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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M-1100 KCM-3100
AUTO DIGI METER KFM-2100

FLASH METER

COLOR METER

測光表&色溫表

CRITICAL COLOR, CRITICAL EXPOSURE

規格表

數位測光表
KFM-1100 KFM-2100

多功能測光表
KCM-3100
色溫表

感應器

感應器原件

可     轉動(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

270°

180° 90°
可     轉動(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

270°

180° 90°
可     轉動(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

270°

180° 90°

矽光感應器 矽光感應器 矽光感應器

測量範圍

環境光 - 入射式
EV-2.0~19.9 

閃光燈 - 入射式  

FNO.1.0~90+0.9 stop
閃光燈 - 入射式  
FNO.1.0~128+0.9 stop

FNO.2.8~128+0.9 stop
閃光燈 - 點測式   

  

EV-2.0~19.9 
環境光 - 入射式

EV2.0~24.5 
環境光 - 點測式

點測光測量距離         到無限大1.3m

重複測量的精準度

測量顯示模式
 

CC濾色鏡編號/攝影色溫

LB指數/LB濾色鏡編號/

+/- 0.1EV +/- 0.1EV

LB指數 - 相當2mired

CC指數 - 誤差值約2以內

攝影色溫 - 相當2mired

顯示範圍

ISO：3~8000(可設定
每次以1/3 Stop增加)

光圈值：
FNo1.0~90+0.9 stop(可
設定每次以0.1 Stop增加)

快門速度 -   

環境光：30分鐘~1/8000秒.
(可設定每次以1、1/2或

1/3 Stop增加)

閃光燈：30分鐘~1/500秒.

(可設定每次以1、1/2或

1/3 Stop增加)

ISO：3~8000(可設定
每次以1/3 Stop增加)

光圈值：
FNo1.0~128+0.9 stop(可
設定每次以0.1 Stop增加)

快門速度 -   

環境光：30分鐘~1/16000秒.
(可設定每次以1、1/2或

1/3 Stop增加)

閃光燈：30分鐘~1/1000秒.

(可設定每次以1、1/2或

1/3 Stop增加)

LB指數

-500 ~ 500mireds

LB濾色片號碼     

80A+80D ~ 85B+81EF

CC指數               

200G ~ 200M

攝影色溫             
1,600 ~ 40,000K  

電源

尺寸

重量

附加配件

1顆AA電池 1顆AA電池 2顆AA電池

70X170X28mm57X157X26mm 66X175X31mm

185g(不包括電池時)185g(不包括電池時)135g(不包括電池時)

皮套、手腕帶 皮套、手腕帶 皮套、手腕帶

環境光 
EV3 ~ 16.3 

閃光燈  

f / 2.8 ~ f / 180

光圈值 (FNo.)

曝光值 (Ev)

光圈值 (FNo.)

曝光值 (Ev)



環境光及閃光燈兩用式測光表

一台就可以測量環境光與閃光燈。

閃光燈測量模式 - 搭配使用同步線及閃光

觸發兩種模式。

有顯示閃光燈及環境光比例的「分析功能」。

數位測光表 KFM-1100

入射式測光表

內建取景器(1 測量角度)點測光系統

一台就可以測量環境光與閃光燈。

閃光燈測量模式 - 搭配使用同步線及閃光

觸發兩種模式(點測光限搭配使用〝同步線〞

測量)。

有顯示閃光燈及環境光比例的「分析功能」。

多功能測光表 KFM-2100

多功能測光表
入射式/反射式/點測光

。

要充分發揮入射式與點測光的測量功能，可

搭配先進的「曝光量指引系統」(曝光差異

分析功能)。

可依據暗部及亮部的測量值為基準，來重新

計算其曝光量。

唯一日本生產製造的照相專用數位式色溫表

一台就可以測量環境光與閃光燈。

閃光燈測量模式 - 搭配使用同步線及閃光

觸發兩種模式。

使用LB-CC濾色鏡編號顯示，立即可知須用

何種濾色鏡來補償。

色溫表 KCM-3100

色溫表

環境光的測量範圍為EV3  16.3(ISO100)。

閃光範圍 Hi(約F22  180) Lo(約F2.8   22)。

~

~ ~

使用色溫表 無使用色溫表

KFM-1100 AUTO DIGI METER KFM-2100 FLASH METER KCM-3100 COLOR METER

可選購的配件

扁平式散光器 。5 度取景器 反射式光源配件

可選購的配件

扁平式散光器

取景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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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M-1100 KCM-3100
AUTO DIGI METER KFM-2100

FLASH METER

COLOR METER

測光表&色溫表

CRITICAL COLOR, CRITICAL EXPOSURE

規格表

數位測光表
KFM-1100 KFM-2100

多功能測光表
KCM-3100
色溫表

感應器

感應器原件

可     轉動(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

270°

180° 90°
可     轉動(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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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轉動(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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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光感應器 矽光感應器 矽光感應器

測量範圍

環境光 - 入射式
EV-2.0~19.9 

閃光燈 - 入射式  

FNO.1.0~90+0.9 stop
閃光燈 - 入射式  
FNO.1.0~128+0.9 stop

FNO.2.8~128+0.9 stop
閃光燈 - 點測式   

  

EV-2.0~19.9 
環境光 - 入射式

EV2.0~24.5 
環境光 - 點測式

點測光測量距離         到無限大1.3m

重複測量的精準度

測量顯示模式
 

CC濾色鏡編號/攝影色溫

LB指數/LB濾色鏡編號/

+/- 0.1EV +/- 0.1EV

LB指數 - 相當2mired

CC指數 - 誤差值約2以內

攝影色溫 - 相當2mired

顯示範圍

ISO：3~8000(可設定
每次以1/3 Stop增加)

光圈值：
FNo1.0~90+0.9 stop(可
設定每次以0.1 Stop增加)

快門速度 -   

環境光：30分鐘~1/8000秒.
(可設定每次以1、1/2或

1/3 Stop增加)

閃光燈：30分鐘~1/500秒.

(可設定每次以1、1/2或

1/3 Stop增加)

ISO：3~8000(可設定
每次以1/3 Stop增加)

光圈值：
FNo1.0~128+0.9 stop(可
設定每次以0.1 Stop增加)

快門速度 -   

環境光：30分鐘~1/16000秒.
(可設定每次以1、1/2或

1/3 Stop增加)

閃光燈：30分鐘~1/1000秒.

(可設定每次以1、1/2或

1/3 Stop增加)

LB指數

-500 ~ 500mireds

LB濾色片號碼     

80A+80D ~ 85B+81EF

CC指數               

200G ~ 200M

攝影色溫             
1,600 ~ 40,000K  

電源

尺寸

重量

附加配件

1顆AA電池 1顆AA電池 2顆AA電池

70X170X28mm57X157X26mm 66X175X31mm

185g(不包括電池時)185g(不包括電池時)135g(不包括電池時)

皮套、手腕帶 皮套、手腕帶 皮套、手腕帶

環境光 
EV3 ~ 16.3 

閃光燈  

f / 2.8 ~ f / 180

光圈值 (FNo.)

曝光值 (Ev)

光圈值 (FNo.)

曝光值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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