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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说明书中的信息更新至2012年03月01日，如果要与此日期之

后发布的产品组合使用，有关信息请向PIXEL经销商咨询。



       首先，非常感谢您购买PIXEL产品， TC-252是一款高性能的有线定时快门

线，它拥有简易的单张拍摄、1秒连拍、[       ]拍摄以及自定义的延时拍摄和定时计

划拍摄。低功耗的液晶显示屏，能让您的使用状态及定时计划一目了然。

       在使用前，您一定要通读并完全理解本使用说明书以及了解相机的使用方法，

以保证您熟悉操作，并且能正确使用。您可以通过本说明书而轻松掌握本产品的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总述

感谢您购买高性能的PIXEL产品

32

注意事项

安装电池时极性切勿弄反，否则电池可能渗漏腐蚀性液体、发热或爆炸。

在TC-252与相机连接前，请确认相机是关机状态。

电缆线与设备连接时，请勿拉扯。

本产品属电子产品的附件，有可能因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而造成相机不能或异常

动作，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小。

不要使产品受到强烈振动，否则可能引起产品故障。

长时间不使用产品时，请将电池取出，以防电池渗漏腐蚀性液体而损坏产品。

请勿将产品置于高温中，如阳光直射下的封闭汽车内、控制面板等高温地方。

请保持干燥，切勿用湿手接触产品，亦不可将产品浸入水中或暴露雨中，否则

可能引起产品无法正常使用。

请勿在易燃易爆环境中使用本产品，违反此警告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

本产品涉及电池，关于电池的使用请严格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和注意事项，否

则可能引起火灾、爆炸或人身伤害。



11  快门指示灯10  显示屏

定时计划启动/停止按钮9

8  数字增加按钮 右移按钮7

6 设置按钮5 释放按钮

4 数字减少按钮3 左移按钮

2 背景灯按钮1 控制输出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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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名称 

1
13

14 机身

12 电池盖 13 产品背贴纸

14 机身号

拆开包装后请检查包装内是否包含以下物品，如有缺失请与经销商联系。

4、说明书（本说明书） ----  1份
2、快门连接线 -----------1条1、有线定时器TC-252 ----  1个

3、AAA电池 ------------ 2节 

机身

TC-252简介

使用液晶屏显示通道、电量、功能模式，简单易懂、操作方便。

超低功耗待机，使用2节AAA电池，待机时间超过3年。

具备单张拍摄、1秒连拍、[       ]拍摄以及自定义的延时拍摄和定时计划拍摄功

能。

可以更换不同型号的快门连接线，控制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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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产品各部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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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1 功能区2 时间显示区 3定时计划功能区 4 单张拍摄图标

5 1秒连拍图标 6 [      ]拍摄图标 7  延时拍摄图标 8 电池欠压图标

定时计划曝光时间图标10定时计划延时图标9 定时拍摄间隔时间图标11

定时拍摄张数图标12

输入插头

快门连接插头

各部位名称 安装及使用设备

开始使用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相机的使用说明书，并了解相机的操作方法及功
能设定。因为相机的功能设定可能会影响到本产品对相机的有效控制。

安装更换电池

当电池电量不足时，显示屏上的笔画明显变暗或电池欠压图标    
[     ]闪烁，则表示电池电压已经降到影响设备工作性能的限度，
应尽快更换电池。定时器使用二节AAA电池，如需更换请按如下

1、滑动电池盖，将其打开。

2、按照电池舱内的正极[+]和负极[-]标志将电池正确装入。

3、关闭电池盖。

安装电池时应注意电池的极性，错误的安装会使设备无法正
常工作，甚至损坏设备及造成人身伤害。

DC0 DC1 DC2 E3 N3 RS1 S1 UC1

快门连接线

1

3

2

4 5 6 7 8

109
显示屏

11 1213 1

2

1

2

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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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机的连接

1、首先将相机固定于三脚架或其它固定支架上。

2、打开相机外接快门插座保护盖，将快门连接线的快门插头
插入相机的外接快门插座，确保接插到位，有锁紧螺母的需
将螺母旋紧。

3、 将连接线的输入插头插入TC-252的控制输出插座。

大部分相机的外接快门插座带有防误插缺口，插入时请注意插头
方向，以免损坏相机的外接快门插座。

快门连接线没有插到位可能会造成定时器无法控制相机。

4、打开相机电源。

打开背景灯

按住背景灯按钮3秒钟后，将打开背景灯。
3s 打开背景灯后两次按键操作时间间隔在6秒钟内，背景灯将一直点

亮。

背景灯不能手动关闭，在无任何操作6秒钟后将自动关闭。

安装及使用设备安装及使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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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控制

拍摄功能选择示意图：

单拍功能 1秒连拍功能 延时拍摄功能[      ]拍摄功能

以下的使用介绍是指定时器与相机已经连接牢固，并打开定时器及相机电源，下

面将详细介绍拍摄功能的使用。

单张拍摄

1、在开机状态下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活动功能图标移至单张拍

摄图标[     ]。

2、半按释放按钮，绿色指示灯点亮，相机处于对焦状态，直至松开或全部按下。

在休眠状态下，按任何键都能唤醒定时器并进入单张拍摄模式。

在休眠状态下，无需唤醒能直接使用单拍的对焦和拍摄功能。

部分相机不支持外接快门唤醒功能，当相机休眠时，无法用外接快门唤醒及拍摄。

3、全按释放按钮，红色指示灯点亮片刻，相机进行拍摄。

应将相机功能设置为[      ] 。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可能会出现连续拍摄。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将以[     ]功能拍摄，可能造成曝

光不足或过曝。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将会延时拍摄。

1秒连拍

1、在开机状态下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活动功能图标移至1秒连

拍图标[     ]。

1秒连拍是PIXEL公司首先推出的专利功能，在不改变相机单张拍摄功能的情况下实现1秒

间隔的连拍。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拍摄控制



1、在开机状态下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活动功能图标移至           

[       ]拍摄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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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半按释放按钮，绿色指示灯点亮，相机处于对焦状态，
直至松开或全部按下。
3、 全按释放按钮，红色指示灯点亮， 保持全按释放按钮，
红绿指示灯交替点亮，相机进行连续拍摄动作。拍摄速度为
每秒1张。

4、 松开释放按钮，相机停止拍摄。

应将相机功能设置为[      ] 。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可能会出现多次连续拍摄。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将以[     ]功能拍摄，可能造成曝

光不足或过曝。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将会执行一次或多次延时拍摄。

[       ]拍摄

2、 半按释放按钮，绿色指示灯点亮，相机处于对焦状态，直

至松开或全部按下。

3、 全按释放按钮，红灯开始闪烁且开始计时，定时器连续输

出拍摄信号、红灯保持闪烁。相机进入[      ]拍摄。

4、 再次按下释放按钮，定时器停止输出拍摄信号，相机停止

[      ]拍摄。

[     ]功能与[     ]功能不同处在于:[     ]是全按定时器释放按钮
持不放，相机开始拍摄，直到松开定时器释放按钮时停止拍
摄，而[      ]功能是全按定时器释放按钮开始拍摄，松开释放按
钮后快门仍然打开，直到再次按下定时器释放按钮才停止拍
摄。

并保

应将相机功能设置为[      ] 。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只拍摄一次而不会进行[     ]拍

摄。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将会进行连续拍摄。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将会延时拍摄一次。

拍摄控制 拍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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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拍摄

TC-252的延时拍摄功能是可自定义延时时间和拍摄张数。

延时拍摄的设置

1、在开机状态下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活

动功能图标移至延时拍摄图标[     ]。按设置按钮进入延时拍

摄的拍摄张数设置。此时延时拍摄张数图标[      ]、拍摄张数  

[      ]同时闪烁。

2、 按[     ]，设置可拍摄张数增加，按[     ]键，设置可拍摄张

数减少。可设置拍摄张数1-99张。

3、 按[     ]键，进入延时拍摄的延时时间设置。
时间图标[          ]、延时拍摄时间[       ]同时闪烁。

4、 按[     ]，设置延时拍摄时间增加，按[     ]键，设置延时拍
摄时间减少。可设置延时时间1-59秒。

此时延时拍摄

5、 设置完新参数后，按设置按钮，保存参数并退出设置。

进入延时拍摄的设置时，定时器将保存上一次的设置。

可以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转换拍摄张数和延时时间的设置。

轻按[      ]键一次，设置数值增加一，按住不放，设置数值将快速增加；轻按[     ]键一

次，设置数值减少一，按住不放，设置数值将快速减少。

延时拍摄的操作

1、 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定时器活动功能图标

移至延时拍摄图标[     ]。

2、 半按释放按钮，绿色指示灯点亮，相机处于对焦状态，

直至松开或全部按下。

3、 全按释放按钮，定时器开始延时倒计时，红色指示灯闪

烁并进入延时拍摄状态。

4、 倒计时完毕，定时器将按设置的拍摄张数每秒输出一个

拍摄信号控制相机拍摄。

拍摄控制 拍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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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延时拍摄时，再次按下定时器的释放按钮，将停止执行延时拍摄。
应将相机功能设置为[      ] 。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可能会出现多次连续拍摄。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将以[     ]功能拍摄，可能造成曝光不足或过曝。

当相机功能设置为[     ]时，相机将会执行一次或多次延时拍摄。

当相机镜头对焦功能设置为[ M ]时，半按定时器的释放按钮，相机将不进行对焦动作。

当相机镜头对焦功能设置为[ A ]时，大部分相机在没有找到拍摄焦点时，即使收到拍摄信

号也不会进行拍摄动作。

定时计划拍摄

延时时间设置

1、 在开机状态下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定

时器的活动功能图标移至定时计划的延时时间图标[        ]。

2、 按设置按钮，进入延时时间“秒位”设置。

3、 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进入分钟、小时设置

以及“曝光时间”、“间隔时间”、“拍摄张数”的设置，如下图所示移动设置项。

按

按

按

按

轻按[      ]键一下，数值增加一，按住不放，设置数值将快速增加；轻按[     ]键一下，设

置数值减少一，按住不放，设置数值将快速减少。

4、 按设置按钮，保存并退出设置。

曝光时间设置

1、 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定时器的活动功能图

标移至定时计划的曝光时间图标[        ]。

2、 按设置按钮，进入曝光时间“秒位”设置。

3、 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进入分钟、小时设置

定时计划延时时间-小时设置 定时计划延时时间-分钟设置 定时计划延时时间-秒钟设置

拍摄控制 拍摄控制

按

按

按

按

定时
计划
拍摄
张数
设置

定时
计划
曝光
时间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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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延时时间”、“间隔时间”、“拍摄张数”的设置，如下图所示移动设置
项。

轻按[      ]键一下， 值增加一，按住不放，设置数值将快速增加；轻按[     ]键一下，设

置数值减少一，按住不放，设置数值将快速减少。

数

4、 按设置按钮，保存并退出设置。

间隔时间设置

1、 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定时器的活动功能图

标移至定时计划的间隔时间图标[        ]。

2、 按设置按钮，进入间隔时间“秒位”设置。

3、 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进入分钟、小时设置

以及“延时时间”、“曝光时间”、“拍摄张数”的设置，如下图所示移动设置项。

轻按[      ]键一下，数值增加一，按住不放，设置数值将快速增加；轻按[     ]键一下，设置

数值减少一，按住不放，设置数值将快速减少。

4、 按设置按钮，保存并退出设置。

拍摄张数设置

1、 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定时器的活动功能图

标移至定时计划的拍摄张数图标[      ]。

2、 按设置按钮，进入计划拍摄张数设置。按[     ]，设置可拍

摄张数增加，按[     ]键，设置可拍摄张数减少。可设置拍摄

按

按

按

按

定时计划曝光时间-小时设置 定时计划 时间-分钟设置曝光 定时计划 时间-秒钟设置曝光

按

按

按

按

定时计划间隔时间-小时设置 定时计划 时间-分钟设置间隔 定时计划 时间-秒钟设置间隔

拍摄控制 拍摄控制

按

按

按

按

定时
计划
延时
时间
设置

定时
计划
间隔
时间
设置

按

按

按

按

定时
计划
曝光
时间
设置

定时
计划
拍摄
张数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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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按

按

按

定时
计划
延时
时间
设置

定时
计划
间隔
时间
设置

4、 按设置按钮，保存并退出设置。

查询定时计划

1、 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定时器的活动功能图标移至定时计划图标

区即可查询相关定时计划项目。

2、 查询相关项目时，如需对该项目的参数进行调整，只需按设置按钮即可进入相

关项目的设置，再次按下设置按钮，退出并保存设置。活动图标的移动顺序如下

图所示。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单张
拍摄
功能

延时
拍摄
功能

按

按

运行定时计划

1、 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将定时器的活动功能图标移至定时计划图标

区的任意图标。

2、按定时计划启动/停止按键[     ]。定时器将运行定时计划，

快门指示灯红灯闪烁一下及任务开始运行。

在定时计划未运行完毕之前再次按下定时器的定时计划启动/停
止按键[      ]，定时器将停止定时计划的运行。
运行定时计划拍摄时，按下释放按钮后仍可以按单拍功能控制输
出而不影响定时计划的运行。

拍摄控制 拍摄控制

张数1-99张。
3、 通过按左移按钮[     ]或右移按钮[     ]进入“延时时间”、

隔时间”的设置，如下图所示移动设置项。

“曝光时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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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  TC-252规格

定时器待机时间：    3年以上

使用电池:                  1.5V×2AAA 

体积（宽×高×深）：149mm×49.5mm×24mm  

重量（含电池）：     70.5克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拍摄输出对焦输出

下面将以事例说明定时计划的运行：延时时间[        ]=5秒，曝光时间[       ]=1秒，

拍摄间隔[       ]=6秒，拍摄张数[    ]=3。

       现在，您可以开始使用无与伦比的高性能PIXEL产品TC-252，如
有任何疑问可以向当地经销联系。或登录http://www.pixelhk.com。

拍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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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