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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上海锣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家致⼒于数
字艺术领域创新的科技公司。感谢您购买R1真采样
电吹管。在使⽤之前，请确定您已经阅读并理解本
⼿册的内容。请将本⼿册妥善保管以便在需要时参
阅。 

格式说明 

建议的操作或提示。 

错误的操作⽅式或警告。 

正确的操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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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主要特性 
R1真采样电吹管是锣钹科技研发的吹奏型新形

态乐器。它集合了⼀流⼯业设计和⾳频技术，搭载
了许多真采样乐器原声，同时创新使⽤了多项专
利，让您可以轻松地进⼊⾳乐演奏的世界。 

R1的特性，远超您对乐器的想象。 

‣ 搭载真采样⾳⾊ 

通过真采样技术，将全球⼀流乐⼿演奏的原声
装载到R1中。过去在传统乐器上需要数年功⼒才能
演奏出的技法，您通过R1可以轻松做到。 

‣ ⻝品级安全吹嘴 

利⽤⻝品级安全材质，给予吹奏者 ⾼的健康
保障。吹嘴可替换式设计，⽅便您更换或定期保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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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式演奏键 

全触摸式演奏键，⽆噪⾳且使⽤寿命⻓。在演
奏过程中可以提供极其迅速的响应速度。 

‣ 独⽴半⾳键 

类传统乐器外观的半⾳按键，⽤真实且优雅的
⽅式实现细腻的演奏。 

‣ ⾳⾊秒切按键 

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切换⽅式，设计科学不
易误触。轻松实现⾳⾊切换，精准且迅速。 

‣ 三键式⼋度按键 

超脱传统乐器的物理限制，轻松在多个⼋度的
范围内穿梭。 

‣ 机械转轴式弯⾳轮 

可靠耐⽤易操作的弯⾳控制轮，让您的演奏婉
转悠扬。结合不同的设置选项，弯⾳轮还可以实现
滑⾳开关等⾼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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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精度陀螺仪 

⾼精度陀螺仪让演奏者可以通过体感控制来实
现各种技巧的触发。例如颤⾳开关、技法切换以及
弯⾳等。 

‣ 响应式全彩双灯带 

美轮美奂的全彩灯带，绽放数万种颜⾊，实时
反映演奏的⽓息和技法。给演奏者和观众直观的视
觉反馈，为教学提供精确的参考标准。 

‣ 1 5分钟学会 

结合⾃乐班App提供的互动教程，让您在15分
钟内迅速掌握R1的基本操作。通过两个星期左右的
练习和提升，您就可以表演简单的曲⽬了。 

包装清单 

• R1真采样电吹管 
• 吹嘴盖 
• 脖带 
• ⽤户⼿册 
• 快速指引 
• 收纳包 
• Type-C充电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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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说明 
 

吹管部件 
 

4



①吹嘴盖 

⽤于保护吹嘴。在演奏前请将吹嘴盖取
下，妥善放置。演奏完毕，擦拭⼲净后再将吹
嘴盖盖回。 

②♯ 半⾳键 

⽤于临时演奏半⾳，按下后升⾼半⾳，抬
起后还原。 

③♭ 半⾳键 

⽤于临时演奏半⾳，按下后降低半⾳，抬
起后还原。 

④!键 

• 演奏模式下，按下后⾳⾊序号递增。 
• 菜单模式下，⽤于切换下⼀个选项。 

您也可以在“设置-⾼级设置”中，对该按键
进⾏⾃定义功能设置。 

⑤"键 

• 演奏模式下，按下触发⾳⾊技法⼆，抬起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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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模式下，⽤于切换上⼀个选项。 

您也可以在“设置-⾼级设置”中，对该按键
进⾏⾃定义功能设置。 

⑥⾳符键 

⽤于演奏⾳符。在默认设置下，您可以使
⽤萨克斯、竖笛等指法进⾏演奏。 

有关指法的信息，请参阅本⼿册“附录-指
法表”章节。  

⑦显示屏 

显示⾳⾊、调号、⼋度、菜单选项、吹管
状态等信息。 

⑧弯⾳轮 

默认情况下，向上或向下按压弯⾳轮，产
⽣⾳⾼变化的效果，即“弯⾳控制”。 

您可以在“设置-⾼级设置”中，对该控制轮
进⾏⾃定义功能设置，以实现如“滑⾳”开
关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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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魔法键 

默认情况下，⽤于开启或关闭⾳符间的滑
⾳效果。按下魔法键开启效果，再次按下关闭
效果。 

您可以在“设置-⾼级设置”将魔法键的功能
设置为“技法⼆”，在演奏中进⾏技法切
换。 

⑩排⽔孔 

冷凝⽔滴将从此处排出。请在演奏⼀段时
间后⽤软布擦拭⼲净。不要堵住该排⽔孔。 

⑪⼋度加 2 

⽤于临时演奏⾼2个⼋度的⾳，按下后当前
演奏的⾳⾼将提⾼2个⼋度，抬起后还原。 

同时按住“⼋度加1”和“⼋度加2”时，识别为
⼋度加2。 

⑫⼋度加 1 

⽤于临时演奏⾼1个⼋度的⾳，按下后当前
演奏的⾳⾼将提⾼1个⼋度，抬起后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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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度减 1 

⽤于临时演奏低1个⼋度的⾳，按下后当前
演奏的⾳⾼将降低1个⼋度，抬起后还原。 

有关⾼⼋度简化指法的信息，请参阅本⼿
册“附录-指法表”章节。 

⑭脖带环 

⽤于挂系脖带。演奏前，请将脖带的挂钩
妥善挂系在脖带环上。 

脖带可以有效防⽌R1在演奏中意外掉落。 

⑮拇指托 

演奏中，将右⼿⼤拇指放在此处，轻轻将
R1托起。 

建议在演奏中使⽤脖带，可以为拇指提供
更⼤的移动范围。 

⑯功能键 

先按住功能键，再按下对应的组合键，可以实
现以下对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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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度偏移的信息，请参阅本⼿册“⾼级
设置-⼋度偏移”章节。 

⑰开关键 

• 关机状态下，⻓按2秒开机。 
• 开机状态下，⻓按3秒关机。 
• 开机状态下，轻按开关键，当前电量将会全
屏显示在显示屏上。 

⑱⽿机插孔 

⽴体声3.5mm⽿机输出孔。您可以将⽿机
连接到这⾥，听到R1的演奏。 

为了保护您的听⼒，在戴上⽿机前，请确

组合键 对应功能

升调

降调

⼋度加1键 ⼋度偏移值递增

⼋度减1键 ⼋度偏移值递减

! 键 下⼀⾳⾊

" 键 上⼀⾳⾊

魔法键 进⼊菜单模式

键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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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量不要调得太⼤。 

连接⾳频输出后，⽿机插孔依然有效，⽅
便您在舞台演奏中实现类似返听的效果。 

⑲TYPE-C充电数据孔 

充电及数据传输插孔。⽤于对R1进⾏充
电、系统升级，或与电脑及移动设备传输数
据。 

⑳⾳频输出孔 

⾳频输出孔，您可以使⽤6.35mm⾳频连接
线，将R1连接⾄调⾳台或其它专业的扩⾳设
备。 

吹管显示屏 - 演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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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量状态 

显示当前设置的⾳量级别，或设备静⾳状态。 

②⾳⾊技法状态 

显示当前的⾳⾊技法状态。P 是滑⾳技法
“Portamento”的⾸字⺟，该图标显示时，⾳符间会
有滑⾳效果。2 是“技法⼆”的图标，该图标显示
时，演奏⾳⾊是技法⼆的效果。 

③⽤户⾳⾊库 

切换⾄⽤户⾳⾊库时，显示该图标。默认情况
下，使⽤系统⾳⾊库，该图标不显示。 

有关⾳⾊库切换的信息，请参阅本⼿册“⾼
级设置-⾳⾊库切换”章节。 

④蓝⽛状态 

蓝⽛开启时，显示该图标。蓝⽛关闭后，则不
显示图标。 

⑤电池状态 

R1当前的电池电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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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名称 

当前⾳⾊的名称。 

⑦调号 

使⽤系统⾳⾊库时，显示为当前全局设置的调
号。如果变调，所有⾳⾊都会同步变调。 

使⽤⽤户⾳⾊库时，显示当前⽤户⾳⾊的调
号。不同的⽤户⾳⾊可以有不同的调号。 

按住功能键再按 键或 键，可以实现升调或降
调。同时按住 键和 键，调号将还原到C调。 

⑧⾳⾊序号 

显示当前⾳⾊的序号。 

⑨⼋度偏移值 

默认为0，不显示。如果您想整体提升或降低
R1⾳⾊的⼋度，可以在⾼级设置中调整⼋度偏移。
当您设置过后，此处显示⼋度偏移值。在使⽤系统
⾳⾊库时，⼋度偏移设置对所有⾳⾊都起作⽤。 

⽀持通过按键组合，便捷调整⼋度偏移。
请参阅本⼿册“部件说明-吹管部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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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管显示屏 - MIDI控制器模式 

当R1与外部DAW软件或⾃乐班App通讯时，则
⾃动切⼊MIDI控制器模式。 

①MIDI控制器状态 

当R1进⼊MIDI控制器模式时，显示该图标。当
连接⾃乐班App时，则显示⾃乐班图标      。 

②⾳⾊技法状态 

显示当前的⾳⾊技法状态。P 是滑⾳技法
“Portamento”的⾸字⺟，该图标显示时，⾳符间会
有滑⾳效果。2 是“技法⼆”的图标，该图标显示
时，演奏⾳⾊是技法⼆的效果。 

③MIDI通道 

显示当前使⽤的MIDI通道，通道1⾄16显示为
“CH01”⾄“CH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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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蓝⽛状态 

蓝⽛开启时，显示该图标。蓝⽛关闭后，则不
显示图标。 

⑤电池状态 

显示电池电量的⽐例。 

⑥⾳⾊序号 

显示当前MIDI⾳⾊编号（Program Change）
数值。MIDI控制器模式时⾳⾊序号范围为1⾄128。 

⑦调号 

当前设置的调号，调号设置在MIDI模式下全局
有效。 

⑧⼋度偏移值 

当您在设置中对⾳⾊做⼋度偏移设置后，此处
显示⼋度偏移值。⼋度偏移在MIDI模式下全局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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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 
 

演奏姿势 
按图示握持R1，左⼿

在上，右⼿在下。将左⼿
拇指⾃然放在⼋度加1和⼋
度减1键中间的圆形区域。
右⼿拇指放置于下⽅拇指
托处，轻轻托起R1。 

建议您在演奏前为R1挂系好脖带。 

‣ 吹嘴含咬⽅法 

• ⽅法⼀：像使⽤吸管喝饮料的⼝型⼀样，轻
轻⽤嘴巴包住吹嘴，不要⽤上⻮咬吹嘴。 

• ⽅法⼆：将上⻮轻轻咬在吹嘴的上边沿，⽤
嘴巴包住吹嘴。在使⽤这种⽅式时，建议您在吹
嘴的上部，⽛⻮咬合的地⽅贴上萨克斯或单簧管
等乐器使⽤的⽛垫，这样可以保护您的⽛⻮和吹
嘴。 

为了保护您的⽛⻮，不要⽤⼒咬合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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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指法 
 
表示按下⾳符键                表示抬起⾳符键 

在R1⾼级设置中，您可以选择萨克斯、葫
芦丝或笛⼦指法。有关详细指法的信息，
请参阅本⼿册“附录-指法表”章节。 

选择⾳⾊ 
R1提供了多种⾳⾊切换的⽅式。以下操作⽅式

在演奏模式、MIDI控制器模式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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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按下!键切换下⼀⾳⾊，持续切换将在⾳⾊列
表中循环。 

‣ ⽅式⼆ 

按住功能键，再按!键，切换下⼀⾳⾊。 
按住功能键，再按"键，切换上⼀⾳⾊。 

同时按住!键和"键，⾳⾊将还原到序号01的
曲笛。 

演奏特殊效果 
真实乐器在演奏中会有不同的技法，R1⽀持使

⽤不同的⽓息强度触发不同的演奏技法。例如，您
在演奏中可以尝试发出“突”的⾳，来触发特殊技
法。 

有关技法的信息，请参阅本⼿册“附录-⾳
⾊列表”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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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置 
 

进⼊设置菜单 
先按住功能键，再同时按下魔法键，即可进⼊

设置菜单。 

‣ 设置状态下的按键功能 

魔法键：确认、进⼊下⼀级菜单 
功能键：取消、返回上⼀级菜单 
!键：下⼀个、递增 
"键：上⼀个、递减 

‣ 吹管显示屏-设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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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级菜单 

当前设置项所属的上⼀级设置菜单。 

②前⼀项 

前⼀项设置值。 

③当前选中值 

当前设置值。选定后按下魔法键确认参数。 

④后⼀项 

后⼀项设置值。 

⑤进度条 

当前设置项在菜单中⼤致的进度位置。 

‣ 连接⾃乐班APP设置 

当您将R1与⾃乐班App连接后，可以在⾃乐班
App的设备连接⻚⾯中，看到R1的设备卡⽚。点击
卡⽚进⼊设备详情⻚⾯，在其中可以查看或调整吹
管的相关设置项。 

有关⾃乐班App信息，请参阅本⼿册“⽤作
MIDI控制器-连接⾃乐班App”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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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此项同时调节R1⽿机及
⾳频输出孔的⾳量。⽀持关
闭，以及从⼩到⼤的1～10
级⾳量调节。 

 

混响 
此项可调节R1在演奏

模式下的混响级别，并不
会影响MIDI控制器模式。
⽀持关闭，以及由⼩到⼤
的1～5级混响。 

移调 

此项可调节R1的全局调
号设置。包含G、A 、A、
B 、B、C（默认）、D、
D、E 、E、F、F 共12个调。 

在⽤户⾳⾊库模式时，修改该设置项，将会修
改当前⽤户⾳⾊的调号。 

有关⾳⾊库切换的信息，请参阅本⼿册“⾼
级设置-⾳⾊库切换”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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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设置 
 

⾳⾊库切换 

您可以在此切换R1当
前使⽤的⾳⾊库。 

‣ 系统⾳⾊库 

默认的⾳⾊库，按出⼚顺序排列，且不可修
改。在此情况下，设置中的⾳量、移调、混响、⼋
度偏移等设置全局⽣效。例如，您移调⾄G调后，
所有⾳⾊都将移为G调。 

‣ ⽤户⾳⾊库 

您可根据演出或练习的需要，⾃由排列R1⾳⾊
的顺序。可以重复添加⾳⾊，也可以为单个⾳⾊设
置调号、⼋度等参数。连接⾃乐班App后可进⾏⽤
户⾳⾊库的编辑修改。⽬前尚不⽀持直接在R1上对
⽤户⾳⾊库进⾏排序修改。 

在使⽤⽤户⾳⾊库时，移调、⼋度偏移设
置将修改当前⽤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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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偏移 

对R1的⼋度做整体调
整，⽀持-3⼋度⾄+3⼋度
的调整范围。 

 

魔法键功能 
您可以为R1的魔法键

设置⾃定义的功能，以实
现更便捷的演奏效果。魔
法键按下后功能打开，再
次按下功能关闭。 

• 滑⾳：⾳符间的滑⾳效果。默认为此选项。 
• 技法⼆：触发⾳⾊的第⼆种演奏技法。 

有关⾳⾊技法的信息，请参阅本⼿册“附
录-⾳⾊列表”章节。 

!键功能 

• 下⼀⾳⾊：按下⾳⾊
序号递增，切换到下⼀⾳
⾊。默认为此选项。 

• 技法⼆：按下触发⾳
⾊的第⼆种技法，抬起则切换回⾳⾊默认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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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功能 

• 技法⼆：默认为此
选项。 

• 上⼀⾳⾊：⾳⾊序
号递减，切换到上⼀⾳
⾊。 

弯⾳轮功能 

• 弯⾳：默认此选项。 
• 滑⾳/下弯⾳：弯⾳轮

向上按压时，打开滑⾳效
果，放开则关闭。弯⾳轮
向下按下时，实现⾳⾼向下弯⾳效果。 

• 技法⼆/下弯⾳：弯⾳轮向上按压时，触发⾳
⾊技法⼆，放开则关闭。弯⾳轮向下按压时，实
现向下弯⾳效果。 

• 关：关闭弯⾳轮功能。 
 

体感功能 
体感功能开启后，将

R1扬起⾄体感功能触发⻆
度时，开始触发演奏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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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默认为此选项。 
• 技法⼆：向上扬起时，触发技法⼆，向下复

位时关闭技法⼆。 
• 弯⾳：向上扬起R1时，将使得当前演奏⾳⾼

向上偏转，实现弯⾳效果。 
• 滑⾳：R1到达体感功能触发⻆度后，开启滑

⾳。 
• 颤⾳：R1到达体感功能触发⻆度后，开启颤

⾳。扬起⻆度越⼤，颤⾳速度越快。 

体感⻆度 

此项可调节R1吹管的
体感功能触发⻆度。⽀持1
～5级调节。数字越⼩，触
发⻆度越低，越容易触
发。默认为3。 
 
滑⾳时⻓ 

此项可调节⾳符之间
滑⾳的时⻓，在滑⾳状态
开启时⽣效。⽀持1～5级
调节。数字越⼩，滑⾳时
⻓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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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范围 

此项可以设置由弯⾳
轮或体感功能控制的，⾳
符上下弯⾳的 ⼤范围。
⽀持1、2、3三个级别，每
个级别对应相应的半⾳数。 

MIDI通道 

MIDI通道设置⽤于在
MIDI控制器模式下，使⽤
不同的通道向电脑、移动
设备或外部⾳源发送信
息。⽀持 1⾄ 1 6通道的设
置。 

 

固定⾳符⼒度 
默认打开。当选项关

闭后，⾳符⼒度可变，即
发送MIDI Note On时，⾳
符⼒度Velocity取当时触发
的CC2值。在连接软⾳源
时，关闭固定⾳符⼒度，更容易触发多层次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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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频率 

默认为440Hz。在与
不同的乐队进⾏合奏时，
您可能需要调整R1的标准
⾳频率。⽀持435～445Hz
调节，调节幅度为1Hz。 

指法 

为了⽅便您快速掌握R1
的演奏，我们提供了不同的
指法模式。在默认情况下，
您可以直接使⽤萨克斯或竖
笛的指法在R1上进⾏演奏。也可以设置为我们提供
的葫芦丝、笛⼦指法。 

• 萨克斯：默认选项。	
• 葫芦丝 
• 笛⼦ 
当设置为葫芦丝和笛⼦指法后，吹管屏幕左下

⻆会展示换算过的调号。 

有关指法详细列表的信息，请参阅本⼿册
“附录-指法表”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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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曲线 

此项可调节R1吹管的
呼吸曲线。四个选项分别
对应如下呼吸曲线示意
图。 

 
呼吸灵敏度 

此项可调节R1吹管的
呼吸灵敏度，⽀持1～5级
调节。数字越⼩，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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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奏。默认为3。 
 

按键灵敏度 
此项可调节按键的灵

敏度，⽀持1～8级调节。
数字越⼩，按键反应越
快。默认为3。 

按键灵敏度极⼩的时候，演奏中可能出现
不希望的⾳符，此时应适当将数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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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相关 
 

蓝⽛MIDI 
默认打开。开启时，

吹管显示屏右上⻆显示蓝
⽛图标。R1可通过蓝⽛连
接⼿机、电脑等设备。 

灯光效果 

此项可调节或关闭R1
吹管的管身灯光闪烁模
式。除了吹管⾃带的三种
效果外，您也可以连接⾃
乐班App，进⾏⾃定义灯光
设置，并将其应⽤于R1。 

⾃动关机 

如果您在⼀定时间内
未演奏，R1将会⾃动关闭
电源。此项⽤于设定⾃动
关机的时间，有5分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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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60分钟和永不关机四种模式。如果您不希望
R1⾃动关机，请选择“永不”选项。 

⾃动熄屏 

开启⾃动熄屏后，R1
会在您吹奏时⾃动熄灭显
示屏，以节省电量。当停
⽌吹奏时，显示屏会再次
亮起。 

 

语⾔ 
⽀持简体中⽂和英⽂

两种语⾔。 

 

恢复出⼚设置 
将R1的设置参数恢复

为出⼚设置。⽤户⾳⾊库
也将恢复⾄出⼚时的初始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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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信息 

展示当前的型号、固
件和序列号。固件可在连
接⾃乐班App后进⾏更新。
您也可以在R1底部查看其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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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MIDI控制器 
 

连接⽅式 
R1可以作为MIDI控制器，控制外部电脑或移动

设备中运⾏的软件⾳源。 

‣ 使⽤USB MIDI 

使⽤USB连接线将R1与电脑
或移动设备连接。连接⽅式参考
右侧图示。R1与电脑或移动设备
通过USB连接，电脑或移动设备
⽿机输出⾄⾳箱。 

‣ 使⽤蓝⽛MIDI 

R1内置蓝⽛MIDI，在蓝⽛开启状态下，可以与
电脑或移动设备⽆线连接。 

R1的蓝⽛名称默认为“ROBKOO R1-设备序列号
后四位”。您可以使⽤⾃乐班App修改R1的蓝⽛名
称。 

您可以在R1设备底部，或设置菜单的“系统
相关-版本信息”中查看到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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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MIDI控制器演奏 

R1连接电脑或移动设备
后，将开启MIDI控制器模
式。R1显示屏呈现如图界
⾯。届时，R1内置⾳⾊将不
可使⽤，界⾯显示当前MIDI
⾳⾊序号。 

连接⾃乐班APP 
 

‣ 下载 

在⼿机和平板电脑的应⽤商店
中搜索“⾃乐班”，根据提示下载安
装。苹果和安卓系统均适⽤。 

‣ 连接 

将R1靠近装有⾃乐班App的设备，在App设备
连接的列表中选择您的R1。或者⽤Type-C数据线连
接R1与移动设备数据接孔，在⾃乐班出现“连接成
功”弹框后，即可开始使⽤。 

确保R1和装有⾃乐班App移动设备的蓝⽛
都已打开，且⾃乐班App拥有蓝⽛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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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 快速上⼿：点击“MIDI连接” ，进⼊MIDI设
备⻚⾯，点击吹管详情⻚的“快速上⼿”，学习快
速上⼿教程。 

• 设置：点击“MIDI连接” ，进⼊MIDI设备⻚
⾯，可以同步调节R1的设置项。 

• 学习：在“学院”可以学习R1专属互动教学课
程。 

• 编辑⽤户⾳⾊库：点击“MIDI连接” ，进⼊
MIDI设备⻚⾯，点击吹管详情⻚的“⽤户⾳⾊
库”，可以将R1⾳⾊添加⾄⽤户⾳⾊库，⽀持调整
顺序、设定调号等操作。 

• ⾃定义指法：点击吹管详情⻚中的“⾃定义指
法”，可以为某个⾳⾼添加额外的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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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注意事项 
请在操作使⽤前，⾸先仔细阅读下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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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充电 

请使⽤获得CCC认证并满⾜标准协议的电源适
配器。 

‣ 请勿打开 

本设备不含任何⽤户可⾃⾏修理的零件。请勿
打开本设备或试图拆卸其内部零件或进⾏任何⽅式
的改造。若出现异常，请⽴即停⽌使⽤，关注本公
司官⽅⽹站（www.robkoo.com）了解 新的维修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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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潮湿的警告 

请勿让本设备淋⾬或在⽔附近及潮湿环境中使
⽤，或将盛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瓶⼦或玻璃
杯）放在其旁边，否则可能会导致液体溅⼊任何开
⼝。如果⽔等任何液体渗⼊设备，请⽴即切断电源
并拔出所有已连接的连接线，然后关注本公司官⽅
⽹站（www.robkoo.com）了解 新的维修信息。
切勿⽤湿⼿插拔电源线插头。 

‣ 关于过热环境的警告 

R1内含电池，电池不可更换。电池不可以暴露
在阳光、⽕源等类似热源之下。 

‣ 当意识到任何异常情况时 

当出现以下任何⼀种问题时，请⽴即关闭电源
开关，拔出所有已连接的连接线。然后关注本公司
官⽅⽹站（www.robkoo.com）了解 新的维修信
息。 

• 散发出异常⽓味或冒烟。 
• 某些物体掉⼊设备中。 
• 设备掉落或损坏。 

为了避免您或周围他⼈可能发⽣的⼈身伤
害、设备或财产损失，请务必遵守下列基
本注意事项。 

36



‣ 安放位置 

请勿将本设备放在不稳定的地⽅，否则可能会
导致突然翻倒。 

请勿将本设备放置在可能会接触到腐蚀性⽓体
或含有盐份的空⽓。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 

收纳设备之前，请务必拔出所有已连接的连接
线。 

‣ 连接 

将本设备连接到其它⾳频设备之前，请关闭⾳
频设备的电源开关。在打开或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
开关之前，请将所有⾳量都调到 ⼩。 

‣ ⼩⼼操作 

请勿将⼿指或⼿插⼊本设备的任何间隙或开
⼝。 

请避免在设备上的任何间隙或开⼝插⼊或落进
异物（纸张、塑料、⾦属等）。如果发⽣这种情
况，请⽴即关闭电源，然后将所有已连接的连接线
拔出。关注本公司官⽅⽹站（www.robkoo.com）
了解 新的维修信息。 

请勿将身体压在本设备上或在其上放置重物，
操作按钮、开关或插⼝时要避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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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时间持续在很⾼或不舒服的⾳量⽔平使
⽤扬声器或⽿机，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听⼒损
害。如果遇到失聪或⽿鸣的情况，请寻求医治。 

对由于不正当使⽤或擅⾃改造本设备所造成的
损失、数据丢失或破坏，ROBKOO不负任何责任。 

‣ 关于⼯作环境 

请在：温度 - 1 5℃⾄4 5℃、湿度5 % R H⾄
75%RH、PH 值6.5⾄7.2的环境下使⽤本产品。 

保养及维护 

‣ 吹嘴 

演奏前请漱⼝，防⽌异物进⼊吹嘴。演奏过程
中，冷凝⽔和唾液会从排⽔⼝⾃然排出，演奏完毕
后可⽤软布擦拭⼲净。 

可定期取下吹嘴，并⽤清⽔冲洗。⽤⼀只⼿握
住吹嘴下⽅的环状处，另⼀只⼿将吹嘴旋转即可相
对轻松地将其卸下。清洗后，请使⽤软布擦⼲⽔
滴。 

‣ 售后三包政策 

凡购买本公司产品的消费者，均享受以下三包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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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持七天⽆理由退货（未拆封不影响⼆
次销售）。 特别提醒：由于本产品属于⼊⼝贴
身产品，故拆开外包装的塑封均不可⽆理由退
货。 

2. 30天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均可进⾏换新或
退货服务。 

3. 产品享有⼀年的免费保修服务。 
4. 以上条款的⽣效时间均为到货⽇。 

固件更新 
为了对R1的功能进⾏持续改进和优化，或修复⼀

些已知问题，您有时需要对R1进⾏固件更新。 
将R1连接⾄⾃乐班App，在吹管设备详情⻚-系

统相关-版本信息，查看当前固件版本号，并升级
新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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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现象 解决办法

演奏时个别⾳符没有声
⾳

⾳域超出了乐器的采样范围。尝
试将移调复位，或将⼋度偏移缩
⼩。

演奏不受呼吸控制 可能R1吹管内部积聚有⽔滴。如
果设备内部积聚⽔滴，呼吸控制
可能⽆法正常⼯作。将吹管倾斜
靠在墙壁上，使其内部⽔滴流
出。

吹奏指法失灵 开机时同时触摸到7个⾳符键，
导致指法失灵。 7个按键同时抬
开即可解决。

您的智能⼿机上搜索不
到R1吹管

• 检查R1显示屏在演奏界⾯下，
右上⻆是否有蓝⽛标志，如
没有，在设置-⾼级设置中开
启蓝⽛。 

• 检查智能⼿机的软⾳源应⽤
是否开启蓝⽛权限，如没
有，请在⼿机设置-蓝⽛权限
中开启。 

• 连接R1需要在⽀持蓝⽛MIDI的
App中搜索，⽽不在连接⽿机
的蓝⽛设置界⾯。

⽆法充电 有可能充电适配器不合规。更换
合规适配器，只要是符合USB协
议标准的适配器均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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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脑充电时⽿机⼝
有噪声

请不要在使⽤电脑USB接⼝充电
时，连接⽿机或演奏。

演奏中出现怪⾳ • 请检查是否误触魔法键。 
• 请检查是否打开了体感控
制。

演奏⾳符⾳⾼不准，总
是有偏移

请检查是否误触弯⾳轮，可以在 
R1⾼级设置中将弯⾳轮功能设置
为“关”，以防误触。

⾳⾊⽆法变调 请检查是否开启了⽤户⾳⾊库，
打开⽤户⾳⾊库时，R1屏幕上会
有对应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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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序号 ⾳⾊名称 默认技法 技法⼆

1 曲笛 ⻓⾳+花⾆ 颤⾳

2 唢呐 ⻓⾳+花⾆ -

3 ⻢头琴 ⻓⾳ 颤⾳

4 ⼆胡 ⻓⾳ 抖⼸

5 琵琶 单⾳+轮指 轮指

6 葫芦丝 ⻓⾳ 颤⾳

7 ⻓笛 ⻓⾳ -

8 ⼩号 ⻓⾳ ⻓⾳⼆

9 次中⾳萨克斯 ⻓⾳ ⻓⾳⼆

10 ⼩提琴 ⻓⾳ -

11 单簧管 ⻓⾳ ⻓⾳⼆

12 巴松 ⻓⾳ 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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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法表 
 
表示按下⾳符键           表示抬起⾳符键 

‣ 萨克斯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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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R1还提供了⾼⼀个⼋度的简化演奏指
法。不使⽤⼋度加1键，就可以实现部分⾳符的⾼⼋
度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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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丝指法 

在R1默认指法的基础上，增改了个别指法。葫
芦丝筒⾳作5（sol）时，指法表如下： 

‣ 笛⼦指法 

在R1默认指法的基础上，增改了个别指法。笛
⼦筒⾳作5（sol）时，指法表如下： 

简化⾼⼋度指法也适⽤于葫芦丝和笛⼦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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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OUT消息列表 
将R1⽤作MIDI控制器时，随着⽤户设置的不

同，以下MIDI消息会被发送⾄电脑或外部⾳源： 

消息类型 控制功能

CC 1 陀螺仪，弯⾳轮

CC 2 呼吸传感器

CC 5 滑⾳时⻓

CC 7 ⾳量

CC 65 魔法键，陀螺仪，弯⾳轮

CC 80 魔法键，!键，"键，陀螺仪，弯⾳
轮

Program Change FN & !键，FN & "键，!键，"键

Pitch Bend 弯⾳轮，陀螺仪

After Touch 呼吸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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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本产品内部使⽤的蓝⽛模块已通过SRRC认
证，其核准代码为：CMIIT ID 2016DJ4571。 

充电⽅式 USB(Type-C)5V ⎓1.5A 

电池类别 锂电池2600mAh

⼤电流 1.5A

传感器 ⽓压传感器，陀螺仪

⼯作时⻓ 关闭灯光效果10⼩时，打开灯光效果6⼩时

MIDI接⼝ USB MIDI，蓝⽛MIDI

⾳频接⼝ ⽴体声3.5mm⽿机输出、6.35mm⾳频输出

配件 Type-C数据线、说明⼿册、快速指引、脖
带、吹嘴盖、收纳包

尺⼨ 67cm (⻓) X 4cm (宽) X 5cm (⾼)

重量 425克（含吹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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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质说明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苯
醚（PBDE)

外壳 O O O O O O
PCBA X O O O O O
附件（连
接线等）

O O O O O O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O：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X：表示该有害物质⾄少在该部件的某⼀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本产品标有“X”的原因是现阶段没有可供选择替代的技术或部件，并符合欧盟RoHs法规要求，属于
豁免部分。

本产品所有部件均符合RoHS和REACH标准，如需查询可通过ROBKOO官⽹联系相关客服⼈员咨询。

本产品除电池外，在正常使⽤状态下的环保使⽤期限是10年。

本产品的电池，在正常使⽤状态下的环保使⽤年限是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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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证 

产品名称 R1真采样电吹管  
合格

产品型号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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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www.robkoo.com 
contact@robkoo.com

让数字艺术创作、分享和学习变得简单。

DIGITAL ART 
CRAFTING, 
SHARING AND 
LEARNING MADE 
EASY.

上海锣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 
锣钹库Robkoo Information & Technologie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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