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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團隊的話
UR 系列的 USB 音訊介面產品於 2011 年首度問世，而 UR44C 則是此系列的第二代產品。此新一
代產品實現了自 UR 系列初代機種問世以來，我們持續致力推動的功能創新： 忠實呈現原音的高
品質音訊，以及在最嚴苛的製作環境中仍能穩定運作的可靠平台。
輸⼊音訊由 UR 系列初代產品固有的頂級 D-PRE 麥克風前置放大器提供，經過最高可達 32-bit/
192 kHz 的取樣率處理，不但能精確捕捉演出者的優美原音，還能完美收錄現場的環境音。此
外，此機型內建 Yamaha 採客制化設計的 SSP3 DSP，並提供進階路由、音效處理及無延遲監聽
功能。此外，驅動程式 ( 可說是音訊介面最重要的功能 ) 還支援 USB 3.0，即使在極低延遲設定
下，仍能穩定可靠地錄製高品質音訊。
隨著音樂製作需求持續變化，UR 系列也不斷隨之改良演進。知道我們的⽤⼼能為每位努力創作
的使⽤者做出貢獻，實令我們倍感欣慰。
實現上述產品改良的幕後技術之所以存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幫助您更盡情地揮灑自己的
創意。我們由衷希望，第二代 UR 系列產品能讓您的音樂創作之路更有樂趣，且收穫更加豐碩。

Steinberg 硬體研發團隊敬上

包裝內容物 ( 開箱後請先檢查 )

* 印有每種軟體所需的下載存取碼和啟⽤碼。
註
插頭形狀因地區而異。

UR44C 主機 AC 轉接器 
(PA-150B 或相同規格 )

USB 3.0 纜線 (3.1 Gen1，
Type-C 對 Type-A，1.0 m)

UR44C ⼊門指南 
( 本說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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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在繼續操作之前，請詳閱以下內容
請妥善保管本說明書，以備日後參考。

警告
請始終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項，以免可能
因觸電、短路、損壞、⽕災或其他危險，
而造成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相關注意事項
包括但不限於：

發現任何異常情況時

• 一旦發現下列任一問題，請立即關閉電源開
關，並從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
一旦發現下列任一問題，請立即關閉擴大機
電源。
- 電源線或 AC 轉接器磨損或損壞。
- 有異常氣味或煙霧飄散。
- 有物體或液體進入產品內部。
- 產品使用期間音訊突然中斷。
- 產品出現裂痕或明顯受損。接著，請將產品
交給合格的 Yamaha 服務⼈員進⾏檢修。

電源 /AC 轉接器

• 電源線不得置於暖爐或加熱器等熱源附近，亦
不得過度彎曲或以其他⽅式施加破壞、在上⽅
放置重物，或舖設於可能遭⼈踩踏、勾扯或遭
物體輾壓之處。

• 本產品只能使用正確的指定電壓  ( 印於產品銘
牌上 ) 。

• 只能使用指定的轉接器。使用錯誤的轉接器，
會導致產品損壞或過熱。

• 定期檢查電源插頭，清除任何累積的髒污或
灰塵。

• 確認電源插頭已完全插入，否則可能會造成觸
電或引發火災。

• 設置產品時，請務必使用容易觸及的 AC 電源
插座。發生問題或故障時，請立即關閉電源開
關，並從插座上拔下插頭。即使已關掉電源開
關，如果未將電源線從牆上的 AC 電源插座拔
下，仍無法中斷產品供電。

• 若⻑時間不使用本產品，請將電源插頭從插座
中拔出。

• 雷暴期間請勿觸摸產品或電源插頭。

禁止拆解產品

• 本產品不含任何可由使用者⾃⾏維修的零件。
請勿嘗試⾃⾏拆解或以任何⽅式維修內部
零件。

液體滲入 / ⽕災警告

• 本產品不得淋⾬，亦不得在靠近液體或潮濕的
環境中使用；此外，也請不要將裝有液體的容
器 ( 例如花瓶、瓶子或玻璃杯 ) 置於本產品上
⽅，以免液體滲入任何產品開孔。

• 嚴禁使用潮濕的雙手插入或拔下電源插頭。
• 請勿將本產品置於任何燃燒中的物體或明火附

近，以免引起火災。

聽力受損

• 將本產品連接至其他裝置之前，請先關閉所有
裝置的電源。此外，在開啟 / 關閉任何裝置的
電源之前，請務必先將所有音量調至最⼩， 否
則可能導致聽力受損、觸電或裝置損壞。

• 開啟音訊系統的 AC 電源時，請務必 「最後」
才啟動功率擴大機的電源，以免造成聽力受損
或揚聲器損壞。基於相同原因，關閉電源時，
也請 「先」關閉功率擴大機的電源。

• 請勿⻑時間以⾼分⾙或引發不適的音量使用⽿
機，否則可能導致聽力永久受損。一旦出現任
何聽力受損或⽿鳴的情況，請立即就醫。
UR44C ⼊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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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請務必始終遵循下列基本注意事項，以免
對自己或其他人造成身體上的傷害，或造
成本產品或其他財物損壞。相關注意事項
包括但不限於：

電源 /AC 轉接器

• 請勿用布或毯子包覆 AC 轉接器。
• 從產品或插座取下電源插頭時，請務必握住插

頭本體，不要握住纜線部分。拉扯纜線可能會
造成損壞。

位置和連接

• 請勿將本產品置於不穩固處，以免因意外掉落
造成⼈身傷害。

• 請將本裝置保存於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本產
品不適合在兒童可能出現之處使用。

• 請勿將本產品裝設於可能接觸到腐蝕性氣體或
空氣中含有鹽分之處， 否則可能會引發故障。

• 搬動本產品之前，請先拔下所有已連接的
纜線。

維護

• 清潔本產品時，請先從 AC 插座中拔出電源
插頭。

使用注意事項

• 請勿重壓本產品，或在上⽅放置重物。

對於因不當使用或私⾃修改本產品而造成的損壞，以及
因資料遺失或毀損而造成的損失，Yamaha/Steinberg 
將不承擔任何責任。
UR44C ⼊門指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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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
為避免本產品故障 / 損壞、資料毀損或其他
財物受損，請遵循以下須知事項。

 使用及維護
• 請勿在電視、收音機、影音設備、手機或其他

電氣產品附近使用本產品。否則，產品、電視
或收音機可能會產生雜訊。

• 請勿讓本產品接觸到過多灰塵、震動或極低 /
極⾼的溫度 ( 例如接受陽光直射、置於暖爐附
近或在晝間置於汽車內部 )，否則可能導致面
板變形、運作不穩或內部組件損壞。

• 若周遭溫度發生急劇變化 ( 例如改變產品的位
置或開關空調時 )，產品內部可能會產生水分
凝結。在有水分凝結的情況下使用本產品，可
能會造成損壞。如有充分理由相信產品內部可
能已產生凝結，請靜置數⼩時且不要開啟電
源，直到水分完全乾燥為止。

• 請勿在本產品上⽅放置乙烯基、塑膠或橡膠物
品，否則可能導致面板褪色。

• 請使用乾燥的軟布清潔本產品。禁止使用油漆
稀釋劑、溶劑、清潔液或浸有化學品的抹布。

• 為避免產生非預期的噪音，請確保 AC 電源轉
接器與本產品之間相隔適當距離。

 接頭
• XLR 型接頭的接線⽅式如下 (IEC60268 標準)： 

pin 1： 接地；pin 2： 正 (+)；pin 3： 負 (-) 。

資訊
 關於著作權
• 本說明書的著作權為 Yamaha Corporation 獨

占所有。
• 未經製造商書面同意，明確禁止以任何⽅式複

製軟體，或重製本說明書之全部或部分。
• 本產品內含並搭售著作權屬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GmbH 和 Yamaha 
Corporation 所有之電腦程式和內容，或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GmbH 和 
Yamaha Corporation 經授權得使用第三⽅著
作權之電腦程式和內容。此類受著作權保護的
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所有電腦軟體、樣式檔、
MIDI 檔、 WAVE 資料、樂譜和錄音。相關法
律禁止任何⼈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將此類程
式和內容用於非個⼈用途。一切侵犯著作權的
⾏為皆須承擔法律後果。請勿製作、散布或使
用非法複本。

 關於本說明書
• 本說明書中的插圖和 LCD 畫面僅供參考。
•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GmbH 和 

Yamaha Corporation 不就軟體和⽂件之使用
做出任何陳述或保證，亦不為使用本說明書和
軟體的結果承擔任何責任。

• Steinberg、Cubase 和 Cubasis 是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GmbH 的註冊商標。

•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
和其他國家 / 地區的註冊商標。

• Apple、Mac、iPad、iPhone 和 Lightning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 / 地區的註冊商
標。

• IOS 是 Cisco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已取得使
用授權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本說明書中的公司名稱及產品名稱是其各⾃公
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軟體可能會不時修改及更新，恕不另⾏通知。

 關於棄置
• 本產品內含可回收的零部件。如需棄置此產

品，請聯絡當地相關機構。
UR44C ⼊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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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轉接器的注意事項

警告
• 只能使用隨附的 AC 轉接器 ( 或 Yamaha 推薦

的相同規格轉接器 ) 。使用錯誤的轉接器，會
導致裝置損壞或過熱。

• 只能在室內使用。請勿在任何潮濕的環境中使
用。

• 如遇雷暴或⻑時間不使用本裝置，請將電源插
頭從插座中拔出。

如果不⼩⼼取下 AC 轉接器上的插頭
切勿碰觸金屬部分，並依箭頭方向將插頭推
⼊到底，直到聽到喀噠聲為止。

警告
• 請務必讓插頭與 AC 轉接器保持連接狀態。單

獨使用插頭，可能會造成觸電或引發火災。
• 連接插頭時，切勿碰觸金屬部分。另外要注意

的是，AC 連接器和插頭之間不得有灰塵存
在，否則可能會造成電擊、短路或損壞。

註
插頭形狀因地區而異。

型號、序號及電力需求等資訊列於裝置
底部的銘牌上或附近。建議您將序號記
錄在下方空白處，並保留本手冊做為永
久購買記錄，以便在裝置遭竊時當做識
別資訊使⽤。

型號

序號
UR44C ⼊門指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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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
UR44C 提供以下兩份不同的說明書。

入門指南 ( 本說明書 )
設定產品時，請閱讀本說明書。按照本說明
書的指示完成設定後，請閱讀 《操作說明
書》。

操作說明書 (PDF) 
請詳閱此說明書，以瞭解如何使⽤產品的各項
功能。 《操作說明書》可前往 Steinberg 網站
下載，網址如下：
https://steinberg.help/

註
您必須在電腦上安裝 Adobe Reader，才能查看 
PDF 文件。最新版本可透過以下網站下載。
https://www.adobe.com/

本說明書之約定慣例

Windows 或 Mac
當特定程序或說明僅適⽤於 Windows 或 Mac 
兩者之一時，會在說明書中註明。如未註明
適⽤平台，代表該程序或說明同時適⽤於 
Windows 和 Mac 。本說明書主要使⽤ 
Windows 中的螢幕截圖， 但如果該功能之說
明僅適⽤於 Mac，則會使⽤ Mac 螢幕截圖。

Cubase 系列
本說明書中的 「Cubase」一詞適⽤於所有 
Cubase 程式和版本 (Cubase LE 除外 ) 。針對
特定版本進⾏說明時，會在文中註明。本說
明書使⽤ Cubase Pro 10 系列的螢幕截圖。如
果您使⽤其他版本的 Cubase，則實際看到的
螢幕截圖可能會有出⼊。如需詳細說明，請
參閱 Cubase 說明書。

Cubase 系列
本說明書使⽤ Cubasis 2 的螢幕截圖。如果
您使⽤其他版本的 Cubase，則實際看到的螢
幕截圖可能會有出⼊。

程序
說明書中的某些程序會顯示 「」箭頭。舉
例來說，「[Studio]  [Studio Setup] （Studio 
設定）  [VST Audio System] （VST 音訊系
統）」字串代表您應按以下順序執⾏此程序。
1. 按一下 [Studio] 選單。
2. 選取 [Studio Setup] （Studio 設定）選項。
3. 按一下 [VST Audio System] （VST 音訊系
統）按鈕。

版本資訊
字⺟ 「xxx」和 「x.xx」代表版本號碼。
UR44C ⼊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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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for UR-C
TOOLS for UR-C
您必須安裝 TOOLS for UR-C 軟體，才能確保
本裝置與電腦之間的連接正確，並能順利搭
配使⽤。初次使⽤本裝置前，請務必先安裝
好此軟體 ( 第 12 頁 ) 。您必須先透過 
Steinberg 網站下載 TOOLS for UR-C，網址
如下：
https://www.steinberg.net/en/support/
downloads/

安裝 TOOLS for UR-C 時，系統會安裝以下
三個軟體程式。

註
• TOOLS for UR-C 不支援 iOS 裝置。
• 如需有關 TOOLS for UR-C 的最新資訊，請參

閱 Steinberg 網站。

Yamaha Steinberg USB 
Driver
此軟體可讓本裝置與電腦進⾏通訊。

Steinberg UR-C 
Applications
此軟體可讓您透過電腦或使⽤裝置與 Cubase 
系列軟體之間的 Link （連結）功能，設定本
裝置的參數。此軟體包含以下兩個元件。

• Steinberg dspMixFx UR-C

此編輯軟體可讓您在單獨使⽤裝置、或將其
與 Cubase 系列以外的 DAW ( 數位音訊工作
站 ) 軟體搭配使⽤時設定本裝置。您可以同
時使⽤ Cubase 和 dspMixFx UR-C 。

• Steinberg UR-C Extension

此軟體可讓您將本裝置連結至 Cubase 系列 
( 僅限支援連結功能的版本 ) 。關於此連結功
能的使⽤方法，請參閱 Steinberg 網站，網
址如下。
https://www.steinberg.net/

Basic FX Suite
Basic FX Suite 是由 Yamaha 開發的軟體，內
含多種音效和音訊處理外掛程式，其中部分
充分運⽤了音色建模技術。安裝 Basic FX 
Suite 時，系統會安裝以下三個軟體程式。

• Sweet Spot Morphing Channel Strip

可產⽣結合壓縮器和等化器的複合處理效果。

• REV-X

此為 Yamaha 為專業音訊裝置開發的數位殘
響效果器。

• Guitar Amp Classics

此為 Yamaha 開發並充分運⽤音色建模技術
的吉他音箱模擬器。
UR44C ⼊門指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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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電腦使用前的準備
工作
您必須先完成以下三項設定程序，才能將本
裝置搭配電腦使⽤。
• 安裝 TOOLS for UR-C
• 啟⽤ Basic FX Suite
• 下載 Cubase AI (DAW) 

安裝 TOOLS for UR-C
依照先前的說明，從 Steinberg 網站下載 
TOOLS for UR-C， 再按照以下步驟安裝。

註
• 使⽤本軟體時，必須完全遵循安裝期間顯示的

《License Agreement》（授權合約）當中的條
款和條件。

• 應⽤程式和系統軟體的後續升級，以及規格和功
能的任何變更將公布於以下網站。
https://www.steinberg.net/

• 系統將同時安裝⽤來控管產品授權的 
eLicenser Control Center (eLCC) 。

Windows

1. 斷開所有 USB 裝置 ( 除了滑鼠和鍵盤
以外 ) 與電腦間的連接。

2. 啟動電腦並登入管理員帳⼾。
退出所有已啟動的應⽤程式，並關閉所
有已開啟視窗。

3. 解壓縮先前下載的 TOOLS for UR-C 。

4. 在解壓縮後的資料夾中按兩下 
[setup.exe] 檔案，以啟動安裝程序。

5. 按照螢幕上的說明安裝軟體。

註
• 安裝軟體期間，系統會顯示 「eLicenser 

Control Center」安裝訊息。請按照螢幕上的
說明安裝軟體。

• 您可以在安裝畫面上選取要安裝的軟體。
- Yamaha Steinberg USB Driver
- Steinberg UR-C Applications
- Basic FX Suite (VST3 外掛程式 )

6. 安裝完成後，請按一下 [Finish]
（完成）。
如果出現要求重新啟動電腦的視窗，請
按照螢幕上的說明操作，然後重新啟動
電腦。

確認安裝是否成功

7. 將 [POWER SOURCE] （電源）開關
向右撥，然後將隨附 AC 轉接器的插
頭插入裝置上的 DC IN [12V] 插孔。

8. 使用隨附的 USB 纜線，將裝置直接
連接至電腦。
請勿連接至 USB 集線器。

9. 按照以下步驟開啟[裝置管理員]視窗。
[ 控制台 ] [ 硬體和音效 ]  [ 裝置管
理員 ]

10. 按一下 「音效、視訊及遊戲控制器」
旁邊的 [>] 標記。
確認裝置名稱列於清單中。

TOOLS for UR-C 此時已安裝完成。
UR44C ⼊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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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電腦使⽤前的準備 工作
Mac

1. 斷開所有 USB 裝置 ( 除了滑鼠和鍵盤
以外 ) 與電腦間的連接。

2. 啟動電腦並登入管理員帳⼾。
退出所有已啟動的應⽤程式，並關閉所
有已開啟視窗。

3. 解壓縮先前下載的 TOOLS for UR-C 。

4. 在解壓縮後的資料夾中按兩下 
[TOOLS for UR-C V**.pkg] 檔案，
以啟動安裝程序。
*** 字元代表版本號碼。

5. 按照螢幕上的說明安裝軟體。
註
• 安裝軟體期間，系統會顯示 「eLicenser 

Control Center」安裝訊息。請按照螢幕上的
說明安裝軟體。

• 您可以在安裝畫面上選取要安裝的軟體。
- Yamaha Steinberg USB Driver
- Steinberg UR-C Applications
- Basic FX Suite (VST3/AU 外掛程式 )

6. 安裝完成後，請按一下 [Restart]
（重新啟動）或 [Close] （關閉）。

確認安裝是否成功

7. 將 [POWER SOURCE] （電源）開關
向右撥，然後將隨附 AC 轉接器的插
頭插入裝置上的 DC IN [12V] 插孔。

8. 使用隨附的 USB 纜線，將裝置直接
連接至電腦。
請勿連接至 USB 集線器。

9. 按照以下步驟開啟 「Audio MIDI 
Setup」（音訊 MIDI 設定）視窗。
[Applications] （應⽤程式）  
[Utilities] （公⽤程式）  [Audio MIDI 
Setup] （音訊 MIDI 設定） 

10. 確認裝置名稱列於左欄中。

TOOLS for UR-C 此時已安裝完成。
UR44C ⼊門指南 13



搭配電腦使⽤前的準備 工作

14
啟用 Basic FX Suite
如要使⽤在 「安裝 TOOLS for UR-C」中安裝
的 Basic FX Suite 程式，您必須透過網際網路
下載其使⽤授權。使⽤ ESSENTIAL PRODUCT 
LICENSE INFORMATION 中提供的啟⽤碼。

1. 按照以下步驟啟動 eLicenser 
Control Center 。
Windows

[All Programs] 或 [All apps] （[ 所有程式 ] 
或 [ 所有應⽤程式 ]）  [eLicenser]  
[eLicenser Control Center] 
Mac

[Applications] （應⽤程式）  
[eLicenser Control Center] 

2. 按一下 [Enter Activation Code]
（輸入啟用碼）。

3. 輸入隨附的 ESSENTIAL PRODUCT 
LICENSE INFORMATION 中提供的
啟用碼。

4. 按照螢幕上的說明下載使用授權。

註
將 USB-eLicenser (USB 保護裝置 ) 連接至電腦
時，系統會顯示 USB-eLicenser 做為授權儲存目
標位置。選取要將授權儲存至 USB-eLicenser 或 
Soft-eLicenser 。一旦儲存至 USB-eLicenser，
就無法再將授權從 USB-eLicenser 轉移回 
Soft-eLicenser 。

下載 Cubase AI
Cubase AI 是一套音樂製作軟體，可讓您在
電腦上錄製、播放及編輯音訊。您必須先在 
Steinberg 網站上建立 MySteinberg 帳戶，
才能下載此軟體。如需最新資訊，請參閱 
Steinberg 網站，網址如下。
https://www.steinberg.net/getcubaseai/

註
您必須提供有效的 「下載存取碼」，才能下載 
Cubase AI 。此存取碼印製於隨附的 CUBASE AI 
DOWNLOAD INFORMATION 上。

設定程序現已完成。

如需各項產品功能的詳細說明及相關資訊，
請參閱 《操作說明書》。
UR44C ⼊門指南

https://www.steinberg.net/getcubaseai/


搭配 iOS 裝置使⽤前的準備工作
搭配 iOS 裝置使用前的準
備工作
您必須先完成以下準備工作，才能將本裝置
搭配 iOS 裝置使⽤。

Apple 配件
您可能需要備妥以下配件，才能將本裝置連
接至 iOS 裝置。

• 配備 Type-C 埠的 iOS 裝置
Apple 產品包裝盒中的 USB-C 充電線。

• 未配備 Type-C 埠的 iOS 裝置
Lightning 轉 USB 相機轉接器 ( 選購 ) 
或者 
Lightning 轉 USB 3 相機轉接器 ( 選購 )

下載 Steinberg dspMixFx 
UR-C ( 混音應用程式 )
從 App Store 下載。

下載 DAW 應用程式 ( 如有
需要 )
從 App Store 下載。

註
• 將本裝置連接至 iOS 裝置時，無需安裝 

TOOLS for UR-C 。
• 如需有關相容 iOS 裝置的最新資訊，請參閱 

Steinberg 網站，網址如下。
https://www.steinberg.net/

設定程序現已完成。

如需各項產品功能的詳細說明及相關資訊，
請參閱 《操作說明書》。 Cubasis 是一款 
Apple 銷售的 iPad 應⽤程式，您可在 《操作
說明書》中參閱基本操作說明及使⽤範例。
UR44C ⼊門指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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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電源

16
設定電源
電力可透過 AC 轉接器或 USB 纜線 ( 匯流排
供電 ) 供應。

AC 轉接器
1. 將後面板上的 [POWER SOURCE]

（電源）開關向右撥。

2. 將 AC 轉接器的插頭插入後面板上的
DC IN [12V] 插孔。

3. 將 AC 轉接器的插頭插入正確的 AC 插
座中。
啟動電源後，前面板上的 POWER （電
源）指示燈會亮起。

匯流排供電
您必須使⽤市售的 USB 3.1 Type-C 對 Type-C 
纜線 ( 選購 )，才能從匯流排供應電力。

1. 將後面板上的 [POWER SOURCE]
（電源）開關向左撥。

2. 使用 USB 3.1 Type-C 對 Type-C 纜
線 ( 選購 )，連接電腦上的 USB 
Type-C 插孔與 [USB 3.0] 插孔。
啟動電源後，前面板上的 POWER （電
源）指示燈會亮起。

須知
為避免產生非預期的噪音，請確保電源轉接
器與本裝置之間相隔適當距離。

警告
開啟/關閉任何裝置的電源之
前，請先將所有音量調至最
小， 否則可能導致聽力受損、
觸電或裝置損壞。
UR44C ⼊門指南



List of distributors

https://www.steinberg.net/en/company/distributor.html

If you need support or further product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he distributor in your 
country. A list of distributors is available at thi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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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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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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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consultas sobre el contacto adecuado, diríjase a “Headquarter SMTG.”

Se você precisar de suporte ou de mais informações sobre o produto, entre em contato
com o distribuidor no seu país.
Há uma lista de distribuidores disponível neste site.
Para receber ajuda para determinar com quem entrar em contato, fale com a “Sede da
SMTG”.

Per ottenere assistenza o avere ulteriori informazioni sul prodotto, contattare il distributore
locale.
L’elenco dei distributori e disponibile sul sito Web al seguente indirizzo.
Per individuare il distributore da contattare, rivolgersi alla sede centrale SMTG.

Если вам необходима техническ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ил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сведения о 
продуктах, обратитесь к дистрибьютору в вашей стране.
Список дистрибьюторов можно найти на этом веб-сайте.
Чтобы узнать, к кому следует обращаться, свяжитесь с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офисом SMTG.

如需更多支持和深层产品信息，请联系您所在国家的代理商。
代理商列表请浏览下列网址。
如需帮助决定联系哪方代理商，请联系" SMTG总公司"。

如需支援或更詳盡的產品資訊，請聯絡您所在國家/地區的經銷商。
如需經銷商清單，請瀏覽以下網站。
若您不確定該與誰聯繫，請洽詢「SMTG 總公司」。

지원 또는 추가 제품 정보가 필요한 경우 해당 국가의 판매업체에 문의하십시오.
판매업체 목록은 다음 웹사이트에서 이용할 수 있습니다.
문의 판매업체를 결정하는 데 도움이 필요한 경우 "SMTG 본사"에 문의하십시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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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FICE: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GmbH
Beim Strohhause 31, 20097 Hamburg, Germany Tel: +49-(0)40-210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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