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N200
Active Stereo DI Box with Extended Dynamic 
Range and Sum/Spli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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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全须知

法律声明

对于任何因在此说明书提到的
全部或部份描述、 图片或声明而
造成的损失, MUSIC Group 不负任
何责任。 技术参数和外观若有
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的商
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MIDAS, KLARK TEKNIK, LAB GRUPPEN, 

LAKE, TANNOY, TURBOSOUND, 

TC ELECTRONIC, TC HELICON, 

BEHRINGER, BUGERA 和 DDA 是 
MUSIC Group IP Ltd. 公司的商标或注
册商标。 © MUSIC Group IP Ltd. 2016 
版权所有。

保修条款

有关音乐集团保修的适用条
款及其它相关信息, 请登陆 
music-group.com/warranty 网站查看
完整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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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200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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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只连接一个通道时, 虽然 
DN200 将作为单声道设备工作, 但是, 
两个通道都必须通电, 以使用立体声、 
分离或组合模式。

正确操作

在输入缓冲级之前, 从提供 20 dB 垫的
平衡式 XLR/¼" Jack Neutrik Combo A 系列
连接器或非平衡式 Phono/RCA 连接器
提供每个输入通道的音源。

如上所述, “Left （左）” 和 
“Right （右）” 输入可以组合到两个输出, 
“Left （左）” 输入可以分离为 “Left （左）” 
和 “Right （右）” 输出。 为了全效运行, 
“Left （左）”和 “Right （右）” 输出必须采
用幻象供电:

• • 在 “Sum （组合）” 模式, 来自左输出
的幻象供电也将提供右通道的电
源, 但是驱动器的功率降低。 为了使 
DN200 在该模式正确运行, 左、 右输
出应连接并采用幻象供电。

• • 在 “Split （分离）” 模式, 通道之间没
有串扰电源, 因此, 当只连接一个
输出时, 应连接到 “Left （左）” 输入。 
当 “Left （左）” 输出也采用幻象供
电时, “Right （右）” 输出只提供输出
信号。

描述

(1) 非平衡式立体声输入留声机接口,
带 20 kΩ 输入阻抗。

(2) 电子平衡式 Neutrik Combo I 系列立
体声输入接头。 连接平衡式 XLR 
（第 2 针热） 母端子或 ¼ 英寸插孔。 
输入阻抗分别为 20 kΩ 和 1 MΩ。

(3) 20 dB PAD 开关。 当启用时 （集成的
黄色 LED 指示灯亮起）, 在任何立体
声输入源的输出段之前, 将 20 dB 
的衰减应用到信号。

(4) LIFT 接地开关。 当启用时 （集成的
绿色 LED 指示灯亮起）, 从两个输
入通道断开内部接地。 视连接设
备的接地而定, 连接或断开接地有
助于消除噪音或防止接地回路。

(5) +48 V 幻象电源 LED 指示灯。 
亮起时指出已接通其本地输入的
幻象电源。

(6) 经由变压器平衡式 XLR 端子 
（第 2 针热） 进行的主立体声模拟
输出。

(7) 经由电子平衡式 TRS ¼ 英寸插孔进
行的链路立体声输出。

(8) SPLIT 开关。 当启用时 （集成的蓝
色 LED 指示灯亮起）, 左输入被馈
送到左输出和右输出。 右输入被
有效静音。

(9) SUM 开关。 当启用时 （集成的蓝
色 LED 指示灯亮起）, 左输入和右
输入汇总在一起, 并仅被馈送到
左输出。

DN200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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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DN200 general specifi cations

Dimensions (H x W x D) 58 x 104 x 141 mm (2.3 x 4.0 x 5.5")

Net weight 0.95 kg (2.09 lbs)

Shipping weight (gross) 12 units = 10.4 kg

Power requirements Voltage = +48 V

Power consumption <1 W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5°C to +45°C

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 -20°C to +60°C

Block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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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重要信息
重要的安全须知

1. 在线注册。 请购买 

MUSIC Group 产品后立即在 

klarkteknik.com 网站注册。 
网页上有简单的在线注册
表格。 这有助于我们更快
更有效率地处理您维修等
事宜。 请阅读保修的相关
条款及条件。

2. 无法正常工作。 若您的 

MUSIC Group 产品无法正常
工作, 我们会为您尽快修
复。 请联系您购买产品的
销售商。 若你所在地区没
有 MUSIC Group 销售商, 请
联系 klarkteknik.com 网站的 

“WHERE TO BUY” 一栏下的所
列出的子公司或经销商。



klarktekni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