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惠购
感谢您购买Yamaha MG06X/MG06 调音台。

请认真通读本说明书，充分了解本产品并确保长期无误地使用。阅读本书后，请妥善保存以备今后参

考。

*本书中用词汇“调音台”代替“混音控制台”。

**本书中显示的插图以 MG06X为例。

主要功能
• 6通道调音台带有话筒输入和立体声/单声道线路输入插口。

• Yamaha的优质话放“D-PRE”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声音。

• PAD开关支持向通道1/L和2/R输入多种信号。

• (MG06X) Yamaha的高品质 SPX效果（6个类型），能为乐器或人声提供最佳的信号处理能力。

包含附件
• AC电源适配器

•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规格）（仅提供英文版）：包括电路图、外形尺寸、一般技术规格

和输入/输出特性。 
• 使用说明书（本册）

快速指南

STEP 1 连接音箱、话筒和乐器等。

连接实例

话筒

电箱吉他

电子键盘

有源音箱

耳机

便携音频
播放器

左* 右右左 右* 左

右右左 左

*立体声 mini 插头需要转换成phone型插头。

STEP 2 让音箱放出声音
1 确保包括[ ] 开关在内的所有开关不要按下（N）。

2 连接附带的AC电源适配器

首先将适配器连接到本设备 （1），后面板上的DC IN [12V]插口 （2）。

1

2电源适配器
连接至电源插座

3 将[GAIN]、[LEVEL]旋钮（白色）、[STEREO LEVEL]旋钮（红色）完全旋转到
最左边（最小）。将均衡器旋钮 （绿色）设定到中央“6”位置。

请参考插图（下半页的顶部，步骤4之前）。 ä

均衡器

LEVEL

GAIN

STEREO LEVEL

4 如果将CD播放机、电子键盘等高输出电平的设备连接到通道1/L和2/R，要打开
（O）对应通道*的[PAD]开关。

*通道：指定或引导声音信号的输入路径。

通道 1/L

通道编号

通道 2/R

衰减 

注 如果使用电容话筒，要打开（O）[PHANTOM +48V]（幻象电源）开关。 

5 按照下列步骤打开已连接设备的电源: 
（话筒）， （乐器）， （音频设备）  

[ ]（设备上的开关） （音箱）

须知  按照该顺序可以避免音箱产生巨大的意外噪音。关闭电源时颠倒该顺序即可。

6 将[STEREO LEVEL]旋钮设定到“3”位置。 

7 对于连接了话筒的通道，可以将[GAIN]旋钮设定到大约12 点位置。 

8 用话筒拾音演奏声音或唱歌时，可以用[LEVEL]旋钮调节相应通道的音量。

9 如有需要，可以调节音箱或功放的音量。

如果声音和音量听起来匹配适当，设置即告完成。如果音量不合适，请进入步骤10。

须知 要避免音箱发出巨大的噪音，首先要关闭音箱（功放）的电源，然后是设备本身，最后

是乐器等所连接的声源设备的电源。 

10 如果听不到声音，或如要调节音量，请按照下面方框中的介绍内容执行。

下列步骤之后如果还是不能听到声音，请参考本书最后“故障排除”章节的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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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

MIXING CONSOLE

< 没有声音，或需要增加音量

1 向右转动[GAIN]旋钮，让对应的[PEAK] LED灯短暂闪
烁。 

注 如果[PEAK] LED即使在[GAIN]旋钮完全调整到右方也不能亮

起，请提高声源的音量（乐器等）。

如果步骤1执行之后还是没有声音或音量无法增加: 

2 如果[PAD]开关处于打开（O）状态，可以将[LEVEL]旋
钮设定为“0”（最小），然后关闭（N）该开关。

3 慢慢向右转动[LEVEL]旋钮，直到达到需要的音量。

< 要降低音量: 

1 将[LEVEL]旋钮设定到“0”（最小），然后打开（O） 
[PAD]开关。

2 慢慢向右转动[LEVEL]旋钮，直到达到需要的音量。

上述步骤执行后如果还是不能降低音量： 

3 降低外接设备或音频设备的音量。

PAD

GAIN

LEVEL

PEAK

控制方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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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C/LINE]单声道输入口（通道1/L、2/R）

在本设备上连接话筒、乐器或音频设备（CD播放器

等）。这些插口既支持XLR又支持phone型插头。

XLR Phone型

3 [LINE]立体声输入口（通道3/4、5/6）

连接线路级设备，如电子键盘或音频设备。这些插口

支持phone型插头。如果只使用[L/MONO]插口，相同

的声音既会从音箱的L（左）输出又会从音箱的R（输

出）。

4 [PAD]开关

打开（O）该开关会衰减输入到本设备的声音。如果听

到失真声或[PEAK] LED B 指示灯亮起，可以打开该开

关（O）。

注 打开（O）/关闭（N）[ PA D]开关之前，要将

[LEVEL]旋钮调节到最小。否则可能产生噪音。

5 [HPF] （高通滤波器）开关

打开（O）该开关会启用高通滤波器，可衰减 80Hz以
下的频率。对着话筒说话时，您可能需要打开（O）该

开关，使话筒所拾取的不需要的振动声和气息声降到最

低。

B [PEAK] LED

当输入信号的音量和/或均衡器后的音量过高时会亮起。

如果它亮起，请将[GAIN]旋钮 8向左调节，降低音量。

C [LEVEL]旋钮

用于调节各个通道间的音量平衡。

D [PHONES LEVEL]旋钮

用于调节耳机音量。

E [STEREO LEVEL]旋钮

可以调节从[STEREO OUT]输出口所输出信号的总体

音量。

1（后面板） 直流电输入 [12V]插孔

将附带的AC电源适配器连接到此插口。

6 [STEREO OUT] 输出口

用于连接有源音箱或功放。这些插口支持XLR型和 
phone型两种插头。

7 [PHONES]输出口

在此可以连接一副耳机。该插孔支持立体声phone型插

头。

F [PHANTOM +48V]开关 /LED

当该开关打开（O），LED灯亮起表示设备向[MIC/
LINE]单声道输入口2上的XLR插头应用了DC+48V的
幻象供电。使用以幻象供电为电源的电容话筒时，请打

开此开关。

注意

如果您不需要幻象电源，务必关闭此开关（N）。

操作本开关时，为防止产生噪音以及本机和外接设备的

损坏，请遵守下列重要注意事项。

• 不需要幻象电源或通道 1/L或 2/R所连接的设备不支

持幻象供电功能时，确保该开关保持关闭状态。

• 开关打开状态下不要连接 /断开通道 1/L或 2/R上的

连接线。

• 操作该开关前，将通道 1/L 或 2/R的 [LEVEL]旋钮设

置为最小。

G [ ] (打开/待机）开关

可以在设备电源打开（O）或待机（N）状态之间切换。

注意

• 连续快速在打开待机之间切换，会造成设备的损坏。

将电源设定为待机后，等待大概5秒钟后才能再次打开。

• 即使开关处在待机位置（N），少量电流仍会流入本

设备。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不想使用本设备，请务必将

AC电源适配器从电源插座中拔出。

H [REVERBN /ODELAY] 开关 (MG06X)

可以在混响（N）和延迟（O）之间切换应用到 1/L和 
2/R的效果。

I 效果选择滑动开关(MG06X)

向上或向下移动选择效果类型。当前所选定效果的LED
将亮起。

J [FX RTN LEVEL] （效果返回电平）旋钮 (MG06X)

决定效果声的音量。

K 电平表

L和R电平表可以显示从[STEREO OUT]插口输出的信

号的电平。如果[PEAK]灯亮起成红色，可以用[LEVEL]
旋钮降低电平。

8 [GAIN]旋钮

决定每个通道的基本音量，1/L和2/R。调节这些控制器

能够在以最大音量演唱和演奏时让对应的[PEAK] LED
灯 B 短促闪烁。

9 均衡器（EQ）旋钮

使用[HIGH]（高频段）和[LOW]（低频段）旋钮调节音

质。如果不需要调节音质，可以将旋钮设定为“6”（平

直）位置。

0 [FX]开关（MG06X）

切换通道1/L和/或 2/R的效果的开关状态。

A [NMONO/OSTEREO] 开关

（N） [MONO]：输入到通道1/L或2/R的声音可以从

左右两个音箱中听到。如果单独使用1/L 或 2/R，可以将

开关设定为该设置。

（O） [STEREO]：输入到通道1/L的声音只能从左侧音

箱中听到，输入到通道2/R的声音只能从右侧音箱听到。

应用效果 (MG06X)
MG06X 带有内建处理器（混响和延迟），技术水平上与我们著名的SPX效果器同样先进。这种效果

器可以模拟不同演出环境的声学条件，如音乐厅和小型俱乐部，为您的人声或乐曲演奏添加一种温

暖自然的环境氛围。

1 使用[REVERBN /ODELAY]开关选择混响（N）或延迟（O）效果。

类型 说明

REVERB HALL 模拟音乐厅等大空间的混响。

ROOM 模拟小型空间（房间）声学环境的混响。

PLATE 模拟金属板 ，以产生更加张扬的声音。

DELAY SHORT 带有“双”音的短促回声。

LONG 较长、具有共鸣感和延伸衰减的回声。

VO.ECHO 适用于人声的回声。

2 上下移动效果选择滑杆开关，选择效果类型。

当前所选定效果的LED将亮起。

3 打开（O）您将要在其上应用效果的通道（1/L 或2/R）的[FX]开关。

4 转动[FX RTN LEVEL]旋钮调节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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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台基础知识：  
进入调音台后的声音路径
右侧图表介绍了声音信号从输入进通道进行混缩

(mixing)直到从音箱或耳机输出的过程。先看一下输入信

号开始进入调音台后的路径。

1 从话筒或乐器输入声音 5 从音箱或耳机输出声音

4  混合声的音量的最终调节

3 声音信号流向右，从通道流向最终的

输出端。

2 调节各通道的声音质量和音量

均衡器 (HIGH、LOW)旋钮

GAIN, LEVEL旋钮

1



注意事项

请在操作使用前，首先仔细阅

读下述内容
请将本说明书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将来随

时参阅。

警告

为了避免触电、短路、损伤火灾或其它危险可

能导致的严重受伤甚至死亡，请务必遵守下列

基本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包括但不仅限于

下列事项：

电源 /AC电源适配器

• 请勿将电源线放在热源如加热器或散热器附

近，不要过分弯折或损伤电源线，不要在其上加

压重物，不要将其放在可能被踩踏引起绊倒或

可能被碾压的地方。

• 只能使用本设备所规定的额定电压。所要求的

电压被印在本设备的铭牌上。

• 仅使用指定的适配器（MU18，或Yamaha推荐

的同档次产品）。使用不合适的适配器可能会导

致本乐器损坏或过热。

• 如果您需要在购买时所在地区之外的其它地区

使用本设备，所提供的电源适配器可能不兼容。

请咨询Yamaha经销商。

• 定期检查电插头，擦除插头上积起来的脏物或

灰尘。

请勿打开

• 本设备不含任何用户可自行修理的零件。请勿打

开本设备或试图拆卸其内部零件或进行任何方

式的改造。若出现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请有

资格的Yamaha维修人员进行检修。

防水警告

• 请勿让本设备淋雨或在水附近及潮湿环境中使

用，或将盛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水瓶或玻璃

杯）放在其上，否则可能会导致液体溅入任何开

口。如果任何液体如水渗入本设备，请立即切断

电源并从AC电源插座拔下电源线。然后请有资

格的Yamaha维修人员对设备进行检修。

• 切勿用湿手插拔电源线插头。

防火警告

• 请勿在乐器上放置燃烧着的物体，比如蜡烛。燃

烧的物体可能会倾倒并引发火灾。

当意识到任何异常情况时

• 当出现以下任何一种问题时，请立即关闭电源

开关并从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然后请

Yamaha维修人员进行检修。

 - 电源线或插头出现磨损或损坏。

 - 散发出异常气味或冒烟。

 - 一些物体掉入本设备中。

 - 使用乐器过程中声音突然中断。

• 若本设备或AC电源适配器发生摔落或损坏，请

立即关闭电源开关，从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

头，并请有资格的Yamaha维修人员对设备进行

检修。

注意

为了避免您或周围他人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

设备或财产损失，请务必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

项。这些注意事项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事项：

电源 /AC电源适配器

• 请勿用布或毯子盖住或包裹AC电源适配器。

• 当从本设备或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时，请

务必抓住插头而不是电源线。直接拽拉电源线可

能会导致损坏。

• 当准备长期不使用本设备或发生雷电时，请从电

源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

放置位置

• 请勿将本设备放在不稳定的地方，否则可能会导

致突然翻倒。

• 不要将设备放置在含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或含盐

份空气的场所中。否则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

• 移动设备之前，请务必拔出所有的连接电缆。

• 设置设备时，请确认要使用的交流电源插座伸手

可及。如果发生问题或者故障，请立即断开电源

开关并从电源插座中拔下插头。即使电源开关已

关闭，也会有最小的电流通向本产品。当确定长

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务必将电源插头从交流

电源插座拔出。

连接

• 将本设备连接到其它设备之前，请关闭所有设备

的电源开关。在打开或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开关

之前，请将所有音量都调到最小。

维护保养

• 清洁设备时，请从AC电源插座拔出电源插头。

小心操作

• 请避免在设备上的任何间隙或开口插入或落进

异物（纸张、塑料、金属等）。万一发生这种情

况，请立即关闭电源开关，从AC电源插座中拔出

电源插头。然后请有资格的Yamaha维修人员对

设备进行检修。

• 请勿将身体压在本设备上或在其上放置重物，操

作按钮、开关或插口时要避免过分用力。

•请勿长时间持续在很高或不舒服的音量水平使

用本设备或耳机，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

害。若发生任何听力损害或耳鸣，请尽快就医。

对由于不正当使用或擅自改造本设备所造成

的损失、数据丢失或破坏，Yamaha不负任何责

任。

当不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关闭其电源。即使 
[ ]（待机 /打开）开关处在待机位置，仍将有极

小量的电流流向本乐器。当您长时间不使用本

乐器时，请务必从交流插座上拔下电源线。

(PA-zh_1)

一般规格
0 dBu = 0.775 Vrms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Rs) = 150 Ω 

如果没有规定，所有电平旋钮都是标称值。

频率响应 输入到STEREO OUT
+0.5 dB/-0.5 dB（20 Hz到20 kHz），以额定输出

电平@ 1 kHz为参考，GAIN 旋钮：最小 

总谐失真（THD + N） 输入到STEREO OUT
0.01 % @ +8 dBu （20 Hz到20 kHz），GAIN 旋
钮：最小 
0.003 % @ +18 dBu (1 kHz)，GAIN 旋钮：最小 

嗡音和噪音*1

(20 Hz到20 kHz)

等效输入噪音
-128 dBu（单声道输入通道，Rs:150Ω， 
GAIN 旋钮：最大）

残余输出噪声
-102 dBu (STEREO OUT， 
STEREO LEVEL 旋钮：最小）

串扰(1 kHz) *2 -88 dB

输入通道 6个通道：单声道 (MIC/LINE)：2，立体声(LINE)：2

输出通道 STEREO OUT: 2, PHONES: 1

总线 STEREO: 1

单声道输入通道功能

PAD 26 dB

HPF 80 Hz, 12 dB/oct

EQ HIGH 增益：+15 dB/-15 dB，频率：10 kHz 倾斜率

EQ LOW 增益：+15 dB/-15 dB，频率：100 Hz 倾斜率

PEAK LED
当EQ后信号达到低于削幅失真3 dB时LED打开 
(+11 dBu)

电平表
STEREO LEVEL 
后旋钮

2x7点距LED电平表[PEAK (+11), +6, +3, 0, -3, 
-10, -20 dB]

内部数字效果(MG06X) SPX 算法 6组编程

幻象电源电压 +48 V

电源适配器

MU18（DC12 V/1.5 A，线缆长度 = 1.5 m）， 
100 V-240 V, 50 Hz/60 Hz，或Yamaha推荐的同

档等效产品

功耗 12 W

尺寸（宽×高×深） 149 mm×62 mm×202 mm (5.9"x 2.4"x 7.9")

净重 MG06: 0.9 kg (2.0 lbs)，MG06X: 0.9 kg (2.0 lbs)

可选附件 话筒支架适配器：BMS-10A

工作温度 0到+40 ˚C

*1 噪音以加权滤波器测得。*2 串扰以1 kHz带通滤波器测得。

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为印刷时最新的技术规格。请至Yamaha 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使用说明书。

插口一览表（针式排列）
输入和输出插口 极性 平衡/非平衡 结构

MIC/LINE 1/L, 2/R
STEREO OUT L, R

针脚1：接地

针脚2：热(+)
针脚3：冷(-)

平衡
输出信号输入信号

XLR接口

MIC/LINE 1/L, 2/R*
STEREO OUT L, R*

尖：热(+)
环：冷(-)
套筒：接地

平衡
环

尖套筒

TRS phone型插头

PHONES
尖：L
环：R
套筒：接地

—

LINE 3/4, 5/6
尖：信号

套筒：接地
非平衡

尖套筒

TS phone型插头

*这些插孔也可以接入TS phone型插头。当使用TS PHONE型插头时，该连接为非平衡式连接。

须知
为避免本产品、数据或其它部件可能受到的损坏，请注意下列事项。

■■操作和维护

■y  请勿在电视、收音机、立体声设备、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附近使用本设备。这可能会在设备本身以及靠

近设备的电视机或收音机中引起噪音。

■y 为了避免操作面板发生变形、不稳定操作或损坏内部元件，请勿将本设备放在有大量灰尘、震动、极端

寒冷或炎热（如阳光直射、靠近加热器或烈日下的汽车里）的环境中。

■y 请勿在乐器上放乙烯或塑料或橡胶物体，否则可能使面板脱色。

■y 清洁设备时，使用柔软的干布。请勿使用涂料稀释剂、溶剂、清洁液或浸了化学物质的抹布。

■y 设备中可能会由于环境温度的快速变化而发生冷凝 — 例如，当设备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

或者当打开或关闭空调时。发生冷凝时使用本设备会造成损坏。如果有理由相信可能发生了冷凝，请将

本设备放置几个小时而不打开电源直到冷凝彻底消失。

■y 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噪音，请在AC电源适配器和本设备之间预留足够的空间。

■y 请勿将任何均衡器和电平旋钮设定到最大值位置。否则，根据所连接设备的具体状态，可能会导致声反

馈而损坏音箱。

■y 打开音频系统的交流电源时，请始终最后打开功率放大器，以避免损坏扬声器。同样，关闭电源时，请

首先关闭功率放大器。

■y 当不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关闭其电源。

■■接口

XLR型插口应按下图所示进行布线（IEC60268标准）：针1：地线，针2：热线(+)和针3：冷线(-)。

本产品的型号、序列号、电源要求等规格可能标在铭牌上或铭牌附近，铭牌位于本机

底部。请将该序列号填写到下方的横线上，并妥善保存本说明书，以便在产品被盗时

作为永久购买凭证使用。

序列号

型号名称

(bottom_zh_01)

Pb Hg  Cd  Cr (VI) PBB  PBDE  

×

×

×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有害物质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保护环境
如果需要废弃设备时，请与本地相关机构联系，获取正确的废弃方法。

请勿将设备随意丢弃或作为生活垃圾处理。

信息
■■关于本说明书

■y  本说明书中的插图仅用作讲解之目的，与实物可能略有不同。

■y  本使用说明书中所使用的公司名和产品名都是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2

为便于您理解使用说明书的内容，本公司已经依

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尽可能的将其中的英文表述

部分翻译成中文。但是，由于专业性、通用性及

特殊性，仍有部分内容仅以原文形式予以记载。

如您有任何问题，烦请随时与本公司客服联系

（热线：400-051-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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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解答

电源不能打开。
■□是否正确地将电源适配器插入了正确的AC插座？

■□是否安全牢固地连接好了电源插头？

无声音。
■□是否打开了有源音箱或功放？

■□是否正确连接了话筒、外接设备和音箱？

■□是否有任何连接线短路或损坏？

■□是否将所有相关通道的[LEVEL]旋钮和[STEREO LEVEL]旋钮设定到正确的值？

■□是否打开了[PAD]开关（O）？

关闭（N）该开关。是否声源的音量过于低？打开该开关可能造成无声。

声音弱、失真或发出噪声。
■□是否将所有相关通道的 [GAIN]和[LEVEL]旋钮以及[STEREO LEVEL]旋钮设定得太高？

■□ [PEAK] LED有没有亮起？

调低通道 1/L和 2/R的 [GAIN]旋钮，或者打开（O）[PAD]开关。

■□电平表的“PEAK”（红）指示灯有没有亮起？

将所有相关通道的[LEVEL]旋钮和[STEREO LEVEL]旋钮设定到正确的电平。

■□ [PAD]开关是否为关闭（N）？

打开（O）该开关。是否声源的音量过大？关闭该开关可能造成失真声。

■□所连接设备的音量是否太高？

降低已连接设备的音量。

人声和演讲声不够清晰。
■□打开（O）[HPF]开关。

声音变清晰。 

■□调节均衡器旋钮（例如：调低[LOW]旋钮，提高[HIGH]旋钮）。

无效果。(MG06X)
■□ 是否打开了（O）[FX]开关？

■□ 所有相关通道的[LEVEL]旋钮是否提升得足够高？

■□ [FX RTN LEVEL]旋钮是否设定到适当的电平？ 

安装到话筒支座

注意

• 如果支架倾倒，可能造成调音台损坏。请小心连接电缆，以免电缆钩挂设备并引起翻倒。例

如，排布电缆，使之与话筒支杆平行，并一直延伸到支架底部基座。

须知

• 当在话筒支座上使用调音台时请务必将支座安装在水平、稳定的平面上。请勿将支座安装

在受振动或风影响的地方。

• 请在支座周围保留足够的空间。

1 翻转调音台，让话筒支座转接器（BMS-10A，另售）顶住调音台的底部，对

准螺丝孔（1）。用两颗螺丝将适配器拧到位（2）。

2 将调音台右侧翻起，把它安装到话筒支座上。

3 松开角度调节蝶形螺母（1），根据需要调节调音台的角度（2），然后将

蝶形螺母拧紧（3）。

关于麦克风支座适配器的更详细情况，请参见BMS-10A的使用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