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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方案背景

1.1.政策背景

2018 年 5 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到“我

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

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知

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对教育管理者和一线教育

工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在观念更新、师资建设、人才培养

等环节进行实践和创新。

2018 年 6 月 21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重点强调“以本为本”、“四个回归”，提出“要着力推动课堂革命。要改革

传统的教与学形态，高校教师要把育人水平高超、现代技术方法娴熟作为自我素质要求

的一把标尺，广泛开展探究式、个性化、参与式教学，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

型教学模式，把沉默单向的课堂变成碰撞思想、启迪智慧的互动场所”，让学生主动学

习，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2.教学现状浅析

当前在教学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需求是提升教学手段和方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传统的多媒体教室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教学工作不仅涉及到课堂形态和教学观念，

还和师生间的交互、教学工具的利用有重要的关系。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教学观念、

教学方法的转变和提升，实现师生教与学的充分互动和同步，实现更便捷、功能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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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工具利用，都是学校亟需解决的现实需求。

1.3.需求分析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同时受到国内外先进教学模式的影响，改变现有教

室结构，实现智慧课堂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智慧教室项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教学质量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教育技术手段不断涌现，教学模式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逐渐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素质培养方面转变，从教师的单向知识灌

输向教与学的互动方面转变。

课堂教学环节是学生接受系统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做好教学互动环节，是掌握好教

学环节的质量，提高教学水平的关键。现行的教学过程中，传统的签到环节、疑问确认

环节、提问互动环节、课堂小测试环节存在诸多问题，已经不适应现代化教学的需要。

基于“云”技术集智慧教学、课堂互动、人员考勤、视频拍摄及远程控制于一体的新型

现代化智慧教室系统在逐步的推广运用。智慧课堂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和现代化教

学手段，综合解决教育教学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增强师生互动能力，从而提升综合教

学质量。

第二，课堂智能交互。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激活课堂。使得老师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更加有趣，更加便捷。解决传统课堂老师无法快速了解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无

法开展新的教学模式等问题，使得课堂环节更具现代化，老师与学生之前沟通更为顺畅。

所以，对于智慧教室的建设需要综合考虑上述目标和方向，并进行统筹安排，分部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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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建设必要性

教学应用型智慧教室，该类教室从教学出发，打造支撑探究式教学、小班化教学、

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的教学环境。

教室作为教学主场所，基于教学业务需求设计的智慧教室是一种更合理的选择，而

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和设备堆砌。教学应用型智慧教室拥有不同形态，不仅包括协作型

智慧教室、灵活转换型智慧教室等，还可衍生出课题研讨空间和开放式学习空间。拥有

多种形态的智慧教室可满足学校多样化的建设需求，方便学校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择。

1.5.建设内容

智慧教室教室端采用一体化、嵌入式、高集成度教室终端设备为特点为院校信息化

教学应用提供具有延续性、可扩展的整体方案，应用涵盖了教、学、管、研等多维度使

用需求。

为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降低信息技术使用门槛，提升

学校的教育现代化水平，打通日益提升的教育教学需求和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应用融

合。



第 6 页

通过智慧教室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建设，以满足面向现代化、信息化教育教学需求。

本方案整体系统可分为智慧课堂互动系统、智慧组合型桌椅、智能中控系统。系统将建

设下述内容：

1. 智慧课堂互动系统，实现课堂教学的智能互动与信息采集，通过课堂互动与问答、

师生多屏互动、小组投屏互动与管理，高效课堂管理、教学信息采集等各个环节，

实现翻转课堂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创新型教学模式，促进新型教学

模式与信息化的深度结合。

智慧课堂互动系统的特色:

①颠覆传统教学，提高学生知识应用力、自主思考力、探究学习力；

②无线多屏互动技术，权限控制、跨平台多点交互；

③深度课堂互动，实现教与学的全面互动；

④大数据挖掘分析，助力教师针对性制定教学方案；

⑤满足各种需求的定制服务；

⑥个人学习空间满足进阶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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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移动端学习，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教室与空间的无缝对接。

2. 智慧组合桌椅，教室内的桌椅采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架构进行设计，能够配合课堂

的各种布局使用，可以具有多样的组合形式，教师可以更加灵活的安排自己的教学

活动。

3. 智能中控系统，利用网络智能化，进行合理的教室环境管控，能够为教师与学生提

供互动交流的视讯平台，备选两种视讯模式，其一可以实时将教师授课内容广播给

各小组的显示设备上；其次也可以选择分组教学模式，可随时切换各小组各显示设

备，进行小组间资源共享。可通过网络软件查看所有电脑硬件中的相关信息，远程

控制教室端各种设备，实现将教师从与教学无关的事物中解放出来，提高其教学效

率；

4. 物联网管控系统，智慧教室可以通过扩展物联网扩展模块实现根据环境变化自动调

节环境光线，如开启关闭教室灯光并调节亮度、开合窗帘提供自然光源，自动启动

空调和新风，并调整到最佳温度和湿度，营造舒适的学习环境，并且可以通过管控

平台实现远程管理教室设备。

1.6.建设意义

改造教室环境，开展新型教学模式

发挥教育理论和教育技术的学科优势，在先进的教育思想、理论指导下，通过对教

室设施、设备和环境氛围的改造，实现教室设备智能化，促进传统教学结构与教学模式

的变革，并在细节上体现学校特色，在提高教师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丰富课

堂教学环境方面提供支撑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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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实现将硬件改造与课堂教学相融合，有效调动老师使用设备改变课堂教学的积

极性，教室不仅仅是简单的给师生提供一个堆积着新设备的资源空间，还应该探索如何

通过教室的整体设施、设备和环境氛围更好地服务教学。通过和老师的讨论，将老师与

新设备的磨合简单化，协助老师完成课程的组织，更好的开展翻转课堂教学,PBL 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等创新型教学模式。

通过软硬件设备，使课堂互动更简单

通过触控式交互系统进行课堂教学信息展示和互动，可同时显示两个或多个屏幕的

内容，实现多屏互动。如果老师要同时展现几组学生的学习成果，通过中控系统在屏幕

上就可以轻松实现。也可以分三屏同时显示课堂上教学需要的 PPT、学生的作业与问题、

因特网上实时的图文与流媒体信息。桌椅都可以自由移动组合。实现在课堂上探究型、

合作型学习与互动。

实现一体化教学，促进过程性评价

通过智慧教室所提供的教学环境可以和老师的课堂教学组织更好地融合起来，把课

前、课中、课后作为课堂教学的不同环节贯穿起来，提高教学的效率。在课前教师能够

轻易的使用智慧教室提供的现有平台及相关设备，对自己的课堂教学做一些前瞻性的指

导；学生可以提前去了解或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对于学生做的这些准备工作，教师通

过自己手头既有的设施设备很简单的能掌控、评价。在课中，教师能够借用平台和环境

灵活地组织自己的课堂教学。课后，学生能够针对课前或者课中的内容采用多种形式自

主复习，教师也能随时掌控学生的学习情况。实现一个全流程课堂教学信息采集，促进

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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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系统应用场景

本方案应用场景包括：

翻转课堂教室

智慧课堂系统结合移动互联技术和大数据深度挖掘分析技术，打通高校现有课程中

心、网络教学平台、录播教室、实训实验室以及资源平台，将高校信息技术系统连贯成

一个无缝的交互系统，完美实现了针对高校的智慧教学模式有效落地。从课前备课、导

学、互动，验证、分析、协作、运用、指导、评估等全流程环节通过信息技术帮助学生、

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顺畅充分的挖掘出智慧式教学带来的教学成效的变革，加强课中互动

环节，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强化教学与学习的氛围，打造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

互动型教室

智慧教室还具有研讨型教室的功能。通过智慧教室的建设，教师可进行教学互动与

研讨，实现教育与教学管理互动化，教育研讨设施布置灵活可变，教育教学研讨音视频

化处理。同时智慧教室还可用于会议、讨论、沙龙、视频直播讲座，等活动的举办。

1.8.设计原则

设计原则

通过对教学业务的深入了解，本方案结合人员的专业程度、软件的使用特点及设备

维护特点，重点突出系统技术的先进性、系统架构的灵活性、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系统

应用的扩展性，同时兼顾便捷系统操作和简单的系统维护，具体情况如下：

稳定性原则



第 10 页

智慧课堂系统经过多次大规模系统测试，具备系统稳定性，能够稳定支持各小组之

间的互动讨论，及分屏互动显示；

实用性原则

方案设计符合标准和使用规范，针对教学活动的应用场景、教师及教务人员的使用

习惯，对软件模块进行了精心设计，尽可能地采用了多种设计语言，软件界面交互友好，

软件操作简单易懂。

兼容性原则

系统建设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对windows、Android、iOS 均可兼容使用；

灵活性原则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架构灵活，扩展性强，可以通过灵活的配置满足学校逐步建

设信息化资源的需求，并提供最大的便利。

经济性原则

在充分保障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本方案依据经济实用性原则，做到系统的总投资

少，系统的管理和维护费用少，系统在未来进行更改、搬迁、改造、升级时所需的花费

少，保证总体设计达到功能和经济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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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方案概述及介绍

2.0 因度介绍

随国际教育市场需求强劲增长，2008 年海捷集团瞄准国际市场的发展机会，开

启教学产品的海外业务布局，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打造因度品牌；在全球化和智慧时

代的发展趋势下，推出因度智慧教室整体解决方案。作为智慧教室的提供商，产品在

不断的更新研发过程中，为广大用户提供三种智慧教室解决方案，分别是研讨型智慧

教室、拼接型智慧教室、常态化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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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方案概述

因度智慧教室是：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打造“学生能转身遇到好老师，校园随处

见讨论”的理想校园环境；

教学场景多样化：桌椅是可移动、可拼接、多类型的，学生可以根据课程需要围成不同

的大小范围，以满足不同学科的研讨需要；

教学环境智能化：在教学中，恰当地利用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媒体能形象生

动地展示知识的形成与应用过程,刺激学生的感官, 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将对

知识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对知识的主动探讨与分享；

学生角色地位的变化：将学习的主动权交还到学生手里。

2.2 智能桌椅概述

在教育趋向国际化的同时，未来课堂的分组式小组教学也将更加普遍，增加课堂的

趣味性和活跃度需放在首位。未来教学应以人为主，在方便学生使用的前提下使课堂教

学更具吸引力。

对于这些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考虑如下几点：

1）桌椅体积不应过大，以实现桌椅放置在过道后不影响行人通过。

2）桌椅操作简单，具有普适性。

3）桌椅材质轻便或安装滚轮以方便移动。

4）桌椅高度符合人体工程学，使得长时间坐也不会感觉到累。

综合以上几点考虑我们针对“智慧课堂”的特点提出了可移动组合式课桌椅一体化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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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支持教师根据不通的教育策略灵活实现多模态、多组合课堂场景模式，让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分组式研讨得以顺利完美体现。

桌椅采用国内先进环保型材料，整体采用日系风格，由多类型拼接桌组成，底部带

有滑轮，可以方便的移动，连接处带有卡扣，组合的时候可以固定，整体美观大方，可

根据需要按传统排列，也可作为小组讨论时候拼装组合，拼装完成后为多边形，非常适

合小组讨论、会议讨论等使用。

椅子进行专业化设计，材料采用符合国家环保检测报告的材质，底部带有滑轮，可

方便移动，椅背为特殊支撑材料，符合人体工学，久坐也不会感到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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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讨型智慧教室

研讨型智慧教室包括了分组研讨的整个系统，显示系统以及扩音系统，配合交互式

触摸一体机，方案中重要产品（标配）：研讨桌 固化了研讨型教学的形成，在集中授

课时能清晰的看到教学内容，营造相互激励，积极探索的良好氛围；可以灵活的进行互

动式教学，每位同学都可成为课堂上的主角，它更适用于高校的校园，可以展现我们最

佳的研讨模式。

2.3.1 方案构成特点

1）支持小组互动协作，多屏显示

为“小组分组——小组研讨交流——小组成果展示”等一系列小组研讨过程提供全方位

支持，构建交流研讨、多屏互动、成果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教学环境；

2）超强稳定的交互模式：

研讨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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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式设计，能够稳定支持互动式教学的形成，支持教学信息内容不仅在教室大屏上显

示，还可以清晰实时地将内容广播至每一组学生的桌面显示屏上，也可以分享某一小组

的信息。

支持无线投屏：

可将终端设备上的内容，通过WIFI 连接，实现小屏和大屏之间的交互，实现信息的共

享；

4）智能环境管控:

实现全方位物联网管控的功能，一键管控 PC、灯光、窗帘、空调、投影仪、大屏以及

音箱等设备，让教学环境更智能……

2.3.2 方案构成意义及解决的问题

研讨型智慧教室为“小组分组——小组研讨交流——小组成果展示”等一系列小组

研讨过程提供全方位支持，构建交流研讨、多屏互动、成果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教

学环境，让小组研讨活动组织更便捷，让研讨过程和细节可视化；

教室的桌椅可以快速灵活移动，形成独立的研讨空间，每小组配备 1个具有交互功

能的一体机，兼容各类操作系统，适配各种尺寸屏幕和不同分辨率的电脑、平板及手机

等终端设备的连入，集中授课时不仅便于不同方位的同学就近观看教学内容，也可以使

各小组能够便捷的呈现、展示研讨内容，讨论画面及研讨结果。



第 16 页

2.4 拼接型智慧教室

拼接型智慧教室包括可拼接桌椅、互动系统等一些常态化的显示系统，构成一个灵

活多变的学科研讨教室，更好的适应课堂环境。方案中重要产品（标配）：拼接桌 形

状及颜色组合可以根据学校的需求进行定制拼接，既方便个体学习，又适宜小组讨论，

满足不同学科、各类型的研讨教学需要；在实现绿色教学的基础中快捷的实现了多种教

学模式，促进师生交互式学习。

2.4.1 方案构成特点

1）可拼接，可移动，可折叠

满足各学科，不同类型的教学需要，教学空间随心而变；

教学场景多样化

桌椅是可移动、可拼接、多类型的，学生可以根据课程需要围成不同的大小范围，以满

足不同学科的研讨需要；

3）远程控制，智能管理

拼接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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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远程控制教室设备，远程检测教室设备的工作状态、参数设置等；生成电子课表，

排课准备，将教师从与教学无关的事物中解放出来，提高其教学效率；

2.4.2 方案构成意义及解决的问题

拼接型智慧教室，师生可以像搭积木一样，随意拼接活动桌椅、自由设计教室布局，

从而搭建专属的小班研讨教室。既方便个体学习，又适宜小组讨论，满足不同学科、各

类型研讨教学的需要。

2.5 常态化智慧教室

常态化智慧教室是由互动转椅、互动系统以及传统教室里显示系统、控制系统、扩

音系统、及环境改造而构成，是新型教学模式的一种现实转换。方案中重要产品（标配）：

智能旋转桌椅 具有较高的可移动性，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工作台板可以调节，各种

体型的学生都能舒适体验。

智能旋转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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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方案构成特点

1) 可在排排坐的模式下轻松转变各种教学模式；

2) 具有高度可移动性，能够轻松地配合课堂的各种布局，增强课堂互动性及趣

味性；

3) 可以远程控制教室设备，远程检测教室设备的工作状态、参数设置等；生成

电子课表，排课准备，将教师从与教学无关的事物中解放出来，提高其教学

效率；

2.5.2 方案构成意义及解决的问题

实现新型教学模式转变；可在排排坐的模式下轻松转变各种教学模式；

促进混合式教学、小班化教学、翻转课堂教学、探索式教学等教学模式的实施。改

变传统填鸭式教学的欠缺；实现课堂互动教学，使得知识的学习由个人的、机械的记忆

转变为社会的、互动的、体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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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方案核心产品

2.6.1 智慧教室多屏互动系统

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了互动交流的视讯平台，备选两种视讯模式，其一可以实时将教

师授课内容广播给各小组的显示设备上；其次也可以选择分组教学模式，可随时切换各

小组各显示设备，进行小组间资源共享。

为师生多屏互动提供支撑，教室可以任意调取任意小组屏幕上的画面也可以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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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的画面通过屏幕广播同步到学生大屏上。

2.6.1.1系统特点：

1）超强稳定性：

矩阵式设计，能够稳定支持互动式教学的形成；

2）一键广播、一键切屏：

一键“广播”按钮，可将主屏幕时实分享到各小组屏；一键选择组号数字，可直

接调用相应位置小组的屏幕；

3）支持无线投屏：

可将任意无线端设备时实投放到屏幕上，实现信息共享；

4）智能环境管控：

实现全方位物联网管控的功能，一键管控 PC、灯光、窗帘、空调、投影仪、大

屏以及音箱等设备，让教学环境更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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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智慧教室中央控制器

1. 产品采用 7寸液晶触控一体机，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了互动交流的视讯平台，

备选两种视讯模式，其一可以实时将教师授课内容广播给各小组的显示设备

上；其次也可以选择分组教学模式，可随时切换各小组各显示设备，进行小

组间资源共享；这些操作都是受控于教师的。面板集成远程呼叫系统，人脸

识别开机，微信扫码开/关机，插卡授权，插入 IC 卡，灯光，窗帘，空调等

环境设施开启，进入到上课环境，下课时，拔卡关闭所有上课设备。

2. 功能应用：

(1) 在智慧教室环境下，班级大屏信息可广播到任何小组中屏，任何小组的研讨

过程都可同步到小组屏以及班级大屏；师生可以便捷的查看学生的研讨情

况，对各个小组、各个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实现差异化教学；

(2) 无线端链接，可以将各种终端设备的教学内容分享到大屏，实现信息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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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实现全方位物联网管控的功能，一键管控 PC、灯光、窗帘、空调、投影

仪、大屏以及音箱等设备，让教学环境更智能……

功能描述：

1-1

产品支持一卡通开/关机，可与校园一卡通链接使用；无需机械钥匙，可实现人

脸识别开/关机，同步收集识别数据；设备上电，教室环境同步开启，一键进入

授课环境；

1-2

该模式为课堂教学环节：图 1-2 分组教学模式，该模式下可开启任意小组大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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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生演示；（例：图 1-3 点击 B组，则智慧一体机/智慧黑板会时实显示 B组

屏幕上的信息，同时其他各组间也会同步显示 B组屏幕信息）

1-3

1-4

该模式下为教师广播：图 1-4，教师广播模式下，可将老师主机的主界面推送到

各小组或某个小组上显示，集中授课时清晰看到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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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 1-5 为环境、设备管控：设备管理下针对教室环境进行合理管控，可控制多媒

体、声音、录播、灯光、窗帘以及空调的开关机及温度和音量的调控；

信号切换为：教师主机和外接设备之间的信号切换；

控制为：对各小组间的设备开/关管理以及教师主机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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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智能升降桌

1. 产品规格:桌面长*宽 1300*700 ㎜；挡板长：1300 ㎜宽：420 ㎜；

2. 一键升降，升降行程在 700-1200 ㎜高度随意调节；静音平稳，匀速升降无

抖动，40mm/s 升降速度；高度记忆，舒适高度一键还原，拥有 3档高度记

忆键，方便使用；

3. 材质：桌腿采用优质钢型材材料，表面经过防腐氧化处理和纯环氧树脂塑粉

高温固化处理，具有较强的耐蚀性及承重性，加入斜面圆弧设计，防止踢脚

受伤，120KG安全承重，升降自如；

4. 桌面材质：采用三聚氰胺板/抗倍特，板材厚度：≥18mm；桌面配有专业显

示器支架，可前后拉伸，调节视距；实现上下升降，舒缓颈椎；倾、仰角，

随心调节；

5. 底部配有坦克链，轻松收纳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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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智能网络控制系统

2.5.3.1 产品特点

1) 多种开机模式可选，支持指纹、一卡通、远程开关机、支持微信扫码开/关机；

2) 智能课表联动，系统根据课表对各教室中的设备实行自动管理；

3) 可以远程控制教室端各种设备，通过网络软件查看所有电脑硬件中的相关信息；

2.5.3.2 产品描述：

嵌入式设计，可将中央控制器嵌入带讲台/讲桌中，配备多种开机模式，指纹、一

卡通、远程开关机、支持微信扫码开/关机；

设备使用简单化：插卡即用，拔卡即走。一张多媒体教学卡，即可实现控制中控门

锁、投影机、电脑等的自动开启，银幕自动降下，系统瞬间进入多媒体教学状态；设备

切换操作简单，声音、图象一键到位；课程结束，拔卡后系统自动关闭，所有设备恢复

至保管状态；

设备管理智能化：中控可以进行远程管理，实现智能化；

1. 可以远程控制教室端各种设备的动作，可远程检测教室设备的工作状态、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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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 设备集成对讲按钮，当教室设备出现问题或需要帮助时，触动按钮，即可请求与主

控室管理人员通话；

3. 手动输入或导入一学期课表，系统根据课表对各教室中的设备实行自动管理，可按

照课表安排教室内设备的定时开关，实现设备的无人值守。实现将教师从与教学无

关的事物中解放出来，提高其教学效率；

4. 通过网络软件中的资产管理随意查看所有电脑硬件中的相关信息；

5. 远程控制电脑和屏幕接管：在主控室监看任一教室电脑屏幕，并远程操作其鼠标键

盘控制教室电脑；

6. 文本信息广播：以滚动字幕的形式，把文本信息下发到指定教室电脑屏幕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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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方案清单

3.1 配置清单

研讨型智慧教室

序

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

位

推荐品

牌

备注

1 智能研讨桌 若干 套 因度 根据学生数量配

置

2 智慧教室多屏互动

系统

1 套 因度

3 智能升降桌 1 台 因度

4 研讨椅 若干 把 因度
根据学生数量配

置

5 智慧黑板 1 台 定制 选配

6 触摸一体机 若干 台 定制 选配

拼接型智慧教室

1 拼接桌 若干 套 因度 根据学生数量配

置

2 智能网络控制系统 1 套 因度

3 智能升降桌 1 台 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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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训椅 若干 把 因度 根据学生数量配

置

5 智慧黑板 1 台 定制 选配

6 触摸一体机 若干 台 定制 选配

常态化智慧教室

1 智能旋转桌椅 若干 把 因度 根据学生数量配

置

2 智能网络控制系统 1 套 因度

3 智能升降桌 1 台 因度

4 智慧黑板 1 台 定制 选配

5 触摸一体机 若干 台 定制 选配


	第一章方案背景
	1.1.政策背景
	1.2.教学现状浅析
	1.3.需求分析
	1.4.建设必要性
	1.5.建设内容
	1.6.建设意义
	1.7.系统应用场景
	1.8.设计原则
	设计原则


	第二章方案概述及介绍
	2.0因度介绍
	2.1方案概述
	因度智慧教室是：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打造“学生能转身遇到好老师，校园随处见讨论”的理想校园环境；教
	2.2智能桌椅概述
	2.3研讨型智慧教室
	2.3.1方案构成特点
	2.3.2方案构成意义及解决的问题
	2.4拼接型智慧教室
	2.4.1方案构成特点
	2.4.2方案构成意义及解决的问题
	2.5常态化智慧教室
	2.5.1方案构成特点
	2.5.2方案构成意义及解决的问题
	2.6方案核心产品
	2.6.1智慧教室多屏互动系统
	2.6.1.1系统特点：
	2.6.1.2智慧教室中央控制器
	2.6.2智能升降桌
	2.6.3智能网络控制系统

	第三章方案清单
	3.1配置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