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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ter是什么？
Orbiter是超高亮度、全面可调、强指向的ARRI LED灯光产品。Orbiter搭载的所有系统都是全新开发，一切以多用性为目标。ARRI Spectra六色灯光引擎支持广色

域输出，在全色温调节范围内拥有非凡的色彩渲染能力，再配合行业领先的调光技术，可从全光平滑调到亮度0%。利用互换式光学配件，Orbiter能够轻松变换

成各种类型的灯头，其中包括追光灯（轮廓光）、开面反射灯、柔光灯，未来还有更多配件陆续推出。顶级技术和灵活的设计方案，还有未来无限的更新、搭

配和改造可能性，使得Orbiter成为轻松跨越今日与未来的最全面的灯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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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互换式光学配件

Orbiter最核心的创新就是互换式光学配件，借助这些丰富的配件，Orbiter能够根据你的特定需求变换成为不同的灯头，同时不牺牲光

束、输出能力或色彩品质。Orbiter采用的灯光快装接口（QLM）支持安装各种形式的灯头配件。

开面反射器 追光筒 柔光罩柔光箱



5

灯光快装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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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 Spectra
业界顶级六色LED灯光引擎
ARRI以创造高品质灯光产品而闻名，Orbiter搭载的ARRI Spectra灯光引擎再创新高。由红、绿、蓝、橙、青和黄绿LED构成的六色

灯光引擎支持广色域，色彩更精准，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色温调节范围内有更高的色彩准确度。

Orbiter照耀下的肤色看起来自然而惊艳，色彩精准呈现。相比过去的灯光引擎，ARRI Spectra引擎色域更广，可输出的色彩数量增

加15%。Orbiter拥有2000K-20000K大范围色温，全色温范围内色彩渲染水平超高。新一代的色彩控制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

好的色彩，为创作者开辟全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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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输出
亮度耀眼，色彩全面可调
Orbiter是输出超级强劲、具有强指向的LED灯光设备，它的亮度水平跟同级别HMI系统相仿。Orbiter不但亮度耀眼，而

且支持全面调整。革命性的ARRI Spectra灯光引擎能够创造阴影边缘清晰可辨的硬光，这个新引擎虽然比L10的引擎小

76倍，功耗一样，但输出更强。密集排列的190颗LED灯珠组成一个形似点光源的发光面，利用6种颜色的LED实现全

面可调节的色彩。这些顶级LED灯珠是首次被应用在灯光产品上，而它们特殊的排列方式既保证了均匀一致的彩色光

场，又具备惊人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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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的科技力量
快速、强劲、无限可能
数字灯光的新时代还得看我们的。Orbiter是迄今为止用于创意产业色彩

最逼真、技术最先进的数字灯光。

借助顶级电子系统，Orbiter有能力执行更多任务。Orbiter的处理器运

算速度是SkyPanel的4倍，内存是其125倍，为丰富的软件功能和未来

的升级打下稳定基础。

结合三种调光技术于一体，Orbiter的顶级电子系统可从全光

到0平滑调光，其间没有色彩偏移或突变。

Orbiter内建一套集成化供电模块，同时设

计有一个3针XLR输入接口，支持48V电池

供电。

电池供电

所有这些新技术都在全天候防护外壳的保护之

下，意味着Orbiter不惧雨雪和其它恶劣天气。

全天候防护调光技术

电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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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
为明日世界做好准备
搭建稳定的网络和动态控制系统，需要灯光设备拥有互联互通的能力。Orbiter拥有全套输入输出接

口，你需要的通讯手段，它一应俱全。所有的这些交互接口确保Orbiter不但能够轻松应对现在的灯

光通讯需求，还为明日世界的新技术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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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操作系统
满载惊人功能
Orbiter使用的软件被称为“LiOS”（灯光操作系统），它集SkyPanel等先进灯光软件系统的创新与突破于一身，让Orbiter成为市面上功能最全面的

灯光设备之一。LiOS提供了8种色彩模式，其中有CCT、HSI、独立色彩、x,y坐标色彩、色纸模式、光源匹配、灯光效果。此外还有一种新加入的

色彩感应模式，它自动测量环境光特征，然后让Orbiter逼真地模拟出来。其它新功能还包括简洁DMX模式、优化运行模式、超过240个可保存设

置的收藏栏、光学配件识别、多语言支持、自定义启动屏幕等等，更多新功能还在开发中。

灯光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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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式控制面板
强大、易用的控制方式
从零开始重新设计的Orbiter控制面板是灯光控制方式的一次进化，它配备4吋全彩显示屏、快速导航键并集成

传感器，图形用户界面非常直观。简化后的菜单结构和重新设计的用户界面将所有运行状态清晰罗列出来，界

面元素排列整洁。这些直观的设计让调整色彩或查找设置参数前所未有地简单。此外，这个控制板是可以拆卸

的，利用长度5米或15米的数据线，可以把它当成一台手持遥控设备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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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色彩传感器
自动测量环境光
Orbiter新加入的色彩感应模式能够识别周边的环境光特征，然后以极高的相似度还原它的色彩。色彩传感器有两种测量模式：连续测

量和间歇测量。连续测量模式不间断侦测环境光色彩变化，随时更新灯头的输出；间歇测量模式只在按下功能键之后才会执行一次

侦测。色彩感应模式非常适合在环境光源频繁变化的场合中使用，不需人为干预，Orbiter自己就能和环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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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传感器
丰富信息，全面控制
未来的数字灯光高度依赖统计数据。Orbiter对自己身处的环境一清二楚，因为它拥有全套传感器，能够执行复杂的任务、智能自动化调节并记录元数据。Orbiter

内建的色彩传感器用来测量环境光特征，3轴加速仪和磁力计用于测量横摇、俯仰和滚动角度等指向数据，热量传感器让LED灯珠和电子系统保持正常运行温度，

还有一个环境光传感器，负责自动调整控制面板显示屏的亮度。所有这些传感器都是为了营造更好的用户体验，提升设备控制能力。此外，传感器数据日志还能

改善后期制作和售后服务的工作流程。

色彩传感器

3轴加速仪

热量传感器

环境光传感器

磁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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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Orbiter的惊人输出与多变特质让它成为电影灯光的完美选择。利用开面反射器和追光筒远距离投射硬光，瞬间又能变身大面积覆盖

的柔光光源。这样的灵活性正是今日快节奏的电影片场所需要的。成熟的人体工学设计与直观的用户界面，再加上新型控制面板设

计，Orbiter操控起来十分轻松。它丰富的软件功能和连接能力让Orbiter成为动态摄影灯光的终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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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和媒体
广电系统如今有了得心应手的新工具，Orbiter的追光投射能力给予演播室全面可控的高品质光线，与SkyPanel一起组成演播

室照明的完美搭档。利用开面反射器或柔光箱配件，Orbiter既能输出指向明确的强劲光束，又能创造柔和覆盖的大柔光。由

于支持电池供电，它又能作为移动灯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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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和现场演出
剧院和现场演出离不开追光灯。由于输出能力明显超越同类产品，Orbiter拥有剧院和商业演出灯光所需的一切特征。它具

备顶级光质，完美的圆形光场，允许用户自由调整大小、遮挡或添加图纹板。ARRI Spectra灯光引擎输出的白光品质无以

伦比，彩光无比鲜艳，几乎没有色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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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摄影
平面摄影领域对常亮光源的需求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Orbiter的出现填补了这一需求的空白。身为指向性硬光光源的Orbiter同时拥有SkyPanel的强大功

能，几乎能够输出无限种色彩。无论是做为反射光还是主光使用，Orbiter的输出能力与显色性都能满足需求。只需短短几秒钟，经过八角柔光箱的变

换，Orbiter摇身一变成为柔光光源，非常适合人像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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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Orbiter配件选择

开面反射器输出强劲，指向明确，有15°、30°和60°三种光束角度可

选，非常适合远距离投射或提供强光照明。

两种类型的追光筒提供所需的输出与光质。追光筒采用了高品质透镜，光场均

匀，色彩一致，品质非凡。固定的光束角度有15°、25°和35°几种，未来可能会增加

更大的角度选择。变焦追光筒在各种场合有更高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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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光罩是织物材质制成的球体，有3种型号选择：S（直径约0.25 m）

、M（直径约0. 5 m）、L（直径约0. 9 m）。柔光罩是一个全向光源，光

线美丽柔和，适合用于大空间照明。

利用柔光箱转接环可在Orbiter前端直接安装Chimera和

DoPchoice的柔光产品。操作简单，不需额外的光学配件，柔

光箱的光线柔和，方向可控，而且输出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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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
耐用材质，精工制造
Orbiter在德国制造，遵循ARRI闻名的高标准，采用坚韧材质，人工精心组装，结实耐用。Orbiter的外壳是铝合金框架与玻璃纤维强化热

塑材料的结合，能够应对日常高负荷使用。

Orbiter的电路拥有不低于25000小时的正常使用寿命而且容易维护。LED灯光引擎还支持重新校正，确保Orbiter长期使用的准确度和稳定

品质。所有的ARRI产品都以最严格的工程标准确保用户拥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Orbiter也不例外。

德国制造 3年
延长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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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Orbiter

光学系统 互换式光学配件

发光孔径 45 mm / 1.78"
光束角度 裸灯半峰80°
重量 手动版: 约15 kg / 33 lbs

杆控版: 约16 kg / 37 lbs
操控 铝合金支架, 快装结构, 高强度俯仰锁, 支持杆控 (横摇和俯仰)
安装 28 mm套管 (小型接头)
俯仰角度 +/- 90°
输入电压范围 100 - 260 V~, 50 - 60 Hz
功耗 标称400 W, 最大500 W
市电接口 powerCON TRUE1 TOP (裸线 / Schuko / Edison、日本标准、中国国标可选)
电池接口 3针XLR
电池电压 48 V⎓
白光 2000K - 20000K连续可变相关色温

彩光 广色域
色彩模式: CCT, HSI, 独立色彩, 色纸模式, x/y坐标色彩, 光源匹配, 光效模式, 色彩感应模式

色温误差 3200K - 5600 K: +/- 100 K (标称值), +/- 1/8绿色-品红 (标称值)
显色性 平均CRI             >98

平均TLCI           >95
平均TM-30       >94

绿色-品红校正 连续调整 (绿色最高至最低)
调光 100% - 0%连续平滑调光

连接能力 分离式控制面板 (PoE接口), 5针DMX输入和直通, 以太网输入和直通, 2 x USB-A, USB-C, SD卡槽, 同步
输入, LumenRadio CRMX (DMX和RDM)

遥控设备管理 (RDM) E1.20 RDM标准协议，全面支持自定义和标准RDM指令

外壳颜色 蓝/银, 黑色

工作环境温度 -20 - +45° C (-4 - +113° F)

防护等级 / IP等级 I / 全天候防护

LED预计使用寿命 (亮度不低于70%) 50000小时

预计使用寿命内色温偏移量 +/- 5%
认证 申请中: CE, CB, GS, cNRTLus, FCC, PSE

所有参数都是初步的典型值，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该设备尚未取得FCC认证。
在认证通过之前，该设备不会在美国地区销售或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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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与技术支持
国际化企业
ARRI产品以精益求精与坚固耐用的品质享誉全球，消费者信赖ARRI设备，与此同时，ARRI同样珍视消费者对售后服务

与技术支持的信任。ARRI的服务中心与技术支持合作伙伴覆盖全球，无论您在哪里需要帮助，我们就在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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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ter宣传手册（识别号: 80.0033512）由阿诺莱德电影技术公司于2019年9月出版 © ARRI/2019。技术数据和供应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保留所有权利。不做任何保证。无约束力09/2019。ARRI、ARRI标志、ARRIMAX、ARRISUN、EB、EBB、LiOS、L-Series、MAX Technology、M-Series、Orbiter、POCKETPAR、Quick Lighting 
Mount、True Blue、SkyPanel、SKYPANEL、T 12和T 24是阿诺莱德电影技术公司的注册商标。

  ARRI 集团

查询ARRI服务中心和技术支持合作伙伴联系方式: www.ar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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