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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请在操作使用前，首先仔细阅读下述内容

* 请将本说明书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将来随时参阅。

警告
为了避免因触电、短路、损伤、火灾或其它危险可能
导致的严重受伤甚至死亡，请务必遵守下列基本注意
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 请勿将电源线放在热源如加热器或散热器附近，不要过分弯
折或损伤电源线，不要在其上加压重物，不要将其放在可能
被踩踏引起绊倒或可能被碾压的地方。

• 只能使用本设备所规定的额定电压。所要求的电压被印在本
乐器的铭牌上。

• 只能使用附带的电源线 / 插头。
如果您需要在购买时所在地区之外的其它地区使用本设备，
附带的电源线可能不兼容。请咨询 Yamaha 经销商。

• 定期检查电插头，擦除插头上积起来的脏物或灰尘。

• 请务必连接到带有保护接地连接的适当电源插座。接地不当
可能引起触电。

• 本乐器不含任何用户可自行修理的零件。请勿打开本设备或
试图拆卸其内部零件或进行任何方式的改造。若出现异常，
请立即停止使用，并请有资质的 Yamaha 维修人员进行检
修。

• 请勿让本乐器淋雨或在水附近及潮湿环境中使用，或将盛有
液体的容器（如花瓶、瓶子或玻璃杯）放在其上，否则可能
会导致液体溅入任何开口。如果水等任何液体渗入本器，请
立即切断电源并从 AC 电源插座拔下电源线。然后请有资质
的 Yamaha 维修人员对设备进行检修。

• 切勿用湿手插拔电源线插头。

• 请勿在设备上放置燃烧着的物体，比如蜡烛。燃烧的物体可
能会倾倒并引发火灾。

• 当出现以下任何一种问题时，请立即关闭电源开关并从电源
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然后请Yamaha维修人员进行检修。

- 电源线或插头出现磨损或损坏。

- 散发出异常气味或冒烟。

- 某些物体掉入设备中。

- 使用设备过程中声音突然中断。

• 如果本设备或跌落或损坏，请立即关闭电源开关，从电源插
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并请有资质的 Yamaha 维修人员对设
备进行检修。

小心
为了避免您或周围他人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设备或
财产损失，请务必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项。这些注意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 当从设备或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时，请务必抓住插头
而不是电源线。直接拽拉电源线可能会导致其损坏。

• 长时间不使用设备时，或者在雷电风暴期间，请从电源插座
中拔出电源插头。

• 请勿将本设备放在不稳定的地方，否则可能会导致突然翻
倒。

• 请勿挡住通风口。本设备在前面和侧面都有通风孔，用以防
止设备内部温度过高。尤其要注意，不要侧面朝下或上下颠
倒放置本设备。通风不畅可能导致过热，并可能损坏设备，
甚至引起火灾。

• 请勿将本设备放置在可能会接触到腐蚀性气体或含有盐份的
空气。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

• 搬动设备之前，请务必拔出所有已连接的连接线。

• 设置设备时，请务必选择便于插拔的 AC 电源插座。如果出
现问题或故障，请立即关闭电源开关，并将插头从电源插座
中拔出。即使关闭了电源开关，仍然会有极少量的电流流向
本产品。当您想要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务必将电源线
从壁式 AC 电源插座中拔出。

• 如果将本设备安装在 EIA 标准机架上，请仔细阅读第 106 页
上的 “ 机架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 章节。通风不畅可能导致过
热，并可能损坏设备、造成故障，甚至引起火灾。

• 将本设备连接到其它设备之前，请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开
关。在打开或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开关之前，请将所有音量
都调到最小。

• 在对本设备进行清洁时，请务必将电源插头从 AC 电源插座
中拔出。

• 请勿将手指或手插入本设备的任何间隙或开口 （通风口
等）。

• 请勿插入或使异物（纸张、塑料、金属等）掉入本设备的任
何缝隙或开口（通风口等）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立即
关闭电源，然后将电源线从 AC 电源插座中拔出。然后请有
资质的 Yamaha 维修人员对设备进行检修。

• 请勿将身体压在本设备上或在其上放置重物，操作按钮、开
关或插口时要避免过分用力。

• 请勿长时间持续在很高或不舒服的音量水平使用耳机，否则
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害。如果遇到失聪或耳鸣的情况，
请寻求医治。

电源 / 电源线

请勿打开

关于潮湿的警告

火警

当意识到任何异常情况时

电源 / 电源线

安放位置

连接

保养维护

小心操作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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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关闭其电源。

注意
为避免本产品、数据或其它部件可能受到的损坏 , 请
注意下列事项。

• 请勿在电视、收音机、立体声设备、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附
近使用本设备。这可能会在设备本身以及靠近设备的电视机
或收音机中引起噪音。

• 为了避免操作面板发生变形、损坏内部组件或不稳定操作，
请勿将本设备放在有大量灰尘、震动、极端寒冷或炎热
（如阳光直射、靠近加热器或烈下的汽车里）的环境中。

• 请勿在乐器上放乙烯或塑料或橡胶物体，否则可能使面板脱
色。

• 清洁乐器时，使用柔软的干布。请勿使用涂料稀释剂、溶
剂、清洁液或浸了化学物质的抹布。

• 设备中可能会由于环境温度的快速变化而发生冷凝 — 例
如，当设备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或者当打开或
关闭空调时。发生冷凝时使用本设备会造成损坏。如果有理
由相信可能发生了冷凝，请将本设备放置几个小时而不打开
电源直到冷凝彻底消失。

• 当不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关闭其电源。

• XLR 型插口应按下图所示进行布线 (IEC60268 标准 ): 针 1：
地线，针 2：热线 (+) 和针 3：冷线 (-)。

信息

关于版权

* 除个人使用外，严禁复制作为商品的音乐作品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 MIDI 数据和 / 或音乐数据。

关于本说明书

* 本说明书中的插图和 LCD 画面仅用作讲解之目的。

* 本使用说明书中所使用的公司名和产品名都是各自公司的商
标或注册商标。

* 规格和外观的改进恕不预先通知。

为便于您理解使用说明书的内容，本公司已经依据国家的相关
标准尽可能的将其中的英文表述部分翻译成中文。但是，由于
专业性、通用性及特殊性，仍有部分内容仅以原文形式予以记
载。如您有任何问题，烦请随时与本公司客服联系（热线：
400-051-7700）。

对由于不正当使用或擅自改造本设备所造成的损失、数据
丢失或破坏， Yamaha 不负任何责任。

操作和维护

接口
使用说明书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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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您购买 Yamaha 输入机架 Ri8-D。
输出机架 Ro8-D。 
Ri8-D 是配有 8 通道模拟输入口的兼容 Dante 技术的
输入机架。Ro8-D 是配有 8 通道模拟输出口的兼容
Dante 技术的输出机架。

要全面应用 Ri8-D/Ro8-D 的强大功能和出色性能、延
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操作前请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 

功能特点

远距离 Dante 网络功能

通过使用 Dante 网络协议的标准以太网电缆，低延
迟、 低抖动的音频在各个设备之间传输最长可达 100
米 *。Ri8-D/Ro8-D 可以作为 Dante 网络的通用 I/O 接
口箱使用。支持度采样率为 44.1 kHz、48 kHz、88.2 
kHz 和 96 kHz。
* 最大使用距离可能会因所使用的电缆而异。

紧凑的 1U 机身，配有多种接口。

Ri8-D 专门作为输入机架使用，而 Ro8-D 专门作为输
出设备使用。这使得只安装需要的输入或输出机架成
为可能。

当然，Rio3224-D/Rio1608-D ( 输入 / 输出机架 ) 还能
够实现高度的系统配置灵活性。

可遥控的内部前置放大器（仅限 Ri8-D）

内部前置放大器可由兼用设备遥控，如 CL 系列或计
算机应用程序 “R Remote”。

增益补偿功能 ( 仅限 Ri8-D)
为支持 CL 系列产品等带有增益补偿能力的设备启用
Ri8-D 的增益补偿功能，可以通过整合 Ri8-D 的补偿
增益，补偿下游模拟增益的变化，同时它会以修改为
它启用之前一刻的增益电平值，将音频信号发送到
Dante 网络。

用已连接的计算机进行直接音频输入 / 输出

用标准以太网线将 Ri8-D/Ro8-D 连接到安装有 Dante 
Virtual 声卡的计算机，无需使用音频接口设备既可直
接输入或输出音频信号 (Ri8-D 仅用于输入，Ro8-D 仅
用于输出 )。

固件升级
本产品能够升级固件，以利提高操作性、增加功能并
排除可能的故障。以下两种类型的固件可供本设备使
用。

• 设备的固件

• Dante 模块固件

有关固件升级的详情请参考下列网址：
http://www.yamahaproaudio.com/

有关升级和设置本设备的信息请参考网站提供的固件
升级指南

注

在本设备上升级 Dante 固件时，确保也要升级已连
接 Ri8-D/Ro8-D 的其它 Dante 兼容设备的固件。

机架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本机额定在 0 到 40 ℃环境温度的范围内操作。将本
机同其它 Ri8-D/Ro8-D 机种及其它设备安装到 EIA
标准设备机柜时，内部温度可能会超过指定的上
限，从而造成性能下降或故障。在机柜中安装本设
备时，请始终按照下列要求操作，避免热积聚 :
• 将本机随某些设备，如可产生大量热量的功率
放大器，安装在支架中时，请在 Ri8-D/Ro8-D 和
其他设备之间保留超过 1U 的空间。也可敞开空
余空间，或安装合适的通风面板尽量减少热量
的聚积。

• 为了确保足够的空气流通，请将机架背面敞开
并将其放置在离开墙壁或其它表面 10cm 以上
的位置。如果支架后面无法保持开放，请安装市
售的风扇或者类似通风选购件以保证足够的气
流。如果已安装了风扇组件，则将机架后面关闭
可能会达到更好的冷却效果。有关详细说明，请
参阅机架和 / 或风扇组件的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



关于 Dante 技术
关于 Dante 技术

本设备采用了 Dante 技术作为协议传输音频信号。
Dante 是一种由 Audinate 公司开发的网络协议。它设
计为以多种采样率和比特率传输多通道音频信号，同
时通过 Giga-bit Ethernet (GbE) 网络传输设备控制信
号。Dante 技术还提供了下列优势 :
• 能够通过 GbE 网络传输最多 512 路进 /512 路出、总
共 1024 通道（理论上）的音频。 
Ri8-D 具备 8 路输入，精度为 24/32-bit。 
Ro8-D 为 8 路输出，精度为 24/32-bit。）

• Dante 可兼容产品能自动配置它们的网络接口并能
在网络中互相搜索。您可以用自己理解的名称标注
Dante 设备和它们的音频通道。

• Dante 采用了高精度网络同步标准，从而以极低的延
迟和抖动获取精准的回放效果 。Ri8-D/Ro8-D 上有
五种可用 latency 设置：0.25 msec、0.5 msec、
1.0 msec、2.0 msec 和 5.0 msec。

• Dante 通过主、从网络支持冗余连接，从而防止难以
预知的问题的出现。

• 通过以太网将计算机连接到 Dante 网络，无需使用
音频接口设备就可以直接输入或输出音频信号。

运用这些优势， 您就可以跳过任何复杂的操作流程，
从调音台自动连接并设置 Dante 兼容设备、遥控 I/O
机架设备或功放，或在网络中的计算机上安装的如
Nuendo 等 DAW 软件上实现多轨录音。 

更多 Dante 的详情请访问 Audinate。
http://www.audinate.com/

更多 Dante 的相关信息也发布在 Yamaha Pro Audio 网
站上 :

http://www.yamahaproaudio.com/

注

请勿在 Dante 网络中使用网络开关的 EEE 功能 (*)。

虽然在支持 EEE 的开关上会自动适应电源管理，但是某

些开关无法正确执行自适应。 当无法正确执行时，可能会

造成在 Dante 网络中启用 EEE，从而导致同步性能不良

和偶尔断线。

因此我们强烈建议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您使用了受管理的开关，请确认其可禁用 EEE。 请

确认所有用于实时 Dante 传输的所有端口都禁用了

EEE。

• 如果您使用的是不受管理的开关，请勿使用支持 EEE 功

能的网络开关，因为在这些开关中无法禁用 EEE 操作。

* EEE（节能以太网）是一种可在低网络流量期间降低开
关功耗的技术。 其还被称为绿色以他网和
IEEE802.3az。
 使用说明书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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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式和功能

前面板

1 [INPUT] 接口 1–8（仅限 Ri8-D）
这些接口为输入通道的 XLR-3-31 型模拟平衡接
口 。输入电平范围在 -62 dBu 至 +10 dBu 之间。可
以通过输入接口使用 +48V 幻像电源为需要的设
备供电。

注

在 +17 dB 和 +18 dB 之间调整内部前置放大器的增
益时，PAD 会在内部被打开或关闭。请记住，在使用
幻像电源时，如果连接到 INPUT 接口的外部设备的
热、冷阻抗不同，则可能会产生噪音。

2OUTPUT +4 dBu 接口 1–8 （仅限 Ro8-D）
这些 XLR-3-32 型平衡接口可从设备的相应输
出通道发送模拟输出信号。标称输出电平为
+4 dBu。

3 [+48V] 指示灯（仅限 Ri8-D）
当相应的输入通道的 +48V 幻像电源打开时，这
些指示灯会亮起。可以从兼容的数字调音台或计
算机应用程序进行幻像电源开关控制。但是，如
果 [+48V MASTER] 开关关闭，即使单独通道的幻
像电源打开（+48V 指示灯将闪烁）。+48V 指示灯
也会作为错误指示灯运行：如果发生错误，所有通
道的指示灯闪烁。

小心 :
• 如果不需要使用电容话筒，请确保关闭幻像电源。
• 打开幻像电源时，请确保没有幻像供电设备之外的
其他设备，如电容话筒，连接到相应的 INPUT 接口。
将幻像电源外加在不需要幻像供电的设备上可能会
将已连接的设备损坏。

• 接通幻像电源时，请勿连接或断开到 INPUT的设备。
否则可能造成所连接设备和 / 或设备本身的故障。

• 为避免对扬声器可能造成的损坏，打开或关闭幻像
电源时，请确认功率放大器和 / 或有源音箱已关闭。
另外，在打开或关闭幻像电源时，建议将所有数字调
音台输出控制旋钮设置为最小值。切换操作所造成
的电平峰值迅速变大可能会损坏设备以及旁观者的
听力。

4 [PEAK] 指示灯 （仅限 Ri8-D）
相应通道的信号电平达到或超过 -3 dBFS 时，这
些指示灯亮红色。

PEAK 指示灯也会作为出错指示灯运行：如果发生
错误，所有通道的指示灯闪烁。

5 [SIG] （信号）指示灯
应用到各个通道的信号达到或超过 –34 dBFS 时，
这些指示灯亮起成绿色。

SIG 指示灯也会作为错误指示灯运行：如果发生错
误，所有通道的指示灯闪烁。

6 [UNIT ID] 旋转开关
这种旋转开关可以用来设置 ID 编号，从而让已
连接的设备识别 Ri8-D/Ro8-D。UNIT ID 在网络
中必须具备单独的编号，这样 Ri8-D/Ro8-D 才能
通过 Dante 网络发送和接收音频信号或通过已连
接的数字调音台进行控制。

在本设备电源关闭时使用旋转开关。否则 ID 设
置无效。

7 [SYSTEM] 指示灯
这些指示灯用来表示 Ri8-D/Ro8-D 的操作状态。
如果绿灯持续亮起 , 同时红灯关闭，代表本设备
操作正常。 
打开本设备电源时，如果绿灯关闭或红灯亮起或
闪烁，代表本设备没有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下请
参考 “ 信息 ” 章节。（详见 第  130 页）。

1 1  2  3  4  5  6  7  8O
N

1  2  3  4  5  6  7  8O
N

1

1 2 B3
4

5 A
0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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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
8 [SYNC] 指示灯
这些指示灯显示 Ri8-D/Ro8-D 内部 Dante 网络功
能的操作状态。

如果绿灯亮起，本设备以字时钟从机的形式工
作，并同步于字时钟。

如果绿灯闪烁，表示设备以字时钟主机的形式
工作。

如果设备的电源打开，但绿指示灯关闭，说明本
设备没有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下请参考 “ 信息 ”
章节。（详见 第  130 页）。

如果橙色指示灯亮起或闪烁，请参考 “ 信息 ” 章节。

9DIP 开关
该开关用来指定本设备起动操作的相关设置。

在本设备电源关闭时设定 DIP 开关。否则设置
无效。

详细说明请参考下列内容。

• 开关 1 （UNIT ID）
该开关设置能够决定 [UNIT ID] 旋转开关的十六
进制设置是从 0 到 F （0 到 15）还是从 10 到 1F
（16 到 31）。

• 开关 2 和 3 (IP SELECT MODE)
可以指定与 R Remote 等外接设备通讯时所使用
的 IP 地址的设置方式。购买后首次将 R 系列连
接到计算机时，要将其设置为 STATIC IP
（MANUAL）以外的设置选项。如果要将其设置
为 STATIC IP（MANUAL），要先从 R Remote 指
定 IP 地址，然后将设置切换为 STATIC IP
（MANUAL）。

• 开关 4 （SECONDARY PORT）
该开关设置决定后面板 [SECONDARY] 接口用于
菊型链接还是冗余网络。

[DAISY CHAIN] 设置的情况下，无需使用网络交
换机就可以在一个菊型链接中连接多个 Dante 兼
容网络设备。请参考 “ 关于连接 ” 章节（参考第
126 页）中的 “ 菊型链网络 ” 内容，获取更多菊型
链连接的相关信息。

[REDUNDANT] 设置情况下，[PRIMARY] 接口会
用于主连接，[SECONDARY] 接口用于次要（备
份）连接。 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如线缆的损坏或
意外断开，或网络交换机出错等），本机的
[PRIMARY] 接口不能发送信号，[SECONDARY]
接口会自动接管信号传输工作，冗余网络上发挥
作用。 参考 “ 关于连接 ” 章节（参考第  126 页）
中的 “ 关于冗余网络 ” 内容，获取更多有关冗余
网络的相关信息。

开关 状态

代表关联状态向上。

代表关联状态向下。

开关 设置 描述

UNIT ID 范围

从 

0 到 F

[UNIT ID] 旋转开关的设

置范围从 0 到 F。

UNIT ID 范围

从 10 到 1F

[UNIT ID] 旋转开关的设

置范围从 10 到 1F。

开关 设置 描述

AUTO IP Dante 网络会自动分配 IP
地址。

DHCP 将使用被 DHCP 服务器分

配的 IP 地址。

STATIC IP 
(AUTO)

IP 地址将设置为

192.168.0.xx（xx=UNIT 
ID）。

1

1

2 3

2 3

2 3

STATIC IP 
(MANUAL)

从 R Remote 等外接设备指

定 IP 地址。

开关 设置 描述

DAISY CHAIN [SECONDARY] 接口用

于菊型链方式连接。 

连接下一个设备的
[PRIMARY] 端口，它就

可以连接为菊型链。

REDUNDANT [SECONDARY] 接口用

于冗余网络方式的连接。
它的作用相当于备份连
接，[PRIMARY] 接口连

接另外的网络。

开关 设置 描述

2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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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 5 和 6 （REMOTE）（仅限 Ri8-D）
当您要从数字调音台监听或控制 Ri8-D 时，该开
关可以决定是否使用诸如 CL 系列等可兼容
Ri8-D-native 设备或诸如 M7CL 等非 Ri8-D-native
设备。具备支持 Ri8-D-native 功能的设备的相关
信息，可从下列 yamaha 专业音频网站获得 :
http://www.yamahaproaudio.com/products/

• 开关 7 和 8 （START UP MODE）
这些开关能决定内部存储器在设备启动时初始化
还是使用前一个设置 （如最近一次关机前使用的
设置）。

如果要连接一台 Ri8-D/Ro8-D 本地设备，如 CL
系列产品，请将开关设置为 [REFRESH]。已连接
的 Ri8-D/Ro8-D 本地设备将其设置发送到
Ri8-D/Ro8-D 之前，Ri8-D/Ro8-D 将不会输入或输
出音频，这样 Ri8-D/Ro8-D 输出音频时就不会出
现意外故障。

0 [+48V MASTER] 开关（仅限 Ri8-D）
这是本机 +48V 幻像电源的主开关。

如果 [+48V MASTER] 开关关闭，即使单独的输入
幻像电源设置为 ON，也不会对本机的输入接口
进行幻像供电。在这种情况下，[+48V] 指示灯将
闪烁于幻象电源打开的通道。

A电源指示灯
打开本机的 AC 电源时点亮。

BPOWER（电源）开关（ ）
用于打开或关闭本机。

小心 :
• 频繁快速打开和关闭设备会造成其损坏。关闭电源
后，等待大概 6 秒钟后才能再次打开。

• 即使电源开关已经关闭，也会有最小的电流通向本
产品。当确定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务必将电源
插头从交流电源插座拔出。

开关 设置 描述

NATIVE 一台 Ri8-D 本地设备将控制

Ri8-D。

AD8HR 非 Ri8-D 本地设备会像控制

AD8HR 一样控制 Ri8-D。

从 1 到 F 之间设置 UNIT ID

编号，设备使用任何其它 

UNIT ID 号码都无法被控制。

INITIALIZE 初始化设置。有关设置初始
化的详情，请参考 “ 初始化

Ri8-D/Ro8-D”（第  127

页）。

开关 设置 描述

REFRESH Ri8-D/Ro8-D 的启动会让一

部分内存初始化。
下列设置会被初始化。

RESUME 设备启动时使用最近一次关
机时的先前设置。

5 6

5 6

5 6

7 8
HA GAIN -6 dB

+48V OFF

HPF OFF

HPF FREQ 80Hz

增益补偿 OFF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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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后面板

CAC IN 接口
将电源线连接到这里。先将电源线连接到设备，
然后将电源线连接到 AC 插座。

电源线带有特殊的锁死装置（V-LOCK），防止电
源线被意外断开。将电源线完全插入到底，直至
锁死。

小心 :
连接或断开电源线时，请确保
关闭设备电源。
断开电源线时请按下插头上的
锁扣。

D [PRIMARY]/[SECONDARY]
 接口
Ri8-D/Ro8-D 可以用标准 Ethernet 线缆 （推荐
CAT5e 或更高品质）通过这些 etherCON （RJ45）
接口连接到其它 Dante 兼容设备（如 CL 系列产
品） 。
如果前面板上的 DIP 开关 4 设置为向上 （指向
DAISY CHAIN）, 进入这些接口其中之一的音频
信号会从其它接口输出。请参考 “ 关于连接 ” 章
节 （参考第  126 页）中的 “ 菊型链网络 ”，获取更
多菊型链接的相关信息。

如果 DIP 开关 4 设置为向下（指向 
REDUNDANT）,  [PRIMARY] 接口会被用于主连
接， [SECONDARY] 接口会被用于次要（备份）连
接。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如线缆的损坏或意外断
开，或网络交换机出错等），本机的 [PRIMARY]
接口不能发送信号，[SECONDARY] 接口会自动
接管连接。参考 “ 关于连接 ” 章节（参考第  126
页）中的 “ 关于冗余网络 ” 获取更多有关冗余网
络的相关信息。

注

• 使用 STP（屏蔽双绞）电缆可防电磁干扰。确保插头
的金属部分已使用导电胶带或等同方式通过电力连
接到 STP 屏蔽线。

• 只能连接Dante兼容设备或GbE兼容设备（包括计算
机）。

E [LINK/ACT] 指示灯
这些绿色指示灯显示 [PRIMARY] 和
[SECONDARY] 接口的连接状态。

如果以太网线连接正确，它们会加速闪烁。 
F [1G] 指示灯

当 Dante 网络以 Giga-bit 网络形式工作时，这些
指示灯会闪烁。

G接地螺钉
由于所连接的供电线缆是三相线，通过 AC 插槽
上连接的供电线会让机壳实现充分接地。另外，
连接该接地螺丝可以防止嗡音或噪音干扰。

C E FD

G * 图示显示的是 Ri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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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连接
有两种方式可以把 Ri8-D/Ro8-D 连接到 Dante 网络。

注

菊型链连接适用于应用少量设备的简单系统。如果
连接多台设备，请使用星型网络。

菊型链网络
菊型链是一种连线方案，该方案中多台设备按顺序连
接在一起。 如果连接多台设备，必须设置一个较高的
延迟值，以避免增加设备间的信号传输的延迟所致的
跳过音频。然而，如果连接大量的设备，延迟就会增
加。如果菊型链网络中的连接被破坏，信号流会在该
点中断并且没有信号会穿过该点传输。

星型网络
在一个星型网络中，每台设备都连接到中间交换机。
使用 GbE 兼容网络交换机，可以配置大带宽大规模的
网络。我们推荐使用带有控制和监视网络等多种功能
的网络交换机 ( 如 Qos, 能为数据流分配优先权 - 如字
时钟同步或某些数据环路上的音频传输 )
用这种技术一般配置的是冗余网络，可以消除意外网
络问题对音频或数据稳定传输的影响。

关于冗余网络

冗余网络包括 2 个环路，主要和次要。一般来说，网
络工作在主要环路上。但如果主要连接中断，次要链
路会自动接管连接。因此，应用带有星型技术的冗余
网络，能够提高与菊型链网络相关的数据交流的稳
定性。

01234 EF

01234 EF

1  2  3  4  5  6  7  8O
N

1  2  3  4  5  6  7  8O
N

CL5

Ri8-D (ID#1)

Ro8-D (ID#2)

SECONDARY

PRIMARY

PRIMARY

1 1  2  3  4  5  6  7  8O
N

1 1  2  3  4  5  6  7  8O
N

Ri8-D (ID#1)

Ro8-D (ID#2)

1  2  3  4  5  6  7  8O
N

1 1  2  3  4  5  6  7  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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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ante Controller
关于 Dante Controller
Dante Controller 软件是一种软件应用程序，能够实现
Dante 网络的配置和音频信号路径引导。如果要连接
或设置不带 Ri8-D/Ro8-D-native 支持功能的 Dante 兼
容设备，可以使用这种应用程序。请从下列网址下载
最新 Dante Controller 。
请注意， Dante Controller V 3.2.1 或更高版本支持
Ri8-D/Ro8-D。

http://www.yamahaproaudio.com/

要运行 Dante Controller 软件，计算机必须配备有 GbE
兼容以太接口。

详情请参考 Dante Controller 的使用说明书。

在 Dante Controller 软件中，要进行如下基本设置 :
• [Network View]  [Routing]  I/O patching（跳线） 
• [Network View]  [Clock Status]  Word clock master 

setting（字时钟主机设置）

• [Device View]  [Config]  Sampling rate setting（采
样率设置）

初始化 Ri8-D/Ro8-D
将内存返回（初始化）到出厂默认状态，例如将设备
移动到不同位置，操作如下。

1. 关闭本机电源。

2. 在前面板上，将 DIP 开关 5 和 6 设置为下
（INITIALIZE）。

3. 打开本机电源。

初始化期间， [SYSTEM]和[SYNC]指示灯保持关
闭。当初始化完成时，每个指示灯亮起。

4. 确认初始化完成，然后关闭设备。

5. 根据设置调整 DIP 开关 5 和 6（REMOTE）。

6. 打开本机电源。

Dante设置和HA参数将被初始化。

*1 “xx” 为 UNIT ID 值，“nnnnnn” 为低于 6 位数字的 Dante 
Primary MAC Address。

参数 初始化设置

Dante 字时钟 48kHz（从） 拉起 / 拉下

无

延迟 1.0ms

编码 PCM24 位

SECONDARY 端口 菊型链

IP 地址 自动（链接本地）

主 IP 地址 0.0.0.0

副 IP 地址 0.0.0.0

设备标签 Y0xx-Yamaha-Ri8-D(Ro8
-D)-nnnnnn *1

通道标签 < 通道编号 >

HA HA GAIN -6dB

+48V 关闭

HPF 关闭，80Hz

GAIN 
COMPENSATION

关闭，-6dB

5 6O
N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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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放大器控制
可以从宿主设备对 Ri8-D 的前置放大器进行遥控，如
可兼容的 Yamaha 数字调音台。 

从 Ri8-D-native 设备进行控制
Ri8-D 前级放大器可以通过 Ri8-D-native 数字调音台
进行控制，如 CL 系列产品。

已连接的 Ri8-D-native 设备会显示要被控制的对应
Ri8-D 设备的型号名称和 UNIT ID 号码。

如果要连接一台带有 Ri8-D-native 支持能力的设备
监视和控制前级放大器，请参考对应设备的使用说
明书。

从不具备 Ri8-D-Native 支持能力
的设备进行控制
本章介绍如何配置用不带 Ri8-D-native 支持能力的设
备，像控制 AD8HR 一样对 Ri8-D 设备进行控制的
Ri8-D 设置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可从下列网站下载的 “Dante-
MY 16-AUD 和 R 系列前置放大器遥控指南 ”。

http://www.yamahaproaudio.com/
注

下列 Yamaha 非 Ri8-D-native 设备能够像控制
AD8HR 一样控制 Ri8-D。将一块如 AD8HR 一样固
件可控的 Dante-MY16-AUD 卡插入 Mini-YGDAI 扩
展槽以备连接。

M7CL、LS9、DM1000、DM2000、PM5D/DSP5D、
DME64N/24N

设置 DIP 交换机

本设备电源关闭时，将 DIP 开关 5 转动到向下，让
DIP 开关 6 向上。

注

如果 REMOTE 已设置为 [AD8HR]，无关 DIP 开关设
置，START UP MODE 都将设置为 [RESUME]。

设置 UNIT ID
设置 [AD8HR] 中的 Ri8-D 也会将 UNIT ID 设置为虚
拟 ID ( 如同 AD8HR 的设备 ID)。
如果把 Rio3224-D 或 Rio1608-D 进行组合，或在网络
中添加一台 AD8HR 或 SB168-ES，请确保该虚拟 ID 或
设备 ID 全部是唯一的。 
正确设置 Ri8-D，使之能像 AD8HR 一样被控制。另
外，可以使用调用功能立即调出所有前置放大器设
置。有关前置放大器控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数字调
音台使用说明书。

可以监视和控制的前置放大器
参数

5 6

参数 描述

+48V
为每个通道打开或关闭 +48V 幻

像电源。

HA GAIN
以 1-dB 为增量在 -6 dB 到 66 

dB 范围内调整增益。

HPF 打开或关闭高通滤波器。

HPF FREQ

以 60 为单位在 20Hz 到 600 Hz

范围内调整高通滤波器的消幅
失真频率（12 dB/Oct.）。

METER 

( 仅限 Ri8-D-native 设

备 )

显示每个输入通道的电平表。

Device ID

它会显示基根据 UNIT ID 所分

配的 Device ID 1–F (Device ID

为 AD8HR)。

+48V Master SW

显示 +48V 幻象供电功能的

[+48V MASTER] 开关的 

ON/OFF 状态。

增益补偿 ( 仅限

Ri8-D-native 设备 )

打开 / 关闭增益补偿。



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症状 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法

电源无法打开。 

电源指示灯无法点亮。

电源线连接不正确。 正确连接电源线（参考第 125 页）。

[POWER] 开关没有打开为 ON。 将 [POWER] 开关切换至 ON。如果电源依

旧不能打开，请咨询您的 Yamaha 经销商。

本机无法接收输入信号。 未正确连接输入信号线。 正确连接线缆。

外接设备没有信号输出。 从来源设备输出一个信号，并确保正确通
道上的 SIG 指示灯亮起。 

内建前置放大器增益没有设置到适当的电平。 将内建前置放大器的增益设置到适当的电
平。

DIP 开关设置为 REFRESH, 但 Ri8-D-native 

设备没有启动。

启动 Ri8-D-native 设备，向 Ri8-D 发送设

置结果。

输入电平太低。 连接了电容话筒。 打开 [+48V MASTER] 开关。

从 Ri8-D -native 设备打开相应通道的幻象

电源。

内建前置放大器增益没有设置到适当的电平。 将内建前置放大器的增益设置到适当的电
平。

听不到声音。 未正确连接信号线。 正确连接线缆。

DIP 开关设置为 REFRESH, 但 Ro8-D-native 

设备没有启动。

启动 Ro8-D-native 设备，向 Ro8-D 发送设

置结果。

输出被静音。 解除 Ro8-D-native 设备上输出的静音状态。

前级放大器不能控制。 Ri8-D 没有被装载到 Ri8-D-native 设备的

RACK 上。

在 Ri8-D-native 设备的 RACK 上装载

Ri8-D。

调整内建前置放大增益不会改
变音频信号的电平。

增益补偿功能被开启。 如果没有使用增益补偿功能，请将其关闭。

调节 [UNIT ID] 旋转开关或

DIP 开关的设置似乎无效。

你可能在电源打开的时候已经调节了设置 。 关闭电源，然后改变设置。

Dante 控制器不识别 R 系列设

备。

不正确的数值被分配到 Dante 的 IP 地址。 使用 DIP 开关初始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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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错误、警告和特定类型的信息通过 Ri8-D/Ro8-D 面板
指示灯显示。信息也会在 Dante Controller 软件的 
Error Status 栏中显示。

各指示灯亮起或闪烁如下 :

错误信息

如果发生如下错误之一，设备将不运行。发生错误
时，绿色 SYSTEM 指示灯将熄灭且所有 I/O 通道的指
示灯将持续闪烁直到错误被解决。另外，某些错误将
导致红色 SYSTEM 指示灯亮起或闪烁。 

如下错误影响设置或硬件。

但是，设备仍可运行。绿色 SYSTEM 指示灯将亮起，
且所有 I/O 通道的指示灯将正常工作。

另外，某些错误将导致红色 SYSTEM 指示灯亮起或闪
烁。 

No call-out 指示灯关闭。

Light 指示灯保持稳定亮起。

Flash 指示灯持续闪烁。

Flash x2 指示灯循环闪烁 2 次。

Flash x3 指示灯循环闪烁 3 次。

SYSTEM 指示灯 描述 可能的解决方法

发生了一个内部错
误。

设备运行失败。请
联系 Yamaha 经销

商进行维修。 

由于 MAC 地址设

置已经损坏，通讯
无法继续。

UNIT ID 不是唯一

的。

在 Dante 网络设置

一个唯一的 UNIT 

ID 号码。

设备 DIP 开关选择

不正确。

检查 DIP 开关设

置，并正确设置。

闪烁 x2

闪烁 x3

亮起

闪烁

SYSTEM 指示灯 描述 可能的解决方法

Dante 发送流的数

量超出限制。

例如，可以使用
Dante Controller

将一些发送流更改
至组播来减少流的
数量。

内部存储器损坏。 用前面板 DIP 开关

将 START UP 

MODE 设置为

REFRESH，然后启

动设备。如果将
START UP MODE

设置回 RESUME

后问题依旧存在，
请咨询您的
Yamaha 经销商。

更改了设备设置
DIP 开关或旋转开

关的位置，或者通
过 Dante Controller

更改了 Dante 设

置。
因此，设备设置
DIP 开关的位置与

实际 Dante 设置不

匹配。

如果通过 Dante 

Controller 启用

Device Lock 设

置，请禁用设置或
检查设备设置 DIP

开关位置并设置它
们以适用当前情
况。

闪烁亮起

闪烁 x3亮起

亮起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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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警示信息

如图所示，指示灯将亮起和 / 或闪烁直到解决了产生
这个问题的原因。

如果绿色 [SYNC] 指示灯熄灭，说明未确认本设备时
钟。

如果绿色指示灯闪烁，说明本设备为时钟主机。

如果绿色指示灯亮起，说明本设备为时钟从机，且时
钟同步。

信息提示

指示灯将保持亮起和 / 或循环闪烁报告状态。

如果橙色 [SYNC] 指示灯熄灭，说明本设备正常工作。

如果绿色 [SYNC] 指示灯熄灭，说明未确认本设备时
钟。

SYNC 指示灯 描述 可能的解决方法

字时钟没有正确设
置。

在 Ri8-D/Ro8-D-

native 设备上或在
Dante Controller

软件中正确设置
字时钟主机和采
样率。

Dante 网络链路中

断。

确认以太网线没
有断开或短路。

因为 Dante 网络接线

不正确，无法发现其
他 Dante 可兼容设

备。

确保以太网线连
接正确。

SYNC 指示灯 描述 可能的解决方法

连接了非 GbE 兼容

设备。

通过 Dante 传送

音频时，请使用
支持 GbE 的设

备。

冗余网络运行期间，
[SECONDARY] 接口

接管了信息通讯。

检查连接到
[PRIMARY] 接口

的链路。

冗余网络运行期间，
连接到
[SECONDARY] 接口

的链路出现异常。

检查连接到
[SECONDARY]

接口的链路。

闪烁

闪烁 x2

闪烁 x3

亮起亮起
或
闪烁

闪烁亮起
或
闪烁

闪烁 x2亮起
或
闪烁

SYNC 指示灯 描述 说明

Dante 网络上同步 请等待直到启动
完成或等到设备
完成同步。 

可能需要 45 秒才

能完成。

等待接收设置数据 如果在 R 系列设

备上 START UP 

MODE 设置为

REFRESH，启动

后输入 / 输出将

被静音直至设备
接收到设置数
据。

本设备正常用作字时
钟主机。

本设备用作字时
钟主机。

本设备正常用作字时
钟从机。

本设备用作时钟
从机，且时钟同
步。

亮起

闪烁

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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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一般规格

采样率 外部

44.1kHz
+4.1667%, +0.1%, –0.1%, –4.0%

±200ppm

48kHz
+4.1667%, +0.1%, –0.1%, –4.0%

±200ppm

88.2kHz
+4.1667%, +0.1%, –0.1%, –4.0%

±200ppm

96kHz
+4.1667%, +0.1%, –0.1%, –4.0%

±200ppm

信号延时
少于 3ms

INPUT 到 OUTPUT*1 , 通过 Dante 用 CL5 连接 , Dante 接收延迟设置为 0.25ms （单路） , Fs=48kHz

*1. INPUT 到 OUTPUT 指 Ri8-D INPUT 到 Ro8-D OUTPUT

频率响应
+0.5, –1.5dB 20Hz-20kHz, 以 +4dBu 输出 @1kHz 为基准 , INPUT 到 OUTPUT*1, Fs= 44.1kHz, 48kHz

+0.5, –1.5dB  20Hz-40kHz, 以 +4dBu 输出 @1kHz 为基准 , INPUT 到 OUTPUT*1, Fs= 88.2kHz, 96kHz

总谐波失真*2

*2. 总谐波失真用 18dB/ 八度滤波器 @80kHz 标准。

低于 0.05% 20Hz-20kHz@+4dBu 在 600Ω, Fs= 44.1kHz, 48kHz
低于 0.05% 20Hz-40kHz@+4dBu 在 600Ω, Fs= 88.2kHz, 96kHz

INPUT 到 OUTPUT*1, 输入增益 = 最低

嗡音和噪音*3

*3. 嗡音 & 噪声用 A 计权滤波器测量。

*4. 串扰采用 30dB/ 倍频程滤波器 @22kHz 测量而得。 

–128dBu typ., 平均输入噪声 , 输入增益 = 最大

–88dBu 残余输出噪声 , ST master 关闭

动态范围
112dB 型 , DA 转换器 ,

108dB typ., INPUT 到 OUTPUT*1, 输入增益 = 最小

串扰 @1kHz –100dB*4, 相邻 INPUT/OUTPUT 通道 , 输入增益 = 最小

尺寸 (WxHxD)
和净重

Ri8-D: 480mm x 44mm x 362mm, 4.5kg
Ro8-D: 480mm x 44mm x 359mm, 4.4kg

电源要求
（瓦）

Ri8-D: 35W
Ro8-D: 35W

电源要求
（电压和赫兹）

美国 / 加拿大：120V 60Hz
日本： 100V 50/60Hz
中国： 110-240V 50/60Hz
韩国： 220V 60Hz
其它国家和地区：110-240V 50/60Hz

温度范围
运行温度范围：0 - 40˚C
储藏温度范围：–20 - 60˚C

包含的附件 使用说明书，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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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特性（仅限 Ri8-D）
模拟输入特性（仅限 Ri8-D）

*1. XLR-3-31 型接口为平衡接口。（1= 地， 2= 热， 3= 冷）

* 在这些规格中， 0 dBu = 0.775 Vrms。
* 所有输入 AD 转换器采用 24 位线性， 128 次过采样。

* 通过每个独立软件控制开关为 INPUT XLR 型接口提供 + 48V 直流电（幻象供电）。

模拟输出特性（仅限 Ro8-D）

*1. 这些开关体内预设的最大输出电平。 
*2. XLR-3-32 类型接口是平稳的。（1 ＝地， 2 ＝热， 3 ＝冷）

* 所有输出 DA 转换器采用 24bit， 128 次过采样。

数字 I/O 特性

* 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为印刷时最新的技术规格。请至 Yamaha 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使用说明书。

输入端口 增益 实际负载阻抗 额定值下使用
输入电平

接口
额定 失真前最大

INPUT 1-8
+66dB

7.5kΩ 50-600Ω 话筒 
& 600Ω 线路

–62dBu (0.616mV) –42dBu (6.16mV) XLR-3-31 类型 
（平稳的） *1–6dB +10dBu (2.45V) +30dBu (24.5V)

输出端口 实际声源阻抗 额定值下使用
最大输出电平选择

开关 *1
输出电平

接口
额定 失真前最大

OUTPUT 1 - 8 75? 600Ω 线路
+24dB ( 默认 ) +4dBu (1.23 V) +24dBu (12.3V) XLR-3-32 类型

（平稳的） *2+18dB –2dBu (616mV) +18dBu (6.16V)

端口 格式 数据长度 电平 音频 接口

主 / 从 Dante  24bit 或 32bit 1000Base-T
8ch（Ri8-D 到其它设备）

8ch（其它设备到 Ro8-D）
RJ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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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Hg  Cd  Cr (VI) PBB  PBDE  

×

×

 SJ/T 11364 
 GB/T 26572 

 GB/T 2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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