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手即可轻松固定的钳式调音表
 创新的钳子设计、单手即可轻松固定至琴头
 可固定于从电吉他到古典吉他等几乎任何乐器的琴头
 超便携轻量化设计、仅重13克
 高亮度的显示屏和可调节的

    角度提供出色的易读性
 可垂直翻转显示、在琴头的

    任意一边皆可轻松显示 
 自动关机功能、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WDT-1

调音表  
管弦乐器

拥有惊人准确度和稳定性的调音单块
 true bypass 输出杜绝音色的改变和损失
 4种显示模式：标准、频闪、半频闪、标准B
 3D立体显示屏提供前所未有的易读性
 +/- 0.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电源输出可对其他单块进行供电
 电池续航是通常产品的3倍

黑 白

纤细身材、高度可视
 true bypass 输出杜绝音色的改变和损失
 3种显示模式：标准、频闪、半频闪
 纤细的外形可以轻松加入到您的单块阵列中
 大尺寸的显示屏提供出众的易读性
 +/- 0.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稳定支撑底座防止调音表侧翻
 支持电池供电

更强劲、更小巧的夹式
吉他/贝斯调音表

 小巧、轻量化的机身和独特的设计让
    调音更迅速、便捷

 +/- 0.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高亮度的全彩LCD显示屏提供超高的易读性
 支持降调、变调夹调音模式的吉他/贝斯

    专用调音表
 一弦调音过高警示，尤为适合

    初学吉他的新手
 可持续工作约24小时

黑 白

易用的高性价比夹式调音表
 配备了球状关节的可移动支撑杆，

    可自由调节角度
 KORG调音表一贯的高精度、高灵敏度
 全彩色的LCD屏幕提供全新高度的易读性
 支持降调、变调夹调音模式的吉他/贝斯

    专用调音表
 一弦调音过高警示，尤为适合初学吉他的新手
 调音校准（参考音高设置）、 
自动关机、 自动设置备份功能

调音表  
吉他/贝斯

Pitchclip 2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简单易用的高性价比夹式调音表
 拥有超广检测范围的半音阶调音表
 小巧、轻量化、设计精妙  
 反应快速、显示清晰
 可垂直翻转显示、在琴头的任意一边 
皆可轻松显示 

 高度可靠、稳定的夹子设计

绿 橙

吉他/贝斯调音表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吉他/贝斯调音表吉他/贝斯调音表

Joe Satriani

Humidi-Beat

节拍器、温度计、湿度计
 可以轻松监测您乐器的温度、适度环境
 可适用任何乐器练习的节拍器
 可显示时间
 3种节拍模式：tap tempo打拍定速, full完全自定义拍速 
及pendulum钟摆（类似机械式节拍器）

 0-9拍加上5种节奏类型适用于 
多种风格音乐的练习

 自动设置恢复功能

黑 白

节拍器

坚固耐用的地板式半音阶调音表
 13格音高显示LED与音符显示LED，确保从舞台 
各个角度都可以轻松看清

 坚固耐用的外壳
 检测范围：E0-C8 
 降调调音 (支持至7个半音)
 参考音高校准范围: 438-445Hz
 2组输出（静音、旁通）输出 
及增强Buffered输出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调音表  
木吉他

调音表  
尤克里里

Rimpitch-C2

管弦乐器调音表 管弦乐器调音表 管弦乐器调音表

Paul Gilbert

可胜任何严苛调音工作的 
高端调音表 

 检测范围：A0-C8 
 适用于管弦乐队的半音阶调音表
 支持指针式标尺和LED显示
 支持多种乐律模式
 特别适用于木管乐器调音的移调功能
 可在三个级别的指针反应速度间进行切换
 超广的校准范围

管弦乐器调音表 管弦乐器调音表 管弦乐器调音表 管弦乐器调音表

管弦乐器调音表

木吉他调音表

吉他/贝斯调音表

小巧、轻便、精细
 拥有超广检测范围的半音阶调音表
 小巧、轻量化、设计精妙  
 反应快速、显示清晰
 可垂直翻转显示、在琴头的任意一边 
皆可轻松显示 

 高度可靠、稳定的夹子设计

采用 OLED 显示屏和多种动画模式的
高端夹式调音表

 OLED 显示技术提供卓越的视觉体验
 +/- 0.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提供 11 种生动的原创调音动画

AW-OTG：吉他专用、提供和弦识别功能
AW-OTB：贝斯专用、优化贝斯低音检测、
                     提供拍速检测功能

KORG 首款采用 OLED 显示屏和多种
动画模式的高端夹式复音调音表块

 复音调音功能
 OLED 显示技术提供卓越的视觉体验
 +/- 0.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AW-OTG：吉他专用、提供和弦识别功能
AW-OTB：贝斯专用、优化贝斯低音检测、
                     提供拍速检测功能

 超轻量机身
 高亮度彩色液晶屏
 3 种显示模式
 +/- 0.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自动关机、自动设置恢复功能
 单节 7 号电池即可使用约 100 小时

AW-LT100G: 吉他专用、更快识别速度
AW-LT100B: 贝斯专用、优化贝斯低音检测

黑 白

简单易用、稳定精确的吉他 / 贝司调音表
 可通过 6.5mm 输入接口或自带的麦克风进行调音
 +/- 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清晰直观的大显示屏
 参考音校准功能支持主流吉他 / 贝斯需求
 可通过 6.5mm 输入接口进行调音

经典琴头形状的夹式调音表
 轻量化的紧凑设计
 LED 提供优秀的可视角度
 稳定的夹子设计
 自动关机功能、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HT-G1/HT-G2：吉他用
HT-B1：贝斯用
HT-U1：尤克里里用

功能丰富、适用吉他 / 贝斯的全能调音表
 大尺寸、高精度的指针标尺式调音显示、稳定准确
 可通过 6.5mm 输入接口或自带的麦克风进行调音
 降调调音范围 :1-5 个半音
 参考音校准功能支持主流吉他 / 贝斯需求
 自带输入和输出接口
 折叠式支架
 自动关机、自动设置备份功能

可用于吉他/贝司、亦可用于其它乐器
调音的高端调音表

 极简设计的小巧机身兼顾大屏幕
    显示和便携性

 3种显示模式：标准、频闪、半频闪
 3D立体显示屏提供前所未有的易读性
 +/- 0.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内置高灵敏度麦克风，可对原声乐器

    和管弦乐器进行调音

黑

蓝橙

黑红 黑

白

白

珍珠白 珍珠白

红 蓝

高端指针式调音表 
 指针式半音阶调音表 
 检测范围：A0-C8
 自动和手动两种调音模式
 折叠式支撑底座
 内置扬声器与麦克风
 支持降调、开放式定弦等多种调音模式
 优雅的外观与背光液晶屏

可与木吉他轻松融为一体的调音表
 轻松固定于木吉他音孔
 独特的固定位置带来自然的视觉角度
 适配各种木吉他型号
 Piezo 压电拾音器可迅速准确检测音高
 高亮度的 LED 提供出色的视觉效果

MiniPitch

AW-LT100M

KDM-3

AW-LT100T AW-LT100V

TM-60

丰富多彩的尤克里里调音表
 直观简约的操作
 自动指导模带来顺畅得调音体验
 隐秘的固定位置
 钳式夹可轻松稳当得固定于琴头
 单节纽扣电池即可

    使用约100小时

稳定耐用的彩屏尤克里里调音表
 配备了球状关节的可移动支撑杆，可自由调节角度
 KORG调音表一贯的高精度、高灵敏度 
 全彩色的LCD屏幕提供全新高度的易读性
 适合各种尤克里里的多种调音模式
 支持降调、变调夹调音模式的吉他/贝斯
 调音校准（参考音高设置）、 自动关机、 

    自动设置备份功能

专为管弦乐器设计的夹式调音表
 超轻量机身
 高亮度彩色液晶屏
 2 种音高检测速度切换
 自动关机
 自动设置恢复功能

AW-LT100M: 配置大号夹子、适用多种交响乐器

专为管弦乐器设计的夹式调音表
 超轻量机身
 高亮度彩色液晶屏
 2 种音高检测速度切换
 自动关机
 自动设置恢复功能

AW-LT100T: 配置小号夹子、
适配小号长号等铜管乐器

专为管弦乐器设计的夹式调音表
 超轻量机身
 高亮度彩色液晶屏
 自动关机
 自动设置恢复功能

AW-LT100V: 配置专用夹子、
适配小提琴或中提琴等乐器

可靠全能的半音阶调音表
 可通过 6.5mm 输入接口或自带的麦克风进行调音
 +/- 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铜管乐队及交响乐队的理想之选
 清晰直观的大显示屏
 参考音校准功能支持各种乐器的

 调音需求

支持各种调音模式、极广的调音范围
 大尺寸、高精度的指针标尺式调音显示、稳定准确
 可通过 6.5mm 输入接口或自带的麦克风进行调音
 降调调音范围 :1-5 个半音
 参考音校准功能支持各种乐器的

    调音需求
 自带输入和输出接口
 折叠式支架
 自动关机、自动设置备份功能

既是节拍器、也是调音表
 自带麦克风及扬声器
 超广的检测范围：C1-C8
  “Sound Out”&“Sound Back”功能：

     扬声器播放与演奏音高最接近的参考音 
 15 种节奏变化类型
 30-252 BPM 的超广拍速调节范围
 大三度及小三度音程提示三角标记 
 带背光的大尺寸 LCD 显示屏
 自动关机和自动设置备份功能
 TM-60C 套装包含 CM-300 拾音夹

带练习评估功能的调音表 / 节拍器
 Tone Trainer ( 音色练习器 ) 功能可实时分析
评价您的演奏音色

  “Sound Out”&“Sound Back”功能：
     扬声器播放与演奏音高最接近的参考音

 节拍器可以与调音表功能同时使用
 15 种节奏变化类型
 Periodic metronome ( 周期性节拍器 ) 

    是节奏感练习的理想工具
 更大的彩色显示屏、更优的观看体验
 自动关机和自动设置恢复功能

节拍器

隐于无形的入耳式节拍器
 轻便易佩戴
 适合个人节奏练习或慢跑、舞蹈等场合
 操作简单直观
 支持多台联动同步 ( 仅 SyncMetronome)
 丰富的节奏变化类型

体积小巧的多功能节拍器
 节拍显示让节奏与乐句的练习变得更为轻松简单
 3 种节拍模式：tap tempo（打拍定速）, full（完全自定义拍速）

    及 pendulum（机械式节拍器拍速单位步进）
 参考音高校准范围 : 410-480Hz
 0-9 拍加上 8 种节奏类型适用于各种风格音乐的练习
 3.5mm 耳机接口、支持音量调节
 自动设置恢复功能
 可提供长达 400 小时的电池续航时间

蓝 /黑 黑 / 红

拥有适合各种场合的大音量扬声器
 表现出色的扬声器提供清晰的音质
 可外放音高范围在 C4-B4 的参考音，方便进行乐器调音
 自动设置恢复功能可对拍速、节拍类型、

    调音校准及参考音进行自动记录    
 3 种节拍模式：tap tempo( 打拍定速 ), 

    full( 完全自定义拍速 ) 及 pendulum( 机械式节拍器
    拍速单位步进）

 2 组 LED 显示提供绝佳的节奏阅读体验

木浅木

银 白

限量版

黑 白

节拍器 节拍器 节拍器 节拍器

精确、高效的随身节奏训练机
 包含丰富节奏模式的节拍器功能
 可以检测并迅速提升您节奏感的练习功能
 外放参考音功能为调音带来极大便利
 倒计时 / 秒表功能可以应用到各种场合
 自带大音量的扬声器和耳机输出口
 大尺寸的背光液晶显示屏 
 两用夹可以在多种应用场合固定产品
 自带用于检测敲击演奏的拾音夹

配件

配件
 快速直接检测您的乐器音高
 专为调音表设计的 piezo 压电拾音夹
 支持型号 : CA-1, CA-2, CA-40, CA-50, GA-1, GA-2, GA-40, GA-50, GA Custom

    OT-120, GT-120, TM-50, TM-60, TM-50TR, Beat Boy, BEATLAB mini 等
  

尤克里里调音表 尤克里里调音表

创新、精准、便捷
 13块LED组成的大尺寸显示屏确保调音轻而易举
 +/- 0.1 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支持降调调音（最多7个半音）
 可创建储存5种自定义调音设置
 检测范围：E0-C8
 参考音高校准范围: 436 - 445 Hz
 5种显示模式: 标准、频闪、 
半频闪、镜像、聚焦

红 铬合金

独特外形、无与伦比的
显示效果和调音精度 

 人性化的旋钮设计、单手即可轻松操作
 ±0.1音分的超高调音精度
 3D的彩色显示屏提供史无前例的易读性
 3种显示模式
 独特的夹式系统，提供强力稳定的抓力

    亦不失灵活性
 调音校准（参考音高设置）、

    自动关机、 自动设置备份功能
 单节 7 号电池即可使用约 100 小时

Headtune

Zakk Wylde

Dave Mustaine

黑 藏青紫 墨绿 绿 黄 红 粉天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