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拍器
机械节拍器

STX5A

● 可同时使用节拍器，调谐器，
 秒表功能
● 柔和舒适的音质和大音量
● 可夹在乐谱台上使用

吉他/贝司调谐器

STX5

STX5U

STX5A

STX7 STX1N

SAT10

调谐器

闪亮的LED灯！即使在黑暗的地方也很出众

尤克里里调谐器

具有平直调谐功能的精妙吉他 /低音调谐器

夹式调谐器

● 小型机身，大显示屏
● 可自由调节角度
● 一键操作简单方便

● 高性能白色 LED灯
● 高清液晶显示 +带有丰富多彩的指示灯
● 可自由调节角度

● LED显示可便于在黑暗的场所或室外使用
● 可自由调节角度
● 可通过振动传感器或麦克风的
 任意方式进行拾音

● 使用高对比液晶
● 可对应 7弦吉他，6弦贝司

夹式二胡调谐器

夹式调谐器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史上最早的夹式调谐器

相关尺寸/重量 W62×H26×D34mm／35g
调谐模式 自动模式
调谐范围 A0～C8
基准音域 A4=437～443Hz

调谐范围 尤克里里 （4G、3C、2E、1A）

调谐范围 二胡（内弦D,外弦A)

便捷的夹式调谐器
大文字，可充电型夹式调谐器

相关尺寸/重量 W70×H30× D38mm／42g
调谐范围 A0～C8
基准音域 A4=415，437～444Hz(1Hz步进)
调谐模式 自动模式
照明功能 白色LED (2种亮度 强/弱）
电源 可充电型电池

相关尺寸/重量 W55×H67×D50mm／50g
调谐模式 自动模式，手动模式，声音模式
调谐范围  A0～C8
声音发生器 C4～B4（12音）
基准音域 A4＝415,437～444Hz

白（W）

藍 （L） 黑 （B）

￥248.00

￥108.00

￥108.00

￥108.00

￥128.00

￥118.00

相关尺寸/重量 W105×H64×D16mm／90g
调试模式 吉他自动模式，吉他手动模式
 贝司自动模式，贝司手动模式，声音模式
基准音域 A4=435～446Hz（1Hz步进）
b/# 调谐范围 1♭～5♭、1♯～7♯
调谐范围 吉他：7B、6E、5A、4D、3G、2B、1E
 贝司：Low B、4E、3A、2D、1G、HighC

STH100

STH50
纯正律（长三度，短三度）附带标识

节拍器和调谐器

三合一，秒表式调谐节拍器

￥218.00 ￥598.00

￥180.00

使用便捷
<节拍器×调谐器>

大音量
带有模拟指针仪表的专业调谐器

● 指针式调谐器 /发出基准音 /装载节拍器的
3种功能

● 前面带有大音量的电动式扬声器
● 附带可放入拾音夹麦克风（另售）的小收纳包

珍珠白（W）

银（S）金属蓝 （L）

精致小巧，功能简单的节拍器

● 接近于机械节拍器的音质
● 可外接扬声器
● 清脆的 2种节拍音

通过大型扬声器能输出
大音量的节拍器

● 扫描式节拍指示灯便于观看节拍
● 可选两种节拍声和鼓点
● 可外接扬声器

搭载多种功能的高性能节拍器

● 储存 3个节拍频道，可立即调用
● 可设定 1~300 节奏，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使用
● 0~9 拍子、7个节奏
● 可链接外部放大扬声器
● 大型液晶显示屏

相关尺寸/重量 W67×H143×D26mm／175g
拍子范围 1～300拍／分
鼓点/韵律 0～9、
声音发生器 C2～B6（60音）
基准音高 A4＝415、438～446Hz

相关尺寸/重量 W67×H95×D32mm／140g
拍子范围 40～208拍／分（39步进）
基准音名 Ａ４、Ｂ♭４

￥358.00
￥218.00 ￥358.00

相关尺寸/重量 W78×H166×D34.5mm／250g
拍子范围 40～208拍／分（39步进）
鼓点/韵律 0～6
基准音名 Ａ４、Ｂ♭４
基准音高 A4=440～446Hz

夹在乐谱上使用  带有时钟功能的夹式节拍器

清晰的节拍，带有方便的时钟功能

￥118.00

相关尺寸/重量 W37×H57×D34mm／35g
拍子范围 30～250拍／分
鼓点/韵律 0～7、

蓝 （L） 绿（G）

粉（P）

超薄的数字节拍器

● 可以单手操作按钮
● 超薄的外形便于放入乐器盒内

￥128.00

相关尺寸/重量 W54×H86×D12mm／45g
拍子范围 30～250拍／分
鼓点/韵律 0～7、
基准音名 C4～B4（12音）
基准音高 A4=440Hz

绿 （G）

黑（B）

蓝（L） 粉（P）

银（S）

拥有TAP功能的节拍器

￥188.00

相关尺寸/重量 W100×H66×D20mm／85g
拍子范围 30～250拍／分
鼓点/韵律 0～8、

白（W） 银（S）

黑（B）

粉（P） 

DM110DM90

DM71DM51

·附带特制挂绳

带有温湿度计的多功能节拍器

功能性和携带性可以选择的数字节拍器

￥148.00

● 装载 8种功能
● 多重功能可同时使用
● 温度计，湿度计会常时显示
● 带有时钟功能

● 可夹在乐谱台上使用
● 2 个扬声器发出不同音色
● 带 7个速度指示灯
● 回传式音量　　● 带秒表功能

黑（B） 粉（P）

橙（D） 绿（G）

相关尺寸/重量 W57xH61xD19mm／45g
模式 节拍器，基准音，秒表，时钟，闹钟，
 温度计，湿度计
拍子范围 30～250拍／分
鼓点/韵律 ０～9、
基准音名 C4～B4
基准音高 A4=440Hz（1Hz步进)

Memory

黑（B） 银（S）

操作简单，音质悦耳的数字石英节拍器

SQ200 SQ50V SQ70

WPM2000

SPM320

WPM1000
镜面光泽的喷漆效果

用熟练的手艺，精心的手工制作的优质外壳

使用天然木材制作的机械节拍器

时尚外观和大音量的标准节拍器

使用黄铜材质垂心，让节拍器更环保

￥298.00

￥2188.00 ￥1288.00

相关尺寸/重量 W134×H238×D123mm／650g
拍子范围 40～208拍／分（39步进）
鼓点 0、2、3、4、6

相关尺寸/重量 W114×H202×D119mm／398g
拍子范围 40～208拍／分（39步进）
鼓点 0、2、3、4、6

使用了拥有优质音效的单板杉木，
实现了舒适而出色的响声效果

相关尺寸/重量 W134×H238×D123mm／585g
拍子范围 40～208拍／分（39步进）
鼓点 0、2、3、4、6

纯白（W） 浅黄色（Y） 薰衣草紫（LV）石灰绿 （G）樱桃粉（C）黑（B）

钢琴黑 （BK）

棕色 （B）

原木色（N）

天蓝（M）

相关尺寸/重量 W105×H64×D16mm／90g
调谐器 调试 自动，声音模式
 调谐范围 A0～A8（A4=440Hz的时候）
 基准音域 A4=410～450Hz
 声音发生器 C4～B4（12音符）
节拍器 拍子范围 30～250拍／分
 鼓点和韵律 0～7、6/8拍子

相关尺寸/重量 W79×H138×D30mm／180g
调谐器 调试 自动，声音模式
 调谐范围 A0～C8(A4=410～440Hz的时候）
 基准音域 A4=410～450Hz
 声音发生器 C2～C5（37音符）
节拍器 拍子范围 30～250拍／分
 鼓点和韵律 0～7、6/8拍子

相关尺寸/重量 W79×H138×D30mm／180g
调谐器 调试 自动，声音模式
 调谐范围 A0～C8(A4=410～440Hz的时候）
 基准音域 A4=410～450Hz
 声音发生器 C2～C5（37音符）
节拍器 拍子范围 30～250拍／分
 鼓点和韵律 0～7、6/8拍子



STM30

SQ60SPM400

大音量节拍器，
单簧管风基准音

支持纯律大三度，
小三调律功能

新设计的乐谱架卡槽

专业 
调谐器和节拍器

￥148.00

￥58.00

节奏范围 1～300拍/分 2个档位（弱/强）振动强度调节
连接线长 1.4m 输入端 φ3.5mm单声道

相关尺寸／重量 40(W) ×70 (H) ×15 (D) mm／65g

电子节拍器的声音转换为振动 ！
可以体感到节奏 

● 连接到电子节拍器耳机插孔
（φ3.5mm）使用的连接器
● 机身随着节拍器的拍子振动

将乐器声的振动直接输入调谐器，
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调音

节拍器配件

智能型设计的拾音麦克风

PICK UP ITEMS

● 2 种舒适节拍音色可供选择
● 可输出到外部扬声器

简单，方便，好音质帮助练习

钟摆指针的视觉感与电子式的精准度相结合
携带方便的小机身

● 防止滑落，携带绳方便携带
● 前盖可以收纳在机身后面
● 机身外壳使用防震材料

节拍器﹠调谐器

节拍器

小型机身凝缩了最适合练习乐器的功能

特别推荐给吹奏乐，
管乐的朋友

樱桃粉（C） 天空蓝（M） 白色（W） 黑色（B）

节拍范围 40～208拍／分（39进步）
鼓点 0,2,3,4,5

相关尺寸／重量 W87xH20xD110mm／415g

附带携带绳的钟摆式节拍器

、、 、 、、 、

相关尺寸/重量
模式 自动·手动
发声器范围 C3～C6
支持纯律大三度/小三度功能

调谐器 节拍器
节拍范围 30～250拍／分
鼓点 0～7
韵律 

NEW
COLOR

NEW
COLOR

● 可同时使用节拍器·调谐器·基准音发声的 3个功能
● 帮助加强练习效果

STH200

对应智能手机app

明亮清晰的声音，悦耳
的基准音音质，最适于
节拍和鼓点的练习

屏幕显示和声音，
方便支持和声练习

♪
♩

可以很轻松的固定在乐谱
架上，不妨碍翻阅乐谱

转盘式节拍器

￥268.00￥358.00

￥258.00

相关尺寸／重量  W62×H100×D29.5mm／130g
节拍范围 40～208拍/分（39进步）
鼓点 0，2，3，4，6
基准音发声 A4，B♭4
基准音高 A4=440～444Hz

精工电子是日本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可用于

https://www.sii.co.jp/music/cn/

精工电子有限公司

2018年5月于中国印制

EPM5000
EPM2000

￥818.00

￥480.00● 搭载 57mm动态扬声器
● 3 种节奏音，8个韵律可供选择
● 电子动力控制，无需水平放置也可保持精准

白（W）

水晶白（W）

白（W）

粉（P） 蓝（L）

黑（B）

水晶黑（B）

黑（B）

标准型电动式钟摆节拍器

相关尺寸/重量 W95×H163×D64mm／255g
节拍范围 40～208拍/分（39步进）
鼓点 0,2～6
韵律 

相关尺寸／重量 机身 W101×H218×D98mm／550g
 遥控器 W55×H90×D13mm／50g 
节拍范围 40～208拍/分（39步进）
鼓点 0,2～6
节奏 
音量调节 6档位（0～5）

电子钟摆式节拍器

W114×H72×D17mm／96g

蓝色（L） 粉色（P） 黑色（B）

蓝色 （L） 粉色（P）

线长：1.5m   重：30g   标准插口直径：φ6.3mm

标记说明 表示数字音分 对应φ3.5ｍｍ耳机

2018 . 05

大音量

韵律

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