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产品功能介绍
感谢使用本公司产品
RGB管灯是专业的便携RGB全彩LED摄像灯，拥有2种RGB工作模式，多
达660万种组合色彩，支持色调、亮度、饱和度调节，支持10种情景模式
模拟特效。
采用OLED显示屏，支持数字调光。
LED显色指数≥95，真实还原色彩，亮度0-100%可调，超宽色温范围2800K-
8500K可调。
外壳设计支持外接1/4寸螺丝配件，可安装麦克风等附件。

内置3.7V 3000mAh大容量锂电池.
内置专业LED驱动芯片，拍摄时不会出现波纹，频闪现象，特别适合创意拍摄、直
播、露营、自拍、静物、微电影、视频拍摄等用途。

背面多角及两端内置磁铁设计，搭配标配铁片，各种场地快捷布光

二、警告

1、请保持干燥，勿用湿手接触本产品，亦不可将本产品浸入水中或暴露在雨中。
2、请勿在高温环境或太阳直射下的封闭空间使用。
3、产品内置锂电池，禁止拆卸、撞击、挤压或投入水中，请严格按照相应操作规范，否
则可能导致爆炸或火灾。

三、注意事项

1、充完电后请拔出电源线。
2、长时间未使用产品，请首先给产品进行充电。
3、本产品内置锂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续航时间会缩短，属于正常现象。

四、部件名称

电源开关/模式切换键：长按该按键2秒开启电源，LED灯按上次记忆
的模式点亮。双击该按钮设置工作模式，再次长按该按钮2秒关闭电源。

五、使用

1.开机，并设置工作模式

双击【          】键设置工作模式，依次在CCT色温模式/HSI模式/RGB模式/情

景模式循环切换。

2、CCT色温模式

单击【        】，分别设置亮度或色温， 

转动齿轮键设置数值，亮度调节范围0-100%，色

温调节范围2800K-8500K。

3、HSI色调模式

单击【        】，分别设置色调/亮度/饱和 度。
H-色调：支持设置0-360色调中的各个颜色

    -亮度：  支持0-100%

S-饱和度：支持0-100%

4、RGB组合模式

单击【         】，分别设置R/G/B颜色（0-255),

通过不同颜色的组合实现不同效果，实现

1600万种组合色彩。

5、情景模式（SCENE）

支持10种情景模式，单击【        】循环切

换，转动齿轮设置亮度。

6、关于电池
每一格代表约10%电量，当最后一格用尽，电池图标会闪烁，约5分钟后将自动关机，请
及时充电。
使用支持快充的充电套装,最快2小时能把电池从0充到100。

六、规格参数

CCT色温                                          2800K-8500K（±100K)

亮度调节范围                                   亮度调节范围：0-100%

灯珠数量                           156颗（暖白光66颗+冷白光66颗+RGB24颗）

CCT-显色指数（CRI）                                     ≥95

CCT-TLCI（Qa）                                             ≥97    

RGB色调（HSI）                                        0-360（全色彩）

RGB组合模式                                   支持（1600万种组合色彩）

情景模式                                                支持（10种）

内置电池                                                 3.7V 3000mAh

电池续航时间                            在8500K  100%亮度下约2小时

固定接口                                               1/4寸螺丝口*2  

尺寸                                                          23*3.9cm

净重                                                       约260克

23*3.9cm

About 260g

Type-C(5V1A、5V2A充电)充电接口

保修卡请务必确认下列事项:

一、产品保修期为1年(自购买之日算起)。

二、在保修期内,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而发生的故障的,用户可获得免费包修。

三、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产品,不属于免费包修范围：

1.超过保修期,用户自行拆机,机械结构有人为损坏。

2.不按说明书方法使用,接上不符合规格的电压等用户使用不当。

3.没保修卡,保修卡被私自涂改或未填写,或与送修机器不符的。

4.由于购买后因跌落,振动或运输碰撞等非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故障和损坏。

5.不可抗拒力造成损坏的(如雷击、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

请勿自行拆解,修理本产品。擅自拆机不保修,后果自负。如有故障,请及时与本

公司或者当地经销商联系。本产品凭自出售之日起保修1年。

156(66 warm white light+66 cold 
white light+24 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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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fter-sales: We will unconditionally offer a new product to 
you once there's any problem within a year, and please contact 
with us by the email of the orders which you Purchased 
on amazon.

II.24-hour online service: Our support team communicates 
with you online within 24 hours.

III.Professional service support: Our Employees with 
rich experience focused on camera accessories ,Worth for your 
trust.

Friendly shopping experience

SERVICE

RGB Tube light x1
Iron Plate × 2
USB Type-C Cable × 1
Safety Strap × 1  
Carrying Bag × 1
Tripod× 1

Built-in Magnets at Both Ends.gives you the ability to quick 
setup your lighting anywhere,ensuring you get good lighting 
wherever you shoot.

Package List

使用说明书

①RGB灯珠
②双色温灯珠
③1/4螺丝口
④OLED显示屏
⑤电源开关（长按）/模式切换键（双击）
⑥Type-c充电口

⑦内置磁铁

①RGB lanmp beads
②Double color temperature lamp beads
③1/4 inch screw port
④OLED display
⑤Power switch(long press) / mode switch key(Double click)
⑥Type-c charging port
⑦Built-in magnet

菜单设置按键：在不同模式下，单击该按钮切换不同的设置选项，按显
示屏箭头所示设置。 
：旋转增加参数

  ：旋转减少参数

Double click

RGB Tube light

Rotate clockwise to increase parameter                             
Rotate counterclockwise to decrease parameter

Double click

Click on

Click on

Click on

Click on
and rotate the +/- gear to set the brightness

And rotate the gear with + or - to set the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