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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成为 Fender®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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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成为全球 Fender 用户的一员！

Fender 音乐家们创造了超过半个世纪的音乐，
并且持续推动着现代音乐的发展，在许多音乐
里都能听到 Fender 的声音。

现在您可以用无限的音乐想象力和创造力贡献
您的声音，拿起 Fender 乐器，让它伴您实现音
乐的梦想。

通过成为 Fender 线上社区的一员，与我们和
世界各地的其他 Fender 用户建立联系。创建
您自己的档案，并接收更新的音乐新闻、新产
品、活动、促销和更多。访问 www.fender.com
获取更多信息。

感谢使用 Fender 乐器，现在您可以开始享受
与 Fender 乐器一起创造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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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46...

您的 Fender® 乐器承载着超过半个实际的
音乐历史。

Fender® 于 ���� 年由对电子产品有天赋
和热情的南加州发明家 Leo Fender 创立。
他在加州富勒顿 (Fullerton) 的一家小型无
线电修理店创办了这家公司，生产当时西方
摇摆乐队很流行的晶体管放大器和夏威夷
吉他。十年后，这个简单的开端却与摇滚乐
的诞生以及 Fender® 几个“ 黄金时代 ”中
的第一个产生了爆炸性的交集。

从当时专业和有影响力的音乐家那里得到
直接和即时的反馈，Leo 和他的员工们孜孜
不倦地致力于改善声音和设计，���� 年初
打造了世界上第一把实心西班牙式电吉他

Telecaster®( 和它的单拾音器版本
-Esquire®)。同年晚些时候，Fender 推出了
世界上第一把获得商业成功的实心电贝斯
Precision Bass®，很快就有了它的伙伴
Bassman® 放大器。Twin Amp® 出现在
���� 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悠久的吉他
放大器家族之一的第一个型号。

���� 年 -Fender 推出了可能是有史以来
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电吉他

Stratocaster®。十年的时间，许多伟大的摇
滚艺术家从这款吉他中创造出令人难以置
信的音乐⸺Fender® 的设计师或其他任
何人都未曾想到的声音。其他经典作品紧随
其后⸺Jazzmaster®(����)，Jazz Bass®

(����) 和 Jaguar®(����)，以及更多优秀
放大器。���� 年，Fender® 被卖给哥伦比
亚广播公司 (CBS) 时，它已经从一家加利
福尼亚州的吉他制造商成长为行业领袖，拥
有一系列广受好评的乐器和放大器，彻底改
变了全世界的音乐。经过 CBS 的岁月，现代
Fender® 在 �� 世纪 �� 年代中期出现，成
为今天的标志性品牌，对全球的音乐和流行
文化都具有影响力。

就像它刚成立的时候一样，Fender® 继续
被不断创新的精神、对音乐的热情和对像您
这样的音乐家不断投入的承诺所驱动着。

谢谢您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开始享受您
的 Fender® 乐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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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 年的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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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影响着世界音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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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特性  丨  控件  丨  规格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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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的贝斯型号的功能和规格的详细信息，
请访问 www.fender.com 的产品部分，其中每
个单独的贝斯列表有一个 Specs 链接，提供完
整和全面的信息。

对于电路图、切换 / 控制功能图和部件列表，请
访问 www.fender.com 的技术支持页面中的
知识库，其中的服务图表链接提供了超过 ���
种 Fender 乐器型号的详细信息。

如需其他支持，请直接电邮或电话联络我们 :

广州市发时达乐器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 �� 号
京华广场 � 座 �� 层

����-��������   丨   ���-��������

fastmusical@fastgz.com

WWW.FASTG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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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规格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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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贝斯是用上乘的材料和工艺制作。作为其
最终组装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手动调整了它，并
将其设置为 Fender® 工厂规格，给您提供了可
行范围内最好的弹奏手感。

像所有木制乐器一样，您的贝斯可能会因为不
同的温度和湿度水平而产生一定的变化。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乐器地理位置的变化，这是自然
发生并无法避免的。

乐器的弹奏手感大致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 从最终组装到从 Fender 发货之间的时间。
· 从 Fender 发货到到达目的地之间的时间。
· 装运方式 : 卡车、海运、空运等。
· 运输过程中的气候条件。
· 运输目的地的气候条件。
· 用户使用环境及储存的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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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当您第一次得到您的贝斯时，如果弹奏手感不
舒服或不在出厂规格范围内，不要惊慌。由于上
面列出的因素，乐器的设置会发生变化，这是很
自然的。您的贝斯设计有许多调整点，允许您对
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调整，或简单地自定义规
格调整以适应您个人喜欢的演奏风格。如果手
感不是您喜欢的高度，本手册有描述了如何设
置、调整和维护您的贝斯，使其在可调范围内达
到您的手感要求。当然，如果您不愿意自己调整
它，也可以随时带上您的贝斯到我们的授权维
修中心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通常在购买时，经销商也会将乐器及其部件
调整为初始标准设置，但由于上面列出的因
素影响下还是会产生变化的。这不包括在
Fender® 的保修范围内，在收到乐器后，消
费者承担设置、调整和维护的所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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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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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带扣
�. 琴桥
�. 琴桥弦鞍 
�. 输出插孔
�. 音色控制
�. 音量控制
�. 护板
�. 拾音器
�. 琴身下轮廓
��. 琴颈钢筋调节口
      （部分型号在琴头）
��. 琴身上轮廓
��. 背带扣
��. 第��品记
��. 指板
��. 弦枕
��. 弦钮
��. 压弦扣
��. 调音旋钮手柄
��. 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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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 GUITAR SET-UP

要把您的贝斯设置到最佳的演奏状态，请遵循后面提出的五个
步骤。首先，您需要合适的工具 :

 · 电子调音器

 · 剪弦钳

 · 变调夹

 · 一套塞尺 (.���"-.���")(�.��‒� mm)

 · �"（���mm）尺子（最小分度值为 �.� 毫米）

 · 大十字螺丝刀 (Vintage 系列 )，或随琴六角扳手 ( 现代系列 )

 · 迷您一字螺丝刀 (Vintage 系列 )，或者随琴小六角扳手 ( 现代系列 )

贝斯的设置



E A D G

B E A D G

B E A D 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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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没有电子调音器，您可能需要买一个。
它将会让您接下来的工作更加简单。如果您已
经有一个，只要插入并把贝斯音量调到最大。
拨动一根空弦或 �� 品的泛音 *，为调音器输
入最清晰的声音。(* 泛音是一种“ 像编钟一
样 ”的声音，它是用指尖轻触琴弦的第 �� 品，
并用另一只手拨动琴弦而产生的。)

注意：弹奏泛音时如果您太用力按弦，它会阻
止琴弦震动和不发声。通过一点练习，您会发
展出轻触所需要的谐波音。

调 音

如果您弹奏的是四弦贝斯，请把空弦调到 E, A, D, G

如果您弹奏的是五弦贝斯，请把空弦调到 B，E, A, D, G

如果您弹奏的是六弦贝斯，请把空弦调到 B，E, A, D, G，C



图 A

图 B

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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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新的弦可以给您的贝斯带来新的生命，
而且一些简单的操作，比如当您更换弦时如
何将弦缠绕在弦钮的轴上，将决定音准的稳
定性和弦的张力。在您调音的时候稍微拉伸
一下琴弦也是一个好主意，以确保每根琴弦
都是紧紧的固定在弦钮轴上。这将使您在调
试过程中避免一些挫折。只要抓住琴弦的中
间部位，轻轻地上下拉，消除松弛，然后重新
调音。( 请查看 Fender® 经销商获得更多贝
斯琴弦资讯。)

首先，把每根琴弦穿过琴桥，越过弦枕，经过
相应的弦钮轴，要预留足够的长度，至少允
许绕轴三圈。在琴弦上标出那个点。用剪弦
钳在标记前一英寸处以 �� 度角将琴弦压
弯，然后在标记处剪掉多余的部分 ( 图 A)。

接下来，把弦的一端插入弦钮轴中心的孔
里，并把弦弯曲到槽里。再用另一只手拉住
弦松散的一端，同时转动弦钮手柄使弦紧致
( 图 B)。

确保琴弦缠绕过程中不重叠，并从上到下缠
绕到弦钮轴的底部，以确保弦正确地固定在
弦枕上，获得尽可能大的下压角度 ( 图 C)。

�. 更换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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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der® 提供无源被动电路的贝斯 ( 没
有电池 ) 和主动式前级电路贝斯 ( 需电
池供电 )。根据乐器的不同，您的主动
贝斯可能有 � 伏 ( 一节电池 ) 系统，或
�� 伏 ( 两 节 电 池 ) 系 统。参 考 在
www.fender.com 的 支 持 部 分 的 知 识
库，其中的服务图表链接提供了 ��� 多
种 Fender® 仪器型号的详细信息。

这两种系统的电池寿命一般都是约为
��� 小时。所有搭载主动前置放大器的
Fender 贝斯都配有开关插孔，当信号
线插入插孔时，就会接通电池供电。

所以，为了使电池寿命最大化，请在不
演奏时拔掉贝斯的输出信号线。当电池
电量不足时，前置放大器的电压会下降，
导致失真和不必要的噪音，这表明电池
必须更换 ( 注意，没有主动 / 被动开关
的主动贝斯在电池没电时将不能在被动
模式下工作 )。对于双电池 �� 伏前置放
大器的贝斯，需同时更换两个电池，因
为不匹配的电压可能会对前置放大器的
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建议使用同一品牌
的电池。

�. 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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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S ROD 琴颈钢筋调节
琴颈钢筋是一种巧妙的隐形装置，它位于琴颈内
部，可以抵消琴弦拉力引起的弯曲力。调整后的
理想琴颈会有适度的弯曲以适应琴弦的振动。
Fender® 贝斯的琴颈曲度的工厂规格是在第七品
的位置，品冠与琴弦底部的间隙为 .���" 和 .��� "。

测量琴颈曲度，首先在第一品固定一个变调夹。如
果您在调整一把四弦贝斯，按住“E”弦的最后一
品；如果您在调整一把五弦或六弦的贝斯，按住

“B”弦的最后一品。然后在第 � 品用塞尺测量琴
弦的底部到品丝顶部的间隙 .���" 和 .���"。

如果需要调整钢筋，请先调松琴弦以缓解琴颈的
张力，并记得在再次测量前调回音准。要调整钢
筋，使用一个大的十字或一字螺丝刀 ( 大多数复
古风格的贝斯 )，或您的贝斯随琴的六角扳手 ( 现
代贝斯 )。注意，对于在琴颈根部调节的复古型号，
您必须拆卸琴弦、松开琴颈安装螺丝和 / 或拆卸
护板，以有效的调整钢筋螺母。如果琴颈过凹，可
顺时针转动钢筋螺母。若琴颈过凸，可逆时针转动
钢筋螺母。调整确认好音准，然后再用塞尺检查缝
隙。如果您遇到过大的钢筋阻力，或如果您没把握
进行以上的操作，请携带您的贝斯到当地授权经
销商寻求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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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弦高度
琴弦的高度更多取决于个人喜好和演奏风格，而不
是预先设定的硬性规格。

首先确认您的调音，然后用尺子测量每根弦的底部
和第 �� 品顶部之间的距离。Fender 建议这个距离
大约 �/��"( 约 �.�mm），相应地调整每个弦鞍，并
且记住琴弦的高度可以设置为您觉得合适的任何
高度（过低将不利于琴弦振动）。



拾音器类型 低音弦端 高音弦端

Vintage Style Precision Bass  8/64" 6/64"

Vintage Style Jazz Bass 8/64" 6/64"

Standard Jazz Bass 7/64" 5/64"

Standard Precision Bass 7/64" 5/64"

American Standard Jazz Bass 7/64" 5/64"

American Standard Precision Bass 7/64" 5/64"

Vintage Noiseless™ Jazz Bass 8/64" 6/64"

N3 Noiseless Jazz Bass 8/64" 6/64"

Special Design Humbucking 7/64" 5/64"

23

拾音器高度设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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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八度音准
您可以很容易地设置贝斯的八度音准。首先
将琴插入您的调音器，并使用 �� 品泛音调
弦，然后再按紧 �� 品拨动琴弦，并将其音高
与第 �� 品泛音的音高进行比较。

如果泛音的音高和实音的音高一致，则琴弦
的八度音准是正确的，不需要调整。如果两个
音高不一致，则必须根据琴桥类型使用十字
螺丝刀或六角扳手进行调整。

如果实音的音高高于泛音，琴弦必须加长，直
到两个音高一致。要做到这一点，只需顺时针
旋转弦鞍长度调节螺丝，将弦鞍向琴桥的后
面移动，直到实音和泛音音高读数相同。在调
整过程中需拉伸琴弦并反复调音，因为弦鞍
的移动会影响音高。

如果实音相对于泛音的音高较低，琴弦弦必
须缩短，直到两个音高一致。要做到这一点，
只需逆时针旋转弦鞍长度调节螺丝，向前移
动弦鞍（往拾音器方向），直到泛音和实音的
音高读数相同。记得拉伸和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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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Fender® 贝斯是精心制作的，可提供
给您多年的弹奏和享受。偶尔的例行维护对
外观、声音和性能都很有帮助。下面列出了
一些有用的建议 :

保持整洁 :污垢，灰尘，汗水，皮肤油，烟和
其他污染物会使您的贝斯漆面和硬件过早
地老化。经常用无绒布擦拭琴弦、琴颈和琴
桥。在漆面上可使用 Fender 认可的抛光
剂，并用柔软、干燥的抛光布将金属部件擦
拭干净 ( 可访问 Fender 官网的配件部分
获得建议 )。

指板上油 :没有上漆的玫瑰木、乌木和巴西
红檀木指板中的天然油脂会变干。定期用柠
檬油、煮过的亚麻油或其他非硅基的木油 /

家具油，用无绒布涂抹，揉搓，浸泡，然后擦
去多余的油脂，晾干，让指板保持漂亮滋润。
记住，有上漆的指板 ( 包括枫木指板 ) 不要
涂油。

拧紧背带扣 :它们有时会松动，定期检查并
使用标准十字螺丝刀紧固背带扣。

设置和调整 :熟悉本手册和 www.fend-
er.com 中的设置和调整程序，或咨询您所
在地的 Fender 授权经销商进行常规的季
节性调整。

尽可能避免极端气候 :极端的温度和湿度
会损害您的贝斯。然而，如果这样的情况无
法避免时，请放松琴弦以减少伤害。并且如
果是从一个寒冷的环境来的乐器，在打开琴

盒之前需让室温使其逐渐暖和起来，以避免
漆面瞬间的温差导致龟裂。

硝基漆面 :硝基是一种长期用于高级家具
和乐器上的天然木材油漆。如果您的贝斯是
硝基漆面，一定要阅读“ 硝基漆面 : 注意事
项和护理 ”。尽量不要让漆面长时间接触塑
料、合成材料和外科胶管 ( 常见于一些吉他
支架和背带上 )，所有这些都会与硝基漆面
发生不良反应，可能破坏漆面。还要注意，裂
纹、收缩和变色都是硝基漆面老化过程中的
自然现象。采用硝基漆面的贝斯将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与您产生不同类型的磨损与老
化，而拥有属于您自己独特的外观。所以这
并不包括在 Fender 保修范围内。

维护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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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der®, Bassman®, Twin Reverb®, Super Sonic®, G-DEC®, Stratocaster®, Strat®, 
Telecaster®, Tele®, Jaguar®, Jazzmaster®, Mustang®, Precision Bass®, P Bass®, 
Jazz Bass®, J Bass®和在这些吉他看到的独特的琴头设计是Fender Music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在美国的注册商标，保留所有权利。

在中国大陆的用户，可以直接联系您所消费
的授权经销商，或咨询广州市发时达乐器有
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 �� 号

             京华广场 � 座 �� 层

电话：����-��������   丨   ���-��������

官网：www.fastgz.com

微博：@ 发时达乐器（http://www.weibo.com/fastgz）

             @ 发时达精品社（http://www.weibo.com/fastvip）

微信：搜索“FAST_Musical”或“ 发时达乐器 ”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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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维护产品安全

电池和 / 或安装了电池的产品不应暴露在
如阳光、火等类似过度高温的环境下。

 · 不要用任何充电类型的电池替换电池。

 · 只更换相同或等效的 PP�, �V 型电池。

 · 如果电池连接 / 更换错误，可能有火灾或
爆炸的危险。

当电池电量耗尽和电源指示灯不再亮时，请
立即更换电池。

当不弹奏时，请拔掉吉他连接线的插头可获
得最大限度的电池寿命。

如果使用不当，电池可能会爆炸或泄漏而导
致产品损坏或人员受伤。出于安全，请阅读接
下来的注意事项。

 · 不正确的电池处理会导致泄漏、过热、起
火或爆炸。

 · 电池绝对不能加热、拆卸或扔进水里。

 · 安装电池时，请务必确认正确的极性。

 · 避免将新电池与旧电池混合使用。此外，
避免混合使用不同类型的电池。

 · 当设备长时间不使用时，请取出电池。

 · 如果电池漏液，请用一块柔软的布或纸巾
擦拭电池盒内的所有电解液。然后安装新
电池。为了避免皮肤不适，请确保您的手
或皮肤不触碰到电解液。

 · 要非常小心，不要让电解液接触到眼睛。
如果电解液进入眼睛，立即用流动的水冲
洗并去医院就诊。

主动式吉他注意事项
 · 不要将电池与金属物品放在一起，如圆珠

笔、项链、发夹等。

安全使用本设备

 · 使用本设备的旋钮和其他控制时，和插拔
连接线时，要合理小心，粗暴的操作会导
致故障。

 · 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阳光直射下，不要将
其放置在辐射热量的设备附近，不要将其
放置在封闭的车辆内或其它类似极端环
境中。

 · 请勿使用任何物品 ( 如易燃物品、硬币、
别针 ); 或者任何液体 ( 水，软饮料等 ) 穿
透或渗入本设备。







广州市发时达乐器有限公司   丨   WWW.FASTG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