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基白板软件使用说明书 

                        此说明书为内部资料，未经许可，不得对外传播。    １ 

 

 

 

 

HPC维基白板软件 

 

 

使用说明书 
 

 

 

 

 

2012.6.1 

 



 
维基白板软件使用说明书 

                        此说明书为内部资料，未经许可，不得对外传播。    ２ 

一、产品简介 

HPC 维基白板软件是配合触摸互动电子白板共同使用的一款教学软件，本产

品是针对电子教学和产品演示及教育应用的专业多媒体互动教学和演示工具。它

同时也是一套功能强大的多媒体课件及教案制作工具，用户可以通过触摸电子白

板以实现教学中各种学科符号展示、书写、擦除、标注、文字、线条、角尺、绘

画、保存、拖动、放大、遮幕、展台、屏幕捕捉、画面保存、实时录制、手写识

别、键盘输入、文本输入等功能，还可以进行课件制作以方便教师课堂教学和会

议上使用。  

无论是现场演示和教学，使用 HPC 维基白板软件并配合互动电子白板就可让

您实现轻松的互动交流效果。  

软件操作简便，人机互动性强，参照说明书便可自主操作。系统可以和任何

软件兼容，支持使用任何软件自带特效工具，支持文本编辑、标注、插图、绘画、

教育教学、科目实验等操作。  

软件的扩展性和开放性强，客户可以对软件系统进行自定义，如：可以将任

何图形、元素、背景、图片、模板等存储或导入到储存区域，使在教学过程中就

能充分共享教学资源，另一个功能便是对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  

本说明书适用于互动电子白板产品各种型号。互动电子白板请参看专用说明

书。  

二、软件安装、卸载、注册 

1、系统需求  

window 7 操作系统  

Pentium 4 以上处理器  

1 GB (建议 2 GB 以上）  

Media Player 

1G 空闲磁盘空间（完全安装） 

1024×768 (16bit high color 以上)的屏幕分辨率  

2、HPC 维基白板软件安装流程 

2.1、HPC 维基白板软件安装流程： 

运行光盘目录下的 程序，按照界面提示，依次点击【下一步】按钮，即

可完成 HPC 维基白板软件安装。（注：在 win7 操作系统下，需单击右键以管理员

身份运行安装程序）（如图 1- 6）是 HPC 维基白板软件安装流程演示。选择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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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本。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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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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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HPC 维基白板软件的卸载流程  

3.1、卸载 HPC 维基白板软件  

操作说明：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卸载:  

 

方式一：首先进入 HPC 维基白板软件的安装目录，找到文件名为 uninst.exe

文件，点击这个文件系统会提示是否要移除 wikiboard 的所有组件，点击“是”

开始卸载，依（图 1-图 4）操作即可完成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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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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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方式二：进入系统控制面板运行“卸载或更改程序”，在已安装的程序

列表中双击 HPC 维基白板软件，在弹出来的窗口中选择“卸载”选项，依次

点击【下一步】即可完成卸载。 （图 1-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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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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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HPC 维基白板软件注册 

1、软件注册方式: 

当您选择使用产品序列号进行注册时，您可以通过启动白板软件（或启

动白板软件后，在主工具栏中的【帮助】选项先选择【注册】），在弹出的注

册窗口中输入您的产品序列号（您的产品序列号是您购买软件时获得的），

进行注册软件使用。 

       软件注册流程（图 1-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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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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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注册成功，会提示该软件的注册次数，用户可以输入产品序列号的注册

方式使用本软件，如用户不通过序列号注册系统会提示用户使用本软件的次

数，用户达到使用本软件的次数后，系统提示用户获取序列号继续使用本软

件，否则不能使用。 

 

提示：1、用户购买的序列号只可以注册一台电脑。 

 

    用户注册： 

操作步骤说明：  

①进入软件的【用户登录】界面，点击注册按钮进入电子白板软件的注册窗

口。 

②在注册窗口中根据提示输入您的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选择学科信息，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进行注册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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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PC 维基白板软件技术特点 

        HPC 维基白板软件主要是针对教学和会议使用的一款演示软件，如果结

合触摸电视、平板电脑一起使用效果会更佳。 

 它支持各种学科符号：如语文中的汉语拼音、数学中的几何图形和常用函数、

英语中的字母大小写以及音标、日语字母、艺术中的音乐符、地理中的中国

及世界地图、物理中的各种电子元器件、化学中的各种元素和仪器等，是教

师教学和会议主持的得力助手。 

 除此之外还有手写笔，可以在画布上自由涂鸦；荧光笔使得字体的颜色更加

好看；智能笔可根据用户的笔迹能自动识别用户的所想要的形状。软笔，模

仿中国传统文化-- 书法。毛笔，使字体更加有笔锋，更加好看。 

 橡皮擦分为小面积橡皮擦、中面积橡皮擦、大面积橡皮擦、圈选橡皮擦、对

象橡皮擦、页面橡皮擦。 

 数学公式可根据用户输入的正确表达式自动生成相应的函数曲线图。 

 橡皮筋可根据用户圈点的范围和需要形成是否闭合的形状。 

 图表工具可根据用户输的数据自动生成柱状、饼状、折线、区域、气泡统计

图。 

 画线工具可以根据用户所选的线条粗细和颜色画出相应的直线。 

 文本工具可以输入用户想要展现的文字。 

 油漆桶工具可以填充用户所选图形的边框或内容。 

 表格工具用户可以根据用户所选的表格纵横数得到相应的表格，同时可以设

置图表的线条宽度和图表颜色。 

 文本工具可以输入用户想要展现的文字。 

 直线工具可以根据用户所选的线条粗细和颜色画出相应的直线。 

 遮罩工具可以根据当前屏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屏幕的某部分区域进行遮挡。 

 肃屏工具可以在会场混乱时起到一定控制的效果。 

 直尺和三角板可以模拟现实的尺子使教学和演示更加生动，它还可以根据用

户拖拉情况自动添加长度标识。 

 截图工具可以将屏幕的某个区域进行裁剪，然后调到当前窗口中来。 

 屏幕录制工具可以将老师的所有操作记录下来，以便课后或会后学生和参会

者用来复习或弥补当时没消化的内容。 

 展台工具添加摄像头功能，可使实物通过摄像头拍摄变为电子图片。 

 全屏编辑：全屏显示页面内容。 

 加密文件：对用户创建的文件进行设置密码，保护文件被其他用户使用。 

 背景自定义工具对页面的背景进行单种颜色、渐变色、网格、图像，可以在

页面上添加一张背景作为背景页面。 

 聚光灯工具可以根据当前屏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屏幕的某部分区域进行显

示，聚光灯可以上下左右任意拖动。 

 屏幕漫游工具可以同时移动屏幕上的所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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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焦工具可以放大、缩小页面，同时也新增了区域缩放功能，可以对某一块

局部放大、缩小，并改变放大的倍数。 

 屏幕切换工具:工具条可以上下左右随意切换。 

 360 大课堂：可以直接在维基白板中进入 360 大课堂，一个丰富翔实的全学

科教学资源库。海量的资源不仅整合了视频、音频、动画、图片、教案、试

题、计划、总结等媒体素材和文字资源，还整合了由 3D 立体技术制作生成

的智能仿真实验。 

 校园频道：校园广告机，可满足在学校各场所进行信息发布的需要。 

 

四、系统功能说明 

1、HPC 维基白板软件登录 

  1.1、用户安装完软件，不需重新启动计算机，双击桌面图标或在 WINDOWS 的

【开始】菜单的程序目录下选择维基白板软件执行程序，进入维基白板软件主界

面。 

2、HPC 维基白板软件主界面介绍 

 

 

2．HPC 维基白板软件主界面 

2.1 主工具栏—常用工具栏：提供了常用的页面及对象处理工具。（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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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提供所有编辑页面文字、图形、表格、颜色等所需

要的工具。（如图所示） 

 
2.3 资源库：提供显示页面、通用资源、拼音字母资源库、数理化资源库、艺术

资源库、地理资源库等六个功能资源库。 

 

资源列表 

资源列表：为用户提供了编辑/绘制过程中所要应用的资源，用户可以直接拖到

画布页面使用。 

提示：通过【视图】菜单可以自定义选择资源列表中的提供的资源信息，也

可以显示/隐藏资源列表中的资源库。 

2.4 HPC 维基白板软件资源库：  

    维基白板软件资源库不需要进行安装或者添加，在维基白板软件中就已经自

带了所有的资源库，这是维基白板软件特点之一。 

维基白板软件资源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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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符号     汉语拼音     英文字母    日语字母     数学符号 

     
       物理符号    化学符号    音乐符号    美术符号   中国地图    世界地图 

2.5 浮动工具栏：浮动工具栏默认出现在屏幕的右侧位置，浮动工具栏中的功能

与主工具栏功能基本相同。  

                                  

      

2.6 浮动工具栏位置：浮动工具栏默认出现在屏幕的右侧位置，您也可以点击

转换到屏幕的左侧位置。 

切换按钮：点击 用户可以任意切换到 windows 窗口模式和维基白板软件主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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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ndows 窗口模式： 

3.1 Windows 窗口下操作：用户可以点击 进入到 Windows 窗口界面， 用

户可以运行 Windows 窗口下的任何一个操作（包括：打开一个文件夹、一个文档、

一个程序等），用户可以利用浮动工具栏的工具对其进入操作。 

提示：关闭 Windows 窗口操作后，用户在 Windows 窗口下操作会被显示到

画布列表和页面当中。 

用户进入维基白板系统，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按钮切换到 windows

窗口模式进行编辑，返回维基白板软件主页面：再次点击 按钮即可返回维基

白板软件主页面。 

4、HPC 维基白板软件功能操作： 

4.1、文件管理 

 新建：新建一个空白的 WKB 文件。 

操作说明：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操作。 

（1）在主工具栏中，点击【文件】菜单下的 新建。 

（2）点击常用工具栏上的 图标。 

     用户点击新建文件按钮，会提示用户是否对当前的文档项目进行更改。 

 

如果确认更改，系统会提示将文件保存到本地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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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打开一个本地磁盘上存在的文件。 

（1）在主工具栏中，点击【文件】菜单下的 打开。 

（2）点击常用工具栏上的 图标。 

 

 

 加密文件：对用户创建的文件进行设置密码，保护文件被其他用户使用。 

（1）点击主工具栏中的【文件】->【加密文件】 ，设置文件加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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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输入密码才能打开加密后文件。 

 

 

 保存：将当前打开/编辑的文件保存至本地磁盘中。 

 另存为：将当前打开的文件以 WKB 文件格式保存到模板库中，下次可以在模

板库中直接调用。 

（1）保存/另存为：可以将当前打开的文件保存至本地磁盘中，用户可以保

存 WKB 格式的文件，保存文件时系统会自动以当日日期进行命名，用

户可自定义修改。 

（2）操作说明：您可以通过主界面中，点击【文件】菜单下的 保存/ 

【另存为】按钮保存文件。 

 

 

   

 导出文件：将已经编辑好的文件导出到文件夹。 

 打印全部：提供了打印、打印全部页、打印预览、打印设置的功能。 

 打印当前页：提供了打印、打印当前页、打印预览、打印设置的功能。 

    操作说明：在主界面【文件】菜单下选择【打印全部】先对打印机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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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您的需要选择【打印】 或【打印当前页】对页面进行打印操作。 

 
 退出程序：退出维基白板软件。 

    操作：在主界面【文件】菜单下选择【退出程序】， 退出维基白板软件。 

 右键：选择右键在白板中的操作功能。 

     操作：1、用户可以点击【绘图工具栏】中的 右击。 

 2、用户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右击。 

 3、用户可以点击页面 3秒后弹出右键菜单。（如图所示） 

           

 

4.2、页面管理： 

 撤消：取消之前的操作。 

 重做：恢复上一次的撤消信息。 

 操作：1、在主工具栏的【编辑】选择【撤消】、【重做】。 

          2、【主工具栏】中选择 撤销、 重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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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动工具栏】 中选择 撤销、 重做按钮。 

 插入空白页面：可在当前页面的下方新增一个空白页面。 

操作：在主工具栏中的【常用工具栏】中选择 添加，新增一个空白页

面。选择 删除页面。 

                       

 

2、也可以选择【浮动工具栏】中的 添加、 删除按钮进行操作。 

4.3、视图菜单： 

 放大页面：点击放大镜可以放大页面上的选择区域。 

 缩小页面：点击缩小可以放大页面上的选择区域。 

操作：在主工具栏中选择【  放大】、【  缩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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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缩放】。放大： 缩小：  

 移动页面：移动当前页面。 

操作：主工具栏中选择【移动页面】。 

用户也可以在【浮动工具栏】中的 移动按钮， 工具可以把页面

移动到无限大。 

 还原页面：还原到当前页面之前的操作。 

操作：主工具栏中选择【还原页面】。 

 全屏显示：全屏显示页面内容。 

     操作：主工具栏中选择【全屏显示】。 

 
 页面列表：点击页面列表显示当前操作的所有页面信息。 

   操作：主工具栏中选择【页面列表】。 

 

 基础图型：显示基本的图形信息（比如：圆形、五角星、多边形等），用户

可以直接把符号拖动页面中使用。 

   操作：主工具栏中选择【基础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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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也可以在【资源库】中的选择【通用】。（如图所示） 

 
 字母拼音符号：包括所有的汉语拼音、英文字符和日文信息，用户可以直接

把符号拖动页面中使用。 

操作：主工具栏中选择【字母拼音符号】。 

用户也可以在【资源库】中的选择【拼音字母】。（如图所示） 

 
 

 科学符号：包含了数学、物理、化学的符号及实验演示图形，用户可以直接

把符号拖动页面中使用。 

        操作：在主工具栏中选择【科学符号】。 

        用户也可以在【资源库】中的选择【数理化】。（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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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符号：音乐符号和五线谱信息，用户可以直接把符号拖动页面中使用。 

        操作：在主工具栏中选择【艺术符号】。 

        用户也可以在【资源库】中的选择【艺术】。（如图所示） 

 

 地理符号：包含了中国地图、省份地图及世界地图，用户可以直接把符号拖

动页面中使用。 

        操作：在主工具栏中选择【地理符号】。 

        用户也可以在【资源库】中的选择【地理】。（如图所示） 

 

 自定义面板：可以对素材列表所在窗体的进行重新布局，用户可以直接把符

号拖动页面中使用。 

操作：在主工具栏中选择【自定义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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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插入菜单 

 空白页：添加一个空白页面。 

      操作：在主工具栏->【插入】中选择【空白页】 ，画布列表中会出现添

加的空白页面。 

 

 

 图片文件：页面中可以插入图片。 

        操作：在主工具栏->【插入】中选择【图片文件】，页面编辑区域添加

一张图片，操作流程（图 1-图 2）。 

注释：图片文件格式包括：.JPG .JPEG . GIF . PNG 等图片文件。     

选择图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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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添加图片到页面：删除页面图片点击右键"删除"图片. 

              

 

（图 2） 

 

 背景颜色：对页面的背景进行单种颜色、渐变色、网格、图像。 

        操作：在主工具栏->【插入】中选择【背景颜色】，页面编辑区域的背

景变为用户设置的颜色。 

    选择颜色编辑器中的为背景添加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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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添加的颜色后，页面背景变色。清除页面背景颜色点击"取消背景"。              

 

 

 背景图片：可以在页面上添加一张背景作为背景页面。 

        操作：在主工具栏->【插入】中选择【背景图片】，添加一张背景图片

到页面编辑区。 

选择添加背景图片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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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背景图到页面： 

 

 取消背景：取消对页面的添加的背景颜色、背景图片。 

 Flash 文件：页面中可以添加 Flash 文件。 

         操作：在主工具栏中选择【视频文件】，页面编辑区域添加一段 Flash

文件，操作流程（图 1-图 2）。 

注释：格式为.swf 的播放文件。 

选择要添加的 Flash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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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视频文件：页面中可以添加视频文件。 

        操作：在主工具栏中选择【视频文件】，页面编辑区域添加一段视频播

放文件，操作流程（图 1-图 2）。 

注释：图片文件格式包括：AVI .WMV .MP3 .RM 等播放文件。 

选择视频文件添加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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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击视频图标即开始播放视频文件，也可以暂停、停止播放的文件。 

   清除视频文件请点击“右键”删除。 

 

 图表工具：添加各种自定义图表到页面。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图表工具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条】中的 图表工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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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图表：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图表，也可以对图表进行编辑和删除。 

 

添加新图表、输入名称、值。 

 

表内数据图形颜色设置： 

 

 
图表名称、颜色、透明度、类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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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图表：  

 表格工具：添加表格到页面中。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表格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表格按钮。 

绘制图表：同时可以设置图表的线条宽度和图表颜色。 

 

输入文字：在某个单元格或选中单个单元格可以用铅笔写入文字并把

文字和表格进行组合。（如图所示） 

 

4.5、绘制菜单： 

绘图工具介绍： 

 选择：如果需要其他操作，可以通过点击选择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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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 选择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选择按钮。 

画笔：画笔工具包括铅笔 、线条、智能笔、橡筋线、荧光笔、软笔、毛笔七种。

笔画都可以单独自定义颜色、粗细、透明度等效果。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 

铅笔绘制：    智能笔绘制：  

 线条：可以使用线条工具在页面绘图区、桌面标注，可以单独设置线条的颜

色、笔的粗细、透明度、线条类型、长度单位等。 

    操作：1、在【主工具栏】->【绘制】->【线条】。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线条按钮。 

 毛笔：中国传统文化—毛笔，使你的书写更加有笔锋感，方便使用。 

 橡筋线：使用该工具可以绘制任意折线、曲线或任意几何图形。同时，可以

设置橡筋线的粗细、颜色、透明度、长度单位、实心或空心效果等。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橡筋线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橡筋线按钮。 

3、 橡筋线按钮，点击一下为一个点，再点击则两点间连为直线，

直到绘制成封闭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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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筋线绘制：  

 

 

画笔颜色、透明度、粗细的设置： 

 
 

 文本工具：添加文本到页面中。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文本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条】中的  文本按钮。 

文本工具：可以在文本区添加文字，长时间点击文本编辑区域，弹出

文字编辑框，可以对文本进行（字体、大小、格式、区

域、颜色）的设置，也可以对文本区添加注释。在触摸

的情况下，软键盘可帮助你的书写。 

 

 

起点也是终点，

终点双击结束操

作. 

第二位置 

第三位置 

第四位置 

第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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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写识别：在页面上随意书写，系统可直接识别，得到你需要的字。 

 
 填充：包括内容填充工具和边框填充工具，可以选择任意的几何图形进行色

彩填充、网格填充。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内容颜色填充和

边框填充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条】中的 内容填充和 边框填充按

钮。 

色彩填充：使用填充工具 

 

可以选择任意的几何图形，选择颜色进行内容 和边框 的色彩填充、

网格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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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色彩填充： 边框色彩填充：  

 橡皮擦：提供了普通笔擦、 圈选擦除、对象擦除、页面擦除四种擦除方式。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橡皮擦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条】中的  橡皮擦按钮。 

橡皮擦：我们提供了大、中、小三种普通橡皮擦和对象、圈选、页面擦除

。 

        提示：橡皮擦只针对铅笔文字进行擦除。（如图所示） 

普通擦除：     对象擦除：  （擦除后）  

 直尺：默认显示 11 单位长的直尺，您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任意角度的旋转或

无限拉伸。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直尺工具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条】中的 直尺工具按钮。 

 

把光标移到页面中，确认尺寸器的放置位置，然后点击一下，这时直尺就

会显示在页面中，如图所示。拉动、缩小直尺的长度，则刻度值会相应的

增加和减少。点击直尺上 按钮，可更改你所需要测量的单位。 

 

沿着直尺刻度边缘，可以使用画笔、线条工具画直线。同时转动 按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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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尺进行旋转时，在直尺上会显示出旋转的角度（如图所示） 

 

 

 

 

 三角尺：您可以使用直角三角尺工具在页面中对对角进行测量等其它方面上

的使用，并且对直角三角尺工具进行旋转或移动。点击直尺上 按钮，可更

改你所需要测量的单位和测量角的度数。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三角尺工具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条】中的 三角尺工具按钮。 

 

 

 沿着直尺刻度边缘，可以使用画笔、线条工具画直线。同时转动 按钮对

直角三角尺进行旋转。（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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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角器工具：您可以使用量角器工具在页面中对角进行测量等其它方面上的

使用，并且能对量角器工具进行旋转或移动。 

  操作：1、可以点击【绘图工具栏】中的 量角器工具按钮。 

 

 

 

 点击 中沿着直尺刻度边缘，可以使用画笔、线条工具

画直线。同时转动 按钮对直角三角尺进行旋转。（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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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规工具：您可以使用圆规工具在页面中绘制出相应的弧线和扇形。 

 绘制弧线：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图标，待页面中出现

圆规工具，在圆规中选择 【绘制模式】→绘制弧线工具按钮。 

           2、选中绘制弧线工具，点击页面任意一点，可移动出相应的角度值

的弧线。 

 

 绘制扇形：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图标，待页面中出

现圆规工具，在圆规中选择 【绘制模式】→绘制扇形工具按钮。 

           2、选中绘制扇形工具，点击页面任意一点，可移动出相应的角度值

的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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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提供多种不同类型的函数，使用时输入函数表达式，在屏幕上点选一

个位置一下即可生成相应的函数图形。 

操作： 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函数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函数按钮。 

       函数操作：我们提供 8 种类型的函数，使用时只需从函数工具条上选择

相应的函数或[自定义]中输入函数表达式（如图所示），在屏 

幕上点选一个位置一下即可生成相应的函数图形。在函数前 

加负号，则可调整其函数图形方向。同时，你可以设置函数

图形的粗细、颜色、透明度等效果。当您点击函数图形选中

框区域时便可选中函数图形；而当您点击坐标系不包括函数

图形区域时，便可整体选中函数图形。用户也可以使用铅笔、

智能笔、线条等工具在函数图形中操作。 

 

4.6、工具菜单： 

 遮罩屏幕：可以根据当前屏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屏幕的某部分区域进行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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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遮罩可以上下左右任意拖动。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遮罩屏幕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栏】中的 遮罩屏幕按钮。 

 

 聚光灯：可以根据当前屏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屏幕的某部分区域进行显示，

聚光灯可以上下左右任意拖动。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遮罩屏幕按钮。 

 

       
 

 黑屏肃静：可以在会场混乱时起到一定控制的效果。屏幕显示为黑色，不能

进行任何操作，屏幕也可以选择其他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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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黑屏肃静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条】中的 黑屏肃静按钮。 

3、弹出输入需要显示的信息框。 

 

 
  

 

    区域捕获：  

 屏幕录制：通过该功能，实现对屏幕操作步骤的录制。 

操作：1、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屏幕录制按钮。 

2、可以点击【浮动工具条】中的 屏幕录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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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开始】后录制开始（用户在画布上的每一个操作动作都将被录制下来，

并以 WMV 视频格式保存）。 

 

点击 暂停录制，点击 停止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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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编辑：全屏显示页面内容。 

操作：可以点击主工具栏【绘图工具栏】中的 全屏编辑按钮。 

 

展台：展台工具添加摄像头功能，可使实物通过摄像头拍摄变为电子图片。 

 

 自定义工具：使用自定义工具栏，可以把常用工具(比如：office、ie 浏览器

等)放在程序白板工具栏中，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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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标  进入 360 大课堂 

360 大课堂给用户提供了一个丰富翔实的全学科教学资源库。海量的资源不

仅整合了视频、音频、动画、图片、教案、试题、计划、总结等媒体素材和文字

资源，还整合了由 3D 立体技术制作生成的智能仿真实验。资源多样化、互动性

强，涵盖了全部学科、主流版本的教学素材，信息含量大，满足教学和教育各环

节的资源需求。 

 

 

校园频道：校园广告机，可满足在学校各场所进行信息发布的需要。 

操作：1、在【主工具栏】->【工具】->【校园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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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园频道单机版素材增加： 

操作 1、 

在安装文件夹里找到 WikiBoard→ Campus_Channel→  DSLayoutEditor.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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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文件→打开，更换模板布局，并点击“保存”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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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击进入素材编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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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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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直接下发到维基白板的校园频道中。还可通过云发网 www.pubds.com 或者局

域网版的云发布管理系统进行发布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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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材管理 

    用户可点击会员中心的 进入发布管理页面. 如（图 1） 

 

图（1） 

 

用户点击 图标，进入到素材管理页面进行素材的上传. 如（图 2） 

* 第一次使用云发网的用户需要按照安装步骤安装上传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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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用户点击 图标 , 进入到素材上传页面. 如（图 3） 

 

图（3） 

 

用户点击 按钮 ,拖入或添加本地素材，即可上传素材. 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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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用户可以批量选择上传的素材，点击 按钮对素材进行审核. 如（图 5） 

未通过审核的素材不能下发到终端。 

 

图（5） 

 

 节目编排 

用户点击 图标，进入到节目编排页面编辑终端播放布局和下发播放任务.  

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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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节目类型：用户可按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方式进行新建节目分类。如（图 2） 

 
图（2） 

 

    定义节目分类名称。如（图 3） 

 
图（3） 

 

   生成新的节目分类组。如（图 4） 

 

图（4） 

 

   用户点击 进入到节目编辑节目，用户可输入节目名、分辨率和选择节目类型。

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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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用户点击 添加和删除背景图。如（图 6） 

 

图（6） 

 

添加播放区域：用户可点击屏幕左边的 等图标添加不同的播放区域（区

域可以添加多个）。 

播放区域编排：用户可拖动任意播放区域的边角（改变播放区域的位置和区域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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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布局上的所有区域添加素材： 

 用户可鼠标选定视频区域，点击上面的【内容管理】按钮为视频区域批量添加播放文

件。如（图 7） 

 

 

图（7） 

 

  用户可鼠标选定图片区域，点击上面的【内容管理】按钮为图片区域批量添加播放文

件。如（图 8） 

拖动到合适大小和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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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用户可鼠标选定文本区域，点击上面的【内容管理】按钮为文本区域批量添加播放文件。如

（图 9） 

 

 

图（9） 

 

    用户为所有区域添加素材文件后，即可点击【保存】按钮,这时用户可以选择【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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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发布节目页面，发布节目到指定终端。用户选择终端组，批量选定终端，即可发布节目

到指定的终端。如图（10） 

 

图（10） 

 

帮助：点击帮助提示关于软件的所有操作说明。 

五、其他说明                                     

   该说明书完全按照现有软件使用操作、指引编制完成，所有升级版本操作未

列入该说明书，请广大用户给予理解。 

   涉及最新升级版本操作说明软件更新提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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