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帝白板 7 使用说明书

南京驿欧软件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目录
1 客户端下载............................................................................................................ 4

2 功能说明................................................................................................................ 4

2.1 打开软件..........................................................................................................4

2.2 账号注册..........................................................................................................5

2.3 登陆..................................................................................................................6

2.3.1 账号登陆...................................................................................................................6

2.3.2 短信登陆...................................................................................................................7

2.3.3 扫码登陆...................................................................................................................8

2.3.4 忘记密码...................................................................................................................9

2.3.5 U盘快速登陆..........................................................................................................10

2.3.6 离线使用.................................................................................................................10

2.4 用户主页........................................................................................................11

2.4.1 个人中心.................................................................................................................12

2.4.2 用户设置.................................................................................................................14

2.5 开始备课........................................................................................................17

2.5.1 我的课件.................................................................................................................17

2.5.2 课件库.....................................................................................................................20

2.5.3 欧帝备课助手.........................................................................................................22

2.5.4 开始授课.................................................................................................................31

2.5.5 录屏.........................................................................................................................31

2.5.6 视频展台.................................................................................................................32

2.6 云课件............................................................................................................33

2.7 网盘................................................................................................................37

2.8 投屏................................................................................................................45

2.9 国家云平台....................................................................................................46

2.10 意见反馈......................................................................................................46

2.11 欧帝备课......................................................................................................47

2.11.1 同步....................................................................................................................... 48

2.11.2 云课件................................................................................................................... 48

2.11.3 背景图片...............................................................................................................48



2.11.4 文本....................................................................................................................... 48

2.11.5 形状....................................................................................................................... 51

2.11.6 表格....................................................................................................................... 53

2.11.7 多媒体................................................................................................................... 55

2.11.8 思维导图...............................................................................................................56

2.11.9 资源库................................................................................................................... 57

2.11.10 工具..................................................................................................................... 58

2.11.11 公式..................................................................................................................... 60

2.11.12 题库..................................................................................................................... 61

2.11.13 乐步教学.............................................................................................................63

2.11.14 动画..................................................................................................................... 63

2.11.15 网络画板.............................................................................................................64

2.11.16 分享..................................................................................................................... 65

2.12 授课..............................................................................................................66



1 客户端下载

可通过欧帝官网下载欧帝白板 7.0
官网地址 www.njodin.com

2 功能说明

2.1 打开软件



2.2 账号注册

1.点击立即注册，即可进入注册界面

2.输入手机号和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同时勾选同意接受《用户协议》



3.点击确定即进入设定密码页面，输入密码和再次确认密码，且密码不小于 8位数，点击登录即可

注册成功

2.3 登陆

2.3.1 账号登陆
输入手机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2.3.2 短信登陆
选择短信登陆，输入手机账号，点击获取验证码



输入手机获取的验证码，点击确定即可登陆成功

2.3.3 扫码登陆
点击扫码登陆图标，进入扫码页面

可选择微信扫码或钉钉扫码



打开手机微信或钉钉扫此二维码，若无绑定手机账号 ，首次需根据提示进行绑定手号；

重复扫码动作即可登陆；

2.3.4 忘记密码

1.首页忘记密码，进入忘记密码对话框，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2.点击确定，即可进入重置密码页

2.3.5 U盘快速登陆
插入已绑定的 U盘，点击白板软件自动登录（绑定 U盘方法详见快速登陆）

2.3.6 离线使用
1.在无网络状态下，可选择离线使用



2.离线使用情况下，开始授课、录屏、视频展台、投屏等功能可正常使用；

2.4 用户主页

登录成功后进入用户主页



2.4.1 个人中心
点击用户头像，进入个人中心设置弹框，当用户为一般用户，可用空间为 50G,VIP用户 300G

点击个人中心，显示个人中心对话框，有信息注册、更改手机号、修改密码、账号绑定及快速登录

5个功能。



账号绑定是钉钉和微信的账号绑定；

快速登录

插入 U 盘，可以关联绑定 U 盘，会出现以下画面，点击 U 盘；



点击该 U盘即可绑定成功，实现插 U盘直接登录的功能，再次点击可以解绑。

2.4.2 用户设置
点击设置图标打开设置对话框



2.4.2.1 软件更新

点击检查更新，如果版本高于此版本，会更新到最新版本

2.4.2.2 通用设置

可以选择语言，目前仅支持中文

点击清楚缓存，可以将软件产生的缓存文件清楚

点击文件下载路径设置，可以设置下载默认地址

功能模式，可以选择标准模式或者精简模式



精简模式（在备课模式下，推荐老师使用精简模式）

2.4.2.3 官网地址

显示欧帝官网地址和 logo



2.5 开始备课

点击开始备课，进入备课页

2.5.1 我的课件

在“我的课件”里面上传本地课件、新建课件、或者已经上传的课件进行编辑修改等



2.5.1.1 新建课件

点击“新建课件”，弹出对话框，提示对新建课件进行命名。命名成功之后点击“确认”，此

时会自动打开 ppt，老师可以进行 ppt的制作。

2.5.1.2 上传课件

点击“上传课件”，可以把本地的素材上传到我的课件里面，并可以实现编辑操作。



2.5.1.3 开始授课、编辑、下载、删除

光标移动到课件上，在课件后会出现出现“开始授课”、“编辑”、“下载”、“删除”按键，

点击“开始授课”则该课件会进行授课模式，点击“编辑”则该课件进入编辑模式，点击“下载”

则该课件可以下载到本地，点击“删除”则该课件从我的课件里面被移除。

2.5.1.4 搜索框

在搜索框里面输入课件名称，然后键盘“回车键”可以进行课件的搜索



2.5.2 课件库

点击课件库，里面有各种教学资源，老师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下载编辑

2.5.2.1 设置键

点击左上角的“设置”图标，可以选择所需求的网络资源



2.5.2.2 预览、打开

光标移动到课件资源上，在课件后出现“预览”、“打开”按键，点击“预览”可以对当前课

件进行浏览，点击“打开”则自动调用 PPT打开课件可以进行编辑

2.5.2.3 搜索框

在搜索框里面输入课件名称，然后键盘“回车键”可以进行课件的搜索



2.5.3 欧帝备课助手
欧帝备课助手功能在 ppt的里面，当对所需课件进行编辑或者打开，在所调用的 ppt里面会有该

功能显示

2.5.3.1 登录

当白板 7软件登录之后，打开 ppt之后会自动登录白板 7的账户



2.5.3.2 上传课件

可以对已编辑好的课件进行保存，并上传到“我的课件”里面

2.5.3.3 汉字

可在 ppt里面插入汉字动画

2.5.3.4 拼音

可在 ppt里面插入拼音动画



2.5.3.5 函数

可在 ppt里面插入函数动画

2.5.3.6 公式

可在 ppt里面插入公式动画

2.5.3.7 题库

可在 ppt里面插入题库动画



2.5.3.8 乐步教学

可在 ppt里面插入乐步教学的实验动画

2.5.3.9 网络画板

可在 ppt里面插入网络画面的资源



2.5.3.10 思维导图

可在制作思维导图并插入到 ppt里面

2.5.3.11 多媒体

可以把本地的音频、视频、图片文件插入到 ppt里面



2.5.3.12 资源库

可以调用网络资源库里面的 ppt，word文件，并插入到 ppt里面

2.5.3.13 动画

可以把动画资源插入到 ppt里面



2.5.3.14 开始授课

点击“开始授课”，则当前 ppt直接进入授课界面

2.5.3.14.1 目录

里面包含“打开文件”：可以插入本地文件；“导出图片（含板书）”：可以转换当前页的 ppt

为图片并保存；“返回备课”：可以退出当前授课模式



2.5.3.14.2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之后当前工具栏变成缩略键

2.5.3.14.3 用户名

点击用户名，会打开“我的课件”，老师可以直接切换新的课件进行授课



2.5.3.14.4 插件的调用

ppt里面插入的资源课件，开始授课后在右下角会对应的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即可调用课件资

源

2.5.3.15 扫码带走

课件上传保存之后，点击“扫码带走”会生成一个二维码，可以用微信、钉钉、浏览器的扫一

扫直接下载 ppt



2.5.4 开始授课
点击开始授课，进入白板书写界面

2.5.5 录屏
点击录屏图标，即可开始进行录制屏幕操作，分别全屏、区域、应用窗口和摄像头四种录制方

式，选择对应的录制方式，然后点击“REC”即可实现录制功能，并会在右下角弹出录制计时和录

制结束、暂停的按键



点击麦克风可选择录入音源

录播完成，可点击视频列表查看，同时文件会保存到本地

2.5.6 视频展台
点击视频展台，即可打开视频展台功能页



2.6 云课件

2.6.1.1 打开课件

点击进入云课件，显示课件列表

双击课件，即可进入该欧帝备课模式

2.6.1.2 导入课件

点击导入课件，选择本地课件



点击打开，即可进入该课件欧帝备课模式

2.6.1.3 打开分享

复制口令后，点击打开分享，即可打开课件，如若未复制则会提醒先复制再打开

2.6.1.4 课件下载

勾选目标课件，右击后选择保存到本地，选择目标地址，即可下载成功



2.6.1.5 课件分享

勾选需分享课件，右击分享，弹出分享提示框，点击确定即可复制分享口令

2.6.1.6 课件删除

勾选目标课件，右击删除或者直接在操作栏删除



提示确认删除，点击确定，即可删除成功

2.6.1.7 课件还原

点击回收站，可查看到删除后课件，选择目标课件点击还原或者右击选择还原，即可还原成功

课件还原至原路径

2.6.1.8 课件重命名

右击该课件，点击重命名，输入目标名称，即可重命名成功



2.6.1.9 课件移动

选择目标课件，点击移动到

选择目标文件夹，点击确定，即可移动成功

2.7 网盘

点击网盘，即可进入网盘界面

2.7.1.1 资源上传

首页-点击上传按钮，弹窗 windows对话框



选择目标上传文件，会在左侧“传输”的上传页面可以查看完成情况

上传完毕，返回至首页，点击刷新可以查看到最新上传的文件，按时间序



2.7.1.2 资源下载

勾选目标下载资源，点击下载。其中下载地址可以在设置中设置下载路径

2.7.1.3 资源分享

选择目标资源，点击分享，即弹出分享文件对话框



选择提取码和有效期，点击创建链接，即可生成一个分享链接

点击复制链接，即可分享给其他用户，在网页端通过打开链接地址，即可下载和预览文件

可以查看分享的列表，对已经删除或者已过了分享期的资源状态为已失效



2.7.1.4 资源删除

勾选目标资源，点击删除，弹出确定删除对话框，点击确定

点击回收站，可在回收站中查看到删除的资源



2.7.1.5 资源还原

鼠标悬浮在删除的资源上，显示还原和删除图标，

点击还原，弹出是否确认还原对话框



点击确定即可将资源还原至原位置

2.7.1.6 资源重命名

勾选目标资源或者文件夹，点击重命名



在资源名上输入重新命名的名称即可

2.7.1.7 资源移动

勾选目标资源，点击“移动到”

选择目标路径，点击“确定”，即可移动到新的位置

2.7.1.8 资源排序

点击排序图标，可以按照资源文件名、修改时间、类型、大小进行升序和降序的排序



2.7.1.9 资源显示

点击显示图标，资源可以显示缩略图或者列表模式

2.8 投屏

点击投屏，即可打开欧帝投屏软件



2.9 国家云平台

点击国家云平台，即可打开国家云平台的功能页面

2.10 意见反馈

点击意见反馈，即可打开意见反馈页



输入意见信息和上传图片，点击提交，提示：您的已经已提交

2.11 欧帝备课

点击欧帝备课进入界面



2.11.1 同步
点击同步，即直接保存，每 30秒会自动同步

2.11.2 云课件
点击云课件，即可打开云课件页面

2.11.3 背景图片
打开课件后，点击页面空白处，则显示属性：布局与背景，选择更多背景或者其他，即可替换

背景样式

2.11.4 文本
点击文本，在页面点击后输入文字即可



2.11.4.1 文本属性

输入文字后，可以选择文本属性进行修改，如修改色彩、字体大小、对齐、透明度和行间距

2.11.4.2 文本排版

选择文本排版可以进行文本排版，设置层级、旋转和对齐



2.11.4.3 文本动画

选择目标文本，点击选择动画，有出现、动作和消失

点击排序，可以看到动画的排序也可拖动排序和播放



2.11.5 形状
点击形状图标，选择目标图形，在页面中点击后，可拖动图形大小

2.11.5.1 图形属性

选择图形后，可以对文本属性进行设置，形状和排版属性，形状如：填充、边框、阴影、倒影、

透明度设置，排版可以设置层级、旋转和对齐



2.11.5.2 图形动画

选择目标图形，点击选择动画，有出现、动作和消失

点击排序，可以看到动画的排序且可拖动排序和播放



2.11.6 表格
点击表格，可以选择表格列 x宽数

选择后点击页面可以插入表格



2.11.6.1 表格属性

选择表格后，可以对表格属性进行设置，表格、文本和排版属性，表格属性：单元格背景、表

格线框、透明度，形状如：填充、边框、阴影、倒影、透明度设置，排版可以设置层级、旋转和对

齐

2.11.6.2 表格动画

选择目标表格，点击选择动画，有出现、动作和消失



点击顺序，可以看到表格的排序且可拖动排序和播放

2.11.7 多媒体
点击多媒体，可以选择本机文件，选择后可以插入课件，双击可以打开



2.11.8 思维导图
点击思维导图，可以选择思维导图主题颜色

2.11.8.1 导图属性

选择目标思维导图后，可以对思维导图属性进行设置，思维大图、文本和排版属性，思维导图

属性：主题色、节点背景、透明度，形状如：填充、边框、阴影、倒影、透明度设置，排版可以设

置层级、旋转和对齐



2.11.8.2 导图动画

选择目标思维导图，点击选择动画，有出现、动作和消失

2.11.9 资源库
点击资源库，选择目标资源，点击插入



2.11.10工具

2.11.10.1 汉字

选择汉字图标，点击插入后，输入汉字

可以点击连续和分布书写，并且点击声音可以发声

2.11.10.2 拼音

点击拼音，输入拼音，可以选择声调



2.11.10.3 函数

点击函数，输入函数，即可显示目标函数

2.11.10.4 统计图表

2.11.10.4.1 柱状图

选择柱状图，点击插入



可以编辑柱状图数据

2.11.10.4.2 折线图

同柱状图

2.11.10.4.3 扇形图

同柱状图

2.11.11公式
点击公式，输入公式，点击插入公式



可插入

成功

2.11.12题库
点击图库，显示教材选择页，选择学段、学科、版本、年级，点击确认



进入题库

可以选择题型或者难度，勾选目标题目，点击插入试题，即可插入成功



2.11.12.1.1 题目纠错

进入题库后，点击题目有错，可以提交反馈给后台

2.11.13乐步教学
选择目标实验，点击选择后可插入或者点击更多打开 NB实验

2.11.14动画
选中需要插入的动画，点击右下角的应用，既可以插入对应的动画资源



2.11.14.1 动画资源的播放和暂停

点击动画右上角的暂停/播放按键，可控制动画资源的播放

2.11.15网络画板
点击网络画板，即可打开网络画板里面的资源



选择对应的资源，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即可加载资源

2.11.16分享
课件做好，点击同步上传之后。即可点击“分享”，会弹出二维码，可用微信、钉钉等扫一扫下载

课件



2.12 授课

点击开始授课，即进入授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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