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ota——因度 常态化智慧教室

一、方案概述及介绍

1、因度介绍

indota（因度）源于捷克共和国的 IT 集团——NWT 公司，拥有来自全球各地高端技

术人才 100多人。NWT公司拥有 50多年的历史，集 IOT 解决方案的研发、销售、售

后服务于一体，是瑞士、英国、德国等欧盟发达国家大型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其销

售渠道广泛，在欧洲 20多个国家建立核心代理商及分销商，与政府、学校合作密切。

2010年 1月，欧洲NWT公司投资 200万美元成立了欧洲 indota 教育科技公司。2014

年 10月，欧洲 indota 率先在中国成立国内分公司，即河北海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于智慧教学系统及产品的研发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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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方案概述

因度智慧教室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智慧教室与物联网

技术互联互通，整合大数据收集，远程资产管理等技术手段，将其划分为研讨型智慧

教室、常态化智慧教室及拼接型智慧教室三种方案均以物联网管控及师生互动为基础，

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

3、方案介绍：

3.1.常态化智慧教室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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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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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单品介绍

3.2.1 智能旋转桌椅

旋转自如，运动灵活；ABS 材质，坚固可靠；绿色环保，轻便安全，通过 CE、RoHS 认

证，可放心使用。

智能旋转桌椅，智慧教室配套产品，符合人体工学原理；

智能旋转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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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台板可以调节，让各种体型的学生都能感觉舒适；

面板右侧下方设有水杯放置框，方便实用；

底部方形底座，脚踩上面更加舒适，底部空间可用来储存学生的书包和其他物品，节省

空间；

适用于普通教室、研究生教室、培训室、实验室、学术交流中心、办公室等不同场合；

具体参数：

1、 采用 ABS工程阻燃塑料、尼龙等材质注塑成型；

2、 平板、显示屏支架旋转角度≥90°，面板旋转角度≥75°；

3、 面板尺寸：560*310 ㎜，承重 30kg±2kg；

4、 旋转桌椅整体承重 100kg±5kg

5、 底部配有 6个万向脚轮。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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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智能网络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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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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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软件介绍

4.1 触控单/双屏

触控双屏是由二个型号一样的一体机/电子白板组成，用 HDMI 线、触摸线连接即可。

4.2 小组屏

小组屏由50寸至70寸教学一体机组成，或安卓数字电视组成；方案支持安卓、windows

系统。

图 4 小组屏

4.3 移动终端

老师和学生移动终端支持 Android、iOS、windows 操作系统，广泛支持各种品牌的平

https://baike.baidu.com/item/Android
https://baike.baidu.com/item/iOS


板、手机和电脑，适应各种大小的屏幕和分辨率。

支持 Android、 iOS 各类手机 支持win 笔记本电脑

图 5 支持各类 Android、windows、iOS系统平板电脑

4.4 路由器

单机支持 200 个终端接入，100 个终端并发，无线速率高达 2.334Gbps。

首创 Wi-Fi2.0 技术，4 个独立信道，同时支持 2 个 2.4G 和 2 个 5G 信道;

超材料天线技术，完美实现同频信号隔离，打破互扰瓶颈，实现多频共存；

支持防终端拖滞和 5G 优先算法；

支持智能负载均衡和射频抗干扰；

支持多频多信道无缝漫游，移动上网不掉线。

支持 802.1x、Portal、微信等认证方式并支持 VPN 远程访问；

支持智能 AC 管理，实现 AP 的一键升级、集中管理和维护；

支持中英文 SSID、SSID 独立设置及隐藏；支持吸顶、壁挂、三脚架等多种安装方式。



图 6 路由器

4.5 软件功能

4.5.1 课中互动

课堂互动系统，集成课程班级设计、智慧教学、课堂互动、课堂测验、统计分析、学生

考勤等功能，综合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实现与移动授课助手、学生 APP进

行实时交流交互，为师生的教学活动提供支撑，增强课堂互动的效果，从而提高教与学

的效果。

4.5.2 学生信息管理

极简的系统认证，当教师大屏、小组屏、学生屏处于同一Wifi 下即可完成自动连线，连

线时，学生选择自己的姓名即可。如下图：



图 7 主页面



4.5.3 课堂签到管理

教师通过【即时签到】功能，可随时完成签到点名，同时教师可以实时查看学生的签到

在线情况，方便教师进行课堂考勤和管理。

图 8 即时签到及统计

签到时，学生只需点击【签到】按键即可完成签到。

图 9 学生签到

4.5.4 全媒体授课板



全媒体授课板支持用户常用的各类文档演示，包括 PPT、Word、PDF、图片、音频、视

频、网页等各类原生文档，打开后保持文档原有的版式、内容、动画效果不变；支持网

络摄像机、视频展台、录播系统信号等视频信号接入；还支持手机、PAD、小组屏等多

画面无线投屏，对教师操作而言，带来了极大地便利。

4.5.5 单板教学模式

单板教学模式， 常见于大部分普通教室，此模式下教师可以同时打开各类演示文档。

如下图：

图 10 单板教学模式

4.5.6 双板教学模式

全媒体授课板还支持双板教学模式， 两个屏幕既可以融合为一个整体使用，又可以独

自显示不同的教学内容，还可以彼此相互关联，同时保留了传统多媒体教学、交互式教

学的优势，为教师提供多元内容展示手段和方式，满足多样化的课堂教学。



图 11 双板授课模式

特点一：双屏教学模式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双屏幕的无缝组合上，相比单个显示屏来说，

双屏显示可获得更大视角，呈现更多内容，观者视觉体验更好；还能根据人左右脑认知

特点不同，形成记忆关联，进而带来教学效果的大幅提升。

特点二：频繁在黑板和多媒体讲台前切换 PPT、板书和其它媒体，限制了教师课堂教学

能力的发挥。而双屏教学模式，在一屏展示课件时，另一屏可板书或打开任何资源配合

讲解，包括图片、音视频、Office 文档等。

4.5.7PPT+板书

产品能实现一屏播放 PPT，一屏记录教学笔记，且支持屏幕内容相互甩屏切换。

图 12 PPT+板书

4.5.8 PPT+多媒体资源

产品能够在一屏播放 PPT的情况下，另一屏打开任何资源配合讲解，包括图片、音视频、

Office 文档等任意文档。



图 13 PPT+多媒体资源

4.5.9 PPT 同屏

PPT同屏播放，左右屏实时显示当前正在播放的 PPT 内容，包括版式、内容、动画效果

一致，便于教室左右两边的学生获得更好的视觉宽度与是视觉体验。

图 14 PPT 同屏

4.5.10 PPT 联动

在 PPT播放的过程中，可以一屏播放 PPT，另一屏显示 PPT上一次播放的内容；当 PPT

播放切换页码后，另一屏显示自动跟随变化。

图 15 PPT 联动



4.5.11 多屏互动

屏幕广播：教师可通过屏幕广播将各种形式的教学内容广播给小组屏或学生端，让教室

每一个角落的学生都能清晰地看到教学过程。

学生投屏：学生可以将自己的答案投送到大屏，教师可以单个点评或对比讲解。

图 16 学生投屏

学生示范：教师可通过学生演示调用任意一个学生端的屏幕，并广播至其它小组屏，方

便教师及时发现学生中的典型个案，开展示范教学。

图 17 学生示范



小组示范：教师可调用任意一个小组的屏幕，并广播至其它小组屏，方便教师对典型个

案小组开展示范教学。

图 18 小组示范

小组对比：教师可调用多个小组的屏幕同时显示与大屏，可教师作对比教学讲解。

图 19 小组对比

截屏推送：教师可当前屏幕内容作为讨论主题或随堂测验，通过截屏的方式一键推送到

小组屏，供小组学习讨论使用。



4.5.12 课堂随测

学生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测验答题，支持单选、多选、判断、实拍等多种题型；

快速出题：教师可截取屏幕上任意位置的内容作为题目对学生进行提问。

图 20 截屏出题 图 21 学生答题

学生答题：简洁答题界面，所见即所得，让学生无需培训即可使用。

统计分析：所有测试结果和数据分析均在第一时间反馈给教师，帮助教师收集课堂数据

进行针对性讲评。

图 22 统计分析



4.5.13 趣味互动

抢答：教师发起抢答活动，学生通过抢答按钮回答，创造积极的课堂氛围。

随机挑人：教师发起随机挑人，选取学生进行回答。

图 23 随机挑人

弹幕互动：教师可一键开启弹幕互动功能，开启弹幕后，可实时显示学生的弹幕信息。

图 24 弹幕互动



4.5.14 授课工具

动态批注：教师可在屏幕任意范围进行批注，也可在视频、动态 PPT 上进行内容绘制，

使课堂讲解变得更有针对性；

图 25 动态批注

截屏：教师可将屏幕上的批注通过【截屏】分发给学生，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巩固。

图 26 截屏存档



录屏：教师也可使用【录屏】功能录制整个课堂授课过程；

放大镜：教师可以使用【放大镜】功能将重点需要记录的部分发大显示；

图 3 放大镜

聚光灯：教师还可调取聚光灯对屏幕进行局部特写显示；



图 28 聚光灯

文件共享：教师学生之间可通过【文件共享】互传文件，便于教师快速发放作业、资料

以及学生提交作业、讨论报告等，大大节省课堂时间。

4.5.15 思维导图

在课堂上或课堂结束后，学生可将自己对本堂课的学习要点通过思维导图记录并保存下

来，以便课后进行查看复习。

图 29 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的建立有利于学生对其所思考的问题进行全方位和系统的描述与分析，非常有

助于学生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思考，从而有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关键因素或关键环节。思维导图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的思考特点，相对于同一个主题的思

维导图来说，由于学生的知识结构、思考习惯、生活和经验的不同，可以展现出每个学

生思维逻辑和充分体现个体思考的多样性。

思维导图通过关联文件的形式提交学生的学习心得，让老师不再管理杂乱的许多的文件，

让老师一眼就可以看清学生的学习思路。



4.5.16 分组研讨

如下图，教师发起分组教学前，可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对所有学生进行分组，学生还可

以根据座位安排或一定的规则自主选择分组组别，满足个性化分组的需求。

图 30 个性化分组

如下图，教师通过教师大屏将主题分发到每个小组中，学生通过小组屏或学生终端均可

查看小组主题。

图 31 主题分发

4.5.17 小组讨论



进行小组讨论时，小组屏可实时显示讨论主题、小组讨论画面、学生投屏画面，学生通

过小组屏即可快速获得所需信息，以提高分组讨论的快捷和高效性。

4.5.18 小组投屏

如下图，学生终端（平板、手机、笔记本）的画面可投屏到小组屏上进行实时展示，小

组屏可最多同时显示 4个学生投屏的画面。

图 32 小组投屏

4.5.19 动态批注

在进行小组讨论及展示过程中，学生可对自己的展示成果进行讲解，可在小组屏上对自

己所投屏的画面或调取白板进行动态的批注讲解；

4.5.20 视频录制

在整个分组讨论过程中，学生可根据需要自主选择是否对小组屏幕和小组活动过程进行

视频录制，录制形成的视频自动保存在主机中；在课后，学生可将视频下载下来进行观

看。

4.5.21 成果讲评



在进行分组教学中，教师可随时通过教师大屏或教师移动终端调取小组的展示成果到教

师大屏上进行展示和讲评，并可将该小组的成果广播至其他小组的中屏上进行同步显示；

另外，教师还可同时调取两个小组的成果进行二分屏展示对比。

图 33 小组成果讲评



5.方案清单

软件清单

序号 软件名称 型号 单位 推荐品牌 备注

1 智慧课堂大屏端软件（win 版） V2.0

套 因度
2 教师端软件（win、IOS、安卓版） V2.0 手持终端

3 小组屏软件（安卓版、win 版） V2.0

4 学生端软件（win、IOS、安卓版） V2.0

硬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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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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