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神笔智能书写板（smartpad）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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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丰神笔概要说明 

       丰神笔采用电磁感应技术（EMR, electro magnetic resonance），跟踪捕捉

你的书写笔画，可在普通纸上利用圆珠笔书写，实时将笔迹同步到你的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也可以将圆珠笔芯替换为无墨的触控笔心，在数位板

（tablet）上直接书写，传输到你的移动设备或电脑。无源的书写数字笔带给你

轻巧与方便性。超高精度与压感笔触设计，让你运笔流畅，尽显笔锋神韵。超大

书写感应范围与多种连接传输方式，可满足你的应用场景需求。 

       通过SDK集成，硬按钮的设计，包括主页、纸笔对位、横竖切换、提交，可

提升操作的灵活性与效率。在A4书写区的外缘设置了总共24个软按钮（功能

键），用户可自定义快捷键的功能，提升各种应用场景操作的便利性。 

      丰神笔兼容鼠标模式，让你轻松植入现有的应用系统，超大书写范围与纸笔

对位特殊功能，使丰神笔成为教育行业纸屏同步的最佳工具，尤适合于微课录制

与互动教学、作业本数字化、班课学生数据采集、互动课堂、课外辅导等应用场

景。 

      你的常用的笔迹管理软件，如印象笔记、OneNote，可以直接使用丰神笔作

为输入设备，你也可以使用丰神笔操作第三方的笔记管理软件(app)，然后分享、

导出、或通过SNS传输到互联网的任何角落。 

      丰神笔的横竖切换功能，让商业人士与设计师们更容易进行商务协作与协同

设计。业务汇报与签批流程更方便、更灵活。超过20年的互动工艺与经验累积，

丰神笔具有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丰神笔可以体现多功能 

 智能书写板 smartpad 

 数字笔记本 digital notepad 

 智能笔 smartpen 

 数位板 digital tablet 

 纸笔互动板 pen-paper pad 

 数字作业本 digital exercise notebook 

 

 

 

  



2. 快速安装指南 

2.1 包装内容清单与图示 

 

2.1.1   丰神笔RF版 

 

   

 
 

 



2.1.2 丰神笔蓝牙版 

 
 

2.1.3  包装清单 

 

1. 电磁感应书写板 x 1块 

2. 数字电磁笔（带圆珠笔芯） x 1-2支（依据订单型号） 

3. 无线（RF）接收器 x 1个 （RF射频板的标配） 

4. USB充电线/数据线 x 1条 

5. 软按钮不干胶贴条（12个功能键）x 2张 

6. 软按钮不干胶贴条（8个答题键）x 1张 

7. 配件：圆珠笔芯 x 3支， 触控笔心 x 1支 

8. 保修卡 

9. 安装说明书 

10. 选件：电磁数字笔、替芯、替换快捷键贴条 

 

 



 
 

 

 

 

          2.2   操作环境  

2.2.1  丰神笔RF版 

          运行设备必须具备USB插槽，以便通过USB线缆连接丰神笔或通过射频

无线传输。 

Windows PC：WIN7, 8, 10 

Android 平板 

Mac 电脑 

 

2.2.2  丰神笔蓝牙版 

         二种连接电脑方式，包括USB有线连接与通过BLE传输协议无线连接设

备，连接台式机需要客户自备4.0蓝牙适配器，才能无线连接。通过BLE无线传

输连接Windows电脑时，Windows的版本需要WIN8或以上版本。 

        连接IOS与安卓系统移动端设备，需要师科微课 wkmk app. 

 

2.2.3  丰神笔WiFi版 （coming soon） 



          适合班课组网部署，通过路由器连接到电脑端，最多可连接60套智能书

写板，有关班课组网设备与班课部署，请洽我司。 

       

 

2.3  连接与启用 

 

2.3.1 USB连接：连接USB线缆到电脑的USB插槽，此为基本的连接模式，如

果你的电脑与平板电脑具备USB接口，通过有线连接即可开始使用，此

时操作模式默认为鼠标模式，可以直接运行大多数的应用程序。 

2.3.2 RF射频连接：将RF接收器插入电脑的USB插槽，系统会自动搜寻、连

接丰神笔，经过数秒钟之后即可完成，此时蓝色传输指示灯转为常亮状

态。 

2.3.3 蓝牙版的连接： 

第一步：确定你的移动设备的蓝牙设置为开启。 

第二步：蓝色传输指示灯慢闪，表示你的移动设备正在搜寻丰神笔。 

第三步：蓝色传输指示灯快闪，表示你的移动设备正在配对丰神笔。 

第四步：蓝色传输指示灯常亮，表示你的移动设备已完成配对连接。 

第五步：下载移动端（IOS或安卓）的app, 安装并运行app, 开始使用。  

下载与安装的步骤，只有在第一次使用该设备时才需要。 

2.3.4  按电源键启用，此时你可检视书写板的剩余电量。 

2.3.5  请随时检视琥珀色电池指示灯的状态。 

指示灯快闪：表示书写板低电量，应该充电了。 

指示灯慢闪：表示正在充电中。 

指示灯常亮：表示充电完成。 

2.4 app下载 

IOS：请联系我司。 

安卓：请联系我司。 

Windows: 请联系我司。 

2.5 系统偏好设置 

2.5.1 纸张或纸本的尺寸 

丰神笔的书写有效区是A4尺寸（210cm x 297cm）， 如果你的纸张或笔

记本小于A4尺寸（如A5、B5、 letter size），丰神笔的夹纸器可以固定

之。多张纸堆叠的有效感应厚度可达5mm, 约40张纸。惯用左右手设置 



2.5.2 传输设置 

 

3 硬按钮功能与操作 

 

3.1  硬按钮的操作需要集成丰神笔SDK或已完成的app应用程序，始克其功。 

3.2  HOME （回到第一页或主页）：在任何时间按下此键，应用程序会指引你回

到第一页（主页）。 

3.3  ALIGN （纸笔对位）：由于不同打印机的特性，打印件有可能与屏幕上显示

的位置有偏差，针对导入的试卷、作业本、表单输入等操作，此键让你可以微调

下笔的相对位置，获致毫米级的正确位置，一旦完成纸笔对位动作后，你在该页

面的书写就会不偏不倚，与屏幕上的位置完全吻合。纸笔对位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按下纸笔对位按钮。 

  第二步：选取纸张上的某一参考点，点击该点在屏幕上的可视位置。 

  第三步：点击该参考点在纸张上的物理位置，自动完成纸笔对位操作。 

3.3  VIEW （横竖切换）：丰神笔的特殊设计让你可以随时切换横向纸张或竖

（直）向纸张（纸本），请注意横放或竖放时笔迹的捕捉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文

字书写或绘图。 

3.4  SUBMIT （提交）：当你答题完毕，请按此键即可提交你的答卷。在提交之

前，你可以修改答案。对某些应用来说，提交按钮相当于发送（SEND）。 

 

 

 

4.    师科微课笔app 

 

4.1  安装师科微课 wkmk app之前，如有使用360安全卫士或电脑管家，请进行必要的

设置，详细步骤，请洽我司。 

 

4.2  师科微课录制电脑端 

4.2.1  丰神笔如通过RF射频连接或USB有线连接电脑，可支持Win7, Win8, 

Win10等版本系统。 

4.2.2  丰神笔如通过低能耗蓝牙（BLE）连接电脑，可支持Win10版本系统。连

接台式机电脑，需要用户自备4.0以上蓝牙适配器。 

 



4.3 师科微课移动端 

4.3.1  支持IOS， 安卓的智慧手机或平板电脑。 

4.3.2   通过BLE传输连接移动端设备。 

 

4.4 师科微课上传 

4.4.1  注册师科微课平台后，可上传微课到师科微课平台 www.wkmk.cn, 分发

微课。 

4.4.2  用户可通过师科微课客户端或微信，访问师科微课平台的微课内容。 

 

 

 

 

 

http://www.wkmk.cn/


 

 

5 师科专版微课笔软按钮（wkmk） 

北京师科积累多年微课录制软件开发与用户体验，携手北京高瑞思特，推出了RF版微课

笔与蓝牙微课笔。软按钮快捷键的说明如下。 

 

5.1   录制 （recording）: 开始同步录制音视频，如果上个动作

是暂停，按此键就是继续录制（resume recording）。 

5.2   暂停 （pause）: 暂停同步音视频录制。 

5.3   结束录制并保存 （save）: 保存当下的页面。 

5.4    白板 （whiteboard）: 进入白板模式，可选择白板材质与

背景颜色。 

5.5   PPT （PowerPoint）: 进入PPT操作模式。 

5.6    画笔模式 （pen mode）：限制光标区域为设定的工作区

域。 

5.7    红色（red）: 红色笔迹。 

5.8   黑色（black）: 黑色笔迹。 

5.9    白色（white）: 白色笔迹。 

5.10    上一页 （prev page）：在打开PPT的模式下，翻到上一

页。 

5.11    下一页 （next page）：在打开PPT的模式下，翻到下一

页。 



 

5.12    全屏 （full screen）: 进入全屏操作模式。 

 

5.13    纸笔对位（align）：由于不同打印机的特性，打印件有可

能与屏幕上显示的位置有偏差，针对导入的试卷、作业本、表单输入等操

作，此键让你可以微调下笔的相对位置，获致毫米级的正确位置，一旦完成

纸笔对位动作后，你在该页面的书写就会不偏不倚，与屏幕上的位置完全吻

合。纸笔对位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点触纸笔对位按钮。 

  第二步：选取纸张上的某一参考点，点击该点在屏幕上的可视位置。 

  第三步：点击该参考点在纸张上的物理位置，自动完成纸笔对位操作。 

 

5.14   区域映射 (area mapping)：快速纸屏同步手段，将你的书

写区映射到屏幕的特定区域，尤其适合于行业应用或表单处理系统，或是将

主观题答案映射到大面积作业纸上。举例言之，区域映射的功能，就是我写

的是比较小的字，可以映射到ppt上比较大的区域，很方便，不用后期再处

理。 

 

5.15    撤销 （undo）: 撤销上一个动作。 

5.16     重做 （redo）: 重做上一个动作。 

5.17     放大 （zoom in）: 放大所选的区域或物件。 

5.18     缩小 （zoom out）: 缩小所选的区域或物件。 

5.19    细笔划 （thin strokes）: 细笔划呈现在屏幕上。 

5.20    中笔画 （moderate strokes）: 中等线条呈现在屏幕上。 



5.21    粗笔画 （thick strokes）: 粗线条呈现在屏幕上。 

5.22      鼠标模式 （mouse mode）: 进入全屏鼠标模式。 

5.23      摄像 （camera）：拍摄头像插入（导入）到微课屏幕。 

5.24       清屏 （clear all）: 一键清除屏幕上的页面。 

      

5.25 数字键（答题键） 

 

 
 

5.26    横竖切换（orientation）：丰神笔的特殊设计让你可以随

时切换横向纸张或竖（直）向纸张（纸本），请注意横放或竖放时笔迹的捕捉

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文字书写或绘图。   

 

 

5.27 师科微课移动端图标说明 

 

 
 

 



序号 图标 功能说明 

1 

 

连接蓝牙板，如果已经连接，再次单击断开蓝牙板。 

部分机型需要开启定位功能。 

2 

 

小手，用于操作图片，可以复制、删除、旋转、横屏填充

和竖屏填充。该模式下，手触动画板不会留下笔迹 

3 

 

画笔，操作画板模式，点击可以选择画笔的颜色，设置画

笔的粗细。该模式下，不能操作图片 

4 

 

橡皮擦模式，只能擦除笔迹，不会损毁图片。可以通过画

笔的粗细控制橡皮擦大小。 

5 

 

给画板添加图片。 

6 

 

清除功能，分别有清除本页笔迹，清除本页所有内容，删

除本页三个子功能。 

7 

 

将笔迹回退到上一步 
 

8 

 

如果笔迹会退了，将笔迹重绘一步。 

9 

 

点击该控制，开始录制屏幕。不能断开，可以将录制的内

容直接保存。 

10 

 

重新开始录制。 

11 

 

翻页功能，上一页。 

12 

 

翻页功能，下一页。 
 

13 

 

新增一页，也可以定位在两页之间，插入新的一页。 
 



14 

 

预览功能，非录制状态下按钮，进入本地视频管理库。 

15 

 

录制状态下按钮，完成录制 

 

 

 

6 操作模式 

6.1 默认鼠标兼容模式：如可以直接使用Word2013的墨迹工具。 

6.2 使用第三方笔记管理软件 

6.3 纸笔互动纸屏同步模式 

6.4 触控数位笔模式 

丰神笔智能书写板的圆珠笔芯可随时替换成触控笔心，你可以在特殊材料制作的

数位板上书写、画画、制图，连接到电脑或移动设备，你所有的书写或作品，直

接在屏幕上呈现，可以编辑、着色、保存、分享。高精度的分辨率、书写区大面

积的感应、0.26mm的精度、与2014级的压感笔，让你可以充分发挥，体验作品

美化的极致。 

6.5 班课老师端专用丰神笔与班课软件 （有偿定制） 

班课老师端配置了老师专用的图标条，提供快捷键功能，以便进行传输服

务、接入管理、班课设置、学生注册、题库管理、手写识别、随堂测验、答

题操作、测评、答题统计、展示等。 

 



 
 

 

6.6 WiFi版班课部署 

 

通过WiFi路由器部署班课传输服务软件，可实现最多60台丰神笔WiFi版的无

线连接。远程客户端也可以参加班课。实施步骤请洽我司。 

 

 



 

 

 

 

7   故障排除 

 

7.1 RF版的接收器重配置步骤 

7.1.1 将2.4G RF接收器插入电脑的USB插槽 

7.1.2 书写板头部靠近 2.4接收器 

7.1.3 按下Home 键，同时按下电源按钮，等 5秒钟，蓝色灯闪烁表示正在

配对. 

7.1.4 蓝色传输灯常亮表示配对完成，松开电源键与 Home 键。 

 



 

8   常见问题 

 

8.1 SDK应用程序开发包，如果需要SDK以便开发应用程序，请联系我司。 

8.2 长时间（超过3个月）不使用丰神笔时，书写板可能进入低电压保护模式，

没法正常操作，此时请用5伏特1安培的电源适配器充电3小时以上，然后开

机使用。 

 

9   丰神笔技术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