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NSLATIONS



电池盒15. 电源指示灯
16. 12V DC插座
17. 电源开关
18. 麦克风插孔
19. 麦克风的音量

20. 耳机/记录插座
21. 安全锁孔
22. 型号和序列号

19. 麦克风音量：控件麦克风输入插座音量。此控制是独立前面音量控制。

18. 麦克风插座：连接麦克风。请注意，当一个麦克风连接到放大器，反馈可以造成高音量，或接近放大器。

仅使用动圈话筒 - 电容式麦克风无法正常工作。

20. 耳机/记录插座:1 / 4“立体声耳机插孔。也可用于连接到调音台。

（使用此套接字时，内部的扬声器会自动断开）。

2,6,8. 调谐器操作：
按下调谐器，放大器的静音，和激活的吉他调谐器的功能。
调谐器按钮上方的指示灯会闪烁。

使用放大器的声道2选择器来选择每个弦进行调整。每把吉他弦（E，B，G，D，A，E）的编号为1-6，和放大器
上的选择标记。

调整弦调整，导致只有中间的按钮来照亮。正如你的方法正确的音高，♯或♭灯将闪烁更为迅速。

在调整时，灯光会停止闪烁，中间的指示灯会持续不断的照明。
每个弦重复，然后重新检查，以作出最后的调整。

要退出调谐器，按调谐器按钮。

（您将返回到您以前的放大器设定）。

16. 12V直流电源插座：连接到直流电源。确保直流电源上标注的电压与电源电压，在贵国！

15,17. 电源开关:主电源开关。当接通电源，所有的灯瞬间照亮。几秒钟后，他们将指示以前使用的设
定。例如，如果放大器的最后合唱和混响，调制音效的光和延迟音效光灯将被点亮。电源指示灯也会亮
起。

1. 辅助输入插孔:CD/MP3播放机支持音乐使用此输入。调整您的输出设备的音量。整体音量控制主音量
控件。
（使用调谐器时，输入不静音）。

2. 放大器的选择:这些控件允许用户选择11个放大器模型从??。
每个声道可以存储音效，音量和均衡器设定。有一个大的选择，以适合自己的风格。
（见第18页）。

10. 吉他输入插孔:这里连接你的吉他。只使用高质量的电缆。

18,19. 麦克风插孔/麦克风的音量：连接麦克风和音量调节。仅使用动圈话筒 - 电容式麦克风无法正常工作。

17. 电源开关：这是主电源开关。

10. 吉他输入插孔：连接吉他在这里。仅使用质量好的电缆。

2. 选择放大器/调谐器控件：选择了不同的放大器模型。

3. 音量控件：调节音量吉他输入插孔。

4,5. 外形和气度均衡：这两个控件可以有一个大的效果后，
你的声音外形控制低频和中频，和气度是一个类似色调控
件。

7,11,12. 调制音效:选择合唱，凸缘，相位，震音。

9,13,14. 延迟音效:选择延迟和混响。

L Z B 1 2 3 4

1. 辅助输入插孔
2. 选择放大器/调谐器控件
3. 音量控件
4. 外形控件
5. 气度控件

6. 调谐器按钮
7. 调制音效的光
8. 调谐光
9. 延迟音效光
10. 吉他输入插孔

11. 调制音效开关
12. 调制音效控件
13. 延迟音效开关
14. 延迟音效控件

前面板控制器： LR5

后面板控制器：

3. 音量控件：调整乐器的音量，连接到输入插孔。该控件有没有麦克风输入的效果。

4,5. 外形和气度均衡：这两个控件可以有一个大的效果后，你的声音外形控制低频和中频，和气
度是一个类似色调控件。

7,11,12. 调制音效:积极使用ON按钮。这个控件，让您适用于各种调制音效您的声音。您可以选
择合唱，凸缘，相位或震音。光调制速度将闪烁。

9,13,14. 延迟音效:积极使用ON按钮。这个控件允许你申请混响或延迟到您的声音。指示灯闪烁
延迟速度。



直流电源：LR5提供一个12V直流电源。这是很容易安装的电源插座和放大器之间。当使用一个电源放大器，应遵循以
下注意事项：
1）只使用由制造商提供的电源。其他直流电源供应器的使用可能会造成损坏或其他
问题。
2）电源开关关闭和断开，然后再插入并接通电源的任何其它设备。
3）当DC插头连接到插座，电池舱隔离放大器。直流电源和电池是相互独立的。
电池：使用直流电源的建议的主要动力来源，然而，你应该更喜欢使用电池，只使用
碱性型（LR6）。在连续使用下，电池将持续约13小时（这个数字会随使用条件大
大）。当电池耗尽时，电源指示灯会变得暗淡。更换电池或使用的直流电源。
配件电池：当安装或更换电池时，请务必先关闭电源开关，并拔掉任何连接的设备。
这可以防止您的扬声器和其他设备的损坏。按照照片，以适应电池。
1）关闭放大器倒挂访问的电池仓。毡或布，以避免损坏放大器。
2）推铰链的释放，掀起盖子。插入6节AA电池，确保方向相匹配的托盘。
3）第一次插入的标签，推盖板，直到听到点击。

如果使用不当，电池可能会泄漏或爆炸，并造成损害或伤害。请采取以下措施：
1）仔细按照安装说明，安装新电池，特别是极性。
2）避免混合使用新，旧电池。
3）避免混合不同类型的电池。
4）不要试图拆开或充电碱性电池。
5）从设备中取出电池，如果它不会被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6）如果电池泄漏，从托盘中删除的电池和放电痕迹。使用注意事项，使放电没有得到附近的皮肤或眼睛。任何受影响
的地区，必须立即用冷自来水冲洗。求医。
7）不要在火中或水中系统处理废旧电池。电池不能暴露过多的热量，如阳光或火。
8）使用过的电池，应始终遵守处置你住的地方与国家适用的现行法规。

连接的肩带：安装随附的腕带，每个放大器的安全侧的挂
钩，所以，它并没有成为超脱。

2000m 该产品仅适用于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该产品仅适用于海拔2000m以下地区安全使用21.

警告：使用电器产品时，应始终遵循基本的注意事项，包括以下各项：

1. 阅读这些说明。

2. 确保此类说明放置于安全处。

3. 注意所有警告。

4. 请遵守所有说明。

5. 请勿在近水处使用该电器。

6. 仅可用干布清洁该电器。

7. 请勿堵塞该电器上的任何通风口。根据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安装。

8. 请勿将该电器安装在靠近热源，如散热器、热风机、炉子或其他发热设备（包括功率放大器）。

9. 与 I类建筑设备连接时，应连接到带保护的电源插座上。不要忽视极性或接地类型插头的安全作用。极性插头具有两个片状电极，
其中一个较宽。接地类型插头具有两个片状电极和第三只接地脚。宽片状电极或第三只接地极用于保证使用者及电器的安全。如所
提供的插头不适用于插座，须请专业人员更换，切勿自行更换电源插座。

10. 保护电源线，不被踩踏或挤压，尤其在插头、插座以及电源线的连接处。

11. 仅可采用制造商提供的附件或配件。

12. 仅可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或与该电器一同出售的货车、台架、三脚架、支架或台桌。使用货车，及移动货车/搬运该电器时，须注
意，避免倾翻产生损坏。

13. 电源插头或该电器的转接插头，应保持其易操作性。用户应使用与该电器匹配的电源插头、连接器和电源开关，应易于操作。在雷
雨或长时间不使用时，拔下该电源插头。

14. 当该电器受到任何方式的损坏时，如：电源线或插头被损坏、液体泼溅或物体落入电器内、该电器放置于有雨水或潮湿处、及该电
器坠落后，无法正常运行，需进行检修时，必须请有资格认证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15. 请勿折断电源插头上的接地极。仅可连接到在插头的片状电极旁边已标注符号的极性上。

16. 如此电器须安装在设备架上，应提供后部支架。

17. 仅适用于英国的注意事项。如该电器的电源线中电缆颜色与插头片状电极不相符，请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a) 黄绿色电缆须连接至标有字母“E”的电极，为接地符号。颜色为黄绿色或绿色。

b) 蓝色电缆须连接至标有字母“N”的电极，颜色为蓝色或黑色。

c) 棕色电缆须连接至标有字母“L”的电极，颜色为棕色或红色。

18. 该电器不能放置于有水滴或有水溅出的地方，须注意，不要将盛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放
在该电器上。

19. 如果人处于极高噪音级中可能会造成永久失聪。每个人受噪音导致听力损害的差异很大。
然而若长时间处于极强噪音中，任何人几乎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害。美国政府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OSHA）指定了以下允许
范围内的噪音级别，见右表：根据OSHA，任何超出上述允许的极限范围可导致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害。在运行该电器时，人体处于超
出了以上设定的限制，须佩戴耳塞或配备耳朵的保护装置，以预防永久性听力损害。为避免可能处于强声压程度的危险，该电器运
行时，建议处于强声压程度下的所有人均配备听力保护装置。

CAUTION:

WARNING:

20. 用于产品和说明书上的符号和术语是为了提醒操作人员注意需要额外注意的地方，具体如下：

旨在提醒使用者小心产品空箱内的未绝缘“危险电压”，这可能足以对人构成触电危险。

旨在提醒使用者与产品一起提供的说明书中的重要操作和维护（保修）说明。小心触电-不能打开

为了降低触电风险，请不要打开盖子。里面不含任何用户可用的配件。请将维修交于被许可的人员。

为避免触电或火灾，请不要将本产品置于雨中或潮湿环境中。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操作说明。

如果你的产品是倾斜的结构或是后倾款式的箱
体，请小心使用该设计特征。由于功放可以在
直立和后倾方式之间转换，请在平坦、牢固的
表面使用该产品。请不要在桌子、架子或其它
不适合、不牢固的平台上使用该功放。

每天持续时间
（小时）

噪声程度  (dBA)
缓慢反应

1/4 或更少

重要安全说明

放大器模型定义

工厂还原：
放大器，它有可能恢复到出厂设置。

关闭放大器。按住延迟音效开关，开启放大器。继续举办了几秒钟的延迟音效开关，直到灯光趋于稳定。推出延迟音效开
关，恢复出厂设置。

音的说明 放大器模型

Crystal 干净纯粹 清洁声道的LC放大器 - 明亮??和充分拉响

Crystal + 干净压缩 清洁声道的LC放大器 - 明亮??和充分拉响

+清洁增压踏板更强的低频

VC 干净温馨 清洁声道的VC放大器

VC+ 1 x 12"组合放大器 - 半扭曲音 增益声道的VC放大器 - 半扭曲音

Heart 1 x 12" 复古音 LIONHEART组合放大器清洁声道，高音量 - 复古半扭曲音

Heart + 1 x 12" 复古的扭曲音 狮心组合放大器，高增益

Volt 复古摇滚扭曲 电子管放大器和音箱 - 设置为嘎吱的声音

Volt + 复古摇滚独唱 电子管放大器和音箱 - 高增益

TI 破碎的节奏音 TI签名放大器扭曲

TI + 硬摇滚独奏音 TI签名放大器歪曲了很多

Wreck 疯狂的增益 增益现代的真空管放大器声道 - 全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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