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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下载 D-Net。 请花一些时间通读本手册，以便从软件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兼容性                          

D-Net 兼容: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或以上 

Apple Mac OSX 10.10 Yosemite 或以上 

苹果 iPad OS9 及以上 

 

 安装                          

可从英傲网站下载适用于 Microsoft Windows 和 Apple Mac 的 D-Net 的最新版本： 

  

将下载的文件保存到电脑上，然后双击该文件运行。 

您的电脑可能会警告您或询问您有关运行安装文件的信息-接受/忽略任何警告！Windows 用户应从警告对话框中选择“更多信

息”链接以继续。 

阅读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安装。各种快捷方式将放置在您的电脑上，使您可以从那里启动软件。iPad 版本可从 Apple 应用程序商店购买。 

（上面显示的软件页面上也有此链接）。 

 

 

 概述                            

D-Net 是基于以太网的计算机控制平台，它使您不仅能够控制网络上的所有英傲 DSP 设备，而且还可以存储预设和离线配置系统。 

与 Microsoft Windows，Apple Mac 和 Apple iPad 兼容，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控制系统。 USB 连接（仅 Microsoft Windows）在某些设

备上也可用，从而允许快速连接到单个设备。 

 

 主屏幕概述                                                         

 

D-Net 的默认视图将类似于上图，具体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和屏幕尺寸等。应用程序的最顶部显示应用程序名称，然后显示当前文件名(如果正

在使用)。下面是菜单栏，该菜单栏允许访问各种功能。菜单栏下面是工具栏，可以快速访问常用命令和功能，本手册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介

绍。 



屏幕左侧是“虚拟机架”，显示了当前系统中的所有设备。设备可以命名，重新排列并将其放置在各种机架中–双击机架中的设备将打开一个详

细的窗口，允许您调整所有参数，稍后在手册中进行详细介绍。屏幕的主要部分位于右侧“系统监视器”页面的主页，显示所有当前设备以及

实时计量-双击/点击此屏幕中的设备将打开一个详细的窗口，允许您调整所有参数。 

  



 菜单栏详细信息     

 

菜单栏的外观类似于上图，具体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 （iPad 应用程序没有此菜单）。 菜单栏的功能从左到右如下： 

 

File 

New: 启动一个新的 D-Net（* .NST）文件。 此选项仅在离线时可用。 

Save: 将当前系统保存到文件。 

Save As...: 将当前系统保存到文件，要求输入文件名。 

Open: 打开一个对话框，允许打开现有 D-Net（* .NST）文件。 

{Last Used Files}: 菜单的此部分显示最近使用的文件，下面是用于快速访问的文件。 

Exit: 出 D-Net 应用程序，可将当前系统保存到文件中。 

 

Edit 

Undo: 将最近所做的更改还原到以前的状态。 请注意，可以多次按下此按钮以撤消多个更改。 

Redo: 取消最后一个撤消命令，并将设置恢复为以前的状态。 请注意，可以多次按下此按钮以重做多个更改。 

Cut: 删除所有突出显示的文本（包括参数），并将其放置在电脑剪贴板中。 

Copy: 复制任何突出显示的文本（包括参数），并将其放置在计算机剪贴板中。 

Paste: 将剪贴板的内容粘贴到所选名称或参数框中。 

 

Device 

Add>: 将鼠标悬停在菜单上时，将打开一个子菜单，允许将新设备添加到当前系统。  

Go Online: 在线和离线模式之间切换。 

 

Tools 

Application Settings...: 选择此项将打开 D-Net 的应用程序设置。 

 

Load Last File on Startup...: 选中此选项将导致 D-Net 在打开应用程序时自动加载使用最后一个 D-Net 文件（* .NST）。 

Autosave Every x Minutes: 选中此选项，则每隔 x 分钟保存一次当前文件，具体取决于从下拉菜单选项中选择的时间。 

Check for Updates Automatically: 选中此选项将使 D-Net 检查 NST Audio 软件服务器是否有应用程序的任何更新/较新版本，

并提供是否下载和更新软件的选项。 

Display Filter Q as Bandwidth: 选中此选项将导致 D-Net 以带宽显示所有滤波器宽度参数，而不是默认 Q。 

 

  



 菜单栏详细信息续     

Use text boxes as faders: 此选项禁用或启用将文本框用作推子。 如果启用，则光标可用于选择文本输入框，然后上下拖动以调整

值。 

Delay Units: 提供显示延迟参数的选项，以毫秒，米或英尺为单位。 

When Going Online: 提供有关选择“在线”功能时 D-Net 行为方式的选项。 

Get Parameters from the Devices on the Network: 选择此选项将使 D-Net 在选择在线时自动从所有连接的设备中下

载当前设置以及所有存储的预设。 

Send Parameters from the File to Devices: 选择此选项将使 D-Net 在选择在线时自动将所有已定义设备的参数和所有

存储的预设发送到所连接的设备。 

Ask: 选择该选项（默认为打开）将使 D-Net 询问是否向连接的设备发送或从其下载设置以及所存储的预设。 

 

Help 

Check for Updates: 选择此项将连接到 NST Audio 的软件服务器，以检查是否有可用的更新。 

About D-Net...: 选择此项将打开一个对话框，显示应用程序的版本号和其他详细信息。  



工具栏详细信息                                                                                                                                                                      

 

 

工具栏的外观类似于上图，具体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和屏幕尺寸等。工具栏的功能从左到右如下: 

Application Preferences 按钮: 打开应用程序选项屏幕。 

File Save 按钮: 保存当前文件，或者如果以前没有存储当前设置，则询问文件名。 

File Open 按钮: 打开一个对话框以允许查找* .NST 文件。请注意，此按钮在联机时将显示为灰色/禁用-脱机以启用文件打开功能。 

Undo 按钮: 将上一次更改恢复为以前的状态。请注意，可以多次按下此按钮以撤消多个更改。 

Redo 按钮: 取消上一个撤消命令，并将设置恢复为之前的状态。请注意，可以多次按下此按钮以重做多个更改。 

Add Device 按钮: 打开一个下拉菜单，允许将设备添加到系统中。 

Delete Device 按钮: 删除当前选择的设备。请注意，该按钮在联机时将显示为灰色/禁用-脱机以启用设备删除功能。 

Add Rack 按钮: 将机架添加到位于主屏幕左侧的虚拟机架。 

Delete Rack 按钮: 从位于主屏幕左侧的虚拟机架中删除机架。请注意，机架中必须有设备才能删除。 

Show System Monitor 按钮: 显示默认概览屏幕，显示所有的设备。 

Show Link Manager 按钮: 显示“链接管理器”屏幕，稍后在手册中进行详细介绍。 

Show System Snapshot Manager 按钮: 显示“系统快照”屏幕，本手册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Online / Offline 按钮: 在线和离线模式之间切换。 

Global Mute 按钮: 在线时，将系统连接的所有设备静音。  



连接网络     

要将 D-Net 连接到英傲 DSP 设备，我们建议使用以太网连接，因此需要使用 Cat5 电缆。也可以使用 USB 连接（仅 Windows，仅单个设

备），因此需要 A 到 B 型 USB 连接器电缆。 

要连接到多个英傲 DSP 设备，您需要一个网络交换机或路由器-这些端口或端口的大小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您希望同时连接的设备数量。 

如果使用 iPad 将 D-Net 连接到英傲 DSP 设备，则需要 WiFi 路由器。 

 

有两种在线/连接设备的方法: 

您可以从连接的设备下载设置和预设，也可以脱机定义设备和预设，然后将设置发送到连接的设备。 

要将设置发送到连接的设备，请使用“设备”菜单或工具栏的“添加设备”按钮在 D-Net 中定义设备，然后输入所需的设置。 使用“设备”

菜单进入在线状态，或使用工具栏的“在线”按钮-选择“将设备设置从此文件发送到设备”。 

 

 

如果 D-Net 找到匹配的设备，它将询问是否将设置发送到该设备，并提供识别该设备的选项： 

 

 

要从已连接的设备中下载设置，请使用“Device”菜单进入在线状态，或使用工具栏的“在线”按钮-选择“Get device settings from to the 

devices”。 

然后，D-Net 将搜索连接的设备并显示找到的设备及其当前设置和任何存储的预设。 

 

 

 

 

 

 

 

 

 

 

 

  



虚拟机架详细信息     

 

 

虚拟机架位于 D-Net 的左侧，显示所有已连接或已定义的设备。如果设备显示红灯，则表明该设备未连接（或尚未发现）或 D-Net 处于离线

状态。这也反映在主系统监视器屏幕上，该设备将带有红色边框。 

如果设备显示绿灯，则表明 D-Net 在线时已正确连接。这也反映在主系统监视器屏幕上，设备将带有绿色边框。 

设备可能会显示黄色的感叹号（！），并伴随一条消息，例如警告用户设备有可用的固件更新。稍后在手册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双击机架中的设备将打开设备主窗口，允许编辑所有参数，包括设备名称，这将在本手册的后面进行详细介绍。 

设备可以上下拖放以根据需要对其重新排序。也可以将设备放置在新的机架部分中–使用工具栏按钮添加新机架。 

双击/轻按即可重命名机架。 

单击位于每个机架右侧的三角形*，将折叠或扩展机架–当使用大量设备且虚拟机架变大时，这很有用。 

[*此功能在 iPad 应用程序上不可用] 

机架名称也显示在主系统监视器屏幕中的设备下方。 

  



设备编辑     

要编辑设备的设置，请在机架或主系统监视器屏幕中双击/点击设备。 

注意：NST Audio D48S 将用于本用户手册，它是本功能最全面的设备之一，因此它将涵盖您将遇到的所有参数编辑。 

在此设备窗口的顶部，标题栏将显示设备类型，然后显示设备名称-可以通过双击/点击 NST 徽标右侧的文本来编辑设备名称。 

该面板的左侧显示输入通道，右侧显示输出通道和路由。 

通过单击/点击并按住所需的参数框，然后上下拖动鼠标，可以编辑所有参数–单击/点击相关框也可以直接输入文本。 推子和控制旋钮也是如

此！ 

或者，您可以选择一个参数，例如 延迟，这将突出显示参数框，然后使用上/下光标键调整参数或按 Enter 键以通过直接文本输入进行编辑。 

按 TAB 键将移至下一个参数-再次按 Enter 键输入值。. 

 

 路由页面                          

 

 

输入压缩器 

Threshold: 调整输入压缩器的阈值（开始生效的临界电平）。 

Attack: 调整压缩器的启动时间（一旦超过阈值，压缩器的反应速度） 

Release: 调整压缩器的释放时间（一旦低于阈值，压缩器释放压缩的速度）。 

Ratio: 一旦超过阈值，即调整压缩率（即比率 2 将使高于阈值的信号电平减半–因此，如果阈值超出 6dB，压缩器会将其限制为 3dB）。 

Knee: 调整压缩器“拐点” /压缩器在阈值处的反应程度。 较高的拐点值将在阈值附近提供更柔和的压缩。 

 

 

 

 

  

  



路由页面续                                                  

请注意：快速的启动和释放时间可能会导致过度失真–对于一般的宽带信号，建议使用 45ms 的启动时间和 750ms 的释放时间。  

输入均衡器预览窗口 (Input EQ Preview Window) 

此图显示了所有输入的有效均衡器-单击/点击窗口可直接访问该通道的输入均衡器。 

输入延迟 (Input Delay) 

在 0 毫秒至 1.3 秒之间调整输入延迟。可以通过菜单栏上“工具”菜单中的“应用程序设置”将单位更改为米/英尺。 

提示：您可以输入以米（m）或英尺（'）为单位的延迟值，D-Net 会自动将其转换为 ms。在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使用鼠标键调整延迟，将

以每 1/10 步长更改延迟。 

输入增益 (Input Gain) 

通过拖动推子或将鼠标拖动到增益文本框上来调整输入通道增益。 

请注意，您可以选择/突出显示增益值框，然后使用上和下鼠标键调整增益。 

输入静音按钮 (Input Mute Button) 

切换通道静音–当按钮以红色点亮时，通道被静音。 

输入相位按钮 (Input Phase Button) 

切换通道相位–当按钮以黄色点亮时，通道反相 180 度。 

输入通道名称 (Input Channel Name) 

双击频道名称进行编辑。频道名称也将显示在带有 LCD 屏幕的设备上。 

屏幕的右侧显示输出设置和路由... 

路由模式可以是矩阵混合器或路由网格。 （可以通过此屏幕右上方的路由向导访问路由选项）。 

假设正在使用矩阵混音器（如图所示），则可以上下拖动旋转控件来调整通道电平，或者双击以静音或取消静音输入源。 

也可以通过双击每个矩阵旋转控件下的文本值直接输入矩阵电平。 

输出均衡器预览窗口 (Output EQ Preview Window) 

此图显示了所有输出的有效均衡器-单击/点击窗口可直接访问该通道的输出均衡器。 

输出延迟 (Output Delay) 

在 0 毫秒至 1.3 秒之间调整输出延迟。可以通过菜单栏上“工具”菜单中的“应用程序设置”将单位更改为米/英尺。 

提示：您可以输出以米（m）或英尺（'）为单位的延迟值，D-Net 会自动将其转换为 ms。在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使用鼠标键调整延迟，将

以每 1/10 步长更改延迟。 

输出增益 (Output Gain) 

通过拖动推子或将鼠标拖动到增益文本框上来调整输出通道增益。 

请注意，您可以选择/突出显示增益值框，然后使用上和下鼠标键调整增益。 

输出静音按钮 (Output Mute Button) 

切换通道静音–当按钮以红色点亮时，通道被静音。 

输出相位按钮(Output Phase Button) 

切换通道相位–当按钮以黄色点亮时，通道反相 180 度。 

输出通道名称 (Output Channel Name) 

双击频道名称进行编辑。频道名称也将显示在带有 LCD 屏幕的设备上。 

 

 

 

 

 

 

 

 

 

 

 

 



 

 

路由向导                                                   

按下右上方的“路由向导”(Routing Wizard) 按钮，将打开一个 3 选项卡的窗口，其中包含各种路由选项，链接控件和快速跨接设置页面。 

  

 

 

路由标签 (Routing)： 

在手动路由，矩阵混合器模式或路由网格模式或预定义的分频模式之间进行选择。使用自动通道命名 (Use Auto Channel Naming)复选框将根

据所选的路由自动命名输出。 

当前设置重置为默认(Reset the current settings to default)复选框将设置重置为默认亦使用默认路由。 

链接标签 (Linking)： 

该页面允许将输入或输出通道链接在一起，因此任何参数更改都将立即实时反映在链接的通道上。 

注意：左侧通道用于建立初始链接，因此如果说输出 1 和输出 5 被链接，则输出 1 的设置将首先复制到输出 5；否则，输出 1 的设置将被复制

到输出 5。 然后他们将在这里一起跟踪。 

分频标签 (Crossover)： 

该页面允许快速进行初始分频器设置–在各个框中输入所需的参数，并确保选中“将分频器应用于当前设置” (Apply the above crossover to 

current settings) 复选框，按 OK。 

 



 限幅器页面                                                                                                                                                                                   

 

 

按下限幅器(Limiter)按钮将显示输出限幅器参数。顶部参数控制每个通道上的 RMS 限制器，而下面参数控制“限幅”或“峰值”限制幅（不包

括 D48 96kHz 模式），提供了两级限幅系统，该系统利用了我们的预测电子限制器（PXL）算法-旨在提供最佳的单元保护和最小的失真。 

自动 (Auto)： 

自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将根据输出通道的 HPF 频率自动设置限幅器的起动和释放时间。 

阈值 (Threshold)： 

调整 RMS 限幅器生效的电平。 

攻击 (Attack)： 

调整 RMS 限幅器的起动时间-（超过阈值后，限幅器的反应速度）。只能在手动模式下编辑起动时间（自动关闭） 

释放 (Release)： 

调整 RMS 限幅器的释放时间-（一旦信号降至阈值以下，限幅器释放的速度）。释放时间只能在手动模式下编辑释放时间（自动关闭） 

过载阈值 (Clip Threshold)（不包括 D48 96kHz 模式）： 

调整过载器相对于 RMS 限幅器阈值生效的点。 

过载释放 (Clip Release)（不包括 D48 96kHz 模式）： 

调整过载器的释放时间-（信号下降到阈值以下时过载器释放的速度）。 

注意：输出仪表与限幅器直接相关–限幅器阈值由 0dB 标记表示，仪表的弹道由起动和释放决定。一旦超过阈值，增益降低表将显示在上方。                                                                                                                                         



均衡器页面[输入]    

 

单击/点击 EQ 按钮可访问所有输入的 EQ 参数。使用输入，A，B，C，D 访问按钮来编辑所需通道的 EQ。 

输入 HPF： 

单击/点击类型框将允许选择可用的分频器形状。可以通过双击频率框直接输入频率，也可以通过在频率框上单击并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并上

下拖动来进行调整来拖动分频器。 

输入 PEQ： 

每个输入具有 8 个（仅 D48S）或 6 个（仅 D48）参数 EQ –可以通过双击频率，Q 或增益框并输入所需参数来编辑这些 EQ，也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拖动滤波器：单击并按住频率框上的鼠标左键，即 Q 或增益，然后上下拖动进行调整。或者，可以实时拖动 EQ 图上的过滤器节点。 

要更改 EQ 过滤器类型，请先傍路过滤器，方法是单击过滤器的“旁路” (Bypass) 按钮，然后单击“类型” (Type) 框-这将显示以下可用的过

滤器类型。从左到右：参数 (Parametric)，低层 (Low-Shelf)，高层 (High-Shelf)，带通 (Bandpass)，陷波 (Notch)，相位 (Phase)，全通 

(All-Pass)。 

 

注意：双击 EQ 图将切换相位显示。 图表的顶部和底部为+/- 180 度。 

显示全局均衡器按钮 (Show Global EQ)： 

此功能进行切换，以显示 EQ 图背景中其他输入通道上存在的任何其他 EQ 的叠加。 

绕过所有均衡器按钮 (Bypass All EQ)： 

此功能在所选通道上切换所有均衡器部分的旁路。 （这不会绕过 HPF 分频器）。 



均衡器页面[输出]  

 

单击/点击 EQ 按钮可访问所有输出 EQ 和分频参数。使用输出 1、2、3、4、5、6、7、8 访问按钮编辑所需的通道。 

输出 HPF 和 LPF： 

单击/点击类型框将允许选择可用的分频器形状。可以通过双击频率框直接输入频率，也可以通过在频率框上单击并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并上下

拖动来进行调整来拖动分频器。 （出于安全原因，HPF 没有旁路）。 

输出 PEQ： 

每个输出具有 16 个（仅 D48S）或 8 个（仅 D48）参数 EQ –可以通过双击/点击频率，Q 或增益框，然后输入所需的参数来编辑这些 EQ。通

过单击/按住频率框上的鼠标左键（Q 或增益）来拖动，然后上下拖动进行调整。或者，可以实时拖动 EQ 图上的过滤器节点。 

要更改 EQ 过滤器类型，请先傍路过滤器，方法是单击过滤器的“旁路” (Bypass) 按钮，然后单击“类型”(Type) 框-这将显示以下可用的过

滤器类型。从左到右：参数 (Parametric)，低层 (Low-Shelf)，高层 (High-Shelf)，带通 (Bandpass)，陷波 (Notch)，相位 (Phase)，全通 

(All-Pass)。 

 

注意：双击 EQ 图将切换相位显示。 图表的顶部和底部为+/- 180 度。 

显示全局均衡器按钮 (Show Global EQ)： 

此功能进行切换，以显示 EQ 图背景中其他输入通道上存在的任何其他 EQ 的叠加。 

绕过所有均衡器按钮 (Bypass All EQ)： 

此功能在所选通道上切换所有均衡器部分的旁路。 （这不会绕过 HPF 和 LPF 分频器）。 



 动态均衡器页面      

 

单击/点击 DEQ 按钮可访问 DEQ 参数。 

注意：（仅 D48）动态 EQ 滤波器仅在本机处于 48kHz 采样模式时可用（请参阅系统页面）。 

每个输入通道都有 3 个 DEQ 滤波器。 

（仅限 D48：每个输入通道具有两个 DEQ 滤波器，每个输出通道具有两个 DEQ 滤波器）。 

使用输入 A，B，C，D 和输出 1、2、3、4、5、6、7、8（仅 D48）访问按钮来编辑所需的通道。 

可以通过双击/点击参数框直接输入设置，也可以通过在频率框上单击并按住鼠标左键并上下拖动以进行调整。或者，可以实时拖动 EQ 图上的

过滤器节点。 

注意：如果您的鼠标带有滚轮，则可在拖动 DEQ 节点时使用它来编辑 Q。 

要更改 DEQ 过滤器类型，请通过单击/点击过滤器的旁路按钮来绕过过滤器，然后单击类型框-这将显示可用的过滤器类型。 

每个 DEQ 过滤器可以置于以下四种模式之一： 

切上方 (Cut above) – 超过滤波器的阈值时，此模式将衰减设置的频率。 

切下方 (Cut below) – 当信号低于滤波器的阈值时，此模式将衰减设置的频率。 

增强上方 (Boost above) - 超过滤波器的阈值时，此模式将放大设置的频率。 

增强下方 (Boost below) - 当信号低于滤波器的阈值时，此模式将放大设置的频率。 



 图形均衡器页面      

 

注意：此功能仅在 D48S 上可用。 

单击/轻击 GEQ 按钮可访问所有输入的图形均衡器参数。 

使用输入的 A，B，C，D 访问按钮来编辑所需通道的 GEQ。 

每个输入通道都有一个 28 频段的图形均衡器-可以通过单击/按住文本框上的鼠标左键并在其中上下拖动来进行编辑，或者是拖动推子。 

旁路： 

使用左侧的“旁路”(Bypass) 按钮可以临时将通道的推子设置为 0dB。 

强制平直： 

使用左侧的 “强制平直”(Force Flat) 按钮将所有推子永久重置为 0dB。将显示一个确认框，允许执行或取消该功能。 

注意：iPad 应用程序将在推子的顶部显示正在编辑的增益。 因为当手指在触摸屏上会挡住推子。    



 预设页面                          

 

单击/点击“预设”(Presets) 按钮将显示预设设置-每个设备最多可以存储 30 个预设。 

预设 (Presets)： 

要存储预设，请单击/按数字分配，然后按存储(Store)按钮。这样会将设备的当前参数保存到内存中，包括在线状态在内的设备中。 

双击/点击预设，或使用“重命名”(Rename) 按钮编辑预设的名称。 

要调出预设，请选择一个号码分配；然后使用选择框选择要调用的内容（下一页详细说明），然后按“调用”(Recall) 按钮。这将从内存中调

用保存的参数，包括在线上的设备上的参数。 

注意：除非取消选择“在调用时静音”(Mute on Recall) 选项，否则所有输出都将在预设的调用时静音–这是出于安全原因，如果要调用不兼容

设置的错误预设会损坏音箱组件。 

当前设置 (Current Settings)（iPad 应用程序未包含该功能）： 

可以将当前设置保存到文件中，以进行备份或分发。 

使用磁盘图标将设置保存到文件。 

使用文件夹图标查找并打开以前保存的文件。 

将”当前设置重置为默认值”(Reset Current Settings to Default) -该按钮会将当前参数重置为默认值。 

预设库 (Preset Library)（功能不包含在 iPad 应用程序中）： 

整个预设库（如左图所示）可以保存到文件中，以进行备份或分发。 

使用磁盘图标将设置保存到文件。 

使用文件夹图标查找并打开以前保存的文件。                                                                                                                                         

 

 

 

 



 预设页面续                        

预设召回选项的详细信息... 

 

调用已存储的预设时，默认情况下将调用所有包含的参数（所有复选框均以白色选中）。 

但是，可以通过取消选择四个框中的任何一个来排除某些参数部分的调用。 这样可以实现更大的灵活性，并简化实现相同结果可能需要的预设

数量。 

有许多原因使此功能有用。 例如，您可能希望调用预设的一部分，该预设包含一组特定的输入均衡参数，但要使调用不影响输出设置和路由。 

上面显示的示例屏幕截图显示了以下内容： 

调用预设 1 不会在调用时静音。 

调用预设 2 将仅加载其输出参数。  

调用预设 3 将仅加载其输入参数。 

 

 



 系统页面      

 

点击/点击“系统” (System) 按钮将显示设备的系统设置。 

信息 (Information)： 

本节显示设备的 IP 和 MAC 地址，运行时的采样率以及固件版本。 

切换采样率（仅 D48 –上面没有显示按钮）： 

要在 48kHz 至 96kHz 之间切换采样率，请使用“切换采样率”(Switch Sample Rate) 按钮。（切换采样率后，您将需要重新引导物理设

备）。 

注意：如果以 96kHz 采样率使用 D48，则 DEQ 滤波器，48dB 交叉斜率和削波限制器将不可用。 （所有在 D48S 上可用）。 

输入/输出模式 (Input/Output Mode)： 

本部分允许输入和输出为模拟或数字或混合形式。有关接线规格，请参阅产品用户手册。 

锁定装置： 

此功能允许使用 4 位数密码锁定设备（如果在线则锁定物理设备）。 

您将获得允许从物理设备的前面板进行预设调出的选项，以及允许用户在 D-Net 中对设备进行用户定义的受限控制的选项。 

要锁定设备，请输入 4 位数的密码，然后按 OK 或 Enter 键。 

 然后，D-Net 将要求您确认密码–再次输入相同的密码以锁定设备。   



 系统页面续                                                                                  

锁定设备后，除非输入密码（除非定义了受限访问），否则无法再次打开它-该设备仍将出现在系统上并在“系统监视器”(System Monitor) 

页面上显示计量，但无法打开。 

 

注意：请记住，物理设备也将被锁定–有关锁定设备的信息，请参阅产品用户手册。 

 

要允许参数的受限访问，在锁定设备之前，请选中“允许受限的控制面板访问”(Allow Restricted Control Panel Access) 框，然后选择“编

辑”(Edit) 按钮以自定义参数访问。这样做将打开“编辑控制面板”(Edit Control Panel) 权限 (Permissions)屏幕–将显示可用的参数组，以及

用于禁用参数编辑的选项以及用于禁用参数查看的选项。 

注意：这仅是 D-Net 功能，不会反映在物理设备的前面板上，该面板将保持锁定状态。 

 

只需选择要禁用的各种参数组，然后按 OK（确定）按钮或 Enter 键确认。然后显示如上所示的 PIN 码屏幕-按照上述说明锁定设备。 

上面显示的是“受限控制面板权限”(Restricted Control Panel)选项，以及这些选项如何影响设备的示例屏幕： 

输入压缩器和路由禁用了编辑功能（可以看到参数，但显示为灰色，无法编辑）。 

输出具有增益，静音，EQ 和延迟编辑功能，并且视图已禁用（在控制面板上完全不可见） 。  



 监控页面      

 

单击监视器(Monitor) 按钮将显示一个较大比例的监视器页面。 

此页面没有控件； 它只是一个更直观的页面，显示更大的仪表功能，并且只能访问常用控件。 

 

 

 

 

 



链接管理器详细信息      

 

链接管理器 (Linking Manager) 允许跨多个设备链接各种参数组-这允许在链接中的任何设备上实时调整指定的参数-链接中的所有设备将立即

一起响应所需的参数设置。 

要访问链接管理器，请单击/点击工具栏上的链接图标。 

要设置链接，请选择添加设备链接 (Add Device Link) 按钮。 

这将导致链接名称出现在“链接”(Links) 窗口中-如果需要，双击/点击设备链接以对其进行重命名。现在，从“链接属性”(Link Properties)

部分中选择要链接的参数组。 

“全部链接” (Link All) 将跨指定设备链接所有参数。 

“全部链接除外”(Link All Except) 将仅链接未从给定选项中选择的参数组。        

现在，通过在右侧的“可用设备”(Available Devices)窗口中选择一个设备，然后单击<<按钮将其添加到左侧的链接窗口中，选择链接中将包

含哪些设备。 （可以通过在左侧“链接中的设备”(Devices in Link) 窗口中选择设备并单击>>按钮，从链接中删除设备）。 

对希望包含在链接中的所有设备重复此操作。 

添加链接后，工具栏上的链链接图标将变为绿色。 

上面显示的示例将链接设备 1 和设备 2 上的输入增益。 

请注意，您可以设置多个链接, 通过单击/点击“添加设备链接”(Add Device Link) 按钮来添加另一个设置。 

注意：此功能不允许偏移值，因此，如果调整了链接中的任何参数，则所有设备都会更改为该值！                                                                                                                                                                                                                                                                              

 

 

 



系统快照详细信息  

 

系统快照 (System Snapshots) 将所有当前设置存储在已定义为当前 D-Net（* .NST）文件中的内存的所有设备上。这样可以在整个当前系统

中快速存储和调用设置。 

(请注意，系统快照不会存储或发送到连接的设备；该功能特定于 D-Net 软件，因此请记住保存文件！）。 

要访问系统快照，请单击/点击工具栏上的相机图标。 

要存储系统快照，请单击/点击“存储”(Store) 按钮-这会将所有当前设置存储到该快照。 

如果需要，双击/点按快照以将其重命名。 

要存储多个系统快照，请再次单击/点击“存储”(Store) 按钮，系统将提示您创建新快照还是覆盖列表中突出显示的快照。 

要调用快照，请单击/点击要调用的快照，然后单击/点击“调用”(Recall) 按钮。 

要删除快照，请单击/点击要删除的快照，然后单击/点击“删除”(Delete) 按钮。 

存储系统快照后，工具栏上的相机图标将变为绿色。 

注意：系统快照可以无缝且即时地调用，因此请注意，调用的快照可能包含会损坏设备的参数或路由 

 

 

 

 

 

 

 

 

 

  



保存和加载通道和设备参数                                                                                                                                                  

 

要快速复制通道设置或将其保存到文件中，请在“路由” (Routing) 页面或“监视” (Monitor) 页面中的输出通道上单击鼠标右键。 再次右键

单击另一个输出通道，以将设置粘贴或加载到所选通道中。 

注意：如果使用 D-Net 的 Apple iPad 应用程序版本，请按住一个通道以启用“复制和粘贴” (Copy and paste) 菜单–注意：iPad 应用程序

中不存在保存到文件的设置。 

或者，可以复制整个设备，然后将其粘贴到另一个设备中。 

复制一个频道后，右键单击另一个频道，粘贴选项如下所示： 

  



常见问题解答     

D-Net 兼容哪些计算机操作系统？ 

-D-Net 与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和更高版本，Apple Mac OSX V10.9 和更高版本以及 Apple iPad iOS 9 和更高版本兼容。 

 

如何连接到多个设备，以便可以同时控制它们？ 

-您将需要一个多端口网络路由器或交换机。这些很常见，可以从计算机商店和许多在线商店购买。它们通常很便宜，因此我们建议从 Netgear

等领先制造商那里购买。 

如果您也想选择 WiFi 连接，则建议使用多端口路由器。它们通常带有四个以太网端口（允许通过有线方式连接到您的计算机）和三个端口（最

多可连接三个设备）–如果使用 WiFi 链接，则可以使用所有四个以太网端口。 

如果仅需要有线链接，则可以使用许多不同以太网端口大小的网络交换机。 

注意：您可以简单地将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连接在一起，以扩展所需的以太网端口数量！ 

 

我的计算机没有物理 CAT5 以太网端口，如何连接？  

-我们建议您使用 USB 转以太网适配器。 

这些很常见，可以从计算机商店和许多在线商店购买。它们通常价格不贵且运行良好，但是显然我们不能保证每种型号都能正常工作，因此我

们建议从领先的制造商（例如 Netgear，Belkin，Cisco，TP Link）购买一种，因为我们已经测试了其中几种设备，发现它们运行良好。 

 

我可以利用 WiFi 连接到路由器/集线器建立连接吗？ 

-是的只需像通常在计算机和路由器之间设置标准的 WiFi 链接一样，其余的工作就由 D-Net 完成！ 

 

可以多台计算机同时使用运行 D-Net 吗？ 

-这是可能的，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使用 D-Net 实例进行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反映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反之亦然），除非将该软件脱机然后重

新联机以获取任何更改。 

 

为什么 D-Net 无法连接到任何设备？ 

-检查计算机或平板电脑是否已连接到本机所连接的正确网络。 

-检查密码是否与路由器上设置的密码匹配（如果适用） 

-检查是否禁用了 IGMP Snooping。 

-检查是否已启用任何 Passthru 功能。 

-给应用程序充足的时间来查找所有连接的设备。根据 IP 分配等情况，在极少数情况下，某些已连接的设备最多可能需要一分钟才会出现在应

用程序上。 

-检查设备上的网络指示灯。链接指示灯应保持稳定状态，活动指示灯应闪烁... 

-检查所有设备是否已使用合适的 CAT5（或以上）电缆物理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 

-检查所有设备的电源是否打开。 

-检查网络电缆是否有故障/尝试为无响应的设备将电缆更换。 

-如果使用管理型交换机，请检查端口设置以进行任何管理。 

-通过单击“帮助”(Help) 菜单，然后单击“检查更新...”(Check for updates) 来检查是否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D-Net；如果使用的是 iPad，请

单击 Apple App Store。最新版本已列出，也可在我们的网站上获得。 

-检查设备是否包含最新固件。固件更新包含在 D-Net 中，因此，如果有可用的更新，D-Net 将在机架中的设备以及设备的“系统”页面上显

示一个警告三角形。                                                                                                                                                                                    

 

 

 

 

 

 

 

 

 



Ipad 常见问题解答     

iPad 应用程序可以安装在任何类型的 iPad 上吗？ 

-是的，该应用程序可以在任何运行 iOS 9.0 或更高版本的 iPad 上运行，但最适合更大的 iPad 屏幕尺寸。 

 

iPad 应用程序可以安装在 iPhone 上吗？ 

-不，由于可用的屏幕尺寸和可用性，该应用程序是专为 iPad 设计的。 

 

iPad 应用似乎未安装在平板电脑上？ 

-如果该应用程序已下载到计算机上，请检查 iPad 是否已与 iTunes 同步。 

-iPad 应用程序图标有时会出现在您期望的页面之外的其他页面上。检查您可能正在使用的任何其他页面，或搜索应用程序以找到它。 

 

可以在使用 iPad 应用程序的同时使用电脑吗？ 

-这是可能的，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使用 iPad 应用程序进行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反映在电脑上（反之亦然），直到该软件脱机然后重新联机以

检索任何更改为止。 

 

是否可以在 iPad 应用程序上加载或保存文件？ 

-该功能不包含在应用程序中；该应用程序旨在成为实时工具。保存或加载文件（包括预设库和当前设置文件）必须在电脑上完成。 

 

当使用其他应用程序或该应用程序在后台打开时，为什么 iPad 应用程序会脱机？ 

-这是有目的和应用程序的设计方式。苹果公司建议这样做，由于不断的通信，在后台运行该应用程序会消耗很多电量。 

 

  



联系           

如果您对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或者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86 13651294475    http://unityaudio.cn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