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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e

( 仅限 Windows XP 上的 Pro Tools LE 6.9 系统 )

该 Read Me 文件包含兼容性细节说明，已知问题，以及 Windows 系统上 Pro Tools LE 6.9 参考手册的补充说明。

Windows 配置

关闭 Data Executive Prevention (DEP)

在使用 Pro Tools 时 , Data Execute Prevention 应该被关闭，以避免系统崩溃。

要关闭 Data Executive Prevention: (DEP)

1  选择开始 > 控制板。

2  双击系统。

3  单击高级。

4  从启动和恢复部分中，点击设置。

5  在操作系统默认的下箭头上点击，注意是否 /NoExecute= 一行如下：

/NoExecute=Alwaysoff

6  选择下面方法之一 :

　 t 如果 /NoExecute= 选项显示为 /NoExecute=Alwaysoff，表示已经处于关闭状态，这时您不需要在改变设置。 点击 OK 关闭跳

过与恢复对话框，跳过如下步骤。

? or 

　 t 如果 /No Execute= 没有显示为 /NoExecute=Alwaysoff，( 例如，可能是 NoExecuteOptIn), 请继续按如下步骤操作。

7  点击编辑开始手动编辑文件启动选项

8  将 /NoExecute= 一行改为如下：

/NoExecute=Alwaysoff

9  改变后存储 boot.ini 文件。

10  菜单选择文件 > 退出命令。

11  从启动和恢复部分中，点击 OK。

12  从系统属性对话框中，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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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XP 待机模式与 Digi 002 或 Digi 002 Rack (Item #47054)

在将 Windows XP 设置到待机模式之前总是断开 Digi 002 或 Digi 002 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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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 002 或 Digi 002 Rack 及 Mbox 不支持安装了 Digi 001 PCI 板卡的系统 (Item #39467) 

当在安装了 Digi 001 PCI 板卡的系统上连接 Digi 002,Digi 002 Rack 及 Mbox 时，Pro Tools 硬件设置对话框意外退出。 该配置不

能被支持。 在连接 Digi 002, Digi 002 Rack, 或 Mbox 之前，先卸去 Digi 001 PCI 板卡。

在安装软件之间先连接 Pro Tools LE 硬件

在安装好硬件之后再启动电脑，等待发现新硬件向导对话框出现，并保留在打开状态。 保持屏幕不动，将 Pro Tools LE 安装盘放

入 Windows 光驱中。 找到 Setup 图标 ( 在 Pro Tools LE 安装文件夹中 ) 并双击图标。 为避免安装问题，请仔细阅读 øÏÀŸ»ÎÐÝþ÷ð·
中的安装介绍。

在 LE 系统上打开混合音频格式的 TDM Session

由于 Pro Tools LE 不支持在 Pro Tools TDM 系统上创建的混合音频格式的 Session，TDM 用户必须首先用存储 Session 副本为命令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将音频文件存储为同一种格式，然后才能在 Pro Tools LE 系统上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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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问题

下面的部分是在使用 Pro Tools LE 6.9 时可能遇到问题的说明。

在长的录音中波形显示失败 (Item #60719)

在较长的录音段落中，波形可能在 20 或 30 分钟后停止显示。 预览会在重新打开 Session 时再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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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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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Tools 登录时蓝屏 (Item: #57561) 

如果 Pro Tools 安装和重登录时蓝屏， 尝试到 Pace 网站上升级 Pace 到 新驱动。

当只监听模式激活并且音轨设置预录时，Scrub 不能工作 (Item #59380)

当只监听模式激活，并且另一个音轨设置预录，音轨将不能 Scr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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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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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Suite 插件的破坏性处理 (Item #50454)

以非管理员帐号登录并使用 AudioSuite 插件进行破坏性处理时可能出现下列错误： " 不能完成要求因为系统不能找到指定的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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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因为音频文件为只读权限而导致。 为修正该问题，必须能够登录到 Windows XP 的管理员帐号并改变音频文件的属性为完全

可读写。 

如果没有可进入电脑的管理员级帐号，需要与电脑管理员联系解决该问题，或者用 Pro Tools 中的存储副本为命令，将所有音频文

件一起存储成新的文件。

在以非管理员帐号登录后，Workspace 浏览器锁定音频文件 (Item #50457)

当以非管理员身份登录后，如果在 Workspace 窗口中锁定音频文件，可能会在 Pro Tools 的任务窗口中出现如下错误： " 不能完成

要求因为系统不能找到指定的文件 (2)。"

这可能是因为音频文件为只读权限而导致。 为修正该问题，必须能够登录到 Windows XP 的管理员帐号并改变音频文件的属性为完全

可读写。 

如果没有可进入电脑的管理员级帐号，需要与电脑管理员联系解决该问题，或者用 Pro Tools 中的存储副本为命令，将所有音频文

件一起存储成新的文件。

以非管理员身份登录后使用生成到磁盘 (Item #50488)

以非管理员身份登录后使用生成到磁盘命令生成文件到 SCSI 的根目录时，会导致如下错误： " 不能完成生成到磁盘命令因为操作被

拒绝 "。这是因为在以非管理员身份登录后，Windows XP 不允许在硬盘的根目录下创建文件所致。 要解决该问题，必须先创建一个

子目录，然后把文件生成到新的目录中。  

以非管理员身份登录后使用重新计算波形预览命令 (Item #50537)

以非管理员身份登录后使用重新计算音频文件的波形预览可能引起 Pro tools 任务窗口下的如下错误： 拒绝操作。 这可能是由于音

频文件为只读属性所致。 

为修正该问题，必须能够登录到 Windows XP 的管理员帐号并改变音频文件的属性为完全可读写。 

如果没有可进入电脑的管理员级帐号，需要与电脑管理员联系解决该问题，或者用 Pro Tools 中的存储副本为命令，将所有音频文

件一起存储成新的文件。

以非管理员身份登录后执行要求存储 Session 命令 (Item #53335)

以非管理员身份登录 , 并打开从 CD-ROM( 或外部硬盘 ) 上拷贝的 Session 时，执行任何命令将致使 Pro Tools 存储 Session 被拒绝

操作。 要解决该问题，先用存储 Session 为或存储 Session 副本为命令存储 Session。 

在 QuickTime 电影上打开弹出窗口或菜单时导致 Pro Tools 崩溃 (Item #54237)

在 QuickTime 电影上打开弹出窗口或菜单时导致 Pro Tools 崩溃。 保持 QuickTime 视频不用弹出方式操作。

在没有打开 Mac/PC 兼容的情况下，Pro Tools 不能重链接到包含由非法字符的音频文件或推子文件 (Item #60728)

如果 Session 在没有打开 Mac/PC 兼容的情况下被拷贝，Pro Tools session 不能重接到包含有非法字符的音频文件或推子文件。 打

开 DigiBase Project 浏览器按文件 ID 手动链接每个文件。

在没有打开 Mac/PC 兼容的情况下，含有非法字符的 I/O 设置文件不能被存储 (Item #60730)

当导入从 Macintosh 上没有存储为打开 Mac/PC 兼容选项的 I/O 设置文件 (.pio) 时，带有非法字符的文件不能成功转换为合法字

符。

如果标题中包含转换自符号的非法字符，将不能从 Workspace 中打开 Macintosh Session(Item #60243)

如果标题中包含转换自符号的非法字符，您将不能从 Workspace 中打开 Macintosh Session 解决办法是从文件 > 打开命令打开

Session。

Mac/PC 兼容 (Item #54395)

在 Windows XP 上尝试直接从 HFS ＋硬盘上打开 Mac Session( 已经选择 Mac 到 PC 兼容 ) 时导致一个错误对话框，陈述 Session 必须

在音频录音磁盘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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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可以通过 MacDrive 或 MacOpener 将 Macintosh(HFS+) 卷加载到 Windows XP 下并从硬盘上打开 Mac/PC 兼容 Session，必须先把

Session 拷贝到一个本地 PC 硬盘上 ( 不用拷贝整个音频文件 )。 从本地 Windows 兼容硬盘上可以打开并运行 Session。

Groove 模板 (Item #43997)

用户将不能找回它们存储在不正确目录中的自定义 groove 模板。 groove 模板应该被存储到 Grooves 文件夹内。

Quicktime 播放器使用 Wave Driver(Item #52540)

不推荐 Quicktime 播放器使用 Wave Driver。 这可能会导致某些 Quicktime 视频发生同步漂移，或者 Quicktime 播放器使用 Wave 

Driver 播放视频时跳出。

卸载 Cubase SX 禁止 Pro Tools Driver 安装器正常工作 (Item #48450)

如果 Pro Tools 安装出现对话框驱动安装器不能找到驱动信息对话框， 请确认 INF 文件路径正确，这是由于卸载 Cubase 先于安装

Pro Tools。 在安装 Pro Tools 之前重新安装 Cubase SX。

在导入 Session 数据中导入音轨清除重做队列 (Item #51775)

在参考手册中已经陈述通过导入 Session 数据命令导入音轨将清除所有重做队列。 当主播放表选项设置到 " 导入棗替换原有播放 "

选项时，重做队列被清除。 如果选项设置为 " 导入棗将新的播放表叠加到原有播放表 " 或 " 不导入 " 时，重做队列不会被清除。

间断性的 Shuttle Lock 命令被忽略 (Item #47155)

Shuttle Lock 命令偶尔会被忽略。 在 Transport 弹出菜单上点击一次会恢复功能到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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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管理

在烧制 Session 到 DVD R 时丢失数据 (Item #59227)

当使用 MacDrive6 DVD/CD 烧制工具将 Session 数据备份到 DVD R 时，DVD R 上的 Session 数据可能会丢失。

Macintosh 格式的火线硬盘启动的系统崩溃 (Item #45288)

安装 MacDirve 后，一定在 Windows 完成系统启动后再加载 Macintosh 格式的火线硬盘。 安装 MacDrive 后并连接火线硬盘启动将会

导致系统崩溃。 

使用 Macintosh 格式硬盘时的磁盘管理 (Item #45459)

要转换并重新格式化一个 HFS+ 火线硬盘到 NTFS 格式时，必须关闭 MacDrive 服务。

当从 Pro Tools Workspace 中卸载硬盘时丢失共享信息 (Item #46273)

当从 Pro Tools Workspace 中卸载硬盘时 , 与硬盘及文件夹内的共享文件夹和权限的信息，将会丢失。 

当映射网络硬盘变为不可用时性能的迟缓 (Item #44420)

在使用 Pro Tools 时，确认所有映射的网络当前处于可用状态。 如果电脑映射的网络硬盘变为不可用，Pro Tools 会变的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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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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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在荷兰操作系统下英文 Pro Tools LE 的 MIDI 性能问题 (Item #59608)

当在荷兰文系统中运行英文版 Pro Tools LE 时，MIDI 输出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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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拔 USB MIDI 接口引起 Pro Tools 问题 (Item #50136, 48445，48446)

Pro Tools 不支持 USB MIDI 接口热插拔。 在登录 Pro Tools 之前先将 USB MIDI 接口连接好，在退出 Pro Tools 之后再插拔 MIDI 接

口。

在录制 MIDI 时 Pro Tools 用户界面变的迟缓 (Item #52815)

在长的 MIDI 录音段落中，如果 MIDI 事件列表被打开，Pro Tools 的用户界面可能开始感到迟缓。 在长的 MIDI 录音中关闭 MIDI 事

件列表。

在 Pro Tools 中只有 32 个 Emulate MIDI 输入 (Item #53224)

Window XP 对 Emulate MIDI 设备具有 32 个 MIDI 端口 ( 输入或输出 ) 的限制。 如果使用 Emulate 设备，只有前 32 个 Emulate 输入

和输出在 MIDI 软件中显示为可选。   

MIDI 输入和输出好像从命名或显示到滚动屏幕中不能完整显示 (Item #53611)

当屏幕的分辨率设置为 1024x768，大型 MIDI 配置的用户可能注意到 MIDI 输入 / 输出从 MIDI 输入 / 输出分配的弹出对话框中不能

完整显示。 将屏幕缩放到更高的分辨率解决该问题。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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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跨平台 Session 中，MIDI 输出到软件合成器插件为斜体显示 (Item #54173)

当在不同电脑平台上打开 Session 时，MIDI 输出端口显示为斜体，直到重新分配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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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软件乐器会出现异常声音。另外，当在插件音色窗中对预览已有的音色时，

插件音色会被强制加载。 

过期的 Demo 插件

在 Pro Tools LE 中，使用已过期 Demo 插件可能导致 " 非法尝试 " 错误提示出现。 从插件文件夹中移去过期的 Demo 插件。

在长名字的 NTFS 启动盘上 Pace InterLok 插件授权丢失

如果系统包含一个或多个格式化为 NTFS 格式的硬盘，并且硬盘名长于 11 个字符，可能会出现 interLok 插件的授权问题。 为在发

生问题之前避免这种现象，在安装和登录 Pro Tools LE 之前将 NTFS 硬盘重命名为少于 11 个字符。 如果你尝试在长于 11 字符的

NTFS 硬盘上登录 Pro Tools LE，将会出现对话框提示您该信息。

Mod Delay II 插件延迟时间

在 Mod Delay II 窗口中设置时值 ( 音符值 ) 后，用控制台 ( 如 Digidesign Control|24) 改变延迟时间将不取消时值参数的选择状

态。 在插件窗口中改变延迟时间控制操作正常。



( 仅限 Windows XP 上的 Pro Tools LE 6.9 系统 ) — 6/5/05 6

Mod Delay 插件于自动缩混数据

Mod Delay 不能有自动缩混数据拷贝和粘贴到音频通道的左右临界，即使是来自同一控制的自动缩混数据。 例如，feedback 左的自

动缩混数据不能被拷贝到 feedback 右上。

要应用自动缩混数据到 Mod Delay 立体声输出的左右通道上，用多重单声道插件替代立体声或单声道至立体声的 Mod Delay 插件。 

多重单声道插件允许自动缩混被关联，因而可以对所有通道提供同样的自动缩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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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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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发生器粉红噪声

信号发生器插件提高了粉红噪声信号输出，使信号发生器与房间校准和类似软件相适应。 该粉红噪声输出电平大大高于 5.3 版本的

信号发生器。 为避免使用粉红噪声时试听上的失真，将信号发生器音量滑杆降低到 -12 dB 以避免发生削波。

Pitch Shift AudioSuite 插件

当使用 AudioSuite Pitch Shift 插件处理 Region 列表中的几个立体声或多重单声道文件时，并且设置时间修正关闭，每个文件的

右通道在第一个白噪声或随机音频后产生文件。 使用 AudioSuite Pitch Shift 插件单独处理每个立体声或多重单声道文件，或在批

处理之前先把文件分割成单独的单声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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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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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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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保持园时间码位置 (Item #37628)

DV Toolkit，Pro Tools LE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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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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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登录 Pro Tools

并关闭 Mac/PC 模式。 

包含日文字符 So 和 Po 字符的音轨显示不正确的 Region 名 (Item #58140)

如果音轨中包含日文字符 So 和 Po 字符，在音轨上录音会创建包含错误 Region 名的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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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

播放时的错误 -6031(Item #32637)

如果在播放带有密集的 MIDI 或自动缩混数据 Session 时遇到错误 -6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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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Session。

错误 -6097，与 002 之间丢失通讯

如果遇到错误 -6097，确认已经设置有效的时钟信号。 或者增加硬件缓存大小，去掉一些插件以释放 DAE 内存。 

DAE 错误 -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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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取代生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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