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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如果你有困难使用MixPad多轨道混音软件 
请在请求支持之前阅读适用的主题。如果您的问题未在本用户指南中介绍请查看 新信
息MixPad多轨道混音软件 在线技术支持

www.nch.com.au/mixpad/cn/support.html。
如果这不能解决您的问题，您可以使用该页面上列出的技术支持联系人与我们联系。

软件建议
如果您有任何改进建议MixPad多轨道混音软件或者您可能需要的其他相关软件的建议，
请在我们的建议页面上发布

www.nch.com.au. 我们的许多软件项目都是在像您这样的用户提出建议后进行的。如果
我们您的建议被采用，您将获得免费升级。

www.nch.com.au/mixpad/cn/support.html
www.nch.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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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软件
MixPad 只是 NCH 
软件的许多伟大的音频软件产品之一。您可能会发现以下相关音频软件列表很有用。
● 波板音频编辑器.一个复杂的和功能齐全的程序, 用于编辑录音。特征。。。

● 支持多种文件格式, 包括 wav (多个编解码器), mp3, vox, gsm, 真正的音频, au, 
aif, flac, ogg 和更多。

● 声音编辑功能, 包括剪切、复制、粘贴、删除、插入、静音、自动修剪等。
● 音频效果, 包括放大, 规范化, 均衡器, 包络, 混响, 回声, 反向, 采样率转换等。
● 工具包括光谱分析 (FFT)、音调生成和语音合成。
● 音频恢复功能, 包括降噪和点击弹出删除。
● 支持从6000到96000Hz、立体声或单声道、8位、16位、24或32位的采样率。
● 能够在单独的屏幕上同时处理多个文件。
● 包括 CD 开关器, 可直接和快速地从 CD 加载音频。
● CD 刻录机功能允许您将声音文件刻录到 CD。
● 记录仪支持自动修剪和语音激活录制。
● 易于使用的界面将让您开始运行。

● 快速刻录 cdvd 蓝光刻机.使用此易于使用的程序, 将数据刻录到 CD、DVD 
或蓝光。特征。。。
● 写入数据 Cd (用于文件)、音频 Cd (将在 CD 播放器中播放) 的数据 Dvd 

和数据蓝光光盘 (仅限 + 版本)。
● 记录 CD 可记录 (CDR) 和 CD 可重刻录 (CDRW) 光盘。
● 可以无缝刻录音频 Cd, 而不会在曲目之间暂停。
● 快速刻录 Plus 可以刻录符合 ISO 标准的数据 Dvd (DVD-R、DVD-RW、DVD + 

R、DVD + RW)。
● 支持 Joliet 和 CDA 格式。
● 数据 Cd 支持多级文件夹和长文件名。
● 音频 Cd 录制与直接数字录制 (所以完美的音频质量保持)。
● 对于音频 Cd, 它支持 wav, mp3, wma, au, aiff, ra, ogg, flac, aac 

和其他一些音频文件格式。
● 数据 Cd 完全符合 ISO 标准, 符合 Joliet 扩展。
● 包括用于自动化和与其他程序集成的命令行操作。
● 简单、易于使用的界面, 适用于日常操作。

● 快速通话 VOIP 软电话.通过快速通话进行 IP 语音 (VoIP) 对话。特征。。。
● 允许您通过 VoIP sip 网关提供商免费拨打互联网电话, 将 pc 直接连接到 PC, 

或让 PC 通过语音 IP 网关提供商进行电话通话。更多关于 VoIP 的信息.
● 在一部手机上 多支持6行线路, 能够暂停通话。
● 仅适用于一个标准麦克风和一组扬声器, 可与耳机或扬声器模式配合使用。
● 包括数据压缩 (GSM、uLaw、ALaw、PCM 和 

G726)、回声消除、降噪、舒适性噪声等。
● 使用标准的 sip 协议, 以便它可以链接到广泛的电话网关、SIP 

系统或其他互联网电话软件。查看我们的列表推荐的 VoIP (SIP) 服务提供商 .
● 可配置为在 NATs 和防火墙后面工作。
● 支持呼叫者 ID 显示和日志记录。
● 包括带快速拨号的电话簿。
● 支持呼叫转移 (商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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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您录制到 wav (商务版) 的电话。
● 允许 多6人使用呼叫会议功能 (商务版) 加入一个呼叫。
● 允许使用推送与对讲机 (商务版) 进行更快、更轻松的沟通。
● 包括 请勿打扰 按钮 (商务版)。
● 此外, 在快速谈话商务版中还提供了更高级的线路配置选项。
● 与我们的 VoIP 虚拟 PBx 配合使用, 为办公室或呼叫中心创建基于 LAN 的 PBx。
● 与 VRS 通话记录软件配合使用, 可以记录和保存 MP3、wav 等电话。
● 为被搁置的呼叫者播放暂停音乐。还可以链接到 IMS 保留消息播放机软件, 

以创建动态的音乐和消息的专业组合。
● 12个键音乐转录软件.学习使用此音乐转录器播放和转录您的录音。特征。。。

● 分析和图表单调和复调录音
● 播放您的录音, 实时观看经过的笔记
● 从 Cd 中翻送文件
● 可配置的设置, 以获得 清晰的图形
● 支持脚踏踏板, 允许手部自由操作
● 在不改变音高的情况下, 放慢速度或加快录制速度
● 支持乐器的钢琴键盘, 可帮助识别音符
● 立体声通道分离
● 能够循环录制的一部分
● 操作快捷方便

● 快速翻船 CD 开瓶器.将音乐 Cd 中的文件翻送到音频文件, 如 wav 或 
mp3。特征。。。
● 将音频 CD 曲目转换为 wav 或 mp3 文件。
● 高质量的 CD 数字音频提取 (翻录)。
● 提供 快的 CD 开瓶器。
● 完全控制 mp3 编码, 包括可选择比特率的常量和可变模式。
● 自动链接到 CDDB 数据库以获取轨道名称信息。
● 简单, 易于使用的界面。

● 声音轻触流录音机.以完美的数字质量录制互联网音频流。特征。。。
● 纯数字录制。没有模拟转换像其他互联网无线电录像机。
● 记录您可以在电脑上播放的任何声音。
● 让您在录制时收听 (可选)。
● 记录 IP 对话中的语音。
● 使用多种选定的编解码器和压缩选项以 wav 或 mp3 格式保存文件。
● 可以通过日期、时间、持续时间或格式轻松搜索录音。
● 直接链接到 WavePad 声音编辑器软件, 以便您可以编辑已录制的文件。
● 直接链接到开关 Mp3 文件转换器软件, 以便您可以将文件从 mp3 

转换为20多种其他文件格式, 如果你需要它在另一种格式。
● 直接链接到快速刻录 CD 刻录机软件, 以记录到 CD。
● 很容易安装和使用。

● 开关音频转换器.使用这个快速、简单的转换工具将您的录音转换为不同的音频格式
。特征。。。
● 将各种不同的音频文件格式, 包括 wav, mp3, ogg, flac, aac, wma, au, aiff, ogg, 

msv, dvf, vox, atrac, gsm, dss 和其他格式转换为 mp3 或 wav, 
以及支持的更多格式。

● MPEG Layer-3 编码器支持从8到320kbps 的恒定或可变比特率, 
可选纠错和立体声模式。

● WAV 编码器支持 PCM 或其他一些编解码器中6000至66000Hz 之间的采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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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32000个文件可以在一个批次中转换。
● 优化 CPU 使用率和高效的代码, 实现 快的转换时间。
● 切换声音文件转换器直接与其他声音软件程序集成, 包括 CD 

录制的快速刻录、直接 CD 
翻录的快速翻录、用于声音文件编辑的波板、用于专业录音的记录板和用于录制
的快速脚本键入语音记录。

● 可从命令行运行, 用于自动化和其他编程应用程序。
● 切换音频文件转换器是直观和易于使用的界面。

● 点击这里查看 NCH 软件提供的其他伟大软件产品的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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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 软件套件
这是浏览 NCH 软件中所有可用软件的有用方式
您可以按类型查看一组产品, 如音频、视频等, 并查看产品。从那里你可以尝试该产品, 
它将下载并安装它为您试用。如果您已经安装了该产品, 那么您可以单击 "立即运行它", 
该程序将为您启动。
该类别中的产品还有一个功能列表。单击 "编辑视频文件" 
等功能以安装具有该功能的产品。
搜索结果
在我们的网站上搜索与您键入的任何关键字相匹配的产品。
查看更多我们的软件
浏览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更多软件。
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您可以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了解新版本和折扣的公告。您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查看购买的 新折扣
查看我们为购买产品提供的 新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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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码器选项
将音频编码为 Opus 格式。
比特率
以 kbit/sec 为单位的目标比特率 (每个通道 6-256) 在 VBR 模式下, 
它指定了大型和多样化音频集合的平均速率。在 CVBR 和 Hard-CBR 模式中, 
它指定了特定的输出比特率。> = 44.1 khz 输入的默认值为每个单声道流 64kbps, 
每个耦合对96kbps。
使用默认比特率编码
在默认模式下, 编码器将自动选择比特率。对于 > = 44.1 khz 输入是每个单声道流 
64kbps, 每个耦合对96kbps。
使用可变比特率编码
在 VBR 模式下, 比特率可以根据内容自由上升和下降, 以实现更一致的质量。
使用约束可变比特率编码
输出到特定的比特率。此模式类似于 AAC/mp3 编码器中的 CBR 和 svbis 
编码器中的托管模式。这提供的质量不如 VBR 模式一致, 但比特率一致。
使用硬恒定比特率编码
对于硬 cbr, 每个帧的大小将完全相同, 
类似于语音编解码器的工作方式。这提供了较低的整体质量, 
但在比特率更改可能泄漏加密通道或同步传输中的数据时非常有用。
向下混合 (无)
不要向下混合, 保持通道与源相同。
下混到单声道
力量到下混到单声道。
将声音混合到立体声
如果输入通道 > 2, 则将其向下混合为立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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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条款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用户都能成功使用我们的软件。 
当然，前提是您必须接受我们的 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
本协议（ELUA）限制了我们的责任，并受到仲裁协议和场地协议的约束。请阅读以下
条款，因为这些条款会影响您的权利。
1.本软件的版权以及与本软件一起发布的任何视觉或音频作品均属于NCH软件公司和“关
于”框中列出的其他公司。保留所有权利。安装该软件以及其 
捆绑的任何软件或者从本软件按需安装的组件，包括快捷方式和开始菜单文件夹，都仅
在与这些条款一致时获得许可。这些版权不适用于您，用户，所制作的任何原创作品。

2.通过安装，使用或分发本软件您，代表您自己并且代表您的雇主或委托人，同意这些
条款。如果您不同意这其中任何一条条款，则不得使用、复 
制、传输、分发或安装本软件-在14天内将其退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3.本软件，及其所有随附的文件、数据和材料，均按“原样”分发，除非法律要求，否则不
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如果您打算将本软件用于关键目 
的，您必须在使用前对其进行全面测试，安装冗余系统并承担任何风险。

4.对于因使用本软件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我们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任何
特殊的、附带的或结果性损失。对于所有索赔，您的全部赔偿仅限 
于收到您为本软件支付金额的全额退款。
5.在面临任何本软件故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者生命危险的风险的情况下，您不得使用
本软件。如果您没有定期备份您的电脑，或您的电脑没有安装杀毒 
软件和防火墙软件，或您的电脑中保留有未经加密的敏感数据，则您不得使用本软件。
您同意免除我们于，关于此类使用的任何索赔。

6.您可以完整的复制或分发本软件的完整的未经更改形式的安装文件，但在任何情况下
，未经书面允许，您不得分发任何我们程序的软件注册码。如果您 
确实分发了软件注册码，您将有责任为未经授权使用的每个地点支付购买全价。
7.收集到数据的使用受NCH软件隐私声明的约束，该声明允许在有限的情况下自动匿名
手机使用统计数据。8.法律的选择。如果您居住在美国，您与NCH 

Software，Inc，一个美国公司，有关系。此协议受到科罗拉多州法律和法院的管辖。如
果您居住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则您与NCH Software Pty 

Ltd，一个澳大利亚公司，有关系。此协议受到澳洲首都特区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论争
议的性质如何，此类法院对您与我们之间的任何争议都有持续和排他的管 辖权。

9.仅限美国客户：仲裁协议和集体诉讼豁免：如果您居住在美国，NCH软件和您同意根
据本条款的英文版 

本:www.nch.com.au/general/legal.html来仲裁我们之间的所有争议和索赔。请仔细阅读
那些条款。它可能会 
影响您的权利。在这些条款中，您和NCH均同意，双方只能以您或其个人的身份向对方
提出索赔，而不能作为代表诉讼程序的原告或任何有目的集体 
的集体成员向对方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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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和 Vista 上的 Google 授权过程
在Windows XP或Windows 

Vista上运行时，需要额外的步骤才能授权MixPad上传到Google云端硬盘和/或YouTube
： 

1. 点击授权。。。 在 {授权} 授权对话 框。
2. 在打开的网页中, 如果需要, 登录到您的 Google 帐户。
3. 确认您授权MixPad访问请求的功能。 
4. 复制授权代码由谷歌提供, 并将其粘贴到授权确认 对话框中的MixPad。 
5. 点击准备以确认授权是否完整。

10



基本 - 概述
MixPad 是为专业音频制作而设计的多轨混合软件包。只需加载现有的音频文件, 
或将新文件录制到 MixPad 中, 
调整音量、平底锅、淡入淡出、添加效果并将音频剪辑向下混合, 
即可创建单个高质量的音频文件。它相当于使用多轨记录仪和混合台的数字等价物。
产品特点:
● 支持 ASIO、DirectSound、MME 的驱动程序。
● 无限的轨道。
● 支持 MIDI 播放。
● 平移和卷信封自动化。
● 直观、简单的图形界面。
● 独立的体积, 平移和效果的每个轨道。
● 每个轨道的独立音频输入和输出路由。
● 支持大量的文件格式, 包括 wav (多个编解码器), mp3, ogg, flac, vox, gsm 和更多。
● 高精度, 可实现精确混合。
● 将现有文件直接拖放到工作区域。
● 包括可直接从音频 CD 加载音频的 CD 开关器。
● 包括一个高品质的声音记录仪, 支持自动边缘和语音激活录音。
● 与wavepad 声音编辑器集成,因此您可以对文件进行高级编辑, 

而无需将文件保存在两者之间。
● 每个轨道上的独奏和静音功能。
● 向每个轨道添加多个链接效果。
系统要求
● 视窗 2000/XP/2003/2008/Vista/7/8/10/11
MixPad 只是 NCH 软件套件中音频软件套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不访问www.nch.com.au下载和试用我们的其他专业音频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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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使用混合垫入门
混合垫 项目由一个或多个轨道组成。每个曲目在屏幕左侧都有自己的一组控件, 
用于控制曲目的整体音量、平移和其他播放功能。
每个曲目可以包含无限数量的音频剪辑。音频剪辑是您希望混合到一个文件中的音频片
段。每当您添加 mp3 文件、从 CD 导入或制作自己的录制时, 
音频剪辑都将添加到当前选定的曲目中。
当您调整了所有卷并以所需的方式淡入淡出时, 只需从 文件 菜单中选择 
将项目导出为音频文件, 然后选择要保存的格式, 即可将项目输出到. wav、. mp3、. 
gsm 或许多其他格式之一。或者, 如果您没有完成混合, 并希望稍后再返回到它, 
则可以保存要重新打开的项目以供以后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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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选择音频设置
支持的设备
MixPad 目前支持播放 ASIO、直声、视窗核心音频和 MME 设备，以及来自 
ASIO、视窗核心音频和 MME 设备的录制。
NCH 建议 ASIO 或 Windows 核心音频用于播放和录制。ASIO 和 Windows 
核心音频将提供 佳性能和尽可能低的延迟，并在同步录制时提供 大的准确性。ASIO
还允许您从同一设备的多个频道播放和录制。如果您没有具有 ASIO 
功能的语音卡，则应选择 Windows 核心音频作为播放和录制选项。

另一个选项是安装从 ASIO4ALL 的驱动程序, 该驱动程序在常规声卡上提供了一个图层, 
允许它被 MixPad 等软件用作 ASIO 设备。您可以从http://www.asio4all.com/免费下载
。
设置项目音频选项
打开 选项 对话框 (文件--> 选项...), 然后单击 常规 选项卡。在这里, 您可以设置您希望 
MixPad 使用的播放设备。如果您选择了 ASIO 设备, 
则还可以选择要分配为主左、右输出的通道。此选项不适用于 DirectSound 或 MME 
驱动程序。

设置轨道音频选项
要设置特定于单个轨道的音频选项, 请选择该曲目, 然后单击 录制 选项卡下的 音频选项 
按钮, 或单击轨道控制面板右侧的 扳手图标 按钮。
跟踪 
选择轨道 的设置显示您正在按其 轨道索引编号 应用 选择  应用设置 , 或单击 确定 
将这些设置应用于轨道。如果进行了更改, 然后单击 应用, 选择应用设置 将更改应用于
所有曲目。
录制选项 
在这里, 您将能够设置您希望用于此轨道的录制设备。如果您选择 ASIO 设备, 
您还可以选择要用于多通道设备的通道。
要使用音频设备设置录制, 请选择 使用音频设备录制 选项, 
然后选择要录制的设备。您可以指定是将单音录制还是录制为立体声, 
以及设备是否可以录制多通道, 还可以指定将录制哪两个通道。
要使用 MIDI 设备设置录制, 请选择 "使用 midi 设备录制" 选项, 
然后选择要录制的设备。有关 MIDI 录制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本手册中的Midi 录制主题。
录制流式音频 
此功能将允许您录制流媒体音频，如互联网广播、网络广播和 VOIP 对话，这些对话由 
Zoom 或 Skype 等软电话进行。 
要录制在 PC 默认声音播放器中播放的音频， 请使用音频设备选项选择录制， 并选择 

。当您想要录制 Zoom 或 Skype 会议时，此功能非常推荐。 
音频播放设备 
在这里, 您可以选择此特定轨道的输出通道。请注意, 只有当您选择 ASIO 
设备作为主播放设备时, 此选项才可用 (请参阅上面的 
设置项目音频选项)。如果要使用默认的左、右通道项目, 可以将这些选项设置为 主输出 
(左) 和 主输出 (右)。如果希望使用默认项目设置中的不同输出, 
可以在此处更改它们并覆盖项目设置。
MIDI 播放选项  
本部分允许您在 Midi 设备或虚拟仪器之间进行选择以进行播放。
监控选项 
如果您使用的是 ASIO 硬件, 则可以选中 启用 ASIO 设备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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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该框将允许您通过耳机听到正在录制的内容。但是, 
监视录制的更好方法是直接使用硬件。大多数外部声卡将允许您通过耳机输出直接监控
您的输入。此选项将为您提供 佳性能和零延迟。
如果你是从 MIDI 设备 (如 MIDI 钢琴键盘) 录制, 那么你可以使用 VST 
仪器监控您的录音, 将 MIDI 合成声音。要执行此操作, 请选中 通过 VST 仪器启用 MIDI 
监视 ASIO 设备  框, 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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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将音频剪辑加载到混合垫工作区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将剪辑加载到轨道中。请注意, 
如果正在加载的剪辑将与其他剪辑重叠, 则 MixPad 
可能会将剪辑重新定位到下一个轨道。
使用混合板录制曲目
有关在 MixPad 中录制曲目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本手册中的 "录制剪辑 " 主题。
从硬盘驱动器上的某个位置加载现有剪辑
要打开现有音频文件并将其添加为 混合 Pad 剪辑, 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加载剪辑按钮。浏
览到音频文件的位置, 然后单击 打开。或者, 您也可以将文件拖放到 MixPad 工作区域。

从 CD 加载剪辑
通过选择 剪贴画 菜单选项 从 cd 加载剪辑, 可以从 CD 加载音轨。或者, 
您也可以单击工具栏图标 加载剪辑 的下拉列表, 然后选择 翻拍剪辑。MixPad 
将首先尝试在线查找 CD 的曲目信息, 然后显示可用 CD 
曲目的列表供您选择。选择要加载的一个或多个曲目, 然后单击 加载 按钮。

从库存库加载剪辑
MixPad 配备了一个免费的音效库, 
其中包括免版税的音效和音乐文件。在免费试用期间, 
用户可免费从图书馆下载三个片段, 并可在购买MixPad. 时无限制地使用
若要访问库存库, 请单击 剪辑 菜单项, 然后从库存库中选择 加载剪辑.您可以预览库中的
任何剪辑。要下载, 请选择剪辑, 然后单击 下载 按钮。
从视频文件加载剪辑
MixPad 可以从视频文件中提取音频, 
以便在混音中使用。只需将现有视频文件作为剪辑加载到 MixPad 中, 如上面 
"从硬盘驱动器上的某个位置加载现有剪辑" 一节所述。还将创建一个书签, 
标记导出音频的结尾。

15

recclip.html


基本 - 录制剪辑
录制剪辑的第一步是选择音频输入选项。单击轨道控制面板上的音频选项图标, 
该图标将打开该轨道的音频选项。选择要使用的设备和通道。如果您有支持 ASIO 
的设备, 选择它作为设备将为您提供 好的性能与 MixPad。如果您有一个支持 ASIO 
的声卡, 具有多个输入, 
在同一录制选项窗口中，您还可以选择要用于录制的采样率，以及是要以立体声还是单
声道录制。单击“确定”保存音频设置。现在, 单击轨道控制面板上的录制 按钮, 将轨道置于记录待机模式-mixpad 
后, 按下主记录按钮 (与其他项目控制按钮一起在底部找到), MixPad 将开始录制。

通过将多个轨道置于记录待机模式, 
您可以轻松地记录到多个轨道。当您按下主记录按钮时, 
记录待机模式下的任何轨道都将开始录制。
如果在录制过程中, 您对已录制的内容不满意并希望重新启动, 只需单击重新创建, 
mixpad 将放弃录制的所有内容, 并从一开始就重新启动录制。
冲孔和滚动 
选择一个区域 ，然后选择“打孔和滚动 ”以在所选区域上准确录制。
要开始打孔和滚动录制，请选择一个区域，然后单击“录制”选项卡中的“ 录制 
”按钮，然后选择“ 打孔和滚动”。您也可以单击“录制”按钮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 冲孔
和滚动” 。
在 Punch 和 Roll  
录制中有不同的录制模式。您可以通过转到MixPad选项->将军选项卡，然后单击“打孔
和滚动设置...” 按钮来访问它。
● 自动模式根据我们正在录制的音频类型在"固定"和"灵活"之间进行智能选择。
● 固定模式会根据所选区域的持续时间自动停止。对于音乐音频类型，建议使用此模式

。

● 灵活模式从所选区域继续录制并停止，直到用户决定这样做。对于语音音频类型（如
播客等），建议使用此模式。重复记录（多拍功能） 

多次拍摄是一项高级功能, 允许您多次录制同一段。录制后, 您将有一个多拍摄剪辑, 
这是一个包含多个拍摄的剪辑。您可以选择 好的一个, 并删除所有其他采取。
若要使用此功能, 请选择时间轴上的某个区域并启用循环模式, 
将一个或多个轨道设置为使用录音机录制模式, 
然后在该区域之前开始录制。您会注意到您的录制将从区域开始循环到区域结束。每个
循环都将创建一个获取。完成后, 您可以使用弹出菜单选择所需的拍摄, 也可以按 Ctrl + 
shift + P (上一页)、Ctrl + Shift + N (下一步) 选择 多取夹 中的上一个或下一次拍摄。

目前, 此功能不支持 MIDI 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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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节拍器和预卷
节拍
MixPad 有一个内置的节拍器, 它将按照项目 tempo 
预卷
预滚动是一项功能, 
它允许您开始播放或录制从一个位置的设置数量早于您当前光标位置。这是 有用的, 
当你正在录制, 你想听到几个酒吧之前, 你的录音的位置。
您可以在选项对话框中为播放和录制设置单独数量的预滚动。
通过单击项目窗口顶部的迷你工具栏中的按钮, 可以快速禁用预滚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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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定位、选择、复制和链接剪辑
当您只需要选择一个剪辑时, 只需单击要选择的剪辑的标题即可。如果要选择多个剪辑, 
请向下按鼠标左键, 然后在要选择的剪辑周围拖动选择框。
更改剪辑位置的 简单方法是只需单击剪辑窗口的标题并将其拖动到新位置即可。您可
以将剪辑拖动到其当前轨道中的新位置, 
也可以将剪辑完全拖到新轨道上。如果剪辑非常小, 
那么你可能会发现更接近放大是很有用的。这将为您提供一个更大的标题栏。

如果您需要移动剪辑的量很小, 则可以非常接近地放大, 
以便可以看到剪辑的精确起点。或者, 您可以使用shift + LEFT\ 右键将选定的剪辑向左
或向右推送。可在 选项对话框的 项目 选项卡中配置推送的大小。
为了准确和一致地定位剪辑, 您可能会发现使用网格线很有用。打开网格线后, 
剪辑将在拖动时捕捉到 近的网格线。要覆盖捕捉, 只需在拖动剪辑时按住 Shift 
键即可。或者, 也可以通过单击 混合板 
屏幕左下角工具面板中的切换按钮来完全关闭网格线。您还可以通过按 Ctrl + G 
来切换网格线。
您可以将剪辑复制并粘贴到不同的位置和轨道。只需选择要复制的剪辑, 按 Ctrl + C, 
选择剪辑的新位置, 然后按 Ctrl + V 将其粘贴。或者, 也可以使用 剪辑 
菜单或右键单击菜单中的复制和粘贴命令。
复制剪辑的另一种方法是按住 Ctrl键并拖动剪辑。这将生成剪辑的副本, 
并允许您将其拖动到新位置。
您还可以同时复制和粘贴多个剪辑。选择每个剪辑时, 按住 Shift 
键选择多个剪辑。如果此时进行复制, 则将复制所有剪辑。
您可以锁定剪辑, 以防止在编辑时意外重新定位剪辑。一旦锁定, 剪辑不能移动, 
直到你解锁它。要锁定选定的剪辑, 请单击 剪辑 选项卡工具栏上的锁定解锁剪辑 
图标。再次单击此按钮可解锁选定的锁定剪辑。锁定剪辑后, 
剪辑标题栏右侧的挂锁图标将显示为锁定。如果剪辑非常小, 则除非放大, 
否则您可能无法看到锁定图标。

要从工作区中删除剪辑, 只需点击剪辑窗口右上角的 "X" 图标。您也可以选择剪辑, 
然后按 Ctrl +delete。删除剪辑不会删除基础音频文件, 因此, 如果您改变主意, 
您将能够重新加载剪辑。与锁定图标一样, 如果剪辑非常小, 则关闭图标可能不可见。
从系统复制到系统/粘贴
此功能可让您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共享音频数据。您可以将一个剪辑或一个剪辑的一
部分复制到系统的剪贴板, 然后其他应用程序 (例如 Wavepad) 
可以从系统剪贴板粘贴该剪辑或该剪辑的一部分。反之亦然, 如果您使用 Wavepad 
将一些音频复制到系统剪贴板, 然后在 MixPad 中, 
您可以使用从系统中的粘贴从系统剪贴板获取该音频。

链接剪辑
剪辑的相对时间位置将链接。如果向前拖动剪辑 10 
毫秒，则链接到该剪辑的所有剪辑也将向前移动 10 

毫秒。要链接剪辑，请选择至少两个剪辑，然后单击"剪辑"选项卡中的"链接剪辑"按钮。
要取消链接剪辑，请选择要取消链接的剪辑，然后单击"取消链接剪辑"按钮。您还可以
右键单击任何选定的剪辑以链接和取消链接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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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使用导航器
如果您正在处理大型或复杂的项目, 您可能会发现使用导航控件 (项目窗口左下角) 
有助于在项目中移动。这个小控件显示整个项目的概览图。您可以单击并拖动控件, 
以快速找到要移动到的项目区域, 而无需更改缩放设置或滚动查找它。
剪辑由小矩形表示, 当前可查看区域的边界 (即您可以在主窗口上看到的内容) 
由轮廓较浅的区域表示。

19



基本 - 使用曲目
MixPad 允许您在无限数量的曲目上工作。默认情况下, 项目窗口中有五个轨道, 
但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或删除任意数量的轨道。
添加和删除曲目
若要添加新曲目, 请按 Ctrl + T. 或者, 您可以使用 "曲目" 选项卡上的 "添加曲目" 图标, 
或者使用菜单中的 "曲目"--> "添加曲目"。
要插入新轨道, 请按 Ctrl + 插入。或者, 您也可以使用 "轨道" 选项卡上的 "插入轨道" 
图标。
若要删除曲目, 请选择它, 然后按 Ctrl + Shift + Delete。或者, 
您也可以使用项目窗口右侧的 "删除曲目" 图标, 或使用 "轨道--" > 从菜单中删除曲目。
选择和移动轨道
您可以使用 "向上" 和 "向下" 选择曲目, 也可以使用鼠标单击要选择的曲目。页面 
Up/向下翻页可用于选择第一个或 后一个轨道。Ctrl + Up/向下将向上或向下移动当前
选定的轨道。
在多个轨道上录制
要同时录制到多个轨道, 请单击要录制到的轨道的控制面板中的 Rec 按钮。单击 Rec 
按钮可将该轨迹置于记录待机模式。要开始在记录模式下记录所有曲目, 
请单击项目窗口底部控件中的主记录按钮。

设置音频选项
MixPad 中的每个曲目都有自己的音频选项, 
涵盖输入和输出设备及通道。您可以通过单击轨道窗口中的音频选项 图标来设置这些选
项, 也可以单击轨道并从 轨道 菜单中选择 音频选项。然后, 
在此轨道上录制的任何剪辑都将使用这些设置。
若要快速查看任何轨道的音频选项, 请将鼠标悬停在轨道窗口中的 音频选项 图标上, 
以显示设置。
静音和独奏曲目
当你正在听一个 MixPad 项目, 你可能希望在任何时候只听几个曲目。例如, 
你可能希望听一个安静的钢琴作品, 
而不听到一个响亮的鼓轨道。在轨道控制面板中找到的静音按钮m允许您静音轨道。当
您播放该项目时, 静音上的任何曲目都不会播放。相反, 您可以通过单击

s 按钮将曲目设置为独奏, 
该按钮也可在轨道控制面板中找到。当一个或多个曲目设置为独奏时, 
将只播放设置为独奏的曲目。

崩溃
如果你有一个复杂的组合, 你 终可能会得到太多的曲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滚动量, 
您可以选择折叠当前未编辑的轨道。要折叠轨道, 
请单击轨道控制面板中轨道标题字段旁边的小 "-" 按钮。
泛
您可以使用位于每个轨道控制面板中的平移滑块平移轨道的音频, 
使其仅输出左通道、仅右侧通道或中间的任何位置。平移滑块在轨道上的效果将与添加
到单个剪辑中的任何平移特定淡入淡出点结合在一起。
添加效果链
MixPad 
允许您在每个轨道上构建一个实时效果链。实时效果链意味着您应用的任何效果都将在
播放过程中应用, 从而无需等待音频以效果呈现。要创建或编辑效果, 
只需单击轨道控制面板中的 Fx 按钮。MixPad 将为您提供一个窗口, 
显示当前应用于所选曲目的效果列表。单击 添加 以添加新效果, 或选择现有效果, 
然后单击 编辑 编辑其属性。选择一个效果, 然后单击 删除 以从链中删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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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颜色
您可以为每个轨道指定一种颜色, 这可能有助于在视觉上区分轨道。若要分配颜色, 
请右键单击曲目, 然后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 轨道颜色。将出现一个颜色对话框;单击一种
颜色将其选中, 然后单击 确定 将其应用到轨道。请注意, 
较深的阴影与轨道背景有更好的对比度, 从而提高波形可见性。

数据库显示
数据库显示是在播放或录制剪辑时显示数据库级别的彩色仪表。每个曲目都有一个数据
库显示, 你可以注意到在播放或录制时, db 
显示屏上有一条高峰红线。这可以帮助你知道确切的 db 水平, 你可以清除峰值 db 
红线只需简单地点击 db 显示。

搅拌机窗口
混频器窗口是一个浮动窗口, 
其中包含垂直样式的所有轨道控件。它具有与主窗口中的轨道控件相同的功能, 
但可以轻松访问所有轨道控件。单击 开始 选项卡上的混合器 按钮以打开。在这里, 
您可以控制主音量以及每个曲目的音量, 还可以设置每个曲目, 
包括平移、颜色、静音、独奏等。

资源管理器栏
资源管理器栏包含指向 MixPad 中 常用功能的链接。通过单击标题, 
可以 小化不经常使用的部分。若要控制资源管理器栏的外观, 请单击 视图 菜单, 
然后单击 资源管理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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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使用您的项目
一个混合垫项目是你的整个组合。这是你所有的曲目和剪辑。
玩
要播放 MixPad 项目, 请将播放光标移动到您要开始的位置, 然后单击屏幕左下角的播放 
按钮。或者, 您也可以按空格键作为在播放和停止之间切换的快速方式。单击 快速前进 
和后退按钮以在音频中搜索, 或单击 转到 或  转到结束 
按钮以快速跳转到所选曲目的开始或结束。

使用擦洗工具播放混音对于在处理混音时定位特定部分非常有用。要在擦除模式下播放
混音，请单击项目窗口底部控件中的 
擦洗 按钮。您也可以按 F6 
停止和暂停
在 MixPad 中, 如果单击 停止按钮, 播放将停止, 
光标将返回到开始播放之前的位置。这样, 您就可以轻松地在正确的位置测试光标, 
而不会在每次播放时丢失光标的位置。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暂停按钮或按 p键暂停播放。在这种情况下, 播放将停止, 
但不是光标返回到其原始位置, 它将停止正是当您按暂停时。然后, 
您可以通过再次按下暂停或播放按钮来恢复播放。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按下 播放按钮, 
则播放将在首次开始播放时光标处于的位置重新启动。
选择项目区域
如果要将工作重点放在项目的特定区域上, 可以选择该区域。在 "混合垫" 
时间线区域中拖动鼠标, 这将创建突出显示的区域。现在, 当您单击播放时, MixPad 
将开始从光标位置播放, 如果当前处于循环模式, 则 MixPad 
将在到达区域末尾后循环播放突出显示的区域。如果你在区域结束后开始玩, 那么 
MixPad 将只是玩到项目的末尾, 而不是循环。要取消选择时间线上的选择, 
请单击时间线上的 "清除" 按钮, 或按 Ctrl + d.

保存和加载
您可以将项目另存为具有数据文件夹的. mpdp 文件 (与具有。项目数据后 ), 
然后将其加载供以后再次使用。保存 MixPad 项目时, 
所有音频文件都将保存到项目的数据文件夹中。这意味着, 
如果要将项目移动到其他计算机或位置, 
则需要保存的内容是项目文件和关联的数据文件夹。

时间线模式
时间轴可以在几分钟和秒内查看, 也可以在条形图和节拍中查看。要在两者之间切换, 
请单击位于播放控件上方的时间线模式按钮, 正好单击 循环 按钮。
循环播放模式
要反复循环您的 MixPad 项目的一部分, 请通过单击位于 录制 选项卡工具栏上的 
循环模式 按钮打开循环播放模式 (也可以在 MixPad 窗口左下角的 播放 
按钮上方找到)。接下来, 通过在轨道下方的时间线区域中单击和拖动, 
选择要循环的项目部分。当您单击播放, 并且光标位置在区域结束之前时, MixPad 
将从当前光标位置进行播放, 一旦到达选定区域的末尾, 只要激活循环播放模式按钮, 
所选区域就会循环。

调整 BPM 和时间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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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时间线模式按钮 (在轨道下) 相同的区域中, 您可以为项目分配一个新的每分钟节拍 
(BPM) 并更改时间签名。如果时间线模式设置为 bars/节拍, 调整 BPM 
或时间签名将更新项目时间线上的标记。
查看网格线
使用网格线将有助于在多个轨道上对循环和片段进行排列。要打开网格线, 
请单击时间线模式按钮右侧的网格线按钮, 就在播放控件的正上方。您还可以通过按 
Ctrl + G 来切换网格线. 请注意, 如果更改 BPM, 
则必须通过关闭网格线并重新打开来重置网格线。
节拍
在播放过程中播放节拍器将帮助您将曲目与混音的主节奏对齐。要打开和关闭节拍器，

请单击位于项目窗口左下角轨道下方的节拍器按钮。请注意，您可能需要在“节拍器”选
项卡上的“选项”对话框中启用节拍器，然后才能从项目窗口中使用节拍器。有关 

节拍器选项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本手册的选项 - 节拍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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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出口
当您对混音感到满意时, 您可能希望将其导出到音频文件中, 如. wav 或. mp3, 
以便普通播放器可以播放或刻录到 CD。要在 MixPad 中执行此操作, 请转到文件--> 
将项目导出为音频文件。您将看到一个名为 导出选项 的对话框。在这里, 您可以使用 
浏览 按钮选择您希望将混合项目保存的位置和格式。选择位置和文件类型后, 
您可以单击 设置 按钮, 该按钮将允许您定义 MixPad 在导出时将使用的设置。
导出时有几种选项可用:
输出采样率 
选择要在导出时用作默认值的采样率。某些格式可能有自己的设置，如果设置，可以覆
盖默认采样率。 输出通道 
选择要在导出时用作默认值的通道。某些格式可能有自己的设置，如果设置，可以覆盖
默认通道。使用环绕声按钮配置环绕声设置。 音频标签 
如果您希望 MixPad 
将元数据标记添加到导出的文件中，以便音乐库可以显示有关您的曲目的信息，例如 艺
术家  和 专辑

，请单击此按钮。您可以从菜单->文件->项目选项中编辑项目元数据。或
菜单>编辑>编辑音频标签... 
仅导出选定的工作区域 
选择此选项将仅导出所选工作区域内的项目区域。要选择工作区域，可以在主项目时间
线中设置该区域的起点和终点。仅当项目时间线中有选择时，您才会看到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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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云支持
Dropbox MixPad 允许您直接从 Dropbox 帐户上传和下载您的项目。要上传项目, 
请选择 文件 > 云上传 下载 > 将项目保存到 
Dropbox。这将保存要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打开您的 MixPad 项目所需的所有文件。
谷歌云端硬盘 
MixPad 允许您直接从 Google 云端硬盘帐户上传和下载您的项目。要上传您的项目, 
请选择 文件 > 云上传 下载 > 将项目保存到 Google 
云端硬盘。这将保存要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打开您的 MixPad 项目所需的所有文件。
Youtube 
您可以通过选择文件-+云上传/下载-上传组合将 终混音直接上传到YouTube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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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Vst
Vst 和 Vst 插件支持
MixPad 支持虚拟演播室技术 (VST) 插件。您可以使用这些插件来增强 MixPad 
的功能。您可以使用效果插件添加效果到您的曲目之一, 
或者您可以使用仪器插件来合成播放 MIDI 
文件。其他插件可能会提供某种类型的音频信号的视觉反馈。
VST 插件可从多种来源获得----有些是免费的, 
而另一些则需要许可证。开始搜索的好地方在这里: http://www.kvraudio.com
要将 VST 效果添加到其中一个轨道, 请单击轨道左侧的轨道控制面板中的Fx按钮。在打
开的对话框的左侧面板中, 您应该会看到一个副标题 Vst 效果。您安装的任何
有效 VST 插件都将在此子标题下列出。如果此处没有列出任何项目, 
则意味着您要么没有安装任何 VST 插件, 要么尚未配置 VST 插件路径。你必须告诉 
MixPad 在哪里寻找你的 VST 插件。您可以通过转到 MixPad的 选项  对话框的vst 
选项卡来执行此操作。
使用 VST 仪器播放和监控 MIDI
VST 仪器 (Vst)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插件, 它以 MIDI 为输入和输出音频。您可以使用 
VSTis 播放您的 MIDI 剪辑, 您也可以使用它们来监视您使用 MIDI 
硬件进行的任何录制。要将 MIDI 播放或监视添加到轨道, 
请通过单击轨道控件上的小扳手图标打开轨道选项对话框。在打开的对话框中, 
您应该会看到Midi 播放选项组。选择显示 使用 VST 仪器播放 MIDI 的单选按钮, 
然后选择要使用的仪器。
对于监视监视选项 选项组中的 midi 录制, 您也可以执行相同的操作。选择单选按钮, 
上面写着 通过 Asio 设备的 VSTi 启用 MIDI 监控, 
然后从相关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仪器。
一旦你选择了 Vst, 你应该能够打开你选择的插件的 Gui 
通过每个轨道的控制面板上的两个小键盘图标。左侧的按钮将打开当前分配给播放的 
Vst, 右侧的按钮将打开分配给监视录制的 Vst 的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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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快捷键参考
帮助
● 混合板帮助 [F1]
关闭
● 退出混合板 [alt]F4]
项目运营
● 新项目 [克特勒] N]
● 开放项目 [Ctrl]O]
● 关闭项目 [Ctrl]F4]
● 保存项目[克特勒]S]
● 保存项目作为...[转动]移位]S]
● 导出项目作为音频文件（mp3，wav等）。。。[克特勒]移位+E]
● 撤消 [克特勒兹]
● 重做 [克特勒] Y]
● 切换网格线 [Ctrl]G]
● 添加书签 [克特勒] 移位 +B]
● 查看书签列表 [Ctrl] 移位 +M]
● 查看剪辑管理器 [转移] C]
● 打开节拍制造商 [Ctrl] B]
● 显示完整菜单[alt]
跟踪操作
● 添加轨道 [Ctrl + T]
● 插入轨道 [Ctrl + 插入]
● 删除轨道 [Ctrl + 移位 + 删除]
● 静音轨道 [Ctrl + M]
● 单轨 [Ctrl + L]
● 上移 [Ctrl + 向上箭头]
● 向下移动跟踪 [Ctrl + 向下箭头]
● 展开选定的轨道 [Alt + 向下箭头]
● 折叠选定的轨道 [Alt + 向上箭头]
剪辑操作 
● 选择所有剪辑 [Ctrl+A]
● 选择当前轨道的所有剪辑 [Ctrl+Shift+A]
● 从磁盘加载音频文件 [Ctrl+Shift+O]
● 使用波板编辑剪辑 [Ctrl+E]
● 拆分剪辑 [Ctrl+Shift+T]
● 自动节拍检测 [Ctrl+Shift+D]
● 复制剪辑 [Ctrl+C]
● 复制所选区域 [Ctrl+C]
● 剪切所选区域 [Ctrl+X]
● 粘贴剪辑 [Ctrl+V]
● 删除剪辑或选定区域 [删除或按 Ctrl+删除]
● 重命名剪辑 [F2]
● 锁定/解锁剪辑 [Ctrl+K]
● 删除淡入淡点 [右键单击]
● 选择上一个镜头 [Ctrl+Shift+P]
● 选择下一步拍摄 [Ctrl+Shift+N]
● 向左微移剪辑 [移位+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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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轻移剪辑 [移位+右]
● 将剪辑移动到上方的轨道 [Ctrl+Shift+Up]
● 将剪辑移动到下方的轨道 [Ctrl+Shift+向下]
● 将剪辑移动到下一个左对齐点（光标和书签）[Ctrl+Shift+Left]
● 将剪辑移动到下一个右对齐点（光标和书签）[Ctrl+Shift+右]
● 向上移动剪辑淡入淡出点 [向上箭头键]
● 向下移动剪辑淡入淡出点 [向下箭头键]
● 向左移动剪辑淡入淡出点 [向左箭头键]
● 向右移动剪辑淡入淡出点 [向右箭头键]
● 选择下一个剪辑淡入淡出点 [Tab]
● 选择上一个剪辑淡入淡出点 [Shift-Tab]
● 删除所选剪辑淡入淡出点 [选择淡入淡出点 + 删除]
游戏操作 
● 记录 [F5]
● 重新录制 [Ctrl+F5]
● 播放 [空间]
● 停止 [空格]
● 暂停/恢复 [P]
● 磨砂 [F6]
● 环路模式 [Ctrl+Shift+L]
● 前往开始 [首页]
● 倒带 [向左箭头]
● 快进 [向右箭头]
● 转到尾页 [完]
缩放操作
● 水平缩放 [Ctrl + Plus]
● 水平缩小 [Ctrl + 小]
● 垂直放大 [Ctrl + Shift + +]
● 垂直缩小 [Ctrl + 移位 + 减号]
● 缩放至完全垂直 [Ctrl + shift + V]
● 全部缩小两个轴 [Ctrl + Shift + F]
滚动操作
● 水平滚动 [移位 [鼠标滚轮]
● 垂直滚动 [Ctrl [鼠标滚轮]
Midi 编辑器
● 显示注释属性 [Ctrl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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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编辑剪辑
混合垫中的基本编辑
MixPad 
配备了用于排列项目的基本编辑工具。下面列出了包含的编辑功能。对于更高级的编辑
工具, 请使用集成的 WavePad 音频编辑器, 在本帮助主题的底部进行了描述。
所选区域
下面的许多编辑功能适用于选定的区域。要只选择一个剪辑, 
只需单击要选择的剪辑的标题。如果要选择多个剪辑, 请按住 CTRL并单击鼠标左键向下
单击要选择的剪辑。若要选择区域, 请按住鼠标左键, 然后在该区域周围拖动选择框。

全选 (Ctrl +A)。
要选择所有曲目上的所有剪辑, 请按 Ctrl +a。
磨砂 （F6）
在编辑时查找特定部分的有用工具是擦除工具。要在擦除模式下播放混音，请单击项目
窗口底部控件中的擦洗按钮。您也可以按 F6 
打开或关闭擦洗。播放进入擦洗模式后，使用向左和向右箭头在混音中导航。使用擦洗
功能播放开始时速度很慢，并且当您按住箭头按钮时速度会加快。

撤消 (Ctrl +Z)
要撤消, 请将文件还原到以前的编辑功能之前的状态。如果您想尝试编辑或只是出错, 
这将非常有用。要撤消上一个操作, 请按 Ctrl+ z。
切工 (Ctrl +X)
剪切 是删除选定的区域, 但要在剪贴板上保留一个副本, 以便它可以 粘贴 
到其他地方。这在文件中移动音频的某些部分时很有用。
若要剪切, 请选择一个区域, 然后按 Ctrl+ x。
复制 (Ctrl +C)
复制 是将选定区域复制到剪贴板, 
以便您可以将其粘贴到其他位置。如果要复制音频的一部分并将其插入 (或混合) 
到另一个文件中, 这将非常有用。
选择区域, 然后按 Ctrl + r。要复制整个文件, 请按 Ctrl+ c。
粘贴 (Ctrl +V)
只有在使用 剪切 或 复制 函数 (上图) 将选定区域带到剪贴板后, 才能使用 粘贴。
粘贴函数将替换当前选定的区域 (如果没有选择, 
则在选定轨道上的光标处插入)。要替换选择, 请按 Ctrl+ v。要插入轨道中的位置, 
请单击 "点击", 然后按Ctrl + v。
删除 (Ctrl +删除)
要删除剪辑或选定区域, 请按 编辑选项卡 工具栏上的 删除 按钮。这类似于剪切函数, 
但不会将副本带到剪贴板。
修剪
修剪 是切断文件的开头或结尾。当您刚刚录制了一个文件, 
但在开始之前或结束后出现静默或噪音时, 这很有用。
要使用 MixPad 进行修剪, 
只需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剪辑的开始或结束边缘上。您将看到光标从普通指针更改为双结
束箭头。单击并拖动可将剪辑调整为所需的长度。
另一种修剪方法是拖动剪辑以选择要保留的区域，然后单击修剪区域，它将修剪所选剪
辑的所有其他部分并保留所选区域部分。静默区域
静默区域可以使所选区域静音。拖动剪辑以选择区域。然后单击静音区域按钮，使所选
区域的剪辑部分保持静音。拆分剪辑
如果要快速将当前剪辑拆分为两个小剪辑, 请使用此选项。为此, 
请单击要拆分剪辑的位置, 然后单击 编辑 选项卡工具栏中的 拆分剪辑 按钮。
加入
使用 加入 功能合并刚刚拆分的两个剪辑。使用上述 拆分 功能后, 单击 编辑 
选项卡工具栏中的 加入 按钮, 将剪辑合并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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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使用 合并 功能可以混合和组合选定的剪辑。选择要合并的剪辑, 然后单击 编辑 
选项卡工具栏中的 合并 
按钮以合并剪辑。合并的剪辑将根据它们在时间轴中的位置进行混合和定位。所有选定
的剪辑都将被删除, 并将被合并的剪辑替换。您也可以使用此功能来合并 MIDI 剪辑
Stretch/Shrink
使用 拉伸/收缩 功能修改剪辑的长度。选择一个剪辑, 然后单击 编辑 选项卡工具栏中的 
拉伸 
收缩以启动此过程。您可以通过提供剪辑的新长度或新的结束时间来拉伸/收缩剪辑。选
择 保持音高常量, 以保持音高, 同时进行拉伸收缩。
混合夹
使用 混合剪辑 功能混合轨道中的剪辑。选择一个曲目, 然后单击 编辑, 然后单击 
混合剪辑 以混合曲目中的所有音频剪辑。轨道中的所有剪辑都将被删除, 
并替换为混合剪辑。
编辑与 WavePad 音频编辑器的集成
使用此功能的 强大的方法是安装Wavepad 音频编辑器 , 其免费版本可从我们的网站在
www.nch.com.au/wavepad。要编辑剪辑, 请右键单击剪辑, 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编辑剪辑"。剪辑将在 WavePad 中打开, 供您编辑。编辑完剪辑后, 点击 WavePad 
中的 "保存" 按钮, 剪辑将在 MixPad 中自动刷新
ID 标签
使用 ID 标记功能编辑元数据, 这些元数据将用于标记导出的音频文件。单击 编辑 
选项卡工具栏中的 ID 标记, 然后输入元数据详细信息, 如 标题、艺术家、相册 等。
Lock/Unlock
可以锁定剪辑, 以防止它们被意外移动、编辑或删除。"锁锁解锁剪辑" 
可以在剪辑工具栏选项卡中找到, 并将锁定或解锁选定的剪辑。
波形视图

通过右键单击剪辑、选择"波形视图"和选择"分隔通道"，可以在两个通道中查看剪辑的波

形。"组合通道"是"波形视图"中的另一个选项，用于在单个波形上显示两个剪辑通道。从
"波形视图"中选择"使当前选择默认"，使当前选择成为正在创建的新剪辑的默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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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修剪或展开剪辑
修剪或扩展剪辑是 MixPad 
中的一项惊人功能。您可以从剪辑的开头或结尾修剪和展开剪辑。
修剪和扩展
修剪或展开剪辑时, 将鼠标放在剪辑的开头或结尾, 鼠标将更改为双箭头调整光标大小, 
然后当您向下按下鼠标左键并拖动时, 剪辑将相应地展开或修剪。
如果剪辑已扩展到原始长度以外, 
则剪辑中的垂直虚线表示原始剪辑的起点和终点。当剪辑扩展到其原始长度之外时, 
剪辑内容将被循环。
设置为修剪展开基
您可以修剪或展开剪辑多次, 
但如果您想要根据当前剪辑而不是文件中的原始剪辑展开或修剪剪辑, 
则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 "设置为 trim只能扩展", 
然后将当前剪辑视为以后修剪的基础,扩大。
选择设置为修剪展开基础后, 剪辑中的任何垂直虚线都将消失, 
这意味着剪辑的可见部分现在是以后修剪或展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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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信封淡入淡出点 (自动化)
使用淡入淡出点 
自动化允许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每个剪辑或跟踪的音量和平移。默认情况下, MixPad 
显示剪辑音量的自动化。通过使用每个轨道的控制面板 (轨道左侧) 上的下拉菜单, 
可以在 平移、音量 和 无 
自动化之间进行交换。您可以使用鼠标左键将淡入淡出点添加到此信封中。
要编辑淡入淡出点, 请单击要编辑的点并将其拖到新位置。拖动项目时, 
您应该会看到一个气泡提示, 提供有关淡入淡出点的新位置的精确信息。
若要删除淡入淡出点, 请将鼠标光标移动到淡入淡出点上, 它将被自动选中, 右键单击, 
淡入淡出点将被删除。
交叉褪色 
淡入淡出点的一个常见用法是交叉淡入淡出两个音轨, 
以创建它们之间更平滑的过渡。混合垫具有一个快捷的选项来做到这一点。只需选择要
交叉淡入淡出的两个剪辑, 然后从菜单中选择 剪辑--> 
交叉淡入淡出选定剪辑。剪辑需要重叠, 才能在单独的轨道或相同的轨道上工作。此时, 
您可以按上述内容编辑淡入淡出点, 以微调淡入淡出。

重叠的剪辑可以自动添加十字形。要禁用此，请转到 选项 ->剪辑 并取消选中 自动将横
拍应用到重叠剪辑。 要删除所有重叠的淡出点，请右键单击剪辑并选择 清除剪
辑淡出点 。
轨道自动化
淡入淡出点的另一个用法是基于卷、平移和 VST 
插件设置自动化轨道。假设您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 vst 插件的一个参数。单击 轨道 
选项卡中的添加自动化 命令, 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vst 插件, 选择 vst 插件文件 (*. 
dll), 勾选插件中的参数, 当您完成后, 新的自动化轨道将被添加到该轨道。现在, 
您可以单击该行添加和编辑淡入淡出点, 这将在播放时按指定的级别应用 vst 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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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时间线编辑
天宝变化
MixPad 支持在时间线上添加节奏更改。节奏变化将影响节拍器和您的项目中的任何 
MIDI 文件。音频文件将不会更改。如果你想你的音频文件也调整到新的节奏, 
你将需要单独调整它们。默认情况下, 节奏为每分钟 120次, 
您可以在节拍位置将节奏更改为30到280次之间的任何值。
例如, 如果要在酒吧12开头将节奏更改为每分钟 240次, 请将时间线模式切换到节拍, 
并从较低的 循环 & 网格 选项卡进行测量, 或者右键单击时间线并选择 
时间显示模式->节拍和措施。接下来, 右键单击时间线, 选择插入节奏更改,然后从 编辑 
temp 对话框中将节奏值更改为 240, 并将 bar 值更改为 12, 将 节拍 更改为1。
现在, 当您打开节拍器并加载剪辑以进行播放时, 
您会听到节拍器将在您指定的位置更改速度。
要编辑或删除节奏更改, 只需右键单击时间轴上的节奏更改标记, 然后选择编辑节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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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Betis tempo 分析
概述 MixPad 可以扫描添加到您的项目中的音乐文件, 
并自动确定节拍的精确节奏和位置。
节奏检测 
您可以通过转到选项对话框的 "剪辑" 
选项卡并选择其中一个选项来配置自动节拍分析的执行方式。默认情况下, MixPad 
将扫描您在后台添加到项目中的任何剪辑, 
然后在扫描完成后更新剪辑上的节拍信息。您还可以选择在加载前扫描剪辑, 
也可以选择只按需扫描剪辑。有关这些选项的全部详细信息可在此处找到.
只有在具有可预测的节奏的源文件上进行分析才会成功。如果 MixPad 
无法可靠地确定节奏, 那么它将不会显示任何节拍信息。但是, 
您始终可以使用节奏编辑器手动添加节奏。
如果您将单个剪辑加载到 MixPad 中, 并且选择了背景分析选项, 则 MixPad 
还将更改项目节奏以匹配加载剪辑的节奏。
天宝编辑 
如果 MixPad 无法确定剪辑的节奏, 或者它出现错误, 则可以使用 Tempo 
编辑器手动调整节奏。要访问编辑器, 右键单击剪辑, 然后从菜单中选择 
"编辑节奏和节拍网格"。有关如何使用 tempo 编辑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此处.
节拍匹配 
您可以修改剪辑, 使其节奏与其他剪辑或项目节奏相匹配。要做到这一点, 
右键单击剪辑, 然后单击 击败匹配 子菜单, 然后选择 击败匹配项目 或 
击败匹配另一个剪辑。匹配的项目将修改您的剪辑, 
使其与您为项目设置的当前节奏相匹配。可以在项目窗口顶部的小工具面板中找到并编
辑此值。如果您选择匹配另一个剪辑, 则您的 MixPad 
将要求您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作节拍匹配的目标的剪辑。

注意：节拍匹配通常适用于具有相当明显节拍的音乐，并且适用于具有固定速度或可变
速度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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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使用视频
视频导出支持
此功能允许您将视频文件的声音替换为您自己的项目。准备完整个项目后, 
如果要将一个视频文件的声音替换为自己的项目, 请单击 混合 选项卡上的 导出到视频 
按钮, 然后视频窗口将弹出。选择要使用的视频文件, 
然后选择要混合垫创建的导出文件。然后点击 导出, MixPad 将创建一个新的视频文件, 
其中包含原始视频文件的视频帧和您的项目的声音。还将创建一个书签, 
标记导出音频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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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剪辑管理器
剪辑管理器是一个浮动窗口, 显示项目中的所有剪辑。您可以通过单击 工具 选项卡中的
剪辑管理器 来打开剪辑管理器。有时剪辑非常短, 并且不容易选择, 
您可以打开剪辑管理器并选择短剪辑。您也可以右键单击剪辑管理器, 
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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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历史管理器
每次使用 MixPad 完成操作时, MixPad 
都会将该操作存储在历史记录列表中。要恢复到上次操作之前的上一个状态, 
只需按键盘上的 Ctrl + Z 或单击 编辑 选项卡上的撤消 
按钮即可撤消 后一个操作。若要管理几个步骤, 您可能需要使用 历史记录管理器, 
该管理器是通过单击 编辑 菜单中的历史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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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书签
书签
书签是您可能经常要返回的项目中的位置。例如, 
您可以使用书签来表示正在创建的歌曲的不同部分。介绍、诗句、合唱等。您还可以使
用书签创建工作区域。
在 MixPad 中使用书签的 简单方法是通过书签管理器对话框。您可以通过单击工具 
选项卡上的书签 

单击“书签管理器”对话框中的“ 添加 
要编辑书签，只需突出显示该书签，然后单击“书签管理器”对话框中的“ 编辑 
”按钮即可。或者，您可以将项目时间轴上的书签拖动到新位置。
如果要返回到已创建的书签，请单击“工具”选项卡上的“书签

”按钮，将显示书签列表。单
击要返回的书签。要在书签之间导航，请在“书签管理器”对话框中选择要返回的书签。
如果项目中有多个书签，则可以快速选择两个书签之间的区域作为区域。以这种方式创
建区域将允许您创建用于循环播放和循环录制的部分。循环录制是一项功能，可让您录
制多个镜头，而无需先停止并重新开始录制。要选择一个区域，请突出显示书签，该书
签将是该区域的开始，然后单击“书签管理器”对话框中的 

“选择工作区 ”按钮。通过单击“清除工作区”按钮删除 工作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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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编译工具
使用编译工具组装多重夹的 佳部分。通过选择多用途剪辑并在工具选项卡上单击 编译
工具来打开编译工具  。或者，您可以通过剪辑上的多用途菜单打开编译工具。 
通过单击编译工具选项栏上的 添加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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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FFT 窗口
使用 FFT 
窗口从光标在项目中的位置通过快速四叶变换查看频率分析。通过底部的下拉列表，选
择用于 FFT 
分析的汉宁或哈明窗口。还要选择要分析的选定轨道或整个项目的输入源。请注意，FF
T 窗口在其分析中包括跟踪效果和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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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环绕声
环绕声 环绕声功能允许您创建环绕声项目。 好使用支持环绕声的设备（耳机等）使用
直声播放器，以达到 佳效果。要使用环绕声功能，请在

选项对话的项目选项中设置项目通道到 5.1 或 7.1 环绕。然后通过单击混合选项
卡上的环绕声按钮打开 环绕声对话。
以下是环绕声编辑器的主要元素： 
环绕声类型: 
● 静态表示声源的位置固定在 2D 空间中
● 动态意味着声音源位置可以在播放时更改
在 MixPad 
中，静态环绕用于轨道，您可以配置每个轨道的位置。动态用于剪辑，剪辑位置可以随
按百分比播放的进度而变化。 
选择动态环绕声, 然后使用信封平移调整剪辑源的位置。信封平底锅提供两条点线, 
允许您控制剪辑源的上/下、右位置。信封平移上的红线表示源的时间位置 
(百分比)。您可以拖动红色光标, 您会注意到源将在雷达显示屏上移动。请注意, 
在动态环绕声模式下, 在雷达显示屏上拖动源不会更改其设置。
雷达显示屏： 
扬声器和轨道在雷达显示屏的帮助下以图形方式定位。 
来源列表： 
源列表中的所有可用轨道。这允许选择/取消轨道，以包括在雷达显示屏。 
扬声器： 
扬声器表示环绕声组合中的通道，通常通过单个扬声器播放回音道。文本与扬声器图标
一起显示。 LFE 演讲者：  
LFE 扬声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扬声器。它通常带有低频效果 （LFE） 音轨。分配给 
LFE 扬声器的任何轨道都仅通过该扬声器（通道）播放。 
体积指示器： 
从扬声器图标延伸到雷达显示器中心的蓝线长度表示扬声器的相对体积。选择轨道时，
行的长度表示通过扬声器播放的选定轨道总音量的百分比。 空间模糊： 
空间模糊是控制多个扬声器之间轨道音量分布的参数。它的主要用途是模糊轨道的本地
化。较低的值意味着更高的本地化。 扬声器重量： 
默认情况下，所有扬声器在环绕平移中具有同等重量。这可以通过给每个扬声器分配重
量来控制。重量轻意味着平移贡献小（注：LFE 
扬声器不带重量）。设置 低重量会导致扬声器完全排除平移。 
一旦对项目感到满意，您可以将项目导出到.wav文件格式的"多通道"环绕声中。只需单
击主页选项卡中的"输出组合"，在弹出式对话中选择"环绕"。然后MixPad将把环绕程序
导出到单个多通道 wav 文件中。 
ASIO 通道映射 
如果您的播放设备与 ASIO 兼容，您可以为您的 ASIO 输出分配通道。单击选项对话的
项目选项选项卡上的 配置 ASIO 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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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节拍 - 节拍机
概述 节拍制作是一个实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它来创建您的项目节拍轨道。它配备了一系列的样品鼓套件和鼓模式, 
以帮助您开始。
开始 
要开始使用, 您需要下载或创建一个工具包。如果你没有安装任何套件, 那么 MixPad 
会问你是否要下载一个包。如果这是你第一次使用节拍制造商, 那么这是强烈建议。
创建模式 
所有节拍制作者的作品都是根据添加到项目区域 (作曲家) 
中的模式构建的。要添加新的空模式, 只需双击作曲家中的空栏。
在模式中添加节拍 
然后, 
您可以通过单击图案中的条形分割线之一来向模式添加节拍。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删除
节拍。按播放以听到您的第一个模式的结果。如果你想快速添加节拍, 
那么你可以按住移位键, 并将其拖到整个图案上。在图案中, 节拍越高, 声音就越大。

调整模式的大小 
您可以通过拖动图案右上角的小手柄来调整图案的大小。
更改模式的分区 
您可以通过单击图案左上角的向上和向下箭头来设置图案每个条形图的分区数。
连接模式 
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 加入 按钮, 可以联接同一轨道上的模式。
拆分模式 
可以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拆分按钮来相对于光标拆分图案。
分组模式 
模式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 分组 和 取消分组 
按钮进行分组和取消分组。对模式进行分组时, 
单击一个模式也将选择已对其进行分组的任何其他模式。
链接的模式 
当您复制和粘贴模式时, 这些模式将成为链接。如果你给其中一个模式添加一个节拍, 
那么一个节拍也会被添加到另一个模式中。当您有一个重复的主题, 
并且您想要进行应在整个合成中复制的调整时, 这很有用。您可以取消对图案的链接, 
以便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 取消链接 按钮对其进行单独编辑。
锁定的模式 
您可以通过单击图案左上角的挂锁图标来锁定和解锁模式。锁定模式时, 
不能添加、编辑或删除模式中的节拍。但是, 
您可以删除或移动模式。这有助于防止意外更改您已经满意的模式。
使用模式库 
MixPad 有一个模式, 您可以从中获取常用的模式, 并将其添加到您的合成中。为此, 
请双击模式库中的某个项目, 
该项目将被添加到您的合成中。通过从合成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图案, 
然后单击工具栏上的 添加到库 按钮, 可以向模式库添加新模式。MixPad 
会要求你给你的模式一个名字和一个类别。
合成属性 
在右上角面板中, 您可以调整正在处理的合成的属性。
循环区域 
时间轴上方的绿色栏显示合成的循环区域。您可以通过移动条形图两端的小手柄或编辑
合成属性面板中的数字来更改此功能。通过单击窗口底部的播放控件中的循环按钮, 
可以激活和停用循环。
更改轨道声音 
从活动套件中为每个曲目分配一个声音。您可以使用轨道左侧的轨道控制面板中的下拉
菜单更改分配给轨道的声音。42



静音和独奏
通过单击 M 按钮可以静音轨道, 并通过单击轨道控制面板中的 S 按钮将曲目静音。
轨道体积 
您可以使用轨道控制面板中的滑块调整轨道音量。此卷将影响相应轨道中的模式。
编辑和创建套件 
MixPad 配备了一些样品鼓套件, 但您可以从头开始创建自己的套件。要开始使用, 
请单击工具栏中的 编辑套件 按钮。
创建新工具包 
要启动新套件, 请单击 工具包编辑器 窗口中的 新建工具包 按钮。然后, 
您将需要为套件分配声音。表的每一行都表示工具包的一个组件。使用左侧的下拉列表,

选择要添加到套件中的组件类型。然后选择包含声音的音频文件的文件路径。在第三列
中, 您可以输入组件的显示名称。

保存和加载组合 
一旦你对你的作文感到满意, 你就应该保存它, 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地回来, 
在以后的阶段做出任何改变。
导出您的合成 
完成节拍曲目后, 您可以单击工具栏中的 导出 按钮, MixPad 
将呈现您的合成并将其插入到您的项目中, 您将能够像您导入到 MixPad 
中的任何其他剪辑一样使用它。
快捷键参考 
● 打开节拍器[Ctrl[B]
● 播放合成 [空间]
● 停止播放 [空间]
● 转到 合成开始 [主页]
● 转到合成结束 [结束]
● 切换循环 [L]
● 保存构图[Ctrl_S]
● 负载组合[Ctrl_O]
● 将合成导出到主项目[Ctrl_E]
● 添加新模式[Ctrl[N]
● 删除当前选定的模式 [删除]
● 复制当前选定的模式[Ctrl[C]
● 当前复制到剪贴板的粘贴模式[Ctrl_V]
● 选择合成中的所有图案[Ctrl_A]
● 撤消上次操作[Ctrl_Z]
● 重做上次撤消的操作[Ctrl_Y]
● 放大 [Num +]
● 缩小 [Num-]
● 将当前选定的模式添加到模式库[Ctrl[B]
● 对所选模式进行分组[Ctrl_G]
● 取消对所选模式进行分组[Ctrl_U]
● 模式中的断开链接[Ctrl_L]
● 加入模式[Ctrl_J]
● 重复所选模式[Ctrl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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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笛 - MIDI 回放
混合板支持 MIDI 文件的播放。与大多数数字音频工作站不同的是, MixPad 允许您将 
MIDI 剪辑添加到任何轨道上--它不区分 MIDI 
轨道和音频轨道。这使您在混音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将 MIDI 剪辑添加到项目中的方式与添加普通音频剪辑的方式相同-通过拖放或从 剪辑 
菜单下的 加载 选项之一。
请务必注意, MIDI 剪辑不是音频文件。它只是一系列的指令, 可以发送到一个合成器, 
然后可以将指令转换为可听到的笔记。因此, 如果您希望播放您的 MIDI 剪辑, 
您将需要选择要播放的输出设备。如果你有一个外部 MIDI 合成器, 
那么这将是你 好的选择, 因为延迟可能很低, 你会保持良好的同步您的 MIDI 
剪辑和音频剪辑之间。如果你没有一个外部 MIDI 设备, 
那么你可以使用内置的微软合成器。请注意, 内置合成器有一个显著的滞后, 
这可能会使同步困难。

MIDI 文件可以包含多个 MIDI 轨道。如果您将曲目加载到包含多个曲目的 MixPad 中, 
MixPad 将为您提供将所有曲目合并到一个剪辑中的选项, 或将它们分隔到单个剪辑中。
MIDI 音量控制与音频稍有不同。目前, 如果你想控制一个 midi 剪辑音量, 你必须使用 
VST 仪器。或者, 您可以使用 MixPad 右下角的主音量控制, 该控制控制所有 midi 
设备音量和音频音量。您不能在播放 midi 设备时直接调整单个 midi 剪辑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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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笛 - MIDI 录制
MixPad 支持从 MIDI 支持设备和您的计算机键盘的 MIDI 
输入的实时录制（请参阅下图上的键映射）。您可以将 MIDI 剪辑录制到任何音轨中 - 
甚至已经包含音频文件的轨道。

1. 点击音频选项图标上的轨道, 你想记录到。您应该会看到该轨道的 音频选项 
对话框出现。

2. 在 录制选项 下, 选择 使用 MIDI 设备进行记录 选项。
3. 选择 计算机键盘 或您想用于从下拉列表录制的 MIDI 设备。
录制过程的其余部分与录制音频的部分基本相同。
1. 通过单击 Rec 按钮, 将轨道置于记录待机模式。
2. 通过单击屏幕底部的 混合板 记录按钮开始录制。
3. 开始播放您的 MIDI 设备。你应该看到 MIDI 在光, 位于轨道控制面板, 照明每次 

mixpad 收到 MIDI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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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笛 - MIDI 编辑
MixPad 允许您使用一个特殊的 MIDI 编辑器窗口编辑 MIDI 文件。要编辑 MIDI 剪辑, 
只需选择该剪辑, 然后按 "CTRL + E " 或右键单击剪辑, 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编辑剪辑"。这将在 MIDI 编辑器中打开剪辑。
在此编辑器中, 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移动 MIDI 音符-用鼠标抓取音符并拖动。
● 调整 MIDI 音符的长度-将鼠标光标放在 MIDI 音符的边缘, 

直到看到双箭头调整光标。
● 删除笔记-只需点击一个音符, 然后按 删除 即可。
● 属性面板 - 

其中包含注释和通道选项卡。您可以通过单击视图选项卡上的属性面板来显示或隐藏
属性面板。

● 添加新笔记 - 
单击编辑器并拖动鼠标,希望创建新笔记。新注释的速度和通道由上下文面板的创建
注释中的设置决定。

● 更改便笺的属性-只需选择要更改的便笺, 或选择便笺并按Ctrl +P. 
您将看到上下文面板, 您可以在其中更改所选笔记的属性。

● 筛选器--您可以通过通道显示笔记。如果您不想在通道0上看到所有注释, 
只需取消选中通道0的复选框即可。

● 复制和粘贴--点击选择便笺后, 按 复制 将所选内容保存到剪贴板。通过按住Ctrl键, 
当您单击时, 您可以选择多个笔记。然后单击 粘贴, 
将这些复制的笔记添加到卷展栏中。它们将被添加到时间轴上的光标所在的位置。

● 量化和人性化-量化可以让你对齐笔记的开始, 长度等划分。而人性化是量化的反转, 
它给票据的起始位置、长度等带来了随机误差。

● VSTi--通过使用您下载的虚拟工作室技术 DLL 插件, 将效果应用到 MIDI。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主题 "Vst"。

● 事件列表--事件列表窗口列出了所有事件, 包括程序更改、控制器更改事件等。
● 在循环中播放 MIDI 音符 - 打开循环模式，然后拖动时间线以选择要循环的区域。
当您在您的 MixPad 项目中工作时, 您可以保持 MIDI 编辑器窗口打开状态。您对 MIDI 
剪辑所做的更改会立即反映在主 混合板 窗口中。
MIDI 编辑的快捷方式  
● 播放 [空间]
● 转到 开始 [主页]
● 添加注释 [左键单击 + 拖动或双左单击]
● 重复的音符 [Ctrl + 拖动选定的音符]
● 调整音符大小 [左键单击便笺边缘 + 拖动]
● 没有捕捉到网格 [按住 Shift, 同时执行其他操作]
● 选择笔记 [右键单击 + 拖动]
● 变焦 [鼠标轮]
● 垂直滚动 [Alt + 鼠标轮]
● 水平滚动 [中键 + 拖动]
● 延长/缩短选定的注释一除法 [/-]
● 移动键盘光标一个节拍左/右 [Ctrl + 移位 + 左/右箭头键]
● 移动键盘光标 [箭头键]
● 移动键盘光标一个八度向上/向下 [X/Z]
● 移动键盘光标一个条左/右 [Ctrl = 左/右箭头键]
● 移动键盘光标一个节拍左/右 [Ctrl + 移位 + 左/右箭头键]
● 在键盘光标位置添加注释 [输入]
使用键盘输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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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影响
MixPad 
允许您在每个轨道上构建一个实时效果链。实时效果链意味着您应用的任何效果都将在
播放过程中应用, 从而无需等待音频以效果呈现。要创建或编辑效果, 
只需单击轨道控制面板中的 Fx 按钮。MixPad 将为您提供一个窗口, 
显示当前应用于所选曲目的效果列表。单击 添加效果 以添加新效果, 
新添加的效果将突出显示, 这意味着它已被选中, 
并且效果之前的复选框指示它已启用。如果选择现有效果, 
则可以查看和编辑该效果的所有属性。选择效果, 然后单击 删除效果 
以从链中删除效果。如果取消选中效果旁边的复选框, 则可以禁用该效果, 
但仍将其保留在链中。

设置效果链后, 可以通过单击 保存效果链 将该效果链保存到文件中。您还可以通过单击 
负载效果链 将效果链加载到轨道中。
影响
上午收音机
此效果模拟 AM 收音机产生的声音。此效果没有可编辑的参数。
放大
放大 就是增加响度或音量。音量输入的百分比: 100 是没有变化, 50 是-6db 软或200是 
+ 6dB 大声。
合唱
合唱音效是用来使一个声音或乐器听起来像3个声音或仪器, 
通过播放原来的不同延迟和轻微的改变副本的原始。
注意: 合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使单声道源立体声。在应用合唱效果之前, 
应将文件转换为立体声。
压缩机
压缩机声音效果限制了录音的音量水平，使其保持在一定的响度范围内。电视广播是使
用广告的一个例子，它确保广告的音量水平被认为比电视节目本身更响亮，而实际广播
量没有任何变化。
它还可用于从一种介质录制音频到另一种介质, 
因为这两种介质无法处理相同范围的音量 (例如, CD 
可以处理比盒式磁带大得多的范围)。
"阈值" 设置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录音音量超过定义的分贝水平。然后, 它逐渐减弱声音, 
使其低于 dB 级别, 并这样做, 听者将不会意识到衰减正在发生。
"比率" 设置限制了录制的音量在任何时候增加的数量。例如, 
如果您希望录制的音量级别 多只增加它们通常增加的数量的--, 则这将对应于4:1 
的比率。因此, 如果录制音量级别增加 8dB, 那么您只会听到2dB 音量增加。
"限制" 设置定义了录音将被允许上升到的 大分贝级别。因此, 例如, 如果限制设置为 0 
Db, 那么您将永远不会听到录制的音量级别比0dB 更响亮。"限制" 设置与 "阈值" 
设置有相似之处, 但主要区别在于阈值确实允许声音超过定义的分贝级别 (短时间内), 而 
"限制" 则不允许。
您会发现您可以设置的 小限制卷与 大阈值相同。这基本上意味着, 在任何情况下, 
声音都会在门槛水平上开始减弱, 但永远不会听到比极限更大的声音。
变形
虽然通常我们尽一切努力减少失真, 但有时你想添加它。它是流行的吉他使用。变形在 
0.0 (关闭) 和 1.0 (剪辑) 之间测量。它启动的级别也可以在 dB 
中指定。为了获得更一致的声音, 在添加失真之前, 应首先应用动态范围压缩。
埃乔
回声是在很短的时间后声音的重复。听起来可能是人或乐器在一个大体育场里, 
或者是在两座山之间喊话。指定回波的持续时间和振幅。持续时间是声音重复的时间长

度--通常是400到1000毫秒之间。振幅可以在1-99% 之间 (99 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回声)。

相位器
相位器是通过过滤信号在频谱中产生一系列波谷而实现的一种全面效果。使用可编辑参
数指定延迟和增益，这些参数的 小和 大值分别为 0 ms 到 10 ms 和 0% to 100% 
22。
弗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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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声效果是通过将稍延迟的信号与原始信号混合而成, 
该信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调制。指定启动延迟时间 (默认为 
5ms)、每秒频率的调制频率 (默认的 0.5 hz, 即 2秒)、调制深度 (默认 70%) 和湿干增益 
(1002222 或湿, 0% f 或干燥)。
电话
此效果模拟电话产生的声音。此效果没有可编辑的参数。
特雷莫洛
颤音效果类似于颤音效应, 只是振幅脉动而不是音高。频率 (Hz) 集越高, 
听到脉动的频率越高, 深度 (1111) 越高, 音量波动越大。
华华
顾名思义, 该效果调节样品中指定的频带, 从而产生典型的 "华华" 
声音。效果是带通滤波器, 其中心频率 (不与中心频率参数混淆, 下面) 
在 小频率和 大频率 (由中心频率和深度参数指定) 之间交替, 
并从 大频率到 小频率。交变方向的频率表示为一个三角形波, 其频率由 wah 
频率参数指定。
共振: 也称为 Q 或重点, 这个参数控制带通滤波器的谐振峰。此值确定 wah-wah 
效果的锐度。较高的值产生更多的共鸣/尖峰色调。
深度: 此参数确定由带通滤波器扫描的频率范围。其范围指定为范围的百分比 (0 
到中心频率)。如果范围的百分比 (0, 中心频率) 的值被指定为 X, 小和 大频率是 
(中心频率-X) 和 (中心频率 + X)。
中心频率: 此参数是带通滤波器扫描的中心频率, 用于确定上述的 小和 大频率。
华频: 这是交替扫描方向的频率, 或 wah-wah 
声音的频率。它是上面描述的三角波的频率。
高通滤清器
高通滤波器 (有时称为低切滤波器) 可删除低于指定 Hz 
的所有低频。如果你想让你的录音声音 更清晰 或更少 泥泞, 
这很有用。这是非常常见的使用约300Hz 的高通滤波器在所有语音记录, 
以提高清晰度。
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有时称为高切滤波器) 可去除高于指定 Hz 的所有高频。
混响
混响是在设定的时间之后出现的声音的许多小的随机反射。当有人在房间、大厅等地方
讲话时, 明显的是。当你在演播室录制时, 通常很少有混响, 
可以使录音声音平缓。在你的曲目中添加混响可以帮助让录音感觉更 ' 现场 
'。混响水平是振幅-99 很湿, 0 是干的。时间可以在100至800毫秒之间----200 
毫秒听起来像一个小房间, 或者800毫秒听起来像一个大厅。

均衡器 (视觉、图形、参数)
请参阅主题 "均衡器".
音高校正
音高校正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可用于对语音音高进行轻微调整。加载语音剪辑, 
选择需要调整的剪辑部分, 单击工具栏上的间距校正 按钮以打开音高校正窗口。
在间距校正窗口中，您可以看到音符中的声音。如果需要，通过单击将一些节点点添加
到音高线，然后拖动点以增加或减少所需位置的间距。通过右键单击节点点来移除节点
点。将在播放前或对话框关闭时应用更改。 
请参考“音高校正窗口”主题。  
环绕声
请参阅主题 "环绕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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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放大
放大
放大是增加所选区域的响度或音量。要使录制的一部分更柔和或更响亮，请选择它，然

后使用菜单效果 -+ 放大。输入的音量以百分比表示（100 不变，50 为 -6dB 较软，200 
为 +6dB 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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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规范
规范
规范化是调整音量，使 响亮的峰值等于（或百分比）可用于数字音频的 大信号。通
常，您将文件规范化为 100% as 
生产的 后阶段，使其尽可能响亮，而不会失真。规范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让多个轨道的
声音同样响亮，或者具有相等的平均响度。

峰值规范化方法查找文件中 大量级的示例。然后，将此值作为峰值完成规范化。当规
范化峰值级别设置为 100% （0dB）时，整个文件将被放大，以便峰值达到 0dB。平均响度 
（RMS）规范化方法根据文件的平均响度或音量进行规范化。使用此方法规范化为同一
峰值级别的多个文件具有相等的平均响度。此方法的标准化峰值电平设置应比峰值方法
低得多，因为平均响度始终低于峰值采样。

峰值响度 
（RMS）规范化方法尝试根据文件 响亮的部分的响度进行规范化。这是使用使多个轨
道声音同样响亮的 佳方法。与平均响度一样，此方法的标准化峰值电平应设置为低于
峰值方法，因为峰值响度低于峰值采样。使用的实际算法采用文件中每个 50ms 窗口的 
RMS，将窗口从 响亮到 安静，然后将其中的第 95 
个百分位作为峰值。请注意，对于人类对不同频率的不同感知，不作任何调整。

感知声响 （dBA） 规范化方法使用 A 
加权分贝，这是人耳感知到的空气中声音相对响度的表达。正常化是因为人耳在低音频
频率下（尤其是低于 1000 Hz）下的灵敏度低于高音频频率。
集成扬声器 （EBU） 规范化方法使用 
R-128，这是一种国际标准，用于提高声响正常化和音频信号的 高水平。多个平台使
用此信息，如 Spotify （-14dB）、YouTube （-14dB）、苹果音乐 
（-16dB）、Facebook （-18dB） 和电视 /电台 （-23dB）。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EBU R-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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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压缩机
压缩机
压缩机声音效果限制了录音的音量水平，使其保持在一定的响度范围内。电视广播是使
用广告的一个例子，它确保广告的音量水平被认为比电视节目本身更响亮，而实际广播
量没有任何变化。
它还可用于从一种介质录制音频到另一种介质, 
因为这两种介质无法处理相同范围的音量 (例如, CD 
可以处理比盒式磁带大得多的范围)。
"阈值" 设置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录音音量超过定义的分贝水平。然后, 它逐渐减弱声音, 
使其低于 dB 级别, 并这样做, 听者将不会意识到衰减正在发生。
"比率" 设置限制了录制的音量在任何时候增加的数量。例如, 
如果您希望录制的音量级别 多只增加它们通常增加的数量的--, 则这将对应于4:1 
的比率。因此, 如果录制音量级别增加 8dB, 那么您只会听到2dB 音量增加。
"限制" 设置定义了录音将被允许上升到的 大分贝级别。因此, 例如, 如果限制设置为 0 
Db, 那么您将永远不会听到录制的音量级别比0dB 更响亮。"限制" 设置与 "阈值" 
设置有相似之处, 但主要区别在于阈值确实允许声音超过定义的分贝级别 (短时间内), 而 
"限制" 则不允许。
您会发现您可以设置的 小限制卷与 大阈值相同。这基本上意味着, 在任何情况下, 
声音都会在门槛水平上开始减弱, 但永远不会听到比极限更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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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均衡
均衡
均衡器会改变信号的频率响应, 使其具有不同的色调质量。
选择效果菜单 -* 
均衡器后，您将看到一个对话框，其中包含三种不同的均衡器表示形式。使用顶部的选
项卡在可视化均衡器、图形和参数均衡器视图之间进行选择。
视觉均衡器 
11111FTCLICK22222n 任意点以创建新的波段点。要删除带点 
33333RIGHTCLICK44444n 
它。为了帮助您以所需的方式塑造均衡器图形，有一个预设列表，显示均衡器图中使用
的 常见的筛选器类型。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任何预设筛选器，然后操作筛选器以达到
您所希望的效果。下面将介绍要选择的筛选器列表以及如何塑造它们。请注意，输入频
率值的所有字段的 大值为 20000 （赫兹）。

图形均衡器 
图形均衡器使用离散滑块在特定频率设置信号的增益或衰减。通过在显示屏顶部的框中
输入介于 3 和 20 
之间的值，可以选择要操作的滑块数。当您更改要利用的滑块数时，频率将自动分配到
佳范围，声音频率范围从 20Hz 到 

20kHz。通过选择预设，您可以轻松配置常见滤波器，如低通或高通。请注意，当您更
改图形均衡器时，视觉和参数均衡器视图不会更改，因为三个视图中的更改不兼容。

参数均衡器 
参数均衡器类似于图形均衡器，但具有更多的控制。在这里，您可以按每个滑块下方的
频率或 Q 值 %LEFTCLICKING2222n 来调整各个滑块的频率和带宽。频率必须设置在 
20Hz 和 20，000 Hz 之间。Q 参数必须设置在 0.05 和 20 之间。较高的 Q 
会导致频率的增益或衰减峰值更锐利，因此不太可能影响相邻频率内容，而较低的 Q 
则更顺利地将修改应用于整个频谱。

   -带通滤波器
   -仅在特定范围内的音频中保留这些频率。   -启动频率
   -较低的截止频率值，以赫兹为单位。
   -结束频率
   -上截止频率值，以赫兹为单位。
   -坡度长度
   -从下部和上截止点延伸的斜率宽度，以赫兹为单位。
   -振幅
   -截止范围外的频率被抑制的程度。6dB 意味着体积减少到一半，12dB 
意味着体积减少到四分之一。 大值为 60dB。
   -带停止/切割过滤器
   -保留音频中的所有频率，但特定范围之间的频率除外。
   -启动频率
   -较低的停止频率，以赫兹为单位。
   -结束频率
   -上停止频率，以赫兹为单位。
   -坡度长度
   -从下站点和上挡点延伸的斜率的宽度，以赫兹为单位。
   -拒绝
   -停止范围内的频率被抑制的程度。6dB 意味着体积减少到一半，12dB 
意味着体积减少到四分之一。 大值为 60dB。
   -高通滤波器
   -仅将音频中的那些频率保持在高于特定值的上方。
   -通过频率
   -将上述所有频率保留在赫兹中的点。
   -坡度长度
   -从通过频率延伸的斜率的宽度，以赫兹为单位。
   -低通滤波器
   -仅将音频中的那些频率保持在特定值以下。
   -通过频率
   -以下所有频率都保留在赫兹中的点。
   -坡度长度
   -从通过频率延伸的斜率的宽度，以赫兹为单位。
   -凹槽过滤器
   -将指定范围内的频率衰减到非常低的水平，并传递所有其他频率不变。没有斜率 - 
频率要么衰减也不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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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频率
   -较低的截止频率值，以赫兹为单位。
   -结束频率
   -上截止频率值，以赫兹为单位。
   -升压过滤器
   -衰减或提升指定范围内的频率，并传递所有其他未更改。
   -启动频率
   -较低的提升/剪切频率值，以赫兹为单位。
   -结束频率
   -上提升/切割频率值，以赫兹为单位。
   -坡度长度
   -从下部和上部提升/切割点延伸的斜率宽度，以赫兹为单位。
   -振幅
   -提升/切割范围内的频率提升或切割的程度。6dB 
表示音量提升至原始量的两倍，12dB 表示音量被提升到原始量的四倍。20dB.
   -高通货架过滤器
   -衰减频率低于切割频率的信号，并传递所有其他不变的信号。
   -启动频率
   -较低的剪切频率值，以赫兹为单位。
   -边坡
   -从下切点和上切点延伸的斜率的宽度，以赫兹为单位。
   -拒绝
   -切割范围内频率的切割程度。6dB 表示音量衰减到原始电平的一半左右，12dB 
表示音量衰减到原始电平的四分之一左右。
   -低通货架过滤器
   -衰减高于切割频率的频率信号，并传递所有其他不变的信号。
   -启动频率
   -较低的剪切频率值，以赫兹为单位。
   -边坡
   -从下切点和上切点延伸的斜率的宽度，以赫兹为单位。
   -拒绝
   -切割范围内频率的切割程度。6dB 表示音量衰减到原始电平的一半左右，12dB 
表示音量衰减到原始电平的四分之一左右。
如果您使用均衡器只是为了降低较低频率，应始终首先尝试高通滤波器（效果菜单 -* 
高通滤波器），因为对于极低的频率，它更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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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信封
信封
信封是所选区域的体积随着时间的变化。这可用于对体积进行微调，甚至更粗略的变化
，如淡入或淡出。选择要更改音量的地区，并使用级别选项卡 ->或菜单->效果 
->信封。单击并拖动任何点以调整其音量（右键单击删除点）。单击设置平坦按钮以重
置音量并删除额外的音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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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立体声平移
立体声平移
立体声平移效果允许您更改声音在左扬声器或右侧扬声器中发出的声音响得有多响。例
如，如果您有一个立体声录制，所有声音都只来自一个扬声器，则可以使用平移效果来"
居中"声音。当声音文件播放时，您还可以使中心的声音更改从扬声器移动到另一个扬声
器。

选择要更改平移的区域，然后选择效果 -= 
立体声平移。单击某个点并将其向上移动以增加左扬声器的音量，或将其向下移动以增
加右扬声器的音量。
请注意，立体声平移效果仅适用于立体声文件。如果文件不是立体声文件，则必须首先
通过选择编辑 -* 转换通道 -* 立体声将其转换为立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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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回波
回波
回声是短时间（通常为 400 - 
1000ms）后声音的重复。这听起来有点像这个人在一个大体育场，或在两座山之间喊
叫。
要添加回声，请选择该区域并使用菜单 Effects -* 
回声，然后指定回声的持续时间和振幅。持续时间是声音重复的时间长度 - 通常介于 
400 和 1000ms 之间。振幅可以介于 1 - 99% 1（99 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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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俯仰换档器
俯仰换档器
音高移位器是一种声音效果，可提高或降低音频信号的音调。您可以通过在设置中拖动
滑块来调整俯仰换档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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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混响
混响
混响是一定时间后声音的许多小反射。它通常发生在某人在房间、大厅等中讲话时。更
多的混响被称为湿，没有混响被称为干。当您选择混响效果时，您将看到一个包含两个
选项卡的对话框。
简单
混响效果的第一个选项卡允许您调整混响级别和时间。混响电平是振幅 - 99 
非常潮湿，0 是干燥的。时间可以在100到800ms之间 - 
200毫秒听起来像一个小房间或800毫秒的大大厅。如果你添加太多的混响，它可以
听起来像人是在管道或浴室。
简单选项卡还包括可供选择的预设选项，具体取决于模拟的空间大小。单击选项卡底
部的播放按钮以预览音频上的混响效果。房间设计
混响效果的第二个选项卡允许您指定房间的尺寸、源和侦听器的位置以及房间吸收，
以及构成房间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材料的预设选项。单击选项卡底部的播放按钮以
预览音频上的混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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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相位
相位
相位器声音效果是通过将稍微延迟的信号与原始信号混合而创建的。您可以将延迟设置
为毫秒（默认 5ms）和湿干增益（百分比）。100% is 潮湿。0% i2s 关闭/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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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镶边
镶边
法兰声效果与相位器类似，只是延迟随时间缓慢调节。您可以指定启动延迟时间（默认
为 5ms）、以每秒时间为单位的调制频率（默认为 0.5Hz，即 2 秒）调制深度（默认 
70%）和湿干增益（100% for 湿，033333 或干，默认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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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颤音
颤音
振动声效果是用户指定的深度和频率下音调的脉动。频率 （Hz） 
设置越高，听到脉冲的频率越高，深度（半音）越高，音调的波动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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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颤音
颤音
颤音效果类似于颤音效应, 只是振幅脉动而不是音高。频率 (Hz) 集越高, 
听到脉动的频率越高, 深度 (1111) 越高, 音量波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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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多 普 勒
多 普 勒
多普勒效果模拟过路车辆的声音，在接近时具有高音调，在远离听者时会转向低音调。
指定传递源的速度（以公里/小时表示）;更高的速度将导致更高的起始间距和较低的结
束音高。调整侦听器水平和垂直位置以指示侦听器向传递源的水平和/或垂直位置;玩弄
值，实现不同的音调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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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华华
华华
顾名思义, 该效果调节样品中指定的频带, 从而产生典型的 "华华" 
声音。效果是带通滤波器, 其中心频率 (不与中心频率参数混淆, 下面) 
在 小频率和 大频率 (由中心频率和深度参数指定) 之间交替, 
并从 大频率到 小频率。交变方向的频率表示为一个三角形波, 其频率由 wah 
频率参数指定。

共振: 也称为 Q 或重点, 这个参数控制带通滤波器的谐振峰。此值确定 wah-wah 
效果的锐度。较高的值产生更多的共鸣/尖峰色调。
深度: 此参数确定由带通滤波器扫描的频率范围。其范围指定为范围的百分比 (0 
到中心频率)。如果范围的百分比 (0, 中心频率) 的值被指定为 X, 小和 大频率是 
(中心频率-X) 和 (中心频率 + X)。
中心频率: 此参数是带通滤波器扫描的中心频率, 用于确定上述的 小和 大频率。
华频: 这是交替扫描方向的频率, 或 wah-wah 
声音的频率。它是上面描述的三角波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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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合唱
合唱
合唱声效用于使一个声音或一个乐器听起来像3个声音或乐器，通过播放原作与可变延
迟和轻微音调改变副本的原件。注意：合唱是使单声道源声音更立体声的非常有用的方法。在使用合唱之前，应先将文
件转换为立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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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失真
失真
虽然通常我们做一切来减少失真，有时你想添加它。它流行于吉他。失真测量在 
0.0（关闭）和 1.0（剪切）之间。您还可以指定以 dB 表示的启动级别。
要获得更一致的声音，应在添加失真之前首先应用动态范围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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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AM 无线电效果
AM 收音机
这将模拟 AM 

无线电。我们已经让它准确地模拟了一个好的AM无线电。更糟糕的是，应用效果两次。
对于非常不好的声音，粘贴混合一些柔和的白色噪音（使用音调生成器工具）来模拟不
良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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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电话效果
电话
这将模拟电话线上的音频。它模拟一条好电话线。更糟糕的是，应用效果两次，粘贴混
合柔和的白色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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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反向
反向
此效果以向后播放记录或磁带的方式反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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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衰落
淡入
要淡入淡出使用菜单效果 -* 淡入。
淡出
要淡出使用菜单效果 -* 淡出。
淡出和修剪
淡入淡出和修剪选项是一个组合函数，在选择中淡出，然后将所选内容的结束标记为文
件的结尾。这在音乐曲目的末尾经常使用。交叉淡入淡出
交叉发法工具允许您以各种不同方式混合语音和音乐。例如，您可以：
● 淡出音乐曲目，同时淡入其他曲目，
● 以全音量（反之亦然）淡出语音轨道中的音乐曲目和提示，或
● 用另一个轨道的开头覆盖一个语音轨道的结束。
要使用该工具，请先选择要执行交叉淡入淡出的音频区域。如果要在两个文件之间交叉
淡入淡出，必须首先将两个文件合并到一个文件中。接下来，转到效果菜单 -= 
交叉淡入淡出。将显示一个窗口，显示图形和多个数据字段。
图形分为两个部分，顶部部分显示部分音频的褪色，底部显示淡出。要执行交叉淡入淡
出的区域以蓝色突出显示，并周围是显示交叉淡入淡出区域开始和结束的标记。高亮显
示截面的任意一侧都有波形的一秒部分，用于提供更好的交叉淡入淡出视图。
如果将鼠标悬停在图形的任何部分上，则可以看到图形的哪些部分对应于音频波形中的
时间。数据字段的工作方式如下：
   -开始和结束所选职位
   -告诉您在波形中选择的音频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注意：这些时间与您在图形窗口中看
到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不对应！继续阅读！
   -间隙时间
   -这表示交叉淡入淡出区域将有多长，以毫秒为单位。如果淡入淡出和淡出时间大于此
值，则执行交叉淡入淡出时可能会修改此时间。
注意：如果此时间短于您选择的音频，则所选音频的中间将由于交叉淡入淡出而丢失

。
   -时间淡入淡出
   -在所选音频的末尾淡入淡出的时间长度。例如，如果选择 5000 毫秒的音频和 1000 
毫秒的淡入淡出时间，则所选内容的 后 1000 毫秒将在交叉淡入 后 1000 毫秒。
   -淡出时间
   -淡出所选音频开头的时间长度。
   -淡入淡出类型
   -淡入或淡出时过渡的形状。您可以从线性、对数、解释性或正弦淡入淡出类型中进行
选择。● 线性 - 体积变化将随时间均 发生。
● 指数 - 卷更改将开始缓慢开始，然后迅速变得更快接近尾声。
● 正弦 - 音量变化将缓慢开始，然后迅速增加，然后再次减速到结束。
● 对数 - 音量变化将快速开始，并减慢到结束。
因此，考虑到上述信息，交叉淡入淡出的工作方式如下：
1. 将创建具有间隙时间长度的淡出缓冲区。在缓冲区的开头将是音频选择的开始，在淡

出时间时淡出。
2. 将创建具有间隙时间长度的淡入缓冲区。缓冲区的末尾将是音频选择的末尾，在淡入

时间中淡入淡出。
3. 淡入和淡出缓冲区将混合在一起，并替换音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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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速度和音调变化
简单的速度和间距变化
这将播放更快或更慢的录制，这反过来又增加或减少音高。此功能可用于更正慢速或快
速磁带。速度变化
正常速度变化（如上面的"简单速度和间距变化"）会根据速度的比例改变间距。如果要
更改速度，但保持间距相同，请使用此函数。速度可以更改音频的持续时间。也可以使
用此效果调整持续时间（以秒为单位）。
间距变化
这将更改录制的音调，而不更改速度（即上述相反）。也可以使用此效果调整半色调的
变化间距速度配置文件
这允许您使用图形指定在文件中任何点更改间距、速度或间距和速度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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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减少声乐
减少声乐
如果你想减少从音乐曲目的人声，你可以使用这个效果。您可以选择减少人声的三种方
法之一。1. 使用波浪板 AI / 机器学习删除声乐（推荐慢） 此方法利用机器学习模型自动估计给
2. 使用波浪垫参数声乐减少删除声乐 

此方法将尝试识别立体声录制从左到右频谱中的声音并将其删除。录制必须是立体声
（从原始立体声源（如 CD ） - 
简单地将文件转换为立体声将不起作用）。它还将删除立体声频谱中声音附近的任何
乐器。

3. 使用简单通道减法删除中心音频（快速） 
如果人声在立体声录制的中心录制，而乐器在空间上分开，则此选项效果 佳。如果
立体声只是一个单复制到左右通道，缺乏空间分离将导致沉默，而不是相对减少人声
。

注意：如果没有原始混音轨道，就不可能完全删除人声。你会发现一些乐器可能被删除
太和一些声音仍然存在。该效果也不会对以前以高度压缩形式（如 
mp3）编码的某些文件有效（因为这会删除一些立体声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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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隔离人声
隔离人声
如果要将人声与音乐曲目隔离，则可以使用此效果。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三个级别之一
。光线将产生较少的背景音乐减少，而激进将减少更多。注意：如果没有原始混音轨道，就不可能完美地隔离人声。您会注意到一些音乐仍然存
在。该效果也不适用于某些以前以高度压缩形式（如 
mp3）编码的文件（因为这会删除一些立体声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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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匿名效果
匿名效果
使用此效果可以使语音录制声音匿名或无法识别。使用效果的默认预设之一或调整间距
、速度和失真量以创建您自己的匿名语音效果。使用音调更改使声音粗糙或尖锐。使用
速度更改使录制更快或更慢。添加失真以增加语音中的白噪声并中和背景声音。
按播放按钮可在进行调整时使用应用效果收听录制。按旁路按钮以收听原始文件，而不
会生效。当您对结果满意时，按应用按钮将效果添加到音频文件中。使用保存预设......按钮，可根据您的首选设置创建自己的预设。通过在列表中选择预设
，然后单击删除预设按钮来删除预设。注意：这种效果只能使人耳无法识别声音。有可能，在数字上，语音文件可以返回到其
原始的声音。要获得更安全的方法，请使用工具选项卡上的导航语音将录制转换为文本
。然后，使用文本到语音工具将文本录制到语音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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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语音更改
语音更改
语音转换器通过改变音调、半音、分和音色，通过调制音调和向声音添加耳语/噪音，允
许声音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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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组效果窗口
MixPad 
的组效果窗口可以有多个轨道通过它路由。这对于将相同的效果应用到一组连接的曲目
（例如几个分层吉他部件）上非常有用，而不必单独打开每个轨道并单独编辑其效果阶
段。它具有资源密集程度较低的附带好处，因为您不必运行那么多插件实例。 

添加组效果
要添加组效果，只需单击菜单 -> 视图 - >组效果，然后单击添加组。 
MixPad 允许您在每个轨道上构建实时效果链。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效果。 
重命名组效果
要重命名组效果，只需单击菜单->视图->组效果，然后单击重命名组。将显示重命名组
效果对话框，然后选择要重命名的组。 删除组效果
要删除组效果，只需单击菜单->视图->组效果，然后单击删除组。将显示删除组效果对
话框，然后选择要删除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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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主效果窗口
主效果窗口管理应用于项目全部组合的效果链。通过单击菜单访问此功能，选择查看并
单击主效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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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音高校正窗口
音高校正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可用于对语音的音调进行细微调整。加载语音剪辑，
选择剪辑中需要调整的部分，点击工具栏上的音高校正按钮打开 
音高校正 窗口。 
在间距校正窗口中，您可以看到音符中的声音。如果需要，通过单击将一些节点点添加
到音高线，然后拖动点以增加或减少所需位置的间距。通过右键单击节点点来移除节点
点。将在播放前或对话框关闭时应用更改。 
使用工具栏中的 “自动校正” 
在所有检测到的音符的两端添加淡入淡出点，并将音符移动到 近的音高。 

“手动校正” 
还会在检测到的音符的两端放置淡入淡出点，但它会要求您提供音符捕捉到的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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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清理 - 噪
有两种方法可以降低噪音。缓慢但准确的"光谱减法"方法（通常使用的噪音确实是问题
的地方）和快速的"多波段噪声门"方法——通常只是自动在批量语音录制作业上。有时使用两者（光谱总是必须首先），然后多波段门工作得很好。
   -光谱减法
   -   -自动方法
   -此方法将自动估计什么是噪声，什么是不是。它通常在语音上工作良好，而且很好，
易于使用;只需选择区域并应用效果。   -手动方法
   -要使用此，您必须：
1. 选择仅噪音的短部分。通常，这是从音频的间隙。
2. 选择效果 -* 清理 -* 降噪 -* "从选定区域抓取噪声样本以进行光谱减法"。
3. 选择整个文件。
4. 选择效果 -* 清理 -* 降噪 -= "基于噪声样本的光谱减法"。
   -多波段噪声门
   -多波段噪声门将删除音频文件中给定阈值以下的所有音频数据。对于大多数音频文件
来说，良好的噪声阈值通常在 -30dB 和 -20dB 之间。噪声门
噪声门是控制音频信号音量的滤波器。音频的任何部分都低于阈值，将因您指定的量而
衰减。   -阈 值
   -低于此阈值的音频将衰减。
   -保持
   -应用衰减之前要等待的时间段（以毫秒为单位）。
   -释放
   -完全应用衰减所采用的时间段（以毫秒为单位）。
   -攻击
   -完全消除衰减所走的时间段（以毫秒为单位）。
   -衰减
   -当音频信号低于阈值时，其衰减量。
降噪向导
在工具选项卡上可以找到易于使用的降噪向导。向导将指导您根据噪声类型描述选择
佳参数，然后应用降噪。要使用向导，工具选项卡上的 click the2 噪音消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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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清理 - 单击/弹出删除
自动单击/弹出删除
此工具允许您应用一次单击/弹出伪影的修复。要正确使用它，您必须向右放大到工件，
并选择其周围的一个小区域。然后选择工具菜单 -* 
自动单击/弹出删除。维修将立即进行。
参数点击/弹出删除
此工具旨在从录音中删除咔嗒声和流行声音。对于那些从 LP 
记录记录到计算机上的音乐并希望修复乙烯基上的灰尘和划痕造成的任何缺陷的人来说
，这是理想的选择。
要使用该工具，请单击工具菜单 -* 
参数单击/弹出删除。在显示的窗口中，您可以为以下字段配置设置：
   -单击灵敏度
   -这是该工具在搜索点击和弹出伪影时将应用的攻击性程度（作为百分比）。如果您不
知道要输入什么，则可以先将其保留在 50%.1 
音频损坏越多，您可能需要设置它越高。中等损坏的音频可能需要设置 60% - 
80%。但要小心 - 

   - 大点击长度
   -这是单击在音频中持续的 大长度（以毫秒为单位）。作为一般指南，如果您不知道
要输入什么，请使用 450 毫秒。350ms 仅适用于只有少量缺陷的音频，而 550ms 或 
650ms 适用于存在大量缺陷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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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清理 - 高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有时称为低切滤波器）可去除低于指定 Hz 
的所有低频。如果您想要使录制声音更清晰或模糊，这非常有用。在所有录音中使用约 
250Hz 的高通滤波器以提高清晰度是很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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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清理 - 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可移除指定 Hz 
以上的所有高频。如果要使录制声音更清晰，此功能非常有用。通常，在所有录音上使
用约 1600Hz 的低通滤波器，以提高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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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清理 - 自动增益控制
自动增益控制
自动调整振幅以补偿输入的变化，以便在输出中保持适当的振幅。在一段时间内上下更
改文件级别（时间框架：5 秒）除臭器用于避免 AGC 增加"S"声音并使它们声音太大（语音默认值：2200Hz）。
高通滤镜的应用，以避免低频低音使 AGC 减少音量（语音 450Hz 默认）。
可用于 AGC 的其他功能：
● 正常化 - 均等更改整个文件的级别（时间范围：整个文件持续时间）
● 动态范围压缩机

 • 瞬间调节音量，使声音更柔和，声音更响亮（时间范围：1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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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清理 - 直流偏移校正
直流偏移校正
通常，当您使用不良电子设备录制音频时，整个文件的记录具有恒定的DC级别。因为耳
朵听不到这个，你不会注意到它，直到你尝试编辑其他音频时，你可以听到可怕的咔嗒
声。如果您认为这是问题，您可以在开始编辑之前在整个录制中运行直流偏移校正。处
理此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更好）方法是在录制时运行高通滤波器（例如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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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清理 - 德塞
德塞
减少音效辅音的过度突出，例如通常用英语表示的声音为"s"、"z"、"ch"、"j"和"sh"。
要使用该工具，请单击工具菜单 -= de-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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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 声音库 - NCH 声音库
Nch 声音库是可添加到项目中的数千个免版税音效的集合。
打开库后, 您将看到以下内容:
文件夹树
在左侧, 
每个文件夹表示一个声音类别。展开文件夹以查看其子文件夹或其包含的声音列表。
声音列表
在右侧, 将列出当前选定类别中的所有声音。在选择类别之前, 这将是空的。
预览声音
在列表中选择声音，然后单击"播放"按钮以听到声音。完成后，单击"停止"。
下载
在列表中选择声音，然后单击"下载"按钮下载声音（如果尚未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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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一般
音频播放
如果您安装了多个声卡, 请使用 声音播放设备 下拉列表选择要使用的声卡。如果选择 
ASIO 设备, 还可以选择要使用的输出通道。
我们建议您使用 CoreAudio、DirectSound 或 ASIO 
设备作为播放设备，因为它们的性能和质量比 MME 好得多。如果您选择 MME 
设备并尝试在混音板播放时再次开始播放，延迟和中断是显而易见的。 
默认播放采样率 
选择您希望在使用 MixPad 

播放时用作任何新项目的默认采样率。如果您的目标是CD质量，请选择44100Hz.使用“

自动”让Mixpad为您选择 佳样品。要更改当前项目的选项，请使用“菜单>文件>项目选
项...”。

默认播放通道 
选择在使用 MixPad 
播放时要用作任何新项目的默认频道。如果要创建环绕声项目，请将声道设置为 5.1 或 
7.1 环绕声。
默认录制采样率 
选择要在录制声音剪辑时用作任何新项目的默认采样率。
匹配内容采样率 
如果此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添加的内容的采样率高于所选录制采样率，则录制采样
率将调整为任何内容中的 高采样率。延迟的偏移记录 
如果您使用 MixPad 
制作的录音彼此之间没有完全同步，则可能存在硬件延迟问题。您可以在此处指定以毫
秒为单位的偏移量，该偏移量将自动调整您的录制文件。仅当您使用的是 MME 
录制器时，此选项才可用。如果您使用的是支持 ASIO 的声音设备并选择 ASIO 
驱动程序进行播放和录制，则延迟问题应该不会影响您。 

使用新剪辑录制时替换底图剪辑 
如果要在底图剪辑上进行录制，则默认设置是替换该剪辑。要更改此问题，请转到 
MixPad 选项->常规音频录制“。
替换参考底图剪辑 - 新录制文件将替换参考底图剪辑。
注： 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将保留底图剪辑。新录制内容将放置在底图剪辑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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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消息
删除剪辑时发出警告 
如果您希望在尝试从项目窗口中删除剪辑时收到警告, 请选中此复选框。
删除曲目时发出警告 
如果您希望在尝试从项目窗口中删除轨道时收到警告, 请选中此复选框。
平移时要求呈现 MIDI 文件  
如果您希望在包含 MIDI 剪辑的轨道上更改平底锅时, 系统会提示您呈现 MIDI 剪辑, 
请选中此复选框。
移动锁定的剪辑时发出警告 
如果您希望在尝试移动锁定的剪辑时收到警告，请选中此框。
使用 MME 设备时发出警告  
如果您希望在尝试使用 MME 设备时收到警告, 请选中此复选框。
警告有关 ASIO 延迟问题  
如果您希望在 MixPad 遇到 ASIO 硬件的延迟问题时收到警告, 请选中此复选框。
告诉我何时成功创建节拍剪辑 
如果您希望在使用节拍制作器成功创建节拍剪辑时收到通知，请选中此框。
当一个或多个 Beat Maker 曲目未分配声音时告诉我  
如果您希望在一个或多个 Beat Maker 曲目未分配声音时收到通知，请选中此框。
提供以“混合磁带”形式加载文件 
如果您希望获得端到端加载文件并在它们之间交叉淡入淡出的选项，请选中此框。
项目导出完成时 
选择要在成功导出项目后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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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节拍
选择自定义节拍器声音 
如果您想选择自己的节拍器声音, 请选中此框。否则, MixPad 
将使用默认的节拍器声音。
从自定义声音中删除静音 
如果您希望 MixPad 自动修剪自定义节拍声音开头的静音，请选中此框。
使用节拍器音量滑块来控制启用节拍器声音时播放的声音。
前贴片设置 
仅在唱片前滚期间播放节拍器 
选择此框可使节拍器仅在处于预滚动阶段时发出声音。如果你想被计算到录音中, 
但后来更喜欢基于其他已经录制的曲目的时间, 这可能会有所帮助。 
启用前贴片 
选中此复选框可使当前的预滚动设置应用于您的项目
播放前滚动（节拍）： 
将此值配置为0到 280, 以确定播放前的节拍次数。0表示立即开始播放。
录制前卷（节拍）： 
将此值配置为0到 280, 以确定录制前等待的节拍数。0表示立即开始录制。
细分： 
配置节拍之间的细分数。在每个分区结束时，将听到子节拍的声音。
每条节拍数： 
通过从此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条目来配置项目每个条形的节拍。

90



选项 - 鼠标
缩放选项 
缩放至鼠标位置 
如果希望缩放操作 (如滚动鼠标滚轮) 位于鼠标指针当前位置的中心, 请选择此选项。
缩放至投影光标 
如果希望缩放操作 (如滚动鼠标滚轮) 位于项目光标当前位置的中心, 请选择此选项。
鼠标缩放选项
您可以选择希望 MixPad 
的缩放方式工作。有两种选择。您可以将鼠标当前位置的缩放中心放在鼠标的当前位置
上, 在这种情况下, 您应该将鼠标悬停在要放大的位置上。或者, 
您可以选择缩放到当前项目光标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您应该在缩放之前单击感兴趣的区域。这只适用于使用鼠标滚轮进行缩放-使用缩放滑块
和键盘快捷方式将缩放到当前项目光标。

91



选项 - 剪辑
节拍分析
MixPad 
可以分析您加载的剪辑以获取节拍信息。节拍在剪辑波形上通过垂直线表示。对于如何
执行此分析, 您可以使用以下几个选项:
1. 自动 

(高优先级)。此选项将在加载剪辑并将其显示在项目窗口之前执行完整的节拍分析。
2. 自动 (低优先级)。此选项将立即加载剪辑, 而不需要节拍信息, 

然后作为后台任务执行节拍分析。任务完成后, 节拍信息将添加到剪辑显示中。
3. 手动。此选项允许您选择仅在需要时才分析节拍信息。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剪辑并选

择 "自动节拍分析" 来做到这一点。自动节拍分析 
自动分析节拍（背景） 
如果要分析加载到项目的所有剪辑以分析节拍信息，请选择此选项。此分析将在后台进
行，一旦该过程完成，将显示节拍信息。 手动节拍分析（通过右键单击菜单） 
如果要选择分析剪辑的时间, 
请选择此选项。您可以通过剪辑的右键单击菜单执行此操作。
轻移设置 
设置推送偏移量, 并使用 SHIFT + LEFT\ and 
键将选定的剪辑向左或向右推送。这使您可以更好地控制在尝试调整剪辑位置时的移动
。 
自动将交叉淡入淡出应用于重叠的剪辑 
如果您希望 MixPad 在移动相交剪辑时自动将交叉淡入淡出，请选择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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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Vst
Vst
Vst 是插件组件 (通常以 *. Dll 文件的形式), 用于将效果或可视化效果应用到您的音频。
你可以在这里详细阅读它们.
在此选项卡上，您必须选择存储 VST 的目录，以便 MixPad 知道要搜索的位置。
请注意，VST 插件将以其原始语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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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MIDI 控制器
启用 MIDI 硬件控制
选中此项目以启用通过外部 MIDI 硬件控制混音板。
Midi 设备
选择要用作 MIDI 控制器的 MIDI 设备。
慢跑轮设置
设置您的慢跑轮MIDI事件和速度。点动轮的速度值将用于确定旋转方向和转速。
添加命令
添加需要由 MIDI 硬件控制的命令。您只能添加与当前轨道相关的命令。
删除命令
删除不受 MIDI 硬件控制的命令。您只能删除与当前轨道相关的命令。
设置 MIDI
单击此按钮可为列表中的选定命令设置 MIDI 事件。
清除所有 MIDI
单击此按钮可清除所有命令的关联 MIDI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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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引用 - 淡入淡出点编辑器
淡入点编辑器是显示项目中所有淡入点浮窗口的浮动窗口。您可以通过单击工具选项卡
中的 淡入点编辑器来打开淡入点编辑器。 
您可以通过单击编辑选项卡中的添加或按Ctrl - N来添加淡入淡出点。 Editing您也可以
按右键单击并选择添加淡 入淡出点。添加淡入淡出点时，窗口将显示要填写的
位置、值、所属组以及新淡入淡出点类型的条目。此操作只能添加一个淡入淡出点。您可以通过选择列表中的条目来编辑淡入淡出点， 然后单击编辑 选项卡中的编辑 
，或按 Ctrl - E。您也可以按右键单击条目并选择编辑淡 入淡出点。编辑淡入淡出点时
您可以通过在列表中选择条目或条目，然后单击编辑选项卡中的删除或删除来删除淡入
淡出点。您还可以按右键单击条目或条目，然后选择 删除淡入淡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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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拉伸或收缩剪辑
使用此功能可以更改所选剪辑的持续时间, 
而无需修剪任何音频。混合垫将拉伸或压缩剪辑, 
以满足指定的持续时间。您还可以使用

保持音高保持不变选项, 
以避免更改音频的音高。

96



屏幕参考 - 高级录制选项
自动记录
当打开 记录控制 对话框或要录制的音频达到阈值级别时, 可以自动启动录制。此外, 
可以修剪录制开始和结束时低于阈值水平的任何安静时段。
自动开始录制
打开 记录控制 对话框时, 录制将自动启动, 您不需要选择记录按钮。
自动修剪录制
修剪录音, 从录音开始和结束时删除任何安静的时间。使用阈值滑块指定截止级别。语
音激活录制
当音频电平达到阈值时自动启动录制。
阈 值：
使用滑块设置录制的阈值级别。用于自动修剪和语音激活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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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颜色拾取器对话
颜色拾取器对话 
选色器分为多个部分，有几种方法可供选择颜色： 
视觉调整颜色 
对话的上半部分由 2 个彩色框组成，一个允许您在 256 x 256 
平方中选择任何点，另一个用作长滑块。这两个框中显示哪些颜色取决于选择哪个无
线电按钮（见下文），但在所有情况下，滑块的位置都会更改方形框中可用的颜色。
在方形框中选择的点是所选颜色。 

按 RGB 或 HSV 进行调整  
在方形彩色盒子下面，有一系列 6 个选项（每个选项 1 
个用于色调、饱和度、值、红色、绿色和蓝色），每个选项都包含一个无线电按钮、
一个滑块和一个向上向下的数字控制。如果选择了 3 个 HSV 
无线电按钮之一，该值将由视觉滑块表示（见上文），而其他两个值将是方形颜色框
的轴。如果选择其中一个 RGB 
无线电按钮，控件的工作方式相同。您还可以使用标签旁边提供的滑块以及滑块旁边
的上下控制来调整这些值。这些值的任何调整都会更新视觉控制，而这些视觉控制的
任何调整都会更新这些值。 

选定颜色 
选定的颜色显示在 RGB 和 HSV 
控件的右侧。框对角线拆分，左上部分标记为新（您正在创建的颜色），右下部分标
记为电流（已存在的颜色，如果您取消对话，将继续选择）。下面是所选颜色的六角
值（您也可以在那里输入任何有效的六角形值以更新所选颜色）。所选颜色的右侧有
一个眼珠按钮，允许您通过在桌面上的任意地点取样来设置所选颜色。 

用户定义的调色板 
在对话的底部，你会发现一系列12个彩色矩形旁边的按钮标题设置为Swatch。这些
包括用户定义的调色板，并允许您创建和保存（即使MixPad关闭，这些颜色也会持
续）您自己的自定义颜色。要设置 swatch 
的颜色，请首先单击该色表。然后选择您想要的颜色， 后单击设置到斯沃琪按钮。
然后，只需单击该色板即可加载任何保存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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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检测 MIDI 事件
检测 midi 事件
按下按钮, 按下滑块或调整硬件上的旋钮, 您将看到由您的硬件生成的 MIDI 事件。该 
MIDI 事件将与命令相关联, 并且每当发生该 MIDI 事件时, 该命令都将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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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慢跑轮设置
慢跑轮设置
快向 (顺时针旋转) 所有的慢跑轮一个接一个, 
混合垫将检测慢跑轮事件和它的速度。在混合垫中, 
将使用慢跑轮来控制快速前进和后退。如果您不小心触摸了硬件上的其他控制器 
(滑块或钥匙), 则可以使用全部清除 清除所有事件并再次旋转所有慢跑轮。
当您旋转慢跑轮时, 您的硬件将生成一个包含转速的 MIDI 事件。通常, 如果顺时针旋转, 
速度在65到127之间, 如果逆时针旋转, 速度为0到63。例如, 65 
表示以 低速度顺时针旋转, 0 表示以 高速度逆时针旋转。在慢轮组内, 开始 输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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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重命名剪辑
在文本字段中输入所选剪辑的新名称。这只会更改 MixPad 
中的文件名;它不会更改文件名从您加载的文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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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项目设置
项目回放采样率 
选择在使用 MixPad 播放时要用于当前项目的采样率。在项目级别，这将覆盖 Mixpad 
选项。 
项目播放通道 
选择在使用 MixPad 
播放时要用于当前项目的频道。如果要创建环绕声项目，请将声道设置为 5.1 或 7.1 
环绕声。在项目级别，这将覆盖 Mixpad 选项。 
项目记录采样率 
在录制声音剪辑时，选择要用于当前项目的采样率。在项目级别，这将覆盖 Mixpa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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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选择速度
您可以控制音频播放的速度。正常速度为 100%, 半速为 50%, 双速为200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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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自定义工具 选项卡
自定义 选项卡  选择 自定义选项卡 可在 套件 
选项卡之前显示自定义工具选项卡。通过单击 自定义 命令, 
可以将首选命令添加到此自定义选项卡。您可以将此自定义选项卡用于 常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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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应用自动鸭
使用此功能可将自动鸭子效果应用于某些曲目。MixPad 检测控制轨道的音量, 
并将音量减少应用于其他轨道。如果你想降低音乐背景曲目时, 声乐曲目是主要焦点, 
然后提高音乐背景时, 声乐曲目是沉默的, 这是很有帮助的。
假设选择轨道1作为控制轨道, 并将自动鸭子效果应用于轨道 2, Mixpad 
将检测轨道1的音量水平, 一旦音量越过阈值配置了 dB 减少, Fade-In 和 
fad失效将应用于轨道2自动机凯莉。当轨道1的音量低于阈值时, 
第2轨将返回到其原始音量级别。
● 阈值 （dB）  是控制轨道的水平，在闪避的轨道上应用减少。
● 减少 （dB）  是当回避完全应用于被回避的轨道时的减少量。
● 长度褪色 （ms） 是应用回避或褪色时间的 ms 长度。
● 淡出长度 （ms） 是放行或褪色时间的 ms 长度。

105



屏幕参考 - 选择剪辑
选择剪辑
从剪辑下拉列表中选择剪辑。单击确定以选择选择。否则，单击取消以中止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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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天宝编辑
天宝编辑
如果 MixPad 无法确定剪辑的节奏, 或出现错误并给出错误的节奏, 
则可以使用此对话框来调整结果。对剪辑节奏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立即显示在主项目窗
口中的剪辑上。这有助于正确调整节奏和偏移量。
如果你知道正确的节奏, 那么你可以直接进入节奏场。或者, 您也可以使用 点击 按钮, 
该按钮将允许您在曲目播放时点击该曲目。MixPad 
将根据您按下按钮的方式来设置新的节奏。
网格偏移 字段是指剪辑中第一个节拍的位置。您可以调整此偏移量, 
使网格正确地与剪辑中的节拍对齐。+ 1.5 和 +-1 
按钮将移动网格向前一个完全一半的节拍或四分之一的节拍根据剪辑的当前节奏。在使

用自动节拍分析时, 由节拍的一半或-或---1 对不一致的网格不对中是 常见的错误类型, 
此功能可让您快速修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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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混合磁带创建者
混合胶带
在 MixPad 
中创建混合磁带意味着在每个剪辑之间排列一系列剪辑，并带有一个小的交叉褪色重叠
。MixPad 可以使用此对话框自动为您执行此操作。创建 MixTape 有两种主要方法。

1. 单击主窗口中的加载按钮，然后选择要在混音磁带中拥有的所有音频文件。然后，M
ixPad 会询问您是否要以混合磁带格式加载它们。如果您同意，则 MixPad 
将显示此对话框，该对话框允许您为如何创建混合磁带提供多个选项。请注意，Mix
Pad 仅在 MixPad 选项中打开该选项时才提供混合磁带对话框。

2. 创建混合磁带的第二种方法是选择已加载到项目窗口的多个剪辑。选择要包含的所有
剪辑，然后单击剪辑->创建混合磁带，然后按照上述相同的说明操作。使用混合磁带创建者对话框 

在混合磁带创建器中创建混合磁带有两种主要方法。
●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智能混合磁带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MixPad 
● 如果希望对剪辑的排列和混合方式进行更多控制，则需要选择自定义混合磁带选项。
自定义混合磁带 
1. 将列表中的歌曲拖放到您希望它们显示在项目中的顺序
2. 如果您希望 MixPad 

分析歌曲的节拍并混合播放，以便每首歌曲都以 小的干扰速度过渡到下一首，请选
择

在节拍上对齐交叉淡入淡出。
3. 选择允许 MixPad 通过选择自动交叉淡入淡出选择来应用每首歌曲之间的 佳交叉淡

入淡出类型，或者通过 选择使用自定义淡入淡出参
数选择交叉淡入淡出 来指定交叉淡入淡出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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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粘贴选项
当使用现有剪辑将音频数据粘贴到某个位置时，MixPad 
提供了不同的选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所帮助。
● 选择将音频粘贴为新剪辑以将音频数据粘贴为另一个剪辑。
● 选择在光标时将音频插入剪辑，以在光标位置将音频数据插入现有剪辑。这会使现有

剪辑更长，剪辑淡入淡出点将自动调整。● 选择光标下剪辑上的覆盖音频，以将剪辑上的音频数据替换为要粘贴的数据。在进程
使剪辑延长时，剪辑淡入淡出点将自动调整。● 选择在光标上将音频与剪辑混合以混合要粘贴到现有剪辑的音频数据。在进程使剪辑
延长时，剪辑淡入淡出点将自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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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自动鸭子设置
使用此功能可将自动鸭子效果应用于轨道。当自动鸭子处于打开状态时，MixPad 
会检测控制轨道的音量，并对其他轨道应用音量减小。例如，当人声轨道是主要焦点时
，它用于降低音乐背景轨道;然后在人声轨道静音时升高音乐背景。
单击轨道控制面板上的 Duck 图标，这将打开该轨道的选项。
● 自动鸭子淡入淡出此轨道 - 

根据主/控制轨道自动降低或调整音量级别。这也被称为鸭子赛道
● 自动鸭子跟踪是控制 - 没有闪避效果到轨道。这将充当鸭子轨道响应的控制轨道
● 自动鸭子智能（音乐淡入淡出，语音控制） - 

根据语音或音乐的分类自动将所有曲目设置为鸭子或控制
● 自动鸭子 忽略此轨道  - 自动鸭子效果在轨道上关闭
假设轨道 1 是画外音旁白，并被选为 自动鸭子轨道是控制。轨道2是背景音乐，并应用
于 自动鸭子 淡入淡出此轨道。MixPad 将检测 Track 1 
的音量级别。一旦音量超过 阈值，Track 2的音量将自动降低，并应用 淡入 和 淡出 
，以实现音量水平的平滑过渡。当轨道 1 的音量低于 阈值时，轨道 2 
将恢复到其原始音量级别。
自动鸭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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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其音乐或语音的音频分类自动将曲目设置为鸭子或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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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轨道和鸭子轨道列表允许您从一个对话框中将项目轨道分类为控制或鸭子，而不是
调整每个单独轨道上的设置。设置：
● 阈值 - 控制轨道上的级别，用于确定何时应降低鸭子轨道的体积。
● 衰减 - 这决定了降低鸭子轨道的体积。
● 攻击/淡入  - 这决定了从完整音量到鸭子音量转换的速度。
● 释放/淡出  - 这决定了音量从鸭子恢复到正常的速度。
● 保持 -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