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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

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及装置，彩色分组电子乐谱

谱线为直接对应于琴键的彩色竖谱线，将对应于

琴键一个八度之内的谱线作为一组，一组中的谱

线颜色不同，音符与所在谱线颜色一致，同时在

琴键上也以与谱线对应的颜色标识，再以彩色或

图案对琴键组及谱线组进行标识；电子乐谱可根

据用户需求自由拆分、自由组合拼接，得到多个

子乐谱；显示电子乐谱的电子显示屏也可以拆装

和组合，便于部分谱练习或者多人协作演奏；还

可以通过琴键声控实现对电子乐谱播放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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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彩色分组电

子乐谱谱线一一对应于琴键，以彩色或图案对黑色琴键及琴键组进行标识；彩色分组电子

乐谱可根据用户需求自由拆分、自由组合拼接，得到多个子乐谱；显示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

电子显示屏也可以拆装和组合，便于部分谱练习或者多人协作演奏；还可以通过琴键声控

实现对彩色分组电子乐谱播放的操作；所述装置包括处理模块、显示模块、存储模块、交互

模块和拾音模块；显示模块是可拆、可拼装的电子显示屏；若干个电子显示屏可用于分别显

示所述彩色分组电子乐谱 的若干个子乐谱，所述电子显示屏的边框可拆卸，侧边可实现拼

接，成为一个更宽的屏幕，用于显示任意组合得到的子乐谱，若干个电子显示屏全部拼接起

来可以显示完整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处理模块用于控制各个模块的工作、控制彩色分组

电子乐谱的播放、对当前乐谱空闲琴键做出分析；交互模块用于用户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

装置进行交互，用户选择弹奏乐曲、用户自定义拆分和组合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选择；拾音

模块用于拾取琴声，输入给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并对乐谱实现控制；所述装置能通过琴键声

音对乐谱进行操作；装置中的处理模块通过分析乐谱，给出当前乐谱下的闲置琴键，推荐给

用户作为功能琴键，经用户确认后，弹奏功能琴键可实现对琴谱的操作和控制；彩色分组电

子乐谱装置中的处理模块接收到弹奏功能琴键的信号，分析识别并执行相应的操作；彩色

分组电子乐谱上对应于功能琴键的谱线上显示功能图标，以提示弹奏者该功能琴键的功

能，对应地，在琴键上，粘贴印有功能的贴纸或者外加记号标明该琴键的功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的谱线，对应于黑键的谱线是彩色谱线，是与琴键一一对应

的竖谱线；键盘乐器上的琴键以一个八度之内的键为一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的谱线也

以对应一个八度之内琴键的谱线为一组，一组之内的对应于黑键的谱线是不同颜色，到了

下一组谱线，谱线颜色周期重复；音符位于谱线上，音符颜色与所在谱线颜色一致；为了区

别不同组的谱线，再以不同的图案或者颜色标明组；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相匹配，实体琴键

的中上位置标有不同颜色，颜色与其相对应的谱线颜色一致；到下一组时，琴键中上位置的

彩色标记颜色周期重复；不同组之间，在琴键键盘每一组上标以不同的颜色或者图案，与彩

色分组电子乐谱上相应组别的谱线图案或者颜色相对应；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对应的琴键

上标记的彩色记号，是粘贴不同颜色的标签或其它外加记号，不需要对传统钢琴的硬件做

出改变，因此该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可以配合传统钢琴进行练习。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工作方式为：随着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播放，彩色音符沿着

彩色谱线向下滚动；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彩色谱线下方画有彩色琴键示意图，在琴键示意

图上方有击键时刻线，当音符向下滚动触碰到击键时刻线时，提示弹奏该琴键；每个音符沿

着谱线方向的长度代表着该音符对应的琴键应该被弹奏的时长，即音值；当音符向下滚动

到离开击键时刻线并消失，该琴键松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整个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自由拆分和自由组合拼接，得到

多个子乐谱，方便多人合奏，用户可以自主选择部分谱线进行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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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乐谱的解释、展示和控制方法，具体涉及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

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乐谱是用符号来记录音乐的方法。传统的乐谱用印刷或者手写的方式记录，可以

记录音高或者指法，比如，记录音高的有简谱、五线谱和点字谱；记录指法的有吉他的六线

谱和古琴的减字谱等。进入计算机时代，音乐制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电子乐谱。电

子乐谱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传统的乐谱电子显示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其它记录的方法，

如以数据格式来记录音乐的MIDI标准，还有一些直接展示手势动作的手势谱。

[0003] 然而，传统的乐谱，需要掌握乐理知识，并加以练习才能快速读懂。由于钢琴等键

盘乐器的琴键数目较多，熟悉五线谱上的各种记号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对于键盘乐器的

初学者来说，难以直接从五线谱直接对应到琴键位置。音乐原本是为了陶冶人们的情操、增

添生活乐趣的，可是由于键盘乐器演奏的入门较高，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人几乎不可能弹

奏出钢琴曲，弹奏钢琴成为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不便体验的娱乐方式。为了帮助初学者入

门，现在有些数码钢琴（例如The  one）或者学琴软件中推出手势谱，直观显示弹奏者的弹奏

手势，可是由于电子乐谱上没有对琴键加以区别，初学者很难跟弹。一些数码钢琴会在钢琴

键盘上增加指示灯以及控制电路，根据乐谱播放控制灯的亮和灭以提示弹奏者，这样一来，

需要对钢琴实体作一些改动，这类方法不易在一些传统钢琴上实现。申请号为

201610808301.6的专利提出了一种便于弹奏者将琴键与乐谱对应的动态形意谱，是一种与

琴键一一对应的竖线谱，音符位于竖线谱上，并将白色琴键以彩色标记，方便弹奏时从谱线

位置对应到琴键，但是不同组之间的白键以及黑键仍然容易产生混淆。

[0004] 传统乐谱的各个声部所有音符同时显示在一个谱上，由一人弹奏；即使是在多人

协作弹奏时，琴谱也是根据声乐需求或者声部进行拆分。然而，非专业人士或者初学者弹奏

钢琴时，可能一人难以独自完成钢琴曲的弹奏，且每个人能力不同，因此希望在练习时，能

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选择其中一部分乐谱进行弹奏；多人协作弹奏时，能够根据每个人

的能力和喜好自由拆分并单独显示，从而能轻松完成完整钢琴曲的合奏。

[0005] 另外，在练习弹奏时，需要对播放的电子乐谱进行一些操作，比如实现暂停、快进

之类。现有的许多数码钢琴配备的电子乐谱也具有上述操作功能，但是需要在传统钢琴上

增加控制电路来进行控制；还有一类则是通过与播放电子乐谱的显示屏进行人机交互来实

现控制，虽然不需要在钢琴上增加硬件电路，但是弹奏过程中与显示屏的人机交互使得练

习不够连贯，操作不方便。

[0006] 如果能将电子乐谱的谱线与琴键一一对应，方便初学者从乐谱直接映射到琴键位

置，则能降低初学者弹奏的困难；如果能将整个电子乐谱进行拆分，形成分体式乐谱，由几

个人同时协作演奏，那么就能降低弹奏完整乐曲的难度，使得业余爱好者也能轻松演奏钢

琴曲，帮助钢琴融入到普通人们的生活娱乐中。同时，通过钢琴的琴键实现声控电子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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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弹奏更为连贯。

发明内容

[0007] 由于五线谱所有的音符在同一张谱上，且采用四线五间以及一些升降符号来描述

所有的音符，解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键盘乐器琴键数较多，初学者难以直接从五线

谱转换到琴键。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琴声控制分体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及装

置，电子乐谱谱线直接对应于琴键，以彩色或图案对琴键及琴键组加以标识，简单直观，电

子乐谱可自由拆分、自由组合，显示电子乐谱的电子显示屏也可以拆分和组合拼接，便于部

分谱练习或者多人协作演奏，此外，本发明还可以通过琴键声控实现对电子乐谱播放的操

作。

[0008] 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的谱线是

彩色谱线，是与琴键一一对应的竖谱线。键盘乐器上的琴键以一个八度之内的键为一组，电

子乐谱上的谱线也以对应一个八度之内琴键的谱线为一组，一组之内的谱线是不同颜色，

到了下一组谱线，谱线颜色周期重复。音符位于谱线上，音符颜色与所在谱线颜色一致。为

了区别不同组的谱线，再以不同的图案或者颜色标明组。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相匹配，实体

琴键的中上位置标有不同颜色，颜色与其相对应的谱线颜色一致。到下一组时，琴键中上位

置的彩色标记颜色周期重复。不同组之间，在琴键键盘每一组上标以不同的颜色或者图案，

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相应组别的谱线图案或者颜色相对应。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对应的

琴键上标记的彩色记号，是粘贴不同颜色的标签或其它外加记号，不需要对传统钢琴的硬

件做出改变，因此该电子乐谱可以配合传统钢琴进行练习。随着电子乐谱的播放，彩色音符

沿着彩色谱线向下滚动。电子乐谱上，彩色谱线下方画有彩色琴键示意图，在琴键示意图上

方有击键时刻线，当音符向下滚动触碰到击键时刻线时，提示弹奏该琴键。每个音符沿着谱

线方向的长度代表着该音符对应的琴键应该被弹奏的时长，即音值。当音符向下滚动到离

开击键时刻线消失，该琴键可松开。以钢琴为例，钢琴一般有88个琴键，分为7个完整的组

（大字一组、大字组、小字组、小字一组、小字二组、小字三组、小字四组）以及两个不完整的

组（大字二组及小字五组）。一个八度之内的键为12个（7个白键，5个黑键），为一组。那么电

子乐谱上谱线也是12根为一组，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比如，与小字一组的12个琴键对应的12

根谱线，分别是白、粉红、玫红、橙、黄、绿、天蓝、深蓝、靛、紫、褐、黑，以浅粉红色作为该组的

背景色，与其相邻的为小字组，谱线颜色周期重复，与小字组的12个琴键对应的12根谱线颜

色分别是白、粉红、玫红、橙、黄、绿、天蓝、深蓝、靛、紫、褐、黑，以浅蓝色作为该组的背景色。

上述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对应的小字一组琴键上，中上位置贴有白、粉红、玫红、橙、黄、绿、天

蓝、深蓝、靛、紫、褐、黑的标签，该组键盘上方以浅粉红色的标签标明琴键组；上述彩色分组

电子乐谱对应的小字组琴键上，中上位置贴有白、粉红、玫红、橙、黄、绿、天蓝、深蓝、靛、紫、

褐、黑的标签，该组键盘上方以浅蓝色的标签标明琴键组。

[0009] 进一步地，整个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自由拆分和自由组合拼

接，得到多个子乐谱，方便多人合奏，用户可以自主选择部分谱线进行演奏。将所有的子乐

谱拼接起来得到完整的乐谱。比如，以对应于琴键上一个八度的12个琴键的12根谱线为一

组，可以将彩色乐谱中不同组谱线拆分，得到若干个子乐谱；同一组的谱线也可以拆分到不

同的子乐谱中；还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将不同组的谱线组合，得到任意拆分和组合的子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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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包括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一种装置，装置包括处理

模块、显示模块、存储模块、交互模块和拾音模块。显示模块是可拆、可拼装的电子显示屏。

若干个电子显示屏，用于分别显示彩色电子谱的若干个子乐谱，上述电子显示屏的边框可

拆卸，侧边可实现拼接，成为一个更宽的屏幕，用于显示任意组合得到的子乐谱，若干个电

子显示屏全部拼接起来可以显示完整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处理模块用于控制各个模块的

工作、控制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播放、对当前乐谱空闲琴键做出分析。交互模块用于用户与

电子乐谱装置进行交互，比如用户选择弹奏乐曲、用户自定义拆分和组合电子乐谱时的操

作。拾音模块用于拾取琴声，输入给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并对乐谱实现控制。

[0011] 进一步地，用户可以选择多个子乐谱中的一个进行演奏练习，其他当前未弹奏的

子乐谱可由处理模块自动演奏以配合弹奏练习者。

[0012] 进一步地，能通过琴键声音对乐谱进行操作。装置中的处理模块通过分析乐谱，给

出当前乐谱下的闲置琴键，推荐给用户作为功能琴键，经用户确认后，弹奏功能琴键可实现

对琴谱的操作和控制，如暂停、快进、快退、音节进、音节退、音符进、音符退。电子乐谱装置

中的拾音模块接收到功能琴键的琴声，输入给处理模块，处理模块分析识别并执行相应的

操作。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对应于功能琴键的谱线上显示功能图标，以提示弹奏者该功能

琴键的功能，对应地，在琴键上，粘贴印有功能的贴纸或者外加记号标明该琴键的功能。

[0013] 本发明所提出的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及装置，具有以

下优点：

[0014] （1）所述琴声控制分体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及装置，不仅用彩色标记白键，

黑键也用彩色标记，不同组之间也以不同颜色或图案标记，使得琴键和谱线的对应更加直

观。弹奏者直接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彩色竖谱线快速映射到彩色琴键位置。降低弹奏入

门的难度，帮助初学者快速入门；帮助不同年龄、不同乐理知识的弹奏者轻松完整地弹奏乐

曲。

[0015] （2）所述分体式声控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可以实现乐谱的自由拆分与组合拼接，方

便实现多人合奏一曲；方便对某部分乐谱的练习。

[0016] （3）所述琴声控制分体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及装置，通过当前乐曲中无用

的闲置琴键实现琴声对乐谱的控制，可以免去在弹奏练习过程中通过交互模块进行乐谱控

制，使得弹奏练习更为连贯、方便，而且不需要增加硬件电路，可配合传统钢琴使用。

[0017] （4）本发明所述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配合琴键上的彩色标记使用，彩色标记是粘

贴不同颜色的标签或其它外加记号，不需要对传统钢琴的硬件做出改变，因此该电子乐谱

可以配合传统钢琴进行练习。

附图说明

[0018] 图1（a）为传统五线谱示意图，图1（b）为图1（a）对应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琴键上的彩色标记示意图。

[0020] 图3（a）~（h）均是本发明的子乐谱示意图。

[0021] 图4（a）~（d）均是本发明的子乐谱示意图。

[0022] 图5（a）~（d）均是本发明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电子显示屏示意图。

[0023] 图6（a）和（b）均是本发明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功能键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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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不限于此。

[0025] 实施例：

[0026]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琴声控制分体的可拼接式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及装置，如图1所

示，以传统钢琴为例，图1（a）是传统的五线谱101，图1（b）是其对应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

102。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的谱线是与琴键对应的竖谱线，且谱线是彩色的，每12根谱线为

一组，分别是12种颜色，对应琴键键盘上一个八度的12个键（7个白键，5个黑键），到了下一

组谱线，12种颜色周期重复，为了区别不同组的谱线，再以不同的图案或者颜色标明组。如

图1所示，小字一组的12个琴键对应的12根谱线，分别是白、粉红、玫红、橙、黄、绿、天蓝、深

蓝、靛、紫、褐、黑，本实施例中，以背景颜色不同来标记不同组的谱线，图1 中以浅粉红色作

为小字一组谱线的背景，与其相邻的为小字组对应的谱线颜色周期重复，即与小字组的12

个琴键对应的12根谱线颜色分别是白、粉红、玫红、橙、黄、绿、天蓝、深蓝、靛、紫、褐、黑，以

浅蓝色作为小字组背景。其它组的谱线颜色周期重复，各组背景色不同，如图1所示，小字二

组为浅紫色，小字三组为浅黄色。音符位于对应的谱线上，直观地与琴键对应，音符符号的

颜色与所在谱线颜色一致。如音符103位于粉红谱线上，其颜色为粉红色，音符104位于黑色

谱线上，其颜色为黑色。

[0027] 如图2所示，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相匹配，键盘乐器上的键盘以一个八度的12个键

为一组，一组中12个琴键的中上位置标有12种不同颜色，如贴在大字组左数第一个白键上

的标签201，为黑色；贴在大字组左数第二个黑键上的标签202，为靛色。到下一组时，12个琴

键中上位置的彩色周期重复。  与图1的谱线相对应的，小字一组的12个琴键（从右往左）上

方标签的颜色分别是白、粉红、玫红、橙、黄、绿、天蓝、深蓝、靛、紫、褐、黑。不同组之间，在琴

键键盘上标以不同的颜色或者图案。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不同组别的谱线图案或者颜色

相对应。在本实施例中，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是用不同背景颜色区分不同组的，因此琴键上

也用不同颜色来区分组。大字组为浅蓝色背景，标签203为浅蓝色，小字组标签为浅粉红色，

小字二组标签为浅紫色，小字三组标签为浅黄色。标记的彩色记号，是粘贴不同颜色的标签

或其它外加记号，不需要对传统钢琴的硬件做出改变，因此该电子乐谱可以配合传统钢琴

进行练习。本实施例中使用带背胶的彩色聚丙烯膜粘贴在琴键上来对琴键进行标识。粘贴

标示的位置不限于实施例中的位置，也可以是其它方便且容易看到的位置。

[0028] 随着电子乐谱的播放，音符向下滚动。电子乐谱上，彩色谱线下方画有琴键示意图

105，同时，在琴键示意图上方有击键时刻线，当音符沿着竖谱线向下滚动触碰到击键时刻

线时，提示弹奏该琴键。每个音符长度代表着该音符对应的琴键应该被弹奏的时长，即音

值。当音符向下滚动到离开击键时刻线并消失，该琴键可松开。

[0029] 整个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自由拆分和组合拼接，本实施例中

图3和图4给出了两种拆分组合拼接的示例。图3将彩色乐谱中不同组谱线拆分，钢琴的88个

键，为7个完整组和两个不完整的组（大字二组和小字五组），对应到电子乐谱中88根谱线，

以组划分可以得到7个完整组得到的7个子乐谱以及由不完整的两组谱线组成的1个子乐

谱，如图3所示，为拆分出来的8个子乐谱的示意，分别是大字一组谱线301、大字组谱线302、

小字组谱线303、小字一组谱线304、小字二组谱线305、小字三组谱线306和小字三组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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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以及大字二组和小字五组拼接得到的子乐谱308，此时，可提供给8人合奏，每个人负责

一个子乐谱；如图4所示，是另外一种子乐谱示意图，将大字组和小字组拼接得到子乐谱

401，小字二组和小字三组拼接得到子乐谱402，其它组谱线也可以自由组合拼接，比如，大

字一组以及大字二组的谱线拼接得到子乐谱403，小字一组与小字四组及小字五组的谱线

拼接得到子乐谱404。由4人合奏，每个人演奏一个子乐谱。本发明的电子乐谱的各种拆分和

组合方式不限于上述两种，可由用户自由定义。将所有的子乐谱拼接起来得到完整的乐谱。

[0030] 装置包括处理模块、显示模块、存储模块、交互模块和拾音模块。如图5所示，显示

模块是可拆、可拼装的电子显示屏。若干个电子显示屏，如图5（a）中电子显示屏501，用于分

别显示彩色电子谱的若干个子乐谱。显示的子乐谱的大小用户可调。上述电子显示屏边框

可拆卸，侧边可实现拼接，成为一个更宽的屏幕，如图5（b）中电子显示屏502是由两个电子

显示屏拼接而成的，如图5（c）中电子显示屏503是由三个电子显示屏拼接而成，如图5（d）中

电子显示屏504是由四个电子显示屏拼接。其它更多电子显示屏的拼接类推。拼接后的更宽

的电子显示屏可以显示任意组合得到的子乐谱，若干个电子显示屏全部拼接起来可以显示

完整的彩色分组电子乐谱。处理模块用于控制各个模块的工作、控制彩色分组电子乐谱的

播放、对当前乐谱空闲琴键做出分析。交互模块用于用户与电子乐谱装置进行交互，比如用

户选择弹奏乐曲、用户自定义拆分和组合拼接彩色分组电子乐谱。拾音模块用于拾取琴声，

输入给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并对乐谱实现控制。

[0031] 用户可以选择多个子乐谱中的一个进行演奏练习，其他当前未弹奏的子乐谱可由

处理模块自动演奏以配合弹奏练习者。如图4中的子乐谱，如果用户选择练习401子乐谱，那

么电子乐谱装置中的处理模块可以自行配合用户播放子乐谱402、403和404中应该弹奏的

琴键音。

[0032] 装置中的处理模块通过分析乐谱，给出当前乐谱下的闲置琴键，推荐给用户作为

功能琴键，经用户确认后，弹奏功能琴键可实现对琴谱的操作，包括暂停、快进、快退、音节

进、音节退、音符进、音符退。如图6所示，假设处理模块经过分析判断出当前乐谱不需要用

到大字一组及大字二组的琴键，处理模块推荐用户将其中的一些空闲的琴键设为功能键，

用于对乐谱播放的控制。在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对应位置显示该功能图标，以提示弹奏者

该功能琴键的功能。如图6中大字二组深红色谱线对应的为暂停/播放功能，如图6（a）中功

能键601所示；大字二组粉红色谱线对应的为音节退功能，如功能键602所示；大字二组粉色

谱线对应的为音节进功能，如功能键603所示；大字一组黑色谱线对应的为快进功能，如功

能键604所示；大字一组褐色谱线对应的为快退功能，如功能键605所示；大字一组紫色谱线

对应的为音符进功能，如功能键606所示；大字一组靛色谱线对应的为音符退功能，如功能

键607所示，此时，如果用户弹奏这些谱线对应的琴键，彩色分组电子乐谱装置中的拾音模

块接收到琴音，输入到处理模块，处理模块分析识别并执行相应的操作，例如，如果用户在

弹奏练习中，弹奏了大字一组最左边的琴键，可以实现对乐谱的暂停或播放控制。对应地，

在实体琴键上，粘贴印有功能的贴纸或者外加记号标明该琴键的功能。本实施例中，使用的

是印有功能图标的带背胶的彩色聚丙烯膜，如图6（b）中功能键608所示，琴键键盘上除了在

中上位置粘贴与谱线颜色对应的彩色标签外，还粘贴了功能标签，功能键609是暂停/播放

图标，功能键610是音节退图标，其它类推，与彩色分组电子乐谱上所显示的功能图标一致。

本发明不限定功能图标标记的位置，可以位于琴键上易于看到的位置；也不限定功能，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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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功能键不限于上述提到的暂停、快进、快退、音节进、音节退、音符进、音符退，还可以增加

其它对电子乐谱的控制功能；也不限定功能键的排序。

[003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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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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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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