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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文中【】中的內容表示在產品界面中可點擊/觸摸 

 

白板家產品組成 

硬體

產品 

智能抒寫框 

（實時記錄書寫筆

跡，需搭配 POT 使

用，使用不同功能的

按鈕可以操控 POT 畫

板和 PPT。 

矩形按鈕版 

按鈕的位置隨抒寫框的尺寸不同而需要載入相應的按鈕模

板（標準尺寸會自動檢測），按鈕位置發生變化，則需重

新計算並設置按鈕位置。 

扇形按鈕版 
按鈕的位置不受抒寫框的尺寸與方向影響，貼於抒寫框右

下角即可。 

贈送配件 
白板筆 紅藍黑各一支 

板擦 一個 

可選配件 筆架 一個 

扇形按鈕面板 特定產品型號含有 

白板（含矩形

按鈕） 

特定產品型號含有 

藍牙適配器 藍牙版系列產品含有 

軟體

產品 

智能同步分享系統

POT 

支持

Windows、

Mac OS 

使用 POT 生成會議編號和二維碼，並發起會議；使用白

板家 App、微信公眾號或 WebApp 加入會議，點擊@按

鈕獲取分享內容。 

白板家 App 
支持 iOS、

Android 

使用 App 加入會議後，可以觀看 PPT 和板書直播。App

擁有最完整的功能和服務。 

白板家微信公眾號 

需安裝微信並

關注白板家公

眾號 

使用微信公眾號加入會議後，可以@獲取屏幕截圖，發送

備註、自動生成亮點筆記，還可向 POT 畫板上傳圖片。 

白板家 WebApp 

 

只需瀏覽器即

可使用 

使用 WebApp 加入會議後，可以@獲取屏幕截圖，僅有

發送備註、生成亮點筆記等基本功能。 

 

 



智能抒写框使用说明 

安裝步驟 

Step1 打開包裝，檢查配件是否齊全； 

Step2  逐一撕去抒寫框背面的磁條膠紙； 

Step3  將抒寫框貼於任何可書寫的光滑平面，比如玻璃窗或牆等； 

Step4  按壓抒寫框四邊，直到貼緊不掉落為止； 

Step5  如有扇形按鈕面板，將面板插入抒寫框右下邊角直到對齊面板上的虛線位置。 

智能按鈕 

清屏 用於刪除 POT 畫板中當前頁的所有筆跡，實物白板上的筆跡則需用板擦擦除。 

保存 保存當前 POT 畫板內容到指定文件夾中。 

切換 顯示或隱藏 POT 畫板。 

上一頁 在 PPT 放映時，可向上翻頁；在畫板模式時，可查看畫板上一頁內容。 

下一頁 
在 PPT 放映時，可向下翻頁；在畫板模式時，可以切換到畫板下一頁或在沒有下一頁

時創建新的一頁。 

黑色筆跡 點選後無論物理書寫什麼顏色，POT 畫板都將顯示黑色筆跡。 

紅色筆跡 點選後無論物理書寫什麼顏色，POT 畫板都將顯示紅色筆跡。 

藍色筆跡 點選後無論物理書寫什麼顏色，POT 畫板都將顯示藍色筆跡。 

分享 停止與開啟分享模式。 

 

软件下载与安装 

 

請訪問白板家下載中心 

http://download.boardat.com 
 

POT App 微信公眾號 WebApp 

http://download.boardat.com/


 

 
 

 

點擊下載 掃描二維碼下載 微信掃碼關注白板家公眾號 掃碼訪問 

 

POT 基本功能使用說明 

（圖 1）POT 登錄界面 （圖 2）POT 登錄界面（勾選會議密碼時） 

【記住密碼】 【忘記密碼】 【快速註冊】 會議密碼 【免登體驗】 【本地模式】 

勾選之後，下次

啟動 POT，不用

再 輸 入 賬 號 密

碼。 

如果忘記您的

登錄密碼，可點

擊找回（見找回

密碼界面，圖

16） 

按要求填寫註冊資

料，成為白板家會

員 將 享 受 更 多 權

益。（見註冊界面，

圖 12） 

勾選後，您可以設

置 本 場 會 議 密 碼

（使用 App 才可

以加入密碼會議。 

點擊此按鈕，無

需賬號密碼，以

遊 客 身 份 快 速

體驗白板家。 

無 需 登 錄 和 聯

網，無會議號不

可分享，僅能將

畫板內容保存到

本地。 

Step1：輸入賬號與密碼，點擊【登錄】進入開始會議準備界面，等待參會者掃描二維碼會使用會議號加入會議 

http://download.boardat.com/


（圖 3）【開始會議】準備界面 （圖 4）【開始會議】準備界面（設置會議密碼時） 

二維碼 會議編號 Password 【開始會議】 

使用微信或白板

家 App 掃描二

維碼可直接加入

會議。 

使用微信、白板家 App 或 Webap 都

可以通過輸入會議號加入會議。 

如設置了會議密碼，將在這

裡顯示，必須使用 App 輸

入此密碼才能加入會議。 

待參會者加入會議後，即

可點擊此按鈕正式進入會

議模式。 

Step2：點擊【開始會議】，即正式進入會議模式（默認為分享模式），出現如下的懸浮窗即成功發起會議。 

 

（圖 5）懸浮窗：開始分享模式 

 

（圖 6）懸浮窗：停止分享模式 

 

（圖 7）懸浮窗：本地模式 

 

【分享】按鈕 會議號 【END】按鈕 懸浮窗右鍵菜單 

點擊後將停止分

享，此時無法通

過@獲取到任何

內容，再次點擊

將開啟分享。 

指本場會議號，

在會議未結束

前，參會者都可

使用此號碼加

入會議。 

點擊將結束會議，

並退出 POT。 

【顯示/隱藏】 顯示或隱藏懸浮窗 

【顯示會議二維碼】 調出開始會議準備界面，見（圖

3），方便後來者掃碼加入會議。 

【打開 PPT】 點擊後，選擇您要打開的 PPT，

此時 POT 將進入到 PPT 直播模

式。 

【設置】 進入 POT 功能設置界面。 

【幫助】 打開產品幫助文檔。 

【關於】 點開之後，可檢查軟體更新以及

修改個人資料。（見圖 14） 



【退出】 結束會議並退出 POT。 

Step3：將抒寫框 USB 數據線連接到電腦 USB 插口，右鍵懸浮窗--【設置】，進入到【基本設置】 

（圖 8）【基本設置】界面，首次使用抒寫框須正確設置按鈕類型與抒寫框方向 

按鈕類型 根據您購買的抒寫框按鈕配件，選擇方形或扇形。 

抒寫框擺放 根據您的抒寫框擺放方向選擇對應的示意圖，如設置錯誤，抒寫框按鈕將不能正確識別。 

抒寫框尺寸 僅當選擇方形按鈕時需要設置，標準尺寸將會自動識別。 

筆跡識別 即設置畫筆最大識別尺寸，超過設定數值的筆跡，將會被識別為板擦。 

調整圖片質量 設置@獲取的圖片質量，數值越高，圖片畫質越好，佔用空間也越大。 

懸浮窗不透明度 調整懸浮窗不透明度，0 表示完全透明，255 表示不透明。 

筆跡粗細 即書寫筆跡的粗細，我們提供了最新/更細/較細/標準/較粗/更粗/最粗共七種選擇 



（圖 9）【高級設置】界面 

綁定會議 勾選之後，可自定義會議號，系統每次生成的會議號都會與之自動綁定，每次只需輸入自定義

會議號也可以加入會議；勾選顯示在懸浮窗處，自定義的會議號將顯示在懸浮窗上。 

選擇截圖屏幕 在有兩個顯示設備的情況下，您可以設置截圖主屏或是擴展屏上的內容。 

畫筆模式 【MARK 筆模式】適用於辦公環境，筆跡較粗；【粉筆模式】，適用於教學環境，筆跡較細。 

上傳圖片 勾選之後，所有參與會議的人均可通過 App 或微信公眾號上傳圖片到 POT。 

（圖 10）【系統設置】界面，根據個人需求自行設置 

登錄系統 根據個人需求自行勾選。 



本地保存 通過白板上的保存按鈕保存的板書將會保存到所設置的文件夾中。 

雲端同步 勾選之後，板書書寫內容截圖自動備份到雲端伺服器，可在亮點筆記中查看。 

語言 POT 的界面語言，目前支持簡體中文、繁體中文、英語以及日語。 

Step4：完成設置後，點擊保存即可（首次使用 POT 時，若接入抒寫框僅需設置按鈕類型與抒寫框方向，其他根

據需要自行設置） 

Step5：雙擊懸浮窗，或者點擊抒寫框上的【切換】按鈕，切換到 POT 畫板模式。  

（圖 11）POT 畫板模式 

右鍵菜單 說明 

清屏(F1)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1。 

保存(F2)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2。 

切換(F3)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3。 

上一頁(F4)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4。 

下一頁(F5)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5。 

紅筆(F6)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6。 

藍筆(F7)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7。 

黑筆(F8)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8。 



開始/停止分享

(F9) 

功能同抒寫框智能按鈕，快捷鍵 F9。 

恢復(F10) 恢復【清屏】前的白板內容，但不能恢復通過板擦擦除的內容（非清屏之後的物理擦除）。 

載 入 本 地 圖 片

(F11) 

在當前電腦里選擇一張圖片顯示到 POT 畫板上。 

Step6：在抒寫框里書寫，筆跡將實時同步到 POT 畫板中。 

 

白板家賬號註冊與管理 

註冊白板家賬號須提供真實的郵箱賬號（用於接收驗證郵件），公司名稱以及電話手機等聯繫方式，提交註

冊信息後，系統將發送一封激活郵件到您填寫的郵箱賬號中，根據郵件提示完成驗證，即完成註冊。 

1，使用 POT 註冊白板家賬號 

（圖 12）POT 註冊界面，填寫好資料點擊【註冊】，將向所填寫的註冊郵箱發送驗證郵件 

 



 
（圖 13）POT 發送激活郵件 

（圖 14）白板家驗證郵件，點擊【驗證鏈接】，進入驗證頁面 



 
（圖 15）成功激活提示，至此完成註冊 

2，使用 POT 找回密碼與修改資料 

（圖 16）忘記密碼界面，輸入所註冊的郵箱賬號，密碼

將發送到郵箱中。  

（圖 17）關於界面，可修改登錄密碼以及個人資

料，還可點擊【檢查更新】，更新至最新版本。 

3，使用 App 註冊白板家賬號 



(圖 18)App 註冊賬號界面 

說明：註冊流程參考「使用 POT

註冊白板家賬號」，App 與 POT 註

冊的賬號相互通用。  

（圖 19）修改資料界面 

說明：進入 App，點擊導航菜單

【我】再點擊賬號，即可修改資

料。 

（圖 20）忘記密碼界面 

說明：在【立即登錄】界面，點擊

【忘記密碼】，在此可找回密碼。 

 

 

 

POT 其他功能使用說明 

1，使用代理伺服器 

（圖 21），在登錄界面，點擊右上角紅圈處    按鈕，進入網路設置 



(圖 22) 網路設置界面 （圖 23）設置代理伺服器 

根據您所使用的代理伺服器類型選擇 HTTP 或 SOCKS，填寫伺服器地址、賬號與密碼（如果需要）。 

2，使用藍牙適配器（需配合使用藍牙版抒寫框使用） 

 
藍牙適配器，抒寫框端連接示意圖 



 
 

（圖 24）藍牙適配器，插入電腦 USB 插口 

 

 

使用白板家 App 加入會議 

 使用 POT 流程（會議發起者） 使用 App 流程（會議參加者） 

 分享電腦屏幕內容 

Step01 

啟動 POT，輸入賬號密碼，點擊【登錄】進入【開

始會議】界面，等待參會者掃描二維碼或輸入會議

號。 

使用會議號加入會議： 

啟動 App，點擊⊕按鈕，輸入【開始會議】界面上

的會議號。 

使用二維碼加入會議： 

點擊⊕按鈕，再點擊右上角掃描按鈕，掃描【開始

會議】界面上的二維碼，即成功加入會議。 

Step02 
點擊【開始會議】，會議正式開始。 點擊@按鈕，即可獲取到「會議發起者」電腦屏幕

上的內容。 

Step03 打開任意軟體或文檔，比如打開 PPT 文檔。 點擊@可以獲取到 PPT 屏幕截圖。 

 分享板書內容 



Step04 將智能抒寫框連接到電腦 USB 介面。  

Step05 
右鍵【懸浮窗】，選擇【設置】，進入【基本設置】，

首先設置按鈕類型（矩形或扇形）；再設置抒寫框

方向。設置完成點擊【保存】即可。 

 

Step06 
雙擊懸浮窗，或者點擊抒寫框上的切換按鈕，進入

到畫板模式。 

 

Step07 
在抒寫框上書寫，書寫的筆跡將同步顯示在 POT

畫板中。 

此時點擊@按鈕，即可獲取到板書截圖。 

 觀看板書與 PPT 直播 

Step08 

（若在畫板模式，請點擊抒寫框【切換】按鈕，退

出畫板模式），將 PPT 文件拖入懸浮窗，或者右鍵

【懸浮窗】選擇【打開 PPT】（在 PPT 左上角有閃

爍的紅點，表示正在直播狀態） 

點擊 App 主界面直播按鈕，進入直播模式。 

Step09 
開始放映 PPT。 點擊 PPT 標籤，切換到 PPT 直播狀態，即可實時

觀看 PPT 演示 

Step10 
若要板書直播，點擊【切換】按鈕進入模式，在抒

寫框上開始書寫。 

點擊白板標籤，切換到白板直播狀態，即可實時觀

看書寫內容。 

技巧提示 

1 
除了點擊抒寫框上的按鈕操控畫板或 PPT 外，還

可以通過快捷鍵控制。 

點擊獲取到的截圖，可以對圖片添加標籤與備註。

還可對圖片進行簡單編輯。 

2 

若 POT 與 APP 上登錄的賬號相同，可以將手機

中的照片上傳到 POT 畫板中。若勾選了【高級設

置】中的【上傳圖片】，則任意加入會議者都可以

上傳圖片。 

在直播的過程中，依然可以點擊@獲取屏幕截圖，

此時可以識別 PPT 文檔中的文本內容自動生成備

註。 

3 
若想停止分享，點擊懸浮窗上的白板家 Logo 按

鈕，灰色狀態即停止分享，再次點擊點亮 Logo 則

開始分享。 

若會議發起者點擊了停止分享，通過@將獲取不到

任何內容。 

4 
若沒有通過 POT 打開 PPT，參會者無法觀看 PPT

直播，但依舊可以觀看板書直播。 

 

 

使用白板家微信公眾號加入會議 

 使用 POT 流程（會議發起者） 使用微信公眾號流程（會議參加者） 



Step01 

啟動 POT 登錄，進入【開始會議】界面，等待參

會者掃描二維碼或輸入會議號 

使用二維碼加入會議：打開微信掃一掃，掃描【開

始會議】界面上的二維碼，此時若沒有關注公眾號，

根據提示關注公眾號後即成功進入會議。（也可先

關注公眾號，點擊公眾號菜單【掃一掃】掃描二維

碼加入會議） 

使用會議號加入會議：首先關注白板家公眾號，進

入公眾號，向公眾號發送@+會議號，即加入會議。 

Step02 
點擊【開始會議】，會議正式開始。 切換到公眾號菜單，點擊【@】按鈕，即可獲取電

腦屏幕截圖。 

Step03 將智能抒寫框連接到電腦 USB 介面。  

Step04 設置按鈕類型與抒寫框方向。  

Step05 
雙擊【懸浮窗】，或者點擊抒寫框上的【切換】按

鈕，進入到畫板模式。 

 

Step06 
在抒寫框上書寫，書寫的筆跡將同步顯示在 POT

畫板中。 

點擊【@】按鈕，即可獲取板書截圖。 

Step07 
點擊抒寫框【切換】按鈕，退出畫板模式，打開

PPT 文檔。 

點擊【@】按鈕，即可獲取 PPT 截圖。 

技巧提示 

1 
若勾選 POT 高級設置中的【上傳圖片】，任意加入會議者向公眾號發送圖片，將上傳到 POT 畫板中。

若不勾選，只有當前 POT 登錄賬號才可以上傳圖片，（此 POT 的登錄賬號須與當前微信號綁定） 

2 使用微信公眾號加入會議，無法觀看板書與 PPT 直播。 

3 點擊【@】按鈕獲取屏幕截圖後，可向公眾號發送備註信息，將自動生成亮點筆記。 

4 點擊公眾號菜單【會員服務】，可查看、搜索亮點筆記以及綁定/管理賬號等。 

 

 

使用 WebApp 加入會議 

 使用 POT 流程（會議發起者） 使用 WebApp 流程（會議參加者） 

Step01 

啟動 POT 登錄，進入【開始會議】界面，等待參

會者加入。 

電腦或手機瀏覽器訪問 http://web.boardat.com.

進入 WebAPP。 

點擊【Email Login】,輸入賬號密碼登錄，點擊



【 Quick start—bind meeting 】 或 者 點 擊

【input】，輸入@+會議號 

Step02 點擊【開始會議】，會議正式開始。 此時點擊菜單【@】按鈕，即可獲取電腦屏幕截圖 

Step03 將智能抒寫框連接到電腦 USB 介面。  

Step04 設置按鈕類型和抒寫框方向。  

Step05 
雙擊【懸浮窗】，或者點擊抒寫框上的【切換按鈕】，

進入到畫板模式。 

點擊【@】按鈕，即可獲取畫板截圖。 

Step06 
點擊抒寫框【切換】按鈕，退出畫板模式，打開 PPT

文檔。 

點擊【@】按鈕，即可獲取 PPT 截圖。 

技巧提示 

1 點擊【Quick start—add note】或者點擊【input】，輸入備註內容發送後，可自動生成亮點筆記。 

2 點擊【Quick start—highlight record】，可查看、搜索亮點筆記。 

3 WebApp 暫不支持觀看板書與 PPT 直播，以及向 POT 畫板上傳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