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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感谢您购买 Yamaha Venova™。
Venova 是一种全新的管乐器，使用类似八孔竖笛的简单指法呈现单簧乐器
的表现力。与常规管乐器相比，它更容易保养也更耐用。 Venova 小巧轻
便，可以让您在任何地方享受音乐。

请通读本使用说明书，了解有关如何正确组装此乐器并使其尽可能长久处于

最佳状况的说明。阅读后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备日后参考。

*本手册包含有关 Venova 保养和操作的说明。有关如何演奏此乐器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另外一本单独的手册《让我们演奏 Ve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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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ova™ 是一种分支管管乐器，由 Yamaha Corporation 制造和销售。
Venova™ 和 是 Yamaha Corporation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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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请在使用前，首先仔细阅读下述内容

请将本说明书存放在安全且便于取阅的地方，以便将来随时参阅。

 警告

为了避免因触电、短路、损伤、火灾

或其它危险可能导致的严重受伤甚至

死亡，请务必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

项。这些注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情况：

•幼儿可能误吞细小部件（例如音孔
适配器），因此请确保将乐器存放于

远离幼儿的位置。

 注意

为了避免对您或周围他人可能造成的

人身伤害或者对本乐器或其他财产可

能带来的损坏，请务必遵守下列基本

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情况：

•请勿向他人投掷或挥舞乐器。否则可
能伤及他人，并有可能导致笛头或

其他部件遗失。请务必小心轻放此

乐器。

•请勿坐在或站在乐器上，也不要在乐
器上放置重物。否则可能会损坏乐器

并伤及您和他人。

小心操作 小心操作

对由于不正当使用或擅自改造本乐器所造成的损坏、数据丢失或破坏， Yamaha 不负任
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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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使用说明

请遵守下列要点，以防止乐器发生故障或受到损坏。

乐器操作说明

•请勿将乐器暴露于极高温度（例如靠近加热器）、直射阳光（例如日间放在车
内）和极低温度下。此外,请勿将乐器置于灰尘过多或振动过大的环境中。否则

可能导致乐器变形和/或磨损，从而影响演奏。应在 -20 °C 至 50 °C 的环境中使
用和存放乐器。

•请勿将乙烯基、塑料或橡胶制品放置在乐器上。否则可能造成乐器脱色和/或
变色。

乐器保养说明

•请勿使用油漆稀释剂或其他溶剂、酒精、洗涤剂或经过化学处理的清洁布来清 
洁乐器。否则可能导致乐器变色和/或磨损。

•请勿将乐器置于洗碗机中或沸水中。否则可能导致乐器脱色和/或磨损，并有可
能影响乐器的正常演奏。

 保持乐器的良好状况
请遵守下列有关正确保养和操作的说明，确保乐器长期处于最佳状况。

•组装乐器前，用布拭去接合部的任何灰尘或异物。

•演奏后，将乐器内部的水分擦干。

•定期对乐器进行检查和清洁（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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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片

管体

笛头
此乐器配有与 Yamaha 4C 
相同的笛头。

八度音键

哨卡

挂钩孔
挂钩孔可用来
系挂绳，以便
在不使用乐器
时将其临时悬
挂起来。

基准调

拇指钩

音孔适配器
安装适配器后，可采用德式
指法演奏乐器；卸下此部件
后，则可采用巴洛克指法进
行演奏。（在工厂已经安装
了适配器。）

D调

D#调

C调

C#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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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 笛头盖 ×1 •专用乐器盒 ×1

• 乐器盒背带 ×1

•专用通条布（带珠链） ×1

•使用说明书（本手册） ×1
•《让我们演奏 Venova™ !》
（另外一本手册） ×1

• 簧片和笛头均易受损，

因此在不演奏时以及在

乐器存放过程中，请使

用笛头盖盖住笛头以保

护簧片和笛头。

图中所示为装好背带

的乐器盒。

背带连接至乐器盒的方法

为乐器盒配备了一根方便的背带。如

果您正准备安装背带，请按照右侧所

述步骤确保背带安装牢固。背带安装

不牢可能导致背带从乐器盒上脱落，

损坏乐器和/或乐器盒。 至少 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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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笛头
安装笛头前，请用布拭去颈部接合处

的任何灰尘或异物。

1 握住笛头并通过左右旋转将其滑

入管体颈部接头处。

•要拆下笛头时，请一边左右旋转
一边将笛头拔出。 直接插入或拔

出笛头可能会损坏颈部接头处的

橡胶件。

2 将哨卡从锥端滑入套在笛头上方。

3 将簧片安装到笛头上。 
首先，将簧片装在使笛头上沿露

出簧片顶端的位置，然后拧紧哨

卡螺丝（2 个）使簧片固定。

 关于调音
Venova 基本上不需要调音。按照设
计，将笛头完全滑到底，套到乐器上

时，此乐器演奏的音高则已调校为

A=442Hz。如果需要将乐器调成其他
音高，请将笛头略微拉出管体即可调

低音调。由于乐器内部的温度对调音

有影响（特别在温度较低时），因此

请在调音前向乐器内吹气使其变暖。

•注意不要将笛头拉出过多。拉出
过多可能导致音高不平衡而难以

演奏。

 放置乐器
不演奏乐器时，请按下图所示将其放

置在平坦的表面上。请勿将乐器置于

座椅、乐谱架或其他类似的不平稳表

面上，否则存在乐器跌落的风险。同

时请勿将乐器斜靠于墙面等地方。

有关更详细的簧片安装说明，请

参阅随附的手册《让我们演奏

Venova™ !》。

哨卡螺丝

簧片

将这一部分拉出可调低音高

（但请避免拉出过多）。

请将乐器带有键子的一面

朝上，以防触碰到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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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奏后的乐器保养
 演奏后，请务必拧松哨卡，从笛头
处取下簧片，然后用纱布擦干。同

时从笛头处取下哨卡。

• 注意不要损坏笛头顶端。

 从乐器上取下笛头并用软布清洁笛
头内部。使用随附的通条布清洁乐

器内部。

•要拆下笛头时，请一边左右旋转
一边将笛头拔出。直接插入或拔
出笛头可能会损坏颈部接头处的
橡胶件。

使用通条布

1 将通条布的珠链一端从乐器的颈

部接合处插入管体。 

2 轻摇乐器使珠链从另一端穿出。

3 轻拉珠链，以便通条布能擦拭掉
管体内部的水分和灰尘。

• 通条布拉动过快可能导致通条布

卡在管体内。

• 始终保持通条布清洁干燥。

 使用软布擦拭乐器表面。注意避免
在键子上施力过大。

 笛头和管体均可清洗。清洗后，请
用通条布或软布彻底擦干水分。

 将乐器收入盒中
 将乐器收入盒中时，请参阅第 7 页
的内容，并确保笛头竖直安装于管

体上。确保笛头安装正确，以免损

坏乐器。

 盒盖上的滑动锁 (A) 稍稍突出于乐
器盒。注意不要让锁钩住衣服或通

条布而导致乐器盒或乐器跌落。

A

确保笛头竖直安装于管体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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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器收入盒中之前，请务必擦拭干

净任何水分、润滑膏或异物。此外，

还要避免将乐器存放于可能存在高温

或极低温度的地方。

 关于簧片
如果顶端损坏或震动不良，请采用新

簧片更换随乐器提供的簧片。

除树脂簧片外，也可使用竹制簧片。
单独出售的配件

Yamaha 提供各种附件来丰富您的演奏体验。
以下是专为 Venova 设计的精选附件。敬请试用。

《保护环境》

如果需要废弃设备时，请与本地相关机构联系，获取正确的废弃方法。

请勿将设备随意丢弃或作为生活垃圾处理。

制造商：雅马哈株式会社

制造商地址：日本静冈县滨松市中区中泽町 10-1

进口商：雅马哈乐器音响（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进口商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818 号云和大厦 2 楼

原产地：见产品本体的标示

部件名称 特性 / 用途

Venova 适用的通
条布

清洁与擦干 Venova 内部的最佳选择。

适用于 Venova 的树
脂簧片

这是适用于 Venova 的树脂簧片。

笛头防咬痕贴片 (S) 帮助固定您的口型并防止笛头被牙齿磨损。
使用说明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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