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 功能介绍（yiou2.0）

进入软件界面后出现下图界面，如图 2

图 2

画笔

点击 画笔图标，出现画笔复选框，如图 3

图 3

如图 3 所示，画笔依次可以选择铅笔、虚线笔、波浪笔、毛笔、荧光笔、纹理笔和印章笔

类型。并可拖动滑动条调整画笔宽度，选中任意颜色可更改书写颜色，可支持多指触摸。

铅笔：点击铅笔图标，可写字和画线，效果如图 4



图 4

可根据自己需要调整宽度和颜色。

虚线笔：点击虚线笔图标，可画虚线，效果如图 5

图 5

可根据自己需要调整宽度和颜色。

波浪笔：点击波浪线笔图标，可画出波浪线，如图 6



图 6

可根据自己需要调整宽度和颜色。

毛笔：点击毛笔图标，可写出毛笔类型笔记，如图 7，

图 7

可根据自己需要调整宽度和颜色。

荧光笔：点击荧光笔图标，可书写出半透明的荧光效果，如图 8



图 8

可根据自己需要调整宽度和颜色。

纹理笔：点击纹理笔图标，出现纹理复选框，选中需要的纹理类型和线宽书写即可，如图

9，

图 9

印章笔：点击印章笔，出现印章复选框，选择需要的图形和大小书写即可，如图 10，



图 10

橡皮擦

点击 橡皮擦按键，出现橡皮擦复选框，有点擦除、对象擦除、区域擦除、清页 4种

模式，如图 11

图 11

点击 点擦除橡皮擦选项，触摸屏幕出现圆圈橡皮擦，擦除需要的地方即可，如图 12



图 12

也可以在笔界面，五指同时触摸变成自由擦除橡皮擦，松开即可直接书写。

点击 对象擦除橡皮擦选项，出现红色虚线，红色虚线划过的笔记都可擦除，如图 13

图 13

点击 区域擦除，可在触摸屏上画出矩形框，框选需要擦除的区域即可，如图 14



图 14

点击 清页按钮，可清空屏幕所有内容。

白板漫游

点击 漫游图标，即可打开漫游模式，如图 15

图 15

在漫游预览窗口中，可拖动白板页面方框在预览窗口范围内移动，移动白板页面到合适区

域，亦可直接拖动整个白板页面进行漫游。

撤销恢复

漫游预览窗口

白板框



点击 可进行撤销操作

点击 可进行恢复操作

选择

点击 按键，进入选择模式，点击单选需要的对象，如是图形或者文字类型，出现下

图选项，如图 16，

图 16

拖动旋转按钮可 360°旋转；

点击复制按钮，可复制对象；

点击锁定按钮，可锁定对象，锁定后不可对其进行任何操作；

拖动方框右下角直角，可以放大缩小选中对象；

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选中对象。

如果选择 PPT，出现下图选项，如图 17

旋转



图 17

根据需要点击相应的功能即可。

PPT 相对于以上，多了一个下载功能，点击下载，会出现一个二维码，用移动设备可以直

接扫码带走

如果选择视频，出现下图选项，如图 18

图 18

点击播放按钮，视频进入播放模式，如图 19



图 19

点击 按钮，拖动右下角图形可以对播放画面放大缩小操作；

点击 按钮，在视频画面可做批注，画笔颜色可修改；

点击 按钮，可擦除画笔批注；

点击 按钮，可播放视频；

点击 按钮，可调节视频的音量；

点击 按钮，可以对视频进行截图操作；

点击 按钮，可对视频最大化操作

点击 按钮，可退出播放。

工具

点击 拓展菜单按键，可以看到拓展框选项，如图 20



图 20

屏幕录像：点击“屏幕录像”，出现存储界面，选择存储路径，如图 21

图 21

选择好存储路径后，点击保存按钮，白板界面左下角红色框区域出现录像图标，显示正在

录像，如图 22



图 22

录制好后，点击关闭按钮，即可结束录制。默认存储格式为 AVI 文件。若想打开录制视频

观看，点击左下角“目录”菜单栏，出现菜单选项如图 23

图 23

点击打开文件，找到刚刚录播视频保存地址，点击确定，即可直接播放。

聚光灯：点击“聚光灯”按钮，屏幕出现聚光灯窗口，如图 24

录像计时 关闭按钮



图 24

点击聚光灯窗口可跟随手指或者触控笔移动到任意位置，聚光灯有 4 个按钮：

（1） 右拉伸按钮：按住图标拖动，聚光灯窗口可放大缩小；

（2） 关闭按钮；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窗口。

（3） 比例按钮：滑动比例长条，可对当前选中图片进行放大缩小；

（4） 背景按钮：滑动背景长条，可实现透明度的调节。

放大镜：放大镜与聚光灯效果一致，详见聚光灯操作

幕布：点击“幕布”，屏幕被幕布遮挡，如图 25



图 25

可移动幕布遮盖区域位置，如需关闭，点击右侧 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幕布。

板中板：点击“板中板”，出现图 26 所示

图 26

可在板中板界面中书写笔记、草稿，擦除等操作，点击板中板的保存按钮，保存内容为当

前页的书写内容

时钟：点击“时钟”，出现图 27

图 27

可点击 按钮，进行最大化，如图 28



图 28

单击一下屏幕，又回到原来大小，时钟界面下有 3 种模式：倒计时、时钟、秒表，其余两种

操作与时钟操作一致

日历：点击“日历”，出现图 29

图 29

点击 可以进行备忘录的编辑。

截屏：点击“截屏”按钮，可截取全屏图像。点击 按钮，可选择保存路径保存图片，

选择 按钮，可直接截图至屏幕；点击 按钮，关闭当前截屏窗口。



截图：点击“截图”按钮，可在屏幕截取任意位置，如图 30

图 30

点击 按钮，可随意改变截图位置；

点击 按钮，可在截图区域添加笔记；

点击 按钮，可擦除截图区域刚添加的笔记；

点击 按钮，弹出保存路径对话框，选择保存路径即可保存截图；

点击 按钮，可直接截图至白板软件；

点击 按钮，关闭当前截图窗口。

视频展台

使用视频展台之前，请先确认快拍仪已连接。

点击“视频展台”按钮，出现视频展台界面，把需要展示的内容放置视频展台下，如图 31，



图 31

点击视频下方的工具栏，即可进行相应的操作。

如需连接 ODIN 视频展台，打开目录中的软件设置，点击“样式”，拖动到最下部分，打开

新设备，如图 32

图 32

同样打开视频展台，会出现工具栏，连接展台，点击工具栏，即可进行相应操作（需要新

视频展台设备）；

复制屏幕

该功能需要双屏拼接系列产品，在只有一个屏幕时无法使用该项功能。

复制屏幕：点击“复制屏幕”按钮，可以将双屏都变成同一个画面；取消复制按钮，就相

打开新设备



当于拓展模式，打开视频或 PPT，在屏幕 1中播放，白板软件被拓展到屏幕 2 中，如图 33 所示，

图 33

点击软件中的“切换”按钮，可对白板或视频进行屏幕 1和屏幕 2 的来回切换

学科

点击“图形”按钮，出现图形复选框，如图 34，择图形或者设置图形线宽，在屏幕上即可

画出相应的图形。

图 34

点击“学科背景”按钮，出现复选框，如图 35

形状选项

图形颜色 图形线框



图 35

可以点击以上任意颜色进行白板软件的背景切换

点击“文字插入”按钮，在屏幕上书写文字，都可变成版书字体，如图 36

图 36

点击 按钮，可以撤销上一笔操作；

点击 按钮，可以清除整个字体；



点击 按钮，退出文字插入操作。

更改文字插入字体及位置，点击目录栏，选择“软件设置”按钮，弹出设置对话框，如图 37

图 37

选择样式中的字体、颜色、位置设置，即可更改文字插入识别后的字体、颜色及位置。

点击“手写图形”按钮，在屏幕上一笔画出任意图形，可变为规则图形，如图 38

图 38

操作结束，点击退出，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手写图形的颜色修改与图形颜色修改一致。

点击“公式”按钮，在屏幕上出现公式对话框，在写入模式下，在方框内写入数学公式会自

动识别，如图 39，

文字插入选项



图 39

点击插入按钮，即可插入到白板中，如图 40

图 40

点击取消按钮，公式对话框即可取消。

公式颜色修改与铅笔颜色修改一致。

点击“学科工具”按钮，出现复选框，如图 41



图 41

点击“直尺”按钮，屏幕出现直尺，如图 42

图 42

可在直尺上方画出需要长度的直线。

直尺上有三个按钮：

（1） 关闭：点击即可关闭直尺；

（2） 旋转：按住拖动直尺可至旋转至任意角度；

（3） 拉伸：按住按钮拖动即可拉长和缩小；



三角尺、等腰三角尺功能与直尺一致。

点击“量角器”按钮，屏幕出现量角器，如图 43

图 43

量角器上有三个按钮

（1） 关闭：点击即可关闭量角器；

（2） 旋转：按住旋转按钮旋转，可把量角器旋转至任意角度

（3） 画笔：滑动蓝色或者黄色圆圈到需要角度，点击画笔按钮，即可画出角度；

点击“圆规”按钮，屏幕出现圆规，如图 44



图 44

圆规上有三个按钮：

（1） 旋转：按住旋转按钮旋转，可把圆规旋转至任意角度；

（2） 关闭：点击关闭按钮，圆规即可关闭；

（3） 画笔：拖动圆规右脚到合适半径，按住画笔图标拖动可以画出圆或者圆弧；

学科工具的颜色修改与图形颜色修改一致。

实验素材

点击乐步教学，出现多种实验，如图 45

图 45

点击所需实验，即可进行操作

点击苏威尔实验，出现多种实验，如图 46



图 46

点击所需实验，即可进行操作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白板软件将最小化并保留浮动功能栏，在桌面可看到图标，如图 47

图 47

点击 按钮，即可在当前桌面内容进行批注；

点击 按钮，即可擦除桌面笔迹；

点击 按钮，即可返回视频展台界面；

点击 按钮，即可即可对当前桌面进行截图保存至指定路径或者白板中；

点击 按钮，即可返回白板软件。

锁定

点击左下角“锁定”按钮，软件所有功能按键锁定，点击无效，再次点击即可解除锁定功

能

页面管理

点击白板右下角“新建”按钮即可添加新的白板页面

笔 橡皮 视频展台 截图 返回



添加新的页面后可点击“上一页”按钮和“下一页”按钮，进行上下翻页。如需画面预览，

可点击页码，出现画布预览框，如图 48

图 48

选择：点击按钮可一键选中全部页面，再次点击可取消所选页面；

删除：选中页面后，点击此按钮可删除；

对比：在画布预览界面选中画布进行页面对比，出现下图界面，如图 49

图 49

如需更改画布，点击“对比”按钮可出现页面预览，把需要对比的画布拖动至方框中即可。

对比中的课件有三个按钮：

旋转按钮：可旋转选中的课件；

关闭按钮：可关闭选中的课件；

页面最大化按钮：可对选中的课件最大化；



在对比模式下，点击 画笔按钮可进行批注，点击 橡皮按钮可擦除批注，点击

，即可退出对比模式。

文件

点击“目录”按钮，出现选项框，如图 50

图 50

点击“打开文件”即可打开文件浏览框选择需要打开的文件，打开的文件将会保留图标在

白板中（课件除外）；

点击“保存课件”，选择保存路径，默认为保存格式为：YiouBoard、PPT、或 jpg 图片文件

夹。

点击“下载课件”按钮，出现二维码，用移动设备扫描二维码，即可带走当前课

设置

点击“目录”中的“软件设置”按钮，弹出对话框，如图 51



图 51

点击“课件”栏，可设置课件信息，

自动保存：点击开关打开，可打开自动保存功能；

自动保存时间间隔：在自动保存打开，可下拉菜单选择自动保存时间间隔 5 分钟、10 分钟、

15 分钟可选；

点击“样式”栏，可对智能文字字体、铅笔属性、白板默认背景、图片可擦除操作、语言选

择、板中板位置、主题色与视频展台的样式进行修改设置

（1）智能文字设置，如图 52

图 52

（2）铅笔属性设置，如图 53，设置好后须重启软件有效。



图 53

（3）白板默认背景色设置，如图 54，设置好后须重启软件有效；

图 54

（4）图片擦除设置，如图 55，开启白板中图片可被橡皮擦除，关闭后不能被擦除；

图 55

（5）语言设置，如图 56，开启“使用系统语言”，白板软件语言和系统一致，关闭“使用

系统语言”，可自定义语言种类：简体中文、繁体中文、English；

图 56

（6）板中板位置设置，如图 57，在双屏模式下，开启“第二屏幕”开关，点击板中板按

钮，板中板出现在第二屏幕中；

图 57

（7）界面主题色设置，如图 58，可自定义主题色颜色，须重启软件有效

图 58



(8)视频展台设置，如图 59，如配用展台是 ODIN 产品，需开启“新设备”开关才可使用该

设备；

图 59

点击“资源”栏，可修改实验素材设置，如图 60

图 60

版本更新设置，点击“更新”栏，可查看软件版本和进行软件更新，如图 61，

图 61

PPT 功能



在 PPT 放映时加入多种快捷工具，方便老师上课教学使用

4.1 启动 PPT

在“目录”栏中打开文件，选择 PPT，点击打开，PPT 则直接启动放映模式，如图 62，

图 62

4.2 PPT 工具

在 PPT 放映界面下方有工具栏，如图 63

图 63

点击 ：进入手势翻页，WIN7 系统下是点击向下翻页；WIN10 系统中向左滑动向下翻页，

向右滑动到上一页；

点击 ：进入批注模式，可在 PPT 上书写，批注，再次点击可选择画笔颜色；

点击 ：可擦除画笔批注

点击 ：可出现菜单选项,如图 64

图 64



可选用聚光灯、放大镜、幕布、截图、板中板功能，功能使用与上述白板中的功能一致。

在屏幕中用 缩小手势即可进入画面预览

如需退出 PPT 放映，点击 按钮即可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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