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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简介说明

本章介绍效果按钮、效果生成器及其相关选项。

场景允许您从“步骤”或“内存”中播放静态或动态 DMX效果。很方便很容易自定义您的编程。

除了“场景”选项卡，该软件还有一个“效果”选项卡。它是自动创建的，不能删除。与可以在经典场景中添加的效果不

同，此选项卡的效果是动态的，并且可以实时更改。这些特效，只在你制作特效时选定的设备上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

是，与场景不同，该处制作的效果不能添加到时间轴中。

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可以快速地将相同的总体效果，应用于所有具有相同通道特性的不同设备组。例如，可以创建一

个“圆形”的 X轴平移效果，以便可以在任何时候将该效果应用于所有具有 XY通道特性的不同类型的摇头灯或扫描灯。

因此，同样的效果可以同时无限次播放。该处制作的“效果”按钮的使用仅限于实时控制。因此，不能将它们拖放到时

间轴或手动淡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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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效果按钮的制作

效果选择窗口

当你添加一个新的灯具的时候，软件会自动提

供该灯具自带的各种内置效果，如 (X/Pan,
Y/Tilt, RGBW, CMY 等).。从跳出的列表中勾选

你需要或者不需要的效果即可。

除了动态效果，如颜色或 X/Y 倾斜，软件还提

供各种自定义效果，如 dimmer, shutter 等... 这
些自定义效果可以帮助你打开光束，使灯具在

默认情况下是出于激活状态，你可以让灯具立

即开始工作。

所有添加到灯具的特效都可以随时更改更新。

此外，如果你的项目里包含了内置各种特效的

灯具，软件将不会增加多余的效果，以便操作

更简单。

例如：软件已经内置了一个“圆形”旋转效果，

不建议你重新创建一个新的，因为它适用于所

有 X/Y旋转的灯具。

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通过软件顶部主工具栏的“新效果”按钮创建新的“效果”按钮：

在当前选项卡中添加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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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实时效果按钮

选择单个/多组灯具，然后单击效果按钮，所选的灯具就会实时播放当前特效。

注意： 选择单个/多组灯具，你可以同时合并播放多个特效。如果特效的参数相同的话，前面特效将会被后面的特

效替代（如同一组灯具播放红色特效，再同时合并绿色时，实时特效为绿色）.如果特效的性质不同，两种特效将

同时实时播放（如同一组灯具，同时选择播放红色和 X轴旋转，灯具会旋转的同时播放红色特效）。

你可以通过主工具栏的“释放所有效果”按钮同时释放当前所有效果：

单击此按钮，可释放当前所有灯具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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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选择灯具

=
不显示相关效果

灯具选择区域特效编辑区域

特效自定义编辑

两种方式打开特效编辑器：

CTRL +单击 特效按钮

OR
右键 特效按钮 单击编辑 进入特效编辑器

未选择灯具前，特效按钮显示灰色，即未激活不能使用。

编辑特效前，首先要选择灯具，然后再做特效，以便让软件知道你是在哪个灯具播放哪种特效。

选择灯具后，软件会自动显示该灯具（灯库）内置的相关特效，即该灯具可用的已激活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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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活的特效中，颜色的编辑设置必须 RGB色盘中更改，特效编辑里面的参数都可以自定义修改。

特效列表中，有两种不同的效果，

一种是适用于所有灯光灯具的，

另一种只适用于矩阵类型的灯具。

选中灯具后，如果对应的特效按钮没有变亮激活，即说明当前灯具不能使用该特效。

Specific effect tab

选择特效按钮，

将自动加载相关的效果编

辑器，进行参数设置。



用户手册 –如何使用效果 8

梯度渐变特效

梯度特效可以在一组灯具上设置颜色渐变效果。

双击颜色框即可增加颜色点，单击各个颜色点可以移动颜色点，也可以通过 RGB色盘改变各个点的颜色。

两种梯度类型：

 静态梯度：选择的灯具一起呈现所设置的颜色梯度，颜色不渐变。

 动态梯度：选择的灯具从第一个颜色渐变到另一个颜色。颜色之间的渐变时间可调。

单击图标的箭头，可设置颜色渐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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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跑灯特效

序列特效可创建线性颜色序列效果，它有几种类型的效果，通过下拉效果选择器选择不同的效果类型，对于每个效果，

您可以选择速度、强度、循环动画、渐变时间、颜色数目、每种颜色的面积大小(灯具数量)、渐变颜色、跳跃步骤数以

及动画的方向等设置。

以上所有的参数都可以自定义改变，知道满足你的需求。

效果

选择器

方向选择

器

当前选择项目的

推杆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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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呼吸特效

该效果曲线允许在所选设备的每个通道中分配一个数学曲线，根据所选曲线改变所选通道的 DMX值(0至

255)。若要分配通道，只需在通道列表中选择即可(对于多光束灯，可以通过单击+号来单独选择每个光束)。
从下拉列表中可以获得不同的曲线。

对于每一种类型的曲线，都可以调整各种参数，如振幅、相位、比例和偏移量。

对所有效果的通道都通用的持续时间，可以在位于曲线显示框顶部的“持续时间”框中更改。

最后，可以使用多达 8个参数来创建一个整体效果:

 Ampli振幅:：所选择的器件将发挥相同的效果与常规 DMX振幅。

 Phase PHI相位：所选设备之间的相移将起到相同的效果。

 Ratio比例：调整示例的数量，以编辑生成的步骤的数量。

 Offset偏移量：所选设备将会在曲线上产生相同的曲线效果，并且在曲线上有一定的范围。

 Phasing PHI相位：所选设备将发挥相同的效果，每个所选设备之间有时间差。

 Offset偏移量：所选设备将播放相同的效果曲线，并在每个设备之间添加一个常规 DMX偏移范围。

 Precision精度：调整样本的数量，因此产生的步骤的数量。

 Intensity强度：一般强度的效果可以增加或减少。

注：曲线比值越大，得到预期结果的精度越高。

通道选择

曲线选择器

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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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倾斜特效

X/Y平移效果允许您快速创建移动摇头灯或扫描灯以及所有有 X/Y平移效果的灯具。它提供了七种基本形状，如线、圆、

随机路线、星星、十字、花和漩涡。

当您从形状栏中选择一个形状时，软件将要求您自定义输入该形状需要控制点的数量(数量越多可以改变的因素越多)。
这些点可以自定义移动以便修改成不同的几何形状。

“持续时间”记录框会改变每个控制点之间的时间，并影响该效果的总体速度。

最后，下面是一些可以自定义设置的参数：

 Phasing相位:所选灯具将播放相同的效果，但有时间差。

 Step步数：在模式中选择步数，它可以增加运动的精度。

 Precision精度：调整样本的数量，因此产生的步骤的数量。每个检查点之间的蓝点表示创建移动所需生成

的步骤。速度的影响也会随之改变。

 Offset偏移量：所选灯具将在通道上以 DMX范围的常规偏移量播放相同的效果(通常，此参数提供灯具的

扩展定位)。

播放当

前效果

方向选择 移动光

标

全选移动选择起点 添加控制点 删除控制点

形状

选择栏

鼠标右键保存当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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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效果

预设效果允许创建按钮，您可分配一个或多个通道/预设。

这些特殊按钮可以显示(或不显示)一个滑块，以在参数或选定的预置范围内调整电平。

Note:当预设效果按钮创建并在效果选项卡中可见时，右击滑块区域将影响光标的值并同时启动效果。左击可让您在触

发效果之前调整滑块值。

对于每个按钮，你可以选择模式：

 百分比: DMX值变化发生在参数范围或选定预置的最小和最大百分比之间。

 DMX值: DMX值变化发生在参数范围或选定预置的最小和最大 DMX值之间。

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按钮来控制所有夹具的参数和预置，如调光器类型或百叶窗类型，并在单个操作中同时分配夹具

选择的级别。

您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特定的通道和/或一个或多个特定的预置上创建具有通用光标的按钮。这种效果对于管理所选装置

的公共功能特别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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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灯效果

此效果仅适用于从软件的配接管理器窗口中以矩阵形式组成的灯具（灯库文件为矩阵型的灯具）。

Note:该选项，仅用于矩阵效果。此选项允许将矩阵效果应用到当前选择中的矩阵(选择整个矩阵或仅仅是矩阵的一部

分)。

两个方式可激活该功能：

 在效果场景或者程序编辑器中 单击效果工具栏上的 «应用到 »按钮

 使用实时效果

鼠标右键效果按钮

单击‘应用到’选项

效果将在启动和播放效果后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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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效果

矩阵效果为带有 RGBW / CMY参数的灯具矩阵创建颜色效果。它有几种类型的效果，可以通过下拉列表选择。

对于每个效果，你可以选择速度，强度，循环动画，淡出时间，颜色的数量，每种颜色的大小(取决于灯具的数量)，每

种颜色之间的淡出距离，跳过的步骤的数量和动画的方向。

这种效果只适用于作为一个矩阵的配置文件。必须为您的照明装置创建一个带矩阵的 DMX工程。

动画效果

动画效果仅适用于 RGBW / CMY参数的矩阵，允许您选择 5个“类型”选项卡下可用的动画。对于每个动画，你可以

调整速度，强度和色彩饱和度。

效果选

择栏

se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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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效果

Media效果允许在 RGB/CMY矩阵上分配所有多媒体类型(图像、动画 GIF、视频等)。

对于每个媒体文件，您可以调整速度，强度和色彩饱和度。

‘打开’按钮可以选择多媒体文件。

如果你选择的媒体文件是视频文件，相应的播放 /暂停,记录和停止 按钮将会自动出现。

选择要捕获的视频区域，然后按下‘记录’按钮开始录制。当您停止录制(停止按钮)时，预览允许您预览最终的呈现效

果。必要时重复，然后保存效果。

Note:该软件根据所选矩阵的分辨率重新计算媒体文件的分辨率。因此，分辨率过高的文件可能无法正常显示，呈现也

将不真实。因此，最好选择低分辨率的视频文件和图像，并尽可能尊重 RGBW矩阵的分辨率(高 x宽)。

打 开

多媒体

在矩阵中选择一个区域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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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效果

文本效果允许在 RGB / CMY矩阵上简单地滚动文本。输入框允许您输入要显示的文本和要使用的字体。

您可以更改文本和背景的颜色，并使用水平和垂直偏移按钮来调整文本在矩阵中的位置。

这些参数用于改变文本的滚动速度、显示强度和滚动方向。

视频效果

视频效果允许您在 RGB/CMY矩阵上播放实时视频。这些视频步骤不会生成，并且效果进占用很少的计算机内存和 CPU
功率。你也可以播放更长的视频文件。你可以在视频上选择一个区域，设置循环播放，改变显示的强度和饱和度。

输入显示

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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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果中创建其他静态级别

对于每个效果，您可以将静态级别分配给不受效果影响的参数(通过预置或通道窗口)。

这些级别受灯具类型的影响，如果添加了这些级别，这些级别就特定于效果。如果您想要为几个 fixture家族创建静态层，

那么您必须在编辑效果时一个一个地选择每个家族并分配所需的层。

在你选择触发这些效果按钮的同时，这些级别数值也将被重置恢复。

COURSE ORDER OF THE FIXTURES

添加新装置时，将为其分配一个索引(根据其默认的 DMX地址)。灯具的效果图是根据这个指标来制作的。但是，如果不

满足您的要求，可以通过 2D视图工具栏中的“分配 id”按钮重新分配灯具索引。为此，请选择要重新组织的灯具，并

按下此按钮来显示“分配 id”窗口，然后定义新的索引顺序：

您可以通过拖放或工具栏上的箭头来重新排序。顺序按从左到右。play播放按钮允许您查看新的灯具顺序，方法是将当

前灯具的 DMX级别发送到 255(参见 output窗口和 2D视图窗口)。

在制作效果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调出编辑窗口。

记录按钮 允许您定义灯具顺序，直接通过点击 2D区域的灯具进行选择。

现在你可以创建场景和效果，通过参考用户手册“如何使用时间轴”允许你优化你的控制显示和同步触发与其他音频和

视频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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