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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EduOffice 数字音乐教学仪教学系统》是北京洲洋华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教育部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

标准》（2011 年版）自主研发的一款面向中小学音乐教师的集成化数字音乐教学系统。 

涵盖中小学音乐课中聆听、演唱、演奏、识读乐谱、编创、创作、音乐知识等课程内容，通过系统功

能实现体验、模仿、探究、合作、综合等授课过程与方法，全面满足课标“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

乐与相关文化”四大领域的教学需求。 

 

 《EduOffice 数字音乐教学仪教学系统》以听赏&歌唱、乐理&器乐、创作&分享三个层级的划分来支撑

教学活动，即满足中小学普及型音乐教学，也适合于音乐特色学校的提高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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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一体化平台 

《EduOffice 数字音乐教学仪教学系统》遵循“音乐课程标准”中教学的规范要求，以“全能歌唱”为

核心理念与技术，工具+资源为属性，教学系统由硬件、软件、资源三大部分组成。 

产品核心——全能歌唱 

全能歌唱是一种全新的中小学音乐教学理念和模式，针对歌唱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主导地位， 以歌

曲演唱和歌曲创作为核心，借助数字化教育技术手段，实现五线谱和简谱的范唱、节奏、旋律、哼唱、唱

名、试唱、伴唱等多种学唱模式，同时针对词曲可以灵活改编、创作，并利用学唱模式对作品进行表演，

学生的创作成果不仅能够呈现，还能通过系统试唱出来、分享出去，达到“做中学”的目的。 

全能歌唱重塑教学方法，将课程最重要的两部分，即音乐表现与音乐创作在歌唱环节相联相通，完全

符合中小学音乐学习与认知的规律，为中小学音乐教学模式带来了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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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属性——工具+资源  

 

系统不仅提供授课所需各类课件和视频资源； 

满足各类教师授课需求； 

还提供各类灵活工具，让专业教师根据课程设置，制作个性化课件、教案、微课录制！ 

授课系统+备课软件 

系统不仅为教师提供集成一体化授课系统， 

使歌唱教学、乐理教学、编创教学、教师演奏、多媒体播放于一体； 

还提供独立备课软件，遵循教师以往备课习惯，在办公室进行自主备课， 

避免以往信息化产品无法备课的尴尬情况。 

让教师用自己的课件上好课！ 

集成化多媒体平台 

除了打开、插入 EduMC、EduMS 格式的课件， 

还支持打开音频、视频、动画、图片等多媒体课件， 

方便教师进行课堂导入，丰富课堂形式， 

还能嵌入式播放 PPT 演示课件， 

教师原有资源不浪费，上课也不用来回切换，让上课过程更流畅。 

特色功能 

 七式学唱：范唱播放、伴唱播放、旋律播放、节奏播放、唱名播放、试唱播放、哼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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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三维定位播放：任意音符定位、跨小节定位、歌词定位 

 简谱课件提供三种对照讲解谱：节奏型、五线谱、转五线谱支持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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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件播放可调速、变调、变音色 

 系统可直接播放音频，还可调速 

 系统可直接播放图片、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 

 系统可直接打开 PPT 课件演示教案 

系统拓扑图 

 

《EduOffice 数字音乐教学仪授课系统》教学应用 

一、 听赏&歌唱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指出：“感受与欣赏是音乐学习的重要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

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教学中应激发学生听赏音乐的兴趣，养成聆听音乐的习惯，逐步积

累欣赏音乐的经验。” 

 “表现是学习音乐的基础性内容，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自信

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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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Office 数字音乐教学仪教学系统》提供一个集成音频、视频、动画、图片等多媒体手段于一个整

体的 “视听结合， 感悟体验”的多媒体音乐听赏环境，可以对课件、听赏课件等各类资源进行聆听；系

统提供七种学唱模式，让学生能够循序渐进地学唱歌曲。    

1、 课件聆听 

音乐是听觉艺术，通过反复聆听与课本配套的 EduMC 课件旋律、EduMS 课件范唱，体验作品节奏、力

度、旋律等音乐要素的变化，感受作品的情感变化，并在完成学唱歌曲后，跟着伴唱演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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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听赏课件 

使用音乐听赏课件资源，方便欣赏中国民间歌曲、中国器乐曲、少数民族音乐、中国戏曲、中国曲艺、

中国近现代、外国音乐等一千余首优秀乐曲。 

3、 七式学唱 

支持五线谱、简谱乐谱的范唱播放、节奏播放、旋律播放、哼唱播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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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学生跟唱。 

播放时乐谱音符、歌词与唱音同步高亮显示，提示当前播放位置，以此帮助学生调整跟唱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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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学习乐谱当中的易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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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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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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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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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师演奏示范 

使用配备的“音乐教学仪”，教师通过演奏示范，让学生能更好聆听、感受乐谱所表现情绪与情感。 

 

 

二、 乐理&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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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地听懂音乐和感受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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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Office 数字音乐教学仪教学系统》为教师提供了乐理工具与音乐知识库，帮助学生在聆听音乐的

基础上，通过探索乐谱信息，循序渐进地学习音乐知识，并“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最终达

到学习及运用的目的。 

1、 识读乐谱 

1) 乐谱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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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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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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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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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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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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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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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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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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乐理 

1) 知识课件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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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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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乐理讲解 

①线间讲解 

专业乐理讲解线间、音名、唱名、节拍、调式、音程、和弦、等音等，可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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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音名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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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唱名讲解 

在虚拟音乐键盘上同时显示音名与唱名，其中唱名会随课件调号而改变位置，帮助教师直观地讲解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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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调音名

 

降 B 调音名 

④节拍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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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调式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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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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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音程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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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和弦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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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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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等音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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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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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乐学习 

1) 小器乐演示 

通过音乐教学仪，教师可演示钢琴、竖笛、口琴或小型打击乐器，学生能更清晰观看指法等演示过程，

通过乐器学习更好地感受、表现和创造音乐。 

2) 乐器知识讲解 

使用乐器百科课件能讲解中国乐器和西洋乐器的知识；中国乐器包含：吹管、打击、拉弦、弹拨乐器，

西洋乐器包含：键盘、拨弦、木管、铜管、弓弦、打击乐器，课件图文并茂，并配有相应的乐器演奏音频。 

 

3) 谱表与键盘对映 

MIDI 键盘、虚拟音乐键盘与五线谱谱表相互映射。通过外接音乐键盘弹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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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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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音乐知识讲解 

近十万字的中外音乐知识课件包含：民乐演奏形式、中国曲艺、中国戏曲、西方音乐、名曲介绍、音

乐家介绍等内容，能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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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编创&分享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创作是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进行音

乐创作实践和发掘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过程和手段，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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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Office 数字音乐教学仪教学系统》提供有改编和创作歌曲的平台，学生在现有歌曲或音乐创意的

基础上，通过创作平台，进一步加工塑形，最终形成一部音乐作品。同时系统配置歌唱创客教程示例，学

生能参照示例对乐谱进行改编、编创，由浅入深。学生也能将作品导出为音频、图片，并分享作品，使创

作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1、 创作平台 

1) 旋律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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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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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歌词创作 

平台提供与五线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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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创客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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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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编乐谱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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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编乐谱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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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学生可通过试听改编歌词后的播

放效果进行修订，完成改编作品； 

 

4) 编创乐谱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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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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创乐谱歌词 

为原谱编创新的歌词，学生可通过试听编创后的唱词播放效果进行修订，完成编创作品； 

 

6) 词曲创作 

编创节拍、编创旋律是理解音乐语言，积累音乐创作经验、为词曲创作打基础的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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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uayve.com/


                      北京洲洋华乐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huayve.com 

3、 作品分享 

1) 作品导出 

可将创编的谱曲导出 PDF、AVI、JPG、HTML 多种格式，谱音同步课件导出 midi 文件； 

2) 微课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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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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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具 

PPT 课件播放 嵌入式 PPT 课件播放 

集成式多媒体播放 可在页面内导入音频、视频、动画、图像进行播放 

全功能电子白板 白板工具可以应用于系统支持的全部教学模块 

嵌入式视频展台 独立的视频展台讲解，可板书、缩放、移动、参照 

智能挂接 VSTI 音色库 能自行添加 VSTI 音色库 

谱音同步合成 独立的谱音同步软件，支持谱音同步课件的制作 

课件导览 一键呈现多页面课件导览图，快速定位课件页面 

软件换肤 提供多种软件皮肤供选择 

教学资源 

课件资源 

1、 音乐听赏课件 

2、 歌唱创客教程 

3、 基础乐理课件 

4、 乐器百科课件 

5、 中外音乐课件 

音乐元素资源 

1、 五线谱、简谱基础符号库 

2、 五线谱、简谱标注符号库 

3、 乐器图库、常用图库、基本图形库，装饰图库 

音乐产品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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