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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1.  请阅读这些说明。

2.  请妥善保存这些说明。

3.  请注意所有的警示。

4.  请遵守所有的说明。

5.  请勿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产品。

6.  请用干布清洁本产品。

7.  请勿堵塞通风孔, 安装本产品时请遵照厂家的
说明, 通风孔不要覆盖诸如报纸、桌布和窗帘等物
品而妨碍通风。

8.  请勿将本产品安装在热源附近, 如暖气片, 炉子
或其它产生热量的设备 （包括功放器）。 产品上不要
放置裸露的火焰源, 如点燃的蜡烛。

9.  请只使用厂家指定的附属设备和配 件。

10.  请只使用厂家指定的或随货
销售的手推车, 架子, 三 角架, 支架
和桌子。 若使用手推车来搬运设
备, 请注意安全放置设备, 以 避免
手推车和设备倾倒而受伤。

11.  如果液体流入或异物落入设备内, 设备遭雨
淋或受潮, 设备不能正常运作或被摔坏等, 设备受
损需进行维修时, 所有维修均须由合格的维修人
员进行维修。



(CN)	 控制

BRAINS 1. 显示屏	(DISPLAY) – 生成音频内容的波
形， 获得快速的视觉反馈。 

2. USB – 连接标准 USB 电缆进行固件更新。 

3. 系列 (BANK) 按钮 – 在红色、 绿色和黄
色银行之间切换. 

4. 音品 (TIMBRE) 旋钮 – 功能所选模型而
异， 但通常为从较暗到较亮调节。 

5. 谐波	(HARMONICS) 旋钮	– 功能因所选
模型而异， 但通常会调整频率差或音
色平衡。 

6. 音品控制电压电平	(TIMBRE CV LEVEL) – 
衰减从音品控制电压输入处接收的电
压。如果控制电压输入未接通， 而在触
发输入处接收信号， 则此旋钮将控制来
自内部包络生成器的调制量。 

7. 音品控制电压	(TIMBRE CV)	– 通过外部
控制电压控制音品参数。 

8. 输出 1 (OUT 1) – 通过 3.5 毫米 TS 电缆发
送处理后主信号。 

9. 模型	(MODEL) 插孔 – 允许通过外部控
制电压远程进行模型选择。 

10. 模型	(MODEL) 按钮	– 滚动浏览当前活
动系列中的可用模型。 当前型号显示在 
OLED 显示屏 (1) 上。 

11. 型号 / 组 LED (MODEL/BANK LEDs) - 以
红色、 绿色或黄色指示当前型号和组. 

12. 变形	(MORPH) 旋钮 – 功能因所选型号
而异， 但通常控制字符。 

13. 频率	(FREQ) 旋钮	– 涵盖 8 个八度的范
围， 但可以缩小到 14 个半音。 

14. 变形控制电压电平 – 衰减从变形控制
电压输入处接收的电压。 如果控制电
压输入未接通，而在触发输入处接收信
号， 则此旋钮将控制来自内部包络生成
器的调制量。 

15. 变形控制电压	(MORPH CV LEVEL) – 通过
外部控制电压控制变形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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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输出	2 (OUT 2) – 通过 3.5 毫米 TS 电缆发
送输出 1 信号的替代或变种。 

17. 触发 (TRIG) – 执行以下几个功能： 
触发内部包络生成器。 

• 激发物理和打击乐模型。 

• 激活内部低通门。 

•  取样并保持模型控制电压输入
的值。 

18. 谐波控制电压 (HARMONICS CV) – 通过
外部控制电压控制谐波参数。 

19. V/OCT – 控制与频率旋钮选择的根音相
对的基频。 

20. 调频	(FM) 控制电压 – 通过外部控制电
压控制调频参数。 

21. 电平 (LEVEL) – 打开输出信号上的内部
低通门， 控制输出电平和亮度。 当物理模
型或打击乐模型处于活动状态时， 还会
触发重音。 

22. 调频	(FM) 控制电压电平 – 衰减从调频
控制电压输入处接收的电压。

技术参数

输入

木材 CV 输入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DC 至 2 kHz

阻抗 50 千欧

最大输入电平 ±8V

谐波 CV 输入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DC 至 2 kHz

阻抗 100 kΩ
最大输入电平 ±5 V

频率 CV 输入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DC 至 2 kHz

阻抗 50 千欧

最大输入电平 ±8 V

变形 CV 输入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DC 至 2 kHz

阻抗 50 千欧

最大输入电平 ±8 V

模型 CV 输入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DC 至 2 kHz

阻抗 100 kΩ
最大输入电平 ±5 V

V/oct 输入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DC 至 2 kHz

阻抗 100 kΩ
最大输入电平 -3 至 +7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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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输入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DC 至 2 kHz

阻抗 50 千欧

最大输入电平 0 至 +8 V
触发输入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DC 至 2 kHz

阻抗 50 千欧

最大输入电平 0 至 +8 V
输出

出 1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直流耦合

阻抗 1 千欧

最大输出电平 6.2 V

出 2 

类型 3.5 毫米 TS 插孔，
直流耦合

阻抗 1 千欧

最大输出电平 6.2 V
控件

音色 更暗或更亮的
内容

谐波 频率扩展或音
调平衡

频率 频率调整

变形 平移或字符

银行
在红色、绿色和
黄色银行之间
切换

模型 滚动浏览活动库
中的模型

数字处理

模数转换器

解析度 16 位

数模转换器

解析度 16 位

采样率 96 赫兹

内部处理 32 位浮点数

USB

类型 USB 2.0， B 型

力量

电源 欧洲机架

当前平局 130 mA (+12 V)、 
10 mA (-12 V)

身体的

方面 
129 x 81 x 42 毫
米 (5.0 x 3.2 x 1.7 
英寸)

机架单元 16 马力

重量 0.16 公斤 
（0.35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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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参数
图标 姓名 音色 谐波 变形 出	2

红岸

 虚拟模
拟

方波: 窄脉
冲、 全方波、 
硬同步共
振峰

波间失谐 锯：三角形到宽槽锯 两个硬同步波形
的总和

波形整
形

波折数量 波形整形器
波形

波形对称 具有其他波形曲线
的变体

 FM 2	运
营商

调制混合 频率比 >12:00 – 操作员 2 调制
自己的相位 
<12:00 – 操作员 2 调制
操作员 1 的相位

子振荡器

谷物 共振峰频率 共振峰 1 和 2 
之间的频率

共振峰宽度和形状 滤波波形的模
拟——谐波选择滤
波器类型 （峰值、 LP、 
BP、 HP）

 添加剂 最突出的
谐波

频谱中的颠
簸数

凹凸形状——平而宽
到尖而窄

包含来自 Hammond 
风琴拉杆的谐波
的变体

 和弦 和弦转位 / 
转位

和弦类型 波形 和弦根音

 演讲 人声从深
到高

滚动共振
峰类型、 
SAM 和 LPC 
元音 / 单词

词段选择 未经过滤的声音信号

 卡普拉
斯强

亮度和灰
尘噪声敏
感度

弦刚度 衰减时间 Out 1 的副本

 超级锯 设置波形数 调整谐波
含量

子振荡器电平 Out 1 的副本

 波表振
荡器

在不同的波
浪中旋转

在 4 个内插
库之间选择， 
然后是相同
的  4 个库， 
以相反的顺
序， 不进行
内插。

列索引 Out 1 的位缩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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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姓名 音色 谐波 变形 出	2

绿色银行

 雨 雨粒密度 音高随机
化量

液滴持续时间和重叠， 
最终形成 8 个随机调
频波形的堆栈

各种正弦波振荡器

 噪音 时钟频率 滚动过滤器
响应， 从 LP 
到 BP 到 HP

滤波器共振 由谐波旋钮控制的 2 
个 BP 滤波器的结果

 灰尘 粒子密度 频率随机化 滚动通过混响全通滤波
器， 然后是越来越共振
的 BP 滤波器

原尘噪音

 模态字
符串

激发亮度和
粉尘密度

谐波着色量 衰减时间 原始激励信号

 调频鼓 LP 滤波器
截止

谐波内容之
间的混合

衰减时间 备用 FM 鼓模型

 低音鼓 起音亮度和
过载量

频率 衰减时间 备用低音鼓模型

 小鼓 鼓的不同
模式之间的
平衡

谐波和噪声
分量之间的
混合

衰减时间 备用军鼓型号

 踩镲 高压过滤器
截止

混合金属和
过滤噪声

衰减时间 替代踩镲模型

牛铃 亮度 质地 衰减时间 替代牛铃模型

 汤姆斯 语气 谐振 衰减时间 替代汤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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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姓名 音色 谐波 变形 水平

黄岸

1 BX7 颤音 预设选择 颤音 速度

2 巴斯林 近路 共振+这个 环境模组 + 衰减 口音

3 波发
生器

波形 位粉碎 采样率 水平

4 沃克斯 共振峰移位 恒河 混合元音 水平

5 音频示
波器

6 用于扩展

7 用于扩展

8 用于扩展

9 用于扩展

10 用于扩展

注 1: 对于 BX7 模式， 可以使用 USB 发送 
DX7 Sysex 文件， Sysex 将覆盖 BRAINS 内存中
存在的预设。
注 2: BX7 和 TD3 不是振荡器， 而是完整的
合成器引擎， 它们是包络的， 因此需要使用 
TRIG 输入触发。
注 3: 模型输入仅控制红/绿引擎。
注 4: 音频示波器输入通过 V/Oct 插座。

低通栅极和包络
要调整低通门， 请按住 Bank 按钮 (3) 并使
用 Timbre 控件将其响应从完全顺时针时
的 VCA 调整为完全逆时针时的真正低通
门， 或调整 Morph 控制 (12) 调整其振铃时间
并增加内部包络的衰减。 设置由点亮的黄
色 LED 数量显示， 从 1 到 4。
低通门同时降低电平和截止电平，导致信号
在变得更安静时丢失高频成分。
频率范围
按住模型按钮 (10) 并使用谐波控制 (5) 设
置频率控制 (13) 的范围。 点亮的 LED 数量
与范围相对应。 1 个 LED 代表 C0 +/- 7 个半
音， 2 个 LED 代表 C1 +/- 7 个半音， 直到 8 个 
LED 代表 C7 +/- 7 个半音。 当所有 LED 都点
亮时， 频率控制具有涵盖 C0 至 C8 的八个
倍频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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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BRAINS 在出厂时采用高精度仪器进行校准,
无需任何进一步校准。 如果确实需要校 
准它,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断开除振荡电压 （V/OCT） 以外的所有控 
 制电压输入, 而振荡电压应连接到校准 
 良好的控制电压键盘或 MIDI/CV 转换器。

• 同时按下 “页面” （PAGE） 和 “保存” （SAVE） 
 按钮, 第一个指示灯将闪烁绿色。

• 从键盘向 V/OCT 输入发送 1 伏。

• 按任意按钮, 第一个指示灯现在将以橙 
 色闪烁。

• 从键盘向 V/OCT 输入发送 3 伏。

• 按任意按钮, BRAINS 现在将退出校准 
 模式。

要检查 BRAINS 是否正确校准, 请按照以下
步骤操作：

• 选择工厂程序 32, 这是一个纯锯齿波。

• 按住频率按钮 （8） 并使用数据控制滚动 
 到 5, 将频率范围设置为 5。

• 从键盘向 V/OCT 输入发送 0 伏。

• 使用操纵杆中心将混音输出连接到调 
 谐器或频率计数器。

• 使用频率控制 （11） 将输出调谐至 110  
 频率 （MIDI A2）

• 从键盘向 V/OCT 输入发送 1 伏。 调谐器 
 现在应显示 220 赫兹 （A3）。

• 从键盘向 V/OCT 输入发送 2 伏。 调谐器 
 现在应显示 440 赫兹 （A4）。

• 从键盘向 V/OCT 输入发送 3 伏。 调谐器 
 现在应显示 880 赫兹 （A5）。



We Hear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