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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洲洋华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教育、服务教

育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将先进信息技术与现代

教学高效结合，创造高性能、高品质的EduOffice系列教学

信息化产品，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与探索，在教育行业累积了

巨大的品牌声誉。

洲洋华乐以服务教育、助力教育为使命，坚持“创新

与融合、开放与合作、技术与品质”的发展理念，围绕“科

技助力教育”的指导思想，坚持“易教、易学、易用”的

教学产品策略，持续创新研发数字书法教学系统、数字音

乐教学系统。

“实事求是，热心服务”是洲洋华乐的公司宗旨，无论

是对教师、学校还是合作伙伴，我们坚持通过优质产品创造

价值、热心服务赢得市场。

《EduOffice校园普及版书法教学系统》是北京洲洋华乐科技有限公司依据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

和《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自主研发的书法教学系列产品中的一款校园普及型产品，借助于学校的校园班班

通网络环境，以及教室中的电子白板/教学一体机和视频展台设备，满足了在每个班级开展书法教学活动，更便于书

法教学的普及推广。

《EduOffice校园普及版书法教学系统》在产品设计上继承并改进了传统书法教学模式，将教学工具和教学资源

有机结合。通过独立备课软件、授课软件和丰富的书法教学资源，教师能够在班级进行高质量的书法课、语文课和写

字课教学。

《EduOffice校园普及版书法教学系统》利用校园班班通网络环境，让全校所有教室都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电子白

板或教学一体机开展书法教学，让书法教育走进每一个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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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书法技术是一种面向书法教学应用以笔画为基础的新型字库制作技术，字符编码遵循

GB2312-80 和 GB12345-1990编码标准，涵盖了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一、二级常

用字。

全息书法字嵌有汉字规范书写过程的完整信息，通过全息书法解析引擎可以完整地还原汉字

的笔画、笔顺、结构、书写方式与书写过程动画和书写示范视频。全息书法碑帖是以全息书法技

术为基础存储的书法碑帖资源。

全息书法资源包含全息碑帖、软笔全息字库、硬笔全息字库。

在书法普及教学中的应用 
以全息书法技术为基础的EduOffice数字书法教学系统涵盖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规定的中小学基

础书法普及教育的所有要求。系统提供了书法教学所需的各种功能，包括笔画工具、摹写讲解等，非常适合教师

进行笔画、单字、结构、章法、书体、集字、组字等的教学，教师使用原帖摹写动画、名家双路示范视频，以及

直接书写示范来展示讲解书写过程；并配套了书法练习和教学过程中所需要的参考课件等各种资源，适合中小学

开展基础书法教学应用。

在书法提高教学中的应用 
全息书法不仅能够满足普通中小学基础书法教学，还能满足提高教学的应用。全息书法提供了灵活的汉字笔

画讲解工具、字与碑帖的关联提取、原碑帖临摹处理、个性字帖的制作等，并提供了完善的分组教学组织功能，

配合全息书法字库提供的包含全息碑帖字在内的10万字以上的全息字，以及书法乐园、国学课件等学生自主学习

辅助功能，能够支持专业书法教师的高层次教学需要，特别适合于书法特色学校、书法提高班、书法创作、书法

等级考试、书法自主学习以及硬笔专长等书法提高教学。

在语文写字教学中的应用 
硬笔全息字库目前包含8万不同书体的硬笔全息字，配合系统提供的文本编辑、拼音标注等功能，适合于语

文写字课的教学。教师可以很容易进行语文课文编辑，语文课件制作，讲解生字、短语、诗词和课文等语文教学

内容；以全息书法为基础的字帖编辑器和国学典籍硬笔临摹练习课件，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学生写字练习。

以全息书法技术

为基础的新一代数字书法教学系统

拼音标注
偏旁部首

简繁体互换

教师示范  书写视频
摹写动画  笔顺示例
组字教学  字型结构
四种摹写讲解方式

专业书法图形

书法课本课件
颜、欧基础课件
书法知识课件
软笔临摹课件
《三字经》

书写比对
同字比对
字集搜索
集字教学

单字调取碑帖
碑帖调取单字
单字调取笔画
笔画调取碑帖

书法讲堂
书法云资源

单钩提取
双钩提取
笔画提取
笔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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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笔画提取
全部笔画提取

单字讲解  单字注摹
单字临摹  首字注摹
注音摹写  注音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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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书法笔
软笔字帖编辑器
硬笔字帖编辑器

语文生字课件
相关短语练习
硬笔临摹课件

《唐诗宋词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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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想

书法教学、语文写字教学

毛笔仿真、板书摹写

课堂书写示范

名家书写视频、摹写动画示范

数字临摹分组教学

完美支持PPT演示、Word/PDF讲解

多媒体播放、集成化白板互动教学

国学典籍临摹练习课件

随心编辑短语、诗词、课文等任意内容临摹练习

丰富的书体、字体、摹写类型及各种习字方格支持临摹练习

高清书法仪展示与圈评

习作原帖比对点评

桌面高清大屏方便分组讨论

习作范例点评

多角度回放书写过程

10万字全息单字、高清碑帖，原汁原味，创作参考

搜字、集字、组字、简繁互换功能，书法创作好帮手

单字调出相应碑帖，研习经典章法、气息

碑帖调出单字拆解结构，观摩书写视频学习笔法

教

学

练

评

创

“书法讲堂”、“书法乐园”提供自主学习渠道

分组学习，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全息书法简单乐学

师生同步互动

系统构成

教学练评创

一体化平台

3个纲要碑帖

200个扩展碑帖

笔画←→碑帖字←→碑帖

30个推荐碑帖

全部碑帖矢量化

全息碑帖

书法课件

白板教学系统任意视频展台 集成化PPT 多媒体播放集成

嵌入式Word/PDF 智能书法笔 网络云资源 字帖编辑器

全息字库

1万字软笔字库

专业手写

GB2312+GB12345编码标准

8万字硬笔字库

简繁转换

书法课本课件

书法知识课件

备课软件制作的教师个人课件

书法练习课件

颜/欧基础课件

多媒体资源

1万字软笔字库

1万字双路视频

          按书体分类的高清碑帖赏析图库 

10万字摹写动画

书法专用图形库

软笔书法

硬笔书法

语文写字

教学备课

智能课件

字帖编辑

笔画教学

单字教学

结构教学

书体教学

章法讲解

组字教学

集字教学

仿真书写

示范教学

同字比对

词组教学

短文教学

碑帖欣赏

书法知识

古人论书

集字创作

自主学习

个性字帖

书法讲堂

书法乐园

经典临摹

教学资源



一次部署，全校通用

兼顾语文教学与书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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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Office校园普及版书法授课软件

校园普及版书法教学系统采用网络服务器（网络教学支撑平台）和书法教学资源数据库、书法授课软件和备课软件、云资

源库等分开部署、联网使用的方式，软件功能强大、方便易用，可以做到无需专用教室，无需改变教学环境，无需改造学校的

网络系统。

学校将书法教学支撑平台和书法数据库系统部署到一台网络服务器上，教师可以使用班级电子白板/一体机和办公电脑进行

授课和备课、制作课件，随时调用云资源。

系统提供门户集成化平台，包括嵌入式PPT教学功

能，配合硬笔全息字库目前包含8万不同书体的硬笔全

息字，以及系统提供的文本编辑、拼音标注等功能，

适合于语文写字课的教学。教师可以很容易进行语文

课文编辑，语文课件制作，讲解生字、短语、诗词和

课文等语文教学内容；以全息书法为基础的字帖编辑

器和国学典籍硬笔临摹练习课件，可以很好地应用于

学生写字练习。

一体机

展台

一体机

展台

电子白板

展台

电子白板

展台

云资源

服务器

班班通网络

教师备课

1. 笔画教学

针对需要讲解的单字笔画，可分别提取单钩、双钩、笔画、笔

势、笔画笔势、单字当前笔画、单字全部笔画，从不同侧重

点讲解；碑帖单字笔画可一键转换为原帖摹写、单钩摹写、

双钩摹写、原字摹写四种摹写教学方式，同时单字笔画配有

摹写动画演示。

2. 单字教学

以单字为核心具有八种笔画工具和四种摹写讲解方式，包含：

提取单钩、双钩、笔画笔势、笔画、笔势进行讲解，一键显示

单字的当前笔画、全部笔画及笔顺示例；并具有一键转换为

原帖摹写、原字摹写、单钩摹写、双钩摹写四种摹写教学方

式；同时配备单字摹写动画及名家书写双路示范视频。

3. 单字字型结构教学

可提取单字中的任意笔画进行讲解，将笔画进行轮廓化、

填色，并可配合使用内置九宫格、米字格、回米格等书

法专用图形格进行字型结构讲解；学生可以在电子白板/

教学一体机上体会点画与点画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行自主

组合搭配训练，加强对字型结构的理解。

4. 组字教学
 

通过对碑帖中不同单字部首部件的拆分提取，来重新组合

成新的单字，同时根据组成新字的结体取势的需要，可对

提取出的不同部件进行任意地放大、缩小、旋转等操作，

有效地支持了组字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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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师书写示范

书法教师在课堂进行书写示范时，可连接书法教学仪

16C，直接在电子白板/触控一体机上示范书写技法。教

师在示范教学的过程中，任意形式的教学内容都可以一

键截取到参照窗口，参照内容可包括：笔画、单字、碑

帖；PPT、视频、动画、图片；作业、挂图、课本等。参

照窗口与书写窗口可进行移动及缩放。

6. 软笔书写比对教学

书法教师或学生作品，可通过书法教学仪一键截取到白板页

面，与碑帖原字重叠进行书写比对，方便教师讲解书写的笔

画、结构与原帖字之间的差异。

7. 书体、字体教学

系统具有“同字比对”功能，可一键呈现单字在碑帖及全

息手写字库中的全部字例，对所有同字的相同点画的笔法

分析，以及不同结构特征的比对讲解，并可使用智能书法

笔进行书写示范，书写仿真度高。

8. 章法教学

笔画、单字与原帖相互提取，包含：单字到碑帖、单字到笔

画、笔画到原碑帖、碑帖到单字相互提取；便于教师讲解笔

画在单字、单字在原帖中的章法关系，及碑帖赏析与讲解。

10. 偏旁部首教学

针对教学大纲的要求和语文课、写字课学习的需要，软件

提供符合国标编码标准的8953个汉字的偏旁部首矢量化字

库，方便教师进行偏旁部首教学。

9. 国学经典软硬笔临摹练习
 

学生可使用配备的《三字经》以及中小学课程中涉及的数

百首唐诗、宋词、元曲等国学经典全文软硬笔临摹课件，

进行单钩与双钩临摹练习。

11. 语文写字教学

根据各年级语文教学不同特点，系统配备了单字讲解、

单字注摹、单字临摹、首字注摹、注音摹写、注音临摹、

楷书摹写、楷书临摹等单字与短文教学模板；满足生字、

生词、诗词、课文等教学需求。

12. 简繁转换

所有单字可一键繁简转换，便于教师讲解单字的简体、

繁体不同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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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单字关联短语教学

字帖编辑器中任意单字，可一键显示单字的所有相关成

语、常用短语等，便于教师重点讲解单字时根据课程需

要随时引申入有趣的成语、常用短语、俗语，增加学生词

汇量。

14. 智能书法笔仿真书写技术

教师可以使用智能书法笔在红外、电磁、电容、电阻、光学、

光波、超声等各种类型电子白板/教学一体机上仿真摹写全息

字库单字，自动优化书写的点画，书写仿真度高；还可模拟毛

笔书写效果，自动识别书写轨迹，呈现效果佳。

15. 集成化PPT、授课环境

为沿袭教师的授课习惯，系统集成了PPT、解析引擎，可以直

接使用PPT、文件；PPT嵌入式技术完整保留PPT播放效果。

16. 集成化多媒体教学

集成化视频、动画、图片多媒体教学资源播放器，满足书法

欣赏、书法故事、书法文化等多媒体教学需要，使教学过程

更加丰富多彩。

17. 完备的白板教学功能

支持多点手势指令集，白板页面可以放大、缩小、漫游等；并有聚光灯、幕布、关闭屏幕、提醒等多种辅助教学工具。

18. 嵌入式网站访问

系统嵌入网页浏览器，收藏夹可预置常用网址，供教学中访

问各类网络信息资源。

19. 书法乐园与学生自主学习

洲洋华乐云资源库提供两千多个书法名家讲座视频，可在书法教学过程中直接调用；学生还可使用云资源库中教学视

频自主学习；书法乐园还提供了字帖生成功能，教师或学生可输入需要练习的文本内容，制作十几种书体的软硬笔临

写与摹写字帖。

20. 课堂录制

支持全屏录制和窗口录制；可通过窗口录制来屏蔽无关信息；录制视频文件格式包括：FLV、MP4、SWF、AV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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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化的备课工具内嵌丰富的书法教学资源和符合国标

编码标准的全息字库，可以完整地进行软硬笔书法教学的

教案编写、课件制作，有助于提高备课质量和效率。

2.备课软件具有碑帖提取、单字提取、笔画提取、笔画分解、

笔势图绘制、字集搜索与集字、组字等功能。

3.可针对所需单字进行全息字库搜索，遵循GB2312-80与

GB12345-1990编码标准，采用繁体字与简体字混合编码技

术，能够快速搜索出同一个字全部简繁体字例，并支持字

库扩展及字库筛选功能，轻松实现软硬笔课件编辑。

4.备课软件支持笔画、部首、整字的轮廓化，可以填色、调整

图层顺序、缩放、旋转，配合专用书法图形库中的米字格、田

字格、回米格、九宫格方便笔画、部首、间架结构等课件的制

作；字库单字支持一键提取单钩、笔势、双钩、笔画、笔画笔

势、当前笔画、全部笔画、笔顺示例、书写示范，课件编辑异

常简单，迅速高效。

EduOffice校园普及版书法备课软件

5.专业的单字、短文备课模板，可自动标注汉字拼音、笔画

顺序、汉字轮廓与摹写动画、同字比对、填充方式、书写提

示、笔势提醒等功能；并可根据教学重点、备课习惯一键切

换方格、田字格、米字格、回米格、九宫格等展示模板。

6.专业的软硬笔智能字帖编辑器，可自定义输入任意单字或

诗词，直接制作个性化学生临摹练习作业；文本中任意单字

可选中进行同字比对搜索；简繁体一键互换的功能方便教师

进行简繁体字授课内容的备课。

8.软件遵循MS-Windows信息交换规范，可将所有书法教学资源，包括碑帖、单字的各种书写及表现形式直接粘贴到PPT 、

Word等软件中，支持教师使用PPT、Word等软件进行授课与教学交流。

7.强大的文本编辑功能，提供特色标题字和文本输入框。支

持文本框旋转、拼音自动标注、文本字直接提取楷书讲解、

边框线设置、文本框填充及颜色的设置、字体设置等，满足

教师运用标题字和文本输入框编辑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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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息字库

配备《多宝塔碑》、《九成宫醴泉铭》、《颜勤礼碑》3个楷书

教学碑帖以及纲要推荐的30个赏析碑帖，并提供按篆、隶、草、

行、楷五种书体划分的200多个扩展赏析碑帖；配备3个楷书碑帖

所有单字，以及含仿颜楷书、仿欧楷书在内的软笔全息手写字

库；配备GB2312-80与GB12345-1990编码标准的标准楷书、钢笔

楷书、钢笔颜楷、铅笔颜楷、标准细篆、隶书等硬笔全息书法

字库，每套书体完全包含国务院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一、

二级常用字，硬笔手写全息字库总字数高达80000字。

2. 国学典籍软硬笔临摹练习课件

系统配备A4页面排版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全文软笔临

摹课件以及中小学课程中涉及的数百首唐诗、宋词、元曲

等硬笔临摹练习课件，方便直接打印，学生可使用单钩与

双钩临摹。

3. 书法课本课件

提供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义务教育书法教学用书目录》中

配套的书法课本课件，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年级的教学需求。

教学资源

4. 书法基础课件

《颜体与欧体软笔楷书基础课件》包含基本笔画、偏旁部首、

结字的基本原理及古人论书等系统化内容；《硬笔楷书基础课

件》包含基本笔画、笔顺规则、间架结构、永字八法、结构分

析、汉字演变、偏旁部首等内容。

5.名家书写示范视频

系统提供遵循GB2312-80与GB12345-1990编码标准的8953个颜体

楷书字以及纲要临摹范本推荐的颜、柳、欧、赵、褚，楷书碑

帖字名家书写示范视频，视频采用双路采集合成录制，多角度

清晰呈现名家书写过程，体会提按、力度、节奏等变化；学习

运笔、运腕等书写技巧；视频播放时，可同时显示原帖字作为

参照。

6. 原帖摹写演示动画

十万多字软硬笔摹写动画，支持单字以及单字的任意笔画摹

写动画演示，其中碑帖字以原帖为背景进行动画演示，原汁原

味地展示不同风格的书写技法。

8. 书法知识课件

系统提供200余篇近万字的名家简史、书法简史、书法故事

等书法知识课件，教师可按年代或人物直接选用，无需查询

和制作知识课件。

9. 书法乐园

洲洋华乐云资源库提供两千多个书法名家讲座视频，可在书法教学过程中直接调用；学生还可使

用云资源库中教学视频自主学习；书法乐园还提供了字帖生成功能，教师或学生可输入需要练习的

文本内容，制作十几种书体的软硬笔临写与摹写字帖。

7. 专用书法图形和常用文本

提供笔势线、轮廓线、序号线、米字格、田字格等几十个书

法教学专用图形，以及数百个常用图形；可生成色彩、字体

多样化的标题字；文本可添加拼音。



EduOffice教育产品家族

EduOffice书法互动教室教学系统

EduOffice书法临摹教室教学系统

EduOffice书法教学仪教学系统

EduOffice书法教学资源库

EduOffice校园普及版书法教学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