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售后服务的重要提示

感谢您购买本产品！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持包装盒上防伪码登录 http://charger.nitecore.cn/validation 或刮开防伪贴纸的二维码，用手机扫描前往验证
页面，按页面提示填写防伪码及个人信息等资料。成功通过正品验证后，您将收到奈特科尔发来的保固凭证邮件。请紧记您的注册邮箱及保存售后服务邮件，
此资料为该产品享受保固服务的重要凭证。

SCL10 说明书
产品特性
•
•
•
•
•
•
•
•
•

多功能便携补光灯，适合多种拍摄场景使用
采用 96 颗高显色性 LED（Ra ＞ 97，TLCI ＞ 99）
色温范围 2500K-6300K，可任意调节，应对不同拍摄场景需求
高清 OLED 显示屏，可实时查看剩余电量、亮度、色温等信息
内置 10000mAh 高容量锂聚合物电池，最长续航时间达 70 小时
可作为应急移动电源使用，设有双向 TYPE-C 接口和 USB-A 接口，支持 18W 大
功率快充
高效率恒流电路，亮度恒定
航太级铝合金机身
设有通用 1/4” 螺丝口，标配热靴连接支架

技术参数

色温范围
显色性
LED 灯珠
LED 额定功率
最大输出
最大射程
最大光强
发光角度
光照度
可调亮度范围
续航时间
电池类型
电池能量
额定容量
输入
输出
多口输出
尺寸
重量
配件

2500K-6300K
Ra ＞ 97，TLCI ＞ 99
96 颗高显色性 LED
12W
800 流明
39 米
380 坎德拉
近 180°
2500K：2200 lux@30cm，1100 lux@50cm
4400K：2300 lux@30cm，1120 lux@50cm
6300K：2500 lux@30cm，1150 lux@50cm
5%-100%
5% 功率输出约 70 小时；100% 功率输出约 3.5 小时
锂聚合物电池
10000mAh 3.85V（38.5Wh）
6600mAh （5V 2.4A）
TYPE-C：5V⎓2.4A / 9V⎓2A 18W（最大）
TYPE-C：5V⎓2.4A / 9V⎓2A / 12V⎓1.5A
USB-A：5V⎓2.4A / 9V⎓2A / 12V⎓1.5A
18W（最大）
5V⎓2.4A（最大）
134mm×65mm×14.7mm
222.5g（7.85oz）
USB TYPE C 充电线，热靴支架

作为移动电源使用

SCL10 可作为移动电源，为外部 USB 设备进行充电。充电过程中，显示屏显示当
前输出功率、电池剩余电量百分比等信息。当显示屏自动熄灭，可短按任意按键唤醒。
注：当电量充足时，在开启补光灯同时，可进行 USB 输出。

温控功能

本品设有温度控制功能，当检测到温度过高时，将限制 USB 输出功率以防止温度
继续升高，有效保障电池使用寿命。

注意事项

1. 请勿将光线直接照射眼睛，以免对眼睛造成伤害。
2. 初次使用前，请先对 SCL10 进行充电。
3.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说明，并按照本说明书所述之参数，选用适
合的充电设备进行充放电。
4. 当需要长时间储存本品时，请每 3 个月充电一次。
5. 使用环境温度：-10℃～ 40℃，储藏温度：-20℃～ 60℃。
6. 当本品开始工作时，不可无人看管。若发现有任何故障，请立即停止操作。
7. 请勿使用非专业产品制造商推荐或销售的线材。请勿使用已损坏的线材。
8. 请将本品放置在通风、干燥的地方，谨防雨淋，远离易燃易爆品。
9. 请勿将本品暴露于明火或过高温度环境下。
10. 避免机械振动以及冲击，防止损坏本品。
11. 请勿将导电材料或金属物体放入任何端口，避免本品因发生短路而产生爆炸等
意外。
12. 请勿拆解本品，否则可能会导致爆炸、电池破裂或漏液、人身伤害、财产损坏
和其他不可预测的风险。

免责声明

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承保。对未按照本产品说明书正
确指导操作发生任何事故或意外，而导致第三方损失或索赔，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
任。

保固服务

NITECORE® 产品拥有售后保固服务。在购买本产品的 15 天内，如果有任何质量问
题均可向经销商要求免费更换。在购买本产品的 12 个月内享受免费保固服务。在
超过 12 个月免费保固期后，本产品享有终身有限度保固服务，如需要更换重要部
件则需收取成本费用。
本保固规则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1. 人为破坏，拆解，改装本产品。
2. 错误操作导致产品损坏。
如对奈特科尔产品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当地的代理商或发邮件到
4008869828@nitecore.cn
※ 本说明书的所有图片、陈述及文字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官网 www. nitecore.cn
实际信息为准。广州希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对说明书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和
修改权。

OLED显示屏
通用1/4”
螺丝口

亮度与色温调节
开启后，短按开关按键，可在“亮度 - 色温”两选项间切换。
• 选中亮度选项后，长按“+ / -”按键，可在 5%-100% 亮度范围内进行调节，续
航时间随之改变。（也可通过短按“+ / -”按键进行小幅度调节，每次短按一下
可增加 / 减少 0.1%。）
• 选中色温选项后，长按“+ / -”按键，可在 2500K-6300K 色温范围内进行调节。
（也
可通过短按“+ / -”按键进行小幅度调节，每次短按一下可增加 / 减少 50K。）

开关按键

通用1/4”螺丝口
热靴支架

充电

将 USB 充电线一端连接至 TYPE-C 接口，另一端接上 USB 适配器（可选配件），
并接通电源即可进行充电。
• 当处于正常充电状态时，OLED 显示屏将显示当前输入功率、当前电池电量百分
比等信息。
• 当显示屏显示电池电量为 100%，表示已充电完成。
• 当显示屏自动熄灭，可短按任意按键唤醒。
• 充电时间： 3.5 小时（快充）；4.5 小时（5V/2A）
• 满电时，待机时间约为 1 年。

使用补光灯

开启 / 关闭
长按开关按键可开启 / 关闭本品电源。开启后，OLED 显示屏将会显示“NITECORE”
字样，然后显示续航时间、电池电量指示图标、当前亮度及色温信息。（本品设有
记忆功能，再次开启时，将自动进入记忆的亮度及色温）

更多信息请关注新浪微博：NITECORE 奈特科尔
广州希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 +86-20-83862000
销售邮箱： info@nitecore.com
网
址： www.nitecore.cn
地
址：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 号凯华国际中心 2601-06 室
邮
编： 510623
SCL14051020

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