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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音效卡設定

當您第一次使用 Mixcraft 的時候，您需要正確的設定音效卡，其中最重要的是選擇

一個適當的驅動類型以及設定適當的延遲時間。

不同的音效卡支援的驅動類型不同，能提供的延遲時間也有很大差異。有些音效卡可

以提供極低的延遲，而有些則不可以。另外您的電腦的速度也會對最低的延遲時間形

成影響。設定您的音效卡的延遲時間，其實是在低延遲時間和流暢的播放之間尋找平

衡點，也就是您需要更低的延遲，但同時需要保證播放流暢。

若您想使用 Mixcraft 內建的監聽功能來錄音或彈奏虛擬樂器，您更需要馬上開始瞭

解音效卡驅動類型以及如何設定延遲時間。

選擇音訊驅動類型

1. 點擊「檔案」>「「喜好設定」...」

2. 選擇「音效卡」頁面。

3. Vista 和 Windows 7 的預設驅動是 WaveRT。若您的電腦速度比較低，您可能需

要設定較大的延遲數值。

4. 若您使用 Windows 7，您可以在 WaveRT 中使用「獨佔模式」。這種模式可以得到

低至 3MS 的延遲（視您的電腦速度而定）。這種模式下，其他應用軟體將無法輸出

音訊，只有結束 Mixcraft 之後，其他軟體才可以重新輸出音訊。這一模式允許

Mixcraft 使用您的電腦全部的能量。

5. 若您無法使用 WaveRT 模式，您可以使用 ASIO 模式。若這一選項是灰色的，表

明您的音效卡不支援此模式，或您需要到音效卡官方網站下載最新的驅動。若您的音

效卡支援 ASIO，點擊「ASIO 裝置」來選擇您使用的音效卡。點擊「開啟混音台」，

您可以在音效卡自己的 ASIO 控制面板中對音效卡的工作狀態做出調整，其中通常都

會包括延遲時間的調整。由於每一個音效卡提供的 ASIO 控制面板都是不同的，所以

您需要閱讀說明書來瞭解如何調整延遲時間。確保「預設輸出（播放）」中選擇了正

確的音效卡，以便您可以正常聽到音訊輸出。

6. 若您沒有 Vista 或不可使用 ASIO，您可以使用 Wave 模式。在這個模式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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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啟動防病毒軟體！

注意觀察右下角的 CPU 使用指示。

這裡顯示的是目前的 CPU 使用情況，包括 Mixcraft 的 CPU 使用量和整體電腦的

CPU 使用量。

安裝最新的驅動

總是確保您安裝了音效卡的最新驅動，以便讓音效卡得到最好的發揮。登錄音效卡的

官方網站來獲取最新的驅動。（即便您的音訊卡是最近剛購買的，包裝之驅動也很有

可能並不是最新的）

快速入門

您現在就想馬上開始創作？那讓我們跟著名音樂家「小明」

來學學怎麼快速開始使用 Mixcraft。

加入聲音或循環樂段

小明首先點擊「素材庫」頁面。他在 12-8 Blues 中拖動 Bass 16 Bars 到軌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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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循環樂段

爲了延長循環樂段，小明將滑鼠移動到循環樂段物件的最右端，直到滑鼠變成一個左

右箭頭 。

小明按下滑鼠左鍵並向右拖動延長此循環樂段。每一遍循環都會以一對小三角為標

記，這樣他可以很容易分辨延長出了多少遍循環樂段。透過這個操作，他製作了鼓和

Bass 的循環樂段。

錄製一個 Lead Synth Pad

接下來小明連接他的 MIDI 鍵盤，並添加了一個新的虛擬樂器軌道。他找到一個

synth 音色並開始了錄製。錄製的結果中，他彈錯了幾個音符，於是他打開 MIDI 編

輯器，將錯誤的音符移動到了正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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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他自己的聲音

小明快速寫下幾句歌詞，「方形輪子沒法帶您去遠方」。他點擊軌道 4上的「錄音」

按鈕，並點擊「後退」按鈕讓播放線回到開始位置。然後他點擊播放控制工具列中的

「錄音」按鈕開始了他的金曲獲獎作品的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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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效果器

他決定為自己的歌聲加點延遲效果。於是他點擊軌道 4上的 FX 按鈕，然後從清單

中選擇了延遲效果器。突然，他決定需要增加更強的殘響效果，以便聽上去像是從山

洞中發出的聲音。於是他調整延遲效果，增加延遲時間和濕訊號的音量，產生出很強

的回聲，現在他的人聲軌聽上去就像是在山洞中演唱的一樣。

匯出為 MP3

小明需要把整個曲子匯出為一個單獨的檔案。他點擊匯出按鈕，並選擇檔案類型為

MP3。為檔案起名後點擊儲存。然後他馬上打開電子郵件軟體，開始寫一封郵件給他

的頭號歌迷。「親愛的媽媽，您快聽聽我剛完成的新山洞混音！！！」

BurnittoCD

小明太喜歡自己的新作品了，他決定燒錄一張 CD，這樣他可以在下一次搖滾音樂會

上播放。他添加了幾個軌道標記，這樣他的 CD 上將會帶有軌道標記。然後他點擊燒

錄按鈕 。幾分鐘後，他還列印了 CD 的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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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通常 Mixcraft 有 14 天試用期。試用期後，您需要購買軟體才可以燒錄 CD 或匯出。

想要購買註冊碼，請點擊「說明」選單中的「馬上購買」按鈕，或點擊工具列上的「註

冊」按鈕。

您可以直接向大中華區總代理飛天膠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購買，或是透過合法授權的

經銷商購買。歡迎前往飛天膠囊數位科技的公司網頁了解詳情，若有問題也歡迎提問!

網頁: http://www.ecapsule.com.tw，客服信箱: info@ecapsule.com.tw。

註冊方式

輸入您的註冊訊息

當您完成購買後，您會收到註冊說明，告訴您如何輸入註冊碼以完成註冊。

您可以直接點擊介面上方的「註冊!」鍵：

或是選擇「說明」>「輸入註冊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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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或複製您的註冊 ID（盒裝版在光碟盒內，下載版使用電子郵件發送）到輸入框

中。並在下方的註冊金鑰框中輸入或複製您的 20 位註冊碼（不包括短線）。（也請注

意不要輸入多餘的空格）。完成後點擊「註冊!」按鈕。您的註冊過程就完成了。

感謝您！

您的支援將幫助我們，讓我們繼續開發更好的軟體！

我們花費了數年來製作這個軟體並花了數月的時間來完成測試。若您對 Mixcraft 滿

意，請購買它。

感謝您！

Acoustica 軟體開發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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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craft 參考

下面的內容將幫助您瞭解 Mixcraft 介面中的主要元素。

選單

藉助選單來使用 Mixcraft 中各種強大的功能！

工具列

工具列中包括了一些最常用功能，比如儲存、開啟、復原、重做、改變物件自動控制

曲線類型以及調整對齊格線的標準等等。

軌道頭的頭

它在軌道頭的上方，我們還能把它叫什麽呢？就姑且這樣稱呼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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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使用一些和軌道及時間相關的功能，比如插入軌道、標記、整體效果器等等。

時間軸

加入標記、進行整體選取操作以及調整拍速、調號和拍號。

軌道頭

加入效果器、組織您的專案並讓軌道進入準備錄音狀態。

提示：想要上下滾動軌道，將滑鼠移動到軌道頭位置，然後滾動滑鼠的滾輪。

軌道體

編輯物件以及調整自動控制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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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為新的音訊軌道/再製軌道/凍結

將大量消耗 CPU 的軌道凍結起來，或混合為一個新的音訊軌，這樣可以節省 CPU 資

源。再製某個軌道的完全副本，讓軌道處理更加靈活。

混合為新的音訊軌道

音訊軌道和虛擬軌道都可以混合為新的音訊軌道。

這個操作通常叫「bouncing」。所有的音訊和/或 MIDI 、效果器和自動控制曲線，以

及物件自己的控制曲線等等，換句話說，也就是這個軌道目前發出的實際聲音，將被

混合到一個新的音訊軌道中。當您的 CPU 消耗過大，聲音播放不流暢的時候，這個

功能就會很有用了。

這個操作在完成後，原始軌道將被靜音，但不會被刪除。方便您再次修改或重新利用。

想要混合為新的音訊軌道，選擇「軌道」選單>「混合為新的音訊軌道」，或在軌道頭

點擊右鍵，使用相同的指令。

再製軌道

您可以再製一個軌道，再製出的新軌道將和原始軌道完全一樣。從「軌道」選單中選

擇「再製軌道」，或在軌道頭點擊右鍵，選擇相同的指令。再製一個完全相同的軌道，

初看上去並沒有什麽用，但是想像一下：若您想要使用某個軌道上所有的效果器去處

理另外一些物件，但又想對效果器做一點小小的調整，這時候再製軌道就很有用了，

特別是當軌道上的效果器的數量很多的時候，比如 5個，或 10個。這種情況下，再

製軌道是最快速有效的辦法。當然您可能需要刪除再製軌道中原來的物件，然後把您

想要處理的新物件加入進去。

凍結軌道

若因為使用了太多效果器或時間伸縮導致電腦太慢，或播放不流暢，這時您可以使用

凍結功能來減少軌道處理所消耗的 CPU。在凍結後，軌道將僅僅播放一個臨時的音訊

檔案（包括了所有的效果器自動控制曲線）。

除非取消凍結，否則凍結後的軌道無法編輯效果器或物件。（拖動一個新的聲音到凍

結後的軌道，將使該軌道取消凍結）。

要凍結軌道，右鍵點擊軌道，選擇「凍結軌道」指令，或者使用「軌道」選單>「凍

結軌道」。

快速鍵：



20

凍結軌道 CTRL+F

提示：凍結軌道和混合為新的音訊軌看上去似乎功能類似，實際上它們實現的效果的

確是相同的，都是在後台將一個軌道匯出為音訊檔案，然後播放時，這個軌道就轉為

僅僅播放這個音訊檔案。播放音訊檔案只消耗非常小的 CPU。兩種方式的不同之處是，

凍結不會新增軌道，但是凍結後，您無法對軌道進行任何編輯。另一方面，凍結的軌

道可以隨時取消凍結，重新編輯。

混合為新音訊軌功能雖然會新增一個軌道，但是新增的軌道和其它軌道一樣，您可以

自由編輯，加入新的效果器或自動控制曲線等。要特別注意的是，如果在處理過程中，

您想要回頭去編輯原始的軌道，那麼就會遇到不少麻煩，因為新增軌道上所完成的編

輯可能會作廢。

所以若您在對一個軌道的處理過程中進行處理，比如降低雜訊或時間伸縮，完成後不

會再次進行調整和修改，建議您使用混合為新音訊軌這種方式。您甚至可以另存新檔

後（很重要，您需要保留原始軌道），刪除原始的軌道，使用新的音訊軌道繼續後面

的處理。

但若您處理後有可能還要再繼續調整，比如使用效果器，那麼，您最好選擇凍結。因

為對效果器參數不滿意的時候，您隨時可以取消凍結，重新調整效果器的參數，然後

再次凍結。

自訂外觀

改變軌道的顏色、圖示、名稱和大小。

名稱

點擊軌道目前的名稱，您可以重新為軌道命名，預設的名稱為「音訊軌道」或「樂器

軌道」。輸入新的名稱後，按 Enter 鍵，或點擊其他地方。

圖示

每個軌道可以使用自己的圖示，方便您區分、個性化或組織軌道。您可以在 20個內

建的圖示中選擇，或使用自己的圖示！

選擇一個新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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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擊目前的軌道圖示或移動您的滑鼠到軌道的左下角，等小三角按鈕彈出，點擊該按

鈕選擇圖示。或者，您也可以從「軌道」選單中選擇「屬性」>「選擇圖示...」，或

使用右鍵選單中的相同指令。

選擇圖示的視窗將會彈出。

選擇一個新的圖示然後點擊確定。

添加您自己的圖片

您可以添加自己的圖片，比如您的樂隊的照片、或您的小狗的照片或任何您想要的圖

片。圖片格式必須為下列格式之一：

§ JPG

§ BMP

§ PNG

§ GIF

點擊「新增自製圖示...」，選擇您自己的圖片後點擊開啟舊檔。您的圖示就會出現在

清單中。自訂圖示在其他專案中同樣可以使用。

顏色

每個軌道的顏色可以使用「軌道」選單>「屬性」>「軌道顏色」來選擇。軌道中所有

的物件的顏色將一起被改變。

或者右鍵點擊軌道，選擇「屬性」>「顏色」，然後選擇您想要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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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和聲相

調整每個軌道的音量和聲相。

音量

每個軌道都有自己的音量推桿，用於調整該軌道的音量。拖動推桿向左或向右來改變

音量。

音量可以在 0% 到 200% 之間設定 (或稱為 -Inf dB 到 +6 dB，-Inf dB 是小到聽

不到，+6 dB 則是放大兩倍)。拖動推桿時，您會看到實際的音量數值。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軌道」>「屬性」>「設定音量...」>「設定擷取音量...」，然

後輸入一個您想要的音量數值。或者您也可以使用右鍵選單中相同的指令。

注意：在進入錄音狀態的軌道中，音量推桿將變為紅色，允許您調整錄音音量的大小。

當您取消軌道的錄音狀態後，音量推桿會回到原始的位置和顏色。

提示：按住 ALT， SHIFT 或 CTRL 然後拖動推桿可以進行精確的調整。

聲相

每個軌道都有自己的聲相，聲相是軌道的聲音在整個聲場所處的左右位置。拖動聲相

推桿向左或向右來改變軌道的聲相。調整範圍為 100%左（最左）到 100%右（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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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相推桿預設置中，意味著軌道的聲音處於立體聲聲場的中間。

聲相處於最左

聲相處於中間

聲相處於最右

或者，您可以使用「軌道」>「屬性」>「聲相」>「設定擷取聲相...」，然後輸入一

個您想要的聲相數值。您還可以使用右鍵選單中相同的功能。

提示：按住 ALT， SHIFT 或 CTRL 然後拖動推桿可以進行精確調整。

錄音音量

當音訊軌進入錄音狀態後，您就可以錄製音訊到軌道中。

進入錄音狀態的軌道的音量推桿將變為紅色，表示您現在調整的是錄音音量。此功能

僅限音訊，另外對 ASIO 驅動無效，ASIO 驅動模式下，輸入音量無法使用軌道音量

推桿來控制，所以您會看到音量顯示上沒有控制推桿：

在 ASIO 驅動模式下，您必須使用音效卡或外部裝置的音量控制來調整輸入音量。

靜音和獨奏

靜音或獨奏一個軌道。

靜音

若您不想聽到一個軌道的聲音，您可以點擊軌道頭的靜音按鈕。靜音按鈕會高亮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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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將不再發出聲音。

或者，您可以使用右鍵選單中的靜音指令來靜音一個軌道。

快速鍵：

靜音 CTRL+M

獨奏

若您只想聽到一個軌道的聲音，而不想聽到其他軌道的聲音，點擊軌道頭的獨奏按鈕。

比如，您想單獨聽聽 Bass 和吉他的聲音，而不想聽到鼓的聲音，就可以點擊 Bass 和

吉他軌的獨奏按鈕。獨奏按鈕點擊後會高亮顯示。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右鍵選單中的獨奏指令來獨奏軌道。

快速鍵：

獨奏 CTRL+L

插入點

插入點用於標示編輯操作將要發生的位置。使用滑鼠點擊軌道或物件來設置插入點的

位置。插入點由一條直線和兩個小三角組成，小三角的作用是標示操作將作用的軌道。

插入點的位置遵循目前的對齊格線標準。比如，對齊格線標準設定為小節時，在第三

小節和第四小節之間點擊，插入點將出現在第三小節的開始處。

錄音將從插入點開始。加入新的素材時將出現在插入點，完成後，插入點將移動到素

材的尾部。

插入點還用來表示選取之聲音被分割時的位置。

您可以使用電腦鍵盤的方向鍵來移動插入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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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準備錄音

讓一個軌道進入準備錄音狀態意味著錄製的內容將出現在這個軌道裡。

讓一個軌道進入錄音狀態，只需點擊軌道頭上的「錄音」按鈕。進入錄音狀態後，軌

道將高亮顯示為紅色。

快速鍵：

軌道準備錄音 CTRL+B

選擇錄音輸入

您可以同時錄製多個音效卡或多個不同的輸入通道。多數音效卡允許您同時對其多個

輸入通道進行錄製。

在軌道頭上點擊準備錄音按鈕右邊的三角按鈕。

這將會彈出可以使用的輸入通道的清單。

選擇您要使用的輸入裝置和通道。

若要錄製單聲道訊號，選擇 Left Channel（左聲道） 或 Right Channel（右聲道），

依據您的輸入訊號連接到哪個通道而定。

當您完成選擇後，輸入一些訊號到輸入通道，來檢查您是否選擇了正確的輸入通道。

當通道正確時，您可以看到音量顯示會隨輸入訊號而變化。

設定錄音音量

軌道進入錄音狀態後其音量推桿會變成紅色，用於調整錄音音量。拖動這個推桿來調

整您的錄音音量。

(這一音量調整在 ASIO 模式下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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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錄製多個軌道

您可以同時讓多個軌道進入錄音狀態，若您的音效卡支援多個輸入通道的話。這樣您

可以一次錄製整個樂隊的演奏，每個輸入都將錄製到各自獨立的軌道上。注意，您需

要為每一個軌道選擇正確的輸入通道。

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們要同時錄製線路輸入的左右兩個聲道到兩個音訊軌。

要選擇輸入通道，點擊軌道 1的小三角按鈕，並選擇線路輸入，然後選擇左聲道。

在第二個音訊軌中選擇線路輸入之右聲道。

您可以看到現在兩個軌道都已經進入了錄音狀態。

提示：您可以新建一個專案，設定好輸入通道，然後儲存為一個專案範本。下次您想

再次為自己的樂隊錄音時，只要開啟這個範本，無需重新設置輸入通道就可以馬上開

始錄音。

監聽輸入

您可以打開監聽功能來監聽輸入的訊號。在軌道進入錄音狀態後，點擊小喇叭按鈕

（未進入錄音狀態時，此按鈕不顯示）。

循環錄製和插入式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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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環播放模式下進行錄製，或在某個特定的區域錄製。

瞭解更多關於循環錄製和插入式錄製。

監聽

「哦，聽到自己的聲音這麼大可真高興啊！」——某個過度興奮的音樂家。

有些音效卡允許您在錄製的時候直接監聽輸入的訊號，輸入訊號會被直接傳輸給輸

出，所以您可以在耳機中立即聽到輸入的訊號，這種監聽方式幾乎沒有任何延遲，所

以應該算是最理想的監聽方式。

但有些裝置（比如 USB 麥克風或低端或早期音效卡）可能不具備這樣的直接監聽功

能。此外，有的時候您可能希望能夠聽到輸入訊號被軌道效果器處理後的聲音，比如

吉他手可能希望使用 Mixcraft 裡的吉他效果器來即時演奏，或者演唱者在錄製人聲

的時候都會希望能加入一點殘響。所以錄音時軟體監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一個功

能。

Mixcraft 提供給您軟體監聽功能，即使您的音效卡不支援直接監聽，也不用擔心。

只要您開啟 Mixcraft 中的軟體監聽功能，輸入訊號會在輸入到 Mixcraft 之後，經

過軌道效果器的處理，然後輸出到耳機或音箱。這樣您可以馬上監聽到被軌道效果器

處理後的演唱或演奏。

但對比音效卡的直接監聽，軟體監聽的使用有一個提前：您的音效卡必須支援足夠低

的延遲時間。足夠低通常指的 20毫秒以下，而且越低越好。軟體監聽時，輸入訊號

進入音效卡後，要經歷一系列處理然後再輸出到耳機，所以不可避免會造成聲音的延

遲。但只要延遲時間小於 20毫秒，人的耳朵就會難以分辨。

由於軟體監聽對延遲時間的特別要求，您最好使用 ASIO 驅動模式，因為只有這種驅

動才能提供給您穩定有效的低延遲。現在多數外置的音效卡都支援 ASIO 驅動，所以

如果您想在錄音時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您通常都需要購買一個外置的，而且支援 ASIO

驅動的音效卡。

另外特別提醒，使用 Mixcraft 的軟體監聽時，軌道中不可以加入會造成額外延遲的

效果器。多數效果器工作時都不會造成明顯的延遲，但有一些效果器（比如 Limiter）

卻會造成極大的延遲，有時甚至會超過1秒鐘，所以在錄音時，您必須關閉甚至暫時

移除這種效果器。

想要進行即時軟體監聽，在軌道進入錄音狀態後點擊軌道頭上的小喇叭按鈕，這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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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只在軌道進入錄音狀態後才會出現。

使用軟體監聽錄製到的僅僅是原始的輸入訊號，並非被軌道效果器處理後的結果。所

以錄製完成後，您可以重新調整效果器，得到不同的處理結果。

另外還要特別提醒，在監聽時，最好使用耳機，而不是音箱，特別是錄製麥克風時，

您必須使用耳機，除非麥克風擺放在另一個完全隔音的房間裡（實際上在這個房間裡

演唱的時候也一樣要使用耳機監聽）。

吉他調音表

每個音訊軌都帶有一個吉他調音表，您可以用它來校正吉他的音高。首先您需要點擊

準備錄音按鈕，讓軌道進入錄音狀態。

然後點擊音叉按鈕，這將開啟調音表功能。

輸入訊號進入調音表之後，調音表將偵測其音高。當訊號音高很標準，音高短線將顯

示在中間位置，並高亮顯示為白色，否則輸入的音高是不標準的。

當然您可以使用調音表來調整其他樂器。

或者，您還可以點擊右鍵，在選單中選擇「吉他調音表」，或使用「軌道」選單中的

相同指令。

虛擬樂器（MIDI）

虛擬樂器軌用於放置虛擬樂器物件（MIDI 物件）。虛擬樂器物件可以由錄製得到也可

以載入。下面的圖片顯示一個虛擬樂器軌道和一個虛擬樂器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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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樂器軌有一個額外的樂器按鈕（小鍵盤圖示），在靜音按鈕的左邊。

點擊樂器按鈕來選擇一個樂器。

您可以連接一個 MIDI 鍵盤來演奏及錄製 MIDI。

或如果您沒有連接 MIDI 鍵盤到電腦，您可以使用電腦鍵盤來彈奏。

MIDI 軌準備錄音

讓一個軌道準備錄音意味著錄製的內容將出現在這個軌道裡。

想要準備一個軌道，點擊軌道的準備錄音按鈕。

當軌道進入錄音狀態後，會高亮顯示為紅色。

快速鍵：

準備錄音 CTRL+B

選擇錄音輸入

您可以同時錄製多個虛擬樂器軌。預設情況下，Mixcraft 會為每個軌道輸入所有的

MIDI 輸入通道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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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您可以點擊準備錄音按鈕旁的小三角按鈕 ，為每個虛擬樂器軌選擇特定的

MIDI 輸入通道。

比如，您連接了兩台 MIDI 鍵盤，想要分別錄製不同的樂器。那麼可以設定鍵盤 1

輸出到 MIDI 通道 1，鍵盤 2輸出到 MIDI 通道 2。然後，讓虛擬樂器軌1接收 MIDI

通道 1的訊號，虛擬樂器軌 2接收 MIDI 通道 2的訊號。現在您就可以開始同時錄製

兩個軌道了。

或者，您可以把 MIDI 鍵盤分割為兩個區域。其中一個區域輸出到 MIDI 通道 1，另

一個輸出到 MIDI 通道 2。這和使用兩個鍵盤的效果一樣。不過您需要閱讀您的鍵盤

的說明書來瞭解是否支援鍵盤分區。

有多個輸出通道的虛擬樂器

有些虛擬樂器擁有多個輸出通道。

若一個軌道加入了這種虛擬樂器，Mixcraft 將為每個輸出通道新建子軌。這樣您可

以為每一個通道添加效果器、改變音量、聲相或 EQ。

想要查看這些輸出通道，點擊軌道頭左下角的+（加號）按鈕，只有軌道中的樂器擁

有多個輸出通道時才會顯示這個按鈕。

展開後，您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輸出通道。

若您並不需要所有的輸出通道，可以刪除不需要的軌道（您可能還需要同時重新設定

您的外掛）。在樂器視窗中點擊「顯示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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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點擊最右邊的「設定」按鈕（只有當加入的虛擬樂器帶有多個輸出通道時才會出

現這個按鈕）。

在輸出通道視窗中關閉或開啟輸出通道。

視訊軌

視訊軌用於放置視訊物件、圖片和文字。每個專案中只能有一個視訊軌。

想要顯示視訊預覽視窗，點擊「顯示視訊視窗」按鈕。

視訊軌中可以使用自動控制曲線，就像其它軌道一樣。另外還有一個用於放置文字的

文字軌，您可以在此放置標題、歌詞或製作人名單等。

在視訊章節瞭解更多關於視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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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文字軌放置文字物件，這是一個視訊軌的子軌。

有兩種文字物件：

§ 固定文字

§ 移動文字

文字軌可以包括多個分徑，用於顯示標題、歌詞、製作人名單、過渡或其他您想要顯

示的文字訊息。

在視訊章節瞭解更多關於文字。

後製軌

每個專案都有一個後製軌，專案中所有其他軌道的聲音最終都匯總到後製軌。

後製軌在新專案中預設不顯示，想要顯示後製軌，點擊「軌道」>「顯示後製軌道」。

或點擊「+軌道」按鈕，然後點擊「顯示後製軌道」。

後製軌和其它軌道有許多相同之處，比如，都有音量推桿、都可以使用自動控制曲線

調整音量、都可以加入效果器等等。但是也有許多不同，比如，後製軌沒有聲相控制、

獨奏、靜音、錄音這些按鈕，因為這些功能在後製上沒有任何意義。

由於後製軌是最後的軌道，所以後製軌裡的處理就是對整個樂曲的處理，比如，減小

音量，那麼整個樂曲的音量就會減小。使用這一特點，您可以使用後製軌的音量自動

控制曲線來製作整曲的音量漸小（曲終）或音量漸大（樂曲開始）。

瞭解更多關於自動控制曲線。

傳送軌道

傳送軌道是一種特殊的軌道，因為每個軌道都可以把訊號傳送給這種軌道，它本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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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放置任何音訊物件或 MIDI 物件，而只能接收來自其它軌道的訊號。傳送軌道也一

樣可以加入效果器而且可以使用自動控制曲線。

在混音台介面，使用傳送旋鈕來調整各個軌道的傳送量。傳送旋鈕顯示為紅色。

什麽時候使用傳送

音訊軌和虛擬樂器軌可以將自己的訊號傳送給傳送軌道。傳送軌道通常又被稱為是

Aux Bus。

遇到如下情況時您可以使用傳送軌道：

§ 在一個軌道的某個區域使用效果器。

§ 在多個軌道間共享效果器。比如延遲和殘響效果器，在一首樂曲中，往往會有多

件樂器需要使用完全相同的延遲或殘響的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每個軌道

上單獨加入延遲或殘響，不僅僅會造成大量的 CPU 消耗，而且調整效果器也會變

得極為麻煩，因為您一次要調整多個延遲或殘響。將延遲或殘響放在傳送軌中，

然後把其它軌道的訊號傳送給此傳送軌，可以實現相同的處理結果，但卻可以節

省大量的 CPU 資源，而且調整效果時也會變得極為簡單，因為您只要調整一個效

果器的參數就可以了。

傳送訊號到傳送軌

在專案中新增一個傳送軌。我們重新命名它為「殘響（傳送）」。

找到您想要施加殘響的軌道，點擊自動控制曲線按鈕展開該軌道的自動控制曲線。

點擊展開自動控制曲線清單。選擇「傳送」分類項下的「殘響（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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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調整傳送旋鈕來調整傳送的量，或在自動控制曲線上添加節點來讓傳送量隨時間

發生變化。

這個音訊軌道的訊號將被傳送給傳送軌，被其中的效果器處理，同時其傳送量會隨時

間發生變化。

傳送控制類型

一個軌道將其訊號傳送給傳送軌道的時候，您可以決定是在經過音量推桿及其自動控

制曲線處理之前傳送出去，或是之後。要選擇傳送類型，在混音台或自動控制曲線列

的傳送旋鈕上點擊右鍵，然後在彈出的右鍵選單中選擇：

§ 音量前 - 軌道的訊號要在音量推桿之前就傳送出去。

§ 音量後 - 軌道的訊號在音量推桿處理之後傳送出去。

為了讓您更容易理解傳送類型，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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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以音訊軌為例， MIDI 軌的原理是完全一樣的。音訊軌的訊號先經過效果器的

處理，然後是靜音和獨奏選擇，接著是聲相，最後是音量，然後輸出到後製軌。「音

量前」傳送會將進入聲相和音量前的訊號傳送出去（至傳送軌），而「音量後」傳送

則是將經過聲相和音量處理後的訊號傳送出去。所以合理的講，應該叫「聲相音量前」

以及「聲相音量後」，不過人們已經習慣了使用簡化的名稱。

如果您希望傳送出去的訊號的量是固定的或置中的（就是在聲場的中間），完全不受

軌道音量推桿和聲相推桿的控制，您需要選擇「音量前」。否則選擇「音量後」，這種

情況下，如果您改變了軌道的聲相，比如偏到左邊，那麼傳送軌接收到的訊號就是偏

向左邊的，或者減小了軌道的音量，那麼傳送的量也會一同減小。

提示：當在傳送軌上添加效果器時，建議使用專門為傳送軌準備的預設。效果器的預

設名稱中若帶有 SEND 字樣，表示是專門為傳送軌使用的。在使用有「乾訊號」和「濕

訊號」參數的效果器的時候，確保點擊效果器的「編輯」按鈕，然後將效果器的 Dry

（乾訊號）調整為 0%，並將 Wet（濕訊號）調整為 100%。

編組軌

編組軌允許您將多個軌道放置到一個軌道夾中，不僅可以折叠，而且編組軌本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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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效果器和自動控制曲線，對編組中所有的軌道進行處理。

比如，您有8個音訊軌，包括一套鼓的各個部份，若您想要改變鼓組的整體音量，您

可以新增一個編組軌，然後把所有的鼓軌道放進去。現在您無需單獨去調整每個軌道

的音量，只要調整編組軌的音量，就可以改變整個鼓組的音量。您還可以獨奏、靜音

整個鼓組，或方便地改變聲相、添加效果器或使用自動控制曲線來對整個鼓組進行處

理。

新建編組軌之後，拖動鼓組的各個軌道至編組軌就可以把它們添加到編組軌中。

當一個軌道進入編組軌之後，會縮進顯示。移動編組軌的時候也將一同移動編組軌中

所有的子軌道。

編組軌的左下角帶有一個+（加號）按鈕，點擊可以展開編組軌。再次點擊可以折叠

編組軌。

輔助輸出軌

輔助輸出軌讓您可以將軌道的訊號輸出到其他音訊裝置和/或同一音訊裝置的其他輸

出埠。

若您的音效卡有多個輸出埠，您就可以在輔助輸出軌的輸出清單中選擇其他的輸出

埠。

您可以在混音台介面裡調整各個軌道的輸出通道。

到混音台章節瞭解更多。

您有很多方法使用輔助輸出軌來方便您的混音，或利用您的音訊裝置上的額外輸出

埠。下面是一些案例：

利用輔助輸出軌來簡化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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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方的圖片中，一共有五個輔助輸出軌，分別為人聲、鼓、Bass、吉他和鍵盤而新

建。所有的人聲都輸出給了人聲輔助輸出軌，所有的鼓都輸出給了鼓輔助輸出軌。

這一技術無需額外的硬體裝置，就可以方便的組織樂曲中的各種樂器。

透過這種方法，混音被簡化了，因為現在只有5個推桿需要被調整，每一個輔助輸出

軌也都有 EQ、效果和自動控制曲線，方便您對相同的樂器組進行相同的處理。

新建耳機監聽

當錄音或現場演出時，通常每個音樂家都希望聽到自己想要的樂器混合，比如鍵盤手

可能想要監聽鼓、鍵盤和人聲，但他不想聽 Bass 的聲音。若您的音效卡提供多個輸

出埠，那麼您可以新建自訂的耳機監聽。

如下圖所示，新增了一個傳送軌用來組織鍵盤手的自訂監聽通道。這個傳送軌的訊號

輸出給了輔助輸出軌「鍵盤監聽輸出」，它輸出至音效卡上的某個輸出埠。現在使用

其他軌道上的傳送旋鈕就可以混合出專供鍵盤手使用的監聽訊號，包括鼓、人聲以及

很少的 Bass 和吉他，當然最重要的鍵盤自己的聲音，而且通常自己的聲音都需要更

大一些。現在音效卡上對應的輸出埠的訊號就可以輸出至鍵盤手監聽音箱或耳機了。

若音效卡有足夠的輸出埠，樂隊中的每個成員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監聽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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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混音中使用硬體效果器

有時使用經典的硬體效果器處理是唯一得到完美聲音的方法。下面的例子中，有一個

Space Echo 效果專用的傳送軌。這個傳送軌的訊號輸出到了一個輔助輸出軌，此輔

助軌又輸出到了音效卡的某個輸出埠。

人聲傳送了一些訊號給這個傳送軌，它將被傳送至輔助輸出軌。音效卡的相應輸出埠

連接到一個外部的經典硬體 Space Echo 效果器的輸入埠。所以任何傳送到那個傳送

軌的訊號都最終會被傳輸到這個硬體效果器。

您可以再新增一個音訊軌，讓其接受某個音效卡的輸入埠的訊號。現在將 Space Echo

的輸出埠連接至音效卡的輸入埠，這樣您就可以將 Space Echo 的聲音錄製到新增的

音訊軌中，您甚至可以啟動監聽功能，來試聽混合了 Space Echo 之後的整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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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Wire

ReWire 是由 Propellerhead Software 公司開發的一項技術，允許 Mixcraft 和其

他常用的音樂軟體進行數據交互。這一強大的技術可以讓 Mixcraft 使用其他音樂軟

體獨有的樂器、聲音或其他特性。

Mixcraft 作為 host (也被稱為是 ReWire Mixer)和其他軟體一起工作（被稱為是

slaves 或 ReWire Devices)。其他軟體將和 Mixcraft 同步拍速、循環播放位置、

播放和停止等操作。Mixcraft 裡的 MIDI 訊號可以傳送給其他軟體裡的虛擬樂器，

這些樂器發出的聲音可以被傳送回 Mixcraft。這樣您可以在 Mixcraft 裡混合所有

的樂器，也可以添加效果器或做其他處理。

有兩種方法來新增 ReWire 軌。

其中之一是點擊「混音」>「新增 ReWire 程式」，在清單中選擇您想要的 ReWire 軟

體（當然您的電腦中必須已經安裝了的某個支援 ReWire 技術的軟體，它的名稱會自

動出現在這個清單裡）。這樣就可以新增一個 ReWire 軌道，同時會出現一個第三方

程式的子視窗。

另一個方法是使用虛擬樂器軌。在虛擬樂器軌的樂器選擇中選擇 ReWir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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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 Mixcraft 將為該程式新建一個 ReWire 軌，當 ReWire 軌新建後，所有播放控

制操作，諸如播放、後退、停止、以及拍速變化和循環播放位置都將被傳輸給已經建

立連接的 ReWire 程式。樂器軌也可以將即時彈奏的，或已經錄製的 MIDI 數據傳輸

給 ReWire 程式。

自動控制曲線

您可以讓軌道參數隨時間發生自動的變化，方法是在自動控制曲線上增加新的節點形

成變化過程。

自動控制曲線類型：

§ 音量

§ 聲相

§ 傳輸軌的傳輸量

§ 任何效果器及虛擬樂器中的參數

§ 物件的濾波器參數

每個軌道都有一個自動控制曲線列（並排在軌道的下方），在這裡您可以每次查看一

個參數的曲線。

軌道自動控制曲線

除了物件自身的音量、聲相以及濾波器控制曲線之外，您還可以使用軌道自動控制曲

線來控制整個軌道的音量和聲相。實際上您可以在軌道上控制幾乎所有的效果器和樂

器的參數以及傳送軌的傳送量。

自動控制曲線

點擊軌道的顯示/隱藏自動控制曲線按鈕來顯示出自動控制曲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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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的控制曲線是音量，可以讓軌道的音量隨時間而發生變化。使用滑鼠您可以任意

添加新的節點。

點擊曲線的任何位置就可以新增一個節點，然後您可以拖動這個節點到任何您想要的

位置。

移動軌道自動控制曲線節點

對齊格線標準會影響您添加節點的位置，同樣也影響節點的移動位置。

若您移動節點到某個特定位置的時候遇到麻煩，您可以關閉對齊功能。

按住 SHIFT 鍵，這時您可以整體移動兩個節點之間的直線，注意這時滑鼠會顯示為

上下箭頭。上下拖動滑鼠來移動直線到想要的位置。

拖動一個節點橫向越過另一個節點，鬆開滑鼠後，被越過的節點將被刪除。

精確調整節點的位置

右鍵點擊一個節點來編輯其位置或刪除它。

右鍵點擊自動控制曲線頭（軌道頭下方），使用右鍵選單中的指令來清除、反轉自動

控制曲線或隱藏自動控制曲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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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控制效果器參數

每個 VST、VSTi 和 Acoustica 的效果器都可以被自動控制。實際上每個效果器裡的

幾乎所有參數都可以被自動控制。這意味著您可以讓延遲效果器的混合量隨時間發生

變化，或讓合唱效果器的混合量隨時間發生變化。（注意：DirectX 效果器無法被自

動控制）

要自動控制一個效果器：

1. 為軌道加入一個效果器。

2. 顯示自動控制曲線。

3. 點擊展開自動控制曲線參數清單，在「軌道效果」下找到您剛剛添加的效果器，

並在裏面找到您想要做自動控制的參數。

4. 為該參數的曲線添加節點得到您想要的曲線。

瞭解更多關於效果器自動控制。

自動控制虛擬樂器

虛擬樂器也一樣可以被自動控制。

要自動控制一個虛擬樂器：

1. 為軌道加入一個虛擬樂器。

2. 顯示自動控制曲線列。

3. 點擊展開自動控制曲線參數清單，在「樂器」下找到您剛剛添加的樂器，並在裏

面找到您想要做自動控制的參數。

4. 為該參數的曲線添加節點得到您想要的曲線。

自動控制虛擬樂器的效果器

要自動控制一個虛擬樂器的效果器：

1. 為軌道加入一個虛擬樂器。為虛擬樂器添加一個效果器。參見「新建自己的虛擬

樂器」。

2. 顯示自動控制曲線列 。

3. 點擊展開自動控制曲線參數清單，在「樂器效果」下找到您剛剛添加的樂器效果

器，並在裏面找到您想要做自動控制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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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該參數的曲線添加節點得到您想要的曲線。

自動控制傳送量

要自動控制傳送量：

1. 新增一個傳送軌。

2. 顯示自動控制曲線列。

3. 點擊展開自動控制曲線參數清單，在「傳送」下找到您剛剛添加的傳送軌。

4. 為該參數的曲線添加節點得到您想要的曲線。

自動控制效果器參數

每個效果器的參數都可以被自動控制，從而隨時間發生變化。

添加效果器自動控制

您可以為任何一個效果器參數添加自動控制曲線。比如，您可以讓 Flanger 效果器

的作用量隨時間發生變化。首先添加一個 Acoustica Flanger 效果器到軌道中。

然後點擊軌道頭顯示/隱藏自動控制曲線按鈕 ，顯示出自動控制曲線列。

在參數清單中找到您想要控制的參數，在這個例子裡我們選擇「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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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可以添加節點形成想要的曲線。

錄製自動控制曲線

您可以使用 MIDI 控制器來為效果器或樂器的某個參數錄製自動控制曲線。當 MIDI

控制器上的一個旋鈕被對應到某個參數，您就可以錄製了。您甚至可以同時對多個參

數錄製自動控制曲線。錄製的方法非常簡單，點擊播放控制工具列中的錄音按鈕，開

始錄製後，轉動 MIDI 控制器上的旋鈕，就可以將其參數變化錄製到軌道中。

錄製完成後，您可以在自動控制曲線列中查看錄製的曲線。瞭解如何使用 MIDI 對應。

提示：錄製自動控制曲線時，您需要手動添加一個開始數值。這很重要，因為若錄製

結束時的數值和開始時不一樣，那麼您每次播放的時候聲音都會不相同。

非物件軌道的自動控制曲線

非物件軌道沒有顯示/隱藏自動控制曲線按鈕，它的自動控制曲線列始終直接顯示在

軌道中。您只需點擊參數清單，在清單中找到您想要控制的參數就可以了。

您可以在下列這些軌道類型中控制效果器：

§ 編組軌

§ 傳送軌

§ 輔助輸出軌

§ 後製軌

§ 多輸出通道樂器軌

§ ReWire

使用 MIDI 控制器來控制

您可以使用一個 MIDI 控制器或 MIDI 鍵盤來控制效果器或樂器裡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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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MIDI 鍵盤或控制器都是不同的，有的鍵盤可能完全沒有任何 MIDI 旋鈕或推

桿，有的可能整個面板上全是旋鈕推桿。沒有旋鈕或推桿的 MIDI 鍵盤無法輸出連續

變化的 MIDI 訊號，因此無法控制像音量、聲相、傳送量等可連續變化的參數，但是

您仍然可以使用其按鈕或琴鍵控制像獨奏、靜音或準備錄音這樣的按鈕參數。

您需要將 MIDI 鍵盤或控制器上的旋鈕對應給效果器或樂器裡的參數，然後您才可以

用您的雙手來控制效果器或樂器裡的參數。這會給您一種全新的演奏感覺。

如何開啟參數對應對話框

要建立對應，使用下面兩種方法之一：

1. 點擊效果器或樂器的控制面板上的 MIDI 控制器按鈕。

2. 在自動控制曲線的參數清單中找到您想要控制的效果器，然後點擊其中的「MIDI

控制器...」。

這將彈出下面的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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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對應旋鈕到效果器

為了控制一個效果器中的不同參數，有幾個不同的方法來完成。每個 MIDI 控制器上

的旋鈕都會產生一個 MIDI CC訊號，您可以將一個 MIDI CC 訊號對應給一個參數。

1. 點擊「MIDI 對應」按鈕。

2. 點擊您想要被控制的參數。（在例子中我們點擊「反饋」）

3. 現在旋轉或推動您的 MIDI 控制器上的某個旋鈕或推桿。

4. 對應的 CC 控制器號碼將會顯示出來。

5. 想要對應另一個參數，點擊另一個參數，然後重複剛才的操作。

6. 點擊「停止對應」來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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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若您知道 MIDI 控制器旋鈕的 CC 號碼，您可以點擊 CC 列，在清單中選擇相

應的 CC 號碼，而無需對應操作。

反轉

若您建立了一個對應，但您想要 MIDI 控制器上的旋鈕反向控制 Mixcraft 裡的參

數，您可以點擊「反轉」來完成。

全部重設

這個按鈕將清除所有已經建立的對應。

載入和儲存 MIDI 對應表

點擊「儲存」或「另存新檔...」來儲存您的對應表，儲存結果將顯示在預設清單中。

您以後可以使用預設清單重新載入這些對應表。若您想要刪除一個儲存的預設，選中

它，然後點擊「刪除」按鈕。

效果器

除了視訊軌和文字軌之外，您可以在其他任何軌道上添加效果器。點擊 fx 按鈕來為

一個軌道添加或編輯效果器。

您可以為軌道添加延遲、回聲、合唱、EQ、失真及其他即時處理效果器。之後，您可

以隨時重新點擊 fx 按鈕來編輯效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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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果器章節瞭解更多關於效果器。

軌道分徑

每個軌道都可以包括多個分徑。每個分徑裡都可以包括物件，這些物件可以處於任意

的時間位置而不必有固定的先後次序。

新增分徑

錄音的時候若錄音結果和已經存在的物件重疊，則分徑會自動添加。或者，您也可以

手動添加分徑，右鍵點擊一個軌道，從「軌道分徑」中選擇「新增分徑」。

快速鍵：

新增分徑 ALT+L

刪除分徑

您可以刪除一個分徑以及其中包括的物件，右鍵點擊分徑，從「軌道分徑」中選擇「刪

除分徑」。

刪除空白分徑

右鍵點擊軌道，從「軌道分徑」中選擇「刪除空白分徑」。

快速鍵：

刪除分徑 ALT+K

靜音分徑

您可以靜音任何分徑，首先點擊分徑選中要靜音的分徑，然後點擊右鍵，從「軌道分

徑」中選擇「靜音分徑」。要取消靜音，也一樣首先選擇分徑，然後在右鍵選單中選

擇「軌道分徑」>「取消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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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通道

針對虛擬樂器軌，您可以為每一個分徑分配一個特定的 MIDI 通道。這在使用複合音

色樂器的時候會非常有用。首先點擊一個分徑選中這個分徑，然後在右鍵選單「軌道

分徑」>「MIDI 通道」中選中想要的通道號。

使用分徑錄音

使用分徑來錄音很方便。若您要在一個已經錄製了物件的區域再次錄製，錄製過程會

自動產生新的分徑或使用空白的分徑。在循環錄音的時候這顯得更加有用。

在錄音章節瞭解更多。

物件

物件放置在各自的軌道上。有很多操作都針對所有的物件有效。

物件類型：

§ 音訊

§ MIDI

§ 視訊

§ 文字

移動/刪除/鎖定/連結

移動

要移動一個物件，用滑鼠按住它的標題欄然後拖動。

(標題欄是物件最上方顯示有名稱的部位)

移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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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後

您也可以使用電腦鍵盤來移動物件。物件的移動遵從對齊格線標準。

在鍵盤控制章節瞭解更多關於鍵盤控制。

連結

您可以把數個物件連結到一起，這樣您移動其中的任何一個，所有連結的物件將一起

移動，就像一個整體一樣。處理視訊和相關的音訊物件時，這個功能會很有用。

當一個物件被連結時，標題欄會顯示一個額外的連結圖示，點擊這個圖示可以方便讓

這個物件取消連結。

要連結物件，首先選中要連結的物件，然後使用選單「編輯」>「連結」>「連結選擇

之物件」。這樣選中的物件就建立了連結。

鎖定

目前這一功能只針對聲音物件有效（視訊物件無效）。物件被鎖定後將無法被移動或

調整大小。但是您依然可以編輯它的自動控制曲線。

要鎖定一個物件，選中這個物件，然後使用選單「聲音」>「屬性」>「鎖定」。

或者，您還可以在「聲音」詳細頁面裡點擊鎖定按鈕來鎖定一個物件。

刪除

選中一個物件或一組物件，然後使用「編輯」選單中的「刪除」來刪除。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來刪除。

刪除物件中的一部份

若選中了一個物件中的一部份，上述刪除操作將刪除您選中的部份。比如，在您錄製

的人聲中有一個多餘的呼吸聲，您就可以僅僅選中不想要的部份然後刪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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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樂段/裁切/修邊

您可以透過調整大小來裁切或修邊。您還可以調整大小來形成循環樂段。

裁切/修邊

您可以對一個物件的左右兩端進行修邊（改變其長度）操作，方法是將滑鼠移動到一

個物件的左邊緣或右邊緣，這時滑鼠會變成左右圖示。按住滑鼠並向左右拖動就可以

進行修邊操作。

您還可以縮放視圖或啟動對齊格線功能來進行更準確的修邊。

修邊操作遵從對齊格線標準，若您操作的時候發現無法拖動到您想要的位置，您可以

試著將對齊格線功能關閉。

裁切選中的部份

在一個或多個物件中選擇其中的一部份，然後使用「編輯」>「裁切」，可以將選中部

份裁切出來。（或者您也可以使用右鍵選單裡的相同指令來完成操作）。

快速鍵：

裁切 CTRL+Q

延長循環樂段

您可以透過拖動操作來延長循環樂段。將滑鼠移動到一個循環樂段物件的左端或右

端，您可以看到滑鼠會變成左右箭頭圖示。按住左鍵然後左右拖動來延長循環樂段。

每一遍循環都有上下一對三角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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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樂段操作遵從對齊格線標準。若您發現無法得到特定的循環樂段長度，您可能需

要關閉對齊功能。

另外，您也可以點擊物件上的+1次循環按鈕來新增一次循環。

移除物件間的區域

這個操作將移除選中之物件之間的空白區域，這樣所有物件將連接到一起。但此操作

並不會將選中物件重組為一個新的單一物件，您仍然可以單獨移動它們。

操作時，首先選中目標物件，然後使用選單「編輯」>「移除物件間的區域」。

快速鍵：

移除物件間的區域 CTRL+J

複製和貼上

您可以對物件進行複製操作。選中一個物件或使用選擇方框選中其中的一部份。使用

「編輯」選單裡的「複製」，然後點擊要貼上的位置，插入點標記會出現在您點擊的

地方。最後使用「編輯」選單裡的「貼上」，將複製的物件貼到插入點位置。

快速鍵：

複製 CTRL+C

貼上 CTRL+V

拖動複製

爲了更快速地完成複製操作，按住 ALT 鍵後拖動一個物件到新的位置。這是一個非

常快速而且非常有用的複製操作。

快速鍵：

拖動複製 ALT+拖動

不改變時間軸位置的拖動複製 SHIFT +ALT+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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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物件

做各種編輯操作前，您通常都需要先選中操作的對象。

拖動選擇

按住滑鼠左鍵拖動來完成選擇，透明的方形選擇區域內即為選中的部份。選擇操作遵

從對齊格線標準。

您可以在時間軸、物件或軌道上開始按下左鍵來拖動滑鼠選擇。

選中單個物件

您可以點擊物件的標題欄來選中單個物件。

您可以按住 CTRL 鍵切換為多選模式，順序點擊多個物件可以選中多個物件。

按住 SHIFT 鍵後點擊物件的標題欄，您可以添加新的物件到已選中的物件中。

選擇物件的一部份

在物件中間按下左鍵然後拖動，這樣您可以選擇物件中的一個部份。這時滑鼠會變為

I圖示，表示正在選擇部份物件而不是整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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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速/時間調整

時間旅行雖然還不可能，但是您可以改變一個音訊物件的播放速度而不改變它的音

高。在過去，改變播放速度則必然會升高或降低音高。音高上升時會形成可怕的「花

栗鼠」效果。

一個聲音播放速度的改變可以使用兩種模式之一：

§ 調整為專案拍速

§ 時間伸縮

調整為專案拍速

在此模式下，Mixcraft 將自動偵測聲音的原始拍速，並依據專案目前的拍速對聲音

進行變速處理，使得聲音的播放拍速和專案一致。比如，若專案的目前拍速是 120，

而聲音原始的拍速偵測結果為 60，則聲音播放時速度將增加一倍。

但是，有時專案中並不是只有一個固定的拍速。比如，一個樂曲後半部份的拍速比前

半部份要快。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調整為專案拍速」的聲音的播放速度將始終和專

案拍速保持同步，若專案拍速增加，聲音的播放速度也會增加，若專案的拍速降低，

聲音的播放速度也會降低。

這個模式最大的用途是，您可以將原始拍速完全不同的各種聲音放置到一起，在播放

時，它們將完全同步，而不會錯拍。

時間伸縮

在這個模式下，聲音的播放速度可以調整為某一個固定的數值（原拍速的百分比），

並且播放的時候會忽略專案的拍速。

瞭解更多關於拍速和時間伸縮。

FlexAudio™ 時間伸縮

按住 CTRL 鍵，然後拖動物件的左端或右端，可以直覺地改變一個物件的長度，也就

是改變其播放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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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 CTRL 後，將滑鼠移動到物件的左端或右端時，您會看到 FlexAudio™ 模式專

用的圖示。

瞭解更多關於 FlexAudio™ 。

調號/音調調整

聲音的音調可以升高，變得像花栗鼠一樣，也可以降到極低。帶有音調的聲音物件可

以選擇為一個固定調性，或選擇為和專案調性保持一致。

在調號/音高章節瞭解更多關於調號和音高。

靜音

您可以讓一個聲音靜音，這樣它將不再被聽到。您有可能會使用到這個功能的原因是，

有時您可能會想要一個物件不出聲，但依然希望它保留在專案裡。物件靜音後將變成

灰色。

要靜音一個物件，選擇這個物件，然後使用選單「聲音」>「屬性」>「靜音」。

若物件位於一個有分徑的軌道中，這時物件上會顯示一個專用的靜音按鈕，點擊這個

按鈕可以方便地實現物件的靜音和取消靜音操作。

拍速/時間伸縮

您可以調整一個音訊物件的拍速，或使用時間伸縮。

改變一個聲音的偵測拍速

您必須使用「調整為專案拍速」模式來改變一個聲音的偵測拍速。點擊詳細頁面的「聲

音」詳細資料頁面，在時間伸縮模式選擇中選擇「調整為專案拍速」。

若一個聲音被偵測出的原始拍速是錯誤的，您可以使用「已偵測拍速」後的下拉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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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為專案調號

在這個模式下，Mixcraft 將根據物件和專案之間的調號差異自動調整物件播放時的

音高。比如專案目前的調號是 #F，而物件的調號是 F，則此物件在播放的時候會被

升高一個半音，從而變為 #F。

有時您的樂曲中可能有調號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處於「調整為專案調號」模式的

物件的播放音高將隨專案調號的變化而自動變化。繼續使用上面的例子，比如您的專

案的調號從 #F 變為 G，則自身調號為 F 的物件在播放時其音高將從升高一個半音

變換為升高兩個半音。

變化音高時，以最短的音程變化為原則。比如專案的調號是 G，而物件的調號是 F，

則物件音高上升兩個半音，而不是下降 10個半音。

改變一個聲音的調號

假設播放時一個聲音的調號不正確，您可以在專案中新增調號變化標記來改變專案的

調號。您不需要改變聲音自身的調號，您需要改變專案的調號。簡單的說，若您要改

變一個聲音的音高，您應該改變專案的調號。只有當聲音的自身調號偵測結果不正確

時您才需要改變聲音自身的調號。

若聲音自身的調號被偵測為錯誤結果，您可以在「聲音」頁內調整它的調號，在下拉

選單中挑選正確的調號。注意，軟體偵測出的調號將顯示一個*，以方便您參考。

改變聲音的音高

物件音高還有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都和專案的調號無關，因此您可以自由改變一個

物件的播放音高而無需關心專案的調號。

不要固定音高

在這種模式下，當您改變一個物件的播放速度時，音高會隨著發生變化。若物件播放

速度變慢，音調將變低，相反，若增加物件的播放速度，音調將升高。

調整音高

這種模式是最簡單的一種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您可以自由設定一個物件的播放音高，而不用考慮其播放速度（在這

個模式下改變音高並不會改變播放速度）。您可以使用下拉選單中的數值按半音來改

變音高（上下各一個八度），您也可以使用右側的上下箭頭按鈕對音高進行細微調整。

您可以用這種模式來修正物件中可能存在的音高問題，比如一個物件的原始音高並不

是標準音，您就可以使用這種模式對之進行音高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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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Audio™

時間旅行雖然現在還不可能，但是您可以改變一個物件的播放速度卻不用改變其音

高。過去的技術在改變播放速度的時候，會讓音高發生變化，特別是增加播放速度時，

音調升高會產生著名的「花栗鼠」效果。

FlexAudio™ 是一種非常直覺的物件播放速度改變手段。

使用方式是，按住 CTRL 鍵，然後將滑鼠移動到物件的右端，按下滑鼠並左右拖動。

當您看到這個圖示時，表示目前處於 FlexAudio™ 模式。

FlexAudio™ 提示

您可以使用 FlexAudio™ 來新建完美的循環樂。若您有一個未偵測拍速的循環樂段，

您想要它和曲子的拍速同步，可以將對齊格線標準切換到小節。先將物件的左端對齊

到某個小節，然後按住 CTRL 鍵後拖動物件的右端，將其對齊到最近的小節。當然您

需要先瞭解這個循環樂段的總拍數，比如這個循環樂段內一共有 16拍，也就是 4個

小節，您需要確保它在時間軸上佔據4個小節的長度。這樣這個循環樂段就會和樂曲

的拍速完美匹配了。

當 FlexAudio™ 幫您搞清需要對聲音長度進行多少變化後（您可以在「聲音」詳細

資料頁面裡看到伸縮的百分比），您可以透過簡單的計算來設定拍速。先找到這個物

件開始之前的最近一個拍速標記的數值。物件的拍速 =（專案拍速）X（物件的伸縮

百分比）/100。然後您可以在「聲音」詳細資料頁面裡將時間伸縮模式切換到「調整

為專案拍速」，然後輸入新的物件拍速。

若您有一個廣告音訊，其長度需要準確設定為30秒或60秒，您就可以使用 FlexAudio

™ 技術來改變物件的長度，使之變為 30秒或 60秒。您有沒有曾經聽到過廣告中的

預借現金聲明？這種聲明聽上去往往都極快，這是因為這種聲明的長度都壓縮到了

75%。關閉對齊格線功能，然後使用 FlexAudio™ ，您也可以製作這種速度極快的預

借現金聲明。

時間伸縮的有效範圍是 25% 到 400%。但多數情況下，只有 75% 到 125% 這個範圍

聽上去還不錯。

合併

要合併兩個或多個音訊或 MIDI 物件，首先選中所有要合併的物件，然後使用選單「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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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合併成新的物件」。

合併前

合併後

需要合併物件的原因

§ 在一個軌道上有多個 MIDI 物件，您想要列印出整個軌道的樂譜。五線譜編輯器

每次只能列印一個 MIDI 物件，因此您可以把整個軌道的所有物件合併為一個完

整的大物件，方便您的列印。

§ 在一個音訊軌道上，您有多個音訊物件，這些物件錄製時都帶有相同的由空調造

成的背景雜訊，您想僅僅一次操作就移除這些雜訊。只有合併所有的物件您才可

以完成這種想法。

§ 您的專案中有上百個物件，工作環境變得很混亂，電腦也變得很慢。合併物件可

以降低資源需求，節省 CPU 耗用，因此可以加速您的工作。

§ 您就是喜歡合併功能，您是個合併狂？（抱歉，我們得在這個說明書中加入一些

幽默...希望您看了能會心一笑！）

自動控制曲線

每個物件都有自己專用的音量、聲相和濾波器自動控制曲線。

選擇自動控制曲線類型

想要編輯音量自動控制曲線，確保在工具列中已經選擇了「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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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音量」被選中後，每個物件都將顯示自己的音量自動控制曲線。

物件中可使用的自動控制曲線類型有：

§ 音量

§ 聲相

§ 低通截止

§ 低通共振

§ 高通截止

§ 高通共振

編輯自動控制曲線

在這個例子裡，我們將編輯音量自動控制曲線。

上圖顯示一條有兩個節點的曲線，每個節點的位置都是 100%。點擊曲線可以新增節

點，然後您可以拖動這個節點到新的位置。

上圖中，音量現在將從 100% 上升至 170%，然後再下降回 100%。您可以新增更多的

節點，形成您想要的曲線，從而讓音量隨時間而發生變化。

快速鍵

新增節點：按住 CTRL 鍵，點擊物件的任何位置，可以馬上在點擊處新增一個節點。

移動線段：按住 SHIFT 鍵，您可以直接上下移動兩個節點間的線段。

刪除節點：按住 ALT 鍵後點擊一個節點將刪除此節點。

用數值確定節點的位置

若您想要節點移動到一個精確的位置，而滑鼠無法完成操作，您可以右鍵點擊節點，

在右鍵選單中選擇「編輯擷取數值...」。這將彈出一個對話框，您可以使用推桿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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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個新數值或手動輸入一個精確的數值。

漸變、提升和降低

這是幾個操作捷徑，允許您快速為物件添加特定類型的曲線。首先在物件裡選中這些

特定曲線要作用的區域。

然後在「聲音」>「自動控制曲綫」中選擇使用下列捷徑之一：

§ 漸小

§ 漸大

§ 降低

§ 提升

漸變會讓曲綫從一個數值變化到另一個數值。提升讓曲綫整體增加一定的數值。降低

則正好相反，整體漸小一定的數值。

物件音量

物件的音量可以設定的範圍是 0% 到 200%(-Inf dB to +6dB)。

物件聲相

聲相是聲音在聲場中的左右位置。您可以使用自動控制曲線讓聲相發生變化，比如從

左變化到右，或相反。這將造成一種有趣的聆聽感覺。

物件的聲相可以設定的範圍是 100%左（最左端）到 100%右（最右端）。

低通和高通濾波器

除了使用自動控制曲線對音量和聲相進行控制之外，Mixcraft 還允許您對低通和高

通濾波器的參數進行自動控制。

什麽是低通濾波器？

低通濾波器是一種音訊處理手段，它會保留低頻而降低或濾除高頻。低通濾波器有一

個叫「截止頻率」的參數，高於截止頻率的部份將被降低或濾除，而低於截止頻率的

部份不受影響。比如，截止頻率設定為 2000Hz，那麼訊號中低於 2000Hz 的部份將

不受影響，而高於 2000Hz 的部份將被降低或濾除。

Mixcraft 中的低通濾波器是一種共振濾波器。這意味著除了截止頻率外還有一個「共

振」參數。簡單來說，共振參數用於強調截止頻率附近的訊號。所以，若截止頻率設

定為 2000Hz，並使用較大的共振數值，那麼聲音中高於 2000Hz 的部份將被降低或

濾除，低於 2000Hz 的部份將保留，而 2000Hz 附近的聲音會被放大。共振是個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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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但它可以製造非常戲劇化的效果，特別是數值設定很大時不斷改變截止頻率，

可以得到有趣的「濾波器掃頻」效果。

每個物件都有一個共振低通濾波器。它有很多用途，比如您可以用它濾除彈奏吉他時

的手指擦弦所造成的高頻。或者用它製造「濾波器掃頻」效果，方法是設定較大的共

振數值，然後讓截止頻率不斷上下變化。截止頻率和共振參數有各自獨立的自動控制

曲線，您可以讓它們像音量或聲相那樣隨時間而變化。

另一個您需要使用低通濾波器的原因是，人的耳朵對高頻並不是很敏感，而且若高頻

的音量過大時，人們通常都會覺得刺耳。在使用虛擬樂器的時候您一定會發現，幾乎

所有的虛擬樂器裡都帶有低通濾波器，其原因就是要去除或降低樂器中的高頻。

怎樣編輯低通濾波器

要編輯一個低通濾波器的截止頻率的自動控制曲線，確定工具列中已經選擇了「低通

截止」。預設狀態下，這個參數的數值設定為 100%，意味著截止頻率很高，所以所有

的聲音都會通過濾波器，聲音不受任何影響。低於 100% 時高頻將開始被降低或濾除，

數值越小，相當於截止頻率越低。

要編輯濾波器的共振參數，確定工具列中已經選擇了「低通共振」。預設狀態下，所

有節點都處於 0% 位置，意味著沒有共振效果。增加這個數值將產生共振效果。

什麽是高通濾波器？

高通濾波器和低通濾波器正好相反，它會降低或濾除低頻而保留高頻。Mixcraft 中

的高通濾波器一樣是共振濾波器。

怎麼編輯高通濾波器

要編輯高通濾波器的截止頻率，確定工具列中已經選擇了「高通截止」。預設狀態下，

這個參數的數值設定為 0%，意味著截止頻率很低，因此所有的頻率都可以通過濾波

器，聲音將不受任何影響。增加這個數值相當於增加截止頻率，因此濾波器將開始降

低或濾除低頻。這個參數的數值越大，則降低或濾除的低頻越多。

要編輯高通濾波器的共振參數，確定工具列中已經選擇了「高通共振」。預設狀態下，

所有節點都處於 0% 位置，意味著沒有共振效果。增加這個數值將產生共振效果。

什麽有名的作品中應用了濾波器？

很多類型的歌曲中都應用到了共振濾波器。Rush 樂隊的歌曲 Tom Sawyer 的開始音

符就是合成器使用低通濾波器製造出來的掃頻效果。許多舞曲在開始的時候也會使用

低通濾波器，並使用很低的截止頻率，讓聲音變得很低很悶，然後突然增加截止頻率

數值，讓聲音變得明亮和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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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物件

音訊物件可以由錄製得到，也可以直接使用硬碟中的音訊檔案。您可以加入多種格式

的音訊檔案 MP3、OGG、WMA、WAV 和 AIF 到 Mixcraft 中。

錄音時，檔案以 WAV 或 OGG 格式儲存在專案資料夾中。

加入聲音

有數種方法加入聲音到專案中。

聲音選單

點擊「聲音」>「加入聲音檔案...」，找到並選擇您要加入的聲音檔案，點擊開啟舊

檔。聲音檔案將加入到插入點位置。或者，您可以使用快速鍵 CTRL+H 或點擊工具列

上的「加入聲音」按鈕 。

快速鍵：

加入聲音 CTRL+H

雙擊軌道

當您在音訊軌道中雙擊的時候，將直接開啟加入聲音對話框，並將插入點放置到雙擊

位置。選擇要加入的檔案後，聲音將加入到插入點位置。

從素材庫加入聲音

在 Mixcraft 下方的詳細頁面中點擊「素材庫」。在素材庫中選中您要加入的聲音，

然後在軌道中點擊放置好插入點，最後點擊素材庫裡的藍色的+加號按鈕將聲音加入

到插入點。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把素材從素材庫拖動到軌道中。

從 Windows 檔案總管中拖動聲音

開啟一個 Windows 檔案總管，定位您要加入的聲音。選中並直接將聲音檔案拖動到

軌道中。

加入時的聲音分析

當一個聲音被加入時，Mixcraft 將對之進行分析，偵測音量峰值以便顯示波形圖。

若啟動「自動符合節拍」選項，Mixcraft 將分析聲音的拍速，節拍和調號（超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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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的聲音）。若偵測到拍速或調號，Mixcraft 將調整捕捉點到第一拍的位置，並且依

據專案的拍速和調號來調整聲音的拍速和調號。

錄音

點擊軌道的「錄音」按鈕讓其進入準備錄音狀態。

錄音前，您可能還需要做下列準備工作：

§ 設置插入式錄音的區域

§ 為循環錄音設置循環區域

§ 設置軌道的即時監聽功能

當您準備好後就可以開始錄音了。點擊播放控制工具列中的錄音按鈕。

音訊將錄製為預設的 CD 品質音訊檔案。錄音音訊檔案的格式可以在「喜好設定」中

更改，選單「檔案」>「喜好設定」>「音效卡」。您可以在這裡調整取樣率和位率。

直接錄製為 OGG 格式

若您發現您的硬碟中堆滿了巨大的 WAV 檔案，您可以直接錄製 OGG 檔案來節省硬碟

空間。OGG 檔案比 WAV 檔案的體積要小很多。

在「喜好設定」的「錄音」頁，將「錄音檔案類型」切換到「壓縮 OGG 檔」，並使用

下方的滑桿來確定錄音品質。確定後，新的錄音將全部使用壓縮 OGG 格式。不過在

您的硬碟空間充足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建議使用 WAV 格式來錄音，以保持足夠好的

錄音品質。

快速鍵：

錄音 R 或 CTRL+R

聲道/相位/最大化

在選單「聲音」>「屬性」中您可以看到這三個功能。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右鍵點擊一個物件，並在右鍵選單看到相同的功能。

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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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craft 在顯示音訊波形的時候不區分單聲道和立體聲，立體聲物件顯示的波形是

左右聲道合併後的結果。

若您只想播放一個立體聲物件中的左聲道或右聲道，您可以在「屬性」的「聲道」中

進行選擇。

聲音>屬性>聲道>單聲道/立體聲

>左聲道

>右聲道

若您選擇左聲道，物件的標題欄上將出現「左聲道」標記，類似的，若您選擇了右聲

道，則物件的標題欄上將會出現「右聲道」標記。

相位

您可以反轉整個物件的相位，也可以單獨反轉左聲道或右聲道的相位。

聲音>屬性>相位>正常

>只反轉左聲道相位

>只反轉右聲道相位

>反轉兩個聲道相位

反轉相位的概念是，將聲音訊號的波形上下反轉。下圖為反轉前（圖中顯示波形被放

大了很多倍）：

下圖為反轉後：

同時對立體聲訊號的兩個聲道做相位反轉在多數情況不會產生聽覺上的變化，但若您

選擇只反轉其中的一個聲道，則會讓立體聲聲場發生巨大的變化，實際上是完全破壞

了立體聲場，讓整個聲音聽上去不自然。但有時可能會造成一些特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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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

最大化是偵測聲音中最大的音量峰值，然後將此峰值進一步放大至不失真的最大的音

量，同時聲音中的其他部份也以相同的比例放大。若您錄製的結果聲音太小，就可以

使用這個功能將它放大。不過注意這一操作同時也會放大雜訊，所以若您錄製的音量

過小，最好是重新錄製。

聲音>屬性>最大化

使用外部編輯器

Mixcraft 可以和其他音訊編輯軟體合作，來對 Mixcraft 中的音訊檔案進行編輯。

比如，您想反轉一個聲音或想要去除聲音中的破音，或其他音訊編輯，您可能需要用

到外部編輯器。（您的電腦裡必須安裝有其他可用的音訊編輯器。）

設定外部編輯器

在「喜好設定」裡切換到「一般設定」頁面。在頁面的最下方「外部音訊編輯器」中

選擇您想要使用的編輯軟體。

怎樣使用外部音訊編輯器

右鍵點擊一個物件並選擇「以外部編輯器編輯...」或者在「聲音」選單中選擇「以

外部編輯器編輯...」。

您可以選擇編輯原始檔案或其副本。若您編輯原始檔案，您所做的編輯操作將永久性

改變原始檔案，不可恢復。

交叉衰減

Mixcraft 裡實現交叉衰減非常簡單。您只需拖動一個音訊物件，讓它和另一個物件

重合，重合區域就會自動新建交叉衰減。

交叉衰減區域的工作狀態是，左邊的物件在此區域音量漸小，而右邊的物件的音量則

漸大，這樣兩個物件的連接過濾會更加自然平滑，而且有效避免爆音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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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轉聲音

您可以將一個聲音左右反轉，讓它反著播放。選擇一個音訊物件，然後選擇「聲音」

>「反轉」。

反轉前：

反轉後：

聲音詳細頁面（音訊）

您可以在聲音詳細頁面裡改變一個音訊物件的音調、調號、編輯循環點或進行時間伸

縮。

編輯名稱

您可以在「名稱」框中為物件輸入新的名稱，然後按 Enter 或點擊其他地方來確定。

靜音/取消靜音

點擊小喇叭按鈕來靜音目前的物件，再次點擊可以取消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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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取消鎖定

點擊小鎖子按鈕來鎖定目前的物件，再次點擊可以取消鎖定。

開始

「開始」用於確定一個物件的開始位置。您可以手動輸入具體的數值，也可以點擊小

三角按鈕來設定數值。

依據目前時間軸的模式，開始數值的單位將是「時分秒」或「小節、拍子和分拍」。

（1000 分拍=1 拍）

長度

在這裡輸入長度數值來改變物件的長度，可以手動輸入具體的數值，也可以點擊小三

角按鈕來設定數值。（若長度數值設定超過物件的實際長度，將形成循環）

依據目前時間軸的模式，長度數值的單位將是「時分秒」或「小節、拍子和分拍」。

（1000 分拍=1 拍）

時間伸縮/拍速

設定時間伸縮的模式，可以選擇「調整為專案拍速」或「時間伸縮」。

調整音高、調號或變調

設定物件音調的變化量，可以選擇「調整為專案調號」、「調整音高」或「不要固定音

高」。

顯示/隱藏控制按鈕

點擊「<<」按鈕來顯示/隱藏上述控制區域，以便顯示更大的波形區域。

雜訊降低

Mixcraft 擁有內建的雜訊降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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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訊的定義

雜訊可以是背景的嗡嗡聲、破音或爆音，通常都是我們不想要的聲音。Mixcraft 的

內建雜訊降低功能最擅長應對諸如電風扇、空調雜訊或其他持續不斷的雜訊。

應用雜訊降低功能

點擊選中想要降低雜訊的物件。切換到聲音詳細頁面。在底部，點擊「雜訊降低」後

的按鈕彈出下拉選單，選擇雜訊降低的強度，從 5% 到 100%。

當您選擇了降低強度後，Mixcraft 將自動偵測雜訊樣本。偵測結果會顯示在波形圖

上，標示「雜訊開始」和「雜訊結束」。

處於「雜訊開始」和「雜訊結束」標記之間的訊號將被視為是「純粹的雜訊」，即雜

訊樣本。上圖中的雜訊樣本是一個非常良好的例子。您可以調整這個兩個標記的位置，

以標示一個更加純粹的雜訊樣本區域（如果您感覺自動偵測結果不是很滿意的話）。

若您希望 Mixcraft 自動偵測下一個最好的雜訊樣本，點擊「下個雜訊」按鈕。

Mixcraft 將顯示下一個自動偵測出的雜訊樣本區域（若有多個可選的雜訊樣本的

話）。但只有您知道真正的雜訊是什麽，所以您需要自己做最後的手動調整。

找到一個雜訊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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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雜訊樣本是聲音中僅僅只有雜訊的區域。比如您錄音的房間裡有空調，在您錄

音的時候，最開始的一小段時間裡，很可能就只錄製了空調的聲音。您就可以選擇這

段時間為雜訊樣本。若您無法找到良好的雜訊樣本區域，您可以嘗試專門錄製一小段

純粹的雜訊然後合併到要處理的物件中。做這種彌補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小心，因為若

您新錄製的「純粹雜訊樣本」和您要處理的音訊中的雜訊並不一致，雜訊降低操作會

對訊號產生很大的破壞。

循環標記/捕捉點

循環樂段編輯器允許您編輯任何音訊物件的循環樂段標記。您可以在波形顯示區看到

這些標記。

調整一個循環樂段

物件中的循環樂段部份顯示為灰色，非循環樂段部份顯示為綠色。（若一個物件被修

邊，被移除的部份將顯示為深綠色）

移動「循環開始」標記來調整循環樂段的開始位置，移動「循環結束」標記來調整結

束位置。或者，您也可以在相應的位置點擊右鍵，選擇「設為循環開始」或「設為循

環結束」指令來快速調整循環樂段的範圍。

點擊循環樂段播放按鈕 來試聽循環樂段。這個播放按鈕將僅僅只播放目前的音訊，

而不會播放整個樂曲。

顯示偵測出的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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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偵測結束後您沒有看到偵測出的節拍，點擊顯示節拍的按鈕 ，再次點擊可以

隱藏。

這將在波形圖中顯示所有偵測出的節拍。

每一個節拍直線上都有偵測出的拍速數值。依據您目前使用的縮放比例，有可能無法

顯示所有的節拍直線，您只需要放大視圖即可。將滑鼠移動到直線位置，稍等後會顯

示詳細的偵測訊息。

製作完美循環樂段的提示

若波形中顯示有節拍直線，當您拖動循環開始或結束標記時，標記將自動吸附到節拍

直線，這樣您就可以製作出完美的循環樂段。

設定捕捉點

所謂捕捉點是一個物件在執行對齊格線標準時的實際參考位置。預設狀態下，所有物

件的捕捉點都是物件的開始位置，也就是物件的左邊緣。在波形圖裡，捕捉點顯示為

一條紅色的直線，您可以將滑鼠移動到波形圖下方後拖動捕捉點，從而移動捕捉點到

其他位置。

有時您的確需要移動捕捉點的位置，比如，您的音訊物件中包括一段時間的引子，但

您希望在對齊這個物件的時候，按引子後的第一拍來對齊，您就可以把捕捉點重新定

位到引子後的第一拍的位置。如下圖所示，捕捉點前是一段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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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直接拖動捕捉點，也可以右鍵點擊某個位置，然後選擇「另設為捕捉點」。

重新設定捕捉點的位置後，物件對齊的時候將不再以左邊緣為參考位置，因此您也許

需要做好心理準備。或者若您發現有些物件無法將其左邊緣對齊到您想要的位置，也

許是因為這個物件的捕捉點不在預設的位置。下圖顯示新捕捉點對齊格線時的情景

（物件中會顯示新的捕捉點位置）：

重設循環樂段區域和捕捉點

若您想要重設您的循環樂段，讓它恢復到原始狀態，重要點擊右鍵，然後在選單中選

擇「重設循環區域和捕捉點」。

虛擬樂器（ MIDI ）物件

虛擬樂器物件裡包括的是 MIDI 數據以及其他控制虛擬樂器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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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裡的每一條短線都代表一個音符。

加入虛擬樂器物件

您有數種不同的方法加入虛擬樂器物件

新建一個空白的物件

雙擊虛擬樂器軌或右鍵點擊並在選單中選擇「加入樂器物件」，可以馬上在軌道上新

建一個空白的樂器物件。

錄製一個樂器物件

讓一個虛擬樂器軌進入錄音狀態並開始錄製，使用您的 MIDI 鍵盤彈奏，完成後將有

一個錄製的樂器物件出現在軌道裡。瞭解更多關於 MIDI 錄製。

匯入一個 MIDI 檔案

在虛擬樂器軌道上點擊右鍵，選擇「加入聲音檔案...」。在彈出的對話框中找到您想

要加入的 MIDI 檔案，然後點擊開啟舊檔。

（請注意，若加入的 MIDI 檔案中包括多個軌道，每個軌道的 MIDI 數據將被放置到

不同的軌道上，若需要的話，新的虛擬樂器軌會自動被添加。）

您可以在網際網路上下載或購買流行節奏的 MIDI 檔案。

錄音

點擊一個虛擬樂器軌的準備錄音按鈕，讓它進入準備錄音狀態。

您可能需要在錄音前作下列設定：

§ 設定插入式錄製的區域

§ 設定循環錄製的區域

當您完成準備之後，點擊播放控制工具列上的錄音按鈕 開始錄製。（若沒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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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拍標準

確定將音符移動到什麽位置。

請注意，若您設定為8分音符，而您對拍的音符是一個全音符，操作結果並不是將全

音符變為一個 8分音符，而是將其開始位置移動到最近的標準 8分音符線。

若啟動「開始位置」，則每個音符的開始位置將被移動到最近的標準音符線（由「對

拍標準」設定）。

若啟動「結束位置」，則每個音符的結束位置將被移動到最近的標準音符線。

開始位置

啟動這個選項後，Mixcraft 會把音符的開始位置移動到最近的標準音符線。

結束位置

啟動這個選項後，Mixcraft 會把音符的結束位置移動到最近的標準音符線。

Swing

若您想要在音符中加入 Swing 節奏感，啟動 Swing 選項，然後設定一個作用量，數

值為百分比。Swing 功能將會移動音符的開始位置，產生 Swing 節奏感，其強度由

您設定的作用量而定。

比如，若您錄製了一些8分音符。設定「對拍標準」為8分音符，然後設定 Swing 作

用量為 30%，您的 8分音符的開始位置將會偏離 30%。

Swing 作用之前

Swing 作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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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選取之音符

用於確定是否對一個物件中所有的音符進行對拍操作，或僅對選取的音符進行操作。

（這兩個選項只有當您從琴鍵軸開啟此視窗時有效）

人性化

人性化的用途是讓音符的屬性發生隨機的改變，以產生一種人演奏的質感。當您關閉

了對齊格線功能，然後用滑鼠點擊輸入音符時，輸入的音符聽上去會很電腦化很機器

化。

右鍵點擊 MIDI 物件或琴鍵軸裡的 MIDI 音符，在選單中選擇「MIDI 編輯」>「人性

化...」。這將彈出人性化視窗。

最大作用量

音符開始位置和時值的最大改變量。

音符開始位置

確定是否讓音符的開始位置隨機變化。啟動後，您可以在右邊選擇「向前」、「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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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隨機」，分別代表，讓音符的開始位置向前移動，向後移動，或隨機向前向後。

音符時值

確定是否讓音符的時值隨機變化。啟動後，一樣有 3個選擇「向前」、「向後」和「隨

機」，代表的意義和音符開始位置相同。

音符力度

允許您讓力度隨機變化。有兩個選擇：

§ 無限定隨機–音符的力度將依據一個百分比來隨機變化，數值越大則力度變化範

圍越大。

§ 在限定範圍內隨機–每個音符的力度都在限定的範圍內隨機產生，但不會出現範

圍之外的數值。

全部或選取之音符

確定力度變化作用的對象是物件內所有的音符或選取的音符。

（這兩個選項只有當您從琴鍵軸開啟此視窗時有效）

變調

在變調視窗內，您可以對物件中所有的音符或選取的音符進行8度變調或以半音為單

位變調。

右鍵點擊 MIDI 物件或琴鍵軸內的 MIDI 音符，在選單中選擇「MIDI 編輯」裡的「變

調...」。這將開啟變調視窗。

在「變調幅度」後選擇一個數值以及其單位。然後點擊確定。

全部或選取之音符

確定變調作用的對象是物件內所有的音符或選取的音符。

（這兩個選項只有當您從琴鍵軸開啟此視窗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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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在力度視窗裡，您可以改變物件內所有音符或選取之音符的力度。MIDI 的力度代表

的是用多大的力量彈奏音符，其範圍是 1到 127。注意這個功能和「人性化」不同，

人性化是隨機改變力度，但這個力度調整並沒有隨機功能，而是固定增加或減小力度。

右鍵點擊 MIDI 物件或琴鍵軸內的音符，在右鍵選單中選擇「MIDI 編輯」內的「力

度...」。這將開啟力度視窗。

調整量

按特定的百分比或具體的數值來調整力度。

統一為

設定一個特定的數值，將所有的音符或選取之音符的力度統一設定為此數值。有效範

圍為 1到 127。

全部或選取之音符

確定力度變化作用的對象是物件內所有的音符或選取的音符。

（這兩個選項只有當您從琴鍵軸開啟此視窗時有效）

音符平移

在這個視窗內，您可以將物件內所有的音符或選取之音符進行左右平移。

右鍵點擊 MIDI 物件或琴鍵軸內的 MIDI 音符，在右鍵選單中選擇「MIDI 編輯」內

的「音符平移...」。這將開啟音符平移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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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方向

您可以選擇向左或向右平移。

平移量

您可以選擇：

§ 全音符

§ 1/2 音符

§ 1/4 音符

§ 1/8 音符

§ 1/16 音符

§ 1/32 音符

§ 1/64 音符

§ 1/4 三連音符

§ 1/8 三連音符

§ 1/16 三連音符

依據您的需要來選擇相應的平移量。

全部或選取之音符

確定平移作用的對象是物件內所有的音符或選取的音符。

（這兩個選項只有當您從琴鍵軸開啟此視窗時有效）

音符時值

在這個視窗內，您可以對音符的時值做出調整。

右鍵點擊 MIDI 物件或琴鍵軸內的 MIDI 音符，在右鍵選單中選擇「 MIDI 編輯」內

的「音符時值...」。這將開啟音符時值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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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比例

使用百分比來調整。

統一為

將音符的時值統一為同一個數值。

您可以選擇：

§ 全音符

§ 1/2 音符

§ 1/4 音符

§ 1/8 音符

§ 1/16 音符

§ 1/32 音符

§ 1/64 音符

§ 1/4 三連音符

§ 1/8 三連音符

§ 1/16 三連音符

全部或選取之音符

確定時值變化作用的對象是物件內所有的音符或選取的音符。

（這兩個選項只有當您從琴鍵軸開啟此視窗時有效）

強制獨奏

強制獨奏的作用是將物件中的音符強制變為同一時間只有一個音符的「獨奏」。

右鍵點擊 MIDI 物件或琴鍵軸內的 MIDI 音符，在右鍵選單中選擇「 MIDI 編輯」內

的「強制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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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您錄製 Bass 時錯誤的彈奏使得錄製結果中包括和聲，您就可以使用強制獨奏

移除和聲。

強制獨奏前

強制獨奏後

聲音詳細頁面（琴鍵軸）

在聲音詳細頁面內，您可以重新命名一個物件、改變其長度、開始位置、靜音、鎖定、

改變拍速、音高或調號。

編輯名稱

改變物件的名稱。輸入一個新的名稱然後按 Ente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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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音/取消靜音

點擊小喇叭按鈕來靜音物件或取消靜音。

鎖定/取消鎖定

點擊小鎖子按鈕來鎖定一個物件或取消鎖定。

開始

用分、秒和毫秒來確定一個物件的開始位置。您可以直接輸入數值，或者點擊小三角

按鈕來改變。

若時間軸模式設定為「節拍」，開始的單位相應改變為小節、拍和分拍。（1000 分拍=

1 拍）

長度

用分、秒和毫秒來確定一個物件的長度。您可以直接輸入數值，或者點擊小三角按鈕

來改變。（若您在這裡設定的長度數值超過了物件的實際長度，將形成循環樂段）

若時間軸模式設定為「節拍」，在長度的單位相應改變為小節、拍和分拍。（1000 分

拍=1 拍）

時間伸縮

設定物件的時間伸縮模式，有兩種選擇，「調整為專案拍速」和「時間伸縮」。

音高、調號和變調

設定物件的音高模式，有兩種選擇，「調整為專案調號」和「調整音高」。

顯示/隱藏控制面板

點擊「<<」按鈕來顯示/隱藏控制面板。隱藏控制面板可以看到更多 MIDI 音符。

縮放（垂直）

垂直方向放大。（更清楚地查看 MIDI 音符）

垂直方向縮小。（看多更多的 MIDI 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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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模式

MIDI 編輯器可以在琴鍵軸和五線譜兩種模式之間切換。

調號

確定一個物件的調號和大小調屬性。物件的調性只在「調整為專案調號」模式下有實

際用途。

（大小調的設定會影響五線譜的顯示，但不會對琴鍵軸形成任何影響）

拍號

確定物件的拍號。

對應表

若物件是鼓組，您可以使用對應表功能將鼓組的名稱顯示在鋼琴鍵上，替換標準音符

顯示。

選擇鼓對應表。

琴鍵軸編輯器

在琴鍵軸編輯器內，您可以對 MIDI 物件進行詳細的編輯。琴鍵軸這一個名稱來自於

介面左端縱向放置的鋼琴鍵。要開啟琴鍵軸編輯器，雙擊一個 MIDI 物件或右鍵點擊

MIDI 物件並選擇「編輯」。

每一個藍色的條都代表一個音符。音符的音高由其上下位置決定。點擊一個音符可以

試聽它實際會發出的聲音。

工具列

一共有三個編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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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選擇工具（箭頭工具）。

音符添加工具（鉛筆工具）。

音符輸出工具（橡皮擦工具）。

另外還包括如下功能：

時值按鈕 - 選擇一個預設的音符時值，音符添加工具點擊時

將添加此長度的音符。您可以選擇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

音符或三十二分音符。您也可以選擇附點音符或三連音符。

預設力度 - 新添加音符的預設力度。

MIDI 編輯 – 選擇不同的 MIDI 編輯功能。

對齊格線標準 - 確定添加音符或編輯音符時，吸附到格線的標準。

這個對齊格線標準和專案軌道區的標準互相獨立。

添加音符

確定已經選擇了鉛筆工具 。

移動滑鼠到琴鍵軸中然後點擊左鍵。新添加的音符的預設時值和力度由工具列中的選

擇決定。

快速鍵：

切換為鉛筆工具 W

選擇音符

點擊一個音符就可以選中它。或者，您可以切換為箭頭工具，然後拖動選擇。所有進

入框選區域的音符都會被選中。按住 SHIFT 或 CTRL 可以向已經選中的音符中增加

更多新的音符。

雙擊左端的鋼琴鍵可以選中所有此音高的音符。

點擊沒有音符的空白區域或按電腦鍵盤上的 ESC 鍵可以取消選擇。

被選中的音符將顯示為深藍色。

您可以通過時值和力度來進行選擇。點擊工具列上的「MIDI 編輯」按鈕，在下拉選

單中選擇「以力度選擇...」或「以時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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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功能會非常有用，比如您可以快速地選中所有時值很短的音符，或力度非常小的

音符，這種音符往往是彈錯的音符。

使用 TAB 和 SHIFT+TAB 來選擇下一個音符或上一個音符。

注意：當您選擇了一個音符之後，若再次新增音符，新音符將使用剛剛選擇過的音符

的力度和時值。

快速鍵：

切換為箭頭工具 Q

移動音符

選中一個或多個音符然後拖動它們來移動。您可以使用箭頭工具或鉛筆工具來完成這

個操作。

當拖動音符超過目前顯示區域時，琴鍵軸會自動滾動到新的區域。另外音符的移動遵

從對齊格線標準。

若移動時您只想改變音符的音高，而不想改變其時間位置，您可以按住 SHIFT 鍵後

拖動，這樣音符就只能上下移動，而無法左右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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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鍵：

限定上下移動 SHIFT+拖動

編輯音符

將滑鼠移動到一個音符的左端或右端，滑鼠變為左右箭頭模式。現在拖動滑鼠，您可

以改變音符的長度或開始位置。此操作也同樣遵從琴鍵軸內的對齊格線標準。

(改變長度前)

(改變長度後)

同時改變多個音符的長度

若一次選中多個音符，那麼改變長度的操作將同時作用於所有選中的音符。當您想把

多個長音符調整為短音符時，這個操作將會很有用。

詳細編輯音符

您可以對一個或多個音符的屬性進行詳細的編輯，右鍵點擊音符，選擇「編輯屬

性...」，這將開啟音符屬性視窗。

可以編輯的屬性包括：

§ 開始位置 (小節、拍和分拍)

§ 音符時值 (小節、拍和分拍)

§ 音符音高 (A0-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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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度（觸發）(1-127)

§ MIDI 通道 (1-16)

§ 力度（釋放）(0-127)

刪除音符

切換為橡皮擦工具 。

使用橡皮擦工具點擊可以刪除點擊的音符

或者，選擇您想要刪除的音符，然後按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快速鍵：

切換為橡皮擦工具 E

對齊格線

琴鍵軸有自己獨立的對齊格線標準，方便您精確地移動音符或調整音符的長度。若您

想要把音符移動到非標準時間位置，您需要關閉對齊功能後再操作。選擇對齊標準的

方法很簡單，點擊對齊按鈕，然後選擇您想要的標準。

幾乎所有的操作都遵從對齊標準。

複製、剪下、貼上以及剪貼板操作

您可以選中一個或多個音符後，對之進行複製、剪下或貼上操作，這些操作和其他各

種軟體裡相應的操作完全類似。這些操作的快速鍵也和其他軟體完全相同，當然您也

可以使用右鍵選單來完成這些操作。當您複製或剪下一個或多個音符後，它們將臨時

儲存在剪貼板中，您可以把它們貼到插入點標示的位置。

可用的編輯操作：

§ 複製

§ 剪下

§ 貼上

§ 裁切

§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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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拖動快速複製

按住 ALT 鍵，然後拖動選中的物件將快速產生其副本。這是一個更加快速的複製操

作。

快速鍵：

拖動複製 ALT+拖動

MIDI 控制參數

您可以在琴鍵軸下方編輯各種 MIDI 控制參數。

選擇控制參數

點擊左側的參數欄，在下拉選單中選擇您想要的參數。

您可以選擇的參數：

§ 觸發力度

§ 釋放力度

§ Program Change

§ Channel Pressure

§ 彎音輪

§ 調製

§ 其它 MIDI CC 控制器，您需要手動輸入控制參數代碼，數值範圍從 0到 127。

若某個參數帶有控制數據，其名稱會顯示為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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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參數

您可以在參數視窗內使用兩種操作：繪製和擦除

選擇鉛筆工具或箭頭工具來繪製，使用橡皮擦工具來擦除。

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們要編輯音符的力度，讓力度隨時間上下變化。這是編輯前的狀

態。每個直線都代表一個音符的力度。

現在在參數區拖動滑鼠，深藍色的區域就是拖動時繪製出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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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參數區的高度調整得更高一點，以方便操作。方法是將滑鼠移動到參數區和

MIDI 音符區的交界處，按住滑鼠上下拖動就可以調整兩個視窗的高度。

編輯選中音符的力度

選中的音符的力度直線將顯示為紅色。

您可以讓力度編輯操作只針對選中的音符有效，方法是按住 SHIFT 鍵然後再拖動。

這個操作非常有用，因為很多音符的開始位置有可能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直接改變

一個音符的力度必然會改變其它所有開始位置相同的音符的力度。

所以您可以先選中所有要改變力度的音符，然後按住 SHIFT 鍵，現在拖動操作將僅

僅只編輯選中音符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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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只有四個被選中的音符的力度被調整（紅色），藍色為未選中的音符的力度。

精確編輯控制參數

有時您可能想要設定控制參數為一個特定的數值，但是用滑鼠操作很難實現移動到特

定的像素位置。

除了力度之外，您可以右鍵點擊來新增一個控制參數節點，或刪除一個節點，或精確

編輯一個節點的數值。

右鍵選單中包括：

§ 新增節點

§ 編輯節點

§ 刪除節點

§ 刪除全部節點

比如，您想要外部合成器切換為67號音色，選擇參數 Program Change，然後右鍵點

擊，選擇「新增節點」。這個將開啟一個對話框，您可以輸入 67，點擊確定。現在您

就可以讓外部合成器切換到 67號音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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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組對應表

若您要使用打擊樂虛擬樂器，您可以讓琴鍵軸顯示打擊樂的名稱而不是鋼琴鍵。在對

應表的下拉選單中選擇一個預設。這一功能目前只能在琴鍵軸中使用。若您加載的音

色已經有對應表， Mixcraft 會自動顯示正確的對應表。

添加自己的對應表

瀏覽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 \drummaps\ 資料夾。在這裡，您會發現

一堆對應表 txt 檔案。其格式為：

[MIDI 音符序號] [打擊樂器名稱]

比如，您有一個合成器叫 BigAndDumbDrums，使用 54號 MIDI 音符觸發 MegaKick。

您需要添加以下文字：

54 MegaKick

然後您需要儲存為 txt 檔案 BigAndDumbDrums.txt 到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 \drummaps\ 資料夾中。

現在重新開啟 Mixcraft，您自製的對應表將出現在清單中。

最後您需要增加一個預設對應表，這樣當您添加虛擬樂器 BigAndDumbDrums 的時候，

琴鍵軸會自動顯示您的對應表。

使用 MS Excel 或 Open Office Calc 或 GoogleDoc 開啟相同資料夾中的

DefaultDrumMapping.csv。在這個檔案中，使用逗號來確定「列」，使用引號來確定

文字。

您需要填寫下列字段並儲存。

MapFile–您剛新建的檔案的名稱，也就是：BigAndDumbDrums.txt

VSTGUID–這是用於辨別 VSTi 的獨一代碼。在使用過您的 VST 外掛後，開啟 Log 檔

案來查看您的 VST GUID。您的 Log 檔案的位置是 %appdata%\Acoustica\

Mixcraft。下面的例子顯示怎麼發現 Bass Synthesizer 這個 VSTi 的 GUID。

15:39:16 [635 mils]: VST: C:\ProgramFiles(x86)\Acoustica Mixcraft

\VST\3rdParty\Alien303BassSynthesizer.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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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16[635 mils]: VST found in registry.

15:39:16[635mils]: {4A2F286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VST Name–若沒有 GUID，就使用 Log 中的顯示的名稱。

§ Preset# - 這是音色預設。

§ Comments–加入批註。

現在儲存檔案並加載您的虛擬樂器。

循環樂段區域

您可以製作 MIDI 循環樂段。在琴鍵軸編輯器中，您可以調整循環樂段的開始位置和

結束位置。只要用滑鼠直接拖動循環開始位置和結束位置標記到新位置就可以了。

比如，我們想要把第二小節當做循環樂段來使用。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拖到結束標記到到第三小節開始處，拖到開始標記到第二小節開

始處。結果是這樣：

完成後，您可以在軌道區拖長這個物件，形成多次循環。

聲音詳細頁面（五線譜）

Mixcraft 允許您查看、編輯和列印樂曲的五線譜。五線譜和琴鍵軸這兩種模式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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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切換使用。

編輯名稱

在這裡改變物件的名稱，直接輸入新的名稱，然後按 Enter 鍵。

靜音/取消靜音

點擊小喇叭按鈕來靜音或取消靜音。

鎖定/取消鎖定

點擊小鎖子按鈕來鎖定物件或取消鎖定。

開始

用分、秒和毫秒來確定一個物件的開始位置。您可以直接輸入數值，或者點擊小三角

按鈕來改變。

若時間軸模式設定為「節拍」，開始的單位相應改變為小節、拍和分拍。（1000 分拍=

1 拍）

長度

用分、秒和毫秒來確定一個物件的長度。您可以直接輸入數值，或者點擊小三角按鈕

來改變。（若您在這裡設定的長度數值超過了物件的實際長度，將形成循環樂段）

若時間軸模式設定為「節拍」，在長度的單位相應改變為小節、拍和分拍。（10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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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1拍）

時間伸縮

選擇時間伸縮模式，有兩種模式可選「調整為專案拍速」和「時間伸縮」。

音調、調號和變調

設定物件音調變化的模式，有兩種模式可選「調整為專案調號」和「調整音高」。

顯示/隱藏控制面板

點擊「<<」按鈕來顯示/隱藏控制面板。隱藏面板後您可以看到更多的音符。

縮放（縱向）

縱向放大（看到音符的細節）。

縱向縮小（看到更多的音符）。

編輯器類型

在五線譜和琴鍵軸之間切換。

調號

為物件選擇一個調號以及大小調屬性。當音調屬性設定為「調整為專案調號」的時候，

這裡設定的調號將作為變調的依據。

(大小調屬性會影響五線譜的顯示，但不會影響琴鍵軸)

拍號

編輯物件的拍號。

對應表

若軌道樂器是一個打擊樂器組，您可以讓琴鍵軸介面顯示具體的打擊樂名稱而不是鋼

琴鍵盤。

選擇一個對應表。

五線譜編輯器

編輯音符



98

Mixcraft 允許您直接對「音符條」進行編輯。透過編輯音符條的位置和大小，您可

以改變音符的顯示。

下圖是一個典型的四分音符和它的音符條。

當用滑鼠點擊時，音符條會變為藍色。

您可以拖動音符條來改變音符的音高，或拖動其左端來改變開始位置，或拖動右端來

改變長度。鬆開滑鼠後，音符將顯示調整後的新狀態。

若在改變音高的時候，您不想音符的開始位置發生變化，可以按住 SHIFT 鍵然後拖

動。

快速鍵：

限定上下移動 SHIFT+拖動

工具列

五線譜編輯器中一共有三種工具。

選擇工具（箭頭工具）。

新增音符工具（鉛筆工具）。

刪除音符工具（橡皮擦工具）。

以及其它一些常用功能：

時值按鈕 - 使用這些按鈕選擇一個預設的時值，新增的音

符將使用這一時值。您可以選擇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

符和三十二分音符。另外您還可以使用三連模式和附點模式。

預設力度 - 確定新增音符的預設力度。

對齊格線標準 - 確定五線譜專用的對齊標準。

整理音符

整理音符功能的作用是將五線譜內原本可能亂糟糟的音符排列整齊，它並不會實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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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音符的開始位置和時值，只是讓它們看上去更整齊而已。

比如，您錄製的一個音符，原本應該是一個四分音符，但您彈奏的時間不夠，少了一

個三十二分音符。那麼在五線譜裡顯示的時候將是一個八分音符加一個三十二分音符

再加一個三十二分休止。看上去像下面這樣：

使用整理音符功能可以簡化這種複雜的顯示結果。您可以試試選擇八分音符模式。

在改變了整理音符的標準後，剛才的音符就看上去像一個四分音符了。

但選擇八分音符模式的壞處是，原本的十六分音符現在也會顯示為八分音符。當然，

您可以將整理音符的標準設定為十六分音符模式來解決這一問題。

切換譜號

右鍵點擊譜號，您可以在三種模式中切換：

§ 總譜

§ 高音譜

§ 低音譜

這個操作將改變整個軌道的譜號顯示。

列印

選擇要列印的物件，然後點擊「列印...」按鈕，或者按快速鍵 CTRL+P 來列印您的

五線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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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列印出作者以及樂曲標題，請在「作者資訊...」中添加相關訊息（見「專案」

詳細頁面）。

循環樂段區域

您可以透過設定循環樂段開始位置和結束位置來製作一個循環樂段物件。要調整循環

區域，用滑鼠拖動循環開始和結束位置標記。

比如，下面的循環樂段中，只有第二小節為循環樂段區域，播放時將只有這個區域的

聲音可以被聽到。這樣您就可以將一個物件中的一部份截取出來，在樂曲中一遍一遍

重複播放。

MIDI 概念

M.I.D.I.是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樂器數位介面）的縮寫。它

是一系列的數據，用來告訴虛擬樂器演奏什麽音符或用什麽方法演奏音符，同時還可

以對虛擬樂器進行其他各種控制。Mixcraft 的虛擬樂器軌道中的 MIDI 物件包括的

就是這種數據。

在 Wikipedia 中瞭解更多關於 MIDI。

MIDI 音符

當您在鍵盤上按下中央 C 琴鍵的時候，鍵盤將發送一個數據，告訴虛擬樂器「演奏

C3」。當您鬆開琴鍵的時候，鍵盤會再發生一個數據，告訴虛擬樂器「停止演奏 C3」。

發送的數據中其實還包括更多其它的訊息，比如彈奏的力度，MIDI 通道等。力度數

據使用一個 1到 127 之間的數字來表示，1為最小的力度，127 為最大的力度。

http://zh.wikipedia.org/wiki/M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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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MIDI 音符都包括下列訊息：

音符音高(C0-C10)，力度(1-127)， MIDI 通道(1-16)

音符音高

這是彈奏的音符的音高。MIDI 數據中的音高並不使用我們通常習慣的音樂表示方法，

也就是諸如 C3、A6 之類。MIDI 數據使用一個 0到 127 之間的數字來表示音高，0

為 C0，1為 #C0，2為 D0，以此類推，127 為 G10。其範圍比鋼琴音域更寬，鋼琴

的音域是 A1 到 C9。

力度

力度表示擊鍵的強度。通常來說，虛擬樂器中音色回應力度數據時，都是力度越大則

音量越大，不過有些虛擬樂器的有些音色可能並不使用這一規則。因此您有可能發現

有些音色不論用什麽力度彈奏都是同一種音量。

MIDI 通道

通道的作用是可以讓 MIDI 數據並行傳送（使用不同的通道），而虛擬樂器同樣可以

並行接收 MIDI 數據，因此您可以一次傳送更多的 MIDI 數據。

MIDI 控制器

控制器是另一類 MIDI 數據，可以傳送持續變化的數據，用於控制虛擬樂器中的參數。

最常用的控制器是 Modulation（調製）和Pitch Wheel（彎音輪）。一般標準的 MIDI

鍵盤都有兩個旋鈕，用來產生這兩個最重要的控制數據。

Modulation（調製）

通常它也被稱為是「顫音輪」，因為有很多合成器或虛擬樂器都使用這個參數來控制

顫音的幅度。不過不同的合成器或虛擬樂器，或不同的音色有可能並不這樣使用這個

參數，因此這個參數並不一定總是控制顫音的幅度，它的具體作用由虛擬樂器音色中

的設置而定。調製輪輸出的數值範圍是 0到 127。

Pitch Wheel(彎音輪)

這個控制器通常都用來產生音調的變化，向上推動彎音輪會讓音調升高，向下推動則

讓音調降低。多數合成器和虛擬樂器中的音色都這樣使用這個參數，但也有例外。彎

音輪輸出的數值範圍是 8191 到 8192。

其他控制器

虛擬樂器還使用許多其他的控制器，被稱為是 MIDI CC 控制器。



102

視訊物件

視訊物件中包括視訊畫格預覽或靜態圖片的預覽。

在 Mixcraft 中，您可以在視訊軌道中使用：

§ 視訊檔案

§ 圖片檔案

§ 文字物件

在視訊章節瞭解更多

文字物件

文字物件中包括文字以及文字附加的效果。

在視訊章節瞭解更多關於文字物件。

錄音

您可以錄製音訊或 MIDI。點擊一個軌道上的準備錄音按鈕讓這個軌道進入錄音狀態，

然後您可以向這個軌道中錄製音訊（音訊軌）或 MIDI（樂器軌）。

瞭解更多關於準備錄製 MIDI 或 準備錄製音訊。



103

錄製物件

當您讓一個軌道進入錄音狀態後，您就可以開始錄製了。

點擊軌道放置插入點，即開始錄製的位置。

點擊播放控制工具列上的錄音按鈕開始正式錄製 。

完成後點擊停止按鈕來停止錄製 。

錄製出的音訊檔案將儲存在專案資料夾內。若您想一次錄製多個軌道，您需要同時讓

多個軌道進入錄音狀態，並且需要為每一個軌道選擇輸入通道，同時您需要有一個支

援多路輸入的音效卡。

快速鍵：

錄音 R 或 CTRL+R

音效卡

有兩種方式來連接您的樂器或麥克風到電腦。

先經過混音台

您可以將樂器或麥克風連接到一個混音台，訊號在這裡經過音量調整和混合後再進入

您的音效卡。

不經過混音台

您可以將樂器或麥克風直接連接到音效卡，而無需使用混音台。現在錄音工業更多使

用這種模式，因為這種方式更加方便。不過當您需要同時錄製多個輸入訊號時，您的

音效卡必須有足夠多的輸入埠。

選擇音效卡驅動模式(ASIO/WaveRT/Wave)

您有三種模式可選：

§ ASIO

§ WaveRT

§ Wave

若您想要即時彈奏虛擬樂器或進行音訊錄製，您需要一個比較好的音效卡來提供較低

的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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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可以的話，您應該優先嘗試 ASIO 驅動模式，然後嘗試 WaveRT 模式，最後沒有其

他選擇時，才使用 Wave 模式。

瞭解更多關於如何設置音效卡。

監聽輸入(音訊軌)

在錄製音訊的時候，爲了能聽到自己的聲音，或稱為是「監聽」自己的聲音，您需要

點擊

軌道準備錄音按鈕，然後點擊監聽按鈕。

您需要設置較低的延遲時間才能正常使用監聽功能。延遲時間需要低於 20毫秒才不

會影響您的演唱或彈奏。

瞭解更多關於監聽。

錄音模式

一共有三種錄音模式。可以在「軌道」選單中選擇，也可以右鍵點擊軌道，在「錄音

模式」中選擇。

§ 建立分徑

§ 重疊

§ 替代

您也可以在「喜好設定」中設定一個預設的錄音模式。

建立分徑

在這個模式下，所有已經存在的分徑將自動被靜音，新錄製的內容出現在一個新的分

徑裡。這是音訊軌道的預設錄製模式。

每次同一位置新的錄音都會自動放置到新增的分徑裡。注意錄音時會自動靜音任何和

新錄音重疊的部份。

在使用插入式錄音時，會在插入區域新增分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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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圖中，只有插入錄製區域內的部份被靜音。

重疊

在這個模式下，錄音時，已經存在的物件將繼續發出聲音。這是 MIDI 軌預設的錄音

模式。

每一個新的錄音都會放置到新增的分徑中。

取代

在這個模式下，已經存在的音訊將被新錄製的內容取代，而且不會新增分徑。

除非您的硬碟空間真的太少，否則不建議使用這種模式，因為缺乏足夠的靈活性，想

像一下，如果您在錄製了 5，6遍之後突然想起第 2遍的效果最好。要找回來會很不

方便，而且退出 Mixcraft 的之後，所有未使用的音訊檔案就會被刪除，所以無法

再找回來了。

循環錄音

使用循環錄音模式，您可以在同一個區域反復錄製多遍，錄製完成後再挑選最好的錄

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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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入循環模式，在播放控制工具列上點擊「循環」播放按鈕。

或者，您可以選擇「混音」選單>「循環播放模式」。進入循環播放模式後，用滑鼠拖

動「始」和「終」兩個標記來設定循環區域。在播放控制章節瞭解更多關於循環播放。

您還可以同時使用插入錄製模式。

提示：想要快速新建一個循環區域，先在軌道區或時間軸上拖動選擇一個區域，然後

再點擊循環播放按鈕進入循環模式。您還可以啟動對齊格線功能來確定一個精確的循

環區域。

插入式錄音

使用插入式錄音，您可以將錄音結果限定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

要確定插入錄音區域，點擊播放控制工具列上的「插入式錄音」按鈕。

然後用滑鼠拖動「入」和「出」兩個標記，設定插入式錄製的區域。

在設定好插入式錄音區域後，開始錄音，錄製將僅僅在插入式錄音區域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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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想要快速新建一個插入式錄音區域，先在軌道區或時間軸上拖動選擇一個區域，

然後再點擊插入式錄音按鈕。您還可以啟動對齊格線功能來確定一個精確的錄音區

域。

素材庫

素材庫裡包括大量可以免費在您的專案中使用的音訊素材！盡情在您的作品中使用這

些素材吧！

聲音

在選擇了某個類型後，您可以看到該類型下所有可以使用的素材。若您選擇「全部」，

那麼整個素材庫中所有的素材都將顯示出來。

試聽素材

點擊素材左側的綠色播放按鈕來試聽該素材。若您的樂曲正在播放，試聽時將自動調

整素材的播放速度，以便和專案拍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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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聲音

點擊素材左側的藍色加號按鈕，可以馬上把它新增到目前選中的音訊軌道中。

CTRL 鍵–按住 CTRL 鍵後您可以多次點擊來選擇多個素材。

SHIFT 鍵–按住 SHIFT 鍵後您可以選擇連續的多個素材。

快速鍵：

全選目前視圖中的素材 CTRL+A

素材庫

您可以選擇特定的素材庫或者選擇「全部」。若選擇「全部」，所有的素材都將被顯示，

包括您自己匯入的各種素材。

內建的素材庫一共有兩個：

§ Loops（循環樂段）

§ Sound Effects（音效）

若您想瀏覽所有的音效素材，您可以將素材庫選擇為「Sound Effects」。然後在下方

選擇一種分類方式。右邊將顯示所有篩選出的素材。

分類

點擊「分類」，可以在下拉選單中選擇一個新的分類方式。這樣您可以使用不同的分

類方式來尋找您想要的素材。可用的分類方式包括：

§ 拍速

§ 調號

§ 曲風

§ 風格

§ 樂器

§ 檔案名稱

§ 情緒

§ 日期

§ 匯入日期

下方將會顯示子分類。點擊一個子分類，可以篩選出該分類中的內容。比如「曲風」

下包括：12-8 Blues,Acid Techno,B Diddley,Blues Shuffle,Country Rock,

Country Shuffle,Disco,Dub,Electro Groove,Funk Rock,Hip Hop,Music

Beds,Power Ballad,Punk,Reggae One Drop,Sludge Metal,Sound Effects,和Speed

Metal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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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這允許您在選中的分類中快速找到特定的素材。您可以使用多個搜尋關鍵字，或者使

用排除關鍵字。搜尋完成後，Mixcraft 將顯示搜尋結果的數量，搜尋的結果將顯示

為黃色。。

比如您可以搜尋「Drums」，若搜尋結果太多，您可以搜尋「Drums Snare」。

若您不想看到搜尋結果中包括某種名稱，您可以使用排除表達式——減號。比如

「Drums –Snare」將顯示所有素材，其名稱中包括「Drums」，但不包括「Snare」。

要結束搜尋，點擊搜尋框右側的「x」按鈕。

素材屬性及按屬性排序

您可以點擊素材屬性的標題來讓素材按這一屬性排序，再點擊一次可以反向排序。

屬性包括：

§ 檔案名稱

§ 拍速

§ 是否循環?

§ #小節數

§ 拍號

§ 調號

§ 樂器

§ 風格

§ 曲風

§ 作者

§ 關鍵字

§ 日期

§ 匯入日期

§ 長度

§ 檔案源

§ 檔案位置

§ 數據庫

§ 聲音編號

若您想要決定顯示不同的屬性列，您可以右鍵點擊屬性欄，然後在清單中選擇您想要

的屬性。

將滑鼠放置到屬性名稱之間，您可以調整每個屬性列的寬度。

下載素材(僅下載試用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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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craft 裡所有的素材都可以在您需要的時候下載到硬碟中，而在您下載之前，它

們只是一個名稱而已，因此不會佔用您寶貴的硬碟空間。

要下載素材，點擊一個素材的播放按鈕或藍色加號按鈕。已經下載的素材將一直保留

在您的硬碟中。

若您下載素材的時候遇到問題，試試在「喜歡設定」中切換為其他伺服器。

要一次下載多個素材，點擊右鍵，在右鍵選單中選擇「下載所有視野中的內容」。這

個操作將下載所有目前顯示的素材。下載過程中，您可以點擊「取消下載」來取消目

前的下載進程。

開啟素材庫資料夾

若您想開啟素材庫的資料夾，點擊右鍵，在選單中選擇「開啟資料夾...」。這將開啟

儲存素材庫的資料夾。

匯入素材

您可以從您的硬碟、網路或 CD 中匯入各種素材到素材庫。目前可以匯入的檔案格式

為：AIF, MP3, OGG, WMA 和 WAV。

從硬碟或 CD 中匯入

您可以從您的硬碟或 CD 中匯入素材。這包括任何您下載的素材。要匯入素材，點擊

「+匯入...」按鈕。這將開啟帶有各種選項的匯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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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 - 選擇要匯入的素材的路徑。點擊「瀏覽...」按鈕找到您的目標路徑。

§ 匯入至 - 選擇要匯入到哪個素材庫中。若您想要匯入到一個新素材庫中，就輸入

新的素材庫的名稱。

§ 匯入長度 - 選擇素材的時間長度。

� 匯入聲音大於 – 匯入長度大於某個時間的

� 匯入所有聲音

� 匯入聲音小於 – 匯入長度小於某個時間的

§ 檔案類型

� AIF

� MP3

� OGG

� WAV

� WMA

§ 預設曲風 - 選擇一個新匯入的素材將歸入的曲風類型，您可以新輸入一個名稱。

（匯入後您可以在素材庫中再次修改素材的曲風類型）

§ 猜測 (判斷素材名稱中包括的特徵訊息)

� 風格–若在素材檔案名中找到 libstylesforimport.txt 中包括的關鍵字，則按

關鍵字歸類。比如，若素材檔案名中有 Rock 一詞，則將之歸類為 Rock 風格。

� 拍速–若在素材檔案名中找到40到240之間的數字，則將此數字視為是拍速值。

� 調號–若在素材檔案名中找到，比如 Rock G 這樣的詞，則將字母 G 視為是調

號。

� 樂器–若在素材檔案名中找到 libinstsforimport.txt 中包括的樂器關鍵字，

則將此素材歸類到此樂器類型中。比如，若檔案名中有 Piano 一詞，則將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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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歸類至 Piano 中。

§ 複製聲音至素材庫資料夾 - 將匯入的素材複製一個副本

到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 \UserLibrarySounds\ 資料夾中。若是

從 CD 中匯入素材，則必然進行複製操作。

§ 複製時保留資料夾結構 - 啟動這一選項，複製時，素材原資料夾的結構將同時被

複製到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 \UserLibrarySounds\ 中。比如，

匯入 C:\folderone\subfoldertwo\ 中的素材，結果將是，素材將出現在 %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

\UserLibrarySounds\LibName\folderone\subfoldertwo\ 中。若關閉這一選項，

所有匯入的素材都將出現在素材庫最低一層資料夾中。

§ 匯入按鈕–點擊此按鈕開始匯入。匯入過程中，您可以正常使用 Mixcraft 。

透過拖動操作來匯入

若您只想匯入一個檔案，在檔案總管中找到這個檔案，然後將它拖動到素材庫視窗中。

鬆開滑鼠後，一個拖動匯入專用視窗將開啟，選擇要匯入的素材庫名稱，確定其他選

項，然後點擊「匯入」按鈕正式匯入。

§ 匯入至 - 選擇要匯入到哪個素材庫中。若您想要匯入到一個新素材庫中，就輸入

新的素材庫的名稱。

§ 猜測 (判斷素材名稱中包括的特徵訊息)

� 風格–若在素材檔案名中找到 libstylesforimport.txt 中包括的關鍵字，則按

關鍵字歸類。比如，若素材檔案名中有 Rock 一詞，則將之歸類為 Rock 風格。

� 拍速–若在素材檔案名中找到40到240之間的數字，則將此數字視為是拍速值。

� 調號–若在素材檔案名中找到，比如 Rock G 這樣的詞，則將字母 G 視為是調

號。

� 樂器–若在素材檔案名中找到 libinstsforimport.txt 中包括的樂器關鍵字，

則將此素材歸類到此樂器類型中。比如，若檔案名中有 Piano 一詞，則將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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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歸類至 Piano 中。

§ 預設曲風 - 選擇一個新匯入的素材將歸入的曲風類型，您可以新輸入一個名稱。

（匯入後您可以在素材庫中再次修改素材的曲風類型）

§ 複製聲音至素材庫資料夾 - 將匯入的素材複製一個副本

到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 \UserLibrarySounds\ 資料夾中。若是

從 CD 中匯入素材，則必然進行複製操作。

§ 複製時保留資料夾結構 - 啟動這一選項，複製時，素材原資料夾的結構將同時被

複製到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 \UserLibrarySounds\ 中。比如，

匯入 C:\folderone\subfoldertwo\ 中的素材，結果將是，素材將出現在 %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

\UserLibrarySounds\LibName\folderone\subfoldertwo\ 中。若關閉這一選項，

所有匯入的素材都將出現在素材庫最低一層資料夾中。

§ 匯入按鈕 - 點擊此按鈕開始匯入。匯入過程中，您可以正常使用 Mixcraft 。

從您的專案中匯入素材

您的專案中的任何音訊物件都可以匯入到素材庫中。只要右鍵點擊物件，選擇「新增

至素材庫...」。這將開啟匯入視窗。

這樣匯入的時候，可以是施加效果器和自動控制曲線的處理後的結果。

§ 匯入至 - 選擇要匯入到哪個素材庫中。若您想要匯入到一個新素材庫中，就輸入

新的素材庫的名稱。

§ 預設曲風 - 選擇一個新匯入的素材將歸入的曲風類型，您可以新輸入一個名稱。

（匯入後您可以在素材庫中再次修改素材的曲風類型）

§ 施加軌道效果器 - 施加效果器處理後再新增至素材庫。

§ 施加物件控制曲線 - 施加物件控制曲線處理後再新增至素材庫。

提示：若您有一個 MIDI 物件想新增到素材庫，您可以先右鍵點擊，在選單中選擇「混

合為新的音訊軌」，然後裁切新音訊軌中的物件，得到您想要的音訊物件，然後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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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素材庫中。

刪除素材

右鍵點擊想要刪除的素材，選擇「刪除」，或使用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來刪除。

您只能刪除您自己匯入的素材。

編輯

您可以編輯素材的屬性，以方便素材庫的管理和素材的搜尋。您可以添加關鍵字、修

正拍速、調號和拍號，這樣您以後可以少浪費時間折騰軟體多花時間創作音樂。

點擊「編輯素材庫」按鈕。這時，那些可以被編輯的素材會出現一個鉛筆圖示。然

後您可以點擊不同的屬性框輸入相應的訊息或數值。輸入名稱或拍速時，軟體會依據

您上次的輸入自動推薦名稱或數值。編輯素材庫可以非常快速。

使用電腦鍵盤上左右方向鍵以及 TAB 和 SHIFT+TAB 鍵來在輸入框之間快速移動。

按 Enter 鍵來確定輸入。

需要的時候，您還可以使用複製和貼上功能。

快速鍵：

複製 CTRL+C

貼上 CTRL+V

素材庫檔案格式 (進階)

自己匯入的素材檔案資訊儲存在 %programdata%\Acoustica\Mixcraft\

UserLibrarySounds\ 中，其副檔案名為 mldb。當 Mixcraft 啟動時，會讀取這個檔

案。

您可以自己手動編輯這個檔案。如果您需要編輯的話，先新建一個此檔案的副本並

重新命名。如果您並不想這麼複雜，請閱讀編輯章節，其中的內容更簡單一些。

素材庫 MLDB 檔案格式











119

§ 後製軌

當您新增了編組軌或輔助輸出軌之後，它們的名字才會顯示出來。

所有軌道的預設輸出都是「後製軌」。

視訊

Mixcraft 支援視訊的載入和儲存。使用 Mixcraft 您可完成下面的任務：

§ 為一段視訊加入音樂。

§ 為一段視訊加入音效。

§ 為一段視訊加入標題、歌詞或製作人名單。

§ 調整視訊中聲音和圖像的同步狀態，精度可達 1毫秒。

§ 匯出您的專案為視訊檔案，方便燒錄 DVD 或上傳至網路。

加入視訊檔案

點擊「視訊」>「加入視訊檔案...」來加入一個視訊檔案到專案中。

這將開啟一個視窗，您可以選擇您想要加入的視訊檔案。您可以選擇的視訊格式是

AVI 或 WMV。

但是，若您想加入其它格式的視訊檔案，您可以將檔案類型切換為「全部」，然後加

入您的視訊檔案（注意，您可能需要在電腦裡安裝有相應的視訊解碼器才可以使用該

視訊檔案）。若您的視訊檔案不是 AVI 或 WMV 格式，您最好選擇將它們轉換為 AVI

或 WMV 格式後再加入 Mixcraft 中。

加入圖片

點擊「視訊」>「加入圖片...」來加入圖片檔案到專案中。在開啟的視窗中選擇您要

加入的圖片檔案。加入的圖片將出現在插入點位置。

Mixcraft 支援下列圖片格式：

§ JPG

§ BMP

§ PNG

§ 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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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一次加入多個圖片，您可以選擇多個圖片，然後點擊開啟舊檔。多個圖片加入

的時候，會順序排列，每張圖片持續 5秒鐘，兩張圖片間包括 1秒重疊過渡。

加入文字

點擊「視訊」>「加入文字...」來加入文字到視訊或圖片中。這將開啟文字視窗，用

於對文字的顯示方式進行詳細調整。。

瞭解怎樣使用這個視窗。

視訊預覽視窗

這個視窗用來預覽目前播放位置的視訊、圖片、文字以及各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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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效果

您可以用視訊專用的效果器來處理視訊軌裡的視訊物件或圖片，比如漸入、漸出為黑

色或老電影效果等。

處理前

使用鏡像效果和 XOR 處理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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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更多關於視訊效果器。

匯出視訊

Mixcraft 支援的視訊匯出格式為 AVI 和 WMV。AVI 是一種未壓縮格式，因此會比

WMV尺寸更大。若您想要上傳至 Youtube，您應該選擇 WMV 格式，因為 Youtube 會

將上傳的視訊自動進行壓縮。

要匯出視訊，點擊「檔案」>「匯出為」，然後選擇 AVI 或 WMV。

瞭解更多關於視訊匯出格式。

靜態圖片

靜態圖片是諸如 JPG，BMP 或 GIF 等格式的圖片檔案。

加入圖片

點擊「視訊」>「加入圖片...」來加入新的圖片，這將開啟加入圖片視窗，您可以定

位並選擇您想要加入的圖片，然後點擊開啟舊檔來完成加入。加入的圖片將出現在插

入點位置。

Mixcraft 支援的圖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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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G

§ BMP

§ PNG

§ GIF

若您想一次加入多個圖片，您可以選擇多個圖片，然後點擊開啟舊檔。多個圖片加入

的時候，會順序排列，每張圖片持續 5秒鐘，兩種圖片間包括 1秒重疊過渡。

編輯

您可以縮短或延長圖片在時間軸上的持續時間，方法是將滑鼠放置到圖片物件的左端

或右端，然後拖動滑鼠來改變其長度。

用滑鼠按住圖片物件的標題欄，拖動它來移動位置。所有的標準操作都可以應用於圖

片物件，比如複製、貼上、連結、分割等。

當兩種圖片重疊時，會自動產生交叉過渡。

對齊物件

若您想要圖片或視訊和樂曲保持同步，或者您只是想製作一個圖片展示，您可以將圖

片對齊到確定的時間位置。

點擊「視訊」選單>「對齊物件...」，這將開啟下列對話框之一，視您目前使用的是

節拍模式或時間模式而定。

時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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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拍模式

視訊物件

若您的專案中包括視訊物件，其長度在預設狀態下不會被改變。若要裁切物件的右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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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調整視訊物件長度」。

和拍速同步

若您想要讓圖片和視訊物件與拍速同步，先切換時間軸模式為「節拍」，然後點擊「視

訊」選單>「對齊物件...」。設定長度為一拍，設定重疊為 0，設定開始時間為 1小

節 1拍 0分拍。這樣每張圖片將分配至每一拍。若您想要圖片之間有過度，設定少量

的重疊。

配合音訊長度

若專案中有音訊，比如一首歌或數首，您想要視訊物件的長度和歌曲相同，啟動「配

合音訊之長度」。這時長度下的各參數將失效，同時視訊物件的長度將被自動調整為

歌曲的長度。

配合音訊之長度

尾部空白

若啟動此選項，您可以在視訊或圖片物件後預留一下一些空白，只需在下方設定您想

要的數值即可。這樣在視訊或圖片播放結束後，音樂依然會保持播放一段時間，您可

以在此加入製作人名單或標題之類您想要的其他訊息。

視訊效果

您可以為視訊添加各種效果，並可以讓其參數隨時間變化。您可以讓視訊漸入或漸出、

變模糊、過渡為灰色等等。在視訊軌道上點擊自動控制曲線按鈕 。這將顯示視

訊的自動控制曲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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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效果清單中選擇一個效果器，然後加入節點形成變動曲線。其操作和音訊軌中的自

動控制曲線是完全一樣的。

視訊效果清單：

§ 亮度

§ 亮度（高 CPU）

§ 灰度

§ 模糊

§ 低色度級（高通）

§ 低色度級（低通）

§ 浮雕

§ XOR 特效（反轉/負片)

§ 懷舊

§ 仿古（淡）

§ 仿古（濃）

§ 紅色通道

§ 綠色通道

§ 藍色通道

§ 紅色過濾

§ 綠色過濾

§ 藍色過濾

§ 反相紅色通道

§ 反相綠色通道

§ 反相藍色通道

§ XOR 特效高通

§ XOR 特效低通

§ 橫向反轉

§ 右鏡像

§ 左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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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您可以使用文字功能為視訊加入標題、歌詞、字幕或製作者名單。

加入文字

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加入文字。最簡單的方法是點擊「視訊」>「加入文字...」，這將

新增一個文字軌，並新增一個文字物件。同時會顯示文字編輯器。

要加入一個移動的文字，點擊「視訊」>「加入移動文字...」，或者在文字軌點擊右

鍵，在選單中選擇「加入移動文字...」。這將會開啟移動文字編輯器。

或者，您可以雙擊文字軌來加入一個文字物件。

編輯文字物件

就像其他各種物件一樣，您可以移動文字物件或調整其長度。

要改變文字的內容、位置、顏色、陰影、背景或其他屬性，雙擊文字物件，或右鍵點

擊文字物件，選擇「編輯文字...」，這將開啟文字編輯器。

§ 編輯文件

§ 編輯移動文字

分徑

您可以在文字軌上新增多個分徑，就像音訊軌和 MIDI 軌一樣。您可以使用快速鍵

ALT+L，或右鍵點擊文字軌選擇「軌道分徑」>「新增分徑」來新增一個分徑。當您要

加入大量文字的時候，分徑將變得非常有用。

編輯文字

您可以編輯文字的顏色、透明度、字體、漸變時間長度以及其他很多屬性。雙擊一個

文字物件來編輯它。或者，右鍵點擊一個物件，選擇「編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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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字

您可以拖動文字框四周的八個紅色把手來調整文字框的位置和大小。

將滑鼠移動到紅色邊框附近，滑鼠變為手的時候，您可以整體移動整個文字框。

您可以調整文字以及文字框背景的顏色，這樣文字在顯示的時候可以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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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設定文字以及文字框背景的透明度。透明度推桿在最右端時為不透明，在最左

端時為完全透明（也就是不再顯示）。

注意，若您操作的時候選中了一些文字，您的操作將僅僅針對選中的文字有效。若您

沒有選中任何文字，則操作針對所有文字有效。

字體、尺寸和顏色

使用預覽視窗下方的工具列來調整文字的字體、尺寸和顏色，以及排版、粗體、斜體

等。

您可以選中一部份文字，然後進行特別的設定，比如上圖中的 IS 的顏色被設定為了

黃色。

對齊

選擇文字排版時左對齊、中對齊還是右對齊。

邊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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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分比來確定文字的邊距大小。

文字遮罩

若啟動這個選項，文字將變成遮罩，這時，只有文字存在的地方才會顯示視訊。

選擇文字遮罩的顏色，這個顏色用來填充沒有文字的區域。在上面的例子中，顏色為

黑色。

陰影

可以在大、中、小之間選擇。

漸變

在漸變頁，您可以設定文字的漸入和漸出。漸變的時間以毫秒為單位。

1秒=1000 毫秒。

動畫

在「動畫」頁，您可以為文字設定簡單的進入和退出動畫。

動畫類型

§ 無

§ 移動–文字從螢幕的某個方向移動進入。

§ 顯現–文字從某個方向開始，每次顯示出一個字符。

方向

§ 從左

§ 從右

§ 從上

§ 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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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時間

動畫的時間長度，以毫秒為單位。

1秒=1000 毫秒。

編輯移動文字

這種文字適合於顯示滾動的製作人名單這類文字訊息。比如，多謝！多謝！我想感謝

我的媽媽和爸爸和我的最好的朋友和...

內容和文字編輯幾乎完全一樣，只不過沒有「動畫」頁。具體使用請參考常規文字編

輯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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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視訊

要匯出視訊，點擊「檔案」>「匯出為」，然後選擇 AVI 或 WMV。

若想要編輯匯出的格式，點擊「格式編輯...」按鈕。

瞭解更多關於視訊格式：

§ AVI 格式設定

§ WMV 格式設定

AVI 格式設定

若您想要編輯 AVI 的格式，在匯出視窗點擊「格式編輯...」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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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設定匯出視訊的尺寸大小和畫格率。想要更好的品質，就選擇更大的尺寸和畫

格率，不過沒有必要超過專案內視訊的尺寸和畫格率，因為沒有任何意義。

WMV 格式設定

若您想要編輯 WMV 的匯出格式，在匯出視窗中點擊「格式編輯...」按鈕。

這個對話框允許您選擇 WMV 的壓縮率。

若您不想太費事，您可以直接在「預設品質」中選擇一個預設，方法是移動品質滑桿。

若您想要最小的檔案體積就移動滑桿到最左端；若您想要最好的品質就移動到最右

端。

若您想進行更精確的設定，您需要選擇「特殊設定...」模式，然後點擊「設定...」

按鈕。

這將打開 WMV 壓縮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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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V 壓縮設定

在這個視窗裡可以對 WMV 的壓縮參數進行詳細設定。

若您要學會使用這些參數，您可能需要閱讀這一章所有的內容。但是先來回答幾個多

數人最關心的問題。

我怎麼得到最高品質的視訊？

在視訊編碼中選擇「具品質設定之變動位率」，調整其下方的滑桿到最右端。這樣的

設定幾乎總是能得到最高的品質，但是檔案的體積也往往會是其他設定的數倍大。若

檔案體積過大，您可以嘗試減小滑桿，或者選擇其他的編碼模式（除了「固定位率（1

pass）之外，這種模式經常用於匯出低品質的視訊）。哪種編碼能得到最好的結果會

因您的視訊的實際內容而產生極大差異。所以您可能需要多嘗試幾種不同的編碼模

式，比較其結果然後選擇最佳的一種。

位率也會對視訊品質形成很大影響。高位率將得到高品質（當然也一樣會讓檔案體積

變大）。通常位率增加到某一個數值時，再繼續增加就不會對視訊品質有任何幫助了，

但繼續增加並不會破壞視訊的品質。

我怎麼得到最小體積的視訊檔案？

視訊的尺寸（長和寬的數值）和位率通常會決定視訊檔案的體積，更小的視訊尺寸和

更低的位率總是可以減小檔案體積。視訊編碼也會對體積產生影響，不要選擇「變動

位率（未受限）」模式，這個模式會產生大體積的檔案。若您選擇「具品質設定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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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位率」模式，不要把品質滑桿拉到最右邊。

若我打算上傳到 Youtube，我應該怎麼設定？

YouTube 推薦使用和原始素材視訊相同的尺寸和畫格率，除非您的檔案的體積超過了

Youtube 的限制。您最好更多考慮品質而不是體積（也就是使用更大的位率），因為

Youtube 會壓縮您的視訊產生更小體積的檔案，卻無法彌補您使用小位率而損失掉的

品質。

在這裡參考 Youtube 的相關指導。

想要查看一個視訊檔案的原始尺寸和畫格率，右鍵點擊視訊物件，選擇「屬性...」。

參數說明

尺寸大小

確定視訊的高和寬的數值。預設選擇專案所含視訊中的最小尺寸。您可以在下列選單

中選擇某一標準尺寸，您也可以選擇啟動「設定自訂大小」，然後在下方輸入您想要

的高度和寬度的數值。

在輸入自訂大小數值時，您應該記住：高度和寬度的數值必須都是 4的倍數，否則

DirectShow將拒絕匯出。若您選擇的數值過大，DirectShow 有可能因記憶體不足而

無法完成匯出。若您選擇的高寬比和原始視訊不同，會導致圖像變形。

畫格率

這個區域用於設定畫格率（每秒多少畫格）。預設選擇專案所含視訊中的最高畫格率

（想要查看視訊的原始畫格率，在物件上點擊右鍵，選擇「屬性...」）。下拉選單中

包括多個標準畫格率，若缺少您需要的數值，您可以啟動「設定自訂畫格率」，然後

輸入一個您想要的數值。

我應該變更預設畫格率嗎？

也許不應該。大於專案所含視訊中的最高畫格率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樣並不會增加

品質只會增加體積。而減少畫格率則會降低品質。即便您主要考慮的是檔案體積，降

低畫格率也不會有太大用途。某些編碼模式下，低畫格率可能反而增加檔案體積。若

您試圖透過降低畫格率來減小檔案體積，您可能要多試試才能找到最佳方案。

視訊位率

這個區域用於確定您的視訊大致需要多大的帶寬，單位是「千位元/秒」。這是對壓縮

過程影響最大的參數。高位率意味著大體積和高品質，低位率則正好相反。正確的位

率取決於視訊的尺寸和畫格率。一個能保證 720*480 為高品質的位率套用到 1440

*1080的視訊中，只會得到極糟的結果。您可能需要多嘗試不同的設置才能找到最佳

的方案。

http://www.google.com/support/youtube/bin/answer.py?answer=13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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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編碼

微軟公司提供了幾種不同的 WMV 編碼模式。該使用哪種取決於您的需要——品質還

是體積。實際操作中，您會發現，對某一段視訊最佳的方案用在另一段視訊上卻完全

不合適。所以您需要多嘗試不同的方案才能為每一段視訊找到最佳的方案。

固定位率（1 pass）

這個模式用於處理即時視訊流，若用這種模式匯出，往往只能得到最糟糕的品質。但

因為它是 1 pass 模式，所以它匯出所需時間比 2 pass 要短一半。所以若這個世界

幾分鐘後就要毀滅了，而您真的很想在離開前看到這段視訊，那麼這個模式可能是您

需要的。

固定位率（2 pass）

這個模式在足夠位率支援下往往可以得到很好的品質。但因為它是 2 pass 模式，所

以匯出時需要消耗比 1 pass 長一倍的時間。另外整個視訊任何時間位率都是固定

的，所以若您的視訊是在網上即時傳輸，這個模式會很有用。

具品質設定的變動位率

使用這個編碼模式，將品質滑桿設定到最右邊，可以得到比其他任何模式都好的品質。

但是檔案體積也會大出三倍。所以若高品質是您最優先的要求，您可以使用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是 1 pass 模式，所以匯出速度比 2 pass 短一半。（pass 的數量只影響匯

出視訊的時間，不影響視訊的播放）。

具最高位率限定之變動位率

這種 2 pass 模式使用變動位率，這意味著它有可能（但不確保）得到比固定位率小

的體積。變動位率數值代表的是平均位率，實際的位率依據視訊每一刻的畫面複雜程

度會產生巨大的差異（在有大量畫面移動的時刻將使用大位率，而畫面靜止時，則位

率會變小）。這種模式的位率具有上限，最大位率不會超出平均位率太多。所以，這

一模式比不受限模式更合適做流媒體傳播之用，但可能無法得到非常高的品質。

變動位率（未受限）

這一模式和上述的「具最高位率限定之變動位率」很類似，但是位率沒有限制。這意

味著瞬間的最高位率可能會比平均位率高出很多。所以可能導致播放不流暢，若做網

上流媒體傳播之用的話。但是它能保證在視訊的任何時刻都有足夠的品質，所以適合

那些為從硬碟播放而準備的視訊。

音訊品質

這個區域用於設定音訊的品質。清單中有您的電腦中安裝的所有 WMA 編碼模式。音

訊總是佔用比視訊少的硬碟空間，所以選擇高品質的音訊往往不會對最終的視訊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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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積造成太大影響。128kbps 通常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音樂播放結果。

時間軸

時間軸有兩種顯示模式：時間和節拍。時間軸還可以放置各種標記，用於改變拍速、

調號、拍號或僅僅單純標示樂曲中的某個特別的位置。

播放線

播放線用於顯示目前正在播放的位置或當您播放時將從什麽地方開始。播放線由一個

綠色的小三角和一條豎線組成。

若您在時間軸上點擊，播放線將跳轉到點擊的位置，下次播放將從您點擊的位置開始。

時間模式和節拍模式

時間模式使用實際時間分、秒和毫秒來描述時間。

節拍模式使用小節、拍和分拍來描述時間。

對齊格線

在進行複製、貼上、延長循環樂段、移動等操作時，對齊格線功能是一個方便的手段

來保證位置的精確性。點擊對齊格線按鈕，您可以改變對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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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還可以使用「檢視」選單中的「對齊格線」來調整對齊標準。

下面是可用的對齊標準：

§ 關閉對齊格線

§ 以整小節對齊格線

§ 以 1/2 音符對齊格線

§ 以 1/4 音符對齊格線

§ 以 1/8 音符對齊格線

§ 以 1/16 音符對齊格線

§ 以 1/32 音符對齊格線

§ 以 1/64 音符對齊格線

§ 以 1/4 三連音符對齊格線

§ 以 1/8 三連音符對齊格線

§ 以 1/16 三連音符對齊格線

設定對齊標準的快速鍵

關閉對齊格線 ~

以整小節對齊格線 1

以 1/2 音符對齊格線 2

以 1/4 音符對齊格線 3

以 1/8 音符對齊格線 4

以 1/16 音符對齊格線 5

以 1/32 音符對齊格線 6

以 1/64 音符對齊格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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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標記可以用來標示出樂曲中的特定位置，比如「合唱開始」。標記裡還可以包含拍速、

調號和拍號變動訊息。另外，標記還可以用來標示新的 CD音軌。

加入標記

有多種方法加入標記。

點擊軌道頭上方的「+標記」按鈕，一個新的標記將加入到播放線所在位置。若啟動

了對齊格線功能，標記的位置將遵從對齊標準。

您還可以雙擊時間軸來加入標記，或在時間軸上點擊右鍵，在選單中選擇「加入標

記...」。其他加入標記的方法還包括：點擊「混音」>「標記」>「加入標記...」，或

「混音」>「加入拍速/調號變更...」。

標記遵從對齊格線標準。帶有拍號變更訊息的標記將總是會對齊到小節線，因為拍號

變更出現在小節中間是沒有意義的。

移動標記

有兩種方式移動標記。

直接拖動標記

在時間軸上用滑鼠直接點擊並按住標記，然後拖動到新的位置。移動過程遵從對齊格

線標準。

在編輯介面內編輯

您可以雙擊一個標記或右鍵點擊標記並選擇「編輯...」，開啟編輯介面，然後輸入新

的「開始位置」。

您可以直接輸入新的數值，或者點擊數值框旁的小三角按鈕來調整數值。點擊右側的

播放按鈕可以在不離開編輯介面的情況下從標記處開始播放整曲。

注意，您不可以把標記的開始位置設定為和其他標記衝突的數值，也就是每個標記必

須使用唯一的開始位置數值。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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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

時間段的選擇也一樣要在時間軸上完成。

右鍵點擊時間軸，選擇「移除選擇之時間長度」。一段時間（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所有

內容）將從時間軸上移除，所有選擇區域後的內容都將向前移動相應長度的時間。

自動標記精靈

使用自動標記精靈可以快速方便地一次新增多個標記。您可以選擇按固定間格來新

增，或依據聲音之間的空白區域來新增。它甚至還會自動移除空白區域。當您處理從

網際網路上錄製的或從 LP 和磁帶中錄製的專輯，想要快速地將一個長長的錄音分割

成軌道時，這個功能會很有用。

點擊「混音」>「標記」>「自動標記精靈...」來開啟自動標記精靈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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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間格

在後面選擇「每」幾「分鐘」加入一個標記，以及「總長」時間。比如您想要在 5

分鐘長的時間內，每 1分鐘加入一個標記，您需要將第一個數值設定為 1，第二個數

值設定為 5。結果將是，從樂曲開始位置計算，每隔一分鐘加入一個標記，一共加入

5個。

依據物件中的空白區域

這個模式利用物件中的空白區域來自動加入新的標記（注意，是一個物件內部的空白

區域，不是物件和物件之間的空白區域）。

您首先需要從下拉選單中選擇一個偵測用的物件。加入標記的規則是，當在您選擇的

物件中偵測到一定長度的空白（音量低於特定標準的區域）時，就在此位置加入一個

標記。您需要在「空白區域至少為」後設定空白區域長度，比如 2秒，那麼物件中的

空白區域超過 2秒才會加入標記。您需要在「音量須低於」後設定「空白」的標準。

這個參數是一個百分比，比如設定為 7%，那麼若某個區域的音量低於完全音量的 7%

的時候（也就是聲音非常小），則該區域被判定為是「空白」區域。最後您需要設定

加入標記時，兩個標記之間的最小間格，單位是分鐘。這個參數的目的是，避免錯誤

的加入過多的標記，比如多數歌曲的長度都在3分鐘以上，因此您可以設定這個數值

為3分鐘，這樣就不會出現在歌曲中間被錯誤加入標記的現象（因為有時某些歌曲中

間特意留有空白區域，這種空白區域可能會被判定為是「空白」而加入標記）。啟動

「要裁切並移除空白區域？」選項後，標記加入完成時，所有空白區域將自動被移除，

原始物件將被分割為多個物件。若您錄製的時候，每首歌曲之間留有很長的空白，這

個選項會很有用。「漸大漸小量」用來為分割出來的物件的前端和後端加入音量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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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漸小，以避免爆音。

CD 軌道標記

啟動這個選項後，所有加入的標記都將是 CD 軌道標記，這樣在燒錄 CD 的時候，每

個標記都將燒錄為一個單獨的 CD 軌道。

效果器

您可以使用效果器來對聲音進行各種處理，加入殘響、延遲、Flanger、合唱等等。

點擊軌道上的 fx 按鈕來編輯軌道效果器。

這將開啟效果器視窗。

新增效果器

要新增一個效果器，點擊「選擇效果器」，並在效果器清單中選擇您想要的效果器。

除了可以將效果器加入到單個軌道上對軌道訊號進行處理之外，您還可以在後製軌上

加入「整體效果器」，後製軌上的效果器將對整個樂曲的聲音進行處理。要編輯整體

效果，點擊工具列上的「效果」按鈕。

您可以為每一個效果器選擇一個預設，或自己手動調整其參數以符合您的處理要求。

您還可以在同一個軌道上新增多個效果器。

效果器鏈

您可以把多個效果器的組合儲存為效果器鏈，然後在別的專案裡使用這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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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為任何效果器新建自己的預設。點擊「編輯」按鈕，這將開啟效果器的控制面

板。調整效果器直至得到您想要的結果，然後點擊儲存按鈕來新建一個新的預設。

關閉效果器

點擊效果器名稱左側的方框，您可以暫時關閉一個效果器。

這樣您可以試聽沒有這個效果器時的處理結果，而不用擔心效果器中的參數會遺失。

注意：若一個軌道被凍結，軌道上的效果器將無法被編輯。

編輯效果器

每個效果器都有一系列參數用於控制它的工作狀態。點擊「編輯」按鈕來開啟效果器

的控制面板。

比如，EQ 效果器通常都有很多推桿來控制不同頻段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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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顯示/隱藏效果器

顯示一個軌道上所有的效果器 - 右鍵點擊 fx 按鈕

隱藏軌道上所有的效果器 - CTRL+右鍵點擊 fx 按鈕

加入您自己的 VST 效果器

若您安裝有自己的 VST 效果器，但並沒有出現在清單裡，那麼您需要在「喜好設定」

中設置 VST 外掛的安裝路徑。

在「喜好設定」中，選擇「外掛」頁，然後點擊「編輯 VST/VSTi 資料夾」。

點擊「新增」，然後找到安裝有 VST 外掛的資料夾，最後點擊確定來完成新增。

內建效果器

Mixcraft 中內建許多非常有用的效果器，包括：

Acoustica Chorus（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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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效果器用來讓聲音變得很厚，聽上去就像是有多件樂器在同時演奏一樣。其工作

原理是，對輸入的訊號進行很短的延遲和變調，然後再疊加回原始的訊號中。於是就

會產生多件樂器同時演奏的效果。

Acoustica Compressor（壓縮效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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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效果器用於減小訊號中大音量和小音量之間的差距。這一效果器經常用於處理鼓

和人聲，因為鼓的聲音往往有強烈的音量對比。使用壓縮效果器減小大音量和小音量

之間的差距之後，再提升整體音量，就可以讓整體音量始終很大。

Acoustica Delay（延遲效果器）

延遲效果器是最簡單但卻最有用的效果器之一。其工作原理是，將輸入訊號延遲一段

時間，然後輸出疊加到原始訊號中，這樣就會形成回聲的效果。延遲的訊號往往會再

次傳送回效果器的輸入，再做一次延遲，結果會得到反復不斷的回聲。當然通常您都

需要減小反饋的量，於是得到逐漸減小的回聲。延遲效果器可以用來讓原始訊號變得

有空間感，因此聲音會更加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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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a Distortion（失真效果器）

失真效果器可以讓聲音變成一片雜訊。電吉他效果器中它是最常見的一款。失真效果

器可以製造輕微的失真，也可以完全破壞原始訊號。注意失真效果器可能會讓音量變

得極大，所以注意您的音箱或耳機。

Acoustica EQ

Acoustica EQ 是一個 10段 EQ，並帶有輸出音量調整。使用 EQ 您可以對特定頻段

的音量進行控制。比如，若原始訊號聽上去很單薄，您可以試著增加低頻的音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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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原始訊號聽上去很刺耳，您可以試著降低高頻。由於 EQ 容易對音量產生明顯的影

響，所以您可以使用輸出音量控制最終的音量。

Acoustica Flanger

Acoustica Flange 和合唱效果器有些類似，其控制參數也很類似。但不同的是，合

唱使用的是更加自然的方式處理訊號，而 Flanger 則使用更加戲劇化的方式，因此

您可以用它製造不自然或怪異的各種處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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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a Reverb（殘響效果器）

殘響效果器和延遲效果器都是最為常用的效果器。它們都用來產生細微的回聲，用於

模擬聲音在空間來回反射時造成的殘響效果。殘響效果器和延遲效果器不同的是，它

是專門用於模擬真實殘響聲的效果器，而延遲效果器模擬出的往往是非常誇張的效

果。若您想得到真實的殘響聲，您必須使用殘響效果器。Mixcraft 殘響效果器可以

用來模擬多種不同的空間殘響聲。您可以在它的預設中看到各種不同空間的名稱，比

如 Room，表示這個預設模擬的是較小的房間殘響聲，而 Train Station 則很顯然模

擬的是很大的空間。我們在自然界中聽到的絕大多數聲音都是帶有殘響的，因為我們

總是處於某種空間環境裡，所以聲音總是會來回反射從而產生殘響。所以在作曲的時

候，您通常總是要使用殘響效果器來潤色人聲、吉他、鼓這樣的主要樂器。您可以在

預設中選擇一個您想要的空間，然後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進行一些調整，比如若您想

要更大的空間感，您可以試著增加「殘響時間」的數值。最後您需要調整「濕訊號」

和「乾訊號」的量，若您想獲得更強的殘響效果，就增加「濕訊號」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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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 Multiband Compressor

這個效果器實際上就是一個壓縮效果器，但是和 Acoustica 壓縮不同的是，它將訊

號的頻率分為三段，分別施加不同的壓縮。之所以要使用分段壓縮是因為，有時您要

處理的訊號中包括有豐富的高頻、中頻和低頻，所以若能分開進行處理的話，您可以

得到更大的自由度，處理結果也因此會更加精確。

Classic Auto-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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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強大的效果器可以用於製造隨時間變化的濾波效果。比如，您可以使用低通濾波

讓聲音從明亮變得灰暗低沉，下一秒再回到明亮，然後重複這一過程。效果器中的

LFO 的頻率可以和專案的拍速保持同步，因此您可以讓剛才的變化過程按節拍進行，

比如設置變化的速度為1個小節或一拍。那麼剛才的從明亮到灰暗的變化就可以每一

小節重複一次。您需要多多使用這個效果器才能瞭解它的強大。

Classic Chorus

這個效果器和 Acoustica Chorus（合唱效果器）很類似，不過增加了一些新的參數，

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處理結果。

Classic Compressor

這個效果器和 Acoustica Compressor（壓縮效果器）很類似，不過增加了一些新的

參數，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處理結果。

Classic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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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效果器和 Acoustica Delay（延遲效果器）很類似，也是用於製造延遲的訊號，

為聲音增加空間感和厚度。不過 Classic Delay 增加了新的參數，因此功能更加強

大。它最重要的特徵是同步模式，您可以設定延遲時間和專案的拍速同步，使用小節

或拍作為延遲時間的單位，比如設定延遲時間為1拍，那麼延遲聲將會1拍出現一次。

若再加入一些反饋，一段簡單的吉他音符會變得非常華麗，就像有多把吉他同時在演

奏一樣。當然，若需要的話，您仍然可以使用實際時間作為延遲單位。

Classic EQ

這個效果器和 Acousticca EQ 類似，Classic EQ 也是一樣用於對訊號中不同的頻段

的音量進行調整。Classic EQ 允許您對左聲道和右聲道做獨立的調整。您可以用這

一功能來實現有趣的立體聲效果，比如提升左聲道的高頻，但降低右聲道的高頻，如

上圖所示。

Classic Flanger

這個效果器和 Acoustica Flanger 很類似，但增加了一些新的參數，可以實現更豐

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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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Master Limiter

這個效果器和 Acoustica Compressor（壓縮）類似，Classic Master Limiter 設計

用來對整曲的音量做出控制。它能讓您的作品的最終音量變得很大，但又不會失真。

在現代混音技術中，人們總是想讓聲音變得很大，以便在電台播放時，能夠吸引到更

多人的注意。

Classic Phaser

這個效果器的作用是讓訊號中某一頻段的相位不斷發生變化，造成一種很有趣的

Phaser 效果。它是吉他和合成器中最常用的一種效果器，用來讓吉他的聲音變得更

有動感，深度和個性。

Classic Reverb

這個效果器和 Acoustica Reverb 很類似，但增加了一些新的參數，可以提供更豐富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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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Q Equalizer

EZQ 是您處理軌道混音時最方便的 EQ 工具。您不用將您的音樂分解成高頻中頻低頻

這些難以掌握的概念，EZQ 將 EQ 的使用變得很簡單。您只需在幾種不同的聲音特徵

中進行選擇：Dark（暗）、Bright（明亮）、Warm（溫暖）和 Tinny（清脆）。拖動圖

示中的圓點，任意移動其位置，直到聲音處理結果滿足您的要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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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nap Pitch Correction

這是一個音調即時修正效果器，可以用來對人聲的音高進行修正，或者還可以用來把

您的人聲變成機器人的聲音。您可以限定僅對若干音符進行修正，調整音高修正時音

調變化的速度和幅度。自動音高修正在現代流行音樂中經常被使用，若您唱歌經常跑

調就不用再發愁了。

GTune Guitar Tu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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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吉他調音表，在音訊軌中加入這個效果器，然後點擊軌道的準備錄音按鈕和

監聽按鈕，您就可以用它來查看吉他的音準了。當然您也可以用它修正其他樂器的音

準。實際上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效果器，因為它不會對聲音產生任何影響。

Pultronic Tube EQ

GSonique 出品的 Pultronic Tube EQ 是對經典電子管 EQ 的複製軟體版，這種經典

電子管 EQ曾經在全世界最頂級的錄音工作室中大量被使用。使用 Pultroni Tube

EQ 以及其中的預設，可以讓您的作品變得更加溫暖和有衝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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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ed Amp Simulator

AcmeBarGig 出品的 Shred Amp Simulator 是一套吉他專用的效果器組合。它帶有5

個音箱頭和 17個箱體，以及 6個效果器。它忠實模擬了經典的英式和美式真空管吉

他音箱的音色，並且加入了強大的房間殘響技術。從清脆的清音到吼叫的重失真，

Shred Amp Simulator 讓您點點滑鼠就可以控制價值超過 $20,000 的專業吉他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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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engo Amp Simulator

這是另一個吉他音箱模擬效果器，功能很簡單，有很多不同的箱體可以選擇，您還可

以使用 EQ 來對聲音做進一步的處理。



163

Voxengo Spectrum Analyzer

這個效果器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效果器，它不會對聲音進行任何處理，而是分析

聲音的頻率特徵並即時顯示。這樣您可以看到一個軌道高中低頻的變化過程，給混音

工作很好的輔助作用。您需要點擊效果器的「編輯」按鈕開啟其面板來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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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l Zap

這個效果器用來降低或移除一首歌曲中的人聲。依據歌曲聲音特徵的不同，效果器能

實現的降低結果會有很大差異。若歌曲中的人聲在聲場的中央，而且沒有施加殘響和

延遲，那麼降低的效果會最好。

新增效果器到傳送軌

在傳送軌上新增效果器的時候，建議您選擇專門為傳送軌設計的預設，許多預設中都

包括 Send 這個詞，表示這是傳送軌專用的預設。

比如，新增 Classic Reverb，裏面有名稱為 Grand Hall (send) 的預設，這就是一

個傳送軌專用的預設。這種預設和其他預設的區別是，效果器中的 Dry 和 Wet 訊號

的混合比是0:100，也就是沒有乾訊號。在傳送軌道中使用諸如延遲或殘響這樣的帶

有乾濕比的效果器的時候，您通常都需要關閉乾訊號，只保留濕訊號。這是因為，音

訊軌或樂器軌本身就已經輸出乾訊號到了後製軌，若傳送軌也輸出乾訊號到後製軌，

乾訊號的音量就會大大增加，而通常您都不想發生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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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IDI 訊號控制效果器

有些效果器可以接收 MIDI 訊號，比如 Pitch Correction 就可以接收外部的 MIDI

訊號來對聲音進行處理。要使用這種功能，專案中至少要有一個 MIDI 軌。然後在添

加有 Pitch Correction 的效果器視窗中選擇 MIDI 源，也就是選擇您想要使用的

MIDI 軌。

最後在 Pitch Correction 效果器的控制面板上選擇接收外部的 MIDI 信號。這樣

MIDI 訊號就會進入 Pitch Correction 中。

虛擬樂器

虛擬樂器只可以加入到虛擬樂器軌（ MIDI 軌）。您可以自由重組和排列加入的樂器。



166

上圖顯示的是一個樂器軌，點擊小鍵盤按鈕可以開啟樂器選擇和編輯視窗。

您可以在這裡選擇樂器，選擇預設以及編輯自己的預設。

樂器分類中包括自訂、VSTi 樂器、 ReWire 程式和外部 MIDI 裝置。

自訂

您可以自己設計一件樂器。瞭解更多關於自訂虛擬樂器。

VSTi 樂器

在這裡您可以選擇您的電腦上已經安裝的各種 VSTi 樂器。若您已經安裝的外掛沒有

出現在清單裡，您需要檢查外掛路徑的設置是否正確。注意，目前 VST 是 Mixcraft

唯一支援的外掛格式，因此若您的外掛沒有出現在清單裡，您還有必要檢查您安裝的

格式（Windows 中的很多外掛安裝程式都提供 VST 和 RTAS 兩種外掛格式，確保您

安裝的時候選擇了 VST 格式。）

當您選擇了一個虛擬樂器之後，會出現下面的擴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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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預設音色欄選擇一個音色預設。

瞭解更多關於自訂虛擬樂器。

ReWire 程式

這個分類中顯示的是您的電腦中安裝的各種 ReWire 程式。選擇一個 ReWire 程式將

自動新增一個 ReWire 軌道。點擊「顯示詳細資料」，您可以選擇 ReWire 中可用的

樂器源。選中的 MIDI 軌的訊號將傳送至 ReWire 程式，ReWire 發出的音訊信號則

傳送回 Mixcraft ，並由剛才新增的軌道接收。

瞭解更多關於 ReWire 。

外部 MIDI 裝置

這個分類中顯示所有可用的外部 MIDI 裝置。若您有一個外部的合成器並由 MIDI 埠

連接到了電腦，請選擇相應的 MIDI 通道。注意，外部合成器的音訊訊號在匯出操作

時會被忽略，所以若您想要外部合成器的聲音可以正常被匯出，您需要將它的聲音先

錄製到一個音訊軌中。

預設分類

Mixcraft 已經內建了很多馬上可以使用的音色預設。您可以在「分類」中查找您想

要的類型，點擊後，可以使用的所有音色預設會顯示在左側的「樂器音色」中。內建

的音色分類包括：

§ Bass

§ Brass

§ Combinations

§ Ethnic

§ Guitar

§ Hits&Stabs

§ Keyboard

§ Percussion

§ Reed

§ SoundEffects

§ Strings

§ Synth

§ Voice

§ Wind

其中部份分類有子分類，比如 Bass 包括了 Bass 和 Bass Sy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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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虛擬樂器預設

您可以新建自己的虛擬樂器預設，自訂樂器預設支援多層樂器、鍵盤分區、力度分區

等豐富的功能。要新建自訂的預設，點擊樂器軌上的小鍵盤按鈕開啟樂器編輯視窗。

下圖為樂器編輯視窗。

編輯您的自訂預設

點擊「顯示詳細資料...」按鈕顯示擴展視窗。

擴展視窗中顯示更多的參數和編輯項目。

點擊「選擇樂器」加入新的樂器，您可以加入多個樂器，讓它們同時發出聲音，也可

以透過下面的各種設定讓樂器在不同的情況下發出聲音，比如有的樂器響應較低的音

符，有的樂器響應較高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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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儲存對話框中為您的新音色起一個名字並選擇一個類別。您可以新建自己的類別，

只要輸入一個新的類別名稱即可。若您想同時儲存您目前為此音色選擇的圖示，啟動

「保留圖示」，圖示將一起被儲存。

新增音色

點擊這個按鈕將清空所有的內容，您可以從頭開始新建一個新音色。

預設檔案路徑

預設儲存的路徑是在 Mixcraft 資料夾內，名稱為 InstPresets。

預設的副檔名為 .instrument。這種檔案可以在兩台電腦之間交換。不過電腦中必須

安裝有預設所需要的樂器才能真正被使用。

您的自訂預設儲存在：C:\Users\UserName\AppData\Roaming\Acoustica\ Mixcraft

\InstPresets 中。

內建樂器

下面是 Mixcraft 中內建的樂器。

Acoustica Instruments

其中包括一系列精選的取樣樂器，包括管絃樂器、鼓、合成器、鋼琴、吉他、Bass 以

及很多其他樂器，全都使用標準 MIDI 配置。

Acoustica Expanded Instruments

其中包括大量合成器音色、人聲、特效弦樂等等。

Acoustica Studio Drums

其中包括大量真實鼓和電子鼓音色，所有取樣全都在頂級錄音室中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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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 303 Bass Synthesizer

這是一個專門用於製作 Bass 音色的樂器，靈感來源於著名的 Roland TB-303 Bass

合成器。是製作 Acid Bass 音色以及其他電子音樂中常用的 Bass 音色的理想工具。

Combo Organ Model F

模擬經典的 Farfisa 管風琴，適用於 60 年代搖滾樂、Surf 搖滾樂以及其他類型的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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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o Organ Model V

模擬經典的 Vox Continental 晶體管風琴。適用於 60 年代搖滾樂、Surf 搖滾樂以

及其他類型的音樂。(特別是 The Door 的作品 Light My Fire 中著名的風琴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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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ulse

這是一個複音模擬類合成器，使用 80 年代早期的合成器算法，可以製造經典的模擬

類合成器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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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nge Lizard Electric Piano

Rhodes 和 Wurlitzer 定義了 70 年代的電鋼琴的音色。Billy Joel 的作品 Just

The Way You Are 和 Supertramp 的作品 The Logical Song 中都使用了這種音色。

這些電鋼琴音色溫暖獨特，不僅適合民謠音樂也適合搖滾音樂。今天這些音色和過去

一樣流行，Lounge Lizard 公司完美複刻了這些經典電鋼琴的音色，以及讓這些音色

成為傳奇的效果器。

Messiah

模擬著名的 Sequential Circuits Prophet 5 合成器，並增加了複音數，新增了效

果器和其他更多的功能。這個經典的模擬類合成器曾經統領過 70 和 80 年代的音

樂。它們已經很難被找到，同時有很高的收藏價值，其售價往往超過數千美元。但是

Messiah 成功模擬了它的音色，您會感覺就像在使用真正的 Prophet 5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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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ogueVA

Moog Minimoog 是歷史上最知名的單音合成器，由已故的 Robert Moog 博士發明。

它擁有 Moog 合成器的全部音色特質，但是體積變得更小，它幾乎給音樂帶來了一場

革命。MinimogueVA 完美模擬了 Moog 系列合成器的音色，可以製造厚重的 Bass 音

色、有衝擊力的主奏音色以及您想要的各種其他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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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3 Organ

Hammond Organ 風琴，1930 年由 Laurens Hammond 發明，曾經對幾乎所有的音樂類

型都造成過衝擊，從黑人靈歌和布魯斯到搖滾和流行樂。搭配 Leslie 的喇叭後，可

能世界上沒有比之更昂貴和更強大的樂器了。VB3 Organ 成功模擬了搭配有 Leslie

喇叭的 Hammond B3 風琴的音色。

新增第三方外掛

若您的電腦中安裝有第三方外掛，但沒有在樂器或效果器清單中顯示，您應該在「喜

好設定」中檢查 VST 路徑是否正確。

在「喜好設定」中切換到「外掛」頁，點擊「編輯 VST/VSTi 資料夾」按鈕，在彈出

的視窗中點擊按鈕「新增」，找到您的 VST 安裝路徑並確定。最好重新開啟 Mixcraft

進行外掛的再次掃描。現在您的 VST 外掛應該已經出現在樂器或效果器清單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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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控制工具列

使用這個工具列來實現整曲的播放、停止、錄音、循環播放等操作。

控制

錄音 - 點擊開始錄音。快速鍵 CTRL+R 或 R。

後退至起始處 - 將播放線返回至專案的開始位置。快速鍵 HOME。

後退 - 將播放線向後移動。快速鍵 CTRL+,（逗號）。

播放/停止 - 開始播放整曲或停止播放。快速鍵 SPACE。

快進 - 將播放線向前移動。快速鍵 CTRL+.（句號）。

快進至結束處 - 將播放線移動到樂曲的結束位置。快速鍵 END。

循環模式 - 讓樂曲的播放進入循環播放模式。快速鍵 CTRL+SHIFT+8。

節拍器 - 對節拍器進行設置。快速鍵：開啟/關閉播放時的節拍器 ALT+P，開

啟/關閉錄音時的節拍器 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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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式錄製 - 點擊進入或退出插入式錄製模式。

錄音計時器

您可以設定一個錄音計時器，讓錄音持續一段特定的時間後自動結束。

要使用錄音計時器，在「混音」選單中選擇「使用錄音計時器...」。輸入錄音時間長

度，單位是分鐘。若您只想錄製 30 秒，就輸入 0.5。

設定好之後，您可以開始正常的錄音操作，但是現在錄音過程將持續您設定的時間長

度後自動停止。

要關閉錄音計時器，在「混音」選單中再次點擊「使用錄音計時器...」。

播放位置顯示

這個綠色的區域用於顯示目前播放線的位置，也就是正在播放的位置。另外還顯示有

拍速、拍號和調號。

後製音量

後製音量推桿用於調整樂曲的整體音量，實際上它就是後製軌的音量推桿。

後製音量多數情況下都不建議您調整，您通常都需要保證它始終處於 0 dB 的位置。

若整個樂曲的音量偏大，您可以調整各個軌道的音量，若偏小，一樣需要調整各軌道

的聲音，另外偏小的情況您還可以使用 Classic Master Limiter 這個效果器來增加

音量。把這個效果器加入到後製軌，然後轉動旋鈕（只有一個旋鈕），直到音量符合

您的要求為止。

循環模式和插入式錄製模式

您可以設定讓 Mixcraft 循環播放或循環錄製。而插入式錄製可以讓您在某個特定的

時間段內錄製。這兩個功能可以分開使用，也可以合在一起使用。

循環模式

有時您可能想要重複播放某個片段，比如您想在正式錄製前先練習一下，或想要仔細

調整某個段落的效果，那麼循環播放功能會非常有用。

在播放控制工具列上點擊循環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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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時間軸上會出現兩個循環標記「始」和「終」，標示出循環的區域。您可以拖動

這兩個標記來調整循環區域的大小和位置。循環區域會高亮顯示，而非循環區域則顯

示為灰色。

您還可以使用「混音」選單裡的「循環播放模式」來啟動循環模式。注意在循環模式

下錄製時會自動新增分徑。

提示：若您想快速建立循環區域，可以先在時間軸或軌道區域裡拖動選擇一個時間段，

然後再點擊循環按鈕。若您想要非常精確的循環區域，請啟動對齊格線功能，並選擇

適當的對齊標準。

快速鍵：

切換循環模式 CTRL+ALT+8

插入式錄製

使用插入式錄製，您可以精確地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段內進行錄製。

點擊插入式錄製按鈕。

這時會顯示兩個插入式標記「入」和「出」，標示出插入錄製的範圍。您可以拖動這

兩個標記來調整插入錄製區域的大小和位置。

提示：若您想快速建立插入錄製區域，可以先在時間軸或軌道區域裡拖動選擇一個時

間段，然後再點擊插入式錄製按鈕。若您想要非常精確的插入式錄製區域，請啟動對

齊格線功能，並選擇適當的對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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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拍器

節拍器可以幫助您在演奏或錄製時保持精確的節拍。啟動節拍器最簡單的方法是點擊

播放控制工具列上的節拍器按鈕。

這將開啟節拍器設定對話框。

播放時使用節拍器

啟動這個選項，在播放的時候會出現節拍器的聲音。

切換播放節拍器的快速鍵 ALT+P

錄音時使用節拍器

啟動這個選項，在錄音的時候會出現節拍器的聲音。

切換錄音節拍器的快速鍵 ALT+O

錄音前倒數小節數

啟動這個選項並設定一個數值之後，錄音前將先倒數一小節或若干小節的拍子，然後

再正式開始錄音。若您錄音開始的位置要求您在按下錄音鍵後需馬上開始彈奏，您就

可以使用這個功能，這樣按下錄音鍵後您會有一個小節或若干小節的準備時間。

多少拍響一次

透過新增標記，您可以在標記設定中調整節拍器的工作模式，讓它每隔若干拍響一次，

而不是每拍都響。

「喜好設定」

在「喜好設定」的「節拍器」頁中，您可以修改節拍器的音訊檔案。另外還可以調整

節拍器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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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MIDI 鍵盤或 MIDI 控制器來控制 Mixcraft。按下 MIDI 控制器上的按

鈕讓 Mixcraft 開始播放、停止、錄音、快進或後退等。若有時您必須離電腦很遠，

那麼這個功能就會變得很有用。

要設置 MIDI 控制台，點擊「混音」選單中的「MIDI 控制台...」。

MIDI 對應

確保您已經有一個 MIDI 控制器連接到了電腦。在清單中找到您想要控制的指令，然

後新建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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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指令清單

您可以為下列指令對應 MIDI 控制器。

播放控制

§ 播放/停止切換

§ 播放

§ 停止

§ 後退

§ 後退至起始處

§ 快進

§ 快進至結束處

§ 錄音

§ 調整後製音量

§ 切換循環播放模式

§ 播放時使用節拍器

§ 錄音時使用節拍器

§ 錄音前倒數

§ 插入式錄音

§ 設定目前位置為插入式錄音開始位置

§ 設定目前位置為插入式錄音結束位置

§ 設定目前位置為循環播放開始位置

§ 設定目前位置為循環播放結束位置

§ 在目前位置加入標記

§ 從上一個標記開始播放

§ 從下一個標記開始播放

對選中的軌道的控制

§ 選擇上一個軌道

§ 選擇下一個軌道

§ 設定軌道音量

§ 設定軌道聲相

§ 靜音/取消靜音選擇之軌道

§ 獨奏/取消獨奏選擇之軌道

§ 選擇之軌道準備錄音

§ 監聽

§ 吉他調音表

§ 選擇之軌道 EQ 高

§ 選擇之軌道 EQ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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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之軌道 EQ 低

§ 選擇之軌道傳送量

其他

§ 復原

§ 重做

§ 儲存

§ 插入音訊軌道

§ 插入虛擬樂器軌道

專案

開新專案、儲存專案、匯出和備份專案。

開新專案

每次您開新專案時，會看到下面的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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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您也可以點擊工具列上的儲存按鈕或使用更快捷的方式 CTRL+S 來儲存。

匯出

若您想把您的專案儲存為單個的 MP3、WAV、OGG 或 WMA 檔案，您應該使用匯出功能。

儲存為 MIDI 檔案

若您想把專案中的 MIDI 儲存為標準 MIDI 檔案，選擇「檔案」選單裡的「另存為

MIDI 檔案...」。

或者使用常規儲存，但是選擇檔案類型為 MIDI。

儲存 MIDI 檔案時，音訊軌將被忽略。

備份您的專案

每次您儲存專案的時候，Mixcraft 都會新建一個備份。自動新建備份是為了應付軟

體出錯、第三方外掛出錯等意外事件。您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您的電腦會發生什麽事

情。

自動備份的檔案被儲存到專案資料夾內的 Backups 中。

若您遇到無法開啟舊檔的時候，可以試試開啟這個資料夾中的備份。

專案範本

範本裡可以保留軌道名稱、圖示、音量設定等訊息。製作一個範本可以讓您跳過一些

重複性的工作而快速地開始一個新的專案。

範本儲存的格式為 MX6template。

要儲存或稱為是新建一個範本，首先在一個專案中完成各種常用的新專案設定，比如

為軌道命名，若您經常錄製吉他，您可以將數個軌道命名為吉他。若有必要您還可以

設定軌道的音量，加入傳送軌，加入效果器等等。所有這些內容都將儲存到範本中，

所以您可以按您的工作習慣來完成各種有必要的設定。然後儲存專案，在視窗中選擇

檔案類型為範本，並命名您的範本。

以後當您開新專案的時候，在對話框中選擇您儲存的範本，新專案中將已經包括所有

您儲存範本時所做的設定。您馬上就可以開始創作了。

專案拍速、調號和拍號

您可以在「專案」詳細頁面中看到這些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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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您可以為專案設定拍速、調號和拍號。

專案拍速*

所有時間伸縮屬性設定為「調整為專案拍速」的物件的拍速都會受到專案拍速的控制。

比如，一個聲音物件的拍速是 200 拍/分鐘，而專案的拍速是 100 拍/分鐘，這個物

件在播放時速度將減為一半。專案拍速同時也決定節拍器的速度。

專案調號*

所有音調屬性設定為「調整為專案調號」的聲音物件的播放音高都會受到專案調號的

控制。比如一個物件的調號為 A，而專案為 B，則物件的音調將降低兩個半音。

專案拍號*

專案拍號將影響對齊格線操作。比如，若拍號為 3/4，對齊標準為全音符，對齊時將

是每三拍對齊，而在 4/4 拍號下則是每四拍對齊。節拍器也按專案拍號工作。

*注意，這個頁面中的設定都只影響從樂曲開始到第二個標記之間的時間段，所以相

當於是在編輯第一個標記的屬性。當然若樂曲中沒有變化拍速、調號或拍號，那麼這

個頁面的設定將維持整個樂曲。

作者資訊

點擊「作者資訊...」來為您的專案加入作者的一些相關資訊。這些資訊將隨專案儲

存，在匯出音訊檔案的時候，這些資訊將傳遞給匯出的音訊檔案，比如 MP3 檔案。

您可以填寫的資訊包括：

§ 名稱

§ 作者

§ 專輯

§ 曲風

§ 年份

§ 版權

§ 注記

自動符合節拍

自動符合節拍功能在啟動後，Mixcraft 會自動分析所有載入的音訊檔案的拍速、節

拍位置和調號。在音訊剛被載入的時候，自動符合節拍功能需要消耗一定的時間來完

成分析，但這一過程完成後，載入的音訊檔案的拍速、節拍和調號訊息將被儲存，因

此下次再次使用這個音訊檔案的時候 Mixcraft 會跳過分析步驟。

若您是在音訊檔案已經載入後再啟動「自動符合節拍」，您會看到「節拍符合既有的

聲音？」提示，詢問您是否對已經載入但尚未分析的音訊檔案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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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還可以用「混音」選單中「自動符合節拍」來啟動這個功能。

專案資料夾

在 Mixcraft 中，每個專案都使用自己獨立的資料夾，用於存放專案中所需的各種檔

案，比如錄音時產生的音訊檔案就會存放在這個資料夾中。開新專案時，您可以為新

專案選擇一個路徑，若您跳過這一步的話，您的專案資料夾將出現在預設的位置，這

個位置可以自訂。在「喜好設定」的「錄音」頁，點擊「預設專案資料夾」後的瀏覽

按鈕，就可以將預設的專案資料夾移動到其他地方。

匯出

當您完成了創作後，您可以將專案匯出為一個音訊檔案或視訊檔案，您還可以將專案

燒錄為有軌道訊息的 CD。

燒錄 CD

在工具列上點擊燒錄 CD 按鈕，或者在「檔案」選單中點擊「燒錄 CD...」。

在燒錄機中放入空白的 CD，點擊「開始燒錄」。

燒錄 CD 視窗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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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燒錄機

只有當您的電腦上安裝有多個燒錄機或光碟機時，您才需要關注這個選項。在這裡選

擇您要使用的燒錄機。

燒錄速度

選擇一個燒錄速度，有時選擇一個較低的燒錄速度可以增加燒錄的成功率，而且較老

的 CD 播放機也更容易播放。若您的燒錄機有 Burn Proof 保護功能，您可以使用最

大的速度燒錄而不必擔心燒錄會失敗。

測試模式

在這個模式下，燒錄機並不會真正燒錄數據到 CD 中，而僅僅只是傳輸數據看是否成

功。若您在燒錄 CD 的時候遇到困難，請參閱問題解答章節。

先轉換為 WAV

這將轉換要燒錄的內容為一個或多個 WAV 檔案，然後再燒錄。CD 品質的 WAV 檔案

的體積大約為每分鐘 8MB。所以一個 74 分鐘的 CD 將佔據約 650MB 硬碟空間。先

轉換為 WAV 的好處是可以提高一些老舊型號的 CD 燒錄機的燒錄成功概率，特別是

當其缺乏 Burn Proof 功能的時候。

建立 CD 文字

有些 CD 燒錄機支援 CD 文字，若您的 CD 燒錄機支援 CD 文字的話，您應該啟動這

個選項。燒錄時，Mixcraft 將會為每一個軌道加入文字，這樣當您使用同樣支援 CD

文字的播放機播放這種 CD 的時候，您可以看到軌道的名稱。

您可以在 CD 文字框中輸入 CD 標題，而每個軌道的名稱則來源於專案中的 CD 標

記。

燒錄成單一軌道 CD

啟動這個選項後，所有的 CD 標記將被跳過，整個專案燒錄為一個軌道。若您的燒錄

機僅僅支援 IMAPI 模式的話，您可以啟動這個選項來避免軌道間被強行增加 2 秒間

格。不過壞處是 CD 在播放的時候您無法進行軌道搜尋和跳轉。

燒錄全部或當前選取

選擇「全部」，燒錄內容將是整個專案，您最多能燒錄 60 到 80 分鐘的長度，這取

決於您使用的空白 CD 的具體容量。選擇「當前選取」，將只燒錄您在專案中選取的

部份。比如，您的專案中有 70 分鐘的內容，但是您只想燒錄最後的幾分鐘，您就可

以選取這些內容，然後開始燒錄。

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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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專案匯出為如下格式的音訊檔案：MP3、WAV、WMA 和 OGG。

點擊工具列中的匯出按鈕 ，或者點擊「檔案」選單中的「匯出為...」，然後選

擇匯出的檔案格式，輸入名稱來完成匯出。或者您也可以選擇「檔案」選單中的「另

存為...」，然後選擇儲存的格式為某種音訊格式。

匯出時，您可以調整如下選項：

格式資料

這裡顯示目前選取的格式的詳細資料，比如位率和聲道。點擊「格式編輯...」按鈕

後，您可以在彈出的對話框中對音訊格式進行詳細地編輯，改變位率、聲道或其他參

數。

預估大小

這裡顯示的是最終匯出的檔案的預計大小，單位是 MB。

為每個 CD 標記新增檔案

若您在專案中添加了 CD 標記，啟動這個選項將為每個 CD 標記匯出一個單獨的音訊

檔案。

使用 檔案/Tag 資訊

啟動這個選項，匯出的音訊檔案中將附帶專案的作者資訊及 CD 軌道名稱。您可以點

擊「Tag資訊...」按鈕來編輯具體的資訊，您也可以在「專案」詳細頁面中點擊「作

者資訊...」按鈕來編輯。

使用選取

若在匯出前，您在專案中選取了一部份內容，啟動這個選項，將僅僅只匯出選取的部

份。

每個軌道匯出單獨的音訊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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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選項允許您匯出專案中的每一個軌道為單獨的音訊檔案。檔案會自動被命名，規

則是：您輸入的匯出名稱+軌道編號+軌道名稱。若您想在其他軟體中對這些軌道進行

處理，您就可以使用這一功能。（注意：其他軟體可能沒有 Mixcraft 這麼簡單易用。）

匯出視訊

若您的專案中包括有視訊，您可以匯出視訊檔案。Mixcraft 支援 AVI 和 WMV 格式

的視訊匯出。

要匯出視訊，在「檔案」選單中選擇「匯出為...」，然後選擇 AVI 或 WMV。

在匯出的視窗中，您可以點擊「格式編輯...」按鈕來自訂視訊格式。在視訊章節瞭

解更多關於視訊格式。

當您確定了格式之後，輸入檔案名稱，然後點擊存檔。匯出完成時，預設的視訊播放

軟體將自動開始播放剛匯出的視訊檔案。

備份專案檔案至...

您可以複製專案以及其中所有的音訊、視訊以及其它和專案相關的檔案至一個新的資

料夾，或者壓縮為一個 Zip 檔案。這是 Mixcraft 提供的一個專案備份手段，使用

這個方式，您可以非常安全的備份您的專案，比如說外置的硬碟或燒錄至 DVD。建議

您養成經常備份數據的習慣，以免意外的發生。

由於有時您的專案中使用的音訊和視訊檔案並不在同一個資料夾中，所以 Mixcraft

在備份專案時，會將專案中使用的音訊和視訊檔案複製到一起。這樣備份的專案資料

夾中將包括該專案所需的所有相關檔案，所以即使原始的音訊或視訊檔案因某種原因

丟失，您的專案也一樣可以正常再次開啟。

在「檔案」中選擇「備份專案檔案至...」，您有兩個選擇：

§ 資料夾

§ 壓縮檔案

如果您暫時不會再編輯此專案或備份的目的是要 Email 給朋友，您可以備份為體積

更小的壓縮檔案；但如果您近期可能還需要使用這個專案，您可以選擇備份至一個新

的資料夾，比如一個外置的硬碟。

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中的選項可以讓您對 Mixcraft 的工作模式進行個性化設置，這些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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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都並不需要經常修改。點擊「檔案」中的「喜好設定」開啟其面板。

或使用快速鍵來開啟 CTRL+ALT+P，或者最簡單的方法，點擊工具列上的「喜好設定」

按鈕（小齒輪按鈕） 。

音效卡

在這個頁面對音效卡進行設置。

驅動模式

您可以從三個模式中選擇：Wave、ASIO 和 WaveRT。三種模式各自有相應的參數，所

以切換模式後，此頁面下方的參數將發生相應的變化。ASIO 要求您的電腦中安裝有

ASIO 驅動，否則這個模式不可用。WaveRT 模式則要求您的電腦安裝有 Windows 7 或

Windows Vista，此模式不支援 WindowsXP。

強制使用單一 CPU

這個選項將強制 Mixcraft 使用單一 CPU 進行運算和處理，此選項僅在多核心 CPU

電腦中有效。之所以有此選項是因為部份舊的外掛可能不支援新的多核心 CPU，所以

在遇到這種情況時，您可以嘗試啟動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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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引擎優先使用 CPU

這個選項的作用是讓音訊運算處理得到最高的 CPU 使用權。Mixcraft 預設使用這一

模式。

預設裝置設定

點擊這個按鈕將使音效卡頁面的所有設定復原回預設的狀態。也就是使用 Wave 驅動

模式，44,100Hz，16Bit，緩衝數目 8，緩衝大小 2048。

開啟混音台

點擊這個按鈕將會開啟 Windows 自己的混音台或 ASIO 音效卡的控制面板。這個功

能主要是為 ASIO 準備的。

WaveRT 參數

下麵的參數是當驅動模式選擇為 WaveRT 之後出現的。WaveRT 是 Wave Real Time

的縮寫。（WindowsXP 無法使用這一模式）

取樣率

選擇音訊裝置要使用的取樣率。更高的取樣率可以實現更好的音質，但是也會佔用更

多的硬碟空間和 CPU。

位率

確定每個取樣使用的位率。

延遲時間（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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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音效卡造成的延遲，單位是毫秒。通常您都需要更低的延遲，這樣使用 MIDI 鍵

盤彈奏、錄音以及其他操作都會很快速，但是低延遲會造成更多的 CPU 消耗，因此

有可能讓播放變得不流暢，甚至停頓或聲音破裂。所以您需要在低延遲和流暢的播放

之間進行平衡，或者選擇在錄音的時候使用低延遲，而在播放的時候使用較大的延遲。

當然更好的辦法是購買支援 ASIO 的音效卡，改用 ASIO 驅動模式。

另外請總是使用最新的音效卡驅動。

獨佔模式

若您使用 Windows 7（或更高），您可以啟動獨佔模式。這個模式下 Mixcraft 將獨

佔所有的音效卡資源，因此延遲時間可以降至最低 3 毫秒。

不過注意在這個模式下，其他的程式將無法使用音效卡。您需要在結束 Mixcraft 之

後，重新開啟其他程式才可以讓它們再次使用音效卡。

ASIO 參數

下麵的參數是選擇為 ASIO 模式後出現的。ASIO 驅動模式是目前 Windows 中可以使

用的延遲時間最低的驅動模式，它還支援良好的播放錄音同步特性。

提示：請記得安裝最新的驅動。請至您的音效卡官方網站查看是否有更新的驅動下載。

預設輸入（錄音）

選擇錄音時使用的預設輸入裝置。您應該確保音效卡已經正確連接到了電腦，否則不

會出現在裝置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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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輸出（播放）

選擇播放時使用的預設輸出裝置。您應該確保音效卡已經正確連接到了電腦，否則不

會出現在裝置清單中。

ASIO 裝置

選擇要在 Mixcraft 中使用的 ASIO 裝置。同一時間 ASIO 只允許使用一個裝置。

開啟混音台

點擊這個按鈕將開啟 ASIO 裝置自己的混音台介面。由於這個介面是由音效卡生產公

司設計的，因此不同的音效卡擁有不同的介面。通常在 ASIO 介面中，您可以進行取

樣率、位率、延遲時間、通道音量等等參數的調整。您需要閱讀音效卡的說明書來瞭

解如何使用其 ASIO 介面。

Wave 參數

下面是選擇 Wave 模式後出現的參數。當您無法使用其他兩種模式的時候才使用這一

模式。

預設輸入（錄音）

選擇錄音時使用的預設輸入裝置，您應該確保音效卡已經正確連接到了電腦，否則可

能不會出現在裝置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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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輸出（播放）

選擇播放時使用的預設輸出裝置，您應該確保音效卡已經正確連接到了電腦，否則可

能不會出現在裝置清單中。

取樣率

選擇錄音和播放時使用的取樣率。44100 Hz 是標準的 CD 音質取樣率，多數情況下

您都可以使用這一取樣率。Mixcraft 最高支援 192000 Hz 的取樣率，當然這需要您

的音效卡也同樣支援此取樣率才可以使用。

位率

位率決定的是每個取樣的長度。16 Bit 是標準的 CD 音質位率，多數情況下您都可

以使用這一位率。Mixcraft 最高支援 24 Bit 位率，不過同樣需要您的音效卡也支

援這一位率您才可以使用。不要使用 8 Bit 位率，除非您沒有別的選擇。

緩衝數目

Mixcraft 播放前會先緩衝一部份數據，完成緩衝的計算之後再開始播放。這個參數

用於確定緩衝的數目。數目越大，延遲時間會越大，但播放的時候會越流暢。反之延

遲時間越小，但播放的時候可能會變得不流暢。

緩衝大小

這個參數用於確定緩衝區的大小。和緩衝數目一樣，這個參數越大延遲時間就會越大，

但播放的時候會越流暢。反之延遲時間越小，但播放的時候可能會變得不流暢。

開啟混音台

點擊這個按鈕將開啟 Windows 自己的混音台，允許對輸入輸出音量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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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設定

語言

在這裡選擇 Mixcraft 顯示的語言。改變語言後需要重新開啟 Mixcraft。

完成匯出後馬上播放檔案

匯出操作完成後，匯出的檔案將立即被播放。

定期詢問我檢查軟體更新

允許軟體檢查更新。

暫存檔案路徑

選擇一個用於存放臨時檔案的路徑，臨時檔案包括峰值數據、節拍數據以及其他可以

讓 Mixcraft 運作更流暢的檔案。點擊瀏覽按鈕來選擇一個新的路徑。

刪除暫存檔案

點擊刪除所有的暫存檔案。

外部音訊編輯器

選擇一個外部的音訊編輯器，以供「聲音」選單中的「以外部編輯器編輯」功能之用。

點擊瀏覽，定位外部編輯軟體。當然您的電腦必須安裝有其他的音訊編輯軟體，您才

可以使用這個功能，而且，很顯然這個音訊編輯軟體必須能夠完成一些 Mixcraft 無

法完成的任務您才有必要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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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物件中顯示內容

決定音訊和 MIDI 物件中是否顯示內容。若您的電腦速度很低，可以關閉這個選項。

琴鍵軸中音符顯示名稱

啟動這個選項，琴鍵軸中的音符上都會顯示其音高名稱。比如若一個音符的音高是

A3，音符上就會顯示 A3。

正在演奏的音符顯示為不同的顏色

啟動這個選項可以幫助您看到正在演奏的音符。

允許記錄異常

軟體工作異常時會自動被記錄，雖然這個功能有可能會讓某些電腦變慢，但這個選項

應該啟動以便為軟體的改進提供支援。

播放時限制畫面更新率至

這個選項用於減小畫面更新的速度，這樣可以節省 CPU。但若您的電腦足夠快的話，

您沒有必要調整這個數值。

顯示音量為

可以選擇為「分貝」或「百分比」。此選項會影響音量推桿的工作狀態以及自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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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的工作狀態。建議使用分貝模式，因為這是多數專業音樂軟體以及音訊處理軟體

中使用的模式。

預設軌道顏色

選擇一個預設的軌道顏色。

介面

播放時畫面自動前進

讓當前顯示的內容跟隨播放的位置。

播放線置中

顯示內容跟隨播放的位置時，播放線始終處於中間位置。因此整個畫面在播放時將持

續移動。若關閉這個選項，畫面只在播放線到達畫面右側時自動翻頁。

當按下編輯區任意位置就會同時移動播放線

只要您在軌道編輯區域的任何位置點擊左鍵或右鍵，播放線都會馬上跳到您點擊的地

方。若關閉這個選項，要移動播放線，您必須在時間軸上點擊。

播放或錄音停止時播放線自動跳回開始位置

每次停止播放或錄音時，播放線都會自動跳回開始播放時的位置。若關閉這個選項，

播放線將停留在停止時的位置。

忽略微量拖動

開啟這個選項後，當您試圖移動一個物件時，您需要在時間軸上移動較長的距離才能

改變它的時間位置，但上下移動不受任何影響。這個選項的目的是，當您上下拖動一

個物件時，有時您可能需要它的時間（橫向）位置不會發生變化，而僅僅只是從一個

軌道移動到另一個軌道。開啟這個選項可以保證這種操作不需要 SHIFT 鍵的輔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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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安全的完成。

以滑鼠位置為中心縮放

當您上下滾動滑鼠滾輪進行畫面縮放時，啟動這個選項，將使畫面縮放的中心選擇為

滑鼠所在的位置，關閉這個選項，則是以當前畫面的中央為中心，而不論滑鼠在什麽

位置。

滑鼠滾輪

在這個頁面您可以按自己的要求重新分配滑鼠滾輪的用法。

預設的方案是，滾輪的直接滾動為縮放畫面，按住 CTRL 為橫向滾動，按住 SHIFT 為

縱向滾動。

點擊 CTRL 和 SHIFT 旁邊的方框來調整為您喜歡的方式。

點擊「預設設定」可以回到 Mixcraft 最初的設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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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作者

在此輸入作者名稱。

版權

在此輸入版權相關資訊。

拍速

專案預設的拍速。（預設數值為 120）

調號

專案預設的調號。（預設數值為 C）

拍號

專案預設的拍號。（預設數值為 4/4）

變更專案拍速與調號來符合第一個聲音之條件

啟動這個選項之後，當您向專案加入第一個聲音的時候，專案的拍速和調號將調整為

這個新加入的聲音的拍速和調號（若能偵測到的話）。

第一個聲音匯入後詢問是否變更專案拍速與調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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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更之前先進行詢問，若關閉選項，專案拍速和調號將自動調整為第一個聲音的拍

速和調號。

在專案被儲存的時候建立備份

每次當您儲存一個專案的時候，Mixcraft 將自動儲存一個備份到 Backup 資料夾中。

錄音

預設專案資料夾

當您開新專案的時候，若沒有為其選擇路徑，那麼專案的資料夾將出現在這個預設的

資料夾中。您可以選擇將這個路徑變更到一個更大的硬碟分區中。

當儲存或關閉時刪除未使用之錄音

在錄音和創作的過程中，您可能總是需要進行多次錄音才能得到您想要的最終結果，

這樣不可避免的會堆積大量的無用音訊檔案。啟動這個選項後，當您儲存專案或者結

束 Mixcraft 的時候，未使用到的音訊檔案將被刪除。

音訊軌預設錄音模式

為音訊軌選擇一個預設的錄音模式：建立分徑、重疊或者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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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軌預設錄音模式

為樂器軌選擇一個預設的錄音模式：建立分徑、重疊或者取代。

當一個輸入埠同時被多個軌道使用時

在這裡選擇是否允許多個軌道同時使用同一個輸入埠。通常您都需要選擇為「不允許

重複錄製輸入訊號」。因為當多個軌道同時錄製同一個輸入埠的時候，錄製出的結果

是完全一樣的。

錄音檔案類型

您可以選擇錄製為無壓縮的 WAV 格式，或者壓縮的 OGG 格式。若您的硬碟空間足夠

的話，建議總是選擇 WAV 格式。

節拍器

節拍器聲音檔案

若您不滿意 Mixcraft 內建的節拍器的聲音，您可以讓節拍器發出其它的聲音。節拍

器的聲音一共使用兩個音訊檔案，一個是強拍，另一個是弱拍。您需要分別為強拍和

弱拍製作音訊檔案，然後在此頁面中點擊瀏覽按鈕進行選擇，完成後您就可以聽到自

訂的節拍器聲音了。

節拍器音量

用於調整節拍器的音量。



205

MIDI

預設 MIDI 輸入裝置

在此選擇預設的 MIDI 裝置，若您的電腦上總是只連接有一個 MIDI 裝置，您通常不

需要理會這個選項。但是若連接有多個 MIDI 裝置，您可以在這裡選擇一個預設的裝

置。

於循環播放時強制 MIDI 音符發聲

MIDI 並不是真實的音訊。MIDI 音符在播放時，會傳送一個「音符開始」訊號給虛擬

樂器，這時虛擬樂器開始發出聲音。當音樂開始播放的時候，若播放線正好處於某個

音符的中間位置，通常這個音符會被忽略，因為沒有任何虛擬樂器具備從音符中間發

聲的功能。但是若您啟動這個選項的話，Mixcraft 將強制虛擬樂器發出聲音，也就

是將所有從中間開始播放的音符理解為是從頭開始播放的。這樣發出的聲音可能會和

正常狀態不同，想像一下鋼琴的聲音，一開始聲音很大，然後會慢慢變小。所以當一

個鋼琴音符從一半發聲時，您聽到的正常狀態應該是一個微弱的聲音，但強制 MIDI

發聲會讓這個音符從頭發聲，所以您聽到的將是一個很重的鋼琴聲音。強制 MIDI 發

聲雖然有此弱點，但是仍然可以作出一些彌補，比如，它對弦樂音色的影響就非常小。

所以預設這個功能是啟動的。

播放結束時釋放延音踏板（CC 64）

啟動這個選項後，播放結束時，CC 64 中的延音踏板將重置回 0，也就是鬆開踏板的

狀態。這樣可以避免播放停止後音符繼續播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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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虛擬樂器

為新增的樂器軌設定一個預設虛擬樂器，每次您新增樂器軌的時候將自動加入這個樂

器。

預設 General MIDI （GM）樂器

當您開啟一個 MIDI 檔案的時候，Mixcraft 會自動新增樂器軌來放置 MIDI 檔案中

的 MIDI 數據並為新增的樂器軌加入一個樂器。您可以在這裡設定加入什麽樂器。

從 MIDI 檔案中移除 Program Change 訊息

當載入 MIDI 檔案時，Program Change 訊息將被移除。MIDI 檔案中附帶的 Program

Change 訊息有時會造成很多問題，通常沒有人需要它。

預設 MIDI 設定

點擊這個按鈕讓所有 MIDI 頁面的設定回到預設的狀態。

CD 燒錄

燒錄引擎

您可以在 Primo、GoldenHawk 和 IMAPI 之間選擇。

Primo 是預設引擎，它可以燒錄無軌道間格的音訊 CD，同時支援 CD 文字的燒錄。

若您的燒錄機支援的話，您還可以選擇 GoldenHawk 模式，它同樣支援無軌道間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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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 CD。

IMAPI 是 Windows 自己的引擎。這種引擎的問題是，它會在軌道之間插入額外的 2

秒間格。另外燒錄前它會自動轉檔為 WAV 然後再燒錄。

GoldenHawk 選項

這個選項允許您嘗試使用 Genenic 驅動。只有選擇 GoldenHawk 引擎之後才可以使

用這個選項。

使用 Acoustica ASIP 層

切換這個選項可能有助於軟體識別或發現 CD 燒錄機。只有選擇 GoldenHawk 引擎後

才可以使用這個選項。

素材庫

素材庫路徑

設定您的素材庫的路徑，也就是您的所有素材存放位置。當您下載了一個素材之後，

它會存放在此。注意這個資料夾為電腦所有使用者共享。

**若您以系統管理員身分使用 Mixcraft，您才可以改變這個路徑的位置。想要以系

統管理員身份使用 Mixcraft，在 Mixcraft 安裝路徑中找到 Mixcraft 6.exe，右鍵

點擊，選擇「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點擊瀏覽按鈕來為素材庫選擇一個新的位置。（學校可以選擇使用伺服器路徑，這樣

可以節省終端的硬碟空間）

素材庫下載伺服器

若您下載遇到困難，可以在這裡嘗試選擇不同的下載伺服器。在問題解決章節瞭解更

多下載困難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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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掛

載入 DirectX 效果器

選擇是否使用 DirectX 效果器。

載入 VST 效果器和樂器（VST/VSTi）

選擇是否使用 VST/VSTi。

編輯 VST/VSTi 資料夾

點擊這個按鈕開啟 VST/VSTi 路徑視窗。您可以在此新增、編輯或刪除 VST/VSTi 的

路徑。完成後 Mixcraft 將掃描這些路徑，尋找可用的 VST/VSTi。

再次掃描所有 VST 外掛

再次掃描所有的 VST/VSTi 路徑。若您的電腦中安裝的 VST/VSTi 沒有出現在樂器或

效果器清單中，您可以嘗試再次掃描。

自動為虛擬樂器增加所有的輸出通道

這個選項只針對擁有多個輸出通道的 VST 樂器有意義。啟動這個選項之後，新增擁

有多個輸出通道的樂器時，Mixcraft 會自動為所有的輸出通道新增軌道。若關閉這

個選項，則不會自動新增軌道。

啟動 ReWire Hosting

啟動或關閉 ReWire Hosting 功能。您需要重新開啟 Mixcraft 才能讓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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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和工具列

透過選單來使用 Mixcraft 所有強大的功能！

工具列中包括一些常用功能，比如儲存、載入、復原、重做、自動控制曲線和對齊格

線標準的設定等等。

檔案

開新專案（CTRL+N）

新建一個新的專案，這將開啟新專案對話框。

開啟專案（CTRL+O）

用於開啟一個已經存在的專案或範本。

儲存（CTRL+S）

儲存目前的專案。

另存檔案為...

以新的名稱儲存專案，或匯出專案為音訊檔案或視訊檔案，依據您在儲存檔案類型中

的選擇而定。

備份專案檔案至...

使用這個功能，您可以把專案備份至一個新的資料夾，或壓縮為一個 ZIP 檔案。備

份時 Mixcraft 會將專案中使用的所有音訊及視訊檔案收集到一起。

匯出為...

您可以將專案匯出為 6 種格式。其中包括 4 種音訊格式（WAV、MP3、OGG 和 WMA），

以及 2 種視訊格式（AVI 和 WMV）。注意，專案中必須包括有視訊物件您才可以選擇

匯出為視訊格式。點擊一種格式後，會彈出匯出對話框，您可以命名、選擇匯出路徑

以及對匯出格式進行詳細編輯。

另存為 MIDI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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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您的虛擬樂器軌物件為 MIDI 檔案。

燒錄 CD...（CTRL+B）

燒錄可在任何標準 CD 播放機中播放的音訊 CD。

製作 CD標籤...

開啟 Acoustica CD/DVD Label Maker 程式為您的 CD 製作可列印的 CD 封套。

列印...（CTRL+P）

用於列印五線譜。

喜好設定...

開啟「喜好設定」對話框。

最近開啟之專案

這裡顯示最近開啟和儲存過的專案，方便您快速找到並開啟最近正在使用的專案。

結束

結束 Mixcraft。結束前會提示您是否儲存目前專案。

編輯

復原（CTRL+Z）

復原最後一步操作。若您做了錯誤的操作，使用這個指令來復原。

重做（CTRL+Y）

重做剛被復原的操作。

剪下（CTRL+X）

剪下選中的物件或部份物件。剪下的部份將出現在剪貼板中，可以貼至其他地方。

複製（CTRL+C）

複製選中的物件或部份物件。複製的部份將出現在剪貼板中，可以貼至其他地方。

貼上（CTRL+V）

將剪貼板中的內容貼至插入點位置。若複製或剪下操作時選中的內容包括有多個軌

http://www.acoustica.com/cd-label-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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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貼上操作有可能會自動新增軌道來放置各軌道的內容。

裁切（CTRL+Q）

裁切和剪下的作用正好相反，物件選中的部份將保留，其他部份將被刪除。

刪除（DELETE）

刪除選中的部份。

全選（CTRL+A）

選擇專案所有的物件。

分割（CTRL+T）

將選中的物件在播放點位置分割。

移除物件間的區域（CTRL+J）

所有選中物件間的空白間格將被移除。

合併成新的物件（CTRL+W）

將選中的物件在後台匯出為一個全新的音訊檔案，最終變成一個完整的物件。MIDI 物

件並不匯出，而僅僅是合併在一起。另外合併操作並不跨軌操作，所以當您選中多個

軌道的多個物件，合併時，每個軌道都將單獨合併。

連結

將選中的物件連結到一起，物件在連結後，移動時將一起移動，其相對位置關係將始

終保留。

子選單包括：

§ 連結選擇之物件

§ 取消連結選擇之物件

當連結建立後，物件上會出現一個連結按鈕 。點擊此按鈕可以方便的取消連結。

插入選擇之時間長度

在時間軸中插入一段空白的時間區域，插入的長度為您在編輯區或時間軸上選擇的長

度。任何原本在此區域的物件將被自動分割並移動。此操作同時還會影響自動控制曲

線。

移除選擇之時間長度

將選擇的時間段落整體移除，包括其中的物件、自動控制曲線和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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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音

播放/停止播放（SPACE）

開始播放專案或在專案播放時停止播放。

播放開始由

在子選單中您可以選擇從上一個標記開始播放或下一個標記開始播放。另外當您的專

案中加入多個標記之後，您可以選擇直接跳到某個標記開始播放。

後退至起始處（HOME）

將播放線移動到專案開始的位置。

快進至結束處（END）

將播放線移動到專案結束的位置。

錄音（R 或 CTRL+R）

開始錄音。

設定後製音量

快速設定一個後製音量。

MIDI 重設！

中斷所有的 MIDI 音符。有時您可能會遇到在停止播放後仍然有音符持續發出聲音而

且無法中斷的情況。這時，使用 MIDI 重設！就可以解決問題。

MIDI 控制台...

開啟 MIDI 控制台視窗。使用 MIDI 控制器對 Mixcraft 的播放、停止、獨奏、靜音

等功能進行操作。在播放控制章節瞭解更多。

編輯整體效果

對後製軌道中的效果器進行編輯。後製軌道上的效果器會對整個專案的聲音進行處

理。

加入拍速/調號變更...

實際上是加入一個帶有拍速或調號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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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其中包括加入標記、自動標記精靈、刪除標記和編輯標記。

自動符合節拍

切換「自動符合節拍」選項，您也可以在「專案」詳細頁面中切換這個選項。

調號變更

快速變更專案的整體調號，上升一個半音或下降一個半音。

節拍器和錄音倒數設定...

對節拍器的工作狀態進行設定。

循環播放模式（CTRL+SHIFT+8）

切換進入或退出循環播放模式。

使用錄音計時器...

開始錄音計時器對話框，錄音計時器可以讓您的錄音在持續一段時間後自動結束。

軌道

新增軌道

在專案的最下方新增某一類型的軌道。

插入軌道

和新增軌道功能一樣，不同之處在於新增的軌道出現在目前選中軌道的上方。

刪除軌道（CTRL+SHIFT+D）

刪除選中的軌道及其中所有的物件和自動控制曲線。

顯示後製軌道

在軌道區顯示出後製軌道。可以添加自動控制曲線對整個樂曲的音量進行控制。

屬性

軌道屬性包括：

靜音（CTR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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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個軌道停止發出聲音。

獨奏（CTRL+L）

獨奏一個軌道。

設定音量

快速的設定一個軌道的音量。

設定聲相

快速的設定一個軌道的聲相。

軌道顏色

為選中的軌道及其中的物件設定顏色。

軌道高度

為選中的軌道設定高度，可以選擇為大、標準和小。

選擇圖示...

為選中的軌道選擇一個軌道圖示。

軌道分徑

軌道分徑包括一系列子選單：

新增分徑（ALT+L）

為選中的軌道新增一個分徑。

刪除分徑

刪除選中的分徑。

刪除空白分徑（ALT+K）

刪除選中的軌道中沒有物件的空白分徑。

靜音分徑

靜音選中的分徑。

取消靜音

取消選中的分徑的靜音狀態。

選擇分徑所有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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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中的分徑中所包括的所有物件。

準備錄音

讓選中的軌道進入錄音狀態。

監聽

允許您對輸入的訊號進行監聽，若軌道上有效果器的話的，監聽時聽到的是輸入訊號

被效果器處理後的結果。

選擇錄音通道和裝置

為選中的軌道選擇輸入訊號來源。

吉他調音表

開啟吉他調音表，允許對輸入訊號的音高進行調整。

效果器...

開啟選中軌道的效果器編輯視窗。

顯示/隱藏自動控制曲線

顯示/隱藏選中的軌道的自動控制曲線。

混合為新的音訊軌道

將選中的軌道在後台匯出為音訊檔案，然後新增音訊軌並載入這個音訊檔案。匯出時

包括軌道的效果器和自動控制曲線。使用這個功能您可以有效地減小 CPU 和記憶體

的消耗。

再製軌道

製作一個選中的軌道的副本，此副本和選中的軌道完全相同。這個功能有時會很有用，

比如，您想使用某個軌道上全部的效果器（可能有很多）去處理另外一些物件，您就

可以先再製這個軌道，然後把另外一些物件移動到再製出的軌道中。當然您可能需要

先刪除再製軌道上的原始物件。

凍結軌道（CTRL+SHIFT+F）

凍結選中的軌道。使用這個功能您可以有效地減小 CPU 和記憶體的消耗。注意，和

「混合為新的音訊軌道」的不同是，凍結並不會新增軌道，而且隨時可以取消凍結進

行編輯。但是「混合為新的的音訊軌道」的優勢是，您可以對新增的軌道進行編輯，

比如加入效果器。您可以根據您的實際要求在兩種模式之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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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軌道內所有物件（CTRL+SHIFT+A）

用於選擇目前選中的軌道中所包括的所有物件。

聲音

加入聲音檔案...（CTRL+I）

開啟加入聲音檔案的視窗，選擇要加入的聲音檔案。參考加入聲音章節瞭解更多。

加入樂器物件

在樂器軌中加入一個空白的物件。您也可以雙擊樂器軌來完成這個操作。

MIDI 編輯

子選單包括：

對拍

將音符的開始位置或結束位置移動到標準的時間位置。

人性化

為機械單調的音符增加隨機變化，包括音符的位置和力度。

變調

快速變更所有音符或選中音符的音高。

力度

快速變更所有音符或選中音符的力度。

音符平移

快速移動所有音符或選中音符的位置。

音符時值

快速改變所有音符或選中音符的時值。

強制獨奏

去除物件中的音符重疊，使得同一時間只有一個音符。

屬性

子選單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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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音

選中的物件靜音。

聲道

僅限音訊物件。用於選擇播放左聲道、右聲道或立體聲。

相位

僅限音訊物件。用於反轉物件的相位，可以選擇反轉左聲道相位、右聲道相位或

同時反轉兩個聲道的相位。

最大化（CTRL+K）

僅限音訊物件。將音訊物件的音量放大，放大的依據是將物件中的音量峰值放大

到不失真的最大音量，然後依相同的比例放大其他部份。

鎖定

鎖定選中的物件。

自動控制曲線

子選單中包括：

重設曲線

清除曲線中的節點，讓曲線復原為預設狀態。

反轉曲線

將自動控制曲線上下反轉。

漸小

讓物件的自動控制曲線漸漸變小。可以選擇快速、中速和慢速。若您選中了一個

區域然後施加漸小，那麼漸小曲線將限定在選中的區域內。

漸大

和漸小正好相反，讓物件的曲線漸漸變大。一樣可以選擇快速、中速和慢速。若

您選中了物件中的一個區域，那麼漸大曲線將限定在選中的區域內。

提升

將曲線的數值按百分比增加。若您選中了物件中的一個區域，將只提升選中區域。

降低

將曲線的數值按百分比降低。若您選中了物件中的一個區域，將只降低選中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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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將選中的物件連結到一起，物件在連結後，移動時將一起移動，其相對位置關係將始

終保留。

子選單包括：

§ 連結選擇之物件

§ 取消連結選擇之物件

當連結建立後，物件上會出現一個連結按鈕 。點擊此按鈕可以方便的取消連結。

分割（CTRL+T）

將選中物件在插入點位置分割。

移除物件間的區域（CTRL+L）

所有選中物件間的空白間格將被移除。

合併成新的物件（CTRL+W）

將選中的物件在後台匯出為一個全新的音訊檔案，最終變成一個完整的物件。MIDI 物

件並不匯出，而僅僅是合併在一起。另外合併操作並不跨軌操作，所以當您選中多個

軌道的多個物件，合併時，每個軌道都將單獨合併。

反轉

將物件橫向反轉。物件將反著播放。

新增至素材庫

將選中的物件新增至素材庫，這樣以後可以在其他作品中使用。

裁切為循環樂段

使用目前物件的播放區域為循環樂段區域。

裁切空白位置（CTRL+I）

移除音訊物件兩端的空白。

以外部編輯器編輯...

開啟外部編輯器對物件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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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

加入視訊檔案...

選擇並加入一個視訊檔案至專案中，並新增視訊軌道。在視訊章節瞭解更多。

加入圖片...

選擇並加入一個圖片檔案至專案中。

加入文字...

加入文字到專案中，若沒有文字軌將自動新增一個文字軌。此指令將開啟文字編輯器。

加入移動文字...

加入移動式的文字。此指令將開啟文字編輯器。

對齊物件...

將圖片和視訊排列整齊，形成順序播放或對齊到節拍。

設定無視訊物件時的背景顏色

選擇一個背景顏色，在沒有視訊或圖片顯示的時候，或視訊和圖片無法填滿整個畫面

的時候所顯示的背景顏色。

顯示視訊視窗

顯示視訊播放預覽視窗。

設定預覽視窗大小

為視訊預覽視窗設定大小。

連結

將選中的物件連結到一起，物件在連結後，移動時將一起移動，其相對位置關係將始

終保留。

子選單包括：

§ 連結選擇之物件

§ 取消連結選擇之物件

當連結建立後，物件上會出現一個連結按鈕 。點擊此按鈕可以方便的取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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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全部軌道高度

調整專案中所有軌道的高度，可以選擇為小、標準和大。

時間軸模式

選擇時間軸的模式，可以選擇為實際時間模式（分:秒）或節拍模式（小節:拍）。

對齊格線

設定對齊格線的標準。

顯示/隱藏詳細頁面

用於顯示或隱藏 Mixcraft 最下方的詳細資料頁面。

專案頁面

顯示專案頁面。

聲音頁面

顯示聲音頁面。

素材庫頁面

顯示素材庫頁面。

電腦鍵盤彈奏

顯示電腦鍵盤彈奏面板。

視野放大

橫向放大專案編輯區以查看細節。

視野縮小

橫向縮小專案編輯區以查看更多內容。

調整為專案範圍

縮小以顯示整個專案內所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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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主題式說明...

開啟主題式說明書。

檢查更新...

透過網際網路檢查是否有更新。

輸入註冊金輪...

輸入您的註冊碼完成軟體註冊。

馬上購買！

點擊顯示一個視窗，指導您如何購買和註冊 Mixcraft。

關於 Mixcraft ...

顯示 Mixcraft 版本、製作者、版權資訊。

工具列

開新專案

開啟一個新的專案。

開啟舊檔

開啟一個已經存在的專案。

加入聲音

加入一個聲音檔案至專案中。（MP3、WAV、AIF、OGG 或 WMA）

儲存專案

儲存目前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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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錄音訊 CD

將目前的專案燒錄為音訊 CD。

匯出

將目前的專案匯出為一個音訊檔案或視訊檔案。

復原

復原最後一步操作。

重做

重做最後一步被復原的操作。

放大

橫向放大編輯區。

縮小

橫向縮小編輯區。

「喜好設定」

顯示「喜好設定」視窗。

註冊

點擊購買和註冊 Mixcraft 。瞭解更多關於購買和註冊。

物件自動控制曲線

為物件自動控制曲線選擇類型。

對齊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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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奏功能

您一共可以使用 17 個音符，或者 1.5 個 8 度來彈奏。注意一定要先新增一個樂器

軌並選擇一個預設音色。準備好後就可以按下電腦鍵盤上的按鍵來彈奏了。

§ 您可以按下多個按鍵演奏和絃。

§ 按住 SHIFT 進入延音模式（鬆開按鍵後音符不會中斷）。

§ 點擊八度按鈕（或者使用電腦鍵盤上的 Z 和 X）來按八度方式移動整個鍵盤的

音高。

§ 點擊半音按鈕（或者使用電腦鍵盤上的 C 和 V）來按半音方式移動整個鍵盤的

音高。

§ 點擊力度按鈕（或者使用電腦鍵盤上的逗號和句號）來調整演奏的力度。

§ 使用數字 1 和 2 來實現彎音輪效果。

§ 使用數字 3 到 8 來實現調製輪效果。

滑鼠圖示

箭頭 - 常規圖示。

自動控制曲線節點編輯 - 當滑鼠指向自動控制曲線時顯示此圖示，用於新增或移

動節點。

橡皮擦 - 選擇為橡皮擦時顯示此圖示，用於擦除音符或控制曲線節點。

FlexAudio - 按住 CTRL 鍵後，當滑鼠移動到音訊物件的左右邊緣時顯示此圖

示，用於實現即時的時間伸縮操作。

選擇 - 當滑鼠移動到物件上方時顯示此圖示，表示可以對物件進行選擇操作。

鉛筆 - 選擇為鉛筆工具時顯示此圖示，表示可以新增音符或自動控制曲線節點。

播放 - 在素材庫指向一個素材時顯示此圖示，點擊可以播放素材。

調整高度 - 滑鼠移動到軌道之間，或詳細頁面上邊緣時顯示此圖示，表示可以調

整軌道和詳細頁面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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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調整尺寸 - 滑鼠移動到物件的左右邊緣、音符的左右邊緣時顯示此圖示，表

示可以調整物件或音符的尺寸。

軌道音量 - 滑鼠移動到音量推桿上時顯示此圖示，表示可以調整音量。

減半音 - 在五線譜中選擇減半音工具後顯示此圖示，點擊音符將使音符下降一個

半音。

增半音 - 在五線譜中選擇增半音工具後顯示此圖示，點擊音符將使音符上升一個

半音。

問題解決

這裡是一些常見問題的解決方法。

播放

無法播放

您加入了一些聲音，但是無法播放出聲。您可以做如下檢查：

1. 音箱有沒有開？（抱歉，管理部讓我們這麼問）

2. 您能否使用 Windows 的播放器播放一個 WAV 檔案，或者使用其它可以發出聲音

的軟體發出聲音？若不可以的話，您的音效卡的驅動或設置可能存在問題。參考

您的音效卡的說明書看您的設置是否正確？

3. 開啟您的音效卡的音量控制面板，看看是否輸出音量被關閉或設置得過低？

4. 是否有其它軟體正在使用音效卡？（在舊版本的 Windows 中可能導致 Mixcraft

無法發聲）

5. 更新您的音效卡的驅動。登陸您的音效卡的官方網站查看是否有更新的驅動程式。

聲音斷斷續續/破裂

當播放的時候發生聲音停頓或破裂，很可能是由於同時執行過多的程式使得電腦 CPU

超載，您的電腦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運算 Mixcraft 裡的混音。您可以嘗試：

1. 關閉不必要的程式。您甚至可以冒險暫時關閉您的防毒軟體。（我們不推薦您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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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O 無法使用

確保您安裝了最新的驅動，總是確保您已經安裝了最新的驅動。登陸您的音效卡的官

方網站查看是否有更新的驅動。

若您依然無法使用 ASIO，表明您目前使用的音效卡不支援 ASIO 驅動模式。您可以

購買一款支援 ASIO 驅動的音效卡。或者您可以使用免費的 ASIO4All 驅動，不過它

同樣不一定支援所有的音效卡。

或者您只能放棄 ASIO，若您有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的話，您可以使用

WaveRT 驅動模式。

聲音播放速度太快或太慢

若您加入一個音訊檔案之後，其播放速度太快或太慢，這是因為它的播放速度調整為

了專案速度。

在「聲音」詳細頁面調整這個音訊檔案的時間伸縮屬性為「時間伸縮」，而不是「調

整為專案拍速」。

在時間伸縮模式下，您可以自由調整物件的播放速度，若不做任何調整的話，物件將

按其原始速度播放。

錄音

無法錄音

您可以播放，但是無法錄製任何東西！這可能有多種原因，下麵是其中的幾個：

1. 確保您的樂器/麥克風已經正確連接到了音效卡的輸入埠。

2. 確保您的音訊軌已經進入了錄音狀態（點擊了軌道上的「錄音」按鈕）。

3. 確保軌道上的錄音音量沒有關閉。

4. 嘗試使用其它驅動類型錄音，比如 ASIO、WaveRT 以及 Wave（依此順序）。

總是確保您已經安裝了最新的驅動。登陸您的音效卡的官方網站查看是否有更新的驅

動。

開始位置不正確錄製不同步

若錄製結果沒有精確對齊到開始位置，您可能需要調整錄音開始位置。開啟對齊格線

功能，把對齊標準設定為全音符，然後將播放線放置到某個小節的開始處。這樣您的

錄製結果將精確的從這個小節開始。

若您在錄製的時候發現錄製結果隨著時間移動會慢慢錯位。這通常都是音效卡的時鐘

不精確造成的，也就是您的音效卡的時鐘和電腦的不一致，要么比電腦的快，要么比

http://www.asio4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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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的慢，因此錄製時就會不同步。

遇到這種情況，最保險的辦法是購買一款品質更好的音效卡。

另外您可以使用時間伸縮來調整時間錯位的錄製結果，這可以是一個補救的辦法。按

住 CTRL，然後將滑鼠移動到錄製的音訊物件的右邊緣，拖動右邊緣到正確的位置。

另外您可以在完成操作後在「聲音」詳細頁面查看剛才的操作所形成的時間伸縮比例，

比如可能是 99.995% 或 100.004%。您可以使用這個數值調整以後的錄製結果（若您

仍然必須繼續使用這個音效卡的話）。

錄音時我無法聽到自己的聲音

有些音效卡不支持即時的監聽，這時您可以使用 Mixcraft 的監聽功能，在軌道進行

錄音狀態後，點擊軌道上的小喇叭按鈕。監聽時最好使用耳機，特別是當您錄製麥克

風的時候，以保證總是可以錄製到最安靜的結果。

錄製到其他軌道的聲音

若錄製的結果中有其他軌道的聲音，通常是因為使用麥克風錄製時，麥克風拾取到了

音箱的聲音。所以您應該使用耳機來監聽，而且要關閉音箱，或者到一個良好隔音的

房間錄製。

若這樣做依然會錄製到其他軌道的聲音，那麼您的音效卡可能存在電路上的問題。開

啟 Windows 自己的混音台錄音設定視窗，確保只有您正在使用的裝置可以被聽到，

靜音其它所有裝置，比如 CD 播放、輔助軌等。要開啟 Windows 的混音台，您可以

點擊 Windows 的開始按鈕，然後在「搜尋程式和檔案」中輸入 sndvol，並按 Enter。

另外，確保您選擇了正確的輸入源。若可能，最好選擇特定的源，而不是像 Stereo

mix、what you hear 或 digital wave 這種通用的名稱。比如，若您要錄製的是麥

克風，就選擇 microphone。若錄製的是 line in，就選擇 line in。

在 Mixcraft 中要選擇輸入源，點擊軌道準備錄音按鈕旁的小三角按鈕。首先選擇您

的音效卡，然後在子選單中選擇正確的輸入源。

我錄製的結果中只有左聲道或右聲道！

這種情況可能是由於您的麥克風連接到了左聲道或右聲道，但是您錄製的是立體聲。

解決的辦法是，在選擇輸入源時，選擇左聲道或右聲道（連接有麥克風或樂器的聲道）。

若您想保留已經錄製的結果，您可以選擇只播放其中的左聲道或右聲道。右鍵點擊物

件，在右鍵選單中，選擇「屬性」>「聲道」，然後選擇左聲道或右聲道。

我錄製的結果聲音太大而失真了！

您永遠都應該避免錄製出失真的結果，因為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去除失真。在錄音的過

程中，若您看到音量顯示已經變成紅色，表示輸入訊號已經過大，這樣錄製必然得到

失真的結果。

若您使用的是 Wave 或 WaveRT 驅動模式，調整錄音軌道的錄音音量，直到錄音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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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變成紅色。您可能需要將要錄製的內容完全演奏或演唱一遍，因為您不知道這段

演奏中最大的音量會在什麽地方，所以預先完全演奏一遍可以確保整個錄製的內容都

不會失真。

若您使用的是 ASIO 驅動模式，您需要使用音效卡上的音量控制器來調整音量，直到

音量顯示不再變成紅色。

檔案沒有載入

聲音檔案無法載入

目前有很多種不同的音訊格式，Mixcraft 支援 Wav（Wav 和 Aif）、MP3、OGG 和 WMA。

另外，Mixcraft 還可以應用 Windows 的 ACM（Audio Compression Manager）載入

壓縮過的 Wav 格式，而不僅僅是 PCM Wav 格式。

若您要載入 WMA 格式，請確保安裝了 WMA 支援軟體，而且要載入的 WMA 沒有附帶

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數位版權）訊息。

WMA 檔案的支援

為了能夠載入以及匯出 WMA 格式，您必須安裝 WMA 的支援軟體，請登陸 http:

//www.acoustica.com/plugins/wmainstall.htm（安裝後無需重新開啟電腦）。

若您已經安裝了 WMA 的支援軟體，當您要載入附帶 DRM 的 WMA 的時候，您最好關

閉它的 DRM（若這個 WMA 檔案是您自己新建的）。要關閉 DRM，開啟 Windows Media

Player，在 Options 裡，點擊 Copy Music，確保 Copy Protect Music 是關閉的。

這樣您就新建了一個不附帶 DRM 的 WMA 檔案。

無法載入或看到視訊檔案

點擊「視訊」選單中的「加入視訊檔案...」，在彈出的視窗中找到您要加入的視訊檔

案。

若您的視訊檔案不是 AVI 或 WMV 格式，您需要選擇檔案類型為「全部檔案」，這樣

您才可以看到您的視訊檔案。

您需要安裝有相應的視訊解碼器才可以載入特定的視訊格式。參見下麵的「視訊檔案

沒有載入」瞭解更多。

視訊檔案沒有載入

若一個視訊檔案沒有成功載入，最可能的原因是您的電腦裡沒有安裝相應的視訊解碼

器。您可以嘗試：

1. 安裝您的攝像機附帶的軟體。有些攝像機附帶的軟體中會包括 DirectX 解碼器，

安裝後允許其他程式，比如 Windows Movie Maker 或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

http://www.acoustica.com/plugins/wma-install.htm
http://www.acoustica.com/plugins/wma-install.htm
http://www.acoustica.com/plugins/wma-inst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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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攝像機拍攝的視訊檔案。安裝此類軟體後，您最好重新啟動您的電腦。

2. 下載一個視訊轉檔軟體來將您的視訊檔案轉換為 AVI 或 WMV 格式。這樣您不僅

僅不用再擔心檔案是否可被載入的問題，而且由於 Mixcraft 支援 AVI 和 WMV，

所以載入和處理的速度都會更快。

3. 安裝 DirectX/Direct Show 視訊解碼碼器。您可以下載到這類解碼器的安裝軟

體，不過注意網路上有很多假的或藏有病毒的安裝程式，所以您應該尋找最可信

的網站下載。

4. 下載安裝最新版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效果器和外掛

我怎樣加入一個外掛（VST 或 VSTi）？

VST 外掛是一種副檔名為 dll 的檔案。有些 VST 外掛就只是這樣一個 dll 檔案，

複製到您的硬碟即可使用。不過多數都有安裝程式，需要執行其安裝程式來安裝外掛。

在安裝的時候，建議您最好重新組織一下所有的外掛，也就是所有的 dll 檔案。您

可以將它們放置到同一個資料夾中，特別是當您安裝了很多外掛之後，讓所有的 dll

檔案位於同一個資料中有許多好處。比如，若您要刪除一個外掛，就不用滿世界去尋

找，不要忘了，在 Windows 裡，有大量的 dll 檔案。

由於多數 VST 外掛都支援直接複製 dll 檔案，所以您甚至可以在安裝完成之後再移

動其dll 檔案。但不建議這樣做，因為有一些外掛的 dll 在移動位置後可能出現功

能異常，所以您最好在安裝的時候就選擇適當的安裝路徑。

安裝了新的外掛後，重新開啟 Mixcraft。Mixcraft 會再次掃描您確定的 VST 路徑，

若發現新的 VST 外掛，Mixcraft 會將其新增到 VST 清單中。當您開啟效果器清單

或樂器清單的時候，您就可以看到新安裝的外掛了。

您可以在「喜好設定」的「外掛」頁面中點擊「編輯 VST/VSTi 資料夾」按鈕。在彈

出的對話框中，您可以看到目前已經新增的 VST 外掛路徑，若您的外掛安裝到了多

個路徑中，您需要點擊「新增」按鈕加入所有的路徑。所以若您的外掛都安裝在同一

個路徑中，這裡的操作就會變得極為簡單了。

如何禁用特定的外掛？

Mixcraft 有兩個檔案用於記錄禁用的外掛。您可以在 %programdata%\Acoustica\

Mixcraft\資料夾中找到這兩個檔案：

DXIgnore.ini–被禁用的 DirectX 外掛清單

VSTIgnore.ini–被禁用的 VST 外掛清單

雙擊開啟檔案，加入您想要禁用的外掛名稱，並加入=1。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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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每首樂曲匯出為單獨的檔案，然後使用其它燒錄軟體進行燒錄。在匯出視窗中，

啟動「為每個 CD 標記新增檔案」選項，並選擇匯出為 Wav 格式。這樣您可以得

到一系列音訊檔案，將它們匯入到其它燒錄軟體中進行 CD 的燒錄。

燒錄的 CD 無法在我的 CD 播放機中播放

您可以嘗試：

1. 確保您真的燒錄了 CD！查看 CD 的表面，燒錄完成的 CD 的表面可以看到燒錄

的區域和空白的區域的顏色是不同的。所以若您的 CD 的表面沒有任何顏色上的

差異，說明 CD 中沒有任何數據。

2. 確保燒錄的 CD 的表面沒有劃痕。

3. 切換為其它燒錄引擎。

4. 使用其它品牌的空白 CD。查看您的燒錄機是否有推薦品牌。

5. 使用低速燒錄。低速燒錄可以更好的保證燒錄的精確，一些老舊型號的 CD 播放

機可能沒有很好的讀取數據的能力，所以更高的精度會有所幫助。另外，查看您

的空白 CD 的說明，看看是否有燒錄速度方面的要求或限制。

6. 在其它播放機上播放您的 C D。

視訊

視訊播放問題

若加入視訊檔案後，發生如下情況：

1. Mixcraft 異常退出並顯示出錯提示。

2. Mixcraft 停止回應。

3. Mixcraft 的 CPU 消耗量上升至 60% 或更高。

4. 視訊顯示失真。

上述情況都是 DirectX 視訊解碼器導致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將視訊轉檔為 AVI 或

WMV 格式。這兩種格式都已經在 Mixcraft 中被詳細測試過。另外，AVI 格式消耗更

少的 CPU。

在網路中搜尋「視訊轉檔軟體」，然後使用轉檔軟體轉檔您的視訊檔案為 AVI 或 WMV。

注意，您需要下載能轉檔為 AVI 和 WMV 格式的軟體。

我遇到 DirectX 錯誤或載入視訊錯誤

Mixcraft 使用 Windows 的 DirectX 來對視訊進行解碼。我們完全無法控制您的電

腦中可能安裝有的其它各種解碼編碼器。解碼編碼器是很小的軟體用於對特定的視訊

格式進行解碼和編碼。很多網上下載的解碼編碼器品質都非常差，甚至有時根本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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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所以若您遇到這種問題，您可以嘗試：

1.下載安裝最新版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2.安裝您的攝像機附帶的軟體。其中可能會包括 DirectX 解碼編碼器，可以讓

Windows Movie Maker 或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攝像機拍攝的視訊格式。

安裝後請重新開啟電腦。

3.使用視訊轉檔軟體將您的視訊檔案轉檔為 AVI 或 WMV 格式。Mixcraft 讀取這兩

種格式的速度更快。

視訊檔案體積過大

若您想用郵件發送視訊檔案或上傳，但發現視訊檔案的體積過大，上傳過慢。您可以

嘗試：

1.上傳至 Youtube 這樣的視訊網站，然後發送鏈接給您的朋友，而不是直接發送視

訊檔案。

2.在匯出視訊檔案時，開啟格式編輯視窗，調整格式為低品質，這樣可以減小檔案

的體積。請參見視訊匯出章節瞭解更多。

素材庫

無法下載素材

若您無法下載素材庫內的素材，您可以嘗試：

1.確保您的電腦已經連接到了網際網路。開啟網路瀏覽器，打開一個全新的網頁來

檢查是否已經連接。

2.確保您的安全軟體沒有屏蔽 Mixcraft 接觸網際網路。您需要檢查您的防火牆的

設置和安全軟體的設置，將 Mixcraft 設置為允許訪問網際網路。

3.在「喜好設定」的「素材庫」頁面中選擇其他的下載伺服器。

我可以加入我自己的素材嗎？

可以！請參見素材庫章節瞭解更多。

MIDI 控制台

Mixcraft 無法識別我的 MIDI 控制器！

在 MIDI 控制台的設定視窗裡正確選擇您的 MIDI 控制器，即在「裝置」中進行選擇。

若您的電腦只連接了一個 MIDI 控制器，您可以選擇「任意」。這樣 MIDI 控制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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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任何輸入的 MIDI 訊號。若您的 MIDI 裝置沒有出現在清單裡，確保您的裝置已

經正確接連到了電腦，同時已經安裝了必要的驅動。若剛剛連接了新的 MIDI 裝置，

您需要關閉並重新開啟 MIDI 控制台視窗。

另外，您還可以將 MIDI 通道設置為「任意」，即 MIDI 控制台接收任何通道輸入的

MIDI 訊號。

Mixcraft 能識別我的控制器上一些旋鈕，但無法識別另外一些

Mixcraft 控制台裡可以接收 MIDI Continuous Controller（即 MIDI CC 訊號）和

MIDI 音符訊號。有些 MIDI 控制器傳送 MIDI Machine Control（MMC）訊號，而不

是 MIDI CC 或 MIDI 音符。Mixcraft 不回應 MMC 訊號。

所以您需要檢查您的控制器的說明書來瞭解如何讓控制器傳送 MIDI CC 或音符訊

號。

多數控制器都可以在這些模式之間切換，也就是可以設置讓控制器的某個旋鈕傳送什

麽類型的 MIDI 訊號。所以您只需要切換一下模式就可以了。

Mixcraft Pro Studio（Mixcraft 專業版）

Mixcraft 6 專業版給專業音訊錄音師提供簡單易用的工具來完成商業級混音和

Mastering。 Mixcraft 6 專業版在 Mixcraft 6 已經非常強大的工具組基礎之上又

加入數款 High End 級虛擬樂器，包括傳奇般的合成器 Yamaha CS80 和 Moog

Memorymoog 的模擬器，以及我們的Pianissimo 平台鋼琴（取樣自 Steinway Model

D），另外還加入了強大的 Mastering 效果器，iZotope 公司的 Mastering

Essentials，以及整套專業級的其它效果器，失真、EQ、延遲、殘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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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Mixcraft 專業版的效果器和樂器的安裝須分開進行。

若您需要專業版，請洽大中華區總代理「飛天膠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info

@ecapsule.com.tw

效果器

專業版新增如下專業級的效果器：

Acoustica 31 Band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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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音和 Mastering 過程中大概沒有比高品質並靈活的 EQ 更重要的效果器了。

Acoustica 31 Band EQ 提供給您準確的頻率控制手段。每個推桿的最大控制量可以

選擇為 6、12 以及 24 dB。另外還有大量預設可以參考。

Acoustica Pro Studio Reverb

這是一個高品質的殘響效果器，是創作專業級作品不可缺少的工具。這個效果器的算

法來自屢獲殊榮的 Pianissimo 平台鋼琴，我們將其擴展成了靈活而且品質極佳的獨

立效果器。

Dubmaster Liquid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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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延遲效果器的功能遠超傳統的延遲效果器。Dubmaster 整合了拍速同步和強大的

由 LFO 控制的濾波器和相位變換效果，為您的軌道加入強烈而且獨特的空間質感。

FAT+

想要厚實有力的打擊樂和 Bass 嗎？或者宏偉的號角、風琴和合成器？或者巨大的吉

他音色？FAT+ 混合了所有製造巨大質感的音色所需的技術，合併了模擬式溫暖、真

空管失真和磁帶飽和，將一切濃縮進一個效果器中，讓您的軌道獲得您想要的巨大質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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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Q1964 Transient Vitaliser

這個強大的 Mastering 工具為您的混音加入甜美的高頻、模擬式的色彩、清脆透明

的瞬態以及厚度。FSQ1964 甚至能為最基本的軌道增加活力和閃光，於是它可以從音

箱中跳躍而出，帶著流行金曲的那種讓人興奮的輕快。

GSXL4070 Vintage Parametric EQ

這個 EQ 複刻了每個專業錄音工作室都想要擁有的經典機架 EQ。它一共有四段，同

時配備一個高通濾波器，可以輕鬆濾除混濁的低頻。極高的品質讓您在混音時信心十

足。

iZotope Mastering Essentials



243

可能沒有哪個公司比 iZotope 更瞭解如何設計專業 Mastering 工具。Mastering

Essentials 整合了參數 EQ（帶有頻譜分析）、房間模擬（殘響）、真空管壓縮、限幅

器和飽和器。附帶大量的預設，Mastering Essentials 是您 Mastering 時最強大的

工具組。

MidSide Envelope Follower+

這可能是最強大的濾波器了。它使用輸入訊號的音量變化來對濾波器進行控制，得到

跟隨節拍變化的濾波效果。輸入的訊號被分解為 mono(mid )和 stereo(Side)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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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每個部份都可以被提升或降低來獲得 3D 聲場效果。濾波器一共有 9 個類型

可選，另加 Ring Modulation 和一個失真效果。這個效果器的可能性幾乎是無限的。

MidSide Harmonic Vitaliser

給您的軌道帶來 3D 空間質感，或擴展您的軌道，讓它變得更加寬廣。這個效果器使

用全新的技術來增強軌道的聲場感覺。

MidSide Stereophase Filter+

這個效果器使用全新的方式來調整軌道的聲場。它透過相位和濾波器的變化來創造幻

覺聲場，讓樂器繞著您的頭頂旋轉的同時其中間位置（Mid）又保持不動。從古怪迷

幻的調製到 side 相位變幻和強烈的濾波效果，這個效果器幾乎無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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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ox Tape Emulator

磁帶機有種奇怪的人人喜歡的「味道」，Ferox 捕捉到了這種味道。它用於模擬錄音

磁帶機的吱吱聲、非常飽滿和略帶壓縮的音色質感，給您的軌道更多的經典感覺。試

著在鼓和人聲中使用這個效果器，您會馬上聽到熟悉的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聲音質

感。

TB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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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除雜訊的時候，一個好的 Gate 效果器非常重要。Gate 效果器可以有效的移除

軌道空白段落中所包含的雜訊，比如人聲或吉他錄製結果中的休止部份。好的 Gate

效果器應該可以允許選擇僅僅用特定的頻段來觸發 Gate 效果，比如低音鼓。TB Gate

帶有兩個濾波器，您可以使用這兩個濾波器控制觸發訊號，比如濾除高頻，只用低頻

訊號來觸發 Gate。因此它比常規的 Gate 效果器更加靈活，用途更加廣泛。

TB Parametric Equalizer

這個圖示 EQ 極為強大，它擁有亮麗的外觀，分顏色標示的 6 個頻段，6 種不同的

濾波類型，頻譜分析，Mid 和 Side 訊號獨立處理。TB Parametric Equalizer 很快

就會成為您混音時不可缺少的工具。

Time Machine Bit Cru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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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喜歡低保真或懷舊數位味道，Time Machine 可能馬上會成為您的新寵。Time

Machine 模擬降低位率的效果，用它來讓您的軌道變成 8 位遊戲機的音色、或 12 位

取樣器的音色質感，或變換成 2 位，讓您的軌道徹底變成雜訊！

Twisthead VS206 Preamp

用這個效果器來為您的軌道加入溫暖或激烈的飽和效果。這個經典真空管前置放大模

擬效果器用來模仿 60 年代音樂中迷人的音色特徵。

XBass 4000L Bass Enh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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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效果器可以讓您的軌道變得溫暖而且有厚度，它主要為 Bass 設計。結合了兩個

獨特的算法，XBass 4000L 強化您的 Bass 軌道，突顯 Bass 聲音中最有特質的部份，

豐富低音及超低音，並提升高頻泛音，讓您在處理 Bass 軌道的時候更加輕鬆。

樂器

除了 Mixcraft 中已經內建的 11 個虛擬樂器，專業版又新增下列專業級的虛擬樂

器：

ME80 Vintage Analog Synthesizer

這是經典的 Yamaha CS80 模擬類合成器。另外它支援複音觸後功能，也就是可以讓

多個音符的觸後訊號同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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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moon Vintage Analog Synthesizer

應該沒有哪個合成器的聲音比 Moog Memorymoog 更加有厚度了! Memorymoon 捕捉

到了這種音色特徵。附帶大量的預設音色，這個配備有 3 個振盪器的複音合成器將

徹底震撼您。

Acoustica Pianissimo Virtual Grand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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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高品質的，屢獲殊榮的虛擬樂器，擁有 250MB 錄自 Steinway Model D 的

取樣，配合以強大的鋼琴算法，會給您全新的鋼琴演奏體驗。

詞彙表

ASIO

ASIO 是 Audio Stream Input/Output 的縮寫，它是音樂軟體和音效卡之間的媒介。

這是一項由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公司開發的技術，使用這項技術，軟體

和硬體開發者可以擴展 Windows 提供的音訊基本功能，從而滿足專業音訊處理的要

求。ASIO 提供相對簡單的方式支援多通道輸入和輸出、更低的輸入輸出延遲時間、

硬體之間大量數據的傳輸、更好的硬體之間的同步、更強的音效卡功能等等，這些功

能 Windows 內建的驅動都是無法支援的。當您使用 Windows 進行專業音樂創作或音

訊處理時，ASIO 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ASPI

ASPI 是 Advanced SCSI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縮寫，是 SCSI 適配器和 CD、

硬碟及其它裝置之間的交互標準。（多數人可以將之理解為是電腦和 CD 交互時的特

殊驅動）

Audio Clips（音訊物件）

Audio Clips（音訊物件）是 Mixcraft 裡編輯音訊檔案時的基本單元。複製、移動、

循環樂段、播放等操作都是基於音訊物件的。

AVI

AVI（Audio Video Interleave）是 Microsoft 公司開發的視訊格式，可以同時儲存

音訊和視訊數據。AVI 中可以儲存壓縮過的音訊和視訊。

BPM（拍速）

BPM 是 Beats Per Minute（拍/每分鐘）的縮寫，是音樂中最常用的速度單位。在

Mixcraft 中，拍速為「四分音符/每分鐘」。

Burn Proof

這是 Plextor 開發的一種燒錄保護技術。其它保護技術還有 SafeBum、PowerBum 和

JustSpeed。多數驅動都帶有保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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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 Under Run

表示的是電腦無法即時傳輸數據給 CD 燒錄機。

CD Quility（CD 品質）

CD 品質是音訊 CD 使用的一種音訊格式：44100Hz，16Bit，立體聲。

Clipboard（剪貼板）

剪貼板是一個緩衝區，當您完成剪下或複製操作時，剪下或複製的內容將出現在剪貼

板中。然後您可以把這些內容貼到其他地方去。

DAO

DAO 是 Disc At Once 的縮寫。燒錄 CD 時，整個 CD 被一次寫入，激光不會關閉。

這樣您可以得到無縫的燒錄結果，而且可以被搜尋。

Decibel（分貝）

通常縮寫為 dB，這是一種音量計量單位，表示兩個聲音音量之間的強度對比。當音

量上升一倍時，相當於是增加了 6dB。

Decoder

解碼器，用於將壓縮或加密過的數據進行釋放和解密。

DirectX Effects

這是使用 Microsoft 公司的標準編寫的效果器類型。現在已經較少被使用。

DRM

DRM 是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的縮寫。是一種附加在媒體上的版權訊息，可

以防止非授權的使用。

Effects Chain（效果器鏈）

由若干效果器組合而成的一串效果器，順序對輸入的訊號進行處理。

Encoder

編碼器，用於對數據進行壓縮或加密。

GoldenHawk

GoldeHawk 燒錄引擎使用 ASPI 和 CD 燒錄機進行交互。它是 Mixcraft 支援的三種

引擎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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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MIDI

通常縮寫為 GM，是一種標準化了的樂器清單。比如 0 號樂器總是 Acoustic Piano

（真實鋼琴）。所以符合 GM 標準的合成器的第 0 號樂器必須是 Acoustic Piano。

IMAPI

IMAPI 是 Windows 內建的燒錄引擎，它是 Image Mastering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縮寫。

ISRC

ISRC 是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的縮寫。若您燒錄的 CD 有商業

用途，您需要輸入您的 ISRC 碼到每一個軌道。

Latency（延遲時間）

延遲時間是訊號輸入音效卡和您在耳機裡聽到輸入訊號之間的時間間格。這個間格通

常人們都希望越小越好，不過太小的數值往往會造成播放的不流暢。

Megabyte

通常縮寫為 MB，為 1 百萬 Bytes（1024X1024）。

Metronome（節拍器）

節拍器用於產生有規律的聲音，方便您跟蹤專案的節拍。

MIDI

MIDI 是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的縮寫，是虛擬樂器和硬體裝置

之間的交互方式。比如當您在 MIDI 鍵盤上按下 C3 這個音符，MIDI 會發出「彈奏

了 C3 音符」的 MIDI 信號給電腦，同時還附帶有力度數據，虛擬樂器接收此數據，

按相應的力度發出 C3 這個音符的聲音。

MP3

MP3 是 MPEG-1 Audio Layer 3 的一種簡稱。是最流行的一種音樂壓縮格式，會對音

質造成損失，但可以保證極小的體積。

Mixcraft LE

這是 Mixcraft 的一種簡化版本。您可以使用 8 個音訊軌和 16 個 MIDI 軌。不可

以燒錄 CD 或匯出 MP3 檔案。若您擁有 LE 版，您無需購買 Mixcraft 的註冊碼。

但您隨時都可以購買註冊碼升級為 Mixcraft 完整版，以便燒錄 CD 或匯出 MP3 檔

案，以及使用無限制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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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rack

多軌錄製是一種錄音模式，允許您同時將多個輸入分別錄製到多個軌道。通常只有當

您需要錄製真實鼓、大合唱、樂隊現場演出的時候您才需要多軌錄製。

Normalize（最大化）

用於提升音量的算法，會先找到物件中音量最大的位置，然後計算將此處放大至不失

真的最大音量需要多少放大量，然後將整個物件的音量按此放大量放大。若您的物件

的音量偏小，您可以使用這個方法放大音量。

OGG

Ogg 是 Xiph.Org 開發的一種免費的音訊壓縮格式，功能完全開放。

Overdub

這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種錄音方式，幾乎已經變成標準錄音模式了。Overdub 就是在錄

音的時候，先錄製一件樂器，然後在此基礎上再錄製一件樂器，重複直到整個樂曲錄

製完成。之所以有這麼個概念的原因是，早期錄音室錄音都是整個樂隊即時演奏，然

後一起錄製的。

Pan

聲相，控制軌道在聲場中的左右位置。

Peaks

峰值是訊號音量變化到達的最高點（音量一直在快速的不間斷變化）。Mixcraft 每一

毫秒顯示一次峰值。

PCM

PCM 是 Pulse-code Modulation 的縮寫，這是一種用數字代表聲音音量變化過程的

算法。PCM 曾經用於數位電話系統，現在是電腦數位音訊和 CD 音訊的標準。

Primo

Primo 是 Primo Software 公司開發的一種燒錄引擎。它是 Mixcraft 中的預設引

擎。

Sample Bit Depth（位率）

在數位音訊中，位率表示的是取樣的長度，位率越大，取樣的數值範圍就可以越大，

因此音質就會更好。CD 的位率是 16Bit，DVD 是 24 Bit。

Sample Channels



254

取樣聲道數量指的是取樣中包括的聲道的數量，CD 的每個取樣中包括兩個聲道。

Sample Rate（取樣率）

取樣率是對聲音進行取樣時的頻率，這個數值越大則音質越好，它的單位是 Hz。CD 的

取樣率是 44100 Hz，也就是每秒取樣 44100 次。而 DVD 的取樣率則為 48000 Hz。

Semitone（半音）

鋼琴上相鄰的白鍵和黑鍵之間的音程。

Standard MIDI File（標準 MIDI 檔案）

這是一種標準 MIDI 檔案，允許您在一個檔案中儲存多個軌道的 MIDI 數據。多數音

樂軟體都支援讀取這種檔案。

Tag

附加到 CD 中的文字訊息，比如作者、專輯名稱、曲風和版權等。

TAO

TAO 是 Track At Once 的縮寫。它是一種燒錄模式，可以在一張 CD 中同時燒錄音

訊和數據。

Tempo（拍速）

拍速是樂曲進行的速度。通常使用 BPM（拍/每分鐘）做為單位。

Time Signature(拍號)

樂曲節拍類型的表達方式，意義是每小節多少拍以及由什麽音符代表一拍，比如 4

/4，表示每小節 4 拍，一個四分音符為一拍。

Time Stretch（時間伸縮）

這是 Mixcraft 中用於改變音訊物件播放速度的技術。

Virtual Instrument Clips（虛擬樂器物件）

虛擬樂器物件裡包括有 MIDI 數據。您必須在軌道中加入虛擬樂器，才能讓 MIDI 物

件中的音符發出聲音。

Virtual Instrument Track（虛擬樂器軌）

用於放置虛擬樂器和虛擬物件的軌道。

Volume（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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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調整軌道聲音的大小。數值為 0% 到 200%。

VST

VST 是 Virtual Studio Technolgy 的縮寫。這是一種由 Steinberg 公司開發的效

果器和虛擬樂器格式。目前被效果器及虛擬樂器生產商廣泛支援，是 Windows 裡最

主要的一種外掛格式。

Wav

Wav（或 Wave）是 Waveform Audio Format 的縮寫，是由 Microsoft 和 IBM 公司

開發的音訊檔案格式。主要在 Windows 中使用。

Wave Form

Mixcraft 中顯示的波形代表的是音訊訊號中的音量隨時間變化的過程。

WaveRT

這是 Microsoft 公司為 Windows Vista 提供的一種低延遲音效卡驅動，是 Wave

Real Time 的縮寫。

WDM

WDM 是 Windows Driver Model 的縮寫。

WMA

WMA 是 Windows Media Audio 的縮寫。WMA 格式是一種壓縮音訊格式，其中人耳無

法感知的頻率會被移除，因此檔案體積最終可以減小為 Wav 檔案的 20 分之 1。

WMV

WMV 是 Windows Media Video 的縮寫。是 Microsoft 公司開發的一種用於同時儲存

音訊和視訊的壓縮格式。

更新

第 6版

�新的介面

�超過 6000 個素材！

�MIDI 編輯重大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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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軌

�軌道分徑

�素材庫改進，現在包括素材加入和搜尋功能

�多軌道循環錄製

�視訊過渡、自動控制、文字、靜態圖片

�吉他調音表

�新虛擬樂器（ComboV，ComboF 風琴和 Acoustica Studio Drums）

�MIDI 對拍和其它 MIDI 編輯改進

�音訊物件反轉

�琴鍵軸對應表

�MIDI 控制台支援播放控制和外掛控制

�支援多輸出通道 VST 樂器

�支援 ReWire

�輔助輸出軌

�將 MIDI 軌的 MIDI 訊號引入音訊軌

�即時自動控制曲線錄製

�分軌匯出

�插入或移除時間段落

�時間軸選取，可選取所有軌道中的內容

�拍號支援改進

�效果器鏈預設

�音訊物件相位反轉

�音量在 dB 模式下使用對數計量，音量預設為 dB 模式

�專案使用獨立的資料夾，錄音檔案儲存至專案資料夾中

�每次儲存專案時自動備份

�播放停止時自動退回開始播放位置

�允許為特定的 MIDI 裝置進入錄音狀態

第 5版

�視訊支援

�軌道音量自動控制

�傳送軌

�後製軌自動控制

�內建雜訊降低效果器

�電腦鍵盤彈奏

�五線譜

�新效果器（TubeEQ、Amp Simulator）

�新樂器（Messiah、LoungeLizard、Acoustica Expanded Instruments、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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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Bass Synth）

�混音台頁面（內建 EQ）

�節拍器錄音倒數

�循環模式改進

�介面改進

�支援 WaveRT

�連結物件

�ALT+拖動=複製

�+1 循環按鈕

�改進對有缺陷的 VST 的支援

�降低 CPU 消耗

�更好的硬碟操作

�直接錄製為 OGG 格式

第 4.5 版

�專案儲存為 MIDI

�新 Primo 燒錄引擎

�可為單聲道音訊物件選擇播放通道

�針對某些音效卡的問題修正

�凍結軌道問題修正

第 4版

�支援 MIDI 錄製和播放

�支援 VST 虛擬樂器

�新增樂器：MinimogueEX、VB3 Organ、General MIDI Synth

�允許儲存組合有多個樂器和效果器的超級樂器預設

�支援 Vista 的 WaveRT 低延遲驅動

�琴鍵軸編輯器

� MIDI 循環樂段

第 3版

�新介面

�支援 ASIO 驅動

�FlexAudio

�自動節拍符合和調號符合

�偵測音訊檔案的節拍

�支援 ACID 和 Apple Loop

�可下載的素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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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軌道詳細頁面和專案詳細頁面開啟效果器

�自動控制曲線改進

�備份專案

�多軌同時錄製

�匯入 MP3、Wav、OGG 和 AIF

�支援 24 Bit 和 192 kHz 的音訊輸入輸出

關於 Acoustica

Acoustica 公司成立於1998 年，坐落于 Yosemite 山腳。我們的目標是製作高品質、易用和功能強

大的軟體。我們珍視勤奮、創造和革新。我們擁抱網際網路和所有具有創造性的事物。同時我們還有

一個新鮮的觀念：軟體應該簡單易用！

Mixcraft 6 是我們最新的軟體作品，它是我們簡單易用同時高度創新的軟體系列作品之一。其它作

品還包括 Pianissimo, Beatcraft, CD/DVD Label Maker 和 Spin It Again。

Acoustica

P.O. Box 728 Oakhurst, CA 93644 U.S.A. www.acoustica.com

版權所有 © 1998-2012 Acous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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