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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拼音学习用具领域，尤指一

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包含韵母发声器和声母

发声器，所述韵母发声器的正面设有44键面板，

所述韵母发声器的两头分别设有韵母发声器喇

叭；所述声母发声器的正面两边设有26键面板，

所述声母发声器的正面中间设有凹槽，所述声母

发声器的正面两边还分别设有声母发声器喇叭。

通过所述韵母发声器和所述声母发声器的配合，

既能发出单个音节的声音，又能发出整个拼读的

拼音，提高拼音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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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其特征在于：包含韵母发声器和声母发声器，

所述韵母发声器的正面设有44键面板，所述韵母发声器的背面设有第一电池仓和第一

开关，所述韵母发声器的两头分别设有韵母发声器喇叭；

所述声母发声器的正面两边设有26键面板，所述声母发声器的正面中间设有凹槽，所

述声母发声器的正面两边还分别设有声母发声器喇叭，所述声母发声器的背面设有第二电

池仓和第二开关；

所述韵母发声器可以通过所述凹槽固定在所述声母发声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韵母发声器和所述声

母发声器上的按键内层均是采用PET印刷纳米银浆来导通信号，所述第一电池仓和所述第

二电池仓均可容纳两节AAA电池，为所述韵母发声器和所述声母发声器供电，所述第一开关

和所述第二开关均控制供电通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44键面板包含一个男

女声键和43个韵母键，所述男女声键用以选择男声或女声播放，所述43个按键用于发出对

应的韵母声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26键面板包含一

个男女声键和25个声母键，所述男女声键用以选择男声或女声播放，所述25个按键用于发

出对应的声母声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韵母发声器喇叭

和所述声母发声器喇叭均采用铁内磁高保真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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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拼音学习用具领域，尤指一种合声器。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汉语在世界越来越流行，而拼音作为汉语的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视，的小学

的拼音教学作为基础课对教学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学习拼音都是依靠老师的口述

教学以及一些电子发音工具，由于地域问题，不同地方的发音都会不太一样，而现有的电子

发声工具仅能发出单个音节。

[0003] 专利文献CN02275861 .5公开了一种拼音学习机，通过按下键盘按键，发出对应的

音节声音，达到快速学习汉语拼音的目的。

[0004] 上述专利文献提供的拼音学习机只能发出单个音节的声音，并不能对组合的整个

拼音进行发音发音，对于拼音学习来说有着明显的缺陷，因此亟需一种既可以发出单个音

节又能发出整个拼音的汉语拼音学习工具。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分别设有韵母或声

母的发声按键，通过按下按键能够分别发出相应的韵母或声母的读音，另外通过无线连接

后还能够拼读整个拼音。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包含韵母发声器和声母发声器，所述韵母发声器和所

述声母发声器均由ABS原材料注塑成型，

[0008] 所述韵母发声器的正面设有44键面板，所述韵母发声器的背面设有第一电池仓和

第一开关，所述韵母发声器的两头分别设有韵母发声器喇叭；

[0009] 所述声母发声器的正面两边设有26键面板，所述声母发声器的正面中间设有凹

槽，所述声母发声器的正面两边还分别设有声母发声器喇叭，所述声母发声器的背面设有

第二电池仓和第二开关；

[0010] 所述韵母发声器通过所述凹槽固定在所述声母发声器上。

[0011] 所述韵母发声器和所述声母发声器上的按键内层均是采用PET  印刷纳米银浆来

导通信号，所述第一电池仓和所述第二电池仓均可容纳两节AAA电池，为所述韵母发声器和

所述声母发声器供电，所述第一开关和所述第二开关均控制供电通断；

[0012] 所述44键面板包含一个男女声键和43个韵母键，所述男女声键用以选择男声或女

声播放，所述43个按键用于发出对应的韵母声音；

[0013] 所述26键面板包含一个男女声键和25个声母键，所述男女声键用以选择男声或女

声播放，所述25个按键用于发出对应的声母声音；

[0014] 所述韵母发声器喇叭和所述声母发声器喇叭均采用铁内磁高保真喇叭，提高音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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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6] 1)通过分别从所述与韵母发声器和所述声母发声器选择发音的音节，进行组合发

声，发出组合而成的拼音，实现拼音的拼读播放，增加用具的实用性和学习的趣味性；

[0017] 2)通过无线连接，实现韵母发声器和声母发声器在一定范围内的配合使用，使用

起来更加方便。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组合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韵母发声器正面结构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韵母发声器背面结构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声母发声器正面结构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声母发声器背面结构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内部电路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44键模块电路图。

[0025] 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内部电路图。

[0026] 图9是本实用新型的26键模块电路图。

[0027] 附图标号说明：1.韵母发声器；2.声母发声器；3.44键面板；  4.第一电池仓；5.第

一开关；6.韵母发声器喇叭；7.26键面板；8.凹槽；9.声母发声器喇叭；10.第二电池仓；11.

第二开关；12.第一语音模块；13.44键模块；14.第一2.4GWIFI模块；  15 .第二语音模块；

16.26键模块；17.第二2.4GWIFI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请参阅图1‑9所示，本实用新型关于一种汉语拼音智慧合声器，其特征在于：包含

韵母发声器1和声母发声器2，其中：

[0029] 所述韵母发声器1的正面设有44键面板3，所述韵母发声器1 的背面设有第一电池

仓4和第一开关5，所述韵母发声器1的两头分别设有韵母发声器喇叭6；

[0030] 所述声母发声器2的正面两边设有26键面板7，所述声母发声器2的正面中间设有

凹槽8，所述声母发声器2的正面两边还分别设有声母发声器喇叭9，所述声母发声器2的背

面设有第二电池仓10  和第二开关11；

[0031] 所述韵母发声器1可以通过所述凹槽8固定在所述声母发声器2 上。

[0032] 所述韵母发声器1和所述声母发声器2上的按键内层均是采用  PET印刷纳米银浆

来导通信号，所述第一电池仓4和所述第二电池仓  10均可容纳两节AAA电池，为所述韵母发

声器1和所述声母发声器2 供电，所述第一开关5和所述第二开关11均控制供电通断；

[0033] 所述44键面板3包含一个男女声键和43个韵母键，所述男女声键用以选择男声或

女声播放，所述43个按键用于发出对应的韵母声音；

[0034] 所述26键面板7包含一个男女声键和25个声母键，所述男女声键用以选择男声或

女声播放，所述25个按键用于发出对应的声母声音；

[0035] 所述韵母发声器喇叭6和所述声母发声器喇叭9均采用铁内磁高保真喇叭，提高音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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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韵母发声器1还包括第一内部电路，所述第一内部电路包含第一语音模块12、

44键模块13和第一2.4GWIFI模块14，所述第一语音模块12分别连接所述44键模块13和所述

第一2.4GWIFI模块  14。

[0037] 如图6‑7所示，所述第一语音模块12采用SPI‑Flash技术，储存相应按键的音节发

音，方便数据存储，节省成本，通过按下所述  44键模块13上的按键，进行相应声音的播放，

同时连接所述第一  2.4GWIFI模块14，用以配合所述声母发声器2使用，

[0038] 所述声母发声器2还包括第二内部电路，所述第二内部电路包括第二语音模块15、

26键模块16和第二2.4GWIFI模块17，所述第二语音模块15分别连接所述26键模块16和所述

第二2.4GWIFI模块  17。

[0039] 如图8‑9所示所述第二语音模块15同样使用SPI‑Flash技术，通过所述第二

2.4GWIFI模块17，连接所述韵母发声器1，当所述韵母发声器1和所述声母发声器2配合使用

时，相互通过无线连接，此时以所述韵母发声器1为主，先从所述韵母发声器1按下韵母键，

再从所述声母发声器2按下声母键后，就会播放组合的拼音，如：分别按下“ch”和“en”就会

发出“chen”的拼音；

[0040] 所述韵母发声器1不一定需要放在所述凹槽8才能组合发音，在无线连接范围内均

可配合使用。

[0041] 以上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

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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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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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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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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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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