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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选择光影的转接环产品 



1. 接环外观和部件功能说明 
 

 
1. 镜头释放按钮 

往相机方向下压，即可释放镜头锁定，然后逆时针旋转镜身到不能转动，即可从转接环中取出镜头。 
 

2. 多功能按钮 
 
 作用一：如果在转接环加电的同时按下多功能按钮，接环将进入固件升级模式。固件升级模式需配合自备的 USB Micro 电

缆，借助于桌面型电脑进行。如果意图使用镜头和转接环组合进行摄影创作的话，切勿在 GFX 相机开机的同时按住多功能

按钮。 
 当接环正常启动，用于摄影创作的时候，多功能按钮可以模仿富士镜头所特有的光圈环模式控制功能，配合机身设置，用

于切换摄影曝光模式（A 机身光圈优先模式、P 程序曝光模式、S 快门优先模式）。富士的光圈环有 C 档、A 档和数字光圈

档。EF/GFX 接环仅模拟 C/A 档之间的双向切换，暂时不提供数字光圈档的模拟。系统启动缺省模式为 C 档或是上次设定的



挡位，轻按一下按钮，接环会切换到 A 档，再按一下会回到 C 档。用户做的设置会保存下来，接环再次加电时，会继续起

作用。富士的镜身光圈模式环说明如下： 

 
 
 多功能按钮还将在一些正在研发的功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 AF 微调，光圈智能锁定等，未来将通过固件升级的方式得

以加强。 
 
3. 镜头安装到接环对齐指示导引 

 
4. 接环安装到机身对齐指示导引 

（前向） 
 

5. 接环安装到机身对齐指示导引 
（后向） 
 

6. USB Micro 接口(覆盖有黑色硅胶盖) 
 

 USB Micro 电缆请自备，无特殊要求，均可使用  



 USB Micro 插槽的硅胶盖，插入以后请确保稳当，以防止意外滑落损伤相机 CMOS。 
 接环升级固件将在 www.steelsring.com 提供 （建设中） 
 

2. 接环主要特点 
 
2.1 即插即用，无需在机身上做任何设置即可使用。 

 
2.2 支持 EF 卡口镜头在 GFX 机身上自动对焦。 

 
 拍摄时，半按快门按钮开始 AF，AF 锁定后，全按快门按钮开始拍摄。 
 如果 AF 锁定后有前/后跑焦之嫌，请保持半按快门按钮，同时手动旋转 AF 对焦环进行微调，确认合焦后再全按快门按钮开始拍

摄。请先确认您的镜头支持全时手动，否则不建议使用此功能，可能会损坏镜头。 
 推荐使用 AF-S 模式配合接环进行创作。AF-C 模式可以工作，但是会有多次拉风箱的可能，没有富士原厂镜头那么配合灵巧，敬

请期待后续提高和固件升级。 
 
2.3 自动光圈控制。 

 
 A 机身光圈优先模式：转接环的镜身光圈控制模式设置为 C。此时光圈由机身后背的指令转盘所控制。 
 P 程序曝光模式：转接环的镜身光圈控制模式设置为 A，并且机身速度控制转盘为 A。此时可以用机身前波轮改变程序曝光组合。 
 S 快门优先模式：转接环的镜身光圈控制模式设置为 A，并且机身速度控制转盘为快门速度数字档。此时可以用机身前波轮按 1/3

步长调整快门速度。 
 

2.4 EF 口镜头 IS/光学稳定系统的激活/停止 
 
本接环支持配备有光学稳定系统的 EF 镜头。当镜身 IS 开关置为开启状态，接环会指令镜头启动光学稳定系统；当镜身 IS 开关置为

http://www.steelsring.com/


关闭状态，接环会指令镜头关闭光学稳定系统。在目前固件下，GFX 机身虽然可以选择全时启动 IS 或者按需启动 IS，实际上 IS 一

直处于全时启动状态（如果镜身 IS 开关置为开）。未来固件升级将考虑 IS 系统的运转状态同 GFX 机身控制相整合。 
 
2.5 EF 镜头识别和 EXIF 信息记录 

 
 光影 EF/GFX 智能环跟其他厂家接环的最大区别和优势就是可以完整识别转接的镜头种类，镜头参数，提供给 GFX 机身进行相应

的、准确的控制和参数选择。这些信息包括：镜头的名称、种类、能力、定焦 / 变焦、焦距范围、光圈范围，当前焦距，当前

光圈等。 
 GFX 机身在回览照片时，连续点击 3 次 向上 按钮，可以显示照片拍摄时的镜头信息和曝光参数。 
 目前固件下：某些具有最大光圈可变的变焦镜头，由于数据采集的不完整，在机身实时显示的光圈范围和当前最大光圈，可能

有误。比如：70-300 f/4.5-5.6 可能会被识别为 70-300 f/4.5， 或者 70-300 f/5.0 ，或者 70-300 f/5.6 不定, 依据第一次使用该

变焦头时的当前焦段而定）。对于最大光圈可变的变焦镜头，在第一次在本接环上使用时，将将镜头焦段置于广角端。此为已知

问题，待后续改进。此现象不影响拍摄，但是可能会给用户参数设置带来一定的困扰，敬请谅解。 
 
2.6 EF 镜头的 AF/MF 切换 

 
 因为富士镜头没有 AF/MF 开关，只能通过机身设置 AF/MF 模式，因此 EF 镜头上的 AF/MF 开关无法用来通知 GFX 机身 AF/MF 的

切换。 
 光影接环在检测到镜身 AF/MF 设置为 MF 时，会忽略机身发来的 AF 指令（机身可能会显示不能 AF 的提示，此为正常现象），间

接实现用镜身 AF/MF 开关实现 AF/MF 切换的能力。 
 GFX 机身切换到 MF 模式后，接环也会忽略机身的 AF 指令。 
 MF 工作模式和手动全时对焦可能会影响转接环 AF 驱动的准确性。为消去影响起见，可以将机身设为图片回放模式，然后退出，

或者关闭电源然后重新启动，两种方式都可以重新初始化转接环 AF 驱动机制。 
 当 GFX 机身开机时或者退出图片浏览模式时，转接环会先驱动镜头 AF 到无限远端以初始化 AF 驱动机制。具有全时手动功能的

EF 镜头，无论镜身 AF/MF 设置如何，都会驱动镜头转动，不会对镜头造成问题。非全时手动的 EF 镜头，如果 MF 开关关闭，可

能镜头不会转动到无限远端。对于此类型镜头，请将镜头 AF/MF 开关置为 AF 模式再开机。 



 镜身的 AF/MF 在切换到 MF 时，某些时候可以帮助消除接环 AF 驱动的假死状态。比如，半按快门后，机身后背的 LED 在快速闪

亮，但是镜头毫无动静。此时把镜身 AF/MF 模式开关切换至 MF 模式，可以避免机身进入无限循环的假死状态。 
 
2.7 EF 镜头的对焦区域选择开关 
 
某些 EF 镜头镜身设有自动对焦区域选择按钮，光影接环建议开机时先将自动对焦区域选择开关设置在可以驱动至无限远位置的状态，

以避免影响接环自动对焦机制初始化。在接环 AF 机制初始化完毕后，可以随时切换镜身的对焦区域选择。 
 
2.8 接环固件升级步骤 

 
2.8..1 将转接环独立放置，取下 USB Micro 插槽上的硅胶盖。 
2.8..2 插入 USB Micro 电缆到 USB Micro 插槽 
2.8..3 用一只手轻轻按住接环上的多功能按钮并保持不动。 
2.8..4 用另一只手把 USB Micro 电缆的另一端插入桌面电脑的 USB 插槽。 
2.8..5 松开接环上的多功能按钮。 
2.8..6 启动固件升级按钮，具体步骤看固件软件一同下载的升级说明。 
2.8..7 固件升级完成，请去除 USB Micro 电缆 
2.8..8 请重新插入 USB Micro 的硅胶盖，并确保稳固不会滑落。 
 

3. 光影接环的使用步骤 
 把 EF 镜头装入光影环。 
 
 把 EF 镜头/接环组合装入机身。 
 
 打开机身电源。 



 
当一只镜头首次在转接环或者新的 GFX 使用时（或者接环固件升级以后），在打开电源之后，GFX 相机的肩部 LCD 会黑屏约 10
秒的时间，等待接环初始化镜头数据。初始化完毕，GFX 肩部 LCD 会显示识别出来的镜头的最大光圈，转接环会同时驱动镜头

到无限远端初始化 AF 驱动机制。如果肩部 LCD 持续黑屏或者镜头信息识别错误，请方便时报告给微信号：无忌光与影 , 以便

后续改进。 
 
 半按快门启动 AF，全按快门开始拍摄。 

 
 关闭机身电源。 

 
为安全起见，更换镜头时请先关闭机身电源。 

 

4. EF 镜头兼容性列表 
 

4.1 光影 EF/GFX 转接环支持所有兼容 EF 卡口协议的镜头，但是厂家测试只包括原厂和适马镜头，其他第三方的镜头可能测试不够充

分，敬请谅解。 
 
 
 
 
 
 
 
 
 



4.2 兼容性表格（正在整理中） 
 

镜头品牌 镜头名称 结果 
   
   
   
   
   
   

 

5. 使用技巧 

（暂无） 

6. FAQ 
6.1 任何不具备 EF 卡口电子触点的转接环，暂时都不能激活转接环，开机后机身不会显示有镜头存在。 

 
6.2 没有安装 EF 镜头的转接环不会消耗机身电力。 
 

7. 问题与解决 
 一般情况下，出现问题时。把镜身 AF/MF 开关切换至 MF 模式，看看能否解决。 
 如果不行，请关闭机身电源然后重启，看看能否解决。 
 如果还是不行，请打开机身电池舱门然后重新插入电池开机。 
 由于转接环工作不正常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表示深切的歉意，请方便时报告给微信号：无忌光与影 , 以便后续改进，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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