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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欢迎使用Beholder(乐拍必好德) 三轴单手持陀螺仪稳定器EC1.
 Beholder（乐拍必好德）三轴单反相机手持陀螺仪稳定器是专门

为专业摄影师设计的轻便型单手稳定器。EC1帮助摄影师简单、轻松
地完成出色的稳定拍摄。
  Beholder（乐拍必好德）EC1，是目前首款使用编码器马达与32bit
控制板的单反级别的单手持三轴陀螺稳定器，EC1可调节三轴向的弯
臂长度，俯仰机臂还增加了创新型独有的双重心调节，兼容所有卡片
机至专业单反相机。不管是快速跟拍、高低角度拍摄，都可以让你的
拍摄随心所欲，EC1会帮你更正一切的抖动或晃动，保持画面的平衡
流畅，以达到完美的视频效果。Beholder（乐拍必好德）稳定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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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单、便于携带等特点，广泛适用于短片拍摄、明星见面会、婚
礼等现场的跟拍应用。EC1采用了32位系统，系统多种拍摄模式一键
切换，不需要任何手动改变程序。32位编码器系统响应速度更快，采
用编码器马达，稳定精度大大提高，并且支持任意角度开机，无需切
换模式，支持手动直接固定稳定角度，支持3轴向360度无死角增稳，
支持可翻屏系列相机，支持外接遥控器（实现有线或无线远程控制）
，让您连接延长杆后可以直接成为移动摇臂，实现摇臂镜头、滑轨镜
头及延时摄影。Beholder EC1通过固件升级、软件优化，硬件升级，
优化盲区抖动，完美的高低角度拍摄切换，平稳过渡。
      EC1采用滑环电机，各马达轴可以360°无死角随意旋转，并且支
持一键回中。
     EC1具有20小时的待机时间，同时内置自发光的OLED屏实时显示
用电情况，使用户更加了解产品用电情况，及时对电池进行充电，免
去突然低电量的尴尬局面。OLED屏幕还可实时显示当前切换的模式，
让用户明确清楚当前使用的拍摄模式

扫一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查看产品视频使用教程

获取最新资讯及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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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清单

产品到手后，开始使用前，请检查包装内是否包含以下所有物品，如有缺

失。请及时与经销商取得联系反映情况。

电池的安装及使用说明

电池充电及使用说明：
a. 使用专用18650快速座充充电。把电池正确摆放在充电器槽内，接  
    入电源，对电池进行充电，电池充满电时，LED屏显示电池满格并停
    止充电。
b.使用标配的电池架充电，在电池架未装上电池前，连接电池架的
   USB插口接通电源，电池架显示灯显示为绿灯，插入三个电池后，再 
   次连接充电器显示灯显示为红灯（电池架上少于三个电池显示灯显示
   绿灯表示不在充电中）。

主体

3      2016 Beholder 版权所有

电池架 18650电池*3

快装板 1/4螺母 俯仰调节扳手



电池架只作为临时充电使用，当电池架显示灯从红灯转换为绿灯时，
表示电池架充电完成，但只达到2600mah电池容量的80%。（注意，
采用电池架充电时，USB供电插口功率应满足最低供电要求，常见的
单口2A USB适配器可能将不能充电，应购买官方2.5A USB适配器或自
备功率14W以上的USB适配器）使用电池架充电时间为3-4小时

  

●建议使用专用适配器或者充电器

●若长时间不使用产品，请取出电池保留电池容量达到70%并放置在干燥、阴凉 
    的地方

●如需另购电池，请尽量采购Beholder 乐拍官方电池，或其他性能可靠，带保  
   护电路的电池供应商，以免发生过放过充，容量不均等造成电池损坏，无法开
   机。（提示：目前国际先进科研水平上无法生产超过3500mah的18650电池，
   请不要轻信不可靠来源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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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0电池安装到电池架的使用说明
a.把18650电池的负极（-）朝弹簧方向向内依次压入三颗18650电池。

b.把安装好电池的电池架插入电池仓内
●注意：两圆点方向朝电池仓内插入
●拧上后盖
●启动电源前，请确保相机妥当安装在稳定器上，并完成平衡调整

相机安装方式

安装相机以及调整相机平衡之前，请取下相机镜头盖、插入内存卡，
安装好相机电池及其他配件，确保相机已经完全做好拍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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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架的安装



A.安装相机快装板：
把快装板从云台中取出，并如
图，按快装板的箭头方向，把相
机装到快装板上，扭紧1/4相机
螺丝

B.调整相机前后平衡：

把装好快装板的相机移到云台底
板的限位滑槽内，确定快装板已
在弹簧保护卡槽之中，可用手先
扶平横滾弯臂至水平位置，调整
相机在滑槽中的前后位置，使相
机在俯仰方向达到前后平衡。

若前后调节到尽头仍然无法让
相机达到前后平衡，则按住弹簧
保护按钮，取出快装板回到A步
骤，松开1/4相机螺丝重新调整
1/4相机螺丝到合适的位置，再
装回滑槽；重新调整相机前后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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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槽锁紧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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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调整相机（俯仰）上下平衡：
1，用六角扳手松开俯仰马达螺
丝，将俯仰臂长度收到最短，稍
微拧紧俯仰马达螺丝，松开底板
锁紧螺丝，调节底板高度后，使
相机可以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停
留在任意俯仰角度，则代表俯仰
上下平衡调整得当。

2，若底板锁紧螺丝已经降到最
低，仍无法使相机可以在不受外
力的情况下停留在任意俯仰角
度，则松开俯仰电机螺丝后，调

底板锁紧螺丝

C. 调整相机左右平衡：
1，松开横滚马达螺丝，将横滚
机臂收到最短，拧紧横滚马达螺
丝，再松开云台底板的左右锁
紧螺丝（注意跟滑槽锁紧螺丝区
分），让相机移动至左右平衡的
位置，拧紧左右锁紧螺丝。
2，若移动至尽头仍然不能让相
机达到左右平衡，则拧紧横滚锁
紧螺丝后，可松开横滚马达螺
丝，拉长横滚弯臂，以达
到左右平衡。
3，拧紧横滚马达螺丝。

横滚马达螺丝

左右锁紧螺丝

 

俯仰马达螺丝



提示：Beholder EC1采用了最新的32位系统，3个独立处理器技术和
有感电机技术，其扭力与兼容性已经大幅度提高，可以实现未调平开
机拍摄，直接变焦拍摄，但鉴于考虑到拍摄的稳定性，耗电与寿命，
我们仍然强烈建议大家将稳定器调试到最佳平衡状态再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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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述重心调节完毕后，应重新检查一次相机在不受外力情况下任
     意一轴，是否可以定在一个角度，若不是应在相应轴上做微调，以   
     达到最完美状态。
● 完成安装调节相机后，请再次确认每个旋钮都完全锁紧。
● 请勿过度拧紧扳手螺丝，以免造成螺丝滑牙。
      提示：重心调节详细演示请查看EC1使用教程视频

方向轴马达螺丝

E. 调整方向轴平衡：
1 松开方向轴马达螺丝，
2 用手抓稳稳定器手柄，倾斜
手柄至如小图所示，若横滚电
机方向重，则移动滑槽收短弯
臂，直至相机方向与横滚方向
电机达到平衡，若横滚电机方
向轻则移动滑槽拉长弯臂直至
相机方向与横滚方向电机达到
平衡
3 拧紧方向轴马达螺丝。

节俯仰臂长度，直至相机可以
停留在俯仰任意角度。
3.拧紧俯仰马达螺丝及底板锁
紧螺丝。

 



启动及使用说明

Ⅰ .启动说明：
a. 启动电源前请确保安装并调好相机位置。Beholder EC1 云台采用  
     32位控制板，编码器技术，可以在任意方向任意角度开机。
b. 开关使用（五向摇杆下面的金属按键为电源开关，上面金属按键为
五向遥控旋钮）长按一秒开关按键，OLED显示屏乐拍logo，启动首
先进入的是跟随模式。

五向遥控按钮的操作
(正向拍摄模式下)：
往上推，俯仰轴使镜头朝上；
往下推，俯仰轴使镜头朝下；
往左推，方向轴使镜头朝左；
往右推，方向轴使镜头朝右。
同时。
OLED屏幕将实时显示五向
遥杆所控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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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向摇杆]

[电源开关] [设置按键]

方向轴控制

俯仰轴控制



Ⅱ.拍摄模式：

垂直轻按OLED屏幕下方的金属设置按键，可以进入不同的模式。

A. 默认开机模式，跟随模式（俯仰跟随，方向跟随，可控制俯仰、
方向轴）
B. 按一次，三轴锁定模式，OLED屏幕显示profile1（俯仰锁定，方向
锁定，可控制俯仰、方向轴）
C. 连续按两次，半跟随模式，OLED屏幕显示profile2（俯仰锁定，方
向跟随，可控制俯仰、方向轴）
D. 按三次，跟随模式，OLED屏幕显示profile3（俯仰跟随，方向跟
随，可控制俯仰，方向轴）
E. 连续按四次，全跟随模式，OLED屏幕显示profile4（俯仰跟随，方
向跟随，横滚跟随，可控制俯仰、方向轴）
F. 连续按五次，一键回中，平衡俯仰横滚轴，OLED屏幕显示profile5
G. 长按6秒，陀螺仪校准，OLED屏幕显示profile1（当手持稳定器在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自动漂移或倾斜状况出现。才使用此功能。当使用
此功能时，必须保持稳定器平放在桌子或地面上。在校准过程中请勿
移动稳定器，保持稳定器静止状态。长按模式按钮6秒后，保持稳定器
静止状况，等候5秒，系统自动恢复正常（在校正过程中，请勿移动或
者碰触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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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屏幕显示含义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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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1：设置按键已按一次，锁定模式

                  或长按，陀螺仪校准。

profile2：设置按键已按两次，半跟随模式

profile3：设置按键已按三次，跟随模式

profile4：设置按键已按四次，全跟随模式

profile5：设置按键已按五次，自动回中，平衡旋转轴和横滚轴

profile1

五向摇杆方向向右

五向摇杆方向向左

五向摇杆方向向上

五向摇杆方向向下

电量85% ~ 100%

电量65%  ~ 85%

电量45%  ~ 65%

电量30% ~ 45%

电量10% ~ 30%

电量10%以下闪

开机界面，乐拍美国公司logo

手动设定横滚轴稳定角度

提示：在上述的拍摄模式下，
均可以手动直接设定拍摄角
度，只需直接手扶定住所需角
度2秒，即可让系统自动保存当
前角度并增稳使用。



扩展功能

适用相机型号

Beholder EC1支持轻于2KG（包括镜头）的主流单反相机、
卡片机及微单相机，支持佳能6D/5D/7D、支持微单，如A6300
、A7R2、A7S+24-70/16- 35，GH4+12- 35，GH3+14- 140等相机。
支持卡片机，如RX100，LX100，
支持手机，GOPRO，DV机（需要购买后期推出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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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连接任意三角架，连接杆或乐拍官
方推出的双手持配件（3/8标准螺丝
孔，附件或3/8转1/4螺丝需另购）。
B.mini USB用于调整机器程序（禁用）
C.micro USB用于外接遥控线，可另购
乐拍官方推出的遥控线或无线遥控。
D.手柄左右1/4螺孔，用于外接监视器
和麦克风，补光灯等。
F.快装板通用正版曼富图577系列，如
501PL，701等50mm宽度快装版



手持摄影云台拍摄角度范围

A.调整姿态让俯仰轴随动到想要的角度上， 进入拍摄式。
   EC1使用了三轴向电机360度均无限位的设计，拍摄状态下无任何限 
   制。
B.产品有四种拍摄模式切换，6种按键功能。拍摄模式，千变万化，功
   能无法一一列举。如果有特别拍摄需求，请联系相关技术服务人员 
   以得到更多的咨询。
      
   独特的有感三轴无刷电机陀螺增稳系统，采用先进的软件和硬件来
稳定你的相机,消除抖动、摇晃的画面，走路或跑步等运动时拍摄出现
的颠簸画面也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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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从结构上考虑，建议大家按上述安装步骤（安装方式一）的方
式使用，不建议使用安装方式二。

注意事项
1.EC1出厂前已对其做好了校准。但当长时间未使用或温差过大等时 
候，可能导致陀螺仪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自动漂移或倾斜。则需要对其
校正。
陀螺仪校正：把EC1水平放置在桌面，开启稳定器，长按6秒设置按
扭，系统自动进入陀螺仪校正模式，进入陀螺仪校正模式时，静置稳
定器，电机会失去动力5秒。5秒后系统自动完成校正，稳定器即可恢
复正常使用。(校正时是在完全静止相对平衡的前提下)
2.外露的mini USB口仅限调参数使用和micro USB口仅用于遥控线，不
得用于充电
3.为了获得更好的拍摄体验，在使用EC1拍摄的时候，请勿碰撞及用
力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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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式一 安装方式二



重要安全指示

1 请勿在靠近磁场、火源、水源或高温高湿高腐蚀性的环境下使用或
存放本产品，以免引起设备内部故障。
2 保护好电源线，避免踩踏或者积压，尤其是插头，插座等部位。
3 不得使用不兼容的电源，充电器或电池，可能引发火灾，爆炸或者
其他危险。只能使用设备制造商认可且与信号设备匹配符合安全标
准的配件，如果使用其他类型的配件，可能导致产品出现问题，或者  
出现安全事故。
4.如长期不使用本产品时，请把电池取下并包装好做好防尘工作，放
置于干燥的环境下。
5.请勿在雷雨天使用本设备，雷雨天可能导致本设备故障或雷击危
险。
6请勿把电池暴露于过热的环境下，如阳光、火或者类似因素。
7.请勿把产品暴露在滴水或者泼溅液体中。
8.请勿将导电物体使电池两级对接，或接触电池的端点，以免导致电
池短路，以及因为电池过热而引起烧伤等身体伤害。
9.请勿把电池暴露在任何热源附近，如日照，取暖器，微波炉，烤
箱、炉灶、散热器或其他产生热量的仪器（包括放大器）。
10.若电池使用不当，可能存在爆炸危险，为降低起火或燃烧危险，
请勿拆卸、挤压、戳破、短时外部连接，暴露于高温或扔至火中或水
中。
11.若电池漏液，请勿使皮肤或眼睛接触到漏的液体。若接触到皮肤或
者眼睛上，请立即用水清洗，并到医院进行医疗处理。
12.若电池在使用、充电或者保存过程中有变色、变形、异常发热等
现象，请停止使用并更换电池。
13.本产品及其设备可能包含一些小零件，请将设备及其配件放置在
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儿童可能在无意之中损坏设备或吞下小零件导
致窒息或其他危险。
14.请遵照当地的规定处理废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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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1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EC1三轴单手持陀螺仪稳定器
产品尺寸：长 360 mm 
                    宽 184 mm

       高   79 mm
产品重量：2.2kg
净重（不含相机）：1.2 kg(含电池)
产品包装尺寸：400mm× 220mm×100mm
产品承重：2000g（适配2000g以下的单反相机，微单相机
                 （含镜头及配件）
电池类型：锂离子电池
电池规格：18650 3.7v 2600mah*3
使用时间：8-10小时
                 （根据使用者使用情况，一般相机重量与功率设定有差异）
充电时间：使用电池架充电约3-4小时
工作温度：-10~70摄氏度
工作角度：方向轴360°，横滚轴360°，俯仰轴360°
                  （三轴向无限 位）
电路系统：带编码器的多处理器有感三轴无刷增稳系统。
支       持：佳能5D/6D/7D+16-35 f4.0/f2.8，24-105 f4.0，24-70
                   二代等镜头；支持微单及卡片机，如A6300、A7系列
                        +24-70/16-35、GH4+12-35/14-40/7-14，RX100、L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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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1.我的稳定器没电了要怎么充电呢？
充电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松开稳定器底部的电池后盖拿出电池架，用
稳定器自带的电源适配器连接电源充电。第二种您需购买一个多功能
智能座充，松开电池架，拿出电池架上面的电池直接放到快速座充上
充电。

2.快装板连接好相机后插进稳定器感觉有点难插进去呢？
插入快装版前要把稳定器挂载相机底座下部的手拎螺丝松开两圈半左
右，用手按快装板顶块，使其插槽与顶块的插槽对齐，再慢慢的将快
装板插入。

温馨提示：刚开始调整的时候快装板上边的螺丝别锁死了，调整好左
右重心后再慢慢把快装板拿出来锁紧快装板上边的1/4螺丝。最好为
爱机的快装板上用笔做下平衡时螺丝位置标记，这样您下次安装就不
用重新调整左右重心记住现在快装板螺丝的位置锁好螺丝就可以了。

3.为什么装完相机后，重心也调节平衡了，螺丝也拧紧了，开机 后却
有高频感？
可能云台的底板和快装版上的橡胶减震贴纸没贴，按要求贴上即可。

4.为什么采用电池架无法充电，充电灯不亮？
市面上有不少USB电源电流数虚标（一般输出超过10.5W就自动保
护不供电），采用电池架充电用2.4A的USB口充电都可以在4小时内
充满，或者多口USB插头，总功率应大于12.5W，一般笔记本电脑的
USB3.0供电能力都可以大于2A，采用此类USB口充电速度将大大提
升，乐拍官方有2.5A USB适配器选购，当然也可以选购Beholder多
功能智能座充，都可以使您的充电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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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什么我的稳定器开机后（相机的重心已经调节平衡），它总 是歪
向一边？
这可能是陀螺仪受到周边环境磁场影响，导致陀螺仪方向不正确，解
决方法：长按五向按钮2秒左右进入稳定器校准模式，校准完毕后即
可正常使用。

声明
Beholder®已通过商标认证，未经我方允许不得把商标作其他用途。
产品已经获得多项专利，如果发现抄袭产品，将追究相关的法律责
任。正规经销商会获取销售授权文书，请前往获得正规授权的经销商
购买产品，具体经销商可在网站上查询。在非正规渠道购买的产品，
将不提供产品的售后服务。
产品的功能，外观可能发生改变，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

联系我们
中国总经销：http://www.beholder.cn/
邮箱地址：beholder_cn@163.com
中国售后服务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中心城珠江广场A3 4E
电话：0755-2899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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