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late 2+
使用说明



 祝贺您已经成为iskn Slate引以为豪的用户。下面将针对Slate的工作原理做一个简要

的介绍，以便于帮助您更好的理解Slate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

   Slate是一款磁感应绘板，需要配合专用的磁环来进行作图。

它通过对磁环的磁感应来实现绘画功能。Slate内置32个传感器，与专用磁环相互配合，

可以精准的抓取和分析磁环在Slate上方X，Y，Z轴3维空间的位置变化数据。线条的粗

细可以通过使用者在纸张上画线的速度来实现，您在画纸上画线速度越快，呈现在您

设备上的线条就越细。

Slate不会取代您最爱的画笔，而是给予了它数字化的力量，同时，还可以保留您的纸

张作品。 为了能够让您使用自己的画笔作画，iskn研发了专用磁环，可适配多数铅笔

及圆珠笔！

   我们开发的Imagink软件，配合Slate使用可以为您提供不同的笔触选择。

可实现铅笔，马克笔，圆珠笔，粉笔，3D喷枪等效果。如果您好奇它的功能，可在官

方网站(iskn.cc)或苹果APP Store免费下载使用。

   Imagink的创新将带给您数字化的绘画体验：

- 改变/调整笔的硬度，颜色和透明度。

- 调节尺寸，移动，旋转画作。

- 以6种不同的格式保存分享您的作品: PSD (Photoshop)，SVG (Vector format)，PNG，

JPG，BMP，MP4。

- 把您创作的过程转化成视频格式。

搭配使用Tip笔，Slate还可以配合电脑作图软件使用(例如Photoshop,Illustrator等)。

不断创新的iskn Slate，即将带您回归最质朴的纸笔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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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At t e n t i o n s

 1  检查您的桌面正下方和Slate周围20cm

是否含有大量金属物质，如果有，请避开。

它们会对Slate造成严重的磁干扰，影响其

正常工作，此条非常重要！

 2  在开机或使用Slate过程中，请不要在

其周围20cm内放置磁性物品（包括iskn专

用圆珠笔、Tip笔和其他带有磁环的笔)，

以免影响Slate正常工作造成不良后果，例

如：出现断线、线条缺失或指示灯颜色异

常等。

 3  开机时,请勿将Slate置于电脑键盘上，

同时，确保您的iskn专用圆珠笔、磁环不

要放置在Slate绘板上，在使用过程中同样

如此。

 4  如您不慎忽略了以上四条导致Slate受

到磁场干扰而无法正常工作，请将Slate周

围20cm内的干扰因素排除后，同时按住板

面两个按钮，直至按钮旁边的指示灯闪烁

红色，表示Slate刷新成功，重新校准磁环

后即可继续正常使用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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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若您没有在纸张上作画，但在软件上出

现了多余线条，通常是因为：1.画笔参数设

置中的笔速敏感度未调整合适；2.纸张贴合

不平整；3.将磁环套在其他画笔使用时，磁

环位置不正确；4.使用铅笔作图时，笔尖磨

损严重后未重新校准。具体改善措施详见常

见问题第三条。

90°

4cm

 6  校准磁环非常重要，使用任何画笔前，

务必根据本说明的提示放置（磁环垂直于

画笔90度，距离笔尖4cm）和校准磁环。尤

其在使用多只笔配合作图时，务必确保前

后使用的所有磁环放置和校准正确，否则

将造成Slate绘图不准确。（校准方法详见

操作步骤第六步）

 5  绘画过程中，如需切换画笔，请将被

更换的笔置于Slate 20cm以外（请确保在

Slate 20cm以内只有一支带磁环的画笔，

否则将影响Slate正常使用），并需要重新

校准画笔（校准方法详见操作步骤第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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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DescriptionProduct

产品主/配件
基础套装：一台Slate 2+，一支iskn专用圆珠笔（带磁环），两个夹子，一本素描册，一支

套有S号磁环的铅笔，一根USB数据线。

访问官方网站iskn.cc可选购更多配件：Tip笔，磁环套装（含两只磁环及M/S号橡胶圈）等。

产品图解

1

1

2

有效区域：四个标记点内

顶部带标记按钮
-新建页面

顶部无标记按钮
-轻按：新建图层

-长按：校准磁环

前置指示灯

1指示灯稳定：已完成连接

 指示灯闪烁：正在连接中    

2指示灯稳定：充电完成

 指示灯闪烁：正在充电

微型USB端口 开关

侧面
指示灯

USB已经连接

蓝牙已经连接

电池电量指示灯

未连接屏幕

侧面颜色指示灯长按

开

关

短按

USB

未连接 蓝牙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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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Operating Steps

产品充电
首次使用时，电池电量可能不足，请先充电！（只能使用专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充电，

请勿使用其他充电器为Slate充电。）

充电开始：用数据线将Slate
连接到电脑上，侧面指示灯
亮起，并闪橙光。

3个小时 充电结束：侧面指示灯显示
为橙色时，断开数据线。

1.正确摆放纸张
将画纸（A5尺寸，数量10张左右）或素描本（A5尺寸，最厚7mm，不可含有装订

金属零件）沿Slate绘板的四个标记点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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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夹子固定

1. 务必确保纸面夹紧、平整，否则可能造成Slate绘图不准确。

2. Slate上部边缘较厚，使用夹子时注意避开此处。

3. 用食指抵住夹子外侧边缘一顶点，拇指抵住其对角线上另一顶点并同时施力，

   转动夹子，即可将其取下。

3.用USB线将Slate连接电脑(使用手机、平板可跳过此步骤)

4.开关机及模式切换

长按电源开关按钮打开/关闭 Slate;短按电源开关按钮切换Slate使用模式。

白灯：USB连接模式，可与电脑连接

蓝灯：蓝牙连接模式，可与iPhone/iPad连接

绿灯：无屏模式，可脱离屏幕记录创作过程

橙灯：电池的电量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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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套上磁环（使用iskn专用圆珠笔或Tip笔可跳过此步骤）

将磁环套在笔上，比对iskn的专用圆珠笔，使磁环距离笔尖大约4cm左右，并

保证磁环与笔杆垂直。

6.校准磁环

每次更换画笔，务必重新校准。

校准前确保Slate周围20cm内没有任
何磁性干扰物、金属和磁环。长按
顶部无标记按钮，直到前置指示灯
变为紫色。

检验校准是否有效：连接屏幕设备后，
将笔尖垂直抵于Slate面板中央，旋
转笔，若屏幕出现一个大圆圈，说
明磁环放置不正确，请调整磁环位
置，确保其垂直于笔（距离笔尖4
cm），再次校准并检验，直至屏幕
出现一个点或小于1.5mm的圆，校准
成功！可以开始使用。

将笔尖抵于Slate有效区域中
心，请确保二者互相垂直，然
后松开顶部按钮，完成校准。

务必确保磁环垂直贴合笔上，
不可歪斜，否则将造成Slate
绘图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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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始作画

作画时，画笔与Slate绘板的
倾斜角不得小于10°。

作画时，请确保Slate周围
20cm内只有一个磁环或专用
笔，否则将造成干扰。

笔在探测区域 笔接触书写面笔接触书写面

校准：
 1.按住Slate面板不带标记的按钮，待面板紫灯闪烁后，将画笔竖直抵于
 板面中央。
 
 2.先松开按钮，再抬起笔。
 
检验：
 将笔尖抵于Slate板面中央，垂直板面旋转画笔，若屏幕中出现圆圈代表
 磁环放置不正确，请调整磁环位置，确保其垂直于画笔（距离笔尖约4cm）
 再次校准并检验，直至屏幕上出现一个点或直径小于1.5mm的圆，表示定
 位准确。

01

（微信扫描二维码

     查看视频教程）

温习小课堂——校准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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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Operation instructions

Slate在电脑上的使用说明（PC/MAC）
将Imagink软件安装到您的电脑上（下载网址：iskn.cc）

根据操作系统，下载并安装相对应的版本。

1. 通过数据线,将电脑与Slate连接。 2.打开从iskn官网上下载的
Imagink软件。

3.务必遵守“注意事项”内容！

4.长按电源开关按钮，开启Slate。 5.当指示灯白光闪烁，说明Slate已经准备好与电脑连接，屏幕会有消息提醒。

   注意事项

1.Slate支持的电脑系统：macOS X 10.10 Yosemite及其以上更高版本。P C  

Windows 7及其以上部分系统。若配置过低的电脑强制升级至上述系统版本，或

系统经过第三方精简、优化，也有可能不支持Slate连接。

2．当Slate无法被Windows版Imagink检测到或显示异常时，您应下载缺失的驱动

程序。详情访问官方网站iskn.cc。

3. 部分PC设备内含磁性干扰物质，使用时请勿贴近Slate 20cm以内。若屏幕提

示干扰，请重新调整机身位置，注意四周包括桌面下方是否含有大块金属物质，

确认无误后，请同时按住顶部两个按钮，直至按钮旁边的指示灯闪烁红色，表示

Slate刷新成功，校准磁环后即可继续正常使用Slate。

4. 连接电脑时请确保使用专用数据线或质量优质的数据线。

5. 确保Imagink和Slate均已更新到最新版本。

6. 屏幕中提示干扰的弹窗，可通过以下方法隐藏：

   电脑端Imagink：

   上方导航栏“工具”→个性化→取消勾选“干扰物可被探测”；

   移动端Imagink：

   左侧导航栏“磁铁”图标→取消勾选弹窗左下角“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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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蓝牙。 2.打开下载好的Imagink。 3.务必遵守“注意事项”内容！

4.长按电源开关按钮，开启Slate。 5.短按电源键切换到蓝牙模式，
当指示灯闪烁蓝光，Slate已准
备好与iPhone/iPad连接。

Slate在平板/手机上的使用说明
从Apple App Store下载Imagink软件至iPhone/iPad

6.点击Imagink界面左上角“+”>
点击“设置（齿轮图标）”>我的
Slate>连接Slate>点击Slate名称
（默认格式为“Slate+序号”)

   注意事项

1.Slate支持以下平板/手机：iPad 3，iPad 4，iPad Air，iPad Air 2，iPad Pro，

iPad mini，iPad mini 2，iPad mini 3，iPad mini 4；iPhone 6，iPhone 6 Plus，

iPhone 7，iPhone 7 Plus，iPhone 8，iPhone 8 Plus，iPhone X。

2.Android系统的Imagink正在内测，具体时间以发布为准。

3.当Slate被设备的蓝牙搜索到时，不会出现在平板/手机设置界面中的蓝牙列表

里，只可通过Imagink进行查看。且当您的设备连接新的Slate时，务必重新进行

搜索和连接。

4.如果蓝牙没有成功连接，无论在Slate上方如何移动磁环，上方指示灯均只会显

示白色而不会显示紫色。

5.确保Imagink和Slate均已更新到最新版本。



-10-

1. 通过数据线,将电脑与Slate连接。

    4.启动Graphic tablet，可在PS、AI或SAI等软件上使用。

2.务必遵守“注意事项”内容！ 3.长按电源开关按钮，开启Slate。

Slate无屏模式的使用说明

1. 开机后，短按电源键直至指
示灯显示绿色。

Graphic Tablet及其使用说明
如需在电脑上使用其他绘图软件（如PS、AI、SAI等），需下载此配置器Graphic 

tablet，（下载网址：iskn.cc）,根据操作系统，下载并安装相对应的版本。

备注：确保在开机和使用无屏模式过程中，Slate周围没有任何磁性干扰（包括

专用圆珠笔、Tip笔和其他带有磁环的笔），在休息时不要将专用圆珠笔放在

Slate上方或周围20cm内，否则会被Slate错误记忆磁场而导致定位不准，甚

至线条、画作丢失。

2. 开启无屏模式后，您不需要任何屏幕设备连接即可单独使
用Slate进行作画，内置4G内存，足够将您的每一笔创作都被
记录下来，在方便的时间通过Imagink程序导出或修改。在该
模式下，Slate将默认记忆圆珠笔线条，建议您同步使用专用
圆珠笔在纸上进行作画，以确保获得最佳的使用体验。Slate
顶部的两个快捷按钮可正常使用：短按带标记按钮可新建页面，
短按无标记按钮可添加新图层，长按无标记按钮可校准磁环

（校准方法详见操作步骤第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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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适配性

即调整画板至最佳系统适配状态。可选择“未启用、PC兼容、MAC兼容”三种模式，

此功能一经设置，将在所有场景（仅在数据线模式模式）中生效。

软件界面

将Slate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待界面识别出Slate后则连接成功。

      使用功能设置页面（未连接&已连接）

      基础信息设置页面（未连接&已连接）

软件功能简述

   绘板使用区域设置

即调整画板的识别区域。可选择画板中心区域内“最小、适中、最大”三种识别

范围，此功能一经设置，将在所有场景（仅在数据线模式）中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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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功能说明

a

b

a. 短按切换笔刷/橡皮擦，长按可校准磁环（校准方法详见操作步骤第六步）。

b. 短按相当于鼠标右键功能

同时长按a/b按钮，可刷新Slate。

   注意事项

1. 该模式下我们建议您使用我们的白色Tip笔作画，可获得最佳使用效果。

2. 切记，启用Graphic tablet连接其他绘图软件时，不要同时启动Imagink程序。

使用Imagink软件作画时，也不要同时启动Graphic tablet和其他绘图软件。

3. 关闭Graphic tablet时，需要先在设置界面的“系统适配性（Angle com-

patibility）”列表中选择“停用（Deactivate）”，并在右侧点击“停用（

Deactivate）”后，在任务栏中找到Graphic tablet的图标，点击Exit退出。

4. 我们建议您使用iskn自主研发的免费软件Imagink进行绘图，以便获得最佳的

使用体验。

5. 通过Imagink程序可导出PNG (resolution: 2048*1536) -> 300ppi，JPG 

(resolution: 2048*1536) -> 300ppi，PSD (resolution: 2048*1536, 300 

dpi) =>包括图层，SVG (vector format)，MP4，BMP等6种格式的文件，支持

AI、PS等各种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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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出现断线、线条缺失或指示灯颜色异常的情况怎么办？
1.请再次查阅说明书中“注意事项”相关内容，并检查Slate是否与屏幕设备正常

连接。

2.如果您发现有断线、线条缺失或者指示灯颜色异常的情况时，请检查并排除Slate

周围20cm范围内的任何磁性物品（包括专用圆珠笔、Tip笔、其他磁环、磁铁、耳

机、手机等物品）。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在开机时需要把上述磁性物品远离Slate，

也不要在带有金属的物体上使用Slate作画（金属桌面或者带有金属框架的桌子，

包括桌脚）。作画中，确保除了手中的画笔以外，Slate周围20cm内没有其他带有

磁环的画笔。

3.当这些情况发生时，您可以刷新Slate：请同时按住顶部两个按钮，直至按钮旁

边的指示灯闪烁红色，表示Slate刷新成功，校准磁环后即可继续正常使用Slate。

刷新时，确保Slate远离iskn专用圆珠笔和磁环并且手中无带磁环的画笔。如果在

电脑上使用Imagink，磁性探测器会帮您检测周围环境中的所有影响Slate正常运

作的干扰物。 

4.如果您把专用磁环套在其它画笔上使用时，请确保专用磁环垂直于画笔放置（切

勿歪斜），高度约4cm。正确调试并校准专用磁环（校准方法详见操作步骤第六

步）。确保画笔不含有大量金属。

1.检查并排除Slate周围20cm范围内磁性干扰源（包括Slate所用的画笔）
   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开机时需把上述磁性物品远离Slate；

2.将手中的磁环笔放于Slate周围20cm外，同时按住板面上的两个按钮，
   待红灯闪烁后松手，刷新Slate错误记忆的磁场；

3.重新校准并检验画笔；

01

（微信扫描二维码 

     查看视频教程）

温习小课堂——线条缺失与指示灯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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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定位不准确的情况怎么办？

1.请检查绘板四周20cm的范围内的磁场干扰并排除（具体操作可参照“出现线条缺

失、衔接困难或指示灯颜色异常的情况怎么办？”）。

2.若Slate周围不存在或已排除磁场干扰，但定位仍然不准确，通常是因为画笔上的

磁环歪斜、过高过低，或是在校准时画笔未与板面保持垂直，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

进行操作：

（1）将专用磁环套在其他画笔上使用时，请比对iskn专用圆珠笔，使磁环距离笔

尖大约4cm左右，并保证磁环与笔杆垂直，切勿歪斜。

（2）重新校准画笔。排除Slate周围的磁场干扰后，长按板面无标记按钮，待板

面指示灯紫色闪烁后，将画笔抵于Slate有效区域中心，确保二者互相垂直。之后

先松开按钮，再抬起笔，完成校准。

（3）检验定位是否准确。将Slate连接屏幕设备后，将笔尖抵于Slate面板中央，

保持画笔垂直并旋转画笔，若屏幕中出现圆圈，说明磁环放置不正确，请调整磁环

位置，确保其垂直于画笔（距离笔尖约4cm）。再次校准并检验，直至屏幕上出现

一个点或直径小于1.5mm的圆，表示定位准确。

（4）在将专用磁环套在其他画笔上使用时，若磁环位置调整正确后仍然出现定位

不准的情况，可以将磁环取下，换一个方向后再套入画笔，重新校准并检验。

温习小课堂——定位不准

定位不准是指在使用Slate进行绘画时，Imagink软件上的绘画笔迹和纸上
不一致。导致这种原因主要有：
 1.感应干扰；

 2.画笔上的磁环歪斜或过高过低，或笔尖位置不在磁环的中心；

 3.未正确校准。

 只要您仔细阅读前述三条常见问题与注意事项，就可以解决定位不准的问题啦。

(微信扫描二维码

可查看详细教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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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多余线条怎么办？

若您没有在纸张上作画，但在软件上出现了多余的线条，您可以按照以下几种方

式进行操作：

1.调节画笔参数中的笔速敏感度。若您绘画时手速偏快，可以将笔速敏感度调节

为中或低；若您绘画时手速偏慢，可以将笔速敏感度调节为中或高。

2.若您的画笔在Slate上方0.5cm以内，Slate可能会认为您正在使用素描本作画而

产生痕迹。因此您首先需要确保纸张平整的贴合在Slate表面，并尝试在Slate上多

垫4-8张纸，重新校准画笔后进行作图。 

3.在将磁环套在其他画笔使用时，请确保磁环与笔杆保持垂直，没有歪斜。并在

与专用圆珠笔比对后，将磁环向画笔尾端移动约0.5cm，重新校准后作图。

4.使用铅笔作图时，在笔尖磨损严重后需重新校准。并建议您选择铅芯位于笔杆

中心的铅笔，并在削铅笔时使用转笔刀，以确保笔尖与磁环圆心没有偏差。

5.在不画的时候，将您的画笔移开或抬高，离开Slate超过0.7cm。此外，还应注

意在作画过程中，避免任何“似画非画”的动作导致多余线条。

温习小课堂——多余线条

1.调节画笔参数中的笔速敏感度（例：手速偏快，可以调为中或低） 

2.确保纸张平整贴合在Slate表面，并尝试多垫4-8张纸，重新校准画笔 

3.使用其他画笔作时，磁环高度与专用圆珠笔比对后，将其向画笔尾端
   移动约0.5cm，确保其没有歪斜，重新校准画笔；

4.不需要Slate记录笔迹时，将笔尖抬离板面约0.5cm。并注意在作画过
   程中，避免“似画非画”的动作。

01

（微信扫描二维码

     查看视频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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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运行Imagink安装包时提示出现错误怎么办？

当运行Imagink安装包时，可能会提示安装进程运行期间出现错误，提取文件出

现错误，或无法打开后缀为dll的文件。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是因为您当前使用

的电脑系统账户权限不够所致。您可以先将当前进程关闭，右键点击Imagink安

装包，在列表中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重新打开并运行Imagink安装包。

Slate连接Windows系统电脑后，打开Imagink发现屏幕紊乱

怎么办？

打开Imagink发现屏幕光标乱跳，屏幕频闪，在画纸上出现了一个字母G或十字，

或者在Imagink中画不出线条，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显卡驱动未更新或缺失导致。

若您的显卡制造商为Intel、AMD或NVIDIA其中之一，可以进入我们的官网iskn.cc，

在驱动下载页面点击进入相应厂商的官网进行下载更新。若您的显卡制造商为其他

厂商，可尝试通过具有驱动更新功能的电脑管理软件进行显卡驱动的更新。

使用Imagink时出现以下类似情况怎么办？

A.画笔在Slate的绘图区域内，但在软件中超过画纸边缘

B.可以用画笔拖动窗口等

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没有将Graphic tablet彻底关闭，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①先在Graphic tablet界面中的系统适配性（Angel compatibility）列表中

选择停用（Deactivate）；

②在右侧点击停用（Deactivate）；

③在任务栏中找到Graphic tablet的图标，点击Exit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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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擦除？ 

我们有四种方式来实现擦除功能：

1.用真正的橡皮和iskn专用磁环

您可以把iskn专用磁环套在铅笔形的橡皮上使用（在不受磁场影响的条件下），

并在Imagink上选择橡皮功能，便可以在画纸上同步擦拭。您还可以调整橡皮功

能的参数，在擦拭画纸的同时，屏幕设备上的线条同样会被擦掉。

2.使用橡皮擦工具

在Imagink软件上选择橡皮的功能，可以直接通过触屏来擦掉手机/平板上不想要

的线条。

3.使用Tip笔

Tip笔并不会在纸张上留下作画痕迹，但是它能被Slate识别。在软件上选择橡皮

功能，使用Tip笔来擦拭您不想要的线条。

4.您还可以使用软件上的按键实现撤销/撤回等功能。（使用电脑时，可使用键

盘快捷键ctrl+z/shift+ctrl+z 或 command+z/shift+command+z)

如何更好的体现线条的粗细？

1.通过下笔速度的变化控制线条的变化；

2.选择马克笔或颜色适中的铅笔线条变化更明显；

3.选择适合的笔尖型号，也会呈现出更明显的线条变化；

4.根据绘画手速，调整适合的“速度敏感度”，也可直接影响线条粗细的变化；

5.由于Slate采用磁感空间定位和速度感应的工作原理，您不必在作画时过分强

调力度而影响正常绘画习惯。只需要通过动作和速度的变化即可将纸笔触感和数

字魔力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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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喷枪功能？

连接电脑使用时，在Slate感应到画笔后，按住键盘S键，即可开始使用喷枪上色，

松开键盘S键，喷枪即停止上色。

连接iPhone/iPad使用时，在Slate感应到画笔后，短按板面任意按钮，即可开始

使用喷枪上色，当再次短按板面任意按钮，喷枪即停止上色。

如何保存画作？

通过点击菜单栏“文件”>“另存为”，即可保存imgk格式的画作。并且只有将

画作保存为imgk格式，之后才可以再次在imagink中进行修改，或者导出成其他

格式。否则之后只能以插入图片的方式来继续创作，同时也无法以视频形式再次

导出。

此外可以通过点击菜单栏“文件”>“导出”，来导出多种格式的图片，包括

jpg,png,psd,svg,bmp，且psd格式为分图层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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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案例
Painting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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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kn.cc 

更多Slate操作技巧，
请关注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