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用户手册
如何保存场景到内存

V1.5.4

如何保存场景到内存  



2

目录

引言.................................................................................................................................................................. 3

脱机模式的描述............................................................................................................................................... 4

已连接设备的脱机配置................................................................................................................................... 5

场景的脱机参数............................................................................................................................................... 7

高级脱机参数描述........................................................................................................................................... 9

所有可行的时间触发方案............................................................................................................................. 13

启动时间表............................................................................................................................................. 13

启动时间表 + 一周中的月和日............................................................................................................. 13

启动时间表 + 结束时间表..................................................................................................................... 14

启动时间表 + 结束时间表 + 一周中的月和日.....................................................................................15

各种可行触发的目录..................................................................................................................................... 16

时间触发时间轴显示器.......................................................................................................................... 16

写入和更新脱机内存............................................................................................................................. 18

如何保存场景到内存  



3

引言

本章介绍如何方便快捷的把场景和内容写入到脱机模式设备的内部存储中。我们

的软件有一个特殊的脱机模式来设置设备参数，改变内容和选择场景触发器。在

运行脱机模式之前，您必须打开软件并且已创建数个场景。

编辑模式下的场景准备

创建场景是使用软件的主要模式来进行，即编辑模式。每个场景的内容必须由一

个或者更多的步骤来定义和编程（每个步骤包含激活通道的 DMX 值）。请查看

如何创建场景和方案用户手册以了解更多信息。软件将只存储场景和其包含的内

容到脱机模式设备的内部存储。方案不能被保存。您可以记录其步骤和内容，场

景渐变时间，场景循环圈数和跳转信息。

编辑模式可用来编辑场景内容，模式灯光效果以及在保存到内存之前再次确认。

方案无法被保存到内存中，因为它们不使用跳转选项。

请参考用户手册如何创建场景和方案并根据细节指引来进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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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脱机模式

在开启软件之后，在软件主要工具栏中点击脱机模式按钮以打开脱机模式。脱机

模式图标位于主工具栏的右边。

脱机模式将会出现并且显示所有可操作的功能。这个模式下的所有选项都只能在

脱机模式下使用，因此不能联机电脑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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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机模式的描述

已连接的       设备内部       选中设备配置

设备列表       时钟设置

主从设置

日历触发

      设置

项目可用       要储存的      触发设置（按键，       时间轴中 

场景           场景列表      远程，对外联系）       显示触发

时间轴：

图形化的时间轴可以模拟和显示每年，每月和每天的时间触发。这不是一个编程

控制的，它只是显示您将得到的触发，有助于组织所有的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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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连接设备的脱机配置

在脱机模式中，首个选项，是在已连接设备列表的右边，可管理选中的已连接

设备的配置。选择列表中的一个设备以更改其配置和参数。

          DMX 集合       把设备作为          定义一个默认

          管理器          DMX 联合体          启动场景

                  设备时钟设置      在主从机模式设置多个DMX设备以同步它们     

 

 DMX 集合：当使用 2 个 DMX 集合或通过额外的控制器的 DMX 输入信号触发场景时，更

改 DMX 接口输入输出配置。这连接软件的 DMX 集合到设备输出并优化控制器的存储容量。

您可以选择每个 DMX 集合被激活的通道数。
 主/从机：当使用多个设备时，设置主从模式以同步它们的脱机模式。
 默认启动场景：设备通电时将自动播放选择的场景（USB 或外接电源）。如果没有选择任

何场景，设备将播放场景 00 并发送值 00 到灯具（熄灭）。
 通道中 16 位：允许设备计算 DMX 信号为 16 位微型通道信号。使用 DMX 配接来设置哪些

是 16 位通道。

 设备内部时钟：它显示选择设备的时间和日期。您可以调整分钟，时钟，日，月和年。设

备时钟同样可以更新为使用电脑当前时间和日期，此项目应用十分简单，设置当前时间

和日期即可。
 夏令时/冬令时：如果您的国家有相应政策，每六个月增加或减少一个小时。此项可以提

前配置最高达 16 年。点击该选项，您可以更新来年的夏令时/冬令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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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的脱机参数

此场景列表显示所有项目场景，除了没有包含步骤的之外。列表包含名称，持续

时间和他们的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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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列表右边的选项定义了所有设备内存脱机模式下场景触发的可能选择。在选

择了“要储存的场景”列表中的一个场景后，您可以按以下操作调整其脱机触

发。

LED按键。拖放场景到按键上      日期和时间安排               一个月中的某个日期和

以指定按键和场景的触发                                       时间，以及一个星期的

区间

对外联系闭合          另一个 DMX 控制设备的 DMX 输入信号    

远程控制（可选）

如何保存场景到内存  



9

高级脱机参数描述

主从机模式

当使用此功能时从机模式将直接跟随主机设备的所有触发行动和时间。主机设备

将控制所有从机模式设备的触发，并创建一个同步信号以确保演出完好执行。只

有一个设备能作为主机使用。从机设备将拥有与主机同样数量的场景和步骤。所

有设备必须在同一时间编程。

如何定义主机/从机设备？

在脱机模式中的设备列表里选择一个设备。您可以在该设备的脱机参数里选择主

机选项。只允许一个主机，即其他设备在脱机模式将自动被定义为从机。软件将

以小到大的顺序安装设备序列号来排列设备列表。

例如，如果您的设备序列号为 20和 55，列表中显示的第一个设备序列为 20.

脱机输入和输出配置

低于或等于 512通道的设备无法改变输入输出配置。它们的配置固定为输出模式。

输入输出配置只能在 1024通道的设备上修改（2*512）。您可以选择双输出配置

或一输入一输出配置。在第二种案例中，第二个DMX被配置为输入并且将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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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X信号，代替发送DMX信号到灯具。

选择DMX集合和被激活输出通道数

脱机设备有固定的内存大小。场景和步骤使用存储容量。步骤的大小根据以及取

决于被激活输出通道的数量。被激活通道上越多则步骤越大，存储容量越小。内

存不记录任何超过了指示通道数的DMX通道。

软件会根据灯具的DMX配接配置选择最佳的通道数。这个值可以手动更改。

LED机械开关按键触发器

要分配一个场景到设备 LED按键使之触发，您只需要从场景列表里拖动一个场

景放到其中一个按键上即可。该场景将会在按键下播放。该场景将会自动移动到

要储存的场景列表里。您可以分配 10个不同的场景到 10个按键上（最高允许

255个场景）。您无需遵守场景和按键的排列数。例如：您可以分配场景 20到按

键 1。您可以创建一个序列的场景循环，并且自动跳转到下一个。此时，您可以分

配一个 LED按键给序列中的首个场景，则该序列场景会被触发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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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DMX源 DMX输入触发

DMX输入触发选项只可配套脱机模式和 1024通道，2个DMX集合的设备（2*512

以及 2个XLR接口）使用。

要使用DMX输入触发选项，设备必须配置为输入/输出模式，即 512通道输入和

512通道输出。此时设备的第二个XLR接口（DMX B）可以接收外部DMX信号并且

在DMX输入模式下工作。

您可以为每个场景选择一个通道号码和 0-255区间的DMX值作为DMX触发。

当设备接收到DMX信号，DMX输入信号达到专用的通道或当DMX输入值高于触发

DMX值时，场景被触发。当DMX输入值低于触发DMX值时，场景停止。

使用多个DMX输入触发值来管理同样通道中的几个场景触发是可行的。例如：在

通道 001，DMX50-99触发场景 1，DMX100-149触发场景 2，DMX150-199触发场景

3，DMX200-249触发场景 4，DMX250-255触发场景 5。DMX00-49不产生触发。

对外连接闭合触发

此功能使用脱机设备第二个 RJ45接口的 1-5位。连接 1-4位到 5位的不同配置，

最高可分配达到 15种触发。详见19-20页。

参考硬件数据规格说明文件以了解更多信息和如何连线到 RJ45接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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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红外遥控触发

您可以连接一个外部红外接收模块到脱机设备中。此选项产品包含 2个红外遥控

器并且允许您在 20米范围内触发场景。遥控器是标准配套所有设备，所以您可

以用一个遥控器同时控制多个设备或控制不同的区域。

参考硬件数据规格说明文件以了解更多信息和如何连接红外接收模块到 RJ45接

口上。

电源故障后自动恢复场景

场景自动恢复在脱机模式下可用（无需电脑）：在电源切断时，设备将记住断

电之前播放的场景，通电后将自动恢复播放该场景。

恢复功能只能在场景重复时间或启动和停止时间操作。

恢复供电后，断电前处于启动和结束间隔之间的场景将自动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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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行的时间触发方案

启动时间表

使用日期和时间来启动和触发场景。

一个触发安排（时间和日期）被添加到选定的场景中（分钟，时钟，日，月，

年）

场景将在预订的日期和时间启动。

启动时间表 + 一周中的月和日

使用日期和时间来启动和触发场景。

一个触发安排（时间和日期）被添加到选定的场景中（分钟，时钟，日，月，

年）

一个或者多个的一周中的月份+日期被添加到选定的场景中（一月到十二月，周

一到周日）。只有选择了启动时间表时，一周中的月和日才可用。

场景将在每个选定日期的预订时间被启动。只有当场景的星期数和启动时间被考

虑进去时，您才能设置一个早于当前日期的启动时间表。（这个设置在设备通电

时直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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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在执行另一个触发动作时或者完成其回圈数时停止播放。无论如何，场景将

成功的在每个设置的日期重新启动。

启动时间表 + 结束时间表

场景将在设置的日期和时间被触发启动，并且在设置的结束时间表停止播放。一

个触发时间表（时间和日期）和一个结束时间表被添加到选定的场景中（分钟，

时钟，日，月，年）。

场景将在每个选定日期的预订时间被启动并在选定日期的预定时间被关闭。

当场景在执行另一个触发动作时或者完成其回圈数时停止播放，当它直接关闭

时或当它到达结束时间表设定的时间和日期时，场景将结束播放。

如果发生供电故障时场景正处于启动时间表和结束时间表之间的时间和日期，

通电后场景将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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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时间表 + 结束时间表 + 一周中的月和日

场景将在每个选定日期的预订时间被启动并在选定日期的预定时间被关闭。此时

间间隔内场景将重复播放。一个触发时间表（时间和日期）和一个结束时间表被

添加到选定的场景中（分钟，时钟，日，月，年）。

一个或者多个的一周中的月份+日期被添加到选定的场景中（一月到十二月，周

一到周日）。只有选择了启动时间表时，一周中的月和日才可用。

场景将在每个选定日期的预订时间被启动并在选定日期的预定时间被关闭。

场景的月份和星期触发规则的提醒：

如果发生供电故障时场景正处于启动时间表和结束时间表之间的时间和日期，

通电后场景将自动恢复。

当场景在执行另一个触发动作时，直接关闭时或当它到达结束时间表设定的时

间和日期时，场景将结束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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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可行触发的目录

软件允许您添加下列所有的触发列表到脱机模式设备中：

 LED 机械开关按键（设备面板上的 10 个按键）

 外部闭合触点（RJ45 接口上的 5 个接线产生 15 种方案）

 红外遥控器（10 个方案，下一个/上一个场景，暂停，场景速度，总调光，

停止当前场景。红外触发功能是可选的可单独购买）

 DMX 输入（一个 DMX 通道可使用一个或者多个 DMX 值来触发场景）。此选

项只可以配套 1024 通道的脱机模式设备并且要求有 2 个 XLR 接口（输出+输

入）

 日期和时间表（日期，年份，月份，星期，时钟，分钟）

时间触发时间轴显示器

软件包含一个时间轴可以播放和预览所有时间触发。时间轴位于场景下方。

时间轴可预览以下触发：

 启动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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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时间表

 月份和星期

每个场景在时间轴的不同位置以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预览。

时间轴可提供以下选项：

 预览整个年份（12 个月）

 预览完整月份（31 天）

 预览整天（24小时）

 时间分辨率调整

 当天日期调整

 时间缩放

在任何时间您都能检查已设定触发的时间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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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和更新脱机内存

只有在要储存的场景列表里的场景才能被写入到设备内存中。保存到内存之前必

须把场景添加到要储存的场景列表里。

场景列表和脱机内存写入保存

要添加场景到要储存的场景列表只需要简单的把场景从可用场景列表里拖放下

来即可。添加触发设置（LED 按键，对外连接，红外遥控，DMX 输入，时间和日

期）将自动把选定的场景转入到要写入内存的场景列表中。

点击软件上“保存到内存”按键来写入场景到内存。

可用的内存显示在“保存到内存”按键的右边。

如果内存已满，只有第一个场景会被写入到内存而其他场景则不会。您可以通过

减少使用的 DMX 输出数量来优化存储空间。这个 DMX 输出数量可以在 DMX 配接

或者脱机设备的输入/输出配置选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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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场景到内存后 5秒钟，设备将自动转换到脱机模式。然后将会播放默认场景

或者场景 00（熄灭）。连接设备到电脑时，可以控制设备返回到编辑模式以修改

场景内容。

内存内容可通过 NIMI USB 连接线和电脑来更改。我们建议使用源文件来更新和恢

复原项目的 DMX 配置。

现在您可以编写一个完整的灯光秀到脱机设备的内存中。参考其他用户手册以获

得更多软件功能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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