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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固件更新而添加或更改的功能可能与本产品附带文档中的描述不再相

符。有关不同产品可用更新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fujifilm.com/support/digital_cameras/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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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00F 固件 2.10 版添加或更新了下列功能。访问以下网站可获取最新使用手册。

 http://fujifilm-dsc.com/zhs/manual/
编号编号 说明说明 X100F X100F PP 页码 页码 PP 版本版本

11 使用手动聚焦助手期间显示被放大时，使用对焦棒可改变对焦区域。
6969 ZHS-1ZHS-1 2.002.00

22 当确认对焦期间显示被放大时，使用对焦棒可改变对焦区域。

33
设置菜单的 D 屏幕设置 中添加了 大示灯式(EVF/OVF) 和 大尺寸指示器模式(LCD) 
选项。

118118
ZHS-2ZHS-2
ZHS-3ZHS-3

2.102.10

44 设置菜单的 D 屏幕设置 中添加了一个 大尺寸指示器显示设置 选项。 118118 ZHS-4ZHS-4 2.102.10
55 设置菜单的 D 按钮/拨盘设置 > 控制环设定 中添加了一个 关 选项。 122122 ZHS-5ZHS-5 2.002.00
66 设置菜单中添加了一个 D 连接设置 > PC连接模式 项目。 126126 ZHS-5ZHS-5 2.002.00

77
除“FUJIFILM 的配件”中所列的 instax SHARE 打印机之外，本相机现在还支持 
SP-3。

142142 ZHS-6ZHS-6 2.002.00

88 现在您可使用与 FUJIFILM 闪光系统兼容的第三方摄影棚闪光灯指令器。 144144 ZHS-6ZHS-6 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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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与新增更改与新增

对焦模式对焦模式

X100F 用户手册：P 69 2.00 版版

   确认对焦 确认对焦

若要放大当前对焦区域以进行精确对焦，请按下后指令拨

盘的中央。再次按下后指令拨盘的中央可取消变焦。在手

动对焦模式下，若 G AF/MF 设置 > 手动聚焦助手选为 标
准 或 峰值高光对焦，旋转后指令拨盘可调整变焦，而若 
G AF/MF 设置 > 对焦确认 选为 开，旋转对焦环时相机将

自动放大所选对焦区域。在对焦变焦过程中，您可使用对焦棒进行对焦区域选择。在对焦模式 C 
下，或者当 G AF/MF 设置 > PRE-AF 选为开或 自动对焦模式 选为 r 单点 以外的选项时，对焦变

焦不可用。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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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与新增

DD 屏幕设置 屏幕设置

X100F 用户手册：P 118 2.10 版版

大示灯式(EVF/OVF)大示灯式(EVF/OVF)
选择 开 可在电子/光学取景器（EVF/OVF）中显示大尺寸指示器。所显示的指示器可使用 D 屏幕设置 > 
大尺寸指示器显示设置 进行选择。

关 开

 Q 当 大示灯式(EVF/OVF) 选为 开 时，某些图标不会显示，其中包括：

• 对焦指示 • AF+MF 指示 • 麦克风/遥控快门装置
• 距离指示 • 对焦模式 • 其他

 R 若将 大尺寸指示器模式 指定给某一功能按钮，则该按钮可用于在 大尺寸指示器模式 开启（开）和关闭

（关）（P 47、121）之间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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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与新增

DD 屏幕设置 屏幕设置

X100F 用户手册：P 118 2.10 版版

大尺寸指示器模式(LCD)大尺寸指示器模式(LCD)
选择 开 可在 LCD 显示屏中显示大尺寸指示器。所显示的指示器可使用 D 屏幕设置 > 大尺寸指示器显示设置 
进行选择。

关 开

 Q 当 大尺寸指示器模式(LCD) 选为 开 时，某些图标不会显示，其中包括：

• 对焦指示 • AF+MF 指示 • 麦克风/遥控快门装置
• 距离指示 • 对焦模式 • 其他

 R 若将 大尺寸指示器模式 指定给某一功能按钮，则该按钮可用于在 大尺寸指示器模式 开启（开）和关闭

（关）（P 47、121）之间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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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与新增

DD 屏幕设置 屏幕设置

X100F 用户手册：P 118 2.10 版版

大尺寸指示器显示设置大尺寸指示器显示设置

选择当 D 屏幕设置 > 大示灯式(EVF/OVF) 或 大尺寸指示器模式(LCD) 选为 开 时所显示

的指示器。

选项选项 说明说明

AA 曝光显示 曝光显示
选择在屏幕底部列出的项目。所选项目以勾选标记（R）标识；若要取消选择，请高

亮显示勾选标记并按下 MENU/OK。

BB  dd 标尺 标尺 选择 开 可显示曝光指示。

CC L1、L2、L3、L4 L1、L2、L3、L4 选择最多 4 个大图标在屏幕左侧显示。

DD R1、R2、R3、R4 R1、R2、R3、R4 选择最多 4 个大图标在屏幕右侧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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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与新增

DD 按钮/拨盘设置 按钮/拨盘设置

X100F 用户手册：P 122 2.00 版版

控制环设定控制环设定

设置为控制环分配的功能。

选项：默认/白平衡/胶片模拟/数码远摄增距镜/关

DD 连接设置 连接设置

X100F 用户手册：P 126 2.00 版版

PC连接模式PC连接模式

调整设定以连接至计算机。

选项选项 说明说明

USB读卡器USB读卡器
通过 USB 连接相机至计算机会自动启用数据传输模式，使数据可复制到计算

机。未连接时，相机将正常运作。

USB RAW转换/备份恢复USB RAW转换/备份恢复

通过 USB 连接相机至计算机会自动启用 USB RAW 转换/备份恢复模式。未连接

时，相机将正常运作。

• USB RAW 转换（需要 FUJIFILM X RAW STUDIO）：使用相机图像处理引擎将 
RAW 文件迅速转换为高品质 JPEG 图像。

• 备份恢复（需要 FUJIFILM X Acquire）：保存并载入相机设定。即时重新配置

相机或与相同类型的其他相机共享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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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与新增

FUJIFILM 的配件FUJIFILM 的配件

X100F 用户手册：P 142 2.00 版版

instax SHARE 打印机instax SHARE 打印机

SP-1/SP-2/SP-3：通过无线局域网络连接以在 instax 胶
片上打印照片。

使用热靴卡口闪光灯组件使用热靴卡口闪光灯组件

X100F 用户手册：P 144 2.00 版版

现在您可使用与 FUJIFILM 闪光系统兼容的第三

方摄影棚闪光灯指令器。有关详情，请参阅摄

影棚闪光灯组件随附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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