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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此栏并正确使用。
以下所示的注意事项，记录了与安全有关的重要内容，请务必遵守。
阅读完毕后，请务必将其妥善保管，以便随时取阅。

关于标识
本手册使用的安全符号用以防止因误操作可能导致的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为预防安全隐患，请在充分理解后阅读本手册。

关于图形符号
禁止符号

禁止拆解

强制符号

禁止

警告

强制

拔出电源插头

该标志表示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误操作时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设置·安装时
避免被水沾湿
注意切勿让水渗入本设备，或被水浸湿。
否则会引起火灾、触电。

禁止

请勿使用指定以外的电源电压
请勿使用超过显示值的电源电压。
否则会引起火灾、触电。

禁止

请勿损伤电源软线
请勿损伤、加工电源软线，并将其远离热的器具。
禁止在软线上放置重物。
否则会引起火灾、触电。

禁止

使用时
异常情况
出现以下情况时，请切断电源开关，拔出电源插头，联系经销商。
如果持续使用，将会引起火灾、触电。
出现烟雾、有异味时
内部进水或异物侵入时
摔落或外壳破损时
电源软线受损时(线芯外露、断线等）

拔出电源
插头

请勿打开内部或对其进行改造
内部有些部分电压较高，如果打开外壳或对其进行改造，会引起火灾、触电。
请委托经销商进行内部检查、调整、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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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拆解

警告

该标志表示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误操作时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使用时
请勿在本设备上放置装有液体的容器或小金属物
液体溢出进入本设备可能引起火灾、触电。

注意

禁止

该标志表示操作不当时，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设置·安装时
请勿用湿手触摸电源插头
请勿用湿手拔出或插入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引起触电。

禁止

请勿用力拉拽电源软线
拔出电源插头时，请勿用力拉拽电源软线。
电源软线受损会引起火灾，触电。
请务必手捏住插头拔出。

禁止

请勿堵塞冷却风扇的排气口和底面的通风孔
通风口被堵塞后，内部热量积聚，可能引起火灾。

禁止

请勿安装在潮湿或灰尘较多的场所等
请勿安装在潮湿、多尘、受油烟、水蒸气污染和阳光直射的场所以及灼热器
具周围。否则可能引起火灾、触电。

禁止

安装支架的注意事项
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如不遵守，可能引起火灾·受伤。
支架需安装在稳定处，为防止颠倒、移动时请用螺栓等进行固定。
用于本公司支架安装的螺钉类请使用本设备附带零件。
将电源线与插座连接时，不得超过插座的最大允许电流。

强制

使用时
检修或长期不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检修或长期不使用时，为确保安全请切断电源开关，并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中
拔出。
如不遵守，可能引起触电·火灾。

拔出电源
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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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设备是 12 路输入 8 路总线 8 输出、3U 大小的支架固定数字音频混合器。安装了反馈抑制功能、自动调
音功能等声音系统必要的信号处理功能。所有参数均可通过本体设备进行设定*。可将设定状态作为预设记
录保存在设备内部的记录中，并通过前键操作将其打开。
*

也可使用专用软件，通过计算机进行设定。
请从「http;//toa-products.com/」网站下载专用软件。

特点
通过简单操作即可抑制啸叫。
装有自动调音功能（Ducker 功能*1、NOM 衰减功能*2），可自动调整输入信号音量。
采用数码信号处理技术，可设定高精度的音响参数。
通过使用前面板的液晶显示部位、设定键、设定旋钮，所有设定均可在主机上进行。并且如使用专用
软件，也可通过计算机进行设定。
输入输出部分采用了模块，可实现从 2 输入 4 输出至 12 输入 8 输出的输入输出构成。
内部设有 16 个预设记录。可从主机及外部设备中恢复预设记录。
使用 RS-232 端口，可从外部控制设备进行控制。
本设备带有保护功能，可防止错误操作前面板的按键或旋钮。
可用 AMX 或 Crestron 等控制器进行控制。
使用可选的遥控模块 D-981 时，可很方便地遥控进行音量调节或提取记录等。
*1
*2

是一种根据输入信号电平，自动调整各输入通道增益的自动混音功能。（ P.32）
是一种根据开启状态的话筒数，自动调整开启话筒的输入通道增益的功能。（ P.34）

※ AMX 是 AMX Corporation 的商标。
※ Crestron 是 Crestron Electronics，Inc.的商标。

使用注意事项
请在温度为+5℃～+40℃，湿度在 90%以下（不结露）的场所使用本设备。
本设备是精密设备，请避免强烈撞击或震动。否则会导致设备故障。
清洁本设备时，请切断电源，并用干布擦拭。有严重污垢的地方，请使用用布蘸中性洗洁剂擦拭。请
勿使用苯、稀释剂、化学溶剂等进行清洗。否则会引起设备变形或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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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的名称和作用
■D-901（本设备）
［正面］
参数输入部位（如下所示）

输入通道控制部位

预设选择部位

(1)

电源键［POWER、

ON/

输出通道控制部位

话筒总线控制部位

OFF］

(2)

电源指示灯
接通电源，指示灯亮。

按键接通电源，再次按键切断电源。
参数输入部位
系统锁定指示灯［LOCK］
保护功能（ P.60）生效时，指示灯亮。
与计算机通信时指示灯灭。
(7) 设定旋钮［CHANGE PARAMETER 、
PUSH-ENTER］
旋转旋钮，变更参数或选择设定内容。
并且该旋钮兼有按钮功能。液晶显示部位
（5）显示［OK？］等时操作旋钮，使该功
能生效。
(8) 预设指示灯
选择预设功能时，指示灯亮。
(9) 预设键［PRESET］
提取保存在预设记录中的设定、或保存当前
参数时使用。操作该键，预设设定画面在液
晶显示部位（5）显示。（ P.50）
(10) 画面切换键［efcd］
操作该键，可切换液晶显示部位（5）的设
定项目显示。
(11) ON 设定指示灯
液晶显示部位（5）显示的参数设置为 ON
时，指示灯亮。
(6)

(3)
(4)

(5)

应用指示灯
选择应用功能时，指示灯亮。
应用键［UTILITY］
设定应用功能时使用该键。操作该键，应
用功能的设定画面在液晶显示部位显示。
（ P.52）
液晶显示部位
操作各种功能键，分别显示各设定画面。
若冷却风扇动作发生异常，画面将变更为
错误显示。显示错误时，请到您购买该产
品的销售店或本公司营业所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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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N 设定键
操作该键，液晶显示部位（5）显示的参数
将设为 ON。再次按键，设为 OFF。

预设选择部位

(13) 预设选择键［1～8］
恢复预设编号 1～8 时使用此键。
操作欲打开的预设编号键后，按设定旋钮，即
可恢复选择编号的预设记录。
(14) 预设选择指示灯
选中的预设编号的指示灯点亮。

输入通道控制部位

(16) 输入通道指示灯［SEL、SIG、ON］
SEL：选择输入通道时，指示灯亮。
SIG：2 种颜色（红色·绿色）的输入信号
电平指示灯。指示灯状态根据输入电平大
小变化如下：
红色：高于额定 17dB 以上时
绿色：在高于额定-40 dB 和低于额定 17dB 之
间
灯灭：低于额定-40 dB 以下时
LED

输入信号电平

红色
绿色

额定电平

灯灭

※ 红灯点亮表示信号电平过大。请调节连
接设备的信号电平，直至绿灯点亮。
ON：工作状态时指示灯亮。
(15) 输入通道选择键［1～12］
选择欲进行音量调节或参数设定的输入通
道时使用该键。
操作该键，输入通道指示灯［SEL］
（16）
亮，设定画面中显示通道编号。

(17) 输入通道音量调节旋钮
调节通过输入通道选择键(15)选择的输入通道
增益。
(18) 输入通道 ON 键
设 定 通 过 输 入 通 道 选 择 键 (15) 选 择 的 通 道
ON/OFF。
(19) 输入通道 ON 指示灯
通过输入通道选择键(15)选择的通道为 ON（工
作状态）时，指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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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总线控制部位

操作该键，话筒总线选择指示灯（21）亮，
可 在 液 晶 显 示 部 位 (5) 进 行 反 馈 抑 制 功 能
（ P.46）、回声功能（ P.49）、总线分配
的设定。
(21) 话筒总线选择指示灯
选择话筒总线时，指示灯亮。
(22) FBS 功能指示灯
反馈抑制功能工作时，指示灯亮。
(23) 回声功能键［ECHO ON］
操作该键，回声功能将设为 ON，可在液晶
显示部位(5)显示回声参数、更改设定。
再次按键，回声功能将设为 OFF。
（ P.49）

(20) 话筒总线选择键［SEL］
设定话筒总线参数或调节话筒音量时使
用。
输出通道控制部位

(24) 回声功能指示灯
回声功能工作时，指示灯亮。
LED

输出信号电平

红色
绿色

额定电平

灯灭

※ 红灯点亮表示信号电平过大。请调节
连接设备的信号电平，直至绿灯点
亮。
SEL：选择输出通道时，指示灯亮。
(27) 输出通道音量调节旋钮
调节通过输出通道选择键(28)选择的输出通
道增益。

(25) 输出信号电平仪表
显示通过输出通道选择键(28)选择的通道
信号电平。
(26) 输出通道指示灯［ON、SIG、SEL］
ON：在工作状态下，指示灯亮。
SIG：2 种颜色（红色·绿色）的输出
信号电平指示灯。
指示灯状态根据输出电平的大小变化
如下：
红色：高于额定 17dB 以上时
绿色：在高于额定-40 dB 和低于额定
17dB 之间
灯灭：低于额定-40 dB 以下时

(28) 输出通道选择键［1～8］
选择欲在音量调节或参数设定及电平仪表
中显示的输出通道时使用该键。
操作该键，输出通道指示灯［SEL］ (26)
亮，设定画面中显示通道编号，可显示在使
用参数设定或输出音量调节旋钮(27)的音量
调节及信号电平仪表中。
(29) 输出通道 ON 键
设定通过输出通道选择键(15)选择的通道的
ON/OFF。
(30) 输出通道 ON 指示灯
通过输出通道选择键(15)选择的通道为 ON
（工作状态）时，指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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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插槽编号
输出 5

～

～
输出 8

输出
1
输出 4

输入 11

输入 9

输入 7

输入
12
或

输入
10
或

输入 8

输出 5

输出 1

输出模块

输入输出模块

插槽

插槽

插槽

注意
请勿堵塞风扇的排气口。若发生堵
塞，内部热量积聚，可能导致火灾。
(32) RS-232C 通信口
与计算机及控制设备通信时使用的通信用
连接器。

输入 1
输入 2
输入输出
通道

输出 4

控制模块

(31) 冷却风扇

输入
3
输入
4

～

～
输出 8

输入
5
输入
6

输入模块插槽

模块种类

(38) 输入模块插槽
输入通道 7 和 8 的插槽。
(39) 输入模块插槽
输入通道 5 和 6 的插槽。
(40) 输入模块插槽
输入通道 3 和 4 的插槽。
(41) 输入模块插槽
输入通道 1 和 2 的插槽。

(33) 控制模块插槽
控制模块的专用插槽。

(42) AC 输入
用附带的电源电缆连接 AC 插座。

(34) 输出模块插槽
输出通道 5～8 的插槽。

注意
只能安装 2 块组合线路输出模块 D-971M 和
D-971E。

(35) 输出模块插槽
输出通道 1～4 的插槽。
(36) 输入输出模块插槽
输入通道 11 和 12 的插槽。若插入输出模
块，将输出输出通道 5～8 的信号。
(37) 输入输出模块插槽
输入通道 9 和 10 的插槽。若插入输出模
块，将输出输出通道 1～4 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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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模块
注意
请在电源 OFF 状态下装卸模块。
装卸模块时，请勿触摸本设备和模块基板上的零件或端子。因为静电可能导致设备故障。
请将模块切实安装在正确位置，并用螺钉固定。
请将出厂时安装在本设备上的空白面板按原样装入空插槽。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1F
(43) 非立体声输入端子［1、2］（XLR-3-31 等效品）
2：火线
电子平衡式输入端子。（1 号针：地
线、2 号针：火线、3 号针：零线）
3：零线
使用 XLR-3-12C 等效品的连接器进
行连接。
1：地线
输入灵敏度（-50/-36/-10/+4 dB）和
幻象电源（+15V）的 ON/OFF 可在
前面板进行设定。
(44) 接地开关［GND LIFT/NORMAL］
将本设备和其他设备连接时，地线会形成环路，产生杂
音。将此开关切换至 GND LIFT 一侧，可切断地线环路。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1E
(45) 非立体声输入端子［1、2］
可移动终端块的电子平衡式输入端子。（H：火线、C：
零线、E：地线）
输入灵敏度（-50/-36/-10/+4 dB）和幻象电源（+15V）
的 ON/OFF 可在前面板进行设定。
(46) 接地开关［ ［GND LIFT/NORMAL］
将本设备和其他设备连接时，地线会形成环路，产生杂
音。将此开关切换至 GND LIFT 一侧，可切断地线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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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2F
(47) 非立体声输入端子［1、2］（XLR-3-31 等效品）
电子平衡式输入端子。（1 号插孔：
2：火线
地线、2 号插孔：火线、3 号插孔：
3：零线
零线）
使用 XLR-3-12C 等效品的连接器进
1：地线
行连接。
(48) 输入灵敏度设定开关
［PHANTOM、GND LIFT、MIC/LINE］
设定幻象电源（+15V）的 ON/OFF（仅限 MIC 时有效）、
接地、输入灵敏度的 4 极开关。
输入灵敏度为 MIC 时，可设定-50/-36dB、为 LINE 时
可设定-10/+4 dB。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2F

(49) 非立体声输入端子［1、2］
可移动终端块的电子平衡式输入。
（H：火线、C：零线、
E：地线）
(50) 输入灵敏度设定开关
［PHANTOM、GND LIFT、MIC/LINE］
设定幻象电源（+15V）的 ON/OFF（仅限 MIC 时有效）、
接地、输入灵敏度的 4 极开关。
输入灵敏度为 MIC 时，可设定-50/-36dB、为 LINE 时
可设定-10/+4 dB。

●

立体声输入模块 D-936R
(51) 立体声输入端子［1L/1R、2L/2R、3L/3R、4L/4R］
RCA 管角插孔的不平衡立体声输入端子。
可选择从 4 个立体声输入中选择 1 个立体声输入的模
式，或 4 个立体声混音的模式。
模式设定和立体声选择可在前面板的设定画面中进行。
也可使用遥控模式，从外部进行选择。
输入电平为-10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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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输出模块

●线路输出模块

D-971M

(52) 非立体声输出端子［1、2、3、4］
（XLR-3-32
等效品）
电子平衡式输出端子。（1 号插孔：地线、
2 号插孔：火线、3 号插孔：零线）输出电
平为+4 dB。

D-971E

(53) 非立体声输出端子［1、2、3、4］
可移动终端块的电子平衡式输出。
输出电平为+4 dB。
（E：地线、C：零线、H：火线）

2：火线

3：零线
1：地线

使用 XLR-3-11C 等效品的连接器进行连
接。

●线路输出模块

D-971R

(54) 非立体声输入端子［1（L）、2（R）、3（L）、
4（R）］
RCA 管角插孔的不平衡输出端子。
各输出端子均带有 2 系统的分离器。
输出电平为-10 dB。

●遥控模块

D-981

(55) 接点输入端子［INPUT、C、1、2、3、4、
5、6、7、8、C］
可移动终端块的 8 回路接点输入端子。各接
点中设定功能的分配可在前面板的设定画
面中进行。
(56) 接点输出端子［OUTPUT、C、1、2、3、4、
5、6、7、8、C］
可移动终端块的 8 回路接点输出端子。各接
点中设定功能的分配可在前面板的设定画
面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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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定
■设定顺序
本设备的各种功能必须根据不同使用情况，通过各种功能键、设定旋钮进行设定。
与外部设备连接后，请确认以下事项，并操作列顺序设定本设备的各种功能。
请确认所需的模块是否已正确插入。
请确认电源是否准确连接。
请接通本设备电源，确认电源指示灯点亮。

1

设定输入通道信号向输出通道输送的途径。
出厂的设定状态为所有的输入信号（1～12）均通过话筒总线向所有的输出端子（1～8）输出，
故在输入端子处连接话筒或 CD 等演奏设备时，只需提高其输入通道增益，所有输出端子均可发
声。请根据不同使用情况，重新进行设定。
* 区域图（P.69）参考
（总线分配功能的设定 P.35）
设定方法有两种：显示设定画面后进行操作和使用前面板的设定键操作。

2

设定输入灵敏度。
（安装 D-921F 或 D-921E 时，请打开设定画面进行设定。PAD 的设定 P.25、
安装 D-922F 或 D-922E 时，请使用 DIP 键进行设定。P.13、P.14）
请勿将前面板的输入通道指示灯［SIG］设定为红灯亮。

3

设定输入通道的增益。
（输入输出增益的设定 P.24）
设定方法有三种：显示设定画面后进行操作（2 种）和使用前面板的设定键操作。

4

设定输出通道的增益。
（输入输出增益的设定 P.24）
设定方法有三种：显示设定画面后进行操作（2 种）和使用前面板的设定键操作。

5

根据需要设定各种功能。
（ 设定项目一览
P.17）
请参照设定项目一览，仔细阅读各使用功能的设定方法。
使用立体声连接、组、交叉的各种功能时，请先在应用功能的设定画面进行必要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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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更改参数时，建议在预设功能的设定画面中将参数保存为预设记录。（ 预设记录的保存 P.50）
保存各功能参数，即使切断电源再重新接通，仍可提取当前参数。
（ 电源启动时的预设编号选择 P.52）
暂时设定·更改参数时，则无需保存。

■设定项目一览
※ 此处记载的各种设定项目也可使用专用软件通过计算机进行设定。
专用软件请从「http://toa-products.com/」网站下载。
在下图的一览中，请按画面移位键▲▼控制内的纵向移动（下一画面中显示），按画面移位键ef控制
内的横向移动。
内的画面移动及各种设定项目画面中的参数设定方法请参照相应页中的内容。
●输入·输出的设定
（仅限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1F 或 D-921E 使用时）

（仅限立体声输入模块 D-936R
使用时）

幻象电源 ON/OFF 的设定
线路输入模式的选择
（PAD 的设定仅限 MIC 时）
（P.25）
PAD（输入灵敏度）的设定（P.25）

(P.25)

线路（立体声）输入的选择
（P.26）

输入平衡器的设定（P.26）
输入 1 增益的设定

增益的设定

极性的设定
高通滤波器功能的设定（P.27）
Q 值的设定

切断频率的设定

均衡器功能的设定（P.28）

（见下页）

增益的设定（低域）

中心频率的设定
Q 值的设定

增益的设定（高域）

中心频率的设定
Q 值的设定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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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接上页）
压缩器功能的设定（P.29）
比值的设定
起始时间的设定
恢复时间的设定
接通增益的设定

极值的设定

电平值的设定（P.30）
起始时间的设定

恢复时间的设定
阈功能的设定（P31）

极值的设定

滞后的设定
深度的设定
持续时间的设定
起始时间的设定
复位时间的设定
Ducker 功能的设定（P.32）

优先顺序的设定

衰减量的设定
起始时间的设定
复位时间的设定

NOM 衰减功能
ON/OFF 的设定 （P.34）
输入通道增益的设定
（P.34）
输入通道组平衡增益的设定
（P.34）

（仅限群设定时）

总线分配功能的设定（P35）

输入 12 增益的设定

③（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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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项目同输入 1 增益

（接上页）
输出 1 增益的设定

输出通道增益的设定
（P.36）
输出通道组平衡增益的设定
（P36）

（仅限群设定时）

交叉功能的设定
（仅限交叉功能使用时）（P37）
斜率的设定（高域）

截至频率的设定
Q 值的设定
Q2 值的设定
交叉增益的设定
交叉滤波器极性的设定

斜率的设定（低域）

设定项目同上述高域

滤波器功能的设定（P.39）
滤波器 1 的设定（种类选择）

滤波器 6*的设定（种类选择）

参数化均衡器的设定
高通滤波器（6dB/12dB）
的设定
低通滤波器（6dB/12dB）
的设定
高延滤波器的设定
低延滤波器的设定
喇叭均衡器的设定
陷波均衡器的设定
全通滤波器的设定
设定项目同滤波器 1

压缩器功能的设定（P.44）
比值的设定
起始时间的设定
恢复时间的设定
接通增益的设定

极值的设定

延时功能的设定
输出 8 增益的设定

（P.45）

设定项目同输出 1 增益

*显示滤波器的数量根据交叉功能配置的设定而不同。（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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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总线的设定
话筒总线选择键
SEL

反馈抑制功能的设定（P.46）
动态模式的设定

自动模式的起动
滤波器数的设定
动态模式的滤波器初始化
自动模式的滤波器初始化
噪音抑制滤波器的设定值确认（P.48）

模式的确认
（滤波器 1 的设定）

频率的确认
滤波器增益的确认
Q 值的确认

模式的确认
（滤波器 12 的设定）

确认项目同滤波器 1

回声功能键
回声功能的设定（P.49）

ECH ON

反馈比值的设定
反馈延时的设定
初期反射延时的设定
高通滤波器的频率设定
低通滤波器的 Q 值设定

回声增益的确认

总线分配的设定
●预设功能的设定
预设键
PRESET
保存预设记录

（P.50）

提取预设记录
（P.51）
删除预设记录

（P.51）

选择电源启动时的预设编号
（P.52）
保存配置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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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功能的设定
应用键
UTILITY
设定立体声连接

（P.52）

组设定

（P.53）

交叉功能配置的设定
（P.54）
NOM 衰减功能的设定
（P.56）
接点输入输出功能的设定（P.57）
（仅限遥控模块 D-981 使用时）
选择输入接点编号

提取预设记录功能的分配
音量提高功能的分配
音量降低功能的分配
通道 ON/OFF 功能的分配
线路（立体声）输入选择功能分配

选择输出接点编号

常时断开/闭合的设定
提取预设记录标签分配
通道 ON/OFF 标签的分配
接点输入状态标签的分配
线路（立体声）输入选择标签分配

保护功能的设定

操作键的保护 ON/OFF 设定

（P.60）

RS-232C 通信口的设定（P.62）
控制模式的选择

RS-232C 通信速度的设定

全输入输出通道增益的确认
（P.62）

全输入 12 通道增益的确认
全输出 8 通道增益的确认

实装模块的种类确认（P.63）
每个插槽的确认

全插槽的确认

冷却风扇工作状态的确认（P.64）
固件版本的确认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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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时使用的键和旋钮

参数输入部位

画面切换键
应用键
设定旋钮
预设键

ON 设定键

预设选择部位
预设选择键

输入通道控制部位

输入通道
选择键

输入通道音量
调节旋钮
输入通道 ON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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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总线控制部位

话筒
选择键

回声
功能键

输出通道控制部位

输出通道音量
调节旋钮

输入通道
选择键
输出通道 ON 键

■设定画面显示的说明
［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画面示例］
指的是当前状态下的设定项目。此
时，IN1（输入 1）是设定对象。

显示输入通道选择键选择的输入通道。

操作画面切换键f，画面切换成输
入平衡增益的设定画面。第 1 行的

显示输出通道选择键选择
的输出通道。

显示为［IN1］fTRIM，IN1（输
入 1）的平衡增益为设定对象。

显示输入通道增益。此时，
显示输入通道 1 的增益。
可通过输入通道音量调节旋
钮更改设定值。

显示输出通道的增益。此时，显
示输出通道 1 的增益。
可通过输出通道音量调节旋钮更
改设定值。

［均衡器设定画面示例］
显示设定变更的编号。

显示当前设定对象的项
有前画面时显示。
操作画面切换键▲，画面切换成 PEQ-L
（低域均衡器）设定画面。
有下一画面时显示。
操作画面切换键▼，画面将切换成 COMP
（压缩器）设定画面。
显示设定项目。
此时，PEQ-H（高域均衡
器）的增益为设定项目。
变更 PEQ-H 的频率或 Q
值时，按画面切换键f。
设定项目的显示变为
FREQ、Q。

可设定旋钮更改参数值和选择内
容。
此时，可更改均衡器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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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增益的设定
设定方法有 3 种

■只通过输入·输出通道控制部位的操作进行设定

1

2

操作欲设定的输入通道（或输出通道）选择键。
选中的频率指示灯［SEL］点亮。
※ 设定组时，和选中通道处于同一组中的通道
指示灯亮。

（例：输入通道的增益设定）

旋转输入通道音量调节旋钮（或输出通道音量旋
钮）。
输入输出增益设定范围：-INF（-∞）～+10dB

■在液晶显示部位的输入·输出增益设定画面中进行设定
输入通道 1 的

1
2
3

操作欲设定的输入通道（或输出通道）选择键。

增益设定

使用画面切换键，显示输入增益设定画面（或输
出增益设定画面）。
输入通道 12 的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增益。

增益设定

输入通道 1 的增
益设定

输入通道 8 的
增益设定

■在液晶显示部位的输入·输出通道增益设定画面中进行设定
通过［输入通道增益的设定］（P.34）和「输出通道增益的设定」（P.36）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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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输入相关的设定
对于用输入通道选择键选择的通道，可以用输入通道 ON 键进行 ON/OFF 设定。
各种功能的 ON/OFF 设定均可用 ON 设定键进行。对于液晶显示部位中显示的功能，可进行 ON 或 OFF
的设定。

■幻象电源的 ON/OFF（仅限于使用 D-921F 或 D-921E 时）

（仅限于在
PAD 设定画面
中设定为 MIC
时）

PAD 设定画面（下一项）中，只有在设定为 MIC 时显示，并
可以设定。
操作 ON 设定键，设定幻象电源的 ON/OFF。
注意
设定变更时有可能发出噪音，请固定增益后，再改变设定。
操作 D-921F 或 D-921E 模块插入的输入通道的输入通道选
择键后，可进行此通道的幻象电源的设定。［IN1］显示部位
将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PAD（输入灵敏度）的设定（仅限于使用 D-921F 或 D-921E 时）

输入平衡度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PAD（输入灵敏度）。
参数设定范围：MIC -50、MIC –36、LINE –10、LINE +4 dB
注意
设定变更时有可能发出噪音，故请固定增益后，再改变设定。
操作 D-921F 或 D-921E 模块插入的输入通道的输入通道选
择键后，可进行此通道的 PAD 选择设定。
［IN1］显示部位将
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下页）

■线性输入模式的选择（仅限于使用 D-936 时）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立体声输入模块 D-936R 的动作模式。
动作模式有 4 立体声全部混音的 MIX ALL 模式和选择任意一
个的 SELECT 模式。
在 MIX ALL 模式下，可在线路（立体声）输入的选择画面中
选择立体声源（见下页）。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线路（立体声）输入的
选择（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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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立体声）输入的选择（仅限于使用 D-936 时）
线路输入模式的选择
（前页）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线路（立体声）编号，按 ON 设定键，
进行 ON/OFF 状态设定。例如：显示为［IN1］时，是进行
安装在 IN1 和 2 中的立体声模块的设定。
为 OFF 时，显示「－」。
模块的动作模式有 MIX ALL 和 SELECT 两种。
MIX ALL 模式：混合 4 线路（立体声）输入。可将任意立体
声设定为 OFF。
SELECT 模式：选择任意一个线路（立体声）。每个线路输入
均可进行平衡度设定。
按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

■输入平衡度的设定
使用 D-921F 或 D-921E 时：PAD（输入灵敏度）的设定（前页）
使用 D-936R 时：线路（立体声）输入的选择（前项）
增益

极性

高通滤波器功能的设定（下页）

●输入平衡度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输入平衡度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15～+15dB、0.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平衡度调节。
［IN1］显示部位将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输入平衡度极性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输入平衡度极性。
参数设定范围：NORMAL、INVERSE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平衡度调节。
［IN1］显示部位将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26

■高通滤波器功能的设定
显示下列任何画面时，操作 ON 设定键，均可进行显示通道的高通滤波器功能的 ON/OFF 设定。
在 ON 状态下，ON 设定指示灯点亮。
［画面显示的操作］
输入平衡度的操作（前页）
截止频率

均衡器功能的设定（下页）

●截止频率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20Hz～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 步长固定为 12dB/oct。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高通滤波器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Q 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高通滤波器的 Q 值。
参数设定范围：0.500～2.563（51 点）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高通滤波器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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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器功能的设定
显示均衡器（低域或高域）设定画面时，按 ON 设定键，可进行显示通道的均衡器功能（低域或
高域）的 ON/OFF 设定。在 ON 状态下，ON 设定指示灯点亮。
［画面显示的操作］
高通滤波器功能的设定（前页）
增益

中心频率

（低域）

（高域）

压缩器功能的设定（下页）

●增益的设定
（低域）

（高域）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15～+15dB、0.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均衡器（低域或
高域）的增益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中心频率的设定
（低域）

（高域）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中心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20Hz～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均衡器（低域或
高域）的中心频率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
号。

●Q 的设定
（低域）

（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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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Q。
参数设定范围：0.267～69.249（96 点）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均衡器（低域或
高域）的 Q 值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压缩器功能的设定
显示下列任何画面时，操作 ON 设定键，均可进行显示通道的压缩器功能的 ON/OFF 设定。在
ON 状态下，ON 设定指示灯点亮。
［画面显示的操作］
均衡器功能的设定（前页）
极值

比值

起始时间

恢复时间

接通增益

电平值的设定 （下页）

●极值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极值。
参数设定范围：-20～+20 dB、1 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的极值设
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比值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比值。
参数设定范围：1:1、2:1、3:1、4:1、8:1、12:1、20:1、INF
（∞）:1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比值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起始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起始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0.2ms～5s（详见 P.71）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的起始时
间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恢复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恢复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10ms～5s（详见 P.71）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的恢复时
间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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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接通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INF（∞）～+10dB、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的接通增
益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电平值的设定
电平值是调整通道对输入信号的感知灵敏度的参数。
适当地设定起始时间后，可防止脉冲状噪音引起不预期的通道功能工作。

［画面显示的操作］
压缩器功能的设定（前页）
起始时间

恢复时间

增益功能的设定（下页）

●起始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起始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0.2ms～5s（详见 P.72）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电平值的起始时
间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恢复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恢复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10ms～5s（详见 P.72）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电平值的恢复时
间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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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功能的设定
通道功能是根据输入信号，使输入信号通过、并对
其进行衰减或删除的功能。
通道功能在打开状态下使信号通过，在关闭状态下
衰减或删除信号。输入电平超过极值加上滞后设定
值的电平时，转为打开状态。一旦打开通道，如果
输入电平低于极值减去滞后设定值的电平，将转为
关闭状态。
可通过通道的打开/关闭动作控制 Ducker 功能（下
页）和 NOM 衰减功能（

［将应用设定值设为+10dB］
输入电平
打开
滞后

P.34）。

极值

关闭

显示下列任何画面时，操作 ON 设定键，均可进行显示通道的通道功能的 ON/OFF 设定。在 ON
状态下，ON 设定指示灯点亮。
※

将输入通道设定为 OFF 时，该通道的增益功能不工作。

［画面显示的操作］
应用功能的设定（前页）
极值

滞后

深度

持续时间

起始时间

恢复时间

Ducker 功能的设定（下页）

●极值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极值。
参数设定范围：-50～+20dB、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通道的极值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滞后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滞后（打开通道的输入信号电平和关闭
通道的输入信号电平之差）。
参数设定范围：0～+10dB、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通道的滞后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深度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深度（通道关闭时的信号衰减量）。
参数设定范围：-INF（∞）～0dB、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通道的深度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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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持续时间（输入信号低于极值时，保持
通道打开状态的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10ms～5s（详见 P.72）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通道的持续时间
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起始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起始时间（通道到打开状态为止的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10ms～5s（详见 P.72）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通道的起始时间
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恢复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恢复时间（通道关闭时，衰减量达到以
深度设定的增益为止的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10ms～5s（详见 P.72）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通道的恢复时间
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Ducker 功能的设定
Ducker 功能和 NOM 衰减功能（P.34）是根据输入信号电平 2 自动调整各输入通道增益的自动混音功能。

自动混音部位（Auto MIX）的分区图如下所示：
［自动混音功能块状图］

话筒

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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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值

电平值

Ducker 功能是一种根据输入信号电平自动调整各输入通道增益的自动混音功能。
超过通道极值的信号被输入时，能自动衰减优先度低于该输入通道的输入信号。

显示下列任何画面时，操作 ON 设定键，均可进行显示通道的 Ducker 功能的 ON/OFF 设定。在
ON 状态下，ON 设定指示灯点亮。
※

输入频率 OFF 时，此频率的 Ducker 功能不工作。

［画面显示的操作］
通道功能的设定（P.31）

优先顺序

衰减量

起始时间

恢复时间

NOM 衰减功能 ON/OFF 的设定（下页）

●优先顺序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优先顺序。
参数设定范围：1～8（1：最高电平、8：最低电平）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 Ducker 优先顺序
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衰减量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衰减量。
参数设定范围：-INF（-∞）～0dB、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衰减量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起始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起始时间（衰减量达到设定值为止的时
间）。
参数设定范围：10ms～5s（详见 P.72）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起始时间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恢复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恢复时间（衰弱量恢复到原来的增益
=0dB 为止的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10ms～5s（详见 P.72）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恢复时间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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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 衰减功能 ON/OFF 的设定
NOM 衰减功能和 Ducker 功能是根据输入信号电平，自动调整各输入通道增益的自动混音功能。自动混音
部位（Auto MIX）的分区图请参照 P.32。
NOM 是 Number Of Open Microphones 的缩写。表示打开状态下的话筒数（通道在打开状态下的输入通
道数）。
NOM 衰减功能是根据打开状态的话筒数，自动调整打开状态的话筒的输入通道增益的功能。打开状态的
话筒数每增加 1 倍，仅衰减打开状态的话筒通道增益中应用功能设定画面设定的增益。使用此功能，可保
持一定的输出电平，防止噪音产生。
※

若将输入通道设定为 OFF，该通道的 NOM 衰减功能将不工作。
Ducker 功能的设定

按 ON 设定键，进行每个输入通道的 NOM 衰减功能的
ON/OFF 设定。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 NOM 衰减功能
的 ON/OFF 设定。［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输入通道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输入频率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INF（-∞）～+10dB
操作 ON 设定键，进行通道的 ON/OFF 设定。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增益设定。
［IN1］
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总线分配功能的设定
（下页）或输入通道组平衡增益的
设定（下项）

■输入频率组平衡增益的设定
（仅限组设定设定时）
仅在组设定时显示和设定。组设定在应用功能的设定画面进
行（ P.53）。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组平衡增益（偏移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INF（-∞）～0dB、0.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组平衡增益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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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分配功能的设定
设定输入频率通道向输出通道输送的路径。设定的方法有 2 种。
●使用设定画面进行设定

输入通道增益的设定（前页）
或输入通道组平衡增益的
增益（前页）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输出通道总线（1～8、MicB*），按 ON
设定键进行分配的 ON/OFF 设定。分配为 OFF 时，显示为
［－］。
*话筒分配总线。设为 ON 时，显示为 M。
［设定例］

操作任意输入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总线分配设定。
［IN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仅通过输入•输出频率控制部位的操作设定
（例：输入通道 1→输出通道 5 和 8）

按住输入通道选择键后，操作欲输出的输出通道
选择键。
操作输出通道选择键，设定的输出处的输出通道
指示灯［SEL］亮。

注
从立体声连接的输入通道向立体声连接的输出通道进行总线分配时，LR 也同时被分配。
（立体声连接的设定 P.52）
例如，输入 1 和输入 2、输出 1 和输出 2 分别进行立体声连接时，操作输入通道 1 选择键和输出通道 1 选
择键，设定为输入 1→输出 2、输入 2→输出 2，输出通道 1 和 2 的指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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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输出相关的设定
对于用输出通道选择键选择的通道，可用输出通道 ON 键进行 ON/OFF 设定。
各功能的 ON/OFF 设定均可用 ON 设定键进行。可对液晶显示部位上显示的功能进行 ON 或 OFF 设定。

■输出通道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输出通道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INF（-∞）～0dB、0.1dB 步长
按 ON 设定键，使通道为 ON/OFF。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增益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滤波器功能的设定（P.39）
或输出通道组平衡的设定（下项）
或交叉功能的设定（下页）

■输出通道组平衡增益的设定
（仅限编组设定时）
仅在编组时显示，可以设定。编组在应用功能的设定画面进
行。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组平衡增益（关闭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10dB、0.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组平衡增益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如果按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恢复为［输入和输出增益设
定］。
交叉功能的设定（下页）或
滤波器功能的设定（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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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功能的设定（仅限交叉功能使用时）
仅在应用功能的设定画面中使用交叉功能进行设定时，显示以下画面。
［画面显示的操作］

输出通道增益的设定（前页）或
输出通道组平衡增益的设定（前页）
（在 THRU 以外的设定时显示）
（根据斜率种类显示）
斜率

截止频率

交叉增益

交叉滤波器极性

（在 THRU 以外的设定时显示）
（根据斜率种类显示）

滤波器功能的设定（P.39）

●斜率的设定
高域

低域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斜率种类。
参数设定范围：
THRU（斜率）、6dB（6dB/oct）、12BS（12Db/oct BS）等（详
见 P.73）
※ 斜 率 种 类 ： BS （ Besel ）、 BW （ Butterworth ）、 LR
（Linkwitz-Riley）、VQ（Variable Q）
※ 显示的斜率种类根据交叉功能配置的设定而不同。
（ P.54）
若设定成［THRU］，用画面切换键切换至交叉增益设定画面；
若设定成［THRU］以外的设定，则向截止频率设定画面移动。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交叉滤波器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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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频率的设定
高域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截止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20Hz～20kHz、1/24 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交叉滤波器的设
定。［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低域

●Q 值的设定
高域

低域

斜率种类为 VQ 时能设定 Q 值。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Q 值。
参数设定范围：0.500～2.563（51 点）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交叉滤波器的设
定。［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Q2 的设定
高域

低域

能进行 Q2 值的设定是在斜率的种类为 24VQ 的时候。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Q2 值。
参数设定范围：0.500～2.563（51 点）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交叉滤波器的设
定。［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交叉增益的设定
高域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交叉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15～+15dB、0.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交叉滤波器的设
定。［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低域

●交叉滤波器极性的设定
高域

低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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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设定旋钮，设定交叉滤波器极性。
参数设定范围：NORMAL、INVERSE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交叉滤波器的设
定。［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滤波器功能的设定
显示下列任何画面时，操作 ON 设定键，均可进行显示通道的滤波器功能的 ON/OFF 设定。在 ON
状态下，ON 设定指示灯点亮。
［画面显示的操作］
输出通道增益的设定（P.36）、输出通道组平衡
增益的设定（P.36）或交叉功能的设定（P.37）
滤波器 1 的设定（种类选择）

增益

中心频率

Q

参数均衡器
截止频率
高通滤波器（6dB）
截止频率

Q

高通滤波器（12dB）
截止频率
低通滤波器（6dB）
截止频率

Q

低通滤波器（12dB）
增益

滚降频率

增益

滚降频率

高延滤波器

低延滤波器
增益
喇叭均衡器
位相反转频率

Q

位相反转频率

Q

陷波滤波器

全通滤波器

滤波器 6*的设定（种类选择）
压缩功能的设定（P.44）

*显示的滤波器数量根据应用功能
设定画面中设定的交叉功能配置而
异。

注
滤波器有 1～6*个，各滤波器功能的设定项目均相同。按画面切换键▲▼，可更改滤波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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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顺序（将输出 1 的滤波器 2 设定为喇叭均衡器的示例）］

1

按画面切换键▼，显示任意滤波器设定画面。

2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滤波器的种类。

3

按画面切换键f，显示选中的滤波器设定项目。

4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各项目的参数。

5

设定项目有多个时，请反复操作 3 和 4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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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均衡器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PEQ］，进入参数均衡器的设定画面。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

［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15～+15dB、0.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中心频率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中心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20Hz～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Q 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Q。
参数设定范围：0.267～69.249（96 点）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高通滤波器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HPT-6 dB］或［HPT-12 dB］，进入高通
滤波器的设定画面。
6dB，12dB 用倾斜度表示分别是 6dB/oct、12dB/oct。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截止频率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截止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20Hz～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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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的设定］
仅在选择［HPF-12dB］时才能设定 Q。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Q 值。
参数设定范围：0.500～2.563（51 点）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低通滤波器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LPF-6dB］或［LPF-12dB］，进入低
通滤波器的设定画面。
6dB、12dB 的斜率分别为 6 dB /oct，12 dB /oct。
设定项目、参数设定范围及操作与高通滤波器相同。

●高延滤波器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H-Shelv］，进入高延滤波器的设定画
面。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15～+15dB、0.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衰减频率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衰减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6～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低延滤波器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L－Shelv］，进入高延滤波器的设定画
面。
设定项目和操作与高通滤波器相同。
参数设定范围：
增益：-15～+15dB、0.1dB 步长
衰减频率：20～500KHz、1/24 倍频程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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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均衡器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HORN EQ］，进入喇叭均衡器的设定
画面。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0～+18dB、0.5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陷波滤波器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NOTCH］，进入陷波滤波器的设定画
面。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位相反转频率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位相反转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20Hz～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Q 值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Q 值。
参数设定范围：8.651～69.249 详见 P.73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全通滤波器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ALL PASS］，进入全通滤波器的设定
画面。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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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反转频率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位相反转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20Hz～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Q 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Q。
参数设定范围：0.267～69.249（96 点）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滤波器的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压缩功能的设定
显示下列任何画面时，操作 ON 设定键，均可进行显示通道的压缩器功能的 ON/OFF 设定。在
ON 状态下，ON 设定指示灯点亮。
［画面显示的操作］
滤波器功能的设定（P.39）
极值

比值

起始时间

恢复时间

接通增益

功能的设定（下页）

●极值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极值。
参数设定范围：-20～+20dB、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极值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比值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比值。
参数设定范围：1:1、2:1、3:1、4:1、8:1、12:1、20:1、INF
（∞）:1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极值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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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起始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0.2ms～5s（详见 P.71）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起始时间
设定。［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恢复时间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恢复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10ms～5s（详见 P.71）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恢复时间
设定。［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接通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接通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INF（-∞）～+10dB、1dB 步长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压缩器步话机接
通增益设定。［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延时功能的设定
压缩器功能的设定（前页）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延时时间。
参数设定范围：0～682.6ms、0.021ms 步长
按 ON 设定键，进行延时功能的 ON/OFF 设定。
操作任意输出通道选择键，可进行该通道的延时设定。
［OUT1］显示部位变为选中的通道编号。
操作画面切换键e，设定画面返回到［输入和输出增益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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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总线的设定
按话筒选择键，显示话筒设定画面。

■反馈抑制功能的设定
（通过简单操作抑制噪音）

1

将外部设备的音量调节等设定成实际使用的状态。

2

在反馈抑制功能的设定画面中启动自动模式。（ 下页）
进行反馈抑制的所有滤波器进行一次初始化后，滤波器即被设定。（下页）
注意
自动模式的滤波器数设定为［0］时，不能开始自动模式。（ 下页）
自动模式工作过程中，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而且，FBS 功能指示灯［FBS］和系统锁定指示灯
［LOCK］闪烁。
注
设定时间约为 1 分半。（根据具体状况，设定时间多少会有变化。）
自动模式工作过程中，不能进行按键操作。中途停止动作时，请按设定旋钮。

［根据需要进行的设定］

3

根据需要，设定反馈抑制功能画面中的动态模式、滤波器数等设定、以及反馈抑制滤波器设定画面
中的各项设定。
注意
更改自动模式和动态模式中使用的滤波器数时，请再次启动自动模式。
执行滤波器初始化时，有可能启动反馈抑制功能，请注意。
变更均衡器功能的设定值时，反馈抑制点可能发生变化，故请再度设定自动模式。

［画面显示的操作］

动态模式

自动模式启动

反馈抑制滤波器的设定值确认（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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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数

动态模式滤波器
初始化

自动模式滤波器
初始化

●动态模式的设定
按 ON 设定键，进行反馈抑制功能的 ON/OFF 设定。
若设为 ON，则产生啸叫时，将实时进行反馈抑制。
（动态模
式）

●自动模式的启动
按设定旋钮，自动搜索反馈点，设定反馈抑制所需的滤波器。
（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工作时，FBS 功能指示灯［FBS］和系统锁定指示
灯［LOCK］闪烁。
中止自动模式的动作时，请按设定旋钮。
自动模式的滤波器数设为 0 时，显示「Can’t use Auto」，不
能开始自动模式。
欲退出时，按画面切换键e或f，移动到其他画面。

●滤波器数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自动模式中使用的滤波器数和动态模式中
使用的滤波器数量。
两种模式连动，使其滤波器数总共为 12。
自动模式和动态模式使用的滤波器，从滤波器小编号小的一头
开始向自动、动态模式分配。
［AUTO：DYN 为 7：5 时的例子］
滤波器编号

1

2

3

模式

4

5

6

7

8

9

自动模式

10

11

12

动态模式

［AUTO：DYN 为 8：4 时的例子］
滤波器编号
模式

1

2

3

4

5

自动模式

6

7

8

9

10

11

12

动态模式

即使改变滤波器数，也不能初始化滤波器。
例如，将 AUTO：DYN 从 7：5 变为 8：4 时，滤波器 8 的动
作会变为自动模式，但是动态模式工作设定的值不会改变。若
自动模式不启动，设定值和模式确认画面（下页）的显示均保
持动态模式的状态。

●动态模式的滤波器初始化
操作设定旋钮，动态模式设定的滤波器全部初始化。
欲退出时，按画面转换键e或f，移动到其他画面。

●自动模式的滤波器初始化
按设定旋钮，自动模式设定的滤波器全部初始化。
欲退出时，按画面转换键e或f，移动到其他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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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抑制滤波器的设定值确认
可确认反馈抑制功能中使用的动态模式和自动模式的共 12 个滤波器的设定值。

［画面显示的操作］
反馈抑制功能的设定（P.46）
滤波器 1
模式的确认

频率的确认

滤波器
增益的确认

Q 值的确认

滤波器 12 的模式确认
回声功能的设定（下页）

注
反馈抑制滤波器共有 1 到 12 个，各滤波器功能的确认项目均相同。按画面切换键▲▼，可更改滤波器编
号。

●模式的确认
由动态模式的动作设定的滤波器中显示［DYN］，由自动模式
的动作设定的滤波器中显示［AUTO］，未设定的滤波器中显
示［----］。

●频率的确认
可确认设定的滤波器的频率。

●滤波器增益的确认
可确认设定的滤波器的增益。

●Q 的确认
可确认设定的滤波器的 Q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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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功能的设定
可用画面切换键从话筒设定画面切换到回声功能的设定画面，另外，按回声功能键也可以显
示回声功能的设定画面。
显示下列任何画面时，操作 ON 设定键或回声功能键，可进行回声功能的 ON/OFF 状态设定。
在 ON 状态下，ON 设定指示灯和回升功能指示灯点亮。

［画面显示的操作］
反馈抑制滤波器的设定值确认（前页）
回声增益

反馈比值

反馈延时

初期反射延时

高通滤波器的频率

低通滤波器的 Q 值

话筒总线的设定（下页）
［回声功能块状图］

反馈抑制
功能
回声增益
延时
反馈延时
反馈比值

●回声增益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回声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INF（-∞）～0.0dB、1dB 步长

●反馈比值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反馈比值。
参数设定范围：0～99%、1%步长

●反馈延时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反馈延时。
参数设定范围：0～682ms

●初期反射（预先）延时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初期反射延时。
参数设定范围：0～68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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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滤波器的频率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高通滤波器的频率。
参数设定范围：20Hz～20kHz

●低通滤波器的 Q 值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低通滤波器的 Q 值。
参数设定范围：0.500～2.563（51 点）

■总线分配的设定（话筒总线→输出通道）
回声功能的设定（前页）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输出通道总线（1～8），按 ON 设定键对
分配进行 ON/OFF 设定。分配为 OFF 时，显示为［－］。
初始设定中 1～8 均是 ON。

预设功能的设定
操作预设键，显示预设功能的设定画面。
再次操作该键，退出预设功能的设定画面，显示输入输出的设定画面。

■保存预设记录
可将设定的各参数存储为预设记录（记录数 16）。
［预设记录中保存的参数］
输入通道参数：
PAD、幻象电源、线路输入模式的选择、线路输入的选择、输入平衡度增益、
输入平衡度极性、高通滤波器、均衡器（低域，高域）、压缩器、电平值、通
道、Ducker、NOM 衰减功能 ON/OFF、输入通道增益、通道 ON/OFF、组平
衡器增益、总线分配。
输出通道参数：
输出通道增益、组平衡器增益、通道 ON/OFF、滤波器 1～6（包括交叉）、
压缩器、延时。
话筒总线参数：
反馈抑制（动态模式 ON/OFF、滤波器数设定、自动模式和动态模式设定的
滤波器设定值）、回声、总线分配。
其他：
立体声连接设定、组设定、交叉功能配置的设定、NOM 衰减功能的设定、通
道选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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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保存位置的预设编号。

操作设定旋钮执行，或操作预设键退出。
操作设定旋钮，显示“Now Saving…”开始保存。
显示消失后，保存结束。

■提取预设记录
提取保存的预设记录。

1

2

操作设定旋钮，选择欲提取的预设编号。
注
预设编号 1～8 中，无论显示的是什么设定画面，
只要操作欲提取的预设编号的预设选择键，即可显
示该画面。但不能用画面切换键向其他画面移动。

操作设定旋钮执行，或操作预设键退出。
操作设定旋钮，显示「Now Loading…」，开始打
开预设记录。
显示消失，打开操作完成。

■删除预设记录
删除保存的预设记录。

1
2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欲删除的预设编号。

操作设定旋钮执行，或操作预设键退出。
按设定旋钮显示「Now Loading…」，开始删除操
作。
显示消失，删除操作完成。

电源启动时的预设
编号选择（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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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电源启动时的预设编号
电源启动时，自动选择要提取的预设编号。
预设记录的删除（前页）

旋转设定旋钮，电源启动时，自动选择打开的预设编号。
进行下一项的配置保存后，选择的预设编号将设定为电源启
动时自动提取的预设编号。更改预设编号的选择后，请务必
保存配置。

■配置的存储
操作设定旋钮，接点输入输出功能、保护功能、RS-232C 通
信口（控制模式、通信速度）、以及电源启动时的预设编号设
定均将保存。
欲退出时，请按预设键。

应用功能的设定
操作应用功能键，显示应用功能的设定画面。

■立体声连接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欲进行立体声连接的通道，按 ON 设定
键，进行立体声连接设定的 ON/OFF 设定。
［ON 设定例］
注意
在交叉功能配置的设定（P.54）中 NONE 以外设定的输出通
道将显示如下，但不能进行立体声连接设定。

立体声连接设定的通道参数设定是连动的。连动的参数如下：
输入通道：
PAD、幻象电源、输入平衡度增益、高通滤波器、参数
均衡器、压缩器*、增益、DUCKER、NOM 衰减功能
ON/OFF、输入通道增益、通道 ON/OFF、组设定。
输出通道：
输出通道增益、滤波器 1～6（包括交叉）、压缩器*、延
时、组设定。
* 动作也将进行连接。
注
如果输入通道、输出通道均进行了立体声连接设定，则总线
分配功能的设定也将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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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设定
对任意通道进行组设定后，可通过输入或输出音量调节旋钮同时调节多个通道的增益。

立体声连接的设定（前页）

交叉功能配置（高域）的设定（下页）

1

旋转设定旋钮，下段［

2

按画面切换键f。

3
4

］部位显示欲进行组设定的通道。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欲和上段［ ］部位显示的通道相同组内的通道。
选中的通道在下段f ］ 内显示。

按 ON 设定键进行确认。
组设定的通道显示在右侧。
※ 组设定后，上段［ ］的通道和选中通道的偏移增益将被设定为选中通道的组平衡值。因此，
组设定后的 FADER 增益如在同一组中，则值也相同。
注
按画面切换键e，返回到组设定的最初画面，下段f ］的右侧显示组设定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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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功能配置的设定
可设定是否使用交叉功能。若使用，则也需要决定交叉滤波器的最大斜率。
若设定为使用，根据其设定内容，将在与输出有关的设定画面中显示交叉功能的设定画面。（P.37）
而且，根据设定内容，在输出相关的设定中的滤波器功能的设定画面中显示的滤波器的数量也会改变。
注意
立体声连接设（P.52）为 ON 的输出通道不能使用交叉功能。
如右图所示，不能进行交叉功能配置的设定。

高域

低域

组设定（前页）

不能使用交叉功能（高域）。
不显示交叉功能的设定画面。

（高域）

将交叉功能（高域）作为高通滤波
器使用。
最大可设定 12dB/oct 的斜率。
显示交叉功能的设定画面。
（最大可
设定 12dB/oct 的斜率。）
将交叉功能（高域）作为高通滤波
器使用。
最大可设定 24dB/oct 的斜率。
显示交叉功能的设定画面。
（最大可
设定 24dB/oct 的斜率。）

交叉功能配置（低域）
的设定（下页）

1

旋转设定旋钮，在下段［

2

按画面切换键f。

3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是否使用交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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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显示欲设定的通道。

交叉功能配置（高域）的
设定（前页）
（低域）

不使用交叉功能（低域）。
不显示交叉功能的设定画面。

将交叉功能（低域）作为低通滤波
器使用。
最大可设定 12dB/oct 的斜率。
显示交叉功能的设定画面。
（最大可
设定 12dB/oct 的斜率。）

NOM 衰减功能的设定（下页）

将交叉功能（低域）作为低通滤波
器使用。
最大可设定 24dB/oct 的斜率。
显示交叉功能的设定画面。
（最大可
设定 24dB/oct 的斜率。）

※

设定方法和交叉功能配置（高域）一样。

※

根据以上设定，滤波器功能的设定画面中显示的滤波器数如下所示。
XOVER-H
的设定

NONE

HPF12

HPF24

NONE

6

5

4

LPF12

5

4

3

LPF24

4

3

2

XOVER-L
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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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 衰减功能的设定
NOM 是 Number Of Open Microphones 的缩写。表示提取状态的话筒数（通道为提取状态的输入通道数）。
NOM 衰减功能是根据提取状态的话筒数，自动调整提取状态的话筒的输入通道增益的功能。
提取状态的话筒数量每加 1 倍，仅会衰减提取状态的话筒通道增益中以下设定画面中设定的增益。
使用此功能，可保持一定的输出电平，防止噪音发生。此功能的 ON/OFF 可以通过输入通道进行设定。

交叉功能配置（低域）的
设定（前页）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配置增益。
参数设定范围：0～20 (0 log10 NOM～20 log10 nom)

D-981 使用时：
接点输入输出功能的设定（下页）
D-981 未使用时：
保护功能的设定（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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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点输入输出功能的设定（仅限使用 D-981 时）
可在遥控模块 D-981 的输入接点和输出接点中分配各种功能，并从外部进行控制。可用设定旋钮选择分配
功能。
●输入接点的功能分配
可在输入接点 1～8 中分配以下各功能。
提取预设记录、调节输入输出通道的音量、转换通道的 ON/OFF 状态、选择线路（立体声）输入
［画面显示的操作］
NOM 衰减功能的设定（前页）

输入接点编号的选

未分配任何功能的状态
提取预设记录

预设编号

选择预设编号。
提高音量

通道编号

选择通道编号。
降低音量

通道编号

选择通道编号。
通道的 ON/OFF 状态
（接点）

通道编号

通道的 ON/OFF 状态
（脉冲）

通道编号

线路（立体声）
输入选择

插槽编号·线路
（立体声）输入编号

和以上相同的设定项目

和以上相同的设定项目

接通接点时为 ON，断开时为
OFF。
每接受一次脉冲信号都对通道
进行一次 ON、OFF 操作。
选择立体声输入模块的插槽编
号和线路（立体声）编号。（仅
限立体声输入模块 D-936R 使
用时）

（例）S2-1：插槽 2 的立体声
模块的第一个线路（立体声）输
入

输出接点编号的选择（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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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顺序（例：设定接点输入 2 处设定预设 3 的提取）］

1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输入接点编号。

2

按画面切换键f。

3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接点输入中分配的功能。

4

按画面切换键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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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设定旋钮，选择各种功能的设定内容。
注
操作设定旋钮，可返回到输入接点编号的选择画面。

●输出接点的功能分配
可在输出接点 1～8 中分配以下各功能。
预设记录的提取标签、通道的 ON/OFF 标签、接点输入状态标签、线路（立体声）输入选择标签
功能分配的顺序和在输入接点处分配功能时相同。

［画面显示的操作］

输入接点编号的选择（P.57）

常时断开

输入接点编号的选择

将接点输出设定为常时断
开状态。

常时断开

预设记录的提取

将接点输出设定为常时闭
合状态。
预设编号

选择预设编号。

标签
通道的 ON/OFF

通道编号

选择频率编号。

标签
接点输入状态

接点输入编号

选择接点输入编号。

标签
线路（立体声）标签

插槽编号.线路
（立体声）输入编号

输入选择标签

选择立体声输入模块的插
槽编号和线路（立体声）输
入编号。（仅限使用立体声
输入模块 D-936R 时）

和以上相同的设定项目

和以上相同的设定项目

（例）S2-1：插槽 2 的立体
声模块的第一个线路（立体
声）输入

保护功能的设定（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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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功能的设定
通过保护前面板的各键操作，可防止误操作。
注
设定保护功能后，为了使以后电源启动时能进行有效的保护，请保存配置（ P.52）。
（但若进行了锁
定操作，则包含保护设定的配置将被自动保存，故请勿保存配置。）设定作为系统信息保存，即使提
取预设记录，也能保存设定状态。
即使在保护状态下，也可以进行 RS-232 通信口或遥控模块的控制。
D-981 使用时：
接点输入输出功能的设定（P.57）
D-981 未使用时：
NOM 衰减功能的设定（P.56）

各功键能的保护设定画面
（参照下页）

确认保护状态。
UNLOCK：保护被解除的状态。保护功能的设定在该状态下进行。
LOCK：进行保护的状态。该状态下，保护功能的设定有效。
［保护功能的锁定和解除的方法］
按住应用键后，操作设定旋钮，进行锁定，保护功
能有效。
（系统锁定指示灯亮）再次按住应用键后操
作设定旋钮，锁定解除，保护功能解除。
（系统锁定
指示熄灭）

※ 锁定时和锁定解除时，将自动保存配置。

［可保护的键］

※ 用输入和输出选择键进行的总线分配操作也将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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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指示灯

旋转设定旋钮，选择设定保护的键。
按 ON 设定键，可设定选中的键的保护的 ON/OFF 状态。
开/闭所有键的保护。
ON：所有键的保护为 ON。
---：部分键的保护为 ON。
OFF：所有键的保护为 OFF。
开/闭应用键保护。
设为 ON 时，不能进行应用功能设定。

开/闭预设键保护。
设为 ON 时，不能进行预设键的预设功能设定。
（可以提取预
设选择键的预设记录）

通过设定旋钮、ON 设定键、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选择键开/
闭总线分配操作的保护。
设为 ON 时，不能进行总线分配设定。

开/闭画面切换键保护。
设为 ON 时，不能使用画面切换键改变画面显示。

开/闭预设选择键（1～8）保护。
设为 ON 时，不能提取使用预设选择键操作的预设记录。
（可
以进行预设键操作的预设功能的设定。）

开/闭输入频率音量调节旋钮和输入频率 ON 键保护。
设为 ON 时，不能进行用输入频率音量调节旋钮操作的输入
音量调节和输入频率的 ON/OFF 状态设定。

开/闭输出通道音量调节旋钮和输出通道 ON 键保护。
设为 ON 时，不能进行用输出通道音量调节旋钮操作的输出
音量调节和输出通道的 ON/OFF 设定。

开/闭输入通道选择键、输出通道选择键、话筒总线选择键保
护。
设为 ON 时，不能进行选择键的操作。

开/闭回声功能保护。
设为 ON 时，不能进行回声功能键的 ON/OFF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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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C 通信口的设定
［画面显示的操作］
保护功能的设定（P.60）
控制模式的选择

RS-232C 通信速度

全输入输出通道增益的确认（下项）

●控制模式的选择
选择与 RS-232C 通信口连接的设备种类。
NONE：未连接任何设备
REMOTE：用通用遥控器控制
PC CTRL：用本设备专用的设定软件通过计算机控制时
注
与计算机通信时，系统锁定指示灯闪烁。
与计算机通信时，若要用前面板的旋钮或键改变设定，则显
示如下。

强制结束与计算机的通信时，请按住 ON 设定键操作设定旋
钮。
●RS-232C 通信速度的设定
旋转设定旋钮，设定 RS-232C 的通信速度。
参数设定范围：115200、38400、19200、9600

■全输入输出通道增益的确认
RS-232C 通信口的设定（前项）

实装模块的种类确认（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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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次确认全输入
通道的增益。从左开
始输入通道 1、
2…12。

可一次确认全输出通道的增益。从
左开始输出通道 1、2…8。

■实装模块的种类确认
可确认背面插槽中安装的模块。

全输入输出增益的确认（前页）

插槽的确认

全插槽的确认

冷却风扇的工作状态确认（下页）

●插槽的确认
旋转设定旋钮，可在每一个插槽中确认背面插槽中安装的模
块。
下段中显示插槽编号和模块类型。模块类型如下所示。
D-921F 或 D-921E
：D-921F/E（A）
D-922F 或 D-922E
：D-922F/E（B）
D-936R
：D-936（C）
D-971M 或 D-971E
：D-971M/E（D）
D-971R
：D-971R（E）
D-981
：D-981（F）
空白
：BLANK（－）
当模块被错误安装，如输入模块插槽中安装输出模块时，将
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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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插槽的确认
上段显示插槽编号、下段显示模块类型。
A：D-921F 或 D-921E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B：D-922F 或 D-922E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C：D-936R 立体声输入模块
D：D-971M 或 D-971E
线路输出模块
E：D-971R
线路输出模块
F：D-981
遥控模块
－：空白
∗：模块被错误安装时
模块被错误安装时，接通电源，显示下列画面。

■冷却风扇的工作状态确认
实装模块的种类确认（前页）

可确认背面冷却风扇的工作状态。
正常时：

异常时：

显示为异常时，请确认风扇的排出口是否堵塞、有无混入异
物。
风扇停止旋转、或旋转速度异常慢时，为风扇故障。请到购
买风扇的销售店或公司营业所咨询。
风扇旋转速度异常降低时、即使当时显示的是其他画面，也
会转为冷却风扇异常的显示画面。操作旋转旋钮，异常显示
消失。

■应用软件版本的确认
可确认应用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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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出厂状态时
将所有设定项目返回至出厂状态时，请进行如下操作。

1
2

3

电源设为 OFF。

持续按住画面切换键e和画面切换键f，将电源
设为 ON，放开液晶显示部位中显示为［System
Initialize Ok］的 2 个键。
按设定旋钮。
液晶显示部位显示为“［SYSTEM］Initializing”
后，显示输入和输出增益的设定画面，所有的设
定项目返回到工厂出货时的状态。
※ 出厂状态是：总线分配被设定为所有的输入
（1～12）信号均经由话筒总线向所有的输出
端子（1～8）输出。其他的设定均为初始值
（P.71）。

支架固定的方法
使用附带的支架安装螺钉和纤维垫片来安装支架。

注意
设置时请远离放大器等散热量大的设备。
请设置在电源插座附近，以便插入电源插头（短
路装置）。
设置时请勿堵塞底面的通风孔。将设备装入支
架时，为达到通风良好的目的，建议如下图所
示，在本设备下侧装入 1 尺寸以上的打孔面板。

光纤垫片
（M5） （附件）
支架安装螺钉
5 x 12（附件）

※

附带的支架安装螺钉是本公司的支架专用零件。
请勿使用在其他支架上。

打孔面板
（带通风孔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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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法
■连接示例 1
AMX、Crestron

演奏设备（盒式录音机、CD 播放器、

等控制设备

MD 播放器等）

话筒

遥控

扬声器

功放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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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示例 2（向 2 个区域播放时）
演奏设备（盒式录音机、CD
播放器、

功放
话筒

遥控

话筒

遥控

主扬声器（R）

扬声器

扬声器

主扬声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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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终端块的连接
注意
音频信号电缆上请务必使用屏蔽线。
使用绞线、屏蔽线时，不要在裸露部分焊锡镀金。绞结线材时，焊锡块破碎，接触阻抗升高，连接部
分的温度会异常上升。
线材的裸露
单线、绞线

屏蔽线

●连接器的连接顺序

1

拔出本设备背面的输入输出连接器（可移动终端
块）。

一字头螺丝刀
拧紧

2
3

4

松开

松开端子螺钉、插入线材。
端子螺钉

拧紧端子螺钉。
※ 确认未对线材进行拉伸拔出。

可移动终端块

按原样插入输入输出连接器。
屏蔽线

注
推荐一字头螺丝刀：直径 3mm 左右

截切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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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36R）

立体声输入模块

（D-922F 或 D-922E）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1F 或 D-921E）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81）

遥控模块

（D-971R）

线路输出模块

（D-971 或 D-971E）

线路输出模块

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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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电平图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1F、D-921E
D-922F 或 D-92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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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输出模块
DSP

D-971M、D-971E
或 D-971R

各参数的设定项目和设定范围
※带下划线的部分是初始值。
［输入输出通道/平衡度设定］
设定项目
输入通道增益
输入平衡度增益
输入平衡度极性
输入通道组平衡增益
输出通道增益
输出通道组平衡增益

设定范围
-∞+10dB
-15～+15dB（0dB）、0.1dB 步长
NORMAL、INVERSE
-∞～+10dB、0.1dB 步长
-∞～+10dB、0.1dB（0dB）
-∞～+10dB、0.1dB 步长

［D-921F 或 D-921E 使用时的设定］
设定项目
幻象电源
PAD（输入灵敏度）

设定范围
ON、OFF
-50、-36、-10、+4dB

［D-936R 使用时的设定］
设定项目
线路输入模式

设定范围
MIX ALL、SELECT

［高通滤波器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Freq（截止频率）
Slope（斜率）
Q
ON/OFF

设定范围
20Hz～20kHz（60Hz）、1/24 倍频程步长
12dB/oct
0.500～2.563（0.707）（51 点）
ON、OFF

［均衡器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Gain（升压/切断）
Freq（中心频率）
Q
ON/OFF

设定范围
-15～+15dB（0dB）、0.1dB 步长
20Hz～20kHz（低域：630Hz、高域：1.25kHz）
1/24 倍频程步长
0.267～69.249（4.318）（96 点）
ON、OFF

［压缩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Thresh（极值）
Ratio（比值）
Attack time（起始时间）

Release time（恢复时间）
Gain（增益）
ON/OFF

设定范围
-20～+20dB（0dB）、0.1dB 步长
1:1、2:1、3:1、4:1、8:1、12:1、20:1、∞:1
0.2、0.5、0.7、1.0、1.5、2、3、5、7、10、20、50、70、
100、120、150、200、250、300、500、700ms
1、2、3、5s
10、20、50、70、100、120、150、200、250、300、500、
700ms、1、2、3、5s
-∞～+10dB（0dB）、0.1dB 步长
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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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值的设定］
设定项目

设定范围

Attack time（起始时间）

0.2、0.5、0.7、1.0、1.5、2、3、5、7、10、20、50、70、
100、120、150、200、250、300、500、700ms
1、2、3、5s

Release time（恢复时间）

10、20、50、70、100、120、150、200、250、300、500、
700ms、1、2、3、5s

［通道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设定范围

Thresh（极值）

-50～+20dB（-40dB）、1dB

滞后现象

0～+10dB、1dB 步长

Depth（深度）

-∞～+0dB（-20dB）、1dB

Hold time（持续时间）

10、20、50、70、100、120、150、200、250、300、500、
700ms、1、2、3、5、10s

Attack time（工作时间）

10、20、50、70、100、120、150、200、250、300、500、
700ms、1、2、3、5、10s

Release time（恢复时间）

10、20、50、70、100、120、150、200、250、300、500、
700ms、1、2、3、5、10s

ON/OFF

ON、OFF

［Ducker 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设定范围

Priority level（优先水平）

1～8（1：最高水平、8：最低水平）

Depth（深度）

-∞～0dB（-20dB）、1dB 步长

Attack time（起始时间）

10、20、50、70、100、120、150、200、250、300、500、
700ms、1、2、3、5、10s

Release time（恢复时间）

10、20、50、70、100、120、150、200、250、300、500、
700ms、1、2、3、5、10s

ON/OFF

ON、OFF

［NOM 衰减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设定范围

衰减增益

0 log10 NOM～20 log10 NOM（10）

ON/OFF

ON、OFF

［总线分配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设定范围

Input

Input 1～8：ON、OFF
话筒总线：ON、OFF

Input2～12

同上

话筒总线

Input 1～8：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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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Freq（截止频率）
Slope（斜率）
BS：Bessel
BW：Bullerworth
LR：Likwitz-Riley
VQ：Variable Q
Q

设定范围
20Hz～20kHz、（1kHz）、1/24 倍频程步长
12 dB/octVQ
Through、6dB/oct、12dB/octBS、
12dB/octBW、12 dB/octLR、18 dB/octBS、 18 dB/octVQ
18 dB/octBW、24 dB/octBS、24 dB/octBW、
24 dB/octLR
0.500～2.563
（51 点）

—

Q2

—

24 dB/octVQ

0.500～2.563
（51 点）
0.500～2.563
（51 点）

-15～+15dB（0dB）、0.1dB
NORMAL、INVERSE

GAIN
Polarity
［滤波器功能的设定］
滤波器的种类
参数均衡器（PEQ）

设定项目
Gain
Freq（中心频率）

高通滤波器（HPF）

Q
Freq（截止频率）

低通滤波器（HPF）

Slope（斜率）
Q
Freq（截止频率）

高延滤波器
（High Shelving）
低延滤波器
(Low Shelving)
喇叭均衡器(Horn EQ)
陷波滤波器(Nortch)

Slope（斜率）
Q
Gain
Freq（滚降频率）
Gain
Freq（滚降频率）
Gain
Freq（位相反转频率）
Q

全通滤波器(All Pass)

—
［延时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延时时间
ON/OFF

Freq（位相反转频率）
Q
ON/OFF

设定范围
-15～+15dB（0dB）、0.1dB 步长
20Hz～20kHz（1kHz）
1/24 倍频程步长
0.267～69.249（96 点）
20Hz～20kHz（1kHz）
1/24 倍频程步长
6dB/oct
12dB/oct
—
0.500～2.563（51 点）
20Hz～20kHz（1kHz）
1/24 倍频程步长
6dB/oct
12dB/oct
—
0.500～2.563（51 点）
-15～+15dB（0dB）、0.1dB 步长
6～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15～+15dB（0dB）、0.1dB 步长
20～500 Hz、1/24 倍频程步长
0～+18dB、0.5dB 步长
20Hz～20kHz（1kHz）
1/24 倍频程步长
8.651、9.889、11.538、13.847、17.310、23.081、
34.623、69.249
20Hz～20kHz（1kHz）
1/24 倍频程步长
0.267～69.249（96 点）
ON、OFF

设定范围
0～682.6ms、0.021ms 步长
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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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抑制功能的设定］
参数
DYNAMIC
AUTO START
AUTO : DYNAMIC
CLEAR DYNAMIC
CLEAR AUTO

设定项目
动态模式的 ON/OFF
自动模式的启动
各模式的滤波器数的设定
动态模式的滤波器初始化
自动模式的滤波器初始化

设定范围
ON、OFF
AUTO : 0～9 (7)、DYNAMIC：3～12（5）
—
—

［反馈抑制滤波器的设定］
设定项目

设定范围

Gain（增益）
-15～15 dB、0.1dB 步长
Freq（中心频率）
20Hz～20kHz、1/24 倍频程步长
Q
0.267～69.249（96 点）
※ 开动反馈抑制功能后，将在本设备内部进行自动设定。在设定画面中可确认其设定值，不能更改。

［回声功能的设定］
设定项目
回声输出增益
反馈比值
反馈延时
预设延时
低通滤波器
Q值
ON/OFF

设定范围
-∞～10.0 dB（-10dB）、1 dB 步长
0～99%（30%）、1%步长
0～682ms（120ms）、1ms 步长
0～682ms（80ms）、1ms 步长
20Hz～20kHz（3.75kHz）
0.500～2.563（51 点）
ON、OFF

［电源启动时的预设编号的设定］
设定项目
预设编号

设定范围
1～16

［RS-232 端口的设定］
设定项目
控制模式
RS-232 通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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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范围
NONE、REMOTE、PC CTRL
115200、38400、19200、9600

规格
［数码音频混合器 D-901（主设备）］
电源
AC100V、50/60 Hz
功耗
40W
频率特性
20～20,000 Hz、±1 dB（+4 dB*输入）
输入
最多 12 个通道、模块结构（选配件）
输出
最多 8 个通道、模块结构（选配件）
反馈抑制功能
12 个滤波器（自动+动态）
自动混音功能
Ducker（自动）、NOM 衰减
均衡器/滤波器
参数均衡器：20～20,000 Hz、±15 dB、Q0.267～69.249
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
20～20,000 Hz、6dB/oct、12dB/oct
低通滤波器
20～20,000 Hz、6dB/oct、12dB/oct
陷波平衡器
20～20,000 Hz、Q 8.651～69.249
全通滤波器
20～20,000 Hz、Q 0.267～69.249
高延滤波器
6～20 kHz、±15 dB
信
低延滤波器
20～500 kHz、±15 dB
号
处
喇叭均衡器
20 kHz、0～+18 dB/oct、1 dB 步长
理
交叉滤波器
20～20,000 Hz、
6dB/oct、12dB/oct、18dB/oct、24dB/oct、
压缩器
极值
：-20～+20dB、1 dB 步长
比值
：1:1、2:1、3:1、4:1、8:1、12:1、20:1、∞:1
起始时间
：0.2ms～5s
恢复时间
：10ms～5s
增益
：-∞～+10dB
延时
延时时间：0～682.6ms、0.021ms 步长
参数均衡器
12×8
预设内存
16
辅助功能
保护功能
控制
RS-232C、D-Sub 连接器（9P）
遥控模块 D-981（选配件）
前面板
预设记录恢复键：8
LCD 显示器、画面切换键（上下左右）、设定旋钮
输入电平指示器：双色 LED
输出水平指示器：双色 LED
通道选择键：12（输入通道用）+8（输出通道用）
通道音量调节器：1（输入通道用）+1（输出通道用）
模块插槽（背面）
输入模块插槽：6（输入输出模块兼用插槽：2）
输出模块插槽：2
遥控模块插槽：1
使用温度范围
+5～+40°c
表面最后加工
面板：铝、发线式样、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
外壳：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尺寸
482.6（宽）x132.6（高）x320（深）mm（突起部位除外）
重量
6.9kg
*0 dB=0.775V
※因产品改良所需，本设备的规格及外观有可能更改，恕不预告。

●附件
电源软线 ............................................... 1
支架安装螺钉........................................ 4
纤维垫片（M5 用） .............................. 4

机壳金属件（已安装在主设备上） .......... 2
模块安装螺钉 .......................................... 4
空白面板（已安装在主设备上）.............. 9

75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1F（选配件）］
输入

AD 转换器
采样频率
频率特性
动态范围
总谐波变形
表面最后加工
尺寸
重量

两通道、话筒/线路可转换
麦克风：-50/-36 dB*、4.7kΩ电子平衡式、XLR-3-31 相当品
线性：-10/+4 dB*、10kΩ电子平衡式、XLR-3-31 相当品
幻象电源（15V、设定传声器时可用）
接地开关
24 bit
48 kHz
20～20,000 Hz、±1 dB（+4 dB* 输入）
100 dB（JIS-A）以上（+4 dB* 输入）
0.05%以下（+4 dB* 输入）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35（宽）x119.5（高）x178.4（深）mm
150 g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1E（选配件）］
输入

AD 转换器
采样频率
频率特性
动态范围
总谐波变形
表面最后加工
尺寸
重量
●附件

两通道、话筒/线路可转换
麦克风：-50/-36 dB*、4.7kΩ电子平衡式、可移动终端块
线性：-10/+4 dB*、10kΩ电子平衡式、可移动终端块
幻象电源（15V、设定传声器时可用）
接地开关
24 bit
48 kHz
20～20,000 Hz、±1 dB（+4 dB* 输入）
100 dB（JIS-A）以上（+4 dB* 输入）
0.05%以下（+4 dB* 输入）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35（宽）x119.5（高）x178.4（深）mm
140 g
可移动终端块（已安装在主机上）……………………2

［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1E（选配件）］
输入

AD 转换器
样品连接频率
频率特性
动态范围
总谐波变形
表面最后加工
尺寸
重量

2 频率、-50/-36/-10/+4 dB*（可通过 DIP 开关设定）、4.7kΩ电子平衡式、
XLR-3-31 相当品
幻象电源供给（15V、可通过 DIP 开关设定）
接地开关（可通过 DIP 开关设定）
20 bit
48 kHz
20～20,000 Hz、±1 dB（+4 dB* 输入）
85 dB（JIS-A）以上（+4 dB* 输入）
0.2%以下（+4 dB* 输入）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35（宽）x119.5（高）x178.4（深）mm
135 g

* 0 dB=0.775V
※因产品改良所需，本设备的规格及外观有可能更改，恕不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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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线路输入模块 D-922E（选配件）］
输入
两通道、-50/-36/-10/+4 dB*（可通过 DIP 开关设定）、4.7kΩ、电子平衡式、
可移动终端块
幻象电源（15V、可通过 DIP 开关设定）
接地开关（可通过 DIP 开关设定）
AD 转换器
20 bit
采样频率
48 kHz
频率特性
20～20,000 Hz、±1 dB（+4 dB* 输入）
动态范围
85 dB（JIS-A）以上（+4 dB* 输入）
总谐波变形
0.2%以下（+4 dB* 输入）
表面最后加工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尺寸
35（宽）x119.5（高）x178.4（深）mm
重量
125 g
●附件
可移动终端块（已安装在主机上）……………………2
［立体声输入模块 D-936R（选配件）］
输入
4 立体声（1 立体声选择或 4 立体声混音）、-10 dB *、10kΩ、RCA 管角插
孔
AD 转换器
24 bit
采样频率
48 kHz
频率特性
20～20,000 Hz、±1 dB（+4 dB* 输入）
动态范围
100 dB（JIS-A）以上
总谐波变形
0.05%以下
表面最后加工 抛光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尺寸
35（宽）x119.5（高）x178.4（深）mm
重量
145 g
［线路输出模块 D-971M（选配件）］
输入
4 通道、+4 dB *、超过 600Ω的适应性强的负荷、电子平衡式、XLR-3-32
相当品
AD 转换器
24 bit
采样频率
48 kHz
频率特性
20～20,000 Hz、±1 dB
动态范围
100 dB（JIS-A）以上
总谐波变形
0.05%以下
表面最后加工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尺寸
35（宽）x119.5（高）x178.4（深）mm
重量
165 g
［线路输出模块 D-971E（选配件）］
输入
4 通道、+4 dB *、超过 600Ω的适应性强的负荷、电子平衡式、可移动终
端块
AD 转换器
24 bit
样品连接频率
48 kHz
频率特性
20～20,000 Hz、±1 dB
动态范围
100 dB（JIS-A）以上
总谐波变形
0.05%以下
表面最后加工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尺寸
35（宽）x119.5（高）x178.4（深）mm
重量
140 g
●附件
可移动终端块（已安装在主机上）……………………2
* 0 dB=0.775V
※因产品改良所需，本设备的规格及外观有可能更改，恕不预告。

77

［线路输出模块 D-971R（选配件）］
输入

4 通道（各 2 系统）、-10 dB *、超过 600Ω的适应性强的负荷、电子平衡式、
RCA 管角插孔

AD 转换器

24 bit

样品连接频率

48 kHz

频率特性

20～20,000 Hz、±1 dB

动态范围

100 dB（JIS-A）以上

总谐波变形

0.05%以下

式样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尺寸

35（宽）x119.5（高）x178.4（深）mm

重量

150 g

［遥控模块 D-981（选配件）］
控制输入
COM+端子 1～8：空载电压：DC5V、短路电流：5mA
可移动终端块（10P）
预设记录选择

任一预设的记录存储都可以恢复。
控制方法：无电压闭合 100ms 以上、无电压闭合单脉冲 100ms 以上

音量调节

任一输入/输出通道的音量都可以调高或调低。
控制方法： 超过 100ms 的无电压闭合单脉冲一步变化
每 70ms 对超过 100ms 的无电压闭合进行一步持续性操作，
可在断开后解除。
可变范围： -∞ ～+10 dB

通道

任意输入输出通道都可以进行 ON/OFF 设定
控制方法：超过 100ms 的无电压闭合/超过 100ms 的无电压闭合单脉冲

立体声选择

可以选择任意立体声输入
控制方法：超过 100ms 的无电压闭合/超过 100ms 的无电压闭合单脉冲

控制

控制输出

COM+端子 1～8：
无电压接触输入、接触能力：DC24V、100mA
可移动终端块（10P）

表面最后加工

面板：预喷涂钢板、黑（迈歇尔 1.0 近似色）、3 分上光

尺寸

35（宽）x119.5（高）x178.4（深）

重量

125 g

●附属品

可移动终端块（已安装在主机上）……………………2

* 0 dB=0.775V
※因产品改良所需，本设备的规格及外观有可能更改，恕不预告。

TOA 信息中心

免费热线（免费电话）

电话：0120-108-117
有关商品或技术方面的信息，请向本公司垂询。
受理时间：9:00～17:00（周日、节假日除外）

邮编 665-0043 宝冢市高松町 2 番 1 号
电话：（0797）72-7567
传真：（0797）72-1090

关于商品的价格、库存、修理和目录索取，请与销售店或附近的营业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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