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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说明

该部分介绍如何使用软件编辑器创建灯库。你可以根据灯具的技术参数用该软件创建对应的灯库使其具备灯具所有的功

能。 软件默认内置了多达 7000个灯具厂商的灯库，如果你在软件内置灯库里找不到你想要的灯库文件，自己创建一个

新的灯库也是很容易的。你唯一要准备的是灯具的具体技术参数(尤其是对应的通道的功能参数)。编辑器可以创建所有

种类的灯具，单/多光束灯 (调光灯或 RGBWA灯)、单/多轴 XY灯和主要的通道管理器 (RGB, XY, Dimmer).所有灯具的

灯库文件、通道功能都可以实时编辑更新。

Video tutorials are available online

打开灯库编辑器

启动软件并进入灯库编辑器窗口

点击“+”按钮进入灯库和通道窗口

点击“灯具特

性”进入灯库编

辑器窗口

点击，粘贴，直接添

加当前正在编辑的灯

库到通道表里

点击下拉选择灯具

内置的灯具制造商

及其灯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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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灯库文件

1 新建并输入新灯库的名字

2 光束数量会根据你的灯库自动更新。如果你知道该灯库的光束数量也可以自行修改。

3 此处显示该灯库最终的通道数量

4 2D显示工具栏，可以选择四种显示形式，可选正方形、圆形、多边形。

5 灯具类型工具栏，根据灯具 的类型或功能选择对应选项里的图片即可。

LED灯、传统灯、扫描灯、摇头灯、激光灯、其他类型。 这些图片可

以在编辑场景选择灯具的时候显示，所以选择正确灯库的选项和图片

有助于后期做效果场景时区分不同功能的灯具。

6 通道类型工具栏，将对应通道的按钮拖放到下面即可编辑。

7 3D显示工具栏，灯具的外光和光束效果都会在 3D模拟软件里显示。

注意：每个通道的具体功能编辑，需要点击该通道的设置按钮

进去单独设置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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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并添加通道

从上方图片栏选择一个你想要的对应的功能， 拖放到下面的灯库编辑区域上，即把功能添加到灯库上，同时灯库的通道

数量也在实时增加。你可以拖放它们以改变在通道表里的顺序。

示例是一个 RGB 五通道灯库 (Red, Green, Blue),第一通道设置 调光功能，第二通道是 频闪功能

你可以增加、删除、更新、复制和粘贴一个通道（可以从另外的类似的灯

库选择一个或多个通道进行复制粘贴，然后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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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通道类型列表

该列表列出了所有 DMX灯具设备常用的功能通道可供选择。

常用的通道类型列表

调光、频闪、RGB, CMY, WHITE/AMBER, DIMMER COLOR, SPEED, PAN TILT, IRIS, FOCUS, ZOOM, GOBO图案盘, GOBO
盘旋转， GOBO旋转，GOBO INDEX，GOBO抖动，色盘,，色盘旋转，棱镜，棱镜旋转， PRISM INDEX.

通道微调自定义 16BIT

所有的通道都一个自定义微调模式。16 bit微调功能目的是为了提高该通道功能的精确度。单个通道最多 255个 DMX
等级调试，设置微调后，两个通道总共有 65535个 DMX等级调试，则该通道的功能控制更精准。

所有通道都可以设置 16 bit微调，在该通道框选 16 bit选项即可出现一个微调通道，同时你可以将微调通道拖放到任何

你想要的位置。

通道类型: SHUTTER 第二个类型：频闪

该通道主要应用于 Strobe 频闪功能，但是有时候也可以作调光使用。manage a dimmer effect.

示例：选择通道内的 16bit设置微调，X轴微调+Y轴微调，这样控制 XY轴将会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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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插入多个通道

当你制作灯库，需要添加同类型的多个通道时：只需要选中该类型，然后输入数量，即可直接添加。 示例：你想要添加

10个RGB光束，一选中RGB二输入数量 10三点击添加按钮。如下图：

替换/更改通道类型

示例： 将 调光 DIMMER改成 频闪 SHUTTER类型：

按住 “CTRL”键拖放到要替换的通道，也可以实现该替换功能。

1. 选中该类型，如 RGB

2. 设置数量，如 10

3. 点击添加，即添加 10个

RGB，总共添加了 30个通道

1.选中 新类型 DIMMER

2.点击选中 要替换的通道

3. 点击 应用按钮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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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通道功能设置

每一个通道的功能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具体设置。每个通道的 255个值都可以设置不同的功能。示例为舞台灯的色盘通

道：该通道 0-42 输出是蓝色，43-85 输出紫色，86-127 输出红色，128-170 输出橙色，171-212 输出黄色，212-255
输出绿色。如下图：

少部分效果不可以自定义预设，如 X-Y, RGB, CMY, White/Amber等。软件为这些提供专属的控制面板 (色盘控制器、XY
轴控制器, etc...)。可以简单快速实时控制对应的通道功能。

删除选中的通道

复制选中的通道

粘贴到选中的通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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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通道功能?

添加设置按钮 GOBO 设置按钮窗口

编辑窗口分为左右两区，

左区是所有常用的功能图标。

右区是当前添加的功能图标及其DMX值

拖放到右区的功能图标，都可以设置 名字、开始 DMX值、结束 DMX值等。

 开始 DMX值 达到该值 触发 DIMMER功能

 结束 DMX值 超过该值 停止 DIMMER功能

 默认 DMX值 软件默认值。

1、点击该通道的设置按钮进

入编辑窗口。

2、进入窗口后，选择需要的

选项即可进行设置。

从左区选项里找到你想要的功能

将功能图标直接拖放到右区即可

另外可以设置该功能的触发 DMX 值

结束 DMX值

默认 DMX 值

开始 DMX 值

编辑 名字 删除 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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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默认值

框选“默认”选项，即将预设的默认值指定为该通道的默认DMX值。每个通道有且只有一个默认值。 适用于默认的

DMX选项和效果器。例如，如果你想打开你的灯具，必须先打开遮光板，甚至是光圈，或者要先把调光开光打上去。默

认值的作用就是帮助你一次性完成所有的动作，达到默认值就执行完所有的开灯动作。为每个通道设置默认DMX值也是

非常有帮助的。

将所有功能图标从左区拖放到右区，并为每个功能设置DMX值，点击保存即可完成该通道的所有设置。

所有新建的通道，在加载灯库的时候，都可以在灯库编辑栏或者控制面板栏 显示通道属性，也可以直接推动该通道来控

制灯具对应的功能。

GOBO 及其他内置效果

GOBO图标适用于新建图案轮换功能。设置好形状图案后保存即可自动的输出对应的效果。同样的，其他所

有类型的功能设置都一样，需要对应的图标，然后进入后台编辑添加对应的功能。大概步骤如：

 选择一个你想要的功能的图标

 点设置按钮进入后台选择功能

 将需要的功能图标拖放到右边列表，并设置 DMX起止值

 继续上面第三个步骤，完成后保存即可。

另外：

你可以自新建/设计/添加一个新的 GOBO图案，图片格式要求是原图透明的.PNG格式，像素是 128x128。然

后将.PNG的图片文件放到软件的安装路径下的 GOBO文件夹里面(如 C:\Chromateq\System\Gobos）。 重启

软件之后，自定义的图案即会出现在 GOBO列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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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设置

该部分介绍如何通过 RGB调色板进行颜色设置。

自定义颜色（快捷键）保存方法如下：

调整 RGB的值选择精确的颜色

也可以通过调色板来选择颜色

内置的颜色快捷键 当前正在编辑的颜色

可实时调节

自定义颜色快捷键双色管理器，最多四色

可选(多光束灯)

Step 1:拖动调色板，选择颜色

Step 2:鼠标放在方形色板上，

右键点击保存，即可保存当前

的颜色，以便后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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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好颜色，直接将颜色块拖放到右区即可，可设置该颜色的DMX起止值。

多色设置

多（半）色分为手动和自动设置：

 半色手动：即每种颜色需手动选择，在将色块拖放到右边栏。

 半色自动：即当右边栏有两种颜色时，将自动色块拖放到右边的两色之间，即可实现自动填充半色功能。

你可以从这三个地方选

择颜色，将颜色块拖放

到右区编辑 DMX 值

右区的所有功能

你都可以重命名

重新设置 DMX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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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项目

更新 项目

保存、加载和修改灯库文件

灯库编辑窗口顶部，有 3个可用选项，分别是：

所有灯库文件都保存在软件安装目录的灯库文件文件夹中。我们建议您将所有新的灯库文件保存在同一个目录中，并创

建一个个人文件夹来保存它们。

我们还建议您保留您所有的档案备份，以防您重新安装您的系统或遇到硬盘驱动器故障。

灯库文件的使用

刚刚制作的灯库文件可以直接用在当前项目中，以后需要用到相同的灯库，只需打开保存路径的文件夹加载即可。

新建 项目 保存 项目

导入 通道，从另外的项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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