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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1) Power input - 此踏板的电源输入是标

准的 5.5 / 2.1 毫米 DC 插头（中心 = 负
极）。 要给踏板加电， 请将电源连接
到其电源输入插座。 Ditto X2 Looper 需
要使用 9 V 电源， 以提供 100 mA 或更
高的电流（未提供）。 为了最大程度
地减少嗡嗡声， 请使用具有隔离输
出的电源。 您也可以使用电池运行 
Ditto X2 Looper 。

(2) Audio inputs - 此踏板有两个用于立体
声操作的标准 ¼" 插孔 TS 输入。 如果
您的信号源是单声道（例如， 普通吉
他或单声道效果踏板）， 请将其连接
到 MONO 输入。

(3) Audio outputs - 此踏板有两个用于立
体声操作的标准 ¼" TS 输出。 如果信
号链中的下一个设备是单声道， 请将
其连接到 MONO 输出。

(4) LOOP footswitch and LED - 使用此踏板
控制踏板的所有循环相关功能（记录， 
播放， 撤消 / 重做， 清除）。

(5) FX footswitch and LED -使用此踏板控
制 Ditto X2 Looper 的内置效果之一或停
止循环播放。 该脚踏开关的分配取
决于 FX 选择器开关的设置。

(6) Loop / backing track level control knob - 
使用 LOOP LEVEL 控制旋钮控制循环的
电平。 按住 “ 存储 / 背景音轨电平 ” 开
关的同时， 使用 “ 环绕声电平 ” 控制旋
钮控制背景音轨的电平。

(7) Store / Delete / Backing track level switch 

• • 要将当前循环存储为辅助轨道， 请轻
按此开关。 

• • 要删除存储的循环 / 背景音轨， 请将
此开关保持在向上位置三秒钟。 

• • 要设置背景音轨的水平， 请旋转 Loop 
水平控制旋钮， 同时将此开关保持在
向下位置。

(8) FX selector switch - 使用此开关确定  
FX 脚踏开关的功能。可用的设置是：

• • Reverse: FX 脚踏开关可打开和关闭反
向效果。 

• • ½ Speed: FX 脚踏开关可打开和关闭半
速效果。 

• • Stop: FX 脚踏开关用作专用的停止脚
踏开关。 

(9) USB port - 将 Ditto X2 Looper 连接到计算
机， 以在计算机和 Ditto X2 Looper 之间
传输环路。 如果该设备应该有固件更
新， 也可以使用 USB 端口安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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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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tribe.com/warranty 网站查看完整的详细信息。

使用
创建循环

记录您的第一个循环

1.   按下 LOOP 脚踏开关一次。  LED 将以
红色点亮， 表明 Ditto X2 Looper 处于记
录模式。

2.   在循环结束时（例如， 在八个小节之
后）， 再次按下 LOOP 脚踏开关。

3.   LED 将变为绿色， 并且 Ditto X2 Looper 
将连续重复循环。 每当 Ditto X2 Looper 
到达循环的起点时，  LED 就会闪烁。

4.  您的循环可能长达五分钟！ 
5.  要更改刚录制的循环的播放音量， 请

调节 LOOP LEVEL 控制旋钮。 

配音

录制配音：

1.   在播放原始循环时， 再次按 LOOP 脚
踏开关。  LOOP 脚踏开关 LED 将变为
红色， 表明您再次处于录制模式。

2.   完成后， 再按一次 LOOP 脚踏开关即
可退出录音模式。 Ditto X2 Looper 将重
复循环播放原始录音和配音。

撤消（清除最后一拍） 

要撤消上一次录制的录音：

1.  在播放过程中， 按住 LOOP 脚踏开关 
1.5 秒钟或更长时间。 

2.   LED 将快速连续闪烁两次， 最后一次
拍摄将被删除。 先前记录的拍摄将
保持不变。

停止循环播放 / 记录并删除循环 /  
背景音轨 

要停止循环播放 / 录制并删除已录制的所
有内容， 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按下 LOOP 脚踏开关两次， 然后在第
二个水龙头上按住脚 3 秒钟， 直到删
除背景音乐。 

2.   如果您将 FX 选择器的小开关设置为 
“ Stop”， 则可以使用 FX 脚踏开关停止
和删除循环。 

3.  LED 将熄灭以指示回路已被删除。

技术参数
Bypass mode 真正的绕过

Input connectors 2 x ¼" TS， 不平衡

Output connectors 2 x ¼" TS， 不平衡

Power input 标准 5.5 / 2.1 毫米 DC， 中央负

> 100 mA (不包括电源)

Controls LOOP LEVEL 旋钮， LOOP 脚踏开关， FX 脚踏开关， FX 选择
器开关， 存储 / 删除 / 背景音轨电平开关

Max. loop length 5 分钟。

Max. overdubs 无限

Latency 无(模拟干透)

USB port Mini-B USB 连接器

Dimensions (H x W x D) 54 x 113 x 135 毫米( 2.1 x 4.4 x 5.3 英寸)

Weight 0.55 公斤( 1.2 磅)

工作环境温度高达 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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