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麥 CronusMax Plus 一鍵叫出 OSS 組合技
最近不少玩家都在狂洗 SAO(刀劍神域)吧,但這遊戲實在太農了,尤其是 OSS 技根本是嚴重打擊小編這
類玩家的耐力及反應度啊~ 好在在克麥玩家的研究下可以利用可麥強大的腳本巨集編輯功能來輕鬆
達到 OSS N 連的組合技, 趕快來看看如何操作吧:
主要步驟為:
1. 用 MaxCombo 來錄製一段 OSS N 連手把指令
2. 複製錄製的 GPC 語法貼至 Cronus Pro 軟體的 GPC Compiler 裏做編輯
3. 編輯好後進行 Compiler 後即可同步上機測試,測試成功後便可燒寫入克麥 CronusMax Plus 中,
並於遊戲中叫出使用.
MaxCombo 錄製的解說大家可參考此篇詳細說明, 但在這裡介紹的是直接利用克麥工程師製作的幾
個 3OSS 的 GPC code 來編輯製作自己的 OSS 連續技 (汗!目前只練到 3OSS...克麥工程謎之音: 吾乃
FPS 的高手, 但被這 SAO...啊~我要試 BF1 及 COD 啦...>.<)
請先下載此連結的 GPC code, 解壓縮後裡面有 3 個 GPC CODE:
1. 3OSS_1: 七大罪→平面連斬→七大罪
2. 3OSS_2: 音速衝擊→斜斬→音速衝擊
3. 3OSS_3: 平面連斬→蛇咬→平面連斬
用管理員權限開啟 Cronus Pro 軟體(點此下載安裝, 務必用管理員權限安裝), 點選選項 View→GPC
Compiler, 開啟下方介面:

點選 File→Open...打開剛剛存 GPC code 的資料夾, 開啟你要使用的 GPC Code, 範例是 3OSS_1

如果玩家要直接用這 3 個 3OSS 來玩則 GPC 程式叫出後便可準備燒錄進克麥 CronusMax Plus, 點
選選項 View→Programmer, 打開下列介面, 可看到左上方視窗裡有剛剛叫出的 3OSS_1.gpc, 此時
把這個檔案拖拉至右方 9 個槽位任何一個空的槽位, 範例是拉到槽位 1

接下來點選 Program Device 進行燒錄, 看到燒錄 OK 即可拔掉 CronusMax Plus.

將克麥 CronusMax Plus 接至主機上準備練功了, 將 PS4 手把接上 CronusMax Plus, 再把
CronusMaxPlus 接上主機後確認 7 段顯示器顯示為"0"後, 按下克麥上的按鍵, 選擇到 1 的槽位(因
為剛剛是拖拉至 1 的槽位), 接下來按手把的 R3 就可以執行 3OSS 的指令.

玩家一定有疑問, 如果想做其他組合或連 5 以上的 OSS 技怎麼辦, 接下來教大家自己 DIY 編修自己
的 OSS 技, 首先一樣可先叫出任一個 OSS GPC code, 這裡範例用 3OSS_1 來說明, 先叫出程式:

CronusMac Plus 的 GPC 語法是基於 C 語言基礎衍生的程式語法, 懂 C 語言的應該很好上手, 語法
說明介紹請參考這裏. 接下來我們來解說一下程式, 我們把註解直接加上, 大家就能理解了:
main {
if(get_val(PS4_R3)) {

(如果 PS4 的 R3 被按下)

combo_run(OSS3);

(就執行 Combo OSS3 的指令巨集)

}
}
combo OSS3 {

(Combo OSS3 巨集)

set_val(PS4_TRIANGLE, 100);

(按下 PS4 三角鍵不放, 使出七大罪)(set_val 表示定義按鍵

值,100 表按下,0 表放開)
wait(200);

(等待 0.2 秒, 1000=1 秒)

set_val(PS4_TRIANGLE, 0);
wait(2930);

(等待 2.93 秒)

set_val(PS4_CIRCLE, 100);
wait(160);

(按下 PS4 圈鍵不放, 使出平面連斬)

(等待 0.16 秒)

set_val(PS4_CIRCLE, 0);
wait(950);

(放開 PS4 三角鍵)

(放開 PS4 圈鍵)

(等待 0.95 秒)

set_val(PS4_TRIANGLE, 100);
wait(150);

(按下 PS4 三角鍵不放, 使出七大罪)

(等待 0.15 秒)

set_val(PS4_TRIANGLE, 0);

(放開 PS4 三角鍵)

}
看完上述解說可發現其實這 GPC 語法不難理解, 接下來我們來編輯想要的 OSS.
範例這 3OSS, 就是"七大罪→平面連斬→七大罪", 若要 5OSS, 則要修改為"七大罪(△)→平面連斬

(◎)→七大罪(△)→平面連斬(◎)→七大罪(△)" 而這→就是間隔時間了, 這時間因各技巧的不同而有
差異, 也是玩家要測試的重點.

我們在程式尾端追加: (等待) -> (按圈鍵)接平面連斬 -> (等待) -> (按三角鍵)接七大罪, 而(等待)這
部分是關鍵, 這部分其實就是 OSS 連續技裏上一個按鍵被按下到下一個按鍵被按下之間等待的時間,
下圖解釋這個時間部分.

上圖可以看出原本 3OSS 巨集指令一開始使出七大罪技巧後 3.13 秒(3130=wait(200)+wait(2930))
要按下圈鍵接平面連斬, 再之後 1.11 秒後按下三角鍵接七大罪. 也就是說七大罪這技能使出後 3.13
秒要接下一個技能, 而平面連斬這技能使出後 1.11 秒要接下一個技能, 確認這些時間後就可以來增
加連攜 OSS 技.

那接下來第四段呢? 我們知道第 3 段是七大罪, 所以第 3 段七大罪使出後 3.13 秒要接下一個技能平
面連斬, 另外注意, 正常的設計按鍵有按下就要有按鍵放開的指令, 我們把全部的步驟分寫如下:
1. 按下 PS4 三角鍵 (使出七大罪)
2. 間隔 0.2 秒
3. 放開 PS4 三角鍵
4. 間隔 2.93 秒
5. 按下 PS4 圈鍵 (使出平面連斬)
6. 間隔 0.16 秒
7. 放開 PS4 圈鍵
8. 間隔 0.95 秒
9. 按下 PS4 三角鍵 (使出七大罪)
10. 間隔 0.2 秒
11. 放開 PS4 三角鍵
12. 間隔 2.93 秒
13. 按下 PS4 圈鍵 (使出平面連斬)
14. 間隔 0.2 秒
15. 放開 PS4 圈鍵
16. 間隔 0.91 秒
17. 按下 PS4 三角鍵 (使出七大罪)
18. 間隔 0.2 秒
19. 放開 PS4 三角鍵

原 OSS3 程式第 19 行三角鍵按下後, 第 20 行有個 wait(150), 這 wait(150)是當時 MaxCombo 錄
製這 3OSS 的結果, 因此還差若要間隔 3.13 秒還差 3130-150=2980(2.98 秒), 所以先用鍵盤 key in
插入第 20 行 wait(2980); 每行程式結尾一定要有”;”不然會產生錯誤, 另外注意最後一行的”}”一
定不可刪除, 那是程式結尾, 沒了它程式會錯誤無法 compiler.

接著再加入 set_val(PS4_CIRCLE, 100); 這語法是按下圈鍵(接平面連斬), 當然也要有放開圈鍵程式,
不然只有按下指令沒有放開按鍵指令, 此按鍵就會一直處於按下狀態, 也就是
set_val(xxxxxx,100)(按下) -> wait(….)(多久後) -> set_val(xxxxxx,0)(放開), 這之中的 wait(…)(多久
後)可以自己設, 筆者一般設(50-500)之間, 這裏設 200(0.2 秒)後放開.

接下來接第五段技巧, 必需在第四段按下圈鍵(平面連斬)後要等 1.11 秒後按下三角鍵(七大罪), 這裡
按下圈鍵後有 wait(200)(第 24 行), 因此還差 1110-200=910, 在第 26 行 key 上 wait(910); ,第 27
行依序 key 上按下三角鍵->wait(150)->放開三角鍵的指令, 這邊的 wait(150)是參照前面第 20 行,
若玩家要設為 50~500 都可以, 因為是最後一段沒有差別了, 這樣從第 23 行圈鍵按下使出平面連斬
後到第 27 行要按下三角鍵(七大罪)之間總共 wait 了 1.11 秒(1110), 符合平面連斬接技能的時間要求,
最後完成如下:

combo OSS3 {
set_val(PS4_TRIANGLE, 100);
wait(200);
set_val(PS4_TRIANGLE, 0);

wait(2930);
set_val(PS4_CIRCLE, 100);
wait(160);
set_val(PS4_CIRCLE, 0);
wait(950);
set_val(PS4_TRIANGLE, 100);
wait(150);
set_val(PS4_TRIANGLE, 0);
wait(2980);
set_val(PS4_CIRCLE, 100);
wait(200);
set_val(PS4_CIRCLE, 0);
wait(910);
set_val(PS4_TRIANGLE, 100);
wait(150);
set_val(PS4_TRIANGLE, 0);
}

這樣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必需檢查整段程式是否正確, 請點選 Compiler 如下圖, 並檢查最下方視窗
是否訊息為"0 warning(s)", 如果是”0”就表示程式碼正確, 可以開始驗證, 若有出現錯誤則要再檢
查程式看是否有 key 錯的地方.

驗證方法很簡單, 先將 CronusMax Plus(側邊 Mini USB Port)接上 PC, 並接上 PS4 手把, 此時
CronusMax Plus 七段顯示器顯示”0”, 表示連接完成.

點選"Build and Run", 此時會開出 Device Monitor 視窗, 克麥的 7 段顯示器會顯示雙橫槓狀態, 這
時可按下 R3 鍵, 然後看 Device Monitor 的監控視窗裏按鍵的動作反應.

不過因為 Combo 巨集速度很快, 有時不容易肉眼判斷, 玩家可以直接上 PS4 上驗證, 在 Compiler
之後不用進行 build and run 步驟, 直接參照上面的作法把 GPC code 燒寫到 CronusMax Plus 裏,
再接上 PS4 主機來直接驗證測試, 記得要切到正確的 Slot 槽位, 若驗證有誤, 則再回 Cronus Pro 裏
修改微調程式, compiler 後燒寫到克麥裏再上機驗證, 如此反覆便可做出自己的 OSS 連續技囉. 最後
很重要的是, 程式編寫驗證 OK 後要記得儲存到電腦裏, 點選 File->Save or Save as…

TIP: 筆者提供一個快速的邊驗證邊修改的方法, 這方法有一個條件, CronusMax Plus 必需同時接上
PS4 及 PC, 並把 PS4 手把接上克麥, 主機打開 SAO 並進入可以驗證的關卡畫面.

接著與前述步驟一樣 Compiler 後, 點選 Build and Run 開啟 Device Monitor 後, 克麥 7 斷顯示器
會顯是雙橫槓, 這時直接按下手把的 R3 驗證, 看遊戲畫面 OSS 是否順利打出, 有發現斷掉, 記好在
第幾招斷掉, 關掉 Device Monitor 後, 直接在 GPC 介面裏修改程式碼, 然後一樣 Compiler 後, 點
選 Build and Run 開啟 Device Monitor, 再按下"R3"驗證, 一般接不上來主要都是時間點不對, 如此
反覆驗證一定可調整出正確的時間點, 這方式的驗證速度會快很多,最後一樣很重要的是, 程式編寫
驗證 OK 後要記得儲存到電腦裏, 點選 File->Save or Save as…

最後附上各個主機按鍵在 GPC code 裏的 ID 定義, 玩家也可以設計其它遊戲的一鍵觸發指令巨集,
只要把按鍵定義對應正確即可.

以上, 祝大家 DIY OSS 順利, 刷的愉快! (ID List 在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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