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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本设备
未遵守以下安全使用设备说明可能引起火灾、触电、受伤， 也可能使 aFrame 或其他财物损坏。

使用 aFrame 前请务必阅读以下关于安全使用设备的说明。

 警告

请勿自行拆改设备
请勿自行拆卸设备， 同样请勿改装设备。

请勿将本设备放置在以下场所
 • 温度过高的场所（阳光直射的地方、发热机器
附近）

 • 潮湿处（浴室、潮湿的地面）
 • 暴露在盐环境中
 • 直接遭雨淋的地方
 • 灰尘多的地方

请避免电源线受损
过度扭曲、弯折电源线或在其上方放置重物可能
会损坏电源线。损坏的电线可能造成火灾和触电
的危险。

请使用随设备附属的 AC 适配器
请务必使用随设备附属的 AC 适配器并注意正确
的电压。

出现设备异常或故障时请关闭电源
当发生以下任何情况时，请立即断开 AC 适配器
和电源插座并联系 ATV 服务中心或 ATV 授权经
销商：
 • AC 适配器、电源线或插头损坏
 • 冒烟或出现异味
 • 物体或液体进入设备
 • 设备操作出现异常或故障

请勿摔落或强烈碰撞设备
请避免设备摔落或受到强烈碰撞。

手部潮湿时请勿触摸 AC 适配器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

 注意
断开连接时手持电源线插头端
断开 AC 适配器和本设备的连接时，请手握插头
端。

请勿连接多插座接线板
这会使插座发热而引起火灾。

请擦拭电源线插头和插座之间沉积的灰尘
否则可能产生触电或电击危险。

长期不使用或雷电天气时将电源线插头拔离插座
否则可能产生触电或火灾。

搬动设备前请先断开线路连接
否则可能损坏电源线或使设备由于绊倒而摔落。

请勿将本设备置于不稳固的地方
否则设备可能摔落并产生故障或使旁人受伤。

请勿在设备上方放置重物
设备可能会损坏。
另外，请勿对按键、旋钮以及各接口用力过度。
否则，可能会使设备产生故障。

请勿长时间使用过大的音量
过大的音量下使用扬声器或耳机都有可能会导致
听力受损。

操作本设备时请注意
请避免设备尖锐处或缝隙处使手受伤。

小型部件请置于儿童触及不到的地方
请小心保存设备小型部件以免儿童误吞食。

关于符号

用于提醒使用者重要的指示。

用于提醒使用者禁止的操作。

用于提醒使用者必须要执行的操作。

关于警告和注意

警告

用于提醒使用者使用不当可能会有致命
危险或严重伤害。

注意

用于提醒使用者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物
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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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场所

 • 无线通讯设备如电视机、收音机或移动电话可能会造成此设

备产生杂音。

 • 请不要将本设备直接曝晒在阳光下、放在热源边或放在密闭

的车内空间，或其它高温物体旁。过高的温度容易造成设备

变形、褪色或故障。

供电

 • 即使关闭设备电源也会产生微弱电流。长期不使用设备时，

请断开 AC 适配器和电源插座。

维护

 • 请使用柔软的干布擦拭设备。请勿使用苯、稀释液或化学试

剂擦拭设备，以免设备褪色或变形。

数据

 • ATV 对于无法恢复丢失的储存数据不承担任何责任。

 • 储存于设备内部存储中的数据会由于故障或不正确的操作而

永久丢失。建议您定期备份重要的数据。

 

许可/知识产权

 • 音频输出
用户可以任意在现场或录音室有偿或无偿使用 aFrame 的

音频输出素材，包括音乐作品、音轨以及音色等。

 • 内部数据
本设备中的数据内容（音色数据、图像数据、计算机程

序）版权属于各所有人。未经 ATV 公司许可将其用于超出

相关法律所指定的个人用途范围将视作侵权。

关于本使用说明书

 • 本说明书中的图示说明包含一些操作过程中的屏幕界面截

图。然而，您实际在设备屏幕中看到的画面可能和说明书中

的有所不同。

 • 本说明书中提及的所有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是属于各所有者

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重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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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Frame

 • AC 适配器

AC 适配器全世界通用。

请选择随设备附属的适合于您所在地区的电源插座的转换插头。

请务必使用随设备附属的 AC 适配器和转换插头。

 • 快速入门（本手册）

包装列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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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说明
◀按键 /▶按键
选择组中的音色编号。

数值转轮
编辑某项设置的数值。

FNC 按键
切换组。

A – D 按键
选择组。

microSD 卡插槽
您可以使用 microSD 卡储存或
载入 aFrame 的相关数据。详细
信息请参阅“参考指南”(PDF) 
文件。关于如何下载参考指南，
请参阅本使用说明书尾页的相关
说明。

POWER 按键
开启/关闭电源 (P.7, 8)。

USB
当您不使用随设备附属的 AC 适
配器时，同样可以连接移动电池
为设备供电 (P.7)。

DC IN
连接随设备附属的 AC 适配器 
(P.7)。

LINE OUT 接口
输出音频信号 (P.7)。

VOLUME 旋钮
调节耳机的音量。向右调节提升
音量；向左调节降低音量。调节
该旋钮不会影响 LINE OUT 电
平。

二维码
您可以通过二维码下载参考指南 
(PDF) 文件或本说明书的多语言
版本。您同样可以获得最新固件
的相关信息。

耳机接口
用于连接耳机。

压力感应调节 
螺丝
出厂已设置。 
请勿调节该设置。

1 PITCH 按键
2 DECAY 按键
3 BEND 按键
4 VOLUME 按键
5 EFFECT 按键
编辑音色和效果 (P.13)。

感应灵敏度 
调节旋钮
调节位于打击面中央和周边的
感应器的灵敏度 (P.9)。

屏幕
显示相关信息。

转接孔
请可以将背带或电池座安装于
此。
*  请勿将 aFrame 安装于支架上。否

则，aFrame 可能损坏。

可使用螺丝尺寸：1/4–20 
(1/4 英寸、每英寸 20 条螺
纹线）、最长 4.5 mm
 • 请使用相机专用 1/4 英寸转

接头。
 • 长度不超过 4.5 mm。

* 使用长于 4.5 mm 的螺丝可
能损坏设备内部结构并产生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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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通过将随设备附属的 AC 适配器连接至 DC IN 接口或将移动电池连接至 USB 端口，您可以为设备供电。

请将耳机连接至耳机接口或将有源音箱以及 PA 系统连接至线路输出接口 (P.6) 进行音频输出。

按键操作
如右图中箭头方向所示，当您操作面板按键

时，请从外向内轻轻按下位于面板（左右）两

侧的按键。

开启电源
请将 aFrame 手持为演奏状态并按住 POWER 

按键直到位于面板中央位置的数值转轮亮起绿

色。当数值转轮亮起绿色时，请松开 POWER 

按键，设备开机完成。

当屏幕显示以下界面，aFrame 进入演绎状态（Play 模式）。

重要事项

 • 开机过程中，压力感应器的“临界值”将进行标准化调整。请手持 aFrame 并注意不要触碰打击面直到 aFrame 进入 Play 

模式。

 • 如果您继续按住 POWER 按键，所有 LED 指示灯将亮起黄色，屏幕将显示 aFrame 版本号。此时，操作将处于停止状态。

通常，当数值转轮亮起绿色时，请松开 POWER 按键。

准备工作

请按住 
POWER 按键直到
该指示灯亮起
绿色。

POWER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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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电源
请按住 POWER 按键约两秒钟。

当屏幕显示以下界面，请松开 POWER 按键。

当屏幕显示关机界面时，aFrame 开始写入音色、效果、组和音色数据。关机过程中，请不要断开电源。

数据写入后，屏幕和 LED 指示灯将熄灭，电源随之关闭。

重要事项

 • 由于当您松开 POWER 按键后所编辑的数据将写入内部存储，请在屏幕和 LED 指示灯熄灭后再断开电源线。如果您在设备

未完全关机前断开电源线，数据可能会丢失。

自动关机
当 aFrame 未进行操作或未演奏 30 分钟后，其电源将自动关闭。

如果您想关闭自动关机功能，请参阅“参考指南”（PDF 文件）。关于如何下载参考指南，请参阅本使用说明书尾页的相关

说明。

静音功能
如果您不想在演奏时出现原声回授（有时原声回授将作为一种演绎效果），您可以静音 aFrame。

1. 请按下 POWER 按键后立即松开。数值转轮闪烁，aFrame 将不会输出音频。

2. 再次按下 POWER 按键并立即松开，静音功能关闭。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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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感应电平
您可以调节从打击垫周边和中央所接收的信号的灵敏度。

顺时针调节感应调节旋钮 (P.6) 将提升灵敏度；逆时针调节将降低灵敏度。

请根据您自己的演奏风格调节适合的灵敏度。

浏览屏幕（Play 模式）
aFrame 演奏时的状态为“Play 模式”。

在 Play 模式中，屏幕将显示各种信息，如音色名称、组和演绎音色编号。

准备工作

音色名称

该组中的音色数

演绎音色编号组

中央

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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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音色结构

音色和效果

aFrame 内置的各种乐器的演奏声音称为“音色”，为音色进行的音效渲染称为“效果”。

aFrame 的内部存储包含 80 种音色和 80 种效果。

您可以编辑音色和效果参数 (P.13)。

演绎音色

aFrame 中的每个演绎音色包含音色和效果。

选择演绎音色

效果编号

音色编号

音色和效果的组合

演绎音色

音色 01

音色 80

效果 01

效果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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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为了快速调用演绎音色（音色和效果的组合），您可以将 8 组演绎音色（每组包含 40 种音色）储存于 aFrame 的内部存储

中。您同样可以改变这些演绎音色，详细信息请参阅“参考指南”（PDF 文件）。关于如何下载参考指南，请参阅本使用说

明书尾页的相关说明。

请使用位于 aFrame 右侧的 A、B、C 和 D 按键调用组。您可以使用 FNC 按键切换组 A- – D- 和组 A' – D'。

aFrame 出厂时的设置如下所示：

按键 组 音色编号 LED 颜色 组 音色编号 LED 颜色

A A- 01–10

绿色

A’ 01–10

黄色
B B- 01–10 B’ 01–10

C C- 01–10 C’ 01–10

D D- 01–10 D’ 01–10

▲–––––––––– 请使用 FNC 按键进行切换––––––––––▲

重要事项

 • 参数包含于音色和效果中。这意味着，如果您编辑某一音色或效果的参数，另一使用该音色和/或效果的演绎音色的参数同

样将改变。所有涉及该音色和效果的演绎音色都将改变。

 • 当您将同一音色指定于 GRP A-01 和 GRP A-02 时，如果您编辑 GRP A-01 的音色参数，GRP A-02 的音色参数同样也将

改变。

选择演绎音色

组 A-

组 D’

效果编号

音色编号

演绎音色编号 40

效果编号

音色编号

演绎音色编号 1

效果编号

音色编号

演绎音色编号 2

效果 01

音色 01
（音量：100）

GRP A-01

效果 01

音色 01
（音量：20）

GRP A-01

效果 01

音色 01
（音量：100）

GRP A-02

效果 03

音色 01
（音量：20）

将音色 01 的
音量数值改变
为 20

使用音色 01 的演绎
音色的音量数值同样
改变为 20

GRP 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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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演绎音色
1. 请按下 A – D 按键选择组。您可以使用 FNC 按键切换组 A- – D- 和组 A’– D’。当您选择组 A- – D-，所选按键的 LED 指

示灯将亮起绿色；当您选择组 A' – D'，所选按键的 LED 指示灯将亮起黄色。

2. 请使用 ◀ 或 ▶ 选择演绎音色编号。

确认当前音色和效果
当您按住数值转轮，屏幕将显示指定于当前所选演绎音色的音色和效果。

选择演绎音色

演绎音色编号组

有时候，您可能由于误操作进入其他模式，而非 Play 模式 (P.9)。

此时，您可以通过以下操作返回 Play 模式：

▶屏幕显示非 Play 界面 (P.9)：

请按住 [5 EFFECT] 按键直到屏幕返回 Play 模式界面 (P.9)。

▶屏幕显示 Play 模式界面，但音色不发声：

开启了静音功能 (P.8)。请关闭静音功能 (P.8)。



1313

编辑音色/效果
1. 请按住对应您想编辑参数的编号按键。 

当您按下按键，数值转轮亮起。

按键 参数 设置内容 设置数值

1 PITCH Pitch 音调 20〜10000(Hz)

2 DECAY Decay 衰减时间 0.1〜10.0（秒）

3 BEND Bend Range 按下打击面音量所改变的音调音程 0〜100

4 VOLUME Master Volume 音量 0〜127

5 EFFECT Effect 效果输出电平 0〜100

2. 请继续按住按键并使用数值转轮编辑数值。

3. 请松开按键返回 Play 模式。

重要事项

 • 当您编辑音色或效果时，所有指定该音色或效果的演绎音色将都受到影响。

编辑演绎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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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保留所编辑的音色或效果，请进行储存。

请参阅以下操作储存编辑操作。

重写并储存所编辑的音色
1. 请同时按下 [1 PITCH] 按键和 [2 DECAY] 按键。[1 PITCH]–[4 VOLUME] 按键和数值转轮亮起绿色，[5 EFFECT] 按键亮

起红色。

2. 请按下 [5 EFFECT] 按键。数值转轮闪烁红色。

3. 按下数值转轮将重写并储存所编辑的设置。 

如果您想取消储存操作，请长按 [5 EFFECT] 按键。

重写并储存所编辑的效果
1. 请同时按下 [3 BEND] 按键和 [4 VOLUME] 按键。[1 PITCH]–[4 VOLUME] 按键和数值转轮亮起黄色，[5 EFFECT] 按键亮

起红色。

2. 请按下 [5 EFFECT] 按键。数值转轮闪烁红色。

3. 按下数值转轮将重写并储存所编辑的设置。 

如果您想取消储存操作，请长按 [5 EFFECT] 按键。

您同样可以将编辑操作储存于其他音色编号或效果编号。详细信息请参阅“参考指南”（PDF 文件）。关于如何下载参考指

南，请参阅本使用说明书尾页的相关说明。

储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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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所有参数
您可以将 aFrame 返回出厂时的状态。

1. 请关闭 aFrame (P.8)。

2. 请按住数值转轮并按住 POWER 按键。

3. 当屏幕显示右界面，请松开数值转轮和 POWER 按键。

4. 请按下 ▶ 按键。所有设置将返回出厂时的状态：系统设置、音色、效果、组和演绎音色。如果您想取消初始化操作，请按

下 ◀ 按键。

初始化时保留所编辑的音色和效果
您可以将组以及音色和效果组合返回出厂时的状态，但保留您所编辑的音色和效果设置。

1. 请关闭 aFrame (P.8)。

2. 请按住 FNC 按键并按住 POWER 按键。

3. 当屏幕显示右界面，请松开 FNC 按键和 POWER 按键。

4. 请按下 ▶ 按键。所编辑的组和演绎音色（音色和效果组合）返回出厂时的状态。所编辑的音色、效果和系统参数不会初始

化。如果您想取消初始化操作，请按下 ◀ 按键。

初始化时保留所编辑的系统参数
您可以在初始化时保留系统参数，如 LCD 对比度和自动关机设置。

音色参数、效果参数、组和演绎音色（音色和效果组合）将进行初始化。

1. 请关闭 aFrame (P.8)。

2. 请按住 [5 EFFECT] 按键并按住 POWER 按键。

3. 当屏幕显示右界面，请松开 [5 EFFECT] 按键和 POWER 按键。

4. 请按下 ▶ 按键。除系统参数以外的所有设置将返回出厂时的状态。如果您想取消初始化操作，请按下 ◀ 按键。

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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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rganic Percussion

型号：aFrame

接口

HEADPHONE：小三芯接口

LINE OUT L/R：大二芯接口

DC IN：仅适用于随设备附属的 AC 适配器

USB：微型 B 接口

microSD：SD/SDHC 卡

供电 DC 5V

额定电流 500mA

体积 380 (H) × 380 (W) × 44 (D) mm

重量 1.6 kg

* 产品技术指标和外形如有革新恕不另行通知。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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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 技术支持相关咨询，请致电 4007-888-010。

 • 相关问题、固件更新以及其他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 关于各功能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说明，请参阅“参考指南”PDF 文件。请访问以下网站

并下载“参考指南”PDF 文件。

 • 您同样可以从以下网站下载多语言版本文件。

 http://www.atvcorporation.com/support/perc/a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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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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