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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pedeck CT 和 Adobe Audition

使用前…

在你熟悉Loupedeck创意调控台（以下简称为“CT”）并了解它在Audition中的使用方法前，让我们先来
介绍一些注意事项，以便你能更好地理解调控台的使用。

• 在阅读本使用手册的同时也请阅读Loupedeck配置软件使用指南，完整查看软件的安装配置和使用方法，以
免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困惑。

记得你的Audition的第一个部分吗？它的重要性就像是飞机的驾驶舱一样。CT中Audition的第一个部分与之非
常类似，功能性很强。本使用手册会详述这一部分。

• 学会如何使用主页视图快速进入你的工作区和不同的工作模式（按两下主页键来到主页视图）。

• 大多数工作区都有几个页面控制触摸屏、旋钮和转轮，你可以通过左右或上下手划触摸屏找到页面。在CT设
置软件中你可以找到页面的名称。

如果你没有在某个页面找个某个比较关键的功能，它可能在其他的页面上。你也可以通过Loupedeck配置软件
的搜索功能查看该功能（轻点CT软件用户界面上的触摸板，并在搜索框中键入功能的名称即可）。

• 默认的工作区是按照我们认为能够为你提供最佳用户体验的方式创建的，不过你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工作
流和习惯，自定义大多数工作区以及动作/功能的位置。在重要的地方拥有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并加以记忆会
加快使用CT的速度。总定义功能对CT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 部分动作/功能仅以文字形式显示，部分则使用图标的形式出现。如果你不确定图标的具体含义，请长按该图
标在转轮显示屏上查看该动作的名称。

• 你可以拥有多个用户配置档案。使用Loupedeck配置软件制作你的用户档案，用户档案的数量取决于你个人
的工作流，制作最适合自己的档案并将它们保存在CT内置的存储器中。

• CT的设计初衷并不是完全摒除鼠标的使用。对于有些功能，CT搭配鼠标甚至于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譬如使
用鼠标快速选择片段再使用CT使之静音。对于另一些功能，你可以完全不需要鼠标，使用CT就能够很好的加速
工作效率，譬如选择一个区域、移动片段等等。同时，CT的键盘模式（FN功能键+键盘按键）也在CT转轮上提
供了一个鼠标面板。

• CT调控台有一些极为方便的功能，譬如方向键、复原键和保存键。
按下FN+输入键，可实现退出（Esc）动作，用于关闭对话框、取消选择一个片段或区域等等。

• 由于长度和可读性等原因，本使用手册不会详细介绍所有的可用动作。用户可以在Loupedeck配置软件中完
整查看所有的动作/功能。作为一个Audition用户，你能够理解在配置软件的出厂设置中看到的绝大多数功能和
动作（比如分离、复制、粘贴等等），因此本使用手册将着重介绍CT中涉及Audition使用的部分。



部分底部按键的配置 

部分底部按键的功能已被提前设置好，
配合FN功能键使用，基本可以覆盖一些
Audition用户经常使用的功能（你也可以
自定义这些按键的功能）。

停止和播放功能：Fn + C/D（中间行箭头）

切换录音和切换录音模式：Fn + A/B
（顶行箭头）

切换波形和多轨道视图：Fn + E（底部右键）

请注意你也可以指定第二个功能（配合Fn功能键）到保存按键。
使用CT设置软件，你可以将以上的按键功能全部替换为你最常使用的功能/动作（比如替换“保存”为“另存
为”）。

设置和开始
在Audition中使用CT前，你需要在Audition的偏好设置中选中Loupedeck作为控制界面，如下图。不过在此之
前请先完成Loupedeck软件的安装。

在Audition中使用CT，请先开启Loupedeck软件，打开设置窗口，然后再打开Audition。



工作区

工作区 1: 编辑

工作区 2: 轨道情形和混音器 

工作区 3: 工作区

工作区 4: 窗口

工作区 5: 视图

进入工作区

使用上面提到的按键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的工作区。

如果你双击圆形的主页按键，你可以看到“主页屏”，包含各工作区的链接。主页屏上工作区的顺序排列反映
了它们在调控台上的实体顺序。用户可以自定义该顺序。

如果你正在查看一个某个工作区的某个页面（非首页），点击主页按键一次可以让你回到该工作区触摸键和旋
钮的首页。

你可以拥有8个以上的工作区，使用FN功能键进入子工作区。在某些情况下这项功能非常有用，譬如在主要的
编辑工作区下创建一个子工作区，包含你的某些最常用的编辑功能。

小技巧：这些按键不用只作用于工作区，它们也可作用于其他按压动作。

使用手册排版

本使用手册将主要介绍工作区中提供的各项动作/功能，而不是给出每个工作区中的所有动作清单。 

大部分工作区都有几个动作页面，列于每个部分的开头。本使用手册不会一一介绍所有的转轮和旋钮页面，大
部分动作实际上结合了几个转轮/触摸板/旋钮的功能。



工作区 1: 编辑

该工作区包含一系列用于编辑、录音等实用的功能和动作。你可以尝试上下左右手划触摸屏，查看CT提供
的各项功能页面。 
花点时间探索一下每个页面包含的动作/功能，记住它们的位置有助于加快你的工作效率。 

请记住：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自定义大部分其中的内容。

在页面上，你也可以使用当前选择的工作区的其他页面链接。你可以在配置软件中页面

链接菜单下找到对应的页面链接。

譬如你可以查看第8页中对于工作区1的介绍。

以下是工作区1中触摸板、旋钮和转轮的页面列表。

触摸板 转轮 旋钮
p 1: 移动播放头 + 缩放
p 2: 轻推 + 移动轨道 + 缩放
p 3: 画笔、进点/出点、缩放频率

p 1: 片段动作 
p 2: 剪辑动作 
p 3: 光标工具 
p 4: 片段轻推 
p 5: 删除动作
p 6: 轨道工具  
p 7: 记号工具 
p 8: 页面链接  

p  1:  播放/停止/录音转轮
p 2: 选择转轮
p 3: 滚动转轮
p 4: 光标转轮
p 5: 穿梭动作
p 6: 记号转轮
p 7: 鼠标工具
p 8: 多工具转轮

在多轨道视图中移动播放头

在多轨道视图中有几种方式可以移动播放头，有许多不同的旋转动作。

• 取决于缩放的移动。工作区1的首个转轮页面中旋转动作可以移动播放头，移
动的“步数”大小取决于缩放的状态：当放大视图时，可小幅度地移动；当缩小
视图时，移动得多一些。这个动作在Loupedeck配置软件中被称为Jog，你可以
按照自己的工作流自定义该动作的位置。放大轨道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动作只移
动播放头一帧。

• 穿梭旋转动作使用Audition的穿梭动作移动播放头，每次使用该动作的时候可
以加快或减慢播放的速度。你可以在该工作区的第四个转轮页面找到该动作，旋
转即可达到加快/减慢的目的。按压转轮同样能够该目的。

在多轨道视图中更多地移动播放头

查看第一页工作区1的旋钮使用：使用旋钮可以更多地移动播放头。移动播放头
页面可以按页面移动播放头。



移动播放头至前/后结束于每个片段的起点或终点，抑或是止于每个标记点。本节稍后会介绍如何添加标记
点和专属的标记转轮的方式。

移动播放头至标记点可以将播放头从一个标记点移动到另一个。

选择转轮
使用转轮还可以突出某一区域：按住FN功能键的同时旋转转轮。如果不按住FN

键的话，旋转转轮会在没有选择区域的情况下移动播放头。

该转轮也包含几个按压功能，在连续选择片段和区域的时候非常有用。

在突出某一区域后如果还想标记另一个新的区域，只需要使用转轮将播放头移出

选中的区域并使用FN功能键且旋转转轮，即可选择一个新区域。

调整选择区的进点/出点
调整选择区的进点或出点可以在旋钮页面3中通过旋钮动作实现。

除此之外，通过配置软件可以设置调整进点至开头/终点/左/右和调整出点至开
头/终点/左/右的按压动作。

滚动

滚动在第二个转轮页上。它的按压动作是向左/右滚动页面、轻点可以按页面移动视图。有两个滚动旋转动
作：滚动和滚动页面。前一个小幅度滚动视图，后一个按页面滚动。在出厂设置中，后一个被指定到转轮上。

选择一个音轨

你可以使用页面1右上角的选择音轨旋钮选择音轨。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该功能到任何其他地方。

播放你的音频项目

在转轮上，你可以看到播放/切换动作。播放动作将让音频从播放头的位置开始
播放。另有分开可用的播放和停止动作、切换播放/停止动作，你可以通过配置
软件设置这些动作。 

录音

工作区1的首个转轮页提供了切换录音模式（如图所示有三种状态）和激活录音的动作。

这两个动作都可以通过按下FN+A/B键实现。



选择动作

在出厂配置中，你可以找到全选、在所选音轨上选择所有片段、选择所有时间和选
择当前视图时间。以上动作有助于在大区域内进行快速选择。

除此之外，通过配置软件你还可以设置一系列具体的选择动作，譬如搜索可用动作
中是否有“选择”动作（见右图）。

缩放

CT在Audition中提供了多种缩放的方式。大多数缩放动作已经预设在出厂配置中。不过你完全可以自定义它

们的位置。 

在旋钮页面1，你可以通过旋转实现横向缩放和纵向缩放（音轨高度）。你可能需要经常使用这两个动作，它

们被指定于首个页面上（同样的你可以自定义它们的位置，甚至设置它们到转轮页面上）。

小技巧：按下横向缩放可以重置缩放动作为完全缩小状态。

按下页面1右上角的旋钮可以缩放所选的音轨（选择音轨），由于文字显示了旋转动作的名称所以该动作有可

能不可见。

页面2中，按压动作被指定为缩放至选区；同时你可以使用按压动作找到在进点放大和在出点放大。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全面缩小的动作。

删除一个选中的区域 

使用垃圾桶图标（删除）可以快速删除选中的区域或材料。
该工作区还有一个专门的删除页面，方便你选择删除不同的材料。
小技巧：点击键盘+7（Mac）或 键盘+7/8（PC），可以快速删除所选。不管你在哪个工作区，以上动作都起
作用。请注意在你按住键盘键的时候点击7/8，即能激活修改器模式，CT不会进入键盘状态。

删除动作

第五个触摸页面上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删除动作和丢弃动作。

循环一个区域

首先选中一个区域，然后按下循环图标。在该工作区该动作已经被预设到了第一个转轮页面上（按下动
作）。

循环一个片段

首先选中一个区域，然后按下循环图标。该动作在触摸屏页面1上。



标记点的操作
该工作区提供了7个触摸页面，专用于标记点
相关的动作/功能。通过它们，你可以添加、
合并、删除不同的标记点。另有导出标记区
域和插入所选区域标记到播放列表的动作。
除此之外你也可以激活切换至标记点，配置
软件中还可以设置重命名标记点。 

小技巧：在配置软件中搜索“标记点”相关的动作，同时查看按压和旋转可激
活的动作/功能。

在标记点间移动
使用CT，你可以方便地在多轨道视图中、在你的歌曲上使用标记点，并且快速
地在标记点间移动。譬如你可以在前奏、间奏或高潮等部分放置标记点，这样
你就可以轻松地在各个部分间移动。使用移动播放头到标记点的旋转动作可以
方便地在标记点间移动。

转轮有一个专有的标记点页面：旋转（转轮）的动作可以在标记点间移动（你也可以使用转轮显示屏上的按
压动作），按下（转轮）的动作可以添加提示标记点、删除所选的标记点。为了方便地删除材料，你可以使
用转轮移动到理想的标记点并按下删除所选标记点即可删除。

移动一个片段
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移动一个片段。
譬如，当选中一个片段，你可以使用轻推和轻推5（旋钮页面2），移动一个
片段一帧或五帧。

当光标位于一个片段的开头时，你可以使用横向工具（见右图）向左/右移动
（你可以在转轮显示屏上找到该动作，你也可以将该动作自定义到旋钮上。）

将光标放置在一个片段上，选择横向工具后旋转转轮。
该动作的功能相当于鼠标左键+左/右拖移。

除此之外还有上移/下移/左移/右移的动作可用（向上和向下轻推的动作将移动片段到另一音轨）。

使用转轮更改片段长度
上面提到的转轮上的横向鼠标工具可以用来剪辑片段的长度。
首先将光标放置在片段的边缘，然后使用横向工具旋转转轮或旋钮设置片段的长度。
如果你激活了片段伸展，这可以用来拉伸片段（你可以在触摸屏页面1找到切换片段伸展的按键图标）。

调整自动化点

使用横向和纵向鼠标工具你可以轻松地横向或纵向移动自动化点：



只需要将光标放置在自动化点上并使用想要的工具移动该点。

重命名一个片段

你可以在配置软件中找到重命名动作。

静音片段
对所选的片段你可以设置其静音。 

纵向移动音轨（整理音轨）
旋钮页面2右上角的旋钮可以用来向上/下移动所选音轨。

切换捕捉 
在工作区5可以使用常用的切换捕捉。General Toggle Snapping is on Workspace 5.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具体的切换捕捉动作可用：切换捕捉至片段、帧、循环、标记点、标尺、标尺细调和
零的位置。你可以在触摸屏页面6找到以上动作。

光标工具
在触摸屏页面3找到不同的光标工具。
可选工具有移动、剪切所选片段、滑动、时间选择、选框、套索、笔刷和修复笔刷。
该工作区中你也可以将你最常用的光标工具设置到转轮动作上。 

左/右穿梭
左/右穿梭的动作用来控制回放的速度和穿梭停止。你可以在该工作区的转轮上找到
以上动作。

多工具转轮
该工作区的最后一个转轮页是多工具转轮，一个列表中包含许多旋转相关的动作，譬
如滚动、缩放等。上下划动并旋转转轮即可选择想要的动作。
这个转轮类型非常游泳，你可以在一个列表中放置你最常用的动作。 
该工作区的转轮列表上通常包含了太多的动作，由此可见通过自定义你可以实现许多
的想法，使之更适用于你自己的工作流。

笔刷大小和透明度
通过按压和旋转动作，你可以更改笔刷的大小和透明度。



在出厂设置中，笔刷的按压动作被设置在触摸屏的页面3，旋转动作则被设置在旋钮页面4。

缩放频率
波纹视图的缩放频率可以通过旋转控制实现（你可以出厂设置的旋钮页面4中找到）。

转轮鼠标工具
除了鼠标，你还可以使用CT的转轮鼠标工具移动光标或选择片段。
按下FN+键盘键，进入鼠标模式。
再次按下FN+键盘键，退出鼠标模式。

工作区 2：轨道情形&混音 

触摸板 转轮 旋钮
p 1: 全部 arm/静音/水平                p 1: 轨道 1-6 水平p 1: 轨道1-3 静音/单轨/arm 

p 2: 轨道 4-6 静音/单轨/arm  
p 3: 全部 静音/单轨/arm/等等

该工作区包含一些混合功能和更改轨道状态的动作。
目前，CT的软件配置中设置的动作适用于七个轨道以及宏轨道。

前两个触摸板页面有适用于轨道1-6的以下动作：轨道静音、轨道
单轨、轨道arm和轨道监视器输入（在配置软件中也可设置这些
动作用于轨道7）。另外还有更改极性和预渲染轨道状态的动作
（非出厂设置）。

对轨道1-6，你还可以找到调节轨道音量水平的旋钮。请注意按下这些旋钮将重置轨道音量水平归零。

第三个触摸屏页面适用于宏轨道的以下动作：静音、单轨、arm、监视器输入、极性和
预渲染。

转轮上包含全部arm和全部静音。旋转转轮即可调整宏轨道的水平。



工作区 3: 工作区

触摸板 转轮 旋钮
p 1: Audition 工作区 - -

这里是Audition工作区的集合。 
使用触摸板上的触摸键，你可以切换不同的工作区（就像你可以通过Audition中选择窗口 - 工作区菜单那
样）。
你也可以通过转轮编辑、重置、保存工作区或创建新的工作区。

工作区 4: Windows 

触摸屏 转轮 旋钮
- -p 1: windows 页面1 

p 2: windows 页面2

在这个工作区里，你可以找到显示或隐藏许多专门的任务/信
息窗口。这些动作中的大多数可以用于切换动作：首次轻点
显示窗口、再次轻点隐藏窗口。你可以在Audition中的窗口菜
单下找到这类型的动作。在Loupedeck的配置软件中，这些
动作在动作 -> 窗口文件夹中。

请注意那个文件夹中不是所有的动作都已被添加到了默认配
置中。考虑你经常需要切换的Audition窗口，你完全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自定义这个工作区。

你也可以将自己最常用的Audition窗口设置到转轮上。



工作区 5: 视图 

触摸屏 转轮 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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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pedeck CT 提供了大量不同的视图相关的功能，其中许多功能都可以用于切换动作。它们中的某些被设置
在这个工作区里。
譬如以下动作：显示和隐藏一个文件面板、标记面板、大数据面板、编辑器控制、倾斜显示等等。
由于视图相关的功能太多了，我们建议仔细查看配置软件中包含的所有功能（动作 -> 视图菜单），然后再根
据你自己的需求自定义这个工作区。
你也可以将自己最常用的Audition视图动作设置到转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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