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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簧管
使用說明書

注意事項
使用前請先閱讀

下列注意事項關係到樂器的正確和安全使
用，以避免您與他人的任何損失或傷害。請
確實遵守這些注意事項。
兒童使用樂器時，監護人應向兒童清楚說明這些
注意事項，確保他們完全瞭解並注意遵守。閱讀
後請將此說明書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備日後參考。

n 關於圖示

	：此圖示表示應注意的事項。

	：此圖示表示禁止的行為。

 注意	
不遵守此標記的指示事項可能會導致損失或

傷害。

 請勿在他人附近丟擲或揮甩樂器。
吹嘴或其他部件可能會掉落，砸到其他
人。務必輕柔地對待樂器。

 避免兒童誤食保養油、清潔蠟等物品。
將保養油、清潔蠟等物品放在兒童接觸
不到的地方，避免保養時有兒童在場。

 保養過程中請小心不要觸碰彈簧針。
為了讓按鍵反應更加順暢，高階型號的
彈簧針尾端都非常尖銳。

 請注意氣候狀況，像是溫度、溼度等。
讓樂器遠離暖氣等熱源。禁止在極端溫
度或濕度的環境中使用或存放樂器。否
則可能會損壞按鍵平衡、連結處或皮墊，
而導致演奏過程出現問題。

 請勿使用苯類或稀釋劑進行樂器保
養。
否則可能會導致樂器損壞。

 小心不要損傷樂器。
將樂器放在不平穩的地方可能會導致樂器
掉落損壞。注意放置樂器的位置和方式。

 請勿改造樂器。
改造樂器除了會導致保固失效，還可能
會造成樂器無法維修。

 請將小零件放在嬰兒無法接觸的地方。
您的孩童可能會不小心吞下這些零件。

有表面鍍層的銅管樂器，鍍層顏色可能會
隨時間而改變，但不會影響到樂器的演奏
表現。褪色初期可以透過保養來去除（褪
色越久就越難去除）。

*	請使用樂器特定類型漆面所指定的附件。
另外，金屬清潔蠟會去除些微的漆面表層，
使得漆面變薄。使用清潔蠟之前，請注意
這一點。

注意—可調式拇指墊
l 調整方式

1. 將固定螺絲轉鬆，並將拇指墊調整至
所需的位置。

* 取下固定螺絲可能會遺失，所以只
要將螺絲轉鬆至可以調整拇指墊的
位置即可。

2. 使用螺絲起子或硬幣鎖緊固定螺絲，
將拇指墊鎖至定位。

  

注意—使用吊帶環
（僅適用於拇指墊上附吊帶環的樂器。）

•  使用時，將吊帶掛在脖子上，然後將
吊帶的掛鈎穿過吊帶環。

•  以吊帶鈎勾住樂器的吊帶環，或是在
吹奏時，一律都要用手托住樂器。讓
樂器掛在吊帶鈎上而沒有加以支撐，
會讓吊帶環承受過多重量，可能會導
致損壞。此外，如果吊帶環從吊帶鈎
上脫落，樂器將可能掉落。請小心使
用。

吊帶環

固定螺絲

拇指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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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木製單簧管的管身是用天然的非洲黑木製成 （其他型號則是用具極強耐候性的
ABS樹脂製成）。 因此， 急劇的溫度或濕度變化可能會導致管身出現裂痕，
或管身各部件在接合處組裝時出現困難。 請仔細考量使用樂器的地點和方式。

l 在冬天， 請等到整組樂器調整至室溫後再使用。

l 如果是新購樂器，請勿長時間使用。前兩週每天只能吹奏大約 20至 30分鐘。

l 盡可能用通條布去除樂器中的水分或髒汙。

木製單簧管是非常脆弱的樂器。 請勿在下列的情況中使用。 否則可能會導致管
身損壞。

l 請勿將樂器長時間曝曬於陽光直射下。

l 請勿讓樂器淋雨或放在濕氣過重的地方。

l 請勿將樂器靠近熱源， 像是暖爐、 暖氣。

l 請勿將樂器放在冷空氣中， 像是空調的冷氣口。

須知
關於膠管 （ABS樹脂） 型號：

• 請遠離高溫物品， 否則會有變形的風險。
• 避免接觸到植物油 （用於木管樂器內部的護木油等）， 以防劣化的風險。

• 在接合處使用與配件相同的 Yamaha軟木膏。

為保持您的樂器在良好的狀態， 請留意下列注意事項。

l 吹奏完畢後， 請使用通條布去除水分或髒汙 （請見第 9 頁的 「樂器保養」
章節）。

l 一段時間不使用樂器時， 請先用通條布去除水分和髒汙， 再將樂器的按鍵朝
上放在穩固的表面上。

l 使用完畢後務必將樂器放回樂器盒。 請勿放在高溫或濕度過高的環境。

l 請勿將濕的紗布或通條布留在樂器盒中。

l 運送樂器時， 請務必套上吹嘴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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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各部位名稱

q 吹嘴
w 束圈
e 調音管
r 上節管
t 按鍵
y 主體
u 下節管

i 揚音管
o 高音鍵
!0 脖管
!1 上脖管
!2 下脖管
!3 緊固螺絲
!4 支撐桿

配件

l 吹嘴蓋   l 軟木膏
l 清潔布

* 設計和規格上可能會有改善更動， 將不再另行通知。

Eb單簧管 Bb/A單簧管 中音單簧管 低音單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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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

組裝樂器前， 請留意下列事項。
單簧管是由天然木材和精密的金屬件所製成。 握持和組裝樂器時， 請小心
不要對按鍵過度用力。

若組裝樂器時難以接合， 可以在接合處塗抹一層薄薄的軟木膏， 再試著接
合一次。 塗抹軟木膏時， 請小心不要塗抹過量。 如果仍無法順利套接，
可以在接口內側也塗上一層薄薄的軟木膏。

n 組裝
Bb/A單簧管

1. 將調音管接到上節管， 揚音管接
到下節管。

2. 連接上下節管的橋鍵時， 如圖示
用左手握住上節管， 再按壓上節
管的按鍵以升起橋鍵。

3. 右手握住下節管並確認橋鍵的位
置。 轉動下節管， 將下節管與上
節管套緊。

* 確保上下橋鍵不會互相碰撞。

4. 上下節管接好後再安裝吹嘴。

Eb單簧管

1. 將調音管和揚音管安裝到主體上。

2. 將吹嘴安裝到調音管上。

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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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

中音單簧管 / 低音單簧管

揚音管
橋鍵

1. 安裝揚音管至下節管。
 右手托住揚音管的底部， 將揚音
管稍微往接合處推進。

2. 用右手拇指按住揚音管上的鍵片，
再將揚音管完全推進連接至下 
節管。

 在安裝時， 插入支撐桿， 讓樂器
可以平穩地立在地上。

3. 組裝上下節管。
 檢查橋鍵位置，對齊上下橋鍵後，
直接將上下節管套在一起， 而不
要轉動。

* 確保上下橋鍵不會互相碰撞。

4. 安裝脖管至上節管。
l 中音單簧管
 安裝吹嘴至脖管後， 再將脖管
插入上節管。

l 低音單簧管
 安裝好上下脖管後， 再用緊固
螺絲固定住。

 接著將吹嘴安裝到上脖管， 再
將吹嘴與脖管組件安裝到上節
管上。

5. 依您的姿勢調整
支撐桿長度。

支撐桿

組裝時請注意

 由於在中 /低音單簧管上， 脖管、 上
節管、 下節管和揚音管的橋鍵都突出於
主體外， 組裝時要小心不要損壞或彎折
這些橋鍵。 特別是中音單簧管的揚音管
和音孔較細， 在組裝時請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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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

n 安裝簧片
1. 用嘴或少許的水浸濕簧片。
 將束圈從吹嘴的尖端套至圖上的位
置。

吹嘴

束圈

簧片

2. 將簧片裝到吹嘴上。 
首先， 裝上簧片， 使吹嘴頂緣稍
微超出簧片頂緣， 然後轉緊束圈
螺絲將簧片固定住。

簧片

束圈螺絲

* 吹奏完畢後， 用紗布將簧片擦
乾， 再放入簧片盒中。

 由於簧片和吹嘴都是容易損壞的
部件， 在演奏的空檔時， 請務
必套上吹嘴蓋。

吹嘴蓋

n 調音

因為樂器的溫度變化會影響到音準，
所以在調音前需要先朝管內吹氣，
使其變暖後再調音。

l A、 Bb和 Eb單簧管
 透過將調音管插緊或拔開來為
單簧管調音。

音準偏高時。

音準偏低時。

調音管

l 中音單簧管
 透過將脖管插緊或拔開來為中
音單簧管調音。

音準偏
高時。

音準偏
低時。

脖管

l 低音單簧管
 鬆開緊固螺絲後， 透過將脖管
插緊或拔開來為低音單簧管調
音。 調音完畢後再將緊固螺絲
轉緊以固定脖管。

音準偏
高時。

音準偏
低時。

上脖管
緊固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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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保養

n 吹奏後的樂器保養
單簧管吹奏完畢後， 依照下列程序去除樂器中的水分和髒汙。

l 吹奏完畢後，從吹嘴上取下簧片，
再用紗布將簧片擦乾， 然後存放
到簧片盒中。

l 取下簧片後， 用隨附的通條布清
理吹嘴內部。

 同時也用通條布清理主體和脖管 
內部。

* 請勿將通條布直接從吹嘴中拉
過， 以免損傷到吹嘴末端。

* 請隨時維持通條布的清潔乾
燥。

 接合處容易殘留水分， 可能會產
生裂痕， 所以請用紗布仔細地擦
乾。

* 即便在吹奏的空檔時， 也請盡
可能擦乾管身內部。

l 如果皮墊濕掉， 請將吸水紙 （另
售） 放到皮墊和音孔之間， 再輕
壓皮墊吸乾水分。

l 用軟布拭除管身表面的髒汙和油
漬， 小心不要損傷按鍵等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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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每月一到兩次保養
l 用音孔清潔棒 （另售） 清除音孔
內或按鍵間的髒汙。

樂器保養

* 小心不要彎折任何部件。
* 小心不要損傷皮墊。

l 將少許按鍵油 （另售） 滴在按鍵
的軸部， 再輕壓按鍵讓油均勻滲
入。

* 請勿滴入過量的按鍵油。
* 請將按鍵表面的油擦拭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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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雜症

音色不清晰， 或樂器音調不準。

 如果皮墊損壞、 樂器漏氣， 請
將樂器送請經銷商維修。

¨ 請勿重壓按鍵。 將樂器放進
樂器盒時， 請確定未將任何
物品堆放在樂器上方。

 如果管身出現裂痕， 請將樂器
送請經銷商維修。

¨ 急劇的溫度或濕度變化可能會
導致管身出現裂痕。 請勿將
樂器直接暴露在過於冷熱的空
氣中。

按鍵不靈敏。 按鍵無法活動。

 如果是彈簧移位， 請嘗試將彈
簧移回原本的位置即可修正此問
題。

¨ 將彈簧鈎回原位時， 請小心
不要彎折彈簧。 進行樂器保
養或用布擦拭樂器時， 均有
可能讓彈簧移位。 請小心使
用。

 如果按鍵被折彎， 請將樂器送
請經銷商維修。

¨ 請勿讓樂器承受過多外力，
例如摔落樂器， 或是在樂器
上方堆放物品時直接關上樂器
盒等。 此外， 吹奏完畢後，
請將樂器放回樂器盒。此時，
請注意樂器盒中無任何物品壓
在按鍵上。 組裝樂器時， 請
小心不要過度用力按壓按鍵。
在演奏空檔和練習的休息時
間， 都請握好樂器。

接合處太緊或太鬆。

 如果接合處太緊， 請塗抹少量
的軟木膏在接合處。 如果未能
改善， 請在接口內側也塗上少
量的軟木膏。

¨ 溫度和 /或濕度變化可能會導
致節管收縮或膨脹。 吹奏完
畢後， 請務必將樂器放回樂
器盒， 不可留在盒外。

 如果接合處磨損， 請將樂器送
請經銷商維修。

¨ 適度塗抹軟木膏可以讓軟木多
一層防護， 避免磨損。 如果
軟木磨損， 請將樂器送請經
銷商維修。

按鍵有雜音。

 按鍵缺油乾澀時， 可以滴上按
鍵油， 並將鬆掉的螺絲轉緊。

¨ 每月滴一次按鍵油 （每處 1-2 
滴） 防止磨損。 另外， 木
管樂器有很多小螺絲， 請檢查
有無鬆動的螺絲並將之轉緊。

 軟木或按鍵皮墊脫落或磨損。
樂器可能受到撞擊， 導致按鍵
碰撞管身或其他按鍵。 如果出
現這種情況， 請將樂器送請經
銷商維修。

¨ 妥善保管樂器， 避免軟木或
皮墊脫落。 吹奏完畢後請，
將樂器收回樂器盒中。 在演
奏空檔和練習的休息時間，
也要握好樂器， 避免重壓到
樂器或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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