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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装说明  

1，在随数字高清视频展台附赠的光盘中找到吉星教学助手软件（以下简 

称助手软件）安装文件，如下图 1.1 所示，双击进行安装（注：WIN7/8请右击

以管理员身份安装）； 

 

图 1.1 安装程序 

 

2，双击安装程序后会弹出安装向导，如图1.2 所示，用户可以根据向导提 

示一步步进行安装，如要继续，请点击下一步； 

 

图 1.2 安装向导初始界面 

3，安装位置选择界面，如图1.3 所示，默认安装位置的话请直接点击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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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即可，如用户需要自行选择安装路径，可以点击浏览按键，会弹出路径选择菜 
单（如图1.4 所示），选择完路径后，点击确认，目标文件夹即改为用户自行设 

置的路径；确认后点击下一步即可 

 

图 1.3 安装位置选择界面 

 

图 1.4 自定义安装路径选择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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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路径选择完下一步后，会来到确认安装界面，如下图1.5 所示，在此 
界面上，会出现安装信息，如用户确认可以点击下一步即可；如用户有疑问，可

以点击上一步重新设置安装路径； 

 

 

图 1.5 确认安装界面 

5，点击确认安装下一步后会出现安装状态界面，如图1.6 所示，会出现安装进

度条，如果要停止安装，点击取消即可退出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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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安装状态界面 

6，进度条完成后，会出现安装完成界面，如图1.7 所示，点击关闭即可； 

 

图1.7 安装完成界面 

 

7，完成后会在桌面上自动创建助手软件的快捷方式，如图1.7所示，如用户需要

使用双击快捷方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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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桌面快捷方式 

 

注：xp和win7系统需要安装ffdshow补丁才可正常使用此软件(如果原先已装过

解码器，可以不需要再安装)； 

双击ffdshow.exe安装文件进行安装，如下图： 

 

 

 

在出现的以下ffdshow安装界面时，全部按默认选项，点击“Next”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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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简介  

安装完成后，打开程序来到功能启动界面（如下图2.1 所示），有5 大功能 
可供用户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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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功能启动界面 

实物展台——高清的实物展示，高度的实物投影，2 分或4 分屏对比教学，简洁易用的白板

标注； 

 

电脑桌面——释放桌面，展示电脑中预先准备好的文档、视频等，并且提供非常方便的 

白板标注小工具； 

 

微课录制——可以把用户电脑屏幕指定的区域显示即时录制成微课视频文件； 

 

备课宝——1 秒钟快速抓取文档图像到桌面或正在编辑的PPT、WORD 中； 

 

内容管理——对文档进行高分辨率扫描并编辑、归档、管理、存档。 

 

功能盘——在助手软件选择其中一项功能后，功能盘则会自动缩小放置在屏幕的右下角 

（扫描功能除外在右上角）如图2.2 所示，供用户随时切换助手软件的各个功能模块，起到 

模块间桥梁作用，并且可以用鼠标点住功能盘边缘将其移动到屏幕任何位置，方便，快捷； 

 

 
图 2.2 功能盘 

 

 

 

功能盘Menu菜单——是针对助手软件各个功能模块的辅助选项，如图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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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功能盘中央的Menu 菜单后出现选项菜单，其中有4 个选项： 

 

图 2.3 功能盘 Menu菜单 

 

1， 回到主界面：可以返回到助手软件启动界面； 

2， 系统设置：可以设置输出图片格式、图片命名方式、存储路径等 

 

3， 关于我们: 可以看到包括软件当前版本号； 

4， 退出: 直接退出软件回到桌面； 

三  扫描管理  

3.1 图片库 

点击“功能启动界面”中得“内容管理”按键，首先进入到图片库界面（如 
图3.1 所示），主要针对已经拍摄下的图片进行相应的编辑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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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图片库界面 

 

工具栏功能说明： 

 

图 3.2 图片库界面最上方工具栏 

 

1）  

鼠标点击此路径可以直接在windows 系统中打开此文件夹； 

 

2）  ，点击后进入使用数字高清视频展台进行图采集的界面； 

3） ，点击后打开微课平台，如下图： 

 
微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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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图片库中所选定的图片进行压缩装订，形成一个类似电子书的文档格式 

；双击压包后的文件会进入压包文件浏览界面，在这个界面中可以对压包

后的文件进行电子书方式阅览，如图3.3 所示； 

 

 

图3.3 压包文件浏览界面 

5）  对于已经装订的文件进行解开； 

6） 对图片库中指定的图片进行删除，并弹出对话框要求确认是否放入回收站内 

7） 将图片库中指定的图片导出软件， 并会弹出存放位置选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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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选择的位置自动导出； 

8）  将图片库中指定的图片直接转化为PDF 格式的文档  

9）  将图片库中的文档，以用户系统默认的Email 的形式直接编辑发送，前提是

用户在使用该功能前必须已经配置完成系统的默认邮件方式； 

10） 将图片库中的文档，以用户系统默认的打印机直接进行打印，前提是用户在

使用该功能前必须已经配置完成系统的默认打印机，并保证打印机能够正常使用； 

11）  选定图片库中的图片后，点击按键直接进入实物展台界面中； 

3.2 图片采集  

点击图片采集按钮后，会来到图片采集界面（如图3.4 所示），在进入前， 
请确保数字高清视频展台已经正确连接到主机上，否则软件会出现“请选择相关

视频”提示，此时，请关闭软件后重新连接数字高清视频展台设备后重新启动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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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图片采集界面 

 

3.2.1 左侧工具栏（从上至下顺序）  

 存储文件夹选项，用户可以自定义把拍摄的文件保存

的想要存放的路径中去，如果用户选中想要的路径后，点击确认即可生效； 

 视频设备选择菜单，可以显示用户主机上目前所有的摄

像头设备，并且可以随意切换当前显示区域的摄像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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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分辨率不选项，针对不同型号的数字高清视频

展台支持不同的分辨率，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到最佳的分辨率； 

 图片质量选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把拍摄的

图片质量进行调整，质量越高，图片保存的大小越大； 

 打开辅助摄像头选项，把选项前的方块选中打钩，会在显

示区域 

 出现辅助摄像头窗口； 

旋转按钮：可以将显示的图片整体进行旋转，左边按键为逆时针旋

转，右边按键为顺时针旋转，每次点击旋转幅度为9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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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视频显示的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用户可以按照

自行需要进行相应调节，调节按钮从左至右递增；曝光度可以打勾自动曝光，也可以手

动调节（不打勾） 

 视频灰度、去噪、去黑边和纠斜功能选项； 

 自动记住用户在以上2 个功能设置的选项，下次再打开，自动设

置为上次设置好的选项； 

 

 

3.2.2 下侧工具栏（从左至右顺序）  

 
图 3.6 图片采集界面下侧工具栏 

 返回到图片库按键； 

 旋转按钮：可以将显示的图片整体进行旋转，左边按键为逆时针旋转，

右边按键为顺时针旋转，每次点击旋转幅度为90 度； 

 调节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片放大和缩小功能，左侧边为缩小，

最小为正常比例的20%；右侧为最大，为正常比例的200%（注：通过鼠标的滚轮上下滚

动亦可达到放大缩小功能）； 

 1:1 放大模式，使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到100%显示状态； 



吉星科技教学助手软件使用说明                                     广州市吉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 

 

 适合屏幕模式，把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适合屏幕显示的状态，一

般是显示整个A4 幅面大小； 

 把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全屏幕显示方式； 

 截取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中的拍摄区域，点击可以用鼠标框出需要截取的区

域，然后选择拍摄按钮即可；如要退出截取功能，可以再次点击截图按键； 

 拍摄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点击拍摄后，图片会直接显示在界面右侧的区域，

以便用户查询； 

 连拍功能，点击后会出现连拍设置界面

，在连拍张数和

间隔时间选项后都有下拉菜单供用户选择，在确认设置完成后， 点击开始就会按照设

置的张数和间隔时间，进行拍摄，连拍过程中可以随时点击 ,对连拍进行相

关的控制。 

3.3 图片浏览  

通过图片库中保存的图片双击或者在图片采集后，在右侧图片类表中双击已经拍摄保存的图

片，会来到图片浏览的界面（如图3.7 所示），在本界面，可以对已经保存的图片进行浏览

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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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图片浏览界面 

3.3.1 左侧工具栏（从上至下顺序）  

3.3.1.1 基本修正  功能： 

 调节图片的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用户可以按照自行需

要进行相应调节，调节按钮从左至右递增； 

 自动调整功能：左侧剪刀图形的按键，是针对图片的外边黑框进

行自动裁切；而右侧的按键，是自动纠正图片的倾斜位置； 

 剪裁功能：在现有的图片中选定某一区域，如图3.8 所示，然后出现工具条

对截取的区域进行相应的操作；工具条 从左至右依次功能是：另存为、

复制、取消和确定，其中另存为可以把截取后的图片作为新图片保存到用户指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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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可以把当前的区域的图片复制下来，供用户黏贴到其他地方，如WORD。PPT、QQ 聊

天等；确定浏览剪裁区域，并可以让用户做进一步调整操作； 

 

图 3.8 剪裁操作画面 

 旋转按钮：可以将显示的图片整体进行旋转，左边按键为逆

时针旋转，右边按键为顺时针旋转，每次点击旋转幅度为90 度； 

 翻转按键：可以将图片的内容进行翻转，左侧按键为垂直

翻转，右侧按键为水平翻转； 

 

3.3.1.2 效果  功能： 

 



吉星科技教学助手软件使用说明                                     广州市吉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 

 

点击效果按键会出现高级自动调整效果的功能，其

中包括了灰度、二值化、反相、浮雕和锐化5 个效果按键，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节； 

 

 

 

 

 

 

 

3.3.1.3 公共按键： 

 撤销按键是针对用户本次所为功能调整进行取消，而恢复则

是将用户上一步的操作恢复回来； 

 应用按键是针对用户所有调整操作完毕后的一个保存操作，

而重置按键则是将用户的图片进行初始化操作，恢复到没有任何调整过得状态； 

 

3.3.2 下侧工具栏（从左至右顺序）  

 
图 3.9 图片浏览界面下侧工具栏 

 返回到图片库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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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片放大和缩小功能，左侧边为缩小，

最小为正常比例的20%；右侧为最大，为正常比例的200%（注：通过鼠标的滚轮上下滚

动亦可达到放大缩小功能）； 

 1:1 放大模式，使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到100%显示状态； 

 适合屏幕模式，把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适合屏幕显示的状态，一

般是显示整个A4 幅面大小； 

 全屏模式：把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全屏幕显示方式 

 选择图片框：可以将图片库中的图片进行选

择，左右箭头为前后图片滚动选择； 

 OCR识别，点击OCR，选择以下菜单选项，点击识别，即可自动识别。  

 

3.3.3 图片信息区域  

在图片浏览界面的右侧是图片信息区域（如图3.10 所示），其中显示了图片的文件格式、

文件名、图片大小、图片分辨率和图片创建的时间，并且可以对图片进行分级；鼠标双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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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备注栏的话，还可以输入文字，对当前图片进行相应的标注 

 

图 3.10 图片文件信息区域 

四  实物展台  

通过高像素视频设备，采集高清图像，实现图像压缩、图像处理、视频压缩等技术，实现实

物投影、高清视频预览、视频随意缩放旋转等功能；而且软件还具有白板、多点触控技术、

实现多点移动、缩放、旋转、辅助摄像头并同时打开双摄像头、即时录像立即生成播放文件

等辅助功能；其中有2 个模式：实物展示和对比教学 

4.1 实物展台模式 

点击功能盘中的展台按键，用户初始默认打开的是实物展台模式，主要针对的是数字高清视

频展台的俯拍和横拍摄像头的相应展示，通过下方工具栏、白板工具和功能盘实现实物展台

功能； 

 

图4.1 实物展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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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下侧工具栏（从左至右顺序）  

 图像调节按钮，点击后出现调节菜单 ，用户可以按照

自行需要进行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调节； 

 调节视频速度和清晰度的工具条，显示速度越流畅，清晰度越

低，靠左为速度优先，靠右为清晰度优先，用户可以根据自行需要调节当前的显示分辨

率； 

 调节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片放大和缩小功能，左侧边为缩小，

最小为正常比例的20%；右侧为最大，为正常比例的200%（注：通过鼠标的滚轮上下滚

动亦可达到放大缩小功能）； 

 1:1 放大模式，使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到100%显示状态； 

 适合屏幕模式，把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适合屏幕显示的状态，一

般是显示整个A4 幅面大小； 

 旋转按钮：可以将显示的图片整体进行旋转，左边按键为逆时针旋转，

右边按键为顺时针旋转，每次点击旋转幅度为90 度； 

 拍摄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 

 切换回对比教学模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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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白板工具 

1，切换鼠标和取消当前白板工具； 

2，画笔功能：提供3 支可自定义属性的画笔，每支笔都可以自

动记忆用户为其设置的线条、颜色、粗细和透明度4 种属性； 

3，闪线，又称魔术笔：在用户划线后2 秒内，痕迹会自动消失，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自定义线条、颜色、粗细和透明度4 种属

性； 

4，黑板擦； 

5，清空：清空屏幕上所有的白板工具痕迹； 

6，更改画笔所划的线条，点击出现的线条选择框，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并且程序会自

动记忆用户选择后的线条，下次开启无需另外重

新选择。 

7，画笔颜色选择按键，点击后会出现颜色选

择菜单，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给画笔选择

合适的颜色，并且自动记忆； 

 

 

 

 

 

 

8，画笔粗细选择按键，点击后出现选择菜单 

 

 

 

 

 

 

 

9，透明度选项：功能是调节画笔笔迹在屏幕上显示的透明度； 

 

图 4.2 透明度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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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级工具选项：点击展开后（如图4.3 所示）从左至右顺序包括了选中、矩形、圆形、

椭圆形、三角图形和文字输入6 个功能； 

 
图4.3 高级工具选项 

 

11，保存功能：相当于截屏的功能，点击后可以把整个屏幕的内容保存为图片格式，直接保 

存在助手程序的图片库中并显示实际保存的路径。  

 

 

 

4.2 对比教学模式 

通过展台界面和扫描界面中的对比教学按键，可以来到对比教学模式，主要功能是为了 

将数字高清视频展台拍摄的图片或用户本身自带的图片进行展示和比对的功能，并可以通过 

白板工具等进行调整和展示； 

 

4.2.1 分类 

在对比教学中主要有为3 种分类：整屏、2 分屏和4 分屏，分别如图4.5、图4.6、图4.7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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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整屏模式 

 

图 4.6 二分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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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四分屏模式 

4.2.2 下侧工具栏（从左到右顺序）： 

 图片库按键：点击后弹出的图片列表，如图4.8 所示，其中： 

1， 最小化按钮，可以将列表最小化，再次点击为还原； 

2， 上一张滚动按钮； 

3， 在图片库中所有图片文件的缩略图列表都依次竖直排列，用户可以通过 

鼠标直接把其中的图片拖曳到对比教学的展示区域中； 

4， 下一张滚动按键； 

5， 选择图片库路径按钮，打开后出现路径选择菜单，选定后按确定即可，返回按

取消； 

 

 

6，关闭图片库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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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高清视频展台获取按键：使用数字高清视频展台进行实时拍摄获取图片，

点击后出现拍摄界面，如图4.9 所示，下方工具条各按键功能为： 

 

图4.9 数字高清视频展台拍摄窗口 

1， 旋转按钮：可以将显示的图片整体进行旋转，左边按键为逆时针旋转，

右边按键为顺时针旋转，每次点击旋转幅度为90 度； 

2， 调节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片放大和缩小功能，左侧边为缩小，

最小为正常比例的20%；右侧为最大，为正常比例的200%（注：通过鼠标的滚轮上下滚

动亦可达到放大缩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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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放大模式，使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到100%显示状态； 

4， 适合屏幕模式，把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立即调整适合屏幕显示的状态，一

般是显示整个A4 幅面大小； 

5， 截取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像中的拍摄区域，点击可以用鼠标框出需要截取的区

域，然后选择拍摄按钮即可；如要退出截取功能，可以再次点击截取键； 

6， 拍摄当前窗口的视频图像，直接显示在选定的分屏显示区域中； 

7， 图像调整：亮度调节；饱和度调节；对比度调节如图：  

 

 本地获取按钮：点击后会弹出本地路径，用户可以选中本地文件夹中图片文

件放置在当前选中的分屏显示区域中； 

 图像调节按钮，点击后出现 调节菜单，用户可以按照

自行需要进行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调节； 

 调节显示区域的视频或图片放大和缩小功能：左侧边为缩小，

最小为正常比例的20%；右侧为最大，为正常比例的200%（注：通过鼠标的滚轮上下滚

动亦可达到放大缩小功能）； 

 旋转按钮：可以将显示的图片整体进行旋转，左边按键为逆时针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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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右边按键为顺时针旋转，每次点击旋转幅度为90 度； 

 选定分屏展示区域按键：由于不同的分屏模式，其按键的显示也不一样，其中整屏为

；2 分屏为 4 分屏为 ，直接使用鼠标亦可选中某一分屏显示区

域。 

 拍摄所有显示区域的图像； 

 切换回实物展台模式按钮； 

 

五  微课录制 

1， 不管在任何的界面上，只要点击功能盘中的录像按钮，就自动弹出录像功能界面（如下 

图5.1），此时在屏幕的中央会出现录像的区域提示，初始打开录像界面默认为800*600 的 

录像区域，用户可以根据自行的需要在缩放框上拉伸录像区域，以达到最佳的录像位置，并 

且软件也提供了4 中设定好的分辨率供用户选择。 

 

图5.1 录像界面 

 

2， 用户在选定好录像区域后，点击开始按键，即开始录像，在屏幕上会出现录像范围框（如

图5.1 所示），其范围大小事根据用户之前选定的拍摄区域（注：如果用户选择全屏模式的

话则不会出现录像范围框），此时在功能盘中，录像的按键则会显示为停止，如果录像完毕

则点击停止即可关闭当前的录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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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录像进行中 

3，录像完毕后，点击功能盘中的停止按键，软件会自动生成录像文件并弹出保存路径菜单，

用户可以指定存放路径（如图5.3 所示），也可以存放在软件默认位置； 

 

 

4，目前录像生成的视频文件格式为AVI 格式 

 

图5.4 录像生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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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桌面 

点击功能盘中的桌面按键，会自动最小化助手程序，然后直接返回到电脑桌面上，只在右侧

保留下白板工具条和功能盘（如图6.1 所示），用户在桌面任何操作，如播放视频、PPT、

WORD 或上QQ 等，都可以使用白板工具，而且使用功能盘也可以直接切换回助手软件的其他

功能，录像功能也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重新再打开其他助手工具； 

 
图6.1 桌面功能初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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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课宝  

点击功能盘中的备课宝按键，可以打开快速抓图功能，助手软件被最小化然后直接切换到电

脑桌面来进行抓图的操作（如图7.1 所示），分为2 种抓图模式； 

 

7.1 复制模式  

通过鼠标单击抓图区域，然后直接把区域中的图片用鼠标拖曳到其他程序或文档，如PPT、

word 或其他的白板软件中（如图7.2 所示）；拖曳的图片仅为复制，并不是单独的文件形式；

完成拖曳后，抓图区域会显示，只有再次点击功能盘中的抓图按钮，抓图区域才会出现继续

复制图片； 

 
图7.2备课宝功能复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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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另存为模式  

通过鼠标双击抓图区域，然后直接把区域中的图片用鼠标拖曳到桌面或文件夹，抓图区域的

图片会直接生成JPG 格式的独立文件（如图7.3 所示），用户可以对生成的图片文件进行复

制、黏贴、移动、修改等操作；完成拖曳后，抓图区域会显示，只有再次点击功能盘中的抓

图按钮，抓图区域才会出现继续复制图片； 

 
图 7.3 快速抓图功能另存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