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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感谢您选择购买12/14/16/24通道调音�。该�列调音�是专业型紧凑式调音�，品质�众并�有更

�的可�性，相�其�调音�声音�绎自然�畅、开阔��，�用于现场��、专业录音和固�式

��等应用。

12/14/16/24通道调音��有其�同类尺寸的调音���有的功�：配备了超�噪音麦克风前��大

�和+48V��电源的4/6/8/16路单声道;4路�体声输�通道;单声道输�设有3频��衡��中频扫

频;�体声输�设有4频��衡�；4个辅助�制；�精�12�电平指示；可分配�主�音，�制�/

耳机输�的双轨输�等。

本机�常易于操作，但我们�议您仔细阅读本手册的�一�分，您�可�更好地使用您的调音�。

超�噪声�散式麦克风前��大�和+48V��电源。

4/6/8/16 路�有平衡式XLRs麦克风输�和平衡线路输�通道。

8枚压缩��件和8个�点插��口。

8枚压缩��件和8个�点插��口。

2路�体声输�通道支�单声道XLR和TRS输�。

2路�体声输�通道支�RCA输�。

�路单声道输�通道设有3频�式�衡�，带中频扫频，设有�值LED指示灯。

AUX 3�DFX发送�减后通道������果�或监听。

�路通道�支�PFL（�减前监听）�哑音功�，�减�子行程为60 mm。

�路通道�设有编组1/2、编组3/4�主�音左/右总线分配。

主�音采用平衡式XLR��平衡式TRS输��口。

��24�DSP�果�，提供100�预设�果。

��MP3���。

��开关模式电源，可兼�100-240V电压。

配有USB�口，支�主输�录音，可通过CH9/10或CH11/12或CH13/14或CH21/22通道来回�。

功�簡介

�据

1

2

3

��

�列�:

购买日期:

购买地址:

主�音�分

�大主�音输� 平衡式XLR+26dBu (�平衡式+20dBu)

辅助范围 OFF  to  +10dB  

�子范围 OFF  to  +10dB  

耳机/�制�范围 OFF  to  +10dB  

�声和噪声
<-80dB @ 20Hz~22KHz A-weighted, 

其中一个通道和主输�：0dB, 其�通道：�小

串音
<-80dB @0dB 20Hz~22KHz A-weighted, 

主输�：0dB, 其�通道：�小

电源

主电压 100-240V~ 50/60Hz

额�功� 30W

保险丝 T1.25A  AC250V

12/14/16通道 24通道

100-240V~ 50/60Hz

40W

T1.6A AC250V

阻�

麦克风输� 1.8K Ω

其�输� 10K Ω或更大

�带输� 1K Ω

其�输� 120 Ω

DSP�分（可选）

A/D�D/A 转换� 24bit

�果类型
人声，小�子，大厅，回声，回声+回响，镶边+回响，盘子，声乐�

合唱GTR，�转GTR, 颤音GTR

�制
带LED指示灯的静音开关和FOOT-SW

100���预设选择�（10预设，10变�）

FOOT-SW TIP:FX                                  SLEEV: GND

型�

麦克风输�

��范围

�大输�

�噪�

��电源

失��

灵��

压缩�

RCA输�通道

�体声输�通道 

麦克风输�

通道EQ

12/14/16/24通道调音�

平衡式XLR�口

10Hz to 55KHz,+/-3dB

<0.03% at +0dB ,22Hz~22KHz A-weighted

0dB to 50dB

+21 dB

75Hz

<0.03% at +0dB ,22Hz~22KHz A-weighted

+20dB~ -30dB

��:0~9dB

阀值:20dB--->5dB

平衡式XLR�口

10Hz to 55KHz,+/-3dB

10Hz to 55KHz,+/-3dB

<0.03% at +0dB ,22Hz~22KHz A-weighted

<0.03% at +0dB ,22Hz~22KHz A-weighted

+20dBu~ -30dBu

+20dBu~ -30dBu

<-100dBr A-weighted

<-100dBr A-weighted

单声道

+/-15dB @12KHz

+/-15dB @100KHz -8KHz

+/-15dB @80Hz

+48v带开关

平衡式1/4”TRS�口

10Hz to 55KHz,+/-3dB

<-100dBr A-weighted

RCA输�

线路输�

�平衡式RCA�口

平衡式1/4”TRS�口

单声道输�通道

频�响应

失��

��

线路输�

频�响应

频�响应

频�响应

失��

失��

灵��

灵��

�噪�

�噪�

�频

中频

�频

�体声

+/-15dB @12KHz

+/-15dB @3KHz or +/-15dB @500Hz 

+/-15dB @80Hz



12/14/16/24通道的调音���有��的功��点。�分�件和功�需分开描述，则在括�中对

12/14/16/24通道的调音�分别说明。

1. 麦克风输�（12通道为CH1�7/8，14通道为CH1�9/10，16通

道为CH1�11/12，24通道为CH1�19/20）

麦克风输�采用平衡式XLR类输��口。

2.线路输�（12通道为CH1�4，14通道为CH1�6，16通道为

CH1�8，24通道为CH1�16）

线路输�采用平衡式TRS耳机插孔�口。

您可�连�平衡或�平衡耳机插头�这些插孔�口。

3.�体声输�（12通道为CH5/6�7/8，14通道为CH7/8�9/10，

16通道为CH9/10�11/12，24通道为CH17/18�19/20）

�体声输�采用一对1/4” 耳机插孔式输��口。如需连��体声

设备，则同时连�L-R�口。如需连�单声道输���，则仅使

用L�口，输����同时�现于主�音左右声道。

4. ��

��该�键，�可�活75Hz��滤波�。该��滤波��有

18dB/�频程的��斜�，可有�减�电源干�噪音����动声

等。

5.RCA输�（12通道为CH9/10�11/12，14通道为CH11/12�

13/14，16通道为CH13/14�15/16，24通道为CH21/22�23/24）

该RCA输�为�体声输��口，用于连��体声设备。

6. �阻�

��该�键，则通道可���阻���。

7. ��

���钮�件用于调整输���水平。�议�输���水平调整�削波（ CLIP） LED指示灯仅于

��输��变时偶尔�起，�实现�噪��动态范围�间的�佳平衡。对于各路通道，麦克风输�

的��调整范围为0�50dB，线路输�的灵��范围为+20�-30dB。

8. 压缩

压缩�钮�件用于调整应用于通道的压缩量。向右转动�钮，可提�压缩�，同时，输���也�

自动调整。此时，������减，�压缩后��更加平�、更�动态平衡感，从而有�提升整体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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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线路 / USB

��该�换开关，�可�换�道�USB模式， USB���发送�该通道。释�开关，线路输���

�发送�该通道。

10. 线路 / USB���

��该�换开关，�可�换�道�USB���模式， USB���模

块中的���发送�该通道。

11. �衡��制

在�有单声道输�通道CH1-4 / 1-6 / 1-8/1-16中�设有带中频扫频

的3�式�衡�：�频、中频、�频。�体声通道CH5-12 / 7-14 / 

9-16/17-24则采用4�式固�频�点�衡�：�频、�中频、中�

频��频。�有频���有15dB的提�量。

--�频

调��频�钮�件，12kHz（架式滤波�）�上�有频��提升，

可提�人声�吉他的�明�，��钹的清脆�。调�该�件， 

12kHz�上�有频���减，可减�人声颤音或�带���杂音。

--中频

中频�衡采用�谷滤波�，可�据中频�钮�件的��来提升或�减频�，可调频�范围为100Hz

�8kHz。该�件对男�音�女�音音域、��大多�乐�的谐波�善�其明显。

--�中频

中�频�钮�件用于提升或�减3kHz处频�，提�量��为15dB。该�件可用于对人声的精��

饰。

--中�频

中�频�钮�件用于提升或�减500Hz处频�。

--�频

调��频�钮�件，80Hz���有频��提升，可提��音鼓或�音贝司的力�或人声的粗犷感。

调�该�件， 80Hz���有频���减，可减��频�动�共�，从而有�保护�音喇�。

12. �衡�开关

使用该开关可开启或�路��路�中的EQ�分，或用于通道��的�衡前后对�。此�，还可满

足��中对��时间点的�衡应用需求，并于�需�衡需求时�止此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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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预设列�

�� 预设 描述 ��

00~09 人声
通过轻�的�减时间

模拟一个细小�间

相对�减时间：0.8~0.9s

预�时：0-45ms

模拟响�的录音棚�间 �减时间：0.7~2.1s

预�时：20-45ms

模拟在大型声学

�间中��声音

�减时间：3.6~5.4s

预�时：23-55ms

回声/�迟�果 �迟时间：145~205ms

回声&回响结合
�迟时间：208~650ms   

�减时间：1.7-2.1s

镶边�果&回响结合
�减时间：1.5-2.9ms      

速�：0.8Hz-2.52Hz

�换��声音模拟成

经典响�的声乐�
�减时间：0.9s-3.6s

吉他�果：合唱 速�：0.92Hz-1.72Hz

吉他�果：�转 调制�:20%-80%

吉他�果：�音 速�：0.6Hz-5Hz

10~19 小�间

20~29 大厅

30~39 回声

40~49 回声+回响

50~59 镶边+回响

60~69 声乐�

70~79 合唱GTR

80~89 �转GTR

90~99 �音GTR



13. 辅助发送

辅助发送��4枚�件，用于调节发送�辅助总线的��水平，调整范围为-∞�+10dB。

14. �减前/后

该�换开关用于选择发送�减前或�减后通道���辅助1�辅助2，通常于

辅助1�辅助2用于监听或�果/声音处理�输�时应用。辅助3�辅助4则采

用�减后通道��。

15. 声�/平衡

PAN�制���体声L和R总在线的声道��的�体声��。BAL�制�钮设

�左右声道�间的平衡。通过�体声L/R总线输���。

16. 哑音

�路通道�配有哑音�键。��此�键等同于通道�减������，用于

关闭通道的输���，但不��发送��减前辅助发送、通道�点插���

减前监听的��。使用通道哑音�键时，哑音LED指示灯��起。

17. ��/削波

指示�道的输�音频��处于�佳范围�。

18. 通道��

此�子�用于调节该通道的总��水平和发送�主输�的��水平。

19. 编组1-2 / 编组3-4 / 主�音L-R

�路输�通道�设有3枚�键：编组1-2、编组3-4�主�音L-R，用于通道的��分配。例如，�

�编组1-2�键，通道���分配�编组1�编组2，此时使用声��制�钮可调整发送�编组1�编

组2的通道��量：声��钮调��左时，通道���仅受编组1�制，���然。同样地，使用编

组3-4或主�音L-R�键，通道��可发送�编组3�编组4，或主�音L-R，并同样受声��制的

�响。

20. �减前监听

�路输�通道�设有�减前监听�键。��该�键，通道����传输�CTRL ROOM（�制�） 

/PHONES（耳机）输�，电平��域的METER指示灯��起。

21.编组电平

这些�子用于�制发送�编组的��电平，可调范围为-∞�+10 dB。 任何分配给组的未�静音和

未�关闭的通道��分配给编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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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连�图

电子鼓电子�

电子鼓 主动式监听音箱电子�电吉他

CD��� DAT录音机 有源音箱



22. 主�音电平

此�子用于设�发送�主�音输�的��水平。

23. ���果

LCD用于显示选�的�果预设。

24. 预设

�转此�钮可从100����果预设中选择�需预设。�果预设

��Echo（回声）、 Vocal（人声）、 Plate（声乐�）��多

个双�果组合等。��目标预设后，轻��钮�认选项。

25. ���果 / 哑音

��开关�禁用�����果�，此时，�值（ PEAK）LED指

示灯�保�长�。

26. ���果�辅助1 / 2

两枚���果�辅助1/2�钮用于分配���果处理���相应的辅助1或辅助2。

27. 辅助发送

�枚辅助发送�钮的调整范围为-∞�+10dB，用于调节发送�辅助发送输�的��水平。如�连

�的���果��输����制，该辅助发送�件可为辅助发送输�提供额�的+10dB��。辅助

4�钮还可调节���果���水平。

28. ���果输�

���果输��钮�件用于调节��DSP模块的��水平�����果发送输�的��水平，调整

范围为-∞�+10dB。

29. ���果�主�音

���果�主�音�钮�件用于调节经���果输

�后发送�主�音输�的��水平。

30. 输���水平

输���电平�采用12�LED指示灯，用于监�整

体输���水平。

31. 主�音/编组、编组1-2/编组3-4

释�主�音/编组�键，电平��监�主�音输��

�。��主�音/编组�键，电平��监�编组输�

��：释�编组1-2/编组3-4�键，电平��监�

编组1/2输���；��编组1-2/编组3-4�键，电

平��监�编组3/4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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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了��上��后，您现在可�开�使用12/14/16/24通道调音�了。但是，我们�然�议您仔细

阅读���分。若不注�输���电平，分配该���导�不必要的失�、��损坏或�全�有声

音。��您应该使�一个通道����规则：

在连�麦克风或乐��前，请�保�括调音�在�的�有�统组件的电源�已关闭。另�，�保调

音�的�有输�和输�都关闭。���损坏扬声�和造成过�的噪声。

正�连��有�围设备，如麦克风，功��大�，扬声�，�果处理�等。

先开启其��围设备的电源，然后再开启调音�。

注�：功��大�或有源监听设备应在调音�开启�后开启，在调音�关闭�前关闭。

�调音�或连�的功��大�的输�电平设�为�于总电平的75％。

设��制�/耳机电平为�于总电平的50％。

�HI，MID和LOW EQ�制�钮�中。

�全�（PAN / BAL）�制�钮�中。

在对麦克风进行讲话（或者��乐�）时，调整通道电平�制，使�值指示灯偶尔闪烁，这样可�

保��好的净�和�好的动态范围。

您可�通过�据需要调整�衡��件来调整�个通道的音调。

为�有输�通道重复�上相同的�骤。此时METER指示灯红灯可���起，在这�情况�，您可

�通过主�音�制�来调整总输�电平。

���连�

32. 耳机

耳机�钮�件用于调节发送�耳机输�（ PHONES）的��水平，调整范围为-∞�+10dB。

33. �制�

�制��钮�件用于调节发送��制�输�（ CONTROL ROOM）的��水平，调整范围为-∞�

+10dB。

34. 照明灯插�

该插�采用A类USB�口，提供5.0V 500mA电源，可用于连�USB照

明灯等USB供电设备。

35. 耳机

该耳机输�用于发送�音���监听耳机。

36. 电源LED指示灯

电源LED指示灯�起�示调音�电源连�正常。

37. +48V LED指示灯

+48V LED指示灯�起�示��电源已开启。

38.主�音输�

这些�体声输�提供了XLR和1/4“耳机插孔，并由主�音电平�制。

39. 主�音�点插�

主�音�点插�采用一对1/4”TRS插孔式连��，用于连�压缩�、�衡�等���果�。如�

����果�，�音总线发送�主�音输�的���于主�音���减�前�开，主�音���通

过该�点插��口发送����果�，经�果�处理后，再通过该�口�回�调音�。

�件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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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DFX输�

此1/4"插�用于发送DFX调音�总�����设备。

FOOTSW.

该插�用于连����压式开关，�便您操作，��有�DFX  MUTE�钮相同的�。

41. �制�

�制�输�采用一对1/4”插孔式连��，可用于连�监听音箱或�一级专业音频�统。

42. 编组输�

编组输�采用一对1/4”TRS插孔连��，用于发送编组1-4总线�����设备。

43. 辅助发送

辅助发送采用一对1/4”耳机插孔式连��，用于发送辅助1-4总线�����设备，如�果�等。

44. �点插�

用于连��幅�、压缩�等��处理设备。

45. 电源输�

使用随箱电源线，连�调音���电。连�电源前，请�认当地的供电标�符合调音�的电源要求

。

46. 电源开关

用于开启或关闭调音�。

47. +48V��电源开关

�仅�用于XLR MIC插�。��电源开启时

�勿插�麦克风。打开��电源�前，�保

�有�减��全关闭,�此保护��监听和主

扬声�。

48. USB口

此USB�口用于通过传输线�设备连��PC

。当处于RECORD模式时，可�连�主�音

输�;在��模式�，则可�连���后一个

�体通道9/10或11/12或13/14或21/22。

�件和功�

MP3���

用于USB���的USB存储�的�件�统为FAT16和FAT32，���只��码Mp3�件。�多可�

有7个�级�件夹。

1.USB�口：用于连�USB存储设备。

2.上一曲：在暂�状态�，�此键，�进�上一

首�曲，�然保�暂�状态;在��状态，�此键

，��转�上一首�曲，开���。

3.�一曲：在暂�状态�，�此键�进��一首

�曲，并保�暂�状态;在��状态，��该键�

进��一首�曲，开���。

4.重复：�此键，����在����模式�间�换：

列��环�示重复�存中的�有音频�件，屏幕上�显示

单曲�环�示重复��当前音频�件，屏幕上�显示

顺����示�据顺���曲目，屏幕�任何标识。

随机���示随机��曲目，屏幕上�显示A。

5.��/暂�：在��状态�，�此键暂����;在暂�状态�，���开���。

6.�止：在��状态�，�此键�止��和USB存储设备的�有�曲�现在显示屏上;在�止状态�

，��止/上一曲/�一曲键再次进��一首�曲且����保�暂�状态，然后���/暂�键开�

��。

7.电源（��/保�）：当本机关闭时，�此键并保�约2或3�钟�打开电源。重复上述操作，可�

关闭���的电源。

8.显示：该显示屏显示MP3���的���件和状态�息。

注�：基本界面指�

当���未连��USB存储设备时，界面如�：

当���正在搜�USB音频�件时，界面如�：

当���处于暂�状态时，界面如�：

���正在使用时，界面如�：

�件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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