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手册 V1.0





目录

安装手机
调平手机
云台开机 & 待机
安装磁吸补光 & AI 追踪器

5
6
8
8

01 产品清单 
02 认识 iSteady M6
03 电池及充电说明 
04 下载【Hohem Joy】APP
05 安装调平 & 开机

1
2
3
4
5

控制按键 / 操作 & 功能 
工作模式说明
俯仰角度手调定位

10
12
13

蓝牙连接
APP 主要功能

15
16

校准原因 & 方法
云台固件升级

17
18

11 产品参数 
12 免责声明

19
20

10 自动校准 & 固件升级 17

08 OLED 屏幕显示说明 13

06 AI 追踪操作说明 9

07 按键操作 & 工作模式说明 10

09 APP 功能玩法 15

质保期限说明
保修卡

21
22

13 保修服务 21



01

01 产品清单

iSteady M6 磁吸补光 & AI 追踪器

三脚架

USB-Type C 充电线 Type C-Type C 充电线

收纳包

说明书

* 选配配件，需额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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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认识 iSteady M6 

1.  磁吸补光 & AI 追踪器 * 选配配件，需额外购买

2.  磁吸安装位 
3.  手机夹
4.  1/4 扩展口  
5.  横滚电机锁
6.  航向电机 
7.  多功能滚轮
8.  A/B 点设置键
9.  四向摇杆   
10.  手柄
11.  三脚架
12.  俯仰电机
13.  OLED 显示屏

14.  M 模式键
15.  变焦拨杆
16.  快门键
17.  Type C 电量输出口
18.  横滚臂杆
19.  Type C 充电口
20.  电源键
21.  1/4 扩展口
22.  横 / 竖屏转动机构
23.  横滚臂杆锁紧扳手
24.  横滚电机
25.  航向电机锁
26.  枪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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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电池及充电说明

连接完成后，
单按电源键，
即可开始充电。

充电方法：使⽤标配的 USB -Type C 充电线连接 USB 充电头（自备）
给 M6 充电，推荐使⽤ 5V-2A 的 USB 充电头。

首次使用前，请先将 M6 充满电。

电源键

反向充电（云台共享电量，给手机充电）
安卓手机使⽤随机附赠的 Type C-Type C 充电线连接 Type C 电量输
出口与手机进行充电
苹果手机请使⽤ Type C-Ligtning 充电线（需自备）连接 Type C 电
量输出口与手机进行充电

充电指示：当 OLED 屏显示电量满格，
并停止闪烁，表示充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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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下载【Hohem Joy】APP

请使⽤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进入下载页面或苹果手机前往 App  Store，
安卓手机前往各大安卓应⽤市场，搜索“Hohem Joy”下载 ，在
APP 内解锁更多功能玩法。

* 手机使⽤ iOS 10.0 及以上系统或 Android 6.0 及以上系统

Downloa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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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安装调平 & 开机

安装手机

❶
解锁横滚电机、航电机

确保为活动状态。

❷
横屏安装：确保手机镜头朝左，

并紧贴俯仰电机硅胶垫

❸
竖屏安装：向右 90°旋转手机夹，上下居中安装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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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平手机

❶
解锁横滚臂杆锁紧旋钮，左右移动臂杆至

手机自然平衡状态后锁紧

❷
竖屏模式下，将手机上下大致居中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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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切竖拍

如图，旋转手柄自动切换至竖屏，并尽量保持手柄横持

* 注意！快切竖屏后，摇杆仅控制手机左右转动，且 POV 模式和手 
   柄垂直握持时不支持快切竖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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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开机 & 待机

1. 长按 3 秒——开机 / 关机
2. 开机状态下
     双按——待机模式（电机停止工作）
     单按任意键——退出待机模式
3. 超广角拍摄
     图 1 为【无遮挡取景模式】，适合日常使⽤，手机屏幕无遮挡取景
     图 2 为【超广角模式】，四按枪键自动切换，横滚电机前置，手机 
     背面无电机入画

电源键

安装磁吸补光 & AI 追踪器  * 选配配件，需额外购买

磁吸安装

❶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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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AI 追踪操作说明
1. 开启追踪器：拨动开关键至  
  “ON”AI 指示灯变红，且补光   
      灯快闪两下，表示成功开启

3. OK 手势：开启追踪         ，指示灯变绿灯

4. 手掌手势：停止追踪         ，指示灯变红灯
5. 后置 / 前置摄像头追踪，只需要将追踪器手动转向 180°，切换前 
     后方向即可

2. 手势控制：面对 AI 镜头， 并  
    保持 0.5~1.5 米距离，比手势

* 常见问题：如何调节人物居中位置构图？（AI 自定义构图）

当手机画面构图中，人物无法绝对居中，或需定制个人喜好的人物构
图时，可操作以下步骤：
1. 确保云台 & AI 追踪器已开启。
2. 进入 AI 自定义构图：面对 AI，双手同时做 "                  " 手势，指  
     示灯绿灯快闪。
3. 人物移动构图：根据人物移动位置，调整到满意的居中 / 需求位置
     构图。
4. 确定构图：双手同时做 "                  " 手势确定构图，指示灯退出绿    
     灯快闪。

注意！当使⽤补光灯时，AI 追踪器底部金属触点发烫为正常
现象，勿触！避免烫伤！

* 选配配件，需额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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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按键操作 & 工作模式说明

电源键
长按 3 秒：开机 / 关机

* 开机状态下
双按：待机模式
单按：退出待机模式

控制按键 / 操作 & 功能 

M 模式键
单按：PF / PTF / L / POV 四种工作模式依次切换
三按：“ICP”盗梦空间模式
            （360° 无限旋转，双击枪键即可停止并归中）

五按：自动校准
七按：进入遥控器配对模式
九按：清除遥控器连接信息

四向摇杆
上下推：调节俯仰拍摄角度
左右推：调节左右拍摄角度（航向）

枪键
长按保持：“S”运动模式
双按：归中
三按：一键航向 180°反向
四按：超广角模式
短按后长按保持： 短暂切换至“L”全锁定模式
                           （松开按键后即恢复至原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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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焦组合键
上下拨动：变焦（T/W）放大 / 缩小
（仅支持 Hohem Joy APP，并确保蓝牙已连接 )

快门
半按：自动对焦（仅支持 Hohem Joy APP，并    
             确认蓝牙已连接 )
单按：拍照 / 录像（确认蓝牙已连接 )
双按：切换拍照 / 录像模式（支持 Hohem Joy 
              APP，及部分安卓 10.0 以上系统，并确保
              蓝牙已连接 )
三按：切换前后置摄像头（支持 Hohem Joy 
              APP，及部分安卓 10.0 以上系统，并确保
              蓝牙已连接 )

A/B 点设置键
可设置轨迹拍摄的起始或结束点

长按 A 或 B 键：设置 A 定位点或 B 定位点，“滴”
一声设置成功。
单按 A 或 B 键：快速移动到 A 或 B 定位点
双按 A 或 B 键：从当前位置，匀速旋转到 A 或 B
点位置，“滴”一声开始 / 结束转动。（出厂默认
匀速旋转轨迹时长为1分钟，可通过APP设置时长）

多功能滚轮
双按：Focus/Roll 模式切换  
        Focus 调焦：调节画面虚实
     （仅支持 Hohem Joy APP，并确认蓝牙已连接）
        Roll 横滚轴调节：可控制横滚角度＋－ 45°

三按：CCT/RGB 模式切换
           （CCT/RGB 调节模式界面下 ON/OFF 标识）        
        CCT 补光灯：冷暖灯色温和亮度调节
        RGB 氛围灯：冷暖灯色温和亮度调节

长按：开启 / 关闭 CCT 补光灯 / RGB 氛围灯
           （CCT/RGB 调节模式界面下 ON/OFF 标识）

单按：CCT/RGB 调节模式界面子菜单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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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说明

PF  航向跟随
俯仰和横滚轴锁定，
镜头随手动方向平移转动

横滚轴锁定，
镜头随手动方向平移 / 俯仰转动

PTF 航向 & 俯仰跟随

镜头始终保持同一方向拍摄
L  全锁定

俯仰，航向，横滚三轴跟随，
实现第一视角拍摄

POV  全跟随

S  运动模式
电机跟随速度极快，
可⽤来跟拍快速移动的目标，
以及甩镜头转场

横持手柄，航向轴将自动进行 360°
无限位旋转

ICP  盗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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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掰动手机俯仰角度，保持约 2 秒，
锁定目标角度。

俯仰角度手调定位

俯仰角度手调定位

首页

1. 滚轮当前工作状态：

08 OLED 屏幕显示说明 

画面虚 / 实调节

补光灯调节：               亮度；               色温

横滚方向调节

RGB 彩灯亮度调节： 亮度； 色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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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台当前工作模式

航向跟随模式；                                航向 & 俯仰跟随模式；

全锁定模式；                                    POV 全跟随模式

SPORT 运动模式；                         Inception 盗梦空间模式

3. 蓝牙连接： 蓝牙已连接；                 蓝牙已断开

5. 云台待机：

6. 航向电机锁：

云台待机状态，电机停止运行

请解锁航向电机

4. 电池电量： 当前电量；               充电中；               低电警示

7. 云台异常警示：
当云台电机未解锁开机使⽤，电机过载，
或安装操作不当导致的电机运行异常

8. A/B 点移动示意： 从当前位置匀速移动到 A 点

从当前位置匀速移动到 B 点

11. 遥控器配对（遥控器为选配配件，需额外购买）：

配对中；               配对成功；                             配对失败

10. 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中

9. 自动校准： 校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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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APP 功能玩法

蓝牙连接

1. 确保云台开机
2. 开启手机蓝牙
3. 进入 Hohem Joy APP，根据提示连接 & 配对

* 常见问题：无法搜索到云台蓝牙，或云台蓝牙被其他手机占用，可
通过清除蓝牙信息，重新连接。

变焦拨杆往上拨动，同时长按 M 模式键，两者同时并保持 5 秒，显
示屏蓝牙图标如“             ”，表示蓝牙已清除，可按照蓝牙连接步骤
再次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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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主要功能

1. 前 / 后置镜头切换

2. 智能追踪：可选择自动识别人脸追踪，或框选目标进行追踪拍摄

3. 设置：可设置云台参数，手机相机参数，以及固件升级等

4. 美颜 & 滤镜

5. 手势控制：拍照模式下比      触发倒计时拍照；录像模式下，比

     倒计时开启录像，比       停止录像

6. Moment：可选择个人喜好的视频模板，点击开始自动运镜成片

7. 画面调整变焦 Zoom/ 对焦 Focus

* 更多“Hohem Joy”App 功能介绍，可访问 Hohem 浩瀚官网 

www.hohem.com 查阅 iSteady M6 相关视频教程。

3

4
5
6

7

1

2

Hohem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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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动校准 & 固件升级

校准原因 & 方法

因环境或人为误操作造成的云台开机后水平歪斜或小角度漂移问题，
可通过自动校准解决

注意：如未将稳定器水平放置于平面上校准（例：车内手
持校准）， 易导致校准失败。

❶
稳定器底部安装三脚架，

并水平放置于平面上

❷
双击枪键，稳定器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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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固件升级

Hohem Joy APP 内，当检测到新版本云台固件发布，系统将会提醒
参照 APP 指引进行云台固件升级操作，以保持最佳功能体验。

 * 校准失败，两声“滴”提示音，表示稳定器进入待机状态，单按任
意键（除摇杆外）唤醒稳定器恢复正常工作，再按以上步骤重试。

❸
五按模式键，一声“滴”提
示音，启动自动校准， 校准

过程中请勿触碰稳定器

❹
一声“滴”提示音，表示校
准完成稳定器自动归中恢复

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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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参数

自重 551g 含电池

主体材质 高性能复合材料

最大承重 400g

夹板拉伸范围 58mm~98mm

电池容量 2600mAh  7.4V / 19.24Wh

工作时间

最长可达 18 小时（调平工况下的测
试参考值） 
云台运行并开启 AI 追踪和补光灯最亮
档，工作时长 6-8 小时
* 数据来自浩瀚实验室

充电时间 3 小时（5V      2A）

机械性能
航向：360°无限位   
横滚：335°
俯仰：335°

云台使用温度范围 -10~45° C

电机保护装置
有，当出现误操作对电机可能带来损
伤时，云台将触发自动关机 , 以保护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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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免责声明
· 感谢您购买浩瀚 iSteady M6。一旦使⽤本产品，即视为您已经仔
细阅读免责声明与警告，理解、认可和接受本声明全部条款和内容。
您承诺对使⽤本产品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负全部责任。您承诺仅出于
正当目的使⽤本产品，并且同意本条款以及 hohem 浩瀚制定的任何
相关条例、政策和指引。

· hohem 浩瀚对于直接或间接使⽤本产品而造成的损坏、伤害以及
任何法律责任不予负责。⽤户应遵循包括但不限于本文提及的所有安
全指引。

· 本文档及本产品所有相关的文档最终解释权归 hohem 浩瀚所有。
如有更新 , 恕不另行通知。请访 www.hohem.com 官方网站以获取
最新的产品信息。

电话：0755 - 86573216（总机）              
              400 - 960 - 9206 （售后） 
           （周一至周日 9 ：00 - 21 ：00）
邮箱：service@hohem.com
网址：www.hohem.com
制造商：深圳市浩瀚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路大学城创意园 B 栋

深圳市浩瀚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Hohem Technology Co., Ltd.

扫码添加官方
售后技术支持



21

13 保修服务
1.  商品出售之日起七天内，若商品出现性能故障，商品及外包装保
持完整无划伤 , 经检查确认非人为损坏后可更换同种型号的商品。

2. 保修服务仅限于正常使⽤范围内。

3. 商品自出售之日起正常使⽤下，一年内免费保修，终生维护，配
件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4. 一切意外因素或人为损坏、自行拆机、使⽤不当等造成的损坏不
在保修范围内。

5. 保修时必须出示商品对应的保修卡，未能提供保修卡或自行涂改
保修卡，本公司有权认定为作废，不予保修。



信息填写

维修记录 :

故障原因 :

机器序列号 :

购买日期 :

通讯地址 :

联系电话：

⽤户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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