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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便携式音乐教学辅助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便携式音乐教学辅助

装置，包括底座，底座上固定连接有支撑件，支撑

件上固定连接有承重台，承重台后端活动连接有

用于展示五线谱的展示装置，承重台上设有用于

演示五线谱音乐旋律的演示装置；演示装置包括

供电装置，供电装置包括供电装置本体，供电装

置本体上侧设有喇叭和电源开关键，供电装置本

体内部设有可充电电池，可充电电池分别与所述

喇叭和电源开关键电连接，供电装置左侧还设有

用于给所述可充电电池充电的充电接口，供电装

置右侧设有用于与键盘连接的USB接口，USB接口

内插接有柔性钢琴键盘。本实用新型即可实现五

线谱谱图教学，也可实现谱乐教学；同时可实现

室内室外两用教学，功能多样，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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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音乐教学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上固定连接

有支撑件(2)，所述支撑件(2)上固定连接有承重台(3)，所述承重台(3)后端活动连接有用

于展示五线谱的展示装置(4)，所述承重台(3)上设有用于演示五线谱音乐旋律的演示装置

(5)；

所述演示装置(5)包括供电装置本体(51)，所述供电装置本体(51)上侧设有喇叭(511)

和电源开关键(512)，所述供电装置本体(51)内部设有可充电电池(513)，可充电电池(513)

分别与所述喇叭(511)和电源开关键(512)电连接，所述供电装置本体(51)左侧还设有用于

给所述可充电电池(513)充电的充电接口(514)，所述供电装置本体(51)右侧设有用于与键

盘连接的USB接口(515)，所述USB接口(515)内插接有柔性钢琴键盘(5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钢琴键盘(52)包括键盘本体(521)，

所述键盘本体(521)左侧电连接有控制装置(522)，所述控制装置(522)上侧设有显示触摸

屏(523)，所述控制装置(522)内侧设有安装卡槽(524)，所述安装卡槽(524)内通过螺钉连

接有第一控制电路板(525)，所述第一控制电路板(525)与所述显示触摸屏(523)电连接；所

述控制装置(522)左侧设有用于与供电装置连接的USB插头(526)。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装置(4)包括展示板(41)，所述展示

板(41)上设有若干组五线谱线条区(42)，每组所述五线谱线条区(42)内设有磁性板(43)，

所述磁性板(43)  上固定涂有谱线(44)，所述谱线(44)上通过磁力连接有音符板(45)；所述

展示板(41)包括第一展示板(411)和第二展示板(412)，所述第一展示板(411)通过螺栓活

动连接在所述承重台(3)上；所述第二展示板(412)活动连接在第一展示板(411)上。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控制电路板(525)包括控制器

(5251)，所述控制器(5251)电连接有无线连接模块(5252)、数据储存模块(5253)、音频输出

模块(5254)及音频输入模块(5255)。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展示板(411)两端设有相对的滑槽

(4111)，所述滑槽(4111)内上端和下端均设有安装口(4112)；所述第二展示板(412)两侧均

设有滑块(4121)，所述滑块(4121)上端和下端均设有与所述安装口(4112)相匹配的弹性安

装块(4122)。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键盘本体(521)包括柔性连接体(5211)，

所述柔性连接体(5211)上设有与控制器(5251)电连接的柔性电路板(5212)，所述柔性电路

板(5212)上设有若干个与琴键(5213)相对应的传感器触点。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触摸屏(523)包括电池电量显示模

块(5231)、无线连接显示模块(5232)、音量调节模块(5233)和选曲模块(5234)。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音符板(45)包括音符模型(451)，所述音

符模型(451)后侧设有磁力片(452)，所述磁力片(452)与所述音符模型(451)结构相匹配。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重台(3)上还设有音符模型放置槽

(31)，所述音符模型放置槽(31)上端设有双层滑轨(32)，所述双层滑轨(32)两层内均滑动

设有滑盖(33)。

10.如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件(2)为可伸缩支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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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音乐教学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音乐教学辅助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携式音乐教学辅助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

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情感。

[0003]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五线谱是目前世界上通用的一种记谱法，通过在五根等距离

的平行横线上标以不同时值的音符及其他记号来记载音乐，属于运用最广泛的乐谱之一，

而在五线谱的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频繁的画线、画音符，并且使用黑板擦进行擦拭黑板，

比较麻烦和费事，影响教学效率。

[0004] 而且，在五线谱实际教学演示中，需要使用到一些如钢琴、电子琴等教学设备，但

是由于钢琴和电子琴对于学生来说或者老师来说其体积依然显得比较庞大，不方便随身携

带。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携式用于五线谱教学的

音乐教学辅助装置。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便携式音乐教学辅助装置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便携式音乐教学辅助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固定连接有支撑件，所述支

撑件上固定连接有承重台，所述承重台后端活动连接有用于展示五线谱的展示装置，所述

承重台上设有用于演示五线谱音乐旋律的演示装置；所述演示装置包括供电装置，所述供

电装置包括供电装置本体，所述供电装置本体上侧设有喇叭和电源开关键，所述供电装置

本体内部设有可充电电池，可充电电池分别与所述喇叭和电源开关键电连接，所述供电装

置左侧还设有用于给所述可充电电池充电的充电接口，所述供电装置右侧设有用于与键盘

连接的USB接口，所述USB接口内插接有柔性钢琴键盘。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柔性钢琴键盘包括键盘本体，所述键盘本体左侧电连接有控制装

置，所述控制装置上侧设有显示触摸屏，所述控制装置内侧设有安装卡槽，所述安装卡槽内

通过螺钉连接有第一控制电路板，所述第一控制电路板与所述显示触摸屏电连接；所述控

制装置左侧设有用于与供电装置连接的USB插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展示装置包括展示板，所述展示板上设有若干组五线谱线条区，每

组所述五线谱线条区内设有磁性板，所述磁性板上固定涂有五线谱线条，所述五线谱线条

上通过磁力连接有音符板；所述展示板包括第一展示板和第二展示板，所述第一展示板通

过螺栓活动连接在所述承重台上；所述第二展示板活动连接在第一展示板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控制电路板包括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电连接有无线连接模块、

可充电电池、数据储存模块、音频输出模块及音频输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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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展示板两端设有相对的滑槽，所述滑槽内上端和下端均设有

安装口；所述第二展示板两侧均设有滑块，所述滑块上端和下端均设有与所述安装口相匹

配的弹性安装块。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键盘本体包括柔性连接体，所述柔性连接体上柔性电路板，所述柔

性电路板上设有若干个与琴键相对应的传感器触点。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显示触摸屏包括电池电量显示模块、无线连接显示模块、音量调节

模块、选曲模块。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音符板包括音符模型，所述音符模型后侧设有磁力片，所述磁力片

与所述音符模型结构相匹配。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承重台上还设有音符模型放置槽，所述音符模型放置槽上端设有

双层滑轨，所述双层滑轨两层内均滑动设有滑盖。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件为可伸缩支撑杆。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柔性钢琴键盘为61键键盘或88键键盘。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音符模型包括至少一套音符。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无线连接模块包括蓝牙连接和WIFI连接。

[0020] 进一步地，所述底座下还设有万向轮。

[0021] 本实用新型相比于现有技术而言，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本实用新型的两块展示板，当第二展示板上被贴满后，乐谱仍然没有展示完，可

以通过按压第二展示板下端的弹性安装块，使其脱离安装口中，然后将第二展示板向上滑

动移动到第一展示板的上端卡箍在第一展示板上端的安装口中，实现第二展示板的位置固

定，使第一展示板露出，继续在第一展示板上进行乐谱展示教学。

[0023] 2)可以通过在键盘本体上通过按压相应的琴键，发出相应的声音从而实现更好地

让学生熟悉所教学的五线谱，提高教学质量。

[0024] 3)本实用新型的显示触摸屏可以实时显示所连接的电池电量，便于及时进行充

电。

[0025] 4)本实用新型的可通过无线连接模式蓝牙连接有手机或平板电脑等智能电子产

品，然后将手机上的音频通过音频输入模块传递到数据储存模块上，通过选曲模块进行选

择播放；也可将数据储存模块5  上的音频通过音频输出模块传递到手机或平板电脑等智能

电子产品上，实现双向传递，便于学生回去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等智能电子产品的音频复

习。

[0026] 5)本实用新型的柔性钢琴键盘与供电装置本体可拆卸连接，拆卸后可以卷起来，

便于携带；

[0027] 6)本实用新型的承重台高度可调，降低后，再将展示板固定好，体积变小，且底部

设有轮子，便于携带和移动到户外进行教学。

附图说明

[0028]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装置整体结构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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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2为本实用新型装置整体结构俯视图；

[0031] 图3为本实用新型音符模型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本实用新型控制装置连接关系示意图；

[0033] 其中：

[0034] 1‑底座；2‑支撑件；3‑承重台，31‑音符模型放置，32‑双层滑轨，  33‑滑盖；4‑展示

装置，41‑展示板，411‑第一展示板，4111‑滑槽，4112‑  安装口，412‑第二展示板，4121‑滑

块，4122‑弹性安装块，42‑五线谱线条区，43‑磁性板，44‑五线谱线条，45‑音符板，451‑音符

模型，452‑  磁力片；5‑演示装置，51‑供电装置本体，511‑喇叭，512‑电源开关键，  513‑可充

电电池，514‑充电接口，515‑USB接口，52‑柔性钢琴键盘，  521‑键盘本体，5211‑柔性连接

体，5212‑柔性电路板，5213‑琴键，522‑  控制装置，523‑显示触摸屏，5231‑电池电量显示模

块，5232‑无线连接显示模块，5233‑音量调节模块，5234‑选曲模块，524‑安装卡槽，  525‑第

一控制电路板，5251‑控制器，5252‑无线连接模块，5253‑数据储存模块，5254‑音频输出模

块，5255‑音频输入模块，526‑USB插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

明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其他优点及功效。本实用新型中未详细说明的

结构或工作原理属于现有技术和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知晓。

[0036] 请参阅图1‑4。

[003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携式音乐教学辅助装置，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上固定连

接有支撑件2，所述支撑件2上固定连接有承重台  3，所述承重台3后端活动连接有用于展示

五线谱的展示装置4，所述承重台3上设有用于演示五线谱音乐旋律的演示装置5；所述演示

装置5包括供电装置本体51，所述供电装置本体51上侧设有喇叭511  和电源开关键512，所

述供电装置本体51内部设有可充电电池513，可充电电池513分别与所述喇叭511和电源开

关键512电连接，所述供电装置本体51左侧还设有用于给所述可充电电池513充电的充电接

口514，所述供电装置本体51右侧设有用于与键盘连接的USB接口515，所述USB接口515内插

接有柔性钢琴键盘52。

[0038] 进一步地，所述柔性钢琴键盘52包括键盘本体521，所述键盘本体521左侧电连接

有控制装置522，所述控制装置522上侧设有显示触摸屏523，所述控制装置522内侧设有安

装卡槽524，所述安装卡槽524内通过螺钉连接有第一控制电路板525，所述第一控制电路板

525与所述显示触摸屏523电连接；所述控制装置522左侧设有用于与供电装置连接的USB插

头526。

[0039] 进一步地，所述展示装置4包括展示板41，所述展示板41上设有若干组五线谱线条

区42，每组所述五线谱线条区42内设有磁性板  43，所述磁性板43上固定涂有五线谱线条

44，所述五线谱线条44  上通过磁力连接有音符板45；进所述展示板41包括第一展示板411 

和第二展示板412，所述第一展示板411通过螺栓活动连接在所述承重台3上；所述第二展示

板412活动连接在第一展示板411上。

[004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控制电路板525包括控制器5251，所述控制器5251电连接有无

线连接模块5252、数据储存模块5253、音频输出模块5254及音频输入模块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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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展示板411两端设有相对的滑槽4111，所述滑槽4111内上端和

下端均设有安装口4112；所述第二展示板412两侧均设有滑块4121，所述滑块4121上端和下

端均设有与所述安装口  4112相匹配的弹性安装块4122。

[0042] 进一步地，所述键盘本体521包括柔性连接体5211，所述柔性连接体5211上设有与

控制器5251电连接的柔性电路板5212，所述柔性电路板5212上设有若干个与琴键相对应的

传感器触点。

[0043] 进一步地，所述显示触摸屏523包括电池电量显示模块5231、无线连接显示模块

5232、音量调节模块5233和选曲模块5234。

[0044] 进一步地，所述音符板45包括音符模型451，所述音符模型451  后侧设有磁力片

452，所述磁力片452与所述音符模型451结构相匹配。

[0045] 进一步地，所述承重台上还设有音符模型放置槽31，所述音符模型放置槽31上端

设有双层滑轨32，所述双层滑轨32两层内均滑动设有滑盖33。

[0046]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件2为可伸缩支撑杆。

[0047] 进一步地，所述柔性钢琴键盘为61键键盘或88键键盘。

[0048] 进一步地，所述音符模型451包括至少一套音符。

[0049] 进一步地，所述无线连接模块5252包括蓝牙连接和WIFI连接。

[0050] 进一步地，所述底座1下还设有万向轮。

[0051] 工作原理：

[0052] 在使用本实用新型的装置时，根据实际需求通过调节支撑件2，即可伸缩支撑杆的

高度，使本实用新型的承重台3的高度与使用者相匹配。柔性钢琴键盘52的USB插头526插入

供电装置本体51的USB  接口515，用于实现柔性钢琴键盘52将音频传输到喇叭511上进行扩

音，同时可以实现将可充电电池513给柔性钢琴键盘52提供电源，进行工作。

[0053] 当进行五线谱教学时，将音符模型451按照所要教学的乐谱贴在五线谱线条区42

上的谱线44上，音符模型451会在磁力片452会贴在磁性板43上，然后将音符模型451在磁性

板43上移动到实际所需的位置上即可，重复此操作即可将所要教学的乐谱通过展示板41展

示给学生学习。当第二展示板412上被贴满后，乐谱仍然没有展示完，可以通过按压第二展

示板412下端的弹性安装块4122，使其脱离安装口4112中，然后将第二展示板412向上滑动，

然后滑块4121在滑槽4111中滑动带动第二展示板412向上移动，当移动到第一展示板  411

的上端时，第二展示板412下端的弹性安装块4122就会卡箍在第一展示板411上端的安装口

4112中，实现第二展示板412的位置固定，同时第一展示板411露出，进而可继续在第一展示

板411上进行乐谱展示教学。

[0054] 为了更好地让学生熟悉所教学的五线谱，可以通过在键盘本体521上通过按压相

应的琴键5213，柔性电路板5212会感应到按压的琴键，并将信号传递给控制器5251，控制器

5251再将信号传递给喇叭发出相应的声音从而实现教学。

[0055] 同时，本实用新型的显示触摸屏523可以实时显示所连接的电池电量，便于及时进

行充电。并且本实用新型的可通过无线连接模式  5252蓝牙连接有手机或平板电脑等智能

电子产品，然后将手机上的音频通过音频输入模块5255传递到数据储存模块5253上，通过

选曲模块5234进行选择播放；也可将数据储存模块5253上的音频通过音频输出模块5254传

递到手机或平板电脑等智能电子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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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须知，本说明书所附图式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

示的内容，以供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限

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

影响本实用新型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技

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及

“一”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

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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