针方向转到底。电池槽里的弹簧会将电

池推出约1cm。

提示：
锁扣有个安全装置，让电池在相机直立时不会不小心掉出来。

3.  请您将电池推回约1mm，以便取消锁扣作用，并且
4.  将电池从槽中取出，以及在相机直立时让电池掉下来。

充电状态显示	(3.2)
电池充电状态在顶盖显示屏(1.12)和显示器(1.23)（相片数据显示
(1.23)）内给出。 

 = 约 100%, 白色亮起
 = 约 90%, 白色亮起
 = 约 75%, 白色亮起
 = 约 50%, 白色亮起
 = 约 25%, 白色亮起
 = 约 10%, 白色亮起
 = 约 5%, 红色亮起
 = 约 3%,  红色闪烁，替换或需要对电池重新充电

插入及取出存储卡
莱卡S提供您同时使用两种存储卡种类来储存摄影资料的可能性，
各有一个卡槽给 SD-/SDHC-/SDXC-（数位安全卡）以及给CF卡
（小型快闪卡，直到UDMA7）。SD-/SDHC-/SDXC卡具备防写开
关，可防止意外写入及删除卡上现存的资料，此开关就是位于存储
卡上无斜角那边的推杆，推到下面标示着LOCK（上锁）的位置可
保护记忆卡上现存的资料。

提示：
请勿接触存储卡上的接点。

装上
1. 将主开关(1.15)设定到 OFF.

2.  请您打开相机右侧的顶盖(1.19)，为了解锁要先向后推，然后再
向右打开。

3.  您可以如下列所示插入您想要的存储卡：
a.  将CF卡顺着相机接点，插入相机正面前侧的存储卡槽(1.29)。

将存储卡插至插槽的底部。

提示：
在装卡时要注意将退卡推杆(1.29a)完全向内压（参见下页的“取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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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	
不要使用蛮力！否则，卡槽内接点会损坏！

 b.  让SD/SDHC/SDXC 存储卡的接点朝后并且让斜角朝上，将存
储卡插入存储卡槽(1.30)。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推到底，直到
听到卡住定位的声音为止。

 c.  请注意，不要将SD卡推入CF卡槽，可能它不能再取出！

4.  将顶盖重新关上，具体做法为把顶盖合起来，然后向前推直到卡
住定位为止。

取出
1. 将主开关(1.15)设定到 OFF.

2.  请您打开相机右侧的顶盖(1.19)，为了解锁要先向后推，然后再
向右打开。

CF卡
3.  将退卡推杆 (1.29a)向内压，让存储卡稍微从卡槽退出来，让您

4. 将第个整个抽出来。

SD/SDHC/SDXC卡
3.  将存储卡继续向卡槽内压，将其释放，并从卡槽内退出来，这样

就能
4. 将存储卡完全取出。
5.  将顶盖重新关上，具体做法为把顶盖合起来，然后向前推直到卡

住定位为止。

显示讯息
存储卡错误会通过取景窗、显示器和顶盖显示屏内的不同报告显示
出来。

提示：
•  若无法插入存储卡，请检查配备是否正确。
•  存储卡种类经常会改变，其中有些可能会导致莱卡S发生故障。
•  既不要取出存储卡也不要取出电池，只要显示器 (1.23)右下方边的

红色LED (1.20) 因为摄影/或将资料储存在存储卡上而还在闪烁的
话。否则，尚未（完全）储存的相片资料会丢失。

•  莱卡S提供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储存相片资料。其他和本主题相关的
说明，请参阅“相片资料的储存 / 存储卡管理”，第35页上。

•  电磁场、静电电荷以及相机和存储卡上的损伤，可能会造成存储
卡上的资料损坏或遗失，所以建议将资料保存在电脑上（参见第
62页）。

•  基于同样理由，原则上建议将存储卡存放在抗静电的容器里。
•  相机正常功能在使用WiFi卡的情况下不能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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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对焦屏
莱卡S允许更换对焦屏（对此参见“系统配件 / 可更换式对焦屏”，
第65页）。相机的标准配备含一个全雾面屏。
其他对焦屏会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附赠一个镊子和除尘刷。

更换对焦屏时，
1. 要先取下镜头（参见第24页），然后

B

A

2.  用以镊子尖端按下闩扣B的方式将屏框A从其卡入位置松开。然
后，屏框随着对焦屏一起朝下翻动。

C

3.  然后，用镊子夹住对焦屏C的小凸条，稍微向上倾斜，然后取
出。

4.  这时，对焦屏暂时搁在盒子的侧边上，
5.  再用镊子夹住待安装的对焦屏的小凸条，
6. 放入框架里，然后
7.  用镊子的尖端将框架向上压进其卡入位置。

注意：
请您在更换对焦屏时准确如所示进行，请小心注意不要刮伤敏感的
对焦屏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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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卡S型镜头
莱卡S型镜头外部特征为：

-  其焦距设定环 (1.8) 的工作方式随着对焦模式的设定而不同：

-  手动模式下（MF，参见第16/26/37页） ，焦距一如往常是用转动
设定环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设定环从一开始就和光学结构连
动，从而机械地运转。

-  自动对焦模式下（AFs/AFc，参见第16/26/37页），设定环首先解
除连动，这样镜头才不会因为固定在环上而妨碍马达的调整。您
可随时“超驰控制”自动设定，也就是说，在 AF模式下手动设
定焦距。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转动对焦环立刻和光学系统连
动。

-  内置焦距刻度可以透过窗口(1.7)读取。

-  镜头没有光圈环。光圈是由相机机身上的设定转盘(1.18，参见第
42页）来进行设定的。

提示：

一些莱卡S型镜头也可提供内置中央快门。

装上及取下镜头
莱卡S上可以安装所有包含莱卡S型镜头接座的镜头及配件。

莱卡S型镜头安装方法如下：
1.  将镜头上的红点对准相机机身上的镜头接座解锁钮(1.5c)。
2. 将镜头直接装进此位置。
3.  向右旋转，直到听到和感觉到镜头卡住定位。

要取下镜头时
1. 按住解锁钮，
2. 将镜头向左转解除锁定，然后
3. 直接取下。

提示：
•  为了防止异物进入，例如进入相机内部，特别是传感器表面要尽可

能维持无尘状态，所以相机应该始终装上镜头或机身盖
•  基于同样理由，更换镜头的动作应迅速，而且尽可能在无尘环境

中进行。
•  莱卡对镜头不定期进行固件更新。您可以自己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

新固件并且传输到您的镜头上。更多信息，请见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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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接目镜
取景窗(1.17)可以调整大约 -3 至 +1视度，以便精确配合自己的眼
睛。一边观察取景窗画面一边旋转带波纹的调整环(1.13)，直至所选
测光区边缘清晰可见。

提示：
如果您没有透过取景窗观看，例如用脚架拍摄时，则建议装上接目
镜盖(G)。这样可以防止影响曝光测量。接目镜盖可以放在背带内保
存。 

相机的开机和关机
莱卡S是用主开关(1.15)开机和关机的，可卡入3个位置：

a.	OFF	 –	相机关机

b.	FPS	 –		相机开机，机身内卷帘式快门运行
-  快门时间的控制是通过相机内的卷帘式快门控制的。所有的时间

都可以（对此参见“快门时间转盘”，第42页）。

c.	CS	 –		相机开机，镜头内中央快门运行
-  快门时间是通过镜头内的中央快门来控制的。 可以使用8到-1/1000 s 

之间的快门时间（对此参见”快门时间设定转盘”，第42页）。

提示：
相机在卷帘式快门设定到CS的情况下仍然工作，当
-  镜头没有中央快门时，或者说快门时间设定长于

8s，和/或
- 快门时间短于 1/1000秒时

开机之后，也就是设定成FPS或CS开机之后，LED (1.20)会发亮，
直到到达可拍摄状态 (2s)为止，然后取景窗(1.16/2)和顶盖显示器
(1.12/3)内出现显示讯息（参见第10/11页）。

提示：
•  如果通过菜单控制设定了自动关机时间(节点设置，(5.28)，参见第

26/30页)，那么即使主开关没有拨到OFF上时，相机也会自动关
机，在此时间不要操作。

•  将相机关机时，进行中的功能例如曝光顺序（参见第40页）和自
拍模式（参见第46页）不会中断，而是在各个菜单中被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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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操控功能
莱卡S的大部分作业模式和设定都是通过菜单操控功能来操作的。
整个菜单的操控和设定即迅速又简单，因为

-  菜单项按照可执行的功能群组分类，并且

-  除此之外有五种任选菜单功能可以直接调用。

调用菜单
为了调用菜单操控功能并直接在一页里直接操作，可以使用4个按
钮里的3个(1.22, 1.24, 1.25)，安排在显示器 (1.23)的左边和右边。

提示：
4个按钮(1.21, 1.22, 1.24, 1.25)是所谓的“软键”。它们除了菜单操
控功能外，例如在显示器内播放相片时，还有其它功能，这些功能
通过相应渐显显示。

菜单内设定
所有菜单项的设定可选用设定转盘(1.18)或者5路按钮(1.17)进行。

离开菜单
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离开菜单：

-  为了进入拍摄模式：
按快门（1.1 ）

-  为了进入摄影资料显示（4.1，对此参见第12页）：
通过短按按钮（1.21） – 这种情况下标有 信息

-  为了进入播放模式：
摄影资料显示期间重新短按按钮（1.21） – 这种情况下标有 播放

菜单功能群组
莱卡S菜单列表分成3种功能群组（对此参见第16/17页）：

- 相机

- 图像

- 设定

功能群组按其功能分成2页或4页。每一页里的每一行左边是菜单
项，右边是对应的设定。

菜单内操控	/	功能的设定
1.  通过二次短按(≤1s)3个按钮(1.22, 1.24, 1.25)中的一个来选择各个

菜单功能群组的首页，也就是说按按钮(1.25) 相机-功能，按按钮
(1.24) 图像功能，按按钮(1.22) 设定功能。

 •  如果显示器之前停用（变暗），首次短按时出现摄影资料显示
讯息。(4.1.1)、(4.1.3)和(4.1.4)这三个按钮区域为了让人一目了
然，已经用对应于菜单功能群组的颜色加以标示。

 •  从播放模式下发生，在中间步骤内首先出现仅对该情况下有效
的按钮功能 菜单 -  (4.2.12), 删除 – (4.2.11) 和 保护 -  (4.2.10).

菜单屏幕作为指引说明显示：

-  以白色字体表示选定的菜单功能群组(4.7.1)
-  以左侧滚动条(4.7.5)表示您当前所在的8页菜单中的位置
-  以白色字体和红色下划线表示菜单功能行启用（这适用于所有菜

单层）。行的右边总是是最新设定功能选项，或当前设定值。
目前启用的菜单项在选定页面后首先总是最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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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短按按钮(1.25)、(1.24)和(1.22)可以直接调用各个菜单功能群
组的每一页。 也就是说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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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定各菜单项  
-  旋转设定转盘(1.18)；向右 = 向下 / 向左 = 向上，

 -  或者以需要方向按5路按钮 (1.17)。所有菜单项会构成共同的无限
循环，也就是说您可以转到所有菜单项，不管是3个菜单群组里
的哪一个，而且从两个方向都可以到达。

4.   按设定转盘或向前或向右按5路按钮，以调用各个功能选项的列
表。
•  这时会出现一个子菜单，里面会列出当时的功能选项或可设定

值。

5.  旋转设定转盘或以需要方向按压5路按钮（有区别，根据涉及列
表或刻度而定），以选定需要的功能选项/需要值。

提示：
短按 返回 标示的按钮 (1.21)，您可以随时返回菜单，无需接受在子
菜单中做出的改变。 除带水平设定方向的菜单项外，这适用于向左
按压5路按钮。

6.  按设定转盘，或向前按5路按钮，以确定选定的功能选项/需要
值。
· 显示返回上一级菜单，并且开启需要其他设定的功能，转向下

一个功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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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调用菜单功能

为了要特别迅速操作，您可以按压(1.25)、 (1.24)、 (1.22)、 (1.21)
和遮光按钮(1.4)，最多5个对您最重要的按钮，或者调用常用的菜
单功能 。

您必须首先个别确认按钮来调用需要的（菜单）功能。

功能设定/按钮占用

1.  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个性按键设置	

(5.31)，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您是否想要使用功能 - 用户 / 关.

3.  然后，选择需要的按钮。
•  以短列表的形式显示所有可供选择的16个（菜单）功能（参见

第16/17页）中的三个功能。

4.  请选择，您将来在第3步中用所选按钮直接调用或要执行的功
能，或者关闭，当您不想快速调用的时候。

其他按钮的占用以相同方法进行。

所选菜单功能的调用

接下来您可以通过长按 (≥1s) 按钮 (1.25)、(1.24)、(1.22)

、(1.21)和遮光按钮 (1.4)的方式，直接调用各个设定好的（菜单）
功能，并且进行或执行其他设定。

提示：

工厂出厂时设定好的快捷按钮定义如下：

按钮 (1.22): 聚焦设定 (5.2)

按钮 (1.23): 曝光修正 (5.4)

按钮 (1.25): 曝光测量 (5.3)

按钮 (1.26): ISO (5.9)

景深预设按钮 (1.4): 渐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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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功能

相机基本设定

菜单语言
菜单操控功能的出厂设定内所用语言为英语。
您可选用其他菜单语言，如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
文、日文、繁体中文或简体中文。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Language (5.40), 以

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想要的语言 

•  除少数例外（按键名称、简写）外，所有语言内容都会改变。

日期及时间

日期
有3种日期显示方式可供选择。

设定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日期 (5.38), 以及
2. 调用子菜单。 它由两个项目 设置 和 格式化	组成。
3.  选择 设置。 

•  出现其他子菜单  - 日期设置 - 带三列 年, 月 和 日.
4.   转动设定转盘(1.18)或向上或向下按下5路按钮(1.17)，对数值或

月份进行设定，向左或向右按下设定转盘或5路按钮在三个数值
间进行切换。

5.  确认所有三个数值的设定之后，按下设定转盘或5路按钮可存储
这些设定。 
• 菜单项列表会再次出现。

6. 为了变更显示方式，您可以再次选择 日期, 以及
7.  在子菜单中选择菜单项 格式. 

•  出现3种可能的顺序 日/月/年, 月/日/年, 和 年/月/日.
8.  设定及确认动作和第3点及第4点中所提到的部分相同。

时间
时间显示可选24小时制或12小时制格式。

设定
在菜单项 时间 (5.39) 中进行数字群组和表示方式的设定，在子项 格
式 和 设置 如前章节中在 日期 处所描述那样。
子项 时区	/	自动时间设定	设置 还有其他子菜单，其中包括 GPS自动时间设

定 （只提供开启的GPS功能）， 时区 （（只提供关闭的GPS功能）
和 夏令时. 
如果 GPS自动时间设定	启用，在相机上所设定的时间持续按照接收到
的GPS信号进行修正（参见第51页）。

提示：
若未装上充电电池，或者电池没电，日期和时间设定就会由内置备
用电池保持约3个月（参见“充电状态显示”，第21页）。若超过
期限，之后就必须按照上述方式重新设定日期和时间。

自动关机
利用本功能，在预设时间过后，莱卡S会自动关机，
这种情况等同于主开关位置 OFF（1.15a，参见第25页）。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设定 区域内（参见第17/26页）选择 节电设置	(5.28)， 

以及
2. 选择想要的功能及持续时间。

提示：
即使相机在就绪状态，也就是说，显示讯息12s后删除，或者它已
关闭启用的 节电设置功能，可以随时按快门 (1.1) 重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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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号声
使用莱卡S时，您可以决定是否要让讯息或自动对焦作业（参见第
37页）发出音效讯号。 有两种音量可选，或是让相机继续保持无
声状态
在自动对焦模式里，嘟声可用来当做回复讯息，代表已成功设定，
以及用来提示讯息启用。

提示：
出厂设定里，讯号音是关闭的。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声音信号 (5.29)，

以及
2.  调用子菜单。 它由3个项目 音量, 自动对焦确认 和 警告 组成。
3.  选择音量，并且 

•  出现一个子菜单，带两个选项： 高 和 低.
4.  在该子菜单中选择想要的功能。 

• 确认后，回到原先的显示器画面。
5.  在其他子菜单里选择是否要启用各功能的声音。

当您选择	开	时
在 自动对焦确认 功能下，只要调到正确的对焦距离 – 不管是自动或
手动 – 就会发出一声讯号，也就是说和取景窗（参见第10页）里
的显示讯息（2.7b）闪烁同时进行。
在 警告 功能下，所有在显示器(1.23)里出现的讯息和警告都会响起
一声讯号， 自拍功能过程中也一样（参见第46页）。

如果您在警告功能下选择关
即使您选择了 关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还是会发警告讯号声音：
-  如果存储卡上的顶盖 (1.19)在资料传输过程中被打开（参见第

21/62页）
-  如果为了结束传感器清洁过程而要将快门重新关上（参见第68

页）

显示器和顶盖显示屏
莱卡S有两个显示讯息， 
-  一个是彩色 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有机发光二极

管）显示屏 (1.12)，并且
-  一个大型 3“ 液晶彩色显示器 (1.23)。顶盖显示屏视情况显示（

见“显示讯息 / 在顶盖显示屏”，参见第11页）和存储卡及电池
状态还有曝光控制相关的最重要基本资讯。

显示器主要用于检视存储卡上拍摄的相片并且可播放整个画面区域
以及选择的资料和资讯（参见“显示讯息/显示器内”，第12页）
。此外，您可调用以下显示讯息
- 播放模式下图片额外信息
- 直方图 (4.3)，（参见第13/57页）
-  无图样的标记较亮或较暗区域（参见“削波”）
- 其他图片资料 (4.4)，（参见第14/17页）
-  显示众多最重要已设定相片参数的列表（参见“显示讯息/显示器

内(4.1)相片资料显示讯息”，第12页）。

这两个显示讯息会根据当时状况，也就是说当时的光线关系自动调
整亮度配合：顶盖显示屏会调整其亮度，显示器也会额外调整背景
光。显示器亮度会根据外界光线自动控制。传感器 (1.28) 负责此功
能。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显示器 (5.27)，以及
2.  在第一个子菜单里，选择是否要设定显示器 - 后背显示器, 或者顶

盖显示屏 - 顶部显示器.

如果您想要调整显示屏：
3.  在第二个子菜单内选择是否要调整 亮度 或者 背景光 以及
4.  在其子菜单里选择想要的级数。对于亮度和背景光提供五个级

数，对于 背景光 此外还有自动设定选项。

如果您想要调整顶盖显示屏：
5.  在第二个子菜单内选择您要调整亮度或是待机时间，并且
6.  在各子菜单内选择想要的级数或显示持续时间。对于图片额外信

息，提供三个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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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基本设定 文件格式
记录相片资料有两种文件格式 DNG 和 JPEG 可用。 您可以选择您的图
片资料
a. 只用这两种格式的其中一种存储，或者
b.  同时以两种格式存储（也就是说每次摄影都会产生两个档案）。

设定功能
1.  菜单里， 图像 区域内（参见第16/26）选择 文件格式 (5.10), 并且
2.  在其所属子菜单里选择需要的格式或组合。

提示：
•  为了存储摄影原始资料，使用默认DNG (Digital Negative) 格式
•  显示器内所显示的剩余张数在每次摄影后发生变化。这视拍摄目

标而定；非常细致的结构会让JPEG档案的资料量较高，匀质的画
面资料量则较少。表中的数据是根据某设定解析度下的平均文件
大小算出。随着相片内容及压缩率的不同，通常文件大小会比较
小，而让剩下的存储卡容量比之前算出来和显示的容量大。

压缩率

对于这两种文件格式，相互不依赖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不同压缩
率。 对于 DNG格式，有完全无损失图片数据压缩或不能压缩的录像
可用，对于 JPEG-格式	有JPEG细或者JPEG标准可用。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DNG压缩	(5.11),  
或 文件格式 (5.10), 以及

2.  在各个附属子菜单选择关或开，以及需要的压缩率。

提示：
由于 JPEG标准 使用高压缩率，拍摄目标里的微细结构可能会有损失
或是有缺陷（ 人工失真；例如斜边上的“锯齿化”情况）。

JPEG分辨率
DNG格式原则上使用37.5MP全分辨率，而JPEG格式则可以选用两个较
低的分辨率。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JPEG像素 (5.12), 以及
2. 附属子菜单内 37,5MP, 9,3MP 或 2,3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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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
- 	自动 – 适用于自动控制，大多数情况下输出中性结果，
- 八种最常见的光源预设选项，

 -  例如阳光下的室外摄影，

 -  例如多云时的室外摄影，

 -  例如主要拍摄目标在阴影下的室外摄影，

 -  例如（主要为）白炽灯光源的室内摄影

 -   例如（主要为）卤素金属蒸汽灯(HMI)  
的室内摄影

 -   例如（主要为）暖色荧光灯管灯 
的室内摄影

 -   例如（主要为）冷色荧光灯管灯 
的室内摄影

 -   例如（主要为）电子闪光灯照明的摄影，

 -   灰平衡卡  – 适用于通过测量手动设定以及

 -  色温值 1 – 用于直接可设定的色温值。

提示：
莱卡SF 58或电子闪光灯设备配有3002系列相机接头(SCA)以及
SCA-3502接头（从第5代起），因而白平衡可以跳到自动以获得
正确的色彩再现效果。
相反，如果未使用莱卡S所指定的闪光灯设备，则应使用  设定。

1 色温用开氏温标表示。

设定功能

自动和固定设定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白平衡  (5.13), 以及
2. 附属子菜单内所需功能。

直接設定色温

您可以直接设定一个介于 2000和 13100 (K1)之间的值（2000 至 
5000K之间的最小递增/递减值是100，5000至8000K之间的最小递
增/递减值是200，8000至13100K之间的最小递增/递减值是300。
这几乎涵盖了所有实际存在的色温。在此范围内，您可以非常精确
地配合现场光源色和/或您个人的偏好设定出让色彩完美再现的效
果。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白平衡  (5.13), 以及 
2.   附属子菜单内的选项 色温值, 和 

•  又出现一个子菜单 - 白平衡色温值设定 - 带待设定值，用红色框
标出。

3. 从该处选择想要的值。

通过测量手动设定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白平衡  (5.13),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选项 灰平衡卡.
3.  向前或向右按设定转盘(1.18)或5路按钮(1.17) 

•  显示器内出现消息	请拍摄一张照片以设定白平衡。.
4.  请拍一下，此时注意，在图片区内有白色或中灰色（参考）面 

• 显示器内出现 
 -  图片在自动白平衡的基础上
 - 图片中央有十字线
 -  该情况下有效按钮功能 预览 (4.1.11) 和 退出 (4.1.12) 
5.  通过在希望方向上按5路按钮(1.17)，您可以将十字线移到拍摄

目标细节处，它应在新的白平衡设定基础上（例如在上述参考面
上） 。

6.  向前按 预览 按钮或5路按钮。 
•  图片的色彩还原相应匹配，另外在该情况下出现有效按钮功能 
保存 (4.1.13).

7.  您现在可以将新的白平衡设定 
- 或者接受 – 通过按下 保存 按钮， 

• 显示器内出现信息 白平衡设定成功

 -  或者进行任意多的更多设定，如第3.-6.所描述那样。 
•  显示器再次出现第3点所描述的信息。

提示：
平行于已保存的白平衡设定值，总是还要保存相应相片，也就是
说，除未改变的原始相片外。

除了未改变的原始相片外，相应的相片也和白平衡设定值一起保存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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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感光度
莱卡S上的ISO设定分成六段，可配合摄影当时的快门时间/光圈值条
件而定。
除了固定设定选项外，莱卡S还提供一项 自动1 的功能，可以让相机
自动配合外界亮度调整感光度。 在此功能下也可设定优先权，例如
出于构图考虑。您可以限制可使用感光度的范围，也可以定义好从
哪个快门时间起可以使用自动提高感光度。

提示：
•  在数码摄影中，较高感光度通常会导致噪声增多。
•  连续摄影（参见第36页）时须注意，具有较高感光度的图片连续

时间稍微变慢。

1  使用闪光灯时，此功能无法使用。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ISO (5.9), 以及
2.  调用子菜单。它有可用 ISO值和菜单项 自动 组成。

如果您想要手动确定感光度的话
3. 选择您想要的值，

如果应自动设定感光度，
4.  请选择 自动. 

•  这时会出现其他子菜单，带三个选项  确认, 最大感光度 和 最长曝光

时间.

如果不限制自动设定有效范围的话
5.  在该子菜单内选择 确认. 

自动设定值利用所有感光度和介于 1/2 s 和 1/500s 之间的快门时间。

如果您想要限制自动设定的有效范围
6.  在该子菜单内选择 最大感光度 和/或最长曝光时间。 

•  在 最大感光度 功能下会出现一份可用值的清单，在 最长曝光时间 功
能下会出现另一个子菜单，包括	1/f 和 手动设定.

7.  请在 最大感光度 清单中选择要用的最高感光度值，以及自动设定
的有效范围，或者

8.  若想为相机快门时间设定防抖动功能， 那么请在最长曝光时间子菜
单内选择 1/f，或者手动设定。 
在 1/f 处，相机切换到较高感光度，当亮度低时，快门时间降低到 

1/f阈值，例如在长于 1/60 s 时，用70mm镜头。

9.  请在 手动设定	清单里选择您想要预定的最长快门时间 (1/2s - 1/500s; 
在所有级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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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以下两章中所述功能和设定仅与带 JPEG格式的相片有关。如果
预设了一种 DNG文件格式，那么各个菜单功能不可用。稍后可在
计算机上进行改变。

图片属性／对比度、聚焦度、色彩饱和度
所有三个图片属性可以互相独立得通过菜单操控功能设定在三个级
别，使得您在各种情况下能匹配现有光线关系。饱和度调整 情况下，
黑白 也可选作第四个选项。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 16/26页）内选择 反差调整 (5.15), 或 

锐度调整 (5.16), 或 饱和度调整 (5.17), 以及
2.  在各个子菜单内选择所需等级 (低, 标准, 高).

工作色彩空间
莱卡 S 允许设定在这三个色彩空间中的一个，也就是说 sRGB, Adobe	
RGB 或 ECI	RGB	2.0.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3/26页）内选择 色彩管理 (5.14),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需要的功能。

图片资料保存	/	存储卡管理
只要使用两张存储卡（参见第21页），您可以用莱卡S进行选择。
-  是否图片资料首先应保存在一张存储卡内，直到达到容量界限，

然后保存到另一张卡 顺序, 或者 
- 原则上同时在两张卡上选择 - 并行, 或者
-  是否应将图片数据直接通过电缆传输到计算机内- 外接存储器.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数据存储介质 (5.18),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需要的功能。

提示：
•  当 顺序 已设定： 

-  图片数据首先保存在CF卡上并在达到容量界限后保存到SD/
SDHC/SDXC卡上。

 -  如果使用 SD/SDHC/SDXC卡，在那里保存图片数据。
 这与所设定的数据格式（参见第32页）无关。
 当 并行 和两种文件格式已设定时：
 -  DNG数据保存到CF卡上，JPEG数据保存到SD/SDHC/SDXC卡

上。
  如果只使用一张卡（不取决于哪张），所有图片数据保存在那
里。

•  一旦相机与计算机相连，它自动切换到 外接存储器	。 一旦连接断
开，重新回到原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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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模式

快门释放按钮
莱卡 S 拥有一个三级式快门释放按钮(1.1)：
1.  短点击启用距离及曝光测量系统以及在取景窗和顶盖显示屏内的

显示讯息。 
如果在该按压等级处保持快门释放按钮，测量系统和显示讯息保
留。 
松开快门释放按钮后，测量系统和显示讯息还保持约12s。

提示：
•  如果之前已设定过播放模式（参见第 56页），点快门释放按钮时

相机切换回摄影模式，如果之前处于待机模式 （ 参见第30页），
由此重新激活，也就是说开启测量系统和显示讯息。

•  快门释放按钮保持锁定 
-  当内部缓存暂时满时例如拍了一系列照片后（或者当没有使用存

储卡时），或者
 - 当所使用的存储卡满了。

2.  通过按压并按在这个位置，曝光测量值在点测量和中央重点测量
时保存在运行模式 ,  和  内（参见第44/45页）。在AFs-聚焦
优先（参见第37页）运行模式下，聚焦设定值也会同时保存。松
开快门释放按钮后可以进行新的测量。

提示：
曝光测量值和/或自动聚焦设定值的保存可以通过菜单操控功能使用
5路按钮(1.17)进行（参见第39页）。

3.  继续按下触发相机或启动预设自拍延时（参见第46页）。

连续拍摄
用莱卡S，您不仅可以创建单张拍摄还可以连续拍摄。

设定及应用功能
1.  菜单内，相机 区域（参见第10/26）内选择 驱动方式 (5.1) 和
2. 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连续拍摄。
3.  用不同操作快门释放按钮的方式确定更多功能 

-  只要您完全按住快门释放按钮（缓存容量或存储卡容量充足）
就可以进行连续拍摄。

 -  短按快门释放按钮，实现单张拍摄

提示：
•  相机缓存仅允许连续拍摄数量受限（参见第73页）。按压快门释

放按钮时或在拍摄连续照片时，取景窗内出现显示讯息(2.10a)，能
连续拍摄多少张照片或者还能拍摄多少张。

•  与连续拍摄的照片数量无关，两种播放运行模式（参见第56页）
下总会首先显示连续拍摄照片的最后一张，以及存储在激活后的
存储卡（参见第60页）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前提是相机内部中间
存储器上的所有连续照片尚未覆盖到各个存储卡上。 
欲了解如何选定连续照片中的其他照片，以及更多播放可能性，
请参见第56页起的相应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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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设定
莱卡S的所有S型镜头都向您提供手动或自动焦距设定功能，自动对
焦系统会侦测出到画面区域中间范围拍摄目标局部的距离，以对焦
屏上面的十字标示。
不管使用哪一种运行模式，取景窗内的显示讯息 (2.7) 都会告知当
时的设定：
-  左边的三角形显示设定距离过远（只有在手动模式下才会出现，

或是以手动超驰控制自动对焦）
-  中间的圆点代表正确距离设定（持续亮起），或者如果系统无法

侦测出距离（闪烁）
-  右边的三角形显示设定距离过近（只有在手动模式下才会出现，

或是以手动超驰控制自动对焦） 
关于显示讯息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第10页。

提示：
测距系统的工作原理是以对比度为基础的被动式测距，也就是说所
瞄准的拍摄目标局部的亮暗差异。因此，拍摄目标上必须要有一定
的最低亮度和对比度。

设定运行模式
1.  请您在菜单里， 相机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锐度调整设置 

(5.2)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里选择想要的选项。

手动设定 - MF 
请转动镜头上的焦距设定环(1.8)，让您的拍摄目标或是取景窗内最
重要的拍摄目标局部在对焦屏上能显示清晰图像。

提示：
•  即使在手动设定聚焦时，您可以随时按5路按钮(1.17)启用自动对

焦模式（参见下一章节以及第39页上关于5路按钮的功能）。
•  莱卡S量产出货会附上全雾面对焦屏，可以让人在整个画面范围里

将拍摄目标局部调整到非常聚焦的程度。它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摄
影领域或拍摄目标。它特别适用于在较长焦距的情况下和宏观区
域内使用。 
还有其他对焦屏（参见第65页）可用，它们根据应用情况提供最
佳设定条件并且更换方便。

自动设定
有两种自动对焦模式可用。在这两种模式下，通过点击快门释放按
钮(1.1)(第1按压点，参见第36页）启动设定过程。

AFs	(单张)	=	聚焦优先级
瞄准的拍摄目标局部会调整到聚焦程度。
•  如果再次将快门释放按钮保持在第1. 按压点按着，过程结束。
•  只要快门释放按钮保持在第2按压点，设定得到保存。
•  在调整到聚焦之前无法释放快门，即使将快门释放按钮按到底也

一样不行。

提示：
AF设定的存储不仅能用快门释放按钮，也能用5路按钮 (1.17)（参
见第39页）。

AFc（连续）	=	快门优先
瞄准的拍摄目标局部会调整聚焦程度。
•  只要快门释放按钮保持在第1或第2按压点按着，过程继续。在按

住不动的时间内，只要测距系统侦测到在其他距离有其他目标物
就会修正测距值，或是所瞄准拍摄目标局部和相机的距离改变。

•  设定存储仅能通过向前按压5路按钮才能实现（参见第39页）。 
•  即使没有任何拍摄目标局部调整到聚焦程度，也一样可以随时松

开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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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测量

曝光测量方法
莱卡S提供三种不同的曝光测量方法：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相机 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测光模式 (5.3)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里选择想要的选项。

点测光 - 
为了进行点测光，仅能采集并评估图片区中央。该区域只能通过毛
玻璃2中间的圆圈显示。

中央重点测光 - 
这种测光方法同时考虑到整个画面范围，但是拍到的拍摄目标局部
中间在计算曝光值时占的比重比边缘区域大很多。

多区测光 - 
这种测光方法是以采集五个测光值为基础的，一个测光值从画面中
间的区域取得，另外四个则来自周围区域。这五个测光值在环境的
一个算法中相应算出，并给出一个曝光值，它是通过合适还原主要
拍摄目标来得到确定的。

1 不是所有毛玻璃都有圆圈（参见第66页）。

储存测光值
莱卡S 
-  在曝光测量时根据测量方法不同，可采集被摄主体的各个部分，

并加以不同的加权
-  在自动对焦测光时（参见第37页）同样只会针对拍摄目标的局

部。

一定要先按快门释放按钮（1.1，参见第36页）才能保存。按5路按
钮(1.18)可以根据菜单预设值使用（所保存）的设定值，即使在快门
释放按钮松开的情况下。
相对于快门释放按钮，按钮保存各个设定值，不仅是为了进行一次
摄影而且只要按住不放，还可以进行多次摄影。
按菜单项 AE/AF锁定 （Automatic Exposure = 自动曝光控制 / Auto-
Fokus = 自动设定聚焦）可选功能分配。

按快门释放按钮储存
1. 以取景窗内的圆圈瞄准待测区域
2.  向下按快门释放按钮 (1.1)直到第2按压点。只要按住按压点，存

储值维持不变。
3.  以自动曝光运行模式 ,  和 （参见第44/45页）出现光亮平衡

计(2.6)并显示与已存储测量值的差别。 
如果这段时间内光圈或曝光时间发生变化，另一值匹配并显示。

4.  请确定在您按住按压点期间得到最终图片画面，然后
5. 松开。

一旦指尖离开快门释放按钮按压点，存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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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5路按钮存储
聚焦和曝光设定的保存可以就快门释放按钮或根据部分任务向前按
5路按钮实现。两个控制元件的功能在菜单内已预设。

设定功能
1.  请在菜单内，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AE/AF锁定 (5.32),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您是否要通过菜单来设定预设的AF或MF

模式。

自动对焦模式下
3.  在相应子菜单下选择一个下列选项： 

- AF-L （AF Lock = AF 存储） 
快门释放按钮存储曝光与自动对焦设定。即使您放开快门释放按
钮，按住5路按钮(1.17)也可以自己存储自动对焦设定。

 -	AE-L (（AE Lock = AE存储） 
  快门释放按钮存储曝光及自动对焦设定。即使您放开快门释放按

钮，按住5路按钮(1.17)也可以自己存储曝光设定。
 - AF-L	+	AE-L
  首先用快门释放按钮存储的设定可以一直维持，如同按住5路按

钮 (1.17)。

MF模式下
手动设定聚焦时，尽管AF模式是暂时的，也就是说为了每次摄影启
用和/或根据设定而定存储曝光值。
3.  在相应子菜单内选择一个以下选项： 

- AFs	开（单张自动对焦） 
向前按压5路按钮(1.17)，您可以为一次摄影启用该 AF运行模
式。 随后出现的聚焦设定保持不变，直到手动调整或重新操作
按钮才发生改变。曝光和自动聚焦设定值通过按压快门释放按钮
(1.1)保存 。 
-	AFs	开	/	AE-L

  如AFs开，按下按钮同时存储曝光设定值。按快门释放按钮保存
自动对焦设定值。

 -	AFc	开	（连续自动对焦）
  按压5路按钮(1.17)可以为一次拍摄启用该AF运行模式。松开按

钮后，自动对焦设定值仍然存在，直到通过手动调整或通过重新
操作按钮而发生改变。曝光设定值通过按压快门释放按钮得到存
储，而不是自动对焦设定值。

 - AFc	开	/	AE-L
  如 AFc 开，但按下按钮仍然同时存储曝光设定值。不能存储自动

对焦设定值。
 - AE-L
  按压5路按钮(1.17)存储曝光设定值。

曝光修正
输入及删除曝光修正值
1.  在菜单内， 相机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曝光补偿(5.4)。 

•  显示器内，作为子菜单出现带红色标记的EV值的刻度，还有白
色三角形用于显示各个设定值。如果它们保留在值 O, 它表示功
能关闭。

2.  旋转设定转盘(1.18)或向左或向右按压5路按钮(1.17)，在附属子
菜单内设定需要值。 
•  在输出菜单列表内会将设定修正值通过 EV+X1 显示。

取景窗内出现
•  相应警告符号(2.8)和光量平衡计上的修正值 (2.6)

顶盖显示屏内出现
• + 或 - (3.9), 根据修正方向而定

提示：
•  曾经设定过的修正值即使关掉相机还是会得到保留。
•  该菜单功能通过长按按钮（参见第29页）也可以直接调用（参见

第29页）。

注意：
在相机上设定的曝光修正值只会影响现场光线下的测光，也就是说
不会影响闪光灯（关于闪光灯摄影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第52页起的
章节）。

1 示例，或加或减，"X" 表示各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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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顺序
下列选项可用：
- 2 种摄影数量：3或5
- 4 级：0.5EV、1EV、2EV 和 3EV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 相机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包围曝光 (5.5)。 

•  显示器内出现包含三个项目的子菜单，分别是相片、光圈等级
和自动，下面是刻度。 
如果同时设定了曝光修正值，那么相应值显示在刻度下面。

2.  摄影时通过转动设定转盘(1.18)或向左或向右按压5路按钮(1.17)
来选择，您是否要进行曝光顺序，或者相片数量。 
•  通过所选的、红色标出的间距在刻度上出现白色三角形。您输

入各个曝光值。
 
提示：
如果同时设定了一个曝光修正值，零曝光，也就是说曝光顺序的出
发点在曝光运行模式 ,  和  （参见第44/45页）下符合已修正曝
光值。

3.  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或向上或向下按压5路按钮确认设定。 
•  在 光圈等级 下的设定已经标示可以进行编辑。

4.  旋转设定转盘或向左或向右按压5路按钮，选择所需要的分级。 
•  标示的间隔和三角形按所选分级更换位置。

提示：
•  如果由于摄影张数和级数组合导致曝光顺序超过±3EV，那么刻度

分级将从±3EV变成±6EV。所标示的间隔和三角形相应向后退。
•  请注意，两个设定均需预先设置并确认，否则功能不会启动。

5.  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向上或向下按压5路按钮来确定设定。 
•  在 自动 下的设定已经标示好准备就绪。

6.  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左或向右按压5路按钮选择所需设定， 开 表示1
次释放后的顺序自动运行，关 表示每次摄影的单独释放。

7.  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按压5路按钮来确认设定值。 
•  在输出菜单清单里会将已设定曝光顺序用	XEV	/X1 显示。

8.  通过一次或多次释放编辑所有相片。

取景窗内出现
• 对应的警告符号 (2.8)
•  对应于级数变更过的快门时间 (2.2) 和光圈(2.4)的显示讯息

顶盖显示屏内出现
•  除曝光运行模式外，过度曝光前  +,  

未修正摄影前 0, 曝光不足前 -	(3.9)
• 曝光顺序的显示讯息 (3.14b)

显示器内出现（对于相片数据显示讯息，参见第12页）
• 相应符号(4.1.27)

1 示例，第一个 „X“ 代表分级，第二个代表拍摄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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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根据曝光运行模式不同（参见章节“曝光控制”，第42页起），

曝光级数会以快门时间和/或光圈改变的方式产生。
•  曝光顺序为：曝光过度，正确曝光，曝光不足。 
•  使用自动曝光顺序时，所有 自动ISO设定 设定值（参见第34页）已

确定： 
-  由相机自动对于未修正拍摄所侦测到的感光度也同样用于一系

列的其他拍摄，也就是说该 ISO值在一系列中不变。
 -  自动ISO设定	子菜单内的设定值不起作用，也就是说，相机可用快

门时间范围在整个范围内可用。 
根据输出曝光设定值而定，自动曝光的工作范围受到限制。

•  不管如何一定会拍預定張数的相片，結果在有效区间两端可能一
次曝光里有好几張以相同的曝光条件拍摄。

•  此功能会继续保持有效，直到菜单里再度关闭或相机关机为止。

超出及低于曝光范围
如果低于相机测量范围，则无法得到正确的曝光测量结果。 这时可
能在取景窗里显示的测光值有可能会带来错误的曝光结果。 因此，
低于测光范围时，取景窗里会出现显示讯息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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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控制

设置快门时间和光圈/选择曝光模式
莱卡S可通过
- 手动预设快门时间值和光圈值，
-  还有3种自动曝光运行模式
带2个控制元件、快门时间设定转盘(1.11)和设定转盘(1.18)进行调
节。
取景窗(1.16/2)和顶盖显示屏(1.12/3)和显示器(1.23/4)内，摄影资料
显示讯息(4.1) 和 信息 显示讯息(4.5)显示各个设定值以及所选运行模
式（对此参见第10页和第11页上相应诠释和设定）。

快门时间设定转盘	(1.11)
用该转盘实现手动设定运行模式内的快门时间  （手动设定快门时
间和光圈）以及  （光圈自动模式）。
根据所用快门，有以下时间范围可用：
-  用相机的卷帘式快门–主开关(1.15)在FPS （参见第25页）上– 

从6s至 1/4000s
-  用一些莱卡S型镜头的内置中央快门 – 主开关(1.10)在 CS上（参

见第25页）– 从 6s 至 1/1000s. 然而如果快门时间设定长于8s（通
过菜单，参见第46页）或较短的快门时间，相机自动切换到卷帘
式快门。

- 在此两种情况下，也可设定一半时间等级。

提示：
最长手动设定快门时间 (  和 ) 是 6s。在设定转盘上，它等于最后
快门时间 4s 和  之间的位置（适用于闪光同步时间）。

自动无级控制相机的快门时间 - 在运行模式  （程序自动模式）和 
 – （时间自动模式）内 – 须调整到位置 自动。

可在B位置进行最长125分钟的长时间曝光。
使用与系统不一致的闪光灯和相机内置卷帘式快门的情况下，建议
设定最短闪光同步时间 (1/125s = )。

设定转盘(1.18)
通过转动设定转盘实现将光圈手动设定到运行模式  和 。同样有
半级可用。
通过按压设定转盘实现相机内光圈手动设定和自动控制之间的切换 
- 在运行模式   和 内。

该表格指明两个控制元件之间的功能联系

设定 运行模式  设定转盘
快门时间转盘

  转动	 	 按下

6s 至 1/4000s 手动设定  改变光圈值  造成切换到 

 光圈自动模式  无功能  造成切换到  

自动 时间自动模式  改变光圈值  造成切换到 

 程序自动模式  造成“切换” 预设  造成切换到  
  快门时间和 
  光圈值（参见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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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误调运行模式，提高安全性，可以延长反应时间，也就是
延长设定转盘的按压时间。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内选择 按调节轮选择曝光模

式 (5.34)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短按	(≤1s) 或 长按 (≥2s)。

为了避免误调运行模式、快门时间和光圈，确保安全性，您可以取
消两个转盘的功能，即转动和按压在摄影模式下均不改变设定。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按键锁定 (5.33)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里选择想要的功能。

顶盖显示屏内出现相应符号 （3.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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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运行模式
莱卡S有四种曝光运行模式可供选择。

程序自动模式	-	P

设定运行模式
1.  通过按下设定转盘 (1.18)将光圈设置为自动模式，也就是说在此

情况下设定为程序自动模式。
2.  將快门时间转盘（1.11）设定到 Auto.
曝光时间和镜头遮光根据当前光线强度自动调整，在125s 和  1/4000s 
之间无级可调；在使用某些莱卡S型镜头内或者各个镜头的打开及
最小遮光之间的中央快门时，可调范围则为125s 和  1/1000s。

在取景器和顶盖显示器中显示
•  P (2.3.a/3.8) 表示所选曝光运行模式，以及
•  光圈(2.4/3.11)和时值(2.2.a/3.12)的自动控制。

提示：
•  如果此时感光度设置也为自动（参见第34页）即使在光圈全部

开启的状态下，快门时间也只有在达到最高感光度时才会长于1/
焦距-时间。

•  如果光线极暗或极强时，有可能出现可使用的快门时间/光圈值无
法满足需要的情况。在这些极端情况下，取景窗内出现 (2.2b)表
示曝光不足（也作为对于低于测量范围的警告提示，参见 “ 低于
测量范围”，第41页），出现 (2.2b)表示过度曝光。 然后，不再
实现正确的曝光测量。

程序切换
莱卡S的程序变换功能允许更改程序自动模式下预设的快门时间/光
圈组合，而不会改变整体曝光，也就是说图片的亮度。

设定功能
旋转设定转盘(1.18)
-  向右旋转增大光圈（数值减小），或缩短快门时间
-  向左旋转减小光圈（数值增大），或延长快门时间。

在取景窗和顶盖显示器中显示
•  P (2.3.a/3.8)表示所选曝光运行模式，
•  S (3.10)在顶盖显示屏中作为使用转换功能的提示，以及
•  光圈(2.4/3.11)和时值(2.2.a/3.12)的自动控制，他们之间的关系成

反比。

提示：
转换设置被保留
- 在拍摄一张照片之后
-  在曝光测量系统的12s制动时间（参见第36页）后， 
而不是 
- 切换到另一个曝光运行模式 (A, T, M)
-  在开关机时（或通过 节电设置)。
也就是说，在此类情况下，相机在重新启动程序自动模式时首先使
用的是标准设置下的快门时间和光圈。

时间自动模式	-	A

设定运行模式	
1.  通过按下设定转盘（1.18）将光圈设定为手动控制。
2. 快门时间转盘（1.11）定到A。
3.   通过旋转设定转盘设定所需光圈值。

曝光时间根据当前光线强度自动调整，在 125s 和  1/4000s 之间无级
可调；在使用某些带有中央快门的莱卡S型镜头时，可调范围则为 
125s 和  1/1000s。

在取景窗和顶盖显示器中显示
•  A（光圈优先）表示所选的曝光运行模式(2.3.b/3.8),
• 手动设定的光圈值(2.4/3.11)，以及
• 自动控制时间值(2.2.a/3.12)。

提示：
•  如果同时感光度设定为自动（参见第34页），时间自动模式的可

调整范围将会增大。
•  如果光线极暗或极强时，有可能出现可使用的快门时间/光圈值无

法满足需要的情况。在这些极端情况下，取景窗内出现 (2.2b)表
示曝光不足（也作为对于低于测量范围的警告提示，参见“ 低于
测量范围”，第41页），出现 (2.2b)表示过度曝光。 然后，不再
实现正确的曝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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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圈自动模式	-	T

设定运行模式
1.  如有需要，通过按下设定转盘 (1.18)将光圈设置为自动模式，也

就是说在此情况下设定为光圈自动模式。 
2.  通过快门时间设定转盘（1.11）设置所需的快门时间。
镜头的光圈则可根据当前的光线强度自动在全开光圈和最小光圈之
间无级调节。

在取景窗和顶盖显示器中显示
•  T（时间优先）表示所选的曝光模式(2.3.c/3.8)，
• 自动设定的光圈值(2.4/3.11)，以及
• 手动设定时间值(2.2.a/3.12)。

提示：
•  如果同时启用自动感光度设定（参见第34页），光圈自动模式的

正常范围扩大。 
自动感光度设定范围内所设定的最大快门时间不起作用。

•  如果光线过强或过弱，所使用镜头的光圈范围有可能不能满足拍
摄需要。如果可能，请选用其它快门时间。通常来讲，此种情况
下通过自动模式即可获得正确的曝光，也就是说，通过“超驰控
制”手动预设。  (2.2b)有时会作为超出测量范围的警告出现（
参见第41页）。然后，不再实现正确的曝光测量。

•  如果快门时间转盘调到  (=1/125s) 相机切换到 M （参见下一章
节）。一旦其他快门时间已设定，它切换回 T.

手动设定光圈和曝光时间	-	M

设定运行模式
1.  通过长按(≥1s)设定转盘（1.18）将光圈设定为手动控制
2.  通过旋转设定转盘设定所需光圈值。
3.  通过快门时间设定转盘（1.11）设置所需的快门时间。

在取景窗和顶盖显示器中显示
•  M 表示所选曝光运行模式(2.3.d/3.8)，
•  光圈(2.4/3.11)和时值(2.2.a/3.12)的手动控制，以及
• 一个光量平衡计（2.6），通过其可调节曝光。

光量平衡计显示所设定的时间/光圈组合和所测定的曝光值之间的偏
差。 范围±3EV内，显示讯息分成 1/2 级。偏差较大时，光量平衡计
的外边框会闪烁。
如想得到正确曝光，需按照曝光测量表的要求调整光圈和/或时间，
直至光量平衡计的零点闪亮。

提示：
如同时启动了自动感光度设定（参见第34页），则将会使用上次手
动设置的感光度。
在自动感光度设置下设置的最长快门时间有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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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设定
按B设定，快门保持打开
- 要么如快门释放按钮按住那样，
-  要么您之前设定的时间 

（两种情况下最长 125s）。

如果您想要预设曝光时长（8s起可用）：
1.  按压设定转盘(1.18), 

•  显示器内出现设定菜单，显示适用于所设定感光度的各个可用
时间。三角形和红色划线标记目前设定。

2.  通过转动设定转盘或向左或向右按压5路按钮选择需要的曝光时
长，如果您不想预设时间的话，可以选择B。

3.  通过重新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按压5路按钮确认您的设定。 
• 设定菜单删除。

如果预设了曝光时间，无需按住快门释放按钮。

取景窗内出现
• 代替快门时间  (2.2c)

顶盖显示屏内出现
•		B (3.13)
• 所设定的时间，如果没有预设时间，则显示0，(3.12)
•  打开快门后 

- 如果没有预设任何时间，选择运行曝光时间，  
- 如果预设了，显示剩余时间，以秒为单位

当使用自拍时，可使用T功能：当设置为B模式并同时通过按下快门
释放按钮激活自拍时，在预设时间过后快门会自动开启。无需保持
按下快门释放按钮，快门自动保持开启状态，直至第二次按下快门
释放按钮为止。由此即使在快门时间较慢情况下也可避免因按下快
门释放按钮时而造成的抖动。在此两种情况下曝光测量器均处于关
闭状态。

提示：
•  最长可能曝光时间取决于所设定感光度： ISO100  -125s / ISO200  

-60s / ISO400 -32s / ISO800  -16s / ISO1600  -8s
•  曝光时长设定值保持不变，直到 

- 再次在设定菜单内选择 B 
- 或者关闭相机。

•  曝光时间较长时有可能出现相片噪点。为了避免此现象，莱卡S在
完成一个快门时间较慢的拍摄后会自动进行一次不开启快门的拍
摄。此次拍摄所测量得的噪点会通过计算方法被从实际拍摄的图
片中“减掉”。

•  在长曝光时间拍摄时需注意，“曝光”时间被延长了双倍。在此
过程中不得关闭相机。

•  长时间拍摄时，建议装上目镜盖 (G)。这会阻碍发生不期望的、其
他曝光。

•  当快门时间 >1/2s 时，显示器出现减噪信息提示
•  B设定下的长时间曝光只能通过相机内部的卷帘式快门来实现，即

使主开关 (1.15) 处在 CS （参见第25页）。
 

以自拍器攝影
通过莱卡S的自拍模式可将拍摄延时2或12秒。 

设定/启用该功能
1.  在菜单内， 相机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驱动方式 (5.1), 以

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需要的延时。
3.  启动该程序请按下快门释放按钮  

（参见“快门释放按钮”， 第36页）。

提示：
在延时过程中，重新按下快门释放按钮，可重新启动延时，也就是
说延时会被延长。

过程
延时设为2秒时：
首先进行曝光测量，在自动模式下进行对焦，反光镜上升。之后才
开始延时。

延时设为12秒时：
按下快门释放按钮后，延时会立刻开始，在延时结束前2秒钟时，
反光镜上升。

显示讯息
已经过的延时显示为：
-  在显示器(1.23)上显示 12秒后释放并开始倒计时
-  相机正面(1.2)的LED – 当延时为12秒时，前十秒为延时，开始

慢，然后快速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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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此功能
可终止已经开启的自拍延时
-  通过关闭相机，也就是说将主开关(1.15)旋转到OFF位置，
-  若延时设为12秒，则在前10秒内可通过按下按键(1.22)进行终止 

– 此时标有 取消。
若无需继续使用自拍模式，必须通过菜单将其关闭。关机时也将同
时关闭此功能。

提示：
若同时设置了自拍并开启了反光镜预升功能（参见下一章节）, 通
常在延时过后开启快门程序，也就是说无需再次按下快门释放按
钮。

反光镜预锁功能
为了尽可能减少反光镜移动和镜头光圈关闭所带来的影响，莱卡S
配备有反光镜预升功能。

设定/启用该功能
1.  在菜单内， 相机 区域（参见第16/26）内选择 Mirror	Up模式 (5.8) 和
2. 在附属子菜单选择 开 或 关.
3.  按压快门释放按钮，即直到第3 按压点（对此参见“快门释放按

钮”，第36页），向上翻反光镜。
4.  再次按下快门释放按钮，进行拍摄。

过程
在第一次按下快门释放按钮时，首先进行曝光测量，在自动对焦模
式下进行对焦，然后反光镜上升，光圈调整至相应值。
只有当再次按下快门释放按钮时才会开启快门程序，并进行拍摄。
曝光完毕后，反光镜复位，光圈打开至常规状态。

终止此功能
反光镜预升可在第一次按下快门释放按钮后终止，而无需进行拍
摄。
通过主开关关闭相机，也就是说将主开关（1.15）旋转至 OFF位
置，反光镜将会复位。
如果设置了反光镜预升，即使重新开关机该功能仍处于激活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无需反光镜预升进行拍摄，必须通过菜单将该功能设
置为 关 。

提示：
•  拍摄须在第一次按下快门释放按钮后的2分钟内进行。否则，为了

节省电能，反光镜将会复位（而不会开启快门）。
•  当反光镜升起后，在之后的2分钟内，可随时轻轻按下快门释放按

钮将其重新启动
•  若同时开启了反光镜预升功能并设置了自拍（参见前一章节）, 通

常在延时过后进行反光镜预升，也就是说无需再次按下快门释放
按钮。 

遮光按钮和景深
用莱卡S可将镜头的光圈在任何曝光模式下，随时从完全开启状态
调整至设定值，或关闭自动光圈设置。按遮光按钮(1.4)进行出厂设
置。
显示屏和顶盖显示器中始终显示正确值。然而曝光测量已被关闭。
遮光的前提条件，
1.  通过快门释放按钮开启曝光测量 

（参见第36页），且
2.  未再次对快门释放按钮进行操作。

按压按钮期间，释放受阻。



其他功能

水平线
基于内置传感器，莱卡S在取景窗内和显示器内显示调准。取景窗
（2.1，参见第10页）总是显示相应的显示信息，而显示器则要根据
需要调用。借助该显示器显示讯息，您可以对于关键拍摄目标，例
如静态建筑拍摄时，将相机纵轴和横轴精确对齐。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内选择 水平仪 (5.30)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需要的功能。 

•  显示器中出现横轴和纵轴。零位偏差将会通过红色标记以图表
形式表现出来，横纵轴上的水平方向则标为绿色。此外还给出
相应的数值。

提示：
• 显示精度 ≤1°。
•  显示器图片保持可视，直到操作快门释放按钮或在这种情况下按

压 退出 关闭标记按钮(1.21)。

使用者／使用者特定风格
在莱卡S上可将所有菜单设置以任意组合形式永久保存，例如在常
常出现的场合/题材下快速调出所需设置。一共有四个存储空间可供
存储此类组合使用，另外还有一个随时可调出并且不可更改的出厂
设置。可对所储存的资料进行重命名。存储于相机的设置可通过存
储卡转移到另外的相机上使用，同样，其它相机的设置也可保存于
存储卡并应用于此相机。

设置的保存/应用设置
1. 通过菜单设置所需要的功能。
2.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用户个人设定 (5.35)，
3. 在子菜单内选择 保存用户个人设定,
4.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需要的存储空间。

选择设置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用户个人设定 (5.35). 

•  如果保存了用户设置，设置名称显示为灰色，未使用的存储空
间显示为绿色。

2.  在子菜单中选择所需设置，或者一个储存的设置，或  默认个人设

定.

提示：
如果对当前所使用的设置进行更改，则在初始菜单列表中出现--- 
而不是原有设置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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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设置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用户个人设定 (5.35), 
2. 在子菜单内选择	管理用户个人设定, 以及
3.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重命名用户个人设定。 

•  显示设置编号和名称，编号标记为可编辑。
4.  选择设置，通过旋转设定转盘 (1.18)或向上或向下按压5路按钮

(1.17)重命名
5.  通过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或向右按压5路按钮确认您的设定。 

• 下一位置已标记为设定。
6.  名称的数字或字母，可以通过旋转设定转盘或向上或向下按压5

路按钮进行改变，通过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向左或向右按压5
路按钮来选定其他位置。大写字母为 A 至 Z, 数字为 0 至 9 并且空
位为 _ 在该顺序下，布置成无限循环。

7.  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按压5路按钮来确认您的设定。

将设置保存到存储卡/从存储卡应用于相机
1.  菜单内， 图像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用户个人设定 (5.35), 
2. 在子菜单内选择 管理用户个人设定, 以及
3.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载入用户个人设定	或 输出用户个人设定. 

• 显示器中显示相应的提问。
4.  通过设定转盘（1.18）或5路按钮(1.17)进行确认，是否需要将设

置保存到存储卡或从存储卡中导出。

提示：
在将设置保存到存储卡时，4个设置会被同时保存，也就是说闲置
的设置也会被保存。
因此，在载入设置时，相机中已存的设置将被覆盖，也就是说被删
除。

恢复所有个性设定
通过此功能可将此前所有设置在菜单中全部恢复为出厂设置。

设定功能
4.  在菜单内，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重设 (5.36), 以及
5.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否 或 是.

提示：
恢复设置有时也会影响到通过 保存用户个人设定 （参见前一章节）确
定并保存的设置。

文件夹管理
图片信息会被保存到存储卡自动生成的文件夹内。文件夹名称由8
位组成，三位数字和五个字母。出厂设置时，第一个文件夹会被
命名为“100LEICA”，第二个会被命名为“101LEICA”，以此类
推。作为文件夹编号，原则上用下一空号，最多有999个文件夹。
如果编号用完，则会在显示器内显示相应的警告。
单张相片连续配备到9999的编号，在所用存储卡上已有一张带比
相机最后给出的编号更高的编号。这些情况下按照该卡编号继续向
下数。当最新文件夹包含图片编号 9999，那么将会自动产生一个
新的文件夹，而且编号从0001重新开始，如果文件夹编号达到 999 
和图片编号 9999，显示器内出现相应警告，必须重置编号（见下
方）。
用莱卡S还可以随时创建新的文件夹，确定名称并修改文件名称。

创建文件夹/自行命名文件夹/图像编码归零
1.  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图像编号 (5.19),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新建文件夹. 

•  文件夹名称出现，首先总是“XXXLEICA”）。5个可设定字符
中的第一个标记为编辑就绪。 
位置 4-8 可改变。

提示：
如果使用不是用该相机格式化的存储卡（参见下一章节），相机自
动安装一个新文件夹。
 
 
 

1 “X”字符表示通配符。



3.  名称的数字或字母，可以通过旋转设定转盘或向上或向下按压5
路按钮进行改变，通过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向左或向右按压5
路按钮来选定其他位置。大写字母为 A 至 Z, 数字为 0 至 9 并且空

位为 _ 。在该顺序下，布置成无限循环。
4.  通过按压按钮（1.18），此时显示为确认，并且通过按压设定转

盘或者向前按压5路按钮设定最后的位置之后，确认设定。 
•  出现带询问 重置图像编号？	的子菜单。

5.  选择 是或否. 
•  通过按压设定转盘或5路按钮确定选择后，再次出现在2中所述

设定菜单。

提示：
您也可以重置图片编号，不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对此您可以
在图片编号子菜单内重置并重复如上第4和第5步。

重命名文件

1.  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图像编号 (5.19),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更改文件名。 
• 文件名出现。第一个位置上的字符（首先总是“LXXXXXX1”）
标记为编辑就绪。 
位置 1-4 可改变。

3.  名称的数字或字母，可以通过旋转设定转盘或向上或向下按压5
路按钮进行改变，通过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向左或向右按压5
路按钮来选定其他位置。大写字母为 A 至 Z, 数字为 0 至 9 并且空
位为 _ 。在该顺序下，布置成无限循环。

4.  通过按压设定转盘或向前按压5路按钮确认您的设定。 
• 出现输出菜单清单。

存储卡格式化

通常无需将已插入的存储卡进行格式化（初始化）。如果还未格式
化或者如果在其他设备（如计算机）中首次插入格式化过的存储卡
须格式化。

注意：

格式化时一定会无可挽回的丢失所有在卡上的数据。

利用相应的软件可恢复一些文件的可用性。只有被新写入的数据覆
盖的文件会被永久删除。

提示：
•  当对存储卡进行格式化时，请勿关闭相机。
•  如果存储卡事先在其它设备上，例如计算机上已被格式化，则最

好在莱卡S上重新进行格式化。
•  如果不能对存储卡进行格式化，请咨询经销商或莱卡咨询中心 

（地址，参见第74页）。
•  格式化时，被写保护的照片（参见上一章节）也会被删除。

设定功能

1.  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格式化 (5.20), 以及

2.  在其附属子菜单中选择所需被格式化的存储卡，或者两张卡均需
被格式化。 
• 为防止误操作，显示器内显示相应的问题提示。

3.  通过设定转盘（1.18）或5路按钮进行确认，是否真的需要格式
化存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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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GPS记下摄影地点
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对全世界接收者的位置进行精确定位。莱卡S在
功能开启时持续接收相应信号并更新位置数据。这样可以将宽度转
盘和长度转盘以及标准零位之上的高度写入“EXIF“文件。

设定功能
3. 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GPS (5.37), 以及
4. 那里选择 开 或 关. 
•  “卫星”符号((4.1.17)，仅在显示器内的拍摄数据显示讯息(4.1)) 

内显示各种状态： 
-   最多1分钟前的最新位置确定 
-   最多24小时前的最新位置确定 
-    至少24小时前的最新位置确定或者没有位置数据

功能提示：
•  GPS位置确定的前提条件是尽可能“自由看到”至少3个 GPS卫星

（地球的每个角落最多提供9个，总数为24个）。因此，建议垂直
向上保持 GPS 天线(1.3)。

•  请注意，GPS 天线不要用手或其他的尤其是金属物品进行覆盖。
•  自由接收 GPS 卫星信号在以下地点或者在以下情况下不可能。在

这些情况下完全不可能或位置确定错误。 
- 在封闭的空间内 
- 土壤下 
- 树下 
- 移动的车辆内 
- 靠近高楼或狭窄山谷内 
- 高压线附近 
- 隧道内 
- 移动电话旁 
- 用闪光支脚装上的附件，例如闪光设备

安全应用提示：
GPS系统产生的电磁射线可以影响仪器和测量设备。请务必注意，
例如在飞机甲板上起飞或着陆前，医院内或其他限制无线电交通的
地方，关闭GPS功能。

重要（受到法律上的使用限制）：
•  在某些国家或地区，使用GPS和相关技术可能受到限制。因此在

出国旅游签务必咨询相关国家领事馆或您的旅游办事处。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境内及边境附近法律上规定禁止使用GPS 

（例外情况：香港和澳门）违反者将受到国家机关起诉！GPS功
能因此在这些区域内自行停用。



闪光模式

闪光曝光测量和控制的一般操作
在实际拍摄前，莱卡S可通过多个连续快速的闪光在几分之一秒内
产生所需的闪光强度。紧接着，在开始曝光时，主闪光灯被点亮。
会自动顾及到所有影响曝光的因素（例如过滤器，遮光设定，到主
要拍摄目标的距离，反光板......）。

可用的闪光设备
通过闪光灯座连接 (1.14)
-  在莱卡S上可应用所有带有相当于ISO10330标准以及旧式

DIN19014的闪光设备和摄影棚闪光器材1（正极在X接点上）
通过下面的LEMO® 插座 (1.34)进行连接
- 所有闪光灯和摄影棚闪光器材，可通过相应特殊电缆进行控制
通过闪光灯连接插座 (1.31)连接
-  摄影棚闪光器材和其他带闪光灯电缆和标准闪光灯插头的闪光设

备

在莱卡S机身上可应用下列闪光灯设备以及说明书所提到的所有功
能：

1  您如果需要将摄影棚闪光灯设备与莱卡S连接，请向莱卡相机股份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地址，参见第 74页）或莱卡代理商咨询。

•  系统闪光灯莱卡SF 58（参见第65页）。最大闪光指数58（ISO 
100和105mm焦距下），带有一个自动变焦反光板，一个可选的
备用反光板，以及另外许多强大功能。由于配有固定的闪光灯支
脚和相应的附加控制盘—以及用于自动传输数据和设置的遥控功
能，操作极为简便。

•  具有可用于3002系统的系统相机匹配系列相机接头 (SCA)先进技
术的闪光灯，带有SCA-3502-M5 2, 3适配器的闪光灯，以及可进
行闪光功率控制和具有HSS功能的闪光灯（参见第 54页）。 
同样也可使用市面上常见的其它带有常规闪光灯支脚4,5和通过正
的中间触点以及中间触点（X触点，1.14a）驱动的插式闪光灯（
不带TTL测光）。 我们建议使用通过可控硅元件控制的新型闪光
灯。

2  使用SCA-3502转接器（从第5版本起）时，可将白平衡（参见第33页），

设置为自动，以便得到正确的色彩还原。
3  不建议使用其它制造商生产的系统闪光灯，以及用于其它相机系统的SCA

转接器，因为其不同的接点设置和分配有可能导致功能失常，甚至损坏相

机。
4  如果使用了非莱卡S2指定的闪光灯，可能需要手动将相机的白平衡调节至 

。
5  有可能需要在闪光灯处重新输入镜头的光圈和感光度值。

闪光同步时间
莱卡S的闪光同步时间在卷帘式快门下也就是说设定快门时间转盘 

 （参见第8页），常规闪光条件下为 1/125s。如果按照装备的镜头
（参见第24/65页）使用中央快门，所有快门时间最高到 1/1000。
系统兼容、具有HSS性能（参见第54页）的闪光设备可以使用所有
较短快门时间。
特别是摄影棚闪光灯设备通常具有预热时间，这个时间远远长于所
设置的同步时间。为了充分利用闪光灯的所有光量，建议选择长时
间。

提示：
•  所有快门时间到同步时间 1/125s 取景窗内亮起 X (2.5b)，提示：用

此时间实现正常闪光模式。
•  当快门时间调到  时，因为已确定的快门时间，切换预设曝光运

行模式，也就是说从  到 , 或者从  到  （参见第42页）。一
旦快门时间已重新预设，重新设定原始运行模式。

•  如果使用莱卡 SF 58 （参见第65页）并在相机上设定较短快门时
间，也就是说用卷帘式快门 ≤ 1/180s 用中央快门 ≤ 1/1500s ，那么
闪光设备自动切换到HSS模式（参见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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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同步时间/	同步时间范围
莱卡S可在程序模式和时间自动模式与闪光灯组合使用的情况下，
根据拍摄主题或个人构图喜好对所使用的快门时间进行细微调节。
在此情况下您可选择自动或多种手动设置。

设定功能
5.  菜单内， 相机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快门速度限制 (5.6), 

以及
6.  在其附属子菜单中选择自动，根据镜头进行设置 - 1/f, 或者自行

设定快门时间 -  手动设定.
7.  在 手动设定–的子菜单中，可通过确定最短快门时间来选择所允

许的快门时间范围。

提示：
•  1/f 为手持拍摄情况下无抖动的最长快门时间， 例如使用Summa-

rit-S 1:2.5/70mm ASPH.时为 1/60 s。但是在菜单的 快门速度限制 中
被限定为 1/125 s 即使使用焦段较长。

•  在设定区的 手动设定	子菜单中首先显示“基础设置“ 1/f。

选择同步时间点
莱卡S允许您在开始曝光时的闪光点燃时刻和曝光结束同步之间进
行选择。 
此功能适用于所有闪光灯，也就是说同样适用于非系统兼容的闪光
设备，与是否通过闪光灯座或线缆连接无关，适用于所有相机和闪
光灯设置。在两种情况下显示相同。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相机 区域（参见第16/26页）内选择 闪光同步模式(5.7),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里选择想要的选项。

安装闪光灯
安装闪光灯时需注意，闪光灯支脚需全部插入莱卡S闪光灯座(1.14)
内，并且，如果可能，通过螺母进行固定，以避免脱落。此项措施
在使用带有额外控制功能和遥控功能的闪光灯时显得尤为重要，因
为在闪光灯座中位置的改变会导致接触中断，由此可能产生功能障
碍。

提示：
在安装前需将相机和闪光灯关闭。



设定相机控制的自动	闪光运行模式
在开启闪光灯并选择了相应的TTL模式后，需在莱卡 S 上
1.  每次利用闪光灯进行拍摄前，首先轻轻按下快门释放按钮进行曝

光测量，也就是说取景窗中必须显示快门时间或光量平衡计已切
换。如果按下快门释放按钮时过快过用力，以至于略过了这个过
程，闪光灯有可能不会启动。

2.  设置所需的曝光模式，或者所需的快门时间和/或光圈值。应需注
意最短的闪光同步时间，因为其决定了是否进行“常规”闪光或
HSS闪光。

TTL闪光运行模式
莱卡S的与系统兼容的闪光灯具有全自动的，也就是说由相机控制
的TLL闪光模式（参见第52页），在所有曝光模式下均可使用。
另外还附带一个自动的照明控制。为保证持久的均衡的曝光强度，
在环境光线增强时，应将闪光灯强度减弱最低至 12/3（明亮条件下闪
光）。如果在明亮条件下所需的快门时间小于同步时间（卷帘式快
门为1/125s，带有中央快门的镜头为1/1000s）或者需手动设置，
则相机会自动将系统兼容的闪光灯转换为线性闪光模式（HSS，参
见下章）。
莱卡S还可将所设定的感光度和光圈值传输到闪光灯。因此，只要
在有效范围内，闪光灯会自动按照所设定值进行调整。

提示：
•  下列章节内所述的设置和功能只适用于莱卡S以及系统兼容的闪光

灯的设备。.
•  在相机上设置的曝光矫正（参见第39页）仅会对当前光的测量产

生影响！  
如果您想在闪光灯模式下同时进行TTL曝光测量矫正—不管是同向
或反向，必须对其进行额外设置（在闪光灯上）！

•  关于闪光模式的更多信息，特别是在使用非莱卡S特定闪光灯时，
以及不同的闪光灯驱动模式请参见其各自的说明书。.

线性闪光模式（高速同步）
莱卡S的与系统兼容的闪光灯具有全自动的，也就是说由相机控制
的线性闪光模式（参见第52页），在所有曝光模式下均可使用。如
果所选定的或计算获得的快门时间小于同步时间，也就是说卷帘式
快门  ≤ 1/180 s 相机就会自动激活线性曝光模式，在闪光灯设置正确
的情况下则无需额外操作，切换自行完成。

光测频器闪光运行模式，带有系统兼容的闪光灯设备
此种在曝光过程中多个闪光依次闪亮的闪光模式，可在所有曝光模
式下运行。
在	  和  运行模式下相机会自动切换至所选的曝光次数和频率所需
的快门时间。若在此快门时间条件下由于当前光线条件而导致曝光
过度时，光量平衡计(2.6b)将会显示。
在  和  运行模式下，若快门时间过短，则在取景窗和翻盖显示器
中的时间显示（2.2a/3.12）会闪烁。.
在此情况下可通过改变闪光次数、闪光频率、光圈值、快门时间（
在   和  运行模式下）来进行曝光矫正。
当频闪拍摄成功后，例如在一张图片上记录下移动画面的多个阶
段，闪光灯的有效范围，闪光次数，距离和光圈都会起到决定性作
用。与此相关的信息请参见闪光灯的相应说明。

提示：
使用HSS闪光技术会产生较小有效距离。

54



55

取景窗中的闪光曝光控制显示，带有系统兼容的闪光灯设备
在莱卡S的取景窗中显示闪光标志（2.5a），用于显示不同的运行
模式。
•   不出现，尽管闪光灯打开和运行就绪： 

这种情况下，莱卡S不点燃开启的和准备就绪的闪光灯。（例如闪
光灯设置为错误的运行模式）

•   在摄影前闪烁： 
闪光灯还未准备就绪

•   在摄影前亮起：  
闪光灯准备就绪

•   在释放后不中断继续亮起： 
闪光灯就绪仍然存在。

•  在闪光灯处设置的闪光曝光修正在取景窗中显示为 ±(2.8)

自带曝光自动闪光设备的闪光灯
在使用带有曝光自动的系统兼容闪光灯时，不是由相机，而是由闪
光灯内置的传感器对拍摄主体反射的光量进行测量并估算。加或不
加闪光灯对相机的曝光模式基本无影响。如果对于  或  低于闪
光同步时间，或对于  或  设定了短于同步时间的时间，这样不
触发闪光。
因为 ,  和  运行模式在通常环境下可进行常规曝光拍摄， 应降
低闪光强度，也就是说，应将闪光曝光修正调整至例如–1EV至 
–2EV。当使用系统兼容的闪光灯时，对镜头设置的光圈值会传输
至闪光灯并自动设定为芯片默认光圈值。测光时会同时考虑到相机
所设定的感光度，以及环境光源（相机）和闪光（闪光灯）的曝光
修正。

手动闪光，带有恒定闪光功率
如果闪光设备在手动闪光运行模式下全功率或固定部分功率（可在
闪光设备设定）使用，对发出的闪光灯亮不发生控制。加或不加闪
光灯对相机的曝光模式基本无影响。
如果对于  或  低于闪光同步时间，或对于  或  已设定短于同
步时间，抑制闪光。
根据闪光强度，感光度和拍摄主体距离确定镜头光圈值，或者反过
来，根据光圈值，感光度，焦距和拍摄物体距离确定闪光灯部分功
率（参见闪光灯说明书）。

通过X触点闪光
当通过闪光灯座连接非系统兼容闪光灯时，则不会有任何信息传
输。因为相机“不能识别”该种类闪光灯，工作状态与无闪光灯时
相同。可手动将曝光时间设置为闪光同步时间 1/125 s, 或者在带有中
央快门（参见第25页）的情况下设置为 1/1000 s , 或更长时间；不
会发生自动切换。闪光灯就绪标志和控制标志未被激活。
如果闪光灯允许，可通过自动光圈，也就是说闪光灯的传感器控制
光量，或者通过手动选择相应的部分光量功率等级控制光量。（参
见闪光灯说明书）。

通过闪光插座/下面的LEMO®	插座进行闪光	
通过闪光连接插座 (1.31)或下面的 LEMO®插座 (1.34)可以通过电缆
将闪光设备和大型摄影棚闪光设备与标准闪光插头或与LEMO®插
头连接。带自动锁定的LEMO®连接可靠防止无意中断连接。相应
连接线可作为莱卡配件提供（参见第65页）。
因为相机“不能识别”通过此种方式连接的闪光灯，工作状态与无
闪光灯时相同。可手动将曝光时间设置为闪光同步时间 1/125 s, 或者
在带有中央快门（参见第21页）的情况下设置为 1/1000 s , 或更长
时间；不会发生自动切换。闪光灯就绪标志和控制标志未被激活。



播放模式

选择摄影及播放运行模式
开机后，莱卡S一般处于拍摄模式。

可在以下两种运行模式下浏览所拍摄的相片：
- 播放  不限时播放
- 自动回放  每次摄影后自动播放

不限时播放	–	播放

设定功能
轻轻按下按钮(1.21) 进入常规浏览模式，而与下列情形无关，
-  退出拍摄模式，也就是说显示屏处于关闭状态，或者
-  退出拍摄资料显示讯息（(4.1)，参见第12/26页），或者
-  退出 自动回放

•  在显示器内出现上一次拍摄的图片以及相应显示讯息 (4.2.1 – 
4.2.9) （参见第13页）。
如果在所放入的存储卡内没有图片文件，切换到浏览后出现相应
信息： 没有图像.

自动播放最后一张相片
自动回放模式下，每拍摄一张图片后都会在显示器(1.23) 上立即显
示。您可以确定图片应显示的时长。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自动回放 (5.24),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首先选择菜单项 持续时间, 以及
3.  会出现下列子菜单，请选择所需的功能或时长： (关, 1	秒, 3	秒,	5	

秒, 保持).

提示：
•  退出 自动回放 模式随时切换至 播放 模式（如上）。
•  甚至能立即看到还没有从中间存储器传输到存储卡的相片 – LED 

(1.20) 仍然闪烁。
反之，数据传输期间不能看到存储卡上的相片。

•  莱卡S以DCF标准（Design Rule for Camera File System）保存
照片。

•  用莱卡S仅能播放莱卡S型相机拍摄的相片。
•  若图像数据同时以JEPG和DNG两种格式保存（参见第32页），则

所显示的图片一般为DNG格式。
•  如果用连续拍摄功能或自动曝光顺序（参见第36/40）拍摄，两种

播放运行模式都可以显示系列拍摄中的最后一张图片。选择该系
列的其它相片，请参见第58页。

常规浏览(4.1)
为了保证浏览相片时不受影响，
- 所有信息仅显示为标题（4.2.1 -4.2.6），且
-  右上符号 (4.2.7)，这表示设定转盘已设定成翻页或放大。
-  如果显示局部画面（参见第58页），在那里还出现带内置框的矩

形(4.2.8)，描述所显示局部画面的位置和尺寸。

除常规浏览外，还有另外3种带不同附加信息的选项可供使用。所
有4种都布置在无限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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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方图播放	(4.2)
(常规浏览时）向前按压5路按钮(1.17)1次（从常规浏览出发）以显
现直方图(4.3.1)。 
• 直方图出现在图片下半部。

提示：
•  直方图在浏览所有图片和局部画面使用（参见第58页），但不能

同时浏览4张或9张缩小相片（参见第59页）。
•  直方图总是表示当前所显示的相片截图（参见第58页）。

直方图
您可以在两种直方图选项之间选择：要么基于整体亮度 (标准), 要么
与3种色彩通道红/绿/蓝 (RGB)有关。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色阶分布图 (5.25),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标准 或 RGB.

以削波显示播放(4.3)
(常规浏览时）向前按压5路按钮(1.17)2次（从常规浏览出发）以显
现无标志的区域。
•  过亮区域标为红色，过暗区域标为蓝色，两种情况都闪烁。 右下

还出现削波符号 (4.4.1)。

提示：
•  直方图在浏览所有图片和局部画面使用（参见第58页），但不能

同时浏览4张或9张缩小相片（参见第59页）。
•  削波显示讯息总是表示当前所显示的相片截图（参见第58页）。

削波显示讯息
通过菜单操控功能，您可以为亮暗区域的显示设定削波阈值。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溢出设置 (5.26), 

以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设定上下阈值。

•  刻度显示相比于整个曝光范围的削波范围。

信息播放	(4.4)
（常规浏览时）向前按压3次5路按钮（从常规浏览出发），以便显
示所有附加相片数据和缩小图片。

提示：
对于这种浏览选项，仅能实现整张图片浏览，不取决于是否之前设
定了局部画面。



浏览其他相片	/	存储器内“翻页”

1.  短按设定转盘（1.18,  ≤1s），可在翻页模式和放大模式之间进
行切换。
•  右上符号显示各个运行模式，  表示翻页，或者  表示放

大。
2.  当显示  时，您可以通过旋转设定转盘来选定其他相片。 

向左旋转跳转到小编号相片，向右跳转到大编号相片。按照最高
编号和最低编号，相片可无限循环浏览，即从两个方向均能浏览
所有的相片。
•  显示器内相应切换图片和文件编号。

 提示：
这可以在所有4种播放选项（参见第56/57页）对于每个放大等
级包括外边（见下），以及同时浏览多张缩小相片（参见下一
章节)。

放大局部画面

您可以将相片的局部画面
-  分级放大

或者 
- 尽可能一步调用最大放大。

分级放大
1.  短按设定转盘 (1.18, ≤1s)，您可以在翻页模式和放大模式之间

进行切换。 
2.  当显示  时，您可以通过向右旋转设定转盘来放大所显示局部

画面。旋转越多，放大的倍数就越大，相应截图面积就越小。 可
分4级放大至屏幕显示1像素对应相片1像素。
•  框内矩形 (4.2.8) 显示局部画面大小和位置。

一步式最大放大
长按 (≥1s) 设定转盘，在整张相片播放和最大放大之间进行切换。

提示：
•  该功能在翻页模式和放大模式内可用。它不会改变之前选定的运

行模式，也就是说接着旋转设定转盘造成另一张相片相同的局部
画面（对于 ), 或造成放大减小（对于 )。

•  该功能用于每个放大等级。如果之前已设定局部画面，首次按压
会播放整个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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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局部画面

在需要的方向上按压5路按钮 (1.17)-向上、向下、向右、向左。
•  图框（4.2.8）中的方框也会向相应按压方向移动。

同时浏览多张缩小相片

当显示  时，向左旋转设定转盘 (1.18) 
-   缩小已放大相片，或通过旋转播放整张图片
-  同时播放4张或9张图片。

• 绿色图框标示
 -  在同时播放4或9张相片时，首先是一张（之前全屏浏览的）相

片
 - 继续向左旋转则所有9张相片。

选择某张缩小的相片

1.  按下设定转盘(1.18)以开启选择功能。
• 图框的颜色由绿色变为红色

2.  通过
- 绿色图框时转动设定转盘，或者 
-  红色或绿色图框时通过向上、向左或向右挤压5路按钮

 您可以选定其他图片。
 •  当图框包围相片时，它以行的形式从图片到图片换入无限循

环，当它包围9张时，以组的形式到下一9张组。

3.  再次按下设定转盘将会关闭选择功能。
• 图框颜色将会变回绿色。

4.  重新向右旋转设定转盘，您可以一级一级得重新放大图片（参见
第58页），或者长按设定转盘(≥1s) 直接返回常规浏览。



更换到其他存储卡
1.  在同时显示9张相片的模式下向左旋转设定转盘(1.18)。

•  显示屏中出现两张存储卡显示方式的选择菜单。当前被激活的
由绿色图框标出。

2.  通过按下设定转盘将会开启选择功能。
• 图框的颜色由绿色变为红色。

提示
•  仅当插入相应存储卡时才是可行的。
•  存储卡更换只适用于播放，也就是说不适用于存储图片数据（参

见第35页）。

3.  通过再次按下设定转盘可切换至另一张存储卡。
• 红色图框在两张卡之间相应的切换。

4.  再次按下设定转盘将会关闭选择功能，被图框选中的存储卡被激
活。
• 图框颜色将会变回绿色。

保护相片/取消删除保护

提示：
该功能对 信息 播放 (4.5) 不可用。

1.  按压4个按钮（1.21、1.22、1.24或 1.25）中的任意一个。
•  图片区中除相应按钮外出现5秒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按钮功能 
保护, 删除 和 菜单。

2.  按压 保护 按钮。
• 在图片区内出现：
-  在该情况下有效的按钮功能： 退出, 确认, 取消所有, 和 所有图像 （如

果相片受到保护，则出现取消所有保护，而非保护所有）)
 -  中央处 保护? 和红色下划的各个启用功能
 -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区域会显示取消保护？，而非保护？
3.  通过按钮(1.25)选择是否将当前显示相片或所有相片进行写保护，

或者取消当前显示图片或所有图片的写保护。 
•  有关显示讯息更换：除 所有图像 和 单张, 之间的按钮外，中央相应

倒转。

提示：
•  若保护或取消单张相片的写保护功能被启动，可通过旋转设定转盘

(1.18)调出其它相片。
•  按下 退出按钮（见上第2点），重新回到各个正常视图。
•  按按钮 (1.23) 可直接切换到撤销写保护菜单，或从该菜单返回。

4.  按下 确认	键启动或撤销写保护。
•  显示器中出现表示照片已写保护的符号(4.2.9)，或者符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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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相片

提示：
该功能对 信息	播放 (4.5) 不可用。

1.  按压4个按钮（1.21、1.22、1.24或 1.25）中的任意一个。
•  图片区中除相应按钮外出现5秒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按钮功能 
保护, 删除 和 菜单。

2.  按压删除按钮
•  图片区内出现

 -  该情况下有效按钮功能 退出, 保护, 确认 和 所有图像 （如果相片受
到保护，则出现取消所有保护，而非保护所有）)

 -  中央处 删除? 和红色下划的 单张 对于各个启用功能
 -  或者标志（4.2.9）表示设置了写保护的相片。这些情况下 确

认-按钮不可用，作为提示字体颜色从黑变成白。
3.  按按钮(1.26)选择是否只删除当前显示图片或所有图片。

•  更换相关显示讯息：除 所有图像 和 单张, 之间的按钮外，中央相
应倒转。

提示：
•  若删除单张相片的功能被启动，可通过旋转设定转盘（1.18）调

出其它相片。
•  按下 退出 按钮（见上第2点），重新回到各个正常视图。
•  按按钮(1.22)可直接切换到相片写保护菜单（参见第60页）。

若只删除一张相片
4.  按 确认	按钮进行删除。

•  显示器内出现下一张，而不是已删除相片。
如果这是唯一一张，出现信息：没有图像

若需删除所有相片
4. 按压 确认 按钮。
• 为了确保操作无误，显示器显示提问： 删除全部？

提示：
按下 退出 按钮（见上第2点），重新回到各个正常视图。 

5.  按压确认按钮进行确定并删除。
• 显示器上出现提示： 没有图像

提示：
被写保护的相片不会被删除。删除后显示当前所剩相片的最后一张
（最大编号）。

 



其他功能

将数据上传至计算机
莱卡S可与下列操作系统兼容：
Microsoft®: Windows® XP / Vista® / 7®

Apple® Macintosh®: Mac® OS X（10.5 或更高）
莱卡S可通过USB2.0接口将数据传输至计算机。可与带有同种接口
的计算机之间进行高速的数据传输。所使用的计算机必须拥有一个
USB接口（用于直接连接于莱卡 S上），或者带有CF或 SD/SDHC/
SDXC卡插槽。

提示：
如果通过USB分发器（“Hub”）同时将两个或多个仪器连接至计
算机，或使用USB延长线时，可能会影响正常功能。

通过USB接口
莱卡S可以两种不同的标准通过USB进行数据传输。考虑到有些程
序在传输相片数据时需要一个符合PTP协议的连接。
此外，可以将相机作为移动硬盘使用。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USB模式	(5.21), 以

及
2. 在附属子菜单内选择 PTP 或 Mass	Storage.

按照PTP协议连接并传输资料
若将莱卡S设置为 PTP 模式，并被计算机识别，请按照下列步骤操
作：

提示：
按照PTP协议进行数据传输时，存储卡上所有相片都会在计算机上
显示，前提是相片存储设置为 顺序 或 并行 （参见第35页）。相反,若
设置了 外接存储器 则不会进行数据传输。

用	Windows®	XP®	/	Vista®	/	7®

3.  用随附LEMO® USB缆线(D)将 莱卡LEMO ® 数据传输接口(1.33) 和
计算机的USB接口连接。首先需将相机接口的保护盖（1.26）向前
打开。

使用	Windows®	XP®

•  在成功连接后，桌面上会显示提示，莱卡S作为新硬件被识别（仅
在第1次连接时出现！）。

4.  双击提示（第1次连接后无需）。 
•  会为数据传输助手打开一个下拉菜单“S数码相机”。

5.  点击“确认”并按照助手提示进行其它操作，按照常规选方法将
图片保存至目标文件夹。

使用	Windows®	Vista®/7®

•  成功连接后，任务条上方出现对于安装设备驱动软件的提示。 
同时在相机显示屏上出现 USB连接. 
一个新的提示窗会出现，确认安装成功。 
用不同设备选项打开菜单“自动播放”。

4.  您可以按照常规通过Windows助手“载入照片”或者“将设备上
浏览照片”打开，

5.  通过Windows浏览器打开存储卡的目录结构图。

用Mac®	OS	X®	(10.5	或更高）
1.  用随附LEMO®USB缆线(D)将 莱卡LEMO®数据传输接口(1.33) 和

计算机的USB接口连接。首先需将相机接口的保护盖（1.26）向
前打开。 
•  在相机和计算机之间成功连接后，相机的显示屏会出现USB连

接。
2. 在计算机上打开“搜索”。
3.  在窗口左边“区域”选项中单击”程序“。
4.  在窗口右边选择“数码相片”程序。 

•  开启程序后，程序的标题栏显示“S数码相机”。
5.  现在可单击“下载”将相片存储到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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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并传输资料，使用相机当作外接驱动器

使用	Windows®-操作系统:	
若通过LEMO®USB接线将莱卡S与计算机连接，系统会将其识别为
移动硬盘，并为其分配一个分区字母。使用 Windows®浏览器，将
相片传输/保存到您的计算机上。 

使用	Mac®	操作系统：	
若通过LEMO® USB接线将莱卡S（供货范围内）与计算机连接，所
插入的存储卡会作为存储设备出现在桌面。使用搜索，将相片传输/
保存到您的计算机上。 

提示：
在此功能开启的状态下，其它一切功能均不可用。

注意：
•  请仅使用相机附带的 LEMO® USB接线 (D)。
•  在莱卡S 与计算机间进行数据传输时，切勿将USB接线拔出，这

将有可能导致计算机和/或莱卡S死机，甚至可能导致存储卡被永
久损坏。

•  在莱卡S与计算机间进行数据传输时，切勿将关闭或避免因电池电
量不足而自行关闭，这将有可能导致计算机死机。也正是因此，
在连接被激活时切勿将电池取出。若电池在数据传输过程中电量
耗尽，请首先中断数据传输，关闭莱卡S（参见第25页）并将电池
进行充电（参见第18页）。

连接读卡器并传输数据
利用市面上常见的CF或SD/SDHC/SDXC读卡器也可将相片数据传
输至计算机。关于此类设备的其他信息，请向计算机配件经销商咨
询。

存储卡上的数据结构
当将存储于存储卡上的数据传输到计算机时，按照下列文件夹结构
进行：
在 100LEICA-, 101LEICA-, 等 文件夹内可以保存最多9999张相片。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您在莱卡相机股份公司的网站上注册莱卡S后，就可以免费下载
Adobe®Photoshop®Lightroom®。详细信息请参见相继包装上关于
此项的选项卡。

LEICA	IMAGE	SHUTTLE
利用独一无二的LEICA Image Shuttle软件，可通过计算机对
相机进行操控，同样可以将相片直接储存到计算机的硬盘上用
于“Tethered Shooting”。所有重要的相机功能均可操控。此项方
便快捷的功能特别适用于摄影棚和外景拍摄。
您在莱卡相机股份公司的网站上注册莱卡S后，就可以免费下载
LEICA Image Shuttle 。详细信息请参见相继包装上关于此项的选
项卡。

系统必要条件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 7®; Mac® OS X 10.6 或更高
在一些Windows版本中可能出现驱动系统警告不具备Windows签
名。忽略该提示并继续安装。



安装固件升级
莱卡长期以来都为其产品的继续开发和优化做着努力。因为数码相
机中的许多功能均为纯电子控制，可在相机上对这些功能进行后续
更新和扩展。
就此目的，莱卡不定期提供固件更新。
关于在本指南中由此产生或造成的改变和补充信息，请查阅http://
www.s.leica-camera.com/downloads-overview
您的相机是否安装了最新固件版本，您可以在菜单项 Firmware (5.41) 
读取（参见第17页和第26页到 29页）。
您可以自己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新固件并且传输到您的相机上：

1. 在莱卡S中格式化您的存储卡。
2.  关闭相机，并将存储卡插入计算机内置卡槽读卡器中  

（固件升级需要使用读卡器）。
3.  在网页： 

“https://owners.leica-camera.com/login“ 上下载固件文件。
4.  将S-X_xxx.FW 文件保存到存储卡文件夹结构的最高级别 X_xxx

表示相应的版本号。
5.  按照操作程序将存储卡从读卡器中取出，将存储卡插入相机并关

闭保护盖。向前按住5路按钮(1.17)，用主开关 (1.15) 打开相机。

更新开始。 可能需要几分钟。
成功更新后为了确认出现相应信息。

提示：
若电池电量不足，会出现相应的警告。

HDMI幻灯片
莱卡S可通过HDMI接线连接于外部浏览设备，并以任意大小和质量
浏览相片。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HDMI (5.22), 
2. 在其附属子菜单内首先选择 分辨率, 以及
3. 选择所需的格式或自动设定。

提示：
为确保最佳浏览质量，应设为 1080p。

4. 在第一个子菜单中选择 幻灯片。

5.  在之后出现的子菜单中选择 选择图像。 
• 在图像区域显示 
-  4个区域 (4.6.1) - 所有图像, (4.6.2) - 退出, (4.6.3) – 确认 及  (4.6.4) 

- 取消所有 在此条件下有效的按键功能

 -  2个区域(4.6.5) - 选定？ 和 (4.6.6) - 单张 激活的功能。

 - 标志（4.6.7）表示已经选中的相片。

若只选择一张相片
6.  按压 确认 按钮。  

• 显示屏中出现标志(4.6.7)。

若需选中所有相片
6.  按压按钮 (1.25)并且 

•  在区 (4.6.1) 和 (4.6.6)内更换内容。
7.  按下 确认 按钮进行确认。 

•  在处理过程中LED(1.21)闪烁，然后显示器中出现标志(4.6.7)。

提示：
按 退出 按钮返回第4步 

当需撤销一个选择时
6.  按压 确认 按钮。 

• (4.6.5)和(4.6.3)区域内变更内容。
7.  之后的步骤也上述选择相片步骤相同。 

• 各个相片的标志(4.6.7)将会消失。

8. 在第一个子菜单中选择 持续时间, 以及 
9.  若您想自行控制相片切换速度，则手动选择所需时间。
10.  开启幻灯播放时在第一个子菜单中选择开始播放。 

•  在区域 (4.6.3) 中出现 结束, 在区域 (4.6.2) 中出现 退出, 在区域 
(4.6.4) 中出现 下一张, 此外还有一个当前幻灯的提示。

11.  其他相片可以 
- 按下 退出 和 下一张 按钮或 
-  如在显示器内看到的那样用设定转盘(1. 18)进行调用。

提示：
即使设定了自动切换相片的时长，也可随时手动调出上一张/下一张
相片。

12.  可随时通过按下 结束 键结束幻灯播放。

提示：
•  如果激活节电设置功能（参见第30页），在设置的时长过后会自

动终止幻灯播放。
•  在播放幻灯片时，也可随时通过完全按下快门释放按钮至第3按压

点（参见第36页）重新拍摄新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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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杂项

系统配件

更换式镜头
莱卡S型系列内的更换式镜头产品包括广角焦距到微范围，范围内还
有用于近拍摄的大镜头。很多型号都带有或不带有内置中央快门—
闪光拍摄可达至 1/1000s 的同步时间。所有莱卡S系列镜头都具有卓越
的焦强光性能—适应拍摄格式，且成像性能优秀。

莱卡	S	型转接器
莱卡 S 型转接器可以将第三方镜头用于莱卡S型镜头。三种纯机械
式接目镜转接器不在机身和镜头之间传递机械控制或电气控制、信
号或数据。

此外，还有一种莱卡 S 型转接器适用于莱卡S型相机的 Hasselblad 
HC-/HCD镜头，它可以实现使用该镜头的所有功能。
莱卡 S 型转接器 V
（适用于 Hasselblad V系统镜头，订货编号 16 024）
莱卡 S 型转接器 M645
（适用于 Mamiya 645系统镜头，订货编号 16 025）
莱卡 S 型转接器 P67
（适用于 Pentax 67系统镜头，订货编号 16 026）
莱卡 S 型转接器H
（适用于 Hasselblad H系统镜头，订货编号 16 030）

可更换式对焦屏
莱卡S拥有3款对焦屏：
•  全雾面屏 

（常规，标配，订货编号16 000）
•  全雾面屏带格分布  

（订货编号 16 002）
•  带微型棱形环和切块的雾面屏  

（订货编号 16 001）
雾面屏会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附赠一支镊子和除尘刷。

莱卡	SF	58
系统闪光灯莱卡SF 58最大闪光指数58（ISO 100mm和105mm焦距
下），带有一个自动变焦反光板，一个可选的备用反光板，以及另
外许多强大功能。由于在闪光灯支脚配有固定的控制接点和信号接
点，它们用于自动传输数据和设置的遥控功能，操作极为简便。
（订货编号14 488）
用附赠发散板实现弱亮，这是由于光线强烈发散而覆盖18mm镜头
的图片角度。
（订货编号14 489）

多功能手带	S
S的多功能手带的设计和位置非常有利于在竖直方向时进行手持拍
摄。此外，它还允许使用附加电池，用于扩展容量。通过螺丝可快
速简便的将其固定。（订货编号16 028）

手挽带	S
手挽带 S固定在多功能手带上特别方便背和手持相机/手带。（订货
编号16 004）

专业充电器S
用专业充电器S  Pro，您可以明显增加或确保您的莱卡系统的准备
状态：它可同时为两块电池充电。（订货编号16 011）

S型电源器
当莱卡 S 固定和/或长时间用于非常多的拍摄时，特别是当它不受控
制时，使用S型电源器来确保相机持续供电是有意义的。（订货编
号16 022）

电子遥控快门接线	S
当对放震动要求极高时，可使用电子遥控快门接线S。（订货编号
16 029）

HDMI接线
通过HDMI接线可将照片数据快速传输至带有相应HDMI接口的浏
览设备或储存设备。长度 = 1,5m （订货编号 14 491 / 14 492 \[Jp/
Tw]）

备件	 	 订货编号
相机接目镜盖 ........................................................................ 16 021
背带 ...................................................................................... 16 006
标准对焦屏............................................................................ 16 000
取景窗盖 ............................................................................... 16 015
锂离子电池............................................................................ 14 429
S充电器 (带有内置美标插头以及 
欧标，英标和澳大利亚转换插头，车载充电插头) ................. 16 009
LEMO®  闪光同步接线 S ....................................................... 16 031
莱卡 LEMO® USB-数据线 .................................................... 16 014



安全及保养指示 一般注意措施

切勿在强磁场、电场或电磁场附近使用莱卡S（例如电磁炉，微波
炉，电视或计算机显示屏，游戏机手柄，手机，无线电设备）。
•  若将莱卡S置于电视顶部或在其附近使用，有可能导致相片数据的

损坏。
• 在手机附近使用也是同样。
•  强磁场，例如扩音器或大型电动机可损坏储存的数据或影响拍

摄。
•  如果莱卡S因受到电磁场的干扰而不能正常工作，请先关闭相机，

将电池取出，然后重新置入电池并开启相机。切勿在无线电发射
器或高压电线附近使用莱卡S。

•  电磁场会干扰图片相片摄影。 
防止莱卡S与昆虫喷雾剂和其他腐蚀性化学品接触。清洁时同样不
可使用汽油、稀释剂和酒精。

•  一些化学药品和液体可能会对莱卡S的机身或者表面涂层造成损
坏。

•  因为腐蚀性化学品会稀释橡胶和塑料，不要将它与莱卡S长期接
触。 
莱卡S 通过一系列的结构措施在一定范围内防护液体和灰尘。但还
请确保无任何水滴，沙粒或灰尘进入机身内部，例如在雪天，雨
天或沙滩上。

•  沙粒和灰尘有可能损坏相机和存储卡。请在更换镜头插入和取出
存储卡时特别注意，如果仍然有液体侵入，可能会对莱卡S和存储
卡造成故障，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损伤。如果有盐水喷在莱卡S上，
用管道水湿润软布，彻底擦拭并清洁干净。最后用一块干布彻底
擦拭。

 
显示器和顶盖显示屏
•  当在温差较大的环境下使用莱卡S 时，显示器上有可能会出现凝结

水。请用一块干净的软布小心擦拭。
•  当莱卡S 的开机温度过低时，显示屏初始将会比正常情况稍暗。一

旦变热，到达正常亮度。 
显示器是用高精度方法生产。因此可以确保正个921.600余像素中
大于99.995%能正常工作，只有0.005%总是处于亮或暗的状态。
不属于功能障碍，也不影响浏览图像。 

传感器
强光（例如飞机）可导致损坏。

冷凝湿气
若莱卡 S 上或内部有凝结水，应将其关闭并在室温条件下 放置 大约
1小时。当室温和相机温度达到平衡时，凝结水就会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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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指示
•  所有污染都会成为微生物滋生的温床，所以需保持相机的清洁。

相机
•  请用干净的软布清洁莱卡S。严重的污染请先用稀释过的洗洁精进

行浸泡，然后利用干净的软布进行擦拭。
•  利用干净的，无毛的软布擦拭相机和镜头上的污迹和指纹。相机

难以触及部位的赃物可利用小毛刷进行清除。切勿损坏快门帘和
反光镜，例如用毛刷柄。

•  莱卡S所有可进行机械运动的部位和滑面都经过润滑。当相机长时
间未使用时，请切记：为防止润滑部位出现固化，应每3个月多次
开启相机。同样建议经常使用其它控制元件。.

 
镜头
•  外部镜片上的灰尘用软毛刷或者干净，干燥的软布小心去除。在

该镜头的供货范围内有这种布。去除污迹时使用此擦拭布，小心
从镜头中间起向四周进行圆圈式擦拭。莱卡Aquadura® -有便于清
洁的涂层。不要施加大压力，以便尽量长的保持其特性。切勿使
用丙酮进行清洗。

•  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拍摄时（例如沙滩和海水飞溅！）可利用无色
UV镜对镜头前镜片进行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在逆光和高对比度
条件下，所有滤镜都会反光。建议使用遮光罩，以避免指纹和雨
水的干扰。

电池
可重复充电的锂离子电池是透过内部化学反应产生电流，这种反应
也会受到外界温度和空气湿度的影响，过高和过低的温度会缩短电
池的使用寿命。
•  若长时间不使用莱卡S，请取出充电电池。否则电池可能在几星期

后放电到快没电的程度，因为相机即使在关机状态下，还是会消
耗微小电流（用来存储您设定的时间和日期）。

•  锂离子电池需在部分充电的状态下保存，也就是说既不能完全放
电也不能充满电（顶盖显示器（1.11）会有相应的显示）。存放
时间很长时，应该每年将电池充电约15分钟两次，以避免把电放
光。

•  电池接点要保持干净并且不要碰触它。虽然锂离子电池可防止短
路，但是其接点还是不应该和金属（像是办公室用的长尾夹或饰
品之类）物品接触。短路的电池可能会变得很烫，而且会造成严
重的火灾。

•  如果要装上电池，请您先检查其外壳和接点是否有损伤，装上受
损的电池可能会损害莱卡 S。

• 电池的寿命有限。
•  请将报废电池送到指定回收地点。
•  绝对不要将充电电池丢进火里，可能会引起爆炸。

充电器
•  若将充电器置于无线电接收器附近，有可能将其损坏；请保持设备

间少1m的间距。
•  当使用充电器时，有可能会出现杂音（“丝丝”），属正常现象。
•  不使用充电器时，请断开电源连接。即使在未置入电池的情况下

充电器也会损耗极少的电量。
•  请保持充电器接点的清洁，切勿将其短路。

存储卡
•  切勿在存储相片或这读卡的过程中将存储卡从相机中取出，关闭

莱卡S，或震动相机。
•  安全起见，应将存储卡置于配套的防静电盒中保存。
•  切勿将存储卡保存于高温，日光直晒，磁场或静电场环境中。
•  切勿将存储卡滑落或折弯，这将有可能导致其损坏并使所储存的

相片丢失。
•  若长时间不是使用莱卡S，请取出存储卡。
•  切勿用手指触摸存储卡的接点，保持其清洁不受灰尘或水气的污

染。
•  建议偶尔格式化存储卡，因为删除相片时有可能残留一些文件碎

片，会影响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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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传感器
若传感器上落有灰尘或颗粒，根据其大小，可能会造成相片上出现
黑点或斑块。 可以将莱卡 S为了费用低廉得清洁传感器而寄往莱卡
相机股份公司的客户服务部（地址： 参见第74页），清洁服务不属
于质保服务。
您也可通过菜单功能 传感器清洁. 自行进行清洁。 通过开启快门可对
传感器进行清洁。

提示：
•  一般：应始终在莱卡S机身上装有镜头或机身盖，以避免灰尘进入

相机内部。
•  基于同样理由，更换镜头的动作应迅速，而且尽可能在无尘环境

中进行。
•  因为塑料很容易产生静电并造成灰尘吸附，应尽量避免将镜头或

机身盖置于衣物兜内。

设定功能
1.  在菜单内， 设定 区域（参见第17/26页）内选择 传感器清洁 (5.23). 

• 出现相应的子菜单。
2.  在电池电量充足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最少 60%，选择子菜单的

功能。 
•  此时会出现提示 检查后请关闭相机

提示：
若电池电量不足，则会出现警告 注意电池电量太低无法进行传感器清洁 
表示此功能不可用，也就是说不能选择 是

3.  按下快门释放按钮 (1.1)。快门开启并保持开启状态。 
4.  开始进行清洁。必须注意“提示”中所列的注意事项。
5.  成功清洁后，由于相机关机快门而再次关闭。 

•  出现提示 注意请立即终止传感器清洁

提示：
•  应尽可能在无尘环境下进行感光元件的检查和清洁工作，以避免

其它的污染。
•  在清洁完成前后，可利用8倍或10倍放大镜帮助检查。
•  附着于感光元件的灰尘可通过离子化气体，例如空气或者氮气将

其吹出。建议使用不带毛刷的（橡胶）气吹。也可按照操作规定
使用无压力的清洁喷雾，例如“Tetenal Antidust Professional”。

•  若通过上述方法均无法清除附着的颗粒，请向莱卡信息中心咨询
（地址：参见第74页）。

•  若电池电量在快门开启的状态下低于40%，在显示屏上会出现警
告注意请立即终止传感器清洁。同时会出现持久的蜂鸣音，可通过关
闭相机解除。关闭相机的同时也将会关闭快门。请注意保持快门
附近无任何杂物，也就是说必须保证没有任何物体会影响快门的
正确关闭，以免造成损害！

注意：
•  对一切由使用者在清洁传感器时造成的损害，莱卡相机股份公司

不负任何责任。
•  切勿企图用嘴吹掉传感器上的灰尘颗粒；极小的唾液滴也有可能

造成难以去除的斑迹。
•  切勿使用带有高压的气压清洁器，因为其也有可能导致损伤。
•  切勿在检查或清洁过程中用硬物接触传感器表面



存放
•  如果您较长时间不使用莱卡S，建议 

a. 将它关机（参见第25页）， 
b. 取出存储卡（参见第21页），并且 
c.  取出电池（参见第21页）（三个月后所输入的时间和日期丢

失，参见第30页）。
•  当平行光从相机正面射入时，镜头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凸透镜。所

以切勿将相机在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置于强烈阳光下。请盖
上镜头盖，将相机放置于阴凉处（或直接装入相机包中）可避免
对相机内部造成损坏。

•  请将莱卡S置于干燥通风处保存，并避免高温潮湿现象。若存放前
在潮湿环境下使用了莱卡S，则必须首先清除潮气。

•  应立即清理潮湿的相机包，以避免潮气或有可能的皮具加工剂残
留物对您的设备造成损坏

•  在潮湿的热带环境使用相机时，应尽量保持相机的通风干燥，以
避免真菌（菌类）滋生。只有在还有干燥剂的情况下，例如硅
胶，建议这样做。

•  为避免真菌滋生，勿将莱卡S长期置于皮包中保存。
•  尽量将莱卡S存放于一个可关闭并带有填充物的包中，以避免碰撞

和灰尘。
•  请妥善保存您莱卡S和镜头的制造序列号，因为其在遗失的情况下

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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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相机类型 Leica S (Typ 006) 数码单反相机 型 
镜头接口  莱卡S卡口
镜头系统	 莱卡S镜头

拍摄格式 30 x 45mm / 2:3
图片传感器/ 分辨率 具有6µm像素大小和待微型透镜和微型透镜
销的低噪CCD传感器 / 7500 x 5000 (37,5MP)
光圈范围 12 级光圈
色深 16Bit
高通滤波器 没有，用于传递聚焦度，通过外部数码处理抑制 
Moiré
IR滤波器 传感器上
文件格式 DNG （原始数据，未压缩或无损失压缩），DNG	+	JPEG精

细, DNG	+	JPEG基本,	JPEG精细, JPEG基本.
DNG-/JPEG分辨率 DNG: 37,5MP, JPEG: 37,5MP, 9,3MP, 2,3MP

DNG	文件大小：约 72/42Mbyte（未压缩/已压缩），
JPEG: 约 1-16Mbyte（根据所用分辨率/压缩率和图片内容而定）
缓存 2GB，连续拍摄最大数量（根据所用存储卡而定）：DNG 未
压缩/已压缩 最大 28/32, JPEG: 无限
色彩空间 Adobe® RGB, sRGB, ECI RGB V2
白平衡 自动，手动，8种预设，色温输入
存储媒介 CF卡，最大64GB （最大 UDMA7），SD卡最大
2GB，SDHC卡最大32GB
菜单语言 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繁体
中文，简体中文，俄语
兼容性 Windows® XP / Vista® / 7®; Mac® OS X (10.5 及更高)

曝光控制
曝光测量	 在镜头光圈打开的状态下测光(TTL)
测量方法 点测光 (3.5%), 中央重点测光，多区测光（5区）
测光值存储 通过按压快门释放按钮，存储一张相片或持续按5路
按钮
曝光修正 ±3 EV （曝光值），可设定半值
自动曝光顺序 可选择3或5张照片   每张照片可选1/2EV, 1EV, 2EV, 
3EV的曝光改变量，根据运行模式不同，可通过改变光圈和/或快门
来达到不同的曝光效果。
测量范围 （光圈值2.5和ISO100），点测光：EV2.1-20， 中央重
点测光和多区测光：1.1-20，，低于/ 超出现有光线多区光电二极
管测量范围时取景窗内的警告显示讯息（持续光线测量） 
感光度 ISO100, ISO200, ISO400, ISO800, ISO1600, 自动
曝光运行模式 可选带转换功能的程序自动模式  
( ), 时间自动模式  ( ), 光圈自动模式 ( ), 手动设定 ( )
 
闪光灯曝光控制
闪光设备接口 带中央接点和控制接点的附件支脚，LEMO®- 或者
无光线输出控制的标准闪光连接插座
同步 闪光同步时间:   1/125 s, 或 1/1000 s 对于带中央快门的镜头，较
长快门时间可用，可选在开始或结束时曝光；以较短快门时间曝光 
(1/180 s – 1/4000 s) 可以装备闪光设备（HSS运行模式）
闪光测量单元 多区光电二极管。
闪光曝光测量 / 控制 （莱卡SF 58，或者带系统兼容的闪光灯，装在
相机上）  通过TTL预闪光进行控制，也就是说通过自动传输所设定
的参数和参考感光度和所设定的/所控制的光圈值来操控闪光灯，可
使用所有曝光模式，自动将闪光功率调整到当前光线合适强度。

线性闪光模式	 （带莱卡SF 58或系统兼容闪光设备，带TTL预闪光
测量和自动TTL-HSS控制的线性闪光运行），对于具有比在最短顺
序下通过多个闪光的同步时间更短快门时间的闪光摄影，自动切换
到TTL线性闪光模式（带闪光设备的TTL-HSS运行模式），当低于
同步时间时
频闪闪光模式	 （一次拍摄，多次闪光）在 P 和 A 曝光运行模式
下，以及拥有相应设置和系统兼容闪的光灯可自动调节闪光时间
闪光曝光修正 在相应装备闪光设备可设定（莱卡 SF 58： ±3EV 
在 1/3 EV 级别）
闪光模式下的显示讯息 取景窗中的闪光灯标志闪烁或持久闪亮
闪光反射发亮角度 自动与带莱卡 SF 58 的焦距匹配或带电机缩放
反射区的系统一致闪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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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焦
聚集度识别 通过相位侦测法
传感器	/	测量区 一个中央十字感光元件，由承影毛玻璃上的十字
线确定
运行模式 可选 AFs (single) = 聚焦优先, AFc (continuous) = 快门优先, 
MF (manuell), 可随时手动超驰控制自动设置
测光值存储 通过按压快门释放按钮，存储一张相片或持续按5路
按钮
驱动 在镜头中
显示讯息 参见第10页

取景窗系统
目镜 高度眼点取景窗，在取景窗内可设定从从 -3 到 +1 dpt的屈
光度修正
对焦屏 可更换，有三种类型可供选择: 带有微型棱镜圈的雾面屏和
楔口（系列装备），带有十字线的全雾面屏，带有网格的全雾面屏
取景窗区 98 %
放大倍数 70 mm镜头在极远和0 dpt设置时为0.87x。

显示讯息
取景窗 取景窗画面下的LCD行，有背景灯，显示讯息参见第10
页。
顶盖 彩色，自我照明的OLED (有机发光二极管), 说明参见第11
页。
显示器 3“ 彩色TFT-LCD 显示器，具有一千六百万种颜色和 
921.600 像素，约 100% 图片区，最大 170°视角，防反射/脏污保护
玻璃色彩空间： sRGB，显示讯息参见第12页

快门和释放
快门 可通过主菜单选择，在相机中：通过微处理器控制，垂直金
属薄片卷帘式快门，在相应的CS镜头中：中央快门
快门时间 手动设定（对于	  和 ): 6s 至 1/4000s 半级内 (6-1/1000 s 带
中央快门 ） B 适用于长时间拍摄，最长125s，闪光同步 1/125 s (1/1000 

s 带中央快门)
自动设定（对于  和 ): 无级，从 32s 至 1/4000 s (8-1/ 1000s 带中央快
门）
具有比 1/ 125s 更短快门时间的线性闪光（具有莱卡SF58和 HSS 性
能，SCA 3002标准闪光设备）
连续拍摄 约 1,5 张图片/s，以 DNG压缩/未压缩的系列图片最多
32/28张，JPEG格式则无限。
快门释放按钮	 三级： A启用曝光及聚焦测量– 测量值保存 –释放
自拍 可选2s或12s延时，通过相机前部的发光二极管闪烁或显示
屏上相应的说明显示。
反光预释放 第1次释放：振镜向上翻转，镜头光圈在设定值关
闭，第2次释放：快门结束

开关相机 通过相机顶盖左侧的主开关完成。可在2/5/10分钟后可
选式自动关闭
供电	 1 个锂离子电池，额定电压 7.4V，容量 2100mAh，顶盖显示
屏容量拍摄数量CIPA 的容量说明
充电器 输入电压: 100-240 V交流电，50/60Hz，自动切换功能，
或者12/24 V直流电；输出电压：7.4V直流电，1250mA

GPS 可转换（由于国家特定法律规定而不是通用，也就是说，自
动强制关闭），数据写入图片文件的 EXIF顶部。
水平仪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进行测量，测量范围: 倾斜（绕横轴）和
翻转（绕纵轴）各 ±90°，测量精度/显示感光度：≤1°  0-40°
时，显示器内显示

相机机身
材料 带塑料填料的镁质全金属机身，压铸，镁质顶盖，玻璃纤维
加强型聚碳酸酯底盖。
三脚架螺纹 A 1/4 (1/4“) DIN 和 A 3/8 (3/8“) DIN （钢制插件），各带
符合 DIN 4503 的防扭转保护，金属三角板制，镜头轴线下中央
使用条件 0至+45°C, 空气湿度15%-80%
接口 ISO闪光支脚，标准闪光插座， C型HDMI 插座，4极 
LEMO®-插座，用于数据输出（USB 2.0标准），7极 LEMO® 插
座，用于远程控制配件/闪光灯远程释放，用于多功能手带S的接点
板
尺寸 (宽 x 深 x 高) 约  160 x 80 x 120mm
重量 大约 1,260g (带有电池)

供货范围 带内置美标电源插头的充电器，以及交流电源插头（欧
标、英标和澳大利亚标）和车载充电接线，锂离子电池，LEMO®-
USB接线, LEMO® 同步接线，背带，接目镜盖，目镜盖，软件： 
Leica Image Shuttle,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注册后，在
莱卡相机股份公司主页上可下载，参见第63页）

保留更改设计，规格和报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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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卡学院
除提供从外观到播放均一流的高档产品以外，，我们多年以来在莱
卡学院提供特别服务，与实际相结合的研讨会和培训，初学者和高
级摄影迷在那里可以学到全世界关于摄影、反射和放大的知识。
课程内容 – 在 Solms 工厂内的现代化装备培训室内以及在 Gut 
Altenberg 附近有专家组成的培训队伍教授的课程，从常用摄影到
令人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提供了关于实践方面的全套倡议、信息和
建议。
关于最新研讨会的更多信息，包括摄影旅行，请询问：

Leica Camera AG
Leica Akademie
Oskar-Barnack-Str. 11
35606 Solms, 德国
电话：+49 (0) 6442-208-421
传真：+49 (0) 6442-208-425
la@leica-camera.com

莱卡资讯服务
有关莱卡产品的使用技术方面问题，莱卡信息中心可以书面、电
话、传真或邮件的形式向您提供帮助：

Leica Camera AG
Informations-Service
Postfach 1180
35606 Solms, 德国
电话：+49 (0) 6442-208-111
传真：+49 (0) 6442-208-339
info@leica-camera.com

莱卡客户服务
当您的莱卡设备需要维修时，莱卡相机股份公司的客户服务部或当
地的莱卡维修部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地址列表参见质量保证卡）。

Leica Camera AG
Customer Care
Solmser Gewerbepark 8
35606 Solms, 德国
电话：+49 (0) 6442-208-189
传真：+49 (0) 6442-208-339
customer.care@leica-camer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