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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3.00  RFS2.1引闪器中文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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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示屏幕 8.  往上按钮 

2.  USB卡口 9.  往下按钮 

3. Sync in同步线输入口 10. CR2450 纽扣电池 

4. Sync out同步线输出口 11. 收藏盒 

5. 相机热靴锁钮 12. 相机同步接连线 

6. “test” 测试按钮 13. 电池安装座 

7. “set”设定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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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使用前请先安装电池。如下图： 

 

电池插入后，引闪器会自动启动，显示屏会展示已预设的频道数值。 

 

 

1.1关闪及开启引闪器 

 

关上引闪器方法如下： 

1. 同时按「test」及「Set」键，并等候约 2秒钟，显示屏会显示《SL》。 

2. 之后可以松开手，显示屏会变暗，代表引闪器已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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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引闪器方法如下： 

1. 同时按「test」及「Set」键，并等候约 2秒钟，显示屏会显示暗淡的《SL》。 

2. 之后松开手，屏幕会显示频道，代表引闪器已开动。 

 

 

RFS2.1引闪器，可以兼容 RFS2、RFS2.1 及 RFS2.2 的频道使用。 

室内可在 50m范围内接收，而户外则可以在 30m范围内使用。电池使用 CR2450钮扣

电池。 

 

请确定 RFS2.1与电箱或灯头设定相同的引闪频道数值，可选用 01-99的频道数值。 

以下例子，司诺灯及 Scoro电箱与 RFS 2.1引闪器的频道(Studio)数值也是设定为 16 

 

 

1.2设定 RFS2.1引闪频道（Studio address), 方法如下： 

先轻按一下”set”钮，当 RFS引闪器的显示屏亮着时，并显示在 ST模式时，再轻按一

下”set”钮，这时显示屏的 ST字母会闪动，而显示出目前设定的频道数值（01至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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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以按上、下钮子去更改频度的数值（01-99），完成后，再按一下”set”

键，之后频步数值会跳动，设定完成后会展示已设定的频道数值。 

 

RFS2.2基本设定: 

每个按键可能附有多个不同功能，所以轻按及长按该按键会引伸出不同的设定功能。 

Key  按钮 使用方式 功能 其他 

Test 测试𨫡 轻按 引发闪灯测试 图 6的位置 

Test 测试𨫡 长按 

 (1 秒以上) 

关闭 off或开启 on 造

型灯 

图 6的位置 

set𨫡 轻按 1 下  

(如果 RFS 引

闪器在等候

状态[显示暗

淡] ，请先

轻按 1 下唤

醒。 ) 

进入 ST 菜单更改频数

值(ST) 

图 7 的位置 

当 ST 显示闪烁时，可以按上、下按钮更改

频道数值，完成后按一下 set 键。当 ST 显

示闪烁时，可以按上、下按钮更改频道数

值，完成后必须按一下 set 键。如果没有按

set 键，频道数值会返回原先的数值。 

set𨫡 长按 

 (1 秒以上) 

由(ST 菜单)转换为(LP

菜单)用作更改单一支

指定灯头地址的输出

量. 

或由(LP 菜单)转换回

(ST 菜单) 
 

图 7 的位置 

(如果 RFS 引闪器在等候状态[显示暗淡] ，

请先轻按 1 下唤醒。 ) 

“”向上𨫡 轻按 视乎在什么状态下使

用 

可用作增加设置的数

值或增加输出功率 

图 8 的位置 

轻按一下上键，数值或设定会加 1 级。

长按上键一秒以上，数值或设定会加 10

级。 

""向下𨫡  轻按 视乎在什么状态下使

用 

可用作减少设置的数

值或减少输出功率 

图 9 的位置 

轻按一下下键，数值或设定会减 1 级。

长按下键一秒以上，数值或设定会减 1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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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单一灯头频道(LP)的输出功率 

可通过 RFS引闪器增或减某一灯头频道(LP)的输出功率，方法如下： 

长按”set”𨫡 (1秒以上), 由(ST菜单)转换为(LP菜单), 如下图: 

 

进入 LP菜单后，可先设定需调节灯头的频道, 可轻按 set键，进入 LP菜单调选灯头频

道数值，当 LP 闪烁后，可以按上、下按钮更改频道数值，完成后按一下 set 键（此时，

屏幕显示 LP频道数值）。此时可以按上、下键调节该频道灯头的输出功率。 

轻按上键一下，整体灯具也同时增加 1/10 级 

轻按下键一下，整体灯具也同时减少 1/10 级 

长按上键一秒以上，整体灯具也同时增加 1.0级 

长按下键一秒以上，整体灯具也同时减少 1.0级 

 

同时调节全部同一频道闪灯的输出功率，方法如下： 

在 ST模式下 (屏幕显示 ST) 

轻按上键一下，整体灯具也同时增加 1/10 级 

轻按下键一下，整体灯具也同时减少 1/10 级 

长按上键一秒以上，整体灯具也同时增加 1.0级 

长按下键一秒以上，整体灯具也同时减少 1.0级 

RFS2.1 使用注意事项及解决方案: 

**若确认电箱或灯头已与 RFS引闪器置定相同的频道（studio)数值，但 RFS引闪器却

又未能触发电箱或灯头，可以尝试轻按 set键，进入 ST菜单，当 ST闪烁后，再轻按

set键（此时，频道数值会跳动），让 RFS引闪器重新再设置频道。完成后再测试一下

是否可以触发。或尝试更改其他频道使用。 

若引闪器未能启动或异常，可以尝试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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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color  布朗 

中 港 澳 合法授权代理 

Relight Imaging Limited 

新锐光影像有限公司 

极有光（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info@relight.com.hk 

亦可关注布朗微信公眾号:  bron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