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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C. F. Martin Sr.
1796-1873

C. F. Martin Jr.
1825-1888

Frank Henry Martin
1866-1948

关于 Martin 马丁吉他——被公认为世界顶级吉他品牌

马丁吉他公司从最初的 C.F.Martin 时代，到 Sr.’
s Stauffer 于 1830 年引领的革新，再到
C.F.Martin 四世的技术革命，家族式经营的坚持使得马丁公司始终保持着显赫的声誉，体
现了六代马丁人对于吉他品质与制作技术的精益求精。
在其丰富多彩的历史中，马丁公司从来没有背弃自己当初订立的对于产品品质的承诺。无
论是 1833 年成立的小作坊，还是如今扩张的位于 Nazareth，Pennsylvania 的总公司，
都实现了生产世界顶级乐器的初衷。

一个半世纪以来，Martin 吉他公司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优质的乐器公司之一。在传统的家
族式的管理模式下，Martin 吉他反映的是家族六个世代吉他制作的精湛工艺。
Martin 系列吉他，美观，大方，完好的音色共振，完整的木材音色开发技术，精巧而神秘的
音梁结构，百年的制琴经验，使得 Martin 木吉他优等于同等价格档次的其他品牌吉他 。
www.martinguitarchina.cn

C. F. Martin III
1894-1986

Frank Herbert Martin
1933-1993

C. F. Martin IV
1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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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SERIES

000-10E

琴型：00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沙比利
音孔圈：单环（Boltaron）
                  28 款音孔圈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4.9''
漆面：Road Series - 哑光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沙比利
侧板木材：沙比利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000-12E

琴型：00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4.9''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 ：Fishman® MX-T
背板木材：相思木
侧板木材：相思木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黑色封闭式

000-13E

琴型：00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4.9''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大叶合欢木
侧板木材：大叶合欢木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SC-13E-01

琴型：S 型 13 品缺角
连接方式：线性对齐式鸠尾榫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虹膜风格多层式设计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琴体亮光  琴颈哑光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高级别相思木贴皮
侧板木材：高级别相思木贴皮
是否切削：非切削
指板材质：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镍开放式

ROAD SERIES

D10E-01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沙比利
音孔圈：单环（Boltaron）
                  28 款音孔圈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Road Series - 哑光
前级拾音器 ：Fishman® MX-T
背板木材：沙比利
侧板木材：沙比利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D10E-02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Road Series - 哑光
前级拾音器 ：Fishman® MX-T
背板木材：沙比利
侧板木材：沙比利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MAKE EVERY
PERFORMANCE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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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SERIES

D-12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Style 28 (Boltaron)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沙比利
侧板木材：沙比利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镍开放式

D-12E-01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相思木
侧板木材：相思木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黑色封闭式

D-13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大叶合欢木
侧板木材：大叶合欢木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D-13E-01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十二雄蕊破布木
侧板木材：十二雄蕊破布木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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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SERIES

DC-13E

琴型：D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非洲黑胡桃木
侧板木材：非洲黑胡桃木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GPC-11E

琴型：GP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沙比利
侧板木材：沙比利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GPC-13E

琴型：GP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非洲黑胡桃木
侧板木材：非洲黑胡桃木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GPC13E-01

琴型：GP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5.4''
漆面：亮面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T
背板木材：十二雄蕊破布木
侧板木材：十二雄蕊破布木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精选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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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SERIES

DJR-10-02

琴型：D Jr 型 14 品 (000 琴体厚度 )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4''
前级拾音器：无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背板木材：沙比利 ( 樱桃木色 )
侧板木材：沙比利 ( 樱桃木色 )
音梁形式：X 音梁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 另提供电箱版

DJR-10E-01

琴型：D Jr 型 14 品 (000 琴体厚度 )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4''
前级拾音器：Fishman® Sonitone
面板木材：沙比利
背板木材：沙比利 ( 樱桃木色 )
侧板木材：沙比利 ( 樱桃木色 )
音梁形式：X 音梁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DJr-10E STREETMASTER
琴型：D Jr 型 14 品 (000 琴体厚度 )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4''
前级拾音器：Fishman® Sonitone
面板木材：沙比利
背板木材：沙比利
侧板木材：沙比利
音梁形式：X 音梁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DJR-10E-BURST

琴型：D Jr 型 14 品 (000 琴体厚度 )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音孔圈：单环（母贝纹）
                  带 BW 镶嵌
琴枕宽度：1 3/4" (1.750)
12 品宽度：2 1/8" (2.125)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4''
前级拾音器：Fishman® Sonitone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背板木材：沙比利 ( 樱桃木色 )
侧板木材：沙比利 ( 樱桃木色 )
音梁形式：X 音梁
是否切削：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硬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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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ERIES

000-X2E-01

老型号：000X1AE
琴型：00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4.9"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黄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00L-X2E-01

老型号：00LX1AE
琴型：00-14 品坠肩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4.9"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黄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00-X2E-01

老型号：00X1AE
琴型：0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4.9"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黄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D-X2E BURST

老型号：DX1AE Macassar Burst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黑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马丁吉他产品手册 2021

X SERIES

D-X2E-01

老型号：DX1KA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黄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夏威夷相思木木纹

D-X2E-02

老型号：DX1A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黄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D-X2E-03

老型号：DX1RA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黑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玫瑰木纹

D-X2E-04

老型号：DX2AE Macassar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沙比利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黑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孟加锡乌木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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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ERIES

D-X2E 12 STRING
老型号：D12X1A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黄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DC-X2E-01

老型号：DCX1AE
琴型：D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黄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DC-X2E-02

老型号：DCX1AE Macassar
琴型：D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黑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孟加锡乌木纹

DC-X2E-03

老型号：DCX1RAE
琴型：D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黑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玫瑰木纹

X SERIES

GPC-X2E-01

老型号：GPCX1AE
琴型：GP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黄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GPC-X2E-02

老型号：GPCX1RAE
琴型：GP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黑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玫瑰木纹

EXCEPTIONAL TONE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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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ERIES

GPC-X2E-03

老型号：GPCX2AE Macassar
琴型：GP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沙比利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精选硬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黑檀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孟加锡乌木纹

0-X1E-01

老型号：0X2MAE
琴型：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HPL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铁锈色层压桦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4.9"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OMC-X1E-01

老型号：OMCXAE Black
琴型：000 型 14 品缺角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HPL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黑色层压桦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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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ERIES

D-X1E-01

老型号：DXK2A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HPL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自然色层压桦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夏威夷相思木木纹

D-X1E-02

老型号：DXAE Black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HPL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黑色层压桦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黑色

D-X1E-03

老型号：DXMA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HPL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铁锈色层压桦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D-X1E-04

老型号：DX2MAE
琴型：D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结构
面板木材：HPL
音梁形式：X 切削音梁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琴颈木材：铁锈色层压桦木
指板镶嵌材质：珍珠母贝
有效弦长：25.4"
琴枕宽度：1 3/4''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桥码弧度：16"
前级拾音器：Fishman® MX
弦钮：镀铬封闭式
琴盒：软包
背板纹路：桃花芯木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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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MARTIN®

LX1

琴型：改良式 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音孔圈：单环
                  (Boltaron & 红色纤维 )
琴枕宽度：1 11/16" (1.688)
12 品宽度：2 1/16" (2.063)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3''
前级拾音器 ：无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音梁形式：X 音梁
是否切削：未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铁锈色层压桦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 另提供电箱版

LX1R

琴型：改良式 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音孔圈：3 层激光蚀刻鱼骨纹
琴枕宽度：1 11/16" (1.688)
12 品宽度：2 1/16" (2.063)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3''
前级拾音器：无
面板木材：锡提卡云杉
背板木材：HPL ( 玫瑰木木纹 )
侧板木材：HPL ( 玫瑰木木纹 )
音梁形式：X 音梁
是否切削：未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铁锈色层压桦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 另提供电箱版

LX BLACK

琴型：改良式 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音孔圈：垫印金色鱼骨纹
琴枕宽度：1 11/16" (1.688)
12 品宽度：2 1/16" (2.063)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3''
前级拾音器：无
面板木材：HPL
背板木材：HPL
侧板木材：HPL
音梁形式：X 音梁
是否切削：未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黑色层压桦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LXK2

琴型：改良式 0 型 14 品
连接方式：榫卯连接式
音孔圈：垫印金色鱼骨纹
琴枕宽度：1 11/16" (1.688)
12 品宽度：2 1/16" (2.063)
指板长度：16"
有效弦长：23''
前级拾音器：无
面板木材：HPL ( 相思木木纹 )
背板木材：HPL ( 相思木木纹 )
侧板木材：HPL ( 相思木木纹 )
音梁形式：X 音梁
是否切削：未切削
指板材质：FSC 认证乌木
琴颈材料：自然色层压桦木
弦钮：镀铬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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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ULELES

T1K Uke

琴型：Soprano
面板：相思木
背侧板：相思木

C1K Uke

琴型：Concert
面板：相思木单板
背侧板：相思木单板

S1 Uke

琴型：Soprano
面板：桃花心木单板
背侧板：桃花心木单板

OXK Uke

琴型：Soprano
面板：相思木 HPL
背侧板：相思木 HPL

T1K UKE-STREETMASTER
面板：桃花心木
背侧板：桃花心木
琴颈：精选硬木
指板 & 琴桥：桃花心木
弦钮：镀镍 Ukulele 款

martinguitar

martinguitar

Acton_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