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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00软件操作说明

感谢主人，感谢主人使用联合阅光 U100 智能摄影手。我们将竭诚为主人服务。
本产品可以远程遥控操作照相机和智能云台。在两端传输信号无遮挡或轻微遮挡的 
情况下，0-500 米的距离内实现操控。
为确保主人顺利使用智能摄影手产品，需要主人认真阅读说明书，熟练掌握操作和
检查方法。
我们不建议刚刚购买照相机初学摄影的人士使用此产品 :
• 照相机的各项功能需要熟悉，以及曝光参数的调整，怎样算是最佳效果，需要摄

影人手持照相机拍摄许久才会熟练和深刻理解。初学者直接通过远程的平板电脑
软件界面操作照相机，对照相机使用的理解以及如何拍出一张好照片的了解需要
较长时间。

• 对照相机各项功能及参数十分了解并对曝光理解较深的用户，使用 U100 智能摄
影手就如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

U100 智能摄影手产品使用示意图 :

操控端

操作手柄
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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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事项：
1. 请主人务必详细阅读说明书，并在便利的场所多次安装试用，熟练掌握安装方法

和调试方法 。
2. 如果不能熟练掌握，在拍摄现场安装和调试花费很长时间，将会影响主人在最好

的光线时间段拍摄 。
3. 智能摄影手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拍摄都必须使用。根据拍摄对象特点和场地，

决定使用智能摄影手。
4. 佳能品牌的照相机功能设置有独立要求。请按照说明书指示设定照相机上的功能

设置，避免照相机在智能摄影手上无法使用。

  适用说明
联合阅光 U100 智能摄影手使用说明书由六部分组成，并配有讲解演示视频。

说明书 讲解演示视频

1   软件操作说明书 ( 本篇 ) 软件操作演示视频

2   佳能照相机功能设置说明书 佳能照相机功能设置视频

3   安装使用说明书 智能摄影手 ( 佳能版 ) 分步安装视频

4   佳能小帮手与调焦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佳能小帮手与调焦器安装使用视频

5   使用技巧说明书 无视频

6   智能摄影手部品图 无视频

说明书（PDF 格式）以及视频可以在阅光智能官网下载。

官网地址： http://www.ueleret.com

官网下载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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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相机固件版本与智能摄影手版本一致，才可能确保智能摄影手操作照相机正常
使用。两个版本都是最新时，才可能让智能摄影手读取照相机的各项设置，发挥
最好的功能状态。

6. 佳能版采用实时显示拍摄模式进行静态照片拍摄。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图传延时，
平板电脑上显示的实时显示画面图像选用了较低像素，没有手持照相机时看到的
液晶屏画面那么清楚。但是，请主人不用担心，拍摄是照相机在进行，合焦清晰
的画面存储在照相机存储卡内。

7. U100 智能摄影手采用自建的 5G 信号，实现智能云台、照相机和平板电脑之间
的通讯。因此，请主人确保在合适的环境场所使用。

• U100 智能摄影手在通讯复杂的环境中，比如城市里，体育场馆、大型集会，城镇，
移动通讯发射塔附近，Wi-Fi 信号多且强，手机信号多，U100 智能摄影手的通讯
信号可能会受到干扰，导致智能摄影手通讯不畅，设备使用起来会产生延时。

• 越是远离城镇、在无人地区，U100 智能摄影手的通讯越顺畅。
8. 请主人在安装智能摄影手和照相机后，选择两端之间 0-500 米的距离内、无遮挡

或轻微遮挡的地方操作，且信号中转器距离地面 1 米以上。如果通讯之间有严重
阻挡，会阻隔通讯信号的传输，导致通讯能力下降，延时加大，无法实时抓拍到
拍摄目标。

1. 智能摄影手操作软件有：
    安卓手机版，安卓平板电脑版。
    苹果版（兼容 iphone 和 ipad 设备 )【在开发中】
2. 主人根据自己已有的设备选择安装操作软件。
3. 以下内容中，以平板电脑的操作介绍为主，手机与平板电脑的操作程序基本一致。
4. 在阅光智能官网下载。

官网网址：http://www.ueleret.com
下载界面：

 软件的下载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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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软件下载：点击进入上述下载页面后，选择对应的佳能版本，根据主人您使用的
是手机还是平板，以及设备是安卓还是苹果设备选择对应的图标，点击下载，如
下图：

点击下载 “安卓手机版”

点击下载 “安卓平板电脑版”

点击下载 “苹果版”（正在开发中）

a 从官网下载对应安装
包，如左图，为压缩包
形式 

6. 软件安装：
安卓设备的安装 ( 以安装到安卓手机为例）
a. 如果主人您使用的是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电脑下载的软件，则需要通过数据线将

apk 安装包传输到手机，再进行安装，具体步骤如下：

b 右键解压，得到后缀
为 .apk 的 文 件， 即 是
安卓软件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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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示为解压后的文件：
canon1.3.apk

d 软件转存到手机：手
机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
脑，手机弹窗提示如左
图，点击选择传输文件

e 打开手机存储文件夹：
如 左 图， 电 脑 打 开 对
应手机文件夹：Redmi 
Note 9 Pro（ 不 同 品 牌
不同型号的手机，文件
夹的名字有不同）

f 打开后显示内部存储
设备文件夹，点击打开

g 打开后显示手机内部
存储文件，将之前下的
操作软件复制粘贴到该
文件夹里，如左图所示，
canon1.3.apk 文件已经
转存到手机存贮文件夹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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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转存完成，回到手机
上，点开文件管理，如
左图所示

i 打开后找到
canon1.3.apk, 点击安装

j 出现安装提示，点击
本次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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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出现安装提示，点击
安装，等待安装完成即
可使用

a 打开手机浏览器，
输入阅光智能官网：
www.ueleret.com, 进
入官网

b  进入官网，点击首页
左侧下拉菜单，如左图
所示

b. 如果主人您使用的手机直接访问官网下载，则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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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下拉菜单点击下载，
进入下载中心

d  点击下载佳能手机版
操作软件，如左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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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出现提示，点击仅
在使用中允许，如左图
所示

f  点击立即下载

g  下载完成，点击查看

h  点击查看压缩包

i  出现 canon1.3.apk，
点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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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点击本次允许

k  点击安装，等待安装
完成即可使用

l  安装完成，手机显示
图标如左图，点击即可
进入操作软件界面

7. 如果主人购买阅光智能配备的平板电脑，操作软件则已经安装在内，可以直接使用。
8. 首次安装完成后完成操作手柄和显示设备（平板电脑或手机）蓝牙配对，具体配

对过程如下：

拨杆必须拨至此位置，
在其它位置，操作手柄
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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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手柄操作使用模式开关置于“          ”, 按一下蓝牙连接键，此时“       ”指
示灯快闪；

b. 将显示设备（平板电脑或手机）端的蓝牙功能打开，点击“扫描”；当搜索到
为名“G912-9083S”的设备名称时，选择配对连接；连接成功，“      ”指示
灯常亮。已成功连接匹配过的显示设备，在其蓝牙功能打开的情况下，会自动
与蓝牙开启状态下的手柄连接。

特别说明：
当手机、平板电脑分别都安装软件、操作过智能摄影手拍摄后，使用手机或者平板
电脑操作智能摄影手时，需要注意到以下两个情况。

1. 使用平板电脑操作智能摄影手后，如果接着使用手机操作智能摄影手，手机上的
蓝牙需要先取消配对、然后重新配对才可以连接。同时，要在使用手机操作之前，
提前关闭平板电脑的电源或者关闭蓝牙和无线 Wi-Fi。不然，蓝牙会优先快速自
动连接平板电脑的蓝牙，手机的蓝牙无法连接上。（温馨提示：因为手机软件版
本不同，部分手机在匹配之后即使从平板电脑转移到手机使用，只要关闭平板电
脑蓝牙，就可手动点击手机蓝牙对应的 G912-9083S，即可连接，若无法连接，
请参考下文第 3 点：取消蓝牙配对和重新配对的方法。）

2. 使用手机操作智能摄影手后，如果接着使用平板电脑操作智能摄影手，平板电脑
的蓝牙需要先取消配对，然后重新配对才可以连接。同时，要在使用平板电脑操
作之前，提前关闭手机的电源或者关闭蓝牙和无线 Wi-Fi。不然，蓝牙会优先快
速自动连接手机的蓝牙，平板电脑的蓝牙无法连接上。

3. 取消蓝牙配对和重新配对的方法：

本案例是使用安卓平板电脑之后，换为使用安卓手机操控智能摄影手，蓝牙重新
配对的图解：

第一步：点击蓝牙               开启后                   ，会看到 G912-9083S“正在连接 ...”
一直在持续中，无法连接上。此时，需要先关闭蓝牙，点击蓝牙              ，取消蓝
牙连接，成为                。
第二步：重新点击蓝牙               ，让蓝牙的指示灯变为蓝色                。然后点击
G912-9083S 右边的梅花齿轮图            ， 出现图 2，然后点击取消配对。
第三步：再次点击蓝牙                ，取消蓝牙为                ，然后重新点击蓝牙，成为               
              ，然后点击 G912-9083S，出现图 3，点击下方配对字样。
第四步：如图 4，G912-9083S 出现“已连接”，表示蓝牙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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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第一步

图二
第二步

图三
第三步

图四
第四步

如果是苹果设备，以从平板电脑切换到苹果手机的匹配为例：
第一步：打开手机蓝牙        ，如果发现 G912-9083S 在“我的设备”列表中，如下图一，
点击连接会发现无反应。
第二步：取消原配对，点击 G912-9083S 右方的图标          , 点击忽略此设备，如下图二。
第三步：重新匹配，此时 G912-9083S 会出现在“其他设备”列表中，点击连接配对，
如下图三。
第四步：如下图四，G912-9083S 出现“已连接”，在“我的设备”列表中，表示
蓝牙连接成功。

图一
第一步

图二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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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第三步

图四
第四步

对焦

对焦点

云台

蓝牙

目标搜索

仰

俯

广角长焦

一、部件构成
由平板电脑、操作手柄、信号中转器、信号中转器用电池（12V)、电池充
电器构成。
部件图片：

软件操作端构成部件说明

电池充电器

信号中转器用电池（12V）

信号中转器

操作手柄
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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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操作界面说明
1. 平板电脑界面说明（安卓）

点击切换至照相机实时显示画面
点击切换至照相
机实时显示画面
和目标搜索画面
叠加显示

点击进入照相机录像

点击进入目标搜索录像

点击进入休眠设定

点击重启相机

信号强度显示栏

电量 ( 系统电量，
平板电脑电量，相
机电量）显示栏

设备温度显示栏
手柄（蓝牙）连接
状态显示栏
相机 Wi-Fi 连接
状态显示栏
修改 Wi-Fi 名称
软件在线升级

目标搜索相机 
TF 卡初始化

点击切换至环境监控相机画面

点击切换至目标搜索相机画面

曝光模式调节

光圈大小调节

快门速度调节

感光度调节

曝光补偿调节

白平衡调节

进入平板多任务页面
进入平板主页面 退出程序

该界面，左边是照相机实时显示画面，右边是目标搜索相机拍摄的画面，此时可以
通过手柄遥控执行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也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执行目标搜索相机录
像功能，或者两者同时进行。点击同步俯仰，目标搜索相机画面将随实时取景画面
的俯仰同步俯仰。详情见 P24 页。

• 点击双屏画面，实时显示画面和目标搜索相机画面同时显示
目 标 搜 索 相
机录像按钮

目 标 搜 索 相
机画面

目 标 搜 索 相
机 同 步 俯 仰
按钮

实时显示画面

云台速度调节

电动调焦
速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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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双屏画面，实时显示画面和目标搜索相机画面同时显示

2. 手机操作界面说明（安卓）

点击切换至照相机实时显示画面

点击切换至照相
机实时显示画面
和目标搜索画面
叠加显示 点击进入照相机录像

点击进入目标搜索录像

点击切换至环境监控相机画面
点击切换至目标搜索相机画面

曝光模式调节

光圈大小调节

快门速度调节

感光度调节

曝光补偿调节

白平衡调节

云台速度调节

五挡调节速度

信号强度显示栏

电量 ( 系统电量，手
机电量，相机电量）
显示栏

设备温度显示栏

手柄（蓝牙）连接
状态显示栏

相机（Wi-Fi）连接
状态显示栏

更多功能按钮，点击
展开更多功能选项

点击进入休眠设定

修改 Wi-Fi 名称

点击重启相机

软件在线升级

目标搜索相机 TF 卡
初始化

更多功能按钮，点击
折叠更多功能选项

实时显示画面

目标搜索相机录像按钮
目标搜索相机画面

该界面，左边是照相机实时显示画面，右边是目标搜索相机拍摄的画面，此时可以
通过手柄遥控执行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也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执行目标搜索相机录
像功能，或者两者同时进行。点击同步俯仰，目标搜索相机画面将随实时取景画面
的俯仰同步俯仰。详情见 P23 页。

目 标 搜 索 相
机 同 步 俯 仰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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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焦点对焦键

云台水平旋转
俯仰调节键

蓝牙连接键
目标搜索相
机调节键

对焦点移动键（控
制对焦点的上下左
右移动）

充电指示灯

蓝牙指示灯

三、操作手柄说明

拨杆必须拨至此位置，
在其它位置，操作手柄
无法使用

四、手柄充电 / 连接蓝牙功能
1. 操作手柄使用 USB 接口充电。
2. 充电过程中，充电指示灯闪烁，充满后常亮。
3. 连接蓝牙：将手柄操作使用模式开关置于“         ”, 按一下蓝牙连接键，此时                

“        ”指示灯快闪；将平板电脑设备端的蓝牙功能打开，点击“扫描”；当搜

3. 苹果版操作界面说明（软件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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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 8个步骤

第一步：将信号中转器底部隐藏支架打开，摆放在合适的地面
电源线连接信号中转器和电池	。

依照《U100 智能摄影手安装使用说明书》安装
完成后，进入平板电脑软件和操作手柄调试程
序

第二步：将平板电脑装夹在操作手柄上
手柄扩展和平板装夹可参考如下图示：

索到为名“G912-9083S”的设备名称时，选择配对连接；连接成功，“        ”
指示灯常亮。已成功连接过的平板电脑，在其蓝牙功能打开的情况下，会自动与
蓝牙开启状态下的手柄连接。

4. 操作手柄电池电量不足时充电指示灯快闪提示。
5. 长按手柄蓝牙连接键 3s,“       ”指示灯熄灭，手柄蓝牙关闭。

温馨提示： 由于我们兼容平板电脑和手机设备、安卓和苹果系统
来作为我们的显示设备，以下说明中以安卓平板电脑界面的显示
为例，其他设备界面显示如有不同，请参考上文软件操作界面说
明里针对不同显示设备的界面说明。

a 松开手柄背面卡扣（按照右图中
蓝色标识块指示 , 向外侧为松开
卡扣，向内为锁紧卡扣），向外
适度用力拉手柄，扩展手柄夹装
宽度 , 然后再锁紧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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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连接平板电脑和智能云台之间的传输信号
如下图所示，打开平板电脑，点击开启 Wi-Fi，搜索到名为“联合阅光 -***”的热点
时，点击连接，输入原始密码 12345678 ，看到提示“信号已连接”，表示连接完成。
如果需要修改 Wi-Fi 名称，可以阅读 P33 页的 Wi-Fi 命名说明。

如右图所示为手柄拉开的状态，
注意在拉开到宽度比夹持平板小
5-10mm 位置，锁紧背面的卡扣。

如图所示，左右拉开支架，从上
往下装入平板电脑，平板电脑装
到底部后松开 , 手柄会自动夹紧
平板电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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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操作手柄连接蓝牙信号
首次使用时，需要先配对。操作如下 :
1. 将手柄操作使用模式开关置于“          ”, 按一下蓝牙连接键，此时“       ”指示灯快闪 ;

将平板电脑设备端的蓝牙功能打开，点击“扫描”；当搜索到为名“G912-9083S”
的设备名称时，选择配对连接；连接成功，“      ”指示灯常亮。已成功连接过
的平板电脑，在其蓝牙功能打开的情况下，会自动与蓝牙开启状态下的手柄连接。

• 说明：初次配对成功后，以后使用只需要打开平板电脑上的蓝牙，按下手柄的蓝
牙连接键，手柄上的蓝牙连接指示灯常亮，平板电脑和手柄蓝牙连接操作完成。

• 如果指示灯无显示，则表示连接不成功，需要检查手柄电量是否不足，还有平板
电脑蓝牙是否打开。

G912-9083S

HUAWEI Mate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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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照相机镜头的选择
进入登录页面后，会出现镜头规格选择表，选择正在使用的镜头后，系统会自动选
择合适的推力来驱动变焦镜头，不仅变焦的速度较为合适，同时取得静音的效果，
从而避免影响到拍摄的动物。如果使用的是 24-70mm，16-35mm 等小规格变焦镜头，
就选“70mm 以内”镜头即可。

操作软件的镜
头选择表界面
图示

镜头变焦调节器驱动不同规格的变焦镜头变焦需要的推力 :
1. 不同规格的变焦镜头在变焦时，镜头变焦调节器需要有不同的推力来驱动变焦镜

头。不同的推力，发出的声响有大有小。
2. 具体情况如下表：

镜头型号
合适的镜头变焦推力与声响

备注
大推力 声响 中推力 声响 小推力 声响

70-200mm f/2.8 微弱 内聚变焦

100-400mm f/4.5-5.6 轻 内聚变焦

100-500mm F 4.5-7.1 轻 内聚变焦

200-400mm f/4 微弱 内聚变焦

60-600mm f/4.5-6.3 较响 外延变焦， 需要较大推力

150-600mm f/5-6.3 较响 外延变焦， 需要较大推力

600mm f/4 微弱 作焦距调节器使用

800mm f/5.6 微弱 作焦距调节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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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测试平板电脑各项功能，确保都能操作
打开平板电脑下载好的智能摄影手操作软件 APP。APP 默认画面为实时显示画面。
如下图所示：

3. 软质材料变焦环：长度 36cm。在使用 R5,R6/15-35mm/24-70mm/24-105mm
等短焦镜头时，这些镜头无镜头支架，快装板要安装在机身底部。R5/R6 机身比
较小，安装硬质材料的变焦环，变焦时会与快装板产生碰撞。使用软质变焦环，
就不会出现此情况。
可以在官网下载观看《佳能短焦镜头的安装》，有详细的演示。

4. 使用 600mm 和 800mm 镜头，建议将镜头变焦调节器当作焦距调节器使用。（安
装说明书 P13 页也有此说明）相当于手动调节焦距实现对焦清晰：我们使用的镜
头多为 AF 自动对焦镜头，大多数镜头无需使用手动方式调焦。

5. 在以下情况会用到手动调焦：
a. 拍摄背景对比度非常弱，拍摄物颜色差异很小，自动对焦功能难以区分。
b. 需要对焦清晰的拍摄物，被众多其它物体干扰，影响对焦。自动对焦功能难

以聚焦在被摄物上。
c. 远摄镜头，对焦清晰的焦距位置与目前焦距位置十分远，AF 对焦驱动力量不足，

难以对焦清晰。这在远摄镜头 600mm，800mm 镜头上常常会出现。实际拍
摄中，一般会增加手动对焦的动作，逐渐清晰后再使用 AF 自动对焦功能，对
焦速度就很快了。

因此，使用智能摄影手同样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此时，就可以将镜头变焦调节器当作焦距调节器来使用。安装方法与镜头变焦调
节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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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依次在平板电脑上操作，检查以下部分是否正常 :
1. 观看右侧的状态栏 , 检查蓝牙和 Wi-Fi 连接是否正常。

如果连接不正常，界面会如右图所示闪烁提醒。这
时候就需要检查相应的连接步骤 , 检查是否有误 :

2. 观看右侧信号强度，检查信号强弱。 如右图所示，
会有相应信号强度百分比显示。百分比越高信号越
强。
a. 信号强度显示的是智能云台与信号中转器中间无

线通讯的质量数据。
b. 如果信号强度低于 20% ，可能会导致图传不顺畅。

平板电脑电量在 20% 以下时，会
自动进入节电模式，图像解码能
力会严重下降。此时屏幕会产生
花屏和延时现象 , 请及时充电。

3. 观看右侧电池状态栏，确保电量充足 : 如下图所示，
包含系统电源电量、平板电脑电量、照相机电量。

a. 系统电量，表示的是给智能云台供电的电量。
b. 使用大容量电池时，系统电量最高显示为 50%，直到电量使用完毕。原因是

大容量电池没有智能芯片，智能云台无法读取到大容量电池的电量。如果使
用可登机智能电池组，系统电量显示的是电池的实际电量。

c. 平板电量：实际显示的平板电脑或者手机的电量。如果该电量显示为 20% 以下，
请及时给平板电脑充电。

d. 相机电量：如果照相机使用原厂电池，显示的是照相机电池实际的电量。如
果使用相机电池转换器，则显示为 100%。直到系统电量使用完毕。

4. 设备温度：
a. 智能摄影手设备使用温度：0-45℃。
b. 设备温度：智能摄影手操作软件上的温度显示的

是集成电路 CPU 的温度，是主控箱内环境温度。
c. 高温限制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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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 温度与主控箱内环境温度的关系是 , 当 CPU 温度达到 105℃时 , 主控箱
内环境温度大致是 65℃。

• 智能摄影手的电机在主控箱内环境温度 65℃时，电机会自动保护，停止动作。
• 在 CPU 温度达到 105℃时，操作界面会提示“CPU 温度过高，请停止使用”90℃

开始，颜色从黄色到红色进行警示。90℃ -95℃黄色，95℃ -100℃，浅红色，
100℃ -105℃深红色。

说明：如果是持续的视频拍摄和云台动作，设备温度值上升的会更快一些，与环
境温度的对比值略有差异。

同时，在智能云台的主控箱侧面设计有散热翅，可以有效的降低主控箱的温度。
在天气温度超过 37 度（地面温度超过 50 度），可增加静音风扇降温，可有效的
降低高温使用时的主控箱温度。

散热翅设计

静音风扇

专用线

专用线 + 静音风扇 需
定制另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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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画面介绍如下：
【取景窗画面】

• 佳能版 U100 智能摄影手，暂无取景窗画面，点击取景窗画面不会出现图像。
【目标搜索画面】

a. 目标搜索相机为 10 倍光学变焦相机，等效 35mm 照相机的焦距是 30mm-
300mm; 

b. 生态摄影人使用的照相机镜头多为远摄镜头，视角很小，因此使用大视角的
10 倍变焦相机帮助搜索拍摄目标。拍摄目标被搜索发现后，转至实时显示画面，
使用照相机镜头来拍摄；

c. 目标搜索相机也是录像机，可以录像，取得视频图像；
d. 观看此画面，可以判断是否符合主人将要拍摄的对象所需高度是否合适，以

此来调整三脚架架设智能云台和照相机的高度；
e. 如果目标搜索相机画面不清晰，可以通过慢速按长焦和广角按钮来实现对焦

清晰。
【实时显示画面】

a. 平板电脑开机时，默认实时显示画面；
b. 出现的实时显示画面与照相机机身背面液晶屏上看到的画面一致；
c. 实时显示画面下，可以进行静态照片的拍摄。不可以拍摄短片。

【环境监控画面】
a. 为确保智能摄影手产品使用安全，主人需要了解设备使用状况。智能摄影手

配置了 2 个等效焦距 24mm，视场角 132°大广角镜头的照相机，用来监控智
能摄影手产品使用中的状况。安装在智能云台本体上，前后各一个；

b. 观看此画面，检查监控相机安装的高度、角度、距离是否处于理想的状态。
如果不是，则调整安装到理想状态；

5. 点击顶部按钮，切换到目标搜索画面、环境监控画面、实时显示画面、双屏画面、
照相机录像、目标搜索相机录像、休眠设置、重启相机按钮，检查各个画面是否
正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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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举例 1：如果智能摄影手云台的三脚架架设在水中，照相机镜头距离水面很近。
云台俯仰动作时，照相机镜头前端有可能贴着了水面或者没入水面。此时我
们通过环境监控相机观察到这个情况后，调整云台的俯仰，防止照相机镜头
沾水和入水；

d. 举例 2：如果某种动物接近了智能云台和照相机，有可能冲撞到三脚架和照相
机，影响设备安全。此时我们通过环境监控相机可以观察到，然后发出指令，
云台上的警示灯会闪烁。提示动物离开，防止动物与设备相撞。       

【双屏画面】
点击双屏画面按钮，可以同时显示实时显示画面和目标搜索相机画面。
a. 根据将要拍摄的对象，便于观察云台和照相机安装是否在合适高度，调节智

能云台到理想的拍摄方位。观察目标搜索相机与实时显示画面纵轴是否在同
一条线上。如果不同轴，会影响目标搜索相机录像时的构图；

b. 同时看到两个画面，方便搜索和拍摄；
c. 双屏画面，可以实现静态照片拍摄与短片记录录像同时进行。即在拍摄的同时，

也可以进行录像操作，同时取得静态照片和动态视频。这是智能摄影手给主
人带来的很实用的功能；

d. 如下图所示，可以按住手柄快门释放键拍照的同时，也可以点击此界面上的
录像按钮执行目标搜索相机录像。

目标搜索相机同步照相机俯仰的说明：
a. 进入目标搜索画面，目标搜索相机俯仰的调节是独立的。
b. 进入双屏画面，目标搜索相机的俯仰有“独立俯仰”和“同步相机俯仰”两个

选择。选择“独立俯仰”后，可以调整目标搜索画面的俯仰，直到主人希望的
画面（比如水平线与实时显示画面一致，构图达到要求）；选择“同步相机俯仰”，
照相机（实时显示画面）在俯仰过程中，目标搜索相机画面会同步俯仰。此时，
无法独立调整目标搜索相机的俯仰动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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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在双屏画面里设置了目标搜索画面“同步相机俯仰”后，进入到实时显示画
面操作云台俯仰、进入到照相机录像操作云台俯仰，目标搜索相机都是同步
相机俯仰运动的。

d. 回到目标搜索画面操作，目标搜索相机是独立的俯仰操作。

【照相机录像】
佳能数码照相机能够进行短片记录拍摄，我们习惯称为照相机录像。
佳能照相机录像的操作 :
a. 需要在照相机机身上提前设置，1D X Mark III,1D X Mark II 和 7D Mark II 相机

是将拨杆拨至            录像功能。该功能键原厂设置为手动调节方式，软件无法

自动选择是照相还是录像功能。R5 相机，通过按 MODE 按钮，然后按 INFO
按钮进入拍摄模式屏幕，选择             。见 R5 说明书 267 页。

• 如果没有切换到录像模式，点击照相机录像，平板电脑会出现提示，告知需
要切换拍摄模式 。

b. 照相机录像需要的画幅尺寸（像素）、动画品质、文件格式，由于相机设置
的原因，无法在智能摄影手平板电脑上调整选择，需要拍摄前在相机上设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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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点击画面左上方的圆圈，录像开始 , 下方会有录像时间显示。
【目标搜索相机录像】 

a. 搜索目标采用的是 10X 光学变焦的相机，可进行录像，像素为 200 万。公司
将有 4K（以后会有 6K，8K）高清的目标搜索相机选配。

b. 需要提前在目标搜索相机机身上插入 TF 卡。
c. 目标搜索相机录制的视频图像格式为“  TS 流文件（Transport Stream）  ”。

我们配有专用读取软件，在官网下载。在 P43 页有将 TS 流文件转换为 MP4
格式文件的说明。

d. 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
点击目标搜索相机录像按钮进入相应界面后，点击画面左上角的圆圈，变为方
形，录像开始。下方会有录像时间显示。

照相机录像，需要在照相机机身上提前设置，将拨杆拨至录像功能。该功
能键原厂设置为手动调节方式，软件无法自动选择是照相还是录像功能。
如果没有切换到短片记录拍摄模式，点击照相机录像，平板电脑会出现提示，
告知需要切换拍摄模式。

【休眠设置】
该设置有两个作用，一是节电，电池有效使用时间更长。二是定时关闭、启动云
台电源，可帮助主人在最好的光线时间段拍摄。
1. 以下情况，可能需要对智能摄影手采取休眠设置 :

a. 提前将智能摄影手架设在拍摄的位置，而不是在拍摄前去现场安装设备，
这样做会最大程度的避免影响动物和鸟类。
比如，头一天傍晚 18 点前，主人在选好的拍摄地点架设智能摄影手，设定
启动时间为第二天早上日出前半个小时的 5 点半，第二天早上就不用再到
设备现场了，到了 5 点半，智能摄影手设备会自动启动电源，主人可以直
接在远端操控设备进行拍摄，就能很好地避免影响动物，也可以为主人节



27

U100软件操作说明

省很多的时间和体力。
如果没有休眠设置，设备在前一天 18 点安装后开始运行，虽然没有操作设
备，但设备会持续的耗电，第二天电池剩余的容量可能无法保证足够的拍
摄时间。

b. 早上光线好的时间段拍摄结束后，接下来的光线十分强烈，尤其是中午时
间段，拍摄效果并不好。主人希望在下午 16 点开始拍摄。中间有几个小时
的等待时间。
如果没有休眠设置，设备会持续的耗电，到了下午合适的时间段开始拍摄，
电池的容量可能无法保证足够的拍摄时间。

c. 拍摄中，主人需要较长时间停止拍摄，比如吃饭、休息、有点急事需要离
开几个小时等。

2. 智能摄影手是依靠无线通讯来连接两端的设备，保持能够操作和设备运行的。
进入休眠状态后，两端信号将中断。没有了无线信号，就无法远程操控设备了。
如果信号不中断，就意味着设备没有进入休眠状态，还在运行当中，智能摄
影手设备仍在不断的耗电，只是比操作设备时电能消耗的慢一些。

因此，智能摄影手的解决方案是：设定休眠时间。
3. 休眠时间结束时，智能摄影手自动启动电源，智能云台开始运行，恢复传输

无线信号。此时可以操作平板电脑和手柄，远程控制设备和照相机运行。
4. 具体的操作流程（见下图）

a. 点击平板电脑上右上角的“休眠设置”；
b. 弹出界面，设定“休眠开始时间”以及“休眠结束时间”；
c. 平板电脑设备会自动测算出“休眠时长”；
d. 页面上“确认”和“取消”，如果更改了想法，可以点击“取消”；
e. 点击“确认”，智能摄影手开始按照设定的时间进入休眠状态。

5. 休眠期间，无法通过平板电脑更改设备的休眠状态。这是因为两端没有了通
讯信号传输。必须等到休眠时间结束，智能摄影手电源自动启动后，有了通
讯信号后才可以进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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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主人到智能云台端手动启动电源开关，方可操作设备。但是这样会
影响到拍摄现场的动物，有可能惊扰动物离开拍摄地导致无法继续拍摄。

6. 设置休眠时间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a. 在设定休眠时间前，根据拍摄的需要，请主人一定要考虑好此次休眠的时

间。以免耽误有效拍摄。
b. 核对一下平板电脑与手机、手表的时间。
平板电脑在户外深山，有可能不在移动通讯网络中。因此，平板电脑的时间
可能与实际时间不一致，因此，在设置休眠时间前，最好核对一下平板电脑
与手机、手表的时间。
核对调整时间的方法有两个：
a. 平板电脑通过与手机热点连接，连接上 4G/5G 通讯网络，时间可以自动调

节。
b. 如果当地没有 4G/5G 网络，可以直接调节平板电脑的时间，与手表上的时

间一致。
7. 设置休眠功能，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 照相机机身必须将电源开关拨至开机状态。
b. 照相机供电使用阅光智能研发的电池转换器，采用云台供电进行远程节电

休眠操作；这是最佳的方式。
c. 使用照相机自带电池。

必须确保该电池在智能摄影手休眠时间结束后，仍有足够的电量保证照相
机的使用时间。如果照相机自带电池足够保证电量使用的情况下，可以采
取远程节电休眠操作。
常规情况下，充满电的原厂电池在照相机没有工作期间耗电是非常少的。
但是如果照相机电池使用了比较久之后，电池容量会减少。长时间待机后，
还能够实际拍摄多少时间，摄影人自己是比较清楚的。

8. 第一次成功设定休眠后，再次设定休眠时，软件会提示“您已设置过休眠时间”。
9. 休眠结束后，需要唤醒照相机。

休眠结束后，佳能照相机的实时显示画面会显示为蓝屏。这是因为照相机长
时间休眠后，照相机与智能云台的连接已经中断，智能云台需要重新唤醒照
相机。

10.  唤醒照相机的方法：
a. 按一次快门键，释放快门。即可唤醒照相机。很快，会显示“相机连接正常”。
b. 点击目标搜索画面或者环境监控相机画面，显示画面后，再点击实时取景

画面，即可唤醒照相机。很快，会显示“相机连接正常” ，如图示说明：
以 EOS R5 相机为例

图 1：照相机休眠设定了休眠后的画面，在等待休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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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释放快门后，实时显示画面正常，但操作界面的左边，照相机参数还没
有显示。请主人不必担心，这是因为操作软件设定智能云台与照相机的曝光
参数交互时间为 1 分钟。此时，可以看到实时显示画面中，已有曝光参数、
释放快门。智能云台动作都可以正常操作了。

图 2：照相机休眠开始，显示“相机未连接”。如果不关闭平板电脑，实时
显示画面会静止停留在休眠开始时的画面上。

图 3: 照相机休眠结束，实时显示画面为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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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分钟后，数据交互后，操作界面左边的曝光参数显示，操作界面恢复
正常。

11. 手机版操作软件在休眠结束，操作界面恢复后，对焦点是不能移动的。这是
手机自身运行的特性造成。需要退出操作软件，重新进入操作软件，对焦点
移动就恢复正常了。

【重启相机】 
当软件曝光参数调节频率很高且过于频繁，有可能出现智能云台与照相机的数据
交互出现故障。设备表现为：曝光参数调节停止，对焦点不能移动，快门不能释
放等等，此时需重启照相机，解决出现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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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 Canon 版智能摄影手软件（图中红色框），进入软件后可正常使用。

点击重启相机后会出现正在重启相机的进度条。
按下重启相机后，相机立即重启，此时有弹窗提示：相机重启已完成，请点击下
方圆圈键，重新进入软件方可正常使用。

此时点击下方圆圈键（下方红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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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左侧的照相机拍摄参数栏 , 依次调节各个参数是否正常使用。

a. 照相机曝光模式调节表，列出了摄影人摄影时常用的模式，如下表：

主要调节项目 功能说明

曝光模式 P（程序自动曝光）AV（光圈优先）TV（速度优先）M（全手动模式）

光圈大小 与相机型号对应的所有光圈数值

快门速度 与相机型号对应的所有快门速度数值

感光度调节 与相机型号对应的所有 ISO 数值

曝光补偿（EV 值） 与相机型号对应的所有 EV 可调节数值

白平衡调节 与相机型号对应的所有白平衡数值

b. 照相机调节参数值的显示，与云台上安装的照相机机型内拥有的参数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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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会弹出重新设置 Wi-Fi 名称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03. 编辑框中会默认显示“联合阅光 -”字头，“联合阅光 -”四个字是无法删
除的，用户可以在后面添加自己想设置的名称，比如“联合阅光 - 大宝”（最
多六个汉字），编辑完成后，按设置按钮，即可完成设置。

c. 照相机参数调节方法，与主人使用照相机调节参数的结果一样。曝光值会显示
在实时显示画面内。

特别说明：
由于 R5/R6 相机协议原因，R5/R6 相机在 AV 模式下设置光圈值时，平板电脑左
侧 AV 数值的显示有以下特性：
a. 当切换曝光模式时，光圈值会默认选在最小值上面；选择新的光圈数值后显示

正常。
b. 当切换画面时，如 实时显示画面 > 目标搜索画面 > 实时显示画面 ，光圈值也

会默认选在最小值上面；选择新的光圈数值后显示正常。
c. 若一直处于实时显示画面，选择新光圈值后，光圈值不会跳转到最小值。

7.Wi-Fi 命名。
a. 平板电脑右下角有三个项目。Wi-Fi 命名和自动升级以及目标搜

索相机 TF 卡格式化，如右图所示： 
b. 通过 Wi-Fi 命名项目，主人可以设置 Wi-Fi 名称，便于主人识别

自己的智能摄影手的 Wi-Fi 信号名称。
c. 操作流程如下：

01. 点击界面右下角 Wi-Fi 命名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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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Wi-Fi 名称设置完成后，平板的 Wi-Fi 连接会断开，需要重新在平板设置中
连接命名好的 Wi-Fi，Wi-Fi 的名称就是刚刚命名的名称，密码还是之前的
密码保持不变。

大宝

8. 软件自动升级。
软件自动升级分为平板 APP 升级和云台软件升级，当下载安装完最新的平板 APP
后，平板再次连接上智能摄影手设备，平板 APP 会自动检测云台软件是否需要升
级，若需要升级，则会弹出“云台升级”进度条提示框，等待升级完成后重启平
板 APP 即可使用，若没有弹出提示框，则云台无需升级，可正常使用。
a. 确保平板连接到互联网，能够正常上网浏览，如下：

                                  能够正常浏览新闻，说明已经连接到互联网中。

b. 打开智能摄影手软件，点击右下角在线升级按钮，如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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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有版本更新会弹出在线升级对话框，如下图所示，若当前版本已经是最新，
则不会弹出对话框。

d. 点击对话框中的更新按钮，即可开始在线下载，如下图所示：
注意：在下载过程中不要退出软件界面

e. 下载完成后会弹出软件安装提示，选择安装即可自动安装。

安装完成后会提示应用安装完成 :

若在安装过程中弹出如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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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图对话框中的设置选项，然后
在弹出的页面中打开“允许来自此来
源的应用”，然后点击返回，就可以
回到安装页面继续进行安装。

9. 查看版本信息功能。
点击左上 ueleret 商标图形 logo 后，会弹出相关版本信息提示框，可查看云台版
本和平板 APP 版本。

第七步：测试操作手柄，确保功能正常
一 . 转动云台水平旋转俯仰调节键，观看智能云台主体是否相应的转动正常。
1. 如图所示，通过摇动摇杆可以控制云台，可以控制照相机镜头进行八个方位的移 
      动（垂直向上 90 度，垂直向下 90 度，水平向左，水平向右，左上 45 度，右上 45 度，
      左下 45 度，右下 4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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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时检查平板电脑的画面 ( 画面应该切换到实时显示画面或者目标搜索相机画面 )
是否相应的在同步转动，当云台的水平旋转和俯仰调节到达最左 / 右端 , 最上 /
下端，平板界面底部会有“左 / 右 / 上 / 下已限位”的提示。

3. 云台水平旋转和俯仰有五挡速度：快、中、慢、缓、微调。
快中慢缓适合 300mm 以内焦段使用；
中慢缓微适合 300mm 以上焦段使用。
微调适合调整对焦点落在精准位置以及构图；
快，适合用来目标搜索。
具体操作如下图 :

如图所示，主人操作摇杆摇动具体动作对应照相机镜头移动的说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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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云台速度调节操作说明：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调节智能云台速度。
如下图所示，通过操作界面底部 “快、中、慢、缓、微”五挡按键来选择不同的
快慢速度。

下已限位

当到达下限位点时，此
处会显示“下已限位”
字样，当同时到达左限
位点和下限位点时，此
处会显示“左下已限位”
字样，同理还有其它几
个方向的限位都是如此）

电动调焦器（需单独购买 ), 与阅光智能开发的小帮手一起使用，可以实现点击驱
动的调焦（类似手动调焦），有四档速度，详细内容请主人购买了小帮手或者电
动调焦器后阅读了解。

云台速度调节按键电动调焦器速度调节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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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移动对焦点和合焦 :
检查平板电脑画面的对焦点移动是否正常，下压按键检查对焦功能是否正常。
说明：
1. 画面切换为实时显示画面。
2. 对焦点的移动按键为四个方向，左右上下。
3. 手柄操作任何功能时，如云台旋转和俯仰时，照相机镜头在变换焦距时，可以同

时进行合焦和对焦点移动操作。
4. 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

二 .  智能云台运动时，拍摄相关的动作操作。
1. 智能云台在旋转和俯仰时，对焦点移动，对焦、快门释放，镜头变焦，警示灯都 

可以同时操作。
2. 动物在左右直线移动、上下垂直移动、斜线上下移动时，通过熟练有效的云台操 

作，以及其他相关的拍摄按键操作，实现有效拍摄。即生态摄影人常说的摇拍、
追拍，可以实现。

三 .  按下照相机镜头变焦调节键 ( 仅针对变焦镜头，定焦镜头不可使用 )。观看智能
云台本体变焦器部件是否正常工作。同时检查平板电脑实时显示画面是否也在相应
的缩小放大。
说明：
1. 平板电脑处于任何画面状态时（如目标搜索画面、环境监控画面等），按下照相

机变焦调节键，均可实现拍摄照相机变焦镜头的变焦功能。
2. 实时显示画面模式可以直接观察到照相机镜头变焦的缩小和放大。
3. 具体操作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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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按下警示信号灯键，检查智能摄影手警示灯灯光闪烁是否正常。

六 .   按下相机快门释放键，检查拍照功能是否正常。
1. 照相机设定为单次拍摄时，按下按键 , 相机进行一次拍照。连续按下快门键，仍

为持续单次拍摄。
2. 照相机设定为连拍状态时，按住该按键不放，相机依照连拍张数的设定连续拍摄。

松开按键，照相机停止拍摄。
3. 连续拍摄的张数、连拍的速度与照相机图像存储能力、环境相关，此点与照相机

机身说明书中的描述是一样。
4. 平板电脑操作软件无法调节单次拍摄和连续拍摄，这个功能在照相机机身上是机

械式调节方式，故软件无法设置选择功能。
因此，必须在使用前，提前在照相机机身上设置好是单次拍摄还是连续拍摄的状态
（包括慢速连拍和高速连拍）式
手柄操作任何功能时，如云台旋转和俯仰时，照相机镜头在变换焦距时，可以按下
快门键释放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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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按下目标搜索相机变焦调节和俯仰键，检查平板电脑上目标搜索画面是否正常
缩小放大。
说明：
1. 画面切换为目标搜索相机画面，可观察目标搜索相机变焦时画面缩小和放大的情

况。
2. 目标搜索相机的焦距是 30-300mm，为 10 倍光学变焦镜头。但是在目标搜索相

机画面上的变焦运行倍数标示为 1-12 倍。
3. 目标搜索相机俯仰调节是为了实现与照相机镜头构图一致的水平线和画面要求。
4. 具体操作如下图 :

目标搜索相机变焦调节键

目标搜索相机俯仰调节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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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 : 测试结束。带着操作手柄、平板电脑、信号中转器 ( 含电源 )
前往本人提前选定的拍摄现场

目标搜索相机变焦倍数

7x

拍摄现场操作说明
一、操作拍摄现场准备事项
1. 目视判断或使用测距仪测量确定拍摄人与智能云台的距离。
2. 确保智能云台和照相机的架设地与手持平板电脑操作端的天线之间，必须无明显

遮挡障碍。
3. 拍摄人手持手柄，平板电脑，可以与信号中转器分离。分离的有效距离在 100 米

之内。
• 如果拍摄对象与主人在安全距离之内，即无需隐藏和遮挡时，主人也不会影响到

拍摄对象的安全和行动，那么信号中转器可以摆放在主人身边。
• 如果拍摄对象与主人不在安全距离内，即需要主人隐藏和遮挡，才不会影响拍摄

对象的安全和行动，那么就需要信号中转器与主人手持操作手柄和平板电脑分离。
• 主人手持着操作手柄和平板电脑，躲在掩体和遮挡物后（如汽车里，树林、草丛、

岩石后等等），信号中转器摆放在与智能云台天线无遮挡的位置（可以用三脚架
竖立、或挂在树枝上，或摆放在高处的岩石土堆等），分离距离不超过 100 米。

4. 通过平板电脑内检查信号的强度，适当调整位置和角度以达到一个信号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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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号中转器放置好后，打开平板电脑智能摄影手操作软件，重复上一章节的步骤，
调试平板电脑和手柄的各个功能是否正常。

6. 一切功能正常后，进入拍摄阶段。耐心等待拍摄对象的出现。
7. 如果平板电脑无法显示智能云台端发出的的图像或者操作不流畅，则需查看第三

章中的 Wi-Fi、蓝牙连接是否正常，各个信号的强度是否正常。检查平板电量、
信号中转器电量是否正常。逐一排查，直到正常。

8. 平板电脑的电量小于 20% 时，会严重影响图像解码的效率，画面会出现延时和
花屏，此时需要充电或者连接供电电池。充电时，平板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二、拍摄操控端说明
1. 切换画面到目标搜索画面，通过手柄操作，调节云台方位、角度和目标搜索相机

的焦距，寻找拍摄物；或者调到合适的方位角度，等待拍摄物出现。
2. 当拍摄对象出现时，切换到双屏画面，调整云台方位角度、相机焦距 ( 仅针对变

焦镜头 )，让拍摄物在实时显示画面处于理想的角度、位置。此时只要曝光合适
就可以拍摄了。

3. 或者切换至实时显示画面（画面更大），调整相机拍照参数，调整云台角度、方位 ,
曝光参数，到最佳状态时，按下快门键拍照。

目标搜索相机录像视频资料转换为 MP4 格式
文件操作说明

目标搜索相机录制的视频图像格式为“ TS 流文件（Transport Stream） ”。我们
配有专用读取转换软件，在官网下载。官网地址：www.ueleret.com
一、安装视频转换软件
下载软件【录像视频批量转换工具】在电脑安装。安装后可以读取 TF 卡里的视频
资料且转换为 MP4 常规格式的图像视频。
二、录像视频转换工具使用说明
1. 从目标搜索相机的 TF 卡插槽中取出 TF 卡，确保这张卡里面有保存录像数据，

把卡插入读卡器内，然后接到电脑中。

因 为 视 频 格 式 原
因，插入 TF 卡会
出 现 如 图 提 示，
点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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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移到软件图标然后单机鼠标右键，出现如下对话框
选择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A)" ，鼠标左键单击确定 .

必须是管理员权限运行，否则
会读写失败 .

2. 下载录像文件：
a. 在电脑上找到提供的视频读取软件，图标如图：“           ”。然后以管理员身

份运行该软件，操作如下图：

b. 打开软件后界面如下图：

c. 打开 /dev/ 图标，找到 record 文件夹，打开后找到如图以日期命名的文件夹，
右键另存到电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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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换录像文件
a 点击添加录像文件

b 点击选择需要转换的视频文件，单个或者多个

d 点击确定转换 .c 输出路径，自动选择源
视频文件夹，无需更改

e 视频转换进度，显示 100% 即可
返回源文件夹查看转换好的视频



46

U100软件操作说明

三、TF 卡的格式化
• 说明
1. 从市面上购买 TF 卡，128G（含）以下容量的 TF 卡可以使用。超过 128G 容量

的 TF 卡，不能在 U100 智能摄影手目标搜索相机上使用。
2. 新购买的 TF 卡，需要插入目标搜索相机 , 在智能摄影手平板电脑上进行格式化

操作后方可进行录像。
3. TF 卡内的文件转化后或者录满后需要删除或者格式化，也必须在智能摄影手平

板电脑上进行格式化操作。在其它电脑里格式化无法继续在智能摄影手目标搜索
相机使用。

• TF 卡格式化操作 :
a. 智能摄影手安装运行正常后，进入平板电脑主界面，先切换画面至目标搜索相
机画面，点击界面右下角初始化 TF 卡按键（如果未进行第一步先切换至目标搜
索画面，则点击按键后主界面下方会出现提醒“请先切换至目标搜索画面”）。

点击初始化 TF 卡 .

点击切换至目标搜索相机画面 .

点击确定开始 TF 卡
格式化 .

b. 系统弹窗提示，点击确定，进行初始化目标搜索相机 TF 卡操作，点击取消，
则返回到主界面。



47

U100软件操作说明

c. 点击确定按钮后，会出现“初始化”进度条提示框，等待初始化完成后，会出
现“初始化目标搜索相机 TF 卡成功！”提示框 。

提 示 初 始 化 成 功，
点击返回主界面

四、视频图像说明
1. 录像文件会在录制的时候自动分割成多个文件，每个文件录制时间在 1-4 分钟左

右。
2. 下载保存到电脑里的 TS 流录像文件，使用电脑自带的播放器也可以播放。鼠标

选中文件，右键点击打开后就可以正常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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