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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说明

场景允许您从步骤或内存中播放静态或动态 DMX级别。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轻松地自定义灯具的编程。

场景按钮显示在软件左侧，可以随时调用或启动。在本章中，您将学习如何创建和使用场景，并组织他们在标签以及在

时间轴。

只有场景按钮可以添加和插入到软件的时间轴里(按住 shift键将场景按钮从标签拖放到时间轴上)。

场景按钮对于各种自定义灯具的操作是必要的，所以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它们很重要。

新建场景标签

可以在“场景”选项卡中创建新场景。您也可以添加无限数量的场景选项卡来优化您的工作空间。

场景窗口 新建场景

按钮

添加新的场景窗口双击可编辑选项卡名称

或分配快捷方式

新建触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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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场景按钮

要创建一个新场景，使用主工具栏上的“添加”按钮。场景将被添加到 场景选项卡 中。注意：活动标签不是“效果标

签”，否则将创建一个效果而不是场景。

置顶窗口

场景的快捷方式:
Keyboard/Midi/DMX…

场景淡入

时间

场景淡出

时间

场景结束跳转

到下一个场景

场景循环

次数

场景名字

暂停

快速调整场景的

速度、调光和相位的

衰减器

重置默认参数

编辑

Blackout /打
开场景光束

时间

在每个场景按钮上，你可

以快速加入场景的速度，

变暗和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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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击场景按钮，打开对应菜单命令并访问场景的不同属性。

场景按钮尺寸

Edit the scene编辑场景

Delete the scene删除场景

重置速度

重置调光器

复制场景按钮及其特效

自定义场景触发模式 : HTP, LTP…

自定义场景街拍模式

在手动渐变工具中添加场景

将场景添加到时间轴

定义场景的发布模式

自定义场景按钮尺寸

将场景特效复制到其他灯具

按钮中显示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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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场景的内容

打开场景编辑器窗口，选择对应灯具，并为场景添加步骤和效果：

场景持续时间:

场景的持续时间，或列表的累积步骤，以及它们等待和消失的时间。

DMX链接:

在编辑场景时发送或关闭场景的 DMX信号。通过关闭传送至现场灯具的 DMX信号，您可以在编程场景的时候，不干

扰目前正在播放的节目及正在工作的灯具。

步 工具栏 持续时间 场景属性

撤销列表

DMX链接

场景步骤及效果 可用效果：取决于所

选择的灯具属性。

场景编辑器

掩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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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工具栏 :

场景属性设置窗口

新建 步

复制 步 粘贴 步 撤销 播放

场景

包含 live
levels

删除 步

剪切 步 持续和渐

变时间

恢复 记录

DMX in

设置场景名字及显示的颜色

(点击 确认)

场景持续时间

选择在场景结束时跳转。

循环次数完成后，场景可以

直接停止(播放)，或设置转

到下一个场景或已定义的其

他场景

选择场景的释放模式

选择音频 BMP模式 可根据音

频播放场景效果

选择启动场景的触发器和快捷

方式 选择按钮的背景和要播放的

音频文件。

选择要使用的标记。请参阅下

面的 DMX标记部分。

淡入淡出时间

循环次数

显示步骤

密码

优先级: HTP或 L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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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步骤

1:单击 "+"按钮在场景

的当前步骤之后添加一

个步骤。

2:通过移动 DMX值推

杆、色盘、X/Y轴窗口，

可以移动编辑更改预置

DMX值。

Note: DMX通道改变

仅对选中的灯具有有效。

做效果时，必须选中对

应的灯具，然后再创建

步骤。

已使用的通道已打开。单击

“On”按钮可从当前步骤中删

除通道值并关闭该通道 DMX。

选择灯具后，可以直接编辑更改

灯具的颜色通道 DMX值，也可

通过色盘，X/Y推杆改变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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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效果

您可以通过单击窗口中可用的效果来将对应的效果添加

到当前步骤的后面(有关效果的类型，请参阅效果手册)。

效果在列表中只播放一次。当列表中还有其他步骤时，

有必要设置一个重复时间来达到这个效果，如本例中所

示：

双击对应按钮进入

并编辑想要的效果

重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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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和预置控制窗口

对通道或预置控件的操作涉及通道状态的更改。通道显示 ON是该通道将被打开。

这意味着对于所有选中的灯具，这个通道都是激活的。理解优先级和了解场景中的活动通道是很重要的。

未使用的频道必须关闭，以避免场景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特别是在它们同时播放的时候。

必须关闭未使

用的通道。

已使用的通道被转换成 ON.这意

味着它们会在整个场景中被激活

(不仅仅是在当前的步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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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或关闭 DMX 输出

可以在任何时候编辑一个场景，即使是在播放的时候。在场景编辑器打开时，根据以下条件可以激活(DMX on)或关闭

(DMX OFF) DMX输出:

场景的 DMX 可以被激活在如下情况：

-编辑的场景没有播放，和没任何效果播放的时候

-编辑的场景在播放，但没有其他场景播放的时候

-编辑的场景正在播放其他的场景也在播放，但是它们之间没有公用的通道。

在其他情况下，场景的 DMX输出变为静音关闭：

对场景的修改不会发送到 DMX输出，以避免干扰正在输出的 DMX。

当关闭 DMX信号输出时，场景的持续时间显示为红色：

如果场景的 DMX输出被激活，而其他场景正在播放和共享 DMX，那么，正在编辑的场景效果将优先被播放。

Example:当前场景 A使用 shutter通道 on模式。如果您创建了一个新的场景 B，更改 shutter通道 off将覆盖

当前场景 A所做的事情，正在编辑的场景有优先权，将覆盖 A场景 shutter通道的 ON变为 OFF。

优先级

 LTP 优先 :最后触发的场景，对所有活动的 DMX通道具有优先级(在创建 DMX步骤和选择预置时将通道设置为

on)。
 HTP优先 :从当前编辑的场景和其他已播放场景来看，当前编辑的场景中 DMX级别最高，具有绝对的优先级。

可以单击使用

DMX激活/关闭

选项

重新激活 DMX
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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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场景选项

场景释放有不同的触发模式:

如果相同的通道:如果至少有一个相同的通道，该场景将自动停止所有场景的播放。

例如:先场景 A播放 X/Y+DIMMER， 后场景 B播放 X/Y或 DIMMER或同时，那么，播放场景 B的同时，将自动停止播

放场景 A的效果。

自动释放场景:当某场景被触发时，它会自动停止其他所有具有相同释放模式的场景。

释放所有场景:触发某场景时，它会自动停止当前‘场景选项卡’中播放的所有场景。将不会停止在其他 ‘场景选项卡’

中播放的场景。

释放列表:当场景被触发时，它会停止列表中包含的所有场景（如果它们正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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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触发

同一个场景，可以设置一种或多种触发模式，以便更方便更快捷的触发同一个场景。

右键点击场景按钮来编辑触发选项。有几种方法可以触发和播放场景。不管触发类型是什么，原理都是一样的。只需触

摸所需的触发器(键盘、midi控制台、电位器、DMX控制台……)，就可以自动将触发器分配到场景中，或者从字段中手

动更改值。

如果选中该触发器，则该触发器在第一次触发动作时启动该场景，并在第二次动作时停止该场景。

例如:当你设置键盘 F1键触发场景 A后，第一次按 F1将触发场景 A播放，第二次按 F1将停止场景 A播放。

设置键盘快捷键

从列表中选择快捷键

设置控制器按钮快捷键

使用 DMX控制器按钮、外部触

点、红外遥控器作为场景触发

器。

一旦释放触发器，

只要触发器本身处于活动状

态，场景就会保持激活状态。

收到触发时自动关闭窗口，

无需验证您的选择

勾选在第一次触发时启动场

景，在第二次触发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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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Midi触发器

任何MIDI控制器都可以连接到计算

机

设置 DMX-IN 触发器

使用接口的 DMX-IN并指定对应的

输入通道的 DMX值作为触发器。

设置 RS 232触发器

使用接口的 RS 232引脚接收触发器

所需的专用 ASCII命令行来触发场

景

发送MDI 信号

启动场景时发送MIDI信号。

发送 RS232 命令

在场景启动时发送 RS 232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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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按钮

此按钮将通过创建一个触发器按钮，来同时调用一个或多个场景、播放时间轴上的一个特定标记点或通过日历时钟触发

某一个场景，从而优化您的现场表演效率。（即一个触发按钮，可以设置触发任意你想要的场景或效果）。

右键单击触发器按钮，可编辑和设置触发器选项。您将能够选择场景并添加不同的触发操作，如时间、日历信息或触发

值。注意： 只有部分控制器支持日历触发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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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用标记时，请单击“标记”选项卡进入

DMX 标记

一旦它们用标记编辑器创建标记，标记就可以在场景编辑器中使用。

标记是全局性的，可以在每个场景中使用。

标记包含 DMX级别。它类似于一个单一的步骤，它是播放所有的步骤的场景。

当您修改标记时，所有使用标记的场景都将直接在几个单击操作中获得新值。

添加新标记: 此命令将创建一个新的标记。如果有正在活动的实时通道，那么标记的

DMX级别将包括在新的标记中。

删除标记: 此命令将删除选定的标记。

添加一个新

标记

删除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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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中设置通道参数

当标记被选中时，您可以使用通道或预置窗口来设置所需的 DMX级别，这与编写场景的步骤完全相同。像在场景编辑

器中一样，标记中使用的通道被打开，让你知道在选择的标记中哪个通道是激活的。如果你在标记中不再需要通道，只

需点击“打开”按钮将其关闭。

框选使用标

记

删除标记

设置标记参数

通过预置和通道控制窗口

显示标记中的哪些通道处于活

动状态的图标

添加一个标

记

标记使用到的通道

将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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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中应用标记

创建标记之后，您可以将它们应用到项目的任何场景中。编辑一个场景时，勾选你想用的标记应用到该场景。

标记将在整个场景的所有步骤上播放。如果场景在与标记相同的一些通道上播放，则标记设置的通道参数优先。

使用时间轴或交叉淡出工具

与效果不同，所有场景都可以集成到时间轴或渐变中。还请参考时间轴和交叉渐变的手册。

勾选激活要使用

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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