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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非常感谢你购买了本公司的反馈抑制器 FEEDBACK DESTROYER PRO FBQ2496, 
这表示了你对我们的信任。 你购买的 FEEDBACK DESTROYER PRO 是用来控
制你的扩音装置的帮助极大的设备, 它使你能把精力集中于最重要的
事情上: 你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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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论
FBQ2496 是市场上最快速的 (>0.2 秒) 和同时唯一的 96 kHz 反馈抑制
器。 它具备超速和智能的反馈识别算法、 能够自动测定每条通道
最多达 20 个的反馈频率的位置、 并通过极窄的陷波滤波器来抑制
这些反馈频率、 而有用信号几乎不受影响。

“Set-and-Forget” （设定既忘） 功能和紧急键功能确保了特别简单和
立即生效的反馈抑制。 在自动模式中、 混音被持续监视、 滤波器调
节自动调整。 而在手动模式中、 可放置最多达 40 个的全参数滤波
器、 其频率、 频带宽度、 抬高 / 下降可调节。 开放的 MIDI 结构使今后
能够进行软件的更新升级、 并方便了同数字式设备的交流。 在现场
使用时、 你可通过不同的运行方式来灵活配合不同的情形。 此外、 
FBQ2496 作为有创新力的声音制作工具也适合在录音室中使用。

1.1  在你开始以前

1.1.1  供货

你的 FEEDBACK DESTROYER PRO 在厂内进行了仔细的包装、 以确保安全
可靠的运输。 如果发现包装箱还是有损坏、 请立即检查设备表面
有无损坏。

◊ ◊ 若发现有损坏时请不要将机器寄回给我们、 请务必首先通知
销售商和运输公司、 否则索赔权可能会失效。

◊ ◊ 请始终使用原样包装、 以避免存放或邮寄时发生损坏。

◊ ◊ 请务必避免小孩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玩耍机器或包装材料。

◊ ◊ 请按照环境保护规定清除所有包装材料。

1.1.2  首次使用

请保持充分的空气流通、 不要将 FBQ2496 放置在功率放大器上或
取暖器附近、 以避免设备过热。

◊ ◊ 保险丝烧坏时、 务必用数值正确的保险丝更换! 你可在 “技术
数据” 一章中找到正确的数值。 电源连接使用随同供货的电
源线。 它符合必需的安全规定。

◊ ◊ 请注意所有设备必须接地。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请千万不要去
除设备或电源线的接地或取消其作用。 设备与电网接通时、
必须始终用有完好接地安全的线材。

1.1.3  网上登记

在购买 BEHRINGER 产品之后, 请您尽可能立即在网站 
http://behringer.com 进行登记, 并仔细阅读产品质量担保服务规定。

所购买的 BEHRINGER 产品一旦出现故障或损坏, 本公司承诺为您提
供及时的产品维修服务。 请直接与您的 BEHRINGER 特许经销商联
系。 若 BEHRINGER 特许经销商不在附近, 您也可直接与本公司的分
公司联系。 在产品包装里放有联系地址 (全球联系信息 / 欧洲联
系信息)。 如您所在的国家没有本公司所设的联系处, 可与离您最
近的批发商联系。 您可在我们的网页上 (http://behringer.com) 的技术
支持处, 得到批发商的联系地址。

请在登记时, 务必写明您购买产品的日期, 以便本公司能更快更有
效地为您提供产品质量的担保服务。

衷心感谢您的合作!

2.  反馈是如何产生的?

EUROLIVE B1220

EUROPOWER EP1500UB2442FX-PRO

图 2.1: 反馈回路的产生

当一个麦克风信号通过一个放大器设备播放、 这个信号再次 
(以同样的相位) 被麦克风接收后再次放大和播放时、 便产生了反
馈回路。 这个反馈回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 “愈演愈烈”。

在扩音时主要有两个可能出现反馈的范围:

• • 台前混音 (或也称 F.O.H. = “Front of House”) 指的是从调音台通过
一个或多个放大器到达为听众设置的扬声器的混音。

• • 监听混音指的是从调音台传到一个或多个舞台监听器的混音。
与台前扩音相反、 舞台监听器的作用是单个乐队演员的扩音。

◊ ◊ 我们要提醒你、 高音量可能会损伤听觉和损坏设备。 请始终
注意适当的音量。

3.  操作元件和接口

3.1  正面

(1) (4)(2) (5)(3)

(6) (7)

图 3.1: FBQ2496 左侧的操作元件

(1) LEVEL METER 借助 LEVEL METER 显示你可监视输入音量。 每个通
道有八个发光二极管供你使用。 Clip 发光二极管发亮时表示 
FBQ2496 的输入端可能出现数字失真。 这时请减小输入信号的
音量。

(2) LEARN 键 短时按下键后 (发光二极管发亮) FBQ2496 进入学习模
式。 也就是说、 设备这时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搜寻可能有问题的
频率、 并放置必需数量的单发滤波器 (为此所在场地必须有音
乐或噪音信号)。 此外还可用旋转钮手动确定单发滤波器的数
量 (每通道最多 20 个） （第 4.1 章)。

如 果 按下键超过一秒钟 (发光二极管闪烁)、 FBQ2496 将生成
越来越响的脉冲以产生反馈。 这些反馈重又到达 FBQ2496 输入
端、 并在那里被识别和抑制。 这个模式被称为 AUTOLEARN 
(自动学习) (第 4.1 章)。

(3) PANIC 如果在演出过程中出现突然的反馈、 可通过按 PANIC 紧急
键来帮助解决。 只要保持按下键 （最长1秒钟）、 设备将特别快
速地寻找反馈频率并将其抑制。

(4) SPEECH 通过按下 SPEECH 话音键可提高反馈抑制的灵敏度——
设备能更早地识别有问题的频率、 并放置带相应下降度的滤波
器。 不 同 于吉他等的失真、 语音中几乎没有可能被 FBQ2496 

误认为反馈的信号部分。 因此这个模式特别适合只传播语音的
场合。 这样可大大提高扩音时的音量。

(5) FREEZE 如果 FBQ2496 达到了良好的调节、 可用按 FREEZE 冻结键
将其保存。 所有的单发和自动滤波器均保持其设置、 直到再次
按下 FREEZE 键。

(6) FILTER LIFT 所谓的 “Filter Lifting Time (滤波器升高时间)” 指的是一
个已调节好的自动滤波器在复原其数值之前允许不起作用的时
间长度。这个时间可在短时按下 FILTER LIFT 键后在旋转钮上调
节。 可调节为以下时间长度: 0 分钟、 1 分钟、 5 分钟、 10 分钟、 
30 分钟、 60 分钟。

(7) RESET 短时按 RESET 复原键后、 所有自动放置的滤波器均被删
除。 长时按键后、 单发滤波器也被删除。 在 PEQ 模式中、 短时
按键可删除选出的滤波器。 长时按键可一次删除全部的参数
滤波器。

(8) (9)

图 3.2: FBQ2496 的状态显示和发光二极管显示

(8) 状态显示 FBQ2496 一 共有 40 个滤波器、 即每个通道有 20 个滤
波器。 你可通过状态显示方便地监视这些滤波器。

一个恒定发亮的发光二极管表示:

• • 已放置了一个滤波器: 它已抑制一个反馈。 或:

• • 一个滤波器处于参数均衡器模式 (PEQ)、 这时必须已设置了
一个大于或小于 0 dB 的放大 (Gain)。

一个定期闪烁的发光二极管表示 PEQ 模式中选用的滤波器。

(9) 发光二极管显示

三位数数值的显示表示的是你改变的那个参数的绝对值。 有关如
何调节各个参数请参阅第 4 章。

• • Hz 或 kHz 在改变一个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时发亮。

• • min 显示在设置了滤波器的升高时间时发亮。

• • 1/60 发光二极管在滤波品质设置为小于 0.1 时发亮。 随后可
设置为数值 1/60、 2/60、 3/60、 4/60 和 5/60 (6/60 = 0.1)。

• • 如果设置了滤波器的下降或抬升、 则 dB 发光二极管发亮。

• • MIDI 显示在设备接收 MIDI 数据时短时亮一下。

(12)(10) (13)(11)

(16) (17) (18)(14) (15)

图 3.3: FBQ2496 右侧的操作元件

(10) GAIN 使用 GAIN 增益键你可在 PEQ 模式中确定一个选出的滤波
器想要的 dB 抬升或下降值 (从 +15 dB 至-15dB 按 0.5 dB 步距调
节、 从 -16至 -36 dB 按 1 dB 步距调节)。 用旋转钮调节的 dB 值在
显示器中显示。

(11) PEQ 在长时按了 PEQ 键后 (PEQ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闪烁）、 可用旋
转钮调节参数滤波器的数量。 数量始终从滤波器 20 开始、 
可逐步增加至滤波器 1 (参见图 4.2)。 同时显示设置的单发滤波
器。如 果 只 是短时按 PEQ 键 (PEQ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可用旋转钮选择每个滤波器。 这时所选出的滤波器的编号在
显示器中显示、 该滤波器发光二极管闪烁。 现在可显示放大、 
频带宽度和中心频率这几个参数。

◊ ◊ 只有参数滤波器的参数才能手动调节! 单发滤波器和自动滤波
器的调节只能被显示。

(12) FREQUENCY 若 FBQ2496 位于 PEQ 模式中 (PEQ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
发亮）、 可调节每个参数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要改变中心频率、 
请操作 FREQUENCY 键。 可调节的频率范围为 20 Hz 至 20 kHz。

(13) LEFT-RIGHT 用 LEFT-RIGHT 左右键可选择你想调节的通道。 
若 FBQ2496 位于立体声道模式中、 则两个通道均被选择、 两个
发光二极管都发亮。在此模式中只需调节一个通道的参数; 
另一个通道直接采用这些参数。

若长时按 LEFT-RIGHT 键、 则将两个通道分开。 现在可为两
个通道设置不同的参数。两个通道之间的转换通过短时按 
LEFT-RIGHT 键进行。 通过再次长时按下 LEFT-RIGHT 键将重新建立
立体声道耦合、 正在作用的通道的设置将被复制到另一个通
道上。

◊ ◊ FBQ2496 会将单声道或立体声道运行的设置保存、 并在关机
和重新开机后重新被调入。

(14) BANDWIDTH 用 BANDWIDTH 带宽键你可确定选出的参数滤波器
的频带宽度 (Q 因数 / 品质)。 可调节的滤波品质包括从 1/60 个
八度音至 10 个八度音的范围。 为此 FBQ2496 必须位于 PEQ 模式
中 (PEQ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15) BYPASS 通过长时按下 BYPASS 旁路键你可激活硬旁路。 这样设
备的输入端被直接接到输出端上、 滤波器被避开。

◊ ◊ 请特别谨慎使用旁路功能、 因为撤销了滤波器作用后反馈回路
便被重新释放。

(16) MIDI 通过同时按 BANDWIDTH 和 BYPASS 键你可进入 MIDI 菜单 
(两个键上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在那里可打开和关闭 MIDI 以及
选择MIDI 通道 (第7章)。

(17) 旋转钮 借助作为无限旋转调节器的旋转钮你可改变所选择
的参数。 顺时针方向旋转旋钮时提高数值。 反时针方向旋转时
减小数值。

(18) POWER 用 POWER 开关启动 FEEDBACK DESTROYER PRO。

◊ ◊ POWER 开关在关闭时并不完全将设备同电源网分离。 因此较长
时间不使用设备时、 请将电源线拔出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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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背面

(19)

(20)

图 3.4: 电源连接、 保险丝座和产品序号

(19) 电源连接通过一个 IEC 插座。 属于供货范围的还有一根合适的
电源线。

(20) 在 FBQ2496 保险丝座上你可更换保险丝。 在更换保险丝时应务
必使用相同的型号品种。 此处请注意第 9 章 “技术数据” 
中的规定。

(21)

图 3.5: FBQ2496 的 MIDI 连接插孔

(21) FBQ2496 具备一个广泛的 MIDI 工具。 除了必备的 MIDI IN 接口和
MIDI OUT 接口外、 还有一个 MIDI THRU 接口用于 MIDI 指令传输。

(22)

(24) (23)

图 3.6: FBQ2496 背面的接口

(22) 用 OPERATING LEVEL 开关你可在家庭录音音量 (-10 dBV) 和专业
录音室音量 (+4 dBu) 之间转换。 音量显示通过这一调整被自动
转换到相应的额定音量上、 使 FEEDBACK DESTROYER PRO 可在最佳
的工作范围内运行。

(23) LEFT/RIGHT 输入端 这些是 FBQ2496 的平衡式输入端。 它们为 
6.3 mm 插口和 XLR 接口。

(24) LEFT/RIGHT 输出端 FBQ2496 的两个输出端也同样是平衡式插口
和 XLR 插孔。

4.  FBQ2496 的滤波器
FBQ2496 的滤波器可调节得频带特别窄。 这样几乎不影响音乐的
音质。

图 4.1: 一个频带非常窄的滤波器的特性曲线

1. 请用 POWER 键启动设备。 显示器中出现 RUN (运行)。

2. 请决定 FBQ2496 是采用立体声道运行还是双单声道运行 ((13) )。

以下假设 FEEDBACK DESTROYER PRO 的两个通道是耦合在一起的。

每个通道的 20 个滤波器可划分为单发滤波器、 自动滤波器和参数
滤波器 (图 4.2)。

◊ ◊ 三种滤波器相加的总数始终为每个通道 20!

◊ ◊ 如 果 固 定 滤 波器和参数滤波器均为零时、 则 FBQ2496 每个
通道采用 20 个自动滤波器。

Single Shot-
filters

automatic
filters

parametric
filters

图 4.2: FBQ2496 的不同滤波器类型 （这里是立体声道运行）

4.1  单发滤波器的调节

如果还没有放置任何单发滤波器、 FBQ2496 会在启动后自动寻找有
问题的频率、 占用必需数量的滤波器。

单发滤波器的调节特别可靠和方便。 为此请使用 FBQ2496 的 LEARN 

(学习) 或 AUTOLEARN (自动学习) 功能。

◊ ◊ 要使用 LEARN 或 AUTOLEARN 功能、 FBQ2496 必须同一部扩音设
备连接。

◊ ◊ LEARN 或 AUTOLEARN 功能只在扩音设备和场地也。

用于音乐会或录音时才值得使用。

LEARN 模式

1. 请短时按 LEARN 键。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而且 PANIC 紧急键上的发光二极管闪
烁。 显示器中显示目前已设置的单发滤波器的数量。 (S 0 = 未
设置任何单发滤波器、 S20 = 所有滤波器均用作单发滤波器)。
FBQ2496 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搜寻有问题的频率、 并放置必需数
量的单发滤波器 （为此所在场地必须传 播有一个信号）。 显示
器中所显示的滤波器数量可能会提高。

2. 用旋转钮也可在事后改变单发滤波器的数量。

3. 通过再次短时按 LEARN 键结束学习过程。

AUTOLEARN 模式

此功能可在一个现场音乐会前使用、 以自动调节单发滤波器 
(设备的 “吹入”)。

1. 请按下 LEARN 键超过一秒钟。 随后以下程序自动进行:

• •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闪烁。

• • 所有单发滤波器和自动滤波器被复原。

• • 显示器中倒数 16 秒钟的时间 (L16、 L15、 ... L 1、 L 0)。

FBQ2496 产生音量为 -15 dB 的脉冲、 来故意诱发反馈。 
FBQ2496 的总增益从 0 dB 逐步提高到 15 dB。 FEEDBACK DESTROYER 

PRO 测出有问题的频率并将其频带非常窄地下降。

2. 有问题的频率先后被保存在单发滤波器的储存器上并被
下降。

3. 时间过去后、 学习过程结束。 LEARN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熄灭、
显示器中出现 RUN。

◊ ◊ 调节好后的单发滤波器的频率不能事后手动更改。 但反馈的
轻微频率变化将自动补充。 下降也随着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 ◊ 如果单发滤波器和自动滤波器达到了令人满意的调节、 可通过
按 FREEZE 冻结键来保持。 显示器中显示如下: -。

4.2  参数滤波器的调节

可将 FBQ2496 的一些、 甚至所有 40 部滤波器用作参数滤波器。 
参数滤波器的调节必须完全针对目标并非常精确。 可使用的参数
有频率、 频带宽度和下降 / 抬升。

选择参数滤波器的数量

1. 请长时按 PEQ 键。 PEQ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闪烁、 显示器中显示目
前设置的参数滤波器的数量。 (P0 = 未设置任何参数滤波器、 
P20 = 所有滤波器均为参数滤波器)。 另外放置了的单发滤波
器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2. 用旋转钮可改变参数滤波器的数量。 显示器中显示设置了的
参数滤波器的数量、 状态显示中 ( (8) ) 相应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3. 若重新短时按 PEQ 键、 则结束此程序。

◊ ◊ 这时状态显示中只有抬升 / 下降非零的参数滤波器的发光二
极管才发亮。

调节频率、 频带宽度、 增益

应按如下所述调节每个参数滤波器:

1. 请短时按 PEQ 键。 PEQ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显示器中显示
所选出的滤波器的编号 (如 19)。

2. 用旋转钮可选出其数值需改变的参数滤波器。

◊ ◊ 用旋转钮可选择任何一个滤波器! 但单发滤波器和自动滤波
器的参数只能被显示而不能被改变!

3. 在按了 FREQUENCY 键后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闪烁） 可在旋转钮
上调节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借助显示器和显示器旁的 Hz 和 kHz 发光二极管可精确地读出
所调节的中心频率的数值。

要对一定的频带进行处理、 可改变一个滤波器的频带宽度。

4. 请短时按 BANDWIDTH 键。

5. 通过旋转旋转钮可改变滤波器的频带宽度。 当调节的品质因
数小于 0.1 时 (1 x 1/60、 2 x 1/60... 5 x 1/60)、 1/60 发光二极管发亮。 
较大的频带宽度时、 数值直接在显示器中显示 (0.1, 0.2, ... 
1.0, 1.1 ... 10.0)。

参数滤波器只在输入了所调节的频率的放大或下降后才被
激活:

6. 短时操作 GAIN 键、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同时 3 位数显示
器下的 dB 发光二极管发亮。

7. 放大 / 降低可用旋转钮在 15 dB 至- 36 dB 之间调节 (按 0.5 dB 

步距从 +15 dB 至 -15 dB、 按 1 dB 步距从 -16 至 -36 dB)。 并在显示
器上显示。

◊ ◊ FBQ2496 的显示器显示三位数。 正数显示毫无问题 
(14, 14.5,15)。 负数时、 要完整显示则需要 4 位数。 由于显示器
只能显示 3 位数、 所以省去小数点后的数字、 只通过在第一和
第二个数字后加点来表示 (-15, -14.(5), -14, -13. (5))。

8. 若重新短时按 PEQ 键、 则结束此程序。

◊ ◊ 状态显示中显示其抬升 / 下降不再是零的滤波器。

4.3  自动滤波器的调节

自动滤波器的数量不能单独调节。 而是从固定滤波器和参数滤波
器的数量而得出 (图 4.2)。

◊ ◊ 要减少自动滤波器的数量、 请提高单发滤波器或参数滤波器
的数量。

自动滤波器在演出或录音时根据需要自动调节。 这时当然希望 
FBQ2496 能够不断对改变的情况做出新的反应。 为了做到这一点、
必须使自动滤波器能够在作用了一定的时间后回到零、 以便准备适
应新的频率。

所谓的 “Filter Lifting Time (滤波器升高时间)” 指的是一个已调节好
的自动滤波器在复原其数值之前允许不起作用的时间长度。 这个
滤波器升高时间可在 FBQ2496 中调定。

1. 请按 FILTER LIFT 键。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闪烁。

2. Filter Lifting Time 可被关闭 (OFF) 或在旋转钮上调节为 1 分钟、 
5 分钟、 10 分钟、 30 分钟或 60 分钟。

3. 通过重新按 FILTER LIFT 键可离开此菜单、 发光二极管停止
闪烁。

4. 设置了 Filter Lifting Time 后 (非 OFF!)、 键上的发光二极管发亮。

◊ ◊ 如果单发滤波器和自动滤波器达到了令人满意的调节、 可通过
按 FREEZE 冻结键来保持。 显示器中显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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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接可能性
◊ ◊ FBQ2496 不是 用来直接连接麦克风的! 需直接连接麦克风时、

我们建议使用本公司的优质产品 BEHRINGER SHARK DSP110、
该产品具备自己的麦克风前置放大器。

◊ ◊ 任何设备都无法纠正麦克风的错误定位! 因此请在确定麦克
风位置时注意麦克风不同的方向特性和其易于产生反馈的
倾向。

5.1  FBQ2496 在监听线路中

由于 FBQ2496 具备 2 通道结构、 它是用于两条监听线路的理想设备。
为此请如图 5.1 所示将你的调音台的 Aux Send (辅助传送) 输出端同 
FBQ2496 的输入端连接。 随后将监听放大器的输入端同 FBQ2496 

的输出端连接。

通过在监听线路中使用 FBQ2496、 可显著提高音量。

EURORACK UB2442FX-PRO

EUROLIVE B1220 PRO

FEEDBACK DESTROYER PRO FBQ2496

Pre-Fader
AUX SENDS 1

Pre-Fader
AUX SENDS 2

MAIN
OUTPUTS

OUTPUT
LEFT

INPUT
LEFT

OUTPUT
RIGHT

INPUT
RIGHT

Monitor System

PA System

FLOOR MONITOR F1220A FLOOR MONITOR F1220A

EUROPOWER EP2000

EUROPOWER EP2000

图 5.1: FBQ2496 在监听线路中的应用

5.2  FBQ2496 在通道插入点中

由于人们想消除的总是干扰的反馈、 而不是有意制造的反馈 
（如来自电吉他的）、 因此应将 FBQ2496 始终接入 “容易得反馈”
的单个通道中。 这样便能够由 FBQ2496 在所涉及的通道插入点来处
理容易产生反馈的歌唱用麦克风等。

 PA System

INPUT
LEFT

EUROLIVE B1220 EUROLIVE B1220

EUROPOWER EP1500

INPUT
RIGHT

OUTPUT
RIGHT

MAIN
OUTPUTS

INSERT

EURORACK UB2442FX-PRO

OUTPUT
LEFT

FEEDBACK DESTROYER PRO FBQ2496

图 5.2: FEEDBACK DESTROYER PRO 在通道插入点和编组插入点中

◊ ◊ 在用 FBQ2496 和压缩器在同一个通道插入点处理麦克风信号
时、 应始终在压缩机前使用 FEEDBACK DESTROYER PRO。

如果你的混音器的编组配有自己的插入接口的话、 你便可最佳地
连接 FBQ2496! 请将受反馈威胁的通道 （如所有的歌唱用麦克风） 
接到一个编组上。 这样不太受威胁的信号 （如线路信号、 音量设
置得较弱的乐器麦克风） 可无阻碍地通过; 而只有容易出问题的麦
克风通道被监视。

如果你的调音台不配备编组插入点接口、 我们建议如下连接 
FBQ2496: 请将编组输出端同 FBQ2496 的输入端连接。 相应的输出端
则同一个调音台声道空着的线路输入端或混音器的 Aux Return 

(辅助回传) 输入端连接。 只要 FBQ2496 的两个通道没有耦合使用、
你还可将 FEED-BACK DESTROYER PRO 的第二条通道用作其他用途
(如用在一个通道插入点上)。

5.3  FBQ2496 在录音室应用中

由于 FBQ2496 的配置灵活、 也非常适合在录音室中或在家庭录音范
围中使用。 在参数均衡器模式中、 用 FEEDBACK DESTROYER PRO 甚至可
使每个声道获得最多达 20 个的全参数均衡器。 这样可进行包括
从简单的信号处理到音乐信号的全面操纵的所有信号加工。 你可
将 FBQ2496 用于录音室监听失真纠正、 或用于支持调音台中的均衡
器、 因为它们常常只是半参数型的。

6.  音量调制
请始终注意 FBQ2496 的正确音量调制！这样 FBQ2496 才能成功地抑制
反馈。 为此请使用 LEVEL METER 显示 (1)。 最上面的 Clip 发光二极管
应尽可能不发亮。 请务必避免 Clip 发光二极管持续发亮。

音量太低的话音乐会失去动力、 结果得到的是无力和平息的声音、
难以达到目的。 太高的音量会使 FBQ2496 的转换器调制过度、 也应
务必避免。 数字失真 （与模拟失真相反） 特别令人讨厌、 因为这种
失真不是渐渐出现、 而是突然出现。

7.  MIDI 控制
MIDI 是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 乐器数字接口 )” 的简称。
这是一种用来在不同的设备——乐器、 电脑、 磁鼓计算机、 效果
器等等——之间传输控制信息的 “语言”。 这样可在特定的时间自
动改变一个设备的参数。

要进行这一信息交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 所有设备的接线必须正确。

◊ ◊ 一部设备作为主机、通过一个或多个 MIDI 通道传送 MIDI 
信息。 接收控制信息的设备为从属机、 它必须调节到正确的 
MIDI 通道上、 才能接收信息。

◊ ◊ 所传输的控制信息必须被设备 “读懂”。

7.1  MIDI 接口

设备背面的 MIDI 接口配备有符合国际标准的 5 极 DIN 插孔。 要将
FBQ2496 同其他 MIDI 设备连接、 你需要 MIDI 电缆。 一般使用通用的
成品电缆。 MIDI 电缆不应超过 15 米长。

MIDI IN: 用于接收 MIDI 控制数据。 接收通道在 SETUP 菜单中调节。

MIDI THRU: 在 MIDI THRU 插孔上总是可保持原样截取到达的 MIDI 

信号。 这样可将多部 FBQ2496 相互链接。

MIDI OUT: 通过 MIDI OUT 可把数据发送到一部连接的计算机或另一
部 FBQ2496 上。 可传输程序数据以及信号加工的状态信息。

◊ ◊ MIDI 接线不得产生回路、 也就是说、 主机只能传送控制信号、 
而从属机 (可是多部) 接 收这些信息。 根据具体应用可将几部
设备作为主机或者作为从属机使用。

7.2  激活或撤销 MIDI
在某些应用时、 若能撤销设备的 MIDI 功能、 使用会更方便。 也就
是说、 设备虽然不再对 MIDI 控制数据作出反应; 但到达的信号还
是被接通传过。

在 FBQ2496 上可调节设备是否应对 MIDI 指令作出反应。

◊ ◊ 即使在 FBQ2496 中撤销了 MIDI、 MIDI 信号还是能通过设备、 
位于 MIDI THRU 插孔上。

1. 请同时按下 BANDWIDTH 和 BYPASS。 MIDI菜单激活时、 键上的两
个发光二极管以及显示器下的 MIDI 发光二极管闪烁。

2. 在按了 BANDWIDTH 键后可用旋转钮激活或撤销 MIDI。
MIDI 接通: ON  MIDI 关闭: OFF

3. 要离开菜单请按任意键。

7.3  MIDI 通道的调节

主机通过一根 MIDI 电缆同时传输 16 个不同的信息——每个信息
通过自己的通道。 要使从属机只收到发给它的信息、 必须把相应的 
MIDI 通道分派给它。

1. 请同时按下 BANDWIDTH 和 BYPASS。 MIDI 菜单激活时、 键上的两
个发光二极管以及显示器下的 MIDI 发光二极管闪烁。

2. 请再次按 BANDWIDTH 键。 现在可用旋转钮调节 MIDI 通道。 
显示器中如下显示通道编号: C1, ... C14, C15, C16。

3. 要离开菜单请按任意键。

7.4  MIDI 控制器

非常之多的不同的信息可以通过 16 个 MIDI 通道中的任何一个进行
传输、 如音符高度、 冲击强度和所谓的控制器。

每个控制器是一个指令 (如乐器、 音量、 平衡、 脚踏板的位置)、 
有时还必须更详细明确。 一共可确定 128 个不同的控制器。 有关如
何给控制器分派一定的控制器编号 (0 - 127) 已定有一些常规、 
如 0 = Bank select (群组选择)、 7 = Main volume (主音量)、 但没有固定
的标准。 因此不同的 MIDI 设备对同一个控制器编号可能反应不同。

为了能准确地控制 FBQ2496、 必需了解各个参数是通过哪个控制器
编号来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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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

8.1  装入机架中

FBQ2496 装入 19 英寸机架时需要一个高度单位 (1HE)。 请注意需给
背面的接口留下约 10 cm 的安装深度。

请在将设备装入机架时使用 M6 机器螺钉和螺母。

请保持充分的空气流通、 不要将 FEEDBACK DESTROYER PRO 安放在功
率放大器上、 以避免设备过热。

8.2  音频连接

BEHRINGER FEEDBACK DESTROYER PRO 的音频输入端和输出端全部为平
衡式。 如果能够、 则应尽可能与其他设备建立平衡式的信号传输、
以便达到最大的干扰信号补偿。

MIDI 接口 (IN/OUT/THRU) 采用标准化的 DIN 插接连接。 数据传输通过
零电位光电耦合器进行。

strain relief clamp

sleeve
ring
tip

sleeve
ground/shield

For connection of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plugs,
ring and sleeve have to be bridged at the stereo plug.

Balanced ¼" TRS connector

ring
cold (-ve)
tip
hot (+ve)

图 8.1: 6.3 mm 立体声道接驳插头

output

For unbalanced use, pin 1 and pin 3 
have to be bridged

1 = ground/shield
2 = hot (+ve)
3 = cold (-ve)

input

12
3

1 2
3

Balanced use with XLR connectors

图 8.2: XLR 插头

◊ ◊ 请注意只能由内行的人员进行设备的安装和操作。 在安装过
程中和之后请始终注意工作人员应有充分的接地、 否则静电
放电等类似情况可能会有损运行特性。

9.  技术参数

Audio inputs

Connections XLR and ¼  " TRS stereo connector

Type electronically balanced input

Input impedance approx. 20 kΩ balanced

Nominal input level -10 dBV / +4 dBu (adjustable)

Max. input signal level +20 dBu at +4 dBu nominal level,

+6 dBV at -10 dBV nominal level 

typically -40 dB

Audio outputs

Connections XLR and ¼  " TRS stereo connector

Type balanced

Output impedance approx. 200 Ω balanced

Max. output level +20 dBu at +4 dBu nominal level,

+6 dBV at -10 dBV nominal level

Bypass

Type Relay, hard bypass in case of 

power outage

System information

Frequency response <10 Hz to 44 kHz

Dynamic range 107 dB

THD 0.007 % typically @ +4 dBu, 1 kHz,

amplifi cation 1

Crosstalk < -100 dB @ 1 kHz

MIDI interface

Type 5-pole DIN connectors IN/OUT/THRU

Digital processing

Converter 24 Bit / 96 kHz

Sample rate 96 kHz

Parametric equalizer (PEQ)

Type max. 20 independent, fully parametric 

fi lters per channel

Frequency range 20 Hz to 20 kHz

Bandwidth 1/60th to 10 octaves

Possible value range +15 to -36 dB

Feedback Destroyer (FBQ)

Type digital signal analysis for feedback 

recognition purposes

Filter max. 20 digital notch fi lters per channel

Frequency range 20 Hz to 20 kHz

Bandwidth 1/60th octave

Possible value range 0 to -36 dB

Display

Type 3-digit numeric LED display

Power supply

Mains voltage 100 - 240 V~, 50 - 60 Hz

Power consumption approx. 10 W

Fuse T 1 A H 250 V

Mains connector Standard receptacle

Dimensions/weight

Dimensions (H x W x D) approx. 44.5 x 483 x 217 mm

(1 ¾ x 19 x 8 ½")

Weight approx. 2 kg (4.4 lbs)

BEHRINGER is constantly striving to maintain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s a result of these efforts, 
modifications may be made from time to time to existing products without prior notice. Specifications and 
appearance may differ from those listed or 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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