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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
引言
这本手册会按每个步骤教您使用 Fender® FUSE™ 软
件。Fender FUSE 允许您从您的电脑控制您的放大器/踏板
开关，并完成很多在产品本身上无法完成的功能。Fender 
FUSE 是一个预设编辑器，媒体库管理器以及您连接到 
Fender 在线社区的桥梁。系统要求：要运行 Fender FUSE，
您必须拥有运行 Windows Vista® 或以上版本的 PC 电脑，或
运行 OS X 10.6 (Snow Leopard) 或以上版本的 Intel® 处理器 
Macintosh 电脑。

安装 Fender® FUSE™
要在您的电脑上安装 Fender FUSE ，请在 http://fuse.fender.com 
上下载安装文件的最新版本

安装 Fender FUSE：
1  双击 Fender FUSE Setup.exe (PC) 或 FUSE Installer.dmg 

(Mac)，然后遵循屏幕上的提示。

2  如果在 Fender FUSE 安装过程中出现任何许可窗口，始
终单击“是”或“下一步”。 

固件更新
您的 G-DEC 3、Mustang 或 Passport 产品可能需要固件更新
才能正确地配合 Fender FUSE 工作。 

更新 Mustang 或 Passport 固件：
1  将您的产品连接至您的电脑的 USB 端口并打开 Fender 

FUSE 软件。

2  将单元关闭。

3  MUSTANG I/II, MUSTANG MINI:在放大器上长按 SAVE 按
钮，同时打开电源开关。继续按住 SAVE 按钮直到它开始
闪烁红色。 

 MUSTANG III/IV/V, MUSTANG FLOOR:在放大器上长按
数据轮，同时打开电源开关。继续按住数据轮，直到 
SAVE 按钮开始闪烁红色。

 PASSPORT:在放大器上长按 TAP 按钮，同时打开电源开
关。继续按住 TAP 按钮直到它开始闪烁红色。

4  固件更新指示会自动打开，并给您两个选项。选择“套件
更新”(Bundled Update) 选项，除非您根据产品从下列链
接之一下载了更新的固件更新：

• Mustang I/II/III/IV/V: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
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i-v-amplifiers/

• Mustang I/II/III/IV/V (V 2):www.fender.com/support/
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i-v-v2-
amplifiers/

• Mustang Floor: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
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floor/

• Mustang Mini: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
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mini-amplifier/

• Passport Mini: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
updating-firmware-on-fender-passport-mini/

5  将放大器关闭再打开以完成固件更新。

更新 G-DEC 3 固件：
1  从下 列 地 址下 载 最 新 的 固 件 文件：w w w. f e n d e r.

com/support/articles/fender-g-dec-3-f irmware-
download-v1-04/.要查看您现在运行 G-DEC 3 的是什么
版本，请观察 G-DEC 3 的开始屏幕并查看右下角显示的
固件版本，该屏幕会在初始 Fender 徽标屏幕出现之后
显示 3 秒 (例如“v 1.03”)。

2  将您的 G-DEC 3 放大器连接至您的电脑的 USB 端口。 

3  打开 Fender FUSE 并单击“更新固件”菜单：Main Menu > 
Utilities > Update Firmware    

4  单击“OK”，然后选择您在第一步中下载的固件更新文
件。

5  观察 G-DEC 3 的屏幕了解更新进展。按 START-STOP 按钮
完成更新。固件更新约需 20 秒。 

Passport 恢复工厂设置
您通过 Fender FUSE 可以恢复 Passport 放大器上的所有设
置。工厂恢复程序将重置所有预设值，并清除您创建的任
何自定义设置。

若要在您的 Passport 上恢复工厂设置：
1  将您的 Passport 放大器连接至您的电脑的 USB 端口并

打开 Fender FUSE 软件。

2  单击 Fender FUSE 屏幕左上角的“Main Menu”，然后点
击“UTILITIES”，然后单击“Factory Restore ...”

3  在工厂设置提示弹出窗口中单击“OK”

http://fuse.fender.com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i-v-amplifiers/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i-v-amplifiers/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i-v-v2-amplifiers/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i-v-v2-amplifiers/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i-v-v2-amplifiers/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floor/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floor/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mini-amplifier/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mustang-mini-amplifier/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passport-mini/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updating-firmware-on-fender-passport-mini/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fender-g-dec-3-firmware-download-v1-04/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fender-g-dec-3-firmware-download-v1-04/
http://www.fender.com/support/articles/fender-g-dec-3-firmware-download-v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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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编辑器
这是您启动 Fender® FUSE™ 时将看见的第一个屏幕。当您的放大器通过 USB 电缆连接到您的电脑时， Fender FUSE 屏幕将反映放大器在
做什么，反之亦然：调整任何预设您的放大器上的可编程参数和您可以看它通过 Fender FUSE 改变。当您单击并拖动 Fender FUSE 中的任
何旋钮时，它也会立即在您的放大器上调整相应参数！ 

A  预设控制面板 — 点击本下拉菜单的右侧来选择一个预设，
或使用上/下箭头来滚动预设。点击下拉菜单的左侧，在放
大器或电脑预设之间切换。本菜单框下的五个按钮让您可
以：(NEW) 从零开始创建新预设，(OPEN) 在您的电脑上打
开预设，(IMPORT) 将另一预设的一个或多个组件导入当前预
设，(SAVE) 保存预设或 (DELETE) 删除预设。

B  效果配置 (仅限 Mustang™ I/II、Mustang Mini 和 Passport®) 
— 点击并拖动这些旋钮来选择效果。这和放大器上的旋钮的
效果相同。如果您单击这些旋钮，将出现状态窗口。

C  乐句采样器 (仅限 G-DEC® 3) — 这些按钮和 G-DEC 3 放大器
上的功能一样。

D  搜索面板 — 本窗口让您搜索预设和音频文件，搜索位置可以
利用搜索框下的按钮选择 (计算机、放大器、网络)。搜索结果
通过媒体库显示，也可通过单击媒体库按钮来快速访问。

E  调音器 — Fender FUSE 调音器提供工作室架装吉他调音器
的标准调音功能。

F  预设信息 — 点击编辑预设信息 (见第 7 页)。

G  高级放大器 — 点击打开高级放大器设置窗口 (见第 6 页)。

H  放大器设置 — 点击和拖动这些旋钮来调整放大器的当前预设
设置。“灰色”旋钮是还没有激活的控制。

I  开始 / 乐队 — 点击 START 来播放乐队音轨。单击 BAND 选
择一个乐队音轨，编辑乐队音轨设置 (见第 8 页)。

J  放大器 — 点击本下拉菜单选择一个放大器类型，或使用向上/
向下菜单来滚动放大器类型。 

K  保存效果 (仅限 Mustang I/II、Mustang Mini 和 Passport Mini) 
— 点击此处为效果旋钮分配不同效果 (见第 5 页)。

L  效果踏板开关 — 点击这四个槽之一，为踏板开关添加效果并
编辑效果设置 (见第 4 页）。

M  放大器图标 — 在调整效果设置之后，点击本图标来返回编辑
放大器旋钮设置。

L  架子效果 — 点击这四个槽之一，添加架装效果并编辑效果设
置 (见第 5 页）。

O  已连接放大器 — 指示您的放大器已经连接。

P  插入回路 (仅限 Mustang Floor) — 您可以通过 Fender FUSE 
预设编辑器窗口，或在 FX SELECT 模式下，按下 Mustang 
Floor 上的 INSERT 踏板开关来旁路通过插入回路连接的外
部效果 (见第 12 页)。

Q  社区 — 点击打开 Fender 放大器在线社区网站 (见第 11 页)
。

R  登录 — 点击登录 Fender 放大器在线社区网站 (见第 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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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放大器图标左侧的四个槽 {A} 之一以选择一种效果并打开踏板效果编辑屏幕。这些效果在信号通路中位于放大器模型
之前，以提供类似于在输入放大器之前，加在吉他弦上的声音效果。 

Fender® FUSE™ 允许您使用放大器本身不具有的效果组合。例如，您可以在放大器之前加入一个回声踏板，这可能刚好适合某
种摇滚音色。类似于镶边和移相器调制效果在放大器前面时听起来十分不同。注：Mustang™ 和 Passport® 产品也允许您通过
把效果图标拖到不同的槽 {A} 中来更改效果的次序 (这会影响它们的声音)。

B  效果踏板选择器 — 点击下拉菜单来选择一种效果，或
利用向上/向下箭头来滚动当前选择的效果分类 {A} 中的
效果。效果被分为四类：顿足器、调制、延迟和混响。

C  效果设置 — 点击并拖动这些旋钮来调整效果踏板设
置。每种设置的精确电平将显示在效果踏板选择器 {B} 
窗口中。

♫  您也可以在下方较小的效果踏板图标上调整旋钮，
在您使用预设编辑器器窗口时这会比较方便。

D  踏板颜色 — 点击颜色盘来改变效果踏板的颜色。改变
颜色仅是您的偏好，不影响效果的声音。

E  删除 — 点击 "X" 来从当前预设中移除效果。

F  旁路 — 点击踏板开关来开关 (旁路) 效果。在左上角的
红灯表示效果是否打开。

♫  您也可以在下方较小版本的效果踏板图标上点击踏
板开关。

踏板效果

仅可使用软件访问的功能 ：  

•   效果位置，在放大器之前或之后
•   效果旁路
•   保存效果 (Mustang I/II、Mustang Mini、Passport 
Mini)

•   详细效果编辑 (Mustang I/II、Mustang 
Mini、Passport Mini)

Fender® FUSE™ 可提供您的放大器独自不能提供的功能。您
可以在信号通路中把效果置于放大器之前或之后以获得各
种声音变化。Fender FUSE 允许您临时旁路一种效果而无需
删除它，以免每次您想开关效果的时候都会失去您所有的效
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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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放大器图标右侧的四个槽 {A} 之一以选择一种效果并打开架子效果编辑屏幕。这些效果在信号通路中位于放大器模型
之后，以提供类似于通过放大器效果回路，或在录音控制台上加入的声音效果。注：Mustang™ 和 Passport® 产品也允许您通
过把效果图标拖到不同的槽 {A} 中来更改效果的次序 (这会影响它们的声音)。 

B  架子效果选择器 — 点击下拉菜单来选择一种效果，或
利用向上/向下箭头来滚动当前选择的效果分类 {A} 中
的效果。效果被分为四类：后期增益、调制、延迟和混
响。

♫  您最多同时可有四种激活的效果，但每个“类别”只
能有一个效果激活。例如，您可以在放大器之前或之
后加入一种混响效果，但不能前后都加。

C  效果设置 — 点击并拖动这些旋钮来调整架子效果设
置。每种设置的精确电平将显示在架子效果选择器 {B} 
窗口中。

♫  您也可以在下方较小的架子效果图标上调整旋钮，
在您使用预设编辑器器窗口时这会比较方便。

D  删除 — 点击 "X" 来从当前预设中移除效果。

E  旁路 — 点击开关来开关 (旁路) 效果。在开关旁边的红
灯表示效果是否打开。

♫  您也可以在下方较小版本的架子效果图标上点击开
关。

F  保存效果 (仅限 Mustang I/II、Mustang Mini 和 Passport 
Mini) — 在 Fender FUSE 中的效果改变时，这个按钮就会
变红。这包括：•效果选择 (踏板或架子效果，但不包括
顿足器)和 •效果设置。单击保存效果来为您的新自定义
效果设置命名，并选择效果旋钮的位置来保存您的新定
制效果设置。

架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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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放大器 — 点击本拉菜单选择一个放大器类型，或使用
向上/向下菜单来滚动放大器类型。

C  音色控制 — 点击并拖动这些旋钮来调整放大器的增益
和音色设置。

♫  您也可以在下方较小的放大器图标上调整旋钮，在
您使用效果编辑器器窗口时这会比较方便。

D  高级控制面板 — 高级放大器控制面板让您可以调整基
本音色控制之外的放大器设置。 

♫  在您断开放大器和 Fender® FUSE™ 的连接后，您在高
级放大器控制面板中所做的调整将保存在预设中，
但是您没有连接到 Fender FUSE 的时候不能继续调整
这些参数。

单击“ADVANCED”放大器按钮 {A} 打开高级放大器设置屏幕。出现的控件将取决于当前选择的放大器类型 {B} 以及连接到您的
电脑的产品型号。

高级放大器设置

仅可使用软件访问的功能 ：

Mustang I-II、Mustang Mini 和 Passport
• 声道混音
• 音箱类型
• 放大器电压暂降 (SAG)
• 电子管偏置
• 第二主控
• 噪声门限定制参数 
• USB 增益

Mustang III-IV-V 和 Mustang Floor
• 噪声门限定制参数
• USB 增益

G-DEC 3
• 压缩器定制参数
• 音色栈位置
• 噪声门限定制参数

这些是 Fender® FUSE™ 提供的您的放大器独自不能提供的功能。注：
上述对于一种放大器型号的“Fender FUSE 专有”功能可能对于其他放
大器型号是标准的非专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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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预设信息”按钮 {A} 来打开预设信息窗口。本窗口允许您编辑很多预设信息，以便使用更有用的搜索功能，更容易找到预
设。如果您选择上载您的预设并和社区分享，您输入的信息将对 Fender® 放大器在线社区的成员可见。

B  预设名称 — 当前放大器上活动预设的名称将会显示在
这里。

C  作者 — 当前预设的创建者会显示在这里。

D  说明 — 为当前放大器上活动预设输入一个说明，介绍
这个预设可以用来做什么。例：我把本预设配合延迟效
果用于 Eric Johnson 的 "Cliffs of Dover" 的开场。

E  标签 — 为当前放大器上的活动预设输入用逗号隔开的
描述性标签 (术语)。这些快速关键字有助于搜索媒体库
中的预设。对于上述例子，您可能输入以下标签："Eric 
Johnson, Cliffs, delay."

F  流派 — 为当前放大器上的活动预设输入主要流派 (音乐
类别) 和最多两个子流派。

G  OK — 单击 OK 为当前放大器上的活动预设保存所有输
入。

预设信息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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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BAND”按钮 {A} 选择一个乐队音轨并调整乐队设置。虽然您在 Mustang™ 或 Passport® 产品不能像 G-DEC®3 一样存储乐队音轨，您可以通过 
Fender® FUSE™ 在您的电脑上播放歌曲，将相关音轨保存为 Mustang 或 Passport 的预设的一部分。

G-DEC 3

B  MP3 / WAVE — 如果您想为 G-DEC 3 上当前活动的预设选择
一个 MP3/Wave 乐队音轨文件，请选择 MP3/Wave 选项。

C  音轨列表 — 点击本下拉列表来选择 G-DEC 3 硬盘或 SD 卡
上的一个 MP3/Wave 乐队音轨。

D  重复 — 选择本选项可无限循环播放。

E  混音 — 为音轨列表 {C} 中选择的乐队音轨选择混音。正常
操作应选择双声道 (STEREO)。如果您想调整乐队音轨的
平衡，使其着重于一个声道，选择左/右混音 (LEFT/RIGHT 
MIX)。如果您想消除立体声文件混音“中心”的音频，选择
中心消音 (CENTER CANCEL)。这常常可以有效地消除一
首歌中的主吉他和人声。 

F  平衡 — 当混音 {E} 选择了左/右混音时，调整音轨列表 {C} 中
选择的乐队音轨的左/右 (1/10) 平衡。

G  速度 — 调节乐队音轨的回放速度。

G  音高 — 调节乐队音轨的音高。

I  预览 / 停止 — 点击收听音轨列表 {C} 中选择的乐队音轨。

J  OK — 点击 OK 为 G-DEC 3 上的当前活动预设保存您的乐
队音轨选择和设置。

K  MIDI — 如果您想为 G-DEC 3 上当前活动的预设选择一个 
MIDI 乐队音轨文件，请选择 MIDI 选项。

L  音轨列表 — 点击本下拉列表来选择 G-DEC 3 硬盘或 SD 卡
上的一个 MIDI 乐队音轨。

M  重复 — 选择本选项可无限循环播放。

G  节拍 — 调节 MIDI 乐队音轨的节拍。

O  移调 — 用来将 MIDI 乐队音轨移调。

P  鼓独奏 — 如果您想要 MIDI 乐队音轨仅仅播放 MIDI 文件的鼓
声道 (声道 10)，请选择本选项。

Q  预备拍 — 选择您想要音轨列表 {L} 中选择的 MIDI 文件预备
多少拍之后才开始真正的歌曲。对于大多数 4/4 拍的歌，常见
的是选择四拍。

R  预览 / 停止 — 点击收听音轨列表 {L} 中选择的乐队音轨。

S  OK — 点击 OK 为 G-DEC 3 上的当前活动预设保存您的乐
队音轨选择和设置。

MUSTANG 和 PASSPORT

T  MP3 / WAVE — 如果您想为 Mustang 或 Passport 上当前活
动的预设选择一个 MP3/Wave 乐队音轨文件，请选择 MP3/
Wave 选项。 

U  音轨列表 — 点击该下拉列表，在您的电脑上为您的 Mustang 
或 Passport 上当前活动的预设选择一个音轨列表。当您启动
音轨列表时，声音将通过您的电脑扬声器播放出来，因此您需
要通过电脑和扬声器音量控制来调整回放音量。

V  重复 — 选择本选项可无限循环播放。

W  预览 / 停止 — 点击收听音轨列表 {U} 中选择的乐队音轨。

X  OK — 点击 OK 为 Mustang 或 Passport 上的当前活动预设
保存您的乐队音轨选择和设置。

乐队音轨屏幕

仅限 Mustang 和 Passport

仅限 G-DE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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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MAIN MENU”，然后“UTILITIES”{A} 来访问备份/恢复和固件更新功能。 

仅可使用软件访问的功能 ：

• 备份预设 
• 恢复预设

这些是 Fender® FUSE™ 提供的您的放大器独自不能提供的功能。利用预设备
份来为您的放大器预设拍下快照 (在 G-DEC® 3 上可使用或不使用乐队音轨)
。Fender FUSE 把备份保存在您的电脑上，并加上您的个人说明，以便您在日后
可以轻松找到并恢复它们。如果您愿意，您可以保存若干个完全不同备份
例如“我的摇滚预设”以及“我的布鲁斯预设”，并在特定的场合或演出时恢复
它们。

B  预设/乐队音轨 (仅限 Windows 电脑) — 选择仅备份 G-DEC 
3 的预设还是备份预设和乐队音轨。在 Mac OSX 电脑上不
能备份乐队音轨，只能备份预设。

C  单个或全部预设 — 选择仅备份单个预设号码，或“全部选
择”以备份 G-DEC 3 上的所有预设。

D  说明 — 在这里为您的备份输入一个有用的名字。 

E  备份 — 点击将您的 G-DEC 3 预设备份到您的电脑。

♫  在您的电脑上，FUSE 用来存储备份文件的位置
是：Documents > Fender > FUSE > Backups. 

F  说明 — 在这里为您的备份输入一个有用的名字。

G  备份 — 点击将您的 Mustang™ 或 Passport® 预设备份到您的
电脑。

H  恢复预设 — 选择备份文件来恢复到您的放大器。您通过单击
每个栏头，通过日期、说明或预设来排序备份列表。

!   恢复功能将覆盖您的放大器上的目标预设(以及 G-DEC 3 
上的乐队音轨) 。在进行恢复操作之前，先备份放大器上
的所有东西可能是个好办法。

I  删除 — 点击永久删除指定的备份文件。

J  恢复 — 点击将指定的预设恢复到放大器。

K  固件更新 — 出现的固件更新指示将根据您使用的放大器而不
同。另有教学视频帮助您进行每一步。请参阅第 2 页上的“
固件更新”了解如何逐步在您的放大器型号上更新固件。 

L  音频控制面板 — 要把 Fender G-DEC 3 选为默认回放设备 
(V2.2 或更新版本)，用户可以在 Fender FUSE 中选择音频
控制面板 (Main Menu > Utilities > Audio Control Panel)
。Windows 用户在音频标签 (Windows® XP) 或回放/录音标签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中选择 DEC Audio 作为回放/
录音设备。Mac 用户选择 DEC Audio 作为输入和输出。要
选择默认输入设备，选择“Input” 标签。然后在列表中选择 
DEC Audio。按控制键或右击并选择“使用该设备作为声音
输入”。这将使 G-DEC 3 放大器成为默认输入设备。要选
择默认输出设备，选择“Output”标签并重复相同的过程。

工具屏幕

仅限 Windows

仅限 G-DEC 3 仅限 Mustang 和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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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媒体位置 — 点击任何位置，显示可用预设和乐队音轨
列表。如果您单击“WEB”按钮，媒体库将显示可供
所有 Fender FUSE 兼容产品使用的预设。如果您单
击“DEVICE ONLY”按钮，则指挥显示与您现在连接
电脑的产品兼容的预设 ，如下面预设列表 {E} 的“预设
类型”一列所示。

C  搜索 — 点击一个或多个按钮来高亮它们，作为寻找预
设和乐队音轨的地方。然后在上方窗口中输入术语，并
点击“GO”。您的搜索结果将显示在下方。

D  加入媒体库— 点击 "Add To Library" 将您的电脑上任
何地方的预设文件 (*.FUSE) 和乐队音轨文件 (*.MP3, 
*.WAV) 和 (G-DEC 3 可用 *.MID) 复制到 FUSE 默
认在您的电脑上搜索的地方。  

♫  Fender® FUSE™ 在您的电脑上存储预设的默认位置
是：Documents > Fender > FUSE > Presets.乐队音轨
的默认位置是：Documents > Fender > FUSE > Audio 
> WaveMP3 (或 MIDI (仅限 G-DEC 3))。

E  预设列表 — 这个列表显示了选定的媒体位置 {B} 中可
用的预设列表。在任何预设上右键单击会给出一份动态
列表，可以加载、保存、复制和删除功能。

   •   如果您将 电脑、 放大器、 网络 或仅限设备 选为媒体位
置 {B}，您可以在预设列表 {E} 中的任何兼容产品的预设
上双击来打开预设编辑器器，选定的预设已经准备在连
接的 Fender 产品上使用。 

   •  G-DEC 3：如果您将 SD 卡 选为媒体位置 {B}，您必须在预
设列表 {E} 中右键单击一个预设，并首先将它复制到您的
电脑上，之后您才可激活它并在放大器上使用。

F  乐队音轨列表 — 这个列表显示了选定的媒体位置 {B} 
中可用的乐队音轨列表。在任何乐队音轨上右键单击会
给出一份动态列表，可以加载、保存、复制和删除功
能。

   • G-DEC 3:当您把放大器或SD 卡选为媒体位置 {B}，您可
以在列表 {F} 中的任何乐队音轨上双击，立即将音轨载
入当前预设，并使之可为放大器所用。 

   • G-DEC 3:若您把计算机 或网络选为媒体位置 {B}，您必
须首先在列表 {F} 中的一个乐队音轨上右键单击，将它
复制到您的放大器或 SD 卡 (在放大器中) 上，您才可
以激活它并在当前预设中使用。

   •  Mustang 和 Passport 产品：如果您把计算机选为媒体位
置 {B}，您可以在列表 {F} 中的一个乐队音轨上双击激
活它，并通过您的电脑扬声器利用当前预设播放。

   •  Mustang 和 Passport 产品：如果您把网络选为媒体位
置 {B}，您必须首先右键单击列表 {F} 中的一个乐队音
轨，将其复制到电脑上，之后您才可以激活它，并通过
您的电脑扬声器利用当前预设播放。

单击”媒体库”按钮 {A}(从预设编辑器器中) 来打开媒体库屏幕。从这里，您可以轻松查看和搜索任何可用位置（计算机、放大
器、SD 卡和网络）上的所有预设和乐队音轨。单击“预设编辑器”按钮 {A} 来打开预设编辑器窗口。

媒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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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预设编辑器 — 点击本按钮回到 Fender FUSE 预设编
辑器。

C  登录 / 注册 — 点击登录进入 Fender FUSE 放大器在
线社区。如果您不是会员，请单击”注册”链接创建一
个帐户，并输入您的放大器信息。创建账户时会要求您
输入放大器后面板上的放大器序列号。

D  主导航 — 利用这些主导航链接来浏览 Fender FUSE 
兼容的产品，查看预设和乐队音轨并访问论坛。

E  下载链接 — 点击这些链接来下载乐队音轨、Fender 
FUSE 用户手册并找到常见问题的答案。

F  滚动条— 向下滚动来查看 Fender FUSE 在线社区
网站上的其他内容，包括诸如如何在计算机上录制音
频的视频教程和指南。此外，在这里看看您的 Fender 
FUSE 兼容设备是或否可用第三方软件，例如 Ableton 
Live Lite 或 AmpliTube SE。

单击“社区”按钮 {A} 打开 在 Fender FUSE 中打开 Fender® FUSE™ 在线社区网站。本网站可以用您的 Web 浏览器访问：http://
fuse.fender.com. 

Fender FUSE 在线社区是您可以下载软件更新并访问论坛的地方，这里充满了覆盖所有 Fender FUSE 兼容设备的信息。您也可
以直接从 Fender 的海量仓库中直接下载新预设、背景音轨和其他内容，全部免费。

来到这里和其他用户沟通，并交换预设或分享秘诀和技巧。请经常访问，本网站不断更新令人激动的新内容！

Fender® FUSE™ 在线社区

http://fuse.fen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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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1 踏板和 Mustang™ Floor
♫  在配合 Fender® FUSE™ 使用 EXP-1 或 Mustang Floor 之

前应当将固件升级到最新。逐步指南见第 2 页。

EXP-1 踏板

EXP-1 表情踏板 (部件编号 2301050000) 与 Fender® Mustang™ 
III-IV-V 放大器和 Mustang Floor 兼容。

EXP-1 可以两种模式运行，音量模式和表情模式。用力向下
踏 EXP-1 踏板的前端可以在模式之间切换。EXP-1 上的红色
和绿色发光二极管表示当前的踏板模式：

• 音量模式用于控制主音量（或踏板可以在音量模式中设为
关闭）。 

• 表情模式可用于在 Mustang 上控制大多数效果和放大器参
数。一些常见应用是控制哇音效果的频率参数，或是调制或
延迟效果的频率/时间参数。 

♫  当连接到Mustang Floor 时，EXP-1 仅可工作在表情模
式。

Mustang Floor

Mustang Floor 与 Fender FUSE 配合使用的方法和本手册所
述的 Mustang III-IV-V 放大器相同。Fender FUSE 软件中会出
现一个插入回路图标，对应 Mustang Floor 上的 INSERT 踏
板开关，并且在 Fender FUSE 中会出现一个 FLOOR 踏板开
关，显示当前 Mustang Floor 的踏板是连接到哪个放大器或
效果。

                    

踏板校正 (EXP-1 和 Mustang Floor)
第一次使用 EXP-1 和/或 Mustang Floor 时，您应该校正踏板，
以便踏板运动的全程都能正确处理。

校正 EXP-1 和 Mustang Floor 踏板：
1. (如使用) 将 EXP-1 插入 Mustang 放大器背后的 4 BUTTON 

FOOTSWITCH 插口或插入 Mustang Floor 背部的 EXP-1/
MS-4 插口。

2. 关闭 Mustang 的电源。

3. 在 Mustang 上长按 UTIL 按钮，同时打开电源开关。继续
按住 UTIL 按钮直到其熄灭。

4. 全幅度运动 EXP-1 踏板和/或 Mustang Floor 踏板(每次一
个)。如有必要，您可以在一个有限范围内运动踏板，以便
注册（识别）一个定制的踏板运动幅度。

♫  例如，您只想要注册踏板幅度的中间三分之一，
那就只让踏板在其整个运动幅度的中间三分之一
运动。您开始校正时的踏板位置必须位于期望的
定制范围之中。

5. 旋转您的 Mustang 上的数据轮来选择新预设。 

6. EXP-1 和/或 Mustang Floor 踏板现在已被校正。 

♫ 在您每次更滑踏板、插入另一个 Mustang 或在 
Mustang 上执行工厂恢复步骤后都要重复校准程
序。当使用 Mustang Floor 时，您将需要校正内建踏
板和 EXP-1 外部连接踏板。

EXP-1 踏板设置
利用 Fender FUSE 来 EXP-1 音量和表情模式下的行为和参数
设置。

要配置 EXP-1 的设置：
1. 将 EXP-1 插入 Mustang 放大器背后的 4 BUTTON 

FOOTSWITCH 插口或插入 Mustang Floor 背部的 EXP-1/
MS-4 插口。

2. 利用 USB 线将您的 Mustang 连接至您的电脑，然后打开 
Fender FUSE 软件。

3. 在 Fender FUSE 中，打开表情踏板菜单：Main Menu > 
Utilities > Expression Pedal...

4. 为音量和表情模式选择行为和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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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1 踏板和 Mustang™ Floor

♫ 在 Fender FUSE 中会出现一个小表情踏板图标，位
于当前在表情模式行为菜单中选择的放大器或
效果旁边。单击它打开表情踏板设置窗口。

A. 预设默认模式：— (来自预设/来自踏板) 如果您希望在更
改预设时，EXP-1 模式切换到“预设默认”菜单（下图）中
选择的模式，请选择“来自预设”。如果您希望在更改预设
时，EXP-1 保持当前模式，选择“来自踏板”。这一设置是全
局的，影响所有预设。

B. 预设默认：- (音量模式/表情模式) 选择您每次选择当前
预设时希望踏板切换到的模式 (预设默认模式可以覆盖
本设置)。

音量模式菜单

C. 音量模式行为 — (音量/关闭) 如果您想要踏板在音量模
式下控制主音量，选择 "Volume"；或者如果您想要踏板
在切换到音量模式时关闭，选择"Off"。

D. 脚跟/脚趾音量 — (0–100%) 使用这些菜单来设置脚跟完
全踩下踏板时的主音量水平（脚跟音量）以及脚趾完全
踩下踏板时的音量（脚趾音量）。这些设置是全局的，影
响所有预设。

表情模式菜单

E. 表情模式行为 — (关、放大器、顿足、调制、延迟、混
响、音量) 选择您想要在表情模式下用表情踏板控制的
类别。如果您想要踏板表情模式下关闭，选择"Off"。

♫ 您必须为当前预设选择效果才能让表情模式行为菜
单中出现可供选择的效果类别。 

F. 参数 — (可变) 选择您想要在表情模式下用踏板控制的
参数。您的选项将根据您在上面表情模式行为菜单中选
择的类别，以及在当前预设下选择的效果模块不同而变
化。 

D. 脚跟/脚趾设置 — (可变) 使用这一菜单来设置脚跟完全
踩下踏板时的活动参数水平（脚跟设置）以及脚趾完全
踩下踏板时的水平（脚趾设置）。您的选项将根据您在上
面表情模式行为菜单中选择的类别不同而变化， 

H. 表情模式 — (捕捉、实时) 如果选择“实时”，在您更改预
设时，对于指定表情踏板参数，当前踏板位置将覆盖存
储的预设设置。如果选择“捕捉”，在您更改预设后，踏板
在被移动之前会被禁用。

I. 旁路效果 — (开/关) 选择选项 (开)，在踏板切换到音量模
式时，旁路表情模式行为菜单中选择的效果。如果让效
果保持有效，则不要选择该选项(关)。 

J. 在切换到音量模式时将参数重置为预设值— (开/关) 选
择选项 (开)，在切换到音量模式时，将表情模式参数恢复
至保存的预设值。如果您想要在切换到音量模式时，参
数仍设置为踏板位置，则不要选择选项 (关)。

K. OK/取消 — 选择"取消"撤销所有更改。选择“OK”确认对 
EXP-1 设置的更改。保存当前预设，将 EXP-1 设置保存在
预设中。

Mustang Floor 踏板设置

要配置 Mustang Floor 踏板和 EXP-1 表情模式 (若连
接)设置：
1. 利用 USB 线将您的 Mustang Floor 连接至您的电脑，然后

打开 Fender FUSE 软件。

2. (可选) 将一个 EXP-1 踏板利用所附电缆插入 Mustang 
Floor 背后的“EXP-1/MS-4”插口。

3. 在 Fender FUSE 中，打开表情踏板菜单：Main Menu > 
Utilities > Expression Pedal...

4. 为 Mustang Floor 和 EXP-1 的表情模式 (若连接) 选择想要
的设置。Mustang Floor 踏板菜单的描述与上述 EXP-1 的
菜单相似，也可见于《Mustang Floor 高级手册》的第 5 页，
下载地址：http://fuse.fender.com/mustang/.EXP-1 表情模
式设置如上节所述。

http://fuse.fender.com/mus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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