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GERA BC15
15-Watt Vintage Guitar Amp with 12AX7 Tube

快速启动向导



3快速启动向导

重要提示
若不按下面几点操作可能会损
坏功放或音箱。 由此引起的损
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 音箱请使用正确的阻抗并使用合适的输
出插座。

 • 连接功放与音箱时要使用音箱线。 
永远不可使用其他类型的线如乐器线, 
话筒线。

在开始之前

此产品在出厂前已仔细包装以确保运输途
中完好无损。 然而您若发现包装箱损坏, 
请立刻检查产品是否有损坏的迹象。

 • 若产品损坏请勿退给我们。 但请立刻通
知代理商及运输公司。 否则, 您将无权要
求索赔或更换产品。

 • 保存本产品时或运输时请使用原包装箱
以免损坏产品。

 • 儿童在无人监管时不可玩耍本产品或
其包装。

 • 请合理处理包装材料。

 • 确保通风良好, 不可放置在热源如暖气
片等附近以免过热。

 • 请确保所有的设备正确接地。 为了你自己
的安全, 请勿移除接地线或取消其作用。 
本产品必须接地。 

关于安装的重要信息

 • 在强大的广播电台及高频源附近音质可
能会受到影响, 请加大传输器与本设备
之间的距离, 且连接时请使用屏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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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连接应用

BUGERA BC15 连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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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ERA BC15 控制

第二步: 控制

HEADPHONES — 耳
机接口, ¼" TRS 插头。 
此接口可将信号发
送至调音台供现场
演出或录音使用。

INPUT — 吉他输
入端。

GAIN 开关 — 激活
失真 / 主通道。

SHIFT — 修改吉他
音色的中频。

TREBLE — 调节吉他
音色中的高频量。

CD INPUT — CD/MP3 
播放器, 节拍器或鼓
机的输入端。

BASS — 调节吉他
音色中的低频量。

GAIN 旋钮 — 调节
失真的量。 GAIN 没
按下去时没有任何
效果。

POWER — 开关功放
键, 开启时蓝色指示
灯点亮。

调小 MASTER 音量
旋钮 （一直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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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ERA BC15 使用

第三步: 使用 将 MASTER 总音量旋钮旋转至 0 
（一直向左旋转）。

 打开 POWER 开关。 LED 灯亮。

顺时针旋转 MASTER 音量旋钮至 9 
点钟处。

按下 GAIN 按钮选择 lead/crunch 
通道, 用 GAIN 旋钮调节失真的量。

用 BASS 及 TREBLE 旋钮调节 EQ 
（均衡）。 调节中频时需按下 SHIFT 
按钮。 

若要使用 CD, 鼓机等器材, 请将设
备用 ¼" TRS 线连接至 CD INPUT 
（CD 输入端）。 

若要使用耳机, 请将耳机插入 
¼" HEADPHONES 接口。 接好后, 
8" 内置喇叭会自动静音。

尽情享受它为您带来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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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失真

凹中频原音

饱满厚实的原音

布鲁斯过载

BUGERA BC15 音色设置

第四步: 音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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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重要信息

1. 网上产品登记。 在购买百灵达产品后, 
请立刻在我们的网页上 bugera- amps. com 
进行产品登记。 网页上提供简单的产品登记
表格。 产 品登记后, 能使我们更快更有效地
为你提供产品维修服务。 也请你阅读有关的
保修条款。

2. 故障。 如果百灵达的产品出现故障的话, 
我们将尽快提供维修。 请你与产品的销售商
联系。 如果销售商不在你的附近, 你可以与
我们的分公司或批发商联系。 在 behringer. com 
的网上的 SUPPORT 处, 你能得到有关的信息。

3. 保险丝盒 / 电压选择。 在将音箱与电源连
接以前, 请检查确认你使用的电源电压适合你
的音箱设备。 有些音箱产品的保险丝盒可提
供 2 个不同的位置, 可分别使用 230 伏和 120 
伏的电源电压。 被烧坏的保险丝务必用合适的
保险丝更换。

其他的重要信息
音频输入

吉他输入 ¼" TS 接口

音频输出

耳机输出 ¼" TRS 接口

系统数据

Output stage power 15 瓦 RMS (4 Ω)

喇叭

型号 Bugera 8G30A4 8" vintage 喇叭

阻抗 4 Ω

功率 30 瓦

电源

电压
美国 / 加拿大 120 V~, 60 Hz

英国 / 澳大利亚 230 V~, 50 Hz

中国 220-230 V~, 50/60 Hz

欧洲 230 V~, 50-60 Hz

日本 100 V~, 50-60 Hz

尺寸 / 重量

尺寸 (H x W x D) 322 x 357 x 162 mm (13 1⁄8 x 14 1⁄16 x 6 3⁄8")

重量 6 kg (13.2 lbs)

技术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