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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EduOffice 数字音乐电钢琴教室教学系统》以可视化电钢教学为核心，将电钢控制、教师示范、学生

演奏练习、教师监听讲评等内容集成于一体，实现了独具特色的可视化电钢器乐教学，同时将全息钢琴、

全能歌唱及集成化多媒体教学等功能有机结合，全方位涵盖“备、教、练、评、演、创”六大音乐教学过

程，是一套高度集成的综合性数字音乐电钢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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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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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特色 

 两种指法提示：琴谱指法、弹奏指法 

 三种系统演奏示范：双手示范、左手示范、右手示范 

 五线谱课件提供三种对照讲解谱：节奏型、简谱、移调后的线谱 

 六维可视化学生窗口 

 远程学生分组 

 远程分配音色 

 两种监听模式：教师监听单人练习+小组练习 

 两种录制讲评：教师统一录制+学生自主录制 

《EduOffice 数字音乐电钢琴教室授课系统》 

一、 全息钢琴教学 

音乐审美教育是学校音乐教育的核心。根据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任务，器乐教学是通过学习器乐，让学

生掌握基本技能，重在培养审美的情趣、能力，丰富发展学生文化生活，提高文化素养。钢琴学习和弹奏

需要学生脑、手、脚并用，全方位训练和培养听觉感受、视觉感受、记忆力、注意力等，以往教师仅通过

演奏示范，难以应对大班钢琴教学的各类情况。 

本系统实现大班电钢器乐教学的各教学环节：钢琴乐谱讲解、钢琴乐谱播放演示、教师演奏示范、远

程分组管理、远程分配学生弹奏音色、监听学生多模式弹奏练习、学生六维演奏信息可视化、录制并讲评

学生练习情况，完整支持从乐谱识谱、弹奏示范到学生信息管理、讲评学生练习等一系列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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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 

1. 钢琴乐谱讲解 

1) 琴谱听赏教学 

选择双手弹奏示范模式，播放时虚拟音乐键盘会显示双手正确的弹奏键位和手指提示，便于钢琴谱听

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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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区播放 

点击钢琴谱任意音符，虚拟音乐键盘会显示对映的键位和应用手指，还可选择钢琴谱任意位置、任选

区域的定位播放，反复学习乐谱当中的难点、易错部分。 

3) 更改音色、速度、调式 

有 128 种不同音色的选择，能感受不同音色的差异；还可以变速、变调播放，逐步培养学生在键盘上

掌握不同调式、调性的视奏和移调能力。 

4) 左手演奏示范 

选择钢琴谱的左手演奏模式，播放时只显示左手弹奏的正确键位和手指提示，便于琴谱的分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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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右手演奏示范 

选择钢琴谱的右手演奏模式，播放时只显示右手弹奏的正确键位和手指提示。 

 

6) 弹奏指法提示 

打开弹奏指法提示，钢琴谱播放时虚拟音乐键盘会显示在正确的键位和所用手指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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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琴谱指法提示 

打开琴谱指法提示，钢琴谱会显示每个音符应用的手指，还可同时选择弹奏指法和琴谱指法。 

 

8) 乐谱讲解 

在讲解模式下，可使用标注笔和板擦，乐谱标注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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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乐理教学 

1) 乐谱讲解 

① 识读乐谱 

支持展示五线谱、简谱、五线谱与简谱混合排版课件，能够正确识别音符、休止符及常用音乐记号并

进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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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五线谱转换显示节奏型参照 

五线谱乐谱同样能一键显示节奏型参照，更方便地开展歌唱教学； 

③ 五线谱转换显示简谱参照谱 

五线谱乐谱能一键显示简谱参照谱，简谱与五线谱音符一一对应，帮助低年级学生更好认识五线谱； 

五线谱乐谱能同时显示移调后的线谱，为教师讲解相关乐理知识提供便利。 

④ 简谱课件显示节奏型参照 

简谱乐谱能一键显示节奏型参照谱，节奏与音符对应显示，学生更易理解，让节奏教学更高效。 

⑤ 简谱课件显示五线谱参照谱 

简谱乐谱能一键显示五线谱参照谱，五线谱与简谱音符一一对应，方便地拓展乐理知识讲解； 

显示的五线谱，可随着简谱更改调号，五线谱也会同步显示移调后的线谱参照。 

2) 基础乐理讲解 

① 乐理知识 

配合十万余字的基础乐理课件，能讲解音符、节奏、节拍、调号、音程、和弦、调式等基础乐理知识； 

 

② 线间关系 

一键显隐五线谱谱表线间标注，使得线间知识学习更加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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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音名与唱名 

一键显隐虚拟音乐键盘的音名，方便教师分别讲解 61 键与 88 键键盘的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在虚拟

音乐键盘上同时显示音名与唱名，唱名会随调号而改变位置，直观展示音名、唱名、调号之间关系； 

 

C 调 

 

降 B 调 

④ 节拍 

软件配有节拍器和节拍提示动画，能够调节速度和节拍，学生更易掌握不同速度与类型的节拍； 

⑤ 调式与音程 

15 种系统调号，可以任意变调，变调的同时，虚拟音乐键盘上的唱名、五线谱谱表上的音符同步变换，

方便教师讲解不同调式； 

软件提供的音程尺包含了从纯一度、大二度到纯八度等 14 种音程组；定位音程根音位置，能够在五线

谱谱表与虚拟音乐键盘上显示不同类型的音程，用于音程、根音、冠音、度数、音数等各种音程知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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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和弦 

软件提供 32 组和弦尺，教师滑动和弦尺定位和弦的低音位置后，点击和弦尺，五线谱谱表与虚拟音乐

键盘上会对照显示和弦位置； 

 

⑦ 等音 

等音在虚拟音乐键盘上进行了唱名标注，点击同一键位等音的不同唱名标注位置，五线谱谱表上会对

应显示升音符和降音符的变音音符，清晰明了讲解音高相同而意义和记法不同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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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谱表与键盘对映 

电钢琴键盘、虚拟音乐键盘与五线谱谱表相互映射。通过电钢琴弹奏，虚拟音乐键盘和五线谱谱表的

相应位置会显示标记；点击五线谱谱表发声，虚拟音乐键盘的相应位置会同步显示；弹奏虚拟音乐键盘发

声，五线谱谱表的相应位置也会显示； 

⑨ 乐理讲解模式 

讲解模式下，虚拟音乐键盘或外接电钢琴弹奏的音符、音程与和弦在五线谱上的位置自动记录，方便

标注与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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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演奏示范 

1) 演奏示范 

教师摄像机将教师钢琴演奏示范画面呈现于大屏上；教师演奏时，虚拟音乐键盘与演奏钢琴键位同步

映射，虚实钢琴演奏同步显示于大屏，并支持在系统音色、MIDI 音源、外接 VSTI 音色库中进行音色转换。 

 

2) 手型讲解 

教师摄像机能清晰拍摄教师手型示范，学生通过大屏观看正确的手型，便于及时调整。 

3) 坐姿示范 

教师摄像机能清晰拍摄教师示范的正确坐姿，便于学生通过大屏显示调整身体的中心位置、身体与钢

琴的远近以及身体的重心。 

4. 音乐知识拓展 

运用配备的乐器百科、中外音乐知识、音乐家介绍、名曲介绍等音乐知识课件，便于知识拓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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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练 

1. 可视化学生练习 

1) 六维信息可视 

学生座位号、组号、当前音色、虚拟音乐键盘、提交作品数、电钢在线自检等六维信息会直接显示在

相应区域。 

所有学生练习界面同一屏幕显示，学生在电钢琴上弹奏时与练习界面的虚拟音乐键盘同步对映显示。 

 

2) 远程分配音色 

教师能远程分配单人、部分或所有学生的电钢琴音色，128 种系统音色供选择使用，更改音色后，学生

界面显示对应乐器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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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分组管理 

教师可将学生任意分组，实现小组监听，管理学生小组练习、小组合奏。 

4) 弹奏练习 

① 单人练习 

在单人练习模式下，学生可根据各自进度独立练习，与其他学生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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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合奏练习 

在合奏练习模式下，小组成员能听到组内其他成员的弹奏内容，培养学生对多声部音乐作品的听辨能

力与合奏的协作能力；  

教师远程更改小组内不同成员的电钢琴音色，模拟其他乐器声音，方便学生练习交响乐乐谱，体会不

同乐器集中合奏练习效果。 

 

5) 教师监听 

① 单人监听 

单人监听模式下，教师通过放大显示该学生的六维信息，观察学生弹奏过程，并能听到学生实时弹奏

音效，有针对性关注、辅导学生。 

② 小组监听 

小组监听模式下，教师通过放大显示出该小组每位学生的六维信息，观察学生弹奏过程，并能听到实

时合奏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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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录制 

1) 统一录制 

一键将所有学生的弹奏过程录制下来，教师调取任意学生的弹奏过程，在显示大屏上反复播放试听、

讲解点评。 

2) 自主录制 

在自主录制模式下，学生通过电钢琴键盘自主录制弹奏内容，录制完反复回放试听，便于学生发现弹

奏不足处，在自评中提高自己的演奏技巧。 

教师可调取所有学生自主录制片段，进行视听、点评。 

（三）评 

1. 课堂即时问答 

作为常用的互动教学形式，课堂即时问答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重要手段。在音乐教学过程中，

教师提出问题，学生通过电钢琴键盘进行单选答题，所有学生答题对错一目了然。 

2. 演奏讲评 

教师可将录制的学生弹奏作品，转到乐理教学模式下视听讲评。 

《EduOffice 数字音乐电钢琴教室教学系统》为教师提供了数字化乐理教学工具、乐理知识课件进行乐

理教学；学生学习和掌握一定的乐理等音乐知识和识读乐谱等技能，能更好地辅助钢琴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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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业讲评 

教师借助展台在大屏上展示课本习题或学生作业，运用白板工具讲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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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 

1. 学生演奏 

教师任选学生进入学生演奏模式，所选学生的六维信息显示在大屏上，全体师生均能聆听欣赏，展现

单人或合奏练习效果。 

 

2. 学生弹唱 

利用学生演奏模式和课堂全景展示功能，将学生弹唱过程记录下来，用游戏手段进行弹唱能力训练。 

3. 课堂全景展示 

教师演奏示范与课堂全景展示，具有三种以上视频组合呈现方式，营造视听一体的教学环境。 

4. 演奏作品分享 

可将学生演奏作品导出为 MIDI、PDF、AVI、JPG、HTML 多种格式文件，便于保存、传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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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 

1. 改编节拍 

改编乐谱节拍，如将二拍子乐谱改编为三拍子等，学生可通过试听改编节拍后的播放效果进行修订，

完成改编作品； 

 

2. 改编乐谱旋律 

利用资源库中丰富的音乐元素，改编原谱的某个或某几个小节旋律，学生可通过试听改编旋律后的播

放效果进行修订，完成改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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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编声部旋律 

学生掌握简单的节拍改编、旋律改编后，可将原谱编创成新的声部旋律，学生可通过试听编创旋律后

的播放效果进行修订，完成编创作品，让学生从感受性、体验性学习出发，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编创乐

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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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主创作 

编创节拍、编创旋律是理解音乐语言，积累音乐创作经验、为创作打基础的阶段。学生利用资源库音

乐元素编创自己独立思考的作品，并通过试听作品播放效果进行修订来完成作品，以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

造性思维能力。 

 

二、 全能歌唱教学 

1. 歌唱教学 

1) 课件聆听 

聆听与课本配套的 EduMC 课件旋律、EduMS 课件范唱，体验作品节奏、力度、旋律等音乐要素及情感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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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式学唱 

支持五线谱、简谱乐谱的九种学唱方式，即：范唱播放、女声节奏播放、男声节奏播放、旋律播放、

哼唱播放、女声唱名播放、男声唱名播放、试唱播放、伴唱播放； 

范唱播放，播放该曲目完整的演唱、演奏示范；节奏播放，人声演唱歌曲节拍，代替教师打拍子；旋

律播放，默认钢琴音色演奏该曲目旋律，还可更换 128 种演奏音色；哼唱播放，人声哼唱曲目旋律；唱名

播放，人声歌唱曲目的唱名；试唱播放，人声试唱曲目的歌词；伴唱播放，播放歌曲伴奏。 

播放时乐谱音符、歌词与虚拟音乐键盘同步高亮显示，提示当前播放位置，并与唱音同步，以此帮助

学生调整跟唱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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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谱、选词播放 

能够实现五线谱、简谱乐谱在任意位置、任选区域的定位播放，学习乐谱当中的易错部分； 

 

可通过选择任意歌词确定播放范围，包括多段落与跨段落歌词定位播放，便于局部学唱，解决歌唱难

点。 

 

4) 更改音色、调式、速度 

旋律播放模式下，有 128 种不同音色的选择，感受不同音色的差异；九种播放模式下都可以变速、变

调播放，适用于教师对不同速度、调式的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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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乐编创 

1) 创作平台 

支持旋律创作、歌词创作，平台配有完备的五线谱、简谱基础符号库，包括谱表、谱号、调号、拍号、

音符、音符组等；各种反复线、强弱线等变音演奏标记；速度术语、力度术语、表情术语、演奏法术语、

声部术语、曲体名称等演奏记号；各种谱曲标注符号，音名、唱名、形声字、指法记号；与五线谱、简谱

乐谱相匹配的文本框，以进行歌词创作，歌词与乐谱音符能够关联移动。 

 

2) 歌唱创客 

按学段设计了循序渐进的音乐创作示例教程，包含：节拍、旋律、歌词的改编课件，旋律、歌词的编

创课件，旋律、歌词的自创课件，可直接采用示例教程开展创作教学；或学生参照课件模仿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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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唱游活动 

通过全景摄像机将课堂中律动、音乐游戏、歌唱表演、集体舞等唱游活动实时展示或录制，让学生在

唱、跳、动、玩中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表现音乐。 

http://www.huayve.com/


                      北京洲洋华乐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huayve.com 

 

三、 集成化多媒体平台 

1. 嵌入式 PPT 课件演示 

系统通过底层嵌入 PPT 解析引擎，在教学界面上可以直接使用 PPT 所有演示功能，包括视频、动画等

多媒体对象的播放，保留 PPT 的原生演示特效，不用通过跳转的方式来回切换，保证了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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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嵌入式 Word/PDF 讲解 

为沿袭教师的教学习惯，系统集成了 Word/PDF 解析引擎，可以直接使用 Word/PDF 文件，并可使用白

板工具进行授课讲解。 

 

3. 音频、视频、动画、图片播放 

集成化音频、视频、动画、图片多媒体教学资源播放器，满足音乐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教学需要。音频

文件可变调变速播放，方便音乐听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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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板教学 

支持多点手势指令集，白板页面可以放大、缩小、漫游等；并有聚光灯、幕布、关闭屏幕、提醒等多

种辅助教学工具。 

具有窗口录制、全屏录制两种录制方式，实时将教学内容录制成高品质 FLV、MP4、SWF、AVI 等格式

的视频文件，可制作微课课件。 

 

5. 网络资源教学 

教师直接访问各类网络信息资源，并具有网页放大、缩小等控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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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Office 数字音乐电钢琴教室备课软件》 

一、 教案编写 

与 Ms-Word 无缝连接，五线谱、简谱音符及乐谱片段能直接拷贝到 Word、PPT 等文件中，沿袭教师用

Ms-Word、PPT 编写教案的习惯。 

 

二、 课件制作 

1. 专业钢琴谱课件编辑与制作： 

利用五线谱资源库内的音乐元素符号及文本框工具，编辑制作专业钢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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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本课件个性制作： 

编辑修改与音乐课本配套的 EduMC 格式课件，制作形成教师个性化课件。 

 

3. 简谱课件编辑与制作： 

利用简谱资源库内的音乐元素符号及文本框工具，编辑制作含歌词的完整简谱乐谱。 

http://www.huayve.com/


                      北京洲洋华乐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huayve.com 

 

4. 五线谱课件编辑与制作： 

利用五线谱资源库内的音乐元素符号及文本框工具，编辑制作含歌词的完整五线谱乐谱。编辑时符尾

自动调整，也支持手动调整，方便多声部乐谱编排。 

 

5. 五线谱与简谱混排： 

五线谱与简谱混合编辑排版在同一课件页面内，方便制作五线谱和简谱的对照讲解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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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素材混排： 

五线谱、简谱、音频、视频、动画、文本、图像、表格、图形等教学资源在同一页面混合编辑排版。 

 

7. 乐谱课件播放试听： 

制作完成的 EduMP 钢琴谱课件、EduMC 歌唱乐谱课件可以播放试听； 

钢琴谱课件可选左手、右手及双手弹奏模式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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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乐谱课件播放模式包括：谱曲播放、节奏播放、唱名播放、试唱播放、哼唱播放，能够任意位置、

任选区域播放，变速变调、改变音色播放试听。 

 

8. 乐谱智能关联： 

歌词能与乐谱智能关联、对齐，同时谱表、音符、连音线、小节线等音乐元素均能智能关联、移动、

组合与拆分，节省教师制作课件时间。 

 

9. 文本编辑： 

歌词等文字通过文本框输入和编辑，文字能添加拼音，能修改文字颜色、行距 、文本框颜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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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歌词标注拼音： 

能够自主选择是否自动标注歌词拼音，方便低年纪学生识读歌词。 

 

11. 音符字符化： 

经过对象组合的音符组、乐谱片段、乐谱，以及单个音符能够直接拖入文本框或音乐表格内，自动转

换为字符，进行编辑排版；字符化状态下双击对象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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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音乐表格绘制： 

课件编辑页面内，能够直接插入表格，表格单元可拆分组合，可对表格整体移动、复制、粘贴。 

音符字符化对象能够在表格单元内进行编辑，形成音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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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件预览及导出 

1. 乐谱课件播放试听： 

制作完成的 EduMC 乐谱课件可以播放试听；播放模式包括：谱曲播放、节奏播放、唱名播放、试唱播

放、哼唱播放，能够任意位置、任选区域播放，变速变调、改变音色播放试听。 

 

2. 多媒体素材课件播放与预览： 

音频、视频、动画播放，乐谱、文本、图像、表格、图形预览。 

3. 课件导出： 

支持将课件一键导出为 jpg 图片，方便课件保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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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乐谱导出： 

乐谱能保存成 mid 音频、doc、PDF 格式文档、jpg、png 格式图片，便于教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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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Office 音乐教学资源库》 

1. 音乐元素资源 

1) 五线谱、简谱基础符号库： 

完备的五线谱、简谱基础符号库，包括谱表、谱号、调号、拍号、音符、音符组等。 

 

2) 五线谱、简谱标注符号库： 

各种反复线、强弱线等变音演奏标记；速度术语、力度术语、表情术语、演奏法术语、声部术语、曲

体名称等演奏记号；各种谱曲标注符号。音名、唱名、形声字、指法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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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乐器及其他相关音乐图库： 

提供数百个乐器图库、常用图库、基本图形库，装饰图库等。  

 

2. 教学课件资源 

1) 全息钢琴谱课件： 

十多套钢琴基础训练教材课件，以及约翰·汤普森、拜尔、哈农、车尼尔等数万首经典钢琴练习曲目

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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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乐听赏课件： 

包含中国民间歌曲、中国器乐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国戏曲、中国曲艺、中国近现代音乐、外国

音乐等 1000 余首听赏乐曲，节省教师搜集乐曲的时间，提高备、授课效率。 

3) 音乐创客教程： 

按学段设计，循序渐进的音乐创作示例教程，包含：节拍、旋律、歌词的改编课件，旋律、歌词的编

创课件，旋律、歌词的自创课件，可直接采用示例教程开展创作教学；或学生参照课件模仿创作。 

4) 基础乐理课件： 

十余万字的基础乐理课件，涵盖音符、节奏、节拍、调号、音程、和弦、调式等乐理知识，课件以图

文、示例呈现。 

5) 乐器百科课件： 

中国乐器、西洋乐器两大类乐器知识课件；中国乐器包含吹管、打击、拉弦、弹拨等乐器，西洋乐器

包含键盘、拨弦、木管、铜管、弓弦、打击等乐器，乐器百科课件图文并茂，配有相应的乐器演奏曲目音

频。 

6) 中外音乐课件： 

提供民乐演奏形式、中国曲艺、中国戏曲、西方音乐、名曲介绍、音乐家介绍等近十万字的中外音乐

知识课件，涵盖中外经典音乐种类、体裁、流派、民族音乐、地方音乐、名家名曲等音乐与相关文化知识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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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产品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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