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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

涉及音乐教学设备领域，该装置包括：展示板，展

示板背面的板檫结构，粉尘盒，绘制框以及绘制

框内设有的五根皮绳，第一按板，以及横板的底

端面上设有的第二按板和夹持装置，灯光展示装

置；通过控制板檫结构距离擦除的展示板长度，

拉动第一按板触碰第二按板上按键，打开摄像

头，对展示板的内容进行拍照储存，方便对板书

内容再次使用，且在展示板更替的同时实现对展

示板上的内容擦除，同时展示板也具有挡尘作

用，粉尘盒用于收集粉尘灰；通过音符挂在五线

谱上来进行五线谱教学，节省了教学时间；通过

灯光展示装置，调整旋转闪光灯的方向，方便老

师对舞台灯光效果的展示以及教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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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和展示框(1)，所述支撑架支

撑于所述展示框(1)的底部；

所述展示框(1)的上边框的底面上开设有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一滑槽和若干相互平行的

第一横槽，每个所述第一横槽均将若干所述第一滑槽连通，所述展示框(1)的下边框的底面

上开设有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二滑槽和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二横槽，每个所述第二横槽均将若

干所述第二滑槽连通，所述第一滑槽和所述第二滑槽的位置对应，所述第一横槽和所述第

二横槽的位置对应；

所述展示框(1)内设有两个展示板(2)，两个所述展示板(2)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若干

滑块；所述展示板(2)的顶部滑块滑设于所述第一滑槽和第一横槽内，所述展示板(2)的底

部滑块滑设于所述第二滑槽和第二横槽内；

所述展示框(1)的上边框的正面设有横板(5)，所述横板(5)的下方设有摄像头和按键，

当所述展示板(2)滑动至与按键接触时，所述按键被触发，由所述摄像头拍照；

两个所述展示板(2)的背面一侧均开设有收纳槽(4)，收纳槽(4)内设有第一电动伸缩

杆(45)，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45)的自由端设有板檫结构；

两个所述展示板(2)的正面上侧均设有第一按板(21)，所述横板的下方设有第二按板

(51)，所述第一按板(21)位于所述第二按板(51)的正后方，所述第二按板(51)靠近所述展

示板(2)一侧设有按键，当所述第一按板(21)滑动至与按键接触时，按键被触发，由所述摄

像头拍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檫结构包括：

竖板(41)，所述竖板(41)滑设于所述收纳槽(4)内，所述竖板(41)远离所述展示板(2)的一

侧设有若干竖向插槽(42)，所述插槽(42)内插设有板擦，所述收纳槽(4)上设有开口，所述

插槽(42)和所述开口匹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板(2)的背

面底部横向滑设设有粉尘盒(3)，所述粉尘盒(3)的顶面上开设有承接槽，所述粉尘盒(3)位

于所述收纳槽(4)的下方。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板(2)远离

所述收纳槽(4)的侧面内滑设有绘制框(43)，所述绘制框(43)内横向等间距跨设有五根皮

绳(44)。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框(1)的左

右边框的正面分别设有若干灯光展示装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光展示装置包

括：旋钮底柱(61)，所述旋钮底柱(61)上螺接有U型旋转架(62)，所述旋转架(62)上设有旋

转闪光灯，所述旋转闪光灯电连接电源。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框(1)的左

右边框的正面设有放置槽(7)，所述放置槽内放置有音响，所述音响支持WiFi以及蓝牙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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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音乐教学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音乐是有旋律、节奏或和声的人声或乐器音响等配合所构成的一门艺术，现在很

多家长利用空闲时间让孩子学习一些艺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提高孩子的艺术情操和个

人素养。

[0003] 但现有的音乐教学中，老师讲授音乐知识时需要手动擦除板书，且在擦除板书前

无法对板书上的内容进行保存。如何在擦除板书前对板书上的内容自动进行保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背景

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包括：支撑架和展示框，所述支撑

架支撑于所述展示框的底部；

[0006] 所述展示框的上边框的底面上开设有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一滑槽和若干相互平行

的第一横槽，每个所述第一横槽均将若干所述第一滑槽连通，所述展示框的下边框的底面

上开设有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二滑槽和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二横槽，每个所述第二横槽均将若

干所述第二滑槽连通，所述第一滑槽和所述第二滑槽的位置对应，所述第一横槽和所述第

二横槽的位置对应；

[0007] 所述展示框内设有两个展示板，两个所述展示板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若干滑块；

所述展示板的顶部滑块滑设于所述第一滑槽和第一横槽内，所述展示板的底部滑块滑设于

所述第二滑槽和第二横槽内；

[0008] 所述展示框的上边框的正面设有横板，所述横板的下方设有摄像头和按键，当所

述展示板滑动至与所述按键接触时，所述按键被触发，由所述摄像头拍照；

[0009] 两个所述展示板的背面一侧均开设有收纳槽，收纳槽内设有第一电动伸缩杆，所

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自由端设有板檫结构；

[0010] 两个所述展示板的正面上侧均设有第一按板，所述横板的下方设有第二按板，所

述第一按板位于所述第二按板的正后方，所述第二按板靠近所述展示板一侧设有按键，当

所述第一按板滑动至与按键接触时，按键被触发，由所述摄像头拍照。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板檫结构包括：竖板，所述竖板滑设于所述收纳槽内，所述竖板远

离所述展示板的一侧设有若干竖向插槽，所述插槽内插设有板擦，所述收纳槽上设有开口，

所述插槽和所述开口匹配。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展示板的背面底部横向滑设设有粉尘盒，所述粉尘盒的顶面上开

设有承接槽，所述粉尘盒位于所述收纳槽的下方。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展示板远离所述收纳槽的侧面内滑设有绘制框，所述绘制框内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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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等间距跨设有五根皮绳。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展示框的左右边框的正面分别设有若干灯光展示装置。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灯光展示装置包括：旋钮底柱，所述旋钮底柱上螺接有U型旋转架，

所述旋转架上设有旋转闪光灯，所述旋转闪光灯电连接电源。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展示框的左右边框的正面设有放置槽，所述放置槽内放置有音响，

所述音响支持WiFi以及蓝牙连接。

[001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如

下：

[0018] 该装置通过展示板，展示板背面开设的收纳槽，收纳槽内伸缩设有的板檫结构，通

过控制板檫结构距离擦除的展示板长度，实现展示板更换的同时可以对展示板上的内容擦

除，且展示板也具有挡尘作用。

[0019] 该装置通过展示板的正面设有的第一按板，以及横板的底端面上设有的第二按

板，第二按板上的按键，板檫擦除展示板上内容之前，拉动第一按板触碰第二按板上按键，

从而打开摄像头，对展示板的内容进行拍照储存，方便对板书内容再次使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展示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展示板背面结构；

[002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收纳槽内部结构的左视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收纳槽内部结构的主视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旋转闪光灯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横板底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说明：

[0028] 1、展示框，2、展示板，21、第一按板，3、粉尘盒，4、收纳槽，41、竖板，42、插槽，43、绘

制框，44、皮绳，45、第一电动伸缩杆，5、横板，51、第二按板，61、旋钮底柱，62、旋转架，7、放

置槽，81、支撑腿，82、底座，91、横杆，92、夹板，93、固定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30] 参见图1～7，本发明中的结构方向表达仅限于本发明所匹配的示意图，本发明实

施例提供的一种音乐教育教学展示装置，该装置包括：支撑架和展示框1，支撑架支撑于展

示框1的底部，支撑架包括：两个支撑腿81，两个支撑腿81的自由端均设有U型底座82，展示

框1包括四个边框，展示框1内滑设有若干展示板2。其中，展示框1的上边框的底面上开设有

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一滑槽和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一横槽，每个第一横槽均将若干第一滑槽连

通，展示框1的下边框的底面上开设有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二滑槽和若干相互平行的第二横

槽，每个第二横槽均将若干第二滑槽连通，第一滑槽和第二滑槽的位置对应，第一横槽和第

二横槽的位置对应。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497505 B

4



[0031] 展示框1内设有两个展示板2，两个展示板2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滑块，展示板2的

顶部滑块滑设于第一滑槽和第一横槽内，展示板2的底部滑块滑设于第二滑槽和第二横槽

内。

[0032] 展示框1的上边框的正面设有横板5，横板5的下方设有摄像头和按键，当展示板2

滑动至与按键接触时，按键被触发，由摄像头拍照。具体地，两个展示板2的正面上侧均设有

第一按板，横板的下方设有第二按板，第一按板位于第二按板的正后方，第二按板靠近展示

板一侧设有按键，当第一按板滑动至与按键接触时，按键被触发，由摄像头拍照。

[0033] 两个展示板2的背面开设有收纳槽4，收纳槽4内设有第一电动伸缩杆45，第一电动

伸缩杆的自由端设有板檫结构。其中，板檫结构包括：竖板41，竖板41滑设于收纳槽4内，竖

板41后面设有若干竖向插槽42，插槽42内插设有板擦，收纳槽4上设有开口，插槽42和开口

匹配。

[0034] 其中，当板擦结构擦除展示板2上的内容之前，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45端的板檫结

构可以接触到另一个展示板2的表面，拉动第一按板21，使其中一个展示板2滑动在第一横

槽和第二横槽内。

[0035] 当滑动至第一横槽和第二横槽端部时，第一按板21触碰第二按板51上的按键控制

摄像头拍照。

[0036] 当板擦结构擦除展示板2上的内容时，拉动一展示板2向另一展示板2的方向滑动

(即展示板2左右滑动)，对另一展示板2上的内容檫除，随后，将左右展示板2推至同一水平

位置，进行书写。

[0037] 另一个使用过程：不需要对展示板2上的内容檫除：拉动第一按板21使一个展示板

2滑动至第一横槽和第二横槽中间位置时，此时第一按板21不会触碰到第二按板51上的按

键，然后，交换两个展示板2的位置，最后，将两个展示板2推至同一水平位置，进行书写。

[0038] 展示板2的背面底部横向滑设有粉尘盒3，粉尘盒3的顶面上开设有承接槽，粉尘盒

3位于收纳槽4的下方,方便收集粉笔灰且滑动粉尘盒3，方便清理粉尘盒3内的粉尘。

[0039] 展示板2远离收纳槽4的侧面内滑设有绘制框43，绘制框43内横向等间距跨设有五

根皮绳44。

[0040] 两侧边框的正面螺接有若干灯光展示装置，灯光展示装置包括：旋钮底柱61，旋钮

底柱61上螺接设有U型旋转架62，旋转架62上设有旋转闪光灯，旋转闪光灯电连接电源。通

过旋钮底柱61和U型旋转架62调整旋转闪光灯的方向，方便老师对舞台灯光效果的展示以

及教学对比。

[0041] 上述夹持装置基于灯光展示装置，还设置了两个横杆91，两个横杆91均设于旋转

架62的相对外壁上，两个横杆91的相对内壁上旋转设有L型夹板92，旋转架62的底部旋转设

有L型固定杆93，固定杆93的自由端设于夹板92的内壁上，使用灯光展示装置的目的是方便

摄像头调整方向。

[0042] 两侧边框的左右边框的正面设有放置槽7，放置槽内放置有音响，音响支持WiFi以

及蓝牙连接，音响用于声乐教学练习。

[0043] 工作过程：教学时，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45端的板檫结构可以接触另一个展示板

2，拉动第一按板21，使其中一个展示板2滑动在第一横槽和第二横槽内，当滑动至第一滑槽

和第二滑槽时，第一按板21触碰第二按板51上的按键控制摄像头拍照，对展示板2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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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存；而后，拉动一展示板2向另一展示板2的方向滑动，对另一展示板2上的内容檫除，

随后，将左右展示板2推至同一水平位置，进行书写；通过抽拉展示板侧端面上滑设的绘制

框，绘制框内设有的五根皮绳，通过音符挂在五线谱上来进行五线谱教学；通过旋钮底柱61

和U型旋转架62调整旋转闪光灯的方向，方便老师对舞台灯光效果的展示以及教学对比；音

响放置在放置槽7内，用于声乐教学练习。

[0044]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实施例并非局限于此，任何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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