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speedlite commander

YN460-TX

Wireless TTL speedlite

YN460-RX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通读本手册，以确保您能安全使用，
然后保存好本手册以备将来查询参考。

使用说明

一、警告
要完成拍摄任务，您需要至少一套YN460-TX和对应的YN460-RX配合使用，购买时敬请注意。
请勿让本产品淋雨或受潮，以免发生火灾或触电。
处理电池时，请将电池的触点包裹好以避免短路，并请遵守好当地有关处理电池的规定。请将电池或容易误吞的东西远离儿童存放，
如果误吞了物体，请立即与医生联系。
不要近距离对人体的眼睛使用闪光灯，否则有可能对人体视网膜造成伤害。不要对需要高度注意力的人使用闪光灯，否则有可能引
发安全事故。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请立即取出电池并停止使用。
�本产品跌落或受到强烈冲击，使产品的内部裸露。
�电池内部腐蚀性液体泄漏，此时戴手套取出电池。
�产品发出奇怪的气味，发热或冒烟。
请勿自行拆卸或维修本产品，如果接触产品内部的高压电路，可能会触电。长期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取出所有电池。

二、产品特色
YN460-TX及YN460-RX是永诺全新设计的一套新型2.4G无线TTL闪光系统。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支持2.4G无线TTL闪光
实现2.4G无线TTL闪光，帮助您把握住每个宝贵的瞬间。
�支持多组无线闪光控制
永诺为其设计了一个TTL分组和两个M分组，每个分组均可独立调整曝光补偿或闪光亮度。
�发射端控制亮度
在发射端YN460-TX即可控制无线闪光灯的闪光亮度，让您从此不必来回奔跑于相机与闪光灯之间，这将使您的工作效率提高60%以上。
�可后帘同步的无线闪光系统，同时支持曝光补偿、曝光包围
�具有输入、输出同步PC口
具有两个PC口，一个用于信号输入，另一个用于同步信号输出。特别地，用于输出的PC口可支持后帘同步功能。
�超远距离无线闪光控制
实现远程无线闪光控制，最远距离可达200米以上(实际无线闪光控制距离与周围环境有关)。
�具有7个可由用户设置的无线频道，能有效避免无线干扰，最大保障在复杂环境的可靠使用
�支持同时引闪多达16台闪光灯
一台YN460-TX同时可以引闪16台YN460-RX；为您提供更大、更理想的创作空间，使得闪光灯运用于大型夜间照明得以实现。
�闪光管理
YN460-TX具有闪光管理功能，该功能允许您在YN460-TX上单独开启或关闭前7台YN460-RX的闪光功能，这将使您得以单独查看每台
YN460-RX的闪光效果，或者通过YN460-RX的不同组合方式营造期望的闪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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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要攻略
如果您没有时间浏览整本说明书，建议看完本节内容
1、无线连接配对
在第一次使用之前，需要对YN460-TX和YN460-RX进行无线连接配对，方法是：同时打开YN460-TX和YN460-RX电源，同时按住CH按钮不放，
保持大约5秒，如YN460-TX和YN460-RX的所有分组指示灯同时亮起，则表示无线连接配对已成功。
2、您希望离机TTL闪光
将YN460-RX设置为WT分组，并将YN460-TX和相机连接好，此时您的YN460-RX将成为一个离机TTL闪光灯，请随意拍摄。
3、您希望控制两组手动闪光灯
将两台YN460-RX分别设置为M1和M2分组，将YN460-TX和相机连接好，此时可以在YN460-TX上设置M1和M2分组的亮度，对应分组的闪光灯
将按相应亮度设置闪光。您可以独立控制两台RX的亮度！
4、您希望在YN460-TX上可以设置YN460-RX为TTL或者M分组
将YN460-RX设置为WX分组，此时YN460-RX的实际分组将和TX上最后停留的分组保持一致。
5、异常情况处理
出现异常情况时，请关闭再打开YN460-TX、YN460-RX的电源，尝试重新进行无线连接配对。仍有异常可重置YN460-TX，即按住MODE+CH
保持大约10秒。

四、部件说明
YN460-TX（以下简称TX）
1、天线
2、天线接口
3、PC接口(输入，仅支持与相机连接)
4、PC接口(输出，仅支持与闪光灯连接)
5、辅助对焦灯
6、电池仓盖
7、固定旋钮
8、热靴座
9、热靴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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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组指示灯：指示当前设置的闪光分组（TTL、M1、M2）。
11、输出功率/频道指示灯：设置输出功率时指示闪光亮度或曝光补偿；设置频道时指示当前的频道数。
12、辅助对焦灯开关指示：长亮指示对焦灯开启，长灭指示对焦灯关闭。
13、充电指示灯/测试按钮：显示当前的充电状态，按下此按钮可测试闪光。
14、频道切换按钮：每按一次此按钮，频道将在（1、2、3、4、5、6、7）循环切换。
15、后帘同步开关指示灯：长亮指示后帘同步功能开启，长灭指示后帘同步功能关闭。
16、功率调节按钮：通过设置【＋】、【－】调节闪光亮度或曝光补偿。
17、无线连接指示灯：指示当前的无线连接状态；进入休眠时，此指示灯将慢速闪烁。
18、电源开关：长按电源开关2秒以开启或关闭电源。
19、分组切换按钮：通过此按钮可以设置无线闪光控制分组。

YN460-RX（以下简称RX）
20、反射板
21、广角扩散板
22、闪光灯头
23、电池仓盖
24、无线接收模块
25、固定旋钮
26、热靴座
27、热靴触点
28、分组指示灯：指示当前设置的闪光分组（M、WX、WT、M1、M2）。
29、输出功率/频道指示灯：设置输出功率时指示闪光亮度或曝光补偿；设置频道时指示当前的频道数。
30、充电指示灯/测试按钮：显示当前的充电状态，按下此按钮可测试闪光。
31、频道切换按钮：每按一次此按钮，频道将在（17）循环切换。
32、功率调节按钮：通过设置【＋】、【－】调节闪光亮度或曝光补偿。
33、无线连接指示灯：指示当前的无线连接状态；进入休眠时，此指示灯将慢速闪烁。
34、电源开关：长按电源开关2秒以开启或关闭电源。
35、分组切换按钮：通过此按钮可以设置闪光控制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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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安装
1、安装电池
TX
按箭头所示方向滑动【电池仓盖】将其打开；将丝带压在电池仓底部，以便取出电池。
按电池仓中极性指示安放电池，确保电池的正负极接点朝向正确；先安放位于内部的两颗电池。
需取出电池时，可通过拉动丝带，取出所有电池。
按箭头的相反方向滑动【电池仓盖】将其关闭。

RX
按箭头所示方向滑动【电池仓盖】将其打开。
按电池仓中极性指示安放电池，确保电池的正负极接点朝向正确。
按箭头的相反方向滑动【电池仓盖】将其关闭。

2、将TX安装在相机上
按箭头所示方向转动【固定旋钮】到最高点。
将TX 【热靴座】完全推入相机热靴。
如箭头所示方向转动【固定旋钮】拧紧。
要取下TX ，请松开【固定旋钮】，然后从相机热靴中推出。
注意：与TX对应的无线闪光灯RX可以借助微型底座任意摆放在您期望的位置。

3、天线安装
将天线安装在TX的天线接口上，沿顺时针方向把天线拧紧；使用完成后，为方便存放，可以沿逆时针方向旋动松开后
卸下天线。天线固定后，转动天线可以有多个方位选择，若遇到信号不稳定，可以尝试转动天线，调整发射方向来改
善信号传输。推荐在使用时使天线垂直于地面。
对于RX而言，为保证信号正常传输，尽量将RX上的无线接收模块朝向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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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本功能
1、基本操作
按钮的操作
部件

适用范围

【电源开关】

TX/RX

TX或RX的电源开关。长按该按钮2秒可开启或关闭TX或RX电源。
推荐通过该按钮关闭TX或RX的电源之后再取出电池。

【MODE按钮】

TX/RX

在TX上，每按一次，TX的分组依次在TTL/M1/M2之间循环切换。
在RX上，每按一次，RX的分组依次在M/WX/ WT/ M1/M2之间循环切换。

【CH按钮】

TX/RX

同时长按【CH按钮】，可以让TX与RX进行连接配对设置，完成连接配对后，
LINK及分组指示灯亮起，可以进行闪光操作;短按此按钮可以切换无线频道。

【测试按钮】

TX/RX

按下该按钮测试TX的无线电信号发射或测试RX的闪光亮度。

【＋】与【－】
按钮

TX/RX

在TTL分组状态下，通过该按钮可以调节闪光曝光补偿；
在其他分组状态下，通过该按钮可以调节闪光亮度。长按【＋】【－】按钮，
可连续调节曝光补偿或闪光亮度。

【MODE按钮】＋【＋】

TX

仅佳能版本可用。在TX上，请先按住【MODE按钮】不释放，再按【＋】。
每按一次，闪光灯将在前帘同步和后帘同步之间切换。

【MODE按钮】＋【－】

TX

在TX 上，请先按住【MODE按钮】不释放，再按【－】。每按一次，对焦灯
开关将打开或关闭。

TX

在TX 上，请先按住【MODE按钮】不释放，再按【PILOT】按钮。分组指示灯
的中间灯与两侧灯交替闪烁，表示进入闪光管理设置状态（详细使用方法
请查看“高级应用”）。

【MODE按钮】＋
【PILOT】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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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控制指示灯】含义
表示对应位置的指示灯亮起，

表示指示灯关闭

TTL(TX)/ WT(RX)分组作曝光补偿功能
【输出控制指示灯】状态

M/M1/M2/分组输出功率控制

曝光补偿

【输出控制指示灯】状态

输出功率

-3ev

1/64

-2ev

1/32

-1ev

1/16

0ev

1/8

+1ev

1/4

+2ev

1/2

+3ev

1/1

【PILOT】和【LINK】指示灯含义
【PILOT】指示灯
状态

含义

处理方法

长灭

充电未完成或处于休眠状态

长亮

充电完成，可以进行闪光操作

闪烁

因频繁闪光，为防止过热， RX被锁定

等待充电完成或唤醒休眠
正常
静置约3分钟，等待过热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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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指示灯
状态

含义

处理方法

TX与RX未连接

需进行无线连接配对操作

快速闪烁

RX处于频道搜索状态

a．检查TX的电源是否被关闭
b．检查RX是否超出TX的控制距离
c．尝试更改通信频道
d．尝试重新进行无线连接配对

慢速闪烁

TX或RX处于休眠状态

通过任意按钮或半按快门可唤醒

长灭

TX与相机通信正常，且TX与RX完成连接配对，可以进行
闪光操作

长亮

正常

2、开启及关闭电源
长按【电源开关】2秒可打开或关闭TX/ RX的电源。推荐通过该按钮关闭电源后再取出电池。
开启TX及RX电源，待充电完成后，【PILOT】指示灯亮起，表示可以进行闪光操作。
若充电时间超过20秒仍充不满，RX将自动关机，此时需要更换新电池。
您可以通过【PILOT】按钮来测试闪光是否正常。
使用完成后，长按【电源开关】2秒即可关闭电源。
电池电量不足，TX或RX将自动关机；对于TX而言，自动关机前输出功率指示灯会闪烁。

3、无线连接配对
对于刚刚购买的TX或RX，在使用之前需要进行无线连接配对。
您可以同时长按TX及RX面板上的【CH】按钮5秒钟，对两者进行无线连接配对，每次只可以完成对一个RX的连接配对
操作。连接配对完成后，LINK指示灯亮起，表示TX与RX已无线连接成功，可以进行闪光操作。

4、设置频道
可以通过TX或RX面板上的【CH】按钮设置不同的通信频道，具有7个频道供选择；按一下面板上的【CH】按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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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指示灯闪烁显示当前频道，再按【CH】按钮就可以切换到下一个频道。这样，当正在使用的频道受到干扰时就可
以随意切换到其他频道使用，能更有效地避免外界无线电的干扰。
注意：在RX上切换频道时，必须确保机顶上的TX与相机之间的通信正常，且使TX处于RX较近的距离内。

5、YN460-TX的分组选择及亮度设置
在TTL分组状态下，通过【＋】与【－】按钮可以调节闪光曝光补偿，曝光补偿范围为－3ev～＋3ev；且以1/3级为
微调增减量，共19级微调。
在M1/M2分组状态下，通过【＋】与【－】按钮可以调节闪光输出控制1/64～1/1；以1/3级为微调增减量，共19级
微调。
注意：在微调闪光曝光补偿或闪光亮度过程中，输出指示灯会闪烁时，表示正以1/3或2/3级微调量作增减。
对于佳能版本，TX上的曝光补偿设置会覆盖相机上的曝光补偿。

6、YN460-RX的分组选择及亮度设置
在M分组状态下，RX无线控制被关闭，将作为纯手动闪光灯使用，7级亮度控制（1/64～1/1），共19级微调。
在WX分组状态下，RX的分组选择将完全服从于TX的分组设置。即TX的分组设置在TTL/M1/M2之间循环切换的同时，
RX的实际分组选择将依次在WT/M1/M2之间循环切换；且WX指示灯将依次与WT/M1/M2指示灯同时亮起。
在WT分组状态下，通过【＋】与【－】按钮可以调节闪光曝光补偿，曝光补偿范围为－3ev～＋3ev；且以1/3级为
微调增减量，共19级微调。
在M1/M2分组状态下，通过【＋】与【－】按钮可以调节闪光输出控制1/64～1/1；同样以1/3级为微调增减量，
共19级微调。
注意：TX与RX的曝光补偿是可叠加的。

7、TX分组与RX分组的控制关系
TX

RX
M

RX的实际分组
M

任意

TX

RX

RX的实际分组

任意

WT

WT

TTL

WX

WT

任意

M1

M1

M1

WX

M1

任意

M2

M2

M2

WX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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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RX选择M分组时，RX的无线控制被关闭；
当RX选择WT分组时，即使TX上选择M1或M2分组，RX的WT分组依然可以正常进行TTL闪光。
当RX设为M1/M2分组时，即使TX上选择了TTL分组，RX依然按M1/M2分组所设置的亮度闪光。

8、测试闪光
分别在YN460-TX和YN460-RX上都可以测试闪光。同时开启TX及RX的电源且连接配对后，通过按【测试按钮】来测试闪
光灯是否闪光正常。在任何分组状态下，按【测试按钮】，闪光灯会根据所选择的输出功率等级发出相应亮度的闪光。

9、节电模式
为节省电量，永诺为YN460-TX与YN460-RX设计了节电模式，在默认状态下，TX及RX闲置约30秒进入休眠状态，闲置1小
时自动关机。在休眠状态下，您可以通过任意按钮或半按快门以重新唤醒。为方便把握布光过程的时间控制，您还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节电模式。调整方法是：先按住【MODE】按钮不释放，再按【ON/OFF】按钮，输出功率指示灯
将两两亮起。按一下，指示灯指示当前的节电模式设置，再按【ON/OFF】按钮就可切换到下一个节电模式。指示灯显
示位置所表示的节电模式参见下表：
表示对应位置的指示灯亮起，
表示指示灯关闭
调整节电模式的使用
指示灯状态

节电模式
闲置30秒休眠，30分钟自动关机
闲置30秒休眠，1小时自动关机（默认）
闲置30秒休眠，5小时自动关机
闲置30秒休眠，不关机
闲置5分钟休眠，30分钟自动关机
闲置5分钟休眠，1小时自动关机
闲置5分钟休眠，5小时自动关机
闲置5分钟休眠，不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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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过热保护
连续拍摄过于频繁时，将触发闪光灯的过热保护机制，此时充电指示灯将闪烁，且锁定闪光灯。请将闪光灯静置约3分
钟，等待保护状态解除后再继续拍摄。
为避免影响拍摄，需要快速拍摄时，请尽量使用1/4及以下的功率输出。

11、相机菜单访问（仅佳能较新机型）
在支持菜单访问的佳能较新机型上可以通过相机菜单来设置TX的一些高级设置，如前帘同步、后帘同步，曝光补偿，
曝光包围。

七、高级应用
1、超远程无线控制
无线闪光控制距离最远可达200米。在户外使用时，为确保无线远程闪光控制的成功，
请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发射端与接收端之间不能出现任何障碍物，否则障碍物会阻挡无线信号传送。
请将发射端的天线竖起来，这样更利于无线信号的发射。
请将接收端的机身竖起来，且尽量将闪光灯上的接收模块朝向发射端（可以
通过旋转RX的灯头达到此目的）。
尝试更换频道设置以选择适合您当前使用的最佳频道。
注意：此功能不仅适用于佳能、尼康单反相机，同时也可适用于其他品牌的单反相机。

2、输出功率微调功能
YN460-TX及YN460-RX都具有输出功率微调功能；您可以通过本功能对闪光输出进行更细微的调节。每档曝光补偿或闪光
亮度都有1/3级的增减量，共有19级微调。
在微调闪光曝光补偿或闪光亮度过程中，输出功率指示灯会闪烁，表示正以1/3或2/3级微调量作增减。
注意：TX与RX的曝光补偿是可叠加的。

3、解除连接配对
若RX丢失或损坏，需通过TX解除所有连接配对。
解除连接配对操作方法：先按住【MODE按钮】不释放，再长按【CH按钮】，输出功率指示灯会变换闪烁，直至分组与输
出功率指示灯全部亮起，表示连接配对已解除。
在TX控制多台RX的情况下，对于单个RX而言，可以在RX面板上通过相同的操作方法单独解除自身与TX的连接配对，且不
影响其他RX的使用；单个RX成功解除连接配对后，RX面板上的分组指示灯全部亮起。
注意：在RX上单独解除自身与TX的连接配对时，请确保机顶上的TX与相机之间的通信正常，且使TX处于RX较近的距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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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帘同步
您可以使用慢速快门，为拍摄主体制造拖影，闪光灯会在快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闪光；这就是后帘同步功能。
（后帘同步需要相机自身支持，其设定请参照您的相机说明书进行设置）。
在TX上的设置方法是：先按住【MODE按钮】不释放，再按【＋】按钮。每按一次，闪光灯将在前帘同步和后帘同步之间
切换。注意：仅佳能版本支持在TX上设置后帘同步，尼康版本请在相机上进行设置。

5、曝光补偿
相机上设置闪光曝光补偿：您可以使用相机的闪光曝光补偿功能来调整闪光输出量，使拍摄效果更符合您的需求
（对于佳能相机，在相机上的闪光曝光补偿仅在TTL模式可用）。
在TX/RX的TTL分组下，您还可以通过【＋】与【－】按钮设置闪光曝光补偿。补偿范围是±3ev，精度为1/3ev，TX与RX
的曝光补偿是可叠加的。
注意：对于佳能版本，TX上的曝光补偿设置会覆盖相机上的曝光补偿。

6、曝光包围（FEB）
曝光包围功能需要从相机上进行设置，设置方法请参照您的相机说明书。设置了曝光包围后，每拍摄3张照片将自动对曝
光进行一定正负补偿，例如按照“正常 不足 过度”的顺序进行曝光，这个功能可以帮助您提高拍摄的成功率。

7、闪光管理
在TX控制多台RX的情况下，为了可以及时有效地管理每台闪光灯的工作状态，您可以通过TX的设置来实现闪光管理；这
将使您得以单独查看每台RX的闪光效果，或者通过RX的不同组合方式营造期望的闪光效果。设置方法是：按住【MODE】
按钮不释放，再按【PILOT】按钮，分组指示灯的中间灯与两侧灯交替闪烁，表示进入闪光管理设置状态，同时相应位
置输出功率指示灯亮起，指示当前完成无线连接配对的RX个数；再按【＋】【－】按钮，相应位置的输出功率指示灯将
闪烁，表示选中相应的RX闪光灯；此时，您可以通过操作【ON/OFF】按钮以开启或关闭所选中RX的闪光，【无线连接
指示灯】亮起表示所选RX闪光开启、熄灭表示所选RX闪光关闭。

8、使用【辅助对焦灯】
在拍摄主体或环境处于光线不足的情况下，由于相机不能准确的对焦，此时TX能发出对焦光帮助相机对焦，从而完成
准确的对焦。
您可以在发射端上开启或关闭对焦灯，操作方法是：先按住【MODE按钮】不释放，再按【－】按钮。每按一次，对焦灯
开关将打开或关闭。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相机和TX上的辅助对焦功能均开启的情况下，TX才能发出辅助对焦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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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V锁定（尼康）
使用本功能应先在相机上将（AE-L/AF-L）功能设置为“FV锁定”。此时可以先在观景窗中对准主体，然后按下相机的
（AE-L/AF-L）键，闪光灯会先发出预闪为主体取得闪光曝光的读数，当您确定拍摄的景物框架后按下快门即可。
（此功能需要您的相机支持该功能才能使用，（AE-L/AF-L）的设定请参照您的相机说明书进行）

10、FE锁定（佳能）
使用本功能应先将相机取景器中央覆盖要锁定闪光曝光的主体，按下闪光曝光锁<*>按钮，闪光灯发出预闪，相机将计
算适合的闪光输出数据，此时你有一段时间来重新构图，构图完毕后就可以按下快门拍摄照片。
（该功能需要您的相机支持该功能才能使用，请参照您的相机说明书进行设置）

11、反射闪光
反射闪光是指通过将【闪光灯头】指向墙壁或天花板，借助天花板或墙壁反射回来
的光照亮物体来进行拍摄（俗称“跳闪”）。这样可以减轻被摄物体背后阴影，获
得更自然的摄影效果。
如果墙壁或天花板太远，反射闪光可能太弱导致曝光不足。墙壁或天花板应该是
平坦的，白色的，以利于高效的反射，如果反射表面不是白色的，照片上可能会
出现偏色。

12、利用【反射板】拍摄
使用【反射板】闪光，把【反射板】和【广角扩散板】从灯头一起拉出，
将【广角扩散板】推回。如果此时进行拍摄，可以在主体的眼睛造成高光点，
使眼神更加迷人有光彩（眼神光）。此功能在闪光灯头上仰90度时能达到最好
的效果。

13、使用【广角扩散板】
拉出【广角扩散板】推回【反射板】，并按图示意摆放，闪光范围将会扩大，同时
闪光效果将更加柔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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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拍摄应用举例
1、无线TTL闪光应用
设备：相机一套，及对应品牌的一台TX，一台RX
先对一组TX/RX进行连接配对后，将RX设置为WT分组，这样就可以直接在TX上
对RX进行闪光控制了。此时，您可以把RX当作一个无线TTL闪光灯使用。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拍摄意图适当调整TX或相机上的曝光补偿设置，该曝光补偿
设置将在RX闪光时生效。

2、会议、婚宴摄影
设备：相机一套，对应品牌的TX一台， RX三台（分别为RX1、RX2、RX3）
先分别对TX与RX进行连接配对。将RX1设置为WT分组，另外两台RX分别设置
为M1、M2分组，将TX安装在相机热靴上，将RX2、RX3放置在能照射拍摄背景的
位置，手持RX1。
拍摄前，请先按【测试按钮】测试TX与RX的准备状态。
这样，拍摄时，手持闪光灯对向拍摄对象，设置为WT分组的闪光灯将按TTL闪光
曝光；设置为M1、M2分组的两台闪光灯分别以预先设置好的亮度闪光。

3、夜间大型照明闪光应用
设备：相机一套，对应品牌的TX一台，RX多台，例如16台
先把RX逐个与TX连接配对，并设置各个RX的分组，如：将4个RX设置为WT分组、
4个RX设置为M1分组、8个RX设置为M2分组。摆放RX闪光灯于合适的位置：
4个TTL分组作为人的照明，放在人的前面，负责照亮人；
4个M1分组作为背景照明1，放在人的后面，负责照亮人背后的墙；
8个M2分组作为背景照明2，负责照亮人后面的建筑上层部位；
保持TTL分组各个闪光灯与人的距离一致。
测试TX与RX正常后，可以进行闪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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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规格
YN460-TX
闪光控制分组
支持测光系统
无线频段
无线频道数
可控制RX数
无线发射距离
电源
节电功能
附加功能
体积
重量
所含物品

TTL， M1， M2
ETTL/iTTL
ISM 2.4GHz
7个
最多达16台
最远达200米以上
4枚AAA碱性电池或AAA镍氢（Ni-MH）电池
可伸缩的节电模式（默认闲置30秒自动休眠，闲置1小时自动关闭电源）
相机菜单访问（佳能版本）、曝光补偿、曝光包围、后帘同步、闪光管理、辅助对焦
50×74×103
125g
闪光控制器（1），保护袋（1），说明书（1）

YN460-RX
闪光指数
线路设计
闪光控制分组
无线频段
无线频道数
上下旋转角度
左右旋转角度
电源
节电功能
发光次数
回电时间
色温
闪光时间
闪光控制
附加功能
体积
净重
所含物品

33
自动绝缘两级晶体（IGBT）
M， WX， WT， M1， M2
ISM 2.4GHz
7个
-7~90度
0~270度
4枚AA碱性电池或AA镍氢（Ni-MH）电池
可伸缩的节电模式（默认闲置30秒自动休眠，闲置1小时自动关闭电源）
100~1500次（使用AA碱性电池）
约4s（使用AA碱性电池）
5600k
1/800s~1/20000s
TTL自动闪光或7级手动光量输出控制(1/64~1/1),精度为1/3级；共19级微调
后帘同步 、曝光包围、曝光补偿
72×135×85mm
250g
闪光灯（1），保护袋（1），微型底座（1），说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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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RX无法闪光
�
�
�
�

RX与TX未进行连接配对：首次使用前请通过长按CH按钮先对两者进行连接配对。
RX或TX的电池电量不足：请更换新电池。
外界无线电干扰强度太大：请尝试通过TX面版上的CH按钮更换无线频道，选择适应您使用的最佳频道。
RX与TX没有摆放在合适的位置：请将RX、TX放置无线发射范围之内，且两者之间不能有障碍物。

2、TX与RX之间的信号不稳定
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TX上的PILOT指示灯会跳闪，表示当前使用的频道信号不稳定。
请检查TX的天线是否已竖起来且垂直于地面，RX闪光灯的接收模块是否正对着TX；尝试更改通信频道 。

3、TX对焦灯不亮
请确认TX 上的对焦开关是否打开；确认该相机是否需要辅助对焦或者该相机是否支持该功能，某些相机需要对
焦点在中央，对焦方式为单次对焦（AF-S），并且需在较暗环境。请确认是否相机上的设置被禁用。

4、照片欠曝或过曝
� 检查此时相机设置的快门，光圈，感光度（ISO）是否过于接近闪光的极限，或者相机曝光补偿、曝光包围等
与闪光有关的设置是否正确。
� 由于各型号相机的差异以及个人喜好关系，使用本产品有可能出现整体过曝或欠曝的情形，请试图通过相机
闪光补偿或曝光补偿设置进行调整。

5、TX或RX出现状态异常
请试图关闭TX、RX及相机的电源，在相机热靴上安装好TX后，再重新打开电源。如仍有异常情形，请更换新电池，
解除TX的连接配对，再重新进行连接配对。

注意：在拍摄过程中，请避免RX与TX或RX与RX紧靠在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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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使用说明书的更新版本可在www.hkyongnuo.com的产品介绍中获取。请留意！
本使用说明书中的功能是依据本公司的测试条件获得的。设计和规格如有变更，
恕不另行通知。
本说明书中的永诺（YONGNUO）徽标是深圳市永诺摄影器材有限公司在中国或/
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其他所有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拥有。

深圳市永诺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二栋西A511室
电话: (86) 0755-837-62448
网址：www.hkyongn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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