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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电子白板系统，包括：触摸

显示模块、切换控制模块和录播模块，还包括：板

书书写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板书工具；便捷工

具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便捷操作工具；学科学

习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学科学习单元；云端通

信模块；开关电源模块，与触摸显示模块连接；智

能监管模块，分别与触摸显示模块、录播模块、切

换控制模块、板书书写模块、便捷工具模块、学科

学习模块、云端通信模块、开关电源模块和开关

电源模块连接。本发明可以集多媒体教学、云端

通信、动态板书教学等多样化功能于一体，可以

辅助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大大提升远程在线的课

堂效率，同时满足老师的授课需求和学生的听课

需求，且能适应当前丰富多彩的多样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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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白板系统，包括：触摸显示模块、切换控制模块和录播模块，所述触摸显示

模块和所述录播模块分别与所述切换控制模块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板书书写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板书工具，用于在所述触摸显示模块中执行板书操作；

便捷工具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便捷操作工具，用于在所述触摸显示模块中执行便捷

操作；

学科学习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学科学习单元，用于向学习者提供不同类型的课程学

习内容；

云端通信模块，其用于将所述录播模块录制学习者与授课者之间的互动音视频数据进

行资源共享；

开关电源模块，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连接，用于接通或断开所述触摸显示模块；

智能监管模块，分别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所述录播模块、所述切换控制模块、所述板

书书写模块、所述便捷工具模块、学科学习模块、云端通信模块、开关电源模块和所述开关

电源模块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屏幕亮度调节模块，分别

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和所述智能监管模块连接，用于调节所述触摸显示模块的屏幕亮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板书书写模块包括：铅笔和/

或荧光笔和/或激光笔和/或钢笔和/或毛笔和/或印章笔和/或纹理笔和/或排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板书书写模块还包括：橡皮

擦、字体大小调整单元、字体颜色调整单元、字体类型调整单元、线条调整单元和字体输入

单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捷工具模块包括：粘贴板

和/或放大镜和/或聚光灯和/或幕布和/或喷桶和/或截图和/或截屏和/或浏览器和/或计

算器和/或日历和/或时钟和/或计时器和/或板中板和/或锁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学科学习模块包括：语文学

习单元和/或数学学习单元和/或英语学习单元和/或化学学习单元和/或生物学习单元和/

或物理学习单元和/或地理学习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包括：位于同

一平面上的第一玻璃导光板、第二玻璃导光板和第三玻璃导光板，所述第三玻璃导光板位

于所述第一玻璃导光板和所述第二玻璃导光板中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录播模块包括：录播面板，其

通过插拔式接口安装在电子白板中，在所述录播面板上设置有多个视频接线端和多个音频

接线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监管模块包括：屏幕大

小调整单元，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连接，用于调整所述触摸显示模块的屏幕尺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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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白板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在线教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子白板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智慧课堂越来越受欢迎。因

此，电子白板慢慢涌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电子白板属于一款较新的科技产品，通常用在教学

课堂中，其结合计算机和投影机，可以实现无纸化办公及教学，它使用触摸屏进行输入，相

对于投影机、普通黑板更加智能化。

[0003] 目前现有技术中的电子白板，由于其通过计算机与投影机相结合，仅仅可以实现

液晶触摸、推拉、投影等功能，但是随着课堂内容越来越丰富，老师上课需求或学生听课需

求也越来越多，传统的投影式电子白板其功能较为单一，显然其无法满足当前的课堂需求

且也无法适应多样化的智能远程在线教育模式。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子白板系统，以解决传统的投影式电子白

板其功能较为单一，显然其无法满足当前的课堂需求且也无法适应多样化的智能远程在线

教育模式的问题。

[0005] 根据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子白板系统，包括：触摸显示模块、切

换控制模块和录播模块，所述触摸显示模块和所述录播模块分别与所述切换控制模块连

接，还包括：

[0006] 板书书写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板书工具，用于在所述触摸显示模块中执行板书

操作；

[0007] 便捷工具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便捷操作工具，用于在所述触摸显示模块中执行

便捷操作；

[0008] 学科学习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学科学习单元，用于向学习者提供不同类型的课

程学习内容；

[0009] 云端通信模块，其用于将所述录播模块录制学习者与授课者之间的互动音视频数

据进行资源共享；

[0010] 开关电源模块，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连接，用于接通或断开所述触摸显示模块；

[0011] 智能监管模块，分别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所述录播模块、所述切换控制模块、所

述板书书写模块、所述便捷工具模块、学科学习模块、云端通信模块、开关电源模块和所述

开关电源模块连接。

[0012]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第一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还包括：屏幕

亮度调节模块，分别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和所述智能监管模块连接，用于调节所述触摸显

示模块的屏幕亮度。

[0013]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第二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所述板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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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包括：铅笔和/或荧光笔和/或激光笔和/或钢笔和/或毛笔和/或印章笔和/或纹理笔

和/或排刷。

[0014] 结合第一方面第二实施方式，在第一方面第三实施方式中，所述板书书写模块还

包括：橡皮擦、字体大小调整单元、字体颜色调整单元、字体类型调整单元、线条调整单元和

字体输入单元。

[0015]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第四实施方式中，所述便捷工具模块包括：粘贴板和/

或放大镜和/或聚光灯和/或幕布和/或喷桶和/或截图和/或截屏和/或浏览器和/或计算器

和/或日历和/或时钟和/或计时器和/或板中板和/或锁屏。

[0016]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第五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所述学科学习

模块包括：语文学习单元和/或数学学习单元和/或英语学习单元和/或化学学习单元和/或

生物学习单元和/或物理学习单元和/或地理学习单元。

[0017]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第六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所述触摸显示

模块包括：位于同一平面上的第一玻璃导光板、第二玻璃导光板和第三玻璃导光板，所述第

三玻璃导光板位于所述第一玻璃导光板和所述第二玻璃导光板中间。

[0018]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第七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所述录播模块

包括：录播面板，其通过插拔式接口安装在电子白板中，在所述录播面板上设置有多个视频

接线端和多个音频接线端。

[0019]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第八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子白板系统，所述智能监管

模块包括：屏幕大小调整单元，与所述触摸显示模块连接，用于调整所述触摸显示模块的屏

幕尺寸大小。

[0020] 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0021] 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子白板系统，包括：触摸显示模块、切换控制模块和录播模块，

触摸显示模块和录播模块分别与切换控制模块连接，还包括：板书书写模块，其包括多种类

型板书工具，用于在触摸显示模块中执行板书操作；便捷工具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便捷操

作工具，用于在触摸显示模块中执行便捷操作；学科学习模块，其包括多种类型学科学习单

元，用于向学习者提供不同类型的课程学习内容；云端通信模块，其用于将录播模块录制学

习者与授课者之间的互动音视频数据进行资源共享；开关电源模块，与触摸显示模块连接，

用于接通或断开触摸显示模块；智能监管模块，分别与触摸显示模块、录播模块、切换控制

模块、板书书写模块、便捷工具模块、学科学习模块、云端通信模块、开关电源模块和开关电

源模块连接。本发明可以集多媒体教学、云端通信、动态板书教学等多样化功能于一体，可

以辅助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大大提升远程在线的课堂效率，同时满足老师的授课需求和学

生的听课需求，且能适应当前丰富多彩的多样化教学。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子白板系统的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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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子白板系统的板书书写模块的结构示意框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子白板系统的便捷工具模块的结构示意框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子白板系统的学习学科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子白板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

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子白板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触摸显示模块1、切换控

制模块2和录播模块3，触摸显示模块1和录播模块3分别与切换控制模块2连接，在图1中，还

包括：板书书写模块4、便捷工具模块5、学科学习模块6、云端通信模块7、开关电源模块8和

智能监管模块9。

[0031] 其中，板书书写模块4，其包括多种类型板书工具，用于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执行板

书操作。此处的板书书写模块4便于授课者或学习者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进行板书书写操

作，进而可以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显示出不同的字体和/或图形，最终使得授课者可以更加

形象展示授课内容以及使得学习者更加直观且清晰地观看电子白板的触摸显示模块1中的

内容。

[0032]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板书书写模块4

包括：铅笔和/或荧光笔和/或激光笔和/或钢笔和/或毛笔和/或印章笔和/或纹理笔和/或

排刷。

[0033] 当本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处于板书状态，可以利用上述板书书写模块4中的

铅笔、纹理笔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书写，例如：当美术老师讲课时，正在讲述素描课程，可以

使用铅笔和纹理笔示例一些图案线条、纹理或使用排刷涂饰色彩。

[0034] 当本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处于板书状态，可以利用上述板书书写模块4中的

荧光笔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书写，例如：当老师正在进行多媒体教学时，为了突出重点引起

学生的注意，可以使用上述中的荧光笔进行批注或标注。

[0035] 当本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处于板书状态，可以利用上述板书书写模块4中的

激光笔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书写，例如：当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为了与听课的学生进行互

动，可以使用激光笔发出激光朝向即将提问的学生，显然，这给老师上课也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

[0036] 当本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处于板书状态，可以利用上述板书书写模块4中的

钢笔或毛笔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书写，例如：当书法老师讲课时，为了在电子白板上示意，可

以使用钢笔或毛笔示例不同字体。

[0037] 当本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处于板书状态，可以利用上述板书书写模块4中的

印章笔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书写，例如：当老师在电子白板上批阅试卷时，某一名学生的试

卷成绩较好，老师可以使用印章笔进行批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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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在图2中，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板书书写模块4还

包括：橡皮擦、字体大小调整单元、字体颜色调整单元、字体类型调整单元、线条调整单元和

字体输入单元。例如：当老师在电子白板上不小心发生书写错误时，可以使用橡皮擦进行擦

除，因此，使用起来相当便利，可以实现边写边擦，并且在擦除过程中完全仿真实物板擦。例

如：当老师在电子白板上板书时，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通过字体大小调整单元调整不同字体

大小，通过字体类型调整单元调整不同字体类型，选择宋体或楷体或黑体等，通过线条调整

单元调整线条的粗细，通过字体输入单元可以切换全拼输入法或微软拼音输入法等。因此，

板书书写模块4在板书书写过程中相当便利。

[0039] 其中，便捷工具模块5，其包括多种类型便捷操作工具，用于在触摸显示模块1中执

行便捷操作。此处的便捷工具模块5可以给用户提供便捷操作，便于用户日常办公或教学。

[0040]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便捷工具模块5

包括：粘贴板和/或放大镜和/或聚光灯和/或幕布和/或喷桶和/或截图和/或截屏和/或浏

览器和/或和/或计算器和/或日历和/或时钟和/或计时器和/或板中板和/或锁屏。

[0041] 例如：当老师在课堂讲课时，在新建的Word文件中可以使用粘贴板进行文字粘贴

或使用放大镜进行文字放大。

[0042] 例如：当老师在讲课时，为了投影方便，可以使用幕布进行多媒体投影。

[0043] 例如：当老师上美术课时，可以使用喷桶喷涂颜色。

[0044] 另外，上述中的截图、截屏、浏览器、计算器、日历、时钟、计时器、板中板、锁屏可以

给用户日常办公或老师在线教学带来很大便利，可以减轻教师上课时所需要携带教具的数

量；可辅助教师丰富课中的环节设计，从而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课堂效率。上述中的板中

板，可以方便老师把相关通知和课堂笔记不停地追加在板中板中，下课时发送给学生。

[0045] 其中，学科学习模块6，其包括多种类型学科学习单元，用于向学习者提供不同类

型的课程学习内容。

[0046]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学科学习模块6

包括：语文学习单元和/或数学学习单元和/或英语学习单元和/或化学学习单元和/或生物

学习单元和/或物理学习单元和/或地理学习单元。学科学习单元支持不同学科学习单元的

模式切换，可以在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生物、物理、地理等7大类学科中切换，每类学科学

习单元所包含的教学素材和学科教学工具分别归类在对应的学科模式下，方便不同学科老

师快速选取学科素材或学科工具。例如，语文学科学习单元包含不同阶段的语文课程学习

教材内容以及与语文相关的教学工具，语文课程学习教材内容包括与语文相关的音视频,

该教学工具包含汉字底格书写工具、拼音底格书写工具等。例如：数学学习单元包含不同阶

段的数学课程学习素材内容以及与数学相关的教学工具，数学课程学习教材内容包括与数

学相关的音视频,该工具包含公式识别、量角器、直尺、圆规和三角板以及与数学相关的画

图工具，在数学画图工具菜单中可以选择二维和三维图形，也可以通过量角器直接画角度、

还可以通过圆规画弧度和扇形，通过直尺画直线，并且能标注角度、半径和长度，也可以通

过图形智能识别画各种不规则图形。例如：英语学习单元包含不同阶段的英语学习素材内

容以及与英语相关的教学工具，英语课程学习教材内容包括与英语相关的音视频,该工具

包含不同类型英语词典、音标学习工具、英语单词拼写板工具等。例如：化学学习单元包含

不同阶段的化学素材内容以及与化学相关的教学工具，化学课程学习教材内容包括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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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音视频,该工具包含元素周期表、化学反应式表等。例如：生物学习单元也包含不同

学习阶段的生物学习素材内容以及与生物相关的教学工具，生物课程学习教材内容包括与

生物相关的音视频,该工具包含显微镜、动物细胞、植物细胞、有丝分裂、减数分裂、DNA和人

体器官样本素材库等。例如：物理学习单元也包含不同学习阶段的物理学习素材内容以及

与物理相关的教学工具，物理课程学习教材内容包括与物理相关的音视频,该工具包含天

平、秒表、万用表、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等。例如：地理学习单元包含不同阶段的历史素材

内容以及与历史相关的教学工具，该工具包含地球仪,地理课程学习教材内容包括与地理

相关的音视频。本发明实施例中学科学习模块6支持不同学科场景切换，在不同学科模式

下，可以自动切换黑板背景和主题，快速将学生带入学科环境中，从而提高学生对学科知识

的理解程度。

[0047] 其中，云端通信模块7，其用于将录播模块3录制学习者与授课者之间的互动音视

频数据进行资源共享。云端通信模块7可以是服务器，也可以是其它终端设备，用于存储老

师在课堂上授课的具体动态过程，例如：可以将老师板书以及与学生互动的具体细节以课

件方式通过云端通信模块7上传至云端，或者，将老师板书以及与学生互动的具体细节以课

件方式生成二维码分享至各终端设备的微信群中。因此，本发明实施例通过云端通信模块7

可以实现远程在线学习，增强不同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0048] 其中，开关电源模块8，与触摸显示模块1连接，用于接通或断开触摸显示模块1。例

如：通过开关电源模块8可以断开触摸显示模块1使得电子白板处于待机状态，此时电子白

板的画面呈现黑色状态，如同普通黑板一样，可以使用粉笔在当前黑色状态书写文字；例

如：通过开关电源模块8可以接通触摸显示模块1使得电子白板处于工作状态，此时电子白

板的画面呈现亮光状态，可以执行触摸操作。

[0049] 其中，智能监管模块9，分别与触摸显示模块1、录播模块3、切换控制模块2、板书书

写模块4、便捷工具模块5、学科学习模块6、云端通信模块7、开关电源模块8和开关电源模块

8连接。此处的智能监管模块9为了监管各模块，使得各模块可以正常工作。

[0050]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智能监管模块9包括：屏幕

大小调整单元，与触摸显示模块1连接，用于调整触摸显示模块1的屏幕尺寸大小。例如：将

触摸显示模块1的显示屏调整成大尺寸或小尺寸，在大尺寸状态下，可以展示教学内容，在

小尺寸状态下，可以集中控制系统的开启、关闭、课程录制等。因此，屏幕大小调整单元可以

满足用户使用不同尺寸的触摸显示模块1的不同需求。

[0051]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还包括：屏幕亮度调节模块10，分别与触摸显示

模块1和智能监管模块9连接，用于调节触摸显示模块1的屏幕亮度。如果触摸显示模块1的

亮度太亮，不但浪费电能，而且还会发生反光现象，不利于学习者观看屏幕，如果学习者长

期处于这种过亮状态下观看屏幕，导致学习者的视力下降。

[0052]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触摸显示模块1包括：位于同一平面上的第一玻

璃导光板11、第二玻璃导光板12和第三玻璃导光板13，第三玻璃导光板13位于第一玻璃导

光板11和第二玻璃导光板12中间。如图-所示，其中，第一玻璃导光板11用于教学书写，此处

的教学书写一般指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通过粉笔或马克笔在第一玻璃导光板11上进行文

字书写或标记，第一玻璃导光板11为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所以第一玻璃导光板11可以清

晰地呈现出教师书写的文字或标记。第二玻璃导光板12，用于教学书写和/或展示教学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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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或多媒体教学课件画面。此处的教学录制画面一般为教室中的所有环境画面，多媒体

教学课件一般为辅助教师教课的PPT或Word。第三玻璃导光板13位于第一玻璃导光板11与

第二玻璃导光板12之间，与第一玻璃导光板11与第二玻璃导光板12形成同一平面的整体结

构，第三玻璃导光板13展示的课件内容是通过主机读取其存储的多媒体课件信息或存储器

件存储的多媒体课件信息。

[0053]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上述中的录播模块3包括：录播面板14，其通过

插拔式接口安装在电子白板中，在录播面板14上设置有多个视频接线端和多个音频接线

端。录播面板14将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课内容进行全程录制，可实现远程直播。传统的录播设

备与黑板独立设置导致整体占用空间较大，不便于安装。本实施例中的录播面板14通过插

拔式的方式安装在电子白板中，可节约很多空间，插拔式安装方式便于用户随时检修录播

面板14。

[0054] 上述中的切换控制模块2可以实现多媒体教学与板书黑板状态的屏幕切换，以及

音视频数据的切换。

[0055] 因此，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电子白板系统，集多媒体教学、云端通信、动态板书教学

等多样化功能于一体，可以辅助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大大提高了远程在线的课堂效率。同

时，也可以提供更为方便的教学模式，让老师上课更轻松，进而扩大了课堂知识容量，提高

了教学质量；生动、形象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融入其中，乐在其中；同时也使学生对学习更感

兴趣，激发学生的好学性。最终，能够满足老师的授课需求和学生的听课需求，能够适应当

前丰富多彩的多样化教学。

[0056]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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