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鍵多媒體音樂電子琴

科尼斯
 S6188

產品說明書
為了讓您能充分使用本產品的功能，使用前請
詳閱產品說明書。



1.請勿自行打開產品外殼或試圖拆解機器，也不要對產品内部作任何變動，如果
使用中出現功能異常，請立即停止使用並交由合格維修人員檢修。

2.請按指定的電壓使用，若使用錯誤的電壓會導致電子琴損壞。
3.在將電子琴與其它電器設備連接之前，應先開閉所有電源，並將音量調至最低。
4.請勿將電源變壓器或電源線靠近熱源(如暖氣或散熱器)。不要過度彎折電線，

纏繞其它物品，以免損壞電線。
5.在長時間不使用或雷雨天時，請將電源關閉，並將變壓器或電源插頭拔下。拔除

電源插頭時，請握住插頭拔，不可直接拉扯電線。
6.請避免將電子琴放置於灰塵多、震動、潮濕高溫、陽光直射的環境，以免損壞外觀

與內部組件。
7.清潔電子琴時，請用乾燥柔軟的布擦拭。不可使用有機溶劑或化學浸漬布擦拭

本體，也不可把乙烯塑料製品放置於電子琴上，以免使面板或鍵盤褪色。
8.請勿長時問把電子琴的音量開到最大或感覺不適的程度來演奏。
9.必須由成年人拆開包裝後使用，請拆裝後將塑膠包裝袋妥善保存或丟棄。產品

內含小物件不適合兒童單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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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功能按鍵與外接插孔

(一)電源與外接端口的使用:
 1.使用電源變壓器供電:

請使用本電子琴隨附的專用電源變壓器，使
用時將電源變壓器的DC插頭一端插入背面的
DC電源插孔，另一端插入插座中，然後打開電
源開關進行演奏。

注意:電源變壓器的輸入電壓必須插座電壓一致。不使用時，應將變壓器插頭從電源
插座中安全拔出。

 2.使用電池供電:
打開琴底部的電池蓋，裝入6顆3號電池(AA/1.5V)，應注意電池
的正負極要符合電池座指示的正負極性方向，正確安裝好後蓋
上電池蓋。

電源變壓器

DC插孔

插座

共6節

電子琴背面的DC電源插座

1.喇叭   
2.電源開關
3.啟動/停止
4.前奏/尾奏
5.音量-/+
6.速度-/+
7.伴奏音量-/+
8.移調-/+
9.延音
10.顫音
11.數位顯示面板

12.學習功能
13.示範曲
14.音色選擇
15.節奏選擇
16.數字選擇
17.MP3音量+
18.MP3音量-
19.MP3下一曲
20.MP3上ー曲
21.MP3播放/暫停
22.鍵盤打擊樂

23.記憶鍵
24.記憶設置
25.播放
26.編程
27.錄音
28.雙鍵盤
29.節拍器
30.插入間奏
31.多指和弦

32.單指和弦
33.同步鍵
34.鍵盤和弦區
35.鍵盤彈奏區
36.DC電源插口
37.耳機輸出插口
38.音源輸入
39.麥克風插孔
40.USB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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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同時使用不同類型的電池，勿將新舊電池混用。電池電量不足時會使音量降低
或音質變差，此時請更换新電池。為避免電池漏液可能引起的損壞，如長時間不用電子琴
時，請取出電池。

3.開啟電源:
按下"電源開關"按鍵開啟電源，再按一次則該按鍵彈起，電源關閉。

4.耳機與話筒的使用:
將耳機接頭插入本電子琴背面的耳機插座(PHONES)上。此時電子琴内部喇叭將自動
關閉。將電容式麥克風插入麥克風插孔(MIC)，即可自彈自唱。
注意:插耳機時請先將電子琴音量或播放MP3時音量調低。

5. AUX IN 接孔:
將其他MP3、手機等媒體設備播放的音樂訊號通過雙聲道音源連接線連接到本琴的
AUXIN接孔，可透過電子琴放大播放音樂。

6.連接擴大機或音響
本電子琴可連接到其它外接的擴大器系統上使用。使用前首先關閉電子琴和外接設備
的電源，將雙聲道音源連接線的一端插入電子琴背面的耳機插座(PHONES)上，另一端
插入其他音響設備的線路輸入(LINE IN)或輔助輸入(AUX IN) 接口、 OUT接口或耳機
插座(PHONES)上，另一端插入其他音響設備的線路輪入(LINE IN)或輔助輸入(AUX IN)
接口。

耳機
耳機插頭 麥克風插孔 電容式麥克風

手機、MP3等音源輸出
雙聲道音源連接線 電子琴音源輸入

雙聲道音源連接線
擴大器音源輸入接口

擴大器

(二)音色/節奏/效果的使用:
 1.選擇音色和節奏:

本琴的音色、節奏列表見附錄二、附錄三。開機音色預設狀態為"000"大鋼琴音色，節
奏為"000"曼波舞曲。

按"音色選擇"鍵，進入音色選擇模式，然後在數
字鍵上輸入數字選擇您所要的音色的序號。

按"節奏選擇"鍵，進入節奏選擇模式，然後在數
字鍵上輸入數字選擇您所要的節奏的序號。

編程

播放

音色選擇

節奏選擇

示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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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調:
開機預設為0；按"移調+"升調鍵或"移調-"降調鍵功能來設定。每按一
次升降調鍵，音調升或降一個半音。變化範圍從-06至+06。同時按"移調
+"和"移調-"鍵回到初始值"00"。

3.播放節奏:
按下"啟動/停止"鍵播放節奏。再次按下"啟動/停止"鍵則停止播放節奏。

4.前奏/尾奏:
在節奏停止狀態下按"前奏尾奏"鍵，則播放一小段前奏曲後開始播放
當前的節奏；在節奏播放中輕按"前奏尾奏"鍵，則播放一小段尾奏曲後
停止節奏的播放。

5.主音量與伴奏音量:
本琴主音量旋鈕和主音量按鍵可同時控制琴的總音量，按下主
音量"+"鍵一次，琴的總音量增大一級，按下主音量"-"鍵一次

，琴的總音量减小一級。
按下伴奏音量"+"鍵一次，節奏伴奏音量增大一級，按下伴奏
音量"-"鍵一次，節奏伴奏音量减小一級。

6.顫音功能:
按下"顫音"鍵啟動顫音功能，此時演奏的音符會產生顫音效果。再次
按下"顫音"鍵退出該功能。

7.延音功能:
按下"延音"鍵啟動延音功能，此時演奏的音符按一定比例延時結束。
再次按下"延音"鍵退出該功能。

8.雙鍵盤(鍵盤分割):
雙鍵盤模式可以把鍵盤分割成左右兩個區，使琴鍵成為兩個鍵盤。右手區鍵盤的音
色在啟動"雙鍵盤"鍵功能前選擇，啟動後只能選擇左手區鍵盤的音色。左右鍵盤區
的音色選擇以"音色選擇"鍵及數字鍵調整。

也可通過按"+/-"鍵依序選擇不同的音色或節奏。如選擇065號音色，只需依次按
"音色選擇"－>【0】、【6】、【5】即可。

9. 節拍器

雙鍵盤

延音
顫音

啟動/停止
前奏/尾奏

啟動/停止
前奏/尾奏

移調

伴奏音量主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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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動和弦功能:
 單指和弦、多指和弦:

在節奏已經啟動的狀態下，按下"單指和弦"或"多指和弦"鍵進入和弦功能，此時在
1~19鍵和弦鍵盤區，使用不同的指法，即可聽到不同的和弦節奏。
和弦啟動後如您要關閉自動和弦，再按一次"單指和弦"或"多指和弦"鍵，和弦聲音停
止，鍵盤和弦鍵區1~19鍵回到正常彈奏模式。

(四)錄音、節奏編程和記憶功能
 1.錄音:

按下"錄音"鍵，此時能將您所彈奏歌曲的音符紀錄下來。(最多可錄45個音符，錄製滿
後不再記錄後面的音符)
錄音模式下，前奏、和弦等功能均無效。錄音完畢，按下"播放"鍵可依次播放所錄音符

。取消錄音功能只需再按一次"錄音"或"啟動/停止"鍵。

按下"節拍器"鍵，此時電子琴可以發出滴答的節拍聲，再按此鍵節拍數
從1/4-2/4-3/4-4/4，依次循環。

10.調節速度:
系統預設速度為120，在節奏、歌曲或節拍器模式下，按動速度"+"或"-"鍵
加快或減慢速度。可以調節40-240級節拍速度。同時按下速度"+'"、"-"鍵
系統將恢復到預設速度。

11.同步功能:
按下"同步"鍵開啟節奏同步功能，此時按下鍵盤和弦區的琴鍵就同步啟
動節奏。再次按下"啟動/停止"鍵退出同步節奏功能。注意:您可以先選擇
好節奏/多指和弦/單指和弦再使用此功能。

12.插入間奏:
節奏播放時，按下"插入間奏"鍵，則插入一段間奏。

13.面板打擊樂/全鍵盤打擊樂器:
在演奏中，按下各個不同的"面板打擊樂"鍵，可演奏出各種不同的打擊樂
器聲，以增強演奏效果；正常模式下，按一次"鍵盤打擊樂"鍵，此時鍵盤轉
為打擊樂鍵盤。鍵盤上的每一個按鍵對應一種打擊樂器，再按下"鍵盤打
擊樂鍵"退出該功能，鍵盤恢復原彈奏音色。

同步 單指和弦 多指和弦 和弦關閉

鍵盤和弦區 演奏彈奏區

節拍器

速度

同步

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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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節奏編程:
按下"編程"鍵進入節奏編程模式，然後按打擊樂鍵或鍵盤黑白鍵自編節奏。(最多只
編輯32個鼓點，編程錄滿鼓點後不再記錄後面的鼓點)。按下"播放"鍵，依次循環播放
自編的節奏鼓聲，形成自編的一套節奏。在節奏編程模式下鍵盤自動轉為打擊樂鍵盤

，退出編程模式時鍵盤自動返回到演奏模式。取消編程功能只需再按一次"編程或"啟
動/停止"鍵。

 3.狀態記憶功能:
當您在演奏前調整好所需的速度、音色、節奏等狀態
後，先按"記憶設置"鍵不放，再按"記憶1~記憶3"鍵

，此時您所調節好的狀態設定將被記憶下來，在演奏
中，可以直接按"記憶1-記憶3"鍵，調出剛才所紀錄
的狀態設定。在關掉電源重新啟動後，所記憶的設定將被全部清除。

(五)示範曲播放功能:
 本電子琴擁有40首示範歌曲。按下"示範曲"鍵，電子琴將從當前歌

曲開始自動順序播放全部曲目列表歌曲。播放中，再按"示範曲"鍵，
退出示範砍曲播放模式。在播放示範歌曲時，可按數字鍵或"+"、"-"
鍵選擇你所要播放的曲目。在播放示範曲時，按下"音色選擇"鍵再
按"數字鍵"或"+"、"-"鍵可改變當前歌曲主旋律的音色。

 1.學習1 (單鍵學習):
按下"學習1"鍵，增入單鍵學習模式。您只要彈奏鍵盤中任何的一個鍵，電子琴都會
以正確音符及節奏演奏。

 2.學習2 (跟彈模式):
按下"學習2"鍵，進入跟彈教晕模式，本機將奏出您所選歌曲的伴奏音樂，您必須依
照數位顯示器所顯示的音符正確彈奏，才能繼續播放下一個音符，否則背景音將重複
播放該一小節等待您彈奏正確的音符。
注意:在學習模式下，再按一次"學習"鍵或"啟動/停止"鍵即退出該功能。在學習模式
下，自動進入示範曲選擇模式，使用數字鍵盤可直接選擇想要的歌曲，退出學習模式
則回到音色選擇模式。在學習時按下音色選擇鍵時會暫時切換至音色選擇模式，在選
擇後3秒回到示範曲選擇模式。

(六)三步智慧學習模式:

錄音 編程 播放

記憶設置 記憶1

教學1

教學2

音色

節奏

示範曲

播放

記憶2

教學1

教學2

節奏

示範曲



(七)MP3播放器的使用:
 1.MP3播放/暫停:

按下”電源開關”按鍵開啟電源，根據電子琴後面插
孔標示，將儲存有MP3檔案的USB隨身碟插入USB
插口；歌曲自動播放。如您已經插上有MP3檔案的
USB隨身碟，按【　　　】鍵可在播放和暫停間切换
播放歌曲。

 2.歌曲選擇:
在進行MP3播放歌曲時，按一次【　　　】鍵，進入下一首
曲目播放，按【　　　】鍵，回到上一首曲目播放。

 3.MP3播放音量:
在 進 行 M P 3 播 放 歌 曲 時，長 按【 　 　 　 】鍵 或 長 按 住

【　　　】鍵，可加大或減低MP3的播放音量。MP3音量
的大小不影響電子琴的彈奏音量。

6

槴子花開 瑪莉有隻小綿羊

綠袖子

附錄一：示範歌曲

音量

音量

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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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琴

加正弦波馬林巴琴

搖滾風琴

復音十三弦箏

清音三味線

十三箏主音

附錄二：音色表



曼波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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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薩諾瓦
迪斯可

森巴
搖擺舞

鄉村巴薩諾瓦
熱烈曼波舞曲

花樣巴薩諾瓦

鄉村龐克

柔和巴薩諾瓦

龐克恰恰

幫派饒舌

現代迪斯可
抒情迪斯可

爵士迪斯可

流行迪斯可

巴恰達

附錄三：節奏表



騷莎

搖曳拉丁

玻利維亞 曼波舞
曲
花樣曼波

民謠貝津舞

靈歌民謠

附錄四：和弦指法表



鍵盤：61鍵鋼琴琴鍵
音色：200種
節奏：200種
示範曲：40首
鍵盤控制：鍵盤分割
音色控制：雙音色、顫音、延音
教學模式：2種學習模式
狀態記憶：2組設定記憶

附件：說明書、電源變壓器、歌譜架
接孔：麥克風、耳機輸出、音源輸入
MP3：支援
電源：DC 9~12V
輸出功率：4.5W
尺寸：80 * 28 * 8 cm
重量：3 Kg

◆ 本產品技術規格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 本說明書如有對產品功能描述不詳盡或文字印刷錯誤之處，敬請見諒
◆ 包裝盒及說明書的圖案僅供參考，請以實品為準。
◆ 本包裝不配備USB隨身碟、Micro SD卡，請使用者依需求另行購買。

科尼斯樂器有限公司
www.konixmusic.com

（02）8952-2662

產品保固書
1 . 各 類 產 品 之 保 固 請 詳 見 科 尼 斯 樂 器 官 網 之 保 固 條 款 說 明

http://www.konixmusic.com/warranty

2.所有欄位資料請務必完整填寫清楚，才有保固效力，若購買日期
填寫不實，保固期限以本產品出廠日期為基準日。若偽造或塗改本
卡，本公司將依法律途徑，追究刑責。

3.無論保固效期是否逾期，產品故障須維修時，請務必出示此保固卡，以保障您的完整
售後權益。

4.產品保固限於機器本身，產品隨貨配件&耗材商品均不在產品保固範圍。非人為與非
天災導致損壞，可於保固期內，享科尼斯樂器免費保固；若超過保固期，酌收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