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尖叫的粉丝。到处都是的闪光灯。舞台上刺激的表演。  和  需要您

释放内心深处的摇
滚明星梦。             让我们行动吧！



 警告

• 本产品包含小磁铁。吞入的磁铁会在肠道上粘结在一起，造成严重的感染甚至死亡。

如不慎吞入或吸入磁铁，请立即就医。

• 大多数模块是较小的零件。请勿让不满 3 周岁的儿童玩耍或逗留在本产品附近。

• 切勿将任何模块或电路连接到任何交流电插座。

• 请勿在工作时触摸或握住模块的运动部分。

• 保持导电材料（如铝箔、订书钉、纸夹等）远离电路和接头端子。

• 在不使用或无人照看本产品时，请务必关闭电路。

• 切勿在任何液体中或附近使用模块。

• 切勿在极热或极冷、高湿度、灰尘或砂石等极端环境下使用。

• 模块易受静电损坏。请小心轻放。

• 有些模块在特定电路设计中使用时可能会摸起来有热感。这是正常现象。如果模块

变得过热，请重新排列它们或停止使用。

• 停止使用故障、损坏或断裂的模块。

重要事项

• 本套装多个项目涉及到裁纸刀及/或热熔胶枪的使用。

• 这些工具应仅在成人的直接监督下使用，并且只可供能够安全使用这些工具的儿童

使用。

说明

我们推荐使用 littleBits 品牌 9 伏特电池，但也可使用标准碱性或标准可充电电

池。请妥善丢弃和更换废电池。

请勿用导电材料连接电池两极。

保养与清洁

仅用干布擦拭来清洁模块。如有必要，可在布上谨慎使用异丙醇。

请勿在模块上使用任何其他清洁产品。恭喜您阅读本附属细则。您的专注和坚持将为您

带来良好的回报。

 无线电与电视干扰  

本设备测试后，确定满足 B 类数字设备的相关限制要求，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规

定。这些限制旨在提供针对住宅设备有害干扰的合理防护。本设备产生、使用且可辐射

射频能量，如果未根据说明安装和使用，可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干扰。然而，不保证不

会对特定设备产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

闭和开启本设备来确定），用户可尝试通过以下一或多种措施来消除干扰：

• 重新定向或重新放置接收天线。

• 增加本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间隔。

• 将本设备连接至与接收器所连接的不同电路中的插座。

• 咨询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获取帮助。

本设备的制造商或注册人未明确许可的更改和改装会使您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操

作本设备的权力失效。

故障检修

请访问 littleBits.cc/faq 获取故障排除和其他支持。

如果您喜欢它，请告诉我们

如有任何问题或意见，请联系我 support@littleBits.cc。 

www.littleBits.cc

littleBits Electronics, Inc. 

601 W 26th Street, M274

NY, NY 10001 

(917) 464-4577

您是 Synth Kit v1 的一位荣誉用户。 

有超过 500,000 种组合？！您是说真的么？ 

是的，www.littleBits.cc/mathmagic

 开源项目，由 Creative Commons 许可证授权， 并符合 OSHW 定义 v1.1

由日本 KORG Inc. 和纽约 littleBits Electronics Inc. 设计和开发。中国制

造，纽约 littleBits Electronics, Inc. 版权所有。

littleBits、Bits、Circuits in Seconds 和 Make Something That Does 

Something 等都是 littleBits Electronics, Inc. 的商标。



MAKE SOMETHING THAT DOES SOMETHING



LITTLEBITS
基础

1

电路工作周期以
秒为单位
littleBits 制作了一大批的模块
化电子元件，通过磁铁吸扣
在一起。

您只需要一个蓝色和一个绿色模块；

二者之间可选择加入粉色和橙色模块。

2 5

littleBits +
该模块仅仅是个开始。将他
们与工艺材料、建筑套件和
其他玩具组合在一起，实现
生活电气化。我们会向您展
示具体实现方法！

任何事物颜色编码
模块可归入四个不同类别，这些都采用颜
色进行编码：
POWER每个电路都需要，这是您创意的起
点。
INPUT模块接收来自您以及环境的输入信
息，然后将信号发送到以下位置。
OUTPUT模块会执行操作 – 光、蜂鸣、移
动… 
WIRE模块扩展您的范围，更改方向 – 可帮
助将模块整合到项目中。

4

魔力磁铁
littleBits 模块通过磁铁吸扣在
一起。依靠磁铁保持正确连
接，无法将模块错误连接在
一起。

3

顺序很重要
Power Bits 始终排在第一
位，而Input Bits 仅影响后
续的 Output Bits。

无需焊接
无需编程
无需接线

TM

4



5

声音是空气或其他介质（如水）的振动。在
您说话、叹息或鼓掌时，您会产生声波，散
射到周围环境中。每种声音都有其自身的“
标记”，即声波。

什么是
声音？

频率与音高相似，但是并不一样！频率可
以通过科学方法进行测量，而音高取决于
个人感知。您可以区分出 “更高”或“更
低”的音高。 

振幅
振幅涉及波形峰值的变化，并且可感知为
响度。波形振幅越高，声音越大。

音色
音色（发音为tam-ber），是指相同音高产生
的差异声音。正是借助音色来区分小提琴
和长笛的差别…或您朋友的声音！ 

尽管每人各不相同，人类可听到的频率在 2��� 到 
2��H� 之间。 

音高
音高是人感知到的振动频率。每个人感受
到的音高都不同，某些人对音高的感觉更
敏锐。声音可以大致归类为有音高和无音
高两类。

音高与频率
+5

-5

0

波峰 波长

振幅

波谷

更低音
高

更高
更安静更高音

高

可闻频率 超声次声

20 Hz 20 KHz 2 MHz 200 MHz



SYNTH 的要素
Korg 的 MS-20 合成器于 1978 年首次面世，至今仍是最受欢迎的乐器；这归功于其浑
厚、悠长的声音，强有力的标志性模拟 filter ，以及多功能音高选项。现今，MS-20 的声
音借助新品 MS-20 Mini 得以再现。

变调器

信号发生器

调幅器
控制器（keyboard）

6

SYNTH 的历史

模拟模块 synths 的
重生。 littleBits + 

KORG 推出了模
块 Synth 套装！ 由计算机接口控制

合成。

声音过去采用数字化生成。
最著名的是雅马哈 DX7，其

采用 FM 合成方法。
KORG MS-
20 面世。

RObert MooG 和 
DOn Buchla  

开始制作首款商业
化音乐合成器。

开启 Bach
参见第 13 页。

FORbidden Planet 的电影
背景音，参见第 23 页

Theremin – 第一
款电子乐器。

50过去 60 70 80 90 00 现在



Power 模块允许您使用 9 伏电池为其他模块供电。吸扣电
池 + 电缆（已提供），然后扳动开关，将其打开。 

POWER P1

从电源开始. . .

在这里开
关模块

了解您的 
BITS 模块

随附 9 伏电
池与电缆

7



Random 模块拥有两种模式：“noise”和“random voltage”。
在 “noise” 模式中，其可输出白噪音，类似电视机花屏。
在“random voltage”模式中，可输出 random 电压信号，用以
控制 oscillator ，使其产生随机音高。随机模块需要时钟输
入，例如脉冲或 micro sequencer。调节速度，改变 random 速
率。

Oscil lator 是 Synth 套装的主声源，能够产生音调，供大
多数您制定的声音实验使用。其具有“pitch”旋钮，可
调节输出的音调，并有一个“tune”表盘，用于借助 key-
board 调整曲调（请前往第 21 页了解曲调）。其还具有
一 个模式开关，可在“square”和“saw”波 形之间切
换。“square”波形有丰富、强力等特性，而“saw”波形有
芳醇、圆润等特性。

SYNTH 相关元件
信号发生器
在合成器内，这些元件都称为信号发生器，可以是音高或无音高型。
在 Synth 套装内，您拥有两种功能（oscillator 与 random ）。这
些是实际发出声音的模块。

OSCILLATOR i31 RANDOM i34

旋转改变 
“pitch!”

试一试两种模式！



Micro sequencer 基于各个四“档位”旋钮的位置发送电
压。将其连接到 oscillator 上，将依次度过“序列”，演奏出
曲调（LED 灯会告诉您哪一档位已激活）。逆时针充分旋转
旋钮，可转入静音档位。使用“speed”模式的模块，借助
表盘设置速度，或者扳动开关到“step”模式，使用输入模
块，例如脉冲或按钮，进行控制。其还拥有触发器输出端，
可以发送到您的其它模块上。

K e y b o a r d  可供 您 演 奏 曲 调  –  这 是 一 款 具有  13  键
的  k e y b o a r d，可组 成 八音 阶 音 符。它 还 拥 有 两 种 模
式：“press”，只在按下按钮时，才会产生输出，以及“hold”，
持续演奏上一个音符。它还具有八音阶控制功能，可改变演
奏范围。主输出适合控制我们的 oscillator ，除此之外，它还
有“触发输出”功能，借此可将信号发送到封套元件的“触
发输入”端或其它 littleBits 模块上。

SYNTH 的元件
控制器
顾名思义，控制器可以控制合成器的各元件。有些控制器较为常见，
如 keyboard ，有些不太常见如 sequencer。Synth 套装包含这两
种元件！
 控制器包括控制电压或触发器两种。控制电压通常是一种变化
信号，通常用于控制 oscillator 的音高。触发器是一种短电压脉
冲，通常用于触发或“打开”电路的其它部分。触发器还擅长生成韵
律。 
 如需了解触发器如何使用，请转到第 24 页，了解打击乐派对项
目。

KEYBOARD i30 MICRO SEQUENCER i36

9

表盘允许您演
奏 4 个八音阶。

13 x 4 = 52 个不同音符！
13 键

每次按键时，触发器
输出端会发送最大
输出信号。 扭转旋

钮，演奏
曲调



封套元件修改声音的响度廓线。其采集声音输入信号，将
其塑形为您听到的原声乐器声音，例如钢琴或萨克斯。封
套元件具有两个控制器：“attack”，指升高到最高音量所
需时间，和“decay”，指消逝的时间。您可以使用其第三
个 bitSnap 触发不同来源的封套元件，例如 keyboard。 

filter 对声音特征（即“音色”）具有最主要的影响。其还通
过改变特定频率在声音中的相对音量来影响音色。借助
该元件，可让声音的感觉更“明亮”（更多高频），或更“暗
淡”（更多低频）。“cutoff”旋钮设置需要加强的频率，而
其他旋钮则控制“peak”，即 filter 的强度。如果“peak”一
路提高，filter 会转为 oscillator！

SYNTH 元件 SYNTH 的元件
调幅器
调幅器是合成器的元件，按照另一个信号改变主音频信号。在 
Synth 套装汇总，他们是 oscillator 、封套元件和 random 模块。
 尽管 oscillator 是一个信号发生器，它也可以用作一个调
幅器。您可以逆时针完全旋转“音高”旋钮，产生足够低的频率来控制
其它模块。
 当 random 模块处于“random voltages”模式时，也可视为
一个调幅器。ENVELOPE i33 FILTER i32

attack= 达到最响点
的时间 

decay= 消逝的时间 

cutoff= 设置频率限制

peak= 设置截止强度



延时元件模块获取输入音频，然后不断重复，类似回音。
另外还有两个旋钮：“time”，可设置声音与其重复音之间
延时长度，和“feedback”，可控制声音重复的次数。延时
可以是悠长、空洞的类型，例如在大峡谷射击般，也可以
是响亮且疯狂的类型。如果您将“feedback”旋钮推到最
高，那么这一模块会一直运行下去。您还可以在声音重复
期间，旋转“time”控制器，改变声音的音高。

Mix 模块允许您将两个输入信号组合在一起，将其发送到
单个输入端。其还可为各输入添加了水平控制器 – 可产生
混合效果。用其在单个扬声器上播放两个 oscillator 声音！

变调器
变调器是合成器的元件，直接影响信号发生器的声音。它们可以减少
或增强声音特征，并放大波形（filter 、delay和 mix 模块）。

DELAY i35 MIX i37

11

创建空间回音！

组合声音



littleBits 分叉模块将单一输入信号发送到两个与之连接的输
出端。将一个输出端与两个输入端连接在一起有很大的
用处，就像使用 keyboard 控制两个 oscillator 一样。但是，
请牢记，如果您忘记连接其中一根线，那么只能发挥一个
接线模块的功能。

Synth 扬声器可放大您的音效！您可以使用位于该模块正
面的表盘来控制音量。它还具有一个输出插孔，您可以使
用此插孔来连接耳机、扩音器或计算机。扬声器借助 3MTM 
蘑菇搭扣TM进行连接固定，方便从电路板上取下。如需重新
连接，只需要用力按在一起。

SPLIT w19 SYNTH SPEAKER o24

这一套间保函一个 9 V 碱性电池和一根电缆，用以将其连
接到 power 模块。连接后，扳动开关，为您所有的创造品供
电！

电池与电缆 a1

12

信号分叉或使
用电线！

调节音量

接线至耳机、功放或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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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实验不同的技术，制作独特、前所
未有的音乐体验。于 1973 年发布的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大量
使用了模拟合成器，并将电子声音进一
步引入主流音乐中。该乐队在全球销售
出 2.5 亿张专辑,并且是世界上最具
传奇性的摇滚乐队之一。1982 年，迈克
尔·杰克逊的专辑 “Thriller” 是迄
今为止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该专辑几
乎每首歌都加入了合成音效。2000 年，
知名摇滚乐队 Radiohead 借助其
专辑 “Kid A” 应得格莱美奖，该专
辑将 synth 音乐带向最前沿。这一
专 辑 大 量 使 用 了 模 拟 模 块 合 成 器
以及 Ondes Martenot（一种早期
电子乐器）。目前 B j ö r k  凭借其实
验 电 子 音 乐 得 到 广 泛 赞 誉 。她 曾 经
得到 1 3  项格莱美提名以及一项奥

 收听 “Thriller”，一阵狂暴的和弦，在合
成器上演示一队僵尸舞。

 收听 “Army of  Me” (1995)，来自 
B j ö r k。如需复制这些低音音线，降
低 oscillator 的音高，使用 micro sequencer 
或者 keyboard 演奏。

 收听 “Idioteque” 来自 Kid A。如需使
用“Synth Band”项目复制这些音乐，请访
问第 26 页。

 收听 “Trans-Europe Express”选自 
Kraf twerk 1977 年的同名专辑。使用“
打击乐派对”复制背景鼓点，详情请见
第 24 页。

 收听 Carlos 的作品可以在电影  A 
Clockwork Orange (1972)、The Shining 
(1980) 和 Tron (1982) 中听到。

1968 年， Wendy Carlos 作为电子
音乐界的先锋，录制了一张标志性专
辑“Switched-On Bach”，这张专辑包
含多首由 Johann Sebastian Bach 

在合成器上演奏的曲目。“Switched-

On Bach”是首张销量破 50 万张的经
典专辑。专辑赢得 3  项格莱美奖。成
立于 1970 年的 Kraftwerk（德语，
指“电站”）乐队以革命性的 synth 音
乐为电子流行乐流派奠定了基础。该
乐 队 及 其 成 员 被 认 为 是 音 乐 技 术 的
开辟者。Kraftwerk 的知名成就是
让机器发出的声音获得商业价值，并
将 其 融 入 流 行 音 乐 中 。他 们 的 工 作
室“Kling Klang”不仅用于录制音乐，
而且发明并制作了自己的复合电子乐
器。成立于 1965 年的 Pink Floyd 是
一支改革进取的摇滚乐队，其知名成

 收听 “On The Run” 选自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是 sequencer 的首批用例
之一。

通俗文化中的 
SYNTH

非常美妙

我知道

斯 卡 最 佳 原 创 音 乐 提 名（ 来 自 电 影 

“Dancer in the Dark”）。她使用最先
进的 synth 装置，如“Reactable”（一
种数字台式装置），通过移动可触控模块
来产生声音。 



调节音量

“saw”和“square”是相似波形。锯齿形具有“芳
醇”特性，而方形具有更“锋利”的特性。
 这两种波形的音色与弓弦和原声乐器铜片
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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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这些电路
从这些开始，但不要让我们
的范例限制您的创意 ‒ 每
一个模块都可与其他模块
配合 ‒ 请随意实验各种组
合。

音高扫描 学习 oscillator 如何工作。

4  尝试调节旋钮。
发生了什么？

3  选择所产生的波
形类别。2 种波形分
别为锯齿（或锯形）
和方形。 

2  旋转 �����l��   
上的“pitch”旋
钮，改变频率。

1  插入电池，打开
电源。

power oscillator
synth 

speaker

“pitch”可从非常低水平（无音高状态，几乎可以
听到点击声）变动到极高水平。您可以从旋转“音
高”旋钮和“扫描”所有频率中获取颇多乐趣！

触碰银色扬声器纸盆，并在
从高音高到低音高的变换
过程中注意其如何运动。

试试
这个
！



白噪音体验 random 模块。 琴键演奏者 了解在 keyboard 上如何进行演奏。

power power oscillator
synth 

speakerrandom
synth 

speaker

“noise”模式

借助表盘调
节音量

key  board 拥有 13 个键.八音阶表盘允许您
演奏 4 种不同的八音阶，这意味着您可
以演奏出 �� 个不同音符！

试一试两种模式！
使用“pitch”模式播放。

使用八音阶表盘更改音
符范围。

务必插入电池，并
打开电源。

keyboard

Random 模块具有两种模式，其中一种成为 “noise”。无音高声音基本上被归类为噪音或
一系列多种频率组合，相互之间无法区分。不同于波形，噪音并无重复模式。 

合成器通常由类似钢琴键的 keyboard 控制。每个键所产生
的电压都代表一个音符。鉴于合成器为电子装置，所以不受钢
琴可演奏音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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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电视或无线电置于两
台之间时，会出现噪音。

噪音的视觉示例。



SEQUENCER 控制    制作一支曲子。 频率调制  探索两个 oscillator 如何相互作用。

                                 将我打开

power oscillator
synth 

speakermicro sequencer power oscillatoroscillator
synth 

speaker

方形波似乎可以将声音
截断。

锯齿形波会“缓慢”升降，产生“嗡嗡”声。更改“音高”。打开旋钮，设置
您的曲子。

将我插入

将旋钮旋转到头，将一
个档位静音。

更改速度

“speed”模式

人可以演奏重复的音符，
但是 s���� ce� 可以自动
演奏！

sequencer是一种非常创新的控制器，并且在合成器领域中异常独特。sequencer 允许
您将音符数值存储下来，并以重复的顺序回放。
 所存储的音符通过使用旋钮调节每个档位进行固定。样式会不断重复，而速度会
在 sequencer 内控制，或者从外部脉冲进行控制。

如前文所述， oscillator 可以产生音高几乎无法感知的频率。在本例中，这称为 LFO 或低频  
oscillator。因为您套装中的 oscillator 可以发出低频和可听声频率范围内的声音，您可以调高一个 
oscillator 的频率，然后将其输入另一个 oscillator 内，产生“频率调制”。

16



为音效整形 实验封套元件。

power
synth 

speakerkeyboard oscillator envelope

将其置于“h���”模式。
将“attack”调高，按下一
个按键。发生什么？

将“decay”调低，按下
一个按键。发生什么？

ATTACK
击发是声音达到最响点的时间。

DECAY
衰减是声音消逝的时间。

吉他基本上为快击发
式，因为您会拨动它。

小提琴为慢击发，因为
每个音符都需要用弓拉
出来。

击鼓时，声音会立刻出现
和消失。

快速击发
快速衰减
像鼓一样

快速击发
逐步衰减
像钢琴一样

逐步击发
逐步衰减
像小提琴一样

封套元件在一定时间内的振幅示
例
您可以想到其他适合这种情况的
乐器吗？

声音的封套元件可以对声音特性产生巨大影响。
封套元件模块上的控制器为“击发”和“衰减”式。 

务必连接电池并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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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电压  从这个 Random 发声器中寻找乐趣吧！ 过滤噪音  使用 fi lter 模块，产生独特的声音。

                                 将我打开

                    电池加电缆

power poweroscillator fi lter
synth 

speaker
synth 

speakermicro sequencer randomrandom

Random 电压可以在合成器内产生有趣的作用。传统上，这会由称为“取样保持（S&H）”电路产
生。在取样保持电路中，电压从噪声中取样，经过传递，对另一电路产生影响。无法分辨出对哪
一个电压进行取样！

“random”模式 调节音量 “noise”模式 fi lter 模块上的两个控制器
分别是“cutoff ”和“peak。”

“speed”模式

您可以用自己的声音重新
调整音量。试着发出“啊”
声，然后慢慢转为“哦”。
您的嘴型构成一种  fi lter，
就像真的 fi lter 一样改变了
音色。 

• filter 称为低通 filter 。这意味着，高于特定点的频率会
被减少或消除。
• 当“峰值”增加时，“截止”也会调整，音色效果如同一个人在发
出元音。

试试
这个

该 filter 基于 KORG 的著名 MS-
20 设计。

旋钮位置影响 �� ��� 
电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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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和延时了解如何使用延时元件，产生无限重复声音。

power
synth 

speakeroscillator delay

delay 影响声音，但是不同于 filter ，其主要功能不是增减原始声音，而是使之重现。将
其视为大房间或洞穴内的一个回声。您发出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会重复一定次数，具体取
决于空间大小。

而“feedback”旋钮设置
声音重复的次数。

您可以用“time”旋钮
设置听到的重复声音的
速度。 

艺术家和制片人 Brian Eno 因其不断推动音乐的技术边界而广为人知。他
制作了一批销量过百万的专辑例如 David Bowie 的“Low”，Talking Heads 
的“Remain in Light”以及U2 的“Joshua Tree”。

1  将“ feedback ”旋钮逆时针旋到
底，然后演奏几个音符，延时会重复这
些音符，周而复始。
2  调节“time”旋钮，产生音高升降

效果。
3  在两个方向上快速旋转旋钮，产生

一些十分疯狂的音效！

试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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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p21 Tuning
p22 Play a Song
p23 Spooky Sounds
p24 Percussion Party
p25 Metal Music
p26 Synth Band
p27 Synthesizer with  

  the Works

p29 Perform like a Pro p30 电子琴(keytar) p32 Synth Spin Table
试试这些然后
发明自己的

20



调谐
项目 1： 了解如何完美演绎您乐曲的音高。

务必连接电池并打开
电源。

“p��s�”模式

八音阶表盘 调节音量

power
synth 

speakerkeyboard oscillator

2  选择一个按键，顺时针然后逆时针旋转“octave”表盘。听到不同了么？
仔细听整个过程（声音从“高”到“低”）。 

4  旋转 �����l��   上的“pitch”旋钮，改变
频率。

5  从左向右连续演奏 �����a�� 底
行上的所有音符。这是音乐中的大
音阶。您可以将其称为 do���-���� �
s�����ti ���。 

6  再次演奏 do���-��，听起来是否“正
确”？请牢记不同人对“音高”的感知不
同！如果音符声音并不正确，试着缓慢逆
时针调节音调表盘，直至听起来“对味”。

3  将 �����a�� “octave”控制器旋
转到范围的中间。

调谐
• 调谐是乐器各音高之间的关系。乐器需要进行“调谐”，合成器也是一样。在对乐器调谐后，您可以创作可以辨别的“曲
调”。
•  oscillator 模块上的调谐表盘会提醒音高之间的关系。在使用 keyboard 和micro sequencer 时，这一点很关键。

1  从这个电路开始。

7  您 以 及 成 功 调 谐 了 您 的 
os��l�a�  ，现在可以演奏了！

21



演奏一曲
项目 2： 为朋友演奏一曲小夜曲！

将我打开 更改“pitch”

power
synth 

speakerkeyboard oscillator

1  从这个电路开始。 2  随后，调谐您的 �����l��   
（参见先前项目）。

3  调节“pitch”以匹配您
的声音范围！ 

4  使用这个彩色编码的 KeYBoaRd 和
右侧音符，以帮您演奏歌曲！ 

 

您是否熟悉？

Stevie Wonder 在 1973 年发表的歌曲 
“Living for the City”中的低音部分使用
了 keyboard、oscillator 和封套元件。您
否能重复这个声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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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

“peak”旋钮对“cutoff”旋钮的效果有着显著影响。该功能增
强特定频率，在这些频率上创建“peak”。如果“peak”转到最
高，这一增强效果足以增加声音响度，并在某些情况下引发振
动。

惊悚声音
项目 3： 创建一个超自然音轨。

power
synth 

speaker

2  将 ��n��m 模
块置于“noise”
模式。1  从这个电路开始。

3  在延时模块上
提高“time”（顺
时针）。

4  在延时模块上提
高“feedback（顺时针）。

5  设置“peak”到中间，然后应
用“cutoff ”。

6  吓您朋友一跳！

 将我打开

fi lter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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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u i s  和  B e b e  B a r r o n  为 
“Forbidden Planet”（1958 年）
创作的电影背景音首创完全采
用电子音。

SYNTH 

HIST



“speed”模式
power

打击乐派对
项目 4： 随着自己的鼓点起舞。

将我打开

2  将 ��n��m 模块
置于“noise”模式。

5  旋转“attack”旋钮到最低水平（
逆时针）。将“decay”旋钮降低，但
是略微超过“attack”水平。

4  调节 � �t�� ，以影
响音色。 

1  从这个电路开始。

噪音
噪音是一种无音高声音。通常用作一种方式来产
生打击乐，因为大部分鼓都是无音高乐器。

试着做些. . .
. . .骏马疾驰声 – 将 sequencer 上的其
中一个旋钮降低到最低，可以发出骏
马疾驰的音效。
. . .木块撞击声 –提高“peak”旋钮（顺
时针），降低“cutoff ”旋钮（逆时针）。
. . .水滴声 – 保持“peak”处于高位。
将“cutoff”转到中等范围（比木块撞
击声高）。

6  敲响您的 synth  鼓组件！

micro sequencer

synth 
speaker

envelopefi lterrandomsplit

奖励

3  通过调节mi��  se��� ce� 上
的旋钮，借助速度表盘调节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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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模式

金属音乐
项目 5： 使用封套元件重建金属音。

power
synth 

speaker

1  从这个电路开始。

 将我打开

envelopemicro sequencer oscillator oscillator

2  通过调节mi��  se��� ce�� 上
的旋钮，借助速度表盘调节拍
子。

4  提高第二个 oscillator 的音
高，直至达到金属音效 – 类似一
口钟。

3  提高第一个 �����l�t�r 
的“pitch”（顺时针）。

5  在您的封套元件上，降低“-
decay”旋钮和“attack”旋钮（
逆时针），直至获得“响铃”声。

6  摇滚起来！ 热 衷于 音 乐 的
人，似乎对数学
更 在 行 ！想 想
看。

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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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 了解如何演奏带伴奏的乐曲。
SYNTH 乐队

power mixsplit
synth 

speaker

1  从这个电路开始。

 将我打开

oscillator fi ltermicro sequencer

keyboard oscillator envelope delay

2  调谐两个 oscillator （参见第 21 页，了
解如何操作）。Oscillators可以设置为“协
调”或“不协调”间隔。在协调间隔中，振荡
器处于和谐状态。在不协调间隔中，振荡器
听起来不和谐。

3  在micro sequencer上创
建您喜欢的样式。这会成为
您的背景音乐。

4  调节 fi lter 直至获得您
喜欢的声音。

5  调低混合等级 1，
调高 mix 等级 2。

6  演奏 keyboard 上的若干音符。 
keyboard 就像“领唱”一样，声音似乎
比您的 sequencer 更高，因为并未进
行滤波。

7  调 节 封 套 元 件 和
延时 – 这些将改变您 
keyboard 的声音。

使 用 音 频 电
缆，连接您的
扬声器到计算
机、耳机或功
放上！

高级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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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已经
准备好表
演了！ 



带作品的合成器
项目 7： 借助所有这些模块，创建一个怪物 synth！

power keyboard split

1  从这个电路开始。

 将我打开

envelopemix fi lter delay
synth 

speaker

oscillator

oscillator2  调谐两个 oscillator （参见第 21 页，
了解如何操作）。Oscillators可以设置
为“协调”（和谐）或“不协调”（不和谐）
间隔。 

3  在 mix 模块上调
节每个 oscillator 的
音量。

5  调整 fi lter。4  调整封套元件。

6  通过调节延时
模块，添加一些回
声。

7  录制您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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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

只需要按
压一下

使用 1  黏土制
作把手

使用 5 海绵球制
作旋钮

如需进行调节，可在
一定距离上借助. . . 

7  洗管器 . . . 或. . .

6  吸管！从未有
过的帅气外观

8  雪糕棒

制造开孔于 � � � 
3  纸板

2  塑料杯 4  硬纸管
. . . 之上，然后用绳子穿
起来

28



做到专业水平
项目 8：转换您的箱子！ 

时间：60 分钟
难点： 酷炫！ 

就好像KORG �S�
2� 一样。

为您的电路供电，并
开始演奏！

建造一个表演平台！

29



电子琴 (KEYTAR)
项目 9： 打造您自己的电子乐器！

时间：60 分钟
难点：

1  从这个电路开始。

2  绘制一个吉他形状，并从
厚纸板上切割下来。

keyboard 小头
其它模块大头

power keyboard oscillator

oscillator

envelope

fi lter

delay
synth 

speaker

注意安全！ 务必由成人
在旁监督。

调节 “pitch”

调节“pitch”
制作回音split

硬纸板海绵球 小盒子

您

需要

胶带标记裁纸刀 雪糕棒 油漆刷 颜料订书机热熔胶 绳子
30

在上世纪 70 年代早期 Edgar Winter 曾是
第一批制作临时“keytar”的用户之一，只
需要为电子 keyboard 添加一个肩带。查看
流行歌曲“Frankenstein”。

SY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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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小盒子捆绑或粘贴到
大头背侧。

5  添加电路。 6  添加一个摇杆！ 7  添加一个肩带。

4  装饰一下！使用颜料、
标记或者别的什么！

将电池塞到
后侧

将雪糕棒粘贴
到海绵球上

我们用的是橡
皮 筋 。您 还 可
以 试 试 缎 带 、
绳子、布条. . .自
己定制一下！

将 海 绵 球 放
置 在 第 二 个 
os��l�a�   顶部

务必小心！

使用订书机
8  摇滚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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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片盒

您

需要

塑料杯或
纸杯

笔剪刀 胶带热熔胶 吸管

“s��� ”模式
power split

SYNTH 旋转台
项目 10： 演奏您的 Synth 套装，假装自己是位 DJ。

时间：2 小时
难点：

1  从这个电路开始。

micro sequencer envelopemix
synth
扬声器

oscillator

oscillator

2  将麦片盒平放。

注意安全！务必由成人在
旁监督。 更改每个 �����l��   的

音量

调节音量

32

迪斯科！第一首知名全 合成迪
斯科节拍是 Donna Summer 于 
1977 年创作的“I Feel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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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用胶带将
吸管底部与杯子
固定在一起。

3 将电路置于盒子上。使用
胶带固定原位。

4  为每个 �����l��   的旋钮连接一根吸
管。

5  将纸板剪裁成合适尺寸。

6  标记纸板的中心，并穿一个孔。

7  将纸板滑过吸管。

9  重复步骤 ��7 然后添
加另一个纸板到杯子
顶部。

8  在杯子底部穿一个孔，然
后将其穿入第二个 �����l��   
的吸管上。

制作第一个旋转台 制作第二个旋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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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吸管用胶粘在纸板上。 11  装饰一下！

弯曲平板

胶水

12  表演吧！
您的旋转台可以随时登上舞台！

我们使用彩色吸管。您家里
都有什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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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SOMETHING THAT DOES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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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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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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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模块

制作更
多！

为您的 Synth  套装

增加更多强大功能 microphone pressure sensor light wirebargra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