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 Digital Pi ano CLP Seri es

REAL GRAND

讓真實鋼琴展現彈奏精髓
想要無論何時都可以彈奏。
想要嘗試新的曲風。
想要更像自己的風格表現。
Clavinova鋼琴可以滿足全世界鋼琴愛好者的需求與願望。
如平台式鋼琴那樣令人讚嘆的感受，這就是Yamaha經年累月打造原聲鋼琴的經驗、
搭配時下最頂尖技術，以技巧和直覺成就的心血結晶。
想要體驗彈奏鋼琴的真摯喜悅，您需要的就是Clavinova。

EXPRESSION 2

ENJOY A DIALOGUE
享 受 與 優 質 鋼 琴 交 流 的 時 光
演奏者在鍵盤彈奏、鋼琴給予回應，然後演奏者繼續在鍵盤
上揮灑。在持續不斷的交流中傳達想表達的情感、鋼琴
則做出回應，而促成了兩者之間的對話。為了使這
個交流更為豐富，演奏者和鋼琴都必須具備出
色的表達能力；鋼琴必須容易彈奏並擁有
高感應能力，以產生優美的聲音。一
架出色的鋼琴可以滿足這些條件，
而與一架優秀鋼琴的互動，可以激
勵演奏者探索兩者表現能力的極
限。Yamaha手工製鋼琴將帶您開
始一段音樂對話，這段對話必將
讓您得到更勝以往的演奏趣味及
靈感。

3.

音質
平台鋼琴是由八千個零件組成的樂器，其中各個機制
複雜的相互作用產生各種音調元素。它們相互影響，
形成各式的優美樂音，從清晰、明亮的音調到溫暖的
共鳴。Clavinova以悅耳的音色為顏料，為每個空間揮
灑色彩，提供演奏者被樂音籠罩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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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GREAT PIANO
1.

可演奏性
當演奏者觸摸琴鍵時，與鋼琴的對話就此開始。演奏者想確認
琴鍵彈起來很舒適、擁有精緻且細微的音樂表現力，足以應付
演奏者最強力的指法，並提供他們全然的控制力。Yamaha的目
標是：打造出演奏者將手放在琴鍵上時會勾起人們的笑容並怦
然心動的鋼琴。

2.

靈敏度
實際上，鋼琴必須與演奏者一樣具有表現
力。Yamaha將鋼琴音調變化的豐富性視為樂
器表達能力的指標。一款出色鋼琴的音調變
化能反映演奏者的個性，而高靈敏鋼琴的輸
出聲音可以反應彈奏時的細微差異，進而鼓
勵演奏者精進其表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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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秀的琴鍵和踏板
自Clavinova於1983年誕生以來，Yamaha以「彈奏感受與平台鋼琴相同」為
目標，在此產品線上開發數位鋼琴。對演奏者而言，琴鍵對彈琴感受有顯
著影響，Yamaha針對Clavinova鋼琴的琴鍵費心設計，讓琴鍵呈現平台鋼琴
鍵盤的感受。然而，由於眾多原因，數位鋼琴無法僅透過模仿平台鋼琴內
部工作的構成和外型再現這種感覺，差異主因在於數位鋼琴與平台鋼琴發
聲原理：後者是利用琴槌擊弦的機制發聲。此外，平台鋼琴鍵盤超過六千
個零件，它們彼此的作用與互動產生出一種獨特的感受，即使只是缺少、
或未能定期維護其中一個零件，音質就會受到影響。Yamaha向來將可演奏
性視為第一要素，不斷改進數位鋼琴鍵盤，透過創新和優化數位鋼琴使用
的發聲構成和外型，尋覓精簡、耐用的設計。踏板是可演奏性另一個重要
決定因素，Yamaha設計的延音踏板具備反應能力，還可以模擬平台鋼琴踏
板極為明顯的重力，呈現更細微的踏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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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哲學

無限表現力

Clavinova鋼琴具備出色的可演奏性和多元功能，其精緻、道

什麼是真正的平台鋼琴表現？Yamaha持續尋覓更好答案。

地的設計，將精簡的形式與現代美學相融合，打造適合現

平台鋼琴讓演奏者能夠以最細微的技巧差異改變聲音，演

代鋼琴標準的樂器。Clavinova設計概念的核心是演奏者坐在

奏者改變演奏力度和速度，彈奏出各種不同的聲音，讓他

Clavinova鋼琴前的感受，從演奏者的視線刪除不必要的元

們的表演有更豐富的質感。但是，傳統的數位鋼琴有其侷

素，創造令人沈醉的自然空間，就像坐在原聲鋼琴前面一

限，這使鋼琴家認為數位鋼琴的聲音與平台鋼琴相比，顯

樣。這代表Yamaha考量的對象包含了使用Clavinova練習、以

得平板乏味。Clavinova系列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忠實模擬平

在平台鋼琴上演奏的表演者─他們在上台時不會感到緊張或

台鋼琴上各種可應用的表現，這有助於演奏者提昇聽力、

擔心，因為一切都一如往常，沒有不同。Clavinova鋼琴是演

並在演奏方式做出反應，這是學習鋼琴的一項重要技能。

奏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現代特色和多種色彩選擇，可與任

Clavinova鋼琴能回應輕微的觸碰變化，為演奏者提供廣泛

何室內設計及生活方式完美融合。

的表達方式，讓他們得以精進演奏能力。

生動的演奏型平台鋼琴音色

聲學設計思維

平台鋼琴的活力讓它好像被賦予了生命，而Yamaha致力於為

聲學設計是聲音創作的關鍵要素，這是因為數位鋼琴與原

Clavinova打造相同的能力，以產生豐富且自然的聲音。藉由

聲鋼琴的不同在於數位鋼琴是從揚聲器發出聲音。即使

模擬Yamaha CFX和貝森朵夫帝王級琴原始音源的獨特特性，

內含最高品質的音源，先進的聲學設計技術仍是讓樂器聽

即時計算整個樂器的殘響產生，進而實現目標。下一個挑戰

起來如同平台鋼琴不可缺少的元素。Clavinova設計的關鍵

是如何透過揚聲器和耳機，將這些著名的演奏型平台鋼琴的

在於使用樂音和殘響籠罩演奏者，以重現彈奏平台鋼琴的

聲音傳遞到演奏者的耳朵，讓這些聲音創造出真實平台鋼琴

愉悅感受。Yamaha必須具備所需的原聲鋼琴和專業聲學

的完整氛圍體驗。最後，歷經精密的實驗、研究和開發，適

設計能力，才能打造能夠發出最高質量樂音的揚聲器。透

當地為每個琴鍵在彈奏後安排起音時間，並配對發出相應音

過Yamaha獨特的專家合作，搭配創新的聲學技術和專業

調，擷取平台鋼琴的精髓。Yamaha的技術是源自於對頂級鋼

知識，讓Clavinova鋼琴得以再現平台鋼琴的生動聲像和音

琴的專業知識，方能對樂音的各個面相進行複雜調整。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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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735
PE
*1
8

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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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745
PE

B

R

WH DW WA
*2

CLP-775
PE
*1

B

R

WH DW WA
*1 *2 *2

CLP-785
PE
*1

B PWH
*1

CLP-765GP
PE PWH
*1 *1

CLP- 795GP
PE PWH
*1 *1

*1 受訂商品 *2 限定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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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 SERIE S
將您的客廳轉變為頂級鋼琴的表演空間

● 平台鋼琴模擬表現系統 ● GrandTouch / GrandTouch-S鍵盤
● 兩款世界級演奏平台鋼琴的擬真音色與共鳴 ● 再現原聲平台鋼琴
● 進階雙耳道取樣 ● 配備古鋼琴音色
● 搭配指導課程樂曲、節奏、藍牙Audio/MIDI、相容Smart Pianist應用程式，
以及其他只有數位鋼琴才能提供的娛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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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創新（RGE2）

Yamaha使用全新取樣，以打造兩款世界一流演奏型平台鋼琴的
音色─Yamaha CFX燦爛而明亮的聲音，以及貝森朵夫帝王級琴

CLP-700系列可將最細微的觸鍵轉換為無範圍限制的聲音，捕捉

溫暖而深厚的共鳴。這些鋼琴具備豐富有特性的音色，及生動的

您身為音樂家的性格。CLP-700系列借助最新技術，具備與平台

共鳴，根據您的彈奏和踏板使用，忠實地傳遞來自琴弦和音板的

式鋼琴相同的表現力，並提供比以往更優質的彈奏體驗，將您對

共振。更豐富的調性等級為您提供更大範圍的動態表達，這都是

數位鋼琴性能的期望提昇到更高。

前所未有。此外，使用雙耳道取樣打造兩款名琴音色，聲音即使
透過耳機也仍自然且飽滿，將原音維持在一定等級，讓您忘卻自

高感應的
GrandTouch™ /GrandTouch- S™鍵盤

己並非直接從樂器本身聽到聲音。享受自己有能力以最真切的
方式彈奏那些音域寬廣樂曲的體驗。

真實再現平台鋼琴聲響的
原聲設計
當 您 彈 奏 平台 鋼 琴 時，您 會 有 如 同 被 樂 器 共 鳴 所 籠 罩 的感
覺。CLP-700系列的高階型號使用平台鋼琴模擬表現系統，可模
擬平台鋼琴的聲響和音場。該技術重現彈奏平台鋼琴的完整體
當您輕柔、用力或在兩者之間的任何力度彈奏時，指尖所感覺到的

驗：琴槌感覺就敲打在您面前的琴弦上，琴弦的迴響在您的身旁

不同感受是反應而生的結果，就像真實平台鋼琴的琴鎚敲擊琴弦

盪漾，還有源自共鳴板聲音所產生的深度。打造這種真實環境的

一樣。GrandTouch/GrandTouch-S鍵盤具備更寬廣的動態範圍，產

關鍵在於每個低音、中音和高音揚聲器的最佳位置和平衡，以及

生與平台鋼琴非常接近的感覺。

額外的變換器。每個音調聽起來就像是從一台真實平台鋼琴上的
正確位置產生，變換器模擬聲音的延展，瀰漫整個空間。平台鋼琴

足以與平台鋼琴相提並論的音色表現

款式的琴身甚至可以用來模擬平台鋼琴聲音的發散，為聽眾營造
出沉浸其中的聆聽環境。

模擬平台鋼琴表現力系統是最先進的技術，模擬由平台鋼琴的
琴槌、琴弦、阻尼器和其他內部元件間複雜互動產生的多種音色
表現。藉由力度變化和清晰度產生不同音質的能力，讓您了解如
何控制指尖以增強音色表現的複雜性。這將強化演奏的樂趣，

古樂器音色，開啟古典樂世界的
另一扇大門

讓您感受到鋼琴演奏的精髓。

體驗兩款演奏型
平台鋼琴的獨特個性

CLP-700系列是Yamaha首款配備古鋼琴音色的樂器，它們是現
代鋼琴的先驅。古鋼琴發出的聲音比現代鋼琴的聲音更單純，而
且衰減得更快。使用這些音色彈奏莫扎特、貝多芬或蕭邦等人的
樂曲時，就能更清楚訴說出那些音符背後的原意，透過演奏古代
樂器，取得與歷史作曲家交流的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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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P S E R I ES
CLP-735

新的CFX和貝森朵夫取樣/雙耳道取樣
CLP-735忠實再現有力且明亮的Yamaha CFX及貝森
朵夫帝王級琴豐厚音色、自然的共鳴，以及其動
態範圍和多樣音色變化。使用耳機彈奏時，環繞
在身邊的氣氛足以消除壓力。

兩種古鋼琴音色、節奏、
USB音頻錄音器
配備深受莫扎特和蕭邦喜愛的兩款鋼琴音色。節
奏功能為簡單的演奏增添更多樂趣和火花。使用
USB隨身碟在個人電腦或其他設備上播放您的最佳
演奏。

容易操控的簡單介面
CLP-735WH

易於閱讀的畫面和練習曲功能的簡單介面。精緻

白色

的面板按鈕可以快速存取Yamaha CFX和貝森朵夫
帝王級琴音色。

PE
*1

B

WH

R

CLP-745
搭載木質琴鍵的Grand Touch-S™鍵盤
Grand Touch-S鍵盤具備平台鋼琴般的一致性，從
弱音到強音都擁有廣泛的動態演奏觸感，可提供
精確的音調控制。白鍵為實木製。

雙向揚聲器
獨立的中音和高音揚聲器,可產生富有深度的清晰
聲音。

Bluetooth®Audio / Bluetooth® MIDI
CLP-745B

在您的藍牙裝置上使用音樂應用程式，以從

黑色

Clavinova的揚聲器播放音樂或一起彈奏。您甚至可
以透過Yamaha的Smart Pianist應用程式無線連接樂
器。

PE

B

R

WH DW W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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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訂商品 *2 限定通路

CLP-775

Grand Touch™鍵盤與88鍵漸進式
琴槌/GP感應延音踏板
如同平台鋼琴，88鍵各自都是獨特、模擬出不同
的重量和回彈。GP感應延音踏板是為了提供如平
台鋼琴延音踏板的作用和回應而設計，讓您可以
在彈奏Clavinova時擁有真實觸鍵和感受。

Grand Acoustic Imaging/三向揚聲器
CLP-775配備各自獨立的低音、中音、高音範圍
揚聲器音箱。每個低音、中音和高音揚聲器都被
安排在最佳位置和平衡，額外的變換器打造出彷
彿來自平台鋼琴音板回音的自然音場。

觸控感應式控制面板
CLP-775R

觸控面板僅會在開啟時顯示文字，而在關閉面板

深玫瑰木色

時，面板宛如鋼琴烤漆般平滑。

PE

B

R

*1

WH DW WA
*1

*2

*2

CLP-785

配備琴鍵配重的Grand Touch™鍵盤
較長的支點長度讓您可以輕鬆地在鍵盤上的任何
位置彈奏，回應和音調會跟隨觸鍵而變化。此
外，琴鍵配重具備更佳的表現力，在彈奏弱音或
其他靈巧技法時，可以真實再現平台鋼琴的演奏
感受。

三向揚聲器/直立式鋼琴設計
低音、中音和高音揚聲器達到最佳平衡，安放在
琴身對應的位置以模擬平台鋼琴的聲響。額外的
轉換器從琴身頂部傳遞出豐富的聲音，產生類似
平台鋼琴音板共振的自然音場。

四種古鋼琴音色
CLP-785PE
光澤黑色

CLP-785配備四種古鋼琴音色。讓您沉浸在深受
莫札特、蕭邦及其他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作曲家
深愛的音色中，並對他們在作曲時的想法與感受
有更多了解，使現代鋼琴演奏出現一份新意。

PE
*1

B PW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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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P S E R I ES
*1 受訂商品 *2 限定通路

CLP-765GP

配備客製設計聲音系統的
迷你平台音箱
平台鋼琴的風格和設計為房間帶來一抹優
雅。深沉而寬廣的平台鋼琴樂音從頂蓋強而
有力地反射。

搭配烏壇調和象牙調鍵面的
GrandTouch-S™鍵盤
GrandTouch-S鍵盤具有平台鋼琴般的一致
性、從弱音到強音的寬廣動態觸鍵範圍,
GrandTouch-S可提供精確的音調控制。合成象
牙白鍵和仿真烏木黑鍵讓長時間演奏更為輕
鬆。

Bluetooth® Audio / Bluetooth® MIDI
CLP- 765GP
光澤黑色

在您的藍牙裝置上使用音樂應用程式，以從
Clavinova的揚聲器播放音樂、或一起彈奏。
您甚至可以透過Yamaha的Smart Pianist應用程
式無線連接樂器。

PE PWH
*1 *1

CLP-795GP

配備琴鍵配重的GrandTouch™鍵盤
較長的支點長度讓您可以輕鬆地在鍵盤上的任何
位置彈奏，回應和音調會跟隨觸鍵變化。此外，
琴鍵配重具備更佳表現力，在彈奏弱音或其他靈
巧技法時真實再現平台鋼琴的演奏感受。

平台鋼琴外型的原聲特色/
Grand Acoustic Imagin
低音、中音和高音範圍的各個揚聲器放置在不對
稱的位置,以充分利用平台鋼琴形狀的外型。額外
的轉換器使聲音像平台鋼琴那樣散發出來，讓演
奏者和觀眾都可以欣賞到美妙的表演。

CLP-795GPWH
光澤白色

平台鋼琴的優雅
CLP-795GP柔和的曲線和優雅的輪廓將平台鋼琴
的魅力轉化為一種全然時尚的模樣。

PE PWH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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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795GP

CLP-785

音色數量
古鋼琴音色

音色

38
2 種（莫札特鋼琴 / 蕭邦鋼琴）

模擬共鳴系統（VRM）

有
有

揚聲器

(50 W + 50 W + 50 W) x 2

鍵盤類型

CLP-735

(50 W + 42 W) x 2

30 W x 2

（16cm + 8cm + 5cm +
轉換器）x2

(16 cm + 8 cm) x 2

(16 cm + 5 cm) × 2

16 cm x 2

有

-

GrandTouch™ keyboard

GrandTouch-S™ keyboard
_

有

88 鍵漸進式琴槌

GP 感應延音踏板

(50 W + 50 W) x 2

-

（16cm + 8cm +2.5(dome) + 轉換器）x2，
雲杉椎揚聲器

木質琴鍵（白鍵）

平衡配重

(42 W + 50 W + 50 W) x 2

有

揚聲器音箱

_

有
_

有

_

有

USB 音頻錄音器

WAV
20

節奏
內建藍牙 Audio/MIDI
控制面板

CLP-765GP

4 種（史卡拉第鋼琴 / 莫札特鋼琴 /
貝多芬鋼琴 / 蕭邦鋼琴）

平台鋼琴模擬表現系統
擴大器

功能

CLP-745

53 音色 + 14 鼓音色 /SFX 音效 + 480 XG 音色

Grand Acoustic Imaging

觸鍵 & 腳踏板

CLP-775

新版 Yamaha CFX、貝森朵夫帝王級琴，新版 CFX 雙耳道取樣 & 貝森朵夫雙耳道取樣

鋼琴音色

_

有
觸碰式

按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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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技 術

可演奏性
─鍵盤與腳踏板
經過數個世紀的演進，平台鋼琴已經擁有明確的結構屬性以及為
了增強可演奏性而誕生的巧妙機制。Yamaha針對樂器的基本機械
原理和演奏者的感受進行詳盡研究，進而使Clavinova鋼琴能夠再
現真實彈奏平台鋼琴的感受。處處可見Yamaha的創造力，每個
琴鍵的重量和回彈都經過校準，以複製在平台鋼琴上彈奏相同
琴鍵的感覺；重複機制仰賴的是三個專屬的感應器，用來檢測
按鍵動作最細微的差別，以忠實再現顫音和其他重複演奏音符
的清晰度。
還有更多機制使Clavinova鋼琴的可演奏性與平台鋼琴的可演奏性
盡可能相近，包括智能離合器─防止琴槌在敲打後減弱琴弦的振
動，以及嵌在每個琴鍵、用以平衡琴鍵與發聲機制的配重 ，增

各個琴鍵有不同觸感的數位鋼琴技術，產生與平台鋼琴上相應

強對最柔和聲音的靈敏度、最細膩的清晰度。踏板和琴鍵材料也

琴鍵的回應與重量。

會影響可演奏性，畢竟，這是鋼琴家彈奏樂器必須觸摸的東西。

＊有些GrandTouch-S鍵盤也配備木質琴鍵。

因此，Yamaha以具備高吸收性、防滑的琴鍵材料和逼真的踏板，
重現平台鋼琴的演奏體驗，進而轉換為理想音色。

GP 感應延音踏板
＊配備於CLP-785 / 795GP

使用延音踏板可以微妙地改變鋼琴聲音的性質，這是演奏者用來
原始鋼琴琴槌

Clavinova GrandTouch鍵盤

傳達心中所想的音樂畫面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Clavinova數位鋼琴配備延音踏板，可連續偵測踩踏深度，並且支
援半踩踏板功能，讓演奏者可以對踏板的踩踏和返回進行微調，
進而改變鋼琴樂音的深度和特色。
進階型號配備GP感應延音踏板，可提供平台鋼琴風格的阻力曲
線，在輕踩時感覺更加輕巧、逐漸加強踩下力道時則變得愈來
愈重。藉此，演奏者可以習慣細微踩踏差別產生的微妙差異。

智能離合器

配重鎚

GrandTouch™ / GrandTouch-S™ 鍵盤
Yamaha最新的鍵盤設計擁有廣大動態範圍，無論是細緻還是大膽
的觸鍵，都能透過演奏者的指尖，忠實地在寬廣的音色範圍中反
應每一個細微差異。極度相似平台鋼琴的琴槌，重現琴槌敲擊琴
弦時產生的美妙的反應，進而精確控制音色。具備高吸收性的合
成象牙白鍵及仿真烏木黑鍵，讓您即使長時間彈奏時也能避免滑
手，感受有如平台鋼琴。
此外，GrandTouch鍵盤還配備木質琴鍵

。樂器的樞軸距離是

Yamaha數位鋼琴中最長的設計，您可以輕鬆地在琴鍵任何一個
位置彈奏。最後，Yamaha的88鍵漸進式琴槌是唯一一種得以讓
16

＊配備於LP-775 / 785 / 795GP

靈敏度

音質

─平台鋼琴模擬表現系統

─音調產生與聲學科技

平台鋼琴中的琴槌、止音器和琴弦之間的交互作用與互動，讓

Clavinova的聲音是Yamaha歷經時間考驗的製琴專業知識與數位技

演奏者的觸感有著極細微的差異，由此創造出無限的音調表現

術融合的結果，Yamaha先進的數位技術同樣得來不易。我們的工

範圍。觸鍵指的是演奏者的控制能力，除了彈奏和釋放琴鍵時

程師將靈敏度注入每個基本鋼琴元素中，從豐富的音色表現、到

的強度（柔音/強音），還包括按下琴鍵的速度和深度。CLP-700

自然衰減，從深沉的共鳴、直到聲音消散前一刻的細膩變化。

系列導入的平台鋼琴模擬表現系統，將來自演奏者手指的多樣演

創造聲音是賦予數位鋼琴生命的關鍵要素，始於對平台鋼琴音

奏轉換成與彈奏平台鋼琴相同的無限音調變化。

色的取樣。原聲鋼琴是高度敏感的樂器，其音色和共鳴會隨溫

即使應用顫音或連音技巧、或在伴奏上強調旋律，都可以透過彈

度、濕度和其他環境因素的微小變化而有差異。Yamaha經驗豐

奏不同深度、不同速度的琴鍵，來改變樂音成果。模擬平台鋼琴

富的鋼琴調音師將他們對原聲鋼琴特性的熟稔，帶給創造數位鋼

表現力系統精於忠實在許多名曲中再現這些技術的理想樣貌。在

琴音色的專家，兩者將各自的技能與敏感性與原聲平台鋼琴無瑕

德布西的「月光曲」中，分散的觸鍵產生迷茫的音調，使旋律更

結合，直到創造出心目中期盼的聲音：平衡、和諧、鋼琴所能產

加清晰。在李斯特的「嘆息」中，伴隨的琶音在不喧賓奪主的情

生的最好的音色。接著，這個高度優化的聲音，在工程師將錄音

況下突出旋律，旋律的多樣表現創造出如同人聲的品質。蕭邦夜

麥克風調整到毫米等級的狀態下逐一錄下88個琴鍵的音色。最後

曲結尾處所需的顫音、連奏和其他精巧彈奏技術，讓手指有如漂

使用最新的聲學設計技術，將平台鋼琴的聲音透過揚聲器傳遞給

浮在琴鍵上，舞出樂曲所需的輕快、流暢音調表現。在擁有高度

演奏者。這項先進的技術和複雜的工程，是讓Clavinova鋼琴配備

表現力的鋼琴上彈奏這類樂曲，有助於演奏者學習各種技巧，於

豐富的平台鋼琴音色的必要條件。

音樂這塊畫布上透過聲音體驗表現樂趣。

Yamaha CFX /
貝森朵夫帝王級琴音色

音調變化
快
深厚
精實

有力
明亮
良好平衡
豐富

觸鍵
速度

溫暖
柔和

輕巧
Yamaha CFX

慢
極弱

小聲

大聲

Bösendorfer Imperial

極強
此為示意圖

Clavinova的平台鋼琴音色是從數款世界著名演奏型平台鋼琴所錄
製，其一即為Yamaha旗艦級演奏型平台鋼琴CFX。世界各地的鋼
琴演奏者都著迷於演奏型CFX令人印象深刻、心曠神怡、富有表
現力的音色。另一款取樣的演奏型平台鋼琴是貝森朵夫的旗艦
琴款：帝王級琴。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維也納鋼琴品牌，擁有
廣大的崇拜群眾。帝王級琴以其豐富的色調和自然溫暖的感覺聞
名，Yamaha透過仔細記錄88琴鍵中各個琴鍵的整體音域範圍，忠
實再現了這幾款演奏型平台鋼琴的特質，並進行微調，以捕捉每
款鋼琴應有的最和諧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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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共鳴系統
琴弦共鳴

優化技術可在耳機中複製聲音的自然擴散，這些鋼琴音色的成果

雙鳴共鳴

近乎與採用雙耳道取樣的CFX和帝王級琴相同。

延音共鳴

琴身共鳴
-邊框
-音板

經典古鋼琴音色

平台鋼琴的魅力之一來自整體樂器振動所產生的共鳴。Clavinova
鋼琴透過一種稱為模擬共鳴系統（VRM）的突破性技術，精巧地
再現這種豐富的共鳴。VRM藉由模擬琴弦振動時傳播到音板和其
他琴弦時所產生的複雜的共鳴音調，產生豐富多樣的聲音，這些
都與琴鍵彈奏和腳踏板踩踏的時間及強度相對應。CLP-700系列鋼
琴甚至能複製止音器從琴弦上抬起時發出的聲音，還能重現雙重
共鳴音階、琴弦、音板和琴體共鳴。Clavinova鋼琴讓您享受有如
來自平台鋼琴整體琴身的瞬間動態和深沉共鳴樂音。

雙耳道取樣 /
為耳機設計的立體聲優化器

古鋼琴是莫扎特、貝多芬、蕭邦和其他作曲家在現代鋼琴出現
之前彈奏的一種古樂器。我們在最新的CLP-700系列

鋼琴中配

備了多達四種古鋼琴音色，期待演奏者在彈奏古樂器時，能更
忠實遵循作曲家在百年前樂譜上標出的音譜記號，進而更直觀
地理解作曲家的初衷。與現代鋼琴相比，古鋼琴的聲音衰減更
快，依照樂譜演奏古鋼琴時，對於作曲家意圖表達時間點和長
度的理解可以更加清晰。此外，當演奏者回去使用現代鋼琴音色
演奏時，Clavinova能夠為「如何在現代鋼琴上表現」提供新的見
雙耳道取樣是一種採樣方法：將特殊的麥克風放置在人體模型的

解。我們希望為古典鋼琴學生提供彈奏古鋼琴的機會，讓他們對

頭部，其位置與演奏者的耳朵相同，以真實方式捕捉鋼琴聲音。

那些名流青史作曲家的音樂性與歷史背景有更多了解。

我們選擇以這種方法來打造Clavinova鋼琴的氛圍和完整、自然的
共鳴，讓演奏者即便是戴著耳機演奏，感覺也像坐在一架平台鋼
琴前。這種體驗令人沈醉，無論持續演奏了多久時間，都能幾乎
忘卻自己其實戴著耳機。
CLP-700系列 鋼琴中的貝森朵夫帝王級琴和Yamaha CFX音色使用
了雙耳道取樣技術。Yamaha透過特別研發的人體模型頭部和用於
錄製的模型耳朵，完成清晰度更高的雙耳道音色。
我們還開發了立體聲優化器，以達到與鋼琴相同的效果。立體聲
18

平台鋼琴聲學聲響
複製演奏原聲平台鋼琴時所感受的深度。平台鋼琴型號的外殼設
計會激發揚聲器發出的平台鋼琴樂音輻射，為聽眾營造了豐富的
聆聽環境。
＊配備於CLP-775 / 785 / 795GP

雲杉椎形喇叭

當演奏者彈奏平台鋼琴時會讓樂器整體產生共鳴，籠罩於瀰漫在
空氣中的各種聲學元素組合所產生的多樣音調中，沉浸在擴散的
聲音和殘響裡。CLP-700系列的高階型號 透過平台聲學成像，呈
現這個令人愉悅的感覺。儘管數位鋼琴的尺寸精簡，但最新的聲
學設計和測量技術可產生與平台鋼琴相同的聲響和音場。我們在
低音、中音和高音揚聲器間取得最佳平衡及位置安排，以達到平
台鋼琴的聲音輻射和核心特質，進而使透過揚聲器傳出的聲音聽
起來像是從真實平台鋼琴的正確位置產生。揚聲器的位置和平衡

以我們在製造原聲鋼琴和高階揚聲器方面的經驗為基礎，Yamaha

在演奏者面前重現琴槌敲擊琴弦的感受，琴弦的共鳴逐漸消散。

CLP-785 / 795GP揚聲器音錐使用與製造原聲鋼琴音板相同的雲杉

我們還使用拾音器呈現源自全數平台鋼琴音板聲音的完整殘響，

木漿，讓您彈奏琴鍵時的聲音和回應更近似原聲鋼琴。

透過藍牙音頻無限連接

多重音軌樂曲錄音器
在Clavinova數位鋼琴配備的錄音功能讓您可以一鍵錄下您的演
出，這在您想要客觀審視自己的表演時非常實用。除此之外，

智慧型裝置

您最多能錄下16個音軌、同時播放，可以分別錄下個別手的彈
奏，或用不同的音色編輯聲部。
＊錄音為MIDI格式，也可以錄至USB隨身碟。需要兼容軟體方能在電腦播放
錄音。
Clavinova

USB音頻錄音器
將演奏錄至USB隨身碟並創造可以於電腦儲存與播放的音頻檔
您可以透過具備藍牙的智慧型裝置，使用Clavinova的音頻系統播
放音樂，可串流的音頻數據包含mp3檔案，以及應用程式中的音

案

，以與您的朋友分享、或燒錄CD。

＊數據以WAV格式儲存。

頻。享受與您的智慧型裝置中樂曲彈奏的快樂時光。
＊配備於CLP-745/775/785/765GP/795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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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與線上服務―
讓它們協助您擴展音樂版圖
Clavinova額外好處：透過應用程式和線上服務，探索享受音樂的新方法。
輕鬆擁有多樣的樂曲選擇及樂譜檔案。

Smart Pianist
Smart Pianist 是可以搭配 Yamaha 數位鋼琴使用的免費應用程式，您可以用來自行解析任何商用樂曲，
然後展示它們的和弦編排樂譜。這個簡單的應用程式可以幫助您大幅提昇生活樂趣─它甚至可以用來
輕鬆設定樂器！

請參閱Yamaha網站上的Smart Pianist應用程式頁面，了解操作系統和裝置的相容性資訊。

立即彈奏您最愛的樂曲

各類型鋼琴練習曲

Smart Pianist可以分析智慧型

Smart Pianist可以播放內建和商用樂曲，您可以單純聆聽或跟著彈奏。它也能顯示數百

裝置中的樂曲，創作讓您可以

首內建MIDI樂曲的音符，您還可以從Yamaha MusicSoft購買更多樂曲，盡情享受。

跟隨的和弦編排。

https://www.yamahamusicsoft.com/

和弦編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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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選音色
簡單做設定
使用此應用程式設定多種樂器的音色，包含鋼琴、管風琴和薩
克斯風，並調整參數，例如表演場地殘響以及其他影響樂器音
色的要素。您也可以設定移調、調音、腳踏板和聲學設定，輕
鬆又直觀。
音色設定和設定功能依據型號而異。

Smart Pianist與Clavinova的兼容性
功能

CLP

鋼琴工坊

有

音色

有

伴奏

-

樂曲

有
樂譜瀏覽

有

和弦分析

有

Audio To Score

-

串流燈號/
指示燈號

-

CLP

功能
使用藍牙MIDI無線連接

使用
傳輸線連接
(iOS裝置)

有

iPad Pro
(11吋或12吋,第三代)

Apple USB-C數位AV多埠轉接頭或
Apple USB-C VGA多埠轉接頭,以及USB傳輸線

除了
iPad Pro第三代
之外的裝置

Apple Lightning to USB相機轉接頭
以及USB傳輸線

USB轉接頭和USB傳輸線

使用傳輸線連接(Android裝置)

線上服務―Yamaha MusicSoft
拜訪我們的Yamaha MusicSoft線上商店，瀏覽數千首可以彈
奏的樂曲檔案，專為了協助您彈奏您最愛的藝術家作品、最
USB 傳輸線

流行樂曲所設計。下載多樣伴奏風格，讓專業樂團隨著您的
指尖演奏。New Style非常適合用來練習或演出，而且還有非
常好用的譜曲工具！
https://www.yamahamusicsoft.com

個人電腦

Clavinova

「簡單數據傳輸」您僅需要一個USB隨身碟或USB傳輸線，
就可以用個人電腦管理您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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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tions
CLP-795GP

型號

CLP-785

鍵盤數

CLP-775

88
GrandTouch鍵盤：木質琴鍵（白鍵），
象牙調白鍵，烏壇調黑鍵，智能離合器

類型
鍵盤
觸鍵感應
88鍵漸進式琴槌

有
有

平衡配重

-

Yamaha CFX，貝森朵夫帝王級

鋼琴音色

有（僅Yamaha CFX和貝森朵夫帝王級音色）

雙耳道取樣

模擬共鳴系統、平台鋼琴模擬表現系統、離鍵取樣、平滑釋放

鋼琴效果

256

最大發聲數

音色

53音色 + 14鼓音色/SFX音效 + 480 XG音色

音色數
效果

音色重疊

踏板數

踏板

38
音色分割

GP感應延音踏板

有
殘響：6種

種類
效果

合唱：3種

明亮度：7種＋User

有

立體聲優化器
內建樂曲

25音色示範樂曲+ 50古典樂曲 + 303練習曲

21音色示範樂曲 + 50古典樂曲 + 303練習曲
250

樂曲數量

錄音音軌數
USB音頻
錄音器

16
80分鐘

錄音時間（最長）

總容量約1.4 MB
USB隨身碟

外部記憶體

顯示畫面
面板

其他功能

首

WAV（44.1 kHz, 16 bit，立體聲）

錄音/ 播放
內建記憶體

容量

效果：12種

有

智慧聲學控制（IAC）

樂曲 (MIDI)

雙人演奏

3：延音（含半踏功能）、特定延音、柔音

類型：全點陣LCD/尺寸：128 x 64 dots

類型/ 大小
語言

英文、日文

類型

觸控感應

語言

英文

節奏

20
有

鋼琴工坊

節拍器、速度範圍、移調、調音、音階類型等

其他
藍牙Audio/MIDI*

有

USB TO DEVICE

有

USB TO HOST

有

連接
其他連接

耳機 x 2，MIDI (IN/OUT/THRU)
AUX PEDAL，AUX IN (Stereo Mini)，AUX OUT (L/L+R,R)

耳機 x 2，MIDI (IN/OUT/THRU)
AUX IN (Stereo Mini)，AUX OUT (L/L+R,R)

(50 W + 50 W + 50 W) x 2

(42 W + 50 W + 20 W) x 2

擴大機
音響系統

揚聲器
有

音箱

PA-500

AC整流器
電源供應

60 W
（使用PA-500整流器時）

耗電量
鍵盤蓋

琴體

滑蓋式

折疊式

滑蓋式

有，譜夾

譜架
耳機掛架

尺寸（寬×深×高）
（譜架抬起／琴蓋抬起）

50 W
（使用PA-500整流器時）

有

CLP-795GP / 795GPWH
1,430 x 1,237 x 1,577 mm

CLP-785PE / 785PWH
1,467 x 477 x 1,029 mm
CLP-785B
1,461 x 476 x 1,027mm

CLP-775PE
1,466 x 465 x 1,137 mm
CLP-775B / 775R / 775DW /
775WA / 775WH
1,461 x 465 x 1,136 mm

CLP-775PE｜74kg
CLP-795GP / 795GPWH｜129kg

重量

CLP-785PE / 785PWH｜87kg
CLP-785B｜84kg

* 藍牙音頻/MIDI功能可用性視國家而定。
手冊中的琴體顏色和烤漆可能會與實際商品有差異。如在規格和外觀有所變更,將不會提前告知。
圖文中出現的iPad/iPhone、連接器、路由器等並不包含在商品中。
iPad、iPhone和iPod touch是Apple Inc.在美國及其他各國的註冊商標。
GrandTouch是Yamaha Corporation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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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775B / 775R / 775DW /
775WA / 775WH｜71kg

CLP Series
CLP-745

型號

CLP-765GP

CLP-735

88

鍵盤數
GrandTouch-S 鍵盤：
木質琴鍵（白鍵）， 象牙調白鍵，
烏壇調黑鍵，智能離合器

類型
鍵盤

GrandTouch- S鍵盤：象牙調白鍵，
烏壇調黑鍵，智能離合器

觸鍵感應
-

88鍵漸進式琴槌
平衡配重

-

鋼琴音色

Yamaha CFX ，貝森朵夫帝王級
雙耳道取樣

有（僅Yamaha CFX和貝森朵夫帝王級音色）
模擬共鳴系統、平台鋼琴模擬表現系統、離鍵取樣、平滑釋放

鋼琴效果
音色

最大發聲 數

256

音色數

38

效果
踏板

音色重疊

踏板數
GP感應延音踏板

立體聲優化器

顯示畫面
面板

其他功能

效果：12種

21音色示範樂曲 + 50 古典樂曲 + 303 練習曲
250

樂曲數量

錄音音軌數

容量

明亮度：7種＋User

有

內建樂曲

USB音頻
錄音器

合唱：3種

有

智慧聲學控制（IAC）

樂曲 (MIDI)

雙人演奏

殘響：6種

種類
效果

音色分割

3：延音（含半踏功能）
、特定延音、柔音

16
80分鐘

錄音時間（最長）

首

WAV（44.1 kHz, 16 bit，立體聲）

錄音/ 播放

總容量約1.4 MB

內建記憶體

USB隨身碟

外部記憶體

類型：全點陣LCD/尺寸：128 x 64 dots

類型/ 大小
語言

英文、日文

類型

按鍵

語言

英文

節奏

20
有

鋼琴工坊

節拍器、速度範 圍、移調、調音、音階類型等

其他
藍牙Audio/MI DI*

-

有

USB TO DEVICE

有

USB TO HOST

有

連接
耳機 x 2，MIDI (IN/OUT/THRU)，
AUX IN(Stereo MINI)，AUX OUT (L/L+R, R)

其他連接

擴大機
音響系統

揚聲器

(16 cm + 8 cm) x 2

(16 cm + 5 cm) x 2
-

音箱
PA-500

AC整流器
電源供應

耗電量

40 W
（使用PA-500整流器時）

鍵盤蓋
琴體

PA-300C
30 W
（使用PA-500整流器時）
滑蓋式

耳機掛架

有

CLP-745PE
1,466 x 459 x 1,097 mm
CLP-745B / 745R / 745DW /
745WA / 745WH
1,461 x 459 x 1,096 mm

CLP-765GP / 765GPWH
1,430 x 1,147 x 1400 mm

CLP-745PE｜63kg
重量

18 W
（使用PA-300整流器時）

有，譜夾

譜架

尺寸（寬×深×高）
（譜架抬起／琴蓋抬起）

16 cmx 2

CLP-745B / 745R / 745DW /
745WA / 745WH｜60kg

CLP-765GP / 765GPWH｜106kg

CLP-735PE
1,466 x 459 x 1,082 mm
CLP-735B / 735R / 735WH
1,461 x 459 x 1,081 mm

CLP-735PE｜60kg
CLP-735B / 735R / 735WH｜5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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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經銷商

22063 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 1 號 2 樓 Tel : 02-7741-8888 Fax : 02-7739-5588
免付費商品諮詢專線：0809-091-388（週一∼週五 9:00~18:00） http://tw.yamah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