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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弦乐器包括琴颈以及在琴颈中形

成的空腔。空腔包括弯曲底面以及空腔侧壁中的

倒角。岛状物在空腔中形成。形成包括层板并且

适合配合空腔的品板。品板包括适合包围空腔中

的岛状物的开口。空腔或品板使用计算机控制或

数字控制研磨机、刨槽机、水切割或激光器来形

成。品板安装在空腔中，以及空腔中的岛状物设

置在品板的开口中。将品板安装在空腔中包括弯

曲空腔侧壁。品板边沿没有可见间隙地接触空腔

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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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作弦乐器的方法，包括：

提供琴颈；

形成所述琴颈中的空腔，其中所述琴颈的一部分保留作为所述空腔中的岛状物,并且

所述空腔的侧壁包含倒角；

形成适合配合所述空腔的品板，其中所述品板包含完全通过所述品板而形成的开口；

以及

通过将所述品板定位在所述空腔之上并且将所述品板朝向所述琴颈移动同时所述倒

角帮助将所述品板对齐在所述空腔内来将所述品板安装在所述空腔内，其中所述品板完全

围绕所述岛状物来延伸，并且所述岛状物的上表面在将所述品板安装之后暴露于所述品板

的所述开口中；以及

在将所述品板安装在所述空腔内之后将所述琴颈成形以便去除所述倒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岛状物的所述上表面与所述品板的外露表面齐

平。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含将所述品板安装在所述空腔内，使得所述品板的边

沿在没有可见间隙的情况下接触所述空腔的侧壁。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含形成所述空腔中的弯曲底部表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含形成包括层板的所述品板。

6.一种弦乐器，包括：

包括木质材料的琴颈；

在所述琴颈中形成的空腔，其中所述空腔的侧壁与所述空腔的底部表面垂直，并且其

中所述琴颈包含所述空腔中的岛状物，所述岛状物包括所述木质材料；以及

品板，所述品板设置在所述空腔内，其中所述空腔的所述侧壁完全围绕所述品板来延

伸，其中所述品板包含完全通过所述品板而形成的开口，并且其中所述岛状物设置在所述

品板的所述开口内，使得所述品板完全围绕所述空腔中的所述岛状物来延伸。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弦乐器，其中所述琴颈的表面与所述品板的外露表面齐平。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弦乐器，其中所述岛状物与所述品板的外露表面齐平。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弦乐器，其中所述品板的边沿接触所述空腔的所述侧壁。

10.一种弦乐器，包括：

在所述弦乐器中形成的空腔，其中所述空腔包含底部表面以及与所述底部表面垂直的

侧表面；

品板，所述品板包含设置在所述空腔内的所述品板的侧壁，其中所述空腔的所述侧表

面包围所述品板；

开口，所述开口完全通过所述品板而形成；以及

岛状物，所述岛状物在所述空腔内形成，并且设置在所述品板中的所述开口内，其中所

述品板完全围绕所述岛状物来延伸。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弦乐器，其中所述弦乐器的表面与所述品板的表面齐平。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弦乐器，其中所述品板的边沿接触所述空腔的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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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镶嵌品板的弦乐器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一般来说，本发明涉及乐器，以及更具体来说，涉及包括镶嵌品板（inlaid 

fretboard）的弦乐器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吉他是业余爱好者和专业音乐家所使用的弦乐器。吉他包括原声吉他（acoustic 

guitar），其中一般包括连接到琴颈（neck）的空心琴身（hollow  body）。琴身包括共鸣板和

背板（soundboard  and  backboard），其中共鸣板通常包括中心定位音孔（centrally-

located  sound  hole）。琴身还包括位于吉他末端与琴颈相对的、用于锚定琴弦一端的琴桥

（bridge）和拉弦板（tailpiece）。

[0003] 吉他还包括电吉他（electric  guitar），其通常包括连接到琴颈的实心琴身

（solid  body）。电吉他的琴身包括拾音器（pickup），拾音器响应琴弦的振动而产生或调制

电信号，并且包括选择或修改电信号的控件。琴身还包括锚定琴弦一端的琴桥和拉弦板。

[0004] 原声吉他或电吉他的琴身使用榫头（headblock）连接到吉他的琴颈。琴颈包括在

琴颈末端与琴身相对的琴头（headstock）。琴头包括用于调整和保持琴弦张力的弦钮

（tuning  key）或旋钮（machine  head）。琴颈还包括上弦枕（nut），即，在琴头周边支承琴弦

的中硬度材料的小板条。在一些乐器中，琴颈包括沿琴颈长轴所设置并且用于产生张力以

抵消琴弦对琴颈所施加的张力的调柄（truss  rod）。通常，调柄的张力能够调整。

[0005] 琴颈还包括设置在琴身与上弦枕之间的品板或指板（fre t bo a rd  a n d 

fingerboard）。品板跨越琴颈的整个宽度，并且安装在琴颈的平坦表面之上朝向琴弦定向。

品板提供一个表面，演奏乐器的人将琴弦往下压到该表面上以调整琴弦的有效长度。许多

其它类型的弦乐器包括安装到琴颈的品板，包括中提琴、小提琴、大提琴、竖贝司、四弦琴、

菲德勒小提琴、琵琶、班卓琴、曼陀林、洋琴和三味线琴。在许多乐器中，品板包括音品

（fret），音品准许乐器演奏如由音品的间距以及琴弦的构成和张力所确定的音符（note）的

离散音阶（discrete  scale）。备选地，一些乐器具有不带音品的品板。一些乐器具有包括装

饰标记或者指示应当按压琴弦以产生特定音符的位置的标记。品板上的标记能够是品板中

的镶嵌。

[0006] 品板沿品板的整个长度必须保持为接近但不接触未按压琴弦。品板必须不产生任

何嗡嗡声、格格声、失真或者其它不合需要的振动。另外，许多演奏者期望在触摸品板时的

特别触感。最后，品板对乐器外观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常常设计成增强乐器的美感。相应地，

一些材料作为品板组成部分是极合乎需要的，包括珍奇的难以得到的木材以及昂贵的天然

和合成材料。

[0007] 合乎品板需要的一些材料响应诸如温度、湿度、压力或者材料的水分含量之类的

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尺寸。一些材料响应诸如涂油或上漆之类的表面处理而改变尺寸，

例如，如在涂敷聚氨酯罩面漆之后木材纹理升高。尺寸的变化对于经受相同环境变化或表

面处理的不同材料会有所不同。因此，一起使用不同材料会是困难的，特别是当期望精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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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或者当装配起来的构件比较大或者比较薄时。

发明内容

[0008] 需要乐器中的镶嵌品板。相应地，在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是一种制作弦乐器的方

法，其中包括提供琴颈、形成琴颈中的空腔、形成适合配合空腔的品板以及在空腔中安装品

板。

[0009]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是一种弦乐器，其中包括琴颈、在琴颈中形成的空腔以

及设置在空腔中并且由空腔的侧壁所包围的品板。

[0010]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是一种弦乐器，其中包括在弦乐器中形成的空腔以及

设置在空腔中的品板。

附图说明

[0011] 图1a-1d示出原声吉他；

[0012] 图2示出电吉他；

[0013] 图3a-3r示出制作具有弦乐器中的品板的镶嵌的琴颈的过程；

[0014] 图4示出具有按照图3a-3r的具有品板的镶嵌的琴颈的吉他；

[0015] 图5a-5h示出制作按照图3a-3f的具有品板的镶嵌的琴颈的过程；

[0016] 图6示出具有按照图3a-3f和图5a-5h所制作的具有品板的镶嵌的琴颈的吉他；以

及

[0017] 图7a-7d示出制作按照图3a-3f的具有品板的镶嵌的琴颈的过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在以下描述中参照附图、通过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来描述本发明，附图中，相似标号

表示相同或相似元件。虽然按照用于实现本发明的目标的最佳模式来描述本发明，但是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会理解，预计涵盖可包含在所附权利要求所定义的本发明及以下公开和附

图所支持的其等效体的精神和范围之内的备选、修改和等效方案。

[0019] 图1a和图1b示出上弦之前的原声吉他10的平面图和侧视图。原声吉他10是弦乐

器，其中包括琴身20、琴颈30以及从琴身一端穿到琴颈对端的一根或多根琴弦、通常为六

根。原声吉他10的琴身20包括锚定并且支承琴弦一端的拉弦板和琴桥22。琴身20是空心的，

并且琴身中的空气随琴弦振动而共鸣，以便提供声音放大。经放大的振动经由音孔24离开

琴身20。

[0020] 原声吉他10的琴颈30通过琴肩（heel）38接合到琴身20，并且还包括琴头32、上弦

枕34和品板40。琴头32包括锚定琴弦一端并且调整各弦的张力的弦钮或旋钮36。上弦枕34

是安装到琴颈30的中硬度材料的小板条，当琴弦进入琴头32时支承琴弦。

[0021] 琴头32包括调柄盖39。调柄盖39覆盖调柄44、即通常由金属所制成并且通过琴颈

30从琴头32延伸到琴肩38的柄，如图1c所示。调柄44产生抵消由琴弦对琴颈30所施加的张

力的张力。通过使用位于调柄盖39下面的张力调整机构46或者备选地通过使用位于调柄对

端的张力调整机构，来调整由调柄44所产生的张力。

[0022] 品板40设置在琴头32与音孔24之间的琴颈30表面上朝向琴弦定向。品板40安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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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颈30的平坦表面，并且跨越琴颈的整个宽度，如图1d所示。品板40允许通过使琴弦与品板

或者与品板中结合的音品42相接触，来改变琴弦的有效长度、即当琴弦被拨动、用弓拉或者

以其它方式使其振动时进行振动的琴弦的长度。改变琴弦的有效长度改变琴弦将振动的频

率。音品42是品板40的凸起元件，使得当琴弦在品板40之上被往下压时，琴弦首先接触到音

品42。琴弦接触音品42的点确定琴弦的有效长度。结合品板的其它弦乐器包括中提琴、小提

琴、大提琴、竖贝司、四弦琴、菲德勒小提琴、琵琶、班卓琴、曼陀林、洋琴和三味线琴。备选

地，一些弦乐器具有不带音品的品板，其中琴弦在被按压时接触品板表面。

[0023] 图2示出上弦之前的电吉他50。电吉他50包括琴身60、琴颈70以及从琴身上弦到琴

颈对端的琴弦。一些电吉他还包括设置成近似平行于第一琴颈的第二琴颈。电吉他通常采

用4至7根弦，但是能够采用多达12根弦或以上。电吉他50的琴身60通常是实心的，并且包括

锚定和支承琴弦一端的拉弦板和琴桥62。电信号因琴弦的振动而在拾音器64中产生。电信

号按照控件66来选择或修改，并且通过输出连接器68发送给外部放大器。

[0024] 电吉他50的琴颈70包括琴头72、上弦枕74和品板80。琴头72包括锚定各弦的一端

并且调整其张力的旋钮76。上弦枕74是安装到琴颈70的中硬度材料的小板条，当琴弦进入

琴头72时支承琴弦。琴头72还包括调柄盖78。调柄盖78覆盖调柄、即通常由金属所制成并且

通过琴颈70从琴头72延伸到琴颈与琴身60的接合处的柄，与图1c所示原声吉他10的调柄44

相似。调柄产生抵消由琴弦对琴颈70所施加的张力的张力。通过使用调柄盖78下面的调整

机构或者通过使用在调柄对端的调整机构，来调整调柄张力。

[0025] 品板80设置在琴身60与上弦枕74之间。品板80安装在琴颈70的平坦表面上朝向琴

弦定向，并且跨越琴颈的整个宽度。品板80允许通过使琴弦与品板或者与品板中结合的音

品82相接触，来改变琴弦的有效长度。改变琴弦的有效长度改变琴弦将振动的频率。音品82

是品板80的凸起元件。当琴弦在品板80之上被往下压时，琴弦首先接触到音品82，因而确定

琴弦的有效长度。品板80还包括将演奏者指引到按压以产生特定音符的正确位置的音品标

记（fret  marker）84。

[0026] 图3a-3r示出制作包括镶嵌品板的琴颈的弦乐器的方法。图3a中，琴颈98包括琴颈

背100和调柄通道102。图3b和图3c分别示出琴颈98的平面图和截面图。在一个实施例中，琴

颈背100是单件材料。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琴颈背100通过将子组件接合在一起、例如通过将

相似或相异材料块或层接合在一起来形成。用于形成琴颈背100的材料能够包括木材，例如

枫木、桃花心木、胡桃木、黑樱桃木、巴西花梨木、乌木、korina（杷榄仁木）、相思木、紫心木、

红木、鸡翅木和西班牙香椿。用于形成琴颈背100的材料还能够包括金属、陶瓷、玻璃、聚合

物以及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合成物。

[0027] 调柄通道102适合接纳调柄，并且在琴颈背100中通过诸如钻孔、刨槽（routing）、

研磨、激光切割、模制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材料成形过程来形成。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

调柄通道102在琴颈背100的一个或多个子组件中、在将子组件接合在一起以形成琴颈背

100之前通过诸如钻孔、刨槽、研磨、切片、锯切、激光切割、模制、冲压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

的材料成形过程来形成。

[0028] 在包括木材的琴颈背100的一个实施例中，选择木材的种类、原产地、源木中的位

置、颜色、纹理取向、纹理的平直度和密度、外形、剥落、或者影响木材的外观或材料特性的

诸如鸟眼、树节或节疤的夹杂物的是否存在。在包括木材的琴颈背100的一个实施例中，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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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被选择或处理以得到预期水分含量或者例如通过窑炉中烘干木材或者将木材在受控环

境中存放持续时间期间来晶化木材中的树脂。在包括木材的琴颈背100的一个实施例中，木

材经过漂白、染色或者蒸煮，或者注入防腐剂或硬化剂。

[0029] 图3d中，通过使用诸如钻孔、刨槽、研磨、开槽口、砍凿、刮削、锯切、激光切割以及

它们的组合之类的材料去除过程从区域104中去除材料，部分成形琴颈背100。作为形成琴

头的组成部分，从区域106中去除材料。在接纳品板的准备中从区域108中去除材料，如下面

更详细论述。在一个实施例中，琴颈背100的一部分暂时保持为未成形或者成形为容纳用于

在后续操作期间固定琴颈的夹具。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从琴颈背100中去除材料，以便产

生更接近琴颈的最终形状的形状。图3e和图3f分别示出在图3d所示成形之后的琴颈98的平

面图和截面图。

[0030] 图3g中，适合接纳品板的空腔110在琴颈背100中使用诸如钻孔、刨槽、研磨、开槽

口、砍凿、刮削、锯切、激光切割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材料去除过程来形成。图3h和图3i示

出包括空腔110的琴颈98的截面图。在一个实施例中，空腔110使用高精密过程、例如使用计

算机控制(CNC)或数字控制(NC)研磨机、CNC或NC刨槽机、CNC或NC激光切割机111或者它们

的组合来形成。CNC和NC机能够对材料准确和精确地成形，并且能够编程为形成物体，因此

物体精确地与相同或另一个CNC或NC机所形成的物体紧密配合。在一个实施例中，形成空腔

110，其中包括平坦底部，如图3h和图3i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空腔110的侧壁与空腔底部

垂直。

[0031] 图3j示出还包括沿空腔110的侧壁所形成的倒角112的琴颈背100的一个实施例。

倒角112适合促进将品板镶嵌到空腔110中，如下面详细论述。在一个实施例中，倒角112在

形成空腔110之前通过在琴颈98中使用诸如雕刻、砍凿、刨槽、研磨、激光切割以及它们的组

合之类的过程以形成v形沟槽来形成。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倒角112在形成空腔110的同时

形成。在另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倒角112在形成空腔110之后使用诸如磨砂、锉磨、刨槽、研

磨、切割、激光切割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过程以从空腔侧壁去除材料来形成。

[0032] 图3k和图3l分别以平面图和截面图示出品板150。品板150由诸如木材、金属、玻

璃、陶瓷、聚合物和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合成物之类的材料来形成。在包括木材的品板150的

一个实施例中，通常使用的木材包括红木、乌木、枫木和巴西铁树。品板150使用诸如刨平、

钻孔、刨槽、研磨、开槽口、砍凿、刮削、锯切、磨砂、模制、冲压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过程来

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150使用包括使用CNC或NC研磨机、CNC或NC刨槽机、CNC或NC水

切割（water  jet）或者CNC或NC激光器的过程来形成。CNC或NC机能够对材料准确和精确地

成形，并且能够编程为形成物体，因此物体精确地与相同或另一个CNC或NC机所形成的物体

紧密配合。在一个实施例中，形成包括适合接纳音品的插槽的品板150。

[0033] 在包括木材的品板150的一个实施例中，选择木材的种类、原产地、源木中的位置、

颜色、纹理取向、纹理的平直度和密度、外形、剥落或者影响木材的外观或材料特性的诸如

鸟眼、树节或节疤的夹杂物的是否存在。在包括木材的品板150的一个实施例中，木材被选

择或处理以得到预期水分含量或者例如通过窑炉中烘干木材或者将木材在受控环境中存

放持续时间期间来晶化木材中的树脂。在包括木材的品板150的一个实施例中，木材经过漂

白或蒸煮。在包括木材的品板150的一个实施例中，木材被注入防腐剂或硬化剂，或者在接

合到琴颈背100之前以染料、着色剂、密封胶、清漆或者其它表面处理来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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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图3m和3n中，品板150定位在来自图3a-3j的琴颈背100之上。在空腔110中涂敷

适合于将品板150接合到琴颈背100的粘合剂152。备选地，将粘合剂152涂敷到品板150的表

面或者涂敷到品板和琴颈背100。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150和琴颈背100包括木材，以及粘

合剂152包括皮胶、脲甲醛树脂、间苯二酚-甲醛树脂、多乙酸乙烯酯、脂肪族树脂乳液、聚氨

酯或环氧树脂。

[0035] 品板150和琴颈背100被朝向彼此移动，并且倒角112帮助对齐空腔110中的品板。

在一个实施例中，围绕空腔110的琴颈背100的部分变形或弯曲，以使得促进品板150进入空

腔。品板150在空腔110中设置成与空腔的底部和侧面相接触，如图3o-3q所示，其中分别以

平面图、截面图和透视图示出具有空腔中镶嵌的品板150的琴颈98。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

150和琴颈背100在粘合剂152设置或固化的同时通过带子、夹子或其它装置结合在一起，以

及在粘合剂得到充分接合强度之后移开带子、夹子或其它装置。在一个实施例中，在接合品

板和琴颈背时，品板150具有与琴颈背100不同的水分含量，使得品板随后将增大或者琴颈

背随后缩小，使得品板更精确地填充空腔110。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在接合品板和琴颈背时，

品板150具有与琴颈背100不同的温度，使得品板随后将膨胀或者琴颈背随后缩小，使得品

板更精确地填充空腔110。

[0036] 图3r示出琴颈的进一步成形之后的琴颈98的截面。琴颈背100通过诸如刨平、钻

孔、刨槽、研磨、开槽口、砍凿、刮削、锯切、磨砂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材料去除过程来成形

为成品轮廓。当品板150和琴颈背100的相邻部分通过诸如研磨、砍凿、刮削、锯切、磨砂以及

它们的组合之类的材料去除过程来形成为适当圆弧表面的同时，消除倒角112。在一个实施

例中，适合接纳音品的沟槽在将品板接合到琴颈背100之后在品板150中使用CNC或NC端铣

刀、刨槽机或激光切割系统来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琴颈98或者其部分被给予适合所使用

材料的表面涂层或抛光。

[0037] 图4示出结合了使用图3a-3r所示的过程所制作的琴颈98的吉他190。琴颈98接合

到琴身160，并且包括琴头172、上弦枕174和品板150。品板150安装于琴颈背100中形成的空

腔110中，其中品板的外露表面定向成远离琴颈背。空腔110的侧壁包围品板150，也就是说，

与品板的外露表面垂直的品板的表面被空腔侧壁遮住。在空腔110周边的琴颈背100的表面

与品板150的外露表面齐平。音品182安装在品板150上。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品板150没有

音品。在一个实施例中，音品182跨越琴颈98的整个宽度。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音品182跨

越不超过品板150的宽度。通过仔细选择、制备和形成琴颈背100和品板150中使用的材料，

以及通过品板150和空腔110的精密成形，使用图3a-3r的方法所制作的琴颈98在琴颈背与

品板之间没有可见间隙。此外，使用图3a-3r的方法所制作的琴颈98具有在从侧面查看琴颈

时没有可见边沿的品板150。另外，图3a-3r的方法允许将不适合在非镶嵌品板中使用的材

料用于品板150，例如缺乏在吉他使用期间保持外露边沿或角所需的硬度或横向拉伸强度

的材料或者仅具有一个美感上可接受表面的材料。

[0038] 图5a-5h结合图3a-3f示出制作包括其中还包含插进品板中的琴颈背的部分的镶

嵌品板的弦乐器琴颈的方法的一个备选实施例。从图3f继续，图5a中，适合接纳品板的空腔

210在琴颈背100中使用诸如钻孔、刨槽、研磨、开槽口、砍凿、刮削、锯切、激光切割以及它们

的组合之类的材料去除过程来形成。空腔210包括没有去除的材料的岛状物214。图5b-5d示

出包括空腔210和岛状物214的琴颈背100的截面。在一个实施例中，空腔210使用高精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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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例如使用CNC或NC研磨机211、CNC或NC刨槽机、CNC或NC激光切割机或者它们的组合来形

成。在一个实施例中，形成空腔210，其中包括平坦底部，如图5b和图5d所示。

[0039] 图5c和图5d示出还包括空腔210的侧壁中形成的倒角212的琴颈背100的一个实施

例。倒角212适合促进将品板镶嵌到空腔210中，如下面详细论述。在一个实施例中，倒角212

在形成空腔210之前通过在琴颈背100中使用诸如雕刻、砍凿、刨槽、研磨、激光切割以及它

们的组合之类的过程以形成v形沟槽来形成。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倒角212在形成空腔210

的同时形成。在另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倒角212在形成空腔210之后通过使用磨砂、锉磨、刨

槽、研磨、切割、激光切割或者它们的组合以从空腔侧壁去除材料来形成。

[0040] 图5e中，品板250包括适合容纳琴颈背100的岛状物214的开口262。品板250包括诸

如木材、金属、玻璃、陶瓷、聚合物和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合成物之类的材料。在包括木材的品

板150的一个实施例中，通常使用的木材包括红木、乌木、枫木和巴西铁树。品板250通过诸

如刨平、钻孔、刨槽、研磨、开槽口、砍凿、刮削、锯切、磨砂、模制、冲压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

的过程来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250使用高精密过程、例如使用CNC或NC研磨机、CNC或

NC刨槽机、CNC或NC水切割、CNC或NC激光切割机或者它们的组合来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

形成包括适合接纳音品的插槽的品板250。

[0041] 图5f中，品板250定位在来自图5a-5d的琴颈背100之上。在空腔210中涂敷适合于

将品板250接合到琴颈背100的粘合剂。备选地，将粘合剂涂敷到品板250的表面或者涂敷到

品板和琴颈背100。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250和琴颈背100包括木材，以及粘合剂包括皮胶、

脲甲醛树脂、间苯二酚-甲醛树脂、多乙酸乙烯酯、脂肪族树脂乳液、聚氨酯或环氧树脂。

[0042] 品板250和琴颈背100被朝向彼此移动，并且倒角212帮助对齐空腔210中的品板。

在一个实施例中，围绕空腔210的琴颈背100的部分足够薄以变形或弯曲，使得促进品板250

进入空腔。品板250在空腔110中设置成与空腔的底部和侧面相接触并且围绕岛状物214，如

图5g和图5h所示，其中分别以平面图和透视图示出具有镶嵌在空腔中并且围绕岛状物的品

板的琴颈298。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250和琴颈背100在粘合剂设置或固化的同时通过带

子、夹子或其它装置结合在一起，以及在粘合剂得到充分接合强度之后移开带子、夹子或其

它装置。在一个实施例中，在接合品板和琴颈背时，品板250具有与琴颈背100不同的水分含

量，使得品板随后将增大或者琴颈背随后缩小，使得品板更精确地填充空腔210。在另一个

实施例中，在接合品板和琴颈背时，品板250具有与琴颈背100不同的温度，使得品板随后将

膨胀和/或琴颈背随后缩小，使得品板更精确地填充空腔210。琴颈298随后按照与图3r所示

相似的方式来处理为其成品形式。

[0043] 图6示出结合了使用图3a-3f和图5a-5h所示的过程所制作的琴颈298的吉他290。

琴颈298接合到琴身260，并且包括琴头272、上弦枕274和品板250。品板250安装于琴颈背

100中形成的空腔210中，其中品板的外露表面定向成远离琴颈背。空腔210中形成的岛状物

214设置在品板250的开口中。在一个实施例中，岛状物214和琴颈背100包括相同的材料。在

一个实施例中，岛状物214具有与品板250的外露表面齐平的外露表面。空腔110的侧壁包围

品板250。在空腔210周边的琴颈背100的表面与品板250的外露表面齐平。音品282安装在品

板250上。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品板250没有音品。在一个实施例中，音品282跨越琴颈298

的整个宽度。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音品282跨越不超过品板250的宽度。通过仔细选择、制

备和形成琴颈背100和品板250中使用的材料，以及通过品板250和空腔210的精密成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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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3a-3f和图5a-5h的方法所制作的琴颈298在琴颈背、品板和岛状物214之间没有可见间

隙。此外，使用图3a-3f和图5a-5h的方法所制作的琴颈298具有在从侧面查看琴颈时没有可

见边沿的品板150。另外，图3a-3f和图5a-5h的方法允许将不适合在非镶嵌品板中使用的材

料用于品板250，例如缺乏在吉他使用期间保持外露边沿或角所需的硬度或横向拉伸强度

的材料或者仅具有一个美感上可接受表面的材料。此外，使用图3a-3f和图5a-5h的方法所

制作的琴颈298具有来自琴颈背100、在通过品板250所形成的开口中可见的材料的岛状物

214。在一个实施例中，岛状物214为品板250提供附加附连点，并且增强品板的结构和声学

性质。

[0044] 图7a-7d结合图3a-3f示出制作包括其中还包含使用层板（veneer）形成品板的镶

嵌品板的弦乐器琴颈的方法的一个备选实施例。从图3f继续，图7a示出包括适合接纳品板

的空腔310的琴颈398。空腔310在琴颈背100中使用诸如钻孔、刨槽、研磨、开槽口、砍凿、刮

削、锯切、激光切割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材料去除过程来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空腔310

使用高精密过程、例如使用CNC或NC研磨机、CNC或NC刨槽机、CNC或NC激光切割机或者它们

的组合来形成。形成包括横向弯曲底部的空腔310。在一个实施例中，空腔310底部的曲率半

径与下面所述的品板的成品外表面期望的相似的曲率半径。在一个实施例中，琴颈背100包

括在空腔310的侧壁中形成并且适合促进将品板镶嵌到空腔310中的倒角312，如下面详细

论述。在一个实施例中，倒角312在形成空腔310之前通过在琴颈背100中使用诸如雕刻、砍

凿、刨槽、研磨、激光切割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过程以形成v形沟槽来形成。在一个备选实

施例中，倒角312在形成空腔310的同时形成。在另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倒角312在形成空腔

310之后通过使用磨砂、锉磨、刨槽、研磨、切割、激光切割或者它们的组合以从空腔侧壁去

除材料来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空腔310包括诸如图5a-5c所示之类的岛状物。

[0045] 图7b以截面图示出品板350。品板350由诸如木材、金属、玻璃、陶瓷、聚合物和玻璃

纤维或碳纤维合成物之类的材料的薄层板来形成。在包括木材的品板350的一个实施例中，

通常使用的木材包括红木、乌木、枫木和巴西铁树。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350由小于1/

125000英寸厚的层板来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350由1/20000英寸厚的层板来形成。在

另一个实施例中，品板350还包括接合到层板的骨架层。品板350通过诸如刨平、刨削、钻孔、

刨槽、研磨、开槽口、砍凿、刮削、锯切、磨砂、冲压、模制、蚀刻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过程来

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350使用CNC或NC研磨机、CNC或NC锯、CNC或NC刨槽机、CNC或NC

水切割或者CNC或NC激光器来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形成包括适合接纳音品的插槽的品板

350。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品板350包括适合配合在空腔310中形成的岛状物周围的开口。在

一个实施例中，品板350在接合到琴颈背100之前横向弯曲。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品板350

在接合到琴颈背100之前是平坦的。

[0046] 品板350定位在琴颈背100之上。在空腔310中涂敷适合于将品板350接合到琴颈背

100的粘合剂352。备选地，将粘合剂352涂敷到品板350的表面或者涂敷到品板和琴颈背

100。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350和琴颈背100包括木材，以及粘合剂352包括皮胶、脲甲醛树

脂、间苯二酚-甲醛树脂、多乙酸乙烯酯、脂肪族树脂乳液、聚氨酯或环氧树脂。

[0047] 品板350和琴颈背100被朝向彼此移动，并且倒角312帮助对齐空腔310中的品板。

在一个实施例中，围绕空腔310的琴颈背100的部分足够薄以变形，使得促进品板350进入空

腔。品板350在空腔310中设置成与空腔的底部和侧面相接触，如图7c所示。在一个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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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板350与空腔310的底面相符。在一个实施例中，品板350和琴颈背100在粘合剂352设

置或固化的同时通过带子、夹子或其它装置结合在一起，以及在粘合剂得到充分接合强度

之后移开带子、夹子或其它装置。在一个实施例中，在接合品板和琴颈背时，品板350具有与

琴颈背100不同的水分含量，使得品板随后将增大或者琴颈背随后缩小，使得品板更精确地

填充空腔310。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在接合品板和琴颈背时，品板350具有与琴颈背100不同

的温度，使得品板随后将膨胀或者琴颈背随后缩小，使得品板更精确地填充空腔310。

[0048] 图7d示出琴颈的进一步成形之后的琴颈398的截面。琴颈背100通过诸如刨平、钻

孔、刨槽、研磨、开槽口、砍凿、刮削、锯切、磨砂以及它们的组合之类的材料去除过程来成形

为成品轮廓。当品板350和琴颈背100的相邻部分通过诸如研磨、砍凿、刮削、锯切、磨砂以及

它们的组合之类的材料去除过程来形成为适当圆弧表面的同时，消除倒角312。在一个实施

例中，用于音品的沟槽在将品板接合到琴颈背100之后在品板350中使用CNC或NC端铣刀、刨

槽机或激光切割系统来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琴颈398或者其部分被给予适合所使用材料

的表面涂层或抛光。

[0049] 结合了通过图3a-3f和图7a-7d所示的过程所制作的琴颈398的吉他能够看来与通

过图3a-3r的过程所制作的例如图4所示的吉他相同。备选地，结合了通过图3a-3f和图7a-

7d所示的过程所制作的琴颈398并且还包括琴颈背100和品板350的对应开口中的岛状物的

吉他能够看来与通过图3a-3f和图5a-5g所示的过程所制作的例如图6所示的吉他相同。

[0050] 通过仔细选择、制备和形成琴颈背100和品板350中使用的材料，以及通过品板350

和空腔310的精密成形，使用图3a-3f和图7a-7d的方法所制作的琴颈398在琴颈背、品板和

岛状物(若存在的话))之间没有可见间隙。此外，使用图3a-3f和图7a-7d的方法所制作的琴

颈398具有在从侧面查看琴颈时没有可见边沿的品板350。另外，图3a-3f和图7a-7d的方法

允许将不适合在非镶嵌品板中使用的材料用于品板350，例如缺乏在吉他使用期间保持外

露边沿或角所需的硬度或横向拉伸强度的材料或者仅具有一个美感上可接受表面的材料。

具体来说，图3a-3f和图7a-7d所示的方法允许使用更薄的材料，其中包括仅以较薄构件易

于得到的天然材料以及除非材料较薄否则极昂贵的人造材料。此外，使用图3a-3f和图7a-

7d的方法所制作的琴颈398能够包括来自琴颈背100、作为在通过品板350所形成的开口中

的插入物可见的材料的岛状物。在一个实施例中，岛状物为品板350提供附加附连点，并且

增强品板的结构和声学性质。

[0051] 虽然详细说明了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但是技术人员会理解，可进行对那

些实施例的修改和适配，而没有背离随附权利要求中提出的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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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d

图 2

图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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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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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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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e

图 3f

图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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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h

图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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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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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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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m

图 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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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o

图 3p

图 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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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r

图 4

图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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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b

图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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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d

图 5e

图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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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g

图 5h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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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

图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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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c

图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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