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伯钢琴使用手册



非常感谢您选择

高档的韦伯钢琴

任意的改造钢琴工艺、条形码得不到正常的保修。

没有条形码或移动条形码，不是正常的产品，

公司不承认。

本实用说明书适用于韦伯钢琴的所有产品。

购买时必选填好专卖店制造编号、出售日期等。

制造编号是质量管理的事项，说明书的制造编号

应与钢琴的制造编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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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弹奏前所需工作

为了防止击弦器上的榔头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伤，榔头在出厂包装时已固定在槌枕上。

用户在弹奏前必须先拆下小木条里面的纸片。请按照下列提示方法进行：

①先掀开顶盖。 ②将上门内侧左右两边的固定塑料扣旋转。 ③小心将上门取下，露出击弦器（附图一）

④解开槌枕上的四股细绳，将榔头下面的小木条取下、再取下纸片。（附图二）

⑤固定好上门板，钢琴就可以弹奏了。

①顶盖

（附图一） （附图二）

②上门

③此固定塑料

扣旋转 60￮

⑤榔头

⑥小木条

⑦细绳

④槌枕



1.为了合理的使用钢琴必须阅读以下事宜

1-1应安全的使用钢琴

钢琴的体积大而且很重，在室内放置、移动要注意安全，

儿童不懂，家长要告诉他。

本说明书为了让使用者正确安全的使用避免财产的损失，

特出示下列警告标示牌：

注意警告的标牌

读懂使用说明书



放置时注意

在地面平坦的水平地放置 安装及移动时，容易把

地面损伤，请注意。

不稳定的地面放置，容易使钢琴倾倒。

小型 中型 大型

立式钢琴 200kg 220kg 240kg

三角钢琴 270kg 310kg 580kg

请使用琴脚轮垫，避免把地面损伤。



使用时注意

钢琴上面

请不要放置东西。

鱼缸、花瓶等带有水份的东

西，容易使钢琴受潮破损。

钢琴的周围

请不要让孩子玩耍。

滑倒或触碰会使钢琴和孩

子受到伤害，使钢琴倾倒。

把手伸进钢琴，对内装部件

会有损害。

不要把手伸进钢琴里。



检查或移动时

要请专家

钢琴是很重的，移动时容

易使地面受损。

不要给钢琴造成冲击 检查及调整时，解下的

部件不要让孩子碰撞

容易使钢琴倾倒，内装、

外装、受损。

非专业人员不要随意拆下

部件，会使内部部件受损

使用时注意



使用时注意

键盖开关时

用双手轻放

容易夹到手指。有些型号的钢琴有

缓冲装置（这种情况下，如有人为

的外力施加时，也能使手指受伤）

打开顶盖开关时

注意手指的安全

不要依靠钢琴

或坐在钢琴上

特别是三角琴的顶盖非

常重，开关时要注意。

容易使钢琴倾倒或突然

移动，造成伤害。



三角琴顶盖很重

不能把头或身体伸进去

使用时注意

突然关时会使身体受损。避免对头或身体造成伤害。

不使用时顶盖

键盖关上

三角琴打开时

请不要碰撞支撑杆

顶盖的支撑杆受到冲击时容

易脱落，砸伤人。所以不要

用身体碰撞支撑杆。



使用时注意

三角琴谱架的使用应该正确

的操作顺序慢慢进行。

架谱使用时容易夹手，请注意。

具体操作顺序参照 2-5页

有些立式钢琴的谱架开关时，

容易夹手请注意。

开关两侧容易夹手。

具体操作顺序参照 2-6页



使用琴凳时注意

不要再琴凳上玩耍

容易倾倒，使人受伤害

2人以上不要坐在琴凳上

坐姿不正确，会使身体，琴凳收到

损伤。

琴凳要放置在

平坦的地面上

不平坦的地面，因为不稳定会

出现倾倒或散架的现象。



2.各部件的名称及功能
立式钢琴（UPRIGHT）

PLANO)
顶盖

制造编号

打开顶盖可以看到制造编号

上门板

踏板

左 柔音 踩下踏板时，使声音变柔

中 弱音
踩下踏板靠左推时，板槽卡住踏板，使声音

变小。（一般在晚上弹奏用）

右 延音 踩下踏板时，声音延长，使声音产生共鸣。

IW121S型钢琴谱架

谱架、扩放声音

具体操作顺序参照 2-6页

键盖

键盘

谱架

放乐谱用，关上键盖时

先把谱架折叠好

脚轮



2.各部件的名称及功能
三角钢琴（GRAND PIANO)

踏板

左 柔音 踩下踏板时，使声音变柔

中 弱音
踩下踏板靠左推时，板槽卡住踏板，使声音

变小。（一般在晚上弹奏用）

右 延音 踩下踏板时，声音延长，使声音产生共鸣。

顶盖

想把声音放出来，就要把顶盖打开

顶盖支撑杆

可以用支撑杆的长短，来调整顶盖开启的大小

具体操作顺序参照 2-4页

制造编号

请看铁板的上面

琴脚轮

键盘

键盖

谱架

想放乐谱用

具体操作顺序参照 2-5页



三角钢琴顶盖开关的具体操作顺序

顶盖的开关必须由大人来操作完成

打开三角钢琴的顶盖有下列情况：

1.只打开顶盖。

2.顶盖、顶板同时打开。

三角钢琴的开关按如下顺序进行

只打开顶盖的情况

①顶盖翻开放在顶板上。

顶盖、顶板同时打开的情况

②根据①翻开顶盖放在顶板上，在与顶板同时用力托起。

③同时托起的顶盖、顶板用一只手托着，在用另一只手支

起支撑杆，把支撑杆小心的放入支撑槽中。



三角钢琴顶盖开关的具体操作顺序

正确地选择支撑杆。

顶盖内有两个支撑槽，其中

(a)内、外槽都可以用来固定长的支撑杆。

(b)外侧槽用来固定短的支撑杆。

如果不正确使用，支撑杆就会从槽中脱落，砸伤人。

支撑杆要确实放在顶盖的支撑槽里。

否则支撑杆脱离支撑槽，顶板脱落下来，造成伤害．

所以，要注意好好安放支撑杆。

关顶盖的顺序与开顶盖的顺序正好相反。



三角钢琴谱架的操作顺序

谱架板的立起情况

①用两手抓住谱架框向外拉，直到拉近顶板外沿。

抓住谱架时小心夹手

②抓住谱架板的内侧背板立起，共有三个槽可以选择。

③按照需要，前后调整谱架的位置。

谱架板的放下情况

④用两手抓住谱架框往前拉。（直接把谱架放下来时容易与顶盖相碰撞，

使外观受损）

⑤用一手把谱架框往前拉，另一只手把谱架板背面的支撑架折叠。

⑥支撑架折叠后，把谱架板平放。

⑦抓住谱架框往里推，直到不能再推为止。（如中途停止，盖顶盖肘出现

有与其相摩擦的可能）

的可能）



立式钢琴谱架的操作顺序

打开谱架的情况

①用两手抓住谱架的把手往前拉。

关上谱架的情况

②把谱架板往里推，直到听见”喀嚓”声为止。

谨防开关时夹手，造成损伤



3．为了更好的使用钢琴

为了在更好的状态下使用钢琴

(1)需要技术人员定期的调律、调整。 (2)需要环境良好。 (3)正确的使用和保养是很重要的。

3-1购买后的检查及调整

购买钢琴时，专卖店技术人员需为您做以下工作：

·钢琴功能的检查。 ·钢琴的调律、调整。 ·介绍钢琴的保养和维护以及售后服务。

3-2钢琴需要调律

·钢琴是震动琴弦发音的乐器，所以需要定期调律。

·钢琴与其它弦乐器相比，需要很强的张力来形成（一根琴弦能支撑 90公斤，总体大约 200吨的张力）

·钢琴需要专业技术人员（调律师）调律。

·除调律外，触感、击弦器、踏板。榔头的调整也是很重要的。

·以上综合性的调律．调整应定期进行，而且温度、湿度的变化等也应及时调整。

保持钢琴的良好状态是长久使用钢琴的最好秘诀。



3．为了更好的使用钢琴

3-3定期调整的重要性

请重视 1年内 1-2次定期调律、调整。

购买后的钢琴，保修期内免费调律一次。

想调律、调整的顾客，请与英昌专卖店联系。

3-4安装和保养

安装与放置的场所

钢琴最适合的环境

在家庭里，钢琴出故障的原因与温湿度有很大关系。

过湿、过干和急剧的湿度变化都会有很大影响。

参考下列数据，请选用适当的取暖装置和除湿器。

冬季 夏季

温度 10℃-20℃ 20℃-30℃

湿度 35%-65% 40%-70%
立式钢琴要与墙壁保持一定的距离放置

10-15cm的距离最适合，便于空气的流通和声音的传递。



这样的地方不要放置钢琴

阳光直射的地方

会引起

外装的变形、变质

或部件变形开裂

灰尘、湿度大的地方

会使

1.键盘的动作不灵活

2.榔头吸湿影响音色

3.琴弦等金属部件生锈

温湿度急剧变化的地方

会引起

1.金属部件生锈

2.内装部件变形使调律不起作用

3.外装面老化，部件变形开裂。

过干燥过热的地方

会引起

1.组装部件的螺丝变松造成杂音

2外装油漆面的老化，部件的变

形开裂

3.琴弦的弦轴会松散使调律不能

达到正常状态。

4.外装的模板会有影响



钢琴的保养

不要把杀虫剂或挥发性液体

放在钢琴上

上述情况是外装面变色、变质的原因。

·家庭用的涂料

·香水/化学液体
·杀虫剂/胶粘剂
·指甲油

·电吹风机

·酒精

·塑料书皮等

·插座头

·橡皮

·塑料制品玩具

·所有塑料品

请不要让涂装面与橡胶、乳胶

及塑料制品等长时间接触

上述情况是外装面变色、变质的原因。

请不要任意拆卸内装部件

钢琴内部有很多部件，任意的拆卸或改

装会使钢琴部件受损及失去功能。

请不要在外装面上粘贴强力胶

造成涂装面油漆脱落。

请不要用酒精、甲苯等各种稀料

擦洗键盘

造成键盘的变质．开裂。

关于清扫顺序参看 3-6页

请不要把盛水的器皿．

花瓶、水杯等放置钢琴上

水是钢琴的天敌．如果把水洒到钢琴里

容易使钢琴的各个部件失去功能。



钢琴的保养

①脏手弹琴会弄脏键盘

②长指甲会损伤键盘表皮异物沾在表

皮上，使键盘失去原有的光泽。

弹奏后，用清洁的干布擦拭键盘

然后用键盘布把键盘盖上。

关于键盘的清扫请参看 3-6页

出现以上情况，会造成键盘动作

不灵活，形成杂音。

弹钢琴时要洗干净双手，

请不要留长指甲弹琴。

弹奏后为保持清洁请擦拭键盘请注意不要把异物掉进钢琴的

键盘的缝隙中。



在家里对钢琴的清洁

3-5钢琴的清洁

涂装表面的清洁

表面有灰尘时：①用柔软的布或保养袋里的钢琴布轻轻的拭擦。

②灰尘如果用刀清除会留下划痕，所以要轻轻的拭擦。

表面有异物时：①用水把清洁的布浸湿后拧干，拭去异物，然后再用干布拭擦一遍。

②市场上购买的各种洗涤用品容易使涂装面变质，请不要使用。

③请不要使用化学纤维制品拭擦钢琴。

④韦伯提供适合于各种涂装表面的清洁剂。

⑤保养袋里的上光液要好好的利用（用干布把钢琴上的浮尘擦掉后再使用上光液）

⑥甲苯、丙醇容易使涂装面变质受损，请不要使用。

键盘的清洁

白键、黑键 ①用水把清洁的软布浸湿拧干，擦去异物，然后再用干布再擦拭一遍。

上有异物时： ②市场上购买的溶剂、酒精会使键盘表面开裂，请不要使用。

③请注意：保养袋里的上光液不能拭擦键皮表面。



4.有异常情况时的解决方法

是异常还是故障？

当您感到您的钢琴有异常现象或状态不理想时，请按照下列情况检查一下：

没有声音时： ①钢琴是否断弦？

根据钢琴的使用量断弦的情况会有，更换琴弦以后会恢复原有状态。

声音持续很长： ①是否出现在高音部？

高音部两个八度音震动频率快，没有止音器，所以出现长音是正常情况。

出现不正常音时： ①是否出现强弱不定的音？

检查止音系统，看看是否中踏板没有卡到槽里。

有杂音： ①是否从钢琴周边的装饰物或家具里发出的？

声音容易产生共鸣，如：门窗玻璃、布娃娃、照明器械、室内墙上的装饰物挂钟等。

②是否从钢琴里发出的？

钢琴上堆放物品或杂物掉到内部时，容易产生共鸣。

键盘动作不灵活：①是否键盘的缝隙中掉进了异物？

是否把异物掉进键盘的缝隙里，影响键盘的灵活性。

以上情况是解决钢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几种方式，如有其他问题，应及时与专卖店或韦伯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5.保证和售后服务

为了让您能够更好的使用钢琴，韦伯售后服务团队将第一时间热忱为您解决疑难问题，如使用中出现异常

情况请参考以下事项：

关于保修卡

①购买时，请把专卖店及购买日期记录清楚。

②如果您的保修卡没有记录．即使是在保修期内，也属于有偿售后服务

③保修卡要仔细阅读并好好保管。

④韦自购买日起韦伯产品保修期一年；I韦伯产品保修期两年。

⑤不要任意改动产品内部结构而影响钢琴的功能。如出现问题，即使在保修期内也按有偿处理。

本公司依法对本产品说明书及保证书的形式和内容享有著作权，未经许可不得复制、

转载或发行，否则即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修理时

委托修理时请提供以下事项

姓名

地址

电话（联系处）

型号/颜色/购买日期
故障内容（要详细）

希望访问日期

*型号/颜色/购买日期 请参考产品保证书

保修期内修理

根据保修卡的规定，咨询购买钢琴的专卖店。

保修期过后的修理

咨询离你最近的英昌专卖店或英昌乐器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

保修期部件的保存

保修期内部件的保存期限是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