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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掛程式

Guitar Amp Classics 的新功能 (DSP 
和本機版本通用 )

Noise gate ( 雜音閥門 )
新增閥門功能。 只要正確設定，就能在您未演奏時消
除不必要的雜音。
 

Cabinet simulations ( 箱體模擬 )
新增選擇模擬箱體的功能， 有助您進⼀步拓展創造音
色的可能性。 
若要瞭解可供選擇的箱體類型和特性，請參閱

《Basic FX Suite 操作說明書》 中的 「箱體類型和
特性」。
新增選擇將虛擬麥克風安置於箱體前方位置的功能。 
共有兩個位置可以選擇： Center ( 中心 ) 和 Edge
 ( 邊緣 ) 。
 

Guitar Amp Classics 的新功能 
( 僅限本機版本 )

MONO / STEREO ( 單聲道 / 立體聲 ) 切換
現在，當您將 Guitar Amp Classics 插入立體聲聲道
時，系統會顯示 MONO / STEREO ( 單聲道 / 立體聲 ) 
切換功能。 在 STEREO ( 立體聲 ) 模式下，立體聲輸
入訊號將直接交由 Guitar Amp Classics 處理。 在 
MONO ( 單聲道 ) 模式下，立體聲輸入訊號會先混音
為單聲道，再交由 Guitar Amp Classics 處理。 將 
MONO/STEREO 選擇器開關設為 MONO 時，操作方
式將與 V1.5 以下版本相同。

雜音閘門開 / 關

雜音閥門聲級

選擇箱體類型

選擇麥克風位置

切換單聲道 / 立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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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ase Series 專用視窗

硬體輸入設定欄位已新增聲道連結設定
您現在可以透過 UR-C 系列硬體輸入設定區 ( 顯示於專案視窗檢視器中 ) 設定聲道連結。
您可以開啟 ( 亮燈 ) 和關閉 ( 熄燈 ) 兩個相鄰聲道的聲道連結功能。 開啟此功能時，兩個聲道將彼此連結，並形成
⼀個立體聲聲道共同運作。

Mix Console 畫面現已啟用 UR-C 系列操作功能
UR-C 系列的裝置參數現在會顯示在 [Hardware] 堆疊 ([MixConsole]  [Racks]  [Hardware]) 中。 如此⼀來，您
就可以同時使用 MixConsole 和 UR-C 系列，無需返回專案視窗中的檢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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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MixFx UR-C

新增韌體更新功能
您現在可以透過 dspMixFx UR-C 更新 UR-C 主機的
韌體。

1. 為了更新韌體而連接的 UR-C 主機，其韌體版本
必須早於您電腦上安裝的 dspMixFx UR-C 韌體
版本。 
FIRMWARE UPDATER ( 韌體更新⼯具 ) 畫面會自動
開啟。

註
您可以按⼀下 [CLOSE] ( 關閉 ) 按鈕以取消 * 更新。

2. 按一下 [START] ( 開始 ) 按鈕。
系統將會開始更新韌體。

3. 更新完成後，請按 [CLOSE] ( 關閉 ) 按鈕關閉
畫面。

* 若您在步驟 1 中取消更新，可隨時透過設定畫面上的 
[Firmware] ( 韌體 ) 更新韌體。

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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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操作性 ( 僅限 UR816C)
現在當您使用 UR816C 時，dspMixFx UR-C 的畫面可以向左縮放， 操作性也因此有所改善。

放大或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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