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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VC-818无线ETTL高速触发器。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

安全须知和说明书，以确保您能够最好的利用这个产品，并

请保管好说明书。

VC-818 ETTL (for Canon)引闪器套装，专为匹配佳能ETTL

系统设计，适用于佳能带热靴相机。您可以使用装有VC-818TX

引闪器的相机，快速远程设置和触发VISICO5闪光灯和安装

在VC-818RX接收器上的其它品牌的E-TTL相机闪光灯或E-TTL

影视灯。

             无论您是摄影工作者还是摄影玩家，无论是摄影工作

室还是摄影基地拍摄使用，VC-818分组独立控制能力，简单

的操作，以及稳定可靠的ETTL无线触发系统，为影楼拍摄和外

景拍摄提供无以伦比的便捷体验，大大提高拍摄效率。无论

何时何地，轻松创造完美影像，是您拍摄肖像、婚礼、运动的

完美工具。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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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请勿在高温，潮湿或者易燃的环境中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爆炸或火灾。

  请勿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内部元器件损坏。

  请放置于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以防儿童吞食。

  请勿自行拆卸或维修。如发生故障，请立即关闭电源，联系产品销售商检查维修。

1/部件名称

VC-818TX发射器

 1  -POWER:开关拨扭 

 2  -TEST:触发试闪

 3  -GROUP:群组选择键

 4  -MODE：模式键

 5  -SYNC/CH: 同步/频道键

 6  -MODEL/AF:造型灯泡/辅助对焦灯

 7  -拨盘：调节各项参数 

 8  -OK键：确认设置参数   

 9  -无线电传输确认指示灯

10 -液晶显示屏

11 -AF辅助对焦灯
12

3

4

7

6

10

5

8

9

 12 -电池仓盖

14 -相机触发热靴

 13 -锁紧旋钮

11

12

14

13

VC-818RX接收器

                 

1  -Mirco USD接口

2  -3.5mm快门接口

3  -触发机顶灯热靴

4  -CH频道设置按钮

5  -GR分组设置按钮

6  -频道指示灯

7  -群组指示灯

6

7

2

1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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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C-818TX发射器显示屏

            
Gr：组闪光

闪光组

闪光模式

闪光曝光补偿量

每组灯造型灯泡输出

频道

选中的闪光组

注意：1. 显示屏只显示当前应用的设置

             2. 当操作按钮或拨盘时，液晶显示频点亮。

ETTL自动闪光 

            

E-TTL自动闪光
闪光组

高速同步 /后帘同步/ 前帘同步

Multi频闪闪光          

Multi频闪闪光

闪光频率

闪光次数

闪光输出功率

Gr组闪光

手动闪光输出功率

闪光光比

C组灯的闪光曝光补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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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键功能 4/ 安装电池

向后滑动电池盖，打开电池仓。根据电池仓正负极指示，

安装两节AA电池（需另购），也可以使用两节1.2V充电

电池（需另购）。

      注意：长期不用触发器时，请取出电池。更换电池时，

请两节一起更换。当电量低时，请更换电池，以防出现漏

闪或不闪现象。

VC-818TX触发器 VC-818RX接收器

按键                              操作                                            功能

GROUP                         短按                            A/B/C群组闪光灯依次循环。

                                  长按3秒                        Gr/ETTL/MULIT三种模式切换

                           短按 (在Gr模式下)                每组灯的四种闪光模式依次循环：

                                                                    1. M跟1/x时设置带TTL功能的灯；

                                                                   2. M跟加减EV值的配合VISICO普通

                                                                       闪光灯(无TTL功能)使用；

                                                                   3. TTL;

                                                                   4. 关闭组

                          短按 (在ETTL模式下)            三种光比模式依次循环

                                                                   1.A:B

                                                                   2.A:B C

                                                                   3.All(不显示符号)

                       短按（在MULIT模式下）     闪光功率/闪光频率/闪光次数依次循环

                           短按 (在Gr模式下)                三种同步模式依次循环：

                                                                    1.前帘同步（不显示符号）

                                                                    2.后帘同步

                                                                    3.高速同步 

                            短按（在ETTL模式下）       开启或关闭高速同步

                                    长按                            频道设置

                                   短按                        依次设置A/B/C组别造型灯输出功率 

                                    长按                            打开或关闭辅助对焦灯

                                 往右拨                          打开电源

                                  往左拨                           关闭电源

                                   短按                             试闪

                           设置频道状态下                    调节CH频道值

                      Gr模式下TTL设置状态下             调节闪光曝光补偿值

                      Gr 模式下手动设置状态下           调节闪光输出功率

                            ETTL模式下A:B                     调节A:B光比值

                           ETTL模式下A:B C             调节A:B光比值，和C灯的曝光补偿量

                         Multi频闪频率状态下               调节频闪频率

                         

MODE

SYNC/CH

MODEL/AF

POWER 

TEST 

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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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闪器的使用  

1．使 用同步线触发影室闪光灯(图1)

1-1在 相机电源关闭的状态下，将发射器安装到相机热靴插座上，

      打开发射器电源和相机电源。

1-2在 影室灯电源关闭的状态下，使用闪光灯同步线，一端插入触

      发器3.5mm同步接口，另一端插入闪光灯的同步插孔，打开

      影视灯电源。

1-3按 下快门即可引闪。

2. 无线触发影视闪光灯(图2)

2-1在相机电源关闭的状态下，将发射器安装到相机热靴插座上，

      打开发射器电源和相机电源。

2-2 在闪光灯上连接VC-818RX接收器。

2-3 设置触发器和接收器在同一个频道

2-4 按下快门即可引闪。

注：VISICO品牌的VCHHLR,VCHH,VE PLUS, VL PLUS, VISICO4，

       VISICO5，和VL PLUS AC/DC 系列闪光灯都包含内置接收模

       块，可直接与VC-818TX触发器匹配，无需连接外置VC-818TX

       接收器。

3. 同步触发机顶闪光灯(图3)

3-1在相机电源关闭的状态下，将发射器安装到相机热靴插座上，

     打开发射器电源和相机电源。

3-2 将机顶闪光灯插入接收器的热靴座上。

3-3 设置触发器和接收器在同一个频道。

3-4 按下快门即可引闪

注：VISICO品牌的机顶闪光灯包含内置接收模块，可直接与

       VC-818TX触发器匹配，无需安装到外置VC-818TX接收器。

4. 无线触发相机快门

4-1在相机电源关闭的状态下，使用佳能相机遥控线，一端插入

      相机快门插座，另一端插入触发器同步插孔。

4-2 按下TEST键，进行拍摄。

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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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装到相机上

将发射器热靴完全插入相机热靴座。顺时针转动锁紧环，将发射器

牢固固定在相机上。逆时针转动锁紧环，取下发射器。

7/电源开关

往右拨动POWER电源开关，打开电源，显示屏亮起。注意：长时

间不使用，请关闭电源，以免耗电。

8/液晶屏照明

当操作触发器按键或拨盘时，液晶屏点亮。设定结束10秒后，液晶

屏自动熄灭。

9/参数保存

设定参数后，静置发射器10秒或按OK键保存参数。即使关闭电

源，发射器的设置也将被保存。 

 10/无线控制

安装在相机上的发射器的设置会自动反应在受无线控制的闪光

灯上。安装在相机上的信号发射器（主控）可以直接调节受无

线控制的闪光灯（从属）。

11/设置频道和群组

VC-818TX触发器共有4个频道。在同一频道下，又可同时或分

别对3个从属单元组的灯光进行控制。每一个从属单元里的闪光

灯数量不受限制。你无需离开相机，就可以无线控制远处的从属

单元组的灯光。

11-1 设置触发器频道和群组

设置触发器频道

1. 引闪器共4个频道，可在1-4中进行选择。

2. 长按[SYNC/CH]键，仅显示CH值

转动拨盘选择合适的频道值。按[OK]键, 

确认当前频道值。

设置触发器群组

短按[GROUP]键选择群组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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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设置接收器频道和群组

   设置接收器频道

按接收器上的频道选择键，1-4个频道依次循环。当前选择的频道

指示灯亮绿色。在第4频道时，频道1和频道3的指示灯同时亮起。

      注2：仅当触发器和接收器在同一频道下时，才能被触发。 

12/ 操作模式Gr,ETTL,Multi的切换

长按[MODE]键3秒，触发器模式依次切换 <Gr> / <ETTL> / <Multi> 

模式。

13/Gr模式下的操作 为各组设定不同的闪光模式

可为A/B/C 3个闪光组设定不同的闪光模式进行拍摄。

可以设定的闪光模式为<TTL> / <M 1/x >/ <M> /<关闭>。

选择Gr组闪光模式:长按[MODE]键3秒，遥控器设置到Gr模式。

选择闪光组:按[GROUP]键， A,B,C三个组依次循环，三角形箭头

所指的组别, 即是选中可以设置的组

设定闪光组的闪光模式:短按[MODE]键，<TTL> / <M 1/x >/ <M> /

<关闭> 依次循环，供您选择需要的闪光模式。

   设置接收器群组

按接收器上的频道群组键，A/B/C三个群组依次循环。当前选择

的群组指示灯亮绿色。

      注1：VISICO系列闪光灯包含内置接收模块，可用VC-818TX

         触发器直接触发，无需连接外置接收器VC-818RX。当使

         用其他品牌的闪光灯时,必须在闪光灯上连接VC-818RX接

         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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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当前分组处于<TTL>模式下，可以通过转动拨盘，设置TTL

闪光曝光补偿量。闪光曝光补偿量的范围±5EV, 按1/3EV为增量进

行改变。注意：此功能需要闪光灯或相机闪光灯具有ETTL功能。

       

2. 如果当前分组处于<M 1/x >模式下，可以通过转动转盘，手动

调节闪光输出功率。闪光功率调节从1/1-1/128，一共8个光圈值，

按1/3EV为增量进行改变。此模式只适用于手动调节带ETTL功能的

闪光灯。

Gr：组闪光

曝光补偿

Gr：组闪光

曝光输出功率

3. 如果当前分组处于<M>模式下，此模式仅适用VISICO系列 

VCHHLR,VCHH,VE PLUS, VL PLUS,VL PLUS AC/DC和VISICO4

手动调节的闪光灯。可以通过转动转盘，手动调节闪光灯的输出

功率。液晶屏上不显示闪光灯的功率。

4. 在<关闭>模式下，闪光灯上无图标显示，即使与触发器在同

一频道下，闪光灯将不被触发。

Gr：组闪光

Gr：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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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模式下手动设置快门同步

可以设置手动闪光输出前帘、后帘、高速同步闪光拍摄。

在Gr模式下，短按[SYNC/CH]键，三种同步模式依次循环：

前帘同步（不显示符号）、后帘同步、高速同步

      注意

      1.后帘同步仅可在手动闪光中使用。

      2.使用后帘同步时,设定1/25秒或更慢的快门速度,如果快门速

        度为1/30秒或更快,即使设定了后帘同步,该功能也将失效.

      

后帘同步 高速同步

ETTL模式下光比操作

使用闪光光比的无线多重闪光拍摄。不同闪光组分别以一定

的光比输出，使总闪光输出达到合适的曝光。

选择<ETTL>模式：长按[MODE]键3秒，遥控器设置到<ETTL>

模式。

在ETTL模式下，短按[MODE]键，光比模式<A:B>, <A:B C>;

<ALL>依次循环。

主控

从属

从属

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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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A:B>设置下，仅A和B组闪光,闪光组C不闪光。

   通过转动拨盘选择A组和B组灯的输出光比。A和B组

   的曝光量可以通过相机进行设置。触发器上不能直接设置。

2.  在<A:B C>设置下，A、B、C组同时闪光。

   A组和B组灯的光比设置同上。

   C组灯的曝光补偿设置：短按[GROUP]键，三角形箭头移动到C

组上。转动拨盘，改变C组灯闪光曝光补偿量。闪光曝光补偿范围

±3，按1/3EV为增量进行改变。       

闪光光比设置的详细说明如下:

8：1，4：1，2：1，1：1，1：2，1：4，1：8

5.6：1，2.8：1，1.4：1，1：2.8，1：5.6

3. 在<ALL>设置下，所有闪光灯以同样的闪光功率输出。

所有闪光灯的曝光补偿量可以通过相机一起调节。

触发器上不能直接设置。

     

注：如果需要更多的闪光输出，可以增加每组闪光灯的数量。

光比

光比

曝光补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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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L模式下设置高速同步

根据不同的佳能相机，最高同步速度可以达到1/8000s。 当摄影

师在户外强光下使用大光圈拍摄人像时，使用高速同步功能，可

以起到减少进光量，压暗天空，得到理想拍摄效果。

短按< SYNC/CH >键，开启高速同步。液晶显示屏上

显示<      >

Multi频闪模式下的操作

建议在频闪模式下，使用单灯拍摄。

长按[MODE]键3秒，遥控器设置到Multi模式。

选择组别：短按[GROUP]键，选择需要设置的组别A或B或C。

设置选定组别下的闪光输出功率：短按[MODE]键，三角形箭

头指向<M1/x>输出功率。转动拨盘选择功率，从1/4-1/128。

注意，在频闪模式下，最大输出功率为1/4。

闪光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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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选定组别下的频闪频率：短按[MODE]键，三角形箭头指

向频闪频率Hz。转动拨盘选择频闪频率，从1-100Hz

设置选定组别下的频闪次数：短按[MODE]键，三角形箭头指

向闪光次数。转动拨盘选择频闪次数，从1-100次。

14/设置造型灯 

造型灯泡功率可调，从1-6档可选，也可关闭OFF。

短按[MODEL/AF]键，依次设置A、B、C组别的造型灯泡。

1.设置A组造型灯泡，短按[MODEL/AF]键，仅显示A组造型灯泡数

   值。转动拨盘，选择造型灯泡输出功率输出状态1/2/3/4/5/6/OFF,

   按[ok]键确认。

2.设置B组造型灯泡，短按[MODEL/AF]键，仅显示B组造型灯泡数

   值。 转动拨盘，选择造型灯泡输出功率输出状态1/2/3/4/5/6/OFF,

   按[ok]键确认。

3.设置C组造型灯泡，短按[MODEL/AF]键，仅显示C组造型灯泡数

   值。转动拨盘，选择造型灯泡输出功率输出状态1/2/3/4/5/6/OFF,

   按[ok]键确认。

注意:造型灯泡控制功能仅在VISICO部分闪光灯上可实现,不适用于

        其他品牌闪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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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试闪

按[TEST]键，信号指示灯亮红色，可测试闪光是否正常。

16/通过相机控制触发器

从相机的菜单画面设定闪光灯功能、发射器功能。

1.将发射器热靴完全插入相机热靴座。

顺时针转动锁紧环，将发射器牢固固

定在相机上。向右拨动[POWER]电源

开关，打开发射器。

2.通过旋转相机上的模式转盘，

将相机设置为[M]手动曝光。

3.按[MENU]菜单键，选择[外接

闪光灯控制]或[闪光灯控制]，按 

[SET]键确认。屏幕跳转到[外接

闪光灯控制]。

4.选择[闪光灯功能设置]，

   按[SET]键确认。

注： 根据相机不同，设置画面有所不同。

16-1/ 相机上设定Gr组闪光

1.  VC-818TX触发器上选择频道和群组：在Gr模式下，需先将

遥控器和闪光灯设置成同一频道，并根据实际情况，将从属闪

光灯设置A/B/C群组。在遥控器上选择所需调节的群组。如需

调节A组从属单元，则需在遥控器上按[GROUP]键，选择群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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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无线闪光功能[OFF] ：[闪光灯功能设置]  菜单下，[无线

闪光功能]选择<OFF>

3.选择闪光模式：[闪光灯功能设置]  菜单下，闪光模式可选择

<M>或<ETTL>

当选择<ETTL>模式时，从属闪光单元输出功率由相机自动控制。

曝光补偿量(FEC)、包围曝光(FEB)、快门同步可以通过相机选择。

ETTL自动闪光                             曝光补偿量(FEC)设置        

包围曝光(FEB)设置                                  快门同步

                                            （前帘同步, 后帘同步,高速同步）

当选择<M>模式时，从属闪光单元输出光亮可以通过相机手动

调节。

     M手动闪光            闪光输出光量设置            快门同步 

                                                        （前帘同步, 后帘同步,高速同步）

16-2/ 相机上设定ETTL闪光光比拍摄

1.选择[无线闪光功能] ：[闪光灯功能设置]  菜单下，[无线闪光功

能]选择<   >

                  光传输 

2.选择闪光模式：[闪光灯功能设置]  菜单下，闪光模式选择

<ETTL> , 按[SET]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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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闪光组的光比模式： <A:B>, <A:B C>;<ALL>。从属闪光

单元输出功率由相机自动控制。

A:B 光比选择。 C组灯光曝光补偿单独调节

4.选择快门同步方式：<ETTL>模式下，可以选择前帘同步

或高速同步。

16-3/ 相机上设定MULTI频闪闪光

1. 选择[无线闪光功能] ：[闪光灯功能

设置]  菜单下，[无线闪光功能]选择<    > 

 

2. 选择闪光模式：[闪光灯功能设置]  

菜单下，闪光模式选择<MULTI> , 按
[SET]键确认。

3. 调节闪光输出功率：选择需要调节

的闪光组，A/B/C灯频闪输出功率单

独调节。

4.设定您需要的频闪次数和频率。

光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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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触发器技术数据 【闪光控制】VC-818 ETTL引闪器全面支持ETTL闪光，手动闪光

                     和频闪闪光。 

【ETTL闪光】安装VC-818TX到相机热靴座上，通过发射无线信号

                    ，自动控制VISICO5闪光灯和其它安装在VC-818RX接收

                     器的ETTL相机闪光灯或影视灯的准确曝光。

【M手动闪光】VC-818TX触发器可手动控制VISICO全系列闪光灯、

                     ETTL相机闪光灯或其它品牌ETTL相机闪光灯（其他品

                     牌相机闪光灯需要连接VC-818RX接收器）。

【频道和分组】VC-818TX触发器共有4个频道。在同一频道下，又可

                    同时或分别对3个从属单元组的灯光进行控制。

【多种同步】支持前帘同步, 后帘同步, 高速同步，最高1/8000s同步速度。

【闪光功率调节】可远程控制闪光功率，宽泛的±5 EV调节范围，按照

                    1/3 EV增减，快速实现最佳曝光。

【高速连拍】支持高速连拍触发闪光，抓拍精彩瞬间

【对焦辅助】人性化的对焦辅助灯, 提高弱光下成功对焦的可能性　　

【金属热靴】金属底座热靴，不易磨损，更耐用更坚固，牢固安装，

                    放心使用.

【更新】通过内置USB端口实现固件升级，及时更新最新设置。

3130

概述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