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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请仔细阅读此文档以便了解及合理使用 ZOLAR™ Toliman 30C（以下简称“产品”），此文档之最新
版本及产品最新信息以官方网页（ www.z-cam.com/cn/zolar）为准。

如果在安装及使用 ZOLAR™ Toliman 30C 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深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视觉科技”）或其授权之代理商及经销商。

安全指引
使用本产品前，请您务必仔细阅读并遵守本安全指引和本产品相关的全部条款，了解您的合法权益、
责任和安全说明；否则，可能带来财产损失，安全事故和人身安全隐患。一旦使用本产品，即视为
您已阅读、理解、认可并接受本安全指引和与本产品相关的全部条款和内容，并承诺对使用本产品
的行为及因此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负责。您承诺仅处于正常、合理的目的使用本产品，并同意本安
全指引与产品相关的全部条款以及视觉科技后续可能不时作出的增减、补充、调整。

视觉科技不对本产品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承担因您未按照本安全指引或产品相关条款使
用本产品所引发的一切损失或法律责任，不承担因您购买、使用或不能使用本产品而遭受的间接性、
后果性、惩罚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失或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视觉科技因任何损
失、损害对您所负总法律责任均不会超出您因购买本产品而向视觉科技支付的金额（如有）。

         安全警告
本产品不适合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士使用。请勿让儿童接触本产品。
 1 . 请勿让儿童靠近正在运行中之产品。
2. 请勿直接目视光源，强光可能对视力造成永久性损伤。
 3. 请小心避免直接触碰产品发热表面以免烫伤，建议穿戴手套才触碰。
 4. 产品边角锋利请小心触碰避免割伤，建议穿戴手套才触碰。
5. 不要封堵遮掩产品的散热通风口。
6. 产品不具备防水防尘功能，注意防水、防尘，以免损坏产品。
 7. 请妥善安放电源线，以免被电源线绊倒或意外拉扯电源线导致产品断电。
8. 如需延长电源线，该延长线之额定电流应不少于产品所配电源线之额定最大电流。
9. 如需使用电源适配器供电，请将电源适配器连接至带接地之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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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深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对所有产品功能与技术规格参数拥有最终解释权。功能、规格、参数如有更
改，恕不另行通知。

 10. 产品请勿置于易燃、易挥发溶剂附近，避免损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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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ZOLAR™ 专业 LED 灯光系统，是由成功创造 Z CAM 电影机之深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开发，产
品研发采用了深奥的色彩科学知识，领先的图像处理算法，摄影机传感器及镜头校正专业知识，从
而达至高保真度色彩还原，表现非常接近天然日光。

采用自主研发之 “分色亮度非线性自适应动态校正系统”，解决了 LED 灯珠表现不一致问题，更革
命性地允许 ZOLAR™ 不同系列 LED 灯混合使用时，无明显可见色彩偏差（ZOLAR™ 其它系列将配备
色彩匹配模式）。
 
ZOLAR™ Toliman 是面向专业影视制作的双色 LED 平板柔光灯系列，其优秀柔光效果及色彩保真度
还原，均被提升到行业新高度，双色全光谱 LED 在整个有效相关色温范围内，保持连续光谱输出，
所有测试指标均达到了极高水平的显色指数 CRI 和 TLCI，无一例外，绝不妥协，尤其突出的是 R9、
R12、R13 和 R15。

Spectral Similarity Index (SSI) 光谱相似指数，是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从单 CMOS 传感器数码
摄影机角度出发，专门为 LED 提出的灯光色彩保真度评估标准，以理想光源作为参考光，100 分为
满分，得分越高，表示多数摄影机有更大机会获得高色彩保真度。ZOLAR™ Toliman 系列在全色温
范围 (3,200K~5,600K) 内，光谱相似指数 SSI 全部接近或超过 90，为行业内领先指标。

更高指数水平，让色彩特别是肤色还原得更漂亮，也是这些指数存在的真正意义。

ZOLAR™  谁与争光！

•  显色指数 CRI：Ra ≥ 98 (R9 及 R12 高达 98) ，TLCI ≥ 98；
•  光谱相似指数 (SSI) 高达 90；
•  额定功率 ≤ 200W，一米距离照度输出 ≥ 7,500 lx ；
•  支持 DMX 、Art-Net 4 和 sACN 协议及 powerCON；
•  ZOLAR Stylist“造型师”精密方向性导光超级穿透面板，控制光束角度，漫射柔光，无色移；
•  多机同步 - ZolarLink  ( 无线 / 有线 ) ，极速自动同步组群；
•  内置动态光效 ( 同步 ) ，支持不同场景应用；
•  蓝牙 + WLAN 混合遥控：支持有线遥控器、手机 App ( iOS 及安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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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产品亮点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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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设备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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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02] ZOLAR Stylist “造型师”卡座

插槽  1
反光膜

插槽 2
插槽 3

ZOLAR Stylist 
“造型师”

认识产品

 1 .  防撞角
2.   ZOLAR Stylist“造型师”卡座
3.   转向夹紧把手
4.   Yoke 支架
5.  手动旋转锁定螺栓
6.   套管
7.   散热孔 
8.   快速释放按钮
9.  V 型口底座
10. DMX 输出
11.  DMX 输入
12. 以太网口
13. 底部把手
14. 散热孔
15. 顶部把手
16. 主设备控制器
17. 电源开关
18. 电池输入
19. 电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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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遥控器接口
21.  M-I-S 拨动开关
22. 天线接口
23. 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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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设备控制器液晶屏
25. 指示灯
26. 选择制旋钮
27 . 模式键
28 . 菜单键
29. 收藏键
30. F3 键
31  . F2 键
32. F1 键

[16] 主设备控制器

主设备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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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电源供应器把手
34. 防撞角
35. V 型口电池挂板
36. 快速释放按钮
37 . V 型口扣片
38. AC 输入
39. AC 环出
40. 电池电源输出
41 . 电源开关
42. DC 电源输出

电源供应器 PSU

正面 左侧面

顶部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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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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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遥控器液晶屏
44. 选择制旋钮
45. 左键
46. F1 键
47 . F2 键
48. 模式键
49. 右键
50. F3 键
51 . 菜单键
52 . 收藏键
53. 电源开关
54. 遥控线连接端口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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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51
52

54

遥控器正面

遥控器底部

遥控器右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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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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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清单
使用本产品前，请检查包装内是否包含以下所有物品。如有缺失，请与代理商、经销商联络。

主设备
1 pc

遥控器连接线
1 pc

天线
1 pc

遥控器
1 pc

 ZOLAR Stylist W - Side A

ZOLAR Stylist “造型师” W 32x32

Version 1.0.0

[55] AC 电源线*（国标）
1 pc

[56] DC 电源连接线（3-Pin）
1 pc

[57] 电池电源连接线（4-Pin）
1 pc

电源供应器 PSU
1 pc



使用准备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安装
 1 . 转动“转向夹紧锁把手”[03] 调整主设备与 Yoke 支架 [04] 之间任意倾斜角度，逆时针方向转
     动松开，顺时针方向锁紧。调整角度，支持范围 ±360°。
2. 将套管 [06] 套进去灯架顶部接口，顺时针方向转动手动旋转锁定螺栓 [05] 直至锁紧为止。
3. 之后可再重复上述 1 之步骤，调整主设备与 Yoke 支架 [04] 之间任意倾斜角度。

           © 2022 深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11

图：主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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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
将电源供应器 PSU 通过 V 型口扣片 [37] 安装到主设备的 V 型口底座 [09] 上 .

Version 1.0.0

图：电源供应器 PSU 安装

使用 AC 电源供电
 1. 将 DC 电源连接线（3-Pin）[56] 一端连接至电源供应器 PSU 的 DC 电源输出 [42], 另一端连接至
     主设备的电源输入 [19];
2. 将 AC 电源线 [55] 连接至电源供应器 PSU 的 AC 输入 [38];
3. 将 AC 电源线 [55] 插头连接至合适的 AC 电源（110 ～ 240 V, 50/60 Hz）;
4. 如需断电，确保电源开关已为关闭状态，从电源插座拔下 AC 电源线 [55] 插头，按住 AC 电源线
    [55] 的插头安全锁后将其从电源供应器 PSU 拔出，再按住电源供应器 PSU 上 DC 电源输出 [42]
    上的安全拨片，将 DC 电源连接线 [56] 从电源供应器 PSU 上拔出，然后按住 DC 电源连接线 [56]
    的插头安全锁后从主设备上拔出。

1

2

AC 110v-240v

3

4

图：AC 电源供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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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池  供电
1. 将两个 V 型口电池分别从上而下装进电源供应器两侧的 V 型口电池挂板 [35]；
2. 往下轻推，直至两个电池都锁紧到位；
3. 将电池连接线（4-Pin）[57] 一端连接至电源供应器的电池输出 [40]，另一端连接至主设备的电池
     输入 [18];
4. 如需停止电池供电，按住电源供应器一侧的快速释放按钮 [36]，向上方推出电池，另一侧也同样
     推出电池；按住电源供应器电池输出 [40] 上的安全拨片，将电池连接线 [57] 从电源供应器上拔
     出，按住电池连接线 [57] 的插头安全锁后从主设备上拔出。

*

图：电池电源供电连接

1 2

3

4

* 仅限使用两个 14.8V 规格的 V 型口系列电池， 不包括在包装内。

警告：通过电源供应器 PSU 以交流环出形式串联供电时，最大串联设备台数为 1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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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
 1 . 确认电源已连接。
2. 将电源供应器 PSU 电源开关 [41] 拨至“ | ”启动位置。
3. 将主设备电源开关 [17] 拨至“ | ”启动位置。
4. 如需关闭电源，将主设备电源开关 [17] 拨至“ O ”关机位置。 
5. 将电源供应器 PSU 电源开关 [41] 拨至“ O ”关机位置。

          菜单操作
 1 . 在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2. 顺时针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向下移动光标，逆时针转动旋钮向上移动光标，按压旋钮确认选择，
     重新按压菜单键 [28] 返回上一级菜单。

          遥控器连接
 1 . 将遥控器连接线一端插入主设备遥控器接口 [20]，另一端插入遥控线连接端口 [54]；
2. 将遥控器电源开关 [53]，拨至“ON”启动位置，便可开始使用；
3. 长按遥控器右键 [49]，主设备暂停灯光输出，再长按右键 [49] 恢复灯光输出。
4. 如需关闭遥控器，将开关拨至“OFF”关机位置。

图：遥控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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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牙® 连接
将天线顺时针方向拧进去主设备顶部天线接口 [22]，手机已下载安装 ZOLAR™ 手机 App。
 1. 手机连接主设备
        a) 主设备控制器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b)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信息”，记下显示之序列号；
        c) 手机打开 ZOLAR™ 手机 App，点选右上角三点标志，进入设置菜单；
       d) 点选“连接“，选择“蓝牙”，然后按左上角箭头符号返回主菜单；
        e) 在主菜单顶部，点选主设备清单图标；选择对应序列号之主设备，点击确认；
        f )  按一下菜单键 [28]，返回上一级菜单；
        g) 可以开始使用 ZOLAR™ 手机 App 控制主设备。

2. 解除手机连接主设备
        a)  退出 ZOLAR™ 手机 App 后，蓝牙连接自动解除。
        b)  重新进入 ZOLAR™ 手机 App，蓝牙连接自动重连。
        

          手机应用程序
ZOLAR™ 应用程序 (iOS 和安卓 )
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并安装 ZOLAR™ 手机 App，然后通过无线局域网或蓝牙 ® 连接控制主设备。

      App Store (iOS) 

Version 1.0.0

腾讯应用宝 ( 安卓 )    �Google Play ( 安卓 )    �



 无线局域网连接
将天线顺时针方向拧进去主设备顶部天线接口 [22]，手机已下载安装 ZOLAR™ 手机 App。 

 1 .  主设备连接无线局域网（只适用于 2.4GHz 频段）
         a) 主设备控制器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b)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Wi-Fi”，按一下进入“Wi-Fi”菜单；
        c)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二维码”，按一下显示二维码；
       d) 手机开启无线局域网及蓝牙功能，并连接至局域网；
        e) 手机打开 ZOLAR™ 手机 App，点选右上角三点标志，进入设置菜单；
        f ) 点选“Wi-Fi 配网”，将取景框对准二维码扫描；
        g) 扫描成功后，手机显示当前连接无线区域网 SSID，输入密码后，按下方“连接”；
        h) 配网成功后，手机显示“配网成功”，按左上角箭头符号返回主菜单；
         i ) 按一下菜单键 [28]，返回上一级菜单；
        j ) 可以开始使用 ZOLAR™ 手机 App 控制主设备。 

2. 解除主设备连接无线局域网
        a) 主设备控制器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b)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Wi-Fi”，按一下进入“Wi-Fi”菜单；
        c)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断开”，按一下，再选择“是”，按一下确认断开。
 

固件升级

手机已下载安装 ZOLAR™ 手机 App，已完成主设备连接无线局域网设置；主设备若为电池供电，
需确保电量在 50% 以上，整个升级过程中不可中断电源：

 1 . 打开 ZOLAR™ 手机 App，在主菜单点选“固件升级”，手机显示当前无线局域网下主设备列表及
     可供升级固件版本；
2. 点选对应主设备，选择升级，显示“固件升级”，点选“确认”，显示升级进度，主设备控制器 [16]
     界面显示“固件下载 x.x.x（版本号）”，升级过程约需 4 分钟；
3. 升级进度显示达到 100%，表示升级成功，主设备将自动重启；
4. 万一升级失败，请按上述步骤重新进行升级。

注意：
· 升级期间主设备与无线局域网之间距离需在 3 米以内，否则可能导致升级失败。
· 手机需允许 ZOLAR™ App 的相关权限，否则可能导致无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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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引
相关色温调整
 1 .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模式键 [27]，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色温，按一下进入
     色温菜单；
2. 在色温菜单，按一下 F1 键 [32]，进入色温调整菜单；
 3. 选择制旋钮 [26] 顺时针转动，提高色温，每转动一格色温提高 50K，最高值为 5,600K；
 4. 选择制旋钮 [26] 逆时针转动，降低色温，每转动一格色温降低 50K，最低值为 3,200K；
5. 再按一下 F1 键 [32] 锁定当前色温，并退出色温调整菜单。

亮度调整
 1 .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 F3 键 [30]，进入亮度调整菜单；
2. 选择制旋钮 [26] 顺时针转动，增加亮度，每转动一格亮度增加 0.1%，最大值为 100%；
 3. 选择制旋钮 [26] 逆时针转动，减少亮度，每转动一格亮度减少 0.1%，最小值为 0%；
 4. 再按一下 F3 键 [30] 锁定当前亮度，并退出亮度调整菜单。

色温调节界面 亮度调节界面

偏好收藏
 1 . 确认当前需要收藏之亮度与色温数值；
2. 长按主设备控制器 [16] 的收藏键 [29]，直至屏幕上方显示“已保存”，之后放开，偏好已收藏；
 3. 如需使用偏好收藏，按一下收藏键，显示所有已收藏的偏好列表；
 4.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中后，按一下选择制旋钮 [26] 确认，之后按一下收藏键返回；
5. 如需删除偏好收藏，在已收藏偏好列表里选中后，按一下 F3 键 [30]，选择是否删除；
6. 如需删除全部偏好收藏，长按 F3 键 [30]，选择是否删除全部。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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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光效
ZOLAR™ 内置动态光效库，其中包含在拍摄现场或电视演播室中常用的各种灯光效果，可用来取代
很多特殊光效设备。

动态光效列表：
        · 云彩移动
        · 爆炸
        · 火焰
        · 烟花
        · 荧光闪烁
        · 闪电
        · 狗仔队
        · 脉冲
        · 频闪
        · 电视
        · 焊接 
        · 行进
        · 淡入淡出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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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彩移动 爆炸 火焰 烟花

荧光闪烁 闪电 狗仔队 脉冲 频闪

电视 焊接 行进 淡入淡出

图：动态光效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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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直接使用主设备菜单，或通过 Art-Net / sACN 调用这些动态光效。每个光效都提供特定参数。
动态光效可以偏好方式收藏，以便快速调用。

 1 . 选择动态光效
        a)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模式键 [27]，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动态光效，按一
             下进入动态光效菜单；
        b) 再按一下，显示动态光效列表；
         c)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列表中的动态光效后，按一下选择制旋钮 [26] 确认；并回到动态
             光效菜单。

2. 调整光效亮度
        a) 在动态光效菜单界面，按一下 F3 键 [30]，进入亮度调整菜单；
        b)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调整亮度后，按一下 F3 键 [30] 锁定当前亮度，并退出亮度调整菜单。

 3. 动态光效设置  
        a) 在动态光效菜单界面，按一下 F1 键 [32]，进入设置菜单；
        b) 使用选择制旋钮 [26] 选择并调整光效设置参数后，点选退出或按一下菜单键 [28]，退出动
             态光效设置菜单；

4. 启动 / 停止动态光效
        a) 如动态光效在停止状态，按一下 F2 键 [31]，启动动态光效；
        b) 如动态光效在启动运行状态，按一下 F2 键 [31]，停止动态光效；主设备停止光源输出；
        c) 启动 / 停止动态光效，仅能在动态光效控制界面中操作。

5. 退出动态光效模式
        在动态光效菜单界面，按一下模式键 [27]，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色温，按一下选择制旋
        钮 [26] 确认，并退出“动态光效”模式。



提示：当您在调光曲线平坦区域中选用基本亮度值时，光效之动态范围在此等亮度中会很低。改用其他动态光
              效或选用另一调光曲线，以获得更大动态之光效。

灯控制

ZOLAR™ Toliman 30C 支持四种调光曲线，调光曲线是全局的，可通过主设备菜单、Art-Net / sACN 
和 DMX 进行控制。

调光曲线

      · 指数（默认设置）：在较低亮度时调光精细度较高，在较高亮度时调光精细度则较低。如需
           在低亮度时使用高精细度，请选用此调光曲线。
      · 对数：在较低亮度时调光精细度较低，在较高亮度时调光精细度则较高。如需在高亮度时使
           用高精细度，请选用此调光曲线。
      · 线性：亮度变化与选择制旋钮 [26] 调整之数值成正比。
      · S 曲线：在较低和较高亮度时，调光精细度都很高，而在两者之间的亮度水平时，调光精细
           度较低。如需在低亮度和高亮度水平下使用高精细度，请选用此调光曲线。

 1 . 在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界面；
2.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取 “灯控制”，按一下选择制旋钮 [26]，进入下一级菜单；
3. 选取 “调光曲线”，按一下选择制旋钮 [26]，进入下一即菜单；
 4.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调光曲线后，按一下选择制旋钮 [26] 确认；
5. 点选退出或按一下菜单键 [28]，逐步返回原来菜单。

设置调光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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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乎现场无线网络信号接收状况而异

ZolarLink 多机无线互联
ZolarLink 多机无线互联技术，采用自主研发智能响应同步架构，无需逐台连接网络，无需使用任
何电脑或手机装置，轻松快捷实现单台主机灯控装置与多台从机灯控装置同步互联，并可设置多达
16 组 ID 标识，每组 ID 标识支持多达 60 台从机，为多灯同步互联提供前所未有之高效便捷崭新体
验。
1. ZolarLink 初始配对
        a) 确保主机与从机连接时，两者保持在 3 米距离内，天线接口 [22] 已装上天线；
        b) 选取一台作为主机，电源关闭状态下， M-I-S 拨动开关 [21] 选 M 档；启动电源，指示灯 [25]
             状态为洋红色闪烁；
        c) 选取一台作为从机，电源关闭状态下，M-I-S 拨动开关 [21] 选 S 档；启动电源，指示灯 [25]
             状态为青色闪烁；
       d) 主机与从机将在 5 秒内成功组网，主机控制器液晶显示屏 [24] 顶部区域，将显示洋红色连接
             图标和已连接从机数量，指示灯 [25] 状态为洋红色长亮；从机控制器液晶显示屏 [24] 顶部区
             域，将显示青色连接图标，指示灯 [25] 状态为青色长亮；
        e) 重复 c、d 步骤，将其他从机加入同一组 ID（最多 60 台）；
        f )  若超过 20 秒仍然未能加入组网，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取“ZolarLink”，按一下进入“ZolarLink”菜单，选取“断开”，
             从机将自动重启并重新配对，若仍未能成功，请参考“异常处理”；
        g) 完成配对操作后，将主机和从机放到所需使用位置，两者之间最长距离约 100 米 *。

注意：
配对过程中，尽量停止操作及改变同一网络内产品设置。

图：ZolarLink 多机无线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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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若全部从机（不更改默认组 ID）同时启动电源，进行初始配对：
 ·  10 台：约 48 秒 *
 · 20 台：约 1 分 52 秒 *
 · 30 台：约 2 分 55 秒 *
 · 40 台：约 5 分 10 秒 *
 · 50 台：约 6 分钟 *
建议每一轮配对从机同时启动数量不超过 10 台，效率更佳。
若已配对，全部从机同时启动电源与主机同步：约 2 秒内 *
* 视乎现场无线网络信号接收状况而异

2. 快速取消配对
        a) 主机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取
             “ZolarLink”，按一下进入“ZolarLink”菜单，选取“断开”，所有已配对在线从机将自动解
             除与主机配对关系，而无需逐台从机处理；
        b) 此主机如需变作从机加入新网络配对，电源关闭状态下， M-I-S 拨动开关 [21] 选 S 档，然后
             按“初始配对”流程操作；
         c) 此主机如需恢复闲置状态，请按“退出 ZolarLink”流程操作。

3. ZolarLink™ 全局同步使用模式
         a) 在主机上改变相关色温、亮度、动态光效等设置，同一组 ID 之所有从机，会自动同步至
             相同设置；
        b) 同步后，每台从机可根据需要进行单独设置，而不影响同一组 ID 之其他从机或主机之原
             有设置；
        c) 如需保存同一组 ID 内主从机当前所有设置，主机进入“ZolarLink”菜单，转动选择制旋
             钮 [26] 选取“场景”，再选取 1 至 8 其中一个作为此场景编号，长按选择制旋钮 [26] 保存；
        d) 如同一组 ID 内主从机设置改变后，需要更新此场景，可重复以上 c（选取同一场景编号）；
             如设置改变后欲保存至另一场景编号，可重复以上 c（选取另一场景编号）；
        e)  如在同一组 ID 内主从机设置单独改变后，欲恢复至原来保存过之场景设置，主机进入
             “ZolarLink”菜单，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场景”，再选取所需恢复场景编号，按一下
             选择制旋钮 [26]，主机将与从机恢复至原来保存过之场景设置；
         f)  如某台从机欲退出此组 ID 不受其同步更新影响，进入“ZolarLink”菜单，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同步”，按一下，选取“关”，再按一下确认，该从机将不再接收主机同步更新指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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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olarLink 分组管理
     支持最多 16 个“组 ID”，进行主从机连接，以便分组管理使用 ;
         a) 确保主机与从机连接时，两者保持在 3 米距离内；
        b)  选取一台作为主机，电源关闭状态下， M-I-S 拨动开关 [21] 选 M 档；启动电源，指示灯 [25]
              状态为洋红色闪烁；
        c)  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取
             “ZolarLink”，按一下进入“ZolarLink”菜单，确保“ZolarLink”菜单里，“蓝牙”、“灯控制”
 及“同步”设置，均处于“开”状态；
        d)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组 ID”，按一下进入设定 ID 菜单，按一下改变组 ID，转动选择
              制旋钮 [26] 选取组 ID（0 ~ 15 之间），确保此组 ID 并没有被附近其他主机使用，再按一下
              确认（若改变组 ID 主机会自动重启）；
         e) 选取一台作为从机，电源关闭状态下， M-I-S 拨动开关 [21] 选 S 档；启动电源，指示灯 [25]
             状态为青色闪烁；
        f)  在从机的主设备控制器 [16] 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
              取“ZolarLink”，按一下进入“ZolarLink”菜单，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组 ID”，按
              一下进入设定 ID 菜单，按一下改变组 ID，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与主机一致组 ID
             （0 ~ 15 之间），再按一下确认；
       g)  主机与从机将在 5 秒内成功组网，主机液晶显示屏 [24] 顶部区域，将显示洋红色连接图标
              和已连接从机数量，指示灯 [25] 状态为洋红色长亮；从机液晶显示屏 [24] 顶部区域，将显
              示青色连接图标，指示灯 [25] 状态为青色长亮；
        h)  重复 e、f、g 步骤，将其他从机加入同一组 ID（最多 60 台）；
        i )  若超过 20 秒仍然未能加入组网，主设备控制器 [13]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取“ZolarLink”，按一下进入“ZolarLink”菜单，选取“断开”，
             从机将自动重启并重新配对，若仍未能成功，请参考“异常处理”；
         j) 完成配对操作后，将主机和从机放到所需使用位置，两者之间最长距离约 100 米 *  

* 视乎现场无线网络信号接收状况而异

注意：
配对过程中，尽量停止操作及改变同一网络内产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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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ZolarLink 分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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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红色
绿色
蓝色
黄色

洋红色
青色
白色

错误
正常
ArtNet / sACN 使用中
警告：电压 / 温度
ZolarLink 模式：主机已连接
ZolarLink 模式：从机已连接
DMX 输入 / 输出

-
-
-
固件升级进行中
ZolarLink 模式：主机未连接
ZolarLink 模式：从机未连接
-

长亮 闪烁（0.5 秒间隔）

 5. ZolarLink 信号查看
      如主机改变设置时从机同步有明显延迟，请参考以下步骤：
         a)  主机的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
              取“ZolarLink”，按一下进入“ZolarLink”菜单，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状态”，按
              一下进入“ZolarLink 设备列表”，显示已连接所有从机 ID 及其连接信号强度；
        b)  从机的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
              取“ZolarLink”，按一下进入“ZolarLink”菜单，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信号”，显
              示当前位置与主机之间信号强度，若强度显示为“弱”，请调整从机与主机之间距离，至强
              度显示为“一般”或“好”。

6. 退出 ZolarLink 
     主机及从机在电源关闭状态下， M-I-S 拨动开关 [21] 选 I 档，启动电源，指示灯 [25] 状态为绿灯
     常亮，表示该设备已恢复为闲置状态。

7. 异常处理
     如从机未能成功与主机配对，请参考以下步骤：
        a)  请确保主机及从机距离在 3 米之内；
        b)  配对过程中，尽量停止操作及改变同一网络内产品设置；
        c )   确保“ZolarLink”菜单里，“蓝牙”、“灯控制”及“同步”设置，均处于“开”状态；
        d)  重启主机及从机；
               e)  若超过 20 秒仍然未能与主机配对，重置 ZolarLink 网络，主机的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
              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取“ZolarLink”，按一下进入
             “ZolarLink”菜单，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重置网络”，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
             “是”，主机将自动重启，并解除与所有从机连接；
       f )  从机的主设备控制器 [16] 上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ZolarLink”，按一下进入“ZolarLink”菜单，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重置网络”，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选取“是”，从机将自动重启，解除与主机连接，并重新搜寻可连接
              之主机进行配对。

指示灯    状态[25]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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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置

可查看当前设备的各项信息。包括电压、温度、设备使用时长、灯使用时长、校正、固件版本以及
序列号。查看方法如下：
 1 .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2.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信息”，按一下进入“信息”菜单；
 3.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查看当前电压、温度、设备使用时长、灯使用时长、校正、固件版本及序
     列号等信息；
 4. 点选退出或按一下菜单键 [28]，退出“信息”菜单。

 1 .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2.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设置”，按一下进入“设置”菜单；
 3.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语言”，按一下进入“语言”菜单；
 4.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中文”或“English”，按一下确认；
5. 点选退出或按一下菜单键 [28]，退出“语言”菜单。

 1 .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2.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设置”，按一下进入“设置”菜单；
3.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LCD 亮度”，按一下进入“LCD 亮度”菜单；
4. 选择制旋钮 [26] 顺时针转动，提高 LCD 亮度，每转动一格提高 10%，最高值为 100%；
5. 选择制旋钮 [26] 逆时针转动，降低 LCD 亮度，每转动一格降低 10%，最低值为 0%；
6. 选定后，按一下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或菜单键 [28]，锁定当前 LCD 亮度；
7. 点选退出或按一下菜单键 [28]，退出“设置”菜单。

 1 .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2.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设置”，按一下进入“设置”菜单；
 3.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LCD 翻转”，按一下进入“LCD 翻转”菜单；
 4.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正常”或“翻转”；
5. 选定后，按一下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或菜单键 [28] 确认；
6. 点选退出或按一下菜单键 [28]，退出“LCD 翻转”菜单。

查看信息

语言设置

LCD 亮度设置

LCD 翻转设置

           © 2022 深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26Version 1.0.0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1 .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2.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设置”，按一下进入“设置”菜单；
3.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风扇”，按一下进入“风扇”菜单；
4.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自动”（默认）、“高”、“中”、“低”或“关”；
5. 选定后，按一下转动选择制旋钮 [16] 或菜单键 [28] 确认；
6. 点选退出或按一下菜单键 [28]，退出“风扇”菜单。

 1 . 主设备控制器 [16] 待机界面，按一下菜单键 [28]，进入菜单列表；
2.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设置”，按一下进入“设置”菜单；
 3.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恢复出厂设置”，按一下进入“恢复出厂设置”菜单；
 4. 转动选择制旋钮 [26]，选择“是”，按一下转动选择制旋钮 [26] 确认；
 5. 主设备立即清除所有设置及已收藏之偏好信息，自动重启并恢复出厂设置。

风扇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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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ZOLAR Stylist “造型师” 32x32
ZOLAR Stylist “造型师”配件，为精密方向性导光超级穿透面板，可以很方便地置放在 LED 前方，
控制光束角，同时提供柔光效果，又不产生偏色。安装后，可加配比如 ZOLAR 遮扉或 ZOLAR 柔
光罩等配件，进一步塑造光线达至理想效果。

ZOLAR Stylist “造型师”配件目前有三款选择，分别为标配的 ZOLAR Stylist W 32x32 和另外选购
的 ZOLAR Stylist L 32x32 及 ZOLAR Stylist L Plus 32x32。

标准套装内包含一件 ZOLAR Stylist W 32x32，建议安装配合使用，以达至最佳效果。
 ZOLAR Stylist W - Side A

ZOLAR Stylist W 32x32
（标准包装）

 ZOLAR Stylist L - Side A

ZOLAR Stylist L 32x32
（另购配件，不包括在标准包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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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LAR Stylist W 32x32 （标准配件）
 1 . 分 A、B 两面；
 2. 当 A 面朝外时，出光角度将转为 90º；
 3. 当 B 面朝外时，出光角度将转为 127º。

Version 1.0.0

 ZOLAR Stylist L Plus - Side A

ZOLAR Stylist L Plus 32x32
（另购配件，不包括在标准包装中）

备注：ZOLAR Stylist L 和 ZOLAR Stylist L 仅适用于 ZOLAR Toliman 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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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 ZOLAR Stylist “造型师”32x32
 1 . 将顶部两个滑锁 [23] 向内轻推，拨至解锁位置；
2. 将顶部边框翻起，露出 3 个 ZOLAR Stylist “造型师” 卡座插槽；
3. 沿卡槽慢慢置入 ZOLAR Stylist “造型师”配件，注意 A、B 面方向是否正确；
4. 合上顶部边框，将顶部两个滑锁 [23] 向外轻推，拨至锁定位置。

图：置入 ZOLAR Stylist “造型师”

取出 ZOLAR Stylist “造型师”32x32
 1 . 将顶部两个滑锁 [23] 向内轻推，拨至解锁位置；
2. 将顶部边框翻起，露出 3 个 ZOLAR Stylist “造型师” 卡座插槽；
3. 沿卡槽将已置入 ZOLAR Stylist “造型师”配件慢慢取出；
4. 合上顶部边框，将顶部两个滑锁 [23] 向外轻推，拨至锁定位置。

Version 1.0.0

 ZOLAR Stylist W - Sid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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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LAR 遮扉 32x32 （另购配件）
ZOLAR 遮扉是一款专业影视级遮光配件，置放在主设备正前方，利用四块挡板的开合角度有效控
制光线发散和光束方向，为用户提供便捷和专业的遮光控光效果。

ZOLAR 遮扉 32x32

Version 1.0.0

置入 ZOLAR 遮扉 32x32
 1 . 将顶部两个滑锁 [23] 向内轻推，拨至解锁位置；
2. 将顶部边框翻起，露出三个 ZOLAR Stylist “造型师” 卡座插槽；
 3. 沿最外面卡槽慢慢置入 ZOLAR 遮扉配件；
 4. 合上顶部边框，将顶部两个滑锁 [23] 向外轻推，拨至锁定位置。

图：置入 ZOLAR 遮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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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 ZOLAR 遮扉 32x32
1. 缓慢撕下遮光布条；
2. 将顶部两个滑锁 [23] 向内轻推，拨至解锁位置；
3. 将顶部边框翻起；
4. 沿最外面卡槽将已置入 ZOLAR 遮扉配件慢慢取出；
5. 合上顶部边框，将顶部两个滑锁 [23] 向外轻推，拨至锁定位置。

安装 ZOLAR 遮扉魔术贴
 1. 将魔术贴裁剪成指定长度并粘贴在如图所示位置；
 2. 撕开遮扉上的魔术贴贴纸；
 3. 将遮光布粘贴到主设备与遮扉上的魔术贴上，以达到不漏光的作用。

图：粘贴魔术贴

图：粘贴遮光布

右侧 - 100mm顶部 - 210mm

底部 - 250mm

左侧 - 100mm

遮光布



ZOLAR 柔光罩配件套装 32x32 （另购配件）
ZOLAR 柔光罩配件套装是一套专业影视级柔光配件，包括柔光固定罩、柔光布与柔性控光格栅， 
固定于主设备正前方。使用柔光固定罩搭配柔光布，使发光面积增大，光线柔和且均匀，色彩饱和
度高；使用柔光固定罩搭配柔性控光格栅，实现定向布光 , 更加准确、可控地引导光线的走向和光
照范围，制造中心突出，边缘明暗过渡柔和的光源效果。

安装 ZOLAR 柔光固定罩 32x32
 1 . 展开 ZOLAR 柔光固定罩，将其套在主设备的前方，使相应缺口与主设备结构贴合，调节边角魔
     术贴松紧带使之固定；
2. 将两根魔术贴绑带分别穿过塑料扣，拉紧绑带并粘上魔术贴，确保柔光固定罩安装稳固。

ZOLAR 柔光罩配件套装 32x32

柔光布 32x32

柔光固定罩 32x32

柔性控光格栅40º 32x32

图：柔光固定罩安装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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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 ZOLAR 柔光固定罩 32x32
 1 . 解开 ZOLAR 柔光固定罩后侧魔术贴绑带；
2. 解开 ZOLAR 柔光固定罩后侧边角魔术贴松紧带；
3. 将 ZOLAR 柔光固定罩四角慢慢从主设备拉出。

安装 ZOLAR 柔性控光格栅 40° 32x32
 1 . 沿 ZOLAR 柔光布一角轻轻将其从 ZOLAR 柔光固定罩扯下。
2. 展开 ZOLAR 柔性控光格栅，将各边魔术贴带粘贴在 ZOLAR 柔光固定罩前侧，并使整体固定平
     直。

图：柔性控光格栅安装

安装 ZOLAR 柔光布 32x32
 1 . 展开 ZOLAR 柔光布，将各边魔术贴带粘贴在 ZOLAR 柔光固定罩前侧，并使布面平整。
 2. 安装完成。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 2022 深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33Version 1.0.0



产品规格
品牌
系列
型号

ZOLAR™
Toliman
30C

LED 类型 
白光 
柔光系统 
显色指数
光谱相似指数 
光圈面积 
调光 

色温公差 

双色，全光谱
3,200K ~ 5,600K 连续光谱可变相关色温输出
反光膜 + ZOLAR Stylist “造型师”
CRI：Ra ≥ 98 (R9 及 R12 高达 98)，TLCI ≥ 98
SSI 高达 90
240mm x 240mm
0 ~ 100% 连续调光 ( 主设备控制器 0.1% 精度 )
不同调光曲线，平滑调光至零，且无色移
± 100 K( 额定 )

倾斜角度
操作方式
固定方式

± 360°
铝制 Yoke 支架，转向夹紧锁把手，上下及左右摇摆
16 mm / 28 mm Combo Pin (Baby 5/8" / Junior 1-1/8" Combo Pin) / 
28 mm 套管 (Junior Pin)

多机同步

控制
遥控器
无线控制

ZolarLink 多机同步协议，最多 16 组，每组支持多达 60 台从机（无线）；
每组最多 32 台从机 ( 有线 )；
主设备搭载控制器
有线遥控器 ( 线长 5 米 )
WLAN、蓝牙、ZOLAR™ 手机应用程序、Art-Net 4 及 sACN 协议

电源输入
电源连接
电池输入
PSU
功耗

48 V，5.2A DC
Male 3-Pin XLR - 15A (Pin 1: 负极 / Pin 2: 正极 )
双 V 型口电池，12.8 ~ 16.8V (180Wh min.)
110 ~ 240V，交流环出，powerCON
最大功耗 250W�

散热系统
操作环境
预计 LED 寿命
预计寿命周期内色移 (CCT) 

静音风扇模式 ( 自动、高、中、低 )
-20°C ~ +45°C
50,000 小时 (L70)
± 5%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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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设备管理 (RDM)
以太网
DMX

DMX 设置，标准 RDM 指令
以太网连接，Art-Net 4 和 sACN 协议
5-Pin DMX 输入，5-Pin DMX 输出



主设备重量
主设备重量
全包装重量

尺寸（高 x 宽 x 长）
尺寸（高 x 宽 x 长）

3.67 kg （主设备 + ZOLAR™ Stylist W）
4.53 kg （主设备 + ZOLAR™ Stylist W +  Yoke 支架）
11.08 kg （主设备 + ZOLAR™ Stylist W + Yoke 支架 + PSU + 遥控器 
+ 包装物料）
474.5 x 420 x 130 mm （主设备 + Yoke 支架）
580 x 540 x 330 mm （外包装）

认证 CE, FCC, UKCA, SRRC

主设备颜色 枪灰

PSU 电源供应器 
交流电源输入范围
交流电源环出 
直流电源输出 
电池电源输入
电池电源输出
重量
尺寸（高 x 宽 x 长） 
固定方式
认证 

PSU250
100 ~ 240V, 50/60 Hz
100 ~ 240V, 50/60 Hz
48V, 5.2A DC
双 V 型口电池，12.8 ~ 16.8V (1802Wh min.)
26 ~ 33.6V
1.54 kg
105 x 100 x 295 mm
V 型口底座
CE, FCC, UKCA

备注：
· 所有重量和尺寸数据均为舍入值。
· 深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对所有产品功能与技术规格参数拥有最终解释权。
    功能、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ZOLAR™ Toliman 30S 用户手册

           © 2022 深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35Version 1.0.0



照度数据**

ZOLAR™
Toliman 30C

1 m
光束
角度 CCT

3,200K
2,636 lx
4,785 lx
6,026 lx
6,508 lx
6,026 lx
4,785 lx
2,636 lx

4,000K
2,809 lx
5,103 lx
6,405 lx
6,874 lx
6,405 lx
5,103 lx
2,809 lx

5,600K
3,094 lx
5,611 lx
7,022 lx
7,504 lx
7,022 lx
5,611 lx
3,094 lx

90°
90°
90°
90°
90°
90°
90°

配 
ZOLAR Stylist
 “造型师”W*

3 m
CCT

3,200K
316 lx
552 lx
749 lx
787 lx
749 lx
552 lx
316 lx

4,000K
337 lx
588 lx
797 lx
838 lx
797 lx
580 lx
337 lx

5,600K
370 lx
647 lx
877 lx
918 lx
877 lx
647 lx
370 lx

45°
    30°
         15°
        中心点
         15°
    30°
45°

  * Side A 面朝外。
** 照度数据为平均值，不同产品会有公差。

光束角度：Side A 面 90°，Side B 面 127°�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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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政策
保修范围
对 ZOLAR™ Toliman 30C 产品及其所含配件、附件（以下统称“产品”）的材料和工艺缺陷提供保修
服务。

保修期限
保修期限为原始购买日起计十二个月。若您无法提供购买发票等有效证据证明原始购买日的，则保
修期限起算日期以产品所示的出厂日期向后顺延六十日，或由视觉科技按照其内部生产记录之出厂
日期向后顺延六十日。

维修或更换的产品在原产品保修期限的剩余时长内享受同等保修服务

保修方式
在保修期限内，如经视觉科技或视觉科技指定维修中心工作人员判定产品存在材料或工艺缺陷，
视觉科技将免费对产品进行维修或者更换为功能相同的产品。注意，将产品送达视觉科技指定维修
中心或收集点的任何费用及风险需由用户自行承担。

责任限制
· 本保修责任不可指定或转让，仅适用于产品初始购买客户。
· 本保修责任不适用于被误用、滥用、意外 / 人为损坏或序列号被更改 / 删除之产品。
· 本保修责任不适用于由未经授权人员使用未经授权的替换产品，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任何缺陷或损
    坏。

ZOLAR™ Toliman 30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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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符合声明
此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中的规范。操作设备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 此设备不会导致有害干扰；
2. 此设备可承受任何外来干扰，包括可能导致非预期操作的干扰。
    【警告】如果用户未经 ZOLAR™ 明确许可而进行改动或改装，可能会丧失继续操作该设备的权利。
    【  注  】  此设备经测试确定符合 B 类数码设备（依照 FCC 规则第 15 部分规范）的限制。这些限
                    制的设计旨在为居住场所安装条件下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此设备生成、使用并
       可以发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按照指示安装和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但
       是，在特定安装条件下，不保证这类干扰不会发生。如果此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机
       接收信号造成有害干扰，而这点可以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确定，那么建议用户尝试使
       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来消除干扰： 
       · 扩大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连接到其他电路的插座中，而不是接收器所连接电路的插座。 
       · 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 / 电视机技术人员以获得帮助。

FCC 辐射暴露声明
本设备符合 FCC 针对未受控制环境所制定的辐射暴露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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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您可以在 ZOALR 官方网站查询最新版本《用户手册》
https://www.zcam.com/cn/zolar/toliman-30c/

如果您对说明书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通过以下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marketing@imv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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