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

V 1.0

使用随附的线缆将 GO SOLO 连接到计算
机、 手机或平板电脑。 如果使用随附的避雷
线, 请插入一对 AA 电池为 GO SOLO 供电, 
或连接 5 V 电源 （未随附） 为 GO SOLO 供电并
为您的 iOS 设备充电。

使用 XLR 或 1/4" 电缆将麦克风、 乐器或
线路电平源连接到输入。

将一副耳机插入 HEADPHONE 输出。 
将 LEVEL 控制设置为最小值以启动。

要启用幻象电源, 请将 48 V 电源开关移
至 ON 位置。 前面板上的 48 V LED 将亮蓝色。

对着麦克风讲话或演奏乐器时, 请调高 
GAIN 轮。 SIG LED 应呈绿色亮起以指示存在信
号。 如果 SIG LED 呈红色亮起, 请向下转动 
GAIN 轮以避免削波。 

使用随附的适配器电缆将 MIDI 设备连
接到迷你 2.5 毫米输入和输出插孔。

下载您最喜欢的 TC Helicon 应用程序, 
开始体验效果。

GO SOLO
High-Definition Audio/MIDI Interface  
for Mobile Devices



技术参数
模拟连接

麦克风 1 x XLR 平衡

阻抗 约 2.3 kΩ
乐器输入 1 x 1/4" TS 不平衡

阻抗 约 470 kΩ
耳机 1 x 1/8" TRS, 立体声

数字连接

移动设备 / 电脑 迷你 USB 10 针

司机 符合 USB 音频 1.0 类标准
控件

输入增益 0 至 +50 dB, 可调

幻象电源 关 / 开, 可切换

电压 +48 伏
迷笛

连接器 2 x 2.5 毫米 （包括电缆）
系统处理

A/D – D/A 转换 24 位 @ 44.1 kHz、 48 kHz
频率响应 20 Hz 至 20 kHz, +0/-3 dB
动态范围 > 98 分贝

力量

能量源 USB 总线供电、 直流供电、 电池供电

电源供应 5 V DC, ≥2.5 A, 中心正极 （不包括在内）

电池 2 x AA （包括在内）

尺寸 / 重量

尺寸 （高 x 宽 x 深） 40 x 45 x 128 毫米 （1.6 x 1.8 x 5 英寸）

重量 0.28 公斤 （0.62 磅）

法律声明
对于任何因在此说明书提到的全部或部份描述、 图片或声明而造成的损失, 
Music Tribe 不负任何责任。 技术参数和外观若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
的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Midas, Klark Teknik, Lab Gruppen, Lake, Tannoy, 
Turbosound, TC Electronic, TC Helicon, Behringer, Bugera, Oberheim, Auratone, Aston 
Microphones 和 Coolaudio 是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2021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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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 （安装的电池组或电池） 不得暴露在阳光、 火等过热环境中。

警告

 . 与所有小电池一样, 与本产品一起使用的电池应远离仍将东西放入口中的小孩。 如果它们被吞食, 请立即致电您当地的毒
物控制中心。

 . 始终购买最适合预期用途的正确尺寸和等级的电池。

 . 同时更换一组电池。

 . 在安装电池之前清洁电池触点以及设备的触点。

 . 确保电池按极性 （+ 和 -） 正确安装。

 . 如果电池已耗尽或产品要长时间不用, 请务必取出电池。

 . 更换类型不正确的电池, 可能会破坏安全措施！仅替换为相同或等效的类型！

 . 如果更换的电池类型不正确, 则有起火或爆炸的危险。

 . 将电池丢入火中或热炉中, 或机械压碎或切割电池, 可能会导致爆炸;

 . 将电池留在极端高温的周围环境中, 可能导致爆炸或易燃液体或气体泄漏; 和 

 . 电池承受极低的气压, 可能导致爆炸或易燃液体或气体泄漏。

 . 应注意电池处置的环境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