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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EduOffice 音乐教学备课软件》，是北京洲洋华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

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和《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为广大普教系统

音乐教师研发的一款音乐教学备课软件。 

音乐教学

备课软件 

教师备课 

教案编写 

1) 音符字符化功能，方便乐符以字符方式进

行编辑； 

2) 与 Ms-Word 无缝连接。沿袭教师用

Ms-Word 编写教案的习惯； 

课件制作 

1） 五线谱课件编辑与制作； 

2） 简谱课件编辑与制作； 

3） 五线谱与简谱混排； 

4） 乐理课件编辑与制作； 

5） 多媒体教学资源混排； 

6） 丰富、完备的谱曲标注符号库； 

课件预览 

1） 五线谱课件播放； 

2） 简谱课件播放； 

3） 多媒体教学资源播放； 

4） 曲谱播放拥有 128 种音色库，可选择调

号、速度、音色进行试听，还可任意选择

范围播放； 

教学资源 乐理知识、乐器图库、音乐家故事、乐曲欣赏 

信息交换 1） 导出 mi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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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出 jpg、png 文件； 

3） 导出 doc、pdf 文件 

4） 复制粘贴到 PhotoShop 等软件； 

5） 复制粘贴到 MsWord 等软件； 

学生活动 

1） 作业 

2） 自主学习 

3） 曲谱创作 

2 快速入门 

2.1. 五线谱快速入门 

五线谱，不神秘； 

拉谱表，选调号； 

音符拽拽成谱曲； 

点右键，功能全， 

符尾上下全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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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资源目录下音乐库标签。展开“五线谱”选项。点击“谱表”，在资源预览区

选择相应谱表，在页面相应点击鼠标插入谱表。点击“谱号、调号、拍号”在资源预览区

选择相应调号、拍号，在谱表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即插入调号、拍号；点击“乐符库”在资

源预览区选择音符、小节线，在谱表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即插入音符及小节线；选中音符，

点击右键，设置符尾方向及其他属性。 

2.2. 简谱谱快速入门 

做简谱，更简单， 

拉谱表，选音符， 

减时线，藏右键； 

小节线、连音线， 

智能关联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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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资源目录下音乐库标签。展开“简谱”选项。点击“简谱谱表”，在资源预览

区选择相应谱表，在页面相应点击鼠标插入谱表。点击“调号、拍号”在资源预览区选择

相应调号、拍号，在谱表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即插入调号、拍号；点击“简谱音符”在资源

预览区选择音符、小节线，在谱表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即插入音符及小节线；选中音符，点

击右键，添加减时线及设置其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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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例 

3.1. 五线谱编辑 

 

上面是《新年好》的五线曲谱，我们以这首乐谱为例，简单说明五线谱的编辑。其具体

步骤如下： 

1、 插入标题字。 

标题字 

表演术语 

作者信息 

谱表 调号 

拍号 

五线谱歌词 

音符 小节线 

Flash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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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资源目录下音乐库标签。点击五线谱选项。选择点击标题字，在页面点击鼠标。

在弹出的标题字输入框输入标题：新年好。点击确定按钮即插入标题。 

2、 插入表演术语。 

 

点击音乐库标签演奏记号。点击自定义选项，在页面点击鼠标。演奏记号自定义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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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中输入术语：中速高兴地。点击完成即插入演奏记号。 

3、 插入作者信息。 

 

点击音乐库——五线谱——五线谱歌词。点击作者信息选项，在页面点击鼠标，插入作

者信息输入框。输入作者信息等，点按“移动”按钮移动鼠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4、 插入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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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音乐库——五线谱——谱表。选择相应谱表。在页面相应位置点击鼠标插入谱表。 

5、 插入调号、拍号。 

 

点击音乐库——五线谱——谱号、调号、拍号。选择相应调号、拍号。在谱表相应位

置点击鼠标即插入调号、拍号。 

6、 插入音符、小节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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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音乐库——五线谱——乐符库。选择相应音符及小节线。在谱表相应位置点击鼠

标即插入音符及小节线。 

7、 输入歌词。 

 

点击音乐库——五线谱——五线谱歌词。选择点击五线谱歌词选项。在谱表下方相应

位置点击鼠标即歌词输入框，输入歌词后，按空格键调整歌词自动对齐到音符，一个空格对

应一个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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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简谱编辑 

 

上面是《小鸡的一家》的简谱曲谱，我们以这首乐谱为例，简单说明简谱的编辑。其具

体步骤如下： 

1、 插入标题字。 

 

点击资源目录下音乐库标签。点击简谱选项。选择点击标题字，在页面点击鼠标。

标题字 表演术语 
作者信息 

谱表 

调号 

拍号 

简谱歌词 

音符 小节线 

反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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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标题字输入框输入标题：小鸡的一家。点击确定按钮即插入标题。 

2、 插入调号、拍号。 

 

点击音乐库——简谱——调号、拍号。选择相应调号、拍号。在页面相应位置点击鼠

标即插入调号、拍号。 

3、 插入表演术语。 

 

点击音乐库标签演奏记号。点击自定义选项，在页面点击鼠标。演奏记号自定义输入

框中输入术语：活泼的。点击完成即插入演奏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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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插入作者信息。 

 

点击音乐库——简谱——简谱歌词。点击作者信息选项，在页面点击鼠标，插入作者信

息输入框。输入作者信息等，点按“移动”按钮移动鼠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5、 插入谱表。 

 

点击音乐库——简谱——简谱谱表。选择相应谱表。在页面相应位置点击鼠标插入谱

表。 

6、 插入音符、连音线、小节线、减时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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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音乐库——简谱——简谱音符。选择相应音符及小节线。在谱表相应位置点击鼠

标即插入音符、连音线及小节线。按住鼠标左键画框，选择减时的音符，点击右键选择“添

加减时线”即为音符添加了减时线。 

7、 输入歌词。 

 

点击音乐库——简谱——简谱歌词。选择点击简谱歌词选项。在谱表下方相应位置点

击鼠标即歌词输入框，输入歌词后，按空格键调整歌词自动对齐到音符，一个空格对应一个

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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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插入反复线 

 

点击音乐库——变音演奏标记——反复线。选择相应反复线样式。在谱表相应位置点

击鼠标插入反复线点击红色句柄 拖拉可改变线的长短。 

3.3. 乐谱播放 

编辑完成的乐谱可以进行播放试听，以简谱播放为例，说明乐谱播放。 

 

点击工具栏播放按钮 ，弹出播放面板。点击可控制播放暂停或开始。点击显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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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按钮 显示或隐藏键盘，播放乐谱时键盘显示相应音符在键盘上的位置变化。点击

演奏设置按钮 ，调出演奏设置面板，可设置音色及音调，点击显隐音名、显隐唱名按

钮 ，可设置在键盘上显示或隐藏音名、唱名。 

3.4. 乐谱导出 

系统支持将已编辑完成的乐谱导出为 JPG、PNG、MIDI、DOC、PDF 等格式的文件，

以方便在 WORD、PPT、Photoshop、MediaPlay 等软件里插入或打开进行编辑、播放。 

 

点击播放按钮调出播放窗口，按停止按钮 停止播放。点击 按钮弹出导出窗口。

在文件名输入区输入要导出的文件名称。在保存类型选项处选择要保存的文件类型。点

击 按钮，即可将乐谱导出为 JPG、PNG、MIDI、DOC、PDF 格式，方便编辑、

使用。 

3.5. 乐符字符化 

在教案编写及课件制作过程中，用户常常需要将乐符与文字混合编排在一起而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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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EduOffice 系统提供了乐符字符化功能，任意复杂的乐符、乐谱都可以变成字符与

文字一起选中进行设置字号、颜色等编辑。 

 

插入乐符，选中乐符，拖动到文本框合适的位置，即可将该符号转换为字符。将光标置

于字符化后的音符前或选中该音符，点击 按钮，可将音符往上移动；点击 按钮，可

将音符往下移动；点击 按钮，可放大显示音符；点击 按钮，缩小显示音符。双击

进行了字符化的音符，可将音符变回为对象。 

3.6. 编写 Word 音乐教案 

为沿袭教师用 Word 编写教案的习惯，EduOffice 软件支持与 Word 无缝连接，对于软件

内编辑的文字、乐谱等内容都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 word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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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制作 PPT 音乐课件 

为沿袭教师用 PPT 制作课件的习惯，EduOffice 软件支持将乐谱导出为透明背景的 PNG

图片文件，方便直接插入到 PPT 文件中。 

 

4 安装与卸载 

安装 

A、 在安装文件（EduMusicEdit20_Setup.exe）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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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照提示依次点击下一步---安装如下图： 

 

C、 再安装过程中弹出写注册表的对话框，请点击“是”如下图： 

 

D、 安装结束后点击“完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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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A. 运行安装文件 EduMusicEdit20_Setup.exe。 

B. 在填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除去”，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C. 确认卸载所有组件点“是”，即开始卸载；如下图： 

 

5 启动与退出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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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桌面快捷方式 ，即可启动软件。WIN7 及以上系统的用户，请在快捷方式

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来启动程序。 

退出 

1、 点击“文件”菜单，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退出”命令，即可退出程序。 

2、 点击页面右上角退出按钮 退出程序。 

如当前文件有修改而未保存，在退出程序时会提示是否保存，选择是或否确定是否保存

文件后退出程序。 

6 菜单的使用 

EduOffice 音乐教学备课软件在每个菜单的下拉式子菜单中，都包括了与此菜单名相关

的多个操作命令，主要是用于激活所有命令。将光标移到所要选择的菜单，单击鼠标左键，

即可显示该菜单所包含的内容。当光标移到菜单外任意点单击鼠标左键，则表示放弃当前所

选命令。菜单栏由七个菜单组成： 

 

6.1 文件 

【文件】菜单集中了软件与文件相关的新建、打开、保存、退出等操作命令。其下拉式菜单

所包含的命令及其说明如下：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功能描述 快捷键 

 

新建 建立一个新的文件供用户编辑 Ctrl +N 

打开 打开一个已保存过的文件 Ctrl +O 

保存 保存当前正在编辑的文件 Ctrl +S 

另存为 将当前正在编辑的文件重新命名   

导出 将当前文件导出为图片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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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打开的文件列表……  

退出 保存当前正在编辑的文件并退出

软件 

 

6.2 编辑 

【编辑】菜单集中了软件操作过程中复制、粘贴等常规编辑命令。其下拉式菜单所包含

的命令及其说明如下：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功能描述 快捷键 

 

撤消 撤消上一步操作 Ctrl +Z 

恢复 恢复上一步操作 Ctrl +Y 

剪切 将 所 选 择 对 象 复 制 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

将此部分内容粘贴到其他位

置，并将其从原来的位置删

除 

Ctrl +X 

复制 将 所 选 择 的 对 象 复 制 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

将此部分内容粘贴到其他位

置，并在原来位置保留所选

对象 

Ctrl +C 

粘贴 将 Windows 剪贴板里的内容

粘贴到光标所在位置 
Ctrl +V 

全选 选择当前文档中的所有文字

内容 
Ctrl +A 

插入新页 在当前页面后插入新的编辑

页面 
Ctrl+Insert 

删除当前

页 

删除当前选择的编辑页面 
Ctr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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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视图 

【视图】菜单集中了显示/隐藏工具栏、显示比例等与视图相关的操作命令。其下拉式

菜单所包含的命令及其说明如下：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功能描述 快捷键 

 

资源面板 显示/隐藏资源面板 Ctrl+R 

放大 放大显示当前编辑页面 Ctrl+Num+ 

缩小 缩小显示当前编辑页面 Ctrl+Num- 

第一页 跳转到文件的第一页 Ctrl+Home 

上一页 跳转到当前页面的上一页 Ctrl+Up 

下一页 跳转到当前页面的下一页 Ctrl+Down 

最后一页 跳转到文件的最后一页 Ctrl+End 

6.4 插入 

【插入】菜单集合了编辑过程中，需要在文件中添加如音频、视频、动画等媒体对象的

操作命令。其下拉式菜单所包含的命令及其说明如下：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功能描述 快捷键 

 

音频 在当前页面插入音频文件  

视频 在当前页面中插入视频文件   

动画 在当前页面插入 Flash 动画文件  

图像 在当前页面中插入图像文件 
 

多媒体对象 在当前页面插入音频、视频、动

画、图像等多媒体对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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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播放 

【播放】菜单是为乐谱播放页准备的，其下拉式菜单所包含的命令及其说明如下：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功能描述 快捷键 

 

播放 播放当前编辑的乐谱 F5 

6.6 帮助 

用户可以通过【帮助】菜单，获得 EduOffice 音乐教学备课软件的基本信息及相关帮助。

其下拉式菜单中包括：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功能描述 快捷键 

 

关于 EduOffice 音乐教学备课软件的开

发者信息及版权信息等 

 

帮助 EduOffice 音乐教学备课软件使用

说明 

F1 

7 工具栏 

工具栏集合了常用命令的快捷执行按钮，直接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可以直接执行相应命

令。 

 

按钮 名称 功能描述 

 
新建文档 新建一个空白文件 

 

打开 保存当前编辑的文件，并打开的一个已保存的文件 

 
保存 保存当前编辑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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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 
将所选择对象或文字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

便将此部分内容粘贴到其他位置，并将其从原来的位

置删除 

 

复制 
将所选择的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将

此部分内容粘贴到其他位置，并在原来位置保留所选

对象 

 
粘贴 

将 Windows 剪贴板里的内容粘贴到光标所在位置 

 
撤消 

撤消上一步操作 

 
恢复 

恢复上一步操作 

 

资源目录 显示或隐藏资源目录 

 

起始页 跳转到文件的第一页 

 
上一页 跳转到当前页面的上一页 

 

下一页 跳转到当前页面的下一页 

 

结束页 跳转到文件的最后一页 

 

插入新页 在当前编辑页面后面插入新的空白页面 

 

页面漫游 切换到页面漫游方式，激活后在页面按住鼠标左键可

移动页面 

 

鼠标方式 切换到鼠标方式，激活后可选择对象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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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 
切换到铅笔方式，激活后可在页面进行笔迹绘制 

 

笔迹颜色 
切换笔的颜色，点击可以更换更多的颜色 

 

线条擦除 
擦除一条连续的板书笔迹 

 

全部擦除 
擦除当前页面的所有板书笔迹 

 

多媒体 插入图像、视频、动画、音频等多媒体对象文件 

 

放大 放大显示当前页面 

 
缩小 缩小显示当前页面 

 

播放 调出播放面板并播放页面上的乐谱 

 

帮助 查看软件的使用帮助 

 

按钮 名称 功能描述 

 
字体 设置字体 

 
字号 设置字号 

 

粗体 设置字符为粗体显示 

 

斜体 设置字符为斜体显示 

 

字符颜色 设置字符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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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距 设置字符间距：1/4 行距、1/2 行距、3/4 行距、

单倍行距、1.5 倍行距 

 

左右版式 设置字符左右版式：居左、居中、居右、两端对

齐 

 
上下版式 设置字符上下版式：居上、居中、居下 

 
缩进 设置字符缩进版式：段首缩进、段落缩进、左缩

进、右缩进等 

 

上移 向上移动字符化后的音符 

 

下移 向下移动字符化后的音符 

 

对象放大 放大显示字符化后的音符 

 

对象缩小 缩小显示字符化后的音符 

 
组合 对选中的对象进行组合 

 

取消组合 取消组合对象 

 

音频 插入音频对象 

 

视频 插入视频对象 

 

动画 插入 flash 动画 

 

图像 插入图像 

 

多媒体 插入多媒体对象 

 

8 五线谱编辑 

五线谱编辑将主要讲解与五线谱相关的对象，如谱表、谱号、调号、拍号、音符、歌词、

四分音符连音线、八度记号等的插入与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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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五线谱对象插入 

8.1.1 谱表 

点击“音乐库”标签，选择五线谱——谱表，在资源预览区会显示所有五线谱谱表样式，

选择要插入的谱表样式，在页面点击鼠标左键，即可在页面插入资源。 

按住谱表起始或结束位置的 句柄向左或向右拖拉，即可改变谱表长度。 

8.1.2 谱号、调号、拍号 

 

点击“音乐库”标签，选择五线谱——谱号、调号、拍号，在资源预览区会显示所有谱

号、调号、拍号样式，选择要插入的谱号、调号、拍号样式，在谱表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左键，

即可在谱表插入谱号、调号、拍号。 

8.1.3 乐符库 

点击“音乐库”标签，选择五线谱——乐符库，乐符库按音符的个数进行了音符组分类，

例如右图即为音符组 2 里的音符。 

 

插入乐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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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预览区选择要插入的乐符样式，在页面谱表合适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则在此位置

插入选择的乐符。 

调整符尾 

五线谱音符插入时软件默认为自动符尾，会根据其在五线谱表上的位置自动识别符尾方

向，我们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符尾向上或符尾向下来强制改变符尾方向。 

 

自动符尾：自动设置符尾的位置。 

符尾向上：强制设置符尾向上。 

符尾向下：强制设置符尾向下。 

演奏记号：断音、泛音、保持音 

五线谱音符插入时软件默认为正常演奏，我们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演奏记号。 

 

正常演奏：正常演奏音符。 

圆点断音符：设置音符为圆点断音符。 

三角断音符：设置音符为三角断音符。 

线保持音符：设置音符为线保持音符。 

点线保持音符：设置音符为点线保持音符。 

调整位置 

我们以两个符头的音符来说明位置调整的操作，多符头的音符在符头及符尾均有 型

句柄，按住符头上的句柄进行调整时可以改变音符的音高，按住符尾上的句柄进行调整时将

改变符尾在谱表上的位置。将鼠标移动到要音符上，光标变为

 

形状时，按住鼠标左键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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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调整整个音符的位置。 

增加符头 

在最下面的符头上点击鼠标右键即可在当前符头位置的上方增加一个符头。在上方的符

头位置点击右键可删除该符头。 

8.1.4 五线谱歌词 

五线谱歌词项目下可以插入标题字、作者信息、五线谱歌词以及各种歌词线。 

 

1、 插入标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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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资源目录下音乐库标签。点击五线谱选项。选择点击标题字，在页面点击鼠标。

在弹出的标题字输入框输入标题：新年好。点击确定按钮即插入标题。 

2、 插入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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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音乐库——五线谱——五线谱歌词。点击作者信息选项，在页面点击鼠标，插入作

者信息输入框。输入作者信息等，点按“移动”按钮移动鼠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3、 输入歌词。 

 

点击音乐库——五线谱——五线谱歌词。选择点击五线谱歌词选项。在谱表下方相应

位置点击鼠标即歌词输入框，输入歌词后，按空格键调整歌词自动对齐到音符，一个空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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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个音符。 

8.1.5 四分音符连音线 

 

选择要插入的符号样式，在页面点击鼠标，即插入符号。鼠标移动到 句柄上，按住

鼠标拖动可调整符号长短。点击 按钮，设置符号属性。 

8.1.6 八度记号 

 

选择要插入的符号样式，在页面点击鼠标，即插入符号。鼠标移动到 句柄上，按住

鼠标拖动可调整符号长短。点击 按钮，设置符号属性。 

8.2 五线谱对象编辑 

组合 

在页面上按住鼠标左键画框，选中要组合的对象，点击工具栏 按钮，即可将选中的

对象组合成一个对象，进行复制粘贴、移动等操作。选中组合对象，点击 按钮，即可

取消对象组合。 

位置关联 

五线谱及谱号、调号、音符、小节线、歌词等符号是有关联关系的，移动谱表其他音符

都会跟随移动；移动小节线，该小节线后面的音符会跟随移动；移动歌词框，歌词跟随移动

自动调整对齐相应到音符。 

位置调整 

调整五线谱对象位置有两种方式：一、将鼠标移动到要调整位置的五线谱对象上，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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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变为

 

形状时，点击鼠标左键拖动到合适的位置后松开鼠标，即可调整对象位置。二、

选中要移动的对象，选择按住键盘上、下、左、右方向键，可移动调整对象位置。 

属性设置 

属性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点击对象的左侧 按钮。二是选中对象后点击鼠标右键。 

 

线条颜色：设置对象线条颜色。 

剪切：将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粘贴到其他位置，并将其从原来的位

置删除。 

复制：将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粘贴到其他位置，并在原来位置保留

对象。 

克隆：克隆对象。 

删除：删除对象。 

上移一层：调整对象层次位于当前层次的上一层。 

下移一层：调整对象层次位于当前层次的下一层。 

移动顶层：调整对象位于顶层。 

移动底层：调整对象位于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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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简谱编辑 

9.1 简谱谱对象插入 

9.1.1 调号、拍号 

 

点击“音乐库”标签，选择简谱——调号、拍号，在资源预览区会显示所有调号、拍号

样式，选择要插入的调号、拍号样式，在页面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即可在谱表插入调号、

拍号。 

9.1.2 简谱谱表 

点击“音乐库”标签，选择简谱——简谱谱表，在资源预览区会显示所有简谱谱表样式，

选择要插入的谱表样式，在页面点击鼠标左键，即可在页面插入资源。 

改变长度 

按住谱表起始或结束位置的 句柄向左或向右拖拉，即可改变谱表长度。 

9.1.3 简谱音符、简谱小音符 

 

简谱音符按其音高及大小不同进行了分类，可以根据不同乐谱场景来选择插入。 

点击“音乐库”标签，选择简谱——简谱音符，在资源预览区会显示所有简谱音符，选

择要插入的简谱音符，在页面谱表合适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即可插入选择的简谱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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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音线 

点击“音乐库”标签，选择简谱——简谱音符，选择连音线样式，在页面点击鼠标左键，

即插入连音线，如： ，按住句柄 拖动，可改变连音线的长度；鼠标移动到连音线

上，光标变成

 

样式后，移动鼠标，可移动连音线的位置。 

减时线 

单个音符添加减时线：选中要添加减时线的音符，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减时线命令，即

可为该音符添加减时线。 

 

多个音符添加减时线：按住键盘 Ctrl 键，点选多个音符，或按住鼠标左键沿要添加减时

线的音符画框，将其全部框住，也可选择多个音符，点击右键选择减时线命令，为其添加减

时线。 

 

演奏记号：断音、泛音、保持音 

单个音符添加演奏记号：点击鼠标选中要添加记号的音符，点击右键，选择断音、泛音、

保持音命令，即可为音符添加演奏记号。 

多个音符添加演奏记号：按住键盘 Ctrl 键，点选多个音符，或按住鼠标左键沿要添加演

奏记号的音符画框，将其全部框住，也可选择多个音符，点击右键选择断音、泛音、保持音

命令，为其添加演奏记号。 

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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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音符添加倚音：点击鼠标选中要添加记号的音符，点击右键，选择倚音命令，即可

为音符添加倚音。 

多个音符添加倚音：按住键盘 Ctrl 键，点选多个音符，或按住鼠标左键沿要添加倚音的

音符画框，将其全部框住，也可选择多个音符，点击右键选择倚音命令，为其添加倚音。 

9.1.4 简谱歌词 

 

点击音乐库——简谱——简谱歌词。选择点击简谱歌词选项。在谱表下方相应位置点

击鼠标即歌词输入框，输入歌词后，按空格键调整歌词自动对齐到音符，一个空格对应一个

音符。 

9.2 简谱对象编辑 

组合 

在页面上按住鼠标左键画框，选中要组合的对象，点击工具栏 按钮，即可将选中的

对象组合成一个对象，进行复制粘贴、移动等操作。选中组合对象，点击 按钮，即可

取消对象组合。 

位置关联 

五线谱及谱号、调号、音符、小节线、歌词等符号是有关联关系的，移动谱表其他音符

都会跟随移动；移动小节线，该小节线后面的音符会跟随移动；移动歌词框，歌词跟随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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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调整对齐相应到音符。 

位置调整 

调整五线谱对象位置有两种方式：一、将鼠标移动到要调整位置的五线谱对象上，当光

标变为

 

形状时，点击鼠标左键拖动到合适的位置后松开鼠标，即可调整对象位置。二、

选中要移动的对象，选择按住键盘上、下、左、右方向键，可移动调整对象位置。 

属性设置 

属性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点击对象的左侧 按钮。二是选中对象后点击鼠标右键。 

 

线条颜色：设置对象线条颜色。 

剪切：将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粘贴到其他位置，并将其从原来的位

置删除。 

复制：将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粘贴到其他位置，并在原来位置保留

对象。 

克隆：克隆对象。 

删除：删除对象。 

上移一层：调整对象层次位于当前层次的上一层。 

下移一层：调整对象层次位于当前层次的下一层。 

移动顶层：调整对象位于顶层。 

移动底层：调整对象位于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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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变音演奏标记 

变音演奏标记除了常用的变音标记符号外还分为三大类：强弱线、反复线、颤音线。 

变音演奏标记 

 

强弱线 

 

反复线 

 

颤音线 

 

选择点击变音演奏标记/强弱线/反复线/颤音线，在资源预览区显示全部变音演奏标记符

号，选择需要的符号在页面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即可插入这些符号。 

调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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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鼠标移动到符号上，当光标变为

 

形状时，点击鼠标左键拖动到合适的位置后

松开鼠标，即可调整符号在页面上的位置。二、选中要符号对象，选择按住键盘上、下、左、

右方向键，可移动调整对象位置。 

改变长度 

对于强弱线和反复线，默认长度不能满足编辑要求时可以调整其长度，选中要调整长度

的强弱线或反复线，按住起始或结束位置的 句柄向左或向右拖拉，即可改变长度。 

属性设置 

属性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点击对象的左侧 按钮。二是选中对象后点击鼠标右键。 

 

线条颜色：设置对象线条颜色。 

剪切：将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粘贴到其他位置，并将其从原来的位

置删除。 

复制：将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里，以便粘贴到其他位置，并在原来位置保留

对象。 

克隆：克隆对象。 

删除：删除对象。 

上移一层：调整对象层次位于当前层次的上一层。 

下移一层：调整对象层次位于当前层次的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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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顶层：调整对象位于顶层。 

移动底层：调整对象位于底层。 

11 演奏记号 

速度术语

——慢速 

 

速度术语

——中速 

 

速度术语

——快速 

 

速度术语

——速度

补充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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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术语

——其他

速度标记 

 

力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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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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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法及

声部术语 

 

常用曲体

名词 

 

扩展记号 

 

插入自定义演奏记号 

点击演奏记号，点击资源预览区的“自定义”按钮，弹出演奏记号自定义对话框，在输入里

插入自定义演奏记号，点击完成按钮，即插入自定义演奏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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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谱曲标记 

谱曲标注 

 

音名、唱名、形声

字 
 

音的分组 

 

唱名+高低（1） 

 

唱名+高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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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字+高低 

 

简谱音符 

 

五线谱音符 

 

指法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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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序号（1） 

 

阿拉伯序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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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序号（3） 

 

罗马序号 

 

点击“音乐库”标签，选择谱曲标注下相应的标注分类，在资源预览区会显示所有标注

符号，选择要插入的标注符号样式，在页面相应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即可插入曲谱标注符号。 

13 乐谱播放 

编辑完成的乐谱点击工具栏 按钮，可进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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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名称 功能描述 

 

显隐键盘 显示或隐藏模拟键盘 

 

演奏设置 调出演奏设置对话框，或设置音色、音调、速度、显隐唱

名、显隐音名 

 

放大 放大显示页面 

 

缩小 缩小显示页面 

 

页面漫游 漫游显示页面 

 

鼠标方式 将鼠标邮页面漫游方式切换为鼠标方式 

 

开始播放 开始播放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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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播放 暂停播放乐谱 

 

停止播放 停止播放乐谱 

 

保存 将乐谱保存为 jpg格式的图片文件或 midi 格式的音频文件 

 

14 常用资源 

14.1 多媒体资源 

14.1.1. 定义资源路径 

对于资源目录里的资源我们可以自定义指向的目录，将资源目录切换到课堂夹标签下，

点击属性设置区域里的 按钮，将弹出资源路径设置对话框，选择要资源指向的目录点

击确定按钮即可。 

 

14.1.2. 插入多媒体资源 

对象收藏夹、课堂夹标签下的资源我们可以直接插入到编辑页面。对于其他资源可以

通过工具栏相应的资源按钮 插入到页面中。 

在资源预览区选择要插入的资源缩略图，在页面拖动鼠标左键，即可将选中的资源插

入到页面中来，或者双击需要插入的缩略图也可直接将该资源插入到白板页面中。 

对于插入到页面中的图片或视频、动画对象，我们也可以进行编辑，如移动、缩放、删

除等操作，对于图片对象，还可以进行旋转及镜像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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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编辑多媒体资源 

 选择 

要选择一个已插入到页面中的图片或对象，首先要点击 按钮，激活鼠标，将光标移

至要选择的对象上，当光标变为“ ”形状时，点击鼠标左键，该对象即处于被选中状态。

被选中的对象上会出现两个“ ”形红色节点： 

 

 

 

选择多个对象也很简单，只需沿所有被选对象外画一矩形，将所有需要选中的对象框

在矩形中，然后释放鼠标： 

 

 

 

对于一同选中的对象可以进行整体移动。 

 对象移动 

要移动一个或多个对象的位置，首先需要选定这些对象，并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

当图片被拖动到合适的位置后释放鼠标即可。 

 对象旋转 

当一个图片被选中后，其左上角有一个旋转句柄“ ”，将光标指向这个旋转句柄，

使光标变为“ ”样式，按住鼠标左键，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拖动鼠标，即可将图片进

行旋转。在拖动旋转句柄时，可以看到在旋转句柄的下方一串蓝色的数字，这串数字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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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的拖动而改变，这里显示的是该图片被旋转的角度： 

 

 

 

 调整对象大小 

选中某一对象后，在其左上角或右下角的节点上点击鼠标左键，并按住鼠标上、下拖

动，即可调整所选对象的大小。在资源面板里将“按比例缩放方式”按钮 按下，也可

以按比例来缩放选中的图片大小。 

 改变对象层次 

层次是指一个图片、视频、动画等对象在白板编辑页面上叠放的次序。为方便理解，

我们可以把编辑页面想象为一张纸，而这些图片、图片等对象放置于这张纸上，每一对象占

用一个图层，在纸上我们可以叠放多个对象。因为这些图层都是不透明的，那么我们看到的

将永远是放置于这张纸上最上面的图层以及未被其它图层遮挡的部分。 

了解了这一点，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当我们插入了多个图形、图片或音视频对象后，

有时并不能全部显示了。要调整某一对象的层次时，就需要用到“层次”设置。 

选中要设置层次的对象，在其左下角有一个“属性”下拉菜单图标 ，点击该图标，

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通过层次菜单可以改变一个图片的叠放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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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选中要删除的对象，点击左下角的“属性”下拉菜单图标 ，选择[删除]命令，或点

击鼠标右键，在其级连菜单里选择[删除]命令。 

 组合 

在页面上按住鼠标左键画框，选中要组合的对象，点击工具栏 按钮，即可将选中的

对象组合成一个对象，进行复制粘贴、移动等操作。选中组合对象，点击 按钮，即可

取消对象组合。 

 视频、动画对象播放 

对于插入到页面中的视频、动画等对象，可以在当前页面中进行播放。对象的播放有

两种途径可以实现： 

1、 在要播放的对象上双击鼠标右键。 

2、 选中要播放的对象，点击其左下角的“属性”下拉菜单 ，选择“播放”

命令。 

以动画对象播放为例，选中一个已插入的对象，点击其左下角的“属性”下拉菜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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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播放”命令，程序会弹出播放窗口，对视频或动画对象进行播放。要结束播放

只需要点击播放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即可结束播放返回编辑页面。 

 音频对象播放 

对于插入到页面中的音对象，可以在当前页面中进行播放。对象的播放有两种途径可

以实现： 

1、 在要播放的对象上双击鼠标右键。 

2、 选中要播放的对象，点击其左下角的“属性”下拉菜单 ，选择“播放”命令，

调出音频播放窗口。 

 

点击“停止”按钮可停止播放，拖动音量控制条可调整音量。点击“返回”按钮，结

束播放，返回到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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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音乐知识 

系统配备了乐理知识、乐器知识、民乐演奏形式、中国曲艺、中国戏曲、西文音乐、名

曲介绍、音乐家等音乐相关的海量知识课件供用户使用参考，在每一个分类下都包含若干与

此分类相关的课件，可以通过双击课件名称进行打开，对于打开的课件可以进行修改、拷贝、

另存等操作。 

14.3 课件示例 

在“课件示例”目录下收录了系统配备乐谱课件，使用者可以通过双击课件名称打开这

些乐谱课件，对于打开的课件可以进行修改、播放、拷贝、标注等操作。 

14.4 装饰图库 

“装饰图库”目录下收录了海量的装饰用图形、图像等资源，有乐器图库、常用乐器图

标、常用图标、字母图标、数字图标、常用图形、装饰线、装饰框、背景图片等图像图形资

源。选择要插入到页面的图像，在页面点击鼠标左键即可将图像插入到页面中，对这些图像

可以进行缩放、移动、拷贝等操作。其操作方法与参见“编辑多媒体资源”。 

14.5 更换背景 

点击“装饰图库”项目下“更换背景”项目，资源预览区会显示系统配置的背景图像，

选择点击要使用的背景图像即可将当前页面的背景更换为选择的图像。 

14.6 基本图形 

作为教具的一种，系统内置了近五大类的常用基本图形。在白板状态下，使用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类别中选择合适的图形直接插入到白板上。 

点击“音乐库——基本图形”标签，则在资源面板的资源预览区就会显示出程序的图形

类型及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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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 绘制图形 

通过图形类别选择区，用户可以选择所需图形的类别。当选择了某一种图形类型后，图

形显示、选择区内即显示该类型下的所有图形。在选中的图形上点击鼠标，将光标移动到白

板上按住鼠标左键顺时针拖动鼠标，随着鼠标的拖动在白板中即出现这一图形，待拖动到适

当大小时松开鼠标，图形绘制完毕。 

以绘制直线为例：选择“基本图形”，在图形显示、选择区点击 ，在编辑页面按住鼠

标左键设置直线的起始点，拖动鼠标，随着鼠标的拖动在页面中即出现一条直线，待拖动到

适当大小时松开鼠标，该图形绘制完毕。 

一般图形都是通过上述拖动鼠标的方法绘制的，但有些特殊图形的绘制方法不同，是通

过连续点击鼠标左键，来完成一个图形的绘制的。 

绘制连续折线  

点击图形显示、选择区中的 ，在白板编辑页面单击鼠标设置折线的起始点，然后继

续移动鼠标，在需要转折的位置单击鼠标左键，重复移动鼠标和点击左键的动作，在要结束

的位置双击左键，即得到一条连续的折线。 

绘制任意多边形  

标签选择 

图形类别 

图形预览 

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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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形显示、选择区中的 ，在白板编辑页面单击鼠标设置任意多边形的起始点，

然后继续移动鼠标，在需要转折处单击鼠标左键，重复移动鼠标和点击左键的动作，在要结

束的位置双击左键，结束点自动与起始点闭合，得到了一个任意多边形。通过调整节点可以

改变多边形的形状。 

绘制贝塞尔曲线  

点击图形显示、选择区中的 ，在白板编辑页面单击鼠标设置曲线的起始点，然后继

续移动鼠标，并在需要曲线转折处单击鼠标左键，要结束曲线的绘制双击左键，即得到一个

闭合的曲线，通过对节点的调整，可以得到不同形状的图形。 

 

14.6.2 编辑图形 

 选择 

要选择一个绘制好的图形，首先要点击 按钮，激活鼠标，将鼠标移至图形上，当光

标变为“

 

”形状时，点击鼠标左键，该图形即处于被选中状态。被选中的图形的四周会

出现数量不等的“ ”形红色节点。选择多个图形也很简单，只需沿所有被选图形外画一矩

形，将所有需要选中的图形框在矩形中，然后释放鼠标： 

 

  

 

 图形移动 

要移动一个或多个图形的位置，首先需要选定这些图形，并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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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被拖动到合适的位置后释放鼠标即可。 

 图形旋转 

将光标指向旋转句柄“ ”，使光标变为“ ”样式，按住鼠标左键，沿顺时针或

逆时针方向拖动鼠标，即可将图形进行旋转。在拖动旋转句柄时，可以看到在旋转句柄的

下方一串蓝色的数字，这串数字会随着鼠标的拖动而改变，这串数字显示的是该图形被旋

转的角度： 

 

 

 

 图形的翻转 

当我们绘制一个图形时，往往是在编辑页面按住鼠标左键，并沿顺时针方向从左上向右

下拖动鼠标进行绘制；而采用逆时针方向从右上向左下拖动鼠标的方式，则可绘制出该图形

的镜像图形。同样，我们采用从右下向左上拖动鼠标或从左下向右上拖动鼠标还可以画出垂

直翻转的图形。 

 调整图形形状及大小 

当选中某一绘制好的图形后，通过调整该图形的节点位置，可以改变图形的形状。对

于带有三个以上节点的图形，被选中后，在其右下角有“ ”形句柄，我们称之为“调

整句柄”，将光标移至该句柄上时，光标会变为“ ”样式，此时按住鼠标左键上、下拖

动，即可调整图形整体的大小及比例。 

 图形线型 

在默认情况下，图形的线型为单实线。如果要改变其线型，则可单击资源目录面板下

按钮，在其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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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颜色设置 

对于绘制的图形，我们还可以进行线条颜色及填充颜色的设置。 

线条颜色：在默认情况下，图形的线条颜色为黑色。如果要改变其线条颜色，则单击

资源目录面板下 按钮，在弹出的颜色面板里选择合适的颜色。 

 

 

 

填充方式及颜色：在默认情况下，图形为透明不填充颜色。如果要改变其填充样式和

颜色，单击资源目录面板下 按钮，弹出调色板，在调色板左边为填充颜色，而在其

右边多了一些填充方式的选择：在填充方式选项中， 代表无填充， 代表实色填

充，其它几个带有网格状的选项，如 ，代表不同方式的网格填充。 

 

 

 

 为了更加方便用户的使用，针对图形属性除了通过以上介绍的资源目录面板进行设置方

法以外，还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右键，点击属性设置按钮等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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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图形层次 

层次是指一个图形、图片等对象在白板编辑页面上叠放的次序。为方便理解，我们

可以把编辑页面想象为一张纸，而这些图形、图片等对象放置于这张纸上，每一对象占

用一个图层，在纸上我们可以叠放多个对象。因为这些图层都是不透明的，那么我们看

到的将永远是放置于这张纸上最上面的图层以及未被其它图层遮挡的部分。 

了解了这一点，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当我们插入了多个图形或图片后，有时并不能

全部显示了。要调整某一对象的层次时，就需要用到“层次”设置。 

选中要设置层次的图形时，在这个图形的左下角有一个“属性”下拉菜单图标 ，

点击该图标，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 

 

 

 

通过层次菜单可以改变一个图形的叠放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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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选中要删除的图形，点击左下角的“属性”下拉菜单图标 ，选择[删除]命令，即可

删除图形。双击“板擦”按钮，选择“对象擦除”，然后在图形上拖动鼠标，也可以实现删

除图形的功能。 

 

 

 

 撤消和恢复 

对于图形的一切操作，包括插入、编辑等，都可以使用“撤消” 和“恢复” 命令。

点击“撤消” 按钮，可撤消上一步操作；点击“恢复” 按钮，可恢复前一步被撤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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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克隆 

克隆命令是为了方便再次获得选中的图形而设计的。选中要克隆的图形，点击鼠标右键，

或点击图形左下角的属性设置按钮，选择“克隆”命令选项，即可得到一个和选中的图形一

样的图形。 

 组合 

在页面上按住鼠标左键画框，选中要组合的对象，点击工具栏 按钮，即可将选中的

对象组合成一个对象，进行复制粘贴、移动等操作。选中组合对象，点击 按钮，即可

取消对象组合。 

14.7 文本编辑 

点击音乐库——文本编辑，在资源预览区显示文本编辑的所以对像及符号。可以选择插

入文本框和表格。 

 

插入文本框 

选择文本框，在编辑页面按住鼠标左键从左上到右下拖动鼠标到合适大小，松开鼠标即

插入一个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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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按住移动按钮，拖动鼠标。 

旋转：鼠标移动在旋转按钮上，当票变成 按住鼠标左键上下拖动，即可对文本框

进行旋转。 

缩放：鼠标移动到缩放按钮上，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即可对文本框进行缩放。 

属性设置：点击属性设置按钮，可调出文本框属性设置列表，选择相应的命令可对文本

框进行填充方式、填充颜色、边框样式等属性设置。 

 

字符属性：点击字符属性按钮，可调出字符属性设置列表，选择相应命令可设置字符的

字体、颜色、排版方式、行距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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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表格 

点击 按钮，在编辑页面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即可画出一个表格，拖动到合

适大小时释放鼠标左键，此时即在编辑页面中插入了一个表格，此时可以看到光标的插入点

在表格中闪烁，这说明用户可以在该表格中插入文字。 

点击左下角的 按钮，对表格进行基本设置。 

 

添加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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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本框和表格内的汉字可以对其添加拼音，选中要添加拼音的汉字，点击 按

钮，即可完成添加汉字拼音，对于多音字，会弹出汉字多音选择对话框，选择正确的拼音点

击确认按钮即可添加拼音。点击 按钮，删除拼音。 

 

乐符字符化 

在教案编写及课件制作过程中，用户常常需要将乐符与文字混合编排在一起而无法完成

的情况，EduOffice 系统提供了乐符字符化功能，任意复杂的乐符、乐谱都可以变成字符与

文字一起选中进行设置字号、颜色等编辑。 

 

插入乐符，选中乐符，拖动到文本框合适的位置，即可将该符号转换为字符。将光标置

于字符化后的音符前或选中该音符，点击 按钮，可将音符往上移动；点击 按钮，可

将音符往下移动；点击 按钮，可放大显示音符；点击 按钮，缩小显示音符。双击

进行了字符化的音符，可将音符变回为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