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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让你简易自由地创建和分享乐谱。编辑器之所以称为“埙”，是寄望它更多地兼顾华夏民族
乐谱，更好地符合国人使用习惯。
关于埙
埙是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其最初使用烧土或骨头制作，后来发展为陶制。先民模仿鸟兽叫
声用以诱捕。最古老的埙发现于六七千年前的中国。埙的音色古朴醇厚，苍凉悲壮，极富感
染力。

安装
应用软件免安装，解压后运行可执行文件即可。
注意：确保解压所在的目录路径不包含中文等非ＡＳＣＩＩ编码的字符。



文件



打开
打开曲谱
选择［文件］＞［打开］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Ｘｕｎ　Ｆｉｌｅｓ　（＊．ｘｕｎ）。
2. 选择待打开的文件。
3. 单击［打开］。

例谱文件位于ｓｃｏｒｅｓ文件夹。



新建
新建曲谱
选择［文件］＞［新建］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Ｘｕｎ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Ｆｉｌｅｓ　（＊．ｘｕｔ）。
2. 选择待打开的文件。
3. 单击［打开］。

模板文件位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文件夹。
属性
选择［文件］＞［属性］打开对话框。

分谱
增加
选择［工具］＞［分谱列表］＞［分谱］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某分谱节点。
2. 点击［＋］选择待增加的类型。

删除
选择某个分谱节点，点击［－］。

初始的分谱不能删除。
已结组的分谱不能删除。

修改
选择某分谱节点，可在右侧编辑其属性。

子谱
增加
选择［工具］＞［分谱列表］＞［分谱］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某子谱节点。
2. 点击［＋］选择待增加的类型。

删除
选择某子谱节点，点击［－］。

最后的子谱不能删除。
分谱组
增加
选择［工具］＞［分谱列表］＞［分谱组］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某分谱组节点。
2. 点击［＋］。



删除
选择某分谱组节点，点击［－］。

最后的分谱组不能删除。
修改
选择某分谱组节点，可在右侧编辑其属性。
要调整分谱组／分谱／子谱的顺序，选择某分谱组节点，点击［∧］或［∨］。
要导出某分谱组，选择某分谱组节点，点击［＞］打开对话框。
要导入某分谱组，点击［＜］打开对话框。



导入
导入Ｘｍｌ
选择［文件］＞［导入］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Ｍｕｓｉｃｘｍｌ　Ｆｉｌｅｓ　（＊．ｘｍｌ）。
2. 选择待导入的文件。
3. 单击［打开］。

Ｍｕｓｉｃｘｍｌ是一种用于应用程序间交换音乐符号数据的文件格式。由
于不同的应用程序导出的Ｍｕｓｉｃｘｍｌ文件各有差异，且Ｘｕｎｓｃｏ
ｒｅ目前并没有实现规范的每个部分，所以有些Ｍｕｓｉｃｘｍｌ文件会无
法导入。

导入Ｍｉｄ
选择［文件］＞［导入］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ＭＩＤＩ　Ｆｉｌｅｓ　（＊．ｍｉｄ）。
2. 选择待导入的文件。
3. 单击［打开］。

计划开发。
导入Ｐｎｇ
选择［文件］＞［导入］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Ｉｍａｇｅ　Ｆｉｌｅｓ　（＊．ｐｎｇ）。
2. 选择待导入的文件。
3. 单击［打开］。

此为简谱识别扩展功能。



导出
导出Ｚｉｐ
选择［文件］＞［导出］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Ｚｉｐ　Ｆｉｌｅｓ　（＊．ｚｉｐ）。
2. 选择待导出的文件夹。
3. 输入文件名称。
4. 单击［保存］。

此为动态曲谱扩展功能。
导出Ｐｎｇ
选择［文件］＞［导出］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Ｉｍａｇｅ　Ｆｉｌｅｓ　（＊．ｐｎｇ）。
2. （同上）

导出Ｗａｖ
选择［文件］＞［导出］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Ａｕｄｉｏ　Ｆｉｌｅｓ　（＊．ｗａｖ）。
2. （同上）

可以导出整个曲谱或者当前选择的范围。
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把音频文件转为其他格式。

导出Ｘｍｌ
选择［文件］＞［导出］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Ｍｕｓｉｃｘｍｌ　Ｆｉｌｅｓ　（＊．ｘｍｌ）。
2. （同上）

导出Ｍｉｄ
选择［文件］＞［导出］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ＭＩＤＩ　Ｆｉｌｅｓ　（＊．ｍｉｄ）。
2. （同上）

ＭＩＤＩ 提供给ＤＡＷ以获得更好的音色效果。



编辑



选择模式
有两种选择模式：

• 单选，只有一个对象被选择。
• 多选，有多个对象被选择。
单选
单击待选对象即是单选模式。
多选
按住Ｃｔｒｌ单击，把对象加入选择集，再次单击把对象移出选择集。
按住Ｓｈｉｆｔ单击空白处，可框选多个对象。
取消
不管是处于哪种选择模式，只要在空白处单击即可取消选择集。
提示
当对象处于选择状态时将有所提示：

• 块对象出现外轮廓线。
• 线对象填充为亮蓝色。
• 无法选择的对象显示为设定颜色。

过滤
过滤某些对象可以辅助你更快速地选择。

过滤菜单在曲谱工具条里。



编辑操作
• 剪切：删除选定对象并将其复制到剪贴板。
• 复制：将所选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 粘贴：在选定区域插入剪贴板的对象。
• 删除：删除所选对象。



音符



输入模式
要输入音符先进入输入模式。

• 选择符头或者小节，按Ｃｔｒｌ＋Ｅｎｔｅｒ即进入输入模式。
• 选择某对象即可退出输入模式。

在输入框里键入Ｔａｂ可按上一次的輸入补全。
移动光标

• Ｌｅｆｔ：将光标左移一个和音。
• Ｒｉｇｈｔ：将光标右移一个和音。
• Ｈｏｍｅ：将光标移到当前声部的开头。
• Ｅｎｄ：将光标移到当前声部的结尾。
• Ｕｐ：将光标向上移动一个声部。
• Ｄｏｗｎ：将光标向下移动一个声部。
• Ｃｔｒｌ＋Ｌｅｆｔ：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小节。
• Ｃｔｒｌ＋Ｒｉｇｈｔ：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小节。
• Ｃｔｒｌ＋Ｕｐ：将光标向上移动一个子谱。
• Ｃｔｒｌ＋Ｄｏｗｎ：将光标向下移动一个子谱。
• Ｓｈｉｆｔ＋Ｌｅｆｔ：将光标左移一个和音并选择。
• Ｓｈｉｆｔ＋Ｒｉｇｈｔ：将光标右移一个和音并选择。
• Ｓｈｉｆｔ＋Ｈｏｍｅ：将光标移到当前声部的开头并选择。
• Ｓｈｉｆｔ＋Ｅｎｄ：将光标移到当前声部的结尾并选择。

编辑操作
• 剪切：删除选定的音符并将其复制到剪贴板。
• 复制：将选定的音符复制到剪贴板。
• 粘贴：在光标位置插入剪贴板的音符，并替换选定的音符。
• 删除：删除光标下的音符或选定的音符。
• 退格：删除光标前的音符或选定的音符。

在不同声部间剪切粘贴音符，可实现声部转换。
在不同子谱间剪切粘贴音符，可实现曲谱转换。



标准音符
输入发音符

• 音级：由ａ到ｇ指定。
• 变音：升变音由ｓ指定，降变音由ｆ指定，重升变音由ｓｓ指定，重降变音由

ｆｆ指定。
• 八度：默认的八度是中间Ｃ。其他八度可以用单引号或逗号指定。每一个单引
号提高一个八度音高，每一个逗号降低一个八度音高。

• 时值：由数值和点指定。数值以时值倒数的方式指定，例如，四分音符由４指
定（因为它是四分之一音符），二分音符由２指定（因为它是二分之一音符）。
附点由数字后放置的点指定，双附点由两个点指定。

• 符杆：向上符杆由ｕ指定，向下由ｄ指定。
• 符杠：开始符杠由ｂ指定，继续由ｃ指定，结束由ｅ指定。
• 修饰音：前修饰音由ｇ指定，后修饰音由ｇｇ指定。

输入休止符
• 音级：由ａ到ｇ指定同音高的垂直位置。
• 八度：由单引号或逗号指定同八度的垂直位置。
• 休止：由ｒ指定。
• 时值：（同上）
• 符杆：（同上）
• 符杠：（同上）
• 修饰音：（同上）



打击音符
输入发音符

• 音级：由ａ到ｇ指定同音高的垂直位置。
• 八度：由单引号或逗号指定同八度的垂直位置。
• 乐器：由编号指定。
• 时值：由数值和点指定。数值以时值倒数的方式指定，例如，四分音符由４指

定（因为它是四分之一音符），二分音符由２指定（因为它是二分之一音符）。
附点由数字后放置的点指定，双附点由两个点指定。

• 符杆：向上符杆由ｕ指定，向下由ｄ指定。
• 符杠：开始符杠由ｂ指定，继续由ｃ指定，结束由ｅ指定。
• 修饰音：前修饰音由ｇ指定，后修饰音由ｇｇ指定。

输入休止符
• 音级：（同上）
• 八度：（同上）
• 休止：由ｒ指定。
• 时值：（同上）
• 符杆：（同上）
• 符杠：（同上）
• 修饰音：（同上）



指板音符
输入发音符

• 弦号和品格：由逗号分隔的两位数指定。
• 符头：向上箭头符头由ｕ指定，向下箭头由ｄ指定，实线由ｓ指定，波浪线由ｗ
指定，交叉由ｘ指定，延音由－指定。

• 时值：由数值和点指定。数值以时值倒数的方式指定，例如，四分音符由４指定
（因为它是四分之一音符），二分音符由２指定（因为它是二分之一音符）。附
点由数字后放置的点指定，双附点由两个点指定。

• 符杆：向上符杆由ｕ指定，向下由ｄ指定。
• 符杠：开始符杠由ｂ指定，继续由ｃ指定，结束由ｅ指定。
• 修饰音：前修饰音由ｇ指定，后修饰音由ｇｇ指定。

输入休止符
• 休止：由ｒ指定。
• 时值：（同上）
• 符杆：（同上）
• 符杠：（同上）
• 修饰音：（同上）



简谱音符
输入发音符

• 音级：由１到７指定。
• 符头：延音由－指定。
• 八度：默认的八度是调号的八度。其他八度可以用单引号或逗号指定。每一个单

引号提高一个八度音高，每一个逗号降低一个八度音高。
• 时值：由数值和点指定。数值以时值倒数的方式指定，例如，四分音符由４指定
（因为它是四分之一音符），二分音符由２指定（因为它是二分之一音符）。附
点由数字后放置的点指定，双附点由两个点指定。

• 符杠：开始符杠由ｂ指定，继续由ｃ指定，结束由ｅ指定。
• 修饰音：前修饰音由ｇ指定，后修饰音由ｇｇ指定。

输入休止符
• 休止：由０指定。
• 时值：（同上）
• 符杠：（同上）
• 修饰音：（同上）



音符播放
有三种播放模式可以应用到某音符。

• Ｎｏｒｍａｌ：普通播放。
• Ｓｉｌｅｎｔ：不播放。
• Ｃｏｍｐｌｅｘ：复杂播放。

选择某音符，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Ｐｌａｙ＞Ｍｏｄｅ：播放模式。
• Ｐｌａｙ＞Ｍｅａｓｕｒｅ：打开对话框。



小节



编辑操作
插入
选择某小节，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插入小节］，或者使用快捷键［Ｃｔｒｌ
］＋［ｉ］。
删除
选择某小节，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删除小节］，或者使用快捷键［Ｃｔｒｌ
］＋［ｄ］。

首小节不能删除。
内容操作

复制
选择某小节或一对小节，复制即可。
粘帖
选择某小节或一对小节，粘贴即可。

粘贴的小节数目必须和剪贴板的小节数目一致。
在不同子谱间剪切粘贴小节，可实现曲谱转换。



元素面板／属性面板



谱号
增加
选择某小节，点击谱号元素。

五线谱中选择音符，可插入临时谱号。
删除
选择某谱号，删除。

首谱号不能删除。
修改
选择某谱号，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调号
增加
选择某小节，点击调号元素。
删除
选择某调号，删除。
修改
选择某调号，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Ｏｃｔａｖｅ：简谱八度。



拍号
增加
选择某小节，点击拍号元素。
删除
选择某拍号，删除。
修改
选择某拍号，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小节线
增加
选择某小节，点击小节线元素。
删除
选择某小节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小节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Ｔｉｍｅｓ：重复次数，默认重复一次。
跳跃线
增加
选择某小节或一对小节，点击跳跃线元素。
删除
选择某跳跃线，删除。
修改
选择跳跃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Ｎｕｍｂｅｒ：重复编号，编号是一串由逗号分隔的升序正整数。
延长符
增加
选择某小节线，点击延长符元素。
删除
选择某延长符，删除。
修改
选择延长符，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常用标记
延音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同小节可选择多个音符），点击延音线元素。

这对音符必须是非修饰音，同声部。
删除
选择某延音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延音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隐藏的延音线多用于指板谱和简谱。
圆滑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圆滑线元素。

这对音符必须是同子谱。
删除
选择某圆滑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圆滑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连音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连音线元素。

这对音符必须是非修饰音，同小节，同声部。
删除
选择某连音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连音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Ａｃｔｕａｌ：实际音符数量。
• Ｎｏｒｍａｌ：正常音符数量。

滑音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滑音线元素。

这对音符必须是同声部。



删除
选择某滑音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滑音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琶音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琶音线元素。

这对音符必须是同和音。
删除
选择某琶音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琶音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歌词
增加
选择某音符，点击歌词元素。
删除
选择某歌词，删除。
修改
选择某歌词，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增加歌词多用于歌词段落的定位。要增加歌词段落，选择［工具］＞［歌词
］打开对话框。歌词段落是一串由空格分隔的文本，＆ｎｂｓ p为占位符。

延长符
增加
选择某音符，点击延长符元素。
删除
选择某延长符，删除。
修改
选择某延长符，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变音符
增加
选择某音符，点击变音符元素。



删除
选择某变音符，删除。
修改
选择某变音符，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扩展符
增加
选择某音符，点击扩展符元素。
删除
选择某扩展符，删除。
修改
选择某扩展符，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Ｆｏｎｔ＞Ｆａｍｉｌｙ：字体名称。
• Ｓｙｍｂｏｌ：打开对话框。

字体文件位于ｆｏｎｔｓ文件夹。



指示标记
渐强渐弱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渐强渐弱线元素。
删除
选择某渐强渐弱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渐强渐弱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力度变化量。
• Ｓｔｅｐ：变化步级。
• Ｒａｎｇｅ：声部，默认所有声部。

渐快渐慢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渐快渐慢线元素。
删除
选择某渐快渐慢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渐快渐慢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Ｔｅｍｐｏ：ＢＰＭ变化量。
• Ｓｔｅｐ：变化步级。

括号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括号线元素。
删除
选择某括号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括号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踏板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踏板线元素。



删除
选择某踏板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踏板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八度线
增加
选择一对音符，点击八度线元素。
删除
选择某八度线，删除。
修改
选择某八度线，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排练标记
增加
选择某音符，点击排练标记元素。
删除
选择某排练标记，删除。
修改
选择某排练标记，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节拍标记
增加
选择某音符，点击节拍标记元素。
删除
选择某节拍标记，删除。
修改
选择某节拍标记，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Ｔｅｍｐｏ：ＢＰＭ。
跳转标记
增加
选择某小节，点击跳转标记元素。

跳转标记介绍：
Ｄ．Ｃ．：回到开始播放，至到结束。
Ｄ．Ｃ．ａｌ　Ｆｉｎｅ：回到开始播放，至到Ｆｉｎｅ。



Ｄ．Ｃ．ａｌ　Ｃｏｄａ：回到开始播放，至到Ｔｏ　Ｃｏｄａ，再跳到Ｃ
ｏｄａ继续播放。
Ｄ．Ｓ．：回跳到Ｓｅｇｎｏ播放，至到结束。
Ｄ．Ｓ．ａｌ　Ｆｉｎｅ：回跳到Ｓｅｇｎｏ播放，至到Ｆｉｎｅ。
Ｄ．Ｓ．ａｌ　Ｃｏｄａ：回跳到Ｓｅｇｎｏ播放，至到Ｔｏ　Ｃｏｄａ，
再跳到Ｃｏｄａ继续播放。

删除
选择某跳转标记，删除。
修改
选择某跳转标记，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力度标记
增加
选择某音符，点击力度标记元素。
删除
选择某力度标记，删除。
修改
选择某力度标记，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其属性。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力度。
• Ｒａｎｇｅ：声部，默认所有声部。

其他
（略）



装饰标记
（略）

技法标记
（略）

奏法标记
（略）

小节标记
（略）

和弦标记
（略）

打击标记
（略）



布局



页面
选择［工具］＞［外观］＞［页面］打开对话框。

谱表
选择［工具］＞［外观］＞［谱表］打开对话框。

分表
有三种分表可以应用于某小节：

• 自动分表：多余小节自动归入新谱表。
• 强制分表：当前小节强制归入新谱表。
• 强制分页：当前小节强制归入新页。

增加
选择某小节，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选中［分表］或［分页］。
删除
选择某小节，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取消选中［分表］或［分页］。
修改
选择某小节，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布局谱表］，在属性板面编辑其属性。

• Ｔｏ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页面上边到首谱表顶侧的距离。其他谱表都忽略
此设置。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上一谱表底侧到当前谱表顶侧的距离。首谱表忽略此设置。
• Ｌｅｆｔ　Ｍａｒｇｉｎ：页面左边到谱表左侧的距离。
•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ｒｇｉｎ：页面右边到谱表右侧的距离。
• Ｓｔａｆ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谱表内上一子谱底侧到当前子谱顶侧的距离。

取消选中某子谱距离选项将隐藏当前谱表中相应的子谱。



播放面板



主面板
主面板位于播放面板的顶部。

• 时间：显示当前播放时间。
• 声量：调节总声量输出。
• 速度：调节当前播放速度。

速度同时显示为百分比值和绝对值（ＢＰＭ）。
节拍器
节拍器位于播放面板的中部。

• 间隔：调节节拍间隔。
• 偏移：调节起拍偏移量。
• 声量：调节节拍声量。

混音器
混音器位于播放面板的底部。

• 分谱：显示分谱名称，双击打开对话框。
• 声量：调节分谱声量。
• 声像：调节分谱声位。

乐器对话框用来配置各种的音色，多用于打击分谱。
• 音库：音库编号，音库文件位于ｓｏｕｎｄｆｏｎｔｓ文件夹。
• 偏移音程：记谱音高和实际音高的偏移音程，多用于移调乐器。



视图



布局
• ［视图］＞［单页纵向］：单页布局，垂直滚动。
• ［视图］＞［对页横向］：书页布局，水平滚动。
快捷访问
视图工具条提供了对布局的快捷访问。
快捷键
按住Ｃｔｒｌ 并单击纸张的空白处，然后拖动页面。

缩放
• ［视图］＞［原尺寸］：显示实际尺寸。
• ［视图］＞［整页面］：显示整页面。
• ［视图］＞［满页宽］：显示全宽页面。
快捷访问
移动视图工具条上的缩放滑块，或单击该滑块任一端的按钮将以１％或５％的增量进
行缩放。
快捷键
使用快捷键［Ｃｔｒｌ］＋［＋］和［Ｃｔｒｌ］＋［－］进行缩放。
如果有带滚轮的鼠标，则可以按住Ｃｔｒｌ 并上下滚动滚轮进行缩放。



设置



画布
选择［编辑］＞［设置］＞［画布］打开对话框。
水印
选择［编辑］＞［设置］＞［水印］打开对话框。

选中［文件］＞［水印］显示水印图片。
显示
选择［编辑］＞［设置］＞［显示］打开对话框。

选中［文件］＞［预览］隐藏不可打印的对象。
输入输出
选择［编辑］＞［设置］＞［输入输出］打开对话框。
语言
选择［编辑］＞［设置］＞［高级］打开对话框，更改交互语言。
目录
选择［编辑］＞［设置］＞［高级］打开对话框，更改资源目录。



高级主题



移调
移调是以相同间隔提高或降低音符的音高。

手动移调
在输入模式下选择某些音符，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向上移调］或［向下移调
］。
在选择模式下选择某小节或一对小节，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向上移调］或
［向下移调］。
乐器移调
参见混音器 。

时值
在输入模式下选择某些音符，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加倍时值］或［减半时值
］。
在选择模式下选择某小节或一对小节，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加倍时值］或
［减半时值］。

调弦
选择指板子谱的某小节，在属性板面编辑其属性。

• Ｌｉｎｅｓ：弦的数目。
• Ｔｕｎｅ：打开对话框。

外观
选择［工具］＞［外观］打开对话框，更改曲谱样式。

导出
点击［导出］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Ｘｕｎ　Ｓｔｙｌｅ　Ｆｉｌｅｓ　（＊．ｘｕｓ）。
2. 选择待导出的文件夹。
3. 输入文件名。
4. 点击［保存］。

样式文件位于ｓｔｙｌｅｓ文件夹。
导入
点击［导入］打开对话框：
1. 选择文件类型Ｘｕｎ　Ｓｔｙｌｅ　Ｆｉｌｅｓ　（＊．ｘｕｓ）。
2. 选择待导入的文件。
3. 点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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