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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安装时显示“无法连接到服务器”或类似的网络出错信息？ 

DynEd 课件在安装和使用时需要访问以下两个站点，请在安装前检查你的计

算机是否能够正确连接到这两个站点： 

 

对于 China 2 的客户 

1. http://cn2.records.dyned.com 

2. http://cn2.download.dyned.com 

 

如何检查： 

1. 将你的计算机并连接到 Internet； 

2.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cn2.records.dyned.com/，用户

应该能够看到如图 1 所示的界面： 

 
图 1 

检查 IE 设置，查看工具-Internet 选项-连接-局域网设置内是否有其他设置,比如

代理服务器设置。 

 

 

 

 

 

 

2. 能打开相应的 DynEd 网页，但仍然出现“无法连接到服务器”或类似提示？ 

一般地，安装在本机的防火墙或自带防火墙的杀毒软件会阻止 DynEd 程序访问网

络。测试方法：开机摁 f8 进入安全模式带有网络连接的模式下运行课件，查看是

否能用，能用代表有软件阻止 DynEd 程序。你可以更改相关软件设置，使得它允

http://cn2.records.dyn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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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DynEd 程序访问网络。如果还是不行，请对本机进行杀毒，清除流氓软件后尝

试。 

 

 

3. 无法录音？ 

1. 请尝试使用 Windows 自带的录音机尝试录音，如果录音不成功，可能是

系统的问题,建议重装正确的声卡驱动，请确定系统已经正常安装声卡驱动，2. 

麦克是否能正常使用的，更换麦克风尝试 

4. .如果仍然不行，请参照问题 4. 

5. 请使用带独立声卡的耳机尝试或外接独立声卡尝试 

 

 

4. DynEd 录音声音小，甚至没有。 

请调高麦克风的录音的音量，甚至使用麦克风加强（高级设置中）。 

 

5. 启动课件时提示“光驱中没有光盘…”或类似提示？ 

DynEd 课件内的文件可能损坏 

解决方法：建议用课件安装光盘重新安装  

 

6. 在登陆课件时，出现“DynEd 课件运行错误，请将 log 文件发送到  

support@dyned.com”的错误提示？ 

为保证学习效果，DynEd 课件对每日和每周的学习时间有一定的限制。默认

的限制是：每天学习时间不得超过 6 小时，每周学习时间不得超过 30 小时。

如果你的学习时间超限，会出现上述提示。 

解决方法：暂时等待，直到你的学习时间不满足上述限制时即可正常使用。 

 

7. 使用课件时，没有中文提示？ 

部分 DynEd 课件支持多语种，但需要在安装过程中选择相应的语言。如果你

所使用的课件支持多语种，但依然无法使用中文提示，很可能是在安装时没有

选择“英文/中文”选项。 

解决方法：请使用安装光盘将现有课程卸载，然后重新安装此课程，并选择

“中文/英文”选项。 

 

 

8. 退出课件时显示“无法上传学习记录”或类似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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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这是由于网络速度较慢或是不稳定造成的。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在网速稳定时再次登陆课件，学习后并退出。课件会把以前没有上传过的数

据自动上传。 

 

 

9. DynEd 课件可以在线更新吗？ 

可以，点击课件安装目录下的 uptodate.exe 程序，更新列表中的所有选项。 

 

 

 

 

10. 在离线使用课件时，提示“离线时间太长”或类似提示？ 

戴耐德课件对离线时间有一定的限制，目前执行的标准是“5 天”或“10 个

小时”，以两者中先达到的为准。 

解决方法：如果你离线学习时间超限，会出现上述提示，此时，只要连线登陆

一次即可解决。 

 

 

11. 我离线学习的时间没有超限，但仍然出现“离线时间太长”的提示？ 

在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登陆课件，可能导致传输数据出错，此时，即使你的离

线时间没有超限，在离线学习时，也有可能出现上述提示。 

解决方法：找到所使用机器的“data_i”文件夹，将其改名为

“data_i_backup”，然后联网登入课件回答一个问题后退出就能正常离线

学习了。 

 

12. 沒有“语音识别”的选项？ 

    请进入课件的安装目录下的 DynEd\techw\sr 文件夹下查看是否有如下图所

示的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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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ynEd 课件运行错误？ 

请确保安装的路径是否一致。 

打开 DynEd 课件临时目录，查看 records.ini 上的路径是否正确。 

例如： 

如果是 Windows xp 

records_path_win=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DynEd\data 

data_path_win=D:\DynEd\launch 

records_ini_path_win=C:\Documents and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DynEd\(请注意末尾一定要有斜扛) 

 

 

如果是 Windows 7 和 Vista 

records_path_win=C:\ProgramData\DynEd\data 

data_path_win=D:\DynEd\launch 

records_ini_path_win=C:\ProgramData\DynEd\ (请注意末尾一定要有

斜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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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无效登陆？ 

请确认用户 ID 输入是否正确，服务器是否选择正确。 

 

15. 在家学习被禁止？ 

请核实此帐号的 Homestudy 的选项是否打开。 

 

16. 无法在家离线学习？ 

请进入课件至少回答一个问题。 

 

17．无法在线看到之前的学习记录？ 

    请使用此电脑的离线学习功能查看是否有之前的记录，如果存在，可能由于退

出时网络状况不是很好，无法正常上传学习记录 

解决方法：请尝试在网络环境稳定时候重新登陆后查看 

 

 

18. 如果离线查看记录存在，再次登陆课件，仍然无法看到学习记录 

1.请进入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

（Windows XP）或 C:\ProgramData（Vista 以上系统）拷贝 data_i_008

文件夹到您的电脑(此机器需独立安装了 DynEd课件)相对应的 C 盘临时文

件夹下，使用该学员的账号进行登陆。 

2.如果上述方法不成功，请在您的电脑上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 Records 

Manager，进行该学员所在班级，点击菜单中的选项-现在同步所有学习记录，

会看到如下图所示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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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课程通过 RM 发现没解锁，但学员等进去后锁定? 

      修改 records.ini 中的 internet_lan=n 到 y。 

 

20 安装 quicktime7.0 以上版本时出现即使安装了仍然提示安装 quicktime? 

解决方法是卸载本机暴风影音和 Quicktime。点击开始-运行-输入 regedit，

然后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根据附件图片下部所示路径，找到 Quicktime

文件夹，删除。 重新安装 Quicktime，运行课件。 

 

 

 

21 修改服务器列表的方法 

 

请摁住”CTRL”键,双击课件,直到你能看到课件的登陆界面,松开”CTRL”键，

修改服务器列表，把 China 1 改成 China 2. 如果不成功，请多次尝试 

 

 

22 如果发现声音和图像出现播放异常,请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设置. 

     进入控制面板，你会看到 quicktime 图标。点击进入。 

（1）选择下图中的音频一栏的设备处的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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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您把速率调到最小。 

（2） 选择下图视频一栏的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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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下载最新的 quicktime 进行尝试 

 

 

 

 

23  如果更新课程的内容,使用新课程? 

  建议使用 DynEd 公司最新的安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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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ynEd 提供的 iOS 版课件出现“请求超时”（如下图），导致无法完成课

程下载 

 
如您遇到此问题，请确认设备上 DNS 被设置为自动获取，如果是手工设置

的 IP 请改为自动获取。   

之后如还是无法课程下载，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help.chinacache.com/index.php?companyName=chinacache，之后将

内容截图发给我们。 

 
 

25 如果及时有效的反馈问题？ 

      请及时发现问题，对其进行相应的截屏和详细的文字描述，并发送

DynEd_log 文件到 techsupport@dyned.com.cn 

 

http://help.chinacache.com/index.php?companyName=chinacac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