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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PEDECK CT 设备介绍
Loupedeck CT 是为提升您的创意流程而设计的多功能化的后期调控设备。它本身拥有一个内置储存卡、蓝牙连接（后
续配置软件更新后即能激活该功能）、两块触摸屏多达12个按键功能（包括无数的功能页面）、七个可旋转控制钮（其中六
个也同时拥有按键功能）以及20个按键。

 

稳健设计

Loupedeck CT 拥有经过电镀化的铝制面板和旋钮键帽，设备后背的材料为工程塑料。 

Loupedeck CT拥有方形的游戏开关按键，和稳健的圆形按键。所有按键下都配有RGB背光灯。

两块LCD显示屏都有塑料膜保护层。触摸屏其中之一是网格状的触摸屏。

内部存储

Loupedeck CT 内置一个方便携带的8GB记忆体。您可以方便地将您的工作项目或其他重要文件从编辑地转移到您家或
工作室。 您也可以将您个人的档案储存在设备中，方便随时读取。

蓝牙功能

Loupedeck CT 装备了蓝牙功能。该功能将在后续的配置软件升级后开启。

可拆卸USB数据线

Loupedeck CT 装备了：

• 1米长可拆卸的 USB 数据线

LOUPEDECK CT 调控台

Loupedeck CT 的控制元素有：6个可旋转的旋钮（带有按压功能）、触摸屏（带有触摸按键）、8个圆形按键、12个方形按键
以及1个大旋钮（自带触摸感应屏）。这五大控制元素被分为以下两个类别：

类别一： 普通元素 

类别二： 工作区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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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元素

普通元素包含您整个创意过程的大多数所需功能，譬如保
存和方向键。它们的功能不会因使用软件的变化而有任何
改变。 

a. 圆形按键

b. 方形按键

 工作区元素

该组的元素由工作区控制。每个工作区所含的动作和功能
随现有的工作区变化而变化，譬如评级工作区的旋钮功能
有别于色彩调整工作区的旋钮功能。 

a. 旋钮

b. 触摸键

c. 转轮（包含触摸屏）

普通元素

在Lightroom Classic中，圆形按键主要用于去往不同的工作区。圆形按键下方标示了1至8的数字编号，它们会根据指定动
作类型的不同而变化背光灯的颜色（比如绿色是工作区的标识色）。

请注意：如果工作区链接被指定到了触摸键，那么当工作区改变时，按下对应的触摸键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此时触摸键
上被赋予的功能已更改。

无论激活了哪个工作区也无论在Lightroom的图库模式还是开发模式中 ，方形按键主要用于最常用的动作。 

不像圆形按键，方形按键已经标示了一些在每个编辑软件中都很常用的动作/功能，譬如保存、回车和方向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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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圆形按键，方形按键也以RGB色的LED背光灯标示，它们会随着指定动作类别的不同而变化颜色，譬如紫色是动作类型的
标识色。 

工作区元素

旋钮主要用于最常用的调整，譬如基础调整工作区的曝光度。旋钮同时也有按压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按压旋钮即能重置参数，
譬如按下对比度旋钮可以重置对比度参数归零。 

 小窍门： 如果您不需要重置参数，你可以指定其他的按压功能到旋钮上，譬如设置曝光度旋钮的按压功能为自动色调
调整，或者设置色温/色调旋钮的按压功能为自动白平衡。自定义功能能够极大地加速您的编辑速度！ 

触摸键（触摸屏上）包含在每个工作区中都最常用一些动作，譬如评级工作区中的3星评级。某些工作区有几个页面，包含了不同
的动作/功能。这些页面在工作区的首个触摸页面上有快速链接按键，无需翻找就能直达该页面。

在某些工作区，首个触摸页面也包含旋钮或转轮的页面链接。通常来说这些链接用于不常用的的工具组，譬如色彩调整工作区
的相机校准转轮。

转轮同时拥有旋转（转轮环）和触摸功能（转轮触摸屏）。几乎在每个工作区中，对应不同的工具组转轮都有一个选择器和一个菜
单，譬如基础调整工作区的色调曲线、降噪、锐化和晕映工具都有一个转轮选择器。按下其中一个链接即能打开用于转轮的一系
列工具。

某些工作区的转轮工具/动作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指定到转轮的动作/调整不会有选择菜单，譬如评级工作区只有网格视
图、Loupe视图和3星评级。

圆形和方形按键
在Loupedeck CT的Lightroom出厂配置中，方形按键主要用于常用动作

（比如回车），圆形按键用来浏览不同的工作区。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常
用动作被指定到了圆形按键上，这些动作不管在哪个工作区中都需要，
譬如前后对比。 

本章将会介绍所有同时指定到方形和圆形按键上的动作，同时也会介绍
一些能够加快您的工作效率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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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名称 项目 功能

方形按键

（通用）
一般信息

方形按键主要用于编辑过程中最常用的功能。

方形按键上已有标示的文字，包含那些可自定义的按键，因为在所有
Loupedeck支持的编辑软件中这些功能即使不完全相同也近似。譬如
保存按键就同时包含了保存和导出功能。

方形按键

（修改）

主页键（O）

FN + 主页键

Lightroom中，主页键有多个功能。根据当下情况的不同，按下主页键
作用于以下四个阶段： 

按下主页键（O）：

- 在本地工具中显示首页面（比如剪裁工具）

- 应用并退出本地工具 

- 显示当前工作区的首页面

- 跳转到主页视图

主页键的特殊功能：

按下 FN+主页键，激活控制OS系统的系统插件功能，譬如屏幕亮度（笔
记本电脑）、媒体和台式机控制。在系统插件中，再次按下主页键可以
激活之前使用的编辑软件，这里指的是Lightroom。

小窍门：你可以使用主页视图作为工作区“浏览器”，这样可以方便地
进入任何一个工作区并指定更常用的动作/功能到圆形按键（比如全
屏），以代替只使用它们去往不同工作区的动作！

按下回车键，应用对
话框中的“OK”。按下
FN+ 回车键，应用退出

（ESC）关闭对话框。

点击键盘模式，设置键盘修改器模式开关。 

只用于Loupe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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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名称 项目 功能

键盘按键

FN + 键盘按键

按下键盘按键，更改圆形按键功能为键盘修改器（已标示在按键下方，
譬如Tab、Shift、Ctrl等）。再次按下键盘按键，退出键盘修改器，将圆形
按键的功能回复为原来的指定功能。 

小技巧：你也可以按住键盘按键激活键盘修改器模式。譬如按住键盘
按键并按下圆形按键7，删除单张图像。不过不是所有的圆形按键都能
通过这种方法激活键盘修改器。

按下FN+键盘按键，激活数字板模式。

再次按下FN+键盘按键，退出数字板模式。

FN

FN + FN

按下 FN+圆形按键，进入动作或链接的第二层级。

按下 FN+方形按键，进入动作的第二层级。

按下 FN+旋转转轮，浏览列表或动作饼图。

按下 FN+FN，锁定转轮触摸屏以防意外触碰到上一个或下一个转轮页
面。再次按下 FN+FN，解锁。

按下 FN+划动转轮显示屏，浏览转轮页面。

方形按键

（可自定义）

复原按键

FN + 复原按键

这系列的按键是完全可自定义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需求重新指
定其功能。配合FN功能键，某些按键有其配对的功能（比如复原 - > 重
复）。

按下复原按键，跳转到Lightroom历史动作的前一个状态。 

按下FN+复原按键，重复历史动作中的前一个动作。 

请注意：在Lightroom的历史记录写入之前，每个调整可能会有1秒钟
的延迟。如果在写入历史记录状态前按下复原按键，该更改不会起作
用并保持历史状态中的前一个可见状态。

保存按键

FN + 保存按键

按下保存按键，打开导出对话框。 

按下FN+保存按键，激活“全像素”导出预设。

请注意：你可以自定义导出预设到保存按键和FN+保存按键上，作为最
常用的单张图像导出预设的设置，而不必使用导出工作区。这种方式
能够加快你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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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名称 项目 功能

A (   ),

B (   ),

C (   ),

D (   ),

E

FN + A (   ),

FN + B (   ),

FN + C (   ),

FN + D (   ),

FN + E

方形按键A至E用于Lightroom编辑中最常用的动作。

按下方形按键A（    ），向上。

按下方形按键B （    ），向下。

按下方形按键C （    ），向左。

按下方形按键D （    ），向右。

按下方形按键E，切换放大/缩小图像。

按下FN+方形按键A （    ），选中所有图像。

按下FN+方形按键B （    ），取消选中所有图像。

按下FN+方形按键C （    ），选中左边的图像。

按下FN+方形按键D （    ），选中右边的图像。

按下FN+方形按键E，显示图像信息。

除了一些常用功能之外，圆形按键主要用于导航不同的工作区。譬如
使用ALT+箭头按键，在放大的图像中导航。 

小技巧1：导航页面后，按下工作区按键设置每个工作区元素的首页
面。该功能和按下主页键的作用相同。

小技巧2：如果你是根据自己的工作流使用工作区的话，你可以根据你
的工作顺序将工作区设置到圆形按键上。

小技巧3：如果你是根据Lightroom的面板使用工作区的话，你可以配
合FN功能键使用。这种方法比较方便记忆，譬如同一按键下控制色调
的调整：

- 基础面板 <-> 色调面板

- HSL面板 <-> 色调分离面板

- 细节面板 <-> 效果面板

- 镜头校正 <-> 相机校准

1：评级

FN+1：评级进阶选项

按下圆形按键1，进入评级工作区的简化选项（图库）。该工作区使用
Lightroom的图库模式并只包含最必要的评级动作。

按下FN+圆形按键1，进入评级工作区的进阶选项（图库）。 该工作区使
用Lightroom的图库模式，包含评级的全套动作，诸如剔除、评级、色
标、旗标和制作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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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名称 项目 功能

2：基础调整
按下圆形按键2，进入基础调整工作区。该工作区主要用于色调和其他
与色彩无关的调整，譬如锐化、降噪和晕映。

3：色彩调整（2）

按下圆形按键3，进入色彩调整2工作区。该工作区主要服务于需要精
准色彩调整的需求，譬如调整色调/饱和度/明亮度等功能。

制作黑白/彩色图像也可以在该工作区中完成。 

转轮还有一些在Lightroom中调整颜色的其他功能。

小技巧：如果你不需要精准的调节色调/饱和度/明亮度（HSL），比较注
重色彩的调色的话，我们建议将“色彩调整”工作区指定到圆形按键3，
而非“色彩调整2”。

4：键盘修改器：ALT

当你放大图像时，按住圆形按键4并使用方向键在图像区域内导航。

当你激活剪裁工具时，按住圆形按键4并使用方向键精调剪裁位置。

请注意：按下ALT键并旋转调节旋钮不会激活阈值视图，也不会激活
Lightroom其他的调整功能。

只有使用鼠标通过Lightroom的图形用户界面调整时，ALT键盘修改器
才会运作。按下ALT键，图形用户界面的面板信息会随之更改（比如基
础面板：色调 -> 重置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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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LOUPEDECK CT

通过使用Loupedeck的配置程序，用户可以管理Loupedeck CT的工作区、页面和动作等等。

启动Loupedeck的配置程序 (      ):

• Windows系统：

• 任务栏：

• 右击任务栏菜单箭头

• 双击 Loupedeck 图标，或者

• 右击 Loupedeck 图标并旋转 “Loupedeck 设置...”

• 开始菜单

• 找到并点击“Loupedeck 设置...”

• 对部分编辑软件

• 请查阅对应软件的用户使用手册

• MacOS系统：

• 菜单栏

• 点击 Loupedeck 图标

• 点击“打开设置...”

• 应用程序文件夹

• 找到并点击 “Loupedeck”

LOUPEDECK 设置软件概述

Loupedeck 设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A. 左边栏包含所有可供指定的内容（动作/功能）

B. 中间栏包含设备图和用户可配置的元素

C. 右边栏包含当前选择元素的所有页面，譬如下图中的触摸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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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upedeck 设置 (     ) 和快速指南（说明书）

2. 搜索你想要指定的内容（拖移到Loupedeck CT图上并
松开鼠标）

3. 可指定的工作区、动作、工具和页面群组

4. 选择待配置的工作区或一般元素（例如旋钮）

5. 通知栏

6. Loupedeck CT 调控台

7. 选择你想要配置的Loupedeck设备 

8. 选择你想要设置的应用程序

9. 选择你想要设置的页面

10. 设备状态

1 3 4 6 7 8 9 1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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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工作区

你可以把工作区当作一个工具箱，譬如笔刷工作区；抑或是
你工作流中的一部分， 譬如色阶工作区。  

一个工作区控制三个工作区元素：旋钮、触摸键和转轮。当
你从一个工作区跳转到另一个工作区，这三个元素的相应
内容也会随之更改。  

创建你自己的工作区：

•  打开工作区主群组 

•  点击 + 加号（青色符号           ），创建一个工作区

•  新的工作区将会被添加到列表底部

•  通过上下拖拽，你可以在工作区列表中调整各个工作
区的序列。

指定工作区到 Loupedeck CT

•  选择某元素标签或在设备上点击该元素，将其指定为
一个工作区：

•  触摸键

•  圆形按键

•  方形按键

•  打开工作区主群组 

•  将你的目标工作区拖移到你想要指定的按键上 

 配置你的工作区

•  从工作区群组中选择一个工作区，或者

•  在设备中选择一个指定的工作区 

•  从左边栏中拖拽你的目标动作到中间栏的设备图中并
松开鼠标键，或者从设备图中将动作图标移除（详见下
一章节：指定动作到 Loupedeck CT）

• 点击钢笔图标，重命名你的工作区（       ）

•  点击垃圾桶图标，移除你的工作区（       ）

配置你的主页视图（工作区）

•  在工作区列表的顶部选择“主页”

•  在工作区列表（在“主页”下方）中打开其他工作区群组
（如果有的话），且/或

•  在触摸屏的上方拖拽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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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和移除动作

动作能够在编辑软件中激活不同的工具和功能，譬如激活
笔刷工具、添加一个标记等等。你可以在Loupedeck CT上
添加或移除这些功能/动作，以更好地贴合你自己的工作
流。

指定一个动作到设备上

• 选择你想要配置的工作区或元素

• 在Loupedeck CT设备图上点击该元素或元素
标签

•  从左边栏中拖拽动作名

• 在动作群组列表的上方搜索栏中键入你想要指
定的动作 

• 在相应的动作群组中手动寻找该动作名

• 工作区、动作、通用动作、工具或页面

从设备上移除一个动作

• 选择你想要配置的工作区或元素

• 选择页面（如果多于一个页面，请见下一个章节：设置
页面）

• 将不想要的功能拖拽出设备图，并在空白区域释放鼠
标键（红色箭头所指区域）

设置页面

当你将动作拖拽到Loupedeck CT设备图上时，你实际上将
它们添加到了一个页面中。每个元素都拥有至少一个页面，
譬如旋钮页面、触摸键页面、转轮页面。当一个页面的可指
定动作达到上限，你可以创建一个全新的页面。页面总数不
受限制。

选择一个页面

• 选择一个元素（例如触摸键）

•  在右边栏中点击你想要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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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新页面

• 选择一个元素（例如触摸键）)

• 下划页面列表（如果存在多个页面）

• 点击加号创建一个新页面

• 

小技巧：你可以重命名页面名称，描述该页面的内容甚至
是元素类型，譬如工具参数旋钮、色彩工具页面或导航转
轮等等。 

如果你使用触摸键上的页面链接的话，该功能将变得非
常有用，因为页面链接包含页面名称。 

 
 
 
 
 
 
 

 

设定页面链接

当你创建好一个页面，你可以在页面群组下找到该页面
链接。

页面群组的内容与工作区息息相关，它只显示选定的工
作区的页面。

你可以使用设备上的页面链接（例如触摸键），无需手划
触摸屏就能快速进入某页面。

从某个工作区复制某页面到另一个工作区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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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点击 Loupedeck设置左下角的图标（       ）即能进入Loupedeck CT 设置界面。

设置群组名 设置 用途

配置文件

配置  
导入/导出

配置包含所有的工作区、指定的调整以及动作。每个支持的软件都有一
个对应的配置文件夹。

点击“导出”，保存或备份你的编辑软件的配置。使用Loupedeck软件，导
出的配置文件可以上传到其他的电脑上并分享。

点击“导入”，将配置上载至你的Loupedeck系统。上传后，该配置文件就
可以立即被使用。 

小技巧：导入前，请提前备份你原来的个人配置文件。

重置插件

点击“重置插件”，打开对话框选择你想要重置的配置文件。

重置配置包含回到出厂设置的工作区和动作。 

请注意：出厂配置在以后的软件更新版本中可能有所不同。

设备配置

已连接设备

序列码

显示名称

闪存盘

 
 
震动 

蓝牙

选择你想要设置的已连接设备 

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对应的序列号

正在使用中的Loupedeck设备型号

当你将Loupedeck CT的USB连接到电脑上，如果你不想接收“硬盘已连
接”的通知，可以将开关设置为关闭。

如果你不想在每次使用触摸屏的时候感受到震动反馈， 可以将开关设
置为关闭。

在Loupedeck的软件更新后，蓝牙功能将被开启。目前，该功能被设置为
关闭状态，你也不能在其他蓝牙设备中搜寻到Loupedeck CT。

蓝牙设置 当前没有蓝牙设置选项

引导指南

Loupedeck CT 的配置软件中有一个快速引导指南，展示了如何使用Loupedeck配置软件和Loupedeck CT调控台的各
项重要信息。 

点击Loupedeck配置软件左下角的“说明”链接，即能快速翻阅引导指南。再次点击该按键可关闭引导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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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动作
通过Loupedeck的配置软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
用户动作的触摸键。用户动作可以启动多项指令，这项强
大的功能不仅可以让工作流更自动化，也可以同时满足
细节的调整。

什么是用户动作？

• 用户动作可以是一个单一指令或绑定在一个动作中
的一组多个指令。 

• 用户可以自行记录用户动作并将其指定到一个按
键、触摸键或旋钮上。 

用户动作的使用

• 首先选择元素的按压动作。如果你选择了转轮或旋
钮元素，在顶部的动作列表中选择“按压”（而非“旋
转”，见右图           ）。

• 从左栏底部的动作列表中找到“用户动作”（User 
Actions）选项卡。

• 所有的用户动作被分为不同的组别（见右图           ）。 

 

请注意：不是所有的应用配置都添加了默认的用户
动作。 

创建&编辑组别

• 按下 “+” （见右图           ）创建一个新的组别，譬如图
中的“New Group”。用户动作的创建窗口会跳出。保
存一个用户动作会自动地添加“New Group”，包括
新的用户动作。

• 按下钢笔图标（       ），为组别重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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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拖拽将用户动作从一个群组移动到另一个群组（
见右图橘色的箭头）。 

• 合并两个用户动作群组：按下钢笔图标（       ）重命名
源群组的名称为目标群组的名称。

• 删除一个群组或所有群组的内容：按下垃圾桶图标（       
，见右图           ）。

 
创建用户动作

• 按下“+” （见右图           ）在一个群组中（比如New 
Group）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动作。按下加号后，用户动
作创建窗口即跳出。  

• 在窗口中为用户动作起一个精简又易识别的抬头（见
右图          ）。用户动作的抬头会显示于触摸屏上（绿
色圆圈）。  
 

小窍门：起名时使用“\n”作为回车键，这样在触摸屏
上就能看到多行的文字了，譬如“My\nAction\n1”。 

• 用户动作创建窗口自动包含首个用户动作指令行（见
右图          ）。 

• 默认设置中用户动作的指令行类型为“快捷键”（见右
图           ）。 

• 点击第一个指令行开始记录一个快捷键，或者

•  从左边栏的群组中（见紫色箭头）拖拽动作到指令行
上。你可以从任一动作群组类别中拖拽想要的动作（
不包括User Actions）。  

 

小窍门：将一个动作拖拽到任一指令行上会自动更改
指令行的类型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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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动作创建窗口底部的“+”栏，你可以添加一个新
的指令行（见右图          ）。 

 

小窍门：从左边栏的动作列表中拖拽动作到“+”栏上
可创建一个新的动作指令行（见品红色箭头）。

• 如果不填写指令行、不点击“OK”图标（见右图         ），
点击用户动作创建窗口上的保存会放弃所有的未填
的指令行。 

编辑用户动作

• 点击转轮图标（    ），开始编辑已存在的用户动作（
见右图          ）。 

• 点击抬头（见右图          ）重命名用户动作。 

• 双击指令行（见右图          ）记录一个新的快捷键，或
点击钢笔图标（       ）。

• 拖拽任一指令行到另一个上，更改用户动作的指令（
见品红色箭头）。

• 点击垃圾桶图标（见右图         ）删除用户动作的现有
行。

Copyright (c) 2017 Loupedec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8



用户调整
除了用户动作之外，可旋转的用户调整也是一项强大的
功能。使用用户调整你可以轻松地调整参数，譬如滑块的
参数。可以在已有的动作的基础上创建用户调整，或者使
用快捷键记录的形式单独创建并指定到左/右的旋钮上。 

 

什么是用户调整？

• 用户调整指带有旋转功能的元素的一个动作，譬如
旋钮和转轮。

• 用户可以使用记录功能录入用户调整，并将其指定
到某个带有旋转功能的元素上。 

使用用户调整&用户调整群组

• 首先选择旋钮或转轮元素，并在顶部的动作列表中
选择“旋转”而非“按下”（见右图          ）。

• 在左栏调整列表的底部找到“用户调整”（User 
Adjustments）。

• 所有的用户调整在用户动作类别中被分为不同的群
组（见右图           ）。  
 

请注意：不是所有的应用配置都添加了默认的用户
调整。 

创建&编辑群组

• 点击“+”（见右图          ）创建一个新的群组，譬如右
图中的“New Group”。用户调整创建窗口即出现。点
击“保存”将自动添加“New Group”包括新的用户调
整。

• 点击钢笔图标（       ）重命名一个群组（见右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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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拖拽的方式可以将用户动作从一个群组移动到
另一个群组（见橘色箭头）。

• 合并两个用户动作的群组：点击钢笔图标（       ），重
命名源群组的名称为目标群组的名称。

• 删除一个群组或所有群组的内容：点击垃圾桶图标（       
，见右图          ）。

创建用户调整

• 点击“+”（见右图          ），在群组中创建一个新的用户
调整，譬如右图中的“New Group 2”。 

• 用户调整创建窗口跳出。

• 点击第一个调整动作指令行，激活快捷键记录功能（
见右图         ），或者

• 从左栏的动作列表中拖拽动作到顶部的指令行（见
紫色箭头）。 

 

请注意：默认配置中用户调整指令行的类型为“快捷
键”（见右图          ）。  

 

小窍门：拖拽一个动作到一个“快捷键”类型的指令
行上会自动更改指令行的类型为“动作”，同时会指
定被移动的动作。

• 在输入框中为用户调整命名（见右图         ）。由于旋
钮的显示框较为狭窄， 起名时使用“\n”作为回车键，
这样在触摸屏上就能看到多行的文字了，譬如“My\
nDial\n6”。

• 用户调整创建窗口中有一个可选项“旋转前动作”
（Action Before Rotation）指令行（见右图          ）。

  

请注意：如果用户调整位于目标编辑软件的某个面板内，
旋转对应的旋钮该指令行即可被用来打开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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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用户调整

• 点击转轮图标（    ），编辑已有用户调整（见右图       
）。 

• 点击用户调整的抬头输入框（见右图          ），重命名
用户动作。 

• 点击钢笔图标（       ），记录一个新的快捷键（见右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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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个人配置
Loupedeck的自定义个人配置是Loupedeck系统中的一
个强大工具。你可以为通过它为任何安装的软件搭配你自
己的调控组件、通过快捷键的方式创建你自己的用户动作
或用户调整，并将它们指定到你想要的位置！

 

什么是自定义个人配置？

•  自定义个人配置包含一系列已记录的用户动作和用
户调整，以及已选动作和调整的排布。自定义个人配
置支持任何已安装的软件。

•  如果目标软件已经安装了原生或第三方的插件，你可
以为该软件制作自己的动作排布。这种方式不需要为
目标软件另外创建自定义配置。

 
创建自定义个人配置

• 打开Loupedeck软件的下拉列表并在列表底部找到“
创建配置...”（见右图          ）。 

 

小窍门：如果你不需要创建自己的自定义个人配
置，可以点击“Get Profiles...”（见右图          ），查看
Loupedeck社群的配置分享！ 

• 在“选择应用”列表中选择你想要调控的应用程序（见
右图          ）。 

• 为你的自定义配置命名，譬如你想要调控的软件名（
见右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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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应用”列表分为两部分：1）正在运行的软件；2）
所有已安装的软件（包括正在运行的）。 

• 如果在应用程序列表中找不到目标软件（软件在独
立文件夹中），可以使用浏览按键定位该软件（见右
图           ）。 

 

请注意：已支持或是在Loupedeck系统中已有配置文
件的软件显示为灰色，不可被再次添加（见右图         ）
。譬如用户已经创建了Access的自定义配置。

• 点击“保存”，保存新的自定义配置文件（见右图         ）
；或者点击“取消”，放弃创建动作（不会保存任何设
置）。

导入配置文件

• 下载的配置文件格式为 .zip或 .lup文件。请注意下载
的配置文件的储存位置。

• 点击转轮图标（       ），打开设置并从打开的窗口中选
择“配置文件”（见右图         ）。

• 在“导入/导出配置文件”下点击“导入”按键（见右
图          ）。

• 在跳出的窗口中你可以选择 .zip或 .lup文件。找到你
储存文件的位置并选择你希望导入的配置文件。

• 点击“导入”按键，打开配置文件创建窗口。你可以在
该窗口中更改配置文件的名称和/或选择该配置文件
对应的软件。 

 

小窍门：如果你安装了目标软件的多个版本，你可以
在“选择软件”列表中选择不同的版本再导入已有的
配置文件并将其指定到该版本上（见右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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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配置文件

• 点击转轮图标（       ），打开设置并从打开的窗口中选
择“配置文件”（见右图         ）。

• 在“导入/导出配置文件”下点击“导入”按键（见右
图          ）。 

• 选择你想要导出的自定义配置或插件配置（见右图     
），点击“导出”（见右图         ）。

• “另存为...”窗口跳出，为配置文件命名后点击“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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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OUPEDECK CT

Loupedeck CT 不仅能够支持不同的应用程式，它还能够自动根据使用的编辑软件自适应所有的参数和工具箱。连
接上它，你就能够马上开启你的后期编辑之旅！ 

Loupedeck CT 具有高度的可配置性，你可以将动作和功能指定到每个按键上。不管你使用的是哪个应用程序， 

Loupedeck CT 都包含一些预设的动作和功能（例如回车、退出、主页键等），方便你快速上手。 

部分预设的动作可以通过自定义改变其功能，以更好地贴合你自己的工作流，譬如保存键的功能可以更改为导出、保
存为网页所用格式、另存为，甚至可以改为一个自动导出的预设。

主页视图和主页键

使用Loupedeck CT，你需要首先熟悉配置软件的主页视图。从主页面你可以快速进入各个工作区进行设置。如果主页
视图中有超过12个工作区，它们将被分配到多个页面以供选择。 

按下主页键（下图中标示出的按键）即能到达主页视图。 

Loupedeck CT的不同状态或是不同的编辑软件也有可能导致主页键也同时拥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案例1：当激活了某一同时控制旋钮、触摸键和转轮的工具，并且第二个旋钮页面也被激活的时候，

•  第一次按下主页键可以将该工具的页面设置为优先

•  第二次按下主页键应用更改并退出该工具的页面、回到
先前使用中的工作区

#案例2：选择了工作区元素中的其他页面而非首页面，

•  第一次按下主页键将选择首页中的所有工作区元素

•  第二次按下主页键将激活主页视图

小技巧：部分工作区的的首个转轮页面是一个转轮选择器。
你可以通过转轮选择器设置四种不同的工具。你可以使用主
页键“关闭工具设置”并回到转轮选择器。

按下FN+主页键将激活一个系统插件，再按下主页键可以将
你带回到前一个编辑软件。

请注意：编辑软件的动作不能被自定义到主页视图上，因为
它们可能只在编辑软件的某种特定模式下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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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和方形按键

圆形和方形按键是CT上的常用元素，它们的功能不会因为
工作区的改变而改变。所有的圆形按键和大部分方形按键
都是可以自定义功能的，不包括主页键、回车键、键盘键或
FN功能键。  

按下FN功能键的同时再按方形或圆形按键可以开启该按键
的第二个动作/功能。按住FN功能键后，所有被指定了第二
个动作功能的按键的背光会变得更亮。未被指定动作的按
键将没有背光。

小技巧1：我们建议根据您的工作流顺序将工作区指定到圆
形按键，使得工作流变得更流畅方便。

小技巧2：我们建议您将自己最常用的动作指定到A到E按
键。譬如将上下左右方向键指定到A到D键，放大/缩小功能
则指定到E按键。

键盘修改器模式

按下左下角的键盘按键，Loupedeck CT的圆形按键可以
更改为键盘修改器。当键盘修改器模式被激活，左下角的键
盘按键的背光即变为红色，同时所有的圆形按键的背光变
为白色。再次按下键盘按键可以使Loupedeck CT回到一般
状态。 

键盘修改器的功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圆形按键：Tab键、Shift
键、Ctrl键、Alt/Opt键、CMD/Windows键、空格键、删除键和
退格键。同时使用FN功能键，键盘模式下的圆形按键等同于
键盘上的F1到F8键。

小技巧：按住左下角键盘按键的同时按下某一个圆形按键
可以单独激活键盘修改器的某一功能。这样操作不会激活
整个键盘修改器模式，而只是使用你需要的其中一个键盘
修改器功能。譬如在不激活键盘修改器模式的情况下，按住
键盘按键的同时按下圆形按键8即能只激活删除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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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板模式

同时按下FN功能键和键盘按键（如右图），Loupedeck CT
的触摸屏将变为数字板，包含基本的计算功能，如+, -, ×, ÷ 

和 =。 

再次同时按下FN功能键和键盘按键，使Loupedeck CT回到
原来的状态。

当激活数字板模式的时候，FN功能键和键盘按键的背光灯
变为红色。另外，激活数字板模式也意味着同时激活了键盘
修改器模式。

常用动作

部分动作在所有应用程序中都适用，譬如回车键、退出键
（ESC）和保存键。  

回车和退出功能（FN+回车键）可以使用同一个按键，它们可
以被用来应用或取消不同类型的对话框。回车/退出功能是
固定的，不能被自定义。

复原和重复功能（FN+复原）被指定到同一按键，保存和另存
为（FN+保存）也是如此。复原键（Undo）和保存键（Save）都
可以自定义。 

小技巧1：我们建议您将最常用的导出预设指定到保存键和
FN+保存键。这样就不需要另外创建一个导出工作区了。

小技巧2： 如果您不需要重复功能，我们建议您将“全部重
置”或“全部复原”功能指定到FN+复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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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FN）按键

Loupedeck CT 有两个相同的FN功能键。功能键的作用如
下：

•  按住FN功能键的同时按下圆形或方形按键，可指定第
二个动作/功能。

•  按住FN功能键的同时转动转轮，可以选择转轮列表和
动作列表。

•  按住FN功能键的同时横向手划触摸屏，可以划动锁定
的转轮触摸屏。关于转轮触摸屏的显示功能，详见具体
的应用程序相应的使用指南。 

•  按住FN功能键的同时转动转轮， 部分转轮触摸屏的显
示功能需要再次旋转调整， 详见具体的应用程序相应
的使用指南。 

•  同时按下两个FN功能键，可以锁定触摸屏划动（详见下
一章节）。

转轮触摸屏锁定

同时按下两个FN功能键可以激活转轮触摸屏锁定，以防意
外触碰跳转到其他的转轮页。

如果你需要划动转轮触摸屏以浏览转轮页的内容（例如色
彩选择工具），那你就需要使用“转轮触摸屏锁定”功能。 按
住一个FN功能键的同时划动触摸屏，可以在锁定的转轮触
摸屏上浏览。当激活了一个无需划动的转轮页的时候，转轮
触摸屏锁定功能将被自动释放。

按住FN功能键的同时转动转轮即能浏览转轮触摸屏上的功
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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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钮

旋钮是工作区元素的一部分，所以每个工作区都有自己对
应的旋钮调整（动作/功能）。

除了可以旋转调节之外，旋钮还有一个按压功能。按下旋
钮，用户可以重置该旋钮的参数，另外还可以自定义其他的
功能到按压功能。通过双击旋钮旁显示侧条上的图标或名
称，用户也可以激活重置功能（或其他自定义到按压功能上
的功能）。

旋钮的旋转变量显示在旋钮旁的竖条触摸条上。按压功能
不显示在显示屏上。

按下FN功能键，旋钮不会有第二层功能，但是用户可以有多
个页面的旋钮功能可供选择。纵向手划触摸屏即可浏览不
同页面。 

小技巧：我们建议您将最常用的旋钮功能指定到第一个旋
钮功能页面，较少使用的旋钮调节功能可自定义到第二或
第三个旋钮页面。

 

触摸屏和触摸键

如同旋钮，触摸键也是工作区元素的一部分，在每个工作区
内都有自己单独的动作/功能。

使用触摸键激活命令、功能或动作。它们是完全可自定义
的。

按下FN功能键，触摸键不会有第二层功能。不过就像旋钮页
面，按下FN功能键同样可以调用多个页面。 横向手划触摸
屏即可浏览不同页面。 

小技巧1：我们建议您将最常用的动作/功能指定到第一个
触摸键功能页面，较少使用的动作可自定义到其他页面。将
页面链接指定到触摸键上能够快速浏览其他页面。

实际上，页面链接的功能等同于划动触摸屏，但是将它自定
义到触摸键上可以大大减少你划动触摸屏的次数。你也可
以使用同样的方法设置旋钮页面和转轮页面。 

小技巧2：在触摸屏上按压一个触摸键（动作/功能）超过半
秒钟，该动作的名称将会显示在转轮触摸屏上！你可以通过
这种方法熟悉新动作/功能的对应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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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轮

转轮同时控制外层旋钮的旋转调节和中间显示屏上的触
摸键动作。

如同旋钮和触摸键，转轮也是工作区元素的一部分，在每
个工作区内都有自己单独的动作/功能。

按下FN功能键，转轮不会有第二层功能。不过就像旋钮页
面和触摸键页面，按下FN功能键同样可以调用多个转轮
页面。 横向手划触摸屏即可浏览不同页面。

同时按下两个FN功能键可以锁定转轮触摸屏划动。当点
击选择了某个通过手划控制变量的的转轮部件（例如颜
色选择器工具）时，也可以锁定转轮触摸屏划动。

某些转轮部件里还有子页面，横向划动转轮显示屏即可
浏览，譬如高光、中调和阴影色轮等。关于这些页面的具体
功能可以查看对应的图像/视频编辑软件使用指南。

已激活的功能在转轮触摸屏上显示为淡蓝色描边，用户
可以通过旋转调节该动作/功能。一般的动作/功能没有特
殊的色彩提示色，譬如右图中的“自动色调”。  

按下FN功能键并旋转转轮可更改转轮部件上的已激活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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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设备按键/旋钮 功能

Loupedeck CT调控台上的
一般功能

主页键（Home) 
FN功能键

根据Loupedeck CT的不同状态以及编辑软件的不同，主页键有多
个功能。

#例一： 

如果旋钮有两个激活页面，主页键成为一个多功能、自适应的可控
制旋钮、触摸键和转轮的工具。

主页键功能： 

• 按一下设置工具的页面至第一页

• 按两下应用工具的变更并退出该工具、回到之前的工作区

#例二： 

设置工作区元素除第一页外的其他页面。

• 按一下为所有工作区元素选择第一页

• 按两下激活主页视图

按下FN功能键 + 主页键，激活系统插件，可调整系统级别的命令和
动作，而非你当前使用的编辑软件的动作/功能。当激活系统插件，
按下主页键回到之前使用的编辑软件。 

FN功能键

按下FN功能键 ，激活圆形按键和方形按键的第二层功能。拥有第二
层功能层的按键的背光灯会更亮，没有任何功能的按键则没有背光
灯。

按下FN功能键 （左）+ FN功能键 （右），锁定转轮触摸屏。划动锁定的
转轮触摸屏，按住FN功能键的同时划动。 再次同时按下两个FN功能
键，解锁转轮触摸屏划动锁定。

按下FN功能键 + 旋转转轮，更改指定到转轮页面的调整。

键盘修改器
数字板

键盘键（Keyboard） 

FN功能键

按下键盘按键，激活键盘修改器模式（键盘键的背光灯将会变为红
色，且圆形按键的背光灯变为白色）。当键盘修改器模式被激活时，
圆形按键的功能将遵循按键下方的图标功能。再次按下键盘键，关
闭键盘修改器功能。

按下FN功能键 + 键盘按键，激活数字板模式。当该模式被激活时，你
可以将触摸键当作计算器使用。 再次按下FN功能键 + 键盘按键， 关
闭数字板模式。.

一般按键

输入键（Enter）

复原键（Undo）

保存键（Save）

FN功能键

按下输入键，激活回车键。  
按下FN功能键 + 输入键，激活退出（ESC）。 

按下复原键，激活复原功能。  
按下FN功能键 + 复原键，激活重复功能。 

按下保存键，激活保存功能。  
按下FN功能键 + 保存键，激活另存为功能。 

小技巧：复原键和保存键都是可自定义的。譬如在需要的时候，你可
以将另存为（功能）更改为更方便的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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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栏选项
点击Windows系统的任务栏图标或OSX系统的菜单栏图标，用户可以找到Loupedeck的更多选项。譬如右图的这个图
标： 

选项名称 项目 功能

Loupedeck设置
（Windows系统）

打开设置... （OS X系统）

点击Loupedeck设置（Win）或打开设置... （OS X），打开Loupedeck
配置软件。

下载Loupedeck更新
（Windows系统）

更新 Loupedeck 
（OS X系统）

打开Loupedeck官网的安装页面，下载使用指南和最新版本的配置
软件：

https://loupedeck.com/en/setup/

键盘修改器模式
（仅适用于Loupedeck+）

点击键盘修改器模式（Keyboard Mode），开启或关闭该模式。

该功能仅适用于Loupedeck+。

帮助

点击帮助（OS X系统中的用户指南链接），打开Loupedeck技术支持
页面，查看常见使用问题和答疑。

如果在常见答疑中没有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您也可以在该页面的
底部填写Loupedeck的客服表格。

https://loupedeck.com/en/support/

点击打开用户指南

法条
（仅Windows系统）

打开Loupedeck的法律指南页面，了解更多Loupedeck的质保条
款、产品安全信息、商标以及其他各项权益。

关于
（仅Windows系统）

版本：2.5.0.981
（仅OS X系统）

点击“关于”，查看您的Loupedeck配置软件的当前版本和版权信
息。

举例： 
Version 3.0 (3.0.0.2362) 
Copyright © 2017-2019 LoupeDeck Ltd.

在OS X系统中，点击顶部菜单栏中的Loupedeck图标，查看灰色字
体的Loupedeck版本号（3.0.0）和构造号（2363）。

重启Loupedeck
（仅Windows系统）

点击重启Loupedeck，关闭应用程序并重启Loupedeck软件及服
务。

终止Loupedeck

（仅Windows系统）

退出（仅OS X系统）

点击停止Loupedeck（Win）或退出（Mac），关闭应用程序并重启
Loupedeck软件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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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调试 
（仅Mac系统）

使用这个功能请单独咨询客服人员。Loupedeck不建议您在未曾咨
询的情况下启动调试程序，这可能导致您的电脑运行缓慢。 

开始调试程序后，菜单内容可能更改为终止调试。您可以点击终止
调试（Disable Debug）停止其进程。 

调试程序完成后，您的桌面上会出现一个loupedeckLogs.zip文件
夹。如果客服人员没有要求的话，您可以将其删除。

更新LOUPEDECK
当Loupedeck配置软件有更新可用时，任务栏中会出现一个小图标，如右图：   

打开任务栏图标并选择“下载Loupedeck更新”（Win）或“更新Loupedeck”(OS X)，打开Loupedeck网站 www.loupedeck.com 。在
官网上找到最新版本的Loupedeck配置软件版本，下载并更新。

疑问&解答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任何问题，请参看以下答疑。

为什么无法安装软件？

Loupedeck CT使用只在64位环境下运作的Loupedeck配置软件（Windows 10系统和MacOS 10.12及以上版本）。如果您需要安装
Windows 10系统，请选择64位环境的系统版本安装。如果您将32位的Windows 7/8/8.1升级到Windows 10，您的系统环境可能是
32位的。如果您的Windows 7/8是64位的，您的Loupedeck可能能够运作，因为苹果系统的运作和Windows 10极为相似。

我使用USB数据线连接了Loupedeck CT，但是为什么好像并没有连接上Loupedeck软件？

1. 数据线可能坏了，请尝试使用其他的USB数据线

2. 断开Loupedeck CT和电脑的连接，重启Loupedeck软件并重新连接数据线

3. 卸载Loupedeck软件并重装最新版本的Loupedeck软件（www.loupedeck.com/en/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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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驱动安装错误（Windows系统）：

• 打开设备管理（使用Windows中的搜索来定位“Device Manager”）

• 打开网络适配器（“Network Adapters”）并定位远端NDIS兼容设备 “Remote NDIS Compatible Device”）

• 如果您能够在该位置找到驱动，则Loupedeck已被正确安装

• 如您需要更多帮助可联系客服

为什么Lightroom看上去不能和Loupedeck CT适配？

Loupedeck CT无法支持低版本的Lightroom Classic（比如6.14）。Loupedeck CT可能可以在Lightroom Classic 7.4上运作，但是我
们不建议您使用更低版本的Lightroom。

为什么我无法设置功能到Loupedeck CT？

请检查该功能是否已被指定到同一页面。

为什么按下旋钮却不能够重置旋钮参数（归零）？

1. 不是每个旋钮参数都有“零点”可重置。

2. 重置动作被从旋钮的按压功能中移除了。您可以将该动作重新指定到旋钮上。请注意：重置功能与旋钮旋转功能可能相关。

3. 一些软件并不支持重置参数。这种情况下，您可能无法重置参数或将参数设置为某一特定的值。

更多常见问题答疑和技术支持，请参看 www.loupedeck.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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