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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之声
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



欢迎来到贝希斯坦

— 德国手工立式与三角钢琴

制造商

卡尔·贝希斯坦钢琴是德国手工制成的

瑰宝，是钢琴制造的极致，让最敏锐的

耳朵和最挑剔的钢琴家所信服 — 堪称

一个活着的传奇。

在贝希斯坦工厂，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

专家们制作着独一无二的乐器，每一件

都有它自己的性格。这些杰作是在真正

奢华的条件下制成的：纯天然原材料是

最高质量的，经过仔细甄选，存储在严

格控制的气候条件中，最终由谨慎专业

的制琴大师制造完成。因此，每一架贝

希斯坦钢琴都要历经多年才能诞生。

诞生于德国工厂的贝希斯坦钢琴是极度

复杂的杰作，是经过几百个独立步骤的

漫长过程所产生的的结晶。它们是用爱

培育和生产的珠宝。接下来，我们将介

绍几位经验丰富的贝希斯坦制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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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维·克列驰默自1997年起就在贝希斯

坦工作，时任外壳制作师。他的专长是

研发音源总成和处理层压多层板。“我喜

欢和木头打交道，这种材料令人着迷。

我也喜欢制作能够让好几代人演奏的乐

器。”

彼得·布提希自1979年起就在贝希斯坦

工作。他对作用于音板的各种力有着丰

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感觉，并致力于优化

这一钢琴最重要部件的声学品质。“我

很享受这项程度复杂的工作，能为最终

品质的提升而贡献出自己的意见，我非

常荣幸。”

托尔斯腾·德莱斯勒在1998年加入贝希

斯坦。他负责定制外壳，具有这项工作

所需的耐心和专业技能。“自学徒期以

来，我的工作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的

信条是‘品质来自可靠和专业’。我能够影

响卡尔·贝希斯坦钢琴的发展，这一点

让我的工作越发有趣。”

心齐如一的产品鉴定专家

乌维·克列驰默
彼得·布提希
托尔斯腾·德莱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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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卡尔·贝希斯坦钢琴的诞生

— 令人痴迷的制琴过程综览

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三角钢琴的背框 

和弯壳极为坚固，能抵抗极大的张力。

桦木层和红木层经过仔细挑选，在特制

胎具中以精确的压力胶合，为音乐会系

列特别设计的木层的挑选和层次安排

及特殊的粘胶都保证了音源总成的坚

固。

接下来，背框和弯壳在严格控制环境条

件的房间里竖直摆放六个月，以稳定内

部应力，使其在钢琴的使用寿命内保持

恒定。通过使用特殊设备常年监控压力

大小和粘胶的干燥程度以及室内的湿

度和温度。

贝希斯坦使用优化的流程来装配音板

和支撑整个音板的背柱。背壳和音板

组成一个自由振动的共生单元，不会过

紧，也不会过松 。

提纲挈领

外
壳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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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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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令人振奋的声学体验

贝希斯坦的德国工厂里有一个特殊的

部门来制造每一架三角钢琴音板上的

肋木。这些特殊的部件保证了音板的稳

固，在钢琴的使用寿命内承受着它的压

力。作为音源总成真正的核心，卡尔·贝

希斯坦音乐会系列钢琴的音板是高效能

的音源。为音板制作最适合的曲面是一

件非常复杂的工序，只有经验丰富的钢

琴制作大师才能参与制作它。

音板的原材料是生长于意大利 Val di 

Fiemme 山谷海拔1000米以上的欧洲云

杉。音板的外形精制成形，它的曲面十

分复杂，在好几道力的相互作用下才能

成形，包括肋木末端的精确磨制以及在

恒温、恒湿的室内进行的干燥过程。卡

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钢琴的优质音

板能够在数十年内都对最微小的振动

做出响应，能够完全没有能量损失地、

敏感而富有弹性地“发射”出乐音，仿佛

花苞绽放一般。

因此，配有能够最优化传递声音能量的

音板的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三角

钢琴，拥有精致而富有情感的音色。

绕梁不绝

对
微
小
振
动
能
做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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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反
应
的
音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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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亚斯·里希特2001年起供职于贝

希斯坦，他知晓木材处理的所有细节，

尤其是音板方面。他对云杉、对音板的

制作过程、对肋木和弦码安装有丰富的

经验，因此能够制造出具有复杂曲面、

又能产生最佳共鸣的音板，在安装到音

源总成里之后，便能产生丰富而色彩多

样的声音。

“我发现优化我们的乐器是特别具有挑

战性的一件事。贝希斯坦的工作条件让

我们能够最完美地制作每一架钢琴。”

音板是钢琴最重要的部件，而里希特是真正的音板

专家。他谦逊地表示：“我只是大集体中的一员。”

安德里亚斯·里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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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亨·克里斯托弗自1980年起在塞芬诺

斯多夫工厂工作。他积极思考，对自己

的成就甚为得意，并喜欢富有弹性和创

意地独立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他不仅

是一位手艺高超的金属工程师，更是一

个有创造力的天才，能用自己的想象力

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在贝希斯坦，金属处理工作的多样化

真令人愉快，我们甚至制造工具来优化

生产过程。我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我

知道我的工作得到欣赏。这就是生活！”

富有创意的金属工程师

约亨·克里斯托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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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富有经验的钢琴家合作研发而

成，在生产过程中经过严格测试，并最

终整合。

由此，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钢琴便

拥有了更丰富的音色和更持久的声音：

音色和触感更为上乘和专业。

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的传奇

音乐使人心醉。当它出自于一架杰出的

乐器时，无论是在音乐厅还是在私家音

乐室，四周都将被它点亮。无论何种风

格，音乐都是一种通行全球的语言，一

种跨过隔阂、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方式。

此外，演奏音乐显然也超越了理性，让

我们全身心和谐地与情感共鸣。对音乐

的切肤体验穿透寻常，让人迸发出创造

的能量，增强生活的动力。音乐使您的

生活更加美好!

每一架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钢琴

都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它把艺术的秘密

珍藏于不可测的深度。不论是立式钢琴

还是三角钢琴，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

列钢琴都会以它清晰的声音和色彩丰

富的音质，以它的诗意、力量和无与伦

比的触感吸引着你。

约亨·克里斯托弗主要处理金属。在左

图中，他正在为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

列钢琴上的铸铁板集音器做塑型工序。

他也制造用来优化许多生产步骤精确

度所需要的特殊工具和机械部件。

卓越的卡尔·贝希斯坦之音来自手工技

艺和现代机械的密切配合。制造最高品

质的钢琴是一项“奢侈”，各个小部件都

必须倾注专业性，所有材料和部件都必

须有清晰准确的参数。

气势惊人的铸铁板

这一杰作用传统工艺制成：将超过1000

度的熔铁倒进沙模，所得到的铸铁板含

碳量很高，这对铸铁板的自然振动频率

有好处。这只是对卡尔·贝希斯坦那超

凡的音质做出贡献的无数细节之一。

只有卡尔·贝希斯坦B, C, D 型号的三角钢

琴，使用这样的工艺铸造铸铁板，之后用

一个能够调节钢琴音色的集音器安装

到铁板上。这一额外的部件产生了另一

层泛音，增强了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

列三角钢琴的优异音质。

独特的专业研究中心

贝希斯坦有着令人骄傲的历史。这个伟

大的德国品牌，其荣耀扎根于和著名艺

术家、在著名音乐厅召开的历史性的音

乐会的联系之中。贝希斯坦的传奇是髙

贵乐器和纯净声音的历史，是和伟大钢

琴家结下友谊的历史，也是家庭音乐演

奏之难忘时刻的历史。

为保存这一珍贵的传统，并拥抱未来，

在2016年贝希斯坦开发了几个技术中

心：铸铁框架中心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为

框架做最佳加工；表面处理中心给宝贵

的乐器提供了雅致的外表；在塞芬诺斯

多夫的专业知识和质量管理研究中心，

木材工程师和金属加工专家与出色的音

效专家一起工作，进一步提高乐器的质

量；此外，贝希斯坦还拥有一家研发中

心。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机构，进行着

测试、质量监控、设定参数等工作，不

留下任何不确定性。工程师们记录下每

一个部件和每一项生产步骤的细节，为

未来的研发工作铺平道路。

现在，贝希斯坦成为欧洲领先的立式钢

琴和三角钢琴制造商。公司由德国股东

控股，他们的目标是保存这一高贵的声

音文化、保存这一令全世界音乐爱好者

如痴如醉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动听的世

界语言，将全世界的人连结在一起。

贝希斯坦的超凡工艺

每一架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钢琴

都是整合了诸多技艺和精确细节的德国

钢琴制造工艺的杰作，尤其是击弦机和

音源总成。这两个组件都是专家们怀着

制造具有独特个性乐器的目标所亲手

打造的。

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钢琴的，“音

板系统”的概念提升了音板、肋木和码

桥系统的平衡，并由此提升了整个音源

总成的共鸣。这一创新的概念使用了高

发现德国钢琴制造的精品。沉浸在卓越产品的喜悦中：声音高贵的奢华钢琴。

对一个伟大品牌的迷恋

钟
声
必
须
响
起 
— 
席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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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埃伯尔曼1997年起在贝希斯坦工

作，最早是个外壳制作师，现在则身兼

木材和金属工程师。他技艺高超，在钢

琴低音琴弦的缠弦等工序上无可匹敌。

“我的目标是用我的双手来创造最佳质

量的产品。我发现，能够亲自看到、听到

我的工作成效，会让我非常有动力。在

贝希斯坦，我们用双手制造杰作。这可

真是个挑战。”

“在贝希斯坦，我们用双手制造杰作。这可真是个挑战。”

麦克·埃伯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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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琴弦是以贝希斯坦极其严格的技术

参数的要求制作的，由工人手工在钢芯

外缠上高纯铜线。

给低音弦缠铜需要特殊的灵巧性。技术

人员手握钢芯，让它在高速旋转中避免

振动。与此同时，他必须以不变的力度

拉引铜线：力度太大会影响铜线的弹性

和弦的振动幅度，力度太小则会带来多

余的杂音。

相对于机械操作来说，手工缠铜、安装

的弦可谓奢侈：卡尔·贝希斯坦优越的

琴弦使卡尔·贝希斯坦钢琴的声音丰

富、多样而有深度。

光辉的、金色的低音声部，如

羽、如银的高音声部 — 卡尔·

贝希斯坦的琴弦使声音有力而

高贵。

深处传来的
声音

贝
希
斯
坦
琴
弦
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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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显示的是巨大的音板框。在贝希斯

坦，这些重要部件都只用精心挑选的红

木、松木和红桦制成，以确保最高的稳

定性。

击弦机总档的支撑也是用精心挑选的

实心木材制成。而需要经受极大压力的

部件，如踏瓣连杆和琴腿座，则用由阔

叶木加固的针叶木制成。

琴壳用实心木材制成，是集张力与弹性

于一身的杰作，保护着庞大的铸铁板、

击弦机和音板。因此，卡尔·贝希斯坦音

乐会系列的立式和三角钢琴能够在运

输中保持音准，而且还能够代代相传。

在全世界，约有70,000架百岁髙寿的

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钢琴仍能演

奏。

卡尔·贝希斯 坦音乐会系列

钢琴每一个部件都是一个杰

作。

从大自然母亲
的宝库走来

完
美
的
背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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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科·施特罗巴赫自1978年起供职于

贝希斯坦，负责把音源总成和钢琴其它

部分组装起来。他最关心质量，例如在

安装琴盖这一传播声音的主要部件时。

钢琴家要能轻易地调整琴盖的高度，这

意味着工程师必须把铰链精确安装到

位。所以说，奢华来自于工作人员对贝希

斯坦卓越品质标准的严格遵守。

“用一套由各部门精心生产的组件来安

装每一架完美的钢琴，这是特别激励人

心的事儿。”

“我很高兴，每一架钢琴都是一件能让人愉快的杰作。”

法尔科·施特罗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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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恳、敏锐而专注 — 马利奥·莱什科

1996年作为培训生加入贝希斯坦，如

今，他已是组装、调整击弦机组件的专

家，包括卡尔·贝希斯坦最新的Vario

静音系统。他负责立式钢琴的品质控

制，同时也负责培训下一代钢琴制造

师，将公司的高品质标准交给他们。

“我喜欢和不同种类的高品质材料打

交道，因为我喜欢多样性。在我的工作

中，将音乐和工艺相结合，将声音和触

感相结合，是一个挑战。”

“能为制作尊贵的乐器做出贡献，我很骄傲。”

马利奥·莱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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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键完美、优雅、无与伦比。卡尔·贝希

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钢琴让您能够完全

自由地演奏任何曲目，并且坚固出众，能

够代代相传。

160多年的卓越 — 每一架卡尔·贝希斯

坦音乐会系列钢琴都有其富有魅力的

性格。它是一个能分享您所有感情的朋

友，它能向您展示音乐世界的新方向，

它不会让您失望。

自1853年以来，卡尔·贝希斯坦的声音

让全世界的钢琴家们痴迷。伟大的演奏

家和音乐爱好者们将他们的音乐讯息

交付给贝希斯坦。音乐会节目单和公司

贵宾签名册上的题词都记录下了贝希斯

坦和明星钢琴家们的亲密对话 — 李斯

特、卢托斯瓦夫斯基、勃拉姆斯、德彪

西、戈多夫斯基、潘德烈茨基、莱纳德·

伯恩斯坦和塞西尔·泰勒以及他们的贝

希斯坦钢琴。作为贝希斯坦，我们因能

陪伴如此伟大的艺术家而倍感骄傲。

然而，完美不只是专业人士的专利。任

何喜爱演奏和倾听钢琴的人，都会为卡

尔·贝希斯坦的魅力而心醉。在卡尔·贝

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钢琴上练习是愉

快的。您会爱上您的乐器，爱上它精准

的击弦机、精致的触感、细腻的力度以

及难以置信的声音色彩。您的卡尔·贝希

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钢琴是一件杰作，

它会赐予您在声音和演奏方面的出色品

味，它是您的音乐伴侣，将陪伴您从入

门到达专业的演奏。

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钢琴富

有歌唱性、透明而清晰的声音，具有绝

对的说服力。

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钢琴 — 全球高端市场的领先者

令人屏息凝神的声音

2524



乃
至
最
小
的
细
节
也
是
至
臻
完
美
的
珍
宝

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钢琴用

精密的定弦钮来固定琴弦。这些金属部

件不仅稳固着琴弦，而且还对钢琴的独

特音质有着贡献。定弦钮固定的位置决

定着有效琴弦的长度，精准的定弦钮位

置能提高击弦机的精准性：弦槌精确地

击中琴弦，从而加强了基音，让声音更

为清晰。

在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钢琴

上，即便是最小的细节也至臻完美。卡

尔·贝希斯坦钢琴由内而外都是真正的

杰作。

定弦钮：髙端立式钢琴的扩音器

卓越，从高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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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琳·施密特2003年加入贝希斯坦。

她在击弦机和音源总成的许多领域接

受过强化训练。施密特现在是一名年轻

的专家，她负责售后及生产部门，以及

全球范围内的客户服务、海外培训和对

亚洲、美国地区学校客户的售后服务。

“我喜欢多样化和新的挑战。在钢琴整

音方面，最终目标是要清晰，我全力追

求这一点：每一架乐器都必须有独立、

美妙的声音。”

“我能够和乐器形成共鸣时，就知道顾客也一定会喜欢。”

卡特琳·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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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欧洲制造商不同的是，贝希斯坦

因对声音的质量绝不妥协而闻名。就弦

槌而言，以前由弦槌供应商供应，但现

在，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贝希斯坦在

自己的工厂里自主研发生产出在业界引

起轰动的弦槌!

“我们在传承百年技艺的同时也一直致

力于创新。为了在未来达到目标，我们

加强团队建设，并在研发中投入大量的

资金。”贝希斯坦的董事长 Stefan Frey-

muth 如是说。一个完整弦槌生产设备

的成功开发，可能要归功于贝希斯坦在

工程学，材料的选择和声音的优化各方

面的专业性。

通过自主研发生产的弦槌，贝希斯坦树

立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质量标准。自主研

发生产不仅使最好的材料得到精密加

工，通过整音专家的工作，您可以立即

感受到动力、音量及音域的质量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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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呢毡和

蓝色的芯毡是由Wurzen毛毡工厂制作

的。至于槌芯的木头，是以适应不同贝

希斯坦品牌的理想的声音为目的而精心

挑选的。例如，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

列的钢琴拥有胡桃木的槌芯，卡尔·贝

希斯坦学院系列的钢琴拥有桃花芯木

的槌芯，霍夫曼的立式和三角钢琴拥有

桃花芯木或枫木的槌芯，具体根据型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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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区里弹奏了音调

之后，专家会通过精确地粘合毛毡来手

动定音，使张力和弹性之间达到理想平

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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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听觉和对材

料的小心处理。

贝希斯坦工厂独家的弦槌生产

优
化
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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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的
满
意
是
我
们
的
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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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希斯坦技术学院

服务，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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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制造大师维尔纳·阿尔布列希特

对卡尔·贝希斯坦钢琴的声学世界满怀

激情。他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从不在质

量上妥协，然而他也从未丢失自己的幽

默感。他以音乐会技术人员的身份游走

于全世界，只要日程允许，还会和钢琴

家们同行。阿尔布列希特是董事会的一

员，负责贝希斯坦技术部门，也是贝希

斯坦技术学院的主管，负责贝希斯坦全

球经销商的在职培训。

“世间最美的工作就是为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

列钢琴做最后的声音调整。如果真有梦想中的工

作，这就是了。”

维尔纳·阿尔布列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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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三角钢琴是

拥有传奇音质的伟大作品。真正出色的

品质使之成为长期投资佳品。它们在音

乐学院、音乐厅和录音室中所表现出来

的声乐和技术上的卓越品质享誉全球。

全世界的音乐家都对其色彩丰富、完美

平衡的音区和有力而透明的音色赞誉有

加。

享有世界声誉的顶级音乐会技师为卡

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三角钢琴做调

试，使之成为成功表演的先决条件。贝

希斯坦对自己的音乐会技师十分自豪 

— 他们守卫着贝希斯坦国际水准品质。

Naoki    Yamauchi-Pohl见证了贝希斯坦的 

近期的历史。从1974年至2014年在全

世界的舞台上进行调音工作的音乐会

技师，Yamauchi先生促成了突破性的

新生产流程的发展。他曾亲见当代音乐

家发现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三角

钢琴并对其交口称赞。公司十分欣赏

Yamauchi先生的忠诚和出众的毅力。

三角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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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282
它就是最棒的

D282 音乐会三角钢琴：宽广无限的力度范

围，色彩惊艳的声音，丰富无比的音质，优雅、

清晰。极好的触感，速度惊人，控制完美。

这台梦想中的钢琴是在和全世界最伟大的钢

琴家的合作交流中研发的，具有无限的潜能。

让我们来发现它艺臻极境的力度和声音，无与

伦比的力量、音乐性、平衡、诗意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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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82

D 
28

2

琴身表面 黑色亮光

尺寸 282 × 160 厘米

重量 521 公斤

每个专业钢琴家的梦想乐器。有力而清晰的低音，抒情而富有共鸣的中音区，歌唱性的

高音区：这些都是使之成为梦想中的钢琴的必要条件。卡尔·贝希斯坦如歌的音质，格外

富有动态。精准的击弦机，能够让您完美掌控它。

282 厘米

16
0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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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3

4

C 234 琴身表面 黑色亮光

尺寸 234 × 159 厘米

重量 437 公斤

性能出众、力量惊人的小型音乐会三角钢琴。力度范围摄人心魂，声音细致、色彩丰富而

透明。最顶级的铸铁板和压弦条、双重共鸣设计整合于一体。

234 厘米

15
9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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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12
设立新标准的杰作

这个型号的三角钢琴具有迷人、完美的声音，

外观也非常诱人。精致的镶板外观美得令人

屏息，色彩细腻、温暖而高贵，外表完美无

瑕，这是件引人瞩目的珍宝，会使演奏中的

您成为众人的焦点。它是音乐之钻，是高超技

艺、尊贵、优雅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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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12

B 
21

2

琴身表面 黑色亮光

尺寸 212 × 156 厘米

重量 399 公斤

惊人的击弦机，通透的音量，经久耐用。力度深沉，音色细腻。它是室内乐演出和小型演

奏厅独奏会的理想乐器，拥有专业性的标准，能够带您走进贝希斯坦那色彩斑斓的音乐

世界。

212 厘米

15
6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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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2

A 
19

2

琴身表面 特殊木纹（左），白色亮光（下）

尺寸 192 × 153 厘米

重量 350 公斤

出色的击弦机能反映最细腻的触键，音质十分出众。低音区轰鸣深沉，高音区如歌如

诉，音区衔接完美无瑕。这是一台富有力量和情感的三角钢琴，是能够适应最高需求的

世界级音乐室乐器。

192 厘米

15
3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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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2

A 
19

2

琴身表面 古典风格，桃花芯木亮光

尺寸 192 × 153 厘米

重量 350 公斤

古典外观设计赏心悦目。每个元素的比例都增强了整体的和谐视觉。这是自然之美，毫

无矫饰。鲜亮的桃花芯木外观更显尊贵的音乐性格。

192 厘米

15
3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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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67
奢华成为现实

这是为高贵的身份而做的设计：坚实的琴体，

精致的声音。光滑的红木琴身表面配上银质

的内部机制，传统和现代的和谐共生。这是真

正奢华的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三角钢

琴，是具有独特性格的音乐珠宝。

贝希斯坦能够根据您的钢琴的内部设计量身

定做钢琴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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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67

L 
16

7

琴身表面 烈纹桃花芯木（左上），齐本德尔风格（左下）

尺寸 167 × 153 厘米

重量 317 公斤

无数专家认为这架小巧的专业钢琴是“最好的小三角钢琴”之一。它涵盖了卡尔·贝希斯

坦音乐会三角钢琴的所有特点，包括双重共鸣设计和敏感入微、具有完美操控性的击弦

机，声音出奇地有力。有多种琴身表面可供选择。

167 厘米

15
3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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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钢琴是

全世界卓越的象征。对美观和细节的注

重历来是这些高端钢琴的制作过程中

的重要部分。它们的优异品质扎根于对

原材料的严格精心挑选和极其细致的

制造过程。

所有的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立式

钢琴都是整合了通常只见于最优秀的

三角钢琴的元素。它在材料和制造方面

对品质和细节的重视完全是独一无二

的。

以下只是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立

式钢琴中的几个特色：“振动系统”音板、

转角谐振器（双重音板）、承受长时间

压力的高精度肋木槽、防变形铸铁框、

高承重背柱、整体高能发声系统和经声

学优化的整体安装。

左图：常被称为“全世界最好的立式钢

琴”的音乐会 Concert 8 钢琴中铸铁的

细节。卡尔·贝希斯坦系列中这款立式

型号的杰出特点在其宣传册中有介绍。

请向经销商询问！

立式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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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nc

er
t 8

Concert 8
立式钢琴的“外衣”，三角钢琴的“心”

如果您想拥有一台三角钢琴，那么卡尔·贝希

斯坦系列 Concert 8 将实现您梦寐以求的愿

望。无需再犹豫，用动情的音乐为这款独特的

钢琴注入生命。发掘它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

妙享受。立即选购这款媲美三角钢琴的立式

钢琴吧！

选择立式钢琴，还是三角钢琴?

选择Concert 8，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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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t 8

Co
nc

er
t 8

琴身表面 黑色亮光

尺寸 131 × 154 × 67 厘米

重量 255 公斤

这款全新的 Concert 8 立式钢琴整合了卡尔·贝希斯坦三角钢琴的许多特点：加强的力

度，最好的力度分级；富有色彩的音质，无穷无尽的细微音色；优化的声音传送；更具歌

唱性、共鸣更长的声音；细致、精确、完美操控的击弦机。这是最好的立式钢琴，几乎可

以和三角钢琴媲美。

67 厘米154 厘米

13
1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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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t 8

Co
nc

er
t 8

琴身表面 胡桃木

尺寸 131 × 154 × 67 厘米

重量 255 公斤

当您弹奏时，您的演奏顺序、演奏技巧和听觉潜意识下都会去适应乐器。卡尔·贝希斯

坦 Concert 8 立式钢琴是一个杰作，它会完美呈现您对音乐的热衷。享受这台立式钢琴

回应您的每一次演奏：所有音区的平衡，它提供了非常好的控制及丰富多彩的声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67 厘米154 厘米

13
1 

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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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nc

er
t 8

Concert 8

琴身表面 红木树瘤亮光

尺寸 131 × 154 × 67 厘米

重量 255 公斤

声学珍宝，优秀，迷人，富有品味的声音。红木树瘤表面赋予这架音乐天才沉静、温暖的

性格。琴身上门的弧形饰线彰显这件高贵乐器的优雅和精致。这台钢琴显示了您对卓越

品质的热情追求。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67 厘米154 厘米

13
1 

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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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ce
Residence系列的立式钢琴以优化的声

音、触感、外壳和声学组件满足专业钢

琴家的需求。这些耐用的乐器是在音乐

学院和私人音乐沙龙高频演奏的理想选

择。Residence系列：优秀的立式钢琴，行

家们一直向它们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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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gance 124

El
eg

an
ce

 1
24

RESIDENCE

琴身表面 黑色亮光

尺寸 124 × 151 × 64 厘米

重量 260 公斤

流线形的琴身，入微的细节，都融入优雅的琴体设计。坚固和优雅和谐共存，这是典型

的只属于贝希斯坦的优异特点。外形优美，内置“11型”音源总成。这是一架华丽的钢

琴。

64 厘米151 厘米

12
4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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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124

Cl
as

si
c 

12
4

RESIDENCE

琴身表面 黑色亮光

尺寸 124 × 151 × 65 厘米

重量 261 公斤

高端立式钢琴，设计不张扬，因而永恒。优秀、美妙的声音，复杂、细腻而舒适的触感。

琴声极具吸引力，高音区平衡出色，低音区深沉响亮。击弦机令人愉快，设计独特而现

代，令人印象深刻。

65 厘米151 厘米

12
4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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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ur 118
RESIDENCE

琴身表面 白色亮光

尺寸 118 × 151 × 59 厘米

重量 246 公斤

琴身纤细，优雅，饰有铜质配件。由于重量适宜，可摆放在任何房间。琴体呈黄金比例， 

美不可挡。这是一架声音诱人的立式钢琴，同时具备音乐室三角钢琴的无限变化。 

丰富的泛音和细节使对音乐的各种诠释成为可能，用它演奏伟大的钢琴作品再合适不

过。

59 厘米151 厘米

11
8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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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ur 118
RESIDENCE

琴身表面 桃花芯木镶嵌

尺寸 118 × 151 × 59 厘米

重量 246 公斤

饰有桃花芯木镶嵌的钢琴美不胜收。桃花芯木琴身搭配上下门均是胡桃木节板，外框

则饰以枫木和玫瑰木线条，特殊的木材彰显琴身的精致。还有更多钢琴表面供您选择。

59 厘米151 厘米

11
8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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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118

Cl
as

s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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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SIDENCE

琴身表面 白色亮光

尺寸 118 × 151 × 59 厘米

重量 244 公斤

经典、永恒的设计，传统的型号，音质丰富的声音，舒适的触感，适宜的尺寸。协调的琴体

保证琴声有力而富有歌唱性。该琴在国际钢琴对比测试中数度胜出。

59 厘米151 厘米

11
8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7776



M
ill

en
iu

m
 1

16
 K

Millenium 116 K
RESIDENCE

琴身表面 黑色亮光

尺寸 116 × 150 × 58 厘米

重量 233 公斤

现代，庄重，有力。整合了顶级乐器所有特色的音源总成。优异的品质、形象和外观设

计使其风靡全球。其美学、材质、加工、琴身表面和使用寿命使其获得三项国际设计大

奖。

58 厘米150 厘米

11
6 

厘
米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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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nium 116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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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CE

琴身表面 白色亮光

尺寸 116 × 150 × 58 厘米

重量 233 公斤

卡尔·贝希斯坦 Millenium 116 K曾获得三项大奖（“Good Design”奖，iF汉诺威工业设计

奖，iF金牌设计奖），其美学、创新、耐用性备受赞誉。这台立式钢琴由 Volkmar Rommel

设计,成为全世界钢琴爱好者的宠儿.。

可选Vario静音系统
58 厘米150 厘米

11
6 

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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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卡

尔·贝希斯坦——来自图灵根州戈达市、

年仅27岁的乐器制作师在这个政治动荡

的时期、在普鲁士首都成立了自己的工

作室。19世纪中叶的柏林是艺术、科学、

哲学和诗歌的中心。卡尔·贝希斯坦身

怀绝技，师从于戈特弗里德佩劳、让·亨

利·帕佩和让·乔治·克里格尔斯坦（他

也教了他不少现代商务管理）。我们不

清楚贝希斯坦是否在巴黎见过塞巴斯蒂

安·埃拉尔，但我们知道，他的公司很快

就超过了这家法国钢琴制造大公司，到

世纪末时已成为欧洲最领先的钢琴制造

公司了。卡尔·贝希斯坦以谦逊的姿态进

入柏林文化生活的中心。他是世界主义

者，能说法语，和众多艺术家有着联系，

其中还有普鲁士皇族的钢琴老师蒂奧多

尔库拉克。

贝希斯坦最好的朋友是李斯特的学生

汉斯·冯·彪罗。1855年，彪罗致信他的

老师说，柏林“完全缺乏可用的钢琴”。

这促使贝希斯坦制造出能扛得住李斯

特的猛烈演奏的现代钢琴。他的第一架

音乐会钢琴于次年诞生，琴体坚固，囊

括了最先进的技术特点。彪罗使用这台

钢琴在音乐会上演出，大获成功。1857

年是一个转折点。彪罗首演了李斯特的

传奇的诞生需要非凡的条件来促成。在成立160年后，贝希斯坦仍然充满活力和荣耀。企业品牌

的活力来自团队的奉献和对企业的热情和忠诚。 

贝希斯坦:传奇仍在延续

《B小调奏鸣曲》。此曲对钢琴和钢琴

家来说都极其可怕，激情澎湃，极具交

响性，表达了当时的品味，对演奏家和

乐器都是极大的考验。伹是彪罗和贝希

斯坦的音乐会三角钢琴成功地经受了考

验。这次的成功更加稳固了两个人的友

谊。彪罗在音乐界地位渐长，几年后被

聘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任首席指挥。

卡尔·贝希斯坦知道他所处时代的钢琴家

们需要什么，并能够制造出适应新的音乐

理想的乐器。彪罗曾提及“贝希斯坦式的

彩色的钢琴”，栩栩如生地描绘这件能够

完美表现新的美学的“极其卓越”的乐器。

卡尔·贝希斯坦给予伟大的音乐家们和他们梦想中的钢琴  

— 一架声音有力、触感细腻的三角钢琴。

公
司
创
办
人
卡
尔
·
贝
希
斯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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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斯坦钢琴周围的群像：

科西玛，理查·瓦格纳

弗朗茨·李斯特, 汉斯·冯·彪罗

许多著名音乐家都为贝希斯坦品牌的名

声做出贡献。相对其他品牌，他们对贝

希斯坦格外褒奖。有人形容贝希斯坦钢

琴为“彩色的钢琴”，有人称赞卡尔·贝希

斯坦为“皇家御用钢琴制造师”。

弗朗茨·李斯特，19世纪最伟大的钢琴

家，于I860年购得他的第一台卡尔·贝希

斯坦三角钢琴。这笔交易出现在公司的

贸易清单上，编号为247。清单上以简洁

的普鲁士风格记录买家为“魏玛的乐队

队长 — 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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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贝希斯坦始终处在技术创新的前

沿。例如，在1853年，他就制造了第一台

立式钢琴 — 一架120厘米髙、内部交叉

装弦的乐器，而当时柏林的时尚仍是三

角钢琴，该琴的畅销却证明他的眼光是

对的。在1862年的伦敦国际展览会上，

贝希斯坦击败在本土更具势力的英国厂

商，荣获数个大奖。评委认为“贝希斯坦

乐器令人瞩目的特点是舒适的击弦机和

平衡的音区。此外，它们能承受最有力

的演奏。”还有一份发到德国的官方报

告显示，“贝希斯坦受普鲁士国王任命，

商品已出口至美国、亚洲、英格兰和俄

罗斯，此次为伦敦带来两台优秀的三角

钢琴。”

与此同时，卡尔·贝希斯坦继续培养和

伟大艺术家的感情，在1864年瓦格纳生

日时赠予他一架三角钢琴。李斯特每年

都会收到贝希斯坦的馈赠，他在去世前

不久致信贝希斯坦：“对于您的乐器，除

了褒扬没有任何评判。28年来，我一直

演奏您的钢琴，它们自始至终证明着自

己的优越。根据演奏过您的钢琴的权威

观点，其实连称赞都不必要了，因为只

可能是冗余的，无谓的反复。”

随着贝希斯坦名声渐涨，公司也随之出

名。19世纪60年代初，公司在柏林约翰

尼斯大街4号开设生产基地，1867年买

下相邻的一块地，以供扩建之需。对英

国和俄罗斯的出口增长极快，到1870

年时，生产基地再次扩建，使年产量达

到500台钢琴。1867年，卡尔·贝希斯坦

制造了672台钢琴，年产值超过100万马

克，他的个人收入也达到8万马克。虽然

在生意上非常成功，贝希斯坦仍然十分

慷慨、谦逊而富有人情味。他努力打造

和谐的人际关系。1880年，第二个生产

基地在格吕瑙尔大街开张。在那一年，

贝希斯坦在埃尔克纳的黛梅里茨湖边造

了一幢别墅，位于柏林郊外。他非常热

情好客，邀请了许多艺术家来到自己的

乡间住宅，包括欧仁·达尔伯特。1883年

夏，达尔伯特客居贝希斯坦的别墅，创

作了一部钢琴协奏曲。

柏林的贝希斯坦音乐厅于1892年开张，

由赫尔曼·沃尔夫任艺术总监。音乐厅

由改建了柏林爱乐乐团所在音乐厅的弗

朗茨·施维希腾设计。开幕音乐会请来

的艺术家有安东·鲁宾斯坦、约瑟夫·约

阿希姆的弦乐四重奏和约翰内斯·勃拉

姆斯，当然还有汉斯·冯·彪罗。

贝希斯坦在柏林郊外克罗伊兹堡的莱兴

伯格大街上开设了第三个生产基地。三

年后，在1900年3月6日，他去世了。

第
一
个
黄
金
年
代

贝希斯坦不仅向德国皇帝，也向无数其他的皇室和宫廷进献钢琴

对页

上：维多利亚女王的镀金三角钢琴，路易十五风格，饰有华托的画作。

左下：伦敦的贝希斯坦音乐厅，现为威格摩尔音乐厅。

右下：贝希斯坦钢琴送往柏林莱歇斯塔克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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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斯坦钢琴是富庶人家音乐室的风尚，而伟大的音乐家们  

— 如李斯特、勃拉姆斯、德彪西、拉威尔、拉赫玛尼诺夫、巴托

克和布梭尼都在贝希斯坦的乐器上创作出一部部杰作。

乐会。当时，不列颠帝国占了公司出口的

一大部分，维多利亚女王订做了一架路

易十五风格的钢琴，由她本人绘上小型

画作装饰。（贝希斯坦在2012年制造出

这架钢琴的复制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公司以沉重打击。伦

敦的贝希斯坦音乐厅被充作公有，改名

威格摩尔音乐厅。公司于1903年在圣奥

诺雷大街上开张的巴黎分部也被撤销。

更糟的是，德国战败，自1919年起的通

货膨胀大大削减了员工人数和产量。战

前，公司有1100名员工，年产约5000架

钢琴。而在战后，钢琴成了几乎没人能

购买的奢侈品。1923年，通货膨胀达到

顶点，贝希斯坦改制为股份公司。爱德

温·贝希斯坦的份额之前被他的弟弟们

尽数买去，此次成为股东之一，其妻似

也参与其中。

尽管公司启用新的融资机制，出口业务

因高关税而停滞。然而贝希斯坦在1928

年成功地和美国有了商务关系：著名零

售商沃纳梅克成为贝希斯坦在美国的唯

一经销商。它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公众

宣布这一事件，并为纽约上层社会举办

了招待会。

在20世纪20年代，贝希斯坦的三角钢琴

出现在横跨大西洋的豪华游轮上。在

1929年，一架齐本德尔钢琴随着一架齐

柏林飞船升上天空。同年，一架饰有华

托画作的镀金钢琴代表贝希斯坦在巴塞

罗那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尽管由于经济

原因，20年代对公司而言十分困难，但

伟大的音乐家们，包括费鲁齐奥·布梭

尼、阿图尔·施纳贝尔、威廉·巴克豪斯、

阿尔弗雷德·科尔托和艾米尔·冯·绍尔

依然对“他们的贝希斯坦”忠心耿耿。

他的传奇人生，其基石是对普鲁士人

的品格和基督教文明的信仰。他积聚

起可观的财务，慈父般照顾他的员工。

在他去世时，柏林皇家瓷器公司发行了

一套饰有贝希斯坦肖像的咖啡器具，肖

像周围饰有花环，题词为“卡尔·贝希斯

坦，1826–1900”。

在20世纪前夕，贝希斯坦已成长为一个

出口全世界的家族企业，由创始人的三

个儿子 — 出生于1859年的爱德温、出

生于1860年的小卡尔、出生于1863年的

约翰内斯（又名“汉斯”） — 运作。贝希

斯坦家族雇佣近800名员工，年产超过

3500架钢琴。到1903年、公司成立50周

年时，年产量达到4500架。

伦敦的贝希斯坦音乐厅于1901年在威格

摩尔大街上开张，每年举办约300场音

伟
大
演
奏
家
的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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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贝希斯坦生产了 1200

架钢琴。

到世纪之交时，员工共1100

人，年产5000架钢琴。

贝希斯坦持续创新，利用威尔特·米浓

的纸卷钢琴技术，发明出“原音重现钢

琴”。还有带感应发声的“新贝希斯坦”

或“西门子·内恩斯特”三角钢琴，则是今

天的Vario数码静音系统的前身。该发明

在1931年引起轰动，但并未流行起来。

因为大萧条和贝希斯坦家族矛盾，1932

年十分黯淡。家族成员对在柏林最豪华

的库尔菲斯腾达姆大街上新开的展示

厅争论不休。战争导致了德国乃至整个

欧洲境内的犹太人遭到迫害、驱逐、杀

害将他们的财富充公，给公司带来了严

重的后果，因为富有的犹太家庭一直是

贝希斯坦的重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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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袭严重损毁了贝

希斯坦工厂，给公司带来破坏性的损失。

战后，美国为了在德国打开美国产品的

市场，直接领导了公司。在美方撤离之

后，贝希斯坦恢复运作，但公司产量仍

然很低。1953年，公司在西柏林的泰坦

尼亚广场庆祝公司创办100周年。庆典

音乐会上邀请了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包

括威廉·巴克豪斯。指挥家塞尔吉乌·

切利比达克于次年购买了一架贝希斯坦

钢琴，如获至宝。1957年，雅马哈在自己

的音乐厅里安置了一台贝希斯坦三角钢

琴。

从1963年起，美国钢琴制造商鲍德温开

始购买贝希斯坦的股份，并在70年代中

期成为公司的大股东。新工厂在卡尔斯

鲁厄和艾舍尔布隆建起，因为好的钢琴

制造师很难被请到独立于铁幕之后的

西柏林。

1971年，莱纳德·伯恩斯坦随维也纳爱

乐乐团巡演德国，演奏拉威尔的《G大

调钢琴协奏曲》，他只用一架贝希斯坦

钢琴。乔治·勃雷特是当时的另一位偏

爱这个柏林品牌的大钢琴家。1978年，

贝希斯坦以一系列音乐会来庆祝公司创

建125周年，邀请的演奏家包括克里斯

牌的荣耀。不过，在2005年，卡尔·舒茨

和妻子贝伦尼斯·库珀（贝希斯坦市场

总监）购下了Samick持有的贝希斯坦股

份的一半，而如今，这家韩国企业已不

再持有贝希斯坦的股份。

2003年，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贝希斯坦

的150周年庆典及其在柏林爱乐大厅、

杜塞尔多夫市政厅和法兰克福老歌剧

院举办的庆典音乐会。音乐会邀请了全

球知名的明星演奏家和几组钢琴二重奏 

(德尼斯·普罗沙耶夫/法齐尔·萨伊，格

蒂安·査哈里亚斯、舒拉·切卡斯基和康

塔斯基钢琴二重奏。

1986年，当38岁的卡尔·舒尔茨买下之

前鲍德温公司的所有股份并由此接管这

家传统的柏林钢琴制造商时，生意并不

好。舒尔茨是杰出的钢琴制造师，试图

重建公司曾经享誉全球的盛名。尽管经

济形势远不如卡尔·贝希斯坦创办公司

的1853年，这仍是贝希斯坦的新起点。

舒 尔茨 的公司 重 组很快 就 证明是 成

功、有效的。1987年，营业额达到1400

万马克，较前一年增长400万马克。然

而，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让公司进入一

个经济条件更为严峻的阶段。尽管1990

年全球钢琴产量下降了40% ,贝希斯坦

买下一家在柏林创办的德国钢琴制造

商奥塔普（Euterpe)，也是W.Hoffmann

品牌自1977年起的制造商。1992年，

卡尔·舒尔茨买下了Zimmermann品

牌及其位于萨克森州塞芬诺斯多夫工

厂。Zimmermann曾是德国顶尖的钢琴

制造商之一。

贝希斯坦于1996年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在几年内融资1500万欧元，以更新萨克

森的厂房和设备。1999年，公司的管理

劳/舒马赫，安东尼/约瑟夫·柏拉托雷）。

三年后，公司在钢琴家、指挥家弗拉基

米尔·阿什肯纳奇的支持下，主办了第一

届贝希斯坦国际钢琴大赛。

与此同时，具有出色的力量、力度范围

和超凡声音的D282型音乐会三角钢琴

已十分成功。在许多国际钢琴大赛上，

例如拉罗克·当特隆大赛，选手们在演

奏时选择了这架优秀的乐器。贝希斯

坦集团的众多品牌覆盖了所有的细分

市场，从奥塔普的入门钢琴到中端的

部门迁至柏林的一个施提尔维克购物

中心。这是一间售卖当代设计品的博物

馆式的建筑。公司办公室旁设有一间展

示厅和一个音乐厅，由此组成第一个“贝

希斯坦中心”。很快，另一个贝希斯坦中

心在杜塞尔多夫的施提尔维克开业，并

开始举办音乐会，吸引了大量观众。

塞芬诺斯多夫工厂生产全系列乐器，

满足各类钢琴家的需求。公司也推出

Vario静音系统，以给传统乐器带来电

子钢琴的各种优势。贝希斯坦在2000年

的营业额达到4000万马克。在世纪之交

推出的ProBechstein系列为卡尔·贝希

斯坦于近150年前创办公司时就存在的

立式钢琴部门设立了的新标准。新型号

造型优雅，琴体符合古典建筑的黄金比

例，明晰而独特的设计令人回想起让·

努维尔和诺曼·弗斯特爵士的建筑。臃

肿的立式钢琴现已被获得多项国际设

计奖（包括“好设计奖”和iF设计奖）的

新型立式钢琴所取代。

2002年，贝希斯坦和韩国乐器商Samick

启动合作，以稳固在亚洲和美国市场的

地位。贝希斯坦集团的入门级钢琴品牌

将利用亚洲的生产平台所带来的优势，

而Samick则分享一个历史悠久的德国品

W.Hoffmann和Zimmermann品牌，到

高端的卡尔·贝希斯坦品牌。

2004年，贝希斯坦开始与波西米亚公

司合作，于3年后购得这家捷克公司。工

厂经过扩建和现代化，成为名为“卡尔·

贝希斯坦欧洲”的一个分公司。在2008

年末，卡尔·贝希斯 坦欧 洲已在 生 产

W.Hoffmann品牌的全系列立式和三角

钢琴，并釆取清晰的策略：生产全面优

于亚洲产品的纯欧洲制作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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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些希望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进入贝

希斯坦世界的人们，卡尔·贝希斯坦欧洲

生产了W.Hoffmann的Vision系列及Pro-

fessional系列，W.Hoffmann的根源可追

溯到1893年在柏林建立的一家公司。这

个品牌的钢琴由贝希斯坦位于塞芬诺斯

多夫的研发中心专门研发，具有一系列

卓越品质的部件。

Zimmermann品牌更接近顶级，也更成

功：其立式钢琴是20世纪90年代德国最

畅销的。

卡尔·贝希斯坦学院系列钢琴为达到音

乐学院和专业钢琴家的特殊要求现已成

为贝希斯坦产品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

列立式和三角钢琴体现了钢琴制造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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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斯坦满足了双手和双耳。”

“我演奏过的所有贝希斯坦钢琴都有同

样的优秀品质：声音饱满，外形高贵，声

音富有歌唱性和力量，对任何触键方式

和技巧都能适应，绝对的可靠性。”

——阿图尔·施纳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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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当谈论到在舞台上演出或在录音

室中录制CD，很多伟大的国际钢琴家都

认证了卡尔·贝希斯坦音乐会系列三角

钢琴的优越性。

在德国，越来越多的贝希斯坦中心逐一

开张，销量持续上升。它们举办的音乐

会则很快成为其所在城市文化生活的重

要部分。贝希斯坦在海外不仅在亚洲、

美洲和西欧，在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和

乌克兰都十分成功。历经上个世纪的种

种剧变，贝希斯坦的名字在东欧仍然保

持着最初的魅力。

和Samick的合作结束，公司开始直接

向欧洲和美国销售钢琴。贝希斯坦一年

总销售量超过4000架钢琴，总营业额

接近3500万欧元。变化发生在21世纪

初，Stefan Freymuth家族加入成为了新

的大股东并逐步接管公司。与此同时，

贝希斯坦继续成长，发展自产弦槌的生

产设备和几个最先进的铸铁框和表面

处理的技术中心。这样的发展，不仅让

公司更进一步独立于供应商，也有助于

提高卡尔·贝希斯坦钢琴的质量。

经营着最先进的生产设备，贝希斯坦是

最后一个完全由德国企业家控股的顶

级钢琴制造商，而竞争者已多被亚洲投

资者占据。

2012年，公司制成当初献给维多利亚女

王的镀金钢琴的复制品，由此开启新的

奢华型钢琴的生产线。由于在研发方面

的专长，贝希斯坦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合作伙伴。因此，贝希斯坦发起了为中

国市场制造入门级钢琴的合作，由德国

工作组领导，开始开辟中国市场。

贝希斯坦还探索了电子声音模块领域。

在2016年，公司建立了贝希斯坦数码股

份有限公司，这家子公司同时营销一个

全新类型的DAW（数字音频工作站）。

贝希斯坦始终保持如一，它是出色品质

的同义词，是伟大传统的延续者。公司

借此大步迈向未来。

随着Stefan Freymuth在2017的掌权，公

司继续保持其价值：优秀的品质植根于

悠久的传统的代名词，贝希斯坦大胆地

踏上一条新的道路走向未来。

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贝希斯坦！

众多照片和感谢信证明，数千架百岁高龄的贝希斯坦钢琴仍然由

其买家的后代们保留着。贝希斯坦的德国公司仍在培育公司的传

统，将其延续到未来。

贝希斯坦现为欧洲最大的高端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斯坦一定会为此感到自豪。公

司始终忠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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