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產品情報 No.528

快拆燈座系統，
YS 旋轉延伸槓
INON INC. 很榮幸地宣布可支援相容的閃光燈、LED 攝影燈、運動型攝錄影機快速安裝和拆卸的快拆燈座系統
以及 YS 旋轉延伸槓 於 2019 年 7 月 14 日上市。

“快拆燈座組 S-LE”

“快拆燈座組 S-LF”

“快拆燈座組 S-Z”

-上市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JAN 碼： 456212143 942 9

-上市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JAN 碼： 456212143 943 6

-上市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JAN 碼： 456212143 941 2

“快拆燈座 LE”

“快拆燈座 LF”

“快拆燈座 Z”

-上市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JAN 碼： 456212143 939 9

-上市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JAN 碼： 456212143 940 5

-上市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JAN 碼： 456212143 93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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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拆基座 S”

“快拆基座 M6W”

“YS 旋轉延伸槓”

-上市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JAN 碼： 456212143 936 8

-上市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JAN 碼： 456212143 937 5

-上市日期：2019 年 8 月 5 日
-JAN 碼： 456212143 944 3

■ 快拆燈座系統產品特色

快拆燈座系統 包括可以安裝在閃光燈、LED 攝影燈和其他產品上的“快拆燈座”，以及可以安裝在燈臂上連接
整個燈臂系統的“快拆基座”，以及只需要按下鎖扣鈕就可以從 快拆基座 快速拆裝的 快拆燈座。這套系統設
計時的主要考量是透過特選的材料將產品體積控制的很小，以便能簡易地進行鎖上/移除的操作。操作只需透過
一個鎖扣鍵就可以快速地從整套水攝系統上移除/安裝相容的閃光燈/LED 攝影燈，這在某些使用情境中會很方便，
例如兩潛中要更換電池、離機閃、要把 LED 攝影燈當做潛水燈用，或是打背光等等。

快拆燈座
可以安裝在相容的產品並帶有母接座的元件。共有三種不同類型，根據要連接的產品：“快拆燈座 LE”,“快拆
燈座 LF”或是“快拆燈座 Z”來搭配使用。
・ “快拆燈座 LE”
- 相容的產品：INON“LE 系列”LED 攝影燈，包括“LE700-S”,“LE700-W”,“LE350”,“LE550-S”,
“LE550-W”,“LE250”,“LE240”

左
右

: “快拆燈座 LE”
: “快拆燈座 LE”安裝在“LE700-S”

The home of ultimate underwater imaging gear

www.inon.jp

・ “快拆燈座 LF”
- 相容的產品：INON“LF 系列”LED 攝影燈，包括
“LF2400h-EW”,“LF1100h-EWf”,“LF650h-N”,“LF3100-EW”,“LF1300-EWf”,“LF800-N”,
“LF2700-W”,“LF1100-W”,“LF1400-S”,“LF1000-S”

左
右

: “快拆燈座 LF”
: “快拆燈座 LF”安裝在“LF2400h-EW”攝影燈上

・ “快拆燈座 Z”
- 相容的產品：INON 閃光燈，包括“Z-330”,“D-200”,“S-2000”,“Z-240”,“D-2000”,“D-2000S”,
“D-2000W/Wn”, 以及 INON“HERO5/6/7 用 SD 鏡頭轉接罩”,“SD 鏡頭轉接罩 STD”,“TG-Tracker 用 SD
轉接座”,“UWH-1 用 SD 轉接座”

左
中
右

: “快拆燈座 Z”
:“快拆燈座 Z”安裝在“S-2000”閃光燈
:“快拆燈座 Z”安裝在“HERO5/6/7 用 SD 鏡頭轉接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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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拆基座”
“快拆燈座系統” 的另一部分元件，能安裝在 YS 型燈臂的公滑動插槽上。共有兩型：帶有一個公滑動插槽的
“快拆基座 S”或是帶有兩個公滑動插槽的“快拆基座 M6W”。

“快拆基座 S”可於其上附加一個快拆燈座。

“快拆基座 M6W”可以安裝在閃光燈或是運動型攝錄影機相容的鏡頭轉接罩產品上
以及 快拆燈座 產品的公滑動插槽上。

“S-2000”閃光燈以及 2 x LED 攝影燈安裝在“快拆基座 M6W”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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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拆燈座組”
“快拆燈座”與“快拆基座”的套裝組合。 推薦給初次使用 快拆燈座系統 的用戶。
相容的閃光燈、LED 攝影燈等與“快拆燈座”一致。
■ “YS 旋轉延伸槓”產品特色
安裝在 INON“熱靴燈臂座 II”和閃光燈或是 LED 攝影燈之間，因為可旋轉的本體，增加了打光的靈活性。

本體可 360 度旋轉

LED 攝影燈藉由“YS 旋轉延伸槓”安裝在防水殼上
■ 配置範例

1.
2.
3.
4.
5.

Olympus“TG-5”相機 + Olympus“PT-058”防水殼
“熱靴燈臂座 II”
“YS 旋轉延伸槓” 新款!
“快拆燈座組 S-LF” 新款!
“LF2400h-EW”攝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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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Olympus“TG-5”相機 + Olympus“PT-058”防水殼
“LE700-S”攝影燈
“熱靴燈臂座 II”
“快拆燈座組 S-LE” 新款!
“箝制夾 III” x 2
“圓球燈臂 S-T”
“YS 轉接頭 MV”
“快拆燈座組 S-Z” 新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SONY “DSC-RX100M5” 相機 + SONY “MPK-URX100A” 防水殼
“LF2400h-EW”攝影燈
“快拆燈座組 S-LF” 新款!
“YS 旋轉延伸槓” 新款!
“熱靴燈臂座 II”
“Direct Base III”圓球底座
“箝制夾 III” x 2
“圓球燈臂 S-T”
“快拆燈座組 S-Z” 新款!
“YS 轉接頭 MV”
“L 型光纖線/雙孔橡膠插座組”
“S-2000”閃光燈
“Holder III 底座握把組”

“L 型光纖線/雙孔橡膠插座組”
“S-2000”閃光燈
“Holder III 底座握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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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SONY “DSC-RX100M5”相機 + SONY “MPK-URX100A”防水殼
“熱靴燈臂座 II”
“YS 旋轉延伸槓” 新款!
“快拆基座 M6W” 新款!
GoPro® “HERO7 BLACK”運動型攝錄影機 + “Super Suit”防水殼套件
“HERO5/6/7 用 SD 鏡頭轉接罩”
“Direct Base III”圓球底座
“箝制夾 III” x 2
“圓球燈臂 S-T”
“YS 轉接頭 MV”
“快拆基座 M6W” 新款!
“LE700-S”攝影燈 + “快拆燈座 LE” 新款!
“S-2000” 閃光燈
“LF2400h-EW”攝影燈 + “快拆燈座 LF” 新款!
“L 型光纖線/雙孔橡膠插座組”
“Holder III 底座握把組”

* GOPRO, HERO, 為 GoPro, Inc.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2019 年 7 月 4 日
INON INC.

*新產品情報於 2019 年 7 月 4 日正式發佈，若有更動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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