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ademy

走进贝希斯坦的世界





魅力无穷
“第一次的轻轻触摸，那一刻的坠入爱河。”

世界级的艺术大师都无法抵挡贝希斯坦的魅力。

但在这辑中只能收录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

物。 — 摄影师 Deniz Saylan.

Dudana Mazmanishvili: 她的足迹遍布各大音乐

厅，从慕尼黑 Gasteig 音乐厅到纽约 Carnegie 音

乐厅。她曾与众多著名交响乐团同台演出，她的演

奏享誉全球。她是一位美若天仙、天赋异禀的女

子，钟情于完美的音质和丰富的表现力，巴赫、舒

伯特、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是她的归宿，她对音

乐、音色和真实度，又是那样的敏感和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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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它，就没有我的完满。” 贝希斯坦始于钢琴的鼎盛时期 — 1853 年。 

因为它的外形体面庄重、音质清晰而富有

表现力，便成为了众多音乐家和钢琴家的

心头之好。贝希斯坦也确实是个全才：既

能演奏音色洪亮的浪漫派乐曲，又能演

奏变化丰富的现代派乐曲，是室内乐演奏

的理想拍档，尤其与爵士乐配合得天衣无

缝。贝希斯坦有着绚丽、高贵、圆润的音

质，转调灵活，没有任何尖锐和僵硬杂音，

堪比天籁。

贝希斯坦传承了欧洲音乐的伟大传统，伟

大的作曲家们将时代精神融入到钢琴曲

中，用贝希斯坦钢琴创作出了一部部经典

作品。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

追求卓越的贝希斯坦研发部门成功创造

出了庄严、平衡、安静、自然的贝希斯坦音

色—精致完美成为了它的基本特征，令全

球的顾客和钢琴家们趋之若鹜。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是完美主义者的福音，

专业的工艺适合所有的初学者和专业人

士！贝希斯坦学院系列同时满足了人们从

艺术上和技术上的需求。

真是令人销魂的声音！富有远见的钢琴制作师 Carl Bechstein 打造的

贝希斯坦掀起了一股热潮。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
现代工艺，经典传承。
德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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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必须非常值得信赖，因为在练习和上台演奏

时，它是最重要的拍档。贝希斯坦是您完全能够信

任的：它的卓越表现是无法超越的，对于贝希斯

坦来说，音乐始终处在首位，其精湛的工艺也完

美实践了这种理念。德尼斯·普罗沙耶夫 (Denys 

Proshayev) 曾在许多专业钢琴比赛中获胜。

拥有最高性能的钢琴便是关键。德尼斯深知此份

职业的艰辛，在残酷的竞争中不允许有任何失误，

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在音乐会上他对自己有很

高的要求，在舞台上必须表现完美。德尼斯一直钟

情于贝希斯坦，是因为它的完美、它的深度、它的

灵敏度。

灵敏度
“神奇的听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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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拍档”

流动的能量令所有感官都充满喜悦， 

贝希斯坦能变幻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时而感性，时而理性。

对钢琴的激情是富有感染力的。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创造了幸福，
令人欲罢不能！

贝希斯坦钢琴的一大特点就是无论轻柔

的或是强烈的弹奏，它都能胜任。出色的

音色范围为情绪表现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

间。完美、精细的贝希斯坦工艺能让您的

演奏成为一种享受。每一个发音，每一个

细节都控制得恰到好处。

在演奏时您能轻而易举地驾驭贝希斯坦钢

琴。仿佛有种流动的能量，以神奇的方式

满足您对音色、音量以及音乐表现力的所

有期望。

贝希斯坦就像生活中一位带有神秘光环

的朋友，是优质动人的音色、温柔优雅的

表演的代名词，也是对幸福未来的投资。

1853 年以来，贝希斯坦公司的发展历史

就与许多伟大艺术家和大都市柏林的艺

术气息密切相关。贝希斯坦是与德国一起

成长起来的：战前，贝希斯坦钢琴在柏林

中部 Flaniermeilen 大道附近生产制造；

战后就转移到西部，柏林墙旁的Kreuz-

berg。1999年，第一家贝希斯坦中心在 

Kurfürstendamm 大街上开业。贝希斯坦

的重心一直都是在柏林，这里是重要经营

决策的制定地，也是钢琴家和演奏会活动

的聚集地。

20 世纪 90 年代，产品的制造和开发转移

到了萨克森州的塞芬诺斯多夫。贝希斯坦

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制造出了大师级的

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和高端的卡尔·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

98



独特性
“心灵的音乐”

贝希斯坦钢琴是永恒的、多样的、经典的，贝希斯

坦令人充实，给人成就感，在充满变革的时代是人

们心中的世外桃源。贝希斯坦学院系列：专为挑剔

的耳朵和高品位的行家演奏。它独特的音乐品质

绝不是泛泛之辈。DJ Elbee Bad 是纽约地下音乐

的先锋，他在 25 年前以不同笔名发表的大量作品

至今仍是传奇。舞曲王子以自己的才华和独特的

见解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体验。

他参加过青年合唱团，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歌

剧卡门表演中与帕瓦罗蒂同台两年。他有着对音

乐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在 P.O.D. 乐团的表演中

他时而转动唱片进行混音，时而指挥弦乐四重奏。

Elbee Bad 钟爱每一个贝希斯坦钢琴的键盘，那是

一种生活感受，代表了欢乐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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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和时尚潮流融于一体。人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

手工制造，锻造梦想

贝希斯坦一直致力于产品的完善。没有第

二家德国的钢琴制造商如此尽心尽力，立

志在这个由亚洲主导的市场中名列前茅。

贝希斯坦有一支专家团队：内部构造师、

木材工程师、材料工程师、音乐技师、总调

音师、音乐会现场技术人员，他们与钢琴

家们定期保持联系，以了解艺术家们对钢

琴的要求和期待。

创新与传统相结合！将制作技术、特质材

料和特定方法巧妙融合，创新理念。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是针对音乐学院而研发

的，在负荷度、力度、持久度等方面征服了

众多挑剔的耳朵，也适合教师和学生进行

专业训练。贝希斯坦钢琴很快就占领了全

球市场，产品在德国由富有深厚古典音乐

背景的专业人员进行加工调试，在品质上

已远超亚洲的钢琴产品。

ISO 认证：用最先进 CNC 技术为贝希斯坦

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制造的基础部件有

接近完美的精准度和音乐表现力。由电脑

操控的工具进行钻孔、铣切等工序，比人

工制作更精确。最后由人工进行定音，保

证所有音区都有和谐、平衡的音色！

这些手工技艺都是代代相传的，制琴大师

们 对于音乐的热爱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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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保障
“和谐又温暖”

Gililov 四重奏：演奏高水准的室内乐需要表演者对 

乐器掌控自如，能让各种声音交织汇合，从而演奏

出伟大的作品。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和其他全球

著名的音乐家经常用贝希斯坦进行演奏。在我们

的四重奏中既有世界顶尖的音乐家，也有世界顶

尖的声音，这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室内乐音乐家既是独奏家也是合奏者，他们忠诚

可靠、全情投入，有着获取最高荣誉的强烈意志。

这种既敏感又灵活，既谦虚谨慎又能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的艺术态度难道不令人敬佩? 贝希斯坦很 

愿意加入这样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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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奔放又温柔体贴”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有着卓越非凡、 

无与伦比的高品质。

德国品质保障！
大品牌，大未来。

热忱、激情、把最好的重新创造，最终获

得了胜利！贝希斯坦公司于 1986 年被德

国人重新购回，追求更好更新的激情和

渴望也在这里得到实践：贝希斯坦以其  

卓越的品质成为欧洲最著名的生产商。贝

希斯坦的新持有人来自柏林的家族企业，

带着对德国生产工厂强烈的责任感，他们

经营并扩大了企业的业务。

2012年，史蒂芬·弗雷摩斯 (Stefan Freymuth) 、 

前股东卡尔·舒茨 (Karl Schulze) 及其夫人

贝伦尼斯·库珀 (Berenice Küpper) 共同成

立了卡尔·贝希斯坦基金会，旨在青少年中

推广钢琴学习，以促进青少年创造力和健

全人格的发展。

贝希斯坦拒绝了来自亚洲的优厚收购条件，

只想保持真实的自我，因为未来的全球顶

级钢琴制造业也需要欧洲的血脉。

 

这并不是典型的种族主义思维，恰恰相反

的是，贝希斯坦有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在

这强调的是文化和手工艺的遗产。每一位

专业技师都有着深深巩固的文化意识，对

产品有着深厚的理解，每一件贝希斯坦产

品都是文化业和手工业的珍贵财富，这正

是德国式的生产方式，绝不是单一的流水

线产品。

问题在于：今后如何在钢琴制造的高端市

场与其他不被欧洲人所经营的企业竞争?

一家之言，何以惊世?

请前往 www.bechstein-china.com 了解更

多有关贝希斯坦公司的传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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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的贝希斯坦学院系列产品也主要是由手工加工的，其同时结合了机械技术和

手工技艺、统一生产和个别加工。

清晰的定义：贝希斯坦无法比拟的卓越音质

遵循传统，技术保障。

贝希斯坦的特质：宽广的音域，炫丽的音

色，醇厚、温暖、纯粹，注重音质表现、经

典再现，带给您完美的听觉享受。

贝希斯坦平衡和谐的音色要归功于精挑

细选的原材料，特定的加工方式，将钢琴

制造和工程学不同领域的各要素有机结

合。其中的奥秘是您检查产品、参观工厂，

都无法参透解开的，这只能说：贝希斯坦

处于领先地位的奥秘在于悠久传承的专业

知识。

 

贝希斯坦的原则：每一件乐器都有它的特

质，因为手工制造和精密仪器相结合，绝

不会生产出两件百分百相同的产品。

在我们工厂中，大师级的 C. Bechstein 音

乐会系列产品与高端的 C. Bechstein 学院

系列产品的生产是很清楚分别的。

很难将贝希斯坦所有的钢琴制造理念都

在这本册子上总结出来，我们只是选取

了其中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理念展现给

您。

请您前往 www.bechstein-china.com 查

看，了解更多的贝希斯坦钢琴制造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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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铸：贝希斯坦的铸板模型由专业铸模厂量身订做，根据不同的型号和品牌 (C. Bechstein Concert 或 

C. Bechstein Academy) 组装各类零配件，研发部门则负责细节问题和产品质量监督。

更大的音量，更宽的音域：贝希斯坦学院系列钢琴 

的铸铁板和双重配音枕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 
浑厚声音的秘诀

为了达到额定的琴音传递速度，贝希斯坦

用灰口铸铁法制造铁板，每块板都经过仔

细测量，通过高精度钻孔和数控铣切确保

琴弦和弦轴能够精确定位。

双重配音枕：贝希斯坦有更宽泛的音域，

清晰、精准、更洪亮的高音和更佳的音质。

双重配音枕利用琴弦的非工作部分，优化

声能循环。琴弦振动时，将能量传递至码

桥。

 

这种能量传递能创造出更丰富、更明亮、

多层次的音色，使演奏成为一种享受。前

部的弦枕储存额外能量，从而根据演奏者

力量和弹奏方式的不同，改变力度、音色

及泛音。

后部的弦枕使高音部分更清晰、更强大，

能够拓宽音乐、调整音质。

延音踏瓣还提供了额外的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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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期、气温控制、应力控制：通过细致的加工、测量、称重、打磨，我们让这些部件在最好 

的条件下“休养”，并轻轻安抚它们。

木材的选择、加工的方式，所有的细节造就了一个完美的成果。

像贝希斯坦学院系列这类高级钢琴是需要

有一段长时间的静置和适应期的。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卓越的音质也和背架材

料的精挑细选（高密度涂漆或贴面板的山

毛榉木材）及榫头支柱和内圈的精确连接

有关。

为了适应气候，带有背架槽口的内圈是需

要细心储存和静置的。这样的成熟过程是

增加材质持久度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贝

希斯坦制作过程的重要一步。钢琴内圈的

作用是直接支撑钢琴的，贝希斯坦分开制

作内外圈，以适应内外不同的压强。

 

内圈是由德国红山毛榉制成的，外圈是由

多层榉木胶合板制成的，稳定性和必要的

灵活性是钢琴的核心。

肋木是由精细加工后的松木制成的，并通

过槽口互相连接，稳定地支撑音板，而铸

铁板是保证钢琴稳定性的。

铸铁板由支撑螺杆与精心挑选的松木的

背柱相连，为贝希斯坦钢琴的音色锦上添

花。

音板、弦码、肋木这些木质材料都是钢琴

构造中最核心的部分。正如一辆汽车必须

有发动机、底盘、方向盘、轮胎、座椅等物

品。没有这些汽车也不能被称为汽车，钢

琴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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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斯坦钢琴：各种精细加工制成木质组件，在专业手工技师的指挥下，组成了一支和谐的交响乐团。

音板材质是欧洲阿尔卑斯山的高品质云

杉，这种云杉生长缓慢，对于干燥条件和

加工过程都有特殊的要求。采用经典的尺

寸规格，以统一的标准进行加工，保证其

与 100 年前的音板一模一样，带来了高度

的稳定性、有效的能量传递、最佳的声音

辐射。

背架和内外圈黏合并喷漆之后，装有肋木

和弦码的音板会直接安装到三角钢琴中：

这是一项费用巨大的工序，C. Bechstein 两

个系列都会使用这一项工序。在成功装入

灵活振动的音板，并使其和肋木及码桥配

对后，这一种封闭的控制系统 (controlled   

closed system) 会产生梦幻般的声音和回

声。

 

音板黏合的部位是一个按一定弧度标准

制作的音板框。制作过程中需要通过精确

的计算来不断地测量弹力。贝希斯坦制作

的音板，必须是琴弦振动通过弦码无损传

递到音板的，便产生一个压力释放及声音

形成的合理振动范围。音板永远能释放自

身所受到的压力！

在与音板及琴弦的相互协调下，弦码也会

不断振动。根据演奏方式的不同，泛音音

域也会产生高低差异。弦码弧度、弦码尺

寸和制作的精确度也对音板的弧度产生

影响。由研发部门工程师自行开发的技术

既能确保弦码顶端弧度的精确性，也能确

保声音传递的精确性。贝希斯坦学院系列

的钢琴中弦码材质是红山毛榉，桥顶材质

是欧洲白榉木。这种传统的制造工艺能形

成丰富的音色和清晰的基音，并固定声音

传递的速度。干燥箱的作用是确保弦码木

材绝不产生变形，贝希斯坦至少要提前一

年开始进行干燥弦码木材的工序。弦码发

出精确的指令后，琴弦振动便能传递到音

板上了。

高质量的材料更需要用心地加工处理。具备全面的专业知识才是贝希斯坦高品质的保证。材料采购、材料

储存、加工过程、手工工艺、先进技术、时间控制、压力控制等因素都是成功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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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生产出可信赖的产品，尖端技术和手工工艺打造出高品质。

肋木是由精心挑选的来自欧洲阿尔卑斯山

地区的云杉制成的。肋木的重量、形状、弧

度都影响了音板传递振动的稳定性和弹

性。肋木必须精确地由数控加工中心精细

加工而成，内圈的压力使其具有一定的弹

性，并保持原本的弧度。

弦轴板是钢琴发音的关键，由超级坚硬的

红山毛榉制成，并用两端相对的反抗力纵

横黏贴而成。

精细在许多生产领域都是一大优势，也是

打造高品质专业产品的前提条件。由我们

工程师独立开发的数控工具可以保证加工

过程的质量。也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符合

标准的产品。贝希斯坦绝对不会出现所谓

的质量差异，例如低音过重、高音音色不

佳的状况。贝希斯坦的钢琴质量可以说是

出类拔萃。

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成熟的制作工艺是贝希

斯坦生产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的基础。经

过对制作过程的简单介绍，便不难理解无

数道工序和海量加工技术的复杂之处。

由数控的专业工具生产只能产生一种单调的美学。而贝希斯坦既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生产钢琴，又拥有一支

精通工程技术和手工工艺的专业团队，精雕细琢，经过复杂的工序创造出最富生命力的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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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部件都是至关重要，每一个细节都能影响全局，细微的改变必然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挑选钢

琴时，钢琴发声方式是除了音色之外的最重要标准，击弦机是由最高级的材质制成，带给您完美的弹奏体

验。

完美专业的发声装置— 满足您所有的期望

击弦机的好坏是评价一个品牌优劣的重要

标准。贝希斯坦的击弦机是按产品不同的

型号和零部件材质专门订制的。

所有贝希斯坦学院系列的三角钢琴和立式

钢琴的击弦机是由最高级的材质和部件

制成的，完全符合 C. Bechstein 大师级品

牌的定位。敲击键盘后由击弦机传动到达

琴弦。贝希斯坦学院系列钢琴的击弦机轻

巧、精准、控制力佳、恰到好处的回弹力，

对于不同水平、不同要求的客户来说，都

是理想的选择。

新的弱音装置用传统的木质抬档代替了金

属抬档，这样能产生更大的摩擦，更合理

地分配敲击键盘传递而来的力量。加长的

琴键使弦槌柄停留在震奏杆呢毡上，让您

的演奏更加舒适。

在制造和组装的过程中，调试便成了一项

难度极高也是至关重要的工序，因为一个

专业、精准、表现力细腻的发音装置决定

了演奏的效果。

贝希斯坦是唯一自主研发并生产弦槌的欧

洲钢琴制造商，这既完全保证了产品的高

品质，又能使公司不完全依附于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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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斯坦工厂：独家的弦槌生产。

当谈到生产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甚至是

一些欧洲钢琴制造商曾经涉足的领域时，

贝希斯坦因不妥协的理念而闻名。在过

去，弦槌是专门从供应商处订购的。经过

两年的潜心研究和试验，贝希斯坦现在在

自己的工厂生产弦槌：这在行业内激起轰

动！

“尽管我们意识到我们公司是非常传统

的，但我们认为创新是一种力量，也是必

须的，我们知道它一直是我们传统的一部

分。为了在未来持续达到这个标准，我们

加强团队建设，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

发。”贝希斯坦的董事长 Stefan Freymuth 

说。一个弦槌的成功开发，可能要归功于

贝希斯坦在工程学的设计，材料的选择和

声音的优化等各方面的专业性。

通过自主生产的弦槌，欧洲百年钢琴制造

商 — 贝希斯坦树立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质

量标准。自主生产弦槌，不仅使最好的材

料得到精密加工，而且持续并直接地与整

音专家合作，让您可以立即感受到动力、

音量及音域质量的提升。

贝希斯 坦 弦 槌是根 据品牌 和 型号定制 

的，在形状和重量上得到优化设计，并标

有贝希斯坦的品牌标志。弦槌毡和蓝色  

C. Bechstein 弦槌芯毡是由 Wurzen 毛 

毡工厂制作的。

贝希斯坦在塞芬诺斯多夫工厂制作弦槌，因为没有供应商能够满足贝希斯坦对质量的高要求。在确定了音
调之后，专家会通过精确地手动拼接毛毡来给弦槌定音，使张力和弹性之间达到理想平衡状态。这创造了
多方面的、灵活的声音动力及和谐平衡的音区。整音是一种艺术形式，需要熟练的技巧、一副好耳力和对
材料的小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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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斯坦技术学院

服务，持之以恒

作为德国的高端立式和三角钢琴制造商之

一，贝希斯坦一直在努力提升其客户服务

的品质。近几十年来，公司在德国投入巨

额资金来培训高技术人才，如今已初显成

果：贝希斯坦技术学院及优秀的培训师将

公司的专业技术传授给一个逐渐扩大的

全球销售网络以及技术人员。

在岗培训是不可或缺的，贝希斯坦技术学

院开设的课程为学员所从事的专项服务量

身定做。由此，贝希斯坦的全球合作伙伴

才能够使钢琴一直处在最佳状态。完成学

业的学员获得客户服务和音乐会钢琴技师

的官方认证。

由此，贝希斯坦能够确保在全世界都保持

着统一的髙品质，保持其作为德国高端钢

琴制造商的资质，并忠实于其“制造能够满

足最高要求的立式和三角钢琴”的宏伟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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