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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A OSCILLATOR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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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ary Analog Oscillator Driver
Module for Eurorack
控制

控制输出到 921B – 将控制信号连接到 921B VCO
模块。 左输出插孔用于频率控制信号， 并连接到
921B 频率链接插孔之一。 右侧输出插孔用于矩形
波宽度控制信号， 并连接到 921B 宽度链接插孔之
一。 然后可以将 921B 上的辅助并行链接插孔链接
到其他 921B VCO 模块， 并且 921A 驱动器最多可以
驱动十二个 921B 模块。

电源连接

(1)
(2)
921A OSCILLATOR DRIVER 模块随附所需的电源线， 用于连
接到标准 Eurorack 电源系统。 请按照以下步骤将电源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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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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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频率 – 该旋钮手动设置连接到 921A 模块的振荡
器的频率。

(2)

SEMITONE/八音度 – 使用此翘板开关在 FREQUENCY
旋钮的半音或八度增量之间进行选择。

(3)

矩形波的宽度 – 在 10％ 到 90％ 的设置之间选择。

(4)

控制输入/频率 – 通过带有 3.5 毫米 TS 连接器的电
缆， 将频率的输入控制电压信号连接到这些双重
求和输入插孔。 这两个控制输入也与 FREQUENCY
控制旋钮相加。

(5)

控制输入/宽度 – 通过带有 3.5 毫米 TS 连接器的
电缆， 将输入信号的矩形波宽度的控制电压/调制
信号连接到这些双重求和插孔。 这两个控制输入
也与 WIDTH 旋钮相加。

V 1.0

接到模块。 在将模块安装到机架盒中之前， 进行这些连
接会更容易。

1.

关闭电源或机架式机箱的电源， 然后断开电源线
的连接。

2.

将电源线上的 16 针连接器插入电源或机架盒上的
插座。 该连接器具有一个卡舌， 该卡舌将与插槽中
的间隙对齐， 因此不会被错误地插入。 如果电源没
有键控插座， 请确保将插针 1 （-12 V）的方向与电缆
上的红色条纹对准。

3.

将 10 针连接器插入模块背面的插槽中。 连接器具
有一个卡舌， 该卡舌将与插座对齐以正确定向。

4.

在牢固连接电源线的两端之后， 您可以将模块安
装在盒中并打开电源。

安装
模块随附了必要的螺钉， 用于将其安装在 Eurorack 箱中。
安装前， 请先连接电源线。
根据机架机箱的不同， 可能会有一系列沿机箱长度方向
间隔 2 HP 的固定孔， 或者是一条允许单个螺纹板沿机箱
长度滑动的轨道。 可以自由移动的螺纹板可以精确定位
模块， 但是在安装螺钉之前， 应将每个板的位置与模块
上的安装孔大致成一定关系。
将模块靠在 Eurorack 导轨上， 以使每个安装孔都与螺纹
导轨或螺纹板对齐。 从头开始固定螺丝， 在对齐时可以
对位置进行细微调整。 确定最终位置后， 拧紧螺钉。

技术参数
控制项
频率

1 个旋钮
±6 个八度音阶 /
±12 个半音， 可切换

半音 / 八度

翘板开关，
±1 VDC 或 ±6 VDC

矩形波宽度

< 10％ 至 > 90％，
0 VDC 至+6 VDC

信号连接
频率控制输入

2 个 3.5 毫米插孔， 总计
1 V/oct。

矩形宽度控制输入

2 x 总计 3.5 毫米插孔，
1 V/16％

输入阻抗

100 kΩ 不平衡

最大输入电平

-10 VDC 至 +10 VDC

频率控制输出

1 x 3.5 毫米插孔，
1 V/oct。.

矩形宽度控制输出

1 x 3.5 毫米插孔，
1 V/16％

输出阻抗

10 Ω 不平衡

最大输出水平

-10 VDC 至 +10 VDC

驱动能力

12 个 921B VCO 模块

力量
电源

欧陆架

电流消耗

25 mA (+12 V),
25 mA (-12 V)

身体的
方面

40 x 129 x 35 毫米
（1.6 x 5.1 x 1.4 英寸）

机架单位

8 马力

重量

0.09 公斤 （0.20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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