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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e

Pro Tools TDM 6.9，Macintosh 系统

介绍

该 Read Me 文件包含兼容性细节，已知问题，错误码，以及对 Pro Tools 6.9 在 Digidesign 认证 Macintosh 系统的 Mac OS X 

10.3.8 上的一些补充。 

有关 新的系统兼容性文件，请参考 Digidesign 网站上的系统兼容页面 (www.Digidesign.com/compato)。 

安装与拷贝保护

警告 : 升级 Pace-Wrapp 插件

由于 近发现的 PACE 拷贝包含的问题，一些用户可能遇到在登录 Pro Tools 时如果有任何 Pace-Wrap 第三方插件安装时的不稳定情

况。 新的 PACE 驱动已经对该问题进行修复并在 Pro Tools 软件安装程序中自动安装。 对所有插件升级也需要放置不稳定 / 或崩

溃问题。 要检测哪个插件受到影响，我们包含了一个工具，可以搜索您的插件文件夹，并列出了需要升级的插件。 要使用该工具，

登录 Pro Tools 工具文件夹下的 Digidesign Plug-In Validator 程序。 如果有任何非 digidesign 插件没有被升级，它将会在显示

窗中将其列出。 请浏览被影响插件厂商的网站并下载升级 ( 如果可能 )，或与厂商联系。

即使在没有对所有插件升级，不稳定只有在 Pro Tools 插件文件夹中添加或移去插件时出现。 在第一次崩溃和重启动后，您应该不

会发现任何问题，除非向插件文件夹中添加或移去插件时。

在 Mac OS X 上安装 Pro Tools TDM 6.9

为确保正确的操作和文件管理，必须以 Mac OS X 的管理员级帐号对 Pro Tools TDM 6.9 软件进行安装。为确保可以从 Pro Tools 中

提取所有插件，Pro Tools 软件和所有 Pro Tools 插件也应该以同样的管理员级用户进行安装。 

不要以 root 级用户登录来操作或安装 Pro Tools。 Root 级用户的文件权限在执行操作时可能会与 Pro Tools 文件管理任务的权限

冲突。

关闭软件自动升级

Digidesign 不能对 Mac OS X 自动升级系统软件组件的的兼容性保证。 因此，您应该在软件升级系统预置中关闭该选项。 有关 新

的系统兼容性文件，请参考 Digidesign 网站上的系统兼容页面

(www.Digidesign.com/compato)。

Mac OS X 的插件授权

在 Mac OS X 系统中，基于软盘的授权保护不在使用。如果升级到 Mac OS X 并且还有已经注册的 Digidesign 或 Digidesign 发布的

插件仍使用软盘授权保护，始终没有升级，可以用新的 iLok USB Smart Key 对 Pro Tools 和 Mac OS X 拷贝保护进行升级。

Digidesign 会自动将授权存入到您的 iLok.com 中。要设置帐号，请浏览 ilok 网站 (www.ilok.com) 并进行注册。

Pro Tools TDM 6.9 附带的产品登记卡要求您到 ilok.com 设置一个帐号并将帐号名提供到登记卡上。 实际上，在创建 ilok.com 帐号

时，替代帐号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 一旦 Digidesign 收到您的登记卡，我们将把您的 ilok.com 用户 ID 添加到用户帐号中。 

然后我们将通过电子方式将您的资产 (iLok 授权 ) 直接存入到您的 iLok.com 帐号中，包括您购买和注册的所有 Digidesign 和

Digidesign 发布插件和软件选项。 然后您就可以登录到 iLok.com 找到您新的插件授权。

iLok USB Smart Key 需要独立购买，也可以从 Digidesign 授权代理商，Digidesign 本地机构或从 Digidesign 网站上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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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Lok 技术的详细介绍，请浏览网页 http://www.digidesign.com/support/ilok 以及 Pro Tools 安装光盘上的 iLokþ¼”Ðþ÷ð·，
或 Digidesign 技术文档库中的相关介绍文件。 

对于一些第三方硬盘授权的软件，请与相关厂商联系升级。

兼容性

Digidesign 只对已经过认证和测试的软件和硬件的兼容性提供保证和支持。 要了解 Digidesign 认可电脑，操作系统，第三方设备

的列表，请参考 Digidesign 网站的 新兼容信息 (www.digidesign.com)。

重要： 节能器设置

为获得在 Power Mac G5s 上 Pro Tools 的 优性能，必须设置处理器性能 ( 在系统预置 > 节能器 > 选项下 ) 设置到 高。

Apple 的 Mac OS 帮助文件提供了有关节能器的处理器设置的相关信息：

　 tPower Mac G5 中的 PowerPC G5 处理器可能运行于各种速度。 该功能的默认设置为 " 自动 "，允许系统在必要时全速运行处理

器，而在普通处理活动中以较低的速度运行。 某些实时软件，如音频创作或游戏，在使用 好处理器性能设置时可能进行了优

化。 您可以在系统预置的节能器控制板中改变处理器性能设置。

Pro Tools 不支持睡眠模式

在 Macintosh 系统预置中，登录节能器，点击睡眠栏，关闭所有睡眠功能。 将不活动时电脑进入睡眠选项设置到永不状态。 在运行

Pro Tools 时不要将电脑手动设置到睡眠状态。

打开多于 31 字符以上的 Session(Item #51923)

当打开在 Finder 下重命名的长于 31 个字符的 Session 时，当 Session 被打开，Pro Tools 对名字削减并增加独有的识别标识。 Pro 

Tools 不对 Session 重命名，只是以不同的名字显示。

Digidesign SCSI|128, ATTO EPCI-UL3D 配置工具

如果系统中安装了 Digidesign SCSI|128 或 ATTO EPCI-UL3D SCSI 适配卡，应该用 ATTO 配置工具检查正确的硬盘，固件和设置。 这

些介绍可以在 Pro Tools 安装器的 Applications/Digidesign 文件夹下的 ATTO 工具文件夹内的 Read Me 文件中找到。

Pro Tools 建议使用 Macintosh Journaled 文件系统

如果是使用 Apple 的磁盘工具对硬盘进行格式化，Digidesign 建议用户在格式化硬盘时打开 journaling 选项。Digidesign 建议选

择 Mac OS Extended (Journaled) 格式替代 Mac OS Extend 格式。

要在已有硬盘上打开 journal：

1  在 Application/Utilities 下找到 Apple 的磁盘工具。

2  在磁盘工具窗口的左边一栏中选择磁盘或卷标。

3  在工具栏上点击打开 Journal。

在 Pro Tools 中使用 F9, F10, 和 F11(Item #39985)

由于在 Mac OS X 10.3.2 中的默认 F 键设置，F9, F10,F11 键在 初状态下不能在 Pro Tools 中使用。 改变默认浏览设置以在 Pro 

Tools 中可以使用这些键。

挂接 Pro Tools Legacy 音频接口到 Pro Tools|HD I/O 接口 (Item #43380)

Legacy 音频接口 ( 如 888|24 I/O) 在连结到 Pro Tools|HD 音频接口时，可能不正确启动，不能通过音频。 这种现象发生在如果

Pro Tools|HD 卡已经供电而 Legacy 接口一直在启动状态。 为避免这种问题，先打开 Legacy 音频接口，等候直到它完成启动后，再

打开 Pro Tools|HD 音频接口。 如果没有注意登录 Pro Tools 时的这个顺序状态，也可以在硬件设置对话框中触发 Legacy 音频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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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ontrol 或 Control|24 的 TCP/IP 设置 (Item #32436)

如果使用内置以太网端口或 PCI 以太网卡直接链接到 ( 非跨网络 )ProControl 或 Control|24，必须对 TCP/IP 地址手动进行设置。 

默认手动设置可以在多数情况下正常工作。 不要选择使用 DHCP 模式除非是在网络下。

已知问题

下面的部分是在使用 Pro Tools 6.9 时可能遇到问题的说明。

Pro Tools

打开 Session 模板 (Item #59222)

如果在 Finder 下双击一个 Session 模板，将会提示您将模板存储为新的 Session 文件。 总是用 Pro Tools 文件菜单下的打开

Session 命令打开 Session 模板，或在 DigiBase 浏览器中双击打开。

Pro Tools 运行时用 iTunes 烧制 CD(Item #55192) 

Pro Tools 运行时用 iTunes 烧制 CD 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 在使用 iTunes 烧制 CD 之前先退出 Pro Tools。

当使用三角铅笔工具时，不必要的自动缩混节点增加到成组音频合 MIDI 轨中 (Item #59233)

当 MIDI 轨和音频轨被成组，并且用三角铅笔工具添加自动缩混时，会增加数以万计的自动缩混节点。 要去掉这些不想要的自动缩

混节点，在编辑窗中加亮所选区域，然后在菜单中选择编辑减薄自动缩混。

重命名 Session 导致错误 43，Session 不能打开 (Item #60669)

通过 workspace 浏览器重命名一个打开的 session 可能导致错误 43。 Session 会被给出一个不同的名字，并且不能被打开。 要重命

名当前 Session，关闭 Session，退出 Pro Tools，在 FInder 下重命名 Session，然后再登录 Pro Tools 并重新打开新名字的

Session。

重建 fade 文件到多硬盘 (Item #52138)

在重建 fade 时，Pro Tools 不将硬盘分配到帐号。 如果移动一个需要分配到多个硬盘上的 Session 和音轨，确认每个硬盘的

Session 文件夹中都包含有 Fade 文件夹。 否则，所有 fade 文件将被重建到与 Session 文件相同的一个文件夹中。

Pro Tools 非管理员级帐号的限制 (Item #47080)

当以非管理员帐号启动 Pro Tools，建议您将非管理员帐号的限制设置为 " 不限制 "，如果帐号被限制，用户将不能 :

●创建新 Session

●录制音频或 MIDI

●使用 AudioSuite 处理

●导出 MIDI

●存储 Session

●存储 Session 为

●生成到磁盘

●创建淡变

●改变播放引擎

●检查磁盘分配

●使用自动存储

某些硬件缓存量选择被移去 (Item #45621) 

在某些 H/W 缓存量设置下，有些 DSP 引擎配置不允许选择。 在导入 MIDI 和自动缩混时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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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成到磁盘及取消生成到磁盘时 Pro Tools 意外退出

如果改变了 DAE 播放缓存设置然后执行生成到磁盘命令，Pro Tools 可能会意外退出。 确认在改变 DAE 播放缓存设置之后重新登录

Pro Tools。

当使用 CoreAudio 时，XPressDV (4.3.1) 可能不能播放 Sequence(Item #53237)

当使用 CoreAudio 时，XPressDV (4.3.1) 可能不能播放 Sequence。 这应该是 CoreAudio 与 Xpress DV 的缓存不匹配所导致。 Xpress 

DV 的默认缓存为 4096 而 CoreAudio 驱动的 大限制为 2038。为修正该问题，将 Xpress DV 的缓存设置为 2038 以下。 之后缓存大小

将同步。

在退出 Pro Tools 之后使用 CoreAudio(Item #53981)

在 CoreAudio 安装之后，建议在退出 Pro Tools 之后等候 5-10 秒之后再登录其它声音或多媒体软件，以保证使用 CoreAudio 的软件

可以平滑播放。

恢复到自动存储的 Session 文件 (Item #51634) 

选择文件 > 恢复到存储的自动存储 Session 文件，打开之后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在打开之前先存储自动存储 Session 文件。 现

在，用恢复到存储命令所作的任何编辑被忽略。

缩放之后的图形问题 (Item #53910)

在改变音频 region 的缩放状态后，图形显示问题保留在编辑窗中 ( 在前一个缩放范围的边界处 )。

打开一个恢复的 Session 后操作播放引擎 (Item #54319)

在操作播放引擎对话框之前，Session 文件备份文件夹中恢复的 session 必须先被存储为新的 session 名。

当存储 Session 为早期版本的 Pro Tools 文件时，Pro Tools 6.9 信息丢失 (Item #49923)

当一个以 Pro Tools 6.9 存储的 Session 在 6.7 以前版本的 Pro Tools 中打开时，或者用存储 Session 副本为命令存储成以前版本

的 Pro Tools 格式时，颜色，音轨时基，和标记点注释丢失并且没有提示。

以非管理员帐号打开一个带有 QuickTime 视频的 Session 禁止视频回放 (Item #47053)

如果以非管理员帐号打开一个带有 QuickTime 视频的 Session，没有对视频进行回放的权限，Pro Tools 会提示您视频文件不能被找
到，要求重新链接。 在重链接窗，可以找到视频，Pro Tools 将 œ‘þæ 为文件已链接但仍然不能回放。 为正确回放，确认您拥有使用
QuickTime 视频文件的权限。

当在 Macintosh 上打开一个由 WindowsXP 上创建的 Session 时，文件不能被链接 (Item #46199)

当把一个 Session 用 MacDrive 或 MacOpener 从 Windows 转到 Macintosh 时，确认音频文件的 AIFF 扩展名被保留。 在 MacDrive 属

性中，打开 " 不删除扩展名 " 选项。这将可以保证在 Macintosh 上打开 Windows XP Session 时的兼容性。

44.1/48 kHz Session 的 Pro Tools|HD Accel 配置的 大播放引擎设置 (Item #42161)

在 Pro Tools|HD 系统的 44.1 kHz or 44 kHz session 中，设置播放引擎的 大发音数 (192 发音数 ) 和播放引擎缓存到 Level 8( 将

分配 300 MB 内存 )，可能引起启动时的内核停止。 该问题出现在播放引擎和 DAE 播放缓存被设置到该配置并 初登录 Pro Tools

时。 解决办法是初次设置播放引擎到其它组合 ( 如 192 发音数同时 DAE 播放缓存为 4)，该设置允许存储在预置中，然后再把播放引

擎设置到 192 发音数，DAE 播放缓存设置到 8

在带有扩展箱配置的系统中用大的引擎设置量时切换采样率 (Item #41705)

为获得该配置下的 佳性能，将 DSP 引擎设置为 4DSP，中等发音数或更低。 当在 48 kHz 和更高采样率之间切换，同时引擎大小为

5 或 6 个 DSP 并且 大发音数，可能导致 DAE 错误 6074，Pro Tools 自动退出。 自动退出不是崩溃，而是 Pro Tools 快速退出。

重链接对话框打开下的波形重计算 (Item #41168)

当打开一个 Session 并且如果重链接对话框打开，波形将会被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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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量选择 Region 的整理 (Item #40541) 

在大的 Session 中对所有选择的 Region 进行整理可能会导致如下错误： "Assertion in Cmm_Interval.cpp, line 103." 如果在

Session 中重复出现该信息，用存储 Session 副本为命令存储 Session 到另一个硬盘再试。

音频 Region Bin 缩放 (Item #40538)

音频 Region Bin 的缩放有时会导致显示问题。再次缩放会解决问题。

生成到磁盘不检查要求的可用磁盘空间 (Item #41080) 

Pro Tools 不自动检查生成目标盘上的可用磁盘空间。 在生成处理前，检查目标盘上有足够的可用空间。

Pro Tools 运行时对硬盘重命名将导致 Pro Tools 强制退出 (Item #40654) 

登录 Pro Tools 之后再对硬盘重命名将导致 Pro Tools 自动退出。

快速退出并重登录 Pro Tools 时的错误 (Item #39958)

快速退出并重登录 Pro Tools 有时可能会导致如下错误 : “另一个程序已经使用 Digidesign 硬件 (-1133)”。在退出后等待几秒钟

然后再登录可以避免该现象。

Pro Tools 意外退出或强制退出后重新启动电脑

如果 Pro Tools 意外退出或 Pro Tools 强制退出后，在重新登录 Pro Tools 之前重新启动电脑。

创建或打开 Session 时 Pro Tools 意外退出 (Item #33074)

如果创建或打开 Session 时 Pro Tools 意外退出，DigiBase 数据库可能会被破坏。 要检测是否 DigiBase 数据库已经被破坏，登录

Pro Tools，打开 Workspace 浏览器，查找每一个硬盘的内容。 如果显示某一磁盘卷内容时 Pro Tools 意外退出，数据库可能已经

被破坏。 要解决该问题，找到该磁盘卷上的 Digidesign 数据库文件夹，删除它或者重命名磁盘卷的 .ddb 文件。 重新启动电脑并登

录 Pro Tools 会在 Digidesign 数据库文件夹中创建新的 .ddb 文件。 如果问题仍然发生，原磁盘卷的 .ddb 文件已经被破坏，应该

被删除。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联系 Digidesign 技术支持。 我们建议您对系统进行备份作为安全保护。

用连字符作为音频名的一部分导致自动命名问题 (Item #36223) 

如果音频名中包含连字符号 "-"，在该轨下录制的任何音频文件将不能按连字符号之后的部分。 例如，一个名位 Mixdown-Full 的音

轨将被自动命名为 Mixdown。

其它应用程序已经使用 Digidesign 硬件 (-1133)(Item #37175)

如果系统中安装了 CoreAudio 驱动，在登录 Classic 模式之后，将不能登录 Pro Tools。 在登录 Pro Tools 之前先退出 Classic 模

式。

导入时发生 " 没有所需的操作权限 ( － 5000)"(Item #33092)

如果在导入文件时出现该对话框，需要退出 Pro Tools，改变文件的操作权限。 要改变一个或多个文件的操作权限，切换到

Finder，选择这些文件，从文件菜单中选择 > 信息，点击 Owner and Permissions 栏，从拥有者弹出菜单下选择您的用户名。 您可

能需要点击锁定图标并对用户名授权才能进行改变。

MIDI 回放总体偏移量

不要在 MIDI 回放总体偏移量的预置设置区域内使用 -1 值，因为它禁止 Session 从起始位置进行播放。 键入其它的有效数字值。

在打开一个由早期版本的 Pro Tools 创建的 Session 文件时丢失数据 (Item #37572)

在打开一个由早期版本的 Pro Tools 创建的 Session 文件时 , 某些数据可能会发生丢失。 您应该可以在重链接窗口中按名字和长度

重新链接这些文件。 在某些情况下，匹配格式不能找到链接。

开始和停止播放时出现暴音 (Item #38454)

当音轨录音打开时，开始和停止播放时可能会听到暴音痕迹。 请关闭任何设置录音打开的音轨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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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 Regions 放弃 (Item #32849)

在以前的发布版本中， 在打开 Session 时，Pro Tools 自动放弃无效 Region( 过于短或指向无效音频文件的 Region)。 在 Pro Tools 

6.9 中，当打开 Session 时，您可能会开导以下提示信息提示无效的 Region 文件，然后放弃： " 一些 Region 将被从时间线或

Region 列表中移去因为它们的参考文件过短 "，您可以忽略该警告提示。

不能保持原时间码位置 (Item #37628)

在蓄洪新规定时间码时，Pro Tools 可能不正确汇报不能保持原时间码位置，因为 region 或替换播放表超出 Session 边界。 点击 OK

保持相对时间码。如果点击 OK 时间码会被正确重映射。

当从 DigiBase 浏览器中拖拽立体声文件到单声道轨时，音频 Region 列表中的菜单项不可用 (Item #37713)

如果在 Pro Tools 中从 Workspace 拖拽立体声文件到单声道轨，左声道在音频轨上显示为一个 Region。 音频 Region 列表弹出菜单

中的某些菜单项对该 Region 可能不可用，直到另一个同样的 Region 从音频 Region 列表中被拖拽到音轨上。

不能打开没有存储再当前电脑系统上的 Session 的参考 Groove(Item #39698)

如果尝试打开一个 Session，其当前列出在 Beat Detective 的 Region Conform 部分中的 Groove 没有在所用系统中存储，该

Session 文件将不能打开。 要打开 Session，将所缺少的 Groove 文件或文件夹拷贝到当前系统的 Applications/Digidesign/Pro 

Tools/Grooves 目录下。 

延迟补偿

AFL/PFL 选听发音数限制与延迟补偿 (Item #58155)

当同时使用 AFL/PFL 选听模式和延迟补偿时，发音数个数变低。 例如，当在一套 HD Accel 3 系统上运行一个 7.1 Session，同时打

开了长延迟补偿和 AFL/PFL 模式，在 192 发音数 /6 DSP 引擎的设置状态下只有 138 个发音数可供分配。

Punch In 及 Punch Out 偏置与延迟补偿 (Item #54032)

r 如果打开或关闭延迟补偿，应该重新检查穿入及穿出的偏置设置。 当延迟补偿发生变化时，穿插偏置也需要改变。

一些 RTAS 软件合成器向 Pro Tools 汇报不正确的采样延迟 (Item #54041 与 55050)

向 Pro Tools 汇报不正确的采样延迟的 RTAS 软件合成器可能导致使用延迟补偿时的问题。 如果使用延迟补偿，应该按 Start-

Control(Windows) 或 Control-Command(Macintosh) 键同时点击设置又 RTAS 软件合成器音轨的 dly 区域，这样软件合成器不会再向

Pro Tools 汇报采样延迟。

在使用采样延迟时音频录音和播放性能降低 (Item #46346)

延迟补偿要求一定量的系统资源，尤其是在大型 Session 中。 如果在延迟补偿打开状态下遇到 DAE 错误 9073，关闭延迟补偿以释放

系统资源。

5.1 环绕声 Session 中的 大音轨发音数被延迟补偿和高采样率限制 (Item #46915)

在 192 kHz or 176.4 kHz session 中，当延迟补偿功能打开，在非 Accel 系统上，5.1 环绕声音轨的 大数为 18，在 Accel 系统上

为 29，即使是系统显示仍有可用 DSP 资源的状态下。 

Pro Tools Session 采样 (Item #42970)

在 Session( 用存储 Session 副本时 ) 中，延迟补偿和用户偏置在新创建的文件中可以高于系统限制。 

通过只监听输入打开音轨的总线生成可能会引起延迟补偿矛盾 (Item #47299)

再使用延迟补偿时，用总线路由一个单声道音频轨通过一个只监听输入模式的立体声音轨，然后再通过另一个录音打开音轨，可能

引起录制的立体声音频文件超出其本身的时间对齐位置。

毫秒 / 采样问题 (Item #44299)

在转换采样率时，以毫秒设置用户延迟偏置允许高于 好设置。 为避免该问题，按采样键入用户延迟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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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Base

从 Workspace 浏览器编辑文件注释 (Item #34160)

从 Workspace 浏览器中，当键入或编辑文件注释栏，可能遇到错误信息，并丢失对文本的改变。 如果发生该现象，再次键入文本变

化会生效。

隐藏重链接窗口 (Item #53188) 

当在任务管理器中双击重链接文件夹时，重链接窗口不能转到前边，而是隐藏在编辑窗或混音窗后面。 重链接窗口实际上已经打

开，但在主窗口之后。 要处理该问题，手动将其从混音或编辑窗后拉到前台。

在播放过程中当从 Workspace 浏览器中拖拽文件时的试听 (Item #41186)

当在播放过程中当从 Workspace 浏览器中拖拽文件时，会听到大声的破音信号。

在任务窗中的文件忙错误 (-47)(Item #22832)

当尝试删除一个没有操作权限的文件时，将在任务窗口中遇到文件忙错误 (-47)，并且不能删除文件。 您不能删除您没有读写操作

权限的文件或目录。

内存超出错误 (-108)(Item #27391)

如果尝试对一个只有很少空间的磁盘索引进行更新，可能会遇到内存超出错误 (-108)。

从 Workspace 浏览器删除 Session 文件 (Item #34171)

如果从 Workspace 浏览器删除了 Session 文件，然后在 Pro Tools 中创建一个同样名字的 Session 文件并放在同一位置，Pro Tools

将意外退出。 要避免该问题，请使用不同的 Session 名。 

Pro Tools 将 Digidesign Database 目录写入到空白 CDRs 或 DVDRs(Item #31880)

Pro Tools 将把空白 blank CDRs 或 DVDRs 识别为有效的录音磁盘，并在磁盘被加载时写入 Digidesign Database 目录写入到空白

CDRs 或 DVDRs 上。 在插入空白 CDRs 或 DVDRs 到光驱之前先退出 Pro Tools。

Mac OS X 的应用程序和文档在 Workspace 浏览器中显示为文件夹 (Item #30469)

在 Pro Tools 6.9 的 Workspace 浏览器中，任何不在应用程序和文档文件夹内的其它程序和文档文件都显示为文件夹。 不要在

Pro Tools 中改变这些文件夹中的内容。 否则可能会导致程序或文件的问题。

DigiBase 浏览器中的长文件名 (Item #37524) 

在 DigiBase 浏览器中，超过 31 字符的长文件名在显示时会被削减为短的文件名。 要改变文件名，在 DigiBase 浏览器中而不是在

Finder 下完成。 如果在 Finder 下改变名字，新名字和旧名字都会显示在 DigiBase 浏览器中。 两个项目以同一个文件为参照。 从

DigiBase 浏览器中删除其中一个文件也会同时删除另一个，因为它们以同一文件为参照。 不建议同时用 Finder 和 DigiBase 对文件

进行管理。

插件

当 SurroundScope 或 Waves C4 插件窗口打开时的电平迟缓 (Item #40317) 

当 SurroundScope 或 Waves C4 窗口打开，Pro Tools 的电平和窗口移动变的迟缓。 解决方法是增加 CPU 使用限制来提高性能。

用 ProControl Fader Flip 模式调整插件控制 (Item #28835)

当使用 ProControl Fader Flip 模式调整插件控制时，在用 ProControl Fader 上的某些控制不可用。 为避免该问题，退出 Fader 

Flip 模式调整被影响的控制。

当激活和非激活 Sample Tank SE 时，用户的预置设置不能调回 (Item #42906)

当插件被激活和非激活时，用户的预置设置不能调回。 建议手动存储用户预置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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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DM 插件与失真 (Item #53549)

HTDM 插件的声音失真仍然存在，即使改变并匹配硬件缓存并选用较大的数据流管理缓存。 关闭再重激活有问题的插件可以修复该问

题。

HTDM(Macintosh) 到 RTAS(Windows) 跨平台插件不兼容 (Item #52959)

以前再 Mac OS X 上存储的 HTDM 软件合成器在转换到 Windows XP 后不能被识别 ( 转换为 RTAS)。

Pro Tools 报出错误 " 插件不能激活，因为不能由 RTAS 乐器插件处理 "对话框 (Item #53606)

该信息出现在由一套 Pro Tools 配置创建的 Session 在另一套上被打开时。 这是因用户在其插件文件夹内没有所需的插件，或者插

件版本不同于 Pro Tools 系统所用版本。

Ram 采样器和软件合成器的插件音色窗 (Item #53245/53314)

当按取消退出插件音色窗口时，合成器及其它基于 Ram 软件乐器声音失真。 另外，如果在插件音色窗口中预览音色，插件音色将被

强制重新加载。 

在带播放头连续滚屏模式下，乐曲的指针位置信息不能被接收 (Item #54587)

在带播放头连续滚屏模式下，Synchronic，Intakt(Native Instruments) 及其它 MIDI 插件停止接收乐曲位置指针信息－当切换播

放时不能跟随。

从旧版本 Pro Tools 转换带插件 Session 到 Pro Tools 6.9

当导入从旧版本 Pro Tools 创建的 Session 数据时，任何关联的插件设置文件不能被导入。 您将需要手动拷贝这些插件设置文件 (

在 Finder 下 )。 

带插件 Session 在 TDM 和 LE 系统之间的传输

当在 LE 和 TDM 系统之间转换 Session 时，插件设置应该被手动拷贝到 Session 的插件设置文件夹中。 这将恢复相应的插件预置名。

在 ReWire Session 中改变播放引擎设置 (Item #44036)

为获得使用 ReWire 的 佳性能，在改变 Pro Tools 播放引擎对话框之前先退出任何 ReWire 软件。

当使用延迟补偿时，DigiRack Pitch 相位不一致 (Item #38771)

当在同一音轨上使用 TimeAdjuster 进行延迟补偿并使用 DigiRack Pitch 插件时，Pitch 插件相位不一致。

当在 Pro Tools 6.9 之前版本打开文件时，插件丢失 MIDI 节拍失踪设置 (Item #39604)

一些插件 ( 如 Digidesign Bruno 和 Reso 插件 ) 自动自动在 Pro Tools 6.9 中接收 MIDI 节拍时钟。 如果在早期 Pro Tools 版本中打

开由 Pro Tools 6.9 创建的 Session，将需要为这些插件手动重分配 MIDI 节拍时钟。 

在使用 DigiRack ReWire 时 MIDI 节拍时钟的延迟 (Item #35457)

如果 MIDI 节拍时钟从 Pro Tools 被发送到 ReWire 客户端软件，当使用 MIDI 键盘触发 ReWire 客户端软件时，会听到很大的延迟。 

我们不建议将 MIDI 节拍时钟数据从 Pro Tools 发送到 ReWire 客户端。

Reason 使用时 DigiRack ReWire 的 9128 错误 (Item #35934)

根据 CPU 的速度，您可能需要设置 Pro Tools CPU 使用到 70% 或以上以避免在使用 Reason 等音序软件时的 9128 错误。

AudioSuite 信号发生器插件不能工作 (Item #35900) 

AudioSuite 信号发生器插件在默认状态下创建单独的文件。如果做了一个不包含音频的时间选区，将需要选择 " 创建连续文件 "，

否则将出现对话框提示您没有选择音频。

使用 TCE Trimmer 工具后 AudioSuite 关闭 (Item #37836)

使用 TCE Trimmer 工具后任何打开的 AudioSuite 插件被关闭。 在使用 TCE Trimmer 工具之前先关闭任何打开的 AudioSuite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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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M 系统上的 RTAS 插件

当在 TDM 系统上使用 RTAS 插件时，可能会遇到 DAE -6031 和 -9128 错误。 在这中情况下，可以在硬件设置对话框中提高 H/W 缓存量

和 CPU 限制的百分比提高系统性能 ( 请参考 Pro ToolsðŒøºþ÷ð· 中的详细介绍 )。  对于较慢的 CPU，可能需要降低 Session 中所有

RTAS 插件的个数。

AudioSuite 处理与 Side Chain 输入

当选区参考设置为 Region 列表时，插件的 Side-chain 输入 ( 如 d3 压缩限幅器 ) 在 AudioSuite 处理中不产生效果。

MIDI

当跨成组音轨裁切 MIDI 音符数据时，插入点或选区可能会丢失 (Item #39631)

当跨成组音轨使用 Trimmer 工具对 MIDI 音符数据进行裁切操作时，光标或选区可能在组中从第一个音轨上消失。 这是一个屏幕刷

新问题，不影响编辑，可以继续操作。 

使用虚拟乐器作为 MIDI 节拍器的问题 (Item #43057)

当使用虚拟乐器作为 MIDI 节拍器时，在等待音符或预留节拍状态下乐器不能播放。 另外，第一个节拍不能发声。 解决方法是将节

拍器分配到不同的 MIDI 乐器，或使用 Click 插件。

在半速播放停止后软件乐器继续播放 (Item #54807)

偶尔，在半速播放停止后软件乐器继续播放。 该问题出现在选择半速播放模式后。 要初始 MIDI 音符，打开播放引擎对话框，立即

点击 OK 关闭它，或选择菜单命令 MIDI> 所有音符关。 

录制 Sysex Data Dump 时的限制 (Item #41195)

Pro Tools 当前限制 Sysex data dump 数据的录制长度在 1 分钟以内。

显示所有 MIDI Region 快捷键 Option+Command+D(Item #40046)

要使用快捷键 Option+Command+D 显示所有 MIDI Region 命令，先在 Mac OS X 的 Dock 预置中关闭自动隐藏显示。详细介绍请参考

Apple 相关说明文件。

当复制包含默认音色变化的音轨时，等待音符功能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Item #40140) 

在某些情况下，当复制包含默认音色变化的音轨时，等待音符功能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出现该问题，用同样设置创建一个新的

MIDI 轨，等待音符功能将能够正常工作。

MIDI 数据只能在 IAC 总线上被发送和接收 (Item #41169)

Pro Tools 在与 Mac OS X 10.3.5 结合使用时，MIDI 数据只能在 IAC 总线上被发送和接收。 

录音时分配 MIDI 轨输出到 IAC 总线时的不稳定 (Item #41172)

问题可能出现在当录音时分配 MIDI 轨输出到 IAC 总线时。 要解决该问题，关闭 IAC 输入设备。

不能导入速度 / 拍子映射

在使用导入 Session 数据命令时，如果目标 Session 为手动速度模式，不能导入速度 / 拍子映射。 必须从另一个 Session 中关闭手

动速度模式才能导入导入速度 / 拍子。

在登录 Midiman USB 驱动 3.1 时 Pro Tools 意外退出 (Item #33407)

如果安装了 Midiman USB 驱动 3.1 版本，然后没有重新启动电脑登录 Pro Tools，Pro Tools 可能会发生意外退出。 为避免该问题，

在安装 Midiman USB 驱动后应该重新启动电脑。

对于较慢的屏幕刷新和用户界面响应问题，较大的硬件缓存量可能影响插件参数和静音数据的自动缩混精确度，以及

MIDI 音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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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软件乐器在等待音符模式下录制 MIDI 轨时的延迟 (Item #43068)

当使用软件乐器在等待音符模式下录制 MIDI 轨时，在第一小节第一拍上出现延迟。

同步与 Machine Control

Fan-Out 配置中的 Colin Broad 控制器控制 VTR 要求锁定时间的特殊设置 (Item #59796)

Fan-Out 配置中的 Colin Broad 控制器控制 VTR 要求按如下设置锁定时间：

1  使录像机于编辑组的主中。

2  改变 Colin Broad 板设置菜单 21 到 Input lock tally from Master 选项。

3  优化 Pro Tools Machine Control 预卷设置。

Tamura 控制器在 4 帧前跟踪 Pro Tools(Item #51496)

Tamura 控制器在 4 帧前跟踪 Pro Tools。 您可以通过在 Session 设置窗口下的外置视频码偏置设置中设置同步偏置到 -00:00:00:04

来修正该问题。( 窗口 > 显示 Session 设置 )。

使用 SSL 调音台时 Soundmaster 控制器可能不能快速更新视频 (Item #52394)

当从连接到 Soundmaster 控制器的 SSL 调音台上快进或快退时，Pro Tools 可能不能快速更新图像。 这可能是 Soundmaster 的设置

问题。 确认 Soundmaster 控制器上的 Self Goto Rate 值设置为零。 请参考 Soundmaster 的相关说明文档。

当同步时延迟补偿录音修正延迟 (Item# 53679)

当 Pro Tools 带延迟补偿跟踪时间码时，确认以下选项已经选择：

　 t"Compensate for Input Delays After Record Pass"( 在 I/O 设置对话框的输入页面下 )

　 t"Compensate for Out Delays After Record Pass"( 在 I/O 设置对话框的输出页面下 )

当延迟补偿关闭时，这将引起音频在时间线上的出现过早，但与音频在时间线上原始素材的位置接近。

当 SYNC I/O 锁定到视频基准时 Pro Tools 以视频参考帧产生时间码 (Item #24219)

当 SYNC I/O 时钟信号与视频参考关联时，Pro Tools 只能以视频参考的帧率产生时间码。 要按视频参考以外的其它格式产生时间

码，将 SYNC I/O 时钟信号设置到非视频参考，或 Internal。

Pro Tools 遥控模式跟踪 LTC

在使用 Pro Tools 遥控模式跟踪 LTC 时，如果录音时停止命令发送到 Pro Tools，而 LTC 信号没有停止，Pro Tools 可能尝试重新锁

定到 LTC 信号并录音。 这可能导致录制的 Region 包含无用的数据。

不能使用 ProControl 或 Control|24 控制 Machine Control 设备的 Transport(Item #37553) 

当使用 ProControl 或 Control|24 作为 Machine Control 设备的控制器时，必须在 Pro Tools 的 Transport 窗口中首先选择

Transport = Machine。 您可以从控制台上按 EXT TRANS 两次完成该设置。 只按 EXT TRANS 一次不能改变 Pro Tools 的 Trasnport 到

Transport = Machine 状态。

Machine Cuse Intelligently 预置不应该使用在非线性录像机上 (Item #46200)

如果在 Machine Cuse Intelligently 预置中选择了该选项后同时使用非线性播放设备，Pro Tools 提交一个 "Error Cueing 

Machine" 对话框。

视频

后录制的视频文件不能被删除 (Item #:58642)

在当前 Session 打开时， 后录制的视频文件不能被删除。 解决方法是先关闭 Session 再删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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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或拷贝视频时 Pro Tools 没有响应 (Item #43467)

如果导入或拷贝视频时 Pro Tools 没有响应，在恢复 Pro Tools 用户界面响应之前先等待视频导入或拷贝完成。

视频播放 Drop 帧 (Item #43670)

如果另外的网络系统正从您所播放的视频硬盘上拷贝文件，Pro Tools 播放中会丢帧。 避免在播放中从网络上拷贝文件。

当播放 QuickTime 视频电影时 Pro Tools 挂起 (Item #44004)

标准 QuickTime 安装模式只安装 QuickTime 的核心组件。 某些 QuickTime 视频要求另外的组件。 如果没有安装这些组件并尝试在

Pro Tools 中播放这些视频，Pro Tools 挂起。 在 Pro Tools 中播放 QuickTime 视频前，看是否所需的组件都已经被安装。 如果缺

少必须的组件，QuickTime 播放器会提示您安装它们。 在安装好这些所需组件后，再将视频导入到 Pro Tools 中进行播放。

Pro Tools PAL Session 切换到 NTSC(Item #45230)

在第一次创建 PAL Pro Tools session 时 ,session 可能被切换为 NTSC。 尝试手动将 Session 改回到 PAL，但 PAL 视频片断不能被添

加到 Session，直到关闭在重新打开。 解决方法是手动切换所有 Session 设置指示到 PAL。

编辑视频轨时改变 Session 起始时间 (Item #54795) 

当改变 Session 起始时间时，一个锁定的 QuickTime 视频可能会丢失它的正确位置信息。 要解决该问题，在改变 Session 起始时间

前先对视频解锁。 

生成电影同时转换采样率在电影中创建空白帧 (Item #54220)

当生成音频到 QuickTime 电影时不能同时转换音频采样率同时又不损失视频 / 音频同步。 首先转换到正确的采样率在生成音频，将

音频导入到另一个具有正确采样率的 session 中。 将音频和视频导入然后生成为新的电影文件。

在 Pro Tools 中不能识别视频 (Item #46792)

当转换来自 OS 9 的文件时，QuickTime 及 DV 视频在 Macintosh OS X 中可能丢失了它们的 .mov 或 .dv 后缀名。如果 Pro Tools 

session 包含没有后缀名的视频文件，将不能被 Pro Tools 正确识别也不能被打开。 关闭 Session，手动增加 .mov 或 .dv 后缀名到

视频文件后再重新打开。

DV 视频不能更新到光标位置 (Item #33128)

当停止 DV 火线播放时，如果在不同的位置上停止，视频位置不能更新到当前光标位置。 如果保留视频窗口在屏幕上打开，并且移

动视频窗口到屏幕外，将不能避免该问题。

不能对 QuickTime 视频 Scrub (Item #36509) 

在重链接一个 QuickTime DV 视频后，不能对视频 scrub。 为能够对视频进行 scrub 操作，必须存储 Session，退出 Pro Tools，然

后重新登录 Pro Tools 并打开 Session。

控制台

D-Control 或 D-Command 的固件下载 (Items #46015, #46990, #58102)

当在 D-Control 上下载固件升级时，不能调整主台上的任何监听部分，或者传输电脑上的文件。 这样做可能会干扰固件的成功下

载。

Fader Pack 上的 Motor 固件版本显示 (Item #59071)

当在 Utility 模式下按下 Fader Pack 上的固件版本按钮时，显示会读取 Motor 的固件版本两次。 在 Fader Pack 中有两个电动推子

板，一个是左 8 个推子，一个是右 8 个推子。 Motor 固件显示版本 

D-Control 主台上的 Auto/Input 按钮 (Item #46626)

按下 D-Control 主台上的 Auto/Input 按钮同时按住 Option 键 (Macintosh) 或 Alt 键 (Win) 将打开 / 关闭 Session 中所有音轨的自

动输入监听，无论录音打开状态如何。 



Pro Tools TDM 6.9，Macintosh 系统 — 6/6/05 12

进入 D-Control Fader Pack 的 Unility 模式 (Item #46948)

从 Fader Pack 直接进入 Utility 模式的开关组合在 D-Control 手册中陈述不完整。 

要从 Fader Pack 直接进入 Utility 模式，确认控制台没有在线，然后按住 Fader Pack 左下角的 Modifier 键，按如下顺序操作： 

Shift+Command/Alt+Option/Win。 Utility 菜单显示在 LCD 上。

AMS (Audio MIDI Setup)

MIDI 接口离线 (Item #31795)

如果在 Pro Tools 运行时改变 AMS，同时 MIDI 发生离线，您需要退出并重登录 Pro Tools，AMS 会将 MIDI 接口设置回到在线状态。

Pro Tools 播放中不能改变 AMS(Item #33006)

为确保 优性能，在 Pro Tools 播放 Session 时不要改变 AMS 配置。 如果需要对 AMS 进行编辑，首先停止 Pro Tools 播放。 另外，

如果 AMS 已经打开，不要登录 Pro Tools。 首先退出 AMS，再登录 Pro Tools。 您可以从 Pro Tools 中的设置 > 编辑 MIDI Studio 设

置菜单中登录 AMS。

本地化 

在 Mac/PC 兼容模式打开后不能键入双字节字符 (Item #54387)

如果 Pro Tools 以 Mac/PC 兼容模式登录，将不能在浏览器窗口中以双字节字符命名文件。 要使用双字节字符，确认 Session 中的

Mac/PC 模式已关闭。 

Pro Tools 亚洲语言版本不能在英文操作系统上登录 (Item #59794)

当电脑的操作系统设置为英文，不能登录日文，韩文，或简体中文的本地化 Pro Tools 软件。 尝试这样做会导致如下信息： 当运行

日文版 Pro Tools，Finder 的系统预置必须设置到日文。 请参考 Digidesign 的相关文件获得详细说明。解决方法是先将 Finder 设

置到相应的亚洲语言，再尝试登录相应语言版本的 Pro Tools 软件。

错误信息

错误 608 不能完成要求因为 一个程序错误发生 (Item #26407)

新建或打开 Session 对话框应该被保留在前台，直到关闭。否则您可能遇到错误信息 " 不能完成要求，因为 一个程序错误发生

(608)。

当登录 Pro Tools 时错误 5000( 未知错误 )(Item #36130)

在多分区的系统中，如果不同版本的 interlok Pace 安装在不同分区上，Pro Tools 将在登录时汇报一个未知错误 5000。 要避免该

问题，在所有系统分区上安装同一版本的 Pace。

播放时的错误 -6031(Item #32637)

如果在播放一个带有密集 MIDI 和自动缩混数据的 Session 时遇到 6031 错误，尝试增加硬件缓存量。 您可能也需要停止播放，存储

并关闭 Session，退出并重新登录 Pro Tools，在继续播放之前重新打开 Session。

错误 6042

如果频繁遇到 6042 错误，打开系统使用窗，检查 PCI 使用状态。 如果使用状态超出，需要重置 PCI 总线。要重置 PCI 总线，将所

有音轨设置非激活并开始播放。 如果仍然发生 6042 错误，退出并重新登录 Pro Tools，打开播放引擎对话框，将每 DSP 的发音数设

置到较少状态。 

带机箱配置的 192 kHz Session 使用较高播放引擎设置时的错误 6042(Item #39789)

在带有 PCI 扩展箱的系统上，当运行 192 kHz TDM session，同时播放引擎量为 5 或 6DSP 时可能导致 6042 错误。 为获得带机箱系统

时运行 192 kHz TDM session 时的 佳性能，将播放引擎设置到 24 发音数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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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播放中切换插件的激活与非激活时出现 6074 错误 (Item #55049)

在大型 Session 中，设置关闭激活或重新激活所有插件时可能导致 Pro Tools 的如下错误： DSP 引擎在 TDM2 上运行超载。 太多 I/O

加载到 TDM2 芯片 (-6704)。要解决该问题，以较小的分组激活或非激活插件。

当在 32 位 PCI 扩展机箱中运行 Pro Tools|HD Accel 的错误 6074(Item #41705)

为获得在 32 位 PCI 扩展机箱中运行 Pro Tools|HD Accel 的 佳性能，播放引擎设置为 5DSP，中等发音数或以下。 当在 48 kHz 和

192 kHz 采样率之间切换，同时引擎大小为 5 或 6 个 DSP 并且 大发音数，可能导致 DAE 错误 6074，Pro Tools 自动退出。 自动退

出不是崩溃，而是 Pro Tools 快速退出。

在火线硬盘录音时以及达到 2 GB 文件限制时的 DAE 错误 9073(Item #42611)

在火线硬盘录音时以及达到 2 GB 文件限制时 , 出现错误 9073，" 录音被中断，因为磁盘已满 " 对话框出现。 当该错误开始，不会

有信号和数据丢失。

在火线硬盘录音时以及达到 2 GB 文件限制时的 DAE 错误 9073

如果发生错误 9073，请参考 anserbase 查找可能引起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answerbase.digidesign.com)。

DAE 错误 -9128

在采样率高于 96 kHz 以上的 Session 中，您可能需要将硬件缓存色互知到 512 以上，以避免在播放 RTAS 插件及密集自动缩混数据

Session 时出现 91285 错误。

DAE 错误 9132(Item #20843)

Pro Tools 6.9 不支持从 UNIX 文件系统 (UFS) 格式的硬盘录音或播放。

DAE 错误 9132(Item #32397)

如果在生成到磁盘中遇到错误 -9132( 即使已经设置了 高的硬件缓存设置 )，将希望的音轨总线分配到相应音频轨号与格式 ( 单声

道或立体声 )，然后将它们录制到磁盘。 然后用生成的音频文件作为要使用的生成文件。

DAE 错误 -9155

在采样率高于 96 kHz 以上的 Session 中，您可能需要将硬件缓存色互知到 512 以上，以避免在播放密集自动缩混数据 Session 时出

现 9155 错误。

DAE 错误 -9735

当 Pro Tools 在时间线中到达时间限制的结束点，或者如果 Pro Tools 被连续播放到长于 大时间限制，将会出现 DAE 错误 -9735.  

Pro Tools 的 大时间限制根据 Session 采样率而不同。 ( 详细介绍请参考 Pro ToolsðŒøºþ÷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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