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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oupedeck+ 操作 Photoshop

         现在，Loupedeck™ 和 Loupedeck+™ 都能够兼容 Adobe Photoshop 了！此次兼容
能够更好地提升您编辑图片的效率。请仔细阅读本使用手册，了解Loupedeck+的基本功
能，提升您的工作流程，以获取最佳的使用体验。
          通过运行以下版本的程序，Loupedeck+可以实现与Mac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无
缝衔接：
■ Windows® 10

■ Mac® OS 10.12或更高版本
■ Adobe® Photoshop CC 2019 (v.20 或更高版本)

其他支持的软件有：
■ Adobe® Lightroom 6 和 Lightroom Classic CC (v.7.4 或更高版本)
■ Adobe® Premiere Pro (v.13 或更高版本)
■ Skylum Aurora HDR 2018 (v.1.2) 和 Aurora HDR 2019

■ Phase One Capture One (v.11 或更高版本) - beta测试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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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并设置Loupedeck+

设置Loupedeck+非常简单，只需以下三步：
    1. 通过www.loupedeck.com/setup下载Loupedeck软件并安装。
   2. 将USB连接线与计算机USB插口连接。
   3. 开始图像编辑！

         此时您可能会想，等一下，电源线在哪？
         答案很简单，没有电源线!
         因为Loupedeck+是用USB连接线供电的。

         如果想要断开控制台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您无需“安全删除硬件”。
         直接拔下USB连接线即可。

如何供电？

断开电脑连接



如何操作 Loupedeck+

    1. 还原/撤销。配合Fn按键（12）同时按下时，行使区域选择的功能：全选/取消全选。
    2. 按下“自定义模式”按键，为旋钮（9）和P1-P8按键开启自定义层。
    3. 按下色相、饱和度、明亮度按键，选择滚轮影响哪些数值：
                          ■ 色相：使用滚轮（5）调节色彩数值
                          ■ 饱和度：使用滚轮（5）调节调整图层的数值
                          ■ 明亮度： 使用滚轮（5）调节笔刷的数值和设定
    4. 滚轮调节由色相、饱和度、明亮度按键 （3） 定义的各种数值
    5. 配置按键 P1-P8：
                          ■ P1-P8 已被定义为工具预设
                          ■ Fn（12）+ P1-P8 已被定义为滤镜预设
                          ■ “自定义模式”(2)下的另外两个功能层
    6. 对比底层图层和最终成像（“修图前后对比”）
    7. 在Photoshop视图类型间切换
    8. 导出图像
    9. 按下旋钮或按键，增加一个调整图层。使用旋钮或滚轮调整选定图层的主要数值。
    10. 图层导航
    11. 与其他功能绑定的可自定义按键：
                          ■ C1-C2: 工具相关功能

         我们已提前预设了 LOUPEDECK+的部分功能，使您能够快速上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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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3-C4: 常规控制的功能
                          ■ C5-C6: 图层相关的功能
    12. Home键并其他功能按键（激活第二层功能）
    13. 复制&粘贴功能
    14. 图层控制按键 R1-R5：群组、合并、创建图层&遮罩，或使用按键当作键盘修改器（15）
    15. 激活键盘修改器模式
    16. 自定义控制旋钮被预设为笔刷大小工具；搭配 Fn 键成为 （相机原始过滤器） 鼠标工具
    17. 可自定义的L1、L2和L3按键被预设为最常使用的工具

基础功能
         每个软件中都能找到一些最基本的功能，它们可能是我们每天最常使用的。我们将这些
非常有用的功能直接做成了Loupedeck调控盘上的按键，方便使用者直接取用，例如复制和
粘贴功能。
         基础功能也包含了键盘修改器，这些功能按键在Photoshop中也是使用率非常高的按
键。它们位于Loupedeck调控盘的左边。当右手使用画笔或鼠标时，左手也能够同时操作，提
高工作效率。

功能

历史导航

Fn

Undo （还原）

按下Fn功能键，激活第二层指令层，或当
作“home”键激活最上层的编辑软件。

按一下Undo键，删除最近一次编辑操作。
按多次 Undo键，还原多个步骤。

功能 按键/旋钮/滚轮 用途



区域选择
工具

复制和粘贴

视图模式

导出和保存

Redo（撤销）

Copy （复制）
Paste（粘贴）

Before After
（前后对比）

Screen Mode
（屏幕显示模式）

Export（导出）

Fn+C1

按下Redo键，撤销最近删除的步骤

按下Copy键，将选取的图层或图层的内容复制到
剪贴板。按下Fn+Copy键，复制合并的（所有图层）
到剪贴板。*

按下Paste键，粘贴复制的图层内容到一个新图层。 
按下Fn+Paste键，将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到（选
区）。*

* 制作图层副本：使用“复制图层”功能，或按下
Fn+Redo键使用“全选”功能，再按下Copy和Paste
键

按下Fn+Redo键，激活“全选”区域选择工具
按下Fn+Undo键，取消选择的区域
* 反选：选择后按下C4按键

按下Before After键，对比原图和最近编辑的图
像。这个步骤将隐藏除了第一层 （通常来说即背
景图层） 以外的全部图层。

再次按下Before After键，显示其他所有图层，展
示图片的最终成像。

按下Screen Mode键，在Photoshop的三种视图
模式间转换：标准模式、带菜单栏的全屏模式、全
屏模式。

按下Export键，保存并导出图像。

按下Fn+C1键，保存项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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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缩小

键盘修改器

D1

-- / Col

(R1) Shift

(R2) Ctrl

(R3) ⌘
(R4) Alt

(R5) Tab

顺时针旋转D1旋钮放大图像，逆时针旋转D1则缩
小图像。
按下D1旋钮，将图像大小设置为“适合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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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Col键，将评级按键转换为键盘修改器（淡蓝
色按键）。

再次按下--/Col键，使用为评级按键指定的功能（请
查看图层管理中为评级按键指定的各项功能）。

当激活键盘修改器模式时，
R1： Shift键
R2： Ctrl键
R3： Cmd (Mac系统) / Start (Windows系统)
R4： Alt (Windows系统) / Opt (Mac系统)
R5： Tab键
Fn+R1： 回车键
Fn+R2： 退格键
Fn+R3： 删除键 (Windows系统)
Fn+R4： 空格键
Fn+R5： 返回键

注意：在其他软件插件（譬如Lightroom）中，激活
键盘修改器模式请按下Fn+--/Col，这也同样适用
于激活Photoshop中的这个插件。为了方便使用，
我们简化了这个步骤，只需按下--/Col键即可。

工具&滤镜
         我们选择了图像编辑中最常被使用的一系列工具。您可以非常方便地在Loupedeck的
配置软件中更改它们，以符合您自己的编辑习惯。
         L1-L3和C1、C2等按键被设置为Photoshop中最经常被使用的工具。为了使用方便，按
键被安排在合理的位置，方便左手能够方便的取用，右手也能够同时使用画笔或鼠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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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L1-L3

Fn

左手操作Loupedeck+ 右手操作鼠标

按下L1，激活笔刷工具 *
按下Fn+L1，激活橡皮擦工具

按下L2，激活套索工具
按下Fn+L2，激活自由变换工具 **

按下L3，激活仿制印章工具 ***
按下Fn+L3，激活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 当选择笔刷 （或类似） 工具时，色相、饱和度、明
亮度的滚轮可以被用来调整笔刷相关参数（先按下
明亮度“LUM”按键）。详情请见第10、11页。

** 相比移动工具，自由变换工具是多功能的。不过
如果您只需要移动套索区域，我们建议您将Fn+L2
的功能改为移动工具。

功能 按键 用途

被组合在一起（例如笔刷和橡皮擦工具），最大限度的减少手的移动幅度，提高您的工作效
率。
         P1-P8按键被设置为第二层工具层，Fn+P1-P8按键激活滤镜功能。同时，P1-P8按键也
包含了图层控制的一些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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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
智能对象

C1 & C2

P1-P8

Fn+P1-P8

*** 仿制印章工具比修补工具 （Patch Tool） 更为
精准。不过，修补工具能够将修补区域和复制区域
相融合，并且使用起来速度也更快。如果您想快速
的融合选定区域的话，我们建议您将L3的功能换
成P3的功能（修补工具）。

按下C1按键，使用抓手工具 (Hand Tool)移动一个
放大的区域。

按下C2按键，在上一个和现在使用的工具之间切
换。*

* 按下Fn+C2按键，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切换。

P1：加深工具
P2：加亮工具
P3：修补工具
P4：渐变工具
P5：模糊工具
P6：钢笔工具（画路径）
P7：字体工具
P8：相机原始过滤器的调整

所有的滤镜都被添加为智能滤镜：

Fn+P1：平均
Fn+P2：高斯模糊
Fn+P3：进一步模糊
Fn+P4：云彩
Fn+P5：高反差保留
Fn+P6：锐化
Fn+P7：锐化边缘
Fn+P8：图层转化为智能对象



Loupedeck Ltd. ©2017 年版权所有 10

控制笔刷字体等工具
         作为常被用到的工具之一，L1按键被设置为画笔工具（出厂设置），方便取用。画笔工具
和橡皮擦工具（Fn+L1）经常被搭配着一起使用，所以我们将这两个工具的按键配对在一起。
         通过明亮度（LUM）的各个滚轮，可以控制画笔工具的各项参数。当激活滚轮时，该滚轮
旁的LED灯即亮起。

明亮度（LUM）滚轮控制的各个工具：
                            - 修复画笔和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 画笔和铅笔工具
                            - 仿制印章和模式图章工具
                            - 历史画笔和艺术历史画笔工具
                            - 橡皮擦和背景橡皮擦工具
                            - 模糊、涂抹和锐化工具
                            - 加亮、加深和海绵工具（大小）

画笔工具
属性

Control Dial,

Fn

如果特定的工具具有相似的特征（例如橡皮擦工具
没有混合模式），则可以更改工具的属性。

顺时针旋转控制旋钮增加画笔笔尖大小；逆时针旋
转则降低其大小。

Fn+顺时针旋转控制旋钮，增加画笔的硬度； Fn+逆
时针旋转控制旋钮，降低 增加画笔的硬度。

功能 滚轮/旋钮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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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功能

         当激活自定义模式的时候，您可以对画笔工具的属性做更多调整。出厂默认将画笔工具
的属性设置为调整色调的旋钮组。

滚轮1（红色）

滚轮2（橘色）

滚轮3（黄色）

滚轮4（绿色）

滚轮5（青色）

向上拨动滚轮1，增加画笔笔尖大小；向下拨动则降
低其大小*。按下滚轮1或控制旋钮，重置画笔笔尖
大小为25。

* 在Windows系统中，调整大小的同时须移动光标
以实时查看更改。

任意方向拨动滚轮2，切换不同的混合模式。按下滚
轮2，重置混合模式。

向上拨动滚轮3，增加画笔工具的透明度；向下拨动
则降低其透明度。按下滚轮3，重置透明度为100%。

向上拨动滚轮4，增加画笔工具的流量；向下拨动则
加少其流量。
如果该工具没有流量属性，则滚轮4调整其他类似
属性，譬如曝光、强度等。
按下滚轮4，重置流量为100%。

向上拨动滚轮5，增加画笔工具的平滑度； 向下拨
动则加少其平滑度。
按下滚轮5，重置平滑度为0%。

画笔工具
属性

Custom Mode,
Blacks, Whites,
Shadows, 
Highlights,
Fn

按下“自定义模式”（Custom Mode）按键后，您可
以通过操控基础旋钮来控制画笔工具的所有属性。

旋转“黑色色阶”，设置画笔大小。
按下“黑色色阶”，设置画笔大小为25。

功能 自定义模式旋钮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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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白色色阶”，设置画笔透明度。
按下“白色色阶”，重置画笔透明度为100%。

旋转“阴影”，设置画笔流量。
按下“阴影”，重置画笔流量为100%。

旋转“高光”，设置画笔的平滑度。
按下“高光”，重置画笔平滑度为0%。

旋转Fn+黑色色阶，设置画笔的锐度。
按下Fn+黑色色阶，重置画笔锐度为0%。

旋转Fn+白色色阶，设置画笔间距。
按下Fn+白色色阶，重置画笔间距为1%。

旋转Fn+阴影，设置画笔模式。
按下Fn+阴影，重置画笔模式为普通。

旋转Fn+高光，设置画笔的圆滑度。
按下Fn+高光，重置画笔圆滑度为100%。

图层控制
以下两种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调整图层。
                    1）使用Loupedeck+和画笔/鼠标：
                         左手控制Loupedeck+调控台左手边的按键，控制图层的指令；右手置于画笔
                         或鼠标上。
                    2）双手控制Loupedeck+：
                         左手置于Loupedeck+调控台的左手边，控制图层的指令；右手置于调控台的
                         右手边，控制图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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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操作Loupedeck+ 2）右手操作Loupedeck+ 1）右手操作鼠标

         Loupedeck+调控台左边的按键可操作如下功能：合并、剪切蒙版、图层可见性、创建图
层或蒙版。功能被一一对应，并分组在一起。譬如某按键控制的功能为“群组图层”，配合Fn
功能键一起按下则“取消群组图层”。
         如果您想选择多个图层，您需要同时用到Shift修改器和鼠标。按下--/Col按键，激活键
盘修改器模式。在选择多个图层后，再次按下--/Col按键，然后您可以通过图层控制按键（R1-
R5）群组或合并选定的图层。
         Loupedeck+调控台右边的按键可操作如下功能：图层间移动、改变图层顺序、选择图
层或蒙版间的编辑、图层可见性、剪切蒙版、切换图层混合模式。当您同时使用Loupedeck+
调控台和鼠标的时候，能够非常方便地激活这些功能。
         部分功能分布在Loupedeck+调控台的中间位置。这些功能通常是在不同的工作流程
中被赋予多种功能，包括图层管理（删除和反转图层）。

1）当右手操控画笔或鼠标时，图层控制功能如下：

图层群组和
合并 R1

R2

R3

选定图层后，
按下R1，群组选定图层。按下Fn+R1，取消群组。
按下R2，合并选定图层到新图层；或按下Fn+R2，将
所选图层合并为一个图层。

无需选定图层，
按下R3，合并可见图层到新图层；按下Fn+R3，复制
一个图层。

功能 按键 用途



图层属性

创建图层和
蒙版

全局命令

R4

R5

C3 & C4

按下R4，制定图层为剪切蒙版。
按下Fn+R4，隐藏图层效果（图层可见/不可见）。

按下R5，创建一个新图层。
按下Fn+R5，创建一个新图层蒙版。*

* 按下Fn+R5 （创建蒙版），您可以创建一个黑色的
蒙版；按下C4（反转），您可以将蒙版从白色变为黑
色。

按下C3，删除一个图层或一个图层蒙版。

按下C4，反转图层或蒙版颜色。

按下Fn+C3，给选定的图层或蒙版填色。

2）当右手操控Loupedeck+时，图层控制功能如下：

图层导航，
移动图层

图层属性

向上键，
向下键，
向右键

向左键，
向右键

向上键：图层列表中向上移动。
向下键： 图层面板中向下移动。

Fn+ 向上键：图层列表中，将选定图层向上移动。
Fn+ 向上键：图层列表中，将选定图层向下移动。

Fn+ 向右键：在图层或图层蒙版中选择编辑。

向左键：显示/隐藏图层（图层可见性开/关）。

Fn+ 向左键：将图层设置为剪贴蒙版。

Fn+ 向右键：选择下一图层的混合模式。

功能 按键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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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图层和
图层蒙版

按下C5，创建一个具有普通属性的图层。
按下Fn+C5，打开创建图层对话框，更改图层属性。

按下C6，创建一个显示所有的图层蒙版（白色蒙
版）。
按下Fn+C6，创建一个隐藏所有的图层蒙版（黑色
蒙版）。

C5, C6

Fn+D1

D2
Fn+D2

图层混合
模式

图层透明度
和填充

按下Fn+旋转D1，切换图层混合模式。
按下Fn+D1，设置混合模式为普通。

旋转D2，调整图层透明度数值。按下D2，设置图层
透明度为100%。

按下Fn+旋转D2，调整图层填充百分比数值。
按下Fn+D2，设置图层填充为100%。

功能 旋钮 用途

调整图层
         调控台的基础旋钮和调整图层相匹配，按下相应的旋钮可以创建一个对应的调整图层。
譬如，按下曝光旋钮就能够创建一个曝光度调整图层。

Loupedeck Ltd. ©2017 年版权所有 15



         当选中或激活了一个调整图层，旋钮和饱和度滚轮可以调整相应的参数（见下图）。当饱
和度按键旁的 LED灯亮起的时候，饱和度滚轮即被激活。您也可以使用水平鼠标工具或垂直
鼠标工具，移动鼠标指针到滑块控件上，然后旋转清晰度旋钮 （水平） 或阴影旋钮 （垂直）。
         部分数值的名称与Loupedeck+调控盘上旋钮的名称不尽相同，但是您仍然能够使用
相应的旋钮来调整相似的属性。譬如，黑色色阶旋钮能够调整曝光调整图层的偏移（Offset）
，对比度旋钮可以调整Gamma校正。
         当饱和度按键的 LED灯亮起的时候，16个滚轮的调整即被激活（滚轮1-8、Fn+滚轮1-8，
共计16个）。滚轮调整的顺序被自动设置为相应的参数滑块。譬如，某一个调整图层只有三
个可调整的参数，那么只需要调整滚轮1-3即可，其余滚轮在这个情况下是无用的。

注意：上一章提及的大多数图层调整选项也同样适用于调整图层。

Exposure, 
Blacks,
Contrast

Contrast,
Exposure

Blacks,
Whites,
Contrast,
Fn

曝光度

亮度/
对比度

色阶

按下曝光旋钮，创建一个曝光度调整图层。

当激活并选中曝光度调整图层：

旋转曝光度旋钮，增加/减少曝光度。
旋转黑色色阶旋钮，增加/减少偏移值。
旋转对比度旋钮，增加/减少Gamma校正值。

按下对比度旋钮，创建一个亮度/对比度调整图层。

当激活并选中对比度调整图层：

旋转曝光度旋钮，增加/减少亮度。
旋转对比度旋钮，增加/减少对比度。

按下黑色色阶旋钮，创建一个色阶调整图层。

当激活并选中色阶调整图层：

旋转黑色色阶旋钮，设置黑度； 旋转白色色阶旋
钮，设置白度； 旋转对比度旋钮，设置色度中值。

调整图层/功能 按键/旋钮/滚轮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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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s

Highlights,
Clarity,
Shadows

Vibrance,
Saturation

Saturation

Temperature,

HSL滚轮，
Fn

色彩查找

曲线

鲜艳度

色相/
饱和度

色彩平衡

按住Fn按键并旋转黑色色阶旋钮，设置黑度目标； 
按住Fn按键并旋转白色色阶旋钮，设置白度目标。
色度目标选定后，释放Fn按键。

按下白色色阶旋钮，创建一个调整图层。

使用鼠标选择或更改参数。

按下高光旋钮，创建一个调整图层。

当激活并选中调整图层：

移动鼠标指针到曲线上，使用鼠标工具：水平（清晰
度旋钮）或鼠标工具：垂直（阴影旋钮），创建曲线锚
点或增加/减少曲线锚点到数值。

按下鲜艳度旋钮，创建一个调整图层。

当激活并选中调整图层：

旋转鲜艳度旋钮，增加/减少鲜艳度数值。
旋转饱和度旋钮，增加/减少饱和度数值。

按下饱和度旋钮，创建一个调整图层。

按下色温旋钮，创建一个调整图层。

当激活并选中调整图层、按下饱和度按键：

阴影：
红色滚轮 - 青色/品红色
橘色滚轮 - 品红/绿色
黄色滚轮 - 黄色/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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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t,
Clarity

可选颜色

中间调：
绿色滚轮 - 青色/品红色
淡蓝色滚轮 - 品红/绿色
蓝色滚轮 - 黄色/蓝色

高光：
紫色滚轮 - 青色/品红色
品红色滚轮 - 品红/绿色
Fn+红色滚轮 - 黄色/蓝色

按下色调旋钮，创建一个调整图层。

当激活并选中调整图层：
移动鼠标指针到滑块上，使用鼠标工具：水平（清晰
度旋钮），增加/减少滑块的数值。

色彩控制
         选择按下色相（HUE）按键后，滚轮可以调整相应的色彩参数（色相/饱和度/亮度）。当色
相按键旁的LED灯亮起时，色相滚轮的调整功能即被激活。
         按下相应的滚轮能够快速开始调整主要的颜色。按下Fn按键，激活背景色的色彩调整。
         为了能够更方便地选择色彩，您可以一直将Photoshop的色彩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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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滚轮，
橘色滚轮，
黄色滚轮，
Fn

红色滚轮，
橘色滚轮，
黄色滚轮，
绿色滚轮，
青色滚轮，
蓝色滚轮，
紫色滚轮，
品红色滚轮，
Fn

调整前景
色&背景色

快速选择
颜色

前景色：

滑动红色滚轮，调整色相。
滑动橘色滚轮，调整饱和度。
滑动黄色滚轮，调整亮度。

背景色：

Fn+滑动红色滚轮，调整色相。
Fn+滑动橘色滚轮，调整饱和度。
Fn+滑动黄色滚轮，调整亮度。

前景色：

按下红色滚轮，设置红色。
按下橘色滚轮，设置橘色。
按下黄色滚轮，设置黄色。
按下绿色滚轮，设置绿色。
按下青色滚轮，设置青色。
按下蓝色滚轮，设置蓝色。
按下紫色滚轮，设置紫色。
按下品红色滚轮，设置品红色。

背景色：

Fn+按下红色滚轮，设置红色。
Fn+按下橘色滚轮，设置橘色。
Fn+按下黄色滚轮，设置黄色。
Fn+按下绿色滚轮，设置绿色。
Fn+按下青色滚轮，设置青色。
Fn+按下蓝色滚轮，设置蓝色。

功能 按键/旋钮/滚轮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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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按下紫色滚轮，设置紫色。
Fn+按下品红色滚轮，设置品红色。

颜色代码：

- #ff0000 / 255,0,0 / 红色

- #ffa500 / 255,165,0 / 橘色 

- #ffff00 / 255,255,0 / 黄色

- #00ff00 / 0,255,0 / 绿色

- #00ffff / 0,255,255 / 青色

- #0000ff / 0,0,255 / 蓝色

- #a500ff / 165,0,255 / 紫色

- #ff00ff / 255,0,255 / 品红色

Fn+按下C2，转换前景色和背景色。

Fn+按下C3，激活填充对话框。

Fn+按下C4，重置前景色为黑色、背景色为白色。

按下C4，反转选区内的颜色。
注意：必须先选中选区，否则反转效果将会影响其
他部分，譬如整个图层。

Fn+C2

Fn+C3

Fn+C4

C4

色彩功能

自定义模式

        在Loupedeck+的自定义模式中，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设定所有基本旋钮的功能。
        当激活自定义模式时，自定义模式（Custom Mode）按键旁的LED灯即亮起。再次按下自
定义模式按键，回到一般模式。
        自定义模式中的功能设置与设置其他按键/旋钮功能的方法相同，您只需在Loupedeck
的配置软件中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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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模式中的一组出厂设置功能丰富了部分工具的使用，譬如笔刷工具和色彩控制。

色彩调整

画笔工具
属性

Exposure,
Contrast,
Clarity

调整前景色：

旋转曝光度旋钮，调整色相。
旋转对比度旋钮，调整饱和度。
旋转清晰度旋钮，调整色彩亮度。

调整背景色：

按下Fn+ 旋转曝光度旋钮，调整色相。
按下Fn+ 旋转对比度旋钮，调整饱和度。
按下Fn+ 旋转清晰度旋钮，调整色彩亮度。

按下曝光度旋钮，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转换。

激活自定义模式（Custom Mode）后，以下基本旋
钮组可以控制所有当画笔工具属性。

旋转黑色色阶旋钮，设置画笔大小。
按下黑色色阶旋钮，设置画笔大小为25。

工具名称 自定义模式旋钮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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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白色色阶旋钮，设置画笔透明度。
按下白色色阶旋钮，重置画笔透明度为100%。

旋转阴影旋钮，设置画笔流量。
按下阴影旋钮，重置画笔流量为100%。

旋转高光旋钮，设置画笔平滑度。
按下高光旋钮，重置画笔平滑度为0%。

按下Fn+旋转黑色色阶旋钮，设置画笔锐度。
按下Fn+旋转黑色色阶旋钮，重置画笔锐度为0%。

按下Fn+旋转白色色阶旋钮，设置笔刷间距。
按下Fn+旋转白色色阶旋钮，重置笔刷间距为1%。

按下Fn+旋转阴影旋钮，设置笔刷模式。
按下Fn+旋转阴影旋钮，重置笔刷模式为普通。

按下Fn+旋转高光旋钮，设置笔刷的圆滑度。
按下Fn+旋转高光旋钮，重置笔刷圆滑度为100%。

配置 Loupedeck

        在Loupedeck+中，一些基本旋钮和按键的功能是固定的，除此之外用户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求配置各个按键/旋钮的功能。在自定义模式中，Loupedeck的所有基础旋钮在正常模
式下为调整层提供固定的功能，并被分配用于不同的目的。
        用户可以在电脑界面的通知栏启动Loupedeck的配置软件（Windows系统的任务栏或
Mac系统的菜单栏）。点击如下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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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Loupedeck配置软件的主界面中，用户可以选择需要自定义的设备、软件、按键/旋钮
群组。当您的鼠标划过按键时，相应的色彩会被点亮（譬如下图中的L1-L3和C1-C6按键）。

    1. 选择您想要配置的Loupedeck设备
    2. 选择您想要用Loupedeck调控盘控制的软件
    3. 配置预设按键P1-P8
    4. 调整其他自定义按键（前后对比、屏幕模式和导出）
    5. 配置可自定义按键L1-L3和C1-C6
    6. 配置可自定义旋钮D1和D2
    7. 配置控制旋钮
    8. 选择自定义模式（Custom Mode按键），配置所有基础旋钮
    9. 查看我们的合作伙伴为Loupedeck用户量身打造的优惠方案！
    10. 一般设置（譬如导出/导入Loupedeck键盘布局）
    11. 按下“完成”，关闭配置软件

        选定并按下按键或旋钮群组后，相应对话框会自动弹出，您可以在其中设置某一按键的
具体配置功能（譬如，选择L1-L3和C1-C6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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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待指定的按键或旋钮组（比如C1按键为“标记”功能）
    2. 可指定的动作列表
    3. 在查找栏中输入名称，定位具体动作的位置
    4. 点击Fn键，开启Fn功能层（第二层功能层，比如Fn+C1可定义有别于普通模式下的功能）
    5. 紫色色框代表该按键正在配置中
    6. 灰色箭头说明该动作已被指定
    7. 带箭头的紫色色框代表该动作已被指定给相应的按键
    8.紫色文字说明该动作已被指定
    9. 淡蓝色色框说明鼠标正滑过该群组名称
    10. 点击“取消”放弃修改，并退出动作配置
    11. 点击“关闭”同意修改，并退出动作配置

        当某一功能被指定给某一按键或旋钮时，该效果即被激活（无需点击“关闭”或“完成”应
用更改）。

注意：在每种支持的软件中，按键和旋钮都有一些通用的Loupedeck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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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pedeck
通用（按
键&旋钮）

Loupedeck安装（Win）
打开安装...（Mac）

下载Loupedeck
更新（仅Win）

Activate: 
Editing 
Software

Activate: 
Loupedeck 
Setup

Toggle: 
Keyboard 
Mode

Mouse Tool: 
Double 
Click

选择Activate: Editing Software，跳回编辑软件。当
编辑软件未被激活时，按下Fn键与该功能当作用
相同（Fn按键功能与Home键类似）。

点击Loupedeck安装（Win）或打开安装（Mac）,打
开Loupedeck配置软件。

打开Loupedeck安装网页，您可以下载用户指南和
最新软件更新：
https://loupedeck.com/setup/

选择Mouse Tool: Double Click，模拟鼠标当双击
效果。

选择Activate: Loupedeck Setup，激活Loupedeck
配置软件。

在Loupedeck配置软件中，用户可以配置Loupe-
deck+调控盘。

选择Toggle: Keyboard Mode，激活键盘修改器模
式。

按下Fn+--/Col按键，同样也能激活该模式。

子菜单

选项名称

按键

项目

用途

用途

任务栏选项

        点击Windows系统的任务栏图标或MacOs系统的菜单栏图标，您能够找到Loupedeck
的更多选项。

https://loupedeck.com/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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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模式（仅Win）

Fn第二功能键
（仅Win）

相关条款
（仅Win）

关于产品
（仅Win）

Version: 2.5.0.981
(仅Mac)

帮助

点击键盘模式，开启/关闭键盘修改器模式。

按下Fn+--/Col按键，同样能够激活Loupedeck调
控盘的键盘修改器模式。

如果您不想克隆Fn按键的功能到任何一个自定义
按键，请选择None。如果您想将Fn按键的功能复制
一份到Loupedeck调控盘的其他位置，请选择C3
、C4 、 C5 或C6。

打开Loupedeck的条款指南网页，了解关于Lou-
pedeck产品质保、产品安全信息、商标、法律权利
等等。

https://loupedeck.com/legal/

点击“关于产品”，了解您使用的Loupedeck软件版
本（版本号）和版权信息。

譬如：
Version 2.5 (2.5.0.980)
Copyright © 2017-2018 Loupedeck Ltd.

点击Loupedeck菜单栏图标后，列表上方的版本
（2.5.0）和版本号（981）显示为灰色字体。

点击“帮助”（MacOs系统子链接“用户指南”），打开
Loupedeck技术支持的网页。该网页罗列了用户最
关心的常见问题答疑。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在网
页的最下方找到Loupedeck的技术支援表格，填写
好后提交即能尽快得到Loupedeck的技术协助。

https://loupedeck.com/zh/常见问题答疑/

None
C3
C4
C5
C6

https://loupedeck.com/legal/
https://loupedeck.com/zh/常见问题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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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Loupedeck
（仅Win）

停止Loupedeck
（仅Win）

退出
（仅Mac）

开启调试器
（仅Mac）

点击“重启Loupedeck”(Restart Loupedeck)，关闭
并重启Loupedeck服务和软件。

点击“停止Loupedeck”(Stop Loupedeck，Win-
dows系统)或“退出”（Quit, Mac系统），关闭Lou-
pedeck服务和软件。

请在Loupedeck客服的指导下使用该功能。不建议
用户在未经指导的情况下自行调试，这可能导致您
电脑的运行速度大幅度减慢。

当激活“开启调试器”（Enable Debug）功能，菜单
选项即变为”Disable Debug”。单击“关闭调试器”

（Disable Debug），停止调试。

在调试结束后，您的桌面上将会出现一个loupe-
deckLogs.zip文件。如果客服没有向您索取这个文
件的话，该文件即可被删除。

更新 Loupedeck

还有疑问？

        访问Loupedeck网站 www.loupedeck.com，了解更多软件和配置软件更新的相关信
息。

在使用Loupedeck产品的过程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问题，可以参看以下答疑。

我将Loupedeck+连接到我的电脑并打开了Lightroom，但是设备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办？
您是否安装了Loupedeck软件？请先下载并安装Loupedeck软件再开始使用调控盘。

http://www.loupede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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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LIGHTROOM好像和LOUPEDECK不适配？
您的Lightroom软件版本是什么？Loupedeck兼容 Adobe® Lightroom 6 和 Lightroom® 
Classic CC 7.4以及更高版本。Loupedeck不支持云端版本的Lightroom CC。

同时，也请您查看运行系统的版本。
Loupedeck的系统要求为 Windows® 10或更高版本，以及 Mac® OS 10.12 或更高版本。

Loupedeck软件不是专为Windows 7或8开发的，但是在该系统中Loupedeck软件也可能正
常运作，因为基本的操作系统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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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和安全信息

         使用 LoupedeckTM设备前请仔细阅读此重要安全信息。务必遵守该警告与注意事项
信息，以免伤害自身或他人，或损坏设备。“设备”一词指的是 LoupedeckTM产品以及随产品
一起提供的部件。
         本文档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Loupedeck Ltd 有权变更或改进其产品，并
对文 件作出相应修改，而无需将此类变更或改进通知任何个人或组织。访问 Loupedeck 
Ltd 网站 www.loupedeck.com 获取与使用和操作该公司产品有关的更新和补充信息。产
品兼容性相关信息可见 Loupedeck Ltd 网站。

第三方商标和商品

警告与注意事项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版权(2018)归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公司所
有，保留 所有权利。
         Mac Os 为 Apple Inc.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
         Windows 为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

         保持设备清洁。不得用溶剂、有毒化学品或强力清洁剂清理设备，因为其可能造成产品
损坏。 设备只可存放在平坦表面。不得向下投掷或剧烈碰撞该产品，否则可能造成损坏。
         本设备可在环境温度为 0°C~35°C(+32°F~+95°F)的场所使用，在推荐温度范围以外使用
或 存放该设备均可能造成其损坏。

http://www.loupedeck.com/support
http://www.loupede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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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pedeck Ltd 公司提供一年保修
         Loupedeck Ltd 保证自原始购买日起一年内，Loupedeck 一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会出
现材料或 制造工艺方面的缺陷。对于正常损耗、因意外、滥用、误用、与火或液体接触造成的
损坏或 由任何非 Loupedeck Ltd 授权的服务提供商代表造成的损坏，Loupedeck Ltd 不予
保修。若有缺陷，请联系 Loupedeck Ltd 客户支持(www.loupedeck.com/support)获取帮
助；拨打电话或访问 Loupedeck Ltd 网站(www.loupedeck.com/legal)；或联系已授权的服
务提供商。可提供的服务选项取决于服务要求国且可能限于原购国。拨打电话或提供配送
服务根据位置的不同可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全部条款、条件和服务详情可见 www.loupe-
deck.com/legal。若在保修期内提出索赔，Loupedeck Ltd 可自行决定维修或更换产品或按
购买价退款。保修条款和条件是对当地消费者法的一种补充。提出保修索赔时可能要求出示
购买证明。
         对于澳大利亚消费者：根据适用的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法规，本保修声明是对法
定权利的补充。发生严重故障时您有权要求更换产品或退款，对于其它任何可合理预见的损
失或损害有权获得赔偿。若产品质量不合格或故障不是严重故障，您也有权要求维修或更换
该产品。要求维修的产品可能更换为同款翻新产品。翻新部件可用于维修产品。
         关于 Loupedeck Ltd 其它保修条款和条件，请参见网站 www.loupedeck.com/legal。

         本设备不防水，切勿受潮!
         不得拆卸或改装该产品，否则可能造成损坏并丧失保修资格。
         遵循本用户指南中的所有用法说明，从而确保设备获得最长的使用寿命。因未能遵守警
告和 用法说明而造成设备损坏或性能下降的，制造商可能不予保修。设备可能会随着时间
发生磨损。
         请勿将设备存放在磁场附近。当暴露于磁场时，设备可能出现故障。
         仅允许具有相关资格的人员维修该设备。若由不具备相关资格的人员维修设备，可能会
造成 损坏，且不予保修。

http://www.loupedeck.com/support
http://www.loupedeck.com/legal
http://www.loupedeck.com/legal
http://www.loupedeck.com/legal
http://www.loupedeck.com/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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