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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Warning

 请务必选择正确的电压输入，可以通过背面板的 230v/115v 切换开关进行选择。如您因操作失误造成保险管损坏请及时与

我们取得联系或寻找专业人士求助，不可擅自打开否则可能产生触电危险。

 请务必接在具备良好接地的电源插座上，使用电气产品，您随时都需要关注并采用必要的使用安全措施。

 请务必远离液体，如发生意外请立即关闭电源，并断开电源链接线缆，立即停止使用并联系售后服务。

 请务必远离热源，并保证空气流通，以免因为热量过热造成个别元器件降低性能，或引起故障。

 任何情况下若打开本设备外壳，请注意发生触电危险，请务必保证

致谢-Thank you

 感谢您选择 bblaudio 音乐录音制作产品，您使用的本产品为手工制造，凭借着我们科学的设计和可靠的品质，不断获得

市场的肯定，依托于多年的技术积累，我们希望在提供产品的同时也向您传授先进的应用理念和专业的应用技巧。

 请您仔细阅读本说明书，这对您正确使用本产品至关重要！

 在您使用过程中的任何建议欢迎向我们提出，或联系我们的工程师进行探讨，以方便我们改进，更好的产品服务于您！

保修声明-Warranty statement

 免费保修 2年，超出保修期后仅收工本费。

 保修方式：我们的产品目前主要通过代理商进行销售，若产品出现问题，请通知您的销售方并由代理商和我们取得联系。

 您购买本产品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保护法》的权益。

功能-Features

 使用 A260 场效应运放

 经典分立式电路设计

 每通道有可变增益控制和 LED 削波

 每通道有可变输出电平控制和 5段 LED 指示灯

 每个通道有一个话筒卡农母头输入

 每个通道有线性一个卡农母头输入

 每个通道有一个高阻抗乐器输入在前面板

 每个通道有一个反相切换开关在前面板



GAIN 旋钮增益对音色的影响
 GAIN 旋钮是控制增益比例，不同的增益比例除了在动态的不同外，其音色也存在极大的不同。一般而言更大的增益除了

提供输出更大的动态以外，对音色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你需要记住的是随着GAIN 旋钮的增大，话放的输出电平也随之增大，可能会使您音频接口输入出现削波失真，这是由于

您的音频接口可接受的最大输入电平来决定的。PREAMP/DI 最大可提供+27dBu 的输出，而大部分的音频接口均在

+13dBu~+24dBu 之间，以 RME 的 Fire face 系列举例，即当话放输出信号正好是+13dBu 时，您在电脑录音软件中显示

的是 0dBFS，当话放输出信号大于+13dBu 时，您在电脑录音软件中显示还是 0dBFS，而此时您的将听到信号削波失真的

声音。如果当话放输出信号正好是+13dBu 接到了 HD IO，此时您在电脑录音软件中显示的是-11dBFS

 （常用 RME的 Fire face 系列是+13dBu@+4dBu；Universal Audio apollo 系列是+20.22dBu@+4dBu；Apogee Ensemble
是+20dBu@+4dBu；HD IO 是+24dBu@+4dBu）

 因此您可以借助可变输出电平控制 LEVEL 旋钮来衰减至合适的电平，有效避免音频接口削波失真。

使用GAIN 旋钮+LEVEL 旋钮塑造音色
 如果您第一次是使用 bblaudio 话放，我们建议您先将 LEVEL 旋钮设置在 0dB 位置，尝试先使用GAIN 旋钮来放大获得您

需要的录音电平，这样您即可得到响应速度较快，动态起伏更加自然的音色。

 如果您希望音色更加饱满，此时可以尝试先衰减 LEVEL 旋钮至-6dB 位置，同时将 GAIN 旋钮增益 6dB。这个时候我相信

您已经听到了让您激动的声音，您可以继续衰减 LEVEL 旋钮和继续增大GAIN 旋钮，然后您将很快找到适合您的音色。

 请记住GAIN 旋钮的位置变化不仅改变了动态大小，音色也发生改变，更大的GAIN 音色的谐波失真越多，声音就越饱满

有劲，但是GAIN 过大了也会造成高频出现毛刺感，请依据实际情况自行调节到合适或喜欢的范围。

 LEVEL 旋钮控制的是输出电平，LEVEL 旋钮的位置变化只是改变动态大小，并不会对音色产生影响。

削波失真的操作建议
话放GAIN 旋钮和+48V 幻象按键中间的 LED灯如果显示红色，则判断为话放自身出现失真，请记住应该衰减GAIN 旋钮。如果

录音软件电平表提示削波失真，请优先考虑衰减 LEVEL 旋钮，这样才可以保证前后GAIN 旋钮的增益比例，保证音色的统一性。

（有些其他型号话放不提供可变输出控制 LEVEL 旋钮，您只能选择衰减 GAIN 旋钮，这样带来不利的影响就是前段与后端音色
不一致，给后期带来极大的不便。）

前面板功能说明

1. Hi-Z 输入：用来连接电吉他等无源高阻抗非平衡输入。请注意当插入Hi-Z 口时，MIC 和 LINE 输入被切断，Hi-Z 优先输入，

若要使用MIC 或 LINE 输入请先拔出 Hi-Z 插头。

2. GAIN 旋钮：最大增益 75dB。

3. LED 指示灯：黄色为 48v 幻象电源开启，当信号削波时指示灯红色里亮。

4. +48v：幻象供电开关，按下为开。

5. LINE：按下为选择 LINE 输入。

6. PHASE：将输出信号进行 180°反相。

7. LEVEL 旋钮：用来衰减输出电平。

8. OUTPUT METER:显示输出电平大小。



信号连接-Connection
 前面板Hi-Z 输入，当您插入吉他线时，设备已经自动切换为 Hi-Z 输入，此时的MIC 和 LINE 输入被自动断开。

 背面板MIC 输入，请务必使用专业的平衡信号线与您的话筒进行连接，请勿使用分平衡信号线，否则在开启幻象电源的

情况下，可能导致设备故障。

 背面板 LINE 输入，建议使用平衡信号，同时也兼容非平衡信号但您将损失 6dB 的动态范围，如果您希望信号从 LINE 输

入，请务必拔下前面板Hi-Z 输入并按下前面板的 LINE 按键。

 背面板 LEVEL 输出，请务必使用平衡信号线连接至下一个设备的平衡输入，如音频接口的 LINE 输入。如果您使用了非平

衡信号线，您将损失 6dB 的动态范围并且可能产生交流噪音，还可能导致设备故障。

技术指标-Specifications
 话放通道数：2

 话放起始增益：不低于 20dB

 GAIN 旋钮控制范围：55dB

 话放最高增益：75dB

 电路类型：分立式电路

 LED 警告指示灯

 输入接口：MIC 输入、LINE 输入和 Hi-Z 输入

 频率响应（取值±0.5dB）：20Hz～22kHz

 输入阻抗：Mic @2k Ohms，LINE in @22k Ohms，Hi-Z @2M Ohms

 输出阻抗：600 Ohms

 插入Hi-Z 时输入源自动切换为Hi-Z 输入

 幻象电源：+48V

 尺寸：标准 1U（长 483mm，高 45mm，深 270mm）

 重量：约 5kg

常见故障-FAQ
 出现低频交流嗡嗡声：出现这种问题多处来自电子管电容话筒，因为电子管电容话筒都有一个独立的供电系统，话放电源

一般接在录音室的插座上，话放链接在了控制室的电源插座上，两者出现地线可能不共地或者因为共地产生了地线闭环。

解决方案：仔细检查电子管电容话筒供电盒子的电源开关附件是否有浮地开关（GND）通过调整这个开关即可得到解决。

如果电子管电容话筒供电盒子的电源开关没有浮地开关，则通过更换电源线有地线或无地线两种先来回测试，便可解决。

 使用电容话筒，GAIN 旋钮已经开很大，LED 削波指示灯亮红色了，可是录制到软件里音频特别小？出现这种情况是很可

能是 LEVEL 旋钮被过多衰减了，请将 LEVEL 旋钮设置在 0dB 位置。

 使用电容话筒，GAIN 旋钮稍微开一点，软件就出现爆音？首先检查话放的输出是否被借到了音频接口的话放输入，应该

接到 LINE（线性）输入才对。如果您确定已经接在了 LINE 输入，请检查您的音频接口软件是否设置在+4dBu 的位置。

数字音频单位和模拟音频单位的对应关系
 在数字音频单位规定最大电平是 0dBFS，一般为了方便表示，录音软件中都会省略 FS，只使用 dB 为单位，小于 0dB 使

用负数来表示，如-1dB，-2dB 等。

 音频技术的发展顺序是先有模拟音频标准，后有数字音频标准，因此模拟音频向数字音频转换的时候的依据来自模拟音频

技术标准。

 VU 表是在模拟音频技术领域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音量表，0VU 的指针位置是以+4dBu（约等于 0.775V）校准的。但是 0VU

并非是最大的电平，是一个响度参考值，也就是说峰值信号是允许超过 0VU 的。

 把模拟音频信号转成数字音频的时候如果+4dBu（0VU）=0dBFS，那么当峰值信号大于+4dBu 的时候数字音频则无法表

示，即出现削波失真，因此就需要设定，+4dBu 对应数字单位要低于 0dBFS，比如中国广播电视制定的标准是

+4dBu=-22dBFS

官方网站页面：www.bblaudio.com/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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