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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N O

安裝 N O
我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开始，你们将乐意看到安装程序非常简单。你只需从4GUQNWOG网站下载相关的档
案，执行安装档并按照说明进行操作就完成了。

网页会自动侦测你所需要的版本是/CE或是2 将会提供你正确的系统安装档。你在使用2 吗，但你需要
的是/CE版的4GUQNWOG吗？不用担心，下拉到网页底部，安装档就在那儿。

由於采用了图像加速技术 4GUQNWOG有特定的系统需求。请到4GUQNWOG主页查阅最新的基本系统需求。



注册
下载後 4GUQNWOG 会以演示模式进行 4GUQNWOG的标志偶尔出现在视频输出，同时有机器人的声音提醒
你软体的名称。

演示版只有这些限制。除此之外，其他功能一概齐备，你都可以使用。

要离开演示模式并真正使用4GUQNWOG 你需要从我們的網上商店 或我们的经销商购买许可证。完成之後，
你会获得一个序号。

输入序号

获得序号後，在4GUQNWOG中选取档案＞偏好，点撃注册页并在文本框输入你的序号，然後点撃「注册」。

4GUQNWOG会使用互联网连线与4GUQNWOG注册资料库确认你所输入的序号。之後 4GUQNWOG就完成注册，
音频及视频提示将会关闭。以後执行4GUQNWOG无需互联网连线。

https://resolume.com/shop/


4GUQNWOG 会定期检查软件是否一切正常。这个自动的定期检查会在你每次拥有互联网连接的状况下启
动4GUQNWOG时才执行。你甚至不会察觉它在执行。如果你的4GUQNWOG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执行,
每30天系统便会提醒你需要连接互联网再一次检查系统正常性。

离线注册
在没有互联网连线的清况下，你亦能够利用安装4GUQNWOG的电脑进行注册。

打开4GUQNWOG 选取档案＞偏好，点撃注册页，然後点撃离线注册按钮。把显示的e'代码抄写下来。 现
在你需要另一部有互联网连线的电脑，登入4GUQNWOG EQO TGIKUVGT

输入你的序号及刚才写下的e'代码 4GUQNWOG网站会生成一个注册金钥档案。将此档案移到装
有4GUQNWOG的电脑。

https://resolume.com/register


打开4GUQNWOG选取档案＞偏好，点撃注册页。点撃「离线注册……」键，然後点撃「读取注册档案……」。
选取注册金钥档案，现在4GUQNWOG就完成注册了。

取消注册
若你打算重新安装电脑的作业系统，又或者希望在新的电脑使用4GUQNWOG 请记得先替旧电脑取消注册。

要取消注册，请您打开偏好设定里的注册页，点撃取消注册按钮。你的序号便会从电脑中移除。

过程中请确认电脑网络连接正常。电脑此刻会传讯给4GUQNWOG的注册伺服器，指出你的序号在旧电脑已
经解除注册，让你能够在另一台电脑重新注册4GUQNWOG

如果电脑不幸被盗取或受到损坏，只需登入网店增加安装的有限次数，就可以继续在新电脑使
用4GUQNWOG

一证丶多机
一个单一的序号可用以注册多台机器。这个序号可以同时用以注册多台电脑。所以一个3台电脑的许可证
可以用单一序号。那个序号可以同时注册那3台电脑。

同样，当你要一台或更多台电脑升级4GUQNWOG的时候，你的序号同时也会「扩展」至其他有效的电脑上。
但是不可能把许可证分成多个不同的序号。

+ 1 备份

每一个4GUQNWOG 的许可证都有多一个额外的备份。



你可以因此而拥有一台已注册TGUQNWOG的後备电脑待命。又或者用来注册你家中工作室的大型桌上渲染
电脑及备份在一台表演用的手提电脑。又或者你先不使用第二台电脑，直至你的第一台电脑发生火警。你
想到的都可以。

而最最重要的细则是：当你升级至多机许可证，你也只能有一个後备许可证。假设你的4GUQNWOG许可证
是给两台电脑的，你可以安装两台电脑及有一台後备电脑。如果许可证是给三台电脑的，你可以安装三台
电脑及有一台後备电脑。如果许可证是给四台电脑的，你可以安装四台电脑及有一台後备电脑。如此类推。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数数字，就是这麽简单。

备份是让你在紧急状况下，无後顾之忧。如果你的表演是非常重要，而你亦需要每台都有一个後备，我们
建议你在购买前先计算好合适数量的许可证。



基本词汇
让我们学习一下4GUQNWOG的基本常见词汇。这样的话当我们进入4GUQNWOG的详细部分，我们也有共同词
汇，互相明白。不用担心，我会保证它们很简单。

片段

一个片段是由一段视频或一张静态图片丶一个音频档案丶或它们两者结合而成。它亦可以包含在素材内，
像实时摄录机输入。片段亦有相当多的设置选项让你改改片段的播放形式丶外观及其声音。

图层

每一个片段都有特定的图层。一个图层中只有一段片段能播放。图层能混合起来创造出最後的输出。

群组
图层可以组合成群组。群组是一个子的小合成，主要是让多个图层结集在一起方便以单一淡出入器控制。

群組只在 TGPC上可使用。

合成

一个合成是4GUQNWOG里设置的一堆片段丶特效丶参数及控制快捷键的集合。切换合成可能需要些时间，
所以你想把你的表演制作成一个完整的合成。



转盘
合成中的片段可分配至转盘中让你容易切换至你想使用的片段。切换转盘是很快的而且不会影响播放，所
以你在表演中也可切换转盘。

特效
特效可以加到整个合成中丶特定的图层中，特定的群组中或单一片段中。它们会把输出的外观及声音改变。
有很多不同的聪明而有趣使用方法，它们可以是你重要的资产。

参数
参数是用於控制4GUQNWOG的所有事情。所有可以调控的物件，都可以用参数去调控。

一个片段会有几个参数，好像播放速度及播放方向；一个图层也有参数像大小及混合模式；特效更有相当
多的参数让你调控。

你使用参数去调整你的合成。

快捷键
/e'e丶15 及MG[DQCTF快捷键可用於指定的介面参数之上，所以你不用使用滑鼠来控制4GUQNWOG内所有
的事情。

看～这不是很吓人吧。



快速入门教程
好！你已顺利安装4GUQNWOG 我们马上开始学习它的功能。

执行4GUQNWOG应用程式 4GUQNWOG介面会打开。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但别担心，你马上就会明白。

刚安装的4GUQNWOG含有一个演示合成。合成是完整的4GUQNWOG设置单元－每个合成包含几组片段丶特效
及其他一切演出所需的设定。

触发片段
在菜单栏下面，你可以看见一组按水平方式排列的栏，一些控制工具位於栏左方，其次有一组缩略图。每
个缩略图代表独立的片段。

试点撃一个缩略图，让片段开始播放。要留意，这些片段预设为与 2/ 每分钟拍子数量）同步，因此你
所点撃的片段不一定立刻开始播放。片段可能需要等到下一小节的开端才播放。但别担心，只要改变设定，
片段亦可以一点撃就马上播放。这点我们之後再谈。

现在，你应该可以从左边的输出视窗看到片段，并听到片段的音频。如果你听不到音频，请把音量调高。

你可以点撃片段栏标，以控制播放中的片段。我们来看看页面的运输部分。

你可以利用「向前播放」，「向後播放」及「暂停播放」按钮来播放或暂停片段。你亦可以直接抓住动态
的蓝色楔子搓刮片段，让音频发出YKMMC YKMMC YCJ的声音！

要留意，以上的动作会让片段不再跟 2/同步，虽然片段速度依旧，但会有相位差。你可以再次点撃片段
缩略图，让片段重新跟 2/同步，这样片段会在下一小节的开端重新开始。



混合片段
播放单个片段效果不错，但把几个片段混起来才是真正乐趣所在。每个载有片段的水平栏都是独立的图层。
每个图层每次只能播放一个片段。

试点撃同一图层上的其他静止的缩略图。你可以见到，下一小节的开端会改为输出新片段。

现在试点撃另一图层上的片段。这次，旧片段会继续播放，跟新片段混合在一起。

看看缩略图的左方。有两个叫 及「8 的垂直的滑块。试上下拉动正在播放的图层的滑块。 滑块用
於淡入及淡出图层的音频 8 滑块功能相同，用於视频。你亦可以利用 8 滑块同时控制音频和视频。

特效
我们已播放了几个片段。是时候加上特效！

介面的右方有一些栏标，上面写着「档案」丶「合成」丶「特效」及「素材」。请选取特效栏标。栏标下
有个列表，上面载有4GUQNWOG提供的特效。音频856按钮则用作打开音频特效。



选取其中一个特效（我建议选取 GPFQUEQRG 并将之拉到左方的合成栏标下，放置在标有「将特效或遮罩
放到这里」的范围上。（看到四个颜色框角包围合成栏标，你就知道地方对了）

特效会立刻改变输出的视频。

留意你放置特效的地方。你会在 GPFQUEQRG特效下面看见两个滑块。所有视频特效都个叫「不透明度」
的滑块，用以调较特效对视频的影响程度。

大部分特效都有额外的控制参数 GPFQUEQRG也有一个，用来控制扭曲效果的划分数量。

你可以继续从特效栏标选取新的特效。新特效会影响上一个特效输出的视频。透过重叠特效，你可以做出
漂亮的效果。（但有时却会弄得一团糟！）

若你想清除特效，点撃特效名称右方的 Z 你可以点撃 D [RCUU 切换按钮暂时关闭特效。

去玩吧!
现在是时候玩玩4GQUNWOG 播几个片段，加点特效，看看出来是甚麽样子！

介面右下方的帮助视窗很有用。把游标移到某一按钮上方，帮助视窗就会显示关於此按钮的一些简单提示。

在手册的下一部分，我们会仔细看看4GUQNWOG的所有功能。如果你在把玩过程中对某一部分感兴趣，你
可以在下一部分学习如何使用它。



片段
片段是4GUQNWOG的基本组成部分，没了片段我们无法进行播放任何内容及表演。

一个片段由视频丶音频或者两者同时组成。视频部分可以是照片，不一定是影片档案。

片段亦包括音頻或視頻素材，像是即时摄录机或能够即时生成内容的外挂软件。基本而言，片段是任何你
作为输出的媒体。

触发片段
要触发片段，你只需点撃图层带的缩略图。当你觉得你要专换片段时，同样地你只需点击新片段的缩略图。
或使用图层左边的大c: 按钮使之消失。

就是这麽简单。这就是优秀8,平时做的工作。 对的时候触发对的片段。你可以停止阅读这份说明书了。

还在吗？酷！因为还有一堆选项让我们控制片段触发时的表现。

栏触发

栏是垂直排布的片段。

只需点撃栏顶端的触发键，你就能够同时播放这些片段。这是快速转会外观 的方法，只需同时触发同一栏
上较合拍的片段。



触发设定
你可以改变单一片段对於触发时的反应。

提示! 想在片段播放前设置片段? 没问题。你可以选取该片段而不触发它，只要你按缩略图下的名字栏即
可。

附加提示! 所有下面所提到的功能设置，你也可以同时使用於多个片段中，你只需按着5JKHV选取所有的片
段，然後透过片段菜单或按右键後出现的下拉选单去改变所有功能。

跟拍

你可以利用跟拍，让片段等到下一小节，下二小节或之後才开始播放。此功能用於音频-视频音乐片段尤
佳。

有些音乐软件称此功能为「量化 3WCPVKUKPI

你也可以设定独立片的跟拍选项。点选片段（点撃频道带上缩略图下的名称）并选择菜单上的片段＞跟拍。
如果你将片段设定为「合成决定」，片段将会跟随合成的设定。

要为整个合成设定跟拍的选项，到菜单选择 合成＞跟拍。



片段目标

当你点撃片段，片段预设为在身处的图层内播放。你可以更改设定，让片段在活跃图层播放或者甚麽利用
下一个可用的图层。

跟拍及触发方式一样，你可以改变整个合成的设定（合成＞片段目标），又或者单独片段的设定（片段＞
片段目标）。

当你使用钢琴触发方式模式（看看上面），一并使用自由图层片段目标模式特别有趣。

然後你可以利用键盘或/e'e装置，如弹奏「和弦」般触发片段 - 片段会按选择的时间长短作出显示。



明显地，如果你想同时播放大量片段，你需要很多图层。

触发方式

正常情况下，当你触发片段，片段会一直播放，直至你清除图层或播方另一个片段。透过改变触发方式，
你可以选择使用钢琴模式，这样当你放开滑鼠键（或/e'e键丶或已绘图的快速键），图层会自动清除。

利用 合成＞触发方式 菜单选项，你可以设定整个合成的触发方式。

利用 片段＞触发方式 菜单选项，你可以设定单独片段的触发方式。



自动导航
使用自动导航，你可让4GUQNWOG在当前的片段播放完成後自动播放其他不同的片段。 你可以选择播放同
一图层中的下一个丶上一个丶随机丶第一个或最後一个片段，指定的片段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开啓你整个图层中的自动导航功能。这方便你去个衞生间。又或者方便你在被一直追问要播放',
5PCMG的新歌而你又要解释你不是',本人的时候。

交叉推杆起动

当交叉推杆起动功能在一个片段或图层执行时，
片段会在你播放的图层淡入淡出时重新由头播放。

这适用於你把片段一放进4GUQNWOG时便需要马
上播放的情况，如歌词或介绍动画片。你可以在
图层上使用这个功能，准备就绪，当时机到的时
候，把图层淡入淡出便可。

提示！混合「拾起」播放模式（下面会提及），
你也可以把这个功能变成一个淡入淡出停止按钮。
片段就会停在你淡入淡出图层之际，而在你做相
反的淡入淡出动作时继续播放。

交叉推杆起动可以每个片段单独设置(片段 > 交
叉推杆起动), 或整个图层设置(图层 > 交叉推杆
起动).



忽略列触发

此选项让你将片段或整个图层「锁住」，这样，当你触发另一列，锁住的片段会继续播放而不受影响。你
可以在片段及图层菜单找到这个选项。

利用单一片段作为背景，或利用4GUQNWOG记录一个视频片段，而同时你想在混合过程中继续播方一段音
频片段。此等情况下忽略列触发很有用处。

重置大小
在这里你可以快速设置你的影片大小至填满／合适／拉长
至现在合成的大小。或切回至原像素解析度。

这不是一个固定的设置! 反之，它是使你的片段以最快的
速度调整成正确的大小。你也可到片段属性那边更改及调

整值。

不知道填满／合适／拉伸的具体功能是什么? 下面在片段属性的部分会有详尽解析。 

缩略图
噢，对的! 你可以把你片段的缩略图更新至你
当前的影格，或增加了特效的当前影格。 如
果你对你的缩略图相当讲究，你也可以在你
的硬碟机里选取你想要的照片。

对你的缩略图不太满意? 你当然可以还原成预设值。

定位片段
定位片段让该片段可以停留在不同转盘之间。你可以透过菜单选定一个或多个片段成为定位片段。而当你
切换转盘时，定位片段就会出现在新转盘後的同一位置上。

特别适用於长时间的表演，当你需要用多到一系列特定的片段，但又不能只用一个转盘时。宣传商标，闪
光灯或现场摄录机会是我想到的。

刚好有一个重要的片段，在转盘上被定位片段挡掉了？不用担心！

4GUQNWOG 会让你知道被新转盘上被覆盖的片段，并以左上角缩略图显示。你可以用这个
缩略图解放这个片段，你只要把他拉到空白的地方即可。

剪下/拷贝/贴上/清除/重新命名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64. E 和 64. X 如何使用，我劝告你找一个好朋友示
范给你看。

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不懂拷贝贴上比我聪明的人的作业，我应该读不上
中学。

贴上特效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便是「贴上特效」。这是透过你对片段先按 64. E 把之拷贝到记忆体上，再来按
「贴上特效」去只把特效贴到指定的一个或多个片段上。如果你是)KPCN WV 2TQ的老手，你应该很熟悉这
个功能，这是让你的片段看上去风格一致的最快方法。

显示/去掉视频/去掉音频
这个功能可让你显示原片段所在的文件夹位置，或者去掉片段中的视频
或音频。

小心! 当一个片段没有音频，但你按了去掉视频，也会整条划段删除！别
说我没有提醒你哦！

片段颜色

对的！你现在能改变你片段的颜色标记了。

片段属性
片段属性包含片段的重要资讯。一般常用讯息如视频编码及每秒帧率，或一些重要讯息如长度及预设 2/

当你向下切换至单一音频及视频属性时，你可以有更多微调的选项。

音频属性
音频属性只有在你的片段有音轨时才能看到的。



利用 : 按钮去删除音轨，藉此从视频中移除多馀的音轨。

你可以独立设定片段的音量，用於平衡同一图层上各片段的音量。你亦可以独立设定片段的声道位置。

视频属性

提示! 将视频片段从浏览器拉到蓝色视频范围。此动作让你取代里面的内容，但保留一切特效和参数设定。

用此将片段的大小直接改为现时合成的大小，在材料大小不合的时候适用。

在此多次点撃会有不同旳缩放效果。

填满：这确保你整个片段能填满整个合成，保持片段的纵横比。这可能导致片段的边缘或上下会被
裁掉。
合适：这确保你整个片段能看到，亦会保持片段的纵横比。这可能导致片段的边缘或上下出现黑边。
拉伸：按照合成的阔度和高度缩放片段，必要时扭曲片段
原大：把片段还原成它原本的大小。

点撃这里以清除片段中的视频，保留音频。

利用这些来切换使用的片段颜色频道。预设为红丶绿丶蓝。利用三原颜色组合 4 红, * 绿,
 蓝）或次要颜色  青, / 洋红 ;  黄)，你可以很快为片段添色。

切换按钮可以把片段中的透明部分去掉。当片段含有阿尔法频道，阿尔法频道才可选取。

当你打开扩充属性，这里可以更改片段的不透明度丶阔度和高度丶混合模式和阿尔法频道类型。



不透明度 

这里设定片段的不透明度，渐渐地淡出成黑色。



图层
把你的合成想像成油画，你每秒钟画60张画。每一个图层就是画纸上的一层油彩。

我们从最底空白的画纸上开始画。图层1是我们第一层画的东西。然後，我们画第二层丶第三层，慢慢一
层一层加上去，最後完成大师级画作。

或一团糟，有时两者皆是，这是你的私人世界，你可以画你想画的。

有些人认为第一层是在最上层。我猜测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读画从左上开始读（在西方文化里面）。

但是，在画画时我们很少会把最上层的东西先画，然後再画下层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画大师级作品的艺术
家而不是写小说的作家，我们的第一层是由最底开始。

混合與組合



将播放中的音频混合非常简单。利用 WFKQ 音频）滑块控制每个图层的音量。

混合视频也很简单 - 利用 8 视频)滑块将图层淡入或淡出。

有几个把玩视频的有趣方式。首先，混合视频有很多方法，基於图层混合排列的次序，会得出不同的效果。

当4GUQNWOG进行图层组合，它会从图层堆底部开始，将图层跟一个黑框组合。然後在图层堆向上移，根
㯫所选的融合模式及图层的不透明度，逐个图层进行组合。

第一层的油彩是在黑色上建立的。它会填满整个画纸，你亦可控制油彩的厚度。只需简单选取8滑块让图
层淡入淡出。

同样地，如果你正在播放音频，你可以利用 滑块控制每个图层音量的淡入淡出。或用 / 滑块同时控
制视频音频。

有趣的地方正是在混合图层的时候。混合图像就像画画时的'混色'。新的图层油彩混合於本身存在的油彩
上。这样，每个在它之下图层都会以不同的模式与之混合。

预设模式是「叠加」。使用叠加，你把新的图层叠在上一个图层之上，像素加在一起。这个方法对於混合
黑底的片段尤为适用。

你不在意数学? 那就不用管它吧。还在吗? 好的。黑色像素点的 * 值同为0，所以把0加到任何值上不会



改变任何东西。这是为什麽黑色像素在使用混合模式时会变成透明。还有，你是一个技术宅。谁会喜欢数
字？真的。

还有更好的
当然，你可以开很多个图层，直至你的电脑冒烟为止。

你可以使用图层＞新建图层＞插入图层选项 去建立新图层。新建图层选项会把新建的图层放在最上层，而
插入图层则在你当前选取的图层之上或之下加入新图层。如果你是喜爱使用快捷键的人，你亦可按 64. .
QT /' . QP C /CE 去加入新图层。

此刻是时候谈谈合成，  如何合成你最後的视觉输出。

使用图层叠图层的方法是十分容易的，虽然如此，但有时简约比复杂更好。叠加三个图层可能已有很好的
效果。一个好的合成会让每个图层有足够的空间呼吸，而不是叠在一起乱作一团。

用叠加混合模式的危险之处是，你没办法更加，他就是一直加上去。

当你只用三个图层叠加，你的结果很有可能已变成一窝白色汤。汤味道不错，但不好看。还有，当你使
用.('幕墙时，最前排的人会看很容易到它有奇怪之处。又或者一个男生正在挑逗一个挂着大衣的喇叭。

幸运地 4GUQNWOG还有很多不同的混合模式，包括令输出变得更暗而不是变更亮。

你可以按标记着叠加的按钮弹出下拉选单，里面有一个很长的列表。试着给第二个图层选变暗，第三个图
层选减光。

这样看上去好像比较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材质及每个图层的设计，但结果不会太过光。



阿尔法混合

现在为止最整洁的画画方法是使用内容的阿尔法通道。拥有阿尔法通道的片段是具有一个透明的图层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们堆叠在一起而不怕混合了他们的内容。这样你可以清准地控制那些像素你是想显示而那
些是想隐藏，而整体合成亦会保持整齐干脆。

大部分你4GUQNWOG商店购买的影片内容都有阿尔法通道。如果你的内容没有，你可使用自动遮罩效果把
你的黑色像素变成透明。而你则需要调整对比参数去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一个在合成上使用阿尔法通道的好方法是使用 背景 / 焦点 / 画框 方法。

你的第一个图层就是背景。你使用这个循环播放图层去填满整个画布。这给了你合成的材质，及一个基本
底图去继续创作。有花样图案的抽像循环影片是蛮适合的。

在此之上，你会使用第二个图层画一些明显的元素。这是抓取你观众的焦点。脸孔可以是一个很有用的焦
点，但你亦可以使用任何与音乐或舞台主题有关的影像作焦点。如果是商业导向的 ',商标会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第三个图层是画框，所有内容在其底下。这个图层的作用是窗框，阻档其他在其底下的内容。经常使用於



电影手法中，在整个合成中阻档部分的图层会给人一种景深的感觉，而不断隐藏或显露部分的合成可给人
带来动感。

当然，没有东西可以阻止你使用更多图层或使用多个焦点在一个复杂的舞台设计。

混合类型



不幸地，这个菜单不能详细把所有的混合模式一个个解释清楚。

混合

这个会混合你图层中的内容。不透明度为50% ，他们会把图层底下的内容完全地混
合。100%不透明度，它们只会覆盖其底下图层的内容，就像你画布上画一层新的油
彩。

有些混合模式会给你光一点的输出，像 '叠加', '加光' 及 '屏幕'。有些是使输出变暗，
像 '减法', '变暗' 及 '色彩增值'。有一些则会做一些奇怪的混合效果，如 '差异e 或 '加
亮'。

最好是坐下来，拿一杯茶或咖啡慢慢试用它们。大概都试试他们用来做什麽的。也记
着把效果应用於不同的片段内容，因为它们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混合模式创造出不同的
结果。

50 混合

这是特别的混合类型。它们所做的就如它们名字所示，除了他们会以我100%不透明
度混合。它们特别适用於影视混合，因为你可以把视频及音频滑块推到最高。又或者
你想像',超级巨星那样，把你的/e'e淡入器推到最尽。

转场

一些混合模式是转场。把图层从0%至100%淡入，其实也是一种转场。

例如 /WNVK6CUM 可以给出一个像苹果电脑 QXGT )NQY示图的转场效果，新图层会从
边上出现把底下的图层向後推走 5JKHV 4* 把会新图层红丶绿丶蓝三色通道分别从
左丶右丶上出现并组合。

转场特别适用於演示表演，但像 VQ 9JKVG 转场特别适用於在8,表演时给出一个重要
情绪爆破点。



退出丶略过及单独

这三毎按钮你可以在图层条块的最左手边找到。

: 会退出目前正在图层中播放的片段。

会略过或让该图层不可视。暂时你会看不到它。

5 是单独该图层。会把你当前图层选的外的其他东西都关掉。这有用於你快速单独看图层解决其问题，
或单独显示一个加了视觉特效的视觉元素，来突显它。

但小心，你不要同时选 与「5 当你略过又单独一个图层，你会看不到任何东西。

图层顺序
你可以透过拖拉及放开图层的名字栏去改变图层的顺序。

图层转场
图层转场让你在触发一个图层的新片段时增加转场效果。这样你就可以把你播放的新旧片段柔和
地转场融合。

自动图层转场可以在检视 > 显示图层转场控制，然後它们会在片段左上的缩略图上出弹出。

可看到的图层上都有直条滑块把转场由0-10秒间转换。如果你像我一样很喜欢数字，你可以在图
层栏列中以百分秒设定转场时间值。



转场模式预设是阿尔法，是一个简单的交叉淡入。如果这个太基本，你可以选择所有其他可用的混合及转
场效果 6YKVEJ效果日一个我挺喜欢的效果。另外 WDG 也很有趣当你纯粹的粗野转场。

如果你有选择困难症，我们还有一个随机转场效果，让你每一次触发片段时都有不同的转场效果。

前一个 / 下一个片段
是的! 这些按钮让你触发上一 个或下一个图层中的片段。是的，你可以对其指定/e'e与键盘捷径。

这些按钮是图层传输控制的附加按钮。转场控制，你可以透过检视> 显示图层转场控制 去把它
们显示出来。

图层属性
选择图层，点选显示图层名字的地方，例如.C[GT 你现在选了的图层就会亮起蓝色。

自动导航

这可让你播放图层中的片段序列。当当前的片段播放完时 4GUQNWOG会自动触发下一个丶上一个或随意
播放序列中的片段。

提示! 在当前片段完结前点击下一个丶上一个或随机按钮会强制自动导航提前啓动。不用担心，提前啓动
就像青春期一样谁都发生过。看来你有点紧张。

自动导航亦可於片段层面设置。这样，你就有附加的选项去针对第一条丶最後一条或图层中的指定的片段。

共用

这包含了图层的总淡出入。它会同时把图层的视频及音频淡入淡出，而不会单独影响它们的个别水平。



这让你控制图层中播放的音频音量及音轨平移。

这里你可以选择图层的混合模式及不透明度。 这个控制项跟图层图上的控制按钮是一样的。

宽度与高度让你改变图层渲染的解析度。

提示! 比较小的宽度与高度可以减轻你的渲染压力。例如，你可以渲染一个 Z 的合成，使用四个
图层，每一个设置为 Z 置於四角。每一个图层只运算它设置的解析度，而非直接处理全 -的解
析度。

自动大小 这个选项可确保你的内容与你的图层大小一样。你可以设定相对图层大小作填满，适配或拉伸。

关闭选项就是使用你内容的原大小。

填满确保内容以等比例填充整个图层。这可能会造成边或顶与底或顶的裁切。
适配确保内容以等比例显示，而且一定看会看到。这可能会造成边或顶与底的黑边。
拉伸会拉阔或伸长片段的宽高，必要时会扭曲内容。

图层传输控制
图层传输控制让你可快速控制图层中正在播放片段的传输部分。

这让你快速改变片段的速度丶方向及循环模式。你亦可以抓取播放头及拖动它。如果
是 2/同步模式，你看到的会是拍子的数量而不是速度值。

一般，这些选项都会在片段的传输部分找到，但分别是在你可以同时控制多个片段。在
这里改变的东西，会更新至图层中的所有片段上。

你可以显示及隐藏图层传输控制，选择 检视 ＞ 显示图层传输控制。

触发选项



这个可以设定图层中所有片段的特定触发选项。而在单独片段所设定的选项则会覆盖此选项的设定。

忽略栏触发

选了这个选项，图层中的任何片段会忽略栏的触发事件而继续播放。这有助於保持像实时输入或背景等片
段继续播放，你在此时亦可用单击置换其他内容。

载入时触发第一个片段

当合成完成载入，图层的第一个片段便会自动触发。按了此後，任何自动导航动作便会正常执 行。你可以
此方法，用4GUQNWOG创作装置艺术，或迅速在你啓动此软件时，触发测试卡。

淡入啓动

这个选项会在你推高不透明度时，重啓当前的片段。

遮罩图层
一个图层可以设定为遮罩模式, 遮档所有在其下的图
层或一个图层。

遮罩模式中，图层使用图层中播放内容的黑色与白
色值去显示或隐藏底下的图层。阿尔法通道会被视

作黑色。

去让你视觉上知道在发生什麽事 4GUQNWOG会把缩略图以灰阶颜色显示。
另外，它会在缩略图的角落处显示一透明棋盘花纹，提醒你正使用该图
层作遮罩。

其下所有 会把遮罩图层应用到所有在其下的图层中。作用跟把图层混合模式设为/CUM 一样。

其下一层 只会把遮罩图层应用到正在其下的一个图层中，而不会对其他图层起作用。如果你熟悉 HVGT
(HHGEVU 就等於把图层设定为亮度动态遮罩。

关闭 会把该图层变为一普通的图层。

锁定内容
这个功能让你锁定当前定在播放的图层。

这是为了确保你的片段不会因不小心被退出或不小心触发了图层中的其他片段。但图层
及片段的参数是仍可控制及改动的。

作为视觉指引，一个锁型的标志会显示在图层的缩略图上。

复制丶重新命名丶清除及移除
当然，你可以覆制丶清除丶移除或重新命名图层。大家应该清楚复制做什麽的了。



重新命名比较特别。明显地是用入重新名命图层之用。

它的特别之处是你可以使用「#」作为特殊字符。当显示名字时 4GUQNWOG会以图层当作的层数取代「#」
字符。例如，把你的图层命名为 . /CUM 若你的图层是第三层会显示为 . /CUM 把图层上下移动会
自动更新显示名字。

清除及移除的分别在於清除会把图层内所有的内容清掉，但图层仍保留着。移除则是把图层及其所有内容
一屏删除。



群组
群组只适用於 TGPC

有时，你可能有一系列片段特别适合放在一起。大概是2或3个片段，调整好混合模式，然後融合成一条全
新的片段。如果只用一个淡出入器去控制该几个片段，一次过使用特效及一次过移动及放大他们，就像是
处理一个片段那样，好像是还不错的主意？

群组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设的。

群组主要可视为一个子合成。你可以用它们把图层群组在一起，及把它视为一个大的新图层。

创建群组
你先选择你想加入群组的第一个图层，然後按右键及选择 群组 ＞ 新建，去创建一个群组。

这样你就会把图层加入群组中。你会在介面中看到它，图层会被标注而新建的群组就会像「拥抱」新生婴
儿一样包着图层。群组栏列亦会出现在图层栏列侧。



增加 移除图层
增加及移除群组中的图层是十分简单的。你只需拖拉图层名字的把手，就可拖入或从群组中丢弃。

记住! 群组不可以是空的，这样会让群组消失以及失去所有的特效及设置。所以当你把最後的图层拉出群
组 4GUQNWOG会帮你创建一个新的空图层。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菜单的人，你亦可以使用图层菜
单把图层从群组中移走。

群组 Z - 如果有另一个群组存在，选择那个群组，
图层便会直接移动至该群组。

没有 - 这样会把图层从群组中移除。

新建 - 这个选项会创建一个新群组并把图层移入其
中。

只要你想的话，你可以创建很多个图层。

群组内发生的事，只存在於群组内!
群组是一件复合物，由小子合成与图层组成。



它们有着许多与合成一样的功能。群组有他们自己细小的栏触发按
钮，速度滑块及播放控制，亦有总略过丶单独及退出按钮。

当然，你可以应用变形，特效及遮罩至群组中。

群组亦有着图层的功能，像略过栏触发及锁定，这些功能会应用於
群组中所有的图层。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群组中发生的事件，不会离开群组。

比较明显的意义是指像群组栏触发不会影响在群组外的图层，而按
群组退出按钮也只是会退出在群组中的图层。

但亦有些不太明显的意义。

例如，你可以路由图层至一群组外的图层路由器，及你不能交叉淡
出入群组中的图层，如果群组是置於另一交叉洼出入器的汇流器中。
这是为了避免你不小心在空间时间了挖出一个洞。因为像这样奇怪

的事是随时会发生的。

你不可以把一个群组置於另一个群组内。你不是里安纳度・迪卡比奥，你也不可能熟睡在一架从巴黎桥上
掉下来的小货车上。就是不可以。

群组混合
群组会让你从一个空白画面开始。

一般地，图层会以它们所设置的混合模式及不透明度与其下之图层混合。在一个群组中的图层只能与该群
组中的图层混合。

群组中的第一个图层会於一个透明的黑色背景上渲染。它不会与其下的图层混合。其他群组内的图层会於
第一个图层上混合。

最後的结果会混合回合成中。群组会变为一个单一的图层。你可以使用群组混合模式及不透明度控制它如
何在合成中混合。

群組預設是阿爾法混合模式，不透明度為100%。



路由群组至切片
在进阶输出中，可选择群组作为切片的输入。这让你路由多个图层至单一切片中。

记住你在这里不能再使用群组的混合模式。同时，路由群组至切片的话，所有合成的特效都会略过。



合成
合成是一个完整的演出设置。这意指你如何安排你的图层及内容，你使用的效果及你如何设定自动播放。
把你的合成想像成你的舞台。这是你安排你所有东西及调整他们外观地方。

你的合成把你的图层全部放在一起，使用最终的效果及发送至屏幕上。如果你是进阶使用者，你可以使用
进阶输出裁切及扭曲你的合成。你亦可透过5RQWV或5[RJQP发送至其他应用程序，进一步封图像进行处理。

設定
选取 合成＞设定，你亦可以更改一些合成中一些重要资讯。

名字

这是你如何识别合成的方法。这也是4GUQNWOG用作存档的名字。

「你有力量。你可能被称作 7UWN 意指底柱之力。这可能是你在军队里的秘密名字，但你也必需有一个名
字，让人在公众场合称呼你。」

描述

你在这里可以加入你对合成的一些描述，会以元资料形式被储存起来。

大小

主合成的渲染解析度。透过下拉选单，你可以选择一系列常用的解析度丶你现在连接监视器的解析度或你
直接自定义的解析度。



影格速率

这里会限制4GUQNWOG的影格速率至一个限制的最大值。

4GUQNWOG会自动同步到你监视器的刷新速率。所以，你的监视器设置成 +\刷新速率 4GUQNWOG 会使
用 HRU渲染。渲染过多的影格其实是蛮愚蠢的，因为你的显示器如果显示不了多出来的影格，它们就会
被丢掉。

这个设定是你大部分时间都会用到的。

如果你使用非常高的解析度或使用大量特效，你的电脑可能负荷不了。在这些情况下 4GUQNWOG会一直尝
试保持 HRU 但会开始慢慢下降。取决於你怎样使用你电脑的效能，你的影格速率可能会在 HRU与6
HRU之间跳动。

这个情况，你可以聪明地把你的影格速率设为 HRU 这样每一格使用相同的时间去渲染。回放时的影片就
会更顺畅。同样地，像闪光灯特效也可以这样设置。它是把亮与黒平均分配的，设成 HRU比在 HRU
或5 HRU之间乱跳好。

提示! 你如果想播放超级畅顺，你会希望你合成的影格速率与你播放内容的影格速率一致 HRU的片段
在 HRU的合成中会播放得非常畅顺。

记住! 当你的电脑不能保持在 HRU渲染时，你强行把它设定为 HRU不会另你的电脑效能变强。硬件上的
工作量是一样的，所以会跟你设定前一样的。

位元深度

这里是让你选择渲染时每条通道的位元深度，分别是每通道8位元及每通道16位元。它会在你使用复杂的
合成或应用复杂精细的效果链的时候，给你更高的颜色保真度。

提示!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个不是一键变美丽的魔法按钮。当你设定每通道16位元，对你电脑的效能
需求亦更中。如果你整个工作流程不是每通道16位元，你应可看到明显的区别。

属性



在左上角的介面，你会看到几个很好用的控制按钮。

合成按钮让你可预览你的合成，即使它正在淡出。

: 按钮让你一键立刻退出你正在播放的内容。

按钮绕过整个输出，而/滑块也是相同的功用，但你就需要滑动控制。

提示！因为/滑块控制4GUQNWOG所有东西的可视性，如果值不是100%时，它会显示为红色。

5滑块控制所有播放中片段的速度。记住总速度控制不会对 2/同步的片段起任何作用，因为这些影片是
受主 2/时钟控制。

两个箭头标志是让你触发上一栏及下一栏的影像。对的!

共用

你在這裡可以控制主合成的不透明度及同時控制所有播放中片段的速度。

這些控制是與上面的屬性控制連接的。在合成欄內，你會有更好的控制，因為你可以看到數字及設定。

音频

让你控制主音量及声道平移。

视频

把视频淡出，不会动到音频。

交叉推杆



交叉推杆让你指定图层或群组至 「讯号汇流路径」，
而从不同的讯号汇流路径之间淡入淡出。这样，你可
把很多好看的图层分别放在交叉推杆的两边，而使用
单一滑块，快速在他们之间转换及混合。

你利用图层名字右边的 或 切换按钮，把图层指定到
讯号汇流路径。

4GUQNWOG 会把指定了的图层先合成。当交叉推杆推
到最左，它只会显示 讯号汇流路径内的图层。当交
叉推杆推到最右，它就会显示 讯号汇流路径内的图
层。当大概在中间时，两个讯号汇流路径内的图层就
会混合在一起。

在合成栏内，会有一些交叉推杆的选项让你设定。

混合模式

这决定了4GUQNWOG使用什麽混合模式去把讯号汇流路径内的内容混合起来。里面有多种选择。

行为

这决定了当你按交叉推杆最右边及最左边的 按钮及 按钮时所发生的事。

跳跃会让你按按钮时立刻去到交叉推杆的尽头。
跳跃与返回跟跳跃做的一样。当你再点击时，他会回到你以前在的那一边。
切入好像跳跃与返回设置成「钢琴模式」一样，意指当你放开按键时，它会回到它原来所处的位置。
淡入 (保留) 会在点击的讯号汇流路径後四拍才慢慢淡入。

曲线



这个是设置不同的混合器曲线，改变交叉推杆的反应。

成功了！

想让交叉推杆运作正常 ，你会希望所有在讯号汇流路径里的图层一个跟着一个，整齐排列。

交叉推杆是真实的混合。它会首先渲染讯号汇流路径里的所有图层。结果会被拉至第一个图层并显示於交
叉推杆上，以及渲染成一个单一图层置於合成层里。

所以，当你组合指定讯号汇流路径里的图层及不在讯号汇流路径的图层至交叉推杆时，有可能会出现异常。
当未指定图层与指定图层一起运作时，事情有可能会变得奇怪。

方向控制
使用总方向控制，你可以迅速改变所有播放中的片段方向。你可以设定播放方向向前或
向後，或把他们全部设成随机模式。

提示！使用右键点击按钮你可以「钉紧」方向控制。这样，每一个你播放的片段会自动设定成你所钉紧的
播放模式。所以当你右击4按钮，它变成钉紧，而每一个你触发的片段便会设定成随机播放，无论之前它
是怎麽设置的。

你可以选择 检视 ＞ 显示图层传输控制，发现总速度及总方向控制。然後，它们就会出现在介面的左上角。

解发选项

這大致上跟片段触发选项一样。除了这里让你可以设定合成内所有的片段。你可想想，这比你去每条片段
单独设置，省下一堆时间。

当然，当你单独设定片段时，这个设定就会被盖掉。



转盘

每个合成包含数个转盘，用於管理片段的视频-音频片段及素材。

转盘就像',唱片袋中的唱片。把它们整理好，你就能很快地找到你想要的选择。

你可以透过片段图层 2/栏下面）的一组按钮打开转盘。转盘都有名称。选取一个转盘，转盘上所有片
段都会显示在其相应的图层。

提示 如果你真的不太懂用滑鼠，你可以把转盘尽头最左边的两个小图标指定捷径 。

加入內容
在你开始播放你的片段之前，你需要把它们加入到4GUQNWOG中。你可以透过拖拉工系统中的档案，放置
於4GUQNWOG内，又或者透过4GUQNWOG内建的浏览器去找到你的内容。



4GUQNWOG内建的浏览器是在
显示器最右手边的档案栏标
内。

浏览器主要的部分是让你看
到不同的文件夹及双击进入。

提示! 如果你需要进入很多的
文件夹才能找到档案，而你
又知道你的档案名称时，最
快的方法便是在搜寻栏中输
入该名字，来收窄搜索范围。

点击最上方的下拉选单会显
示所有系统中的根硬碟及所
有喜爱的列表。你可以透过
右上的大心型图标加入或移
除 喜爱列表中的项目

在心型图标旁的是缩略图切
换按钮，让你选择要不要看
媒体档案的缩略图。当你真
的忘掉了你昨晚制作的漂亮
片段时，这个功能便派上用
场！另外，你亦可双击片段
名称在预监视窗预览片段，
确保这是你昨晚制作的漂亮
片段。

载入片段媒体与拖拉片段至
转盘格子中是一样的。你可
以拖拉一个音频档案以及视

频档案，又或相片档案至同一格去制作一个组合片段。如果你这样做 4GUQNWOG会自动把视频的长度调到
跟音频长度一样去制成一条影音片段。

查阅准备媒体页面，去获取更多4GUQNWOG中优化内容的提示。

管理片段
把片段想像成一句句子中的字词。

好像使用不同的字词会大大影响整句句子中的意思，使用不同的片段亦会大大影响你输出的结果。有时候
有些字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都会希望把片段组合好，然後使用它们创造一些很酷的画面。

这就是转盘的用途。



当你有一些片段需要一起发挥作用，你就把它们放到同一个转盘上。你就可以很迅速地一起使用他们了。

你可以根据片段的主题分类 (所有关於太空的片段)； 颜色 (所有蓝色的片段)；节奏(所有慢的片段)；类型
(所有对音频有反应的片段) 或任何你觉得可分类的理由。

主要是因为管理好你的影片对一场好的表演来说非常重要。

提示! 同一个片段也可於另一个转盘中使用，又或在同一个转盘中使用多次。所以一个迷幻的万花筒片段
可以是你的「迷幻」转盘，亦可以是你的「色彩斑烂」转盘，亦可是你的「背景」转盘。

当片段加入至转盘中，你可以透过点击及拖拉它们名字底下的缩略图去移动他们。如果你拖拉一个片段至
你本身已加入的片段位置时，它们会互换他们在转盘中的位置 。你亦可以把一个片段拖拉至另一片段的左
或右，它亦会与其左右的片段交换位置。

如果你打算拷贝一个片段，按住 VTN键(/CE上的 NV键)及拖拉该片段至一个新地方，然後放手，一个该片
段的拷贝就会成功创建而原片段亦会保留在原位置上。你亦可以使用传统拷贝方法，剪下及贴上 64.
E X Z /CE上的 /' 这容许你把片剪段贴到不同的转盘上。你亦可以使用UJKHV与 64. /'键去选择多
个片段或同时拷贝／贴上多个片段！

定进！一个好好组织内容的方法是把看上去相似的片段放在同一个图层中。图层是一条横列盛载着片段的
格子。这个方法可使你轻易因应不同的视觉主题选择不同的片段而没有违和感。

你亦组建好看的内容，你把你觉得好看的片段放在同一栏内。栏是直排的片段格子。你可以使用栏把它们
同一时间触发。

使用转盘
除了可把一个合成的所有转盘载入当前的合成外，你也可以单独加入某一转盘。只要你在合成浏览器中双
击那个转盘。它就会把之当为新转盘加入到当前的合成中。

当你发现你的表演进行到一半时，发觉需要播放一些你没有事先准备的内容时，这个功能就有用了。



遇到这些状况，最好的方法是先保存一个或
多个「总合成」。 这个「总合成」不是你
的单一表演，而是一堆按主题分类好影片。
例如，一个总合成能装下你所有的 R
视频素材。

每次当你有新的 R内容时，你就打
开 R的合成，然後在新转盘加入新素材。
又或者如果真的切合主题 ，即便你的转盘
中已有该素材，你还是可再一次加入的。

你亦可以把片段设定为 2/ 同步或按时间
轴丶对片段使用效果，和把片段安排至栏中。

当你加入了新影片後，保存合成，关闭即可。

当表演开始时，你想放的片段便已按保存前
的位置放好，你亦不需要重新加入及设定它们了。你只需双击你合成上的转盘，它们便会自动载入到当前
的表演合成中，所有片段也在它们正确的位置及设定。

管理转盘
要创建新的转盘， 在菜单选取 转盘 > 新建 或 转盘 > 前面插入 或 後面
插入。新建选项的新转盘会加在转盘列的最後，而前面插入及後面插入
则是在你当前选择的转盘前或後加入新转盘。你亦可以复制当前的转盘。

要改变转盘的顺序，只要拖动他们便可。

关闭转盘会把转盘从当前的屏幕中移除，但它的内容会原封不动保存及
而它也是合成的一部分。它会保持关闭的状态直至重新打开它为止。

清空转盘指令会移除所有内容，但仍会打开转盘。 移除转盘则是把整个
转盘完全删除。

当你为一个转盘加入第一个档案时，预设会拿到该档案文件夹的名字并
使用於转盘上。如果你觉得不适用，你可以使用重新名命的选项去给它一毎更好的名字。

你亦可以使用颜色作为记号，好好管理你的转盘。



视频
4GUQNWOG 支持多款影视频格式。

GUQNWOG可以播放我的视频吗?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答案可以变得很复杂，取决於你想知道的答案技术性。

我们由一个简单的回答开始：

/CE与9KPFQYU中， 4GUQNWOG 支持

/18 档案
8e 档案

*e) 档案
/2 档案
/2* CPF /2(* 档案

所以如果你影片的副档名跟以上一样，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当然，跟电脑相关的事情永远不会那麽容易。副档名只是档案的一小部分，但不是代表该档案的所有内容。
因为它没有说明是有什麽视频编码输出的。而视频编码正正是播放视频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时，我们将事情复杂化。

如果你的系统视频播放器能播放该视频 4GUQNWOG一样可以。

记着这个简单定律: 如果你的档案能在9KPFQYU的 /QXKGU 68软件或 RRNG的 WKEMVKOG :打开及播放
4GUQNWOG也同样可以播放。因为这意味它会支持最常见的视频编码，像J

如果你需要8. 播放器或其他古怪的编码包才能看到你的当案的话，有机会4GUQNWOG不能播放你的档案。
如果4GUQNWOG不能播放你的档案，它会在预览时显示为一个黄色的大 :

提示! 如果你在播放档案时遇到麻烦 ，记着把它转换为':8是最佳最佳的解决方法。需要帮助? 查阅转换
内容页面。



#技术宅注意!

如果你比较有技术头脑，你可能会想详细知道那些视频编码是4GUQNWOG支持的。如果你只是打算播放一
下酷的视频和享受一下社交生活，这部分你就可以跳过了。

当4GUQNWOG打开档案时，它会尝试自己先打开试试。当它发现是':8或2JQVQ,2(* 编码，它会使用自带
的播放器。这意味你可以得到硬件加速，播放':8是最快的 2JQVQ ,2(*次之 *e)U也可以在我们的播放器
上播放。

当我们不能读取该格式或编码，我们会把它们交给你的电脑工作系统。在9KPFQYU 我们会使
用/GFKC)QWPFCVKQP 在/CE 我们则会使用 8)QWPFCVKQP 我们会看看他们能否播放那些档案。如果可
以，我们就让他们播放，我们只获取任何他们所能播放的影格。让你的系统去播放亦有一些有利之处，例
如15:就有J 视频编码的硬体加速。

如果全都不行，我们最终会使用))/2(*看看他们能不能正常播放该片。

不幸地，这不是指我们能像8. 播放器那样支持大部分视频编码。因为的))/2(*认证是十分覆杂的，除
非你使用像8. 开源的软件，你不能播放所有的视频编码。当你按照规矩播放 ))/2(*是有限制的。而我
们亦是喜欢按照规矩去播放的。

播放
4GUQNWOG提供多种不同的播放视频动作。

片段栏标中的传输部分能够让我们改变片段播放的速度和方向。

时间轴

首先，我们来看看传输部分的时间线。利用滑鼠，我们可以直接抓住移动中的蓝色箭头，并将其拉拖以操
纵时间线的活动。这会制造出',的刮碟效果。

时间线下的小栏也很有用处。将细小的蓝色箭头抓住并移动到结尾，以设定片段的开端和末端。这对篇幅
较长的片段有用处。

提示! 你可以利用右上方的「放大镜」图标，暂时放大运输面板，这样调较片段的开端和末端就比较准确。

在右上方，你可以看到片段的当前时间。点撃此数字，当前时间会切换至馀下时间。



你可以直接控制片段的速度。利用速度滑块去增加或减少片段速度。

/同步

另一个控制片段速度的强大方法。你可以使用你传输部分右上的下拉选单切换至 2/模式。它非常有用。

当切换至 2/同步 4GUQNWOG会使用总 2/控制该片段。详细可阅读 2/页面。现在，我们先假
定4GUQNWOG在完美的 2/下运行，与',的时间完全一致。现在所有设定了 2/同步的片段就会按照
总 2/的时间同步速度。

为了让 2/同步片段工作畅顺，你需要设定传输部分的片段节拍跨度数字。预设中 4GUQNWOG会以你片
段的长度去估算一个正确的节拍数字。它会以2的倍数去估算，所以它会设定片段为1, 2, 4, 8, 16, 32, 64,
128 个节拍。当然，你可以点击数字去更改它，使用「+」 与「 -」按钮或使用「*2」与「/2」按钮去快
速乘或除以2。

5/ 6(

TGPC中，视频可以使用5/26(播放。因为这个话题挺深入的，它有自己的相关页面。

播放选项
传输部分亦提供下列的选项：

利用这些按钮设定片段播放方向，或暂停片段。

利用 4 按钮跳到随机的视频帧数。若处於时间轴模式，速度滑块就控制片段跳到新帧数的方式。若处
於 2/同步模式，片段会跳到随机的拍子，并从该处继续播放。此功能适用於音频及视频片段，让你即时
制作混合作品!

使用这个按钮去控制片段到达尽头时所发生的播放动件。

预设的模色是循环播放，这会让你的片段不断从头播放丶循环不息。第二个选项是乒乓选项，意指片段会
从头到尾，再从尾到头，不断来回播放。乒乓是避免本身不是循环片段的影片出现影像切断的一个折衷方
法。



下一个选项是播放一次及跳出 。这可使用於「一次性」的影片样本。播放一次及停留的选项则是把片段播
放一次後停留在最後的影格上，非常适用於商标显示及',介绍。

利用这些按钮，你可以决定片段触发的时间。首个（预设）选项让片段从头开始播放。第二
个选项「拾取」让片段从上次播放的地方继续。

第三个选项是「相对拾取」，它会使你的片段在你上一个播放片段的相对位置开始播放。而我亦不太清楚
这个播放模式可以怎样用。不过 CTV就非常喜欢它，因为它4GUQNWOG 已存在。他会用把它用在不同的
汽车撞击测试片段，他可以在汽车撞击到一半之时切换汽车影片。好像也蛮酷的，回到2002。随便吧～

节拍循环器

节拍循环器是蛮特别的，因为英文串字里它没有了 G 你要明白90年代的产品，现在也受小孩追捧一样。

若一段视频设为 2/同步模式，循环器部分就会显示。循环器让4GUQNWOG自动循环片段的内容。适用於
让你为片段添加高潮丶制造奇特的歌声混音或各种其他特效。

选取其中一个选项 - 片段会不断在相关的拍子上循环播放。当你觉得够了，点撃之前选取的选项或关闭按
钮。真是非常简单!

当你啓动 CVEJ 7R 关掉节拍循环器後片段後，会让你的片段从没有使用节拍循环器时播放头所在的原
位置继续播放。 不然，它会继续从播放头当下所在的位置继续播放。

提示点

提示点让你快捷跳到片段的任何部分。

要设定提示点，你需要点撃其中一个提示点左方较小的部分。该部分会转为蓝色，将主按钮的字母则会转
为白色 - 表示提示点已经准备就绪。

现在你可以点撃主按钮（或按下相关的键盘键），以直接跳到提示点所设定的位置。

如果想更准确地设定提示点，你应该先暂停片段，然後拉拖时间线至设定位置，并进行设定。

重覆设定提示点所使用的步骤，你可以还原提示点。

提示! 如果片段跳到提示点，上面提到的节拍循环器会自动关闭。这样你能够利用循环器及提示点轻易建
立高潮。在音乐的高潮部分，你只需一直选取较短的循环，直至拍子再次跌下，然後跳到你想片段继续播



放的提示点。是时候拿出镭射灯！



照片
4GUQNWOG可以播放静态图像。

它可以载入及显示:

RPI 档案
LRI CPF LRGI 档案
VKHH CPF VKH 档案

选项
当静态图像载入後，你可以选择几个播放选项。

传输

就像正常的视频一样，一幅静态图片可以以时间轴或 2/同步模式播放。

这选项改变图片的播放时间 2/同步模式中，图片会使用总 2/ 当设定为时间轴模式，图片会使
用4GUQNWOG自带的内部时钟。

除了这个明显的差别，它也会改变你如何设置静态图片的时长。

时长

在时间轴模式，时长的设置单位是秒

你可以使用+ 與 - 按鈕去微調它，或直接輸入值。

提示! 這也可同時應用於多個片段中！

在 2/ 同步模式中，時長的設置單位是節拍

你可以使用+ 与 - 按钮去微调它，间距为1个节拍，使用/2 及 *2按钮去乘除，或直接输入节拍值也是可以
的。



等等... 为什麽?

"等等 4GUQNWOG 为什么你要用秒丶节拍或时间轴去计算呢？我们说的是静态图片呢。是没有时长的! 它
可快可慢，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在「播放」的。

是的。你说的对。对於放在电脑设备上时，静态图片理论上无限长的，改变时长理应没什麽影响。

但当你使用自动播放导航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时长就是控制每张图片之间的触发时间距。

同样地，如果你注意细节，这个变动也会影响片段位置动态的参数的。

在 TGPC 你甚至可同步静态图片至5/26(编码。

这似乎告诉你其实静态图片也有它的时间轴。

触发静态图片及记忆体
可能与你想像的有出入，播放图片其实是很耗费电脑资源的。即便他只是一个影格，这个影格会在播放前
先完整载入至记忆体中。这就是为什麽当你的25'档案含有大量高解析静态图同时打开时，会让你
的2JQVQUJQR变得很慢。

因为4GUQNWOG不会为你载入的档案设限，当你导入了很多高解析的静态图片时会变得很危险。直接从相
机中拖拉几张百万像素的6e))图到4GUQNWOG里会迅速吃掉你大量的记忆体。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推延载入」。

这个技术的意思是指你可以把你想用到的全部图片先载入到转盘中。只有在触发它们的状况下，才使用到
记忆体。但这个技术亦有不足，可能会在触发静态图片是出现轻微停顿 。几张 R的照片应该还可以应
付到，但当这几张图是 -或更高解析度时，停顿会变得越发明显。

如果你的8,风格是瞬时触发，你最好完全避免使用静态图片。取而代之，你可以把它们转换成短':8编码
的影片档案

如果你使用的静态图片只是你大合成中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也不需要触发它，举例如',的名字或背景的图
像等，使用静态图片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播放是其中一个考量，它们不会比一般影片显得较快或较慢。

比内容更多的用途
静态图像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使用作遮罩或当作进阶输出中的指引图。

https://resolume.com/support/


素材
跟特效十分相似。分别如下：特效改变现存的音频或视频；素材即时生成新的内容。

因为素材能够生成内容，所以需要像视频或音频档案般放到片段之上。



要使用素材，将素材从屏幕右方的素材栏标拉到片段方框。我们试试拉一个环形生成器去一个空白的片段
方框。



素材属性
放到方框後，素材的属性会显示在片段栏标中。

所有的素材都有一些共用的属性。

時長

像静态图片丶素材也有时长。这个可以以秒或节拍为单位设置，视乎你的播放模式。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设
定来把素材包含在自动导航的播放序列。

变形与合成

素材也像视频及静态图片档案一样，有一般的片段选项，如大小丶位置及混合模式。

特定的素材属性

每一个素材也有一些该素材特定的属性。



例如环形生成器有几个明显的属性，像生成的环形数量，环形的大小及宽度等。也有一些不太明颢的属性，
像间距及风格。

线空间素材会有其他完全不一样的参数。最佳的理解方法就是都动动这些参数，看看他们能做些什麽。

当你发现你这个素材的特定设置，而你又喜欢它，你可以使用右上角属性栏的2下拉选单储存成预设，供
日後使用。

字体 生成器

文字動畫生成器是一個非常强大的工具。就像名字說的一樣，它讓你生成及控制文字動畫。

它只有數個參數，但每一個都非常容易明白。

文字丶字型丶风格丶颜色 及 大小 所有这些参数都能改变文字外观，当然文字内容也可更改。

对齐 与 : 与 位置 控制文字如何在屏幕上分布丶以及每行文字如何对齐。

: 与 间距分别控制文字的字距及行距。排版时常用的专用名词，文字之间的水平及垂直距离。

动画

文字的有趣之处，就是当你啓动动画模式时，使用其下的不同选项。这让你可针对每个不同的字元设置无
限可能的动画。



在这里，每一个你所改变的参数，会基於一个特定的延迟值影响每一个字元。试试用大小参数，就可做出
抖动的动画。蛮酷的，对吗?

更酷的是你发现可以把这些动画参数再设定动画，制成一个会动的动画。

使用延迟参数，你可以改变每一个字元在多久後才对作出动态转变。

次序可以让你的延迟动作设定为从前至後或从後至前，或设定为随机字元动作。

最後，改变范围值，你可以让动画发生在字元间丶每个字丶每一行或整篇文字。

视频路由
视频路由器容许你使用单一或多个图层输出放到另一个图层中。在 TGPC 群组也可以作
为输入。

这个素材对於复杂的光雕投影设定或想显示同一条片段但使用不同效果的时候，非常有
用。

预览视窗输出也可作为视频输入。

输入不透明度 / 略过

乾入不透明度/略过切换按扭只在你选取了特定图层及群组时才有用。他们是用作为预淡入/後淡入的切换。

例如，当输入不透明度关掉时，路由器仍会继续显示输入的图层，即便输入图层的不透明度是淡出中。这
有助於避免该图层於其上再渲染另一通道。

撷取设备
撷取设备是用来把硬体中的输入导入至4GUQNWOG中。例如，你的手提电脑网络摄影机就应该 会显示为一
台撷取设备。



想知道更多关於撷取设备的资料，请参阅即时输入的页面

GY6GM b 5RQWV 5 RJQP
这些都是主要的虚拟视频数据连接。它们非常有用，所以它们有自己的菜单专页



现场输入
现场输入会於素材栏列中显示。

大部分手提电脑有网络摄像头，所以使用手提电脑的话，这个选项便是首选。所有75 网络摄像头也会自
动显示素材栏列中。

要使用现场输入，把它从菜单中拉到一个空的片段格上便可。它会变成一个你可触发或退出的片段。就像
一般的片段，你可以改变它的性质，对它使用特效及怎样与其它图层混合。

撷取装置
除了使用基本的网络摄像头，你亦可以使用撷取装置。撷取装置有不同的形状与大小。有些是透过75
或6JWPFGTDQNV连接的外置盒子，有些则需要安装在你的电脑上。

撷取装置会使用一般的视频数据线像+'/e 5'e 或合成端子，然後转换成4GUQNWOG可使用的像素。你可
以卜透过5'e连接至一个广播摄录机至撷取装置。然後，你可以使用 4GUQNWOG中的输入去制作2e2U 或进
一步处理图像。

当然，你亦可以透过+'/e连接一台电脑的输出，使用它显示另一个8,的输出或演讲者的2QYGTRQKPV演示。

/CE电脑视频撷取是透过 8 )QWPFCVKQP 2 电脑，我们使用'KTGEV5JQY 这意味你的如果你的撷取装置
能在简单的撷取应用程序像3WKEMVKOG : 1 5 或5M[RG等运作 4GUQNWOG应该也能使用。

内置撷取支援
除了使用系统撷取系统 4GUQNWOG对於一些撷取装置的品牌也有内建支援。这意味你可以用最高的品质最
低延迟运作。

内置支援是指4GUQNWOG直接从装置读取影像。它不需要先经过你电脑的中央处理器。跳过这一步意味输
入与输出间的延迟会减至最低。

怎样才算最低的延迟? 这取决於解析度丶影格比率丶连接类型，装置及你电脑的硬件。如果透过2 eG
或6JWPFGTDQNV连接的装置，你大概期望在 R 的影片下，是60百分秒-100百分秒这个延迟范
围 75 的装置，则大概是约80百分秒-120百分秒的延迟范围。

提示！0延迟是没有可能的。你只可以从直接连接你的摄录栈至撷取装置得到最低延迟值。因为你显示的
硬件也会产生小许延迟的。

我们支援由以下品牌制造的撷取装置

NCEMOCIKE
'CVCRCVJ
,

内置支援亦意味你可以同时使用多个装置。如果装置支援多个输入的话，你就可以同时使用所有的输入。



如果装置支持它 4GUQNWOG会自动侦测现正播放的连接丶解析度丶色域空间及影格比率。 

如果装置不支援自动侦测，你可能要手动输入这些资料。谨记这是纯科学，如果你的撷取设定与你的输入
设定不一致，你的撷取装置将不能运作。

附加设置

每一张撷取卡都有其特定的设置。 4GUQNWOG会尽可能会自动设置。

有些选项不能自动选择及是与个人选择有关。所有隔行扫描的素材会进行处理防止抖动。

NCEMOCIKE及 , 撷取卡会让你为输入选取特定的色彩空间及范围，这样可以帮助那些不知道如何设
置+'/e黑水平的客席8,U

, 会让你决定来源的同步锁相，以及保持缓冲的格数是多少。

问题解答
内建支援不是指我们可以让撷取装置做一些它不能做的事。

当你的撷取装置有问题，先检查生产厂商自带的软件能否正常在输入中找到它。如果没有显示在上面，你
很有可能在发送一些不被支援的视频讯号。

例如 NCEMOCIKE使用特定的广播规格讯号， 如果你的来源不是发送正确的解析度及影格比率，它有可能
会忽视那些来源讯号。

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应用程序能使用撷取装置，所以，在你发送讯号至4GUQNWOG前，确保你关掉所有其他
正在使用这个装置的软件。



/CIGYGNN
/CIGYGNN是一间出名制作撷居装置的中国公司，它透过2 的'KTGEV5JQY或/CE的 8)QWPFCVKQP
在4GUQNWOG中运作。

我们乐意为/CIGYGNN装置建立内置支援. 可惜 /CIGYGNN没有可运作於所有它们装置的单一软件工具开发
包，所以我们无法提供内建支援。



RJ P R V与
5[RJQP /CE 5RQWV 2 CPF 0'e /CE CPF 2 皆可使用) 都是可以用来把影像输出从一个应用程序接驳
到另一个应用程序。

5 RJQP 5RQWV
5[RJQP CPF 5RQWV 在同一台电脑上运作。一个应用程序的输出端会被另一个应用程序所发现并使用。反
之亦然，例如你可以利用2TQEGUUKPI的特效让你的画面看上去跃动般，但你仍需要使用4GUQNWOG 的特效
及4GUQNWOG TGPC去贴到输出端的表面上。

理论上是没有限制使用应用程序的数量，除非直至你的电脑冒烟为止。

b
0'e 透过网络运作。你可以透过4GUQNWOG发送一个在你电脑上运行的输出至另一台电脑上，而不需要额
外的硬作。只需要一个普通的网络连接便可。

使用0'e 你可以从/CE发送视频到2 或从2 发送视频到/CE 好像使用5[RJQP与 5RQWV一样，也是没
有连接上限的。但当然这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你的网络有多少频宽。

输入
4GUQNWOG永远开启5[RJQP丶5RQWV与0'e输入端。



任何应用程式如在发送他们的输出都会在下边的资源列显示。你可以把他当作现场输入加到你的转盘中。

同时使用的输入也没有数量限制。

输出



在输出菜单启动5[RJQPG 5RQWV 或0'e後，4GUQNWOG会马上开始播放
其主输出。

其他在这台电脑上可以使用5[RJQP 5RQWV的应用程序便会马上选择显
示4GUQNWOG 合成中的输出端。

在相同网络上的其他电脑亦会透过0'e选择显示4GUQNWOG 合成中的输出
端。

有些程序不能自动检测广播中的5[RJQP 5RQWV 伺服器 4GUQNWOG会以
下的方式识别主输出:

软件名称 XGPWG QT TGPC

伺服器名称: "合成" (主要的合成输出) 或 “屏幕1” (当使用进阶输出去
接驳屏幕)。

连接 b

网络连接器

0'e通讯协议当前没有方法让你选择使用那个网络介面去发送资料。取而代之，它会使用你的9KHK 当你同
时拥有无线网络及有线网络。特别是在15:工作系统，它预设永远会使用9KHK如果有无线网络连接。

你可以想像得到，用无线网络传输视频，讯号其实蛮差的。所以，建议你在设置0'e时，关掉你的无线网
络连接。

发现与连接

0'e 通讯协议的另一重点，是它会侦测出的连接数字会比它所能够连接的资源数字多。

例如，一台发送0'e的电脑可以与你使用的电脑的e2地址范围不一样，但仍然连接至同一网络 。这会造成
一个异常的状况 0'e 发送源会出现於资源处 ，当你使用片段时，会显示为一条 Z 解析度的离线片段。

为防此事发生，你应确保你的 0'e 电脑是在同一个e2地址范围及同一个子网络遮罩。

进阶输出



4GUQNWOG TGPC让你利用进阶输出控制5[RJQP
丶5RQWV与0'e的输出活动 5[RJQP丶5RQWV与0'e的输
出讯号以独立的实体显示屏呈现，。

这让你在送出讯号前将其扭曲，或者选取合成的某部分
传送。同时你可以传送另一个输出讯号至你的实体显示
屏

当发送 5[RJQP 5RQWV 输出的时候，你可以按你所 想改
变输出的影像高度及宽度。

5 RJQP 程式码例子
为2TQEGUUKPI而写的程式码例子：

为 TGPC而写的：

ENKGPV  PGY 5[RJQP NKGPV VJKU TGPC QORQUKVKQP
以及为 XGPWG而写的：

ENKGPV  PGY 5[RJQP NKGPV VJKU XGPWG QORQUKVKQP
如果你透过 TGPC的进阶输出使用5[RJQP输出，你可以自己重新名命伺服器：

ENKGPV  PGY 5[RJQP NKGPV VJKU TGPC 5ETGGP



特效
特效非常硞! 任何在4GUQNWOG中播放的内容都可受特效控制。包括所有的音频及视频。

当你找到它们，每一个特效是一个小程序控制参数来改变视频或音频。当你发送特效讯号到播放片段时，
它就会按照你设置的参数来展现它的魔法，而结果亦将会发送至4GUQNWOG

4GUQNWOG内健了超过100个视频特效! 亦有一系列基本的音频特效。如果这也不够用，你可以阅读下文加
入更多特效。

使用特效
你可以透过介面右下的特效栏列找到所有的特效。

要预览特效，双击特效名字。它便会应用於合作中播放的片段，并显示於预览输出。你可以测试改变参数
来看看外观有什麽变化。

如果你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特效，只要把特效拖到合成丶片段的图层栏列区域上便可。把它放在显示为'把
特效特效或遮罩拖放到这里'的地方。 你亦可直接拖放到图层或片段上。



提示! 拖放特效时按住 .6键会把不透明度降到最低。这样你可以扭动你的参数值，然後慢慢与原视频混合。

片段特效是在应用在单独片段播放之时。

图层特效是当片段特效应用後，应用在任何於图层上播放的片段的特效。

合成特效应用於图层混合在一起後的最後输出中。

所有特效能暂时略过 切换按钮) 或 移除 :按扭)。

如果你十分熟悉4GUQNWOG的特效及能记住特效的名字，你可以在特效浏览器上方的搜寻栏中输入特效的
名字。

提示! 点击 64. 或 /' 在/CE系统中 ) 跳至键入栏中而不用使用滑鼠。

为何 '/' 键，你可能会问？因为就像按 64. " 只是不用按5+e)6键。



音频特效
看你使用的音频特效，会有不同的参数选项。但有一个选项是所有音频特效都有的 'T[ 9GV 滑块控制，
它是用来控制特效与原音频混音时的混合影响值。

当这个参数推至最右，你会完全听到音频使用特效後的声音而不是原声。当推移至最左，你就会完全听不
见特效的声音了。

视频特效
与音频特效一样，视频特至少会有两个重参数：不透明度及混合模式。你使用这些选项来把特效混合到原
视频里，当混合图层时，不同的混合模式与不透明度组合能制作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要确保你看到的结果只是单纯的特效，选择阿尔法混合模式及把不透明度推到最高。

除上述之情况外，这个使用手册是不够篇幅去告诉你每个参数怎样使用或如何使用它们。 最好的方法还是
自己作实验尝试，你可能就会发现你最爱的特效。这里有一些我个人挺喜欢的视频特效: 晕影, 色相旋转,
小球体 2QNMC'QV *QQ 及粒子系统。

遮罩

遮
罩
主
要
是
用
来
在

相片中制作透明部分的特效。使用一张静态图片 4GUQNWOG就可依据你静态图中的像素来让你的内容只显
示部分。

你可以拖拉遮罩特效至一物件的栏列上去创建一个遮罩，然後使用载入� � 按钮去载入一张图片。你也可以
把静态图片直接拉入栏列中。

载入後，你可以透过通道下拉选单决定如何创建透明部分。

预设会设为亮度。意思是指遮罩上任何黑色像素点，会使你的内容变成透明。而白色的像素点，会让你的
内容维持可视。灰值代表半透明，如此逻缉推算。

把通道改变为红丶绿或蓝, 4GUQNWOG 会使用像素红丶绿或蓝的值取代整体亮度作运算。

当设定为阿尔法 4GUQNWOG则会使用遮罩影像的阿尔法通道来决定透明度。

当然，你也可以反转遮罩。

当用於遮罩的影像与内容是不同的解析度 4GUQNWOG会把它拉伸至合适大小。



你想使用移动的内容作遮罩吗？看看图层遮罩模式。

变形

变形是合成一个美丽图像的基本工具。通常简约就是最好的，例如只要稍微把内容放大一下可能比你过份
使用万花筒效果更好。

变形是十分重要的，它们於使用手册内有自己的页面。

预设

所有特效都支持创建预设。每一个预设包含一个效果所有的设置，让你马上按你所想，使用效果。

要创建一个预设，首先调好你想要的特效参数。控制参数直至你觉得这个特效是对的。然後，使用特效参
数上面的预设下拉选单选择储存为…。

输入名字及点击GPVGT按钮。

新的预设会出现於特效的选单上，正正在那个特效的名字之下。使用预设，把它拉到合成丶图层或片段便
可。

你可以把预设想像成一只大八爪鱼。等等，什麽？我知道你觉得有点无法想像，但相信我，你很快会明白。

当你应用预设，八爪鱼会使用它所有的触手一次过迅速地设置好所有的参数。然後它就会游开。特效不会
记忆它用了那个预设才得到现在的设置。它更不会管到底是不是八爪鱼做的，或你是用自己的手做的。所
以当你更新预设，其他由他们自己八爪鱼所设置的特效不会跟着更新。八爪鱼只出现一次，然後就在墨水
中消失。

还不明白? 好，我再试试！只要记着，预设是一个很快把特效参数设置成特定数值的方法。但不是一个把
特效设置成全部相同设定的方法。

多重特效
我们至此只谈及应用单一特效。但其实你可以使用更多的特效。你可以一直使用特效，直至你的画面变成
一堆恶心的像素或直至你的电脑出烟。



如果拖拉多於一个特效到片段，它们可以堆叠在一起。如果这样做，他们会按上而下的次序运算处理。每
一个特效都会按序影响其下一个特效。

你可以拖拉特效名字右侧的三条横条去改变它们的顺序。

改变特效顺序有可能大大改变你输出的结果。例如，你可以在一个片段上使用2QNMC'QV特效 ，然後到雷
达特效。看来不错，对吗？

现在看看你把雷达特效拖到2QNMC'QV特效之上的效果如何？

分别可能不明显，但非常重要！

首先使用2QNMC'QV特效，然後雷达特效。



首先使用雷达特效，然後2QNMC'QV特效。

提示! 变形也是特效的一种。所以你可把变形特效加到任何的渲染堆中。

附加提示! 因为变形也是特效的一种，所以你也可以保存成自己的预设特效。

效果片段

特效也可加於一条空白的片段。当你这样做时，你会创作出一条特效片段。如果你习惯使用2JQVQUJQR
或 HVGT (HHGEVU 它有点像调整图层。

任何应用於特效片段的特效都会应用於所有在其下图层播放的片段中。这样你就可以迅速创制出一系列不
同的外观及特效。而你亦可以很迅速切换回你的原片如你有需要时。

更好的，这可让你指定/e'e或键盘触发特效，或者使用图层转场从一个特效淡入至另一个特效。

像素材一样，特效片段可以指定一个时长，所以你可以使用自动播放控制它们。

更多效果
4GUQNWOG的内建特效非常好用，基本上能满足你的要求。实际上，他们是十分多功能的，数年前我们举

https://resolume.com/support/keyboard-and-midi-shortcuts
https://resolume.com/support/keyboard-and-midi-shortcuts


办了一个比赛看看谁能用它们做出最好看的内容。唯一的规则就是只能使用4GUQNWOG内建的素材及特效
去创作，而不是使用 HVGT (HHGEVU或用摄像机拍摄一些影片。人们创作出超级棒的内容，你可以到这里浏
览结果

但你仍有可能需要更多 4GUQNWOG的音频特效支持856插件 4GUQNWOG的视频特效则支持))*.插件。

我们有一份我们所知道所有的))*.插件清单。请注意4GUQNWOG 或以上的版本，插件需要在64位元下运
行。

要载入第三方插件，只需拷贝 FNN 2 或 DWPFNG /CE 档至文件夹中的4GUQNWOG使用者文件夹中的'附
加特效'的子文件夹内。重啓4GUQNWOG 你的插件便会自动载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加入你自订的文件
夹让它在啓动时被扫描。

要使用856U 你只需建立你自己的文件夹及扫描它便可。

http://resolume.com/forum/viewtopic.php?f=11&t=10134
http://resolume.com/forum/viewtopic.php?f=11&t=10134
http://resolume.com/blog/11828/world-wide-ffgl-plugins-list-free-and-premium
http://resolume.com/blog/11828/world-wide-ffgl-plugins-list-free-and-premium
http://resolume.com/blog/11828/world-wide-ffgl-plugins-list-free-and-premium


变形

每一个栏列都有使用变形为预设特效。看你在看那一个物件的栏列，变形特效让你调整合成丶群组丶图层
或特定片段的位置丶大小丶旋转及锚点。

参数
每一个变形特效都有数个参数。

位置

调整内容中心点的:轴及;轴位置。

其实，它是用来调整锚点在:轴及;轴的位置。简而明之，位置就是你想把你的像素点移动到这里或那里的
选项。

大小

按照原比例，调整内容的大小。扩展参数选项让你可以单独地调整阔与高的大小。

旋转

以解度为单位，让你绕着锚点去把内容转动。扩展参数选项让你可以单独地旋转每个轴。

锚点

如果你不明白锚点的意义，想像你在睡房的墙上用图钉钉了一幅,WUVKP KGDGT的海报。好吧～「你妹妹墙
上的 ,WUVKP KGDGT海报。心里有好点吗？



看你的图钉钉在哪个位置，当你现在转动海报，它会绕着你钉的那点去转动。这就是4GUQNWOG中锚点的
意义。

锚点参数也可扩展。

多重变形
你可以应用多於一个的变形！

变形是特效列表中的其中一项，你可以在使用特效链中的任何地方。

这样，你可以做一些疯狂的事，像把大小缩放及移动至屏幕的左半边，然後选用镜像特效，最後把位置放
在合成的右下。大量的选择!

任何应用在你原有变形之後变形特效，就像一般特效那样，会有其自带的不透明度及混合模式。

原有栏列中的变形选项是不能删除的。

变形预设
每一个变形设定可存为预设。这样你可讯速使用你常用的2e2U及大小。



切片变形
在 TGPC中，你可以使用非常特别的变形种类。

它是在切片变形内的一个特效。最佳的使用方法是先透过 检视＞显示切片 来打开切片栏列去使用它。

切片栏列会显示当前在进阶输出中所有的屏幕及切片。



现在，透过拖拉一个屏幕至片段丶图层丶群组或整个合成，你就可以马上把内容贴至该屏幕上的每一块切
片。

切片变形特效能在一般切片丶多边形切片及灯具中使用，但使用时，你也要注意切片的方向及切片上的遮
罩 。

在进阶输出中改变切片会自动更新切片中的内容大小。

大小

填满

内容的预设是放大至填满整个切片的，如果比例不适配，内容的边或上下位置会被裁切掉。



合适

你亦可以切换至合适，这个选项会令内容完整地显示在切片中，有可能会加入了空像素至边或上下位置。

拉伸

使用拉伸，内容会根据切片扭曲至完全适配的形状。

遮罩

遮罩模式中，你就让你的内容按原来的大小，主要是使用切片变形来作为遮罩显示或隐藏特定的部分。

略过/单独/删除

你可以使用 切换按钮暂时地隐藏切片中的内容 5按钮则是单独显示该切片，而不是显示其他。

如果不你需要显示内容至某特定切片，你可以点击:按钮来关掉内容。

如果你发觉最後还是需要它，你可以在切片栏列中把想用的切片简单地拉回。

方向

你可以使用2CEOCP图标切换切片的4个方向：一般丶横向镜像丶纵向镜像丶横纵向镜像。

图层化处理舞台

当然，除了可拖拉整个屏幕去创建切片变形特效，你也可以只拖拉所选取的部分切片。

这是一个创建特定内容至等定舞台区域的好方法。例如，你可以显示',名字，把主屏幕及',摊位区域设为
合适，而赞助商商标就在其後，设置为填满至整个主屏幕，还有填满至屋顶的磁砖。背景内容就可以显示
在任何地方，只要用上每个切片的遮罩便可。

因为切片变形是一个特效，你可以使用这些外观至某一特定片段。这样你可以有多个不同的片段，有着不
同的特定外观。

你亦可以创建预设，迅速地调用及切换特定的外观。



遗失的切片

因为切片变形只在进阶输出内的切片运作，有可能你会有些切片找不到。可能你不小心删掉了，或你载入
了另一个预设。

无论任何原因 4GUQNWOG不会恐慌。它会使用红色提示你遗失了档案的切片。任何没遗失的切片会完好地
继续播放。

这是让你知道有些事情发生了的方法。你之後可到进阶输出中，把它修改好或直接删掉该特效中的切片如
果你再不需要使用。

如果你不小心在进阶输出中删掉了切片，使用复原会把它带回来，重新显示於进阶输出及切片变形特效中。



输出设定
除非你只用记录功能录制视频片段，否则你一定需要将视频从4GUQNQWOG传输到电脑外面，到大银幕上去。

为4GUQNWOG输出配置之前，你需要设定电脑操作系统的显示器，以让显示器出现在输出菜单上。你必需
先做这个步骤，才打开4GUQNWOG 这样才能在输出菜单中看到监视器。

首先，你要确定显示器或投影机已跟电脑连接。

电脑设定

KPFQYU

要在9KPFQYU设定显示器，打开控制台的显示器面板：设定 > 系统  > 显示器。 另外，你可在在桌面上
按右键然後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监视器设定。

在设定栏标，确认你有至少两个显示器可见和启用，这模式通常称为「扩展桌面」。



/CE 5:

在系统偏好设定中，打开显示偏好设定：系统偏好设定＞显示器。然後在布局栏标确认「镜面显示」已关
掉。现在电脑上有有两个分开显示器。



GUQNWOG設定



打开 4GUQNWOG 检查输出菜单。. 「全屏」 和 「视窗」选项
让你可以选择你的4GUQNWOG 主输出去那里。

如果你只需单独设置一个屏幕，全屏模式会是你想要的选项
4GUQNWOG 会填满输出的整个视窗。

视窗输出会使用你合成的矩形实际大小输出到第二输出上。
这个当你有外置扫描转换器或使用多个应用程序时适用。

你可以使用停用选项把所有的输出关闭。

提示！如果你不小心按了主视窗全屏，你可能不能再控制
4GUQNWOG U 不用担心! 按 64. 5+e)6 ' /' 5+e)6 ' QP
C /CE 关闭所有输出把介面拿回来吧。

进阶设定...
隐藏於这个小菜单中的选项是一个有许多可能性的奇妙世界。

合成输出分享

材质分享 5 RJQP QT 5RQWV

这会让你透过/CE的5[RJQP通讯框架或2 的5RQWV通讯框架把你的主合成输出发送出去。

主要是让你把在4GUQNWOG创建的图像发送至其他应用程序加以处理。

详细阅读5[RJQP CPF 5RQWV章节。

网络串流 GY6GM b

这让你可以把主合成透过 0GY6GM 0'e 通讯协定传输到网络上的其他电脑上。

识别显示器
这会在你的输出上显示数及底色图。数字会对应你所指定的监视器顺序。

3-1-2-8-9-11-10-5-6-7-4? 是的，我明白这好像跟你在桌上所标的数字有所出入。无论我怎样连接数据
线 9KPFQYU也是随机安排数字的。这就证明了你为什麽需要这个功能了。



打开系统显示器偏好设定
一个能设定电脑显示器的快速捷径。你懂的，当你发现上面的数字错误时就在这个找答案吧。

显示) 5
这个功能会在输出监视器的左上角显示一个小的)25实时计算器。这是一个你到底把4GUQNWOG使用效能推
到多高多尽的指标。

提示! )25的数字较高为好。如果持续数字低於30，这指出你把你把4GUQNWOG的使用效能使用过度了。

附加提示！ 数字比你监视器的刷新率高的话是不太好的。这代表你 「视频未能同步」，你让你的电脑工
作量过大，超过他所能显示的。

显示测试卡
显示一个小而方便的测试卡，里面包括颜色栏丶画面的解像度及时间及一条移动的对角线。



显示显示器资料
这会在你连接的显示器上显示('e'资料丶你连着的图像处理器及现在使用於渲染的图像处理器。

提示！ 不用担心在 *HZ CTF 下所列的图像处理器不是你电脑中最厉害的图像处理器。这里只是告诉你现
在的显示器实体上所连接的图像处理器。在4GPFGTGT下列出的图像处理器才是最重要的，这才需要是你最
厉害的图像处理器。



截图
这功能会把你现在你输出截图成 20*静态图片在录制的文件夹里，并导入至於在的合成中。



进阶输出设定
4GUQNWOG提供多元化的输出方式，你可以管理不同类型的输出方式。

透过4GUQNWOG的进阶输出设定，你可以将8* 线连接投射器丶'8e线连接.('显示幕丶使用 NCEMOCIKE
ePVGPUKV[等等的影象撷取卡丶传送'/:讯号到像素灯条丶甚至使用虚拟输出端口例如5[RJQP或者5RQWV

多通道输出
4GUQNWOG提供多元化的输出方式，让你同时使用数个投影机，或者输出到不同的地方，例如.('显示屏
丶投影机丶或像素灯条等 4GUQNWOG为你提供了一个同时控制他们的便利方法。

进阶输出让你将合成的各个部分输出不同的地方。这样，你就能够在演出舞台播放8,影像，同时在走廊的
屏幕上显示演出名单。

光雕投影
进行光雕投影表演，进阶输出助你校正材料在投影目标上的位置。若打算使用.('处理器，进阶输出让你
将输出材料的大小按需要缩放。使用'/:控制灯光的话，你可以指定输出的灯具。

总而言之 4GUQNWOG的进阶输出设定让你手到拿来。



入门指南
XGPWG及 TGPC都配备进阶输出设定。当然 TGPC的功能会比较齐全。

想马上了解如何使用进阶输出配合.('屏幕或进行光雕表演，请到以下介绍绘制输入图的章节:

绘制输入图

若你有兴趣了解进阶输出的所有内容，请查询以下章节:

屏幕

选取输入

输出变形

边缘融合

保存及分享进阶输出的预设

页面切换键和快速键

保存 分享进阶输出预设

你可以切换不同的屏幕设置。利用进阶输出视窗左上方的下拉菜单，你可以储存及选取不同的设置。

若你需要每周在不同的场地演出，这个转换设置的功能就很有用。利用预设系统，你可以从表单选取适当
的设定，而不需重新建立一个。

这亦意味你的输出设置不只限用於某一个合成。一个合成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设置方式，一种设置方式又可
用於不同的合成。



它亦容许你在电脑间分享预设。存档後，预设会以 ZON格式在以下4GUQNWOG资料夹找到:

/CE 7UGTU 'QEWOGPVU 4GUQNWOG XGPWG TGPC RTGUGVU UETGGPUGVWR

2 >7UGTU>=WUGTPCOG?>/[ 'QEWOGPVU>4GUQNWOG XGPWG TGPC >RTGUGVU>UETGGPUGVWR>

提示! 浏览很花时间。在)KPFGT或(ZRNQTGT的下表菜单选取4GXGCN 马上就会带你到档案所在的地方。

你可以将档案复制至另一台电脑的同一个资料夹，然後透过下拉单读取预设，同时电脑会自动将预设复制
到正确的路径。

提示 /CE和2 间也可以分享预设!



屏幕
要开启进阶输出，请在菜单选取 输出＞进阶输出。

一个视窗会打开，视窗左方列出现时活跃的屏幕。

每个屏幕代表一个4GUQNWOG的输出端。

要对屏幕进行设置，请在其左方右击滑鼠，打开下拉菜单，里面有现时连到电脑的所有输出端。

在这里，请选取屏幕适用的输出端。这样，配置屏幕和输出端的过程就完成了。这个选取方式在需要操作
多个输出端的时候尤其方便。

屏幕名字下面显示输出端，右方则显示装置下拉菜单。要重新命名屏幕，请在其上方双击滑鼠左键。

输出的类型

已连接的输出端

所有连接电脑的显示屏或投影机都会自动出现在屏幕的输出选顶 4GUQNWOG会显示输出端的名称及解像度。

谨记 4GQUNWOG自己无法建立输出端，这是电脑的工作。如果连接的显示屏没有在4GUQNWOG显示出来，
请先确认它是否接上电脑。请检查电脑是否已设定为延伸桌面模式 2 而非镜像模式 /CE 你可以阅读
设定输出的章节，看看如何设定延伸显示器。

每个输出端只能系上一个屏幕，否则那可怜的投影机会搞乱你同时传送给它的两个影像讯号。如果你选取
的输出端已经连上另一屏幕 4GUQNWOG会自动将那个屏幕的输出端设定为虚拟输出。



提示！若按了全屏幕播放後想返回主介面，只需按 6 . 5+a)6 /CE的话按 / 5+a)6 G OG会马
上停止输出影像，并返回主介面。

视频回放咭

所有支援回放的视频咭都会显示在这里。

取决於你的视频咭，这里会显示你其他不同的选项，例如使用那个连接埠或格式。

贴士！ 想要更顺畅的回放，你需要选一个与内容HR 丶合成的HR 及监视器更新率一样的视频格式。 当你的
监视器是 + 你的影片内容是 HR 而你的合成渲染是 HR 使用 的输出格式好不是太好的选择。即
便你是在欧洲。

所有同时拥用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视频咭都可用作输出端。请注意，并非所有咭都支援HWNN FWRNGZ 实时输入
和输出功能)。

利用视频回放咭作为输出端的功能只限4GUQNWOG TGPC使用。支援 NCEMOCIKE 'CVCRCVJ CPF , 等回
放咭。



5 RJQP 5RQWV

5[RJQP /CE 及 5RQWV 2 都是应用程式之间互享材质的程式协定。跟据协定，在同一部电脑，一个应
用程式的输出端可以变成另一个应用程式的输入端。

想了解更多请查阅 5[RJQP 5RQWV 的章节



当
屏
幕
的
输
出
设
定
为5RQWV
或5[RJQP
之
後，
所
有
开
通5RQWV
或5[RJQP

协定的应用程式都会显示4GUQNWOG为传送的一方。

4GUQNWOG会将屏幕的名称作为伺服器/传送方的名称，并预设为'屏幕1'。你可以将它重新命名。我在这里
会设成 JCTNKG 5ETGGP 这个屏幕有一个速度: 去片!

4GUQNWOG应用程式的名称会显示为 XGPWG或者 TGPC

你可以调较屏幕的阔度及高度，藉此改变分享出去的纹理的解像度。

GY6GM b

和5[RJQP 5RQWV一样 0GY6GM 0'e 让支持0'e传输协议的应用程序分享你的输出。另一个优点是 0'e 可
以在同一网络下的多台电脑上同时工作。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从8,手提电脑发送一个单一输出，至一台用作调整像素图大小及位置的主伺服电脑。

当打开0'e输出之时 4GUQNWOG 会自动在网络上宣告自己的位置。其他打开了0'e协议的应用程序便会自
动找到它。

虚拟输出

虚拟输出就好像4GUQNWOG内部的5[RJQP或5RQWV 输出设定为虚拟输出的屏幕会变成其他屏幕的切片输
入源。

这安排大大扩阔了各种缩放及路由的可能性，又不会增加电脑的负荷。

虚拟输出的解像度会跟据其长度和阔度而改变。



各项调整

调整输出电平及颜色

每个屏幕都可独立调较不透明度丶亮度及对比度，亦可以改变红丶绿及蓝三色的强度。你可以利用它们调
整不协调的输出信讯。例如，你可以调低.('灯的亮度而同时将原本的输出信号送到投影机。如果需要操
作多部投影机，而某一部投影出来的颜色过於抢眼，你亦可以单独调整投影机的颜色。

调整屏幕的延迟时间

每个屏幕都可运用0至100毫秒的延迟时间，以保偿讯号离开4GUQNWOG後在讯号链中的延误。

隐藏及折叠屏幕

透过点击屏幕上的切换按钮，你可以暂时将屏幕打开或关闭。此举会开启或关闭所有此屏幕的输出讯号，
有助了解屏幕与外部显示屏的连接方式，以及在表演中暂时终止某个屏幕的输出。

你也可以透过点击屏幕下面的箭头，折叠或展开屏幕。此举会在不影响输出的情况下，将屏幕内的切片隐
藏，以防阻碍工作。

演出前作好准备
无论身处何地，你也可以为演出用的屏幕作事先准备。

当你开启进阶输出，若电脑外部没有连接任何其他屏幕 4GUQNWOG会自动打开一个虚拟屏幕。透过调整右
边的长度及阔度参数来改变虚拟屏幕的解像度。

只要将虚拟屏幕调整至表演时显示屏的解像度，你就能够作好事先准备。到时候，将电脑连接到表演现场
的显示屏，右击滑鼠打开下拉菜单并进行选取。

透过+菜单，你可以建立所需数量的虚拟屏幕。



选取输入

作好输出设置後，透过选取输入，你可以决定如何将材料分配到各个输出端。

过程中可以预览合成的输出材料。

左方显示所有活跃的屏幕。你可以回到上一章查阅更多有关屏幕的资讯:屏幕。

切片



每个屏幕都可有一个或多个切片。试将合成想像成一个苹果派，切片就是苹果派分开後的其中一份。透过
定义切片，你可以决定如何将切片分配到各个输出端。

例如，你可以把合成左边的东西送到输出端1的投影机，右边的东西送到输出端2的投影机。分配的方式不
限於垂直分割。你可以选取合成中任一部分来输出，考虑到输出的解像度及长宽比。

一个屏幕可以有多於一个切片。透过+菜单，你可以建立所需数量的初片。

其实，切片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你不可能创造超过1152921504606846975块切片，当然你的电脑在你创
造出这麽多块切片之前，可能已经跨掉了，但以一部有无限内存及运算效能的电脑来算，你可以在未来
的365.58亿年里每秒创造一个切片。或创造1.51亿个切片给地球上每一个人。又假设每一块切片值一元的
话，你应该可以从迪士尼那里购入星球大战25000000次。

缩放丶移动及转动切片

開啟進階輸出，視窗裡面會預設有一個屏幕，屏幕含有一個切片。

點擊切片左方進行選取，之後你可以將其縮放，或拖曳至選取輸入頁面。

透過拖曳切片，你可以將其縮放、移動或轉動。有使用迴轉的.('燈的話，能夠轉動輸入的切片很方便。

提示!切片會自動對齊選取輸入頁面的邊沿及中心。按 6 .暫時關閉對齊功能。

你可以直接在右邊的方格準確輸入數字。需要精準顯示合成的某一部分時尤其方便。

提示!方格內你可以利用數學運算符號，讓 G OG幫你計算正確答案。比如說，要讓切片變成其闊度的
三分之一，你只需在闊度欄輸入”/3”，然後按TG TP



每按一下箭頭鍵，切片會向指定方移動1格像素。同時按住5JKHV的話，切片會移動10格像素。

在切片列表或選取輸入頁面裡右擊切片，會打開一個下拉菜單，裡面載有一些常用的預設及動作。詳細資
料請到頁片切換鍵及快速鍵章節。

提示！ 配對輸出形狀是其中一個有趣的選項。切片按著輸出變形頁面所訂的位置及形狀，改變其本身的位
置及形狀。這樣你可以很快按長闊比及位置配對切片，增加準確度。

你可以按需要建立無數個切片，透過複製切片及利用+菜單建立新切片。

你亦可以在屏幕間拖曳搬動切片。要注意，每個屏幕至少要有一個切片，因此當屏幕只剩一個切
片 4GUQNWOG會關閉拖曳的功能。

使 切片遮罩
切片遮罩只适用於 GUQNWOG TGPC

切片遮罩能够助你准确决定切片的形状。切片一般必需是长方形。利用切片遮罩，你可以自订输出长方形
的哪一部分。

要建立切片遮罩，点击选取输入页面右方的预设选项。你也可以点击铅笔符号，建立完全自订的遮罩。裁
切可以变为遮罩，反之亦可。点击右方的切换按钮，你可以选择显示遮罩的内容或外面的东西。

建立遮罩之後，选取输入页面的右上方会出现两个选项：变型模式及编辑定点模式。

变型



在变型模式，你可以像切片般移动切片遮罩，以及将放缩放及转动。

小心不要将遮罩移动到切片以外，这样输出的内容就会空掉。

提示! 当利用遮罩建立特定的形状作光雕表演，请按目标形状的长阔建立切片 4GUQNWOG不会从一个切片
剪出一小部分，只会按切片的四角定点扭曲切片。它不会按遮罩的四角定点扭曲切片。

编辑定点

在编辑定点模式，你可以单独编辑切片遮罩的定点。你可以拖曳定点，或者用箭头键将它们移动。你可以
点击路径任何地方增加定点，双击定点则会移除它们。

这里可以切换遮罩定点间的线的形状，有直线或贝兹曲线两个选项。选取贝兹曲线的话，每个定点会有两
个贝兹把手，让你改变曲线的形状。

使用多边形切片
多边形切片只适用於 GUQNWOG TGPC

多边形切片让你全面操控切片，按喜好自订其形状及定点。你可以将切片设订为三角形丶六形丶星形丶甚
至完全自订的形状。

要建立多边形切片，请打开+菜单。你可以选择建立预设的三角形，又或者在页面画出你心目中的多边形。



首先在页面内点击，建立多边形的第一个定点，然後在附近的不同位置点击。最後，点击第一点或随意双
击，多边形就完成了。

多边形建立後 4GUQNWOG会将其变成三角形化。你在选取输入页面所订下的控制定点，将会悉数在输出变
形页面重新出现。

你可以建立无法三角形化的形状。边线重叠的形状就是一例。在这个情况 4GUQNWOG会将此边线用红色标
示，告诉你现实这是不可能。同样道理，贝兹定点不适用於多边形切片。

变形

建立多边形之後，在变形模式内你可以修改它的大小丶旋转比例及位置。这里多边形的性质好像切片。

编辑

在编辑点模式，你可以增加或减少定点的数量，以及改变它们的位置。这里多边形的性质好像遮罩。

同时选取多个切片



你可以同时移动丶缩放及转动多个切片。

拖曳滑鼠将欲选取的所有切片框住，或者按住UJKHV逐一点击欲选取的切片。

一个方框会出现，让你按喜好拖曳丶转动及缩放选取的切片。右方的内容栏让你较准输入的数字。请留意，
这时数字显示的是整个方框的属性，并非单一切片的属性！



输出变形
输出变形页面只适用於 GUQNWOG TGPC

输出变形页面很神奇，它能够助你对准光雕投影的表面，或者改变输出.('处理器的像素的排列次序。

变形
选取输入页面设定的屏幕及切片，在输出变形页面里也能用到。

正如选取输入页面，利用输出变形页面的变形模式，你同样可以改变切
片的大小及位置。不同的地方是，现在你真的在搬动像素，而不单是选
取不同像素作为输入材料。

这样你就能够，比如说，让合成左下方的部分，在输出影像的左上方出现。

扭曲

在输出变形页面，你可以扭曲屏幕，调整最终输出的几何形状。这功能特别适用於不规则的表面进行光雕



投影，或者使用多部投影机时校对输出位置。

扭曲在编辑定点模式里面进行，你可以独立调整切片的定点。

扭曲有多个不同方式。

视角扭曲

调整切片四角的大定点进行视角扭曲。

视角扭曲确保输出内容的视角正确。例如，当投影以某角度射出，落在最远处的光线会比最近处的光线分
散，输出的影像随着物件的长度会愈拉愈长。利用视角扭曲 4GUQWNG会作出调整，按物件的长度修正影像
的大小。



投影呈45度角射向立方体时，直线扭曲 (左图) 与视角扭曲(右图)的分别。右图内方格均称排列，左图的则
被拉长了。

视角扭曲模式适用於大部分的立方体光雕投影。

视角扭曲只适用於一般的切片。在科学理论上，多边形切片无法进行视角扭曲。

直线及贝兹扭曲

调整视角扭曲定点以内的四个小角点进行直线扭曲。

这些小定点特性与大定点相近，可不是用来整调视角。它们让你在水平
和垂直方向增加更多定点，作更复杂的扭曲。



你可以从直线模式切换至贝兹曲线模式。每个点会额外增加两个贝兹把
手，让你按贝兹曲线进行像可乐瓶这样的扭曲。



提示! 当你可以同时进行视角扭曲及贝兹扭曲，为什麽还要选择呢？使用大的四角点去做视角扭曲及它的
小兄去做另外的贝兹扭曲。这就能够弯曲投影同时维持正确的视角。

直线扭曲也适用於多边形切片。多边形切片能够改变网状面的定点位置。在科学理论上，贝兹扭曲不适用
於多边形切片。



遮罩
在输出变形页面，你可以加上遮罩。遮罩让你在不造成扭曲的情况下在输出隐藏某些部分。你可以加上无
数个遮罩。

遮罩会切断其外的所有像素。倒置遮罩会形成一个空洞。

提示!技术宅注意！我们在 HVGT(HHGEVU使用遮罩的方法其实是错误的 HVGT(HHGEVU内的遮罩实际上是裁切，
由於它们剪下图像的外围部分。因此，预设上4GUQNWOG的遮罩是倒置的。这样就会达到你预期的效果，
而我们亦不需理会这个技术字面上的错误。



遮罩及裁切可以有任意数量的定点。你可以选取数种常用的预设形状，但亦可以将遮罩变成各种喜好的形
状像星形丶蝙蝠侠符号丶圣三角符号或你阁楼墙上奇怪的污迹。

双击轮廓增加定点。双击定点则将之移除。通过将定点模式切换为贝兹模式，你可以将角落圆滑化。

遮罩作用於其下的所有切片。

切片选项
在输出变形的选项中，切片也有一些附加选项。

翻转



利用2CEOCP的图标，你可以将切片的输出讯号水平翻转丶垂直翻转丶或两者同时进行。

翻转可以让你很容易做出镜面的效果。首先复制切片，然後右击打开下拉菜单，选取在:轴生成镜面影像，
然後再利用2CEOCP图标将新的切片翻转。

颜色修正

每个切片都有独立的亮度丶对比度丶以及红绿蓝三原色设定。你可以同时修改多个切片的设定。

这样，比如需要用到/CVTQZ 6TKRNG+GCF *Q 你就可以同时调整投影机间的差别，或者同时调整几个连
接.('处埋器的.('灯的亮度。

bU -G

按下eU -G[切换按钮，切片会以光亮度取替其 NRJC通道，有可见像素的
地方会呈白色，透明的地方则会呈黑色。

eU -G[适用於将 NRJC通道独立输出，透过使用混频器来覆盖图像。

黑

黑背景不是指4GUQNWOG背後有黑势力支持（误）。按下黑背景切换按钮是把切片变为一个黑色的背景，
不论内容是否播放当中。

黑背景适用於当两切片重叠时，隐藏下面的切片。



输出
/:输出只适用於 GUQNWOG TGPC

4GUQNWOG TGPC 能够透过'/: 向.('光条或灯具输出你图像的颜色及亮度。

这意味你能够在低解像度的.('灯条或灯具播放影片，只要他们支援'/:输入。设计表演的时候想想这个
吧，能够同时操控灯和影片啊。

使用 /: .WOKXGTUGU

要使用'/:灯具，首先你需要建立一个'/: .WOKXGTUG

基本上 '/: .WOKXGTUG 就是个'/:自己的世界，一个在4GUQNWOG里头的虚拟世界。正如一般的'/:世



界 '/: .WOKXGTUG由512条通道组成。利用.WOKXGTUG 你可以整理和安排灯具，指定'/:输出的通道。

这样，你就能够在家中准备好像素图。演出时，你可以将一整个.WOKXGTUG分配到实体装置或者 TV 0GV
节点。而且，你也可以很快更改'/:输出装置，无需重新建立像素图。

提示！.WOKXGTUGU 不是一个常用的 '/: 专用名词。 它只是出现在4GUQNWOG里，来组织你的输出的。不
要用.WOKXGTUG这个词去和你的表演现场的伙伴沟通。他可能会觉得你语无伦次。

使用+菜单就能建立.WOKXGTUG

一個.WOKXGTUG尤如一個屏幕，有著相同的不透明度、光度、對比度及
顏色選項。他們的工作原理也一樣。

另外，它也有影格速率及延遲設定。

影格速率

影格速率决定（每秒）有多少次送出.WOKXGTUG的数据。

数字越大，代表灯具反应越快，但表现效能需求亦较高。即代表你每秒钟透过数据线传输更多的数据。

延迟

延迟决定渲染每格影象至输出'/:数据之间的延迟时间 (以百分秒计算)。这是用来同步灯光与投影机。

预设时间会是 40百分秒已经给你不错的灯光与投影机同步结果。

当你使用4GUQNWOG控制像素灯带或单一灯光时 ，你可以把这个值设成0，以得到即时的输出，而不会有
任何延迟。

使用 /:灯具
建立'/: .WOKXGTUG同时会建位一个预设的'/:灯具，里面含有1个像素的4* 资料。

除非你用'/:讯号控制太阳，要使用不同的灯具，1个4* 像素明显不够。右手边的下拉菜单让你选取灯
具的各种预设。

提示! 如果你想要的灯具不在表单内，无须烦恼。要建立你个人的灯具预设其实很简单。详情请查阅灯具



编辑器

假设你有三个.('光管。每枝光管有16个4* 灯，排成三角形出现在舞台的中心。

选择灯具

首先要做的，是将预设灯具改变至表单上相应的选项。

你会发现灯具的名称变了。而灯具的选取输入范围会比之前扩阔16倍，这是因为你指定了16个像素的颜色。

安排灯具的位置

你可以移动丶缩放及转动灯具的输入源，以配合舞台上灯具的实际位置。假设输入源有800×50个像素。
将输入源在选取输入视窗放置在下方中心位置，你就能够把输入源分配至合成下方中心位置 4GUQNWOG会
采样每个方格的中心像素，作为4* 通道的输入源。切片下方的预览窗显示实时传送的颜色。

提示! 当然，改变输入灯具的像素大小不会改变.( 光管的大小。合成里面的大小也不会对灯具在舞台的实
际位置有甚麽影响。但你仍然需要配对其他舞台元素的输入大小及位置，包括投影表面或.( 电视墙的组
成，得以能够在各显示屏及灯具建立对称的影像。

更多灯具!

利用那个略大的'+'下拉菜单建立另一'/:灯具。这个新灯具也拥有16个像素，是条灯条。建立新'/:灯
具时 4GUQNWOG会将先前使用的灯具作为预设。

长度和阔度参照上一个灯具，转动至-60度，斜斜放置，让左下方形成直角三角形。

在左边的列表或在选取输入页面右击灯具，以建立第三个灯具。将其转动至60度，那麽我们的三角形就完
成了。

提示 利用滑鼠滚轮或 6 . 或-(在/CE上用 / 或-)，以放大及校准灯具切片的位置。你可以用左右调较
工具或按空白键左右调较画面。



发送 /: 讯号至.( 灯具
设置所有输入源以後，是时後输出一些东西到.('灯管。

在'/: .WOKXGTUG按右键，好像屏幕的工作原理一样 4GUQNWOG会显示一系列网络上侦测到的 TV 0GV节
点。

你只需选取你想使用的节点名字 4GUQNWOG 会帮你填写覆杂的部分，像是e2 CFFTGUUGU 地址及'/:域。

提示！如果你的設備在名單中沒有顯示，請確定設備的a2地址與 G OG中的a2地址範圍是一樣的，而且
是使用相同的子網絡遮罩。



选择正确的网络介面

你的电脑可能拥有有线及无线网络介面。如果你的 TV 0GV节点是在你连线的网络，但4GUQNWOG在无线网
络里寻找的话，你可能看不到它。

你可以透过偏好设定里的'/:栏确认你的4GUQNWOG在正确的网络。

使用手動設置e2地址

你可能使用自制的 TV 0GV设备，像 TFWKPQ

这个情况下，它可能不会显示在节点列表上，但你仍能在其上发布 TV 0GV讯号。在右手面，目标e2的下拉
选单选择e2地址，你就可以手动输入e2地址。

记住此时，你可能也需要手动设置'/:域及子网络。对於大部分装置，预设的第一个接口是在子网络0中
的'/:域 0。

当发送 TV 0GV讯号到特定的命名节点 4GUQNWOG会记住该节点之名字，以及不段发送讯息到该节点，除
非你是更改e2地址。当发送到特定的e2地址之时 4GUQNWOG会不断发讯息到该 e2地址，即使设备更改了或
已没有任何设备。

使 广播

除了发送讯息到特定的节点，你也可以使用网络中的设备广播你的'/:讯号。

如果发送讯息到单一节点，就好像你先叫那个人的名字，再叫他帮匄一样（喂！鲍伯！可否帮我丢掉这件
垃圾?")广播是差不多的道理，只不过是在大声呼叫，希望有人听到你的要求（各位，我们需要有人把这件
垃圾清理掉！马上！）

当广播的时候，你不需要设定e2地址，但你需要设置你相对的子网络及'/:域。

但当你用到30个或以上的'/:域，你最好停掉广播功能而使用千兆交换机或单播功能 。

使 /: 75 设备的注意事项
GUQNWOG TGPC 不支持 (PVVGE /: 75 设备。如果你想使用 (PVVGE /: 75 设备，你唯一的选

择是用回 TGPC

因为75 设备只可以使用1至2个'/:域，而4GUQNWOG 只支持 TV 0GV通讯的解决方法。 5JQYLQEMG[和另
外几间公司有一些设备可在单一 TV 0GV连结中控制8个或16个'/:域。如果你不怕'e;的话 ，我们还有几
个便宜的选择

http://www.showjockey.com/
http://nutcracker123.com/nutcracker/rgb_controllers/


接驳.WOKXGTUG
切换回屏幕设置，选取你的.WOKXGTUG并切换至'/:输出栏标 '/:输出能够总览灯具在.WOKXGTUG里的
分布。你可以见到，第一个灯具占了48条通道。数字没错，因为它有16个像素，每一个有红色丶绿色及蓝
色三组数值。(16*3=48!)

第二个灯具由通道49开始，紧接着第一个灯具。第三个灯具则由通道97开始。这些起始通道应该对应.('
光管上的开关设置。这样 4GUQNWOG就知道应该传送哪组像素到哪条灯管。

提示! 不懂二算法的读者，你可以在灯具资料栏标下方看看如何设置那些光管开关。

如果你的.('灯管各自有不同设定，你只需将灯具拖曳到'/:输出栏标。你会发现起始通道以及那些开关
懂得自动更新。你喜欢的话，可以直接调整开关，又或者在起始通道直接输入。你的灯具会在.WOKXGTUG
里作自动安排。你要确定通道没有互相重叠，否则结果会会很奇怪。若真的发生 4GUQNWOG会发出警告，
用红色标示重叠了的通道。



在设定起始位址之後 .('灯管会对应你对其播放的讯号发生反应。如果一条或多条灯管错误放置及倒置，
你可以利用2CEOCP标来翻转输出的讯号。你亦可以按需要调整亮度及对比度。

调整你的输出
检查你的输出有没有正确对齐，你可以使用输出菜单中的测试卡。

测试卡会有一条对角线横跨屏幕，你会很快发现你的.('灯是否与你在现实的世界中的灯对应，而要如何
用输入选择栏去作出调整。

如果有出错，首先利用'/:输出栏标，确定起始通道是否互相配合。同时，在讯号输出到灯具之前，你可
能需要用2CEOCO将其垂直或水平翻转。



参数
4GUQNWOG里，很多功能都是由参数负责控制。参数会以数字丶形状及大小显示。

滑块
我们最先有的是滑块。滑块让我们设定某特定数值。

如果你想将参数设定为某一定值，点撃参数数值，输入新的数值，然後按(PVGT 4GVWTP 键。

提示! 当拉动滑块 'KPIGVLG 会弹出 'KPIGVLG 在荷兰语意指"那东
西 'KPIGVLG是用来快速输入数值。你也可以按'KPIGVLG左右两边
的箭头去以固定值增加或减少数值。

是的 'KPIGVLG 是我们用来称呼这个用户工具的名称，在我们办公
室和写程式是也是这样叫。

你也可以在输入数值时运用算法。例如，你想设定片段的:位置刚
好要在1920的3分之，你可以输入 4GUQNWOG会帮你运

算好。

如果你知道结果是640而不需要用计算机，你应该是8,中的老手了。

有些滑块是覆合滑块，这代表在其之下可打开更多滑块参数。如旋转滑块参数，预设是以影像中心点去旋
转，你可以打开参数，看到旋转 :轴丶;轴和 轴，用以在三维世界中以不同维度旋转。

你可以把滑块数值还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滑块或参数的名字上按右键。

切换按钮

切换按钮是用来打开或关闭东西的按钮。在图层中的大a a 与大 a5a 按钮就是切换按钮。他们是控制图层的
可视性 代表略過或看不到，把图层设为不可视 5代表单独播放该图层，而关掉其他所有图层。



每一个效果都有它自己的略過切换按钮。

你也会看到有些切换按钮是以小盒子显示，而切换的方法是按击它。例如，反转特效就有两个切换按钮，
分别是横向反转和纵向反转，控制你的影像以那条轴作反转。

事件按钮
事件按鈕觸發指定的動作。

图层最左边的大a:a也是一个事件按钮。当你按击它，会把你播放中的片段从这图层中取消。此後，它会变
成一个小a:a 等待你去再按它。

你也可能在使用效果时遇上事件按钮。例如 WDG 6KNGU特效有个事件按钮叫a4CPFQOK\Ga 它会触发这个
效果中瓷砖怎样重新出现及分布在立方体上。

片段触发按钮也是一类事件按钮。又或者会是切换按钮吗? 嗯……头有点痛。

收音機按鈕
有些按钮会组合在一起。我们把他们称作 "收音机按钮"。



一组收音机按钮只能同时有一个按钮是 动的。当你按了他们其中一个选项，其他的会自动取消选 。

就像1940代运作的收音机一样，这就是 我们把他们称作收音机按钮。因为我们怀旧。

片段中的播放头控制是一个好例子，它让你选择向前播放丶向後播放丶暂停播放及跳至随机影格。

另一个例子是图层中的自动导般按钮。

下拉选单
下拉选单会显示一系列有可能的选择让你选取。

图层的混合模式会有一条长长的下拉选单给你选择。是超级长。





一段片段也可以在下拉选单中选 不同的播放模式。

颜色

颜色是视觉表演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或许是最重要的。

4GUQNWOG让你可以细致地控制颜色。 任何你想像到的颜色 4GUQNWOG都设有一个特定的使用者介面让你
去设置。

预置介面是一个标准的颜色选择器。你只需要用你的鼠标去选择你想要的颜色便可。

如果你是喜欢数字的人，你也可以使用  或 5  滑块。这个模式下，你可以准确地设定红色丶绿色丶
蓝色丶或色相丶饱和度丶光度的值。使用滑块的另一个优点是让你可以使用参数动画及另外有一个滑块控
制阿尔法值。

调色板

颜色参数有显示调色板的选项。在调色板上，你可以保存一系列你喜爱的颜色。

想要把颜色加到调色板上，只需把预览色彩上的颜色拉到一个空白的调色板色标上便可。右击调色板色标，



你会有更多选项，包括去除单一色标丶所有色标丶或以当前颜色更新色标。

控制
参数可以用多种方法自动导航。详情参阅参数动画。



参数动画
你已经看到4GUQNWOG可以使用参数滑块控制一系列不同的东西，由合成的音量到特效的个别设置。

好消息是你不需要因为控制参数而引至重覆性劳损。取而代之，你可以让参数动态化。

要使用这个选项，点击参数名字旁的灰色小三角形。会弹出一个菜单。

菜单中的参数选项会因你所选的是片段丶图层丶群组或合成而不一样。但他们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仪表板及封包是非常特别的选项而且有他们单独的页面。

时间轴

时间轴 选项让你有一个像时间轴片段传输模式的介面。你可以使用参数循环丶参数来回跳动，随机跳动或
播放一次的选项，而你也可以设置其速度。

你也可以像设置片段一样，设置参数的起始及终结值。

提示! 当你设置好了起始值及终结值，当拖动数值范围时，按住5JKHV 这会让你的数值范围保持一样间距，
而又可在自由移动改变值。

/ 同步



同样地， / 同步像片段的 2/同步传输模式一样。

你设定了参数动态的拍子数量范围，而再设定它为循环或来 跳动，还有参数的起始及终结 。参数会跟
着总 2/的时间去动态 。

片段位置
这个选项只提供给片段。

它让你同步参数至你的片段播放 。参数会 你片段时间一样运行。你可以滑动丶跳过丶改变速度丶方
向及对片段使用节拍循环。参数会跟随整个片段的动作。

音频分析
音频分析让你可使用音乐直接改变参数的值，让你的视频跟着音乐舞动起来。

如果你真的很勇敢，你也可以使用音频分析器去驱动音频参数。谁会知道发生什
麽事?

要啓动音频分析，你要从控制的下拉选单中为参数选取其中一个))6选项 ：

外置))6

在音频偏好设定中选择特定的音频装置去驱动参数。如果你想使用',音乐丶乐队或外置的麦克风讯号，你
就该选择这个选项。

如果你想使用外置选项，你需要选择来源。这可透过偏好设定中的音频栏列完成。首先，选择你想使用的
音频输入装置，然後在可使用的频道菜单中选择你想使用的频道。

合成))6

使用主合成的音频输出驱动参数。

片段/图层/群组 ))6

使用片段丶图层或群组的音频输出驱动参数。

参数显示现在会变成音频分析选项。你首先要做的是点击灰色小箭头显示全部选项。



你现在可以选 使 . / 及  按钮去选 低丶中或高频去驱动参数。你也甚至可以调节在音频谱图示中底
下的起始及终结 来更好地选 你。

使用 增益 控制来把讯号放大至可正确控制参数的音量。下降 则控制峰 下降的速度。

提示! 在主介面及偏好设定中的音频栏列中会有总增益选项。使用 检视 > 显示音频增益 切换之，然後你
可在中央的工作列中看到它。

左边的按扭让我们选 数 是由低至高 (>)丶 高至低 (<) 或使用音频讯号驱动参数移动速度向前或向後
(- 及 +)。



键盘快捷键
用滑鼠控制4GUQNWOG是不错的选 。你基本上可以准确地控制到每一个参数。但在现 的表演中，你可
能需要到 更多的可控性。有时，你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发生特定的事件，如你不想用滑鼠在介面上滑
来滑去。快速键可以帮到你。

你在你电脑键盘或/e'e控制器中指定一个按钮去控制4GUQNWOG 好像 64. CPF 64. 8是 上的快
捷键一样，只不过这次，你可以 定那个快捷键去代表这个功能。

4GUQNWOG透过键盘丶/e'e控制器及15 讯 支援外部控制。如果你使用 TGPC 你亦可以使用 制台
中的'/:输入讯号去控制4GUQNWOG

指定键盘快捷键
我们由简单的键盘快捷键开始。我们希望 白键，变成一个全黑按钮。所以当我们按下 白键时，整个输
出端会变成黑色。这也常用於建立我们所说的恐慌键 (" ，惨了，不要在我的屏幕上出现!")，又或者在高
潮前营造紧张气氛 。

你打开快捷键菜单，选 你所想用作快捷键的沟通协议。到快捷键 > 缉
键盘。介面会部分变为蓝色。

你也可按 64. 5+e)6 - 快捷键去快捷键模式。

切换按钮

所有出现蓝色的地方都可以给它指定一个快捷键。我们这个案例中， 到介面左上角
合成的略过按钮，然後用滑鼠点击它。现在按 白键，成功了，你已设定好全黑快捷
键! 如果略过按钮够大的话，你甚至可以看到 白键三个字在上面出现。

按(UECRG键退出快捷键模式，你现在可以不断按 白键看看到底是不是设定好了。

钢琴模式

你也可以选 模式，这样片段会一直播放直至你放开键，又或者你放开键或按下键时控制会切换。

让我们挖深一点。返 键盘快捷模式，再一次选 合成略过选项。在右下的介面，你可以看见快捷键栏标。
这个栏标只有在快捷键模式时才看到。在这个栏标中，你可以看到你键盘所有快捷键的菜单。

你亦可以对你选 的控制项进行不同的选 。



合成略过是一个十分基本的控制，它可以是开或关。
它还有一个选项，名字叫" "。 所有4GUQNWOG
中的按钮皆可设成 模式，意思是指只有你按着
按钮它就会开  ，而手放开功能就会关闭。

"但4GUQNWOG 好像不是这样运作的!" 你是对
的。 是容易记起的名词及提醒你是在玩乐器。
如果你想，你可以叫这个选项为暂时性按钮或
或你想 麽都可以。

一但为快捷键开 模式，你亦有 选项。这会让你在按住按钮时使控制项关
闭，放手则使控制项开 。

范围

你可以将按钮快捷键使用挖得更深，像是指定一个快捷键至滑块参数。首先，让我们设置一个有趣的参数
变项。

对一 片段使用 红蓝绿通道特效。其他参数不管，只改变特效的混合模式为6KOG5YKVEJGT 你现在可
以使用 片段来 效果，使用不透明度参数控制 。效果不错吧?

现在去快捷键模式，指定一个快捷键到 红蓝绿通道特效的不透明 。我们选 「 ] 」键。

你会看到快捷键栏列中有新选项出现。最大的部分是一 大滑块"范围"。你现在指定一个快捷键按钮至滑
块，滑块除了开 与关闭外，还有更多数 选项。"范围"选项，你可以看到当按下按钮时会跳到 麽 而
放手时会跳到 麽 。

让我们设定 0至0.10。你可以用滑鼠拖拉数 的起始及结束点，或点击数 直接键入数字。当你离开
快捷键模式，你现在可以点击 ] 键 动开闭片段的不透明度10%。挺不错!

在这个模式，你也是有 模式。很不错吧!



数值

按钮除了可用作切换功能，亦可设定为跳至滑块中的特定 。在快捷键栏
列，你可以从切换模式改变为数 模式。不用怕，我们也会 诉你滑鼠模
式是 麽。不用担心，热血的年青人。

在数 模式中，你可以使用键盘的键去把滑块设定成特定数 。所以，按住 ] 会把 红蓝绿通道特效的
不透门度设成 0.10, 不论它之前是设了 麽 。对於重置参数至特定 ，特别好用。

多重快捷鍵

多重快捷键也十分酷! 你可以指定多於一个快捷键至一个参数。简单选取快捷键，右击它及选 '复制快捷
键'。

你可以看到 ] 键现在使用了两次作为旋转参数的快捷键。点击其中一个，便会选 了它，而你就可以改变
你想使用的键，只需按下那个键盘键即可。

让我们选  [ 及 ] 两个键。

现在每一个快捷键可以有不同的设置。

让我们把两个键都设为切换模式，然後开 模式。设置第一个快捷键数 0与0.05。 设置第一
个快捷键数 0与0.1。现在你可以用不同的 动 特效。因为他们设置成 模式，而他们
的范围最小 也是0，放开任何按钮都会把特效关 。

提示! 如果你你不 想用疯癫的 把你的观众都弄瞎，你可以想想使用多重快捷键去设置 特效



的色相 至特定的 。这样，你可以迅速把你视频的颜色配合至你现 的 。

快速键目标
当你为片段触发或图层控制项指定一个快捷键时，片段或群组栏列中，你会看到 标选项。 标选项
让4GUQNWOG知道你想怎样应用快捷键。它有三个模式：

以位置

无论片段及图层的顺序如何， 标都会应用快捷键。这是在图层及群组栏
列中快捷键的预设模式。

例如，图层的快捷键预设是以位置。因为你可能永远想/e'e上的第一个淡
出入器去控制你合成中的第一个图层，无论你之後怎样调整图层次序。

这个片段丶图层或群组

无论你把片段丶图层或群组移到哪里，这个 标都会把快捷键应用到片段
丶图层或群组。

这样，你可以指定一个快捷键永远触发一个特定的片段，例如一个
。不管你的片段是在图层1丶栏1或图层27丶栏95。它都会由那个特定快

捷键触发。

小心! 当你 了该特定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当然你的快捷键亦会 之消失!

选择片段丶图层或群组

这个 标把快捷键应用於任何当前选上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那些都是在
片段丶图层或群组相对栏列中显示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是任何快捷键应
用於片段栏列的预设 标。

等等? 什麽?

"喂 4GUQNWOG 麽要把这些快捷键都搅得这麽困难? 我只是想设置好事请及使用。没有人有时间去慢
慢了解的! 诉我怎样做吧!"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这些意味 麽，你就为所有快捷键选  '以位置' 标。在一个 定控制介面中的运作，
这个选项最靠谱。

'选 ' 标对於 制项是十分有用的，但你使用时要特别小心。

'这个' 标只适用於在特别的表演中控制一件特别的事情。



快捷键群
快捷键群是指应用於收音机按钮或下拉选单的快捷键。 不知道收音机按钮或下拉选单是 麽? 参数页面有
例子及详细解 。

使用於这里控制按钮的快捷键是特别的。一 制只有两个选 ，开与关。快捷键群
则有更多选项。

片段方向控制有四个选项：向前播放丶向後播放丶停顿及 机播放。自动 也是有四个选项。图层混合
选项有更多数不 的选项。

当为这些控制项指定快捷键，你会进入另一个异常复杂的控制水平。这就像是从一位普通快捷键用家变成
专业快捷键用家。

直接

最基本的是直接为特定的'项 '指定一个快捷键。项 可能听上去有点奇怪。最简单的例子，是指你可以
设定一个键去让片段向前播放，另一个键使片段向後播放。

你只需选 上的按钮，为它指定一个键。你可以在模式盒子看到你为这个键设置的状态。

同样方法，你亦可为你图层的每个混合模式或自动大小选项，指定喜欢的快捷键。

鋼琴鍵

当你为项 直接指定一个快捷键， 也是其中一个可选项。当 动，按住快捷键会切换至该项 ，
放开就会切 设定了的项 。

这样，你可以在音乐最兴奋的位置讯速将你的片段设置 机播放，然後放开按钮返 之前播放的方
向。

下一个/上一个/随机

使用选 下一个/上一个及 机项 选项，事情会变得复杂点。使用这个选项，你可以走偏控制群组的每
个选项。

这样，你就可以走遍图层混合模式的每个选项。你就不段按同样的键直至你喜欢的混合模式出现为止。

循环指定项目

如果你真的想深入研 键控制，尝试复制快捷键，然後把它指定到群组的不同项 中。



例如，你用同一个快捷键设定为向前播放及向後播放，这可让你使用在一个按钮就能在来来 不断切换
项 。 如果你真的想全面控制，你甚至可组合使用 模式。

你可以为同一毎快捷键指定更多项 4GUQNWOG会因应每一下按键，续一循环指定项 。

键盘特定模式
滑鼠模式是键盘快捷键的特有模式。我明白名字听起来怪怪的，但它十分好用。

滑鼠模式

在滑鼠模式中，你可以在按下快捷键下使用滑鼠控制参数。

例如，你为片段的位置:指定按键2 切换至滑鼠模式及设置 -960至960，或者任何你合成的大小。

当你按下2键时，滑鼠就可以横向移动控制片段横向位置。

我想你应该知道它会跑到哪里去，对吧？

再指定按键2至位置; 假定你的合成大小为 Z 切换至滑鼠模式, 但现在选 纵向选项及设置范围
-540至540。

现在按着2键就可让你对片段位置全面控制。放开2键，片段就停在滑鼠最後的位置上，你就可以重新使用
滑鼠指向及点击了。

快捷键预设
你可以把你每个快捷键模式存为预设。这让你在不同的 合及操作中，储存及召唤适合的不同快捷键设置。

如果你是个设备高手，你可以为你的每个控制器设定不同的快捷键预设。一个普通的用家也可以为不同的
演出需要，对同一个控制器设定不同的预设 。又或者为了你与音乐 的影音表演设置专用的预设。
是无限的。



每一个你指定的快捷键都会自动储存到预设。你可以透过快捷键栏列的下拉选单切换预设，你亦可透过选
单中下面的新建.../储存为.../移除及重新命名... 选项去管理你的预设。

预设基本上是存於电脑的:/.档案。你可以在电脑之间互相 ，亦可以分享给你的8, 或
在4GUQNWOG官方聊天室中与其他用户分享。

当你选了预设，你会看到它里面所有的指定快捷键清单列表。



清单列表含了当前每一个你指定了的快捷键，你很 出 并加以修改。如果你有点技术宅，可能你
看到名字就能知道快捷键在控制那些参数。

预设是以快捷键名字排列清单，你可以以数 清单，让你快速 出重 使用的快捷键，它们会以红色
显示。

你可以使用DCEMURCEG键 除不想要的捷径或从右击菜单选 除。



预设
4GUQNWOG有预设的快捷键，我们觉得还蛮好用的。当然你可以选 修改或不用 4GUQNWOG就是自由。

在这里偷看一下快捷键吧。 

https://www.resolume.com/download/Manual/PRESETS/QWERTY.png


快捷键
用滑鼠控制4GUQNWOG是不错的选 。你基本上可以准确地控制到每一个参数。但在现 的表演中，你可
能需要到 更多的可控性。有时，你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发生特定的事件，如你不想用滑鼠在介面上滑
来滑去。快速键可以帮到你。

你在你电脑键盘或/e'e控制器中指定一个按钮去控制4GUQNWOG 好像 64. CPF 64. 8是 上的快
捷键一样，只不过这次，你可以 定那个快捷键去代表这个功能。

4GUQNWOG透过键盘丶/e'e控制器及15 讯 支援外部控制。如果你使用 TGPC 你亦可以使用 制台
中的'/:输入讯号去控制4GUQNWOG

在这个章节中，我们将演示如何利用/e'e控制器控制4GUQNWOG

指定/b b快捷键
你可以像键盘一样，为/e'e控制器指定快捷键。

唯一的分别是要让4GUQNWOG知道已有/e'e控制器连接着。要做到这样需
透过偏好设定中的/e'e栏列。

现在你只需要做的是切换你想使用设备的/e'e输入及/e'e输出。就是这
样。我们将於下面详谈。

提示! 不确定你的/e'e控制器是否正常运作? 把/e'e偏好设定右边
的/e'e监视器展开 4GUQNWOG会显示所有从有效控制器中收到的讯号。如果你看到来到这里的讯 ，
但4GUQNWOG对它们没有 ，有些快捷键设置是设错了。如果没有任何讯 显示在这里，你的/e'e
控制器可能有点 。

https://resolume.com/support/


让我们从简单的快捷键开始。我们想要一个黑 的快捷键。当我们使用该快捷键时，整个输出会变黑。
这适用於制作紧急按钮（" ，不要出现在我的屏幕上!")。或在演出高潮前建立紧张情 。

你打开快捷键菜单创建快捷键，选 这个快捷键你想用的通讯协议。

介面现在会转换颜色 /e'e快捷键会是柔和的青色。

切换

任何变了色的项 都可为其指定快捷键。 出介面左上的合成略过按钮及用滑鼠点击
它。

现在按下你想控制这个项 的按钮。我建议你 一个在控制器上 到的按钮。最
理想是你不用往下看 寻。或许在你控制器角落的按钮？

按下按钮，你就可设定到你第一个快捷键！如果略过按钮够大，你还可看到指定了的快捷键名称。

按(UECRG键离开快捷键模式，现在你可以狂按快捷键来来 不断切换合成略过的开关按钮。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好，停！够了。



钢琴

让我们挖深一点。返 键盘快捷模式，再一次选 合成略过选项。在右下的介面，你可以看见快捷键栏标。
这个栏标只有在快捷键模式时才看到。在这个栏标中，你可以看到你键盘所有快捷键的菜单。

你亦可以对你选 的控制项进行不同的选 。

你可以看到一系列关於通道丶音符及/e'e输出。我们将於後面再提及。

现在，我们只对一个选项有兴趣，名字为" "。所有4GUQNWOG中的按钮皆可设成 模式，意思是指
只有你按着按钮它就会开  ，而手放开功能就会关闭。

"但4GUQNWOG 好像不是这样运作的!" 你是对的。 是容易记起的名词及提醒你是在玩乐器。如果
你想，你可以叫这个选项为暂时性按钮或 或你想 麽都可以。

一但为快捷键开 模式，你亦有 选项。这会让你在按住按钮时使控制项关
闭，放手则使控制项开 。

技术宅注意! 因为一些神秘的 因，一些控制器(好像0CPQ-QPVTQN 在按下按钮时会发送/e'e 讯号而不
是音符。 我不会跟你详细解 麽会发生，那些都是闷人的技术细节。如果你的按钮捷径显示 讯号
而不是音符，而你亦看不到 及 选项，只要把模式改变为按钮， 就会解 。

范围

你可以将按钮快捷键使用挖得更深，像是指定一个快捷键至滑块参数。首先，让我们设置一个有趣的参数
变项。



对一 片段使用 红蓝绿通道特效。其他参数不管，只改变特效的混合模式为6KOG5YKVEJGT 你现在可
以使用 片段来 效果，使用不透明度参数控制 。效果不错吧?

现在去快捷径模式，指定一个快捷键到 红蓝绿通道特效的不透明 。我们选 「 ] 」键。

你会看到快捷键栏列中有新选项出现。最大的部分是一 大滑块"范围"。你现在指定一个快捷键按钮至滑
块，滑块除了开 与关闭外，还有更多数 选项。"范围"选项，你可以看到当按下按钮时会跳到 麽 而
放手时会跳到 麽 。

让我们设定 0至0.10。你可以用滑鼠拖拉数 的起始及结束点，或点击数 直接键入数字。当你离开
快捷键模式，你现在可以点击 ] 键 动开闭片段的不透明度10%。挺不错!

在这个模式，你也是有 模式。很不错吧!

数值



按钮除了可用作切换功能，亦可设定为跳至滑块中的特定 。在快捷键栏
列，你可以从切换模式改变为数 模式。不用怕，我们也会 诉你滑鼠模
式是 麽。不用担心，热血的年青人。

在数 模式中，你可以使用键盘的键去把滑块设定成特定数 。所以，按住 ] 会把 红蓝绿通道特效的
不透门度设成 0.10, 不论它之前是设了 麽 。对於重置参数至特定 ，特别好用。

多重快捷键

多重快捷键也十分酷! 你可以指定多於一个快捷键至一个参数。简单选取快捷键，右击它及选 '复制快捷
键'。

你可以看到你的快捷键现在使用了两次。点击其中一个，便会选 了它，而你就可以改变你想使用的键，
只需按下那个键盘键即可。

现在每一个快捷键可以有不同的设置。

让我们把两个键都设为切换模式，然後开 模式。设置第一个快捷键数 0与0.05。 设置第一
个快捷键数 0与0.1。现在你可以用不同的 动 特效。因为他们设置成 模式，而他们
的范围最小 也是0，放开任何按钮都会把特效关 。



提示! 如果你你不 想用疯癫的 把你的观众都弄瞎，你可以想想使用多重快捷键去设置 特效
的色相 至特定的 。这样，你可以迅速把你视频的颜色配合至你现 的 。

快捷键目标
当你为片段触发或图层控制项指定一个快捷键时，片段或群组栏列中，你会看到 标选项。 标选项
让4GUQNWOG知道你想怎样应用快捷键。它有三个模式：

以位置

无论片段及图层的顺序如何， 标都会应用快捷键。这是在图层及群组栏列中快捷键的预设模式。

例如，图层的快捷键预设是以位置。因为你可能永远想/e'e上的第一个淡出入器去控制你合成中的第一个
图层，无论你之後怎样调整图层次序。

这个片段丶图层或群组

无论你把片段丶图层或群组移到哪里，这个 标都会把快捷键应用到片段丶图层或群组。

这样，你可以指定一个快捷键永远触发一个特定的片段，例如一个 。不管你的片段是在图层1丶
栏1或图层27丶栏95。它都会由那个特定快捷键触发。

小心! 当你 了该特定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当然你的快捷键亦会 之消失!

选择片段丶图层或群组

这个 标把快捷键应用於任何当前选上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那些都是在
片段丶图层或群组相对栏列中显示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是任何快捷键应
用於片段栏列的预设 标。

等等? 什麽?

"喂 4GUQNWOG 麽要把这些快捷键都搅得这麽困难? 我只是想设置好事请及使用。没有人有时间去慢
慢了解的! 诉我怎样做吧!"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这些意味 麽，你就为所有快捷键选  '以位置' 标。在一个 定控制介面中的运作，
这个选项最靠谱。

'选 ' 标对於 制项是十分有用的，但你使用时要特别小心。

'这个' 标只适用於在特别的表演中控制一件特别的事情。

快捷键群
快捷键群是指应用於收音机按钮或下拉选单的快捷键。 不知道收音机按钮或下拉选单是 麽? 参数页面有
例子及详细解 。

使用於这里控制按钮的快捷键是特别的。一 制只有两个选 ，开与关。快捷键群则有更多选项。

片段方向控制有四个选项：向前播放丶向後播放丶停顿及 机播放。自动 也是有四个选项。图层混合
选项有更多数不 的选项。

当为这些控制项指定快捷键，你会进入另一个异常复杂的控制水平。这就像是从一位普通快捷键用家变成
专业快捷键用家。

直接

最基本的是直接为特定的'项 '指定一个快捷键。项 可能听上去有点奇怪。最简单的例子，是指你可以
设定一个键去让片段向前播放，另一个键使片段向後播放。

你只需选 上的按钮，为它指定一个键。你可以在模式盒子看到你为这个键设置的状态。

同样方法，你亦可为你图层的每个混合模式或自动大小选项，指定喜欢的快捷键。

钢琴键

当你为项 直接指定一个快捷键， 也是其中一个可选项。当 动，按住快捷键会切换至该项 ，
放开就会切 设定了的项 。

这样，你可以在音乐最兴奋的位置讯速将你的片段设置 机播放，然後放开按钮返 之前播放的方
向。

https://resolume.com/support/en/parameters


下一个/上一个/随机

使用选 下一个/上一个及 机项 选项，事情会变得复杂点。使用这个选项，你可以走偏控制群组的每
个选项。

这样，你就可以走遍图层混合模式的每个选项。你就不段按同样的键直至你喜欢的混合模式出现为止。

循环指定项目

如果你真的想深入研 键控制，尝试复制快捷键，然後把它指定到群组的不同项 中。

例如，你用同一个快捷键设定为向前播放及向後播放，这可让你使用在一个按钮就能在来来 不断切换
项 。 如果你真的想全面控制，你甚至可组合使用 模式。

你可以为同一毎快捷键指定更多项 4GUQNWOG会因应每一下按键，续一循环指定项 。

使用 &&U

你亦可以指定/e'e 快捷键至一个群组。这会让你循环群组内每一个选项。大部分案例中，它未必合用，
但如果用一个轮转控制循环所有图层混合模式应该是蛮有趣的。

你可以在片段触发前面发现一个特别的快捷键群。当你进入/e'e
快捷键模式时，它才会显示。当你为它指定了一个快捷键，你可
以以单一控键触发图层中的所有片段。 指定/e'e 让你使用同
一 讯号的不同 发片段1至片段128。

提示! 这个在栏中可运作。

/b b特定模式
当你为/e'e控制器指定快捷键控制使用，你可使用数个/e'e特定的模式。那个模式可用取 於你是指定
了/e'e音付讯 是/e'e控制改变 讯 。

提示! 每一个/e'e讯 让你改变它的通道及 或音符 。如果你知道你在 麽，你可以使用它们手动改
变快捷键关联的/e'e讯 。如果你只是为你的控制器指定快捷键，则不需要担心这些。

/b b &&选项

/e'e 控制改变听起来很厉害，但它基本上就是由淡出入器或轮转旋钮发送0-127的 讯 。当你指定一
个/e'e 快捷键，你的选项是絶对丶按钮丶相对及假相对。

绝对



絶对是非常直接的。它就是让你以淡出入器或轮转旋钮控制参数的范围。这个模式适用於大部分标准
的/e'e控制器。

例如，使用絶对模式，你可以为图层的不透明度指定一个/e'e淡出入器。把淡出入器推至最上令图层完全
可视。把淡出入器推至最下则令图层完全不可视。

如果你想，你可以 这个动作或设置一个特定的范围。

按钮

按钮会有点奇怪。

一些/e'e控制器，像-QTI 0CPQ-QPVTQN系列，当你按下按钮就可
以发送 讯 。这好像不 合逻缉，但我相信它们有一定的 因。

使用按钮模式，你可以 诉4GUQNWOG这个 讯 是由按钮发送。
这样 4GUQNWOG不会把它看作淡出入器，而你则可使用所有按钮

特定模式，像切换及数 。

相对



快捷鍵
设置'/:输入用滑鼠控制4GUQNWOG是不错的选 。你基本上可以准确地控制到每一个参数。但在现 的
表演中，你可能需要到 更多的可控性。有时，你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发生特定的事件，如你不想用滑
鼠在介面上滑来滑去。快速键可以帮到你。

你在你电脑键盘或/e'e控制器中指定一个按钮去控制4GUQNWOG 好像 64. CPF 64. 8是 上的快
捷键一样，只不过这次，你可以 定那个快捷键去代表这个功能。

4GUQNWOG透过键盘丶/e'e控制器及15 讯 支援外部控制。如果你使用 TGPC 你亦可以使用 制台
中的'/:输入讯号去控制4GUQNWOG

在这章节中，我们会教你如何使用 台控制4GUQNWOG

设置 /:输入
你可以像使用键盘或/e'e控制器一样，指定'/:快捷键。

主要的分别是你使用的是 TV 0GV而不是/e'e 所以首先你需要让4GUQNWOG知道你在发送 TV 0GV 做法是
需透过偏好设定中的'/:栏列。

"但4GUQNWOG 我的工作枱不支持 TV 0GV 能不能发送一 '/:讯号?"

嗯，我也挺肯定你的电脑也没有'/:端口，所以如果你发送类 '/:讯号，你就有需要转换为数码或其
他'/:讯号。不想抱怨使用不同工作 理的75 加密狗，最棒的还是拥有一个小而好用的'/:转 TV 0GV
盒子

"你刚刚说'类 FOZ 对吗? 你应该知道'/:是指'KIKVCN /WNVKRNG:" 你果然是8,U

嗯～其实是有点愚蠢的。

实说，我也不知道缩写的意思是 麽，我也错误地认为如果你用数据线发讯及需要终端来避免 射讯号，
这个来源讯号也是类 讯号。我真的有点才疏学浅吧～

我要说的重点是如果你用5或3针的:.4数据线发送讯号，你不能直接插入你的电脑。你必定需一个盒子用
来把通讯协议的讯号转换成电脑能明白的讯号。我们认为透过以 网络的 TV 0GV是 可靠及将是未来的
大趋势。这样的说 意吗？

提示! 如果设定 TV 0GV对你来说十分新鲜，以下会详细 一下e2 子网络遮罩及介面接收器。如果你对设
置 TV 0GV及所有相关东西很 ，请继续阅读4GUQNWOG相关的事情。

透过底下的新 输入按钮创建新的'/:输入。

http://resolume.com/blog/13458/review-showjockey-art-net-devices
http://resolume.com/blog/13458/review-showjockey-art-net-devices
http://resolume.com/blog/13458/review-showjockey-art-net-devices
http://resolume.com/blog/13458/review-showjockey-art-net-devices
http://resolume.com/blog/13458/review-showjockey-art-net-devices




子网络 /:域
这样你会创建了你首个.WOKXGTUG 你可以指定4GUQNWOG接收哪个子网络 '/:域的 TV 0GV讯号。预设子
网络 '/:域是0:0，这是第一个可用的'/:域。如果你知道发送的工作枱是哪个子网络 '/:域，你可以
在这里设置4GUQNWOG连结它。不然，你亦可设置你的工作枱在相同的子网络 '/:域发送 TV 0GV讯号。

提示! 当你创建完新的输入 4GUQNWOG会让网络上所有的节点看到一个可用的输入。如果你的控台支
持 TVRQNN 它会马上显示出来。

如果你需要用到超过512 通道，你可以透过新的输入，创建另一个新的.WOKXGTUG 一个再接一个丶一个
再接一个丶一个再接一个。等等！你 麽需要这麽多控制呢?

.WOKXGTUG"不好意思? 你不知道它叫'/:域吗? 天呀，这个影像人好像不知道所有的东西呢!"

你是对的 .WOKXGTUGU只存在於4GUQNWOG 所以它的名字叫.WOK XGTUG 它是用於在你连接至任何 TV 0GV
节点前，你可用它去创建虚拟输入及设置讯号流向。 而当节点连接切断时，你的快捷键亦不会 消失。
另外，当你想在设定时切换子网络 '/:域，你只需要在每个.WOKXGTUG设置一次便可，而不需要更
新512个不同的快捷键。但你是对的，影像人不会 得所有的事情的。

通道位移

如果你因为在同一'/:域上 辑其他 而需要位移首个通道，你可以使用通道位移。

指定 /:快捷键



我们由简单的键盘捷径开始。我们希望 白键，变成一个全黑按钮。所
以当我们按下 白键时，整个输出端会变成黑色。这也常用於建立我们
所说的恐慌键 (" ，惨了，不要在我的屏幕上出现!")，又或者在高潮前
营造紧张气氛 。

你打开快捷键菜单，选 你所想用作快捷键的沟通协议。介面会部分变
色 '/:快捷键的颜色是柔和的黄色。

基本快捷键

所有出现黄色的地方都可以给它指定一个快捷键。我们 到介面左上角合成的略过按钮，然後用滑鼠点击
它。

现在你可以选 '/:学习及按下工作枱上想使用的 按钮。按下後便成功了，你已设定好首个快捷键!
如果略过按钮够大的话，你甚至可以看到 白键三个字在上面出现。

个人 喜欢手动指定通道。右键点击略过按钮及选 “创建c'/:快捷键c 4GUQNWOG会自动为这个按钮
指定下一个可用的通道。

两种方法都可，现在按(UECRG键退出快捷键模式，你现在可以不断按快捷键去切换换略过合成按钮的开关。
开关丶开关丶开关。好丶够了！

选项



让我们挖深一点。返 键模式，再一次选 合成略过选项。在右下的介面，你可以看见快捷键栏标。
这个栏标只有在快捷键模式时才看到。在这个栏标中，你可以看到你键盘所有快捷键的菜单。

你亦可以对你选 的控制项进行不同的选 。

'/:快捷键你唯一有的选项是 输入 。所有其他的事可以在你的控台上设置。

当然，你可以手动改变通道。如果你使用多於一个.WOKXGTUG 你亦可以改变这个快捷键存在於哪
个.WOKXGTUG

快速键目标
当你为片段触发或图层控制项指定一个快捷键时，片段或群组栏列中，你会看到 标选项。 标选项
让4GUQNWOG知道你想怎样应用快捷键。它有三个模式：



以位置

无论片段及图层的顺序如何， 标都会应用快捷键。这是在图层及群组栏
列中快捷键的预设模式。

例如，图层的快捷键预设是以位置。因为你可能永远想/e'e上的第一个淡
出入器去控制你合成中的第一个图层，无论你之後怎样调整图层次序。

这个片段丶图层或群组

无论你把片段丶图层或群组移到哪里，这个 标都会把快捷键应用到片段
丶图层或群组。这样，你可以指定一个快捷键永远触发一个特定的片段，
例如一个 。不管你的片段是在图层1丶栏1或图层27丶栏95。它都
会由那个特定快捷键触发。

小心! 当你 了该特定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当然你的快捷键亦会 之消失!

选择片段丶图层或群组

这个 标把快捷键应用於任何当前选上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那些都是在
片段丶图层或群组相对栏列中显示的片段丶图层或群组。是任何快捷键应
用於片段栏列的预设 标。

等等? 什麽?

"喂 4GUQNWOG 麽要把这些快捷键都搅得这麽困难? 我只是想设置好事请及使用。没有人有时间去慢
慢了解的! 诉我怎样做吧!"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这些意味 麽，你就为所有快捷键选  '以位置' 标。在一个 定控制介面中的运作，
这个选项最靠谱。

'选 ' 标对於 制项是十分有用的，但你使用时要特别小心。

'这个' 标只适用於在特别的表演中控制一件特别的事情。

快捷键群
快捷键群是指应用於收音机按钮或下拉选单的快捷键。 不知道收音机按钮或下拉选单是 麽? 参数页面有
例子及详细解 。

使用於这里控制按钮的快捷键是特别的。一 制只有两个选 ，开与关。快捷键群则有更多选项。

https://resolume.com/support/en/parameters


片段方向控制有四个选项：向前播放丶向後播放丶停顿及 机播放。自动 也是有四个选项。图层混合
选项有更多数不 的选项。

當你為一快捷鍵群指定一條'/:通道 4GUQNWOG會把他們的 分配到群組裡。如群內有四個選項，像片
段播放方向，數 1-63會讓片段向後播放，數 64-128會讓片段向前播放，128-191會停止及191-255
會隨機播放。

片段触发

你可以在片段触发前发现一个特别的群触发。当你进入'/:快捷键模
式时它就会显示。当你为它指定一个快捷键，你可以一键触发所有在
该图层中的片段。指定一 '/:通道让你可触发片段1-255对应通道
内1-255的不同数 。

提示! 在栏里也适用。

快捷键预设
你可以把你每个快捷键模式存为预设。这让你在不同的 合及操作中，储存及召唤适合的不同快捷键设置。

如果你是个设备高手，你可以为你的每个控制器设定不同的快捷键预设。一个普通的用家也可以为不同的
演出需要，对同一个控制器设定不同的预设 。又或者为了你与音乐 的影音表演设置专用的预设。
是无限的。

每一个你指定的快捷键都会自动储存到预设。你可以透过快捷键栏列的下拉选单切换预设，你亦可透过选
单中下面的新建.../储存为.../移除及重新命名... 选项去管理你的预设。

预设基本上是存於电脑的:/.档案。你可以在电脑之间互相 ，亦可以分享给你的8, 或
在4GUQNWOG官方聊天室中与其他用户分享。

当你选了预设，你会看到它里面所有的指定快捷键清单列表。



清单列表含了当前每一个你指定了的快捷键，你很 出 并加以修改。如果你有点技术宅，可能你
看到名字就能知道快捷键在控制那些参数。

预设是以快捷键名字排列清单，你可以以数 清单，让你快速 出重 使用的快捷键，它们会以红色
显示。

你可以使用DCEMURCEG键 除不想要的捷径或从右击菜单选 除。



哪里有自动对应预设?

4GUQNWOG 自动对应功能在哪里? 我 不到它!"

我们把它 了。自动对应有一半的东西也挺没用 的。谁需要控制锚点;"於8位元的解 ?

因为一个4GUQNWOG的合成实在有 多设置选项，你不能 过依赖自动对应。你已经错过了像特效及 2/
同步播放等好功能。现在更会错过像群组及封包等好功能。

"所以你 诉我现在要自己设定吗? 疯狂了! 会花很多时间呢。"

其实并不会。如果你使用过去的自动对应功能，你有可能用它去触发片段，控制它们的强度及播放方向或
时间等。其他的控制项其实不怎麽会用到。重新创建预设只需花你30分钟，无论是在4GUQNWOG或你

的工作枱。当你存成预设，你便可以在每 表演中永久使用。

更好的地方是，你现在可以创建你自己的表演档案 特的控制设定，令你在过程中成为独特的操作员。

对於8,来说，为你自己的控制器版面设定个人 的控制器是一个很常见的举动。如果你真的不会为你的控
制器设定控制版面是真有点让人皱眉的。

如果你真的只 使用自动对应，我们在一位使用者创建了 TGPC 自动对应的'/:预设，你可以到这个聊
天室主 看看。

网络设定的深入探讨
你要在4GUQNWOG使用 TV 0GV之前，需要确保你的网络在9KPFQYU或/CE 1:系统下设定正确。你需要确
保装置 (或软件) 发送'/:讯 至4GUQNWO时，是跟运行4GUQNWOG的电脑的网络e2范围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哪个e2地址? 当然，这取 於你另一个装置。但 Z Z Z 和 Z Z Z 是 TV 0GV 规 设置的建
议e2范围，大部分的 制台也适用於这些e2地址范围。子网络遮罩也应我对应及一 会设置
为255.0.0.0 或 255.255.255.0.

你的e2地址可於这里设置

5: 系统偏好设定 > 网络。透过进阶选项选 你想使用的连结，再选 设定e2X ! 手动设定

http://resolume.com/forum/viewtopic.php?f=16&t=16077&p=68015#p68014
http://resolume.com/forum/viewtopic.php?f=16&t=16077&p=68015#p68014


& 控制栏列 > 网络及互联网 > 网络及分享中心 > 改变接收器设定。双击你想用的连接滑下去网络通讯
协定 6 2 e2X 及设置以下e2地址。



网络接收器

TV 0GV讯号是由网络发送。就像互联网一样。所以，确保4GUQNWOG使用正确的网络连接， 而不是使用无
线网络 (喘气!)，你可以选 使用哪个接收器。

你在'/:偏好设定中选 。网络接数器的下拉选单显示一系列可用的接收器。记住这个选 会影响'/:
的输入及输出。



这个十分适用於两个用线缆连接的网络，其中一个用於 TV 0GV讯号而另一个则用於资料讯号，像0'e
或15 讯号等。

使 本机的要点

9KPFQYU在大部分案例中都能正常运作。而15:则有些状况下才可行。因为 TV 0GV使用相同的端口发送
及收讯，正式来说是不能运作的。我们在这里则列为一个可行性，提供给你尝试。

是的。正式来说，让同一电脑中的两个应用程序共用同一个端口是一个不 好的行为。大部分情况下，使
用正确的操作顺序会是最好的。由设置发送方，再到接收方。

记住有你的电脑参与，这是未知结果的行为，结果因情况而异。

计算 /:域

'/:中，一个'/:域有512 通道的资料。如果你需要发送多於512通道的资料，你就要在第二个'/:域
发送 TV 0GV可以在同一网络连接上发送多个'/:域，计算'/:域是一个蛮有趣的议 。

每一个 TV 0GV的'/:域是由子网络数字及'/:域数字定义的。由子网络数字及'/:域数字构成 TV 0GV
的'/:域。是的，相同的字词 '/:域'使用了两次，而且它们的意思略有不同。

16个子网络每一个有16个'/:域，由它们创造出 TV 0GV ee中256个'/:域的可能性。首16个'/:域可以
於子网络0中的'/:域0-15中 到，下16个'/:域则可在子网络1中的'/:域0-15中 到

提示! TV 0GV '/:域 = 子网络 '/:域 + 1

所以第一个'/:域是子网 '/:域 0:0，第二个是子网 '/:域0:1，如此类推。

有点混乱？应该的。可能会更差! 每一个开发人员都会使用不同的'/:域计算及命名方法。

例奴 /CF/CRRGT不会使用子网络但由0开始计算 '/:域0至255。当要设置 TV 0GV *TCPF/C会使用
子网络及计算每一个子网络由0-15的'/:域。但它内部不是，它内部是数1开始数，1-256个'/:域。天
呀。



4GUQNWOG中，即便我们觉得由0开始计算是蛮不合理的, 但我们仍然 定 TV 0GV规 设定与子网
络 '/:域的设定 则，由0开始计算。

节点名称

节点名称帮助你识别每一个 TV 0GV网络中的4GUQNWOG事件。预设的设定是 TGPC 接续是你的电脑名称。

你可以改名为驴子或猴子。

疑难排解
TGPC有内建的 TV 0GV监视器。如果你 TVPGVQOKPCVQT 你会认得这个介面。

要打开这个监视器，你需要在'/:偏好设定右上角的箭 那里展开。

你之後会看到一个清单列出16个子网络及16个'/:域。清单会显示所有在当前选 接收器发生的接收
动。有 动的子网络会显示为深绿色。你可以选 子网络去观看该子网络正在使用的'/:域。它们也是
显示为深绿色。你亦可选 '/:域观看每 通道中的资料。如果要再深入点，你亦可看到每 通道的历史
资料。

在这截图中的例子，我们可看到子网络0及2有 动。点击子网络0时，我们可看到有资料在'/:域0丶2
丶4中被发送。点击子网络2时，我们亦可看到哪个'/:域是在该子网络中发送讯号。

如果在里面没有任何的 动，那可能在网络设置或 TV 0GV的来源讯号出了 。

如果里面有 动，但4GUQNWOG没有 ，可能4GUQNWOG发生错误。这个情况下，你则需要看看设置
了快捷键的.WOKXGTUGU的子网络及'/:域有没有设置好。



致谢名单

TV 0GV 是由 TVKUVKE .KEGPEG +QNFKPIU .VF 设计及拥有版权。下 一百字。



15 给你整个4GUQNWOG中最极 的控制。

15 是1RGP 5QWPF QPVTQN的缩写。你可以阅读它的来源了解更多。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透过网络发送15 讯号，以及透过/e'e及'/:去得到更好的控制。你可以在4GUQNWOG
中的偏好设定 用15 讯号。

5& 地址
4GUQNWOG中每一个项 皆可以透过15 地址控制。除了点击滑鼠控制外，你亦可以使用发送讯 到控制
地址来控制项 。 就像发送邮件至4GUQNWOG 诉它设置特定的控制至特定的参数 。

所有的地址是 定及已设置好。这意味只有要15 讯号，你就可以立刻开始控制所有的选项。不像/e'e及
键盘快捷铤，它需要你先连结控制项至特定的快捷键。

例奴，如果你想把图层一的不透明度设成25%，你就需要发送15 讯号至地址
EQORQUKVKQP NC[GTU XKFGQ QRCEKV[ 而指定不透明 0.25。

EQORQUKVKQP NC[GTU XKFGQ QRCEKV[

就是这样! 这就是整个流程了。不需要指定任何快捷键或载入预设。你可以经常使用这个15 讯 设置
图层一的不透明度。任何时间，每一部运行4GUQNWOG的电脑都可以使用。。

你亦可以同样地控制所有使用者介面的项 。

http://opensoundcontrol.org/introduction-osc


假设我们现在想把图层2的片段8播放 移至最前。我们可以发送以下讯 :

EQORQUKVKQP NC[GTU ENKRU VTCPURQTV RQUKVKQP

要如何知道特定控制项的15 地址呢？虽然它有一定的逻辑，但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进入15 快捷键模式
（快捷键 > 缉 15 然後点选你想用的控制项。

快捷键栏列会显示正确的地址。你可以点击地址，复制 上地址。

"但为什麽 G OG不提供所有15 地址的列表? 应该会十分有用! "

是的，某程度上可以，但不是如你所想的。地址会因你的合成设置而改变。而且，它会很快加 。给你这
个概念，这里有一个在一个合成里一个图层中的一个片段，这里是没有任何特效之下的15 地址列表。慢
慢細心欣賞。

多重地址

有一些控制可以使用多於一个地址。例如，以下有两个地址都可以控制图层一中*QQ特效的速度参数。

你需要使用哪一个取 於你想使用哪个。

第一个我们称为绝对地址。它控制第一个图层中的*QQ特效，仅第一个图层而已。

第二个我们称为相对地址。它经常用於控制*QQ特效，但是可以是不同图层，取 於你当前所选的是哪个
图层。如果你的*QQ特效是每个图层都有，你可以使用相同的地址控制每一个图层。你只需切换至你选定
的图层便可 ;QW LWUV PGGF VQ UYKVEJ VJG UGNGEVGF NC[GT HKTUV

如果在当前选定的图层里没有*QQ特效，它仍可完整可全地发送至该地址。只是不会发生任可事而已。

类型标识及范围

https://resolume.com/download/Manual/OSC/OSC%20list.txt
https://resolume.com/download/Manual/OSC/OSC%20list.txt


当你选 一个使用者介面选项，你可以看到他的类型标识。类型标识是一个梦幻的术语，它 定你发到地
址的数 类型及结果。

浮

例如，

EQORQUKVKQP XKFGQ GHHGEVU VTCPUHQTO UECNG 写着浮点类型标识 是 0.0 - 1.0 (参数范围 0.0 -
1000.0).

这代表你可以发送由0至1之间的小数 DGVYGGP CPF 设定合成的大小 由0% 至1000%。所以发送0
会设成0%，发送 0.1 会设成我100%。0.5 是 500% 与 1.0 是 1000%.

同样地 EQORQUKVKQP XKFGQ GHHGEVU VTCPUHQTO TQVCVKQP\ 有浮点类型标识 是（0.0 - 1.0 (参数范
围 -180.0 - 180.0). 这意味参数 是由逆时针180度至顺时针180度旋转。发送0.5 会旋转至正中间。

整数

有些地址的类型标识是整数。

例如，图层1的混合模式地址是
EQORQUKVKQP NC[GTU XKFGQ OKZGT DNGPFOQFG 你

可以发送0-50间的整数数字。

每一个整数数字代表着51种可使用的混合模式。

"等等。51? 但你不是说数字到50吗?"

是的。我们的电脑类型喜欢由0算起，所以数到50，就有51个选项。我明白这可能蛮愚蠢的，不过 管取
笑我们吧。

技术宅注意! 如果你 坚持，想发送浮点 至整数 址。它会使用直线 ，把浮点 从0.0与1.0范
址参数 。

颜色

作为特别例子，你可以发送15 色彩 至 取器。

15 有类形识别 T 跟着一个未指定的整数 代表着 32 位元 4* 颜色。你可以透过位元转换它

http://www.fayewilliams.com/2011/09/21/bitwise-rgba-values/


的4* 使写入颜色的 数。如果这一切对你来说大过技术宅，你可以去看看8G\GT这个软件，它可
以帮到你。

字串

你可以发送文字至文字输入。这样，你可以即时更新文字块及文字动 的来源。

字串类型标识是 U 其输入的文字。

絶对值

"等等 G OG 全部这些类型标识好像太过复杂了。为什麽我需要做这些运算及对应那个混合模式是什
麽数字呢？谁会由 0 开始数数或者把颜色转位元？这些都是超级电脑狂的世界! 我可否像个普通人要求我
想要的?"

好的，你可以。你是一名8, 理论上你也是一名普通人。你可以说出你所需要的。就像普通人一样。

例如，混合模式，你可以直接用字串的方法，发送名字至混会模式的地址。

EQORQUKVKQP UGNGEVGFNC[GT XKFGQ OKZGT DNGPFOQFG NRJC

这样会把选了的图层混合模式设成阿尔法。

如果你用来发送15 讯 的应用程式可以让你发送多个引数，你可以对絶 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想把一 片段放於指定的Z及[的像素 ，上述的做法就有用了。想要使用这个做法，你要先指定你
现在要使用的是绝 。你需要在地址上的第一个引数前加入 C 然後就输入那个绝 。

EQORQUKVKQP NC[GTU ENKRU XKFGQ GHHGEVU VTCPUHQTO RQUKVKQPZ C

这样会把图层1中的片段1的:轴设为320像素。

相对值

还有更好的! 你可以 指定相对改变。

例如，你可以使用 "+"， "-"， 或 "*" 去以输入 加丶减或乘当前的参数 :

EQORQUKVKQP NC[GTU XKFGQ QRCEKV[

会增加图层一的不透明度20%。

好，其实... 它加了固定的20%至不透明值。它不是真的增加其值20%. 如要这样，地址应如下
E OR P C GT FG RCE 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解释如此水深奥难明的事。

http://www.fayewilliams.com/2011/09/21/bitwise-rgba-values/
http://www.fayewilliams.com/2011/09/21/bitwise-rgba-values/
http://www.fayewilliams.com/2011/09/21/bitwise-rgba-values/


发送 5&讯号至 GUQNWOG
好的，你现在大概了解15 在4GUQNWOG是如何运作的了吧。但你如何发送15 讯号呢?

好 ! 有很多应用程序可以发送15 讯号的。

有些 有名的应用程序像6QWEJ15  及 .GOWT，它们在 K15 及 PFTQKF 装置上都可使用 6QWEJ15
与 .GOWT 都可让你创制自己的介面，让它们与4GUQNWOG 定地址适配。这意味任何人都可以载入你所创
建的介面及直接使用。

在15:系统，8G\GT也是十分惊艳的 8G\GT 非常邪恶因为它让你创建复杂的关键 动 ，然後就可以控
制任可4GUQNWOG使用介面中的项 。

4GUQNWOG 的高手用家 QNVCP 2CNHH[ 有创建他自己的应用程序，他加入了更多的功能让4GUQNWOG更适合
舞台表演控制。

15 在组合使用创意 程语言时特别适用。这可让你自己创建自己的逻辑或从不同的过程中萃取资料及输
入至4GUQNWOG中。

2TQEGUUKPI QRGP)TCOGYQTMU TFWKPQ 6QWEJ'GUKIPGT ,7 ( /CZ /52 及一堆其他的创意 程软件都
有支持收发15 讯号的资料库。你可以使用/CZ .KXG从 DNGVQP .KXG发送15 讯号。在浏览器中亦有
LCXCUETKRV 资料库发送15 讯号。

选项其实源源不绝。作为开始，这里有两个例子， 诉你如何使用15 讯号：6QWEJ15  及2TQEGUUKPI

网络连接

15 讯 可透过网络发送。如果你希望在两台电脑间使用15 你必需确保它们是在同一个网络里面 15
讯 的容量很小，所以如果你不是每 发送超过1000个讯 ，基本上无线网络也可以了。

提示! 9e)e网络的强度是会因流量而减低的，像同一时间有在派对有5000人在使用像UPCREJCR的通讯软
件这种状况。

如果你想从一台电脑发送15 讯号到另一台电脑，发送电脑需要知道发送地址。当你在4GUQNWOG开

https://hexler.net/software/touchosc
https://liine.net/en/products/lemur/
https://imimot.com/vezer/
http://palffyzoltan.hu/?url=controller
https://resolume.com/download/Manual/OSC/Resolume%20example.touchosc.zip
https://resolume.com//download/Manual/OSC/Resolume%20example%20Processing.zip


了15 输入，它会让其他电脑知道它的15 地址。它是透过一个叫做 GTQ QPH的通讯协议，在/CE中称之
为 QPLQWT 如果发送程序支持这个通讯协议 4GUQNWOG 会於 的地中 出。

如果发送程序不支持 GTQ QPH QPLQWT通讯协议，你就会手动 写e2地址及闸口数字。

e2地址是一串数字让电脑知道如何在网络中 到对方 4GUQNWOG会在15 偏好设定中， 知你现在运行电
脑的e2地址。

每一个应用程序都可指定闸口数字去接收15 讯号 4GUQNWOG预设的闸口数字是7000。 你可以修改成任
何你喜欢的数字。

15 偏好设定栏列有一个展开视窗可看到4GUQNWOG最近收到的200个15 讯号。在这里你可以检查到你是
否在接收讯 及讯 的内容是 麽。



5&输出
除了接收15 讯 4GUQNWOG亦可以透过15 讯 15 输出可於偏好设定中开 。

你有数种方法管理4GUQNWOG发送 麽讯 。最简单的便是使用15 快捷键预设。

透过 快捷键＞ 缉15 你可以进入15 快捷键模式。快捷键栏列会出现。在这里你可以检查你当前
的15 输出设定，及在数个预设中切换。

选 "输出全部15 讯 "预设 4GUQNWOG会输出全部的15 讯 。

这意味全部在介面中有 的参数讯 都会被送出。片段触发丶滑鼠及/e'e输入，参数自动 丶片段播放
置。任何参数，所有地址，绝 及相 都会被发送。



这是不错的，因为你可监督着你4GUQNWOG当前状态。例如，你可能需要设计一个程序，里一面会因应片
段触发执行一些特定的动作。使用输出全部预设，你就可以很容易从输入资料中筛选出你想使用的地址，
然後发展你的程序逻缉。

这也意味你可能很快会讯 。当你透过不稳定的无线网络发送讯 ，蛮有可能你会遗失一些讯

你可以创建预设确保你只获取你想要的讯 。从预设下拉选单中选  新建... 。在你给了它一个好名字之
後(我喜欢使用 .GKC 因为它代表预设中的公主。)，你可选 性地从所有使用者介面的物件中选取你想发
送的15 讯 。

假设你只对你的总略过按钮有没有开 有兴趣。例如你想让你的控制应用知道，当4GUQNWOG总略过按钮
动时，是否可以作出改变。

要做到这点， 出左上角的总略过按钮。右击它，你可以只对这按钮
动15 输出。另外，你亦可同时对使用者 动15 输出，而你

这个做法就需要到15 快捷键栏列。

选取有兴趣的项 及 动其15 输出，你可以大大减少网络流量的使用。

外卡

等等 G OG 我有兴趣知道我12个图层的不透明度，以及在我转盘上472个片段所有的片段触发。我真
的没有时间慢慢一个个去设置。我生命中还有很多更好的事等着我去做。例如去追看每季的瑞克和莫蒂。

好的，我知道你在说 麽。那个解 很重要。所以我在这里 外卡。对於片段丶图层及群组，你可
以同时 动这些项 的15 输出。

假设我们对每个图层的不透明度都有兴趣。当你为一个图层创建了一个15
1WVRWV输出快捷键，我们可以把它的范围改变成 '所有图层'。

就是这样，一键 动所有图层的15 输出。你亦可以对你的片段触发使用相同
的方法，甚至片段还没有加进去也可。

自订 5&讯息

有些时候，你会对4GUQNWOG介面的状态及讯 没有任何兴趣。有些时候你可能只想发送一个小讯 至其
他应用程序。 或者你想在4GUQNWOG某片段触发时 8G\GT也同时触发一个指令。 或者你想连接4GUQNWOG
中一个片段的播放 至2TQEGUUKPI程序里的一个物理参数。

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好的例子。这些创意应来自你的脑袋。我已不能够再用15 做出任何酷的事因为我还
在办公室中写着一份没有人阅读的使用手册。



这可以透过自订地址完成。

当你为某物件创建了15 输出，你就可以在下拉选单中选 这个选项。

4GUQNWOG会帮你 上现时的地址，但你可以 时更改 4GUQNWOG 会发送在4GUQWNOG介面上的数 及项
至一个新的地址，而不是 有的地址。

目的地

就像其他应用程序需要发送15 讯号至4GUQNWOG指定的位置一样 15 输出也需要知道4GUQNWOG发送讯
的 的地。

在 15 係好設定裡，你可以選擇所有在網絡上使
用 GTQ QPH QPLQWT 稱它們能接受15 訊 的應用程序。

你亦可以选 只发送到本机 (本机) 或所有网络上的电脑 (广播)。

如果你想发送至不支援 GTQ QPH QPLQWT的应用程序，你可以手动设置e2地址。

除了设置本机丶广播及手动设置e2 你亦需要设置发送闸口。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应用程序的输入闸口。

打包還是不打包

切换使用打包按钮，让你把你讯 全部打包及发送出去。大部分15 应用程序不 在意你发送的讯 有没
有打包，但有一些却偏爱他们有打包或不打包。

詢問
你亦可以询 4GUQNWOG某个参数到底如何设置。当你在建立错综复杂控制程序时，这个方法相当有用。

使用这个方法是当你有需要时才询 4GUQNWOG 而不是不断监控着4GUQNWOG发送出 戈麽讯 。

只要在你想询 的地址讯 的最後加入 "?" 即可。

例如，当发送



EQORQUKVKQP NC[GTU XKFGQ OKZGT DNGPFOQFG "

至4GUQNWOG 你会同一个地址得到参数 ，它是图层一当前使用的混合模式的整数 。



与 , 同步
是可以的，可以使用4GUQNWOG把影像同步到 ',U 这是大部分',杂志的排名前 ',都会用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需要很多准备工作。你不可以 意播放 ，然後放一些QWV罐 视频，同步它们。如果只是
这样，那真的是 简单了。

首先，在你的',表演中，你的每首 都需·要有其对应的视频。例如：你可以在一首播放中的 ，同步
播放 词。

当你完成所有视频的准备工作，你可以使用几种方法把他们同步。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使用'GPQP播放器
及混合器以及使用4GUQNWOG里的内建同步支援 。如果你没有'GPQP播放器，你亦可以选 使用 使
用5/26(



6 输入

5/ 6( 输入
5/26(输入只适用於4GUQNWOG TGPC

4GUQNWOG TGPC能够让影片的播放 外置5/26(时间码的速度播放。这是个很常用的技术，让音频
丶视频丶 丶R[TQ及镭射在',表演开端及进行期间时同步进行。同时，很多8,受用这个技术，让预先准
备的视频与音乐指定的音 同步播放 4GUQNWOG TGPC能够同时接收两个5/26(输入讯号，让视频能够
与不同的音 同步。

5/26(其实是个很噪耳的音频信号，像400只猪叫一样 4GUQNWOG能够将这个声音理解为时间码。声音每
一部分都有所不同，人类的耳朵分辨不来 4GUQNWOG才可以。因此，当你加快或减慢5/26(的讯
号 4GUQNWOG就会相应调整播放速度。

你要需5/26(的声源，以及播放到电脑的方法。可以利用K2QF播放OR 档，用迷你插 接驳到电脑的声源
输入插孔就可以了。

不要使用扬声器或电脑内置的麦克 ，不行的。

设置

当你的电脑连到有效的5/26(输入源，片段可以 时间码同步播放。在偏好设定的音频页，选取适用
的5/26(讯号及 。合成页会显示现时的5/26(输入源。

帧率
5/26( 选项取 於输入源，通常为25或29.97。如果你看见播放 以1 的时间间隔跳动， 大概
选错了。



你选的 必选配合5/26(讯号的 ，以非片段本 的。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三个 相同。

时间线下拉菜单上面，你可以选 根据5/26( 或5/26( 播放片段。如果片段连到了时间码，一个特别
的标示会出现在它的图层带。你可以利用右下方的按钮切换输入源，或者使用偏移参数选取起始时间码。

请留意 5/26(不适用於含有音 的片段。

时间偏移
你可以透过时间偏移参数，去设置一段片段的起始时 码。

时间位移有坐於区分不同的音 。当你要在一晚表演中管理不同的时 码，一个常用的方法是在每 表
演间设定1小时的时间偏移。所以第一 表演应设置 01:00:00:00，第二 表演表现则设定为 02:00:00:00。
如是，你便不会在错的时间放映了错的表演。

留意，片段必需放置於一个连接输出端的图层，而片段亦 动状态！ 因为片段的自动播放并不是透
过5/26(而执行。

延迟

你可以在 数中加入延迟保偿，以改正讯号传送流程中间出现的延误。 传播速 声音快，所以在一个
大舞台上，声音会 视频更慢到达观众。延迟保偿可帮助声音与口部动作完美同步。

测试档案
想测试一下的话，你可以下载一个YCX 式、 74分钟 HRU的5/26(

5/ 6(不是
5/26(并不是一个能让你把 机视讯与 机音乐同步的魔术工具。此前，你必需要有一个对着5/26(做好
的视频及音频。

把视频片段和音频片段的指针 准一同播放是一个纯技术的表现。

即使知名的',们，也很少会用5/26(去同步表演。所有巡 演出的8,还是靠他或她在时间掌控上的经验去

http://www.resolume.com/download/SMPTE%2044.1k_8bit_74min.wav.zip
http://www.resolume.com/download/SMPTE%2044.1k_8bit_74min.wav.zip
http://www.resolume.com/download/SMPTE%2044.1k_8bit_74min.wav.zip
http://www.resolume.com/download/SMPTE%2044.1k_8bit_74min.wav.zip
http://www.resolume.com/download/SMPTE%2044.1k_8bit_74min.wav.zip
http://www.resolume.com/download/SMPTE%2044.1k_8bit_74min.wav.zip


执行他们大部分的演出 5/26(只是用来执行非常重要而又难於计时的表演上，又或者是同 需要102％
的表演上。

与 ,同步
5/26( 也可用於把视频与',的音 同步之用。

困难的部分是在於发送5/26( 自动的方法是存在的。

6KOGEQFG .KXG 6 5WRRN[ 及 2TQ',.KPM所有均提供类似的服务，一些视觉团队也会使用它们，用於像知
名', TOKP XCP WWTGP CPF +CTFYGNN等人的演出上。

� 如果你想'e; 最简单的方法是分开音 。把你的音乐放於左声道，而5/26(置於右声道。然後音乐就会
从左声道输出至喇只 5/26(讯号则从右声道到达4GUQNWOG

� � 当然，这也意味你只可发道单声道讯号至喇叭。

http://www.blckbook.nl/
https://www.tc-supply.com/
https://prodjlink.com/


同步到 P P播放器
仅限4GUQNWOG TGPC

当你使用'GPQP ', : 混合器及'GPQP ', 5 播放器时，儳可以自动同步',播放中的音乐
至4GUQNWOG的视频中 4GUQNWO会注意播放器中到底播放那 音 。当它发现一 已连结的音 ，它就会
同步相对的视频。这样，你的表演就必定能同步了。



设置技术
首先，你
要确认播
放器
与4GUQNWOG
在同一个
网络上。

在舞台上，
确
认'GPQP
: 混
合器已连
接 2 端
口。在
所内，确
认你电脑
运行
中4GUQNWOG
的e2地址
范围及子
网络遮罩
与播放器

一样。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路由器透过'+ 2发出一个e2地址及让路由器自动 理它。

当连接时，开 4GUQNWOG 你可以在工具列看到可用的播放器。同一时间，最多可连接及同步4部播放器。

当4GUQNWOG不能 到任何播放器，它会 诉你。这时，你需要检查你的网络设置及防火墙状
态 4GUQNWOG会让你知道在防火墙中需要打开那个端口，但最聪明的做法是完全开放所有在放火墙中的端
口。你差不多可以运行一个完全同步的表演了，千万不要再用电脑去浏览关於 的内容了。相信我。

提示! 如果你在工具列中看不能任何与'GPQP相关的项 ，你可透过检视菜单，确认'GPQP 5VCIG.KP3是
否已开 。

工具列

工具列会显示播放器中的重要及一些不 重要的资料。

淡出入器透明度 显示当前当前指定为播放器中的混合器之淡出入器状态。
播放器数量 最多可以同时连接及同步四部'GPQP ', 播放器
播放/暂停/停止 显示当前载入至播放器中的音 状态
剩馀时间 音 有多少时间播完



插图 你喜欢这张美丽的图片吗?
音轨名称 / 音乐家名字 显示当前那一个音 被载入至播放器中

连接一个片段
想连接一个视频片段至播放器中的音 ，只需简单把工具列中的播放器拖拉至该片段中即可。

4GUQNWOG 现在会把视频的播放 与音频的播放 同步。当播放器载入音 时，它也会同时触发视频。你
只需坐好放松等待便可。

4GUQNWOG 会完美同步音 的时间。你可以对'GPQP播放器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4GUQNWOG 会 ，
丶循环播放或切片，任可事情都会同步。

提示! 要完美同步及另影音融合为一，你当然必需确保你的音频及视频是相同 的。你不可以只是 出
一个音频在任何视频上，期待魔术的发生。因为你是在排布完美同步的影昔素材 4GUQNWOG不会把你的视
频拉 至你音频的 。所以当你的音 播放完成前丶4GUQNWOG便会自动退出该视频档案。

要识别音 4GUQNWOG会使用播放器上音 的e' 标 。假若音 拥有一个不合规 的e' 标 ，它便会
自动设成档案名称。

提示! 'QP V JCXG VJG 'GPQP RNC[GTU JCPF[ YJGP RTGRRKPI [QWT UGV" 没 。你可
以手动设定一个片段至'GPQP 放。只需简单把 放模式设成'GPQP及手动 入音
之名称。

就好像5/26( 放 'GPQP 放只适用於没有音 的片段。

选项



当一个音

播放器

在这里，你可以限制同步某一特定的片段至某一特定的播放器。这样，你可以确保某一视频片段会只会在
播放器1播放时才播放。若设定为任何，那麽哪个播放器在播放音 就没有影响了。

淡出入器

不要凭大小判断我的作用！小小的切换按钮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这个功能可让你连接或不连接4GUQNWOG中的视频图层至你音 播放器上的淡出入器中。当这个功能开 ，
你将不会看到视频直至你的音 有声音为止。这个功能在: 中的淡出入器也适用。

你当然也可不连接这个工具，还以双手去支配现 。

偏移

这个可以让你调节音 及视频起始点之间的任何偏移 。我们只是凡人，我们也会出错，特别是死线就到
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视频不小心在开 遗漏了一些 ，你可以使用这个偏移 补救，令之与音 完美
同步。

播放器图层目标
我们很难预计',会在哪一个播放器上播放音 。你亦不想重 使用同一 片段，而一而再而三去确保片段
的图层正确，没有不小心退出播放视频等。这就是播放器图层 标的功能派上用 的时候。



你可透过右键点击工具列上的播放器图示。在这里你可以选
使用哪一个4GUQNWOG图层中的视频，对应你在播放音 中

的播放器 。所以，当',开始在播放器2上播放音 ，而图层设
定为图层8时，便会播放在图层8上的视频。而当播放 标设
定为图层7时，如果',已经在播放器1上播放音 ，便会播放
在图层7上的视频。

要让这个操作正常运作，你需要把你所有想同步的片段设置片段 标。最快的方法，是透过右键的内容菜
单，把所有片段的片段 标设置为'GPQP播放器。

提示! 如果你运行一个完全同步的合成，你可以在合成的层面上设置片段 标。这样，新加的内容将会在
入时正确设置。

是时候做下一个充 内容的图层及播放器了。



2/是用於指出现代舞曲中的 。它的意思是每分钟多少拍 2/就是指每半 就有一拍。每一款
音乐类型都一特定的 2/ 嘻哈是大概 2/ ('/大概是 2/ VTCPEG可以达到 2/ 而更快
的类型好像JCTFUV[NG及FTWOPDCUU等可到 2/或以上。

节拍丶小节及乐句
如果这个关於 2/的概念对你来说很陌生，播放你最喜欢的舞曲。等到节拍来临之时，你就会听到由大鼓
所发出的声音: 㗢-㗢-㗢-㗢-㗢-㗢-㗢-㗢。你的 可能已经正在跟着它在动。

每一下你听到 '㗢' 的声音都是一个节拍。视乎你 的快慢，你至少一分钟内多少亦会听到它们的存在。
所以名字叫 2/或每分钟节拍。

舞曲中，每四拍为一'小节'。每8小节为一'乐句。想了解更多，打开以下视频。

好，忘记这些理论，让我们一起 到4GUQNWOG 4GUQNWOG让你把所创作的视觉内容，简单快速地同步
到',正在播放音乐的 2/ 2/控制对8,来说非常重要，你可以在介面中间的工具一月中发现它们。

設定 /
我们有多个方法设置 2/

如果在休 时间时你得知',播放的 2/ 你可以直接点击 2/ 及键入 。

现在假定你真的不知道',的 单。这个情况下，最 的获取 2/方法是使用耳朵及听着音乐以手指拍打。
点击 '拍打'按钮数次去设置节拍。听着节拍，拍打按钮。1-2-3-4，1-2-3-4。当你拍打了数个节拍，在第
一乐句的第一节拍，点击'重新同步'按钮。当你按了'重新同步'，所有在4GUQNWOG内设置了 2/同步的片
段会跳至第一乐句第一小节的第一拍。

现在你把眼睛集中在蓝色移动的小方块，它顺时针地在较大的方块中跳动。如果你的 2/是准的话，每小
节第一拍会到达左上角的位置。要更清楚地表示，这个方块的外框会於每16拍时亮起，所以你能检查你的
乐句日是否同步。

当你发现蓝色小块迟了到达，这意味你的 2/设置得慢了。开始的分别可能不大，但乐曲的播放时间越 ，
拍子就会越不同步。你可以点击'＋'按钮数次来轻 增加 2/ 当然，如果 2/设置得快了，你亦可以点
击'-'按钮数次来轻 减少 2/ 又或拍打出一个新的节拍如果拍子真的 远。

现在，在乐句的第一拍点击 '重新同步'，看看节拍还会否偏移。一直重 直至你正确为止。这也是',U 把
唱片间的节拍同步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就可以迅速 到正确的 2/

如果你不喜欢你按了'重新同步'时的突然切断，你可以按 '移上' 及 '移下' 按钮。当你按了这些按钮後，它



们会暂时加速或减速 2/ 而 2/就停在你不按这些按钮时的位置。这让你可跟上音乐的 或让音乐跟
上你的 。

如果你在播放的表演只有视频，你亦可以发送拍子机讯号到你的耳机，然後你就可以用音频的拍子同步你
的视频。

我们在後面可以看看怎样使用/e'e时钟或 DNGVQP .KPM把4GUQNWOG同步到其他应用程序或设备。

视觉中的节奏
"等等…" 我听到你在叫喊。"所有这些 的东西跟影像有 麽关系? 我是一名8, 不是一名',

你是对的，作为一个好的8, 你不一定要同步你所有的视频。如果你是播放像飞越隧道这样未必有视觉节
的视频，使用基本的速度设定便可。但如果你的视频有明显的视觉节拍，那跟音乐的节拍对上就会理了。

而一个明显的做法是对准拍子。

例如，幻想你正在一个'WDUVGR派对上，播放一 大型机甲行走的片段。如果你讨厌FWDUVGR及大型机甲，
很好。忍耐我一下，假装你是他们其中一份子。

当然，机甲的每一步应同时听到一下大鼓声。而当你播放视频时，就像是为了该音乐而 订做的。这就
是 麽拍子对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首先，你要确保每一个视频的'动作'都是2的倍数。所以影片中的机械人应该走4步丶8步丶16步丶32步等。
这样，当你切换你片段的播放模式至 2/同步 4GUQNWOG会正确地估算到你的节拍。然後，你所需要做的
就是同步 2/ 那你的视频就会跟着节拍播放了。

以上的视频连结可能不是一个好例子。机械人走了12步，同步上不是 好 理。如果你下载这个视频，你
应该设置播放为12拍，或裁切它至8拍的 。或最好不要重[QWVWDG下载，而是自己制作正确步数的装
甲机械人内容。

当然，这不单只能使用於大机甲及FWDUVGR音乐。它可应用於暗黑VGEJPQ乐曲与蒸气泵运作的视频配合，
或出IQC VTCPEG音乐配合奇怪外星人喷出心灵感应讯号的视频。又或者大 里的('/配合抽像的动 片
段也可。 是生命，生命就是 。



仪表板

仪表板是控制4GUQNWOG的一个好方法。

仪表板是在片段丶图层丶群组及合成面板的最上方。

一眼看到的控制
就像你汽车上的仪表板。当你驾驶时，你不需要知道你的引擎在 麽。但你需要知道你的车到底有多快，
你的引擎转速是多少，或者会不会过热等。

4GUQNWOG是同样的情况。你不需要知道每个效果的设置，大部分设定了就会忘 的。但你只需要使用那
些重要的参数，用得最多的参数。让他们出现在仪表板上，你可以即时控制这些参数 ，而不用每次到效
果栏上慢慢 出来。

例如，自动遮罩效果里的不透明度。叠加 相减效果里面的红丶绿丶 。或者红绿蓝通道位移特效中的
距离参数。选 在你手中。

需要把参数加到仪表板上，只需把参数拉到控制旋钮上便可。如果你需要显得怪咖一点及想花更多时间，
你可以从动 的下拉选单中选取仪表板，然後选 你想使用的控制旋钮。

控制旋钮会自动根据参数的名字命名。当然，你可以改成你想要的名字，只需双击名字键入便可。

提示! 你可以把不同的参数加到仪表盘上同一个的控制旋钮。适用於影音特效或使用一个控制旋钮创作
杂的外观。

选项

当一个参数被加到仪表板时，你能控制数个 加选项。

参数起始值及终结值

当然你可以设置一个参数的起始 及终结 。这可以让你使用整个控制旋钮来影响参数小部分的 。

这特别针对那些敏感的控制，如6YKVEJ的总参数。特别是用於组合使用几个不同的参数时。



反转

当转动控制旋钮向下时，参数 上，或完全相 。

控制旋钮范围

这是有趣的一項。你使用这个来设置控制旋钮对参数的控制范围。就好像参数起始 与终结 的 。

例如，设定控制旋钮的范围的最大  0.33，控制旋钮的前三分之一就能控制参数的全范围。而你则能使
用同一控制旋钮 下的三分之二控制另一个参数。当你组合 选项及参数本 的输入 及输出 ，这会
变得非常奇特。

移除
要移除控制旋钮的参数，右键点击参数。



封包
封包是最酷的!

封包让你调整参数如何改变。除了一 的直线改变 4GUQNWOG可以调整你的参数去让它有一些缓入及缓出
丶 动或甚至倍数 的动态！

使 封包
要使用封包，右击参数从下拉选单中选 封包。想直接看到视觉 馈，我们来试试滑动特效，然後使对它
的:参数使用封包。当然你亦可以选取改变其他参数 4GUQNWOG是自由的。

这样 4GUQNWOG便会对你的参数使用了封包。这是指任何输入! 它会修改任何设置了时间轴或 2/同步的
参数，也会对))6与滑鼠输入的参数有效，甚至受/e'e或15 控制的参数输入也有效。

预设的封包是线性封包。意思指你会看不到任何效果，因为参数本 的 就是线性的。

缓冲动态
让我们加入一些缓冲动态。

右击封包中的第二个关键 ，在下拉选单中选 二次方进入/离开。

当你点击及拖动:参数，你会看见二次方曲线已应用。当由左至右拖拉参数，真实片段的:位置会慢慢从开
始增加，然後以半速保持增 ，最後慢慢离开至最後。



十分平滑。多点缓冲。不错的观感。

参数的真实 是由一 小直线代表的，就正在粗一点的直线旁。在应用封包後，你可以把粗一点的想像为
输入，小一点的为输出。

当然，你可以设置你的参数为时间轴或 2/同步动态。封包會繼續使用，以及你可得到很好的緩動曲線。

內插值曲線
内插 是一个梦幻的词，让你控制关键 线的形状 。你可以选 一系列
的内插 线。

二次方丶正弦丶环形 及 指数 曲线是不同强度的缓动曲线。弹性丶返回丶弹跳
曲线让你轻易做出动 理 中 难制作的曲线。保持 就是保持前一个关键

的 直至当前的关键 出现。

曲线是应用於你选定及前一个的关键 中。 进入 曲线是应用於曲线内插
的起始位置。离开 曲线是应用於曲线内插 的终结位置。而进入/离开 则平均
应用於曲线的两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qjIdI4bF4


调整关键影格
要调整关键 ，点击及拖动便可。

它会实时更新及输出参数的 。

增加及移除關鍵影格

要加一个关键 ，双击你想加入 的曲线位置。当然，你还可以横向或纵向调整它。

要移除关键 ，双撃它便可。

储存封包
储存封包时会成为你应用的特效预设之一部分。暂时不能重用预设於其他特效上。



预备媒体
4GUQNWOG是一个给你快速使用及上手的设计, 如果你对现 音频视觉表演是认真的话，应该顺从以下步骤，
以改善你的电脑及材料。

安装
音频-视频表演需要电脑大量的 理效能，特别是当你混合多个图层，加上大量音频及视频效果，并在高
解像的情况下运作。

网络防火墙丶防毒软件丶桌面工具等软体现今流行，它们却耗用大量的电脑 理效能。表演时应将其关闭。

要最大限度地维持运作稳定及表演素质，你的电脑最好存有多於一个系统 9KPFQYU 或 15: 里面只安
装基本的软体。你就利用这个高效能低用量的系统来进行演出。

如果你不想另外建立系统，你也可以建立独立的使用者帐户，以便在启动电脑时维持最少的软体运作。这
个方法不及独立系统，但也算不错。

管理使用者帐户，在9KPFQYU打开控制台，然後双撃使用者帐户。请确定你建立的帐户有管理员权限！

/CE 15: 在系统偏好设定打开帐户设定。

解码器
不要安装- .KVG QFGE 2CEM等解码器，此等解码器会一并安装很多垃圾软件。你应该只安装真正使用的解
码器。下一部分 有关的解码器。

预备媒体
材料 码对音频-视频表演很重要。你所选 的解码器(压缩器 解压缩器）会影响视频 数解压缩的时间

，并 定你能够使用的图层及音频特效的数量。

使用 :8

要做出最 效果，你应用使用4GUQNWOG的':8解码器。这个是现今最快的解码器，能够利用*27来解压
缩视频 数。

分开音频及视频!

我们主张分开渲染音频及视频档案，其後在 XGPWG将两者合并，而非一次过渲染音频-视频档案。

将音频及视频分开保存更有利於你的工作流程。因为，若你想改变片段的音频但保留视频，你只需重新保
存新的音频档案，而不需要再次渲染整个音频-视频档案。

音频及视频通常在不同的软体建立，有时候由不同的人建立。透过在 XGPWG合并音频档及视频档，你可
以在最爱的音频软体建立音频，并在最爱的视频软体建立视频。



将音频及视频保存在同一档案，还有另一个坏 2/受到限制。在有音频的情况下渲染视频，档案的
度会量 至视频 数。片段音频在某些速度无法顺利循环播放。

例如，如果在每 25 使用2 .视频 式，建立一小节音频-视频片段，该片段将无法在 2/顺利循环
播放。最多只能够达到66 数的片段，但那大概只是 2/

XGPWG会将视频移调至音频的 ，以建立出完美的音频-视频循环片段。

音频压缩

千万不要压缩音频。万万不可。

将音频保存为非压缩 NKPGCT 2 / 的.YCX档案。非压缩档能够让 XGPWG在最 时间内读取资料，同时非压
缩音频档 非压缩视频档大小较小，因此无需为了减省 而降低档案大小。

在大部分情况， 量使用 M+\采样 及 DKV位深度。



输入图
.(' 理器将一个影像输入讯号 '8e +'/e 8* 合成)分为几部分，然後在.('电视墙上播放。

.( 显示屏

单个.('显示屏的设置 简单。 理器将影像讯号的左上方部分显示到.('电视墙。假设你的.('电视
墙解像度为384×192。 理器的输出大概会是这样子：

对於一 的视像讯号， 理器只会选取左上方的部分，解像度通常为1024×768，但也可以是其他的解像
度。 理器只会选取左上方那 384×192个像素，其他的通通丢 。

当然，在演出前，你可以将所有内容按这个 例进行渲染，但进阶输出是个更容易的方法。

输出图

建立新档後，在输出变形页面将切片大小设定为384×192，然後整个放到输出的左上方。



输入图

切换至选取输入页面，右击切片，然後点击配对输出形状。这个动作会将切片刚好放置到输出变形页面的
位置。将切片拖曳至中心位置，让它自动对齐，然後按 例将它缩放至充 个选取输入页面，过程中请
按住5JKHV及 NV



现在，切片就是合成的2×1分，并会出现在输出的左上方，在.('电视墙看到的就是那个部分。透过配对
输出形状，你确保了输入切片和输出形状有同样的 阔 ，就算损失了合成的一些部分，输出影像中的圆
形看上来仍是圆形，不会压扁了。

拥全四个显示屏的.( 电视墙

假设你的舞台有点复杂，看起来是这个模样:



最麻烦的是，那四个显示屏在台上和在.(' 理器里的位置不同。在 理器内，显示屏大概会排列成以下
的样子，力求减低传送到.('显示屏的资料。

在右下方，我们补充了一个2JQVQUJQR模拟图，让你了解 理器和电视墙如何配合。



提示! 留意那四个显示屏仍然只是由一个.(' 理器操作，因此由电脑输出一个讯号就够了。 理器会将
讯号划分至四个显示屏上。只有非常复杂，又要求高解像度的.('电视墙才需要用到两个或更多 理器及
输出端。

输出图

首先，在输出变形页面内重新建立那四个切片，这麽 理器就能够收到它想要的讯号。如果你的.('供应
商有足够能力，他们或许能够在演出前预先准备这个 QWVRWV OCRRKPI 然後剩下的就是 充他们提供的
数字以及重新名命切片。



输入图

输入方面，先选取那四个切片。然後右击，选取配对输出形状。四个切片的 例及位置就会马上改变，按
照变形页面的设定。

将'中心'切片准确放到合成的中心位置，然後将其他切片按演出的安排放置好。这个部骤需要依靠直觉或
测。最後就是向观众播放影像，误差就算有数个像素也不紧要。

提示! .('显示屏的正确度和像素数 会互相平衡。当你需要使用低像素间距.(' 大量粗糙的显示屏，
一个视角正确的输入图或会要求你的合成以 M或以上运作。出现这种情况，你可能需要降低正确度以维持
一定的 。

当你完成设置图层後，再次将所有切片按 例缩放至充 个页面。记住按住5JKHV及 NV啊。



放置内容

现在你合成播放的东西就会准确显示在.('墙上。如果你想',的名字出现在墙中间，只需要将名字利用片
段 性缩放至适当大小。你亦可使用 切片变形特效 去直接按照你所想放置在每块切片上。



提示! 如果你用的.('电视墙含有不同的像素间距，你可以在选取输入页面放大像素较低的部分。这样，
输出解像度会维持不变，只是挪用更多像素作为输入源，整个影像出来也能够维持视角正确。

光雕投影
在输出方面，相 .('显示屏的设置， 雕投影的较准过程更加依赖估测及 测。但即使这样，一个良好
的输入图仍能助你节省不少时间。

以下面8个立方体组成的结构为例。就算 前你不了解投影的对像，你知道它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因此到达 前，你就可以展开工作。

设计方面，你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东西。你可以在投影对像上播放一个或几个立方体。

我们会以输入图，将过程简 。

输入图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按投影物件的形状，建立输入图。我们先到进阶输出页面，用切片造出实 体的
形状。

我们要知道合成的大小。以一 +'讯号(1920×1080解像度)为起点的话，大概需要8个360×360的切片。
投影对像高度为3个立方体，而1080除以3就是360。

立方体都要正方形的，所以合成大小为1080×1080。我们将合成大小设定为1080×1080。

开启进阶输出设定，并打开选取输入页面。

这里我要重申一次，你要打开选取输入页面，而不是输出变形页面。因为此刻我们只关心选取哪一部分的
合成。

建立第一个切片，并准确将其放置到页面下方的中心位置。然後复制几份，并照立方体的实 模样，将他
们放到页面各 。过程中用按住CNV拖曳进行复制，以节省时间，复制的切片将会自动对齐第一个切片及合
成的边缘。



看！输入图这样就完成了。

设定合成

全屏

合成方面，我们会建立第一个全屏幕图层。过程非常简单，由於输入图已经能够从合成取得正确的输入源。
我们的影像(1920×1080)在边沿位置质素会有差，但这样 阔 才能维持正常。

好，我们继嬻。



复制

第二个图层是个 出现的图层。我们会 8个内容，放在每一个立方体上。

从切片栏上（检视＞显示切片），把屏幕1拉到图层二上。好！完成了。

我们会复制这个图层，并使用每个切片上的 [RCUU按钮增加 。你可以复制多个图层，就像你想在特定
的立方体上复制多个内容。



特別

最後的图层，我们会利用素材按钮，加上一些动态的线片。利用.Q4G\特效并将其2KZGNCVKQP参数加到最大，
我们就会有9个 动的白色正方形。这个图层可以用作遮罩或者当 。

校准输出

到达演出 接上投影机之後，到输出变形页面，选取所有切片，然後右击。选取配对输入形状，所有切
片会马上移到他们在输入页面的指定地方。



移动并缩放立方表 到正确的位置。有需要的话，拖曳四角的定点，以对准投影的位置。花点工夫，输入
图就能够对齐投影物件。

自订内容

透过精准建立的输入图，你可以很容易将自订内容及8,内容混在一起。只要内容的立方体维持360×360，
而片段为1080×1080，输入图就能够对齐所有其他内容。

8,)KV 有个很棒的教学，内容关於如何在 KPGOC '为这设置自订内容

另一个好 是，当你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同样演出，你可以重新使用那些动 及输入图。你唯一要做的只是
调整投影机的的位置！

非几何形状的投影对像

当投影的对像并非呈几何形状，你必需依赖手上的材料内容来建立输入图。例如，要在这个骷髅 上进行
投影，你需要先在 KPGOC '按实 尺吋建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300i0t1HE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300i0t1HE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300i0t1HEk


然後你将骷髅 各部分切割成多边形切片， 如为前额丶眼睛丶下巴丶鼻子丶左脸颊丶右脸颊丶上颌齿丶
下颌齿等各建一个切片。当然，切片的数量基於你需要的精确度。要力求完美，你甚至可以为每颗牙齿建
立一个多边形切片。



然後，概略地按照投影的位置移动及缩放切片，以及 定点进行校准。

提示! 准备 雕投影的同时，不要忘记小休一下丶喝点茶丶以及听点音乐。按摩师就 你喜欢吧。



边缘融合
边缘融合只适用於 GUQNWOG TGPC

边缘融合能够将两个或以上的投影机所射出的重叠影像，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个显示屏上。

4GUQNWOG会助你将重叠的部分淡出。

重疊輸入
要边缘融合，你需要将切片 合成里的同一部分，过程模仿投影射在表面上的重叠方式。换言之，你需
要确定切片和现实的重叠方式一 。

提示! 要达到最 效果，重叠的部分起码要有15%。



过程中你可以利用测试咭 (输出 > 显示测试卡)。将测试咭用於投影机，同时将切片移向对方，直至投影里
的图像在重叠部分显示相同的像素。测试咭能够调整各项数 ，助你在 表 到正确的位置。

对齐输出
输出方面，你需要确定投影机已经校准位置。 理想的做法是，将测试咭用於投影机的时候，利用视角
扭曲改变各个输出讯号。然後调整各个四角定点，直至对齐 表。



提示! 视角扭曲使用的是切片的四个略大的角定点，而非小定点。小定点是用於进行直线扭曲。

融合
然後你就可以逐一开启切片的边缘融合功能 4GUQNWOG会自动融合出现在中间的边缘。像魔法一样！



微调

你可以 以下三项参数，控制边缘的 ：

伽玛红色丶绿色及蓝色: 控制边缘融合重叠位置的三 。

能量：控制边缘融合曲线的倾斜度。数字愈大，淡出中心范围的曲线就愈斜。

亮度：控制淡出中心范围的亮度。让你进一步调整曲线的倾斜度。

伽玛：控制淡出范围的整体亮度。

黑电平 亮度保偿

投影由 生成，因此其颜色无法是真正的黑色（黑色实 上是没有 ，投影上的黑色其实是很深的灰色。
因此，两个投影重叠的区域本应因软边效果而涂黑，却形成两个深灰色的重叠投影。

由於投影机采用加 ，令 加重，颜色变成更浅的灰色。黑电平补偿用於弥补这个差异，让不重
叠的区域稍 一点。

提示! 电黑平保偿可以在输出页签 到。



切片路由
图层切片路由是非常强大的工具，让你用简单的方法建立复杂设置。
它同时有很显着的缺点，需要小心使用。

路由图层至切片
合成里面，各个独立的图层都可作为切片的输入源。

按照预设，切片以整个4GUQNWOG合成作为输入源。利用选取输入页面右方的输入素材下拉菜单，你可以
指定切片的输入源。

选取图层作为直接输入源之後，你可以直接扭曲及改变图层的形状，而不影响合成本 。

若你想在6个不同的高清显示幕显示不同的内容，你可以借助图层切片路由的方法，将合成的大小保持
在1920×1080，并将图层在各自的切片里播放。这样，你就不用渲染一段包含6段影片的大片。这个做法
很有效，又不会增加电脑及显示卡的负荷。

忽略不透明度及略过／单独

你可以选 过图层的不透明度以及它的单独/略过切换按钮。

只想图层出现於某一切片时候特别有用。过程只需关闭输入略过/单
独按钮，然後在合成选 过图层。这样，图层不会在合成里面出

现，但在切片里依然可见。

路由群层至切片
在 TGPC中，你可以使用群组。



像图层那样，群组也可以路由至切片中。你也像图层一样有 不透明度及略过 单独的选项。

路由预览至切片
这个是用於把预览输出到另一个外置的显示器中。

路由屏幕至切片
你可以路由一个虚拟屏幕的输出至另一个屏幕的切片中。

使用这个方法，你可以为你的扭曲过程加入多几个步骤。例如，你可以在正常的弯 理中，对实体输出
作边缘弯曲。然後，你可以分别让每个切片使用虚拟屏幕作为输入。在这个虚拟屏幕中，你可以扭曲对准
你的内容至实物中，而不需担心影响整个切片的弯曲。

这个用法适用於数个 ，但由於可能 过复杂，未能在个没人阅读的使用手册用一两段文字去把它说明
清楚。

什麽时候不事用切片路由
"当你手握锤子，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钉子"

请你留意，路由图层至切片的方法会主动略过合成。图层路由至切片的时候，所有图层及片段的特效仍然
生效，但混合模式及合成的特效则会失去。切片会在其他的切片被CNRJC通道 的情况下渲染所有内容。

路由图层至切片让你作快速设置，但同有机会让你走进死胡同。这个方法适用於在 定不混合图层之後，
在不同的屏幕显示各图层。

不事用这个方法来决定内容的位置!

让我重申一次，因为我怕你听不到我说的。不要用这个方法来决定内容的位置!

想这样做的话，利用切片变形特效。我们在这个使用手册有一整个章 诉你如何为复杂的舞台设计创制
输入地图



媒体管理器

片段重新连接
点击重置按钮会打开媒体管理器。媒体管理器会建立一个所有出现在合成的片段列表，以及把遗失的档案
标成红色。

提示！媒体管理器会在做这个步骤前保存你的合成。如果你不是 清楚你现在合成的状况，你应该在你打
开媒体管理器前先以不同的名字存档。

最 到遗失档案的方法就是按媒体管理器底部的「定位全部...」。这样会打开一个档案浏览器，让你寻
并选 遗失档案所存在的文件 。

你的遗失档案在多个不同的文件 ，怎麽办？不用怕。点选媒体管理器中最上层装有所有其他文件 的文
件 。它会查 最上层文件 当中的每一个文件 ， 出遗失的档案。

媒体管理器会在每次重置档案时，自动保存你的合成。

重置单一档案

如果你想单独重置某一档案，你可以点选该档案旁的
「重置」按钮。这可让你单独查 特定的档案。

当你已重置该档案 4GUQNWOG便会快速查 相同文件
内的档案，寻 遗失的档案，并修复之。

你亦可使用媒体管理器去以不同的档案取代指定的档案。

右击你想取代档案及选 设定路径。你就可选 你想取代的档案。这个
方法适用於你更新指定的档案。「这次真的是最後的版本。我答应不会
再作任何改动。我们渲染ePVTQ X )KPCN )KPCN 'GH X OQX吧！」（好

像很 的对白）

收集媒体



媒体管理器可以用来选 及收集你合成中所有的档案到一指定位置。

选 下方的「收集媒体」

媒体管理器会显示你当前的合成中有多少个档案，档案 是多少。然後，你可选 你想 些档案的
文件 。

提示! 媒体管理器只会 4GUQNWOG永不 除档案。我们明白你的档案是至高无上的。
这时，你会有两个选项。

拷贝合成

这个选项会 你所有的档案至单一的文件 。然後，它会对当前的合成做一份 ，放到你档案的旁边
及更新档案位置。

这个动作适用於移动所有表演相关档案至一新的 或另一台电脑上。

更新当前合成

这个选项也会 你所有的档案至单一的文件 。 然後，它会按你给的新位置更新你当前合成的所有档案。

这适用於 理你在创作阶段时档案与文件 乱放的状况。例如，你拉了你电脑上23个不同的文件 丶12个
来自你好 手提电脑的文件 丶6个来自外置 的文件 丶一个来自你偷偷藏於枕 底下的75 移动

的文件 丶2个档案来自*QQING云 一张来自你妈妈'TQRDQZ的照片。

当你更新你当前的合成 4GUQNWOG会 所有档案至一个文件 ，以及把合成的路径指向该新路径。一个
更整齐的方法。



录制
录制将合成输出记录在 ，并在停止录制时，马上将该影片以新片段的 式输入4GUQNWOG 这一切都在
不影响视频输出的情况下进行。

开始录制之前，你需要到偏好设定视窗的一 标，选取你保存录制档案的文件 ，及保存档案的 式：
视频丶音频或视频-音频 式。

档案预设保存到此 录:

'QEWOGPVU 4GUQNWOG XGPWG 4GEQTFGF

开始录制时，按下工具栏的「记录」按钮。再按按钮会停止记录。

很容易吧？你刚才录制的影片存到 ，并插入在最底图层第一个 的片段框。你可以直接在混合中使用
它。

录制不会阻碍混合及视频输出，你可以放心在录制时继续玩弄特效！

视频档案以3WKEMVKOG以2JQVQ ,RGI EQFGE 素质保存。音频档案为未压缩的9 8 式。

录制功能不能用作完备的影片制作工具，它只适用於快速记录 片，然後加上几个特效或 ，这样你就
不需要一直移动滑块以做出效果。

如果录制突然自己停止，这是因为你的记 体不足。录制过程中 4GUQNWOG会不断写下渲染的 数。通常
优先级很低，因为不会想打扰实 的输出。如果 繁忙（大量特效/片段/像素)，它就会把渲染 数保存到
记 体，留待之後才写。在某一情况，当记 体已经90% ，录制就会停止，并续写留在记 体内的 数。

如果你想录制 的片段，你需要运作更快的 又或者降低解像度。



DN V P PM
DNGVQP .KPM 是一个开源的沟通协议帮助音乐人计算时间。它的基础是用来把不同的设备及软件的 同

步起来。

它的设计就好像一个公开的即兴演 。一但开始表演，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KPM的表演部分及控制它。
它透过网络运作，所以在此网络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使 .KPM
预设中 .KPM是隐藏於检视菜单中。按检视＞显示 DNGVQP .KPM 你就可以看到它了。一个按钮就会出现在
工具列上，然後，就可以点击按钮打开它。

这时 4GUQNWOG就会寻 在.KPM表演中的软件。如果它发现了，就会自动把它参与至其中。它亦会显
示当前有多少个设备参与到表演中 。

它会立刻自动保持 2/及同步当前所有连接电脑的节拍位置。在 DNGVQP中改变 2/ 4GUQNWOG会自动跟
。在4GUQNWOG中向前 2/一点 DNGVQP亦会 。

当使用.KPM 2/的重新同步及停止按钮将会被停用。像这样的 重 或 2/ 音乐演 上会
被视为不妥的。

能力越大丶责任越大

.KPM假定每个人在表演中的地位也是平等的。意指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很突然地改变整个演 的 2/
所以当你按了 2/Z 去突出音乐上的高潮位，其他连接软件的 2/亦会同时加速。

这样做是很好的，如果只是使用.KPM去保持多台8,电脑同步。但你的',兄弟对此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偏好设定

一般偏好设定

录制

这里你可以设定4GUQNWOG保存记录的档案 录（文件 ，选 记录视频/音频。想了解详细有关资料，
请到录制

片段面板

你能够选 发片段的同时4GQUNWOG会否更新片段面板。例如在以下的情况：你对另外的片段使用特效，
而同时使用外部的控制器触发一个序列的片段（例如透过/e'e 15 或 '/: 你应该将更新片段面板的
功能关闭。

片段开端偏移

片段开端偏移设定让片段在时间线开首数毫 後才开始播放，以保偿/e'e触发或 电缆引起的延误。



字

TKCN7PKEQFG核取方块改变4GQUNWOG的字体。若你使用的拉丁字符无法正常显示，你需要打开这个选项。

确认

若启用了退出确认 4GUQNWOG等待你 是否 定退出。若关闭此选项 4GUQNWOG会在你按
下 64. /' 3或从菜单上选 退出後马上关闭。

提示!! 若你的电脑设定为自动开启或关闭，请关闭退出确认，同时开启图层菜单上的「读取合成时触发第
一个片段」选项。

音频偏好设定

音频栏标选项让你控制4GUQNWGO输出音频的方式：

音频输出装置

在音频输出装置下，你可以选 4GUQNWOG输出音频的装置，你如你选 了 5e1装置，有一个新的按钮会
显示，让你对 5e1进行设定。

主输出频道

你可以在「主输出频道」选 主要输出频道。如果你正使用的音频装置支援多於两个频道，你可以在「预



览输出频道」选 监听预览的频道。

取样率

较高的取样 能够提高音质，但 理效能需求增加，特别在使用音频特效的情况下。预设44100通常都
没 。

缓冲区大小

较高的缓冲区大小增加系统延误时间，但缓冲区大小过底会让音频故障。预设512或1024通常都没 。

音频输入装置

与音频输出装置一样，在这里你可以选 进入4GUQNWOG 的输入音频。

外部音频 ))6 输入

在「外部音频 ))6 输入」你可以选 装置和频道，用於外部音頻分 。如果输入音频声音较少，你可以把
讯号增益放大。

贴士! 你亦可把透过 检视＞ 显示))6增益，在主介面中把))6增益放大。

5/ 6(输入

在 TGPC 你可以选 那个频道作为你5/26(同步输入的源 。具体可参考5/26(输入章节

856外挂目录

856外 录为4GUQNWOG 寻856音频特效和素材的 录（资料 。

视频偏好设定

)) . 外挂目录

在视频栏标，你可以选 4GUQNWOG搜寻))*.相容视频特效及素材的 录。

4GUQNWOG 会经常检测使用者文件中的「外加特效文件 」。一个最 的设定，就是把自订安装的插伯都



放在那里。它们便会自动出现在你下次重 4GUQNWOG之时。

预览监视器

你能够设定预览监视器的 ，让它播放在暗 表丶 表或一个黑 中显示透明像素。

/b b 偏好设定

/b b 设备

这里让你打开或关闭电脑与装置间的/e'e传输丶设定4GUQNWOG的/e'e时钟信 丶读取及保存/e'e图。详
情请到/KFK章节

中央&

这里让你 定那一个音符是中央

/e'e 机制的 後不是代表任何音符，而单纯只是数字。中央 代表音符数字60。 因为每一个软件都会有
同的音符数字代表中央 所以会很容易混肴。

DNGVQP .KXG 使用 6TCMVQT 使用

这在你的/e'e捷径里不会改变任何状况。它只是改变你的捷径显示名称。这个设定的意义是让你在不同的



软系中都能呈现相同的音符。

5& 偏好设定
15 偏好设定让你打开或关闭15 传输，
与及设定15 使用的有关端口和e2位址。

详情请到利用15 控制4GUQNWOG

/: 偏好设定
6JG '/: 偏好设定栏只在 TGPC才有。

设定'/:域详及 TV 0GV节点详情请到'/:章节。

记住! 网络连接器会把 TV 0GV的输入与输出也接驳到被选中的连接器上。

预设



此部分让你改变输入案或创建新合成的预设 。

要留意，预设不影响已经输入的片段。你亦可以在片段输入後为其更改设定。

预设传输及播放模式

这里的设定都会变成档案输入的预设。例如，如果你经常在视频方面使用 2/同步和「播一次就停止」，
你可以将它们保存为预设。

你可以针对视频和音频设置不同的设定。影视档案或静音视频档案会使用音频的播放设定。

请注意这不会对已 入的片段产生任何作用。你亦可对已 入的片段单独进行 缉。

预设混合模式

当创建新图层的时候所选 的混合模式。

拍子微调值

当你 2/时，这个 会设定你现今的 2/是以多少百分 上或向下 。

10% 是较适合用於音频的工作。个人认为25%会 适合用於影象与音乐的同步。

对！兄弟，我也明白这不应该放在预设那里。这应该是放在一 偏好设定那边，但那边已经 了。你想做



点 麽吗？来 我吧，兄弟。

反馈
在这里，你
可以 知我
们的软件到
底有多糟糕
又或者有多
酷炫，又或
者好坏参半。

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在乐意聆听各位的意见。

注册



要知道如何使用此栏标，请到前面有关注册的章节。



用 解码器渲染
4GUQNWOG ':8 视频解码器是一个 件 *27 加速解码器。透过视频咭来进行 数解压。

由於现今的视频咭 理效能极大，你可以采用更高的解像度及 数 27及4 /的效能也不会过度耗用。

渲染
利用':8 解码器渲染视频非常简单，因为你无需进行任何素质设定丶数据传输 丶关键 的配置。
一切都已经预先配置，希望让解码器的运作达到最快速度。你只需要选取':8 解码器进行渲染。

要知道更多有关利用视频应用程式输出的资料，请参阅下面章节。

使用':8解码器的视频档案，只有在4GUQNWOG播放时才进行 体加速。如果利用其他软体(例
如3WKEMVKOG RNC[GT ':8视频不会在视频咭上渲染。因此，只有4GUQNWOG才会获得性能增益。

一般画质XU高画质



我们建议采用一 质进行 码。除非你察觉 出现很多渐层跳阶，否则无需用到 质。

码质素为':8 +3的时候，生成档案的大小会增加一倍。因此不建议将渲染设定预设 质，否则
的 很快就会用完。用一 质渲染出现缺陷的时才选用 质吧。

无需为你整个':8 档案库重新 码，亦不要将你的':8 档案 码成':8 质。若这些':8 档案本
有缺陷，它们会一并渲染到新档案里面，结果 质不会有改善，而档案占的 而增加了。

没全 NRJC通道 XU 全 NRJC通道
':8解码器能够储存CNRJC通道的资料。点击'连同 NRJC 的话 CNRJC通道就会一并渲染。

档本 必需有CNRJC通道，以上的动作才有意义。

如果素材不包含CNRJC通道，最好还是选取'没有 NRJC 那麽生成的档案也会 小。

利 :8编码汇 WKEMVKOG OQX 格式档案
4GUQNWOG有插件自 FQDG封包中直接输出':8
这些插件会在你安装4GUQNWOG时，自动安装到你本机上的 HVGT (HHGEVU /GFKC (PEQFGT QT 2TGOKGTG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下载 NNG[ KPUVCNNGT 去独立安装这些插件。这样，你便可以在没有4GUQNWOG的电脑上
输出':8 或你只是安装了 FQDG的软件。

FQDG HVGT (HHGEVU

选取 QORQUKVKQP ! FF VQ 4GPFGT 3WGWG

点击 VJG 1WVRWV /QFWNG UGVVKPIU 预设为 a.QUUNGUUb

点击以下的选项:

)QTOCV ! 3WKEMVKOG
)QTOCV 1RVKQPU ! QFGE ! ':8

质设定可以保留预设的 100 (改变此 共不会影响输出的 质或视频档案大小). 要改 质,
请於 QFGE 5GVVKPIU 对话框选取0QTOCN 3WCNKV[ 或 +KIJ 3WCNKV[

如想一并渲染CNRJC通道, 在 QFGE 5GVVKPIU对话框选取 a0QTOCN 3WCNKV[ 9KVJ NRJCb 或 +KIJ
3WCNKV[ 9KVJ NRJC 并在 JCPPGNU下拉菜单选取4* NRJC

https://resolume.com/download/








FQDG TGOKGTG TQ FQDG /GFKC (PEQFGT

在 2TGOKGTG 选取 )KNG ! (ZRQTV ! /GFKC
在 /GFKC (PEQFGT 点击预设的名称

(这部分开始，两个程式的介面都一样)

选取以下的设置:

)QTOCV ! 3WKEMVKOG
8KFGQ VCD 8KFGQ QFGE ! ':8



质设定可以保留为 90 (改变此 共不会影响输出的 质或视频档案大小). 要改 质, 请
於 QFGE 5GVVKPIU 对话框选取0QTOCN 3WCNKV[ 或 +KIJ 3WCNKV[
选取适当的解像度及 数。请确定你在)KGNF 6[RG下面选取a2TQITGUUKXGb 以及在 URGEV下选
取a5SWCTG 2KZGNU b

要一并渲染CNRJC通道, 请在 QFGE 5GVVKPIU对话框选取 a0QTOCN 3WCNKV[ 9KVJ NRJCb 或 +KIJ
3WCNKV[ 9KVJ NRJC 并在'GRVJ下面选取 DKV

如果你觉得这样涉及的工作很多，这里有一个 \KR媒体 码器预设的压缩档案包含了四种预设的':8设定。
你可以把这个预设在媒体 码器的预设浏览器里载入。

WKEMVKOG NC GT TQ

选取 )KNG ! (ZRQTV

在(ZRQTV之下, 选取 a/QXKG VQ 3WKEMVKOG /QXKGb

点击 1RVKQPU

在'8KFGQ 页面点击 a5GVVKPIUb

选取以下的设定:

https://resolume.com/manual/_media/dxv3_all_ame.zip


QORTGUUKQP 6[RG ! ':8

在 QORTGUUKQP下拉菜单选取你想要的压缩设置

/RGI 5VTGCOENKR

选取 )KNG ! (ZRQTV VQ 3WKEMVKOG

选取以下設定:
QORTGUUQT ! ':8

质设定可以保留为 50 (改变此 共不会影响输出的 质或视频档案大小). 要改 质, 请
於 QFGE 5GVVKPIU 对话框选取0QTOCN 3WCNKV[ 或 +KIJ 3WCNKV[

选取适合的解像度及 数

/RGI 5VTGCOENKR 不支援渲染CNRJC通道。在 1RVKQPU改变设定也无补於是



如无须用到音频，请确定音频通道已经关闭。否则/2(* 5VTGCOENKR会自动加上一 的音

&QORTGUUQT

拖曳任一预设到你的素材。我们建议采用a3WKEMVKOG 2TQ4GU YKVJ NRJCb

在8KFGQ页面 3WKEMVKOG 5GVVKPIU的旁边，点击 JCPIGd

选取如上面3WKEMVKOG 2TQ一样的设置:
QORTGUUKQP 6[RG ':8

QORTGUUKQP 选取所需的':8 预设

将2KZGN CURGEV TCVKQ设定至a5SWCTGb



如果你觉得这样涉及的工作很多，这里有一个 \KR媒体 码器预设的压缩档案包含了四种预设的':8设定。
预设应该解压缩并复制到以下路径 .KDTCT[ RRNKECVKQP 5WRRQTV QORTGUUQT 5GVVKPIU



技術規格

至低配置

KPFQYU系統

9KPFQYU 52 QT NCVGT DKV
/' QT 0XKFKC图像 理器配置 / 影像 机接达记 器
* 记 体

/CE糸玩 

15: /CXGTKEMU QT NCVGT
/' 0XKFKC 或 eTKU 2TQ图像 理器配置 / 影像 机接达记 器 * 记 体

建议规格

KPFQYU系玩

9KPFQYU
K 四核 理器 *+\
0XKFKC *6: 图像 理器
/ 体

* 记 体

/CE系玩

15: +KIJ 5KGTTC
K 四核 理器 *+\
4CFGQP 2TQ 图像 理器

体
* 记 体



页片切换键及快速键
在选取输入页面及输出变形页面，你都可以利用快速键丶切换键及上下文菜单，来移动及重新塑造切片。

一般快速键

&VTN 及 &VTN OF 及 /CE的话 OF ; 撤销及重做上一步骤

切换键

按住5JKHV同时拖曳，限制物件只能移动至Z轴或[轴其中之一
按住 NV同时拖曳复制物件

按住&VTN同时拖曳物件，暂时关闭对齐功能

按住5JKHV同时缩放切片，限制 宽

按住 NV同时缩放，缩放会以物件中心为基准，而非点击位置的对点

按住5JKHV同时转动，限制转动角度为45度

导览页面

&VTN  CPF &VTNa OF  及/CE的话 OF 放大及缩小
利用滑鼠滚轮放大及缩小

按住空白键同时拖曳，在页面上下左右移动物件

轻推

利用箭 键每次轻推1个像素。
按住5JKHV同时轻推，每次轻推10个像素。

切片捷径

按&VTN 复制 /CE的话按 OF '
如果按住 NV拖曳复制出来的版本是变形的话，再按&VTN 复制的版本也会跟着变形
按退 除选取了的切片



遮罩及多边形定点

双击路径任何地方以加上一个定点
双击定点进行 除
按住5JKHV点击定点，以在选取的部分加上或移除它

上下文菜单
上下文菜单按物件而定，但一 会让你快速使用常用的缩放功能及位置移动。

中心:将切片放在:轴的中心

中心 将切片放在;轴的中心

镜面:将切片刚好放左:轴的另一边

镜面;将切片刚好放左;轴的另一边

左半丶右半丶下半丶上半将切片刚好缩放到那半边范围

整个范围缩放切片至整个页面。这个是当你乱作一团，不能修复时，重设的选项。

创建三角形建立一个充 页面的三个形

创建圆形建立一个充 页面的图形

移前/移後将切片在切片层中移上或移下。这个基本跟你拖拉左边切片选单上的切片上下移动是一样
的。

复制建造一个复制版本

配对输入 / 输出形状

这个选项非常重要好用，我们单独把他抽出来。 让切片拥有另一页面的位置及形状。 这样你能够很益配
对切片在选取输入/输出变形页面的 阔 及形状, 又或 过来也可。

输入/输出指引



这
个
功
能
让
你
载
入
一
张
静
态
图
片
到

中，
用
来

作为你切割切片的指引。

它会把静态图片在屏幕的左上角以其 解 载 。

你可以透过不透明度滑块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在错误的屏幕 入了错误的图片？只要重新拖拉正确的进去就可，或透过 : 按钮把它移除。

检视选项

显示切片方格



这个会显示选取切片的外框及 。

显示 Z .( 方格

这个会把输出显示为 Z 像素线 矩阵。当对齐选项开 ，你的切片会自动对齐 。这个特别适用於
.('像素点对应，因为99%的.('屏幕是由8个像素的小块构成。

识别切片

这个功能是当你把滑鼠移在你的切片上时，它会变成白色。与显示於输出中的选项一起使用，这是一个好
方法去确保你的输入图与你的舞台一 准。或讯速发现那一个切片需要调整。

显示於输出中



点选这个选项，影像指引图会显示於真实输出中。这个特别适用於检查是
否所有的东西都正确对齐。

而当切片方开 时，它会显示 及红色十字瞄准线於真实输出中，帮助
你 出你的正确位置。



灯具编缉器

如果预设列表没有你想要的 ，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点 下拉菜单旁边的IGCT标示。

这个动作会打开 辑器。在此你可以建立一个新 丶调整现有的 丶或者复制 。

建立新灯具
点击下方的+标示，以建立新 。新的 按预设有1个4* 像素。

首先将它重新命名，名字最好用 的制造商以及像素数量。

请留意，如果一个 本 设，而且已经在选取输入页面使用，修改它的资料等於一次过修改所有按
预设建立的 。如果你不想影响现时的设置，请先将这个 设进行复制。

设定参数

然後你可以开始设定参数。需要操控一个简单的.(' 管或砖的话，你可以水平或垂直分配所需的像素。
效果可以从右边预览。



所以一 16个像素 的 ，宽是16高是1。一个64像素 的正方形.('砖，宽和高也是8。

样版通道

对於某些 ，有些通道会预留作特定用途。例如，有可能第一通道会预留，用来切换不同的 踪预设。
这在.('砖很常见，详情请查阅 的说明书。

在这情况下，你可以建立额外的参数，透过点击参数栏标底部的+按钮。你可以将他们上下拖曳重新安排
次序，又或者利用参数右方的把手，就好像在特效栏标拖曳特效一 。

这样， 就会在正确的通道获得正确的像素资料，而无须偏移起始通道。你亦可以重新命名这些参数。

提示！发送 号在'/: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你指定了一个通道 '/: 通讯协议就会假定你会不断发送数
至该通道。所以 4GUQNWOG会预设地发送数 到通道中。如果你 加了一个 通道，你应把它预

设 设为255。

为使用之便，你当然也可重新命名这些参数。

通道分配

是时候调整你通道的分配。通道分 定像素通过 的方式。像你阅读书本一样，有些像素由左上方开
始，然後由左至右移动。

另一些像素由左上方开始，之字型慢慢向下移。总言之有很多 ，都包含在4GUQNWOG提供16个分配收
式里面。通道分配有改变的话，预览里的通道分布亦会跟着改变。

选取色彩空间
之後你可以 选取色彩 。

全彩.('能够独立控制红丶绿及蓝的颜色。有些 将
三种颜色的.('分开，有些 则用上全彩.(' 选
取4* 或其中一个变异设定)，利用3 通道来控制

的像素。

单色.('控制采样像素的加权 。选取. 利用1
通道控制 .('的 。

有些 喜欢控制 /; 多於4* 。4GUQNWOG按1:1 例，将像素的4* /;色彩 。



4GUQNWOG同时支援不 常用的4* 9及4* 9 我们会利用 加的白色及 或琥珀 的近似色作为该
通道的颜色，同时暗淡其他通道及只发送讯 至该通道。

设置伽玛改正
如果你需要 理非一 的.(' 你可以调整它的伽玛改正度。通常按预设 2.5就足够了。



目录路径列表
4GUQNWOG在电脑不同地方建立及保存资料，清单如下。

当你需要 理4GUQNWOG的偏好设定等等的档案时，我们会假设你 得将下面写住 XGPWG 和" TGPC 的
路径部分，改为你现在用的版本。

应 程式资料夹
载有应用程式及注册的资料。预设下 资料 ：

预设：包含 *7e预设丶素材及特效丶预设键及/e'e地图

文件 *7e及帮功的语言档案）

许可证：包含外挂资料库许可证资讯
使用手册：包含手册

媒体：包含视频档案

外挂程式：包括音频及视频外挂

在其下 资料 可以 到：

/ /CEKPVQUJ +' RRNKECVKQPU 4GUQNWOG XGPWG

9KPFQYU >2TQITCO )KNGU>4GUQNWOG XGPWG >

使 者文件
这里包含所有你创造的文件。

合成: 所有你在4GUQNWOG创造的合成
加特效: 第三方插件可在这里安装及自动载入

资料库: 所有自定义的 文件会储存於此
偏好设定: 这里的档案是储存你的介面设定丶快捷键预设档案丶你过往所用过的合成等都会放在这里
预设: 使用者素材预设丶特效预设丶*7e预设及进阶输出预设
录制: 所有录制的视频及截图
捷径: 所有您所创造的/e'e快捷键，键盘快捷键丶15 快捷键及'/:快捷键

在其下 资料 可以 到：

/ /CEKPVQUJ +' 7UGTU =WUGTPCOG? 'QEWOGPVU 4GUQNWOG XGPWG

9KPFQYU >7UGTU>=WUGTPCOG?>'QEWOGPVU>4GUQNWOG XGPWG >

.QI 文件 

.QI文件位於以下路径：



/ 7UGTU =WUGTPCOG? .KDTCT[ .QIU 4GUQNWOG XGPWG NQI VZV

9KPFQYU >7UGTU>=WUGTPCOG?> RR'CVC>4QCOKPI>4GUQNWOG

另外，你可以使用偏好设定的 馈选项，点撃NQI文件选项，将NQI文件寄 4GUQNWOG总部。

缩略图预览

/CE 7UGTU =WUGTPCOG? .KDTCT[ RRNKECVKQP 5WRRQTV 4GUQNWOG XGPWG

9KPFQYU >7UGTU>=WUGTPCOG?> RR'CVC>4QCOKPI>4GUQNWOG XGPWG >

注册档案

/CE /CEKPVQUJ +' .KDTCT[ RRNKECVKQP 5WRRQTV 4GUQNWOG XGPWG

9KPFQYU >7UGTU> NN 7UGTU>4GUQNWOG XGPW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