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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乐器的上方找到本乐器的序列号。您应将此序列号填写在上面
的空白处，并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作为您购买本乐器的永久记录，以在
乐器失窃时帮助鉴别。

型号
序列号

MR816 CSX / MR81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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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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AC 电源适配器

关于潮湿的警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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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备的铭牌上。
• 只能使用规定的适配器 (PA-30 或 Yamaha 推荐的相应产品 )。
使用不适当的适配器可能会损坏乐器或使乐器过热。
• 定期检查电插头，擦除插头上积起来的脏物或灰尘。
• 请勿将 AC 适配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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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勿让本设备淋雨或在水附近及潮湿环境中使用，或将盛有液
体的容器放在其上，否则可能会导致液体溅入任何开口。如果
任何液体如水渗入本乐器，请立即切断电源并从 AC 电源插座
拔下电源线。然后请有资格的 Steinberg/Yamaha 维修人员对
设备进行检修。
• 切勿用湿手插拔电源线插头。

火警
• 请勿在乐器上放置燃烧着的物体，比如蜡烛。
燃烧着的物体可能会掉落，引起火灾。

请勿打开
• 请勿打开本设备并试图拆卸其内部零件或进行任何方式的改
造。本设备不含任何用户可自行修理的零件。若出现异常，请
立即停止使用，并请有资格的 Steinberg/Yamaha 维修人员进
行检修。

当意识到任何异常情况时
• 若 AC 适配器电源线出现磨损或损坏，使用设备过程中声音突然
中断或因此而发出异常气味或冒烟，请立即关闭电源开关，从
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并请有资格的 Stein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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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AC 电源适配器
• 当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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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乐器不用时，或在雷电风暴期间，拔下 AC 电源适配器。
• 不要用多路连接器把乐器连接到电源插座上。否则会降低声音
质量，或者可能使插座过热。

安放位置
• 为了避免操作面板发生变形或损坏内部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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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器或烈日下的汽车里 ) 的环境中。

• 请勿在电视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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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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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移动设备之前，请务必拔出所有的连接适配器和电缆。
• 设置本产品时，请确认要使用的交流电源插座伸手可及。如果
发生问题或者故障，请立即断开电源开关并从电源插座中拔下
插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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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使用乐器规定的支架 / 托架。 安装支架或托架时，只能用提
供的螺丝。 否则会损坏内部元件或使乐器掉落。
• 请勿把物体放在乐器的通风口前面，否则会引起内部元件的通
风不足，可能使乐器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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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保存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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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务必将所有元件的音量调到最小值，并且在演奏
乐器时逐渐提高音量，以达到理想的听觉感受。

维护保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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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操作
• 当心不要让键盖夹住您的手指，请勿在键盖或乐器的间隙中插
入手指或手。

• 请勿在键盖、 面板或键盘上的间隙内插入或掉落纸张、金属或
其他物体。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请立即关闭电源开关，从 AC
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插头。然后请有资格的 Steinberg/Yamaha
维修人员对设备进行检修。

数据保存和备份
• 将设置存储到 MR816 CSX/MR816 X 的内存时，必须在计算机
上用 MR Editor 进行操作。如果用 MR Editor 操作 MR816
CSX/MR816 X 将设置存储到内存时，可以将设置作为场景存
储，并能在 MR Editor 上调用该场景。也可以将 20 个场景作
为一个 Editor 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中。如果用 Cubase 操作
MR816 CSX/MR816 X，则无法将设置存储到 MR816 CSX/
MR816 X 的内存中。请将设置作为一个工程文件保存到计算机
中。还应将工程文件或 Editor 文件保存到外接介质中作为备
份，以避免因设备故障或操作不当导致重要数据丢失。
• 如果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要保存在 MR816 CSX/MR816 X 上
编辑的设置，请在计算机与 MR 连接的情况下启动 MR Editor，
然后执行场景存储操作。此操作将设置作为一个场景存储到
MR816 CSX/MR816 X 和 MR Editor 的内存中。

• 请勿在乐器上放乙烯或塑料或橡胶物体，否则可能使面板或键
盘脱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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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乐器 / 设备
或耳机，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害。若发生任何听力损
害或耳鸣，请去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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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inberg/Yamaha 不负任何责任。

当不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关闭其电源。
即使电源开关被置于 “STANDBY”（待机）位置，设备中仍有微量的电流。当确定长时间不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将 AC 电源适配器从 AC
电源插座拔出。

相关信息
• 本说明书是 Yamaha 公司的专有版权。
• 本说明书中出现的画面显示仅作参考，与电脑上出现的画面可能略有不同。
• 本乐器集成并兼容了一些计算机程序和内容， Yamaha 拥有其版权，或是拥有他方授予使用其版权的许可证。这些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包括
( 无任何限制 ) 所有的计算机软件、伴奏文件、 MIDI 文件、 WAVE 数据、音乐乐谱及录音资料。根据有关法律，禁止未经授权超出个人使
用范围使用这些程序和内容。如有侵犯版权的行为，必将追究有关法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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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einberg 和 Cubase 是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GmbH 的注册商标。
• Windows 是 Microsoft R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
• Apple、 Mac 和 Macintosh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
• ADAT 是 Alesis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商标。
• FireWire 和 FireWire symbol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 FireWire logo 是 Apple Inc. 的商标。
• 本说明书中所使用的公司名和产品名都是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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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高级集成式 DSP 音频工作站 MR816 CSX/MR816 X。 本音频接口设备允许您在计算机的 Cubase 等 DAW 软件与音频
设备 （包括电子乐器、吉他和话筒）之间传输数字 / 模拟音频信号。 此外，本产品还具有与 Cubase 的链接功能，因而可以建立
便捷的音乐制作工作站。
MR816 CSX/MR816 X 提供两本说明书： “入门”说明书 （本说明书）和 “使用说明书”（附带光盘上的 PDF 文件）。 入门说明
书 （本书）为 MR816 CSX/MR816 X 的使用介绍，例如如何安装所需软件、如何将音频设备和计算机连接到本产品等。使用说明
书 （PDF 文件）则介绍 MR816 CSX/MR816 X 的详细功能和使用说明。 请首先阅读入门说明书 （本书），然后阅读使用说明书
（PDF 文件），使您既能充分利用其出色的功能，又能在未来几年内尽情地免维护使用。 阅读后，请妥善保存以备今后参考。

主要功能
与 Cubase 链接
安装附带的软件后，可以将 MR816 CSX/MR816 X 与 Cubase 链接，实现近乎完美无暇的操作 －例如，即时监控用 Cubase
进行混音的声音、向 Cubase 音轨进行一键式音频输入指定等等。用 MR816 与 Cubase 结合使用，可以在 Cubase 顶极版本
中使用便捷的 Control Room （控制室）功能。 有关链接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21 页。

完美音质
MR816 CSX/MR816 X 配有 8 个离散式前置放大器，采用倒换式达灵顿线圈结构，以获得具有最小失真和噪音的完美音乐表
现。

调音台功能和有用的监听功能
使用调音台功能 （带 DSP 处理器）最多可以输入 16 个通道的音频，缩混 8 个通道的立体声。可以指定其中两个立体声输
出，通过连接于前面板 PHONE 插口的耳机进行单独监听。此外，还可以用 REV-X 混响效果处理监听声音，使您能即时获得
完全而自然的监听声音。

专业工作室使用的多功能输入 / 输出插口
MR816 CSX/MR816 X 配有 8 个单声道输入插口 （前面板的 MIC/LINE/HI-Z 插口和 MIC/LINE 插口，以及后面板的 MIC/LINE/
INPUT 插口），可以同时连接 XLR-3-31 和 TRS 耳机插头式连接器。 此外，每个插口还提供 [PAD] 按钮，可以连接各种乐器和
设备，包括电容话筒、合成器和其他线性设备。
MIC/LINE/HI-Z 插口可以接受 HI-Z （高阻抗）输入，可以连接具有高输出阻抗的乐器，例如电吉他和贝司。 MIC/LINE/HI-Z 插
口和 MIC/LINE 插口与后面板上的 INSERT I/O 插口相通，可以在从外部设备输入的声音上应用所需的效果 （不同于内部效
果）。 此外，还提供 WCL （字时钟）插口和数字插口，以便能使用各种专业工作站的设备和应用程序。

Sweet Spot Morphing 通道条效果 （仅限于 MR816 CSX）
MR816 CSX 配有 8 个独立的 Sweet Spot Morphing 通道条效果块，采用 Yamaha 开发的 Sweet Spot Morphing 新技术。这些
效果块提供了各种经特殊编程的压缩器 / 均衡器设置，这些设置凝聚着多年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您只需进行简单的面板操
作，即可快速而简便地获得专业级的声音效果。 将 MR816 CSX 连接到计算机以后，可以将该效果应用于传输 / 录制于 DAW
软件 （例如 Cubase）的音频信号和来自键盘、吉他和话筒等音频设备的声音。还可以在一个专门窗口中为此效果器创建更详
细的设置。

REV-X 效果器
MR816 CSX/MR816 X 配有 REV-X 效果器，这是一种能应用于所有输入通道的高品质数字混响效果器。将 MR816 CSX/
MR816 X 连接到计算机以后，可以将该混响应用于来自 DAW 软件的输入信号和来自键盘、吉他和话筒等音频设备的声音。
还可以在一个专门窗口中为此效果器创建更详细的设置。

最多 3 台设备的菊链连接
可以用菊链形式最多连接 3 台 MR816 CSX/MR816 X （将采样率设为 88.2 kHz 或 96 kHz 时为两台设备）。 只需用 IEEE1394
电缆再将 MR816 CSX/MR816 X 连接到原有设备，即可扩充输入 / 输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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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内容
本包装内包含下列物品。 打开包装之后，请确认包含下列所有物品。

● MR816 CSX/MR816 X
● AC 电源适配器 （PA-30 或等效适配器） *
● MR816 CSX/MR816 X 入门 （本书）
● IEEE1394 电缆
● Cubase AI DVD 光盘
● TOOLS for MR CD 光盘
● 橡胶垫 x 4**
* 根据您所在地区的不同有可能并不包含在内。 请向 Yamaha 经销商确认。
** 可以将本包装内附带的橡胶垫安装在本设备底板的指定位置，以防止在易滑动的表面上使用时发生打滑。

关于包装内的光盘
光盘内容
每个附带光盘中包含下列软件 （驱动程序）。

TOOLS for MR CD 光盘
● TOOLS for MR 安装程序
执行此安装程序将依次安装 “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 Steinberg MR Editor”和 “ Steinberg MR Extension”。

● MR816 CSX/MR816 X 使用说明书 （PDF）
有关 MR816 CSX/MR816 X 的完全详细说明，请参见该 PDF 说明书。

Cubase AI DVD 光盘
● Cubase AI

· 若要查看 PDF 文件，必须在您的计算机上安装 Adobe Reader。如果您没有 Adobe Reader，可以按照下列 URL 从 Adobe 网站下载该应用
程序：

http://www.adobe.com/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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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附带光盘的注意事项
• 对于试图复制本光盘或软件时产生的问题， Steinberg 和 Yamaha 不作任何保证或担保，也不对试图复制数据而导致的任何后果承
担任何赔偿责任。
• 本光盘非音频 / 视频用途的光盘。请勿在 CD/DVD 播放器上播放本光盘。否则可能会对音频 CD/DVD 播放器造成无法修理的损
坏。
• TOOLS for MR CD 光盘中附带的软件 （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Steinberg MR Editor 和 Steinberg MR Extension）
及其版权归 Yamaha 独家所有。
• Cubase AI DVD 光盘中所包含的软件及其版权归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GmbH 独家所有。
• 无制造商的书面许可，严禁以任何方式拷贝 / 复制软件之整体或部分。
• 有关附带光盘中所包含软件的最新信息，请登录以下网站。应用程序和系统软件的未来升级和规格及功能方面的任何变更将在网站
上另行通知。

http://service.steinberg.de/goto.nsf/show/supportupdates_mr816_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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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旋钮和接口

控制旋钮和接口
前面板
4

1 2

3

4 6 8

5 2

5

7

1 [HI-Z] 开关

9 )

!

@

#

8 [ASSIGN] 指示灯

2 MIC/LINE/HI-Z 插口 1 （模拟输入插口 1）和 MIC/
LINE 插口 2 （模拟输入插口 2）
· [MORPH] 指示灯仅在 MR816 CSX 上才有。 MR816 X 没有
[MORPH] 指示灯。

3 [QUICK CONNECT] 按钮 （带 LED 指示灯）
4 [SIG/PEAK] 指示灯

9 字时钟源指示灯

5 增益旋钮 1–8

) 采样率指示灯

6 [+48V] 按钮 （幻相供电按钮，带 LED 指示灯）

! 多功能编码器旋钮 1 和 2 （带 LED 指示灯）

7 [PAD] 按钮 （带 LED 指示灯）

@ 耳机插口 1 和 2
# [STANDBY/ON] 开关

后面板
2

1

4

5

6

7

8

3

1 AC ADAPTOR IN 插口
2 S/PDIF IN/OUT 插口
3 OPTICAL IN/OUT 插口
4 IEEE1394 插口 1 和 2
5 WCLK IN/OUT 插口 （字时钟输入 / 输出插口）
6 OUTPUT 插口 1–8 （模拟输出插口 1–8）
7 MIC/LINE INPUT 插口 3–8 （模拟输入插口 3–8）
8 INSERT I/O 插口 1 和 2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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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关闭电源
电源

打开和关闭电源

1

1

务必将 MR816 CSX/MR816 X 的 [STANDBY/ON] 开
关置于 STANDBY 位置。

2

警告
• 只能使用附带的电源适配器 （PA-30）或 Yamaha 推荐的等
效适配器。使用其他适配器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过热或火
灾。这样也会立即丧失产品保修服务，即使在有效保修期内。

2

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 MR816 CSX/MR816 X后面板的
AC ADAPTOR IN 插口 （1）上，然后顺时针拧紧
固定环 （2）使连接固定。

要打开电源时，请按下 [STANDBY/ON] 开关将其置
于 ON 位置。
要关闭电源时，请按下 [STANDBY/ON] 开关将其置
于 STANDBY 位置。

小心
• 请注意，当电源开关被置于 STANDBY 位置时，系统中仍有
少量电流。当长时间不再使用 MR816 CSX/MR816 X 时，
请务必从电源插座拔出电源适配器。

· 为防止音箱瞬间产生的巨大声音，打开本设备的电源时，应从音
源设备 （诸如乐器、话筒、 CD 播放器等）开始，最后打开音箱。
例如：
乐器、话筒、 CD 播放器和其他外围设备
MR816 CSX/
有源音箱 （功率放大器）
MR816 X

2

关闭电源时的顺序与上述顺序相反。

1

3

将电源适配器插在标准家用电源插座上。

· 不用 MR816 CSX/MR816 X 时，或您所在的地区可能发生雷雨
闪电时，必须将适配器从插座上拔出。
· 务必使电源适配器与 MR816 CSX/MR816 X 保持适当的距离。
否则可能会产生噪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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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将外部设备连接到 MR816 CSX/MR816 X 之前，请关闭所
有设备的电源。打开或关闭所有组件之前，请将所有音量调
到最小 （0）。否则可能会对组件造成电击或损坏。

软件安装

软件安装
要使用 MR816 CSX/MR816 X，必须首先在计算机上安装软件。 本章节介绍软件的安装。 请在安装 TOOLS for MR 之前安装
Cubase AI。

· 如果已安装了能够使用链接功能的 Cubase 版本 （第 21 页），则不需要看有关“安装 Cubase AI”的说明。 可以跳到下一章节 “安装
TOOLS for MR”。

安装 Cubase AI

· 只有同意遵守安装过程中出现的” steinberg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中所规定的要求和条件才有权使用本软件。
· 为了能继续使用 Cubase AI、技术支持和其它优点，您需要在计
算机已连接到 Internet 时启动以注册软件和激活软件许可证。在
软件启动时，单击显示的 “Register Now”按钮，然后填写注册
所需的所有信息。如果没有注册软件，试用期限定时间之后将不
能使用软件。

1
2
3

启动计算机并登录到管理员帐户。
将 Cubase AI DVD 光盘插入 DVD 光盘驱动器。
当 "WELCOME TO Cubase AI" 窗口出现 , 请单击对
应的国旗图标选择需要的语言。

· 如果该窗口没有自动出现，则打开 DVD 光盘路径，双击 “Start
Center。”

4

按照屏幕上的操作说明安装软件。

安装 TOOLS for MR
小心
• 请记住，在安装或卸载 TOOLS for MR 软件时会产生噪音。
执行以上任一操作之前，务必调低各设备的输出音量。

如果使用在 Windows 上安装的 Yamaha n Driver、
Yamaha AI Driver 或 mLAN Driver/mLAN Tools：
安装 TOOLS for MR 之前请卸载驱动程序软件。如果需
用同一台计算机使用 mLAN 设备，则无须卸载 mLAN
Driver/mLAN Tools。

· 只有同意遵守安装过程中出现的 “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要求
和条件才有权使用本软件。

TOOLS for MR 包含以下 3 个软件组件：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Steinberg MR Editor 和
Steinberg MR Extension。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允
许通过 IEEE1394 电缆在计算机与 MR816 CSX/MR816 X
之间传输音频信号。 Steinberg MR Editor 允许在
MR816 CSX/MR816 X 上执行所有设置 （包括基本参数和
系统相关参数），使您能从计算机遥控 MR816 CSX/
MR816 X，并将 MR816 CSX/MR816 X 的参数设置保存为
文件。 Steinberg MR Extension 允许您在 MR816 CSX/
MR816 X 与 Cubase 版本 （第 21 页）之间使用链接功
能。 TOOLS for MR 安装程序可以安装 3 个软件组件。

· 如果要使用 mLAN Driver/mLAN Tools V1.6.2，请将其升
级到 V1.6.3 （或更高版本）之后，再安装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安装了
mLAN Driver/mLAN Tools V1.6.2，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将无法与其一起工作。

· 要使用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时，必须禁
用 mLAN Driver。 如果启用，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可能无法工作，因为 mLAN Driver 在
使用 IEEE1394 接口。
· 要使用 mLAN Driver 时，必须关闭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兼容的所有设备或断开这些
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然后再启用 mLAN Driver。
· 请注意，如果计算机配有多个 IEEE1394 接口，
而且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兼容的设备
连接的 IEEE1394 接口与 mLAN Driver 使用的接
口不同，可能不需要禁用 mLAN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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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XP：
准备安装

9

1
2

安装

3
4

5

务必关闭 MR816 CSX/MR816 X 的电源。
用 IEEE1394 电缆将 MR816 CSX/MR816 X 直接连接
到计算机 （不要使用集线器），并断开所有其他
IEEE1394 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

安装程序将在您的计算机中安装下列 3 个软件组件。
·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 Steinberg MR Editor
· Steinberg MR Extension

启动计算机并登录到管理员帐户。

选择 [ 开始 ] （
[ 设置 ]）
[ 控制面板 ]。
如果控制面板以下列外观出现，请单击控制面板左上
角的 “切换到经典视图”。
将显示所有控制面板和图标。

· 用取消按钮或关闭按钮退出安装程序。安装过程中如果因使用了
[Ctrl]+[Alt]+[Delete] 组合键或关闭计算机电源而退出安装，会
因在没有执行正确卸载的情况下安装中断而产生问题。

10

[硬件 ]
[驱动程序签名 ]
[驱动
进入 [系统 ]
程序签名选项 ]，选中 “忽略－安装软件，不用征求
我的同意”左侧的单选按钮，并单击 [ 确定 ]。

11

· 完成安装后，如有需要务必恢复初始设置。

6

进入（[ 系统 ]
）[ 设备管理器 ]，检查
[ 硬件 ]
“IEEE1394 Bus host controllers”项之后没有出现
“!”或 “ x”标记。
如果以上标记出现，则不能使用 IEEE1394/i.LINK 连
接。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计算机的使用说明书。

7

单击 [ 确定 ] 按钮或窗口的关闭按钮 （[X]）关闭设备
管理器窗口、系统属性窗口和控制面板。

8

12

将 TOOLS for MR CD 光盘插入 CD 光盘驱动器。

退出所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并关闭所有打开的窗口。

入门

打开 CD 光盘，然后双击 “ setup.exe”文件。
出现 “Welcome to the InstallShield Wizard for
TOOLS for MR”窗口。

单击 [Next]。

软件安装

12

按照依次出现在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Steinberg MR Editor 和 Steinberg MR Extension
的 Setup 窗口中的屏幕提示进行操作。

· 如果计算机上已安装了相同版本的各软件组件，将不出现相应软
件的安装窗口。
· 如果出现 “正在为此硬件安装的软件”信息，单击 [ 仍然继续 ]。
不用放弃安装。 如果该信息没有出现，进入下一步。

13

安装完成时，会出现一条提示信息。如果需要在安装
成功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务必选择 “Yes, I
want to restart my computer now”左边的单选按
钮，然后单击 [Finish] 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不需要
重新启动计算机，则单击 [Finish] 退出安装过程。

取消安装时：
如果在安装完成之前取消安装，软件可能无法正常安
装。要正常安装软件，从步骤 10 起重新安装。

15

安装完成时，会出现一条提示信息。
单击 [ 完成 ]。

· 如果计算机上安装了多个 IEEE1394 接口，此向导将多次出现。
每次请退出向导。

MR816 系列驱动程序的初始设置

16
17
18

打开 MR816 CSX/MR816 X 的电源。
显示 “找到新的硬件向导”窗口。
选择 “自动安装软件 （推荐）”旁边的单选按钮，
然后单击 [ 下一步 ]。
安装完成时，会出现一条提示信息。
单击 [ 完成 ]。

WDM 音频驱动程序的初始设置

驱动程序的初始设置

19

安装 TOOLS for MR 后，执行驱动程序的初始设置。

20
· 可能出现询问您是否要连接到 Windows 更新的对话框。在这种情
况下，选择 “否，暂时不”左侧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 下一步 ]。

出现 “找到新的硬件向导”窗口。选择 “自动安装软
件 （推荐）”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 下一步 ]。
安装完成时，会出现一条提示信息。
单击 [ 完成 ]。
MR816 CSX/MR816 X 的时钟源指示灯和采样率指示
灯依次闪烁，然后闪烁停止，表示初始设置已完成。

母线驱动程序初始设置

14

出现 “找到新的硬件向导”窗口。 选择 “自动安装软
件 （推荐）”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 下一步 ]。

· 如果要在计算机上安装新的 IEEE1394 接口，或将第二台或以后
各台 MR816 CSX/MR816 X 连接在计算机上，将出现 “找到新的
硬件向导”窗口。在这种情况下，请按以下所述的方法结束向导。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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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安装

1
2
3
4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 控制面板 ]。
双击系统图标，调出系统属性窗口。
选择硬件选项卡，单击 [ 设备管理器 ]。
单击 “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旁边的 [+] 标志，
确认 “Steinberg MR816 Series”、“ Yamaha
Steinberg FW Bus”和 “ Yamaha Steinberg FW
WDM Audio”是否出现在列表中。

卸载
如要卸载 TOOLS for MR，必须删除以下 3 个软件组件：
·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 Steinberg MR Editor
· Steinberg MR Extension

1

务必将 MR816 CSX/MR816 X的电源开关置于 OFF位
置，退出所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关闭所有打开的
窗口。

2

）[ 控制面板 ]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设置 ]
加或删除程序 ] 以显示添加或删除程序画面。

3

4

14

[添

单击左上角的 “更改或删除程序”，然后从右边区域
的列表中选定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Steinberg MR Editor”和 “Steinberg MR
Extension ”。
要卸载软件，单击 [ 更改或删除 ] / [ 删除 ]。
按照提示删除软件。

入门

软件安装

■ Windows Vista/Windows 7
准备安装

安装

1
2

安装程序将在您的计算机中安装下列 3 个软件组件。
·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 Steinberg MR Editor
· Steinberg MR Extension

3
4

务必关闭 MR816 CSX/MR816 X 的电源。
用 IEEE1394 电缆将 MR816 CSX/MR816 X 直接连接
到计算机 （不要使用集线器），并断开所有其他
IEEE1394 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
启动计算机并登录到管理员帐户。

· 用取消按钮或关闭按钮退出安装程序。安装过程中如果因使用了
[Ctrl]+[Alt]+[Delete] 组合键或关闭计算机电源而退出安装，会
因在没有执行正确卸载的情况下安装中断而产生问题。

选择 [ 开始 ] [ 控制面板 ]。
如果控制面板以分类查看形式出现，请切换查看方式
如下：

10

Windows Vista 系统 :
单击控制面板左上角的 [ 经典外观 ]。

打开 CD 光盘，然后双击 “ setup.exe”文件。
出现 “Welcome to the InstallShield Wizard for
TOOLS for MR”窗口。

Windows 7 系统 :
单击控制面板右上角的 [ 查看方式 : 类别 ]，然后选
择 “大图标” 或 “小图标” 。
此时将显示所有的控制面板和图标。

5

双击设备管理器图标。

· 如果出现 “用户帐户控制”窗口，单击 [ 继续 ]。出现一个对话框。

6

7
8
9

检查 “IEEE1394 Bus host controllers”项之后没
有出现 “!”或 “x”标记。
如果以上标记出现，则不能使用 IEEE1394/i.LINK 连
接。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计算机的使用说明书。
· 如果出现 “用户帐户控制”窗口，单击 [ 继续 ]。出现一个对话框。

单击设备管理器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X］），然
后单击控制面板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X］）将
其关闭。

退出所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并关闭所有打开的窗口。

11
12

单击 [Next]。
按照依次出现在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Steinberg MR Editor 和 Steinberg MR Extension
的 Setup 窗口中的屏幕提示进行操作。

将 TOOLS for MR CD 光盘插入计算机的 CD 光盘驱
动器。
· 如果计算机上已安装了相同版本的各软件组件，将不出现相应软
件的安装窗口。
· 如果出现 “Windows 安全”窗口，请确认发行者为 “YAMAHA
CORPORATION”，然后单击[ 安装 ]。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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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装完成时，会出现一条提示信息。如果需要在安装
成功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务必选择 “Yes, I
want to restart my computer now”左边的单选按
钮，然后单击 [Finish] 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不需要
重新启动计算机，则单击 [Finish] 退出安装过程。

取消安装时 :
如果在安装完成之前取消安装，软件可能无法正常安
装。要正常安装软件，从步骤 10 起重新安装。

确认安装

1
2

双击设备管理器图标。

· 如果出现 “用户帐户控制”窗口，单击 [ 继续 ]。出现一个对话框。

3

驱动程序的初始设置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 控制面板 ]。

安装 TOOLS for MR 后，执行驱动程序的初始设置。

单击 “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旁边的 [+] 标志，
确认 “Steinberg MR816 Series”、“ Yamaha
Steinberg FW Bus”和 “ Yamaha Steinberg FW
WDM Audio”是否出现在列表中。

· 如果出现 “用户帐户控制”窗口，单击 [ 继续 ]。

14

打开 MR816 CSX/MR816 X 的电源。
MR816 CSX/MR816 X 的时钟源指示灯和采样率指示
灯依次闪烁，然后闪烁停止，表示初始设置已完成。

· 如果等待片刻后 MR816 CSX/MR816 X 的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
样率指示灯没有依次闪烁，请重新启动计算机。
· 如果在计算机上安装新的 IEEE1394 接口时出现 “用户帐户控
制”窗口，请单击 [ 继续 ]。

卸载
如要卸载 TOOLS for MR，必须删除以下 3 个软件组件：
·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 Steinberg MR Editor
· Steinberg MR Extension

1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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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关闭 MR816 CSX/MR816 X的电源。退出所有正
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并关闭所有打开的窗口。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控制面板 ]
卸载或更改程序画面。

[程序和功能]以显示

3

从列表中选择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Steinberg MR Editor”和 “ Steinberg MR
Extension”。

4

要卸载软件，单击 [ 卸载 ] / [ 卸载 / 更改 ]。
如果出现 “用户帐户控制”窗口，单击 [ 继续 ]。出
现一个对话框。 按照提示删除软件。

软件安装

■ Mac
准备安装

1
2
3
4
5

务必关闭 MR816 CSX/MR816 X 的电源。
用 IEEE1394 电缆（火线）将 MR816 CSX/MR816 X
直接连接到计算机 （不要使用集线器），并断开所有
其他 IEEE1394 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

音频 MIDI 设置 （音频设备）

1

启动计算机并登录到管理员帐户。

将 TOOLS for MR CD 光盘插入计算机的 CD 光盘驱
动器。

打开 CD 光盘，然后双击 “TOOLS for MR.mpkg”
文件。
出现 “Welcome to the TOOLS for MR Installer”窗口。

从安装操作系统的硬盘 （通常为 Macintosh 硬盘）
[ 实用程序 ]，然后双击 [ 音频
中单击 [ 应用程序 ]
MIDI 设置 ]。
Mac OS X 10.5:
出现 “音频和 MIDI 设置 ”窗口。

退出所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并关闭所有打开的窗口。

安装

6

确认安装

Mac OS X 10.6/Mac OS X 10.7:
出现 “音频设备”窗口。

2

按照下列屏幕提示确认设置。
MAC OS X 10.5:
单击 [ 音频设备 ]，然后从 [ 属性 ]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YamahaSteinberg FW” 。
当前音频设置显示在 [ 音频输入 ] 和 [ 音频输出 ] 栏中。
MAC OS X 10.6/Mac OS X 10.7:
从音频设备列表中选择 “Yamaha Steinberg FW” 。
当前音频设置会出现在画面右侧。

· 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是否要安装软件，单击 [ 下一步 ]。

7
8
9

按照 屏幕提 示安装 软件。

· 您可以从 MR816CSX/MR816X 输出系统声音和音频播放器软件
( 例如 i Tunes 等 ) 的音频信号。下面介绍安装方法。

安装完成后，单击 [Restart] （重新启动）重启计算
机。

Mac OS X 10.5:
在系统设置中将 “ Yamaha Steinberg FW”选择为 [ 默认
输出 ] 。

打开 MR816 CSX/MR816 X 的电源。
MR816 CSX/MR816 X 的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样率指示
灯依次闪烁，然后闪烁停止，表示初始设置已完成。

Mac OS X 10.6/Mac OS X 10.7:
在音频设备窗口左下角的 Aciton 菜单 （齿轮图标）中选择
“将此设备用于声音输出”。

· 如果等待片刻后 MR816 CSX/MR816 X 的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
样率指示灯没有依次闪烁，请重新启动计算机。

取消安装时 :
如果在安装完成之前取消安装，软件可能无法正常安
装。要正常安装软件，从步骤 6 起重新安装。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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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软件
从启动磁盘 ( 一般为 Macintosh HD) 中删除下列文件可以
卸载 TOOLS for MR (Yamaha SteinbergFW Driver、
Steinberg MR Editor 和 Steinberg MRExtension) 。

· 如果以下文件夹没有在 Finder 中出现 , 请在 Finder 的 [Go] 菜单
下选择 [Go to Folder...] , 输入文件夹路径 （显示在方括号中），
然后选择 [Go]。

删除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 应用程序 /Yamaha/FWDriver/
(/Applications/Yamaha/FWDriver/)
Yamaha Steinberg FW Control Panel.app
YamahaFWCM.app
/ 资源库 /Application Support/Yamaha/FWDriver/HAL/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Yamaha/FWDriver/HAL/)
YamahaFWHAL.bundle
/ 资源库 /Audio/MIDI Devices/Yamaha/Images/
(/Library/Audio/MIDI Devices/Yamaha/Images/)
FW_10000D.tiff
FW_10000E.tiff
FW_110006.tiff
FW_110007.tiff
FW_110008.tiff
FW_110009.tiff
FW_11000B.tiff
FW_11000C.tiff
FW_11000D.tiff
/ 资源库 /Audio/MIDI Drivers/
(/Library/Audio/MIDI Drivers/)
YamahaFWMIDI.plugin
/ 资源库 /LaunchAgents/
(/Library/LaunchAgents/)
com.yamaha.YamahaFWCM.plist
/ 资源库 /PreferencePanes/
(/Library/PreferencePanes/)
Yamaha Steinberg FW.prefPane
/ 资源库 /Preferences/
(/Library/Preferences/)
com.yamaha.FWDriver.plist
/ 资源库 /Receipts/
(/Library/Receipts/)
YamahaFWAudioDriver.pkg
YamahaFWCM.pkg
YamahaFWCP.pkg
YamahaFWDriverplist.pkg
YamahaFWEnabler.pkg
YamahaFWHAL.pkg
YamahaFWMIDIIcon.pkg
YamahaFWMIDIPlugIn.pkg

/ 用户 /{ 用户名 }/ 资源库 /Preferences/
(/User/{ 用户名 }/Library/Preferences/)
com.yamaha.YamahaFWCM.plist
* “{ 用户名 }”指安装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时的帐户名称。

删除 Steinberg MR Editor

· 请记住，扩展名为 “.ttf”的文件可能为其他 Yamaha 应用程序
所使用。建议您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删除这些文件。

/ 应用程序 /
(/Applications/)
MREditor.app
/ 资源库 /Fonts/
(/Library/Fonts/)
Yamaha EBM7 Bold.ttf
Yamaha EBM7 Regular.ttf
Yamaha EBM8 Expanded.ttf
Yamaha EBM8 Regular.ttf
Yamaha EBM10 Bold.ttf
Yamaha EBM15 Condensed.ttf
/ 资源库 /Receipts/
(/Library/Receipts/)
Steinberg MR Editor.pkg
删除 Steinberg MR Extension
/ 资源库 /Application Support/Steinberg/Components/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Steinberg/Components/)
mr_extension_u.bundle
/ 资源库 /Application Support/Steinberg/Project Templates/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Steinberg/Project Templates/)
Steinberg xxx.cpr (“xxx” indicates specific model
name, etc.)
/ 资源库 /Audio/Plug-Ins/VST3/Yamaha/
(/Library/Audio/Plug-Ins/VST3/Yamaha/)
ChannelStrip_m.vst3
ChannelStrip_s.vst3
RevHall.vst3
RevHallMix.vst3
RevPlate.vst3
RevPlateMix.vst3
RevRoom.vst3
RevRoomMix.vst3
/ 资源库 /Audio/Presets/Yamaha Corporation/REV-X Hall/
(/Library/Audio/Presets/Yamaha Corporation/REV-X Hall/)
Basic.vstpreset
Bright Hall.vstpreset
Church.vstpreset
Clean.vstpreset
Small Hall.vstpreset

/ 系统 / 资源库 /Extensions/
(/System/Library/Extensions/)
YamahaFWAudioDriver.kext
/ 系统 / 资源库 /Frameworks/
(/System/Library/Frameworks/)
YamahaFWEnabler.framework

/ 资源库 /Audio/Presets/Yamaha Corporation/REV-X Room/
(/Library/Audio/Presets/Yamaha Corporation/REV-X Hall/)
Basement.vstpreset
Basic.vstpreset
Bedroom.vstpreset
Garage.vstpreset
/ 资源库 /Receipts/
(/Library/Receipts/)
Steinberg MR Extension.pkg
Templates for Low Grade DAWs.p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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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外接设备

连接到外接设备
连接到外接设备时的注意事项
将 MR816 CSX/MR816 X 连接到外接音频设备或计算机时，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警告
• 将外接设备连接到 MR816 CSX/MR816 X 之前，将所有音量调到最小 （0），然后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否则可能会对组件造成电
击或损坏。

1

将乐器或话筒连接到 MR816 CSX/MR816 X，再用
IEEE1394 电缆将 MR816 CSX/MR816 X 连接到计
算机。

2

启动计算机。

3

按以下顺序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 所连接的乐器和话
MR816 CSX/MR816 X
筒
监听音箱。
关闭电源时，请先调低各音频设备的音量，然后按照
MR816 CSX/
相反的顺序关闭以下设备： 监听音箱
所连接的乐器和话筒。
MR816 X

将单台 MR816 CSX/MR816 X 连接到计算机 （DAW）
MR816 CSX/MR816 X 配有全套输入 / 输出端口，可以连接主录音机和话筒前置放大器 （有数字输入 / 输出）等数字设备，以
及话筒、吉他和贝司等模拟设备。

警告
• 在断开外接设备的连接之前，务必将所有音量调到最小 （0）。
吉他

耳机 1

话筒

耳机 2

前面板
合成器 / 音源
话筒

1

2

MD/CD/DAT

AC 适配器
后面板
话筒前置放大器

计算机
有源音箱

· MR816 CSX/MR816 X 最多可以处理 16 个通道的音频信号 （模拟 8 个通道，数字 8 个通道）。 对于数字输入 / 输出通道，可以根据所连接
的音频设备选择要使用哪一种格式：S/PDIF （同轴 / 光纤）或 ADAT，或两者都使用。 可以在 Cubase 或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的控
制面板或 MR Editor 的设置屏幕进行此设置。 有关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见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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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计算机使用 MR816 CSX/MR816 X
可以通过将设置存储为场景并在计算机的 MR Editor 上调用场景的方法，将在 MR Editor 上编辑的内部调音台和系统设置存储
在 MR816 CSX/MR816 X 中。这意味着，即使断开 MR816 CSX/MR816 X 与计算机的连接，也能使用存储在 MR Editor 中或
在 MR Editor 上调用的最新设置。 因此，完成在 MR Editor 或 Cubase 上的必要设置后，不通过计算机也可以将 MR816 CSX/
MR816 X 作为调音台或作为 D/A 转换器或 A/D 转换器使用。

警告
• 在断开外部设备的连接之前，务必将所有音量调到最小 （0）。

■ 将 MR816 CSX/MR816 X 作为调音台使用

■ 将 MR816 CSX/MR816 X 作为 AD 转换器
使用

1

2

数字输入 / 输出设备

· 用 IEEE1394 电缆以菊链形式连接到计算机后，最多可以同时使用 3 台 MR816 CSX/MR816 X（将采样率设为 88.2 kHz 或 96 kHz 时为两台）。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附带 CD 光盘中包含的使用说明书 （PDF 文件）。

MR816 CSX/MR816 X 的音量设置和监听音箱 ( 有源音箱 )
为了获得噪音最小、最清晰的监听声音，请将 MR816 CSX/MR816 X 的主音量调至最高。
先将监听音箱 ( 有源音箱 ) 的音量调至最小，然后将 MR816 CSX/MR816 X 的音量调至最大。然后，按需调整监听音箱的
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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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录音
设备成功安装后 （按照第 12 页的说明），通过 DAW 软件的简单操作即可快速而简便地录制您的音乐演奏。 此时您需要将话
筒连接在 MIC/LINE/HI-Z 插口上，然后将您的演唱录制在 Cubase 的单音音轨上。

Cubase 的关联功能
• 通过安装 TOOLS for MR，您可以使用在 MR816 CSX/MR816 X 硬件和 Cubase 、 CubaseAI 等软件之间关联的各种功能。要使用
关联功能，您必须拥有 5 以上版本的 Cubase 或 Cubase AI。详细信息请参考 MR816 CSX/MR816 X 使用说明书和下列网址。
http://service.steinberg.de/goto.nsf/show/supportupdates_mr816_gb

· 有关使用 MR816 CSX/MR816 X 和 Cubase 进行录音的更多说明，以及有关 MR816 CSX/MR816 X 的按钮和旋钮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使用
说明书 （PDF 文件）。
· 有关 Cubase 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Cubase 的使用说明书。
· 本章的介绍内容以 Cubase 5 软件为例。如果使用 Cubase 5 以外的其它版本，请参考 Cubase 附带的 PDF 说明书。

1

用 IEEE1394 电缆将计算机连接到 MR816 CSX/
MR816 X，然后启动计算机。

2

打开 MR816 CSX/MR816 X 的电源。
等待 MR816 CSX/MR816 X 的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
样率指示灯依次闪烁，然后停止。

3

指示灯闪烁完成后，启动 Cubase。
如果 Cubase 启动时出现以下对话框，请单击 [OK]。

5

6

选择模板，然后单击 [Create]/[Continue]。
选择 “Steinberg MR816CSX multi channel
recording”或 “Steinberg MR816X multi channel
recording”将在 Cubase 上创建音频音轨 1-8。 将
在每个音轨的音频输入 / 输出路由上指定
MR816 CSX/MR816 X 的输入通道 （输入插口），然
后相关的 [QUICK CONNECT] 指示灯将闪烁。
将话筒连接到 MIC/LINE/HI-Z 插口 1。
使用幻相供电电容话筒时，请按照以下说明打开
MIC/LINE/HI-Z 插口 1 的幻相供电。
打开 / 关闭幻相供电

4

当 Project Assistant （工程助手）窗口出现时，单
击 [Recording]。
MR816 CSX/MR816 X 的工程文件模板将出现。 选
择其中一个工程模板后，将创建一个已设定了音频音
轨输入 / 输出路由的工程。
此时，请选择“ Steinberg MR816CSX multi channel
recording”或 “Steinberg MR816X multi channel
recording”。

[+48] 按钮

在按住 [+48V] 按钮的同时按下 [QUICK CONNECT]
按钮 1。[+48V] 按钮和 [QUICK CONNECT] 按钮 1
的指示灯将亮起，表示 MIC/LINE/HI-Z 插口 1 的幻相
供电已打开。

7

将话筒连接到 MIC/LINE/HI-Z 插口 1。
使用幻相供电电容话筒时，请按照以下说明打开
MIC/LINE/HI-Z 插口 1 的幻相供电。
打开 / 关闭幻相供电

[+48] 按钮

在按住 [+48V] 按钮的同时按下 [QUICK CONNECT]
按钮 1。[+48V] 按钮和 [QUICK CONNECT] 按钮 1
的指示灯将亮起，表示 MIC/LINE/HI-Z 插口 1 的幻相
供电已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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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要改变通过所选择的模板设定的 MIC/LINE/HI-Z
插口的录音音轨，请选择要在 Cubase 的工程窗口中
录制的单音音轨，然后单击 MR816 CSX/MR816 X
的 [QUICK CONNECT] 1 按钮。
[QUICK CONNECT] 按钮 1 的指示灯闪烁片刻，然
后与 MIC/LINE/HI-Z 插口对应的输入通道被指定到新
选择的音频音轨。打开 Cubase 的允许录音按钮和监
听按钮，使您能监听正在录制的声音。
选择单音音轨。

10
11

演奏乐器或用话筒演唱时，慢慢调节主输出和耳机的
音量。
单击 Transport 画面中的 Record 按钮开始录音。

录音结束后，单击 Stop 按钮。如果需要，返回工程
的开头，然后按下 Play 按钮试听录音。
用相同的方法将您的音乐演奏录制在其他音轨上。
打开

恢复出厂设置 （出厂设置）
在按住多功能编码器旋钮和 [PAD] 按钮的同时打开电源
（按下 [STANDBY/ON] 开关将其置于 ON 位置），您可
以将 MR816 CSX/MR816 X 的所有设置恢复为初始的出
厂设置。 在执行操作的过程中， MR816 CSX/MR816 X
的所有指示灯将闪烁。 闪烁停止时，操作完成，
MR816 CSX/MR816 X 以出厂设置正常启动。

小心
单击 [QUICK CONNECT] 按钮

9

旋转增益旋钮 1，调节 MIC/LINE/HI-Z 1 插口的输入灵
敏度。
可以通过检查 [SIG/PEAK] 指示灯的状态来确认输入
信号电平。 旋转旋钮调节输入信号电平，使 [SIG/
PEAK] 指示灯微微闪烁红光。指示灯各种状态的输入
信号电平如下： 请注意，以下数值是假定削波点为
0dB 的数值。
输入信号电平小于 -40 dB。
输入信号电平在 -40 dB
至 -3 dB 之间。
输入信号电平在 -3 dB
或以上。

指示灯熄灭时：
指示灯亮绿光时：
指示灯亮红光时：

微微闪烁红光。

旋转旋钮调节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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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内存写入出厂设置的过程中切勿关闭电源。
在此状态下关闭电源将导致用户数据丢失，并可能造成
系统死机 （由于内存中的数据损坏）。这意味着即使下
次打开电源， MR816 CSX/MR816 X 也不能正常运行。

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 听不到声音，或声音太微弱。
MR816 CSX/MR816 X 上的设置和连接
· 外接设备的连接电缆可能已断开。
· 确保外接设备或 DAW 的信号被发送到 MR816 CSX/
MR816 X 的输入端。
· 务必将所连接设备的音量调到适当的水平。
· 务必将增益调到适当的电平。

■ 不能通过 DAW 软件识别设备名称。
■ 音频和 MIDI 信号不能在计算机与 MR816 CSX/
MR816 X 之间传输。
与计算机连接
· 确认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样率指示灯的状态。如果指示
灯依次闪烁，请参见 “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样率指示灯
依次闪烁”。

· 使用电容话筒时，务必打开 [+48V] 按钮 （幻相供电）。

· 确保 IEEE1394 电缆连接正确，MR816 CSX/MR816 X 的电
源已打开。断开 IEEE1394 电缆的连接，再将其重新插上。

· 如果连接了电吉他，务必将其连接在支持 HI-Z 的输入插
口上，而且 [HI-Z] 开关已打开。

· 可能会形成环形连接。检查 IEEE1394 电缆，确保没有设
备以环形连接。

· 确保 INSERT I/O 插口连接正确。
· 务必关闭所有通道的静音。

环形连接示例
计算机

计算机

· 务必将每个输入通道的推子提高到适当的电平。

MR816 CSX/
MR816 X

MR816 CSX/
MR816 X

· 务必调节耳机的音量和应用到输出插口的主音量。
· 确保音箱或耳机连接正确。
· 确保放大器和其他外接设备的电源已打开。
· 确保监听音箱的音量已达到充分平衡。
· 确保 MR816 CSX/MR816 X 和外接设备的字时钟都设置
正确。
与计算机连接
· 确认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样率指示灯是否依次闪烁。请
参见 “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样率指示灯依次闪烁”。
计算机的设置
· 务必将应用程序的音量设置调到适当的水平。
· 确认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的设置是否适当。 有
关详细说明，请参见 “计算机和 MR816 CSX/MR816 X
之间的音频和 MIDI 信号传输失败”。

配有 IEEE1394 的设备

· 如果将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不兼容的
IEEE1394 设备直接连接在计算机上，请断开这些设备与
计算机的连接，只连接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兼容的设备。
· 计算机上可能安装了多个 IEEE1394 接口，多台
IEEE1394 设备的每一台可能连接在不同接口上。 使用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兼容的多台设备并以对等
的方式分别与计算机连接 （即星形连接），务必将其都
连接在一个接口的插口上。
计算机的设置
· 确认 “TOOS for MR”安装是否正确。

■ 字时钟源指示灯和采样率指示灯依次闪烁。
MR816 CSX/MR816 X 上的设置和连接
· 指示灯闪烁时，所连接的计算机可能不能识别
MR816 CSX/MR816 X。关闭，然后再打开相关
MR816 CSX/MR816 X 的电源，或断开 IEEE1394 电缆与
MR816 CSX/MR816 X 的连接，然后再重新连接。
· 以菊链形式连接多台 MR816 CSX/MR816 X （或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兼容的设备）时，请记住，
如果采样率被设为 44.1 kHz/48 kHz，最多可以连接 3 台
设备；如果采样率被设为 88.2 kHz/96 kHz，最多可以连
接 2 台设备。如果所连接的设备数超过以上限制，请从
菊链连接上拆下不必要的设备。

· （对于 Windows XP ）“添加新硬件向导”可能无法正确
完成。 如果将其取消，请重新启动计算机，使 “添加新
硬件向导”能够出现。
· 重新启动计算机。
· （对于 Mac）如果将新的 IEEE1394 接口 （ PC 卡等）连
接在计算机上 （打开电源），请重新启动计算机。重新
启动后，计算机将能够识别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兼容的 IEEE1394 设备。

■ 不能正常使用其他连接的 IEEE1394 设备。
· 断开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兼容的 IEEE1394
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

· 确认是否连接了与 Yamaha Steinberg FW Driver 不兼容的
音频设备。 如果连接了，请从菊链连接上拆下相关设备。
· （对于 Windows）请确认是否在计算机上安装了
Yamaha n Driver、 Yamaha AI Driver 或 mLAN Driver/
mLAN Tools。 如果安装了，请禁用这些驱动程序，关闭
相关设备的电源，再重新打开，或断开相关设备与计算
机的连接，再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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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技术规格
电气特性
采样率

内部

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外部

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 分别± 0.1%)

总谐波失真

增益：最小

0.004% 或更低 （1 kHz @ +18 dB，到 600

频率响应
（ CH IN 到 LINE OUT）

fs = 48 kHz

20 Hz–20 kHz, +1, -3 dB @ +4 dB，到 600

fs = 96 kHz

）

20 Hz–40 kHz, +1, -3 dB @ +4 dB，到 600
104 dB， DA 转换器 （LINE OUT）

动态范围
（最大信噪比）

97 dB， AD + DA （到 LINE OUT）
-118 dB，平均输入噪音
-86 dB，残余输出噪音，输出推子： 最小

哼声和噪声
（ 20 Hz–20 kHz）
Rs = 150

增益：最大

-86 dB (90 dB SN), LINE OUT

PAD：OFF

输出通道推子： 标称，全部输入通道推子：最小

增益：-60 dB

-53 dB (57 dB SN), LINE OUT

PAD：OFF

输出通道推子： 标称，输入通道推子 （单通道）：标称
84 dB, CH1–8 到 LINE OUT

最大电压增益
1 kHz 时的串音

增益：最小
相邻输入

-85 dB， CH1–8

输入和输出规格
输入电平
模拟输入

类型

MIC/LINE/HI-Z 插口 1，
MIC/LINE 插口 2 和 MIC/LINE IN
插口 3–8 (CH1–8)

XLR 型，平衡，
+48 V 幻相供电

INSERT I/O 插口 1 和 2
（ INSERT IN）

TRS phone 型，非平衡

模拟输入

标称电平

最大电平

输入阻抗

-60 dBu 到 +10 dBu

+24 dBu

3.5 k

0 dBu

+14 dBu

10 k

输出电平

类型
标称电平

最大电平

输入阻抗

OUTPUT 插口 1–8 （线路输出）

TRS phone 型，平衡

+4 dBu

+18 dBu

600

INSERT I/O 插口 1 和 2
（ INSERT OUT）

TRS phone 型，非平衡

+4 dBu

+18 dBu

10 k

4 mW + 4 mW

25 mW + 25 mW

8

耳机插口 1 和 2 （监听 1/2）

TRS phone 型，非平衡

12 mW + 12 mW

75 mW + 75 mW

40

一般规格
功率要求

40 W (PA-30)

外观尺寸 （高 x 厚 x 宽）

44 x 305 x 480 mm

净重

3.2 kg

空气流通时的工作温度范围

+5 – +35
AC 电源适配器 （PA-30 或等效适配器）
DVD 光盘 （Cubase AI）
CD 光盘 （TOOLS for MR）

随机附件

入门说明书 （印刷手册）
IEEE1394 电缆
橡胶垫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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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模拟输入

输入通道 1–8

话筒前置放大器

离散式 Class-A 话筒前置放大器 （倒换式达灵顿线圈）

[+48 V] 按钮
（幻相供电开关）

+48 V DC

[PAD] 按钮

0/26 dB

增益旋钮

44 dB 可变 （-60 dB 到 -16 dB）

相位

正常 / 反向 （通过计算机控制）

高通过滤器

OFF/80 Hz (-12 dB/oct.)
通过计算机控制

[HI-Z] 开关

开 / 关 （对于通道 1），输入阻抗：500 k

AD 转换器

24 bit 线性，加强双 bit delta-sigma 转换

[SIG/PEAK] 指示灯

-3 dB 或以上 （红），-40 dB – -3 dB （绿）（假定信号削波点为 0 dB）

模拟输出
输出通道 1–8

耳机插口 1 和 2
IEEE1394 插口

电平控制

多功能编码器旋钮控制 （适用于 1–8 所有通道）
软件控制 （适用于通道 1–8 的每个通道）

DA 转换器

24 bit 线性， 128 次超采样高级 multi-bit delta/sigma 转换

电平控制

多功能编码器旋钮控制

最大输出电平

25 mW (@ 8

音频接口

16-ch 输入 /16-ch 输出

) / 75 mW (@ 40

)

欧洲型号
购买者 / 用户信息在 EN55103-1 和 EN55103-2 中说明。
突入电流： 2.0 A (MR816 CSX), 2.0 A (MR816 X)
符合环境： E1, E2, E3, E4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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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need support or further product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he distributor in your country.
A list of distributors is available at this website:
http://www.steinberg.net/en/company/distributor.html
For assistance in determining who to contact, please contact “Headquarter SMTG.”
Wenn Sie Unterstützung oder weitere Produktinformationen benötigen, wenden Sie sich bitte an
den Vertrieb in Ihrem Land.
Eine Liste der Vertriebspartner finden Sie auf dieser Website:
http://www.steinberg.net/en/company/distributor.html
Wenn Sie Hilfe benötigen, an wen Sie sich wenden sollten, kontaktieren Sie bitte „Headquarter
SMTG“.
Pour toute demande d’assistance ou d’information supplémentaire sur les produits, veuillez
contacter le distributeur agréé dans votre pays.
La liste des distributeurs agréés est disponible sur le site Web suivant :
http://www.steinberg.net/en/company/distributor.html
Pour obtenir de l’aide sur les ressources à contacter, adressez-vous au « Siège de SMTG ».
Para solicitar asistencia o más información sobre el producto, póngase en contacto con el
distribuidor de su país.
Encontrará una lista de distribuidores en el siguiente sitio web:
http://www.steinberg.net/en/company/distributor.html
Para consultas sobre el contacto adecuado, diríjase a “Headquarter SMTG.”
Per ottenere assistenza o avere ulteriori informazioni sul prodotto, contattare il distributore locale.
L’elenco dei distributori è disponibile sul sito Web al seguente indirizzo:
http://www.steinberg.net/en/company/distributor.html
Per individuare il distributore da contattare, rivolgersi alla sede centrale SM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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