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

數位工作站

使用手冊

感謝您購買Yamaha 數位工作站！
建議您仔細閱讀使用手冊，以利您日後將本產品的高階與便利功能發揮到最大。
另外建議您將手冊收在安全與便於拿取的地方以利日後查閱。
開始使用本工作站之前，請務必先看過第5-6頁的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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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訊息
本產品可以使用電池或外部電源供應器(變壓器)。勿將本
產品連接到任何非本使用手冊、產品名牌或Yamaha特別
指定的電源供應器或變壓器。

警告：
不要將產品放在電線或電線接頭可能有人會經過、導致人
員絆倒、或可能有東西經過的地方。不建議用延長線，如
果一定要用，25吋電線(或更短)應搭配使用的最小電線尺
寸為18 AWG。注意：AWG的號碼越小，電流負載量越大
。如欲使用更長的延長線，請諮詢您當地的電工。
本產品只能使用隨附的零件或；Yamaha建議使用的推車
、架子或琴架。 若使用推車等物件，請務必遵照配件產
品隨附的安全標示與說明。

可能變更的規格：
本手冊內含的資料，在列印當時被認為是正確無誤的資料
。但Yamaha保留在無須另外通知或無義務必需更正現有
產品資料的情況下，變更或修改裡面的資料。
本產品，不論是單獨使用或與擴大機和耳機或揚聲器搭配
使用，都可能產生足以對聽力造成永久傷害的音量。切勿
長時間，在高音量或足以造成人員不舒服的音量下，使用
本產品。如果您感覺聽力有受損或總覺耳鳴，請盡速找聽
力師做檢查。
重要事項：聲音越大，聽力就越快出現問題。
有些Yamaha產品可能包含隨貨附贈或選配的椅凳和/或配
件的固定夾具。這些配件的其中一些品項必須由經銷商組
裝或安裝。使用椅凳之前，請確定椅凳是否穩固以及其他
選配夾具(如適用)是否已經確實固定。
Yamaha附贈的椅凳只做椅凳使用。不建議做其他用途。

用)。這類電池的平均壽命大約是5年。到了必須更換的時
候，請聯絡合格的維修代理進行更換。
本產品也可使用『家用型』電池。其中一些可能是可充電
池。請確定要充電的電池是可充電池。也要確定使用正確
的充電器。
安裝電池時，切勿新舊電池混用或混用不同類型的電池。
務必將電池正確安裝好。配錯電池或錯誤安裝都可能導致
電池過熱，造成電池爆炸。

警告事項：
切勿試圖拆裝或焚燒電池。將電池放在孩童碰觸不到的地
方。做好舊電池丟棄，並遵循您當地的法規。注意：請跟
您在地的家用類電池零售商詢問有關電池丟棄處理的訊息
。

丟棄注意事項：
如果本產品已經無法修復，或因為某種原因導致其使用壽
命結束，請先查閱所有關於丟棄含鉛、電池、塑料等產品
的當地、州或聯邦條例。如果您的經銷商無法給您這方面
的協助，請直接與Yamaha 聯繫。

產品銘牌位置：
銘牌位在產品的底部。型號、序號、電源需求等資料都在
這個銘牌上。您應該將型號、序號與購買日期都記在下面
空格並保留本手冊，做為您購買本產品的永久紀錄。

注意事項：
因為不了解功能或效果(當產品按照設計運作)如何運作而
導致的服務費不在製造商提供的保固範圍內，因此必須由
所有人負擔。請在尋求維修服務前，仔細閱讀本手冊並諮
詢您的經銷商。

型號：

環境議題：
Yamaha 致力於製作對使用人與環境均無害的產品。我們
真心相信Yamaha產品以及用來製作它們的方法均達到以
上目標。為了符合法律的字面意義與精神，請您瞭解以下
事項：

電池注意事項：

序號：

購買日期：

本產品可能內含一顆被焊接固定的小型不可充電池(如適

92-BP (bottom)

請保存本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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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AC變壓器
本裝置符合FCC規範第15部規定。操作時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
(1) 本裝置可能不會造成有害的干擾，以及 (2) 本裝置必須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擾，包括造成操作不良的干擾。
(fcc_sengen)

CAN ICES-3 (B)/NMB-3(B)
•本規定只適用 Yamaha 美國公司販售之產品。

圖案說明
正三角形內的箭頭閃電符號是警告使用者
，產品內有無絕緣裝置的”危險電壓”，
其電壓值可能足以造成人員被電擊的危險
。

CAUTION
有被電擊的危險，
請勿打開。

小心：為了減少被電擊的危險，不要拿掉外蓋(或背蓋)。
產品內沒有任何消費者可自行維修的零件。請找合格電工
進行相關維修。

正三角形內的驚嘆號是警告使用者隨產品
附贈的手冊內有重要的操作和維修(保養)資
料。

重要安全訊息
1.
2.
3.
4.
5.
6.
7.
8.

9.

仔細閱讀本手冊。
妥善保存本手冊。
遵守所有警告事項。
遵守所有說明。
切勿在水源附近使用產品。
只能用乾布擦拭產品。
切勿堵塞任何通風口。請按照製造商使用手冊安裝
產品。
切勿在任何熱源附近組裝產品，例如電熱爐、熱調
節器、爐子或其他電氣(包括擴大機)等會散發熱氣
的產品。
切勿破壞極化或接地類插頭。極化插頭有個兩片插
片，其中一片比較大。接地插座有兩片插片和第三
接地叉腳。比較大的插片或第三叉腳都是為了使用
安全上的設計。如果提供的插頭不適用於您的插座
，請跟電工詢問，換掉舊式插座。

10. 小心不要讓人踩或壓到電線，尤其是插頭和插座從
電器接出的部份。
11. 只能使用製造商附贈的附件/
配件。
12. 只能使用製造商指定或跟電
器一起販售的附輪子推車、
三腳架、托架或桌子。使用
附輪子推車移動電器時，務
必小心避免東西翻倒，造成
人員受傷。
13. 閃電暴雨或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務必拔掉產品插頭
。
14. 請找合格電工維修產品。產品如出現何形式的毀損
，例如電源線或插頭毀損、有液體灑入或物件掉入
產品內、產品曝露在雨中或溼氣中、無法正常運作
或不小心被推倒等情況時，請務必找人維修

警告事項：要減少失火或人員遭到電擊的風險，切勿將產品曝露在與雨中或溼氣中。

(UL60065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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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措施
開始前，請詳讀以下資料
請將本手冊放在安全、便利拿取的地方，以備將來查閱。

關於AC變壓器
警告

小心

•本AC電源變壓器是專為 Yamaha 電子樂器而設，切勿做
其他用途。
•只限室內使用。切勿在潮濕環境中使用。

•安裝時，要確定AC插座放在容易拿取的地方。萬一出現
問題或故障，請馬上關掉產品電源並將AC電源變壓器從
插座上拔掉。當AC電源變壓器插在AC插座時，請注意
，就算已經關掉電源，仍有極少數電流通過。長時間不
使用產品時，請記得把電源線從AC插座拔掉。

For PSR-S970/PSR-S770

警告
務必確實遵守以下基本預防措施，避免因為觸電、短路、毀損、火災或其他危險而造成人員嚴重受
傷或甚至死亡。這些預防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電源供應 / AC 電源變壓器

關於潮濕的警告

•勿將電源線放在熱源附近，例如加熱器或冷卻器。此外
，不要過度彎曲或毀損電線或在上面壓重物。
•只能使用適合本產品的伏特數。產品所需的伏特數印在
產品銘牌。
•只能使用特定變壓器（第 111頁）。若用錯變壓器會導
致產品受損或過熱。
•定期檢查插頭，清掉堆積在上面的塵土或灰塵。

•不要將產品暴露在雨中，或在靠近水源或在潮濕環境中
使用本產品。產品上面也不要擺放任何內含液體，可能
會導致液體灑到產品任何開口的容器（如花瓶、水瓶或
玻璃）。如果液體，例如水， 滲入產品內，請馬上關掉
電源，拔掉 AC 插座上的插頭。然後請合格 Yamaha 維
修人員檢查。
•切勿在手潮濕的時候插或拔電線。

火災警告
•不要把燃燒中的物體，如蠟燭放在產品上。燃燒中的物
體可能翻倒，造成火災。

不要打開產品
•本產品內含非使用者可維修之零件。切勿打開產品或試
圖拆解或改裝內部零件。如果發現產品無法正常運作，
請馬上停用並請合格 Yamaha 維修人員檢查。

如果您發現任何異常現象
•如果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請馬上關掉電源，拔掉插
頭。然後請合格 Yamaha 維修人員檢查。
- 電源線或插頭已磨損或受損。
- 發出不正常的氣味或煙霧。
- 有物體掉入產品內。
- 使用時，突然沒有聲音。

DM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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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務必遵守以下基本預防措施，避免對您或他人造成傷害或造成產品或其他財物毀損。這些預防措施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只能使用特定琴架。組裝時，只能使用附贈的螺絲固定
。未確實遵守，可能導致內部零件毀損或產品翻倒。

電源供應 / AC 電源變壓器
•不要把電線插在用多路連接器的電插座。因為這樣會造
成聲音品質不良或可能導致電線過熱。
•拔掉產品或插座的電線時，一定要握住電線頭，而非電
線，再將其拔起。直接拉電線可能造成電線毀損。
•如果長期不使用產品或出現電子風暴時，將電源線從插
頭拔下。

擺放位置
•不要把產品放在不穩定，可能會意外翻覆的地方。
•切勿將物品放在產品通風口前面，此舉可能導致內部零
件通風不良，造成產品過熱。
•移動產品前，先拔掉插頭，預防任何人因為被電線絆倒
而受傷。
•安裝產品時，確定使用可方便碰觸到，也可以輕鬆將電
線拔除的 AC 插頭。萬一出現問題或異常，請馬上關掉
電源並將電線從插座拔起。就算電源開關已關閉，還是
有最低量電流流入產品。如果長期不使用產品，請確定
拔掉插頭。

連接
•產品與其他電子裝置連接前，先關掉所有零件電源。打
開或關掉所有零件電源前，將所有音量調到最低。
•將所有零件音量調到最低，然後於使用產品時，逐漸將
音量調到您要的音量。

小心處理
•切勿將指頭或手插入產品內。
•切勿將紙、金屬或其他物品塞入面板或鍵盤中間的縫隙
。此舉可能導致您或他人受傷，造成產品毀損或其他財
物毀損或操作故障。
•不要將全身重量靠在產品，或將沉重物品放在產品上，
也不要在按按鈕、開關或連接器時，用力過當。
•不要長期將產品 / 裝置或耳機音量調到太高，此舉可能
導致您的聽力受損。如果您覺得聽力受損或覺得耳鳴時
， 請找醫生檢查。

Yamaha 對因為不當使用或擅自改裝產品而導致的資料遺失或毀損，一概不負責。
不使用產品時，務必關掉電源。
就算[ ]（待機 / 開啟）開關處於待機模式，仍有最低量電流流入產品。 若長期不使用本產品，一定要記得將電源線從 AC
插座拔下。
DM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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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為避免產品發生故障 / 毀損，資料毀損、或其他財物毀損，請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處理
•不要在電視、收音機、音響設備、手機、或其他電子裝
置附近使用本產品。否則，產品、電視或收音機可能產
生噪音。當搭配iPad、iPhone或iPod touch使用本樂器，
建議您將裝置設為『飛行模式』，預防通訊時產生噪音
。
•不要將產品暴露在大量灰塵或震動、或極冷、極熱（如
直接日曬、靠近電熱爐的位置、白天的車內）等地方，
避免導致面板碎裂、 內部零件毀損或導致產品無法操作
（經確認的適合操作產品的溫度是 5 - 400C 或
41-1040F）。
•不要放乙烯基、塑膠或橡膠類產品在產品上，因為可能
造成面板或鍵盤退色。

型號、序號、電源要求等資料都在位於產品底部的銘牌
附近或銘牌上。請將序號填以下空格並妥善保存本手冊
，做為購買產品的永久證明以及萬一產品遭竊時，做辨
識之用。

 維護
•如欲清潔產品，請使用軟布，切勿用油漆稀釋劑、溶劑
、清潔液或化學藥物浸漬過的擦拭布擦拭產品。
 儲存資料
•當您在未做儲存的情況下，關閉產品電源，會導致編輯
好的樂曲 / 伴奏 / 音色 / 多重聲效和 MIDI 設定遺失。
當產品因為自動電源關閉功能而關閉時，也會導致相同
的情況(第17頁)。請將編輯好的資料儲存在本產品或
USB 隨身碟(第 28 頁)。但是已儲存的資料還是可能因為
故障，例如操作錯誤等行為，而遺失。請將重要資料儲
存到 USB 隨身碟。有關USB隨身碟的操作方式，請參閱
第100頁。
•要保護資料不會因為 USB 隨身碟受損而造成遺失，建議
您將重要資料儲備分到備用USB隨身碟或外部裝置，如
電腦。

型號：
序號：
(bottom_en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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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數位工作站
表達力與真實性兼具的優質音色

第35頁

PSR-S970/S770 擁有完整且音色優美的真實音色，是一個能
讓播放出的音色更自然且更具表達力的工具。

跟著伴奏樂團演奏

第48頁

只需播放和弦，PSR-S970/S770的伴奏功能就能播放包含完
整樂器伴奏的各種音樂類型。此外，PSR-S970的其中一項
Audio Style功能是能展現自然且充滿表達力的自動伴奏，給
您由頂尖錄音伴奏樂手錄製的真實音頻。這項功能讓聽者
感受到伴奏的鼓與打擊聲部的真實音樂感、環境音，在令
人感到熱血沸騰之餘，又保留了預設鼓組難以複製出的細
緻差異與律動。

音色與伴奏擴充性

第46頁

PRS-S970/ S770是一款讓您為自己的創造力探索不斷擴充有效內容的開放性樂器。我們的特定網站(www.yamaha.com/awk/)
內有許多可購買、下載到PRS-S970/S770的音色與伴奏(我們稱為擴充包資料)。只要使用『Yamaha擴充管理』軟體，您就可
以利用擴充包內的各種內容進行編曲並將您為自己量身打造的套組安裝在產品。

能強化聲音的強大DSP效果

第42頁

PSR-S970/ S770內建了全新的高品質效果種類，包括真實失真(Real Distortion)與真實殘響(Real Reverb)。PSR-S970還配置了
使用與Yamaha高階混音座相同的專業等級處理技術-VCM(虛擬電路模組)效果。此功能提供設計完美的虛擬面板顯示，讓您
可以做直覺操控–宛如使用真正的效果裝置。

用USB隨身碟播放與錄製音頻
可以在本產品播放儲存在USB隨身碟的音頻檔案(WAV或MP3格式)。
您也可以將自己的演奏錄製成音頻檔案(WAV格式)，存在USB隨身碟
–方便您隨時在電腦上編輯錄製好的檔案並將這些檔案放在網路上
分享或燒錄成CD專輯。本產品還提供各式各樣高階、使用方便的音
頻播放與處理功能，這些功能包括時間拉伸(time stretch)–讓您在不
改變音高的情況下，調慢或加快音頻檔案的播放速度，調整音高
(pitch shift)–讓您在不影響播放時間的情況下，調整音高。另外，音
色取消(voice cancel)功能則能有效地衰減檔案中央的音色，讓您在有
音樂伴奏的情況下，用『卡拉OK』的方式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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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頁

連接麥克風，跟著彈奏鍵盤盡情唱

第88頁

各式各樣即時控制鈕–現場控制

歡迎使用音樂工作站

您可以直接將麥克風接在產品並開始使用各種高階處理工具。
PSR-S970/S770配置令人驚豔的人聲合音功能，當您對著麥克
風唱歌時，這項功能會自動為您合音。您甚至可以改變合音性
別–例如，唱男聲時增加女聲合音(或反過來)–或利用雙重人
聲(Vocal Doubler)功能將單一個人聲變成多人合唱。PSR-S970
還有電子人聲合成器功能(Synth Vocoder)，重現各種醇厚、宛
如天籟的音色。
PSR-S970 / S770都有可以連接電子吉他的功能，您甚至可以使
用效果強大的DSP效果來處理吉他音色並跟著處理過的音色彈
奏鍵盤。

第40頁

本產品有兩個可以指定為很多功能的旋鈕，讓您隨直覺即時控
制您的演奏。例如，用旋鈕讓播放中的聲音變清亮(截止頻率)
或控制音部之間，如音色與伴奏，的音量平衡。如此一來您即
可在不打斷演奏的情況下，輕鬆為聲音添加變化。
您也可以利用兩個滑輪–滑音與調變來控制您的演奏。音高滑
輪(PITCH BEND)可以調高或調低音色，而調變滑輪(MODULATION)則可以為鍵盤彈奏出的音色添加顫音。

搭配琵音

第44頁

只須在鍵盤上按正確音符，即可播放琵音(分解和弦)，
樂器會即時而自動地播放複雜或演奏難度高的樂句為您
的演奏伴奏。

探索示範樂曲

第19頁

示範樂曲主打高品質聲音、各式高階功能並提供您了解新鍵盤的實用資料。

以上只是配置在本產品中，眾多能為您的演奏體驗增色與讓您的創意與演奏無限擴充的其中幾項功能。請一一嘗試
，感受不同於往的全新體驗。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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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控制鈕與端子
上面版

1
5
17

2

6
3
4

7
8

10

11

18
19
20

9

12

13

14

15

16

1 【

】(Standby / On)(待機 / 開) 開關 .......................... 16頁

҈ҏࠢႫྛܖࠢ೩࣏ᐠޑᄘȄ

2 【MASTER VOLUME】(主音量) 轉盤 ........................... 18頁
፡ᐌᐌᡝॱ໔Ȅ

3 【DEMON】(示範) 鈕 ............................................................ 19頁
ѩюᡗҰห७ȂᒵᐅҰጒዅԢȄ

4 【MIC SETTING / VOCAL HARMONY】( 麥克風設定/
人聲合音) 鈕 (只限PSR-S970)/【MIC SETTING】
(麥克風設定)鈕，(只限PSR-S770 ................................. 88頁
ѩюᡗҰห७Ȃ໌ഫպॳİӡтоЅĩѫ३őŔœĮŔĺĸıĪΡᖐӫ
ॱ೩ۡȄ

5 【SONG】(樂曲) 鈕 ................................................................ 62頁
ᒵᐅዅԢٮڙዅԢኬܹȄ

6 【STYLE Category selection buttons】
(伴奏目錄選擇鈕) .................................................................. 48頁
ᒵᐅբ࠷ҬᓃȄ

7 【TAP TEMPO】/ TEMPO【-】【+】(擊拍速度)/速度
-----51頁
ڙբ࠷ȃዅԢڷܯᏢኬܹޟഀ࡙Ȅ

8 TRANSPOSE ( 移調) 【-】【+】鈕 ............................... 38頁
ојॱ࣏՝Ȃಋ፡ࠢޟᐌᡝॱଽ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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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ETRONOME】(節拍器) 鈕 .......................................... 37頁
İġᜰܯᏢȄ

10 【FADE IN/OUT】( 漸入 / 漸出) 鈕 ............................... 52頁
ڙբ࠷İġዅԢኬܹޟᅚΣİġᅚюȄ

11 【OTS LINK】(單鍵設定連接) 鈕 ................................... 54頁
İᜰŐŕŔђȄ

12 STYLE CONTROL (伴奏控制) 鈕 .................................... 50頁
ڙբ࠷ኬܹȄ

13 【ASSIGN】(指定)鈕，現場控制旋鈕 .......................... 40頁
։ਢࡾۡђᇄڙᖐॱȄ

14 【PITCH BEND】( 音高滑輪) 鈕 ..................................... 39頁
፡ଽܖ፡ճᗤዺኆ࠷ޟᖐॱȄ

15 【MODULATION】(變調) 滑輪 ......................................... 39頁
ٺҢᠬॱਝݎȄ

16 【PHONE】(耳機) 插孔 ........................................................ 15頁
џΙᄇՆᐠȄ

17 LCD and related controls (LCD螢幕與相關控制鈕) 20頁
18 【BAL.】(平衡) 鈕 ........................................................57, 74 頁
ѩюӨॱഋॱޟ໔ҁᒋ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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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4

25
21
26

27

28
29

30

31

19 【MIXER / EQ】(混音座/EQ) 鈕 ....................................... 95頁
ѩюᗤዺȃբ࠷ᇄዅԢॱഋޟӨᆍ೩ۡȄ

20 【CHANNEL ON / OFF】( 聲道開/ 關) 鈕 ...........56, 65頁
ѩюİᜰբ࠷İዅԢᖐၾޟӨᆍ೩ۡȄ

21 【FUNCTION】( 功能) 鈕 ................................................ 104頁
ѩюଽ೩ۡȂ࡚ҳௌޟՌഺբ࠷ȃዅԢڷӻ१ᖐਝȄ

22

VOICE category selection( 音色目錄選項) 鈕 ........ 36頁
ᒵᐅΙএॱՓҬᓃȄ

32

29 REGISTRATION MEMORY( 面板設定記憶體) 鈕 ... 85頁
ิᓃٮѩю७ݖ೩ۡȄ

30 MULTI PAD CONTROL( 多重聲效控制) 鈕 ............... 76頁
ᒵᐅٮኬܹΙএ࠷ܖܒఋࡡܒӻ१ᖐਝዅѯȄ

31 ONE TOUCH SETTING(單鍵設定) 鈕 ............................. 53頁
ѩюᎌӫ੫ۡբ࠷ޟ७ݖ೩ۡȄ

32 UPPER OCTAVE( 高八度) 音 ............................................. 38頁
оΤ࡙ȂᡐॱଽȄ

23 【USB AUDIO PLAYER】(USB音頻播放器) 鈕 ....... 71頁
ѩюኬܹॱᓜᔬਰห७ٮௌޟᅋ࠷ᓃ࣏ॱᓜਿԒȄ

24 【USB】鈕 ............................................................................... 101頁
ѩюᡱௌᒵۡŖŔŃᓍ٘ᆅϱ࢚ᔬਰޟᡗҰห७Ȅ

25 VOICE EFFECT(音色效果) 鈕 ........................................... 42頁
Ңܻᗤዺᅋ࠷ޟӨᆍਝݎȄ

26 【MUSIC FINDER】(音樂搜尋) 鈕 .................................. 80頁
ѩюᎌӫௌᅋ࠷ޟ౩ད७ݖ೩ۡȄ

27 PART SELECT( 聲部選擇) 鈕 ........................................... 36頁
ᒵᐅᗤዺᖐഋȄ

28 PART ON/OFF(聲部開/關) 鈕 ............................................. 35頁

面板設定 (面板設定值)
使用面板控制鈕即可根據以上描述進行各式設定。這些樂器設定
在本使用手冊中通稱為『面板設定』或『面板設定值』。

İġᜰġᗤዺᖐഋ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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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板

1

DC IN 插孔 .............................................................................. 16頁

1

5

ႫྛᡐᔆᏢȄ

FOOT PEDAL (腳踏板) [1] / [ 2]插孔 ........................ 97頁

2

6

4

[AUX IN] 插孔 ....................................................................... 98頁
Ѵഋॱᓜ၆ညȂٽԃឹளԒॱᓜኬܹᏢȄ

通風口
注意
本產品的上面板與後面板各有一個特殊通風口。不要在通風口附
近放任何可能堵住通風口的物件，此舉可能導致產品內部零件通
風不良，造成產品過熱。

安裝譜架
如圖，將譜架插入凹槽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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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MIC / GUITAR] (麥克風/吉他) 插孔 .......................... 88頁
[GAIN] (增益) 插孔 ............................................................. 88頁
፡ᐌŜŎŊńġİġňŖŊŕłœġŊŏőŖŕŞġĩഫպॳİӡтᒯΣĪඨЌޟᒯ
ΣႫҁȄ

OUTPUT (輸出) [L/L+R] / [ R]插孔 .............................. 98頁
Ѵഋॱᓜ၆ညȄ

3

ഫպॳܖӡтȄ

ယᜰڷİܖယڙᏢȄ

3

2

7

[MIC GUITAR] (麥克風吉他) 開關 .............................. 88頁
࣏ΟҢŜŎŊńġİġňŖŊŕłœŞġĩഫպॳİӡтĪġඨЌȂցҢԪ
ᜰӵɆġഫպॳɇᇄɆӡтɇϞ໌ϸȄ

通風口

8

9

10

11

面板控制鈕與端子

8

MIDI [IN] / [ OUT ]端子................................................... 103頁
ѴഋŎŊŅŊ၆ညȄ

9

[USB TO HOST] 端子 ....................................................... 102頁
ႫသȄ

10 [USB TO DEVICE] 端子 ................................................... 100頁
ŖŔŃ၆ညȂٽԃŖŔŃᓍ٘ᆅȄ

11 [RGB OUT] 端子 .................................................................... 99頁
ѴഋᡗҰᏢȄ

通風口
將頭罩式耳機接在[PHONE](耳機) 插孔。

標準立體聲耳機插孔

小心
不要長時間戴耳機聆聽高音量音樂，否則可能導致您的聽力受損。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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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電源要求
ԃყܚҰȂוٷłńႫྛᡐᔆᏢȄ

3

2
AC電源變壓器

AC插座

1
電源線

DC IN 插孔
(第14頁)

插頭與插座形狀各地不同。

警告
只能使用指定的變壓器（第 111 頁）。使用錯誤變壓器可能導致產品毀損或過熱。

小心
安裝產品時，務必使用插拔容易的 AC 插座。若出現操作困難或故障，請馬上關掉電源，將電源線從插頭拔下。

註
請將以上順序反過來做，拔除AC電源變壓器。

開 / 關電源
1

將 [MASTER VOLUME]（主音量）控制旋鈕調降到“MIN”(最低)。

2

2

按[

]（待機 / 電源開）開啟電源。

出現主顯示畫面後，請於彈奏鍵盤時，將音量調整到您要的強度。

3

不使用產品時，再按一次 [ ]（Standby/On）（待機 / 電源開）
開關一秒即可關閉產品電源。

註
開啟電源時，不要踩腳踏板或
移動【音高】滑輪等，否則可
能導致產品故障。

註
在主顯示畫面出現前，您無法
進行任何操作，包括關閉電源
與彈奏鍵盤。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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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就算產品電源已經關閉，仍有極少量電流流入產品。因此如果長時間不使用產品，記得將AC 電源線從AC 插座拔下。

注意
錄音或編輯或畫面出現訊息時，就算按 [ ]（Standby/On）（待機 / 電源開）開關也無法將電源關閉。如果要關閉電源，請在錄
音、編輯或畫面上的訊息結束後，按 [ ]（Standby/On）（待機 / 電源開）開關。若要強迫退出，按住 [ ]（Standby/On）（待機
/ 電源開）開關三秒以上。注意：強迫退出操作可能導致資料遺失或產品受損。

設定

設定電源自動關閉功能
࣏ᗗջϚ҆ौޟႫΨૉཬȂҏࠢԤΙএ੫Փђġ Įġ Ռଢ଼ႫྛᜰഖђȄࠢषӵΙ
ۡਢϱؠԤٺҢȂႫྛ൷ོՌଢ଼ᜰഖȄႫྛՌଢ଼ᜰഖࠉޟࠢညਢޟনۖ೩ۡ
ĴıϷមȇծௌџоᡐ೩ۡޟਢȄ

1

叫出操作畫面。

注意
電源自動關閉後，未儲存到
USER(使用者)槽或USB隨身碟
的資料可能會遺失。關閉電源
前，務必記得儲存檔案(第28
頁)。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ġŜȁŞġŎņŏŖġĲġʖŜŋŞġŖŕŊōŊŕŚġʖŕłŃġŜȁŞġńŐŏŇŊňġĲ

2

3

2

按【B】鈕數次，選擇 『4. 自動電源關閉』。

3

按 [4 ST ] / [5 ST ] 鈕，設定時間值。
ԃϚሯौႫྛՌଢ଼ᜰഖĩ၌ଶՌଢ଼ႫྛᜰഖĪȂᒵᐅŅŊŔłŃōņŅġĩ၌ଶĪȄ
ࡸŜņřŊŕŞġĩଝюĪ໖ኵԩȂӱڗкᡗҰห७Ȅ

解除電源自動關閉功能( 簡單方法)
ࡸ՞ശճॱฤᗤਢంႫྛȂห७ΰོю౪ᙏଉȂϞࡣዅᏢంٮϐ၌ଶႫྛՌଢ଼ᜰഖђ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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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主音量
ኆ࠷ᗤዺਢȂҢŜŎłŔŕņœġŗŐōŖŎņŞȞкॱ໔ȟᙽዺ፡ᐌӒᗤዺॱ໔Ȅ

小心
不要長時間在高音量的情況下使用本產品，否則可能導致聽力受損。

改變顯示畫面語言
Ңᐇհپᒵᐅห७ଉޟᇭِĩԤ़МȃኈМȃݲМȃՙੲбМڷဎσցМĪȄ

1

叫出操作畫面。
ŜŇŖŏńŕŊŐŏŞġ ʖġŕłŃġŜȁŞġŎņŏŖġĳġ ʖġŜňŞŔŚŔŕņŎġʖġŕłŃġŜȁŞġŐŘŏņœ

2

2

用[4 ST ] / [5 ST ] 鈕選擇您要的語言。
ࡸȪņřŊŕȫĩଝюĪ໖ኵԩȂଝю၎ห७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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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示範樂曲
ҰጒዅԢђඪټࠢଽࠢ፴ॱՓޟ੫Փᇄђޟଢ଼ᄘҰጒȂᡱௌሆᚬΟ၌ȃሆᚬΰЙȄ

按 [DEMON] (示範)鈕，叫出示範樂曲畫面。

2

按[A]-[E]其中一個鈕，顯示一首特定示範樂曲。

設定

1

ࡸŜŇŞĮŜŋŞڏϛΙএ໖Ȃࡻ៉ኬܹᖂᡝҰጒዅԢĩŰŷŦųŷŪŦŸġŅŦŮŰĪ
וٷٮѩюӨᡗҰห७Ȅ
ġġġ
ᡗҰห७ю౪υᒵȄࡸŜ̋ŞɯŜ̔ŞڏϛΙএ໖ȂᒵᐅௌሯौޟυᒵȄ

3

註
要回到更上層選單，按
【EXIT】(退出)鈕。

按【EXIT】(退出)鈕數次，退出示範樂曲畫面。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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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顯示畫面相關控制鈕
ōńŅġᒉᄍඪܚټԤҬࠉ೩ۡΙҬᕣณׇޟᐌၥଉȄௌџоցҢōńŅᒉᄍਠޟڙ໖ᒵᐅܖᡐᡗҰюޟپᒵȄ

２ T2AB(標籤) [ ] [ ] 鈕

[A]－[J]鈕

【DIRECT ACCESS】(直接執行) 鈕
( 第 23 頁 )

1 [A]－[J]鈕

３ [1 ST ]－[8 ST ]數字鈕

４ 資料轉盤 (DATA DIAL)
５ [EXIT] (退出)鈕

以及[ENTER] (執行)鈕

1 [A]－[J]鈕
ҢŜłŞɯŜŋŞġ໖ᒵᐅᡗҰӵӨࡸ໖ਠޟᄇᔖᒵȄ

• 範例 1

在檔案選項畫面(第26頁)，
用[A]－[J] 鈕選擇對應的檔案。

• 範例 2

用[A]和[B] 鈕，上下移動游標。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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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F]－[H] 鈕選擇對應的參數。

２
2 TAB(標籤) [

][

]鈕

基本操作

Ңࡸٲ໖پᡐॲ७ΰПԤȺᡆȻĩŕłŃĪॲޟ७Ȅ

３
3 [1

]－[8

]數字鈕

ŜĲST ŞĮŜĹ STŞኵԅ໖Ңپᒵᐅܖ፡ᐌኵԅΰ७ޟђ೩ۡĩ܁ΰ܁ܖήĪȄ

顯示在這個畫面的選項，
用[1S]－[8 S ] 鈕選擇。

出現在畫面的清單選項，用[1
選擇需要的項目。
顯示在這個畫面的選項，
用[1T ]－[8T ] 鈕選擇。

]－[8

]鈕

以滑動軸(或旋鈕)形式出現的參數，用
[1
]－[8
] 鈕調整數值。
要恢復原始設定，同時按[T ]和它下面的[S ] 鈕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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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資料轉盤 (DATA DIAL)和【ENTER】(執行)鈕
ਲ਼ᐃᒵۡޟห७ȂȪŅłŕłġŅŊłōȫᙽዺԤоήڍᆍٺҢПݲȄ

•選擇檔案 (包含音色，伴奏和樂曲等等 )
࿋ᒉᄍю౪ڏϛΙএᔬਰᒵห७ਢĩĳķॲĪȂҢȪŅłŕłġŅŊłōȫᙽዺġĬȪņŏŕņœȫĩஈĪ໖پᒵᐅᔬਰȄ

轉動轉盤，移動游標。

按【ENTER】(執行)鈕確定選定的檔案。
選定的檔案會被凸顯出來。

•調整參數值
ٺҢȪŅłŕłġŅŊłōȫᙽዺڷġŜĲȁ
ST ŞɯŜĹȁ
ST Şኵԅ໖Ȃ፡ᐌᡗҰӵห७ޟኵȄ

轉動資料轉盤，調整選定的參數。

用對應需要參數的[1 ST ]－[8 ST ]數字鈕來選擇您需要的參數。

এ߯ցޟПݲζᎌӫҢӵኆюԒኵȂٽԃഀ࡙ġĩŕŦŮűŰĪڷಋ፡ġĩŕųŢůŴűŰŴŦĪȄௌѫሯौӑࡸғጂࡸޟ໖ĩٽԃ
ġŕņŎőŐŜĬŞĪȂณࡣӔᙽଢ଼ၥਟᙽዺ൷џо೩ۡኵȄ

５ 【EXIT】( 退出 ) 鈕
ࡸȪņřŊŕȫ໖ȂߕӱΰΙএห७Ȅ
ࡸȪņřŊŕȫ໖ኵԩȂߕӱনۖ೩ۡޟкห७ġĩġġĳĵġॲġĪ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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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叫出需要的顯示畫面 – 直接執行
ԤΟП߯ޢޟஈђȂௌ൷џоҳ։ѩюሯौޟห७ȗௌѫौӻࡸΙএࡸ໖։џȄᎧĲıķॲޟȺޢஈߒȻ
ȂࢥࣼџоҢޢஈђѩюޟᡗҰห७Ι។ߒȄ

1

按【DIRECT ACCESS】鈕。
ห७ོю౪ΙࠌଉȂඪҰௌࡸғጂࡸޟ໖Ȅ

2

按對應要設定畫面的按鈕 ( 或轉動旋鈕、滑輪或踏板 )，立即叫出該畫面。
基本操作

ᖞپٽᇳȂࡸȪňŖŊŅņȫĩࡾᏲĪġ໖Ȃѩюџо೩ۡࡾᏲԒޟห७Ȅ

顯示畫面的訊息
ԤਢঐȂห७ོю౪ଉġĩၥਟܖጂᇯᄇၗĪȂᔓօௌஈᐇհȄห७ю౪ଉਢȂѫሯࡸήᎌ࿋ࡸޟ໖։џ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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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顯示畫面配置
ႫྛంࡣȂю౪ޟห७࣏кᡗҰห७ȄкᡗҰห७ོᡗҰҬࠉޟஅҏ೩ۡȂٽԃҬ
ࠉᒵۡॱޟՓڷբ࠷ȂᡱௌΙಁ൷ࣼڗȄкᡗҰห७ௌኆ࠷ᗤዺਢȂོலலࣼڗ
ޟห७Ȅ

13 12 11

註
以下是快速叫出主顯示畫面
的方法： 先按【DIRECT
ACCESS】(直接執行)鈕，再
按【EXIT】(退出)鈕。

14 15 16

1

7

2
3
4
5
6

8
9

10

1

樂曲名與相關資料
ᡗҰҬࠉᒵۡޟዅԢӪȃܯڷဴܯഀȄࡸŜłŞ໖։џѩюዅԢᒵห७ĩķĳॲĪȄ

2

小節 / 拍子 / 速度
ᡗҰբ࠷ኬܹܖዅԢኬܹޟҬࠉ՝ညĩωİܯυİഀ࡙ĪȄ

3

目前的和弦名
ȪłńŎőȫĩՌଢ଼բ࠷Ī໖೩ӵŐŏਢȂห७ོᡗҰᗤዺॱ۾ڷഋϛೝࡾۡ۾ڷޟȄ
࿋ኬܹ֤۾ڷၥਟޟዅԢਢȂห७ོᡗҰҬࠉ۾ڷޟӪȄ

4

分鍵點
ᡗҰϷᗤᘈޟ՝ညĩĶĹॲĪȄ

5

麥克風/吉他輸入電平顯示器 (只限PSR-S970)
ࠢԤഫպॳİӡтਢȂᡗҰᏢོᡗҰᒯΣႫҁȄҢࡣ७ޟݖŜňłŊŏŞĩቨઉĪఋ໖፡ᐌႫҁȂ
ᡗҰᏢོ߫ᆦᐷܖ༁ᐷĩϚོ߫औᐷĪȄԃሯഫպॳİӡтޟ၏ಠᇳ݂ȂᎧĹĹॲȄҢŜŃŞġ
İġŜńŞġİġŜŅŞ໖ȂѩюΡᖐӫॱᒵห७Ȅ

6

節奏名稱與相關資料
ᡗҰҬࠉᒵۡޟ࠷ӪᆎȃܯڷဴܯഀȄࡸŜłŞ໖։џѩю࠷ᒵห७ĩĵĹॲĪȄ

7

音色名
ᡗҰҬࠉᒵۡޟœŊňŉŕġĩѡĪĲȂœŊňŉŕĩѡĪġĳġڷōņŇŕĩѾĪġॱഋॱޟՓӪĩĴĶॲĪȄҢŜŇŞġİġŜňŞġ
İġŜŉŞ໖ȂѩюᄇᔖॱഋॱޟՓᒵห७Ȅࡸ໖ࡸΙԩȂೝᒵۡॱޟഋॱՓོೝяю
ᡗҰȂӣΙএࡸ໖ӔࡸΙԩȂ൷ོѩюॱՓᒵห७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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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重聲效資料庫名
ᡗҰᒵۡޟӻ१ᖐਝၥਟ৲ӪȄࡸŜŊŞ໖Ȃ
ѩюӻ१ᖐਝၥਟ৲ᒵห७ĩĸķॲĪȄ

9

面板設定記憶體資料庫名
ᡗҰҬࠉᒵۡޟ७ݖ೩ۡᏹᡝၥਟ৲ӪิڷᓃᏹᡝဴጆȄࡸŜŋŞ໖Ȃ
ѩю७ݖ೩ۡᏹᡝၥਟ৲ᒵห७ĩĹķॲĪ

音量平衡或聲道開/關設定
註

ᡗҰॱഋϞॱޟ໔ҁᒋĩĶĸॲĪܖᖐၾİᜰ೩ۡĩĶķĭķĶॲĪȄ
ҢŜĲȁ
ST ŞɯŜĹȁ
ST Şኵԅ໖ᡐ೩ۡȄ
11

按 [BAL.] (平衡)鈕，叫出音量平
衡畫面。按 [CHANNEL ON/OFF]
(聲道開 /關) 鈕，叫出聲道開/關
畫面。

現場控制旋鈕資料
ᡗҰĹএԤਝ౪ൟڙఋ໖ϛȂҬࠉೝᒵۡఋ໖ۡࡾޟጡဴĩĵıॲĪȄ

12

人聲合音類型 (只限PSR-S970)
ᡗҰҬࠉᒵۡޟΡᖐӫॱĩĺĲॲĪȄ

13

USB 音頻播放器/錄音機資料
ᡗҰᓽԆӵᇄࠢޟŖŔŃᓍ٘ᆅޟᒵۡॱᓜၥਟĩķıॲĪȂѓࢂᖂኬܹ
ਢȃᔬӪڷ१ኬԒყኺȄॱᓜᓃॱ໌ΣᐠਢȂห७ོю౪ȺœņńġŘłŊŕȻ
ĩ้ĪȄᓃॱ໌ϛȂห७ོю౪ȺœņńȻĩᓃॱĪȄ

14

移調
ојॱ࣏՝ȂᡗҰಋ፡ޟјॱኵĩĴĹॲĪȄ

15

高八度音
ᡗҰᡐޟΤ࡙ॱĩġĴĹॲĪȄ

16

面板設定順序
७ݖ೩ۡוంਢю౪Ȅԃሯ೩ۡޟוᇳ݂ȂᎧᆩમΰՃٺҢЙыޟΜണ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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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10

檔案選項顯示畫面配置
ᔬਰᒵᡗҰห७ҢܻᒵॱՓȃբ࠷ڏڷтၥਟȄ࿋ࡸॱՓĩŗŐŊńņĪܖբ࠷ĩŔŕŚōņĪҬᓃᒵܖŔŐŏňġŜŔņōņńŕŞġ
ĩᒵᐅĪ้ڏϛΙএࡸ໖ਢȂᔬਰᒵᡗҰห७൷ོю౪Ȅ

1
13

2

3

1

資料位置
•預設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ႱӑᒯΣޟแԒĩႱ೩ĪၥਟޟᓽԆ՝ညȄ
•使用者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ϐᓃᇧܖጡᒮၥਟᓽԆޟ՝ညȄϐԊ၆ޟᘗшॱՓܖբ࠷
ζᓽԆӵᘗшᔬਰֶϱȄ

•USB

2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ŖŔŃᓍ٘ᆅၥਟᓽԆ՝ညȄѫԤ࿋ŖŔŃᓍ٘ᆅඨӵࠢޟ
ȪŖŔŃġŕŐġŅņŗŊńņȫᆒυਢȂϗོю౪Ȅ

可選擇的資料(檔案)
ᡗҰџӵԪห७໌ᒵᐅޟᔬਰȄԃ຺ݎႆĲıএȂᔬਰή७Ԥᄇᔖॲኵဴጆ
ĩőĲĭőĳȌĪȄࡸᄇᔖࡸ໖ᙽห७ॲኵȄԃࡣݎ७ᗙԤॲኵȂห७ོю౪ġ
ɆŏņřŕɇĩήΙॲĪ໖ȂԃభӱڗϞࠉห७Ȃห७ོю౪ɆőœņŗɇĩϞࠉĪġ໖Ȅ

3

MENU 1/MENU 2
ӵᔬਰᒵᐅᡗҰห७ۻഋȂࡸȪĹġȁȫ໖ӵŎņŏŖġĲġİġĳϞҺᡐȄᒵᐅ
T
ŎņŏŖġĲȂห७ᡗҰᇄ౪ԤᔬਰĩॱՓȃբ࠷ȃዅԢ้ĪġࣺᜰޟђӪᆎȂᒵᐅ
ŎņŏŖġĳȂห७ᡗҰᔬਰİᔬਰֶᆓ౩ޟђӪᆎ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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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使用USB隨身碟之前，請閱讀
第100頁的『連接USB隨身碟』
章節。

註
按【USB】鈕也可以存取音色
、伴奏和其他儲存在USB隨身
碟的資料檔案(第101頁)。

註
不論是預設或您自己的原創
資料，都一律被儲存為”檔
案”。

叫出上一層的檔案夾
ห७ᡗҰᔬਰֶϱޟᔬਰਢȂɇŖőɇԅኺོю౪ӵȪĹȁȫ໖ޟΰПȄࡸএࡸ໖ȂѩюΰΙቹޟၥਟֶȄ
S

預設音色選項畫面範例

基本操作

Ⴑ೩ॱՓĩőœņŔņŕġŗŰŪŤŦŴĪҬᓃϽܹٮӵᎌӫޟᔬਰֶϱȄ

顯示出上一層(這裡是指檔案夾)。
顯示在這個畫面的每個資料夾都內含已做好
相關分類的音色。
這個畫面顯示音色在某一檔案夾。

檔案管理
ௌџоҢᔬਰᒵห७ήПࡸޟ໖پᓽԆȃ೩ۡᔬӪȃፒᇧȃಋଢ଼ܖւଶᔬਰȄௌζџоҢӵᔬਰᒵห७ήПࡸޟ໖
پՌഺᔬֶȂᆓ౩ᔬਰȄԃሯᔬਰᒵห७ၥਟȂᎧĳķॲȄ

註
使用USB隨身碟之前，請閱讀第100頁的『連接USB隨身碟』章節。

受保護樂曲的限制
Ⴑ೩ዅԢڷശலَޟѿ୵ዅԢԤ٩ፒᇧ߳៖ȂپႱ٩ߨݲፒᇧܖၥਟೝཎѴւଶȄዅԢޟᔬӪѾΰПོԤ
ᡗҰᇬȄᡗҰᇬᇄࣺᜰ३ڙԃήȄ

•Prot. 1:

фߒೝፒᇧڗŖŔņœዀޟႱ೩ዅԢȄѫӵŖŔņœዀϛ໌ፒᇧİಋଢ଼İւଶȄ

•Prot. 2 Orig : фߒԤŚŢŮŢũŢ߳៖ਿԒޟዅԢȄٲዅԢฒݲೝፒᇧȄѫӵŖŔņœዀܖԤŊŅѓ៖ޟŖŔŃᓍ٘
ᆅϱೝಋଢ଼İᓽԆȄ

•Prot. 2 Edit : фߒጡᒮႆޟġɆőųŰŵįĳġŐųŪŨɇዅԢȄٲዅԢฒݲೝፒᇧȄѫӵŖŔņœዀܖԤŊŅ߳៖ޟŖŔŃ
ᓍ٘ᆅϱೝಋଢ଼İᓽԆȄ

註
•要確定 ‘Prot.2 Orig”樂曲和對應的”Prot.2 Edit”樂曲資料都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否則就無法播放’Prot.2 Edit”樂曲。
若要移動這類樂曲，確定要把”Prot.2 Orig”和“Prot2 Edit”樂曲移到同一個資料夾。
•切勿變更顯示畫面上“Prot.2 Orig”樂曲名稱和圖樣。否則就無法播放對應的”Prot.2Eit”樂曲。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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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檔案
ᐇհᡱௌՌഺޟၥਟĩٽԃįᓃԁޟዅԢĪоᔬਰלԒᓽԆӵᔬਰᒵห७ޟŖŔņœġĩٺҢޱĪܖŖŔŃᓍ٘ᆅĩĳķॲĪȄ

1

在檔案選項畫面，用 TAB[ ] [ ] 鈕，選擇檔案儲存位置的正確
標籤 (USER (使用者) 或 USB)。
ԃభၥਟᓽԆӵ౪ԤၥਟֶϛȂζᒵᐅ၇ޟၥਟֶȄ

註
檔案無法儲存到 USER標籤內
的預設 (PRESET)標籤或“擴
充”(Expansion) 檔案夾。

3

2

確定MENU 2出現在畫面的右下角。
ԃݎห७ю౪ŎņŏŖġĲȂࡸġŜĹġȁŞġ໖ȂѩюŎņŏŖġĳȄ
T

3

按 [6 T ] (SAVE 儲存 ) 鈕。
ѩюԅϯᒯΣຜๅȄ

註
如果要取消儲存操作，請在做
步驟5之前，按[8T ] (CANCEL
取消) 鈕。

註

4

USER標籤下，可以儲存的最大
檔案數量會依檔案大小與檔名
長度而異。

輸入檔名(第32頁)
൷ᆗࣸএ؏ȂௌᗙџоӵᓽԆᔬਰࡣȂᓍਢᡐᔬӪĩĴıॲĪȄ

5

按 [8 S ] (OK) 鈕儲存檔案
ϐᓽԆޟᔬਰོՌଢ଼ࡸԅҔוೝܹӵᎌ࿋ޟ՝ညȄ

28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建立一個新檔案夾
註

ௌџо࡚ҳኵএᔬਰֶȂо߯ڗײௌޟনۖၥਟȄ

1

在檔案選項畫面，用 TAB[ ] [ ] 鈕，選擇要建立新檔案夾位置
的正確標籤 (USER(使用者) 或 USB)。
ԃݎௌौӵ౪Ԥᔬਰֶϱ࡚ҳΙএཱིᔬਰֶȂζᒵᐅ၇ޟᔬਰֶȄ

新檔案夾不能建立在預設
(PRESET)標籤或擴充
(Expansion)檔案夾內(第46頁)

註

註
在USER(使用者)標籤中，最多
只能建立3個檔案夾。可儲存
的檔案/檔案夾總數量會因檔
案大小與檔案/檔案夾名稱長
短而異。

3

2

確定MENU 2出現在畫面的右下角。
ԃݎห७ю౪ŎņŏŖġĲȂࡸŜĹġȁŞġ໖ȂѩюŎņŏŖġĳȄ
T

3

按 [7 T ] (FOLDER 檔案夾 ) 鈕
ѩюԅϯᒯΣຜๅȄ

註
如果要取消新建立的檔案夾，
按 [8 T ]（CANCEL 取消）鈕
。

註

4

輸入新檔案夾的檔名 (第32頁)。

檔案夾名稱不要取”EXPANSION(擴充) 。否則，安裝擴充
包(EXPANSION PACK) (第46頁)
時，所有在擴充檔案夾的資料
都會遺失。

ཱི࡚ҳޟᔬਰོՌଢ଼ࡸԅҔוೝܹӵᎌ࿋՝ည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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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檔案/檔案夾最大儲存數量為
500。

重新命名檔案 / 資料夾
ௌџо१ཱིڼӪᔬਰġİġၥਟֶȄ

在檔案選項畫面，用 TAB [ ] [ ] 鈕，選擇包含您要重新命名檔案 / 資料夾
的正確標籤 (USER 或 USB)。

2

確定MENU 2出現在畫面的右下角。

註
您無法重新命名在 PRESEET Tab
(預設標籤)或 USER Tab (使用者
標籤)下的”EXPENSION“(擴充
)資料夾(第46頁)內的檔案和資
料夾。

ຜሯौȂࡸŜĹġȁŞġ໖ȂѩюŎņŏŖġĳȄ
T

3

按 [1T] (NAME 命名) 鈕
१ཱིڼӪޟᐇհຜๅོю౪ӵห७ۻήȄ

4

按[A]－ [J]鈕中對應需要的檔案 / 資料夾的按鈕。

5

按 [7 T ] (OK) 鈕，確認選定的檔案 / 檔案夾。
ѩюԅϯᒯΣຜๅȄ

6

註
要取消重新命名操作，按 [8T ]
(CANCEL取消)鈕。

輸入選定的檔案或檔案夾的檔名 ( 字元 )( 第 32 頁 )
१ཱིڼӪԁޟᔬਰོՌଢ଼ࡸԅҔוೝܹӵᎌ࿋՝ညȄ

註
檔案夾名稱不要取
”EXPANSION( 擴充 )”。否
則，安裝擴充包 (EXPANSION
PACK) (第46頁)時，
所有在擴充檔案夾的資料都會
遺失。

複製或移動檔案
এᐇհᡱௌፒᇧܖήΙএĩܖӻএĪᔬਰٮѺĩঈĪຮӵѪΙএ՝ညĩᔬਰֶĪȄௌζџоҢӣኺแוȂፒᇧ
ĩծϚಋଢ଼ĪġᔬਰȄ

1
2

在檔案選項畫面，用 TAB [ ] [ ] 鈕，選擇包含您要複製檔案 / 資料夾
的正確標籤 (PRESENT, USER 或 USB)。

確定MENU 2出現在畫面的右下角。
ຜሯौȂࡸŜĹȁġŞġ໖ȂѩюŎņŏŖġĳȄ
T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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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無法移動儲存在 PRESET Tab
的檔案，這種檔案只能被複
製。
•無法複製或移動在 USER tab
的“Expansion”(擴充)資料
夾(第46頁)。
•為了預防非法複製，市售樂
曲資料有防複製保護。

3

按 [3 T (COPY 複製) 鈕，進行複製，或 [2 T ] (CUT 剪下)，剪下要移動的檔案
ፒᇧġİġήᐇհຜๅོю౪ӵห७ήПȄ

按[A]－ [J]鈕中對應需要檔案/資料夾的按鈕。

註

ࡸڏϛΙএ໖ȂᒵᐅĩяюᡗҰĪौᒵᐅޟᔬਰİᔬਰֶȄषौڥੑᒵᐅȂӣΙএ໖
ӔࡸΙԩȄࡸġŜķȁġŞġĩłōōġӒഋĪġ໖ȂᒵᐅܚԤᡗҰӵҬࠉห७ΰȂѓࢂڏт
T
ॲኵޟᔬਰİၥਟֶȄौڥੑᒵᐅȂӔࡸΙԩġŜķȁġŞġĩłōōġŐŇŇġӒഋڥੑĪġ໖Ȅ
T

5

按 [7 T ] (OK) 鈕，確認選定的檔案 / 資料夾。

6

用 TAB [

要取消重新命名操作，按 [8 T ]
(CANCEL取消)鈕。

基本操作

4

] [ ] 鈕，選擇您要把檔案 / 檔案夾貼上的目的標籤(USER 或 USB)

ຜሯौȂҢŜłŞɯŜŋŞ໖ȂᒵᐅҬޟᔬਰֶȄ

7

按 [4 T ] (PASTE 貼上 ) 鈕，貼上在步驟 4選定的檔案 / 資料夾。
ຮΰޟᔬਰİၥਟֶོՌଢ଼ࡸྱᔬਰޟԅҔוю౪ӵห७ΰޟᎌ࿋՝ညȄ

刪除檔案 / 資料夾
註

ҏᐇհᡱௌւଶΙܖӻএᔬਰġİġၥਟֶȄ

1

在檔案選項畫面，用 TAB [ ] [ ] 鈕，選擇包含您要刪除檔案 /
資料夾的正確標籤 (USER 或 USB)。

2

確定MENU 2出現在畫面的右下角。

無法刪除在 PRESET tab (預設
標籤)或 USER tab 下的
“Expansion”(擴充)資料夾內
的檔案或檔案夾(第46頁)。

ຜሯौȂࡸŜĹġȁŞġ໖ȂѩюŎņŏŖġĳȄ
T

3

按 [5 T ] (DELETE 刪除 ) 鈕
ւଶᐇհຜๅོю౪ӵห७ήП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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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A]－[J]鈕中對應需要檔案/資料夾的按鈕。

註

ࡸڏϛΙএ໖ȂᒵᐅĩяюᡗҰĪौᒵᐅޟᔬਰİᔬਰֶȄषौڥੑᒵᐅȂӣΙএ໖
ӔࡸΙԩȄࡸġŜķȁġŞġĩłōōġӒഋĪġ໖ȂᒵᐅܚԤᡗҰӵҬࠉห७ΰȂѓࢂڏтॲ
T
ኵޟᔬਰİၥਟֶȄौڥੑᒵᐅȂӔࡸΙԩġŜķȁġŞġĩĩłōōġŐŇŇġӒഋڥੑĪġ໖Ȅ
T

5

按 [7 T ](OK) 鈕，確認選定的檔案 / 資料夾。

6

遵守以下在出現在畫面的說明
ւଶ၎ᔬਰġİġᔬਰֶ
•YES
•YES ALL ւଶܚԤᒵۡᔬਰġİġᔬਰֶ
•NO
߳၎ᔬਰġİġᔬਰֶ
•CANCEL ڥੑւଶᐇհ

要取消重新命名操作，按 [8T ]
(CANCEL取消)鈕。

輸入字元
оήᇳ݂ԃդᒯΣᔬਰġİġၥਟֶᔬӪȂӵॱዅཪ൶ђĩĹĲॲĪϛᒯΣᜰᗤԅ໌ཪ൶้้Ȅ
ԅϯᒯΣᔖӵоήห७ϛׇԙȄ

2
1

1

4
3

按 [1 S ] 鈕，改變字元類型。
•CASE σቸԅҔȂኵԅȂಒဴ
•case ωቸԅҔȂኵԅȂಒဴ

2

用【DATA DIAL】轉盤將游標移到需要的位置。

3

從 [2 ST ]-[6 ST] 和 [7 S ] 鈕中，按對應您要輸入字元的按鈕。
ؐএࡸ໖фߒኵএϚӣԅϯȂؐࡸΙԩࡸ໖Ȃфߒޟԅϯ൷ϚӣȄ
ौᄂሬᒯΣᒵۡޟԅϯȂಋଢ଼෬ࡸܖѪΙএԅҔᒯΣᗤȄޱܖȂௌџо฿
้Ȃ၎ԅҔ൷ོՌଢ଼ೝᒯΣȄ
ԃሯᒯΣԅϯޟಠȂᎧоήޟȺڏтԅϯᒯΣᐇհȻȄ

註
在樂曲創作功能(看參考手冊第3
章)輸入歌詞時，也可以輸入日
文字 ( 漢字和假名 )。

註
•以下符號不可以包含在檔案 /
資料夾名。\ / : * ? " < >
•檔案名最多可以有 41個字元
，檔案夾名稱則最多可有 50
個字元。

註

4

要取消字元輸入操作，按 [8T ]
(CANCEL 取消 ) 鈕。

按 [8 S ] (OK) 鈕，確定輸入新檔名並返回上一個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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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字元輸入操作
• 刪除字元
ҢȪŅłŕłġŅŊłōȫᙽዺȂ෬ಋڗདौւଶޟԅϯȂӔࡸġŜĸ T ŞġĩւଶĪ໖Ȅ
ौΙԩւଶᐌԅȂࡸ՞ġŜĸ T ŞġĩւଶĪ໖Ȅ

• 輸入符號或空格
1. ࡸġŜķ TŞġĩಒဴĪġ໖ȂѩюಒဴߒȄ
2. ҢȪŅłŕłġŅŊłōȫᙽዺȂ෬ಋڗሯौޟಒဴުܖਿޟ՝ညȂ
基本操作

ณࡣࡸŜĹS ŞĩŐŌĪ໖Ȅ

•選擇檔案的特定圖樣 ( 顯示在檔名左邊 )
1. ࡸġŜĲ T ŞĩყኺġĪġ໖ȂѩюġŊńŐŏġŔņōņńŕġყኺᒵᐅߒȄ
2. ҢŜłŞɯŜŋŞ໖ȃܖġŜĴġST ŞɯŜĶȁȁġŞ໖ܖȪŅłŕłġŅŊłōȫᙽዺȂᒵᐅყኺȄ
ST
ŊńŐŏĩġყኺġĪġএห७ԤԁඁॲȄࡸŕłŃŜ

3. ࡸġŜĹ SŞġĩŐŌĪġ໖ȂٺҢᒵۡޟყኺȄ

ŞġŜ

Şġ໖ᒵᐅϚӣห७Ȅ

註
要取消重新命名操作，按 [8T ]
(CANCEL取消)鈕。

恢復原始設定
ࡸ՞ᗤዺശѡॱޟᗤĩńķĪᗤȂ҈ႫྛȄԃԪ։џࠢĩᎧفಛ೩ۡኵĪܚޟԤ೩࣏ۡনۖ೩ۡȄԤᜰ឴ܻ
فಛ೩ۡޟኵȂᎧᆩમΰၥਟΙ។ߒޟġɇőŢųŢŮŦŵŦųġńũŢųŵɇĩኵߒĪȄ

C6

註
錄好的樂曲(第68頁)、擴充包(
第46頁)和其他儲存在本產品的
檔案都不會被此操作刪除。

ௌζџо੫ۡ೩ۡඈ࣏নۖ೩ۡܖւଶŖŔņœዀܚޟԤᔬਰİၥਟֶȄѩюᐇհห७Ȉ
ŜŇŖŏńŕŊŐŏŞġ ʖġŕłŃġŜġȁŞġŎņŏŖġĳġʖŜňŞġŔŚŔŕņŎġʖŕłŃġŜġȁŞġœņŔņŕįȄԃሯ၏ಠၥਟȂᎧ
ᆩમΰޟՃЙыĲĲണ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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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備份
ௌџоܚԤၥਟരӋӵġŖŔņœġዀġĩ߳ڧ៖ዅԢڷᘗшॱՓġİġբ࠷ଶѴġĪٮ
ࠢܚޟԤ೩ۡӒഋܹΣΙএᔬਰٮᓽԆڗġŖŔŃġᓍ٘ᆅȄ

1

將USB隨身碟連接到【USB TO DEVICE】端子，做備份終點。

註
使用USB隨身碟之前，先閱讀第
100頁的 『連接到USB裝置』章
節。

註
您也可以視需要將USER 槽內的
音色、樂曲、伴奏、多重聲效
和面板設定記憶體各別儲
存到USB隨身碟。詳情參閱第30
頁。

2

叫出操作畫面

註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ġŕłŃġŜȁġŞġŎņŏŖġĳġʖŜňŞġŔŚŔŕņŎġʖġ
ŕłŃġŜġȁŞġŜȁġŞġŃłńŌŖőİœņŔŕŐœņ

3

3

用[G] (備份)鈕將資料儲存到USB隨身碟。
ห७ю౪ጂᇯଉਢȂࡸྱห७ΰࡾޟҰ໌Ȅ

您也可以備份需要的系統設定
、MIDI設定、使用者效果設定
和音樂搜尋紀錄。叫出操作畫
面：[FUNCTION] → TAB [ ]
MENU 2 →[G] SYSTEM →TAB
[ ] [ ] SETUP FILES。
如需更詳細資料，請參閱網站
上的參考手冊第11章。

註
備份/恢復操作需要幾分鐘才能
完成。

恢復備份檔案
ौඈരӋၥਟȂࡸരӋġİġඈĩŃłńŌŖőġİġœņŔŕŐœņĪॲ७ĩᎧΰ७ĪϛޟŜŊŞ
ġĩඈĪ໖Ȅห७ю౪ጂᇯଉਢȂࡸྱห७ΰࡾޟҰ໌ȄᐇհׇԙࡣȂོࠢ
Ռଢ଼१ཱིంଢ଼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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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進行恢復操作前，先將被保護
樂曲(儲存到USER槽)移到USB隨
身碟。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這個操作會將資料刪除。

1

音色
– 彈奏鍵盤 –

ҏࠢညΟӨᆍ຺ႁઍዅᏢॱՓȂѓ֤ᓁฤȃӡтȃ۾ዅȃማᆓȃ
ᆓዅڏڷтӻዅᏢȄ

彈奏音色
џоҢᗤዺޟĴএॱഋኆ࠷ॱՓȈōņŇŕġĩѾĪȂœŊňŉŕĲĬĳġĩѡĲĬĳĪȄௌζџоҢőłœŕġŐŏġİġŐŇŇġĩॱഋİᜰĪ໖
έএॱഋ๖ӫȂഺഅюᙴዜޟዅᏢॱՓ፴ཐٺڷҢП߯ޟᅋ࠷ಢӫȄ
用來選擇鍵盤音部，改變音色。
用來開/關鍵盤音部。

註
右2音部

左音部

如需本產品預設音色一覽表，
請參閱網站上的資料一覽表的
『音色一覽表』。

右1音部
左手(低)區

右手(高)區

分鍵點 (F#2 原始設定)

•在整個鍵盤上彈奏單一音色：
҈ѡĲܖĳॱഋ

•在整個鍵盤的重疊模式彈奏2種不同音色：
҈ѡĲܖĳॱഋ

•在鍵盤(分鍵)的右和左手區播放不同音色：

註

҈ѾڷѡĩĲڷİܖĳĪॱഋȄŇĤĳᇄၶճॱᗤҢӵѾॱഋȂၶଽॱᗤĩϚѓ֤ŇĤĳĪࠌҢ
ܻѡॱഋĲڷĳȄᗤዺϷႤԙѾЙᇄѡЙୢॱޟᗤᆎ࣏ȺϷᗤᘈȻȄ

1

打開您要使用的音部的音部開/關(PART ON / OFF)鈕
ᄇᔖॱޟഋᒵᐅĩőłœŕġŔņōņńŕġĪ໖ོՌଢ଼ంȄ

分鍵點是可以改變的(第58頁)。

註
您可以將每個音部的音色選擇
與開/關設定儲存在面板設定記
憶(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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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彈奏鍵盤

1

2

確定您要選擇的音色的音部選擇(PART SELECT)鈕已經打開。

3

按其中一個音色(VOICE)目錄選項鈕，選擇一個音色目錄並叫出該音色目錄畫面。

•擴充音色
額外安裝的音色(第46頁)。
•使用者音色
用音色設定功能建立的音色，(參閱網站
上的參考使用手冊)或複製到USER槽的音
色(第30頁)。

註
按音色選項畫面的[8 ](往上)
鈕，叫出音色目錄(檔案夾)，包
括“ GM & XG”和“ GM2”等
這些沒有對應音色目錄選項按
鈕的目錄。

預設音色

Ⴑ೩ॱՓϷࡣོೝᓽԆӵᎌ࿋ޟᔬਰֶȄؐএॱՓҬᓃᒵࡸ໖ӨԤᄇᔖޟ
Ⴑ೩ॱՓȄٽԃȂࡸȪŔŕœŊŏňŔȫࡸ໖Ȃห७ю౪ӨᆍಚዅॱՓȄ

4

按[A]－[J]鈕選擇需要的音色。
ࡸᄇᔖᡗҰห७ϛɇőĲĭġőĳȌɇޟ໖Ȃܖ१ፒࡸॱՓĩŗŐŊńņĪҬᓃᒵ໖ѩю
ڏтห७Ȅ

註
如果您要在步驟3按【ORGAN
FLUTE 】(顫音管風琴風管)鈕
，請於進行到步驟4之前，按
[J] (預設)鈕。

註
音色特質會顯示在預設音色名
的上方。如需更多音色特質的
資料，請參閱第37頁。

註
按 [6 T ](資料)鈕，叫出選定音
色的資料。(某些音色沒有資料
視窗。)

聆聽每種音色的示範樂句
ࡸŜĸ T ŞĩŅņŎıҰጒĪ໖Ȃంଢ଼ᒵۡॱՓޟዅѯȄौୄХኬܹȂӔࡸΙԩŜĸ TŞ໖Ȅ

註
要確定顯示在畫面右下角的是MENU1(第26頁)。

36

5

如需要，重複步驟1-4，選擇另一個音部的音色。

6

彈奏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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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左音部音色(左音部保留)
ѾॱഋంਢȂ҈ॱഋİᜰġĩőłœŕġŐŏġİġŐŇŇĪȪōņŇŕġŉŐōŅȫĩѾॱഋ߳Ī໖ȂԃԪ൷ᆗᚬॱᗤȂ
ѾॱഋॱՓζོೝ߳ήپȄ۾ዅߨ૾ॱՓོࡻ៉ีᖐȂՄ૾ॱՓȂԃᓁฤȂ૾৵ޟഀོ࡙Ш
ၶᄚĩਝݎ൷՞ॱ۽ݖΙኺĪȄ
এђ੫տᎌӫҢསբ࠷ኬܹٺҢȂӰ࣏ಒӫբ࠷ॱޟ۾ڷՓོೝ߳ήپȄौୄХኬܹϛޟѾॱഋॱ
ՓȂୄХբ࠷ܖዅԢኬܹܖᜰ௬ȪōņŇŕġŉŐōŅȫĩѾॱഋ߳Ī໖Ȅ

1
使用節拍器
音色－彈奏鍵盤

ࡸȪŎņŕœŐŏŐŎņȫĩܯᏢĪ໖Ȃ҈ܖᜰഖܯᏢȄ
Ң፡ᐌբ࠷ഀ࡙ޟӣኺแוĩĶĲॲĪپ፡ᐌܯᏢޟഀ࡙Ȅ

註
也可以改變節拍器的拍號、音量與聲音：[FUNCTION] → TAB [
METRONOME 。

]MENU 1 →[J]UTILITY →TAB [ ]CONFIG 1 → [A]/ [B]2

音色特質
ҏࠢညॱޟՓ੫፴ᡗҰӵॱՓӪΰПġȗġŔįġłųŵĢġŎŦŨŢġŗŰŪŤŦĭġōŪŷŦĢĭġńŰŰŭĢĭġŔŸŦŦŵĢ้้Ȅ

•S-Art! (超級清晰)音色

註

Ɇ఼łųŵŪŤŶŭŢŵŪŰůɇএԅӵॱዅϛலࡾॱಒϞޟႆߞܖ៉ܒȂலІ
ࢎӵ੫ۡᅋ࠷ѽȂٽԃᘞ࠷ġĩŴŵŢŤŤŢŵŰĪȃ༫ྤ࠷ĩŭŦŨŢŵŰĪڷ༫ྤĩŴŭŶųĪȄࡸॱՓᒵ
ห७ޟŜķġȁŞĩŊŏŇŐġၥਟĪ໖ȂѩюԤᜰኆ࠷ॱٲՓޟᄂҢၥਟȄ
T

•鼓組 / Live! Drums/ SFX/ Live! SFX 音色 (用[DRUM KIT]鈕叫出這
個畫面)
ᡱௌӵᗤዺΰኆ࠷ӨᆍჂಢ҈ڷᔞዅᏢܖŔŇřಢĩᖐॱਝݎĪ้ٲᆎ࣏ჂಢİŔŇř
ಢॱޟՓȄ၏ᎧᆩમΰၥਟΙ។ߒޟɆġŅœŖŎŔġİġŔŇřġŌŊŕŔġōŊŔŕɇĩჂ
ಢİŔŇřಢΙ។ߒĪȄ

•顫音管風琴風管音色(用[ORGAN FLUTES]鈕叫這個畫面)

•S Art!音色只適用有安裝這些
音色的型號。其他您用這些
音色在本產品上創作的樂曲
或伴奏資料，若在其他產品
播放時，出來的音色可能會
聽起來怪怪的。
•S Art!音色會根據鍵盤的範圍
、速度、觸鍵感應等因素而
異。因此，如果啟動合音/琵
音(第42頁)、改變移調設定(
第38頁)或改變音色設置參
數(第47頁)，可能導致預期
外或失真的聲音。

ॱٲՓᡱௌ१౪ܚԤငڐᆓॳฤॱՓȂѫሯ፡ᐌᆓಐЏψ҈ڷᔞᖐȂ൷֕౪༈
ಛᆓॳฤॱॱՓȄԃሯಠȂᎧĵĶॲȄ

ԃሯڏтॱՓޟၥਟȂᎧᆩમΰޟՃЙы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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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鍵盤音高
以半音為單位調整音高(移調)
ŕœłŏŔőŐŔņġಋ፡ȪĮȫİȪĬȫ໖ојॱ࣏՝ȂӵĮĲĳᇄĲĳϞಋ፡ࠢĩġᗤዺᖐ
ॱȃբ࠷ኬܹȃዅԢኬ้ܹĪġޟᐌᡝॱଽȄӣਢࡸȪĮȫİȪĬȫ໖Ȃҳ։ಋ፡१೩
࣏ıȄ

註
移調功能不會對鼓組或SFX 組
音色造成影響。

在混音座畫面移調音高
џоŜŎŊřņœİġņŒŞġʖġŕłŃġŜȁŞġŜȁŞġŕŖŏņġѩюॱ৴ห७ࡣȂཌ፡ॱଽ೩ۡĩಋ፡ȃΤ࡙ڷ፡ॱĪȄ

調整音高，以八度音為單位
ŖőőņœġŐńŕłŗņġĩΰΤ࡙ॱĪȪĮȫİȪĬȫ໖џоᡱѡॱഋĲڷĳॱޟଽ܁ΰ܁ܖή፡
ΙএΤ࡙ॱġȄ

微調產品的音高
ᗶณࠢਲ਼ᐃҁ֯ࡡȂᐌᡝॱଽޟনۖ೩࣏ۡĵĵıįıġŉŻȂௌᗙџооήၯ৷ཌ፡
ॱଽȄ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ġŜȁŞġŎņŏŖġĲġʖġŜņŞŎłŔŕņœġŕŖŏņġİġŔńłōņġŕŖŏņ
ௌџоӵĵĲĵįĹŉŻġĮġĵķķįĹġŉŻޟጒ൜ϱ፡ᐌॱଽȂؐԩ፡ᐌൽ࡙࣏ıįĳŉŻȄ
ԃሯΟ၌ಠȂᎧᆩમΰޟՃЙы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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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滑輪
使用音高滑輪
註
•使用音高滑輪造成的效果，
根據伴奏設定的不同，可能
無法用在播放伴奏時的左音
部。
•(PSR-S970) 使用音高滑輪造
成的效果，無法用在人聲合
音效果。

џоӵॱ৴ห७Ȃࡸྱоήၯ৷Ȃ፡ᐌྤॱޟጒ൜Ȅ
ŜŎŊřņœİġņŒŞġʖŕłŃġŜȁŞġŜȁŞġŕŖŏņġʖġŜŉŞőŊŕńŉġŃņŏŅġœłŏňņ

使用調變滑輪
፡ᡐђӵᗤዺኆ࠷юॱޟಒё፡ᡐȂٽԃᠬॱਝݎȄࠢޟনۖ೩ۡȂԪђ
ᎌҢܻᗤዺॱഋĩѡॱഋĲڷĳᇄѾॱഋĪȄ፡ᡐྤᎈ܁ΰಋġĩሉᚔௌĪȂቨёਝݎ
࡙Ȃ܁ήಋġĩᎬߖௌĪȂЍਝ࡙ݎȄ

註
根據選定的音色，調變滑輪效
果有可能可以控制音量、濾波
器或某些其他參數，而非顫音
。

註
要避免誤用顫音功能，開始彈
奏前，確定調變滑輪設在最低
。

註
ௌџо೩ۡ֏ौᠬॱഅԙޟਝݎҢܻؐএᗤዺॱഋȈ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ġŜȁŞŎņŏŖġĲġʖġŜŅŞńŐŏŕœŐōōņœʖġŕłŃġŜȁŞġ
ŌņŚŃŐłœŅġİġőłŏņōġʖġŜłŞİġŜŃŞġĳġŎŐŅŖōłŕŊŐŏġŘŉņņōȄ

2
音色－彈奏鍵盤

џоӵኆ࠷ᗤዺਢȂٺҢॱଽྤᎈȪőŊŕńŉġ ŘŉņņōȫȂॱಒ܁ΰĩྤᎈ܁ሉᚔ
ௌޟПө௰Īġ ܁ܖήྤĩྤᎈ܁ᎬߖௌޟПө௰ĪȄॱଽྤᎈџоҢӵܚԤᗤዺॱഋĩ
ѡॱഋĲڷĳڷѾॱഋĪȄॱଽྤᎈՌଢ଼ۡЖȂܹࡣȂོՌଢ଼ߕӱғலॱଽȄ

根據伴奏的不同，使用
[MODULATION](調變)滑輪造成
的效果可能在伴奏播放時，無
法用在左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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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現場控制旋鈕
װӨᆍђࡾۡōŊŗņġńŐŏŕœŐōĩ౪ൟڙĪĲڷĳఋ໖ࡣȂௌ։ၭޢឈȂ։ਢ࣏ᅋ࠷ቨଢ଼ཐȄ

1

按[ASSIGN](指定)鈕，叫出現場控制畫面。

2

2

2

用[A] / [B]或 [1

]－ [8

]鈕選擇需要的功能組合。

註
重複按[ASSIGN](指定)鈕，或
用資料轉盤也可以選擇的功能
組合。

ೝᒵۡޟጡဴོᡗҰӵкᡗҰห७ĩĳĵॲĪȄ

預設功能
᭡Ḭ2

2

3

4

5

6

ᣇᒩ0▄ᛆ⌸!0!Ꮇ2-!Ꮇ3ᣇᱡ

ᣇᒩ0ᥳᚤ0ᴺ❀0Ꮇ2-!Ꮇ3ᣇᱡ

፡ᐌᘮݰᏢޟᄠݰᓜоЅѡĲĭġ ѡĳॱഋޟӓቁ
Ȃᡐᖐॱॱޟ፴ᇄॱՓȄ

፡ᐌѡĲڷĳॱഋޟ࡙Ȅఋ໖܁ѡᙽȂቨё
ѡॱഋޟ࡙Ȅ

ᣇᒩ0Ꮧ⏡0Ꮇ2-!Ꮇ3ᣇᱡ

ᣇᒩ0ᥳᚤ0ᑁ᫄0Ꮇ2-!Ꮇ3ᣇᱡ

፡ᐌѡĲڷĳॱഋॱޟ໔ҁᒋȄఋ໖܁ѾȂቨёѡ
Ĳॱഋॱ໔Ȅఋ໖܁ѡȂቨёѡĳॱഋॱ໔Ȅ

፡ᐌѡĲڷĳॱഋޟӫ୮࡙Ȅఋ໖܁ѡᙽȂቨё
ӫ୮࡙Ȅ

ᣇᒩ!0!ᩪឍ0Ꮇ2-!Ꮇ3ᣇᱡ

ᣇᒩ0☂Ḷ0Ꮇ2-!Ꮇ3ᣇᱡ

፡ᐌኆ࠷ᗤዺࡣѡĲڷĳॱഋႀڗശॱ໔ޟਢ
Ȅఋ໖܁ѡᙽȂቨёߝ࡙Ȅ

፡ᐌѡĲڷĳॱഋӵᚬॱᗤࡣȂᖐॱ૾ڗฒ
ᖐޟਢȄఋ໖܁ѡᙽȂቨёਢߝ࡙Ȅ

ᣇᒩ0ᵸᣇ0ᬒឯ

ᣇᒩ0ᵸᣇ0!ᚅᜳ

፡ᐌยॱॱ໔Ȅఋ໖܁ѡᙽȂॱ໔ቨёȄԃሯย
ॱђޟ၏ಠၥਟȂᎧĵĵॲȄ

፡ᐌยॱॱಒ࡙ߝޟȄఋ໖܁ѡᙽȂቨёਢߝ
࡙Ȅ

ᒸឍ0ᢽỉ⛟ᶋ0!Ḷ⚆0!᱖ᮻ

ᑁ᫄0ᣇᒩ-!ᒸឍ

İᜰڷ፡ᐌբ࠷१ཱིញีђ࡙ߝޟȄբ࠷१ཱི
ញีђོ१ፒኬܹҬࠉኬܹբ࠷ޟΙএॱഋĩ
ĵĹॲĪޟ੫ۡߝ࡙Ȅఋ໖܁ѾᙽۻڗȂᜰഖђ
ȇఋ໖܁ѡᙽȂంђٮЍਢߝ࡙Ȅ

፡ᐌᗤዺܚԤॱഋբ࠷ᇄӫ୮࡙Ȅఋ໖܁ѡᙽ
Ȃቨё࡙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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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Ḭ3

ᒸឍ0ᣇ!ᅬ!ᣇB

Ꮧ⏡0ᒸឍ-!ᑑᢽⓦᥳ

İᜰբ࠷ᖐၾኬܹȄఋ໖܁ѾᙽۻڗȂѫོ҈
࠷ĳᖐၾȂѪΙএᖐၾᜰഖȄװఋ໖ΰ७
এ՝ညଛਢមПөᙽȂᖐၾంޟ࣏וȈ࠷
Ĳĭġճॱĭġ۾ڷĲĭġ۾ڷĳĭġۻĭġዅѯĲĭġዅѯĳܚڷ
ԤᖐၾȄİᜰᖐၾᡱௌሆᚬᡐ࠷ཐȄԃሯΟ
၌բ࠷ᖐၾޟಠȂᎧĶķॲȄ

፡ᐌբ࠷ᇄӻ१ᖐਝĩĸķॲĪኬܹॱޟ໔ҁᒋȄ
ఋ໖܁ѾᙽȂቨёբ࠷ॱ໔Ȃఋ໖܁ѡᙽȂቨё
ӻ१ᖐਝॱ໔Ȅ

▄ᛆ⌸0ᣇᒩ-!ᒸឍ

ᴺ❀0ᣇᒩ-ᒸឍ

፡ᐌᘮݰᏢޟᄠХᓜڷᗤዺܚԤॱഋоЅբ࠷
ޟӓቁȂᡐᖐॱॱޟ፴ᇄᖐॱȄ

፡ᐌᗤዺܚԤॱഋڷբ࠷ޟ࡙Ȅఋ໖܁ѡ
ᙽȂቨё࡙Ȅ

ᲁᓐᣉ)ᐷ᎘*0ᣇḪ

)ᏁᢿQTS.T:81*ᲁᓐᣉ0WI!Ꮧ⏡

፡ᐌҢȪŎŊńİňŖŊŕłœġ ŊŏőŖŕȫඨЌޟഫպॳ
ܖӡтᖐॱᒯΣॱޟ໔Ȅఋ໖܁ѡᙽȂቨёॱ໔
Ȅ

፡ᐌഫպॳڷΡᖐӫॱਝॱޟݎ໔ҁᒋȄఋ໖
܁ѾᙽȂቨёᒯΣॱ໔Ȃ܁ѡᙽࠌቨёΡᖐӫॱ
ॱޟ໔ȄԃభΟ၌ΡᖐӫॱђޟಠȂᎧ
ĺĲॲȄ

1

9
)ᏁᢿQTS.T881*BVY!0!ᣇḪ
ڙȪłŖřġ ŊŏȫඨЌᒯΣॱޟ໔Ȃႀڗ፡ᐌ
ᇄڏтॱഋॱޟ໔ҁᒋȄఋ໖܁ѡᙽȂቨёॱ໔
Ȅ

3

註

ࡸȪŊȫĩࡾۡĪ໖Ȃѩюኵࡾۡห७ȂጡᒮĹএђಢӫȄԃሯᐇհᇳ݂Ȃ
ᎧᆩમΰޟՃЙыȄ

伴奏重新觸發功能只能用在伴
奏主樂段。

彈奏鍵盤或播放伴奏時，轉動LIVE CONTROL (現場控制)旋鈕。

註
根據面板設定或旋轉旋鈕方式
的不同，您可能不會注意到參
數值的變化，或就算您轉動旋
鈕，旋鈕也可能無法順利轉動
。

註
用[ F ](重設)鈕把選定功能的
參數值恢復為原始設定，而使
用[ G ](全部重設)鈕會把所有
功能恢復成原始設定。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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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彈奏鍵盤

᭡Ḭ2

使用音色效果
ௌџоҢӨᆍਝپݎёܖᡐᗤዺॱഋĩѾॱഋȃѡॱഋĲڷĳĪޟᖐॱȄցҢоήࡸ໖ȂంܖᜰഖٲਝݎȄ

這些效果只可用於選定的音部。
(PART SELECT(音部選擇)鈕開啟)

•合音/ 琵音(HARMONY/ARPEGGIO)
ӫॱİยॱਝݎџҢӵѡЙॱՓȄᎧȺӫॱਝݎҢӵௌޟѡఋࡡȻĩᎧоήĪ
ܖȺҢѡЙញียॱȻĩĵĵॲĪȄ

•觸鍵 (TOUCH)
এࡸ໖ҢپİᜰᗤዺޟញᗤཐᔖȄԃݎӵᜰഖޑᄘȂϚ፣ኆ࠷ᗤዺޟΨၾσωȂ
юॱޟپ໔ΙኺȄ

註
您可以改變觸鍵感應的類型。
如需使用說明，請參閱網站上
的參考使用手冊。

•延音 (SUSTAIN)
ॱ۽ђంਢȂܚԤӵᗤዺޟѡЙॱഋĩѡĲڷĳĪኆ࠷ॱޟಒོю౪ၶߝॱ۽ޟ
Ȅ

•單音 MONO
ԪђంਢȂॱഋོୈॱኬܹĩΙԩΙএॱಒĪȂശࡣΙএॱಒᓺӑȂᡱௌኆ࠷ю
ԤઍᄂཐޟॱȃкॱՓȂٽԃማᆓዅᏢȄਲ਼ᐃϚӣॱޟՓȂҢ༫ྤ࠷ĩōņňłŕŐĪ
ኆ࠷ॱಒਢȂџོю౪ྤ࠷ĩőŰųŵŢŮŦůŵŰĪȄ
ђᜰഖਢȂॱഋॱޟՓོኬܹፒॱȄ

•DSP / DSP 變化
ԤΟࠢޟϱ࡚ኵ՝ਝݎȂௌԤ࡞ӻПԒ࣏ՌϏॱޟዅቨёᕗცॱ࡙ڷġ ȗġ ٽԃቨ
ᡱᖐॱ᠙ଔۥپԃӵᅋ࠷ᢈᅋ࠷ޟਝݎȄ
ȪŅőŔȫ໖ҢپంܖᜰഖҬࠉᒵۡᗤዺॱഋޟŅőŔĩኵ՝ଉဴ౩ĪਝݎȄ
ȪŅőŔġᡐϽȫ໖ҢپᡐŅŔőਝݎϞޟᡐϽȄٽԃௌџоӵኆ࠷ਢٺҢএࡸ໖
Ȃᡐᙽଢ଼පᖐᏢਝᙽޟݎഀĩᄚİפĪȄ

註
滑奏(Portamento)的功能是在
鍵盤彈奏二個不同音之間作出
平順的高音轉移。

註
可以改變DPS的類型。在音色選
項畫面，選擇【5 】(VOICE
SET) →TAB【 】【 】→
EFFECT/EQ→【A】/【B】2 DSP.
。如需了解細節，請參閱網站
上的參考手冊。

將合音/ 回音用在您右手旋律
ѓࢂӫॱĩΠȃέ१ӫॱ้้ĪȃӱॱȃᎪॱڷᠬॱ้ᅋ࠷ਝݎџоਲ਼ᐃᗤዺѾЙୢࡾۡڷޟಚȂҢӵᗤዺѡЙ
ኆ࠷ॱޟಒȄ

1

打開 [HARMONY/ECHO] (合音/回音)鈕。

2

選擇合音或回音類型。
2-1

ѩюᐇհห७Ȅ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ġŜġȁŞġŎņŏŖġĲġʖġŜŃŞġŉłœŎŐŏŚİłőőņňňŊŐ

2-2

ҢŜĲġȁȁŞɯŜĴġȁȁŞ໖ᒵᐅɆӫॱɇܖɆӱॱɇȄ
ST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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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註
當您選擇另一個音色時，合音
/回音/琵音的類型會自動根據
音色設置的記憶，回到原始設
定。如需音色設置功能的細節
，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

2-3

ҢġŜĵġȁȁŞġŜķġȁȁŞġ໖ᒵᐅሯौޟȄ
ST
ST

2-2

1

2-3

音色－彈奏鍵盤

ࡸġŜĸġȁȁŞġĩŅņłŊōġಠĪġ໖Ȃѩюಠ೩ۡห७ȄԃሯӻၥਟȂᎧᆩ
ST
મΰޟՃЙыȄ

 合音目錄
•標準雙合音–Strum
ӫॱਝݎਲ਼ᐃήყܖ۾ڷѾЙୢࡾۡ۾ڷޟȂҢӵᗤዺѡЙୢኆ࠷ॱޟಒȄ

註

•當開啟【ACMP】(自動伴奏)鈕，左音部關閉
分鍵點

分鍵點設定細節請參閱58頁。

註
“1+5”和“Octave”設定不
受和弦影響。

伴奏播放與合音效果的和弦區。

•當關閉【ACMP】(自動伴奏)鈕，左音部開啟：
分鍵點

右手1和2音色。
左音部與和弦區的合音效果。

•當【ACMP】(自動伴奏)鈕和左音部都開啟：
分鍵點 (伴奏)

伴奏播放與合音效果
的和弦區。

分鍵點 (伴奏)

左音色

右手1和2音色。

•多重指定
ӻ१ࡾۡਝོݎՌଢ଼װӣਢӵᗤዺѡЙୢኆ࠷ॱޟಒࡾۡএտॱഋĩॱՓĪȄ
ٺҢӻ१ࡾۡਝݎਢȂᔖ҈ᗤዺȪœŊňŉœġĲȫڷȪœŊňŉŕġĳȫॱഋȄѡЙĲ
ڷĳॱഋॱޟՓӵௌኆ࠷ਢȂོՌଢ଼וٷҺϣࡾۡॱಒȄ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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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音目錄(回音、震音、顫音)
Ϛ፣ȪłńŎőȫĩՌଢ଼բ࠷ĪڷѾॱഋİᜰޑᄘ࣏դȂӱॱȃᎪॱڷᠬॱਝོݎӫҬ
ࠉޟ೩ۡഀ࡙ȂҢܻᗤዺѡॱഋᅋ࠷ॱޟಒȄ՞ȂᠬॱѫԤӵӣਢࡸ՞ᗤዺڍޟ
এॱಒĩࡸܖ՞ॱޟಒኵ໔຺ႆڍএਢȂᒵശࡣڍএॱಒĪϗོю౪ȂՄиོࠢҺϣኬ
ܹॱٲಒȄ

3

彈奏鍵盤
ӵ؏ĳᒵۡޟਝݎҢܻѡЙఋࡡȄ

ԃభᜰഖএਝݎȂᜰ௬ȪŉłœŎŐŏŚġİġłœőņňňŊŐȫĩӫॱİยॱĪ໖Ȅ

用右手觸發琵音
ยॱђȈѫሯࡸॱ۾ڷಒ։џኬܹยॱĩϷ၌۾ڷĪȄٽԃȂኆ࠷ॱಒńĭġ ņڷňپញีԤ፸ޟዅѯȄ੫Փџо
Ңӵॱዅᇧհڷᅋ࠷Ȅ

1

打開 [HARMONY/AROEGGIO] (合音/琵音)鈕。

2

選擇琵音類型。

註

2-1

ѩюᐇհห७Ȅ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ŜġŞŎņŏŖġĲġʖġŜġŃŞŉłœŎŐŏŚİłœőņňňŊŐ

2-2

ҢŜĲġȁȁŞġġŜĴġȁȁŞ໖ᒵᐅɆӫॱɇܖɆӱॱɇоѴޟҬᓃȄ
ST
ST

2-3

ҢŜĵġȁȁŞġġŜķġȁȁŞ໖ᒵᐅȄ
ST
ST

當您選擇另一個音色時，合音/
回音/琵音的類型會自動根據原
始設定–即根據音色設置的紀
錄而設定。如需音色設置(音色
組)功能的細節，請參閱網站上
的參考手冊。

註
使用琵音量化功能，琵音播放
可與樂曲/伴奏播放同步，如此
即可修正時間上的些微不完美
。請在以下面畫進行設定：
[FUNCTION]→TAB[ ]MENU 1
→[J]UTILITY→TAB [ ] [ ]
CONFIG 2

2-2

2-3

ࡸŜĸġȁȁŞġġĩಠĪ໖Ȃѩюห७Ȃ೩ۡยॱॱ໔ڷᒵᐅኬܹยॱॱޟഋȄԃሯ
ST
ၥਟȂᎧᆩમΰޟՃЙыȄ

3

彈奏1或多個音符，觸發琵音。

註
將琵音保留功能指定到腳踏開
關，如此就算鬆開音鍵，琵音
還是會繼續播放。如需細節，
請參閱第97頁。

ԤยॱਝޟݎዅѯོӰኆ࠷ॱޟಒՄȄ
註
ԃభᜰഖএਝݎȂᜰ௬ȪŉłœŎŐŏŚġİġłœőņňňŊŐȫĩӫॱİยॱĪ໖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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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用LIVE CONTROL(現場
控制)旋鈕控制琵音音量與每個
音符的長度。如需旋鈕操作說
明，請參閱第40頁。

創作您的原創管風琴音色
ҢጡᒮႱ೩ޟᆓॳฤॱՓپഺհনഺᆓॳฤॱՓȄ൷ኆ࠷༈ಛᆓॳฤȂҢቨёܖ
ЍߝಐޟᆓಐЏψپഺհনഺॱՓȄഺհԁॱޟՓџоԆӵϱ࡚ᏹᡝĩŖŔņœġ ዀĪܖ
ŖŔŃᓍ٘ᆅȂټРࡣٺҢȄ

1

註
『FOOTAGE』(管笛尺寸 )一詞
是傳統管風琴音源的參考資料
，代表聲音是由不同長度(英尺
)為單位)的管子產生組成。

按【ORGAN FLUTES】(管風琴)鈕。
ѩюΰԩᒵۡޟᠬॱᆓॳฤॳᆓॱޟՓ೩ညห७ޟᆓಐЏψॲ७Ȅ
षौጡᒮѪΙএႱ೩ᠬॱᆓॳฤॳᆓॱՓȂࡸȪŊȫĩႱ೩Ī໖ȂѩюᆓॳฤॱՓᒵ
ห७Ȃ໌ᒵᐅȂϞࡣȂࡸȪĶȁȫĩॱՓ೩ညĩۡĪĪ໖ӱॱڗՓ೩ညห७Ȅ

音色－彈奏鍵盤

1

2

用 【1 ST 】 - 【8 ST】數字鈕來調整
註

ᆓಐЏψ೩ؚོۡۡᆓॳฤޟஅᙃॱȄ
ȪĲȁȁȫ໖ڍڙᆍᆓಐЏψĻġĲķڷĶġġĲİĴ़ЏȄ
ST
ࡸȪŅȫ໖ȂӵڍএЏψϞϸȄ
如需VOLUME / ATTACK (音量/起奏)頁面與EFFECT / EQ (效果/
等化器)頁面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

按住【1 ST】鈕時，按【D】
鈕，即可選擇兩種尺寸，讓您
用資料轉盤將兩種尺寸設為同
樣的設定值設。

3

ԃሯौȂζџоᒵᐅᆓॳฤٮᡐڏт೩ۡȂٽԃఋᙽԒපᖐᏢᇄඥॱȄ
ȪłȫİȪŃȫ ᆓॳฤ

ࡾۡौᔣޟᆓॳฤॱ፴ҡ
TJOFᅝҡ఼ཿȃ఼ޟᖐॱȄ
WJOUBHF;!ҡؓ୪ȃ฿ཌѶઍޟᖐॱȄ
FVSP)ᏁᢿQTS.T:81*;!ҡԤႫυॳฤᠬॱޟႫවᡝႫᆓॳฤޟᖐॱȄ

Ȫńȫ

࣏ᆓॳฤĩਝݎİņŒġ ॲ७ޟŅŔőኵĪᒵᐅఋᙽԒපᖐᏢਝݎਢȂҢএࡸ໖
ӵפᇄᄚఋᙽԒපᖐᏢϞϸȄ

œŐŕłœŚġŔőġ
ŔőņņŅ
ఋᙽԒපᖐᏢഀ࡙

ȪŇȫİȪňȫ ŗŊŃœłŕŐġඥॱ
Ȫŉȫ

İᜰġᆓॳฤॱՓޟඥॱਝݎȄ

ŗŊŃœłŕŐġ
೩ۡඥॱ࡙ȂϷέȈ
Ņņłőŕŉġඥॱ࡙ ĲġĩճĪȃĳĩϛĪȃĴġĩଽĪ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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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I】(預設)鈕，叫出管風琴音色選項畫面。

註
如要回到音色設置畫面，按
【5 】(音色設置)鈕。

4

按照第28頁的步驟，儲存您的管風琴音色。

註
如果資料未儲存前，選擇了另
一個音色或關掉產品電源，資
料就會遺失。

增加新內容 – 擴充包
Ԋ၆ᘗшѓࡣȂௌ൷џоװӨᆍᒵᗊॱޟՓᇄբ࠷ёڗŖŔņœዀޟȺᘗшȻၥਟֶȄԊ၆ԁॱޟՓᇄբ࠷џоҢॱՓ
ܖբ࠷Ҭᓃᒵ໖ޟŜņřőłŏŔŊŐŏġ İġ ŖŔņœŞ໖ᒵᐅȂᘗшௌޟᅋ࠷ᇄഺཎџܒȄௌџоᗊີŚłŎłŉł࣏ੑາޱ
҈അޟଽࠢ፴ᘗшѓၥਟܖցҢႫသޟᨛŚłŎłŉłġ ᘗшᆓ౩ɇᡝپഺഅ឴ܻՌϏޟনഺᘗшѓၥਟȄԃሯԊ၆
ᘗшѓޟᇳ݂ȂᎧᆩમΰޟՃЙыȄ

ԃሯᘗшѓၥਟȂஈоήᆩ֭ȈŸŸŸįźŢŮŢũŢįŤŰŮİŢŸŬġİ

ԃሯڥுŚłŎłŉłġᘗшᆓ౩ᡝڷЙыȂΰŚłŎłŉłġήၷᆩમȈŸŸŸįťŰŸůŭŰŢťįźŢŮŢũŢįŤŰ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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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的參考手冊，第1章

選擇GM / XG 或其他音色：

音色選項畫面 : [8S ](UP) →[2S ](P2)

觸鍵感應與效果相關設定
•設定鍵盤的觸鍵感應：

[FUNCTION] → TAB [ ] MENU 1 → [D] CONTROLLER
→TAB [ ] KEYBOARD/PANEL→[A]1 TOUCH RESPONSE

•合音/琵音的細節設定：

[FUNCTION] → TAB [ ] MENU 1 → [B]
HARMONY/ARPEGGIO→ [7 ST ] (DETAIL)

•微調整個產品音高：

[FUNCTION] → TAB [ ] MENU 1→ [E] MASTER TUNE/
SCALE TUNE → TAB [ ] MASTER TUNE

•音階調音：

[FUNCTION] → TAB [ ] MENU 1 → [E] MASTER TUNE/
SCALE TUNE → TAB [ ] SCALE TUNE

•改變移調鈕的音部指定

[FUNCTION] → TAB [ ] MENU 1 → [D] CONTROLLER→
TAB [ ] KEYBOARD/PANEL→ [B] 3 TRANSPOSE ASSIGN

編輯指定到LIVE CONTROL旋鈕的參數：

[ASSIGN] →[I](ASSIGN)

編輯音色(音色設置) :

Voice Selection display → [8 T ] MENU 1 → [5 T ]
→ (VOICE SET)

解除音色設置自動選擇 (效果等)：

[FUNCTION] → TAB [

編輯管風琴音色：

[ORGAN FLUTES] →TAB [
EFFECT/EQ

安裝擴充包資料：

[FUNCTION] →TAB [ ] MENU 2 → [F]PACK
INSTALLATION → [6T
T ] (INSTALL)

] MENU 1 → VOICE FILTER
][

] VOLUME/ATTACK or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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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彈奏鍵盤

1

音高相關設定：

2

伴奏
– 彈奏旋律與自動伴奏 –
ҏࠢညΟӨԒӨኺॱޟዅȂѓࢂࢺȃᕒρᇄ೨ӻڏт
ॱዅޟӨᆍՌଢ଼բ࠷ᇄ࠷לԒĩᆎ࣏Ɇբ࠷ɇĪȄբ࠷ޟ੫
ՓђġĮġՌଢ଼բ࠷ђᡱௌѫሯҢѾЙኆ࠷Ɇ۾ڷɇȂࠢ൷ོ
ҡՌଢ଼բ࠷ȄђོՌଢ଼࣏ௌ१౪ׇᐌዅღܖᆓಚዅღ
ॱޟՓġȗġ൷ᆗᄂሬѫԤௌΙএΡᅋ࠷Ȅ

彈奏有自動伴奏的伴奏
1

按其中一個STYLE(伴奏)目錄選項鈕，叫出伴奏選項畫面。
•【EXPANSION STYLE】(擴充伴奏)

註
如需本產品的預設伴奏一覽表
，請參閱網站上資料一覽表的
『伴奏一覽表』。

額外安裝的伴奏。(第30頁)。

•【USER STYLE】 (使用者伴奏)
用伴奏創作功能(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創作
的伴奏或複製到USER槽的伴奏(第30頁)。
Preset Styles

2

用【A】－【J】鈕，選擇需要的伴奏。
ࡸᄇᔖॲጆĩőĲĭġőĳįįĪࡸޟ໖Ȃѩюڏтห७ࡸܖӣΙএբ࠷Ҭᓃᒵࡸ໖ኵԩȄ

3

按【ACMP】鈕，啟動自動伴奏功能。

註

ᗤዺࡾۡѾЙୢĩĶĹॲĪོᡐԙ۾ڷୢȂོࠢՌଢ଼กҏୢኆ࠷۾ڷޟȂհ
࣏ᒵۡ࠷ׇޟᐌՌଢ଼բ࠷அᙃȄ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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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原始設定是偵測您在左手
區彈奏的音符，您也可以把和
弦偵測區從左邊換到右邊。如
需細節，請參閱第59頁。

按【SYNC START】鈕，啟動同步啟動功能。

5

一旦左手彈出一個和弦，被選定的伴奏就會立即啟動。

註

ၐҢௌޟѾЙኆ࠷۾ڷȂѡЙኆ࠷ఋࡡȄ

．如需和弦與和弦指法類型資
料，請參閱第52頁。
．和弦區指定的和弦會顯示在
主顯示畫面(第24頁)。

註

6

可以移調播放伴奏(第38頁)。

按【START/STOP】(開始/停止)鈕，停止播放伴奏。
註
把伴奏重新觸發功能指定給
LIVE CONTROL (現場控制)旋
鈕，就能使用這項功能。如需
細節，請參閱第40頁。

伴奏特色
բ࠷ڷ੫ՓᡗҰӵբ࠷ӪȄբ࠷ԤӨԒӨኺޟ੫Փȇծ၇ѫϭಝڏϛඁȄԃሯڏт੫ՓၥਟȂᎧᆩમΰ
ޟՃЙыȄ

原始速度的160%

•DJ 伴奏
ҢȪŅłŏńņȫĩၰᇆĪ໖ѩюޟҬᓃϛᒵюٲբ࠷Ȅٲբ࠷ѓ֤Ѻঈ੫
໌۾ڷޟแȂܚоௌѫᡐਲ਼ॱ൷џо࣏ՌϏޟᅋ࠷ቨё۾ڷᡐϽȄȺŅŋġ
őŉœłŔņȻĩŅŋዅѯĪᔬਰֶޟӻ१ᖐਝĩĸķॲĪၥਟட࣏ٲբ࠷ՄഺհȄௌџ
оҢᗤ೩ۡђĩĶĴॲĪѩюᎌӫޟӻ१ᖐਝȄ

•音頻伴奏 (只限PSR-S970)
ॱᓜբ࠷ĩĬłŶťŪŰĪװᓃॱࡉዅЙӵжࣨӨӴᓃॱࡉᅋ࠷ॱޟᓜᓃॱᇧհՄԙȄ
এђџ࣏բ࠷ޟჂዅ҈ڷᔞዅቨՌณཐڧȃᕗცॱ࡙ླྀڷȂ࣏ௌޟᅋюഺഅ
ӻߒ౪ܒȄ੫տȂѺ߳Ⴢಢ҈ڷᔞዅಢ ᜲо १౪ ޟಠ ጝ৯ ᇄ ࡡଢ଼ Ȅ
ŚŢŮŢũŢޟਢܜժĩŵŪŮŦġŴŵųŦŵŤũĪġȗӵϚᡐॱଽޟݷήȂᡱॱᓜၭΰௌޟ
ഀ࡙Ȃᡱؐএᕗׇछӣ؏Ȅ

註
使用DJ伴奏時，您無法指定和
弦類型，例如大調和小調。

註
．如果速度的設定超過原始設
定的160%，音頻音部會轉為
靜音。播放時，最大速度(即
音頻的最大播放速度)都顯示
在伴奏名的右上角。
．請記住，音頻伴奏下載所需
時間比其他資料久，而且這
類資料可能有特定限制，可
以處理的特定功能也有不同
。

伴奏檔案相容性
ҏࠢٺҢŔŇŇġ ňņᔬਰਿԒĩĹॲĪȂџоኬܹ౪ԤޟŔŇŇᔬਰȂծᓽԆĩܖຮΰĪӵࠢޟᔬਰོоŔŇŇġ ňņġ ਿԒ
ᓽԆȄ՞ѫԤᇄŔŇŇġňņġਿԒࣺৠޟᓽԆᔬਰϗџоӵҏᐠኬܹ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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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伴奏－彈奏節奏與自動伴奏

4

播放伴奏
開始/停止播放
•【START/STOP】(開始/停止)鈕
ۖኬܹҬࠉբ࠷ޟఋࡡॱഋȄौୄХኬܹȂӔࡸΙԩ

•【ACMP】(自動伴奏)鈕
İᜰՌଢ଼բ࠷Ȅంଢ଼Ԫࡸ໖ࡣȂբ࠷ኬܹਢȂӵ۾ڷୢኆ࠷۾ڷਢȂ࠷ॱഋڷՌ
ଢ଼բ࠷ॱഋོۖኬܹȄ

•【SYNC START】(同步啟動)鈕
ࡸএ໖Ȃբ࠷ஈ໌ΣᐠޑᄘȄ࿋ௌࡸᗤዺĩȪłńŎőȫ໖ᜰഖਢĪΰޟӈΙএ
ॱಒܖҢѾЙኆ࠷۾ڷĩȪłńŎőȫ໖ంଢ଼ਢĪȂբ࠷ۖኬܹȄբ࠷ኬܹਢȂࡸ
এࡸ໖ȂୄХኬܹٮኬܹђᙽ࣏ᐠޑᄘȄ

•【SYNC STOP】(同步停止)鈕
ӑጂۡȪłŎńőȫ໖ంȂӔࡸȪŔŚŏńġ ŔŕŐőȫĩӣ؏ୄХĪ໖Ȅௌѫሯኆ࠷ܖᚬ
ᗤዺ۾ڷୢॱޟᗤȂ൷ᓍਢۖܖୄХբ࠷ኬܹȄ
註
當和弦指法模式(第52頁)設定
為“FULL KEYBOARD”或“AL
FULL KEYBOARD”時，無法開
啟“SYNC STOP”功能。

• INTRO起奏【I】－【III】鈕
ҏࠢԤέᆍϚӣŊŏŕœŐĩࠉ࠷ĪୢȂӵբ࠷ኬܹంଢ଼ࠉȂёΣࠉ࠷ȄࡸŊŏŕœŐ
ȪŊȫɯȪŊŊŊȫڏϛΙএࡸ໖ࡣȂۖኬܹբ࠷Ȅࠉ࠷ኬܹ๖ࡣȂբ࠷ོՌଢ଼
ᙽڗкዅࢲȄ
註
．INTRO【I】區只包含節奏音
部，而INTRO【II】則包含所
有音部以及節奏音部。當您
播放INTRO【I】或【III】，
為了讓整個前奏區發聲正確
，您需要在【ACMP】(自動
伴奏)鈕開啟時，在和弦區彈
奏和弦。

• ENDING(尾奏)/rit.【I】-【III】鈕
ҏࠢԤέᆍϚӣņŏŅŊŏňĩ࠷ĪୢȂџӵբ࠷ኬܹ๖ࠉёΣ࠷Ȅኬܹբ࠷ਢ
ȂࡸņŏŅŊŏňȪŊȫĮȪŊŊŊȫڏϛΙএࡸ໖Ȃբ࠷ོӵ࠷ኬܹ๖ࡣȂୄХኬܹȄ
ௌζџоӵኬܹ࠷ਢȂӔࡸӣΙএ࠷໖Ȃᡱ࠷ᄚᄚᡐᄚĩᅚᄚĪȄ

註
．播放伴奏時，如果您按
ENDING(尾奏)/rit.【I】鈕，
在ENDING(尾奏)/rit.前，產
品會自動播放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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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伴奏時，改變樂段
ؐএբ࠷ԤѲএϚӣкୢȃѲএႆߞୢڷΙএ࠷ୢȄѫौԤਝٺҢٲୢȂ൷џоሆሆᚬᚬᡱՌϏޟᅋ࠷ᡗ
ଢ଼ཐᇄடཾȄௌџоӵኬܹբ࠷ਢȂӈཎᡐٲୢȄ

•主樂段【A】-【D】鈕
ࡸкዅࢲȪłȫĮȪŅȫӈΙএ໖Ȃᒵᐅሯौޟкዅࢲĩೝࡸޟ໖߫औᐷĪȄؐএѓ֤
ኵএωޟՌଢ଼բ࠷ԒՄиོϚᘞІ᙭ኬܹȄӔࡸΙԩкዅࢲ໖Ȃ߳ࡻӵӣΙୢծኬ
ܹᎌ࿋ޟႆߞԒȂ࣏ఋࡡቨՓٮϛᘞІ᙭ኬܹԒȄ
再按一次選定的主樂段
(亮紅燈)。

自動過門功能
࿋ంȪłŖŕŐġ ŇŊōōġ Ŋŏȫ໖ਢȂኆ࠷ਢȂࡸкዅࢲȪłȫɯȪŅȫӈ
Ιএ໖ȂོࠢՌଢ଼ኬܹႆߞዅࢲȂᡱኬܹᄱՄଢ଼ཐӴᙽಋڗήĩܖ
ӣĪΙዅࢲȄ

2
伴奏－彈奏節奏與自動伴奏

播放選定主樂段的自動過
們(閃紅燈)。

•【Break】(間奏)鈕
এࡸ໖ᡱџ࣏Ռଢ଼բ࠷ఋࡡቨଢ଼ᄘ࠷Ȅኬܹբ࠷ਢȂࡸȪŃųŦŢŬȫ໖Ȅω
࠷Ԓ๖ࡣȂբ࠷ኬོܹՌଢ଼ᙽ࣏кዅࢲȄ

關於這些樂段的按鈕亮燈狀態(起奏/主樂段/間斷/尾奏)
ᅚᡪᒩᅝҬࠉᒵۡޟዅࢲȄ
ᅚᡪᒩ)᪆⎍*ᅝήΙএኬܹዅࢲȂӵҬࠉኬܹዅࢲϞࡣȄ
ȁȁīкᡐϽȪłȫɯȪŅȫ໖ӵኬܹՌଢ଼ႆߞਢζོରᐷȄ

ᅚᒩᅝԪୢѓ֤ၥਟծҬࠉҐೝᒵۡȄ
ᅚ⚆ᱬᅝԪୢϚ֤ၥਟȂฒݲኬܹȄ

調整速度
ௌџоҢഀ࡙ȪĮȫİȪĬȫ໖پᡐբ࠷ȃዅԢڷܯᏢޟഀ࡙Ȅբ࠷ڷዅԢഀ࡙ζџҢȪŕłőġ ŕņŎőŐȫĩᔞܯ
ഀ࡙Ī໖ୈ፡ᐌȄ

•TEMPO(速度)【-】/【+】鈕
ࡸŕņŎőŐȪĮȫİȪĬȫ໖Ȃѩюഀ࡙ޟኆюห७ȄҢŕņŎőŐȪĮȫİȪĬȫ໖ȂӵؐϷ
មĶĮĶııጒ൜ϱቨёİЍܯഀȄࡸ՞ڏϛΙএ໖Ȃџоࡻ៉ᡐኵȄӣਢࡸ
ŕņŎőŐȪĮȫİȪĬȫ໖Ȃѩюբ࠷ܖዅԢޟনۖ೩ۡഀ࡙Ȅ

註
您還可以用LIVE CONTROL(現
場控制) 旋鈕來控制速度。如
需指定此功能到旋鈕的說明，
請參閱第38頁。

如果是音頻伴奏(第49頁)，音頻
音部可以播放的最大速度會顯示
在目前速度下面。

•【TAP TEMPO】(擊拍速度)鈕
ௌџоӵኬܹբ࠷ܖዅԢਢȂӵௌौ೩ۡޟഀ࡙ᄭᔞĳԩȪŕłőġŕņŎőŐȫĩᔞܯഀ࡙
Ī໖Ȅ
࿋բ࠷ܖዅԢୄХኬܹਢȂᄭᔞȪŕłőġŕņŎőŐȫĩᔞܯഀ࡙Ī໖ĩĵİĵဴܯ൷ᄭѲԩĪҢ
ௌौޟഀ࡙ۖኬܹբ࠷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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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入 / 漸出
•【FADE IN/ OUT】(漸入/出)鈕
ցҢএࡸ໖ȂӵۖİୄХբ࠷ᇄዅԢኬܹਢȂҡࢺᄱޟᅚΣᇄᅚюȄኬܹୄХ
ਢȂࡸȪŇłŅņġ Ŋŏİġ ŐŖŕȫĩᅚΣİюĪ໖ȄࡸȪŔŕłœŕİġ ŔŕŐőȫĩۖİୄХĪ໖Ȃբ
࠷ĩࡸܖዅԢޟȪőōłŚİġŔŕŐőȫĩኬܹİୄХĪ໖ĪོоᅚΣۖኬܹȄԃݎौӵኬܹ๖
ਢԤᅚюਝݎȂӵኬܹࡸȪŇłŅņġŊŏİġŐŖŕȫĩᅚΣİюĪ໖Ȅ

改變和弦指法類型
ѫौᡐݲࡾ۾ڷȂ൷ᆗؠԤኆ࠷ಢԙܚޟ۾ڷԤॱಒȂௌζџоՌଢ଼ഺഅюӫᎌޟՌଢ଼բ࠷Ȅ

1

叫出操作畫面。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ġŕłŃġŜȁŞġŎņŏŖġĲġʖŜġłŞġŔőōŊŕġőŐŊŏŕİńŉŐœŅġŇŊŏňņœŊŏňġ
ʖŕłŃġŜȁŞġńŉŐœŅġŇŊŏňņœŊŏň

2

按[1

]－[3

]鈕，選擇和弦指法。
註
當和弦偵測區設為“上區”(第
59頁)，只有“FINGERED”指
法可用。這類指法基本上與
“FINGERED”一樣，但沒有
“1+5”,“1+8”以及和弦取消
功能。

ٽԃȂоήௌџоᒵᐅޟȄ

ᅛᲦ។ᘍᙔ
এПݲᡱௌѫሯҢĲȃĳܖĴਲ਼ЙࡾӵᗤዺՌଢ଼բ࠷ጒ൜ϱሆᚬኆ࠷۾ڷȄ

彈奏大和弦

Minor chord

Seventh chord

Minor seventh chord

按和弦根音(*)

和弦根音與根音左側
的黑鍵一起按

根音與根音左側的
白鍵一起按

根音與根音左側的
黑白鍵一起按

ᅛGJOHFSFE!ᑑ។ᘍᙔ
ӵȪłńŎőȫܖѾॱഋంਢȂѫौӵᗤዺѾЙୢࡸಢԙॱޟ۾ڷಒȂ։ࡾۡ۾ڷȄԃሯؐএ۾ڷሯौኆ࠷ॱޟ
ಒၥਟȂҢ۾ڷఀጛђĩĶĴॲĪܖᎧᆩમΰޟՃЙыȄ

ᅛBJ!ᐨ┺≐។ᛈ
এࡾݲᡱௌҢᚖЙኆ࠷ᗤዺΰඁнܚԤॱᗤڷ՝ညȂ൷ኆ࠷༈ಛᓁฤΙኺĮՄиᗙԤསᎌӫޟՌଢ଼բ࠷Ȅௌฒ
ᐊЖ֏ሯौࡾۡ۾ڷĩຜዅԢጡԢݷȂłŊӒᗤዺࡾݲϚΙོۡҡӫᎌޟՌଢ଼բ࠷ȄĪ
ڏтࡾݲȂᎧᆩમΰޟՃЙы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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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弦教練功能
註
根據和弦類型的不同，有些和
弦可以被省略。

叫出適合目前伴奏( 單鍵設定) 的面板設定
ᗤ೩ۡĩŐŕŔĪΙএਝݎσάП߯ޟђȂѫሯࡸΙএᗤȂ൷џоՌଢ଼ѩюശᎌ
ӫҬࠉᒵۡբ࠷ޟ७ݖ೩ۡĩॱՓܖਝ้ݎĪȄġԃݎௌϐငؚۡԁौٺҢᆍբ࠷Ȃ൷
џоҢᗤ೩ۡپᒵᐅᎌӫॱޟՓȄ

1

選一個伴奏(第48頁的步驟1-2)

2

按ONE TOUCH SETTING(單鍵設定) [1]－[4]其中一個按鈕。

2

註
如需使用單鍵設定叫出的面板
設定資料，請參閱網站上資料
一覽表的『參數表』。

Ϛծџоҳ։ѩюᎌӫҬࠉբ࠷ܚޟԤ೩ۡĩᖐॱȃਝ้ݎĪȂᗙџоՌଢ଼ంଢ଼
ȪłńŎőȫĩՌଢ଼բ࠷ĪڷȪŔŚŏńġŔŕłœŕȫĩӣ؏ۖĪȂᡱௌҳ։ۖኆ࠷
բ࠷Ȅ

單鍵設定

確定單鍵設定內容
ӵբ࠷ᒵห७ȂࡸġŜķġȁŞġĩŐŕŔၥਟĪ໖ĩ࿋ŎņŏŖġĲю౪ӵห७ޟѡήُĪѩюᡗҰġŐŏņġŕŐŖńŉġ
ŔņŕŕŊŏňġĩᗤ೩ۡĪġŜĲŞġɯġŜĵŞġ໖ॱޟՓၥਟຜๅȄ
註
如果音色名(R1/R2/L)變灰，代表按ONE TOUCH SETTING (單鍵設定) [1] － [4] 鈕時，對應的音色音部已經關閉。

ौᜰ௬ຜๅȂࡸȪŇȫĩᜰഖĪ໖Ȅ



在和弦區域彈奏和弦，伴奏就會啟動。

註

ؐএբ࠷ԤѲএᗤ೩ۡȄࡸڏтᗤ೩ۡޟġŜĲŞġɯġŜĵŞġ໖Ȃၐၐڏт೩ۡȄ

可以把原始設定記錄在單鍵設
定。如需操作說明，請參閱網
站上的參考手冊。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53

伴奏－彈奏節奏與自動伴奏

এђю౪ӵห७ޟѡјഋȂᡱௌᢎࣼࡾۡ۾ڷौኆ࠷ॱޟಒȄषௌޣၾ۾ڷӪȂ
ࠓϚޣၾԃդኆ࠷Ȃௌ൷ᎌӫٺҢএђȄᗶณএђѫོᡗҰȺӻࡾ۾ڷȻԃ
դኆ࠷ȂծζџҢоܻڏтࡾݲȄ
ҢġŜķġȁȁġŞġ໖ᒵᐅ۾ڷਲ਼ॱȂҢġŜĸġȁȁŞġİġŜĹȁȁġŞġ໖ᒵᐅ۾ڷȄௌሯौኆ
࠷ॱޟಒོᡗҰӵห७Ȅ

用主樂段(OST連接)自動改變單鍵設定
߯ցޟŐŕŔĩᗤ೩ۡĪђᡱௌӵᒵۡѪΙএкዅࢲĩłĮŅĪਢȂՌଢ଼ᡐᗤ೩ۡȄкዅࢲłĭġ Ńĭġ ńڷŅ
Өᄇᔖᗤ೩ۡĲĭĳĭĴڷĵȄौٺҢŐŔŕђȂӑ҈ȪŐŔŕġōŊŏŌȫ໖Ȅ

註
可以改變Ois與主樂段【A】-【D】的連動時間點。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

叫出適合目前伴奏的參考曲目
џоҢॱዅཪ൶कᓃĩĹıॲĪཪ൶ശᎌӫҬࠉբ࠷ॱޟዅᇄዅԢȄᒵۡௌौॱޟዅࡣȂ։џՌଢ଼ѩюӫᎌޟ೩ۡȂ
ѓࢂॱՓȃਝڷݎ७ݖ೩ۡȄ

ᠥድ⟇ᑸᐂᎨᨬᶋᴄጙᥳᏸᅗឰ⛠ᬢᗐᏸᣇ∛Ềᩚ␙Ꭸᨬ)ᯧ93ᣈ*ᅙ

1

選擇需要的伴奏(第48頁的步驟1-2)。

2

按【4

】(曲目)鈕

註

ॱዅཪ൶कᓃห७ོՌଢ଼ೝѩюپȂᡗҰӨᆍџསᒵۡբ࠷ޟӫᎌԢҬȄ

確定MENU 1顯示在畫面的右
下角(第26頁)。

3

3

用【2

】/【3

】鈕，選擇需要的曲目(紀錄)。

ѩюᎌӫኆ࠷၎ԢҬޟ७ݖ೩ۡ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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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在和弦區彈奏和弦，產品就會開始播放選定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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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根據特定的選定伴奏而定，可
能會出現根本叫不出任何紀錄
的情況。

叫出最適合您演奏( 伴奏建議功能) 的伴奏
ବᄇௌޟᅋ࠷Ȃɇ࡚ដɇюശٹբ࠷߯ޟցђȂоௌᅋ࠷ޟΙܖΠএω࣏அᙃՄୈю࡚ޟដȄ

在伴奏選項畫面(第48頁)，按7【 】(建議)鈕，叫出伴奏建議功能
畫面。
ԃήܚҰȂᗤዺೝŃĲᗤϷ࣏ڍএୢȄ
小鼓SNARE
大鼓KICK

註
要確定顯示在畫面右下角的是
MENU1(第26頁)。

腳踏鈸HI-HAT

鼓 DRUM

2

琴PIANO
B1

ჂಢĩσჂȃωჂڷယ႓ĪೝࡾۡڗŃĲॱᗤޟѾȂᓁฤࠌೝࡾۡڗѡȄ

2

使用伴奏建議功能，找出適合的伴奏
2-1

ࡸȪŋȫĩۖĪ໖Ȃంଢ଼ܯᏢȂфߒբ࠷࡚ដђϐငంȄ

註

2-2

ҢŕņŎőŐĩഀ࡙ĪȪĮȫİȪĬȫ໖ܖȪŕłőġ ŕņŎőŐȫĩᔞܯഀ࡙Ī໖፡ᐌഀ
࡙ȂҢȪņġȫĩܯᏢĪ໖ᒵᐅܯυȄ

2-3

ӵᓁฤୢĩ࡚ដҢᚖЙĪኆ࠷ௌသϛޟዅԢܖӵჂಢୢၭܯᏢኆ࠷Ĳܖĳ
ω࠷Ȅ

ࠢሯौඁऌមϷݙௌኆ࠷ॱޟᗤȂณࡣӔኬܹശᎌӫޟբ࠷Ȅġġ
ġġԪѴȂڏт࡚ដբ࠷ζོю౪ӵห७Ȅ
範例1：在鋼琴區彈奏以下旋律

用【J】(開始)鈕，在開啟與取
消功能之間切換。

註
為了達到更好的結果，當您想
要播放的樂曲是從某小節中間
開始或該樂曲在第一個音符開
始前有短暫的靜音，請從第二
個小節開始彈奏。

ห७ོᡗҰശᎌӫௌᅋ࠷ȃԤխഀ࡙ޟբ࠷Ȅ

範例1：在鼓組區彈奏以下旋律
Snare

Kick

ห७ོᡗҰѓ֤խჂಢԒޟբ࠷Ȅ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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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彈奏節奏與自動伴奏

1

3

用【2

】-【7

】鈕，從清單選出需要的伴奏。

ၐၭբ࠷ኆ࠷ᗤዺȂࣼࣼ֏ᇄௌौᅋ࠷ޟዅԢསȄ
ԃݎѩюޟբ࠷ᇄௌौᅋ࠷ޟዅԢϚȂࡸȪŋȫĩ१ၐĪ໖Ȃณࡣߕӱ؏ĳĮĴȄ

4

找到滿意的伴奏後，按【8

5

跟著您挑選的伴奏，彈奏鍵盤。

】(OK)鈕，從伴奏建議功能畫面退出來。

開/關每個伴奏聲道
ؐএբ࠷ѓ֤ήӖᖐၾȄௌџоӵኬܹբ࠷ਢȂᒵᐅܒӴİᜰᖐၾȂ࣏բ࠷ቨёᡐϽܖᡐಯ᠙ཐڧȄ

伴奏聲道
ᅚSIZ203)ὓឍ203*ᅝٲբ࠷ޟஅᙃȂѓ֤Ⴢಢ҈ڷᔞዅ࠷ԒȄ
ᅚCBTTᅝճॱഋȂҢӨᆍӫᎌޟዅᏢᖐॱསբ࠷Ȅ
ᅚDIE203)ᘍᙔ203*ᅝٲ࠷ޟ۾ڷधශॱഋȂலᓁฤܖӡтॱՓȄ
ᅚQBEᅝএॱഋٺҢԤޟॱ۽ዅᏢȂԃ۾ዅȃᆓॳฤȃӫ୮้้Ȅ
ᅚQIS203)∛Ꮕ203*ᅝॱٲഋٺҢԤΨޟማᆓዅĭยॱ۾ڷоЅڏтᡱՌଢ଼բ࠷Ԥ፸ޟѴዅѯ
ȁ)ᢿQTS.T:81*
ᅚBVEJPᅝॱᓜբ࠷ॱޟᓜॱഋĩĵĺॲĪȄ

1

如需要，按【CHANNEL ON / OFF】(聲道開/關)數次，叫出包含您
需要聲道的CHANNEL ON / OFF畫面。
őŔœĮŔĺĸıȂբ࠷ᖐၾѫԤॲڍȂĲİĳڷĳİĳȄőŔœĮŔĸĸıѫԤΙॲȄ
註
如需CHANNEL ON / OFF (樂曲)
的資料，請參閱第65頁。

2

2

按[１

] - [８

] 鈕，開啟或關閉聲道

ԃݎѫौಯ᠙ΙএᖐၾȂࡸ՞၎ᖐၾޟᄇᔖ໖Ȃ၎ᖐၾ೩࣏ŔŐōŐĩᐿᅋ࠷Ī
ȄौڥੑŔŐōŐȂӣΙএ໖ӔࡸΙԩȄ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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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您也可以將這裡的設定儲存在
面板設定記憶體(第85頁)。

改變每個聲道的音色
ࡸŜˬȁŞġĮġŜ˳ȁŞġ໖໖ϛᄇᔖौѩюᖐၾࡸޟ໖ȂѩюॱՓᒵห७ٮϛᒵюሯौॱޟՓĩĴĴॲĪȄ
S
S
註
音頻聲道沒有音色，也無法做任何改變。

3

按【EXIT】(退出)鈕，關閉CHANNEL ON/OFF畫面。

註
也可以用LIVE CONTROL (現場
控制)旋鈕來控制伴奏聲道的開
/關，創造動感十足的效果。如
需指定功能的說明，請參閱第
40頁。

2
伴奏－彈奏節奏與自動伴奏

調整聲部間的音量平衡
ௌџо፡ᐌӨॱഋĩዅԢȃբ࠷ȃѾȃѡĲİĳ้้ĪϞॱޟ໔ҁᒋȄ

1

按【BAL.】(平衡)鈕1或2次，叫出包含需要調整聲道的平衡顯示畫面。
Ԥڍএॲ७ȂĲİĳڷĳİĳ

2

2

3

用[１ST ] - [８ST ] 鈕調整需要的音部音量。

註

ӵŃłōłŏńņġ ĲİĳॲȂџо፡ᐌዅԢĩķĳॲĪȃբ࠷ȃӻ१ᖐਝĩĸķॲĪȃഫպ
ॳĩܖӡтĪڷᗤዺॱഋĩѾȃѡĲڷĳĪϞॱޟ໔ҁᒋȄ

．您也可以用LIVE CONTROL
旋鈕控制各音部之間的音量
平衡。如需指定功能給旋鈕
的功能說明，請參閱第40
頁。
．在MIXING CONSOLE (混音
座)畫面的VOL / VOICE畫面(
第95頁)，可以分別調整樂
曲和伴奏音部的音量。

ӵŃłōłŏńņġ ĳİĳॲȂџо፡ᐌዅԢĩŎŊŅŊĪȃॱᓜĩĸĲॲĪȃĩłŖřĮŊŏĪඨЌ
ᒯΣޟᖐॱڷᗤዺܚԤॱഋĩŌŃŅĪϞॱޟ໔ҁᒋȄ
ԃሯȪĳġȁȁȫġĮġȪĴġȁȁȫ໖ޟၥਟȂᎧĸĵॲȄ
ST
ST

註

按【EXIT】 (退出)鈕，關閉BALANCE畫面。

如果產品有連接UD-WL01 USB
無線LAN電源變壓器，
BALANCE畫面(2/2頁)會顯示
“WLAN”，也可以調整從
iPhone /iPad應用工具(第102)
輸入的音頻輸入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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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分鍵點
ᗤዺϷႤԙڍএୢ༵ॱޟᗤ൷ܚᒝޟȺϷᗤᘈȻȄϷᗤᘈԤڍএȈϷᗤᘈĩѾॱՓĪڷϷᗤᘈĩբ࠷ĪȄ

分鍵點(伴奏)

分鍵點(左音色)

右1, 2
音色區

左音色區
和弦區
(LEFT VOICE SECTION)
(CHORD SECTION)

右手(上半部)區

左手(下半部)區

•分鍵點(左)：
ᗤዺϷԙѾЙĩήјഋĪڷѡЙĩΰјഋĪୢȄ

•分鍵點 (伴奏)：
ѾЙĩήјഋĪୢϷԙ۾ڷୢڷѾॱՓୢȄ

1

叫出分鍵點操作畫面。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ġŕłŃġŜȁŞġŎņŏŖġĲġʖġŜłŞŔőōŊŕġġőŐŊŏŕİńŉŐœŅġ
ŇŊŏňņœŊŏňġʖġŕłŃġŜȁŞġŔőōŊŕġőŐŊŏŕ

2

設定分鍵點。
註
您也可以用[3
]－
[6
]鈕，用音符名
稱指定每個分鍵點。

ŜŇŞ

բ࠷ĬѾॱՓ

Ϸᗤᘈĩբ࠷ĪڷĩѾॱՓĪ೩ӵӣΙএॱಒȄࡸ՞ŜŇġŞ໖Ȃณࡣᙽଢ଼ၥਟᙽዺࡸܖᗤዺ
ΰௌད೩ۡॱޟᗤȂׇԙϷᗤᘈࡾۡȄ

分鍵點(伴奏+左邊)

和弦+左音色區
(左手)區

ŜňŞ
ŜŉŞ

џоএտ೩ۡϷᗤᘈȄӵᗤዺΰࡸௌད೩࣏Ϸᗤᘈॱޟᗤᙽٮଢ଼ၥਟᙽዺȄѪѴௌһ
џޢӵᗤዺΰ೩ۡϷᗤᘈȈࡸ՞ŜňŞܖŜŉġ Ş໖Ȃณࡣᙽଢ଼ၥਟᙽዺࡸܖᗤዺΰௌད
ϷᗤᘈġĩѾॱՓĪ
೩ۡॱޟᗤȂׇԙϷᗤᘈࡾۡȄ
Ϸᗤᘈĩբ࠷Ī

註
分鍵點 (左音色)不可低於分鍵點 (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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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1,2 音色(右手)區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指定用左手彈奏低音時的右手和弦
۾ڷװกୢѾЙୢڗѡЙୢȂ൷џоҢѾЙኆ࠷ճॱਢȂҢѡЙ۾ڷڙኬܹȄ

1

叫出分鍵點畫面。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ġŕłŃġŜȁŞġŎņŏŖġĲġʖġŜłŞġŔőōŊŕġőŐŊŏŕİńŉŐœŅġ
ŇŊŏňņœŊŏňġʖġŕłŃġŜȁŞġŔőōŊŕġőŐŊŏŕ

用[1 ST ]/ [2 ST ]鈕，把CHORD DETECTION AREA (和弦偵測區)區
設到”UPPER”(上半部)。
分鍵點(伴奏)

2

分鍵點(左音色)

左手音色區
(下半部區)

伴奏－彈奏節奏與自動伴奏

2

右手1, 2 音色區
(上半部區)
Chord section

2
ԤΟএ೩ۡȂ൷џоװᐌএѡЙୢĩΰјഋĪ࿋ԙ۾ڷୢڷୈఋࡡᅋ࠷Ȅӵএݷ
ήȂݧཎоήඁᘈȈ
．ӵѡЙĩΰјഋĪୢȂௌџоӵኆ࠷ఋࡡਢȂࡾۡ۾ڷȄ
．ҢŜņŞ໖ంЙଢ଼ճॱђਢȂҬࠉբ࠷ޟճॱॱഋॱޟՓོᙽ࣏ᓗॱۡࡾٮѾ
ЙĩήјഋĪୢȄ
．ݲࡾ۾ڷ೩ۡĩĶĳॲĪџоՌଢ଼ೝ೩࣏ࡾۡĩɆŇŊŏňņœņŅɇӻࡾ۾ڷĪȂԃ
ݎኺȂௌᔖ၎ӣਢࡸՍЍĴএܖĴএоΰॱಒ۾ڷۡࡾپȄࡸĳএܖĳএоήॱ
ಒȂฒݲᡐ۾ڷȄ
．ฒٺݲҢϷᗤᘈĩբ࠷ĪȄ

註
除了沒有“1+5”和“1+8”和
和弦取消以外，基本上與
“FINGERED”多指和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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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編輯伴奏(伴奏創作功能)
բ࠷ഺհђᡱௌցҢᗤዺᓃᇧ࠷ԒٺڷҢᓃᇧԁޟբ࠷ၥਟپഺհՌϏޟনഺբ࠷ȄஅҏΰȂᒵΙএശߖௌ
ौഺհޟႱ೩բ࠷Ȃณࡣᓃᇧؐୢϛؐএᖐၾޟ࠷Ԓȃճॱȃ۾ڷዅܖዅѯĩᎧբ࠷ഺհђޟɆॱྛ
ԒɇĪġȄ
এണբ࠷ഺհђޟᙏक़Ȅԃሯҏђޟᐇհᇳ݂ȂᎧᆩમΰޟՃЙыȄ

伴奏資料 – 音源模式
բ࠷ҥϚӣୢĩࠉ࠷ȃк࠷ȃ้้࠷ĪಢԙȂؐୢӨԤĹএᐿҳᖐၾȂؐএᖐၾܚᒝޟȺॱྛԒȻȄԤΟ
բ࠷ഺհђȂௌ൷џоցҢϷտᓃᇧؐএᖐၾྛॱޟԒܖڏт౪Ԥբ࠷ளΣԒၥਟپഺհ឴ܻՌϏޟբ࠷Ȅ

Ending 3
Ending 2
Intro
Fill In
Main B
Main A

(限PSR-S970)
音頻音部 (AUDIO PART) – 選擇音頻伴奏作為開始的
資料時，無須改變可直接使用。您無法編輯或刪除這
個音部。

Audio Part
Rhythm 1

錄製或複製另一個伴奏

Rhythm 2

錄製或複製另一個伴奏

Bass

錄製或複製另一個伴奏

Chord 1

錄製或複製另一個伴奏

Chord 2

錄製或複製另一個伴奏

Pad

錄製或複製另一個伴奏

Phrase 1

錄製或複製另一個伴奏

Phrase 2

錄製或複製另一個伴奏

分開建立每個聲道的音源模式

編輯伴奏的節奏聲部(鼓組設定)
Ⴑ೩բ࠷ޟ࠷ॱഋѓ֤ΙএႱ೩ޟჂಢՄиؐএჂᖐϷտೝࡾۡΙএᐿҳॱಒȄ
ௌџོདᡐᖐॱॱڷಒࡾۡܖୈಠޟ೩ۡȂٽԃॱՓҁᒋȃਝ้้ݎȄௌџ
оٺҢբ࠷ഺհђޟჂಢ೩ۡپጡᒮբ࠷ޟ࠷ॱഋٮѺᓽԆ࣏Ιএনഺբ࠷Ȅ
ԃሯಠȂᎧᆩમΰޟՃЙы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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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的參考手冊，第2章。

伴奏播放相關設定：

[FUNCTION] → TAB[

記憶原始單鍵設定：

[MEMORY] + ONE TOUCH SETTING [1] – [4]

創造/編輯伴奏(伴奏創作功能)：

ŜŇŖŏńŕŊŐŏŞʖŕłŃŜȁŞġŎņŏŖġĳġʖŜłŞġŔŕŚōņġńœņłŕŐœ

]MENU 1 →[G ] STYLE SETTING

→ TAB[

] BASIC

•逐步錄音：

→ TAB[

] EDIT → [G] STEP REC

•伴奏組成：

→ TAB[

][

] ASSEMBLY

•編輯節奏感：

→ TAB[

][

] GROOVE

•編輯各聲道資料：

→ TAB[

][

] CHANNEL

•伴奏檔案格式設定：

→ TAB[

][

] PARAMETER

→ TAB[

] BASIC →[G]DRUM SETUP

•編輯伴奏(鼓組設定)節奏音部：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2
伴奏－彈奏節奏與自動伴奏

•即時錄音：

61

3

樂曲
– 播放、練習與樂曲錄音 –
ӵőŔœĮŔĺĸıİŔĸĸıȂȺዅԢȻѓ֤Ⴑ೩ዅԢȃѿ୵ŎŊŅŊਿԒᔬ
ਰޟŎŊŅŊዅԢȄௌϚծџоኬܹȃಯ᠙ዅԢȂᗙџоၭዅԢӵ
ᗤዺΰኆ࠷ٮՌϏޟᅋ࠷ᓃᇧԙዅԢȄ

註
如需音頻檔案的播放與錄製操作說明，請參閱第71頁。

播放樂曲
ҏࠢџоኬܹήӖዅԢȄ
．Ⴑ೩ዅԢĩӵዅԢᒵห७ޟőœņŔņŕĩႱ೩ĪᡆĪȄ
．ՌϏᓃᇧޟዅԢĩķĹॲĪȄ
．ѿ୵ዅԢၥਟȈŔŎŇĩྥŎŊŅŊᔬਰĪȄ

註

ԃݎௌौኬܹŖŔŃᓍ٘ᆅϱޟዅԢȂӑѓ֤ዅԢၥਟޟᓍ٘ᆅӵࠢޟ
ȪŖŔŃġŕŐġŅņŗŊńņȫᆒυȄ

註

1

有關相容資料的格式，請參閱
第8頁。

使用USB隨身碟前，先閱讀第
100頁的 『連接USB裝置』章
節。

按SONG【SELECT】(選擇)鈕，叫出樂曲選項畫面。

2

2

按TAB【 】【 】鈕，叫出需要的樂曲所在位置畫面。

3

用【A】-【J】鈕，選擇需要的樂曲。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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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SONG (

/

)鈕，開始播放。

註
樂曲播放可以移調(第38頁)。

排列播放的樂曲順序
ௌџоӵኬܹ࢚ॶዅԢਢȂԊ௶ήΙॶኬܹዅԢȄԤΟএ߯ցޟђȂௌ൷ӵ౪ൟᅋюਢࢺᄱӴ՛ଔ
ήΙॶኬܹዅԢȄኬܹዅԢਢȂӵዅԢᒵห७ϛᒵᐅௌौኬܹޟήΙॶዅԢȄȺŏņřŕήΙॶȻོю౪ӵ
ᄇᔖዅԢӪޟѡΰПȄौڥੑএ೩ۡȂࡸȪĸȁȫĩήΙॶڥੑĪ໖Ȅ
T
註
確定MENU 1出現在畫面的右下角。(第26頁)

5

按樂曲【

】(停止)鈕，停止播放。

樂曲－播放、練習與樂曲錄音

3
播放相關操作

• Synchro Start (同步啟動)
................................. ኬܹୄХਢȂࡸ՞ŔŐŏňĩዅԢĪġġĩȁĪ໖ȂӔࡸġĩȁȁȁĪ໖

註

ȄĩȁġġġġĪ໖ۖରᛗȂфߒ໌ΣᐠȄѫौኆ࠷ᗤዺȂ൷
ۖኬܹȄौڥੑӣ؏ంଢ଼ђȂࡸġĩȁĪ໖Ȅ

．可以調整樂曲與鍵盤之間的
音量平衡(第57頁)。在混音
座畫面的VOL / VOICE畫面，
調整條每首樂曲的音量(第95
頁)。
．也可以調整樂曲和音頻檔案
間的音量平衡(第74頁)。

• Pause(暫停) ........... ӵኬܹȂࡸġĩȁȁȁĪ໖ȄӔࡸΙԩȂҬࠉୄХޟ՝ည
ۖኬܹȄ

註

• Rewind / Fast Forward (倒帶/快速前進)
................................. ӵኬܹਢܖዅԢୄХਢࡸġ ġ ĩȁȁĪܖġ ĩȁȁĪ໖ȄࡸڏϛӈΙ

也可以開/關特定音部(第65頁)
。

এ໖Ȃࠉ܁İࡣಋଢ଼ΙএωȄࡸ՞ġ ĩȁȁĪܖġ ĩȁȁĪ໖ڏϛ
Ιএ໖Ȃࡻ៉ࡣ܁ܖࠉ܁ಋଢ଼Ȅ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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ࡸġĩȁȁȁĪܖġĩȁȁȁĪ໖ȂѩюᡗҰҬࠉωဴጆĩܖዅѯጡဴĪޟኆюຜๅȄ
ኆюຜๅю౪ӵห७ਢȂζџоҢၥਟᙽዺ፡ᐌኵȄ

註
樂句標誌是特定樂曲的預編排
標誌，代表樂曲的特定位置。

沒有樂句標誌的樂曲。

含樂句標誌的樂曲 :
按【 D】(小節)或【E 】(樂句標誌)鈕，
改變快速前進或倒帶單位。

• 調整速度 .......................... ᇄբ࠷ഀ࡙ޟแࣺוӣȄࣼĶĲॲȄ
• 漸入/漸出.......................... ᇄբ࠷ޟแࣺוӣȄࣼĶĳॲȄ

顯示樂譜(五線譜)
ௌџоᘲ។ᒵۡዅԢޟዅᜊĩϤጣᜊĪȄ

1

選一首樂曲(第62頁的步驟1-3)。

2

按【SCORE】(五線譜)鈕，叫出五線譜選項畫面。

註
本產品也可以顯示您的自錄樂
曲或市售MIDI檔案(只限允許裝
置顯示樂譜的檔案)的樂譜。

࿋ዅԢኬܹୄХਢȂџоҢŕłŃġŜġȁŞġŜȁġŞġᢎࣼᐌএዅᜊȄۖኬܹਢȂ
ོԤΙᗻɆ౨ɇၭኬܹዅԢޟϤጣᜊٖȂᡗҰ࿋ࠉޟ՝ညȄ
註
五線譜的顯示是根據樂曲的資
料，可能不會像市售樂譜般與
樂曲完全相同，尤其複雜的段
落或較難的音符

ௌџоҢȪĲġȁȁȫĮȪĹġȁȁȫ໖پᡐᡗҰޟዅᜊȄԃሯಠȂᎧ
ST
ST
ᆩમΰٺޟҢޱЙы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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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歌詞/文字
षᒵ֤ۡᅈຠޟዅԢਢȂௌ൷џоӵࠢห७ΰࣼڗᅈຠȄ൷ᆗዅԢؠԤᅈຠȂௌᗙџоആႆŖŔŃᓍ٘ᆅႫသή
ၷޟМԅᔬĩωܻķıŌŃޟįŵŹŵᔬĪᔮຜᅈຠȄᡗҰМԅԤ೨ӻઉȂԃᅈຠȃڷߒ۾ڷᅋ࠷ຝ၌Ȅ

1

選一首樂曲(第62頁的步驟1-3)。

2

按【LYRICS / TEXT】(歌詞/文字)鈕，叫出歌詞/文字畫面。

註

џоҢȪĲġȁȁȫ໖ӵᅈຠห७ڷМԅห७ϞϸȄ
ST

當文字變亂或無法辨識時，您
可能需要變更歌詞顯示的語言
設定：[FUNCTION] →
TAB【 】MENU1 →【H】
SONG SETTING

註

註

࿋ዅԢၥਟѓ֤ᅈຠၥਟਢȂᅈຠོю౪ӵห७Ȅ࿋ዅԢኬܹୄХਢȂџоࡸ
ŕłŃġŜġȁŞġŜȁġŞġġ໖ȂׇࣼᐌޟᅈຠȄΙҍዅԢۖኬܹȂᅈຠՓོၭ
ᡐȂᡗҰҬࠉ՝ညȄ

文字檔選項的資料可以儲存在
面板設定記憶體(第85頁)。

षौᔮຜௌӵႫသΰ࡚ҳޟМԅᔬȂࡸŜĶġȁȁŞİŜķġȁȁŞġ໖Ȃѩюᔬਰᒵห७
ST
ST
ȂณࡣᒵᐅௌӵႫသΰ࡚ҳޟᔬਰȄ

註
您可以利用以下途徑，把功能
指定給腳踏板來變換next(下一
頁)/previous (前一頁)：
[FUNCTION] →TAB【 】
MENU 1 →【D】CONTROLLER
→TAB【 】FOOT PEDAL。

ԃሯӻᜰܻᅈຠĩМԅĪห७ޟၥਟȂᎧᆩમΰޟՃЙыȄ

開/關樂曲聲道
ΙॶዅԢ֤ĲķএϚӣᖐၾȄௌџоএտİᜰᒵۡዅԢኬܹؐޟএᖐၾȄ

1

按【CHANNEL ON / OFF】(聲道開/關)鈕數次，叫出CHANNEL ON / OFF(樂曲)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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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樂曲－播放、練習與樂曲錄音

(PSR-S970)歌詞(文字)可以顯
示在外接螢幕(第99頁)。

2

用【1 ST 】-【8 ST 】鈕開/關每個聲道。

註

ԃݎௌѫौኬܹ࢚੫ۡᖐၾĩᐿ࠷ኬܹĪȂࡸ՞ȪĲġST
ȁȁȫĮȪĹġST
ȁȁȫڏϛΙএ
໖Ȃሯौޟᖐၾ೩࣏ŔŐōŐĩᐿᅋ࠷ĪȄѫԤᒵۡޟᖐၾོೝంȂڏтᖐၾ
ᜰഖȄԃభڥੑᐿ࠷ኬܹȂӣΙএ໖ӔࡸΙԩȄ

通常，各個音部會被錄到以下
聲道：
聲道1-3：鍵盤聲部(右1、 左
、右2)
聲道5-8：多重聲效音部
聲道9-16；伴奏音部

利用指導功能做單手練習
ௌџоѡЙॱഋ೩࣏ᓗॱୈጛಬȄ၇ޟᇳ݂ᎌҢܻ࿋ௌၭࡾᏲђޟଡᙹᐷጛಬѡЙॱഋȄௌζџоࡸྱ
ՌϏޟഀ࡙ጛಬġ ȗӰ࣏Ռଢ଼բ࠷้ོௌኆюғጂॱಒࡣӔю౪ȄӵϤጣᜊห७ϛȂௌџоَࣼኆ࠷ॱޟಒڷҬࠉ
ޟ՝ညȄ

1

選擇一首樂曲，叫出五線譜畫面(第64頁)。

2

打開【GUIDE】(指導)鈕

2

3

3
4

按【TR 1 】鈕將右手音部轉成靜音。

註

ௌ౪ӵџоՌୈ၎ॱഋጛಬȄ

練習結束後，關掉【GUIDE】
(指導)鈕。

按樂曲【

】(播放/暫停)鈕，開始播放

ࣼϤጣᜊห७ȂጛಬᓗॱॱഋȄѾЙॱഋڏڷѺॱഋོӵௌғጂኆ࠷юॱ
ಒਢȂӣਢۖኬܹȄ
ጛಬ๖ࡣȂᜰ௬ȪňŖŊŅņȫĩࡾᏲĪ໖Ȅ

其他指導功能
ଶΟΰ७ඪޟڗȺଡᙹᐷȻђѴȂࡾᏲђᗙԤڏтђȈጛಬኆ࠷ॱᗤĩӈդॱᗤĪޟ࠷ȂњܜŐŌܖ
ࡸྱՌϏޟഀ࡙ĩௌՌϏޟഀ࡙ĪጛಬዅԢȄ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ġŕłŃġŜġȁŞġŎņŏŖġĲġʖŜŉŞġŔŐŏňġŔņŕŕŊŏňġʖŕłŃġŜġȁŞġňŖŊŅņġİġńŉłŏŏņōġʖġġ
ŜłŞġİġŜŃŞġňŖŊŅņġŎŐŅņ
ԃሯӻၥਟȂᎧᆩમΰޟՃЙы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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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播放
ŔŐŏňġœņőņłŕĩዅԢ१ፒĪђџо१ፒኬܹ࢚ॶዅԢȃӻॶዅԢܖዅԢ࢚ޟΙ੫ۡωጒ൜Ȅ

ौ१ፒኬܹΙॶዅԢȂ҈Ȫœņőņłŕȫ໖ȂኬܹᒵۡޟዅԢȄᜰ௬
Ȫœņőņłŕȫ໖Ȃڥੑ१ፒኬܹ

註
您可以重複播放多首樂曲：
[FUNCTION] → TAB [ ]
MENU 1 → [H] SONG SETTING
→TAB [ ]OTHERS→ [G]
REPEAT MODE

指定小節範圍並重複播放這個段落(A-B重複)
1 選擇一首樂曲(第62頁的步驟1-3)
按SONG CONTROL (樂曲控制) [

3

指定重複範圍。
ӵौ१ፒጒ൜ޟଔᘈĩłĪȂࡸȪœņőņłŕȫ໖Ȅӵ१ፒጒ൜ޟತᘈĩŃĪȂӔ
ࡸȪœņőņłŕȫ໖ȂӵՌଢ଼ၷΣЕᏲĩōņłŅĮŊŏĪĩЕᏲௌஈዅѯĪࡣȂ
łᘈڗŃᘈޟጒ൜ོϚᘞ१ፒኬܹȄ

樂曲開頭

A

3

] (播放/暫停) ，開始播放。

B

註
如果只有指定A點，會造成從A
點到樂曲結束這個範圍不斷重
複。

註

樂曲尾端

如果您想重複樂曲的開頭到中
間部分：
1. 按【REPEAT】鈕，然後開
始播放樂曲。
2. 在終點(B)，再按一次
【REPEAT】鈕。

4

如欲停止播放，按SONG CONTROL (樂曲控制) 【STOP】(停止)鈕。
ዅԢ՝ညӱߕӱłᘈȂࡸٮġġŜġȁȁȁŞġġĩኬܹİୄĪ໖Ȃ၎ᘈۖኬܹȄ
ጛಬ๖ࡣȂࡸȪœņőņłŕȫ໖Ȃᜰ௬१ፒኬܹȄ

樂曲停止時，指定特定重覆範圍。
Ĳįġפഀࠉ໌ڗłᘈ՝ညȂӔࡸȪœņőņłŕȫ໖Ȅ
ĳįġפഀࠉ໌ڗŃᘈȂӔȪœņőņłŕȫ໖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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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播放、練習與樂曲錄音

2

錄製您的演奏
ௌџоᓃᇧՌϏޟᅋ࠷ٮѺоŎŊŅŊᔬਰĩŔŎŇਿԒıĪᓽԆӵŖŔņœዀܖŖŔŃ
ᓍ٘ᆅȄӰ࣏ᓃॱၥਟŎŊŅŊȂௌζሆᚬጡᒮՌϏޟዅԢȄ

ҏࠢԤڍᆍᓃॱПԒџټᒵᐅȈ
ᅚᔺ᱖␙ᣇ!...........⊲᪺⋽ጄᣃ
ௌџоΙԩᓃᇧՌϏᅋ࠷ܚޟԤॱഋܖᓃᇧΙॱഋĩѡЙॱഋȂѾЙॱഋ
ܖբ࠷ኬܹĪȄ

ᅚᑑᣇ␙ᣇ!.........ᯧ7:ᣈ
ௌџоΙএΙএȂӨՌၥਟᓃؐڗএᖐၾȂഺհΙȃӻॱഋዅԢȄζ
џоӈཎᡐᖐၾİॱഋޟϷȄ

註
如需音頻檔案的錄音說明，請
參閱第74頁。

註
音頻資料，例如利用音頻伴奏
(第49頁)的音頻資料、音頻連
接多重聲效(第78頁)和音頻檔
案(第71頁)創作出的旋律聲道
是無法錄到MIDI樂曲。

快速錄音
ۖᓃॱࠉȂӑୈᗤዺᅋ࠷ਢሯौޟ७ݖ೩ۡġ ȗġ ٽԃॱՓȃբ࠷ᒵȄএᓃॱПԒȂؐএೝᓃᇧॱޟഋ
ོϷտೝᓃڗоήᖐၾȈ
．┺≐ᣇᱡᅝᖐၾĲĮĴ
．ᑑᢽⓦᥳᣇᱡᅝᖐၾĶĮĹ
．ᒸឍⓦᱡᅝᖐၾĺĮĲķ

1

同時按樂曲【REC】(錄音)鈕和 [

] (停止)鈕。

ོࠢՌଢ଼೩ۡΙএުҩዅԢȂкᡗҰห७ĩĳĵॲĪޟዅԢӪ೩
࣏ɆŏņŘŔŐŏňɇĩཱིዅԢĪȄ

2

按【REC】(錄音)鈕。

註
要取消錄音，按步驟3的 [
(停止)鈕。

ȪœņńȫĩᓃॱĪ໖ڷġŜȁġȁȁŞġȪőōłŚİőłŖŔņȫĩኬܹİୄĪ໖ۖରᛗȂ
фߒ໌ΣᐠޑᄘȄ

3

4

開始錄音

註

ӵᗤዺΰኆ࠷ӈΙএॱಒȂܖంଢ଼࢚এբ࠷Ȃܖኬܹӻ१ᖐਝࡸܖġ ŜȁġȁȁŞġġ
ĩኬܹİୄĪ໖ȂоۖᓃॱȄ

錄音時，您可以使用【
METRONME】(節拍器)(
第37頁)，但無法錄製
節拍器的聲音。

演奏結束後，按

ġŜȁġŞġ(停止)鈕或【REC】(錄音)鈕，停止錄音。

ห७ю౪ଉȂௌҳړᓽԆᓃԁޟၥਟȄࡸȪņřŊŕȫĩଝюĪ໖ᜰഖଉ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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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按樂曲

6

將錄好的演奏儲存為樂曲。

ŜġȁȁȁŞġ

(播放/暫停)鈕，播放錄好的演奏。

注意

6-1

ࡸዅԢȪŔņōņńŕȫĩᒵᐅĪ໖ȂѩюዅԢᒵห७Ȅ

6-2

ࡸྱĳĹॲᇳ݂ȂᓃԁޟၥਟᓽԆ࣏ᔬਰȄ

若在您要選擇另一首樂曲或關
閉電源前，未執行儲存操作，
錄好的樂曲資料會遺失。

錄製一個特定音部
ӵ؏ĳȂࡸ՞ȪœņńȫĩᓃॱĪ໖ਢȂࡸዅԢȪŕœĲȫĩܖȪŕœĳȫĪ໖Ȃ։џᐿᓃᇧѡЙĩܖѾЙĪॱഋȄ
ࡸ՞ȪœņńȫĩᓃॱĪ໖ਢȂࡸȪņřŕœłġŕœȫ໖Ȃ։џᐿᓃᇧբ࠷Ȅ

3
樂曲－播放、練習與樂曲錄音

個別錄製每個聲道(多音軌錄音)
ௌџоՌϏޟᅋ࠷ᓃᇧԙΙএএᖐၾپഺհΙॶ֤ĲķএᖐၾޟዅԢȄᖞپٽᇳȂौᓃᇧΙॶᓁฤԢȂௌџоװѡ
ЙॱഋᓃڗᖐၾĲȂӔѾЙॱഋᓃڗᖐၾĳȂᡱௌഺհΙॶџ࡞ᜲᚖЙ౪ൟᅋ࠷ׇᐌޟዅԢȄौᓃᇧ֤բ࠷ኬܹ
ޟᅋ࠷ȂٽԃȂװբ࠷ኬܹᓃڗᖐၾĺĮĲķȂณࡣӵಯ᠙ᓃԁޟբ࠷ਢȂװఋࡡᓃڗᖐၾĲȄ
ᓃॱࠉȂӑୈԁ҆ौ೩ۡȂٽԃॱՓİբ࠷ᒵȄ

1

同時按樂曲【REC】(錄音)鈕和 [

] (停止)鈕。

ོࠢՌଢ଼೩ۡΙএުҩዅԢȂкᡗҰห७ĩĳĵॲĪޟዅԢӪ೩
࣏ɆŏņŘŔŐŏňɇĩཱིዅԢĪȄ

2

按住【REC】(錄音)鈕時，按 【1 ST 】-【8 ST 】其中一個鈕，將需要的聲道設為
“REC”。
ौڥੑᖐၾޟœņńĩᓃॱĪޑᄘȂࡸሯौޟᖐၾࡸ໖Ȅ

3

3

用【C】/【D】鈕改變要錄音聲道的音部指定。

註
要取消錄音，進行步驟4之前
，按 [ ] (停止)鈕。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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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始錄音
ۖኆ࠷ᗤዺȃంଢ଼բ࠷ȃኬܹӻ१ᖐਝࡸܖዅԢђ ŜġȁȁȁŞġġĩኬܹİୄĪ໖Ȃࠢ൷ོۖᓃॱȄ

5

演奏結束後，按 [

] (停止)鈕或【REC】(錄音)鈕，停止錄音。

ห७ོю౪ଉȂௌҳړᓽԆᓃԁޟၥਟȄࡸȪņřŊŕȫĩଝюĪ໖ᜰഖଉȄ

6

按樂曲 [

7

重複上述步驟2-6，將您的演奏錄製到其他音部。

] (播放/暫停)鈕，播放錄好的演奏。

註
當您把資料重複錄製到現有資
料時，您無法使用伴奏重新觸
動功能(第40頁)。

8

將錄好的演奏儲存成一首歌。

注意

8-1

ࡸŔŐŏňȪŔņōņńŕȫĩᒵᐅĪ໖ȂѩюዅԢᒵห७Ȅ

8-2

ࡸྱĳĹॲᇳ݂ȂᓃԁޟၥਟᓽԆ࣏ᔬਰ

如果您在換到另一首樂曲或未
執行儲存操作前，關閉電源，
錄好的樂曲資料會遺失。

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說明書，第3章。

編輯五線譜設定

[SONG ] → ŜĲġȁȁŞġȗġŜĹġȁȁŞġ
ST
ST buttons

編輯歌詞

(LYRICS/TEXT) → ŜĲġȁȁŞġȗġŜĹġȁȁŞġ
ST
ST buttons

文字設定

樂曲撥放時使用自動伴奏
Song Playback:

SONG[ ] +ŜġȁȁȁŞġ→ [ACMP] →STYLE CONTROL
[SYNC START] → SONG CONTROL[START/STOP]

樂曲撥放之相關參數

[FUNCTION] →TAB [

．開啟指導功能，使用鍵盤與人聲練習：

→TAB [

] GUIDE MODE

．利用演奏助理技術播放伴奏音部：

→TAB [

] OTHERS → [6 ST ]/[7 ST ] P.A.T.

創造

編輯樂曲

[FUNCTION] →TAB [

] MENU 2 →[Ｂ] SONG CREATOR

．錄旋律(逐步錄音)：

→ TAB [

][

] 1-16

．錄旋律(逐步錄音)：

→ TAB [

][

] CHORD

．選擇錄在樂曲開頭的設定參數：

→ TAB [

][

] SETUP

．重新錄製特定區塊 – 穿入/穿出：

→ TAB [

][

] REC MODE

．編輯聲道事件：

→ TAB [

][

] CHANNEL

→ TAB [

][

] CHORD, 1-16, SYS/EX, 或LYRICS

．編輯和弦事件、音符、系統獨家事件與歌詞：

70

] MENU 1 → [H] SONG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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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SB 音頻播放器與錄音
– 錄製與播放音頻檔案 –

এ߯ցޟŖŔŃॱᓜኬܹᏢİᓃॱђᡱௌȈޢҢҏࠢȂኬܹᓽ
ԆӵŖŔŃᓍ٘ᆅॱޟᓜᔬਰĩŘłŗܖŎőĴĪġ ȄԪѴȂӰ࣏ௌᗙᓃᇧ
ՌϏޟᅋ࠷ٮᓃԁޟհࠢоॱᓜᔬĩįŸŢŷĪᓽԆӵŖŔŃᓍ٘ᆅȂܚо
ௌζџоޢӵႫသΰኬܹٲᔬਰȂၭ݉ЄϷٮٴᐶᓃԙńŅپಯ
᠙Ȅ

註
ＭＩＤＩ樂曲的播放與錄製，請參閱６２頁

ௌџоӵҏࠢኬܹᓽԆӵŖŔŃᓍ٘ᆅϱޟᔬਰȂࣺৠਿԒ࣏Ȉ
ȅŘłŗġĮĮĮĮĮĮĮĮġĵĵįĲŬŉŻġڥኺĭĲķ՝ϯ၌࡙ݙĭҳᡝᖐ
ȅŎőŔġĮĮĮĮĮĮĮĮĮġŎőņňĮĲĭġłŶťŪŰĮōŢźŦųġĮĴġĻġĵĵįĲġİġĵĹįıġŬŉŻڥኺȂķĵĮĴĳıŬţűŴġ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Ȃ֤ᡐϽ՝ϯȂॱİҳᡝᖐ

1

將包含音頻檔的USB隨身碟接在【USB TO DEVICE】端子。

註
無法播放有DRM(數位權利管
理)保護的檔案。

註
使用USB隨身碟前，先閱讀第
100頁的 『連接USB裝置』章
節。

2

按【USB AUDIO PLAYER】(USB音頻播放器)鈕，叫出USB
AUDIO PLAYER 畫面。

註
在音頻連接多重聲效功能(第
78頁的步驟5)下選擇需要的音
頻檔案(WAV)，【USB AUDIO
PLAYER】鈕會失效。

3

3

按【H】(檔案)鈕，叫出音頻檔案選項畫面。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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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音頻播放器與錄音－錄製與播放音頻檔案

4

播放音頻檔案

4

按【A】-【J】鈕，選擇您需要的檔案。

註
音頻檔案的下載時間比一般檔
案長。

5

檢視音頻檔案資料
ࡸȪķȁȫĩၥਟĪ໖ȂѩюၥਟຜๅȂ։џᔮຜᒵۡޟऔᔬਰޟᔬӪȃၯ৷ȃڥኺ้้Ȅ
T
註
要確定MENU 1出現在畫面的右下角(第26頁)。

ࡸȪŇȫĩŐŌĪ໖ȂᜰഖຜๅȄ

5
6

按【7 T】(音頻播放)鈕，開始播放

註

ห७ོՌଢ଼ߕӱŖŔŃġłŖŅŊŐġőōłŚņœġห७Ȅ

要確定MENU 1出現在畫面的
右下角(第26頁)。

要停止播放，按【2 ST】(停止)鈕。
注意
播放時，切勿拔掉USB隨身碟
與產品的連接或關掉電源。這
個動作可能會導致USB隨身碟
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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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相關操作
總播放時間

ŜĳġȁȁŞġġ
ST

ୄХ

ୄХኬܹ

ST
ŜĴġȁȁŞġġ

ኬܹİୄ

ӵҬࠉޟ՝ညȂۖܖୄኬܹ

ST
ŜĵġġȁȁŞġ

ΰΙএ

ࡸএ໖ȂၰӱΰΙএᔬਰȇࡸ՞ϚܹȂҬࠉޟᔬਰࡻ៉܁ӱເ
ĩоऌॎᆗĪ

ST
ŜĶġġȁȁŞġ

ήΙএ

按這個鈕，跳到下一個檔案；按住不放，從現在的檔案持續往後跑
(以秒計算)

ST
ŜķġȁȁŞġġ

ॱᓜॱ໔

፡ᐌҬࠉॱᓜᔬਰॱޟ໔Ȅ

4
USB 音頻播放器與錄音－錄製與播放音頻檔案

播放時間
ELAPSED PLAYBACK TIME

註
．樂曲播放與音頻檔案播放的音量平衡可以用【BAL. 】(平衡)鈕調整。如需說明，請
參閱第74頁。

ST
ŜĸġġȁȁŞġ

ਢܜժ

оনۖኬܹഀ࡙࣏அྥĲııĦȂܖߝ۽ᔆᕻॱᓜپ፡ᐌኬܹഀ࡙ȄኵູଽȂ
ഀູ࡙פȄ
註
．數值的調整範圍:70%-160%。
．時間拉伸功能無法用在48.0 kHz取樣率的MPS檔案。

ŜĹġġȁȁŞġ
ST

፡ᐌॱଽ

ојॱ࣏፡ᐌ՝Ȃ፡ᐌጒ൜ĮĲĳġȗġĲĳȄ
註
調整音高功能無法用在48.0 kHz取樣率的MPS檔案。

ŜŊŞ

ڥੑΡᖐ

ڥੑ૾ܖҳᡝᖐޟϛ՝ညȄӰ࣏σӻኵᓃॱၥਟޟΡᖐலӵҳᡝᖐ
ᖐޟϛѵȄএђџоᡱௌӵԤዅᏢբ࠷ޟݷήȂ୮њܜŐŌȄ

用【C】(A-B)鈕做A-B點重複播放
џо१ፒኬܹࡾۡୢ༵ĩӵłᇄŃᘈϞĪȄ

1.

ौ೩ۡłᘈȂ࿋ኬܹڗௌሯौޟᘈਢȂࡸȪńȫ໖Ȅ
೩࣏łᘈޟਢȂห७ᡗҰ࣏ɇłȪĮȈĮȫȂኬܹႆแޟΙএྂಒဴȄ

2.

ौ೩ۡŃᘈȂ࿋ኬܹڗௌሯौޟᘈਢȂࡸȪńȫ໖Ȅ
೩࣏ŃᘈޟਢȂห७ᡗҰ࣏ɇŃȪĮȈĮȫȂኬܹႆแޟΠএྂಒဴȄ
ࡾۡޟłĮŃᘈୢོ༵ೝ१ፒኬܹȄ

3.

ौڥੑ१ፒኬܹȂӔࡸΙԩȪńȫ໖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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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D】(重複模式)鈕執行的重複播放模式
ᅛ

⚆ᱬ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ኬׇܹᒵۡᔬਰ։ୄХȄ

ᅛ

Ღዯᣌ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१ፒኬܹᒵۡޟᔬਰȄ

ᅛ

ᐨᱡᢽ⊨įįįįįįį ኬܹҬࠉᔬਰֶϱܚޟԤᔬਰȄ

ᅛ

␣⍶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ᓍᐠٮ१ፒኬܹҬࠉᔬਰֶϱܚޟԤᔬਰȄ

調整樂曲(MIDI)與音頻樂曲之間的音量平衡
ࡸȪŃłōįȫĩҁᒋĪ໖ΙڍܖԩȂѩюŃłōłŏńņĩĳİĳĪห७Ȅӵএห७ϛȂௌџоҢġŜĳġȁȁŞġȗġŜĴġȁȁŞġ໖፡ᐌ
ዅԢĩŎŊŅŊĪᇄॱᓜዅԢϞॱޟ໔ҁᒋȄ
࿋ॱ໔ҁᒋ೩ӵϛਢȂዅԢᇄॱᓜዅԢޟᖐ໔้ࣺޟȄौҳ։ҁᒋ१೩ӱϛȂӣਢࡸġŜĳġȁŞġȗġŜĴġȁŞġ
໖ĩܖġŜĳġȁŞġڷġŜĴġȁŞġ໖ĪȄ

註
如需BALANCE (平衡)畫面的更多資料，請參閱第57頁。

將您的演奏錄成音頻檔
ௌџоՌϏޟᅋ࠷ᓃԙॱᓜᔬĩŘłŗᔬਰġȗĵĵįĲġŬŉŻڥኺİĲķԅϯ၌࡙ݙȂ
ҳᡝᖐĪȂᓽԆӵŖŔŃᓍ٘ᆅȄ
Ꮅ᎔␙ℽᛵⓦᣇᅝ
ȆܚԤᗤዺॱഋĩѾȃѡĲĬĳĪȃዅԢॱഋȃբ࠷ॱഋڷӻ१ᖐਝॱഋีюޟᖐॱȄ
ȆȪłŖřġŊŏȫඨЌᒯΣឹޟளԒॱᓜኬܹᏢᖐॱȄ

使用USB隨身碟前，先閱讀第
100頁的『連接USB裝置』章節
。

註

ȆȪŎŊńİňŖŊŕłœġŊŏőŖŕȫඨЌᒯΣޟഫպॳܖӡтᖐॱȄ

如您要分開錄製各音部或將資
料錄到產品後，編輯資料，將
資料錄成MIDI檔案(第68頁)

␙ᣇᜳḸᅝ

註

ȆؐԩᓃॱശߝĹıϷមȂծຜŖŔŃᓍ٘ᆅޟৠ໔Մۡ

1

將USB隨身碟接在產品的【USB TO HOSE】端子。

2

做必要設定，如音色/伴奏選項以及麥克風連接
(若要錄製自己的聲音)。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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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錄音的資料包括：
受版權保護(如預設樂曲)的樂
曲與節拍器聲音。

3

4

按【USB AUDIO PLAYER】(USB音頻播放器)鈕，叫出
USB AUDIO PLAYER畫面。

註

按 [1 ST ] (錄音)鈕，進入錄音待機狀態。

註

ห७ޟȪőōłŚİġőłŖŔņȫĩኬܹİୄĪ໖ۖରᛗȄ

可以在錄音時，使用節拍器(第
37頁)，但節拍器的聲音不會
被錄下來。

Recordable time

產品與USB隨身碟連接時，
USB隨身碟的“USB1”被選為
錄音終點。

㺼⣷䳸㜇⼴炻㊱˰ĳġ ġ
按 [3 ST ] (播放/暫停)鈕，開始錄音之後再開始演奏。

4

ᓃॱਢȂᓃॱਢོᡗҰӵห७ΰȄ
注意
Elapsed recording time

6

6

7

切勿在錄音時，拔掉USB隨身
碟的連接或關掉電源。這個舉
動可能會導致隨身碟受損。

5

演奏結束後，按 [2 ST ] (停止)鈕。停止錄音。

注意

ོࠢՌଢ଼ᔓᓃԁޟၥਟ೩ۡᔬӪٮоᔬਰלԒȂᓽԆӵŖŔŃᓍ٘ᆅȄ

就算您按【EXIT】(退出)鈕，
關閉USB AUDIO PLAYER 畫面
，錄音操作仍會持續進行。按
【USB AUDIO PLAYER】(USB
音頻播放器)鈕，叫出USB
AUDIO PLAYER 畫面，然後按
【2 ST 】(停止)鈕，停止錄
音。

用 [3 ST ](播放/暫停)鈕，播放錄好的演奏。
ौࣼᔬਰᒵห७ϱޟᓃԁᅋ࠷ᔬਰȂࡸȪŉȫĩᔬਰĪ໖Ȅ

註
請記住，就算您在演奏時出錯
，也無法用覆蓋現存檔案的方
法來更正錯誤。請在檔案選項
畫面刪除錄好的檔案，再重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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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多重聲效
– 為您的演奏添增樂句 –

Ңӻ१ᖐਝኬܹџ࣏ᗤዺᅋ࠷ቨёΨၾᇄӻኺޟܒႱᓃ࠷ᇄఋࡡ
ॱוȄ
ӻ१ᖐਝೝϷӵϱ֤Ѳএωၥਟ৲ޟၥਟ৲ϱȄҏࠢඪټӨᆍॱዅ
ޟӨԒӻ१ᖐਝȄѪѴȂѺޟӻ१ᖐਝॱᓜђᗙᡱௌҢ
ՌϏॱޟᓜၥਟĩŘłŗᔬਰĪᇧհӒཱིᖐਝܻٮᅋ࠷ਢኬܹȄ

播放多重聲效
ҏᇳ݂ѫኬܹӻ१ᖐਝޟᐇհПԒȄծȂௌζџоӵኬܹբ࠷İዅԢޟਢঐȂኬܹӻ१ᖐਝȂ࣏ௌޟᅋ࠷ቨ፸
ڨȄ

1

按MULTI PAD CONTROL (多重聲效控制)【SELECT】(選擇)鈕，叫出
MULTI PAD BANK SELECTION (多重聲效資料庫選項)畫面。

顯示多重聲效分類資料夾

2

用【A】-【J】鈕選擇需要的資料庫。
ҢᄇᔖᡗҰห७ϛɆőĲĭġőĳȌįɇޟ໖Ȃܖ१ፒࡸŎŖōŕŊġőłŅġńŐŏĮ
ŕœŐōȪŔņōņńŕȫĩᒵᐅĪ໖ѩюڏтห७Ȅ
ณࡣҢȪĹġȁȫĩ܁ΰĪ໖ȂѩюΰΙቹҬᓃȄ
S

3

按MULTI PAD CONTROL【1】-【4】鈕其中一個，播放
多重聲效樂句。
ࡸ໖ޟᄇᔖዅѯࡣོоҬࠉ೩ۡܯޟഀׇᐌኬܹȄௌശӻџоӣਢኬܹĵএዅѯȄ

4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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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多重聲效資料有兩種類型，有
些播放一次就會停止，有些會
連續循環播放。

註
播放時按下PDA將會停止播放
並從頭開始播放。

4

按【STOP】(停止)鈕，停止播放多重聲效。
ԃݎௌौୄХ੫ۡᖐਝȂӣਢࡸȪŔŕŐőȫ໖ᇄௌौୄХޟኬܹᖐਝ໖Ȅ

有關多重聲效控制鈕【1】-【4】的亮燈狀態：
ᅛᒩᅝфߒᄇᔖޟᖐਝ֤ၥਟĩዅѯĪȄ
ᅛᡪᒩᅝфߒᄇᔖޟᖐਝғӵኬܹϛȄ
ᅛᡪᒩ)᪆☭*ᅝфߒᄇᔖޟᖐਝܻᐠޑᄘĩӣ؏ۖȈᎧоήĪȄ
ᅛPgg!)⚆*ᅝфߒᄇᔖޟᖐਝؠԤၥਟȂζฒݲኬܹȄ

註
．播放伴奏或樂曲時，按多重
聲效鈕，從下個小節的開始
時播放。伴奏或樂曲停止時
，按多重聲效鈕，播放立即
開始。
．播放伴奏或樂曲時，按伴奏
控制【START/STOP】(開始/
停止)或樂曲【 】(停止)鈕
，停止播放多重聲效。同時
播放伴奏和樂曲時，按樂曲
【 】(停止)鈕，停止播放
樂曲、伴奏和多重聲效。

使用和弦配對
࿋ȪłŎńőȫĩՌଢ଼բ࠷ĪܖѾॱഋంਢȂӻ१ᖐਝዅѯོՌଢ଼ᡐॱଽپསௌ
ӵ۾ڷୢኆ࠷۾ڷޟȄ
ࡸӈΙএӻ१ॱਝ໖ϞࠉİࡣȂӵ۾ڷୢኆ࠷۾ڷȄ

多重聲效

註
．某些多重聲效不受和弦配對
影響。
．在『DJ樂句』檔案夾內的
多重聲效目錄是專為DJ伴奏
(第49頁)而設，只能改變它
的根音。

使用多重聲效同步啟動功能
ኆ࠷ӈդॱᗤܖኬܹբ࠷پంଢ଼ӻ१ᖐਝኬܹȄ

1

2

按住MULTI PAD CONTROL【SELECT】(選擇)鈕時，按需要的
按鈕或按【1】-【4】其中一個鈕。

註

ᄇᔖࡸޟ໖ོۖରᐷȂфߒ໌Σ൷ᆱޑᄘȄ

要取消就緒狀態，執行同樣的
操作或只按【STOP】(停止)鈕
，取消所有聲效的狀態。

開始播放多重生效

註

Ȇ࿋ȪłŎńőȫ໖ᜰഖਢȂࡸӈդॱಒܖኬܹբ࠷Ȅ
Ȇ࿋ȪłŎńőȫ໖ంਢȂӵ۾ڷୢኆ࠷ܖ۾ڷኬܹբ࠷Ȅ

當有1或2個多重聲效進入待機
狀態時，按待機的多重聲效任
一個，即可同時播放這些多重
聲效。

ԃݎௌौӵኬܹբ࠷ܖዅԢਢȂᡱĲএӻ१ᖐਝ໌ΣᐠޑᄘȂࡸӈΙএ
ॱಒĩ࿋ȪłŎńőȫ໖ᜰഖਢĪȂܖӵ۾ڷୢኆ࠷۾ڷĩ࿋ȪłŎńőȫ໖ం
ਢĪȂ։џӵήΙএωۖਢȂኬܹӻ१ᖐਝ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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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重聲效－為您的演奏增添樂句

和弦區

用音頻檔案創作多重聲效 (音頻連接多重聲效)
ௌџоցҢŖŔŃġᓍ٘ᆅϱॱޟᓜᔬਰĩŘłŗġਿԒȈĵĵįĲġŬŉŻڥኺȂĲķԅϯ၌
࡙ݙĪᇄؐএӻ१ᖐਝپഺհཱིޟӻ१ᖐਝȄॱᓜᔬਰĩŘłŗĪџоௌᓃڗࠢޟၥ
ਟĩĸĲॲĪܖѿ୵ᔬਰȄၭॱᓜᔬਰޟӻ१ᖐਝ൷ܚᒝॱޟᓜӻ१ᖐਝȄ
ཱིॱޟᓜӻ१ᖐਝџоᓽԆӵŖŔņœዀܖŖŔŃᓍ٘ᆅȄ

1

將含音頻檔案(WAV)的USB隨身碟接在產品的
【USB TO DEVICE】端子。

2

按MULTI PAD CONTROL (多重聲效控制)【SELECT】(選擇)鈕
，叫出多重聲效資料庫選項畫面。

3

按【6 T】(音頻連接)鈕，叫出音頻連接多重聲效
(AUDIO LINK MULTI PAD)畫面。
ห७џོю౪ጂᇯଉȄԃݎԤȂࡸྱห७ΰޟᇳ݂໌Ȅ

註
您無法創作或播放以下情況的
音頻連接多重音效：音頻連接
多重聲效在播放中、錄音進入
待機模式或錄製音頻檔時。

註
使用USB隨身碟前，先閱讀第
100頁的 『連接USB裝置』章
節。

註
要確定MENU1出現在畫面的右
下角(第26頁)。

註
音頻檔案無法與MIDI 多重聲效
連接。

4

4
5

用[A]、[B]、[F]和[G]鈕選擇需要的聲效。

註

ห७ю౪ॱᓜᔬਰᒵᐅȄ

當您在步驟3按【6T】(音頻連
接)鈕，選定一個音頻連接多重
聲效，選定的聲效的連結會出
現。如果要創作一個新聲效，
一定要按[C ]鈕，若沒有，您
之前做的步驟就只是重新選定
聲效的連結

用[A]-[J]鈕選定您需要的音頻檔案。
≘ᘷ␋ᘷᛵᣇ⒂ᦆᥖ
ࡸŘłŗņᔬਰᒵห७ޟŜķŞĩၥਟĪ໖ȂጂᇯၥਟĩӪᆎȃϯ՝ڥڷኺ้้
ĪȄࡸŜŐŌŞ໖ᜰഖห७Ȅ

6

按【EXIT】(退出)鈕，回到音頻連接多重聲效畫面。
≘ᘷ␋ᘷᛵᣇ⒂ᦆ᥍
ࡸॱᓜӻ१ᖐਝห७ޟŜŉŞĩၥਟĪ໖Ȃጂᇯၯ৷ȄӔࡸŜŇŞĩŐŌĪ໖ᜰഖห७
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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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要把其他音頻檔案與其他聲效做連接，重複步驟4-6。

8

如需要，用[1 ST ]- [4 ST ]鈕調整每個音頻檔的音量。
ࡸௌሯौޟŎŖōŕŊġőłŅġńŐŏŕœŐōġŜĲġŞĮġŜĵġŞޟӈΙ໖Ȃ൷ӵӻ१ᖐਝ
ዅѯኬܹਢȂ፡ᐌॱ໔Ȅ

9

10

將設定儲存為多重聲效庫。

注意

9-1

ࡸŎŖōŕŊġőłŅġłŖŅŊŐġōŊŏŌġห७ޟŜŊġŞĩᓽԆĪ໖Ȃѩюӻ१ᖐਝ৲
ᒵห७Ȅ

9-2

ࡸྱĳĹॲޟᇳ݂Ȃٲ೩ۡ೩࣏ၥਟ৲ᔬਰȄ

如果您在未執行儲存操作前，
變更到另一個音頻連接多重聲
效或關閉電源，做好的設定會
遺失。

按[EXIT](退出)鈕，檢視多重聲效庫選項畫面上的全新音頻連接
多重聲效(AUDIO LINK MULTI PAD)。
ӵᔬӪѾΰُོю౪ģłŶťŪŰġōŪůŬģ

ᑙᚤᬢᢢᕓ➦᱕ᬻ᰿ᘷᅝ
ᒵᐅሯौॱޟᓜӻ१ᖐਝȂณࡣୈ؏ĴĮĲıȄ

5

ௌџоӵӻ१ᖐਝᒵห७ޟŖŔņœġܖŖŔŃห७ϛȂᒵᐅԤࡾۡӻ१ᖐਝॱޟᓜᔬਰ
໌ٮኬܹȄᗶณௌџоҢĸķॲȂӣኺޟᐇհኬܹӻ१ᖐਝȂծݧཎоή३ڙȈ

多重聲效－為您的演奏增添樂句

播放音頻連接多重聲效
註
音頻檔(WAV)的下載時間比
MIDI檔長。

Ȇጂ֤ۡװᄇᔖॱᓜᔬਰĩŘłŗĪޟŖŔŃᓍ٘ᆅԁȄ
ȆฒݲஈՌଢ଼१ፒኬܹȄ
ȆΙԩѫኬܹΙএᖐਝȄ
ȆฒٺݲҢ۾ڷᄇȄ

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第5章。
建立多重聲效(多重聲效創作功能)：

[FUNCTION] → TAB[
ATOR

] MENU 2 → MULTI PAD CRE

編輯多重聲效：

多重聲效選項畫面( Multi Pad Bank Selection display) → [7 T ]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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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音樂搜尋功能
– 呼叫出適合您演奏的最佳面板設定 –

ђᡱௌѩюശᎌӫௌᅋ࠷ޟശٹ७ݖ೩ۡȂѫᒵᐅѓ֤ॱ
Փڷբ࠷೩ညॱޟዅཪ൶ђޟġ ɆœŦŤŰųťĩकᓃĪɇ։џȄԃݎௌौ
ኆ࠷੫ۡዅԢȂࠓϚޣၾ၎ᒵᐅᆍբ࠷ॱܖՓȂҢএђ൷ᄇ
ΟȄ
ՄиȂװᓽԆӵॱዅཪ൶ђӨ՝ညޟዅԢȂॱᓜڷբ࠷ᔬਰิᓃ
ࡣȂ൷џցҢҏࠢሆᚬᄇᔖकᓃϛѩюሯौޟᔬਰȄ

選擇需要的紀錄 (面板設定)
1

按【MUSIC FINDER】(音樂搜尋)鈕，叫出MUSIC FINDER畫面。
ԃሯौȂҢŕłŃġŜġȁŞġŜȁġŞġ໖ᒵᐅሯौޟᡆȄ
ᅚBMM!)ᐨᱡ*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ܚԤᓃȄ
ᅚGBWPSJUF)Ẩ*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ёΣޟശདྷकᓃĩԃಠȂᎧᆩમΰޟՃЙыȄĪ
ᅚTFBSDI!2-3!)Ề*!
įįįįįįįį ཪ൶๖ݎġĩĹĲॲĪ

每筆輸入資料都是 “紀錄”。
顯示樂曲名(音樂)和包含的伴奏
資料。

2

用 [2 ST ] [3 ST] 鈕，選擇需要的紀錄。
ௌζџоҢၥਟᙽዺڷŜņŏŕņœŞĩஈĪ໖Ȅ
ѩюकᓃޟ७ݖ೩ۡȄᒵᐅѓ֤բ࠷ӪޟकᓃਢȂȪłńŎőȫĩՌଢ଼
բ࠷ĪڷȪŔŚŏńġŔŕłœŕȫĩӣ؏ۖĪོ҈Ȃġᄇᔖբ࠷ོೝѩю
پȄএђᡱௌΰంଢ଼բ࠷ኬܹȄ

分類紀錄
ຜሯौȂ१ፒࡸȪŇȫĩϷĪ໖ȂᡐकᓃϷޟПԒȈҢŎŖŔŊńĩॱዅĪȃŔŕŚōņĩբ࠷ĪȃŃņłŕĩܯυĪڷ
ŕņŎőŐĩഀ࡙ĪୈϷकᓃȄࡸȪňȫġĩϷוĪ໖پᡐकᓃĩሎቨܖӴᔮĪוȄ
ҢॱዅϷकᓃਢȂௌџоҢȪĲȁȁȫ໖פഀԅҔ܁וΰܖή௭ႆዅԢӪȄҢբ࠷ϷकᓃਢȂௌ
ST
џоҢȪĵȁȁȫİȪĶȁȁȫ໖פഀԅҔ܁וΰܖή௭ႆբ࠷ӪȄӣਢࡸȪȁȫİȪȁȫ໖Ȃ෬ಋ
ST
ST
S
T
ڗΙএकᓃ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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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和弦區的和弦，開始播放伴奏。

選擇另一個紀錄時，避免在伴奏播放時，造成速度改變
ࡸȪŊġȫĩբ࠷ഀ࡙Ī໖ȂװɇŔŕŚōņġŕņŎőŐɇġĩբ࠷ഀ࡙Ī೩࣏ɇŉŐōŅɇġĩ߳ࡻĪܖɇōŐńŌɇĩᚇۡĪȄ
೩࣏ɇōŐńŌɇĩᚇۡĪġȂୄХᇄኬܹޟഀོ࡙ೝᚇ՞Ȅषौӵؐԩ१ᒵѪΙএकᓃਢȂ१೩ഀ
࡙Ȃ೩ۡ೩࣏ġɆœņŔņŕɇġĩ१೩ĪȄ

搜尋記錄(面板設定)
ௌџоҢŎŖŔŊńġŇŊŏŅņœĩॱዅཪ൶ĪޟŔņłœńŉĩཪ൶ĪђȂоࡾۡዅԢӪޟПԒȂཪ൶ᓃȄ

1

在MUSIC FINDER畫面，按[6 S] (搜尋1)鈕，叫出音樂搜尋畫面。

2

輸入搜尋條件。
ŜłŞġ

ŎŖŔŊńॱዅ

ŜŃŞġ

ŌņŚŘŐœŅᜰᗤԅ ѩюԅϯᒯΣຜๅĩĴĳॲĪȂᒯΣᜰᗤԅȄ
ौ఼ଶᒯΣޟᜰᗤԅȂࡸġŜňġŞġĩ఼ଶĪ໖Ȅ

ŜńŞġ

ŜŅŞ

ŜņŞ

ŔŕŚōņբ࠷

Ńņłŕġܯυ

Ŕņłœńŉġłœņł
ཪ൶ୢ

łōōġńōņłœ
ST
ŜĲġġȁȁŞġ
Ӓഋ఼ଶ
ŕņŎőŐġŇœŐŎġ
ST
ŜĴġġȁȁŞġ
Ȍഀ࡙
ŕņŎőŐġŕŐġ
ŜĵġġȁȁŞġ
ST
ڗȌഀ࡙
ŜĶġSTŞİ
ŜķġSTŞġ

ňņŏœņ

ѩюԅϯᒯΣຜๅĩĴĳॲĪȂᒯΣዅԢӪȄ
ौ఼ଶᒯΣޟӪᆎȂࡸŜŇŞġĩ఼ଶĪ໖Ȅ
註
如果您要輸入2或2個以上的關
鍵字，關鍵字之間要標逗點。

ѩюբ࠷ᒵห७ĩĵĹॲĪȂҢŜłŞĮŜŋŞ໖ᒵᐅբ
࠷ȄࡸȪņřŊŕȫĩଝюĪ໖ȂߕӱŔņłœńŉġĲ
ĩཪ൶ĲĪห७Ȅौ఼ଶᒯΣޟբ࠷ӪȂࡸŜŉŞġ
ĩ఼ଶĪ໖Ȅ
OPUF
註

ࡾۡ໌ဴܯཪ൶ȄԃݎௌᒵᐅłŏŚĩӈΙ
এĪȂܚԤܯυ೩ۡӵཪ൶ጒ൜ϱȄ
ᒵΙএ੫ۡ՝ညĩŎŖŔŊńġŇŊŏŅņœห७ΰјഋޟ
ᡆĪୈཪ൶Ȅ

如果您選擇2/4或6/8拍，產品
會搜尋適合以2/4或6/8拍演奏
的樂曲，但實際的伴奏是以4/4
拍創作出來。

఼ଶܚԤϐᒯΣޟཪ൶ྥȄ
೩ۡௌौཪ൶ޟഀ࡙ጒ൜Ȅ
註
ᒵᐅሯौॱޟዅ

要取消搜尋，按[8 T ](取消)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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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搜尋功能－叫出適合您演奏的最佳面板設定

6

3

按[8 S ] (開始搜尋)鈕，開始搜尋。

註

ཪ൶๖ࡣȂཪ൶๖ོݎю౪ӵŎŖŔŊńġŇŊŏŅņœġห७ޟŔņłœńŉĲġĩཪ൶ĲġĪ
ᡆȄԃؠݎԤӖюӈդकᓃȂ१ፒ؏ĲĮĴȂҢѪΙএዅԢӪܖᜰᗤԅཪ൶Ȅ

如果您要保持當前的搜尋結果
並啟動另一個搜尋，在步驟1
中按[6 ](搜尋2)鈕(現有搜尋
結果會留在搜尋1標籤)。

4

用[2 ST ] / [3ST ]鈕選擇需要的紀錄。

5

指定和弦區內的和弦，開始播放伴奏。

從網站下載紀錄(面板設定)
নۖ೩ۡȂॱዅཪ൶ђོඪټΙٲኺҏकᓃȄौП߯ՄԤਝӴٺҢॱዅཪ൶ђȂרঈ࡚ដௌŚłŎłŉłᆩમ
ήၷᓃڗௌޟዅᏢȄ

1

在電腦上，進入以下網站並下載音樂搜尋檔案 (***.mfd)到連接在電腦的USB隨身碟，
http://download.yamaha.com/

2
3

將包含音樂搜尋檔案 (***.mfd)的USB隨身碟接在產品的
[USB TO DEVICE]端子。

註
使用USB隨身碟前，先閱讀第
100頁的『連接USB裝置』章節
。

按[MUSIC FINDER](音樂搜尋)鈕，叫出MUSIC FINDER 畫面。

紀錄編號

4

按[7 ST ] (檔案)鈕，叫出檔案選項畫面。

5

按[A]-[J]鈕選擇USB隨身碟內的MUSIC FINDER 檔，叫出一個請您選擇REPLACE
(取代)或APPEND (添加)的訊息。

6

如果要增加記錄到MUSIC FINDER 檔案，用[H]鈕(增加)，或若要用新記錄取代所
有紀錄，按[G](取代)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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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訊息出現後，按照畫面上的說明進行。
ᔮຜห७ѡήُޟकᓃጡဴȂጂᇯकᓃ֏ёԙђȄ
註
就算已經在MUSIC FINDER 檔
案中添加或取代紀錄，您還是
可以選步驟5的PRESET (預設)
標籤內的 “ MusicFinderPreset” (音樂搜尋預設)檔案，恢
復原始設定。

在紀錄中登錄一首樂曲、音頻或伴奏檔案
ӵϚӣ՝ညĩႱ೩ȃٺҢޱᇄŖŔŃĪޟዅԢȂॱᓜܖբ࠷ᔬਰิᓃڗŎŖŔŊńġ
ŇŊŏŅņœȂௌ൷џоሆᚬѩюՌϏശདྷޟᔬਰȄ

在樂曲，音頻或伴奏選擇畫面選擇想要的檔案。
ԃዅԢᇳ݂ȂᎧķĳॲȇԃॱᓜᇳ݂ȂᎧĸĲॲȇԃբ࠷ᇳ݂
ȂᎧĵĹॲȄ

．如果您要登錄USB隨身碟的
檔案，將含資料的USB隨身
節接到【USB TO DEVIDE】
端子。
．使用USB隨身碟前，先閱讀
第100頁的『連接USB裝置』
章節。

2

2

按[5 T ](加入MF)鈕，叫出MUSIC FINDER RECORDER EDIT
(音樂搜尋記錄編輯)畫面。

6
註
確認MENU 1顯示在畫面右下
角。

註
MUSIC FINDER記錄編輯畫面,
參閱網站說明書。

3

按 [8 S ] (OK)鈕，登錄選定的檔案。

4

檢查已登錄檔案伴是否出現在MUSIC FINDER(音樂搜尋)畫面。

註
要取消這項操作，按[8 T ] (取
消)鈕。

ӵकᓃޟբ࠷ួ՝ȂዅԢೝิᓃ࣏ɆĩŔŐŏňĪɇĩዅԢĪȂॱᓜᔬਰ࣏
ĩłŖŅŊŐɇĪĩॱᓜĪՄբ࠷ਲ਼ᐃѺޟբ࠷Ӫิᓃ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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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搜尋功能－叫出適合您演奏的最佳面板設定

1

註

從MUSIC FINDER叫出已登錄檔案
ௌџоҢȺᒵᐅሯौޟकᓃȻĩĹıॲĪڷȺཪ൶ᓃȻġ ĩĹĲॲĪޟПԒѩюϐิᓃ
ޟዅԢȃॱᓜڷբ࠷ਰȄ

ೝᒵۡޟᔬਰџоҢоήПݲኬܹȈ
ᅛ∛ᑸᅝࡸŔŐŏňġĩዅԢĪġŜġȁȁȁŞġĩኬܹİୄĪ໖ܖኆ࠷ᗤዺȄौୄХኬܹȂ
ࡸŔŐŏňġĩዅԢĪġŜġȁŞġĩୄХĪ໖Ȅ
ᅛᣇᅝࡸŎŖŔŊńġŇŊŏŅņœġห७ϱޟŜŋŞġŜȁġŞġġĩኬܹĪ໖ȄौୄХኬܹȂࡸ
ŜŋŞġĩୄХĪ໖Ȅ
ᅛᒸឍᅝҢѾЙࡾۡ۾ڷȂѡЙኆఋࡡȄौୄХኬܹȂࡸŔŕŚōņġńŐŏŕœŐōġ
ĩբ࠷ڙĪȪŔŕłœŕİŔŕŐőȫĩۖİୄХĪ໖Ȅ

註
如果您要播放儲存在USB隨身
碟的樂曲、音頻或伴奏檔案，
先將包含資料的USB隨身節接
到【USB TO DEVICE】端子。

註
搜尋樂曲或音頻(第81頁)時，
必須先設定以下搜尋條件：
STYLE: Blank
BEAT: ANY
TEMPO: “---” - “---”

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第6章。

84

建立一組我的最愛紀錄：

[MUSIC FINDER] →TAB [ ] [ ]ALL SEARCH 1或
SEARCH 2 [H] →ADD TO FAVORITE

編輯紀錄：

[MUSIC FINDER] →[8 ST ] (RECORD EDIT)

將紀錄儲存為單一檔案：

[MUSIC FINDER] →[7 ST ] (FILES)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7

面板設定記憶
– 儲存 & 呼叫專屬面板設定 –
७ݖ೩ۡᏹᡝђᡱௌඁнܚԤ७ݖ೩ۡᓽԆĩܖɇิᓃɇĪڗ७
ݖ೩ۡᏹȂѫሯࡸΙএᗤȂ൷ҳ։ڳѩюௌட឴ޟ७ݖ೩ۡȄ
Ĺএ७ݖ೩ۡᏹᡝࡸ໖ิޟᓃ೩ۡᔖᓽԆ࣏Ιၥਟ৲ĩᔬਰĪȄ

登錄您的面板設定
1

作好想要的面板設定，如音色、伴奏與效果。
ԃሯџоҢ७ݖ೩ۡᏹᡝђิᓃޟ७ݖ೩ۡȂᎧᆩમΰޟၥਟΙ។ߒޟ
ȺኵߒȻȄ

2

按REGISTRATION MEMORY(面板設定記憶體)的
【MEMORY】(記憶)鈕。
ю౪ᡱௌᒵᐅौิᓃတಢޟห७Ȅ

面板設定記憶－儲存、叫出專屬面板設定

7
3

3

決定您要登錄的群組。

註

ҢŜĲ STŞĮŜĴST Ş໖ȂᒵᐅሯौޟҬȂณࡣҢŜĵġS ŞġİŜĶġS ŞġĩᇬĪ໖İġŜĵġȁŞġ
T
İġŜĶġT ŞġĩᇬᜰĪ໖ȂᒯΣܖಋଶ҈ϻಒဴȄ

也可用轉盤選擇項目，用
"ENTER"鍵打勾或拿掉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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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對應您記憶資料的位置的 – REGISTRATION MEMORY
(面板設定記憶)中的【1】-【8】鈕。

注意
如果您選擇的按鈕亮紅燈或綠
燈，之前記憶到該按鈕的資料
會被刪除或被新設定取代。

面板設定記憶

ᏹ՝ညࡸޟ໖߫औᐷȂфߒ၎ဴጆࡸ໖ϱ֤ၥਟՄи၎ဴጆϐೝೝᒵۡȄ

關於指示燈的狀態
．ᡪᒩᅝၥਟϐิᓃՄиҬࠉೝᒵۡȄ
．ᒩᅝၥਟϐิᓃծҬࠉҐೝᒵۡȄ
．Ꮶᝁ⎍ᅝؠԤϐิᓃၥਟȄ

5

重複步驟1-4，將各種面板設定登錄到其他按鈕。

註

ѫሯࡸሯौޟጡဴࡸ໖Ȃ൷፡Ңϐิᓃޟ७ݖ೩ۡȄ

就算關掉電源，登錄在編號按
鈕的面板設定仍會被保留。如
果想刪除目前所有8個面板設
定，按住B5音鍵(鍵盤最右邊
的B鍵)時，打開電源。

將面板設定憶體儲存為資料庫檔案
ௌџоӒഋĹএิᓃ७ݖ೩ۡᓽԆ࣏Ιএ७ݖ೩ۡᏹᡝၥਟ৲ᔬਰȄ

資料庫04
資料庫03
資料庫02
資料庫01

1

同時按REGIST BANK(登錄資料庫)【+】和【-】鈕，叫出登錄資料庫選項畫面。

2

2

86

按[6T ] (儲存)鈕，儲存資料庫檔案。

註

ԃሯᓽԆᐇհޟᇳ݂ȂᎧĳĹॲȄ

要確定MENU 2出現在畫面的
右下角(第26頁)。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叫出已登錄的面板設定
註

ࡸœņňŊŔŕġŃłŏŌĩิᓃၥਟ৲ĪȪĬȫڷȪĮȫ໖Ȃྱࡸܖоή؏ȂѩюϐᓽԆޟ
७ݖ೩ۡᏹᡝၥਟ৲ᔬਰȄ

1

同時按REGIST BANK(登錄資料庫)【+】和【-】鈕，
叫出REGISTRATION BANK 選項畫面。

2

用【A】-【J】鈕選擇一個資料庫。

．調用儲存在USB隨身碟內的樂
曲、伴奏、文字等檔案時，
要確定含已登錄樂曲/伴奏的
正確USB隨身碟已接在【USB
TO DEVICE】端子。
．使用USB隨身碟前，先閱讀第
100頁的 『連接USB裝置』章
節。

ௌζџоҢœņňŊŔŕġŃłŏŌĩิᓃၥਟ৲ĪȪĬȫڷȪĮȫ໖ܖၥਟᙽዺڷ
ȪņŏŕņœȫĩஈĪ໖ᒵᐅΙএၥਟ৲Ȅ
註

確認面板設定記憶體資料
ӵœņňŊŔŕœłŕŊŐŏġŃłŏŌᒵห७ϛȂࡸȪķȁȫĩၥਟĪ໖ȂѩюᓽԆॱՓ
T
ᇄբ࠷ၥਟޟ७ݖ೩ۡᏹᡝၥਟ৲ȪĲȫĮȪĹȫࡸ໖ޟຜๅȄ

如需要，打開【FREEZE】(凍結)
鈕，解除(DISABLES)特定項目
的調用。如需說明，請參閱網
站上的參考手冊。

註
要確定MENU 1出現在畫面的右下角(第26頁)

註
如果音色音部名變灰色，代表對應的音色音部在按面板設定記憶體資料庫【1】-【8】按
鈕時被關掉了。

ࡸȪŇȫ໖ȂᜰഖຜๅȄ

在面板設定記憶體區中，按亮綠燈、編號
(【1】-【8】)的其中一個鈕。

7

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第7章。

解除特定項目(凍結)的調用：

[FUNCTION] →TAB [ ] MENU 1 →[G] REGIST SEQUENC
E/FREEZE →TAB [ ] FREEZE

依序叫出面板設定記憶體(登陸順序)：

[FUNCTION] →TAB [ ]MENU 1 →[C] REGIST SEQUENCE
/FREEZE →TAB [ ] REGISTRATION SEQUENCE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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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設定記憶－儲存、叫出專屬面板設定

3

8

麥克風 / 吉他輸入
– 搭配使用麥克風或吉他–
ഫպॳӵࠢޟŜŎŊńİňŖŊŕłœŞġĩഫպॳİӡтĪඨЌȂௌ൷џо
ኆᗤዺ୮ᅈܖၭࠢኬܹޟբ࠷୮ᅈȄௌޟΡᖐོࠢޟϱ
࡚පᖐᏢᒯюȄԪѴȂӵőŔœĮŔĺĸıȂௌџоՌଢ଼ӵ୮ᅈޟਢঐȂё
ΣӨᆍΡᖐӫॱਝݎȂޱܖζџоҢႫυΡᖐӫԙᏢĩŔŚŏŕŉġ
ŗŐńŐŅņœĪђװௌᖐॱޟ੫፴ڗӫԙᏢڏڷтᖐॱȄௌζџ
оӡтӵŜŎŊńİňŖŊŕłœŞġĩഫպॳİӡтĪඨЌȂᖐॱོ
őŔœĮŔĺĸıİŔĸĸıġޟϱ࡚පᖐᏢᒯюȄ

連接麥克風/吉他
1

連接麥克風或吉他之前，將[GAIN] (增益)旋鈕設在最低位置。

註
要使用傳統動圈式麥克風。

註
．不使用麥克風/吉他時，請將
它的接線從[MIC/GUITAR] (麥
克風/吉他)插孔拔除。
．[MIC/GUITAR] (麥克風/吉他)
插孔沒有連接任何物件時，
[GAIN] (增益)旋鈕務必設在最
低位置。因為[MIC/GUITAR] (
麥克風/吉他)插孔的靈敏度很
高，就算沒有連接任何物件
，也可能會產生噪音。

2

設定[MIC/GUITAR] (麥克風/吉他)開關。

註

ഫպॳਢȂѺ೩࣏ɆŎŊńɇĩഫպॳĪȄӡтਢȂѺ೩࣏
ɆňŖŊŕłœɇġĩӡтĪȄ

吉他搭配使用主動拾音器時，
將[MIC/GUITAR] (麥克風/吉他)
開關設為”MIC”(麥克風)，減
少噪音。

(標準1/4”耳機插孔) /
MIC/GUITAR 輸入 /
MIC (吉他)/
GUITAR (吉他)

3

將麥克風或吉他接在[MIC/GUITAR] (麥克風/吉他)插孔。

4

打開產品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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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需要，打開麥克風)對著麥克風唱歌或演奏吉他時，調整產品
後面板的[GAIN] (增益)旋鈕。
፡ᐌŜňłŊŏŞġĩቨઉĪఋ໖Ȃᡱଉဴ߫ᆦᐷȄौጂۡଉဴᐷؠԤ߫ᐘᐷܖऔᐷӰ࣏
фߒᒯΣႫҁႆଽȄ

註
您也可以用[MIC SETTING/VOCAL HARMONY] (麥克風設定/
人聲合音)(PSR-S970)或[MIC
SETTING] (麥克風設定
)(PSR-S770)鈕叫出麥克風/吉
他設定畫面，檢視輸入電平。

拔掉麥克風/吉他的連接

麥克風/吉他輸入－搭配使用麥克風或吉他

ĲġŜňłŊŏŞġĩቨઉĪఋ໖՝ည೩࣏ശճȄ
ĳġഫպॳİӡтŜŎŊńİňŖŊŕłœŞġĩഫպॳİӡтĪඨЌܦήپȄ

使用麥克風/吉他的設定
1

將麥克風/吉他接在產品(第88頁)。

2

用[MIC SETTING/VOCAL HARMONY] (麥克風設定/人聲合音)
(PSR-S970)或[MIC SETTING] (麥克風設定)(PSR-S770)鈕叫出
麥克風/吉他設定畫面。

3
5
4

3

註
麥克風/吉他設定畫面的設定
(EQ/CMP設定除外)可以記錄在
面板設定記憶體(第85頁)。

按[A] (麥克風/吉他)鈕，設為開啟。
࿋ௌᄇഫպॳᖿၗİ୮ᅈܖᅋ࠷ӡтਢȂௌ൷ࠢ᠙ڗᒯΣޟᖐॱȄ

4

如需要，按[C] (效果類型)鈕，叫出混音座畫面的效果頁面，
選擇您需要的效果。

註
關於麥克風/吉他聲音，效果區
應設在DSP4。如需混音座畫面
的細節，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
手冊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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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SR-S970)
4-1 ࡸŜŃŞġ ໖ȂӔࡸŜĲȁȁŞġ
ST İŜĳȁȁŞ໖ᒵᐅਝݎҬᓃٮҢŜĴȁȁŞġ
ST
ST İŜĵȁȁŞ
ST
4-2

໖ᒵۡਝݎȄ
ࡸŜņřŊŕŞġĩଝюĪ໖ȂӱڗŎŊńİňŖŊŕłœġŔņŕŕŊŏňġĩഫպॳİӡтޥ೩
Īห७Ȅ

註
麥克風/吉他音量會因選定的效
果而異。

(PSR-S770)
4-1 ࡸŜĶȁȁŞġİŜķȁȁŞ໖ᒵᐅਝݎҬᓃٮҢŜĸSTŞġİŜĹSTŞġ໖ᒵۡਝݎ
ST
ST
4-2

5

Ȅ
ࡸŜņřŊŕŞġĩଝюĪ໖ȂӱڗŎŊńİňŖŊŕłœġŔņŕŕŊŏňġĩഫպॳİӡтۡޥ
Īห७Ȅ

如需要，按[B] (EQ/CMP)鈕叫出EQ/CMP設定畫面，
做EQ / CMP設定。
নۖ೩ۡඪټௌӫᎌޟഫպॳٺҢ೩ۡȄ࿋ௌٺҢӡтਢȂ҆ᡐࣺᜰ೩
ۡоႀڗശٺٹҢਝݎȄ
оήห७ഫպॳİӡт೩࡚ۡޟដȄ

麥克風設定(原始設定)

註
按[H]鈕，馬上重設設定，達到電吉他
的最佳使用效果，設定如下：
．[A] MIC/GUITAR (吉他/麥克風): 開
ON
．[F] TALK (說話) : 關閉 OFF
．[4ST] HARMONY (合音): 關閉 OFF
．[5ST] VOCAL EFFECT (人聲效果) :
關閉 OFF
．[C] EFFECT TYPE (效果類型) : 指定
音部 ASSIGN PART - MIC / GUITAR
(麥克風/吉他), TYPE (類型) –
MultiDissBa-sic

吉他設定(原始設定)

҆װௌӵԪୈޟഫպॳܖӡт೩ۡȂҢŜŊŞĩٺҢޱᏹᡝĪ໖ᓽԆӵϱ࡚ᏹ
ᡝȄ֏ࠌٲ೩ۡฒݲೝ߳ԆήپȂௌζ҆ӵؐԩٺҢഫպॳܖӡтਢȂ१
ፒୈ೩ۡȄ
ԃሯಠȂᎧᆩમΰٺޟҢЙыȄ

6
7

對著麥克風唱歌或彈奏吉他。
註

在BALANCE (平衡)畫面中調整麥克風/吉他與產品的音量平衡。

您也可以用現場控制旋鈕來調
整麥克風或吉他音量。如需將
功能指到旋鈕的說明，請參閱
第40頁。

使用說話功能
҈ŎŊńġİġňŖŊŕłœġŔņŕŕŊŏňġĩഫպॳİӡт೩ۡĪห७ϛޟŜŇŞġŕłōŌġĩᇳၗĪ໖Ȃ൷ᡐ࣏ᇳၗ೩ۡȄ࿋ௌौӵ
ߒᅋϛȂӨॶᅈԢϞᖿၗȂٺҢএᄂҢђȄ
註
要將這個功能調整到最方便使
用，您可以將此功能指定給腳
踏板，以便在演出時，開/關此
功能。如需細節，請參閱網站
上的參考手冊第10章。

ௌζџоਲ਼ᐃՌϏޟԁᡐᇳၗ೩ۡȄԃሯಠȂᎧᆩમΰޟՃЙы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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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聲合音功能(限PSR-S970)
এണొᇐџҢܻௌഫպॳᒯюޟΡᖐޟΡᖐӫॱਝݎȄ

將麥克風接在產品(第88頁)。
按[MIC SETTING/VOCAL HARMONY] (麥克風設定/人聲合音)鈕，叫出
MIC / GUITAR SETTING (麥克風/吉他設定)畫面。

4

7

3
4

確定[A] MIC/GUITAR (吉他/麥克風)鈕設為開啟。

5
6

用TAB[W ] [ X]鈕選擇VOCAL HARMONY (人聲合音)標籤。

麥克風/吉他輸入－搭配使用麥克風或吉他

1
2

按[E](類型)，叫出VOCAL HARMONY TYPE SLECTION
(人聲合音類型選項)畫面。

按[A ]- [J ]其中一個鈕，選擇需要的人聲合音類型。
ࡸŜĲSŞɯġŜĶSŞڏϛΙএ໖Ȃѩюڏтᒵᐅห७Ȅ

ΡᖐӫॱԤέএϚӣԒȂѫौᒵᐅΙএΡᖐӫॱȂࠢ൷ོՌଢ଼
ᒵᐅюΙএᎌӫޟԒȄ

‽ᦆ

∗ᑨ
ॱ۾ڷ

ĩഫպॳᇄظᖐİτᖐĪ

ĩഫպॳĪ

8

᳸
ӫॱॱಒҥௌӵڷಚୢĩŜłńŎőŞՌଢ଼բ
࠷ంĪȃѾЙୢĩŜłńŎőŞՌଢ଼բ࠷ᜰഖо
ЅĩŜōņŇŕŞѾЙୢంĪኆ࠷ڷޟಚܖዅԢ
ၥਟڷޟಚؚۡȄ

ӫॱॱಒޟؚۡПԒၭΰ७ޟഫպॳΙኺ
ȄծٺҢᚖ१ΡᖐĩŗŐńłōġ
ŅŐŖĮ
ŃōņœĪڷőŐŌņœġİġਢ৯ॱĩőŉłŔņœĪ
ਢȂӫॱٺޟҢᇄ֏ོӰᒵۡޟՄ
ȄĩԃؠݎԤٺҢӫॱȂŎŊńġİġňŖŊŕłœġ
ŔņŕŕŊŏňġ ĩഫպॳİӡтĪ೩ۡห७ޟŜĵġ Şĩ
ӫॱĪ໖೩࣏ŐŇŇĩᜰഖĪȄĪ
Ρᖐӫԙ
ഫպॳᖐॱആႆௌӵᗤዺΰኆ࠷ॱޟಒ
ŗŐńŐŅņœ ܖዅԢኬܹॱಒᒯюȄ

ĩഫպॳڷᗤዺĪ

அҏΰᇄŗŰŤťŰųΙኺȄӵএԒȂࠢ
Ρᖐӫԙ
ॱġ
ѫོኬܹΙॱಒఋࡡܖጣĩശࡣΙএॱಒ
ŗŰŤťŰųġŎŰůŰ ᓺӑĪ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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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定麥克風/吉他設定畫面的[4ST](合音)鈕設為開(ON)。

註

ԃሯौȂҢŜġĶġSTġŞĩΡᖐӫॱĪ҈ΡᖐӫॱਝݎȂௌџоҢŜĹġSTŞġጡᒮĪѩ
юห७ୈ೩ۡȄԃሯಠȂᎧᆩમΰޟՃЙыȄ

要回到麥克風/吉他設定畫面，
按[EXIT ](退出)鈕。

註

8

您也可以用現場控制旋鈕來調
整麥克風或吉他音量。如需將
功能指到旋鈕的說明，請參閱
第40頁。

根據您選定的類型(與模式)，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ᑙᚤᬢ␋⍛ᗥጱዯᣥᘍᙔ⚎ងᅝ

8-1

҈ŜłńŎőŞĩՌଢ଼բ࠷Ī໖Ȅ

8-2

ѾЙኆܖ۾ڷኬܹѓ֤۾ڷၥਟޟዅԢȄ
ਲ਼ᐃ۾ڷҡޟΡᖐӫॱҢܻௌޟᅈᖐȄ

註
如果您選擇有標示 “FX”圖
案的類型，您的聲音會經過效
果處理，但沒有合音效果。

ᑙᚤᬢ␋⍛ዷⓦᑁᑯ)Wpdpefs*ᙬዷⓦᑁᑯᲦᣇ)wpdpefs.Npop*⚎ងᗥጱዯᣥᅝ

8-1

ࡸŜĹŞ໖ѩюΡᖐӫॱᒵห७ޟŔņŕġŖőġĩ೩ۡĪຜๅȄ

8-2

92

8-2

ԃሯौȂҢŜĵġSTŞġİŜĶġSTŞ໖ᡐᗤዺ೩ۡĩᜰഖȃΰȃήୢĪȄ
ᒵᐅΰୢȂΡᖐӫԙġ ਝݎҥѡЙॱഋൠӓȇᒵᐅήୢȂΡᖐӫԙਝݎҥ
ѾЙॱഋඪܖټᜰഖġȗġᗤዺኆ࠷ϚོԤΡᖐӫԙਝݎȄԃሯڙΡᖐӫ
ԙਝޟݎᗤዺ೩ۡȂᎧᆩમΰٺޟҢЙыȄ

8-3

ӵᗤዺΰኆ࠷ఋࡡܖኬܹΙॶዅԢٮᄇഫպॳ୮ᅈȄௌོݧཎڏڗᄂՌ
ϏϚሯौؐএॱ୮ྥȄഫպॳᖐॱௌӵᗤዺኆ࠷ॱޟಒܖዅԢኬܹ
ᒯю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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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人聲合成(VOCODER)類型，這
個效果最多可以用在您彈奏和
弦的3個音符；人聲合成單音
(VOCODER MONO)類型，這個
效果只能用在單音符(最後一個
音符優先)。

使用電子人聲合成器功能 (PSR-S970)
ٲᒮௌഫպॳᒯюॱڗᏢᇄڏтᖐॱޟ੫፴Մԙޟ੫ਝݎഺഅюխᐠᏢܖᐠᏢΡᖐॱਝݎоЅௌҢ
џоҢՌϏޟᖐॱܖኆ࠷ޟڙ੫ӫ୮ᖐॱȄ

1

做第91頁的『使用人聲合音』的步驟1-4。

2

在人生合音類型選項畫面，用TAB [ W ][ X ]鈕選擇SYNTH VOCODOER (電子人聲
合成器)標籤。

2

3

按[A]-[J]任一個鈕，選擇您需要的電子人聲合成器類型。

註
要回到麥克風/吉他設定畫面，
按[EXIT ] (退出)鈕。

4

確定在麥克風/吉他定畫面的[4 ST ](合音)鈕設為開啟。
ຜሯौȂҢŜĶġ STġ Şġ ĩΡᖐਝݎĪ໖ంџоӵห७ΰ೩ۡޟΡᖐӫॱਝݎȂҢ
ŜĹġġŞĩጡᒮĪ໖ѩюএห७ୈ೩ۡȄԃሯಠȂᎧᆩમΰޟՃЙыȄ^!

5

ӵᗤዺΰࡸ՞Ιএॱٮᄇഫպॳᇳၗܖ୮ᅈȂၐӵԅਢኆϚӣॱޟȂॱौ
ϷኆȄȄ

註
您可以改變鍵盤設定(關/上/下
區)，決定用鍵盤(或樂曲)的哪
一個音部控制效果。請參閱第
92頁的步驟8-1和8-2。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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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吉他輸入－搭配使用麥克風或吉他

3

8

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第8章。

做麥克風/吉他設定：

(PSR-S970) ŜŎŊńġŔņŕŕŊŏňİŗŐńłōġŉłœŎŐŏŚŞĭ
(PSRS770)ġŜŎŊńġŔņŕŕŊŏňŞġʖġŜŃŞġĩņŒİńŎő

儲存麥克風/吉他設定：

(PSR-S970)ġŜŎŊńġŔņŕŕŊŏňİŗŐńłōġŉłœŎŐŏŚŞĭ
(PSRS770) ġŜŎŊńġŔņŕŕŊŏňŞġʖŜŃŞġĩņŒİńŎőĪġʖŜŉŞġ
ĩŖŔņœġŎņŎŐœŚĪġʖŜķTŞġĩŔłŗņĪ

(PSR-S970)設定人聲合音控制參數：

ŜŎŊńġŔņŕŕŊŏňİŗŐńłōġŉłœŎŐŏŚŞġʖġŜņŞġ
T
ĩŕŚőņĪġʖŜĹȁŞġĩŔņŕġŖőĪ

(PSR-S970)編輯人聲合音類型：

ŎŊńġŔņŕŕŊŏňİŗŐńłōġŉłœŎŐŏŚŞġʖġŜņŞġĩŕŚőņĪġʖġ
ŕłŃġŜWŞŗŐńłōġŉłœŎŐŏŚġġʖġĩŴŦŭŦŤŵġŢġŗŰŤŢŭġ
ŉŢųŮŰůźġŵźűŦĪġʖġŜĹTŞĩņŅŊŕĪ

•編輯瀏覽標籤參數：

ʖġŕłŃġŜWŞġŐŗņœŗŊņŘ

•輯瀏覽標籤參數：

ʖġŕłŃġŜWŞġŜXŞġőłœŕ

•編輯細節標籤參數：

ʖġŕłŃġŜWŞġŅņŕłŊō

(PSR-S970) 編輯電子人聲合成器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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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ŎŊńġŔņŕŕŊŏňİŗŐńłōġŉłœŎŐŏŚŞġʖġŜņŞġĩŕŚőņĪġʖ
ŕłŃŜWŞġŜXŞġŔŚŏŕŉġŗŐńŐŅņœġʖġġĩŴŦŭŦŤŵġŢġŔźůŵũġ
ŗŰŤŰťŦųġŵźűŦĪʖġŜĹTŞġĩņŅŊŕĪ

•編輯整體參數

ʖġŕłŃġŜWŞġŐŗņœŗŊņŘ

•編輯細節參數

ʖġŕłŃġŜXŞġŅņŕłŊ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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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音座
– 編輯音量與音質平衡 –
ॱ৴ᡱௌоޢឈڙᗤዺॱഋᇄዅԢİբ࠷ᖐၾȂѓ֤ॱ໔ҁ
ᒋᇄᖐॱॱՓ้Өᆍᖐॱቹ७Ȅђᡱௌؐএॱഋޟ՝ྥᇄ
ҳᡝᖐĩࣺ՝Ī፡ڗശٹҁᒋᇄҳᡝᖐᖐࣺٮᡱௌ೩ۡਝٺޟݎҢП
ԒȄ

基本程序
1

按【MIXING CONSOLE】(混音座)鈕，叫出MIXING CONSOLE畫面。

2

混音座－編輯音量與音質平衡

3

重複按【MIXER/EQ】(混音器/EQ)鈕，叫出相關音部的
MIXING CONSOLE畫面。
ᖐഋҬᓃĩ७ݖȃբ࠷ȃዅԢĪོю౪ӵห७ഥᆒȄ

PANEL (面板)

整個樂曲，伴奏，多重聲效音部，麥克風(或吉他)
，左和右1/2音部。

伴奏(1/2或2/2)

第一頁：旋律1,2，低音，和弦1,2，襯底，樂句1,2
第二頁：(限PSR-S970) : 旋律1,2，音頻

樂曲(CH1-8)
or (CH9-16)

第一頁：樂曲聲道1-8
第二頁：樂曲聲道 9-16

9

註
頁數有兩頁的音部，按【A】(
音部)鈕，在兩個頁面之間切
換。

下一頁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95

3

按 TAB [

][

] 鈕，叫出需要的畫面。

ؐॲಠᎧᆩમᇳ݂ਪȄ
ᡐؐএॱഋॱޟՓٮ፡ᐌؐএॱഋࣺޟ՝
ᇄॱ໔Ȅ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ᐌӫॱϱৠĩӓቁĪᇄᖐॱ݂࡙߫Ȅ
FILTER(濾波器)

• VOL / VOICE(音量/音色)įįįįįįį
•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 TUNE(調音)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 EFFECT(效果)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 EQ (等化器)

•

፡ᐌӫॱϱৠĩӓቁĪᇄᖐॱ݂࡙߫Ȅ
ᒵᐅؐএॱഋޟਝݎᇄ፡ᐌਝ࡙ݎȄ
σൽቨёİᕻؐএॱഋޟଽᓜᇄճᓜپওғ
ॱ፴ܖᖐॱॱޟՓȄ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ᒵᐅҢܻᐌᡝᖐॱڷጡᒮࣺᜰኵޟк้Ͻ
MEQ(主等化器)
ᏢȄ

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
• CMP (主壓縮效果)

ؚۡᐌᡝᖐॱଢ଼ᄘޟкᔆᕻਝݎ೩ۡȄ

註
MEQ和CMP設定不能用於音頻
播放或節拍器聲音。

4
5

用【A】-【J】鈕選擇一個參數，然後用Ȫ1STȫ–Ȫ8STȫ 鈕
設定每個音部的數值。
儲存您的MIXING CONSOLE設定。

註
您可以馬上為所有參數設定相
同數值：同時按住【A】-【J
】其中一鈕並用【1ST】–
【8ST】鈕(或資料轉盤)。

ᅚᑜQBOFM)ᣃᚬ*᰿ᘷᅝ
Ѻঈิᓃڗ७ݖ೩ۡᏹᡝĩĹĶॲĪȄ
ᅛᑜTUZMF)ᒸឍ*ᶁᣃ᰿ᘷᅝ
ٲ೩ۡᓽԆ࣏ŔŕŚōņၥਟȄԃݎௌौ፡Ң೩ۡୈРࡣٺҢȂ
ᒵᐅᓽԆӵ၇ޟբ࠷ᔬਰȄ

1.

每頁細節請參閱網站說明書
ѩюᐇհห७Ȅ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ȪȁȫŎņŏŖġĳʖȪłȫġŔŕŚōņġńœņłŕŐœ

2.
3.

ࡸȪņřŊŕȫĩଝюĪ໖ȂᜰഖœņńŐœŅġĩकᓃĪห७Ȅ
ࡸȪŊȫĩᓽԆĪ໖Ȃѩюբ࠷ᒵห७ȂณࡣᓽԆၥਟĩĳĹॲĪȄ

ᅛᑜTPOH)∛ᑸ*ᶁᣃ᰿ᘷᅝ
ॶӑȂጡᒮԁޟ೩ۡิᓃ࣏ዅԢၥਟޟΙഋӋȂณࡣᓽԆ၎ዅԢȂԃݎௌौ፡
Ң೩ۡୈРࡣٺҢȂᒵᐅᓽԆӵ၇ޟዅԢᔬਰȄ

1.

ѩюᐇհห७Ȅ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ȪȁȫŎņŏŖġĳʖȪŃȫġŔŐŏňġńœņłŕŐœ

2.
3.
4.

ҢŕłŃȪȁȫȪȁȫ໖ȂᒵᐅŔņŕŖőġĩ೩ۡĪᡆȄ
ࡸȪĹSTȫĩٺҢĪ໖ᄂሬٺҢٲ೩ۡȄ
ࡸȪŊȫĩᓽԆĪ໖ȂѩюዅԢᒵห७ȂณࡣᓽԆၥਟĩĳĹॲĪȄ

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上的參考手冊，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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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 將產品與其他裝置搭配使用 –

এണొᇐҏࠢܚޟԤᆒυᇄඨЌȄौΟ၌ٲᏢӵҏࠢΰޟ՝ညȂᎧĲĵĮĲĶॲȄ

小心
產品與其它電子元件連接前，先關掉所有元件電源。另外，開啟或關掉任何元件電源前，先確定音量已經調到最小(0)。
否則可能會導致元件受損、人員發生觸電或甚至永久聽力損傷的意外。

連接腳踏開關/ 腳踏控制(FOOT PEDAL 插孔)
џоŇńĵİġŇńĵłܖŇńĶယᜰᇄŇńĸယڙᏢĩѪѴ೯୵ĪڗࠢڏϛΙএŇŐŐŕġőņŅłōġĩယݖĪඨЌȄ
ယᜰџоϸђޟİᜰȂՄယࠌڙџоࡻ៉ڙኵȂٽԃॱ໔Ȅ

註

連接－將產品與其他裝置搭配使用

切勿在電源開啟時，連接或拔
掉踏板。

腳踏板 (FOOT PEDALS)

FC4/FC4A

FC5

FC7

ӵনۖ೩ۡήȂؐΙএඨЌޟђԃήȄٺҢŇńĵİŇńĵłܖŇńĶယᜰȄ
•腳踏板 [1]
•腳踏板 [2]

ϸޟॱ۽İᜰȄ
఼຺ڙॱՓĩĴĸॲĪȄ

ௌζџоຜሯौᡐࡾۡڗٲޟݖђȄ
•範例：用腳踏開關控制樂曲的開始/停止
ယᜰĩŇńĵİġŇńĵłܖŇńĶĪڏڗϛΙএŇŐŐŕġőņŅłōġඨЌȄ
ौࡾۡђޟݖȂᒵᐅᐇհห७ޟɇŔŐŏňġőōłŚİőłŖŔņɇ
ĩዅԢኬܹİୄĪ໌Ȉ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ġŜȁŞġŎņŏŖġĲġʖġŜŅŞʖŜņŏŕņœŞġ
ʖŕłŃġŜȁŞŇŐŐŕġőņŅłō

10

註
指定踏板功能的細節，參閱網
站說明書。

高階功能
請參閱網站的參考手冊，第10章。

指定每個腳踏板的特定功能：

[FUNCTION] →TAB [ ] MENU 1 →[D]CONTROLLER →
TAB [ ] FOOT PEDAL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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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音頻裝置 (OUTPUT(L/L + R)/ R 插孔，AUX IN 插孔
註

用外部音響系統做播放

使用無(零)阻抗的音頻線與電
源轉換器插頭

ௌџоҢŐŖŕőŖŕĩᒯюĪȪōİōĬœȫİȪœȫȫඨЌȂѴഋॱفಛȂ
ቨёࠢॱޟ໔Ȅ

註
單聲道裝置只能使用【L/L+R】
插孔。

注意
有源揚聲器POWERED SPEAKER

耳機插頭(標準型)
PHONE PLUG (STANDARD)

耳機插頭(標準型)
PHONE PLUG
(STANDARD)

輸入插孔INPUT JACK

了避免造成毀損，要先打開產
品電源後再打開外部裝置電源
。關閉電源時，先關掉外部裝
置電源後再關閉產品電源。因
為產品電源可能會因為電源自
動關閉功能(第17頁)而關閉，
當您不使用產品時，請關掉外
部裝置電源或解除電源自動關
閉功能。

音頻訊號
(Audio Signal)
音頻線 (Audio cable)

ௌџҢࠢޟȪŎłŔŕņœġŗŐōŖŎņȫĩкॱ໔ĪᙽዺȂ፡ᐌᒯюڗѴഋ၆ညޟᖐॱॱ໔Ȅ 註
切勿將輸出的路徑從
【OUTPUT】插孔接到【AUX
IN】插孔。這麼做，【AUX
IN】插孔的信號輸入會從【
OUTPUT】插孔輸出後再輸回
去。這樣的連接可能導致回饋
迴路，造成無法正常演奏並可
能導致設備毀損。

用內建揚聲器播放攜帶式音頻播放器
ௌџоឹளԒॱᓜኬܹᏢޟՆᐠඨЌᇄࠢޟȪłŖřġŊŏȫඨЌȂԃԪ։џ
ࠢϱ࡚පᖐᏢಯ᠙ឹளԒॱᓜኬܹᏢޟᖐॱȄ

註
了避免造成裝置毀損，先打
開外部裝置的電源，然後再打
開產品電源。關閉電源時，先
關掉產品電源再打開外部裝置
電源。

攜帶式音頻播放器
PORTABLE AUDIO PLAYER
頭罩式耳機插孔
HEADPHONE JACK
耳機插頭(立體聲迷你)
Phone plug (STEREO MINI)

音頻訊號
(Audio Signal)

耳機插頭(立體聲迷你)
Phone plug (STEREO MINI)

音頻線 AUDIO CABLE

ȪłŖřġŊŏȫඨЌ໌ޟپᒯΣଉဴڧࠢޟȪŎłŔŕņœġŗŐōŖŎņȫ
ĩкॱ໔Īᙽዺޟ೩ۡኇȂॱ໔ڏڷтᗤዺኆ࠷юޟᖐॱҁᒋࠌџоӵ
ŃłōłŏńņġĩҁᒋĪห७ϛ፡ᐌ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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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您可以用LIVE CONTROL (現場
控制)旋鈕控制輸入的音量。如
需說明，請參閱第40頁。

連接外部螢幕 ( (RGB OUT)端子) (PSR-S970)
ѴഋᒉᄍᇄࠢޟȪœňŃġ ŐŖŕȫᆒυȂௌ൷џоӵᒉᄍΰᢎࣼᡗҰӵࠢ
ōńŅޟᅈຠȃМԅڷห७Ȅ

小心
避免長時間觀看電視或電腦螢
幕，否則可能造成視力受損。
請多休息並試著看遠距離的物
體避免眼睛疲勞。

迷你D-Sub 15-pin 插頭

選擇外部螢幕的顯示內容
1 叫出操作畫面。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ġŕłŃġŜġġġŞġŎņŏŖġĲʖ ŜŋŞġŖŕŊōŊŕŚġʖġŕłŃġŜġȁŞġŜȁġŞġ
ńŐŏŇŊňġĳ

3

用[ A ]/ [ B ]按鍵選擇”/ SPEAKER / DISPLAY OUT ”。
用[5

]/ [6

註
如果外部螢幕的畫面無法整
齊排列，請調整外部螢幕的
設定。

]鈕選擇畫面內容。

連接－將產品與其他裝置搭配使用

2

࿋ௌᒵᐅɇōŚœŊńŔİŕņřŕɇġ ĩᅈຠİМԅĪਢȂϚ፣ࠢōńŅᒉᄍᡗҰϱৠ࣏
դȂᇄࠢޟѴഋᒉᄍོᡗҰᅈຠܖМԅȄ࿋ௌᒵᐅġ ɇōńŅɇਢȂѴ
ഋᒉᄍོᡗҰၭōńŅΙኺޟϱৠȄ

10

連接麥克風/吉他 ( (MIC / GUITAR INPUT)插孔)
ௌџоഫպॳܖӡтӵࠢޟŜġŎŊńġİġňŖŊŕłœġŞġĩഫպॳİӡтĪඨЌȄԃ
ᇳ݂ȂᎧӴĹĹॲ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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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USB 裝置 (USB TO DEVICE 端子)
ŖŔŃᓍ٘ᆅܖŖŔŃฒጣōłŏᆩၯԝᏢڗࠢޟȪŖŔŃġ ŕŐġ ŅņŗŊńņȫᆒυȂװӵ࡚ࠢҳޟၥਟᓽԆӵŖŔŃ
ᓍ٘ᆅĩĳĹॲĪȄௌζџоցҢฒጣᆩၯԝᏢĴńසኋ၆ညȂԃŪőŢťڗࠢĩĲıĳॲĪȄ

使用【USB TO DEVICWE】端子的預防措施
ҏࠢԤϱ࡚ޟȪŖŔŃġŕŐġŅņŗŊńŘņȫᆒυȄŖŔŃ၆ညڗᆒυϞࠉȂȃҢŖŔŃ၆ညਢωЖȄ҆ᒳԈо
ήႱ٩௩ࢊȄ
註
如須更多處理USB裝置的資料，請參閱本手冊的USB裝置說明。

相容的USB裝置

註

ȆŖŔŃᓍ٘ᆅ
ȆŖŔŃġጣᏢ
ȆŖŔŃฒጣᆩၯԝᏢĩŖŅĮŘōıĲȇਲ਼ᐃௌܚޟӴୢȂ
ௌџີϚڗএ၆ညĪȁϚџоٺҢڏтŖŔŃ၆ညȂԃ
ႫသᗤዺྤܖჃȄ

．如果您要同時把兩個裝置接在同一個端子，請使用匯流
排供電的USB集線器。若您使用USB集線器時出現錯誤訊
息，請將集線器從產品拔下，打開產品電源後再將USB集
線器重新接上。
．連接USB線時，要使用長度須少於３公尺。

ҏࠢϚَுЛධܚԤѿ୵ŖŔŃ၆ညȄŚłŎłŉłϚ߳
ᜌௌᗊີޟŖŔŃ၆ညޟᐇհȄᗊີҢӵࠢޟŖŔŃ၆ည
ࠉȂᎧоήᆩમࢥၚȈũŵŵűĻİİťŰŸůŭŰŢťįźŢŮŢĮ
ũŢįŤŰŮİ
ġᗶณŖŔŃ၆ညĲįĲġȗġĴįıġᇄҏࣺࠢৠȂၥਟᓽԆڗ
ŖŔŃ၆ညܖ၎၆ညήၷၥਟޟਢོӰ࣏ၥਟܖ
ࠢޑޟᄘՄۡȄ
註

使用USB隨身碟
ࠢᇄŖŔŃᓍ٘ᆅࡣȂ൷џо࡚ҳޟၥਟᓽԆ
ڗޟŖŔŃٮᢎࣼ၎ŖŔŃϱ֤ޟၥਟȄ

USB最大使用數量
ௌശӻџоӵȪŖŔŃġŕŐġŅņŗŊńņȫᆒυĳএŖŔŃ
ᓍ٘ᆅȄĩԃሯौȂٺҢŖŔŃጣᏢȄٺҢŖŔŃጣᏢ
ȂௌശӻџоӣਢװĳএŖŔŃᓍ٘ᆅᇄࠢȄĪ

【USB TO DEVICWE】端子的最大額定是5V/500mA。不要將高於
這個額定的USB裝置接到產品，否則可能導致產品受損。

格式化USB隨身碟
連接USB裝置
ŖŔŃ၆ညӵȪŖŔŃġ ŕŐġ ŅņŗŊńņȫᆒυȂጂۡ၎၆
ညٺҢޟғጂޟᏢȂПөғጂȄ

ѫԤསҏࠢٺҢਢȂϗሯौਿԒϽŖŔŃᓍ٘ᆅĩ
ĲıĲॲĪȂӵѪΙএ၆ညΰਿԒϽޟŖŔŃᓍ٘ᆅџฒݲ
ӵҏࠢΰғலᐇհȄ

注意
格式化操作會覆蓋之前存在的資料，務必確定您要格式化的
USB隨身碟內不含任何重要資料。

保護您的資料(防寫保護)
࣏ᗗջ१ौၥਟೝϚωЖ఼ଶȂٺҢŖŔŃᓍ٘ᆅϞࠉ
Ȃौంଢ଼٩ቸ߳៖ȄषௌौၥਟᓽԆڗŖŔŃᓍ٘ᆅ
Ȃڥੑ٩ቸ߳៖Ȅ
注意
．播放/錄音，檔案管理操作(如儲存、複製、刪除和格式)或存取
USB裝置時，避免接上或拔掉USB裝置。未確實遵守，可能導致產
品操作”當機”或USB裝置和資料毀損。
．先連接再拔掉USB裝置(或反過來)時，要確定兩項操作之間相隔
數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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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掉產品電源
ᜰ௬ࠢႫྛਢȂौጂۡࠢؠԤғӵڥŖŔŃᓍ٘
ᆅၥਟୈኬܹİᓃॱܖᔬਰᆓ౩ĩٽԃ໌ᓽԆȃፒᇧȃ
ւଶܖਿԒϽᐇհĪȄҐጂᄂᒳԈȂџᏲमŖŔŃᓍ٘
ᆅܖᔬਰྒཬȄ

格式化USB隨身碟
ࠢԤŖŔŃᓍ٘ᆅਢȂห७ོю౪ௌਿԒϽŖŔŃᓍ٘ᆅޟଉȄԃݎю౪
ଉȂஈਿԒϽᐇհȄ

1

將要格式化的USB隨身碟接到【USB TO DEVICE】端子。

2

叫出操作畫面。

注意
格式化操作會覆蓋之前存在的
資料，請先確定您要格式化的
USB隨身碟內不含任何重要資
料。執行時，請小心操作，尤
其是當產品有連接數個USB隨
身碟。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ġŜȁŞġŎņŏŖġĲġʖġŜŋġŞġŖŕŊōŊŕŚġʖŕłŃġŜȁŞŖŔŃ
註

3

3

執行格式化操作時，伴奏，樂
曲和多重聲效的播放都會停止
。

4

按【A】/【B 】鈕，從碟槽清單選擇要格式化的碟槽。

4

按【H】(格式化)鈕，格式化USB隨身碟。

5

按【G】(YES)鈕執行格式化。

註
取消格式化操作按﹝H﹞（NO)
鍵

確認剩餘記憶體
ௌџоࡸȪŇȫĩܚԤސĪ໖ȂᔮࢥϐޟŖŔŃᓍ٘ᆅޟ഻Ꮇৠ໔Ȅ

選擇USB隨身碟內的檔案

連接－將產品與其他裝置搭配使用

ਲ਼ᐃޟŖŔŃᓍ٘ᆅኵ໔Ȃห७ོᡗҰŖŔŃĲڷŖŔŃĳȄ

10

ࡸȪŖŔŃȫ໖ȂԆڥᓽԆӵŖŔŃᓍ٘ᆅϱޟᔬਰȄ

ҢŜłġŞĮġŜńġŞڷġŜŇġŞĮġŜŉġŞᒵᐅௌሯौޟҬᓃȂӔࡣӔҢŜłġŞĮġŜŋġŞ໖Ȃᒵᐅሯौޟᔬਰ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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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iPhone/iPad (USB TO DEVICE 、
USB TO HOSE 端子)
ௌџоසኋ၆ညȂԃŪőũŰůŦܖŪőŢťӵҏࠢȂୈӨᆍϚӣॱޟዅҢഊȄցҢස
ኋ၆ညޟᔖҢแԒώڎȂௌ൷џٺҢএ߯ցђڧٴٮ࣏ࠢௌளޟپฒ३᠍
ዅȄ
оήසኋ၆ညޟඁᆍПԒȈ
•ցҢŖŔŃฒጣᆩၯԝᏢĩŖŅĮŘōıĲȂѪѴ೯୵Ī၆ညӵȪŖŔŃġ
ŕŐġ
ŅņŗŊńņȫᆒυȄ
．ցҢŪőũŰůŦİŪőŰťġŵŰŶŤũİŪőŢťġĩŪĮŖřĲȂѪѴ೯୵ĪޟŖŔŃġŎŊŅŊϭ७සኋ၆ည
ӵȪŖŔŃġŕŐġŉŐŔŕȫᆒυȄ
．ցҢŪőũŰůŦİŪőŰťġ ŵŰŶŤũİŪőŢťġ ĩŪĮŎřĲȂѪѴ೯୵ĪޟŎŊŅŊġ ŎŊŅŊϭ७සኋ၆ည
ӵȪŎŊŅŊȫᆒυȄ
īٲӇӵ࢚ٲӴୢџؠԤ೯୵Ȅ

ԃሯޟಠȂᎧġȺŪőũŰůŦİŪőŰťġŵŰŶŤũİŪőŢťЙыȻܖᆩમΰޟՃЙыȄ
ԃሯࣺৠޟසኋ၆ညڷᔖҢแԒώڎၥਟȂᘲ។оήᆩ֭Ȉ
ŸŸŸįźŢŮŢũŢįŤŰŮİŬţťŢűűŴİ

注意
切勿將您的iPhone/iPad放在不
穩的地方。此舉可能導致裝置
掉落，造成毀損。

註
．使用【USB TO DEVICE】端
子前，先閱讀第100頁的使
用【USB TO DEVICE】端子
的預防措施。
．當搭配您的iPhone/iPad使用
產品時，建議您先將智慧裝
置的模式轉為『飛行模式』
，再將WiFi設為開啟，避免
使用時造成噪音。

連接電腦(USB TO HOST 端子)
ႫသڗȪŖŔŃġŕŐġŉŐŔŕȫᆒυࡣȂ൷џоցҢŎŊŅŊӵࠢᇄႫသϞ༈ଚၥ
ਟȄԃሯႫသᇄࠢསٺҢޟಠȂᎧᆩમΰޟȺႫသࣺᜰᐇհȻᇳ݂Ȅ

注意
使用短於3公尺的AB類USB
線。不可使用USB 3.0線。

註
．使用USB線連接產品與您的
電腦時，毋需通過USB集線
器。
．連接好USB不久後，產品就
會開始傳輸資料。
．如須設定順序軟體的資料，
請參閱相關軟體的使用手冊
。

USB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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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外部MIDI 裝置 (MIDI (IN)/ (OUT)端子)
ҢŎŊŅŊȪŊŏġİġŐŖŕȫᆒυᇄྥŎŊŅŊጣѴഋŎŊŅŊ၆ညĩᗤዺȃॱוᏢ้้ĪȄ
ȆŎŊŅŊġŊŏġ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ġѪΙএŎŊŅŊ၆ညԝŎŊŅŊଉȄ
ȆŎŊŅŊġŐŖŕġ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ĮࠢҡޟŎŊŅŊଉ༈ᒯڗѪΙএŎŊŅŊ၆ညȄ

MIDI OUT

MIDI 傳輸

MIDI 接收
(playback)

MIDI 裝置
MIDI IN

MIDI OUT

ԃሯŎŊŅŊ೩ۡಠၥਟȂٽԃ༈ᒯİԝᖐၾȂᎧᆩમΰޟՃЙыȄ

註
如需MIDI的概述與如何有效使
用MIDI的說明，請參閱可以從
網站下載的 『MIDI的基礎資料
』(MIDI BASICS)。

進階功能
參閱網站說明書第十章

MIDI設定：

[FUNCTION] →TAB [

] MENU 1 →[ I ] MIDI

連接－將產品與其他裝置搭配使用

MIDI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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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功能
– 全球設定與使用高階功能 –
ђᒵඪټࠢΙفӖٺҢ߯ցޟ೩ۡᇄώڎȄٲђѓࢂོ
ኇࠢᐌᡝޟΙૡ೩ۡоЅ੫ۡђޟಠ೩ۡȄѪѴȂζѓ֤
ଽഺհђȂٽԃբ࠷ȃዅԢڷӻ१ᖐਝȄ

基本程序
1

叫出操作畫面。
ŜŇŖŏńŕŊŐŏŞġʖŕłŃġŜġȁŞġŜȁġŞġŎņŏŖġĲİĳ

2

用[A]- [J]鈕，叫出需要的功能頁面。
ԃሯؐএॲ७ޟђၥਟȂᎧĲıĶॲޟђΙ។ߒȄ

3
4

用TAB [

][

] 鈕，叫出需要的頁面。

改變設定或執行操作。
ᎧĲıĶॲޟђΙ។ߒȂࢥࣼௌሯौޟၥਟӵ၇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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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一覽表
MENU 1
A

分鍵點/
和弦指法

分鍵點
指法

B

合音/琵音
登錄順序 / 凍結

登錄順序

C

凍結
腳踏板

D

控制器

E

主調音/ 音階調音

F

音色設置濾波器

G

伴奏設定

H

樂曲設定

I

MIDI

鍵盤/ 面板
主調音
音階調音

CONFG 1
CONFIG 2

J

工具

參數上鎖
USB

MENU 2
A

伴奏創作功能

B

樂曲創作功能

C

多重聲效創作功能

F

安裝擴充包
所有人

G

系統

備分/恢復
設定檔案
重設

H

無線網路接收器

敘述

使用手冊 參考手冊

決定分鍵點。
決定和弦指法類型。
選擇合音類型或琵音類型。
決定用TAB[ ] [ ]鈕或踏板叫出面板設定記憶體設定
的順序。
決定利用面板設定記憶體叫出面板設定時，不會改變
的設定群組(音色、伴奏等) 。
決定指定到腳踏板的功能
設定鍵盤的觸鍵感應或選擇會被[MODULATION]
(調變)輪或移調[ -]/ [+]鈕影響的音部。
以0.2Hz為單位，微調整個產品的音高
決定音階類型並以音分為單位，調整需要音符(音鍵)
的音高。
解除音色設置(效果等等)的自動選項。
做伴奏播放的相關設定，如單鍵設定連接時控、
動態控制等等。
做樂曲播放相關設定，如指導模式、聲道設定、
重複模式等等。
做MIDI相關設定。
做一般設定，例如漸入/出時間，節拍器聲音，擊拍
聲音和電源自動關閉
做一般設定，例如揚聲器、顯示畫面等等。
決定利用面板設定記憶體、單鍵設定改變面板設定後
，維持不變的參數(效果、分鍵點等等)。

第58頁
第52頁
第42頁

第2章
第1章

-

第7章

-

第7章

-

第10章

第39頁

第1章

第38頁
第38頁

第1章
第1章

-

第1章

-

第2章

-

第3章

-

第11章

第17頁

第11章

第99頁
-

第11章
第11章

包含與連接USB隨身碟相關的操作，例如格式化以及
記憶體容量確認。

第101頁

第11章

敘述

使用手冊 參考手冊

編輯預設伴奏或一個個錄製伴奏聲道來創作
新的伴奏。
用編輯錄製好的樂曲或一個個輸入事件的方式來
創作樂曲。
編輯現有的預設多重聲效或錄製新聲效來創作新的
多重聲效。
安裝擴充包，就能從網站下載額外內容或用YAMAHA
擴充管理軟體創作額外內容。
設定所有人姓名、訊息語言等
備分與恢復產品USER槽的設定與儲存的資料
儲存與調用產品的特定設定
將產品設定恢復到原始設定
設定無線網路接收器將產品與智慧裝置，如iPad，
的連接。這項功能只有在USB無線網路接收器與產
品連接時才會出現。

-

第2章

-

第3章

-

第5章

-

第1章

第18頁

第11章

第34頁

-

-

第11章
第11章

-

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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এΙ។ߒᙏ၌ភցҢŜŇŖŏńŕŊŐŏġŞġĩђĪ໖Ȃѩюޟห७ϱ֤ޟђȄԃሯӻၥਟȂᎧоήॲ७ڷണՃၥ
ਟ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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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功能
ࡸȞŅŊœņńŕġłńńņŔŔĪȂӔࡸήߒϛࡸޟᗤܖఋ໖ȃྤᒯܖݖѩюࣺᜰห७Ȅ
MENU 1

用直接進入功能叫出的畫面

伴奏控制鈕

[ACMP](自動伴奏)
[AUTO FILL IN] (自動過門)
[OST LINK](單鍵設定連接)
[BREAK](間奏)
[INTRO I, II, III](起奏 I, II, III)
MAIN VARIATION(主變化) (A), (B), (C), (D) 功能

分鍵點/和弦指法

和弦指法

伴奏設定

ENDING/rit (I),(II), (III) 尾聲(I), (II), (III)

[SYNC START](同步開始)
[SYNC STOP] (同步停止)
[START/STOP]
伴奏
伴奏目錄選項鈕
[GUIDE ](指導)
[SCORE](總譜)
[LYRICS/TEXT](歌詞/文字)
[TR1 ], [TR2], [ EXTRA TR]
[REPEAT ](重複播放)
樂曲
[
] (FF)(快速前進)
[
] (RW)(倒帶)
[
](PLAY/PAUSE)(播放/暫停)
[ ] (STOP)(停止)
(REC) (錄音)
[SELECT] (選擇)
[TAP TEMPO] (擊拍速度)
TEMPO (速度)
[+], [-]
[METRONOME節拍器]
[FADE IN/OUT](漸入/漸出)
TRANSPOSE 移調 [+], [-]
[+], [-]
上八音度
[SELECT](選擇)
多重聲效控制
[STOP] (停止)
[1], [2], [3], [4]
[DEMO](示範樂曲)
[FUNCTION](功能)
[MIXER/EQ](混音器/等化器)
[BAL.] (平衡)
[CHANNEL ON/ OFF] (聲道開/關)
[USB]
[USB AUDIO PLAYER] (USB 音頻播放器)
TAB 標籤
[ ],[ ]
[ENTER] (執行)
[EXIT] (退出)
DATA DIAL 資料轉盤
PART SELECT[LEFT] (音部選擇) (左)
PART SELECT[RIGHT1] (音部選擇) (右1)
PART SELECT[RIGHT2] (音部選擇) (右2)
PART ON/OFF (LEFT)(音部開/關)(左)
音色
PART ON/OFF (RIGHT1)(音部開/關)(右1)
PART ON/OFF (RIGHT2)(音部開/關)(右2)
[LEFT HOLD] (左音部保留)
音色目錄選項鈕
[HARMONY/ARPEGGIO] (合音/琵音)
[TOUCH]觸鍵
[SUSTAIN]延音
音色控制
[MONO]單音
[DSP]效果器
[VARI.]
音樂搜尋
單鍵設定
[1],[2],[3],[4]
(PSR-S970) [MIC SETTING/VOCAL HARMONY] (麥克風設定/人聲和音)

(PSR-S970) [MIC SETTING] (麥克風設定)
REGIST BANK [+],[-],(登錄資料庫)
(FREEZE) (凍結)
面板設定記憶體
MEMORY (記憶)
[1],[2][3],[4][5],[6][7],[8]
腳踏板[1],[2]
[MODULATION]調變
[PITCH BEND ]音高
現場控制鈕 [1],[2]
[ASSIGN]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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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鍵點/ 和弦指法

分鍵點

伴奏設定
指導/聲道
其他項目
指導/聲道
功能

樂曲設定
其他項目

功能

工具
伴奏設定

指導/聲道
其他項目
CONFIG 1

工具

CONFIG 1

控制器
混音座

鍵盤/面板
調音

多重聲效選項畫面

多重聲效編輯

功能
功能

系統
MIDI

MIDI混音座

擊拍
節拍器
漸入/出
移調指定

使用者

音量/音色

功能
USB
音頻檔案選項畫面* (這個畫面只有在USB隨身碟與產品連接時才能叫來)
主畫面
-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音色設置濾波器

分鍵點/和弦指法
設色設置濾波器
合音/琵音
控制器

混音座
音樂搜尋
單鍵設定
麥克風/ 吉他設定

左
右1
右2
左
右1
右2
分鍵點

鍵盤/面板
效果
調音
效果
效果
音樂搜尋1

等化器(EQ)/主壓縮(CMP)設定

麥克風/吉他

功能

登錄順序/凍結

登錄順序
凍結
登錄順序

登錄資料
功能
功能
混音座

控制器
控制器

現場控制

參數指定

腳踏板
鍵盤/面板
調音

觸鍵感應

效果選項畫面

1, 2
調變滑輪

疑難排解
總覽
開/關電源時，出現卡嗒聲或啪一聲。

產品內有電流。屬於正常現象。

電源自動關閉。

這是正常現象，因為產品有電源自動關閉功能。如需要，
設定電源自動關閉功能(第17頁)的參數。

產品揚聲器出現噪音。

如果在產品附近使用手機或電話鈴響，就可能出現噪音。
關掉手機或在遠離產品的地方使用手機。

搭配 iPhone/iPhone使用本產品時，樂器的揚聲器或耳機
出現噪音。

當您搭配 iPhone/iPhone使用本樂器時，建議您啟動
iPhone/ iPad 的“Airplane Mode”（飛行模式），
避免因為通訊造成噪音。

LCD上有特定幾個點總會發亮或不亮。

這是瑕疵畫數導致的結果，這種情況有時候會出現在
TFT-LCD；這類LCD不會在操作時顯示顯現問題。

鍵盤彈奏音符的聲音品質略有不同。

屬於正常現象，是產品取樣系統造成的結果。

有些音色有循環聲音。
因為音色類型的不同，有些噪音或顫音有明顯較高的音高。
整體音量太低或沒有聽到聲音。

主音量可能設太低。用【MASTER VOLUME】(主音量)轉盤，
將主音量設在適當的位置。
所有鍵盤音部都關閉。用PART ON/OFF(音部開/關)的【RIGHT1】
(右1)/【RIGHT2】(右2)/【LEFT】(左)鈕，將音部打開。

可能各音部的音量設太低。在BALANCE(平衡)畫面(第57頁)
中提高音量。
確定需要的聲道設為O N開啟(第56、65頁)。
有連接頭罩式耳機，解除揚聲器輸出。拔掉頭罩式耳機。
確定揚聲器的設定是ON (開) : [FUNCTION] →TAB [ ]
MENU 1 →[ J] UTILITY →→TAB [ ] [ ] CONFIG 2
【FADE IN/OUT】(漸入/出)鈕已經開啟，造成靜音。按
【FADE IN/OUT】鈕，將該功能關閉。
根據指定到現場控制旋鈕的功能或您轉動旋鈕的方式，您
可能無法聽到應有的聲音。請檢察旋鈕設定並重設數值
(第40頁)。
音量可能開太高。確定所有相關設定是否正確。
可能是特定效果或濾波器設定造成。檢查該效果或濾波器
設定並根據實際情況做調整，請參閱參考手冊。
不能同時播放音符聲音。

您可能已經超出產品的最大同時發聲數(第110頁)。一旦
超過最大同時發聲數，最早播放的音符會停止，讓後面
的音符發聲。

鍵盤音量比樂曲/伴奏播放音量低。

鍵盤音部的音量可能設太低。在BALANCE(平衡)畫面
(第57頁)調高音量。

就算打開電源，仍未出現主顯示畫面。

如果產品有安裝USB隨身碟，就可能發生這種情況。安裝
USB隨身碟可能導致從電源開啟到顯示主畫面，需要一段
很長的間隔。要避免發生這種情況，先拔掉USB裝置後，
再打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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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聲音失真或出現躁音。

檔案/檔案夾名稱的某些字元出現亂碼。

語言設定已被更改。請針對該檔案/檔案夾做正確設定。

無法顯示現有檔案。

無法顯示現有檔案。
檔案副檔名(.MID 等等)可能已被更改或刪除。請在電腦上，
以人工方式重設檔名，加入正確的副檔名。
產品無法處理檔名超過50字元的資料檔案。重設檔名，將
檔名減到50字元以下。

音色
如果從音色選項畫面中選定的音色沒有聲音。

檢察選定的音部是否已經打開(第35頁)，如需要，按正確的
PART ON/OFF(音部開/關)鈕，打開該音部。

出現奇怪的”仿金屬聲”或”疊”音。每次彈奏音鍵時，
聲音都有點不同。

RIGHT1(右1)和RIGHT2(右2)音部設為”ON開啟"，兩個音部
的設定是播放同一個音色。關掉RIGHT2音部，或改變其中
一個音部的音色。

某些音色會高或低八度

這是正常現象，某些音色有音高限制，到達限度時會八度
位移。

伴奏
就算按【START/STOP】(開始/停止)鈕，伴奏仍沒有啟動。

選定的伴奏節奏聲道可能沒有資料。打開【AMCP】(自動
伴奏)鈕並彈奏鍵盤的左手區，啟動伴奏的自動伴奏區。

只播放旋律聲道。

確定自動伴奏功能已開啟；按【ACMP】(自動伴奏)鈕。
確定要彈奏鍵盤和弦區的琴鍵(第58,59頁)。
音軌靜音功能可以被指定給現場控制旋鈕。檢查旋鈕設定
並重設數值(第40頁)。

無法選擇USB隨身碟的伴奏。

如果伴奏資料檔案太大(約120 KB或更大)，您無法選定該
伴奏因為資料太大，產品無法處理。

樂曲
無法選定樂曲。

可能是因為語言設定已經改變。請針對樂曲檔名設定適當
的語言。
如果樂曲資料很大(300KB或更大)，就無法選定該伴奏因為
資料太大，產品無法處理。

無法啟動樂曲播放。

樂曲在播放到樂曲資料尾端時停止。按SONG (停止)鈕，
回到樂曲開頭。
萬一用到有防寫保護的樂曲，會有一些限制而且也不可能
播放。如需細節，參閱第27頁。

樂曲播放在樂曲結束前停止。

GUIDE(指導)功能被開啟。(在這種情況下，播放處於”等待
"狀態，等您彈奏正確的琴鍵)。按【GUIDE】(指導)鈕，關掉
指導功能。

小節數與按 (倒帶)或 (快速前進)鈕而出現在畫面上的總曲
位置不同。

彈奏已設定了特定、固定拍速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播放樂曲時，有些聲道無法顯示

這些聲道的播放功能可能被設為”OFF”(關閉)。將被設為
OFF的聲道，調整為ON(開啟)(第65頁)。

無法顯示正確速度、拍子、小節和樂譜。

樂器的某些樂曲資料是以特殊『自由速度』設定錄製。這類
樂曲資料，其速度，拍子，小節與樂譜都無法被正確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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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出現無法顯示USB隨身碟的訊息，錄音也被取消。

確定是否為相容的USB隨身碟(第100頁)。
確定USB隨身碟的剩餘容量是否足夠(第75頁)。
如果您使用已經內含資料的USB隨身碟，請先檢查裡面是否
有重要資料，然後再進行格式化(第101頁)，之後再開始錄
音。

無法選擇音頻檔案。

該檔案格式可能與產品不相容。本產品相容的格式只有
MP3和WAV。無法播放受DRM保護的檔案。

現有檔案的播放音量與當初錄製時的音量不同。

音頻播放音量已經改變。將音量設為100。播放該檔案時，
以錄音時的相同音量做播放(第74頁)。

混音座
從混音座改變伴奏或樂曲旋律音色(鼓組等等)後，聲音聽
起來怪怪的與預期的不同。

從VOICE參數改變伴奏與樂曲的旋律/打擊樂音色(鼓組等)時
，有關鼓樂相關的細節設定也會被重設，某些情況下，您
可能無法恢復原始聲音。如果是樂曲播放，您可以利用返
回樂曲開頭來恢復原始聲音並從該點開始播放。如果是伴
奏播放，您可以再選一次同樣的伴奏，恢復原始聲音。

麥克風/人聲合音，吉他
無法錄製麥克風或吉他輸入訊號。

您無法用樂曲錄音的方式來錄製麥克風輸入訊號。請用USB
音頻播放器/錄音機功能(第74頁)。

(PSR-S970)除了麥克風的聲音外，還能聽到合音。

人聲合音設為“ ON”(開啟)。關掉人聲合音(第91頁)。

(PSR-S970)人聲合音效果出現失真或走音。

您的人聲麥克風可能接收到其他聲音，如產品播放的伴奏
聲音。尤其低音會造成人聲合音無法被接收。要改善這個
問題：
•盡可能地靠近麥克風唱歌。
•使用單向麥克風。
•調低主音量、伴奏音量或樂曲音量控制。

腳踏板
改變極位設定：[FUNCTION] →TAB [ ] MENU 1
→[ D ]CONTROLLER →[ I] PEDAL POLARITY。

!

疑難排解

連接到FOOT PEDAL插孔的腳踏開關的ON / OFF設定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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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PSR-S970
產品名稱
尺寸(寬X深X高)

尺寸/重量

重量
鍵盤

其他控制器

控制介面

顯示畫面
面板
音質產生
發聲數

琴鍵數量
類型
觸鍵感應
音高滑輪
調變滑輪
旋鈕
類型
尺寸
語言
語言
音質產生技術
最大發聲數(最多)
音色數量

預設

音色

主音色
相容性
音部
殘響
合唱
DSP
主壓縮效果
主等化器

預設數量
人聲合音

使用者設定
人聲效果
伴奏數量
主伴奏

預設
伴奏

和弦指法
伴奏控制

Other Features

音樂搜尋功能(最多)
單鍵設定(OTS)

相容性
預設

樂曲 (MIDI)

錄音

多重聲效

預設
音頻

音色
功能
伴奏

110

預設樂曲數量
音軌數量
資料容量
錄音功

資料格式

989音色 + 41鼓/SFX組 +480 XG音色

播放
錄音
多重聲效資料庫數量
音頻連接
合音
琵音
面板延音
單音/複音
Voice Information
伴奏創作功能
伴奏建議功能
OTS資料

PSR-S970/S770 使用手冊

PSR-S770
數位工作站
1,002 mm x 437 mm x 148 mm
(39-7/16” x 17-3/16” x 5-13/16”)
11.1公斤(24磅,8盎司)
61
管風琴
強2, 強1, 中等, 柔軟1, 柔軟2
有
有
2個 (可指定)
TFT Color Wide VGA LCD
7 inch
英、德、法、西班牙、義大利
英文
AWM立體聲取樣
128
830音色 + 36鼓/SFX組 +480 XG音色

131 S.Art! ，30 MEGA音色，31 Sweet!音色，74
67 S.Art! ，33 MEGA音色，27 Sweet!音色，64
Cool!音色，89 Live!音色，30顫音管風琴風管音色 Cool!音色，71 Live!音色，20顫音管風琴風管音色

XG, GS(樂曲播放), GM, GM2
右1, 右2, 左
52種預設 + 3種使用者
106種預設 + 3種使用者
322種預設(含VCM技術) + 10種使用者
5種預設 + 5種使用者
5種預設+ 2種使用者

音部等化器
麥克風/吉他效果

效果

數位工作站
1,002 mm x 437 mm x 148 mm
(39-7/16” x 17-3/16” x 5-13/16”)
11.6公斤(25磅,9盎司)
61
管風琴
強2, 強1, 中等, 柔軟1, 柔軟2
有
有
2個 (可指定)
TFT Color Wide VGA LCD
7 inch
英、德、法、西班牙、義大利
英文
AWM立體聲取樣
128

27個音部
噪音門、壓縮器、3段式等化器
人聲合音：44
電子合成變聲器：10
60
*人聲合音和人聲合成變聲器的總數量
23
450
40 +Audio, 366 Pro, 31 Session,
10 DJ, 3 Free Play
Single Finger, Fingered, Fingered On
Bass, Multi Finger, AI Fingered,
Full Keyboard, AI Full Keyboard
起奏 X 3, 主變化 X 4, 過門 X 4, 間奏,
尾聲 X 3
2, 500
每個伴奏4個
伴奏檔案格式(SFF),
伴奏檔案格式GE (SFF GE)
5
16
約300KB / 樂曲

XG, GS(樂曲播放), GM, GM2
右1, 右2, 左
52種預設 + 3種使用者
106種預設 + 3種使用者
295種預設+ 10種使用者
5種預設 + 5種使用者
5種預設+ 2種使用者
27個音部
噪音門、壓縮器、3段式等化器
360
322 Pro, 27 Session,
10 DJ, 1 Free Play
Single Finger, Fingered, Fingered On
Bass, Multi Finger, AI Fingered,
Full Keyboard, AI Full Keyboard
INTRO x 3, MAIN VARIATION x 4, FILL x 4,
BREAK, ENDING x 3
1, 20 0
4 fo r e a c h S ty le
伴奏檔案格式(SFF),
伴奏檔案格式GE (SFF GE)
5
16
約300KB / 樂曲

快速錄音、多音軌錄音、逐拍錄音

快速錄音、多音軌錄音、逐拍錄音

SMF(格式0 & 1), XF

SMF(格式0 & 1), XF

SMF(格式0)
188資料庫 X 4 聲效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F(格式0)
188資料庫 X 4 聲效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多重聲效
面板設定記憶體

多重聲效創作功能
按鈕數量
控制器
播放格式

功能
USB 音頻播放器/
錄音機

錄音格式
錄音時間(最長)
時間拉伸
音高調整
人聲取消

示範樂曲

整體控制

其他

節拍器
速度
移調
調音
八度鈕
音階類型
直接進入

擴充性(擴充包) 擴充音色
擴充伴奏
擴充音頻伴奏
儲存

儲存與連接性
連接性

內部記憶體
外部裝置
DC IN
頭戴式麥克風
麥克風/吉他
MIDI
AUX IN
OUTPUT輸出
RGB OUT
腳踏板
USB TO DEVICE
USB TO HOST

儲存與連接性

擴大機
揚聲器

PSR-S970

PSR-S770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Follow Lights, Any Key, Karao-Key, Your Tempo

Follow Lights, Any Key, Karao-Key, Your Tempo

有

有

有
8
登錄順序、凍結
.wav (WAV format: 44.1 kHz sample rate,
16 bit resolution, stereo)
.mp3 (MPEG-1 Audio Layer-3: 44.1/48.0 kHz
sample rate, 64–320 kbps
and variable bit rate, mono/stereo)
.wav (WAV format: 44.1 kHz sample rate,
16 bit resolution, stereo)
80分鐘/樂曲
有
有
有
有
有
5-500
-12-0-+12
414,8-440.0-466.8 Hz
有
9種類型
有
有(大約512MB最多)
有(內建記憶體)
有(大約128 MB 最多)
有 (大約13 MB最多)
USB隨身碟
16V
標準立體聲耳機插孔
有
IN, OUT
立體聲迷你插孔
L/L+R, R
有
1 (延音), 2(清晰1 ), 可指定功能
有
有
15W x 2
13 c m x 2 + 2. 5 c m (d o m e ) x 2

有
8
登錄順序、凍結
.wav (WAV format: 44.1 kHz sample rate,
16 bit resolution, stereo)
.mp3 (MPEG-1 Audio Layer-3: 44.1/48.0 kHz
sample rate, 64–320 kbps
and variable bit rate, mono/stereo)
.wav (WAV format: 44.1 kHz sample rate,
16 bit resolution, stereo)
80分鐘/樂曲
有
有
有
有
有
5-500
-12-0-+12
414,8-440.0-466.8 Hz
有
9種類型
有
有(大約160 MB最多)
有(內建記憶體)
有 (大約13 MB最多)
USB隨身碟
16V
標準立體聲耳機插孔
有
IN, OUT
立體聲迷你插孔
L/L+R, R
有
1 (延音), 2(清晰1 ), 可指定功能
有
有
15W x 2
13 c m x 2 + 5 c m x 2

PA-300C或Yamaha推薦之同等級產品

PA-300C或Yamaha推薦之同等級產品

20W
有

19W
有

隨機配件

•使用手冊(本書)
•使用者線上登錄
•譜架
•AC電源變壓器*（PA-300C或Yamaha推薦的同
等級產品）、電線*
*在特定區域可能不包含。請諮詢Yamaha經銷商
。

•使用手冊(本書)
•使用者線上登錄
•譜架
•AC電源變壓器*（PA-300C或Yamaha推薦的同
等級產品）、電線*
*在特定區域可能不包含。請諮詢Yamaha經銷商
。

另外販售配件 (您所在地未必有販售)

•AC電源變壓器：PA-300C或Yamaha推薦之
同等級產品
•耳罩式耳機：HPE-I-50/HPE-100/ HPE-150
•腳踏板：FC4/FC4A/ FC5
•腳踏控制：FC7
iPhone/ iPod touch / iPad 的USB MIDI介面：
i-MX1
USB無線網路接收器：UD-WL01
USB-MIDI介面：UX16
•鍵盤架：L-6/L-7
(PSR-S970/S770的外觀尺寸超過在
PSR-S970/S770組裝說明的限制。但是，我們
經過測試確定鍵盤架可以安全用於本樂器。)

•AC電源變壓器：PA-300C或Yamaha推薦之
同等級產品
•耳罩式耳機：HPE-I-50/HPE-100/ HPE-150
•腳踏板：FC4/FC4A/ FC5
•腳踏控制：FC7
iPhone/ iPod touch / iPad 的USB MIDI介面：
i-MX1
USB無線網路接收器：UD-WL01
USB-MIDI介面：UX16
•鍵盤架：L-6/L-7
(PSR-S970/S770的外觀尺寸超過在
PSR-S970/S770組裝說明的限制。但是，我們
經過測試確定鍵盤架可以安全用於本樂器。)

電源
電源

電源變壓器

耗電量
電源自動關閉

* 本使用手冊內容適用於列印時的最新版板。因為YAMAHA持續不斷在改良產品，本手冊有可能不適用您特定產品的規格。要取得最新版使
用手冊，請上YAMAHA官網下載使用手冊。因為規格、裝置或選配每個區域各不同，請直接洽詢您當地的YAMAHA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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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樂曲

樂曲創作功能
樂譜顯示功能
歌詞顯示功能
文字顯示功能
量身打造桌布功能
指導功能
演奏輔助技術 (P.A.T.)

Index

A

Drum Kit .......................................... 37

I

A-B Repeat................................67, 73

Drum Setup ..................................... 60

Intro (Style) ..................................... 50

AC adaptor..............................16, 111

DSP ................................................. 42

iPhone/iPad................................... 102

Accompaniment ..............................48
Arpeggio ...................................44, 47
Audio Link Multi Pad .......................78
Audio Player ....................................71
Audio Recorder ...............................74
Audio Style ...................................... 49
Auto Fill............................................51
Auto Power Off ................................17

iPhone/iPad Connection Manual ...... 7

E
Echo................................................ 42

K

Effect......................................... 42, 96

Keyboard part................................. 35

Ending (Style) ................................. 50

Knob ............................................... 40

EQ (Equalizer)................................. 96
Expansion Pack ........................ 46, 47

AUX IN.............................................98

B
Backup ............................................34
Balance .....................................57, 74
Break (Style)....................................51

L
Language ....................................... 18

F

Layer............................................... 35

Factory Reset .................................. 33

Left Hold ......................................... 37

Fade In/Out ..................................... 52

LEFT part ........................................ 35

Fast Forward ............................. 63, 73

LIVE CONTROL knob ..................... 40

File ............................................ 26, 27

LOWER ........................................... 59

File Selection display ...................... 26

Lyrics .............................................. 65

Fill-in................................................ 51

C

Filter ................................................ 96

Channel (Song) ...............................65

Fingering type ................................. 52

M

Channel (Style)................................56

Folder.............................................. 29

Main (Style)..................................... 51

Character entry ...............................32

Foot controller ................................. 97

Main display ................................... 24

Chord detection area ......................59

Footage........................................... 45

Master Compressor (CMP)............. 96

Chord Fingering type ......................52

Footswitch ....................................... 97

Master EQ (MEQ) ........................... 96

Chord Match ...................................77

Format (Compatibility) ...................... 8

Master Tune.................................... 38

Chord Tutor ..................................... 53

Format (USB flash drive)............... 101

MegaVoice...................................... 37

Chordal............................................91

Freeze ............................................. 87

MENU ..................................... 26, 105

CMP (Master Compressor) .............96

Function ........................................ 104

MEQ (Master EQ) ........................... 96
Metronome...................................... 37

Computer ......................................102
Computer-related Operations ...........7
Connection ...................................... 97
Copy................................................30

D

Microphone..................................... 88

G

MIDI .............................................. 103

GM .............................................. 8, 47

Mixing Console (Mixer)................... 95

GS ..................................................... 8

Modulation wheel............................ 39

Guide .............................................. 66

Monitor............................................ 99

Guitar .............................................. 88

Mono............................................... 42

Data dial ..........................................22
Data List ............................................7
Delete ..............................................31
Demo...............................................19
Direct Access..........................23, 106
DJ Style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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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 ............................................... 30

H
Harmony ................................... 42, 47
Headphones ................................... 15

MP3................................................. 71
Multi Pad......................................... 76
Multi Pad Creator............................ 79
Multi Track Recording .................... 69
Music Finder ................................... 80

Music notation .................................64

RGB OUT ........................................ 99

Upper Octave ................................. 38

Music rest........................................14

RIGHT part ...................................... 35

USB (File Selection display) ........... 26
USB Audio Player/Recorder ........... 71

N

S

Name...............................................30

S.Art! (Super Articulation Voice) ..... 37

USB flash drive ..................... 100, 101
USB wireless LAN adaptor ... 100, 102
USER (File Selection display) ......... 26

Save ................................................ 28

O

Scale Tune ...................................... 38
Score............................................... 64

V

Section ............................................ 51

Vocal Cancel .................................. 73

SFF (Style File Format) ................ 8, 49

Vocal Harmony ............................... 91

SFX Kit ............................................ 37

Vocoder .......................................... 91

SMF (Standard MIDI File) ............... 62

Vocoder Mono ................................ 91

Song................................................ 62

Voice............................................... 35

P

Song Creator................................... 70

Voice Set......................................... 47

P.A.T. (Performance Assistant
Technology) ....................................70

Speaker................................... 98, 105

Volume (Audio) ............................... 73

Specifications ............................... 110

Volume (Master volume)................. 18

Parameter Lock .............................105

Split ................................................. 35

Volume Balance........................ 57, 74

Part (Voice)...................................... 35

Split Point ........................................ 58

Part EQ ............................................96

Standard MIDI File (SMF) ............... 62

Pause ........................................63, 73

Step Recording (Song) ................... 70

Pedal .......................................97, 105

Step Recording (Style).................... 61

Performance Assistant Technology
(P.A.T.) ............................................70

Style ................................................ 48

One Touch Setting (OTS) ................ 53
Organ Flutes Voice..........................45
OTS (One Touch Setting) ................ 53
OTS Link..........................................54

Phrase Mark ....................................64

W
WAV .......................................... 71, 78
Wireless LAN ........................ 102, 105

Style Creator ................................... 60
Style File Format (SFF) ................ 8, 49

Pitch ................................... 38, 73, 96

Style Recommender ....................... 55

Pitch Bend wheel ............................39

Style Retrigger ................................ 40

Pitch Shift ........................................73

Super Articulation Voice ................. 37

Playback (Audio File) ......................71

Sustain ............................................ 42

Playback (Song)..............................62

Synchro Start (Multi Pad) ................ 77

Playback (Style) ..............................48

Synchro Start (Song)....................... 63

Power ..............................................16

Synchro Start (Style) ....................... 50

PRESET (File Selection display)......26

Synchro Stop .................................. 50

Protected Song ...............................27

Synth Vocoder ................................ 93

Q

T

Quick Recording .............................68

Talk ................................................. 90

X
XF...................................................... 8
XG............................................... 8, 47

Tap Tempo...................................... 51

Record (Music Finder) ....................80
Recording (Audio)...........................74
Recording (Song)............................68
Reference Manual .............................7
Registration Memory .......................85
Registration Sequence....................87

Tempo....................................... 51, 73

索引

R

Text ................................................. 65
Time Stretch .................................... 73
Touch Response....................... 42, 47
Transpose ................................. 38, 96
Troubleshooting ............................ 107
Tuning ....................................... 38, 96

Repeat................................ 67, 73, 74
Repertoire........................................54

U

Reset ...............................................33

UPPER ............................................ 59

Rewind ......................................6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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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etails of products, please contact your nearest Yamaha
representative or the authorized distributor listed below.
Pour plus de détails sur les produits, veuillez-vous adresser à Yamaha
ou au distributeur le plus proche de vous figurant dans la liste suivante.

NORTH AMERICA
CANADA
Yamaha Canada Music Ltd.
135 Milner Avenue, Toronto, Ontario,
M1S 3R1, Canada
Tel: 416-298-1311

U.S.A.
Yamaha Corporation of America
6600 Orangethorpe Avenue, Buena Park, CA 90620,
U.S.A.
Tel: 714-522-9011

CENTRAL & SOUTH AMERICA
MEXICO
Yamaha de México, S.A. de C.V.
Av. Insurgentes Sur 1647 “Prisma Insurgentes”,
Col. San Jose Insurgentes, Del. Benito Juarez,
03900, Mexico, D.F.
Tel: 55-5804-0600

BRAZIL
Yamaha Musical do Brasil Ltda.
Rua Fidêncio Ramos, 302 – Cj 52 e 54 – Torre B –
Vila Olímpia – CEP 04551-010 – São Paulo/SP
Tel: 011-3704-1377

Para detalles sobre productos, contacte su tienda Yamaha más
cercana o el distribuidor autorizado que se lista debajo.

MALTA
Olimpus Music Ltd.
The Emporium, Level 3, St. Louis Street Msida
MSD06
Tel: 02133-2144

NETHERLANDS/BELGIUM/
LUXEMBOURG
Yamaha Music Europe Branch Benelux
Clarissenhof 5-b, 4133 AB Vianen, Netherlands
Tel: 0347-358 040

FRANCE
Yamaha Music Europe
7 rue Ambroise Croizat, Zone d'activites Pariest,
77183 Croissy-Beaubourg, France
Tel: 01-64-61-4000

ITALY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Italy
Viale Italia 88, 20020 Lainate (Milano), Italy
Tel: 02-935-771

SPAIN/PORTUGAL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Ibérica, Sucursal
en España
Ctra. de la Coruna km. 17,200, 28231
Las Rozas (Madrid), Spain
Tel: +34-91-639-88-88

GREECE

ARGENTINA
Yamaha Music Latin America, S.A.,
Sucursal Argentina
Olga Cossettini 1553, Piso 4 Norte,
Madero Este-C1107CEK
Buenos Aires, Argentina
Tel: 54-11-4119-7000

VENEZUELA
Yamaha Music Latin America, S.A.,
Sucursal Venezuela
C.C. Manzanares Plaza P4
Ofic. 0401- Manzanares-Baruta
Caracas Venezuela
Tel: 58-212-943-1877

PANAMA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ARIBBEAN COUNTRIES
Yamaha Music Latin America, S.A.
Torre Banco General, Piso No.7, Marbella,
Calle 47 y Aquilino de la Guardia,
Ciudad de Panamá, República de Panamá
Tel: +507-269-5311

EUROPE
THE UNITED KINGDOM/IRELAND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UK)
Sherbourne Drive, Tilbrook, Milton Keynes,
MK7 8BL, U.K.
Tel: 01908-366700

GERMANY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Siemensstraße 22-34, 25462 Rellingen, Germany
Tel: 04101-3030

SWITZERLAND/LIECHTENSTEIN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Switzerland in Zürich
Seefeldstrasse 94, 8008 Zürich, Switzerland
Tel: 044-387-8080

AUSTRIA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Austria
Schleiergasse 20, A-1100 Wien, Austria
Tel: 01-60203900

CZECH REPUBLIC/HUNGARY/
ROMANIA/SLOVAKIA/SLOVENIA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Austria (Central Eastern Europe Office)
Schleiergasse 20, A-1100 Wien, Austria
Tel: 01-60203900

POLAND/LITHUANIA/LATVIA/
ESTONIA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Poland Office
ul. Wrotkowa 14 02-553 Warsaw, Poland
Tel: +48 22 88 00 888

BULGARIA
Dinacord Bulgaria LTD.
Bul.Iskarsko Schose 7 Targowski Zentar Ewropa
1528 Sofia, Bulgaria
Tel: 02-978-20-25
ENJ21

Die Einzelheiten zu Produkten sind bei Ihrer unten aufgeführten
Niederlassung und bei Yamaha Vertragshändlern in den jeweiligen
Bestimmungsländern erhältlich.

Philippos Nakas S.A. The Music House
147 Skiathou Street, 112-55 Athens, Greece
Tel: 01-228 2160

SWEDEN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Germany filial
Scandinavia
J. A. Wettergrensgata 1, Box 30053
S-400 43 Göteborg, Sweden
Tel: +46 31 89 34 00

DENMARK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Tyskland – filial
Denmark
Generatorvej 6A, DK-2730 Herlev, Denmark
Tel: 44 92 49 00

FINLAND
F-Musiikki Oy
Kluuvikatu 6, P.O. Box 260,
SF-00101 Helsinki, Finland
Tel: 09 618511

NORWAY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Germany Norwegian Branch
Grini Næringspark 1, N-1361 Østerås, Norway
Tel: 67 16 78 00

ICELAND
Skifan HF
Skeifan 17 P.O. Box 8120, IS-128 Reykjavik,
Iceland
Tel: 525 5000

RUSSIA
Yamaha Music (Russia) LLC.
Room 37, bld. 7, Kievskaya street, Moscow,
121059, Russia
Tel: 495 626 5005

TURKEY/CYPRUS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Merkezi Almanya Türkiye østanbul ùubesi
Maslak Meydan Sokak No:5 Spring Giz Plaza
Ba÷ ms z Böl. No:3, 34398 ùiúli, østanbul
Tel: +90-212-999-8010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Siemensstraße 22-34, 25462 Rellingen, Germany
Tel: +49-4101-3030

AFRICA/MIDDLE EAST

ASI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amaha Music & Electronics (China) Co.,Ltd.
2F, Yunhedasha, 1818 Xinzha-lu, Jingan-qu,
Shanghai, China
Tel: 400-051-7700

HONG KONG
Tom Lee Music Co., Ltd.
11/F., Silvercord Tower 1, 30 Canton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37-7688

INDIA
Yamaha Music India Pvt. Ltd.
Spazedge building, Ground Floor, Tower A, Sector
47, Gurgaon- Sohna Road, Gurgaon, Haryana, India
Tel: 0124-485-3300

INDONESIA
PT. Yamaha Musik Indonesia (Distributor)
Yamaha Music Center Bldg. Jalan Jend. Gatot
Subroto Kav. 4, Jakarta 12930, Indonesia
Tel: 021-520-2577

KOREA
Yamaha Music Korea Ltd.
8F, 9F, Dongsung Bldg. 158-9 Samsung-Dong,
Kangnam-Gu, Seoul, Korea
Tel: 02-3467-3300

MALAYSIA
Yamaha Music (Malaysia) Sdn., Bhd.
No.8, Jalan Perbandaran, Kelana Jaya, 47301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8030900

SINGAPORE
Yamaha Music (Asia) Private Limited
Block 202 Hougang Street 21, #02-00,
Singapore 530202, Singapore
Tel: 65-6747-4374

TAIWAN
Yamaha Music & Electronics Taiwan Co.,Ltd.
2F., No.1, Yuandong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22063 Taiwan
Tel: 02-7741-8888

THAILAND
Siam Music Yamaha Co., Ltd.
3, 4, 15 and 16th floor, Siam Motors Building,
891/1 Rama 1 Road, Wangmai,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Tel: 02-215-2622

VIETNAM
Yamaha Music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15th Floor, Nam A Bank Tower, 201-203 Cach
Mang Thang Tam St., Ward 4, Dist.3,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Tel: +84-8-3818-1122

OTHER ASIAN COUNTRIES
http://asia.yamaha.com

OCEANIA
AUSTRALIA
Yamaha Music Australia Pty. Ltd.
Level 1, 99 Queensbridge Street,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Australia
Tel: 3-9693-5111

NEW ZEALAND
Music Works LTD
P.O.BOX 6246 Wellesley, Auckland 4680,
New Zealand
Tel: 9-634-0099

COUNTRIES AND TRUST
TERRITORIES IN PACIFIC OCEAN
http://asia.yamaha.com

SOUTH AFRICA
Global Music Instruments
World of Yamaha
19 Eastern Service Road, Eastgate Ext.6, Sandton,
South Africa
Tel: +27-11-259-7700

OTHER COUNTRIES
Yamaha Music Gulf FZE
LOB 16-513, P.O.Box 17328, Jebel Ali,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Tel: +971-4-881-5868

HEAD OFFICE: Yamaha Corporation Nakazawa-cho 10-1, Naka-ku, Hamamatsu, Japan 430-8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