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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高等院校智慧教室建设

       智慧教室狭义地说是使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尤其是信息技术手段改善教学环境，信

息化教学，让老师使用更加轻松便捷；丰富课堂内容，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教学质量。



新一代多媒体智慧教室

p 2018年4月，教育部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发布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
确提出“三全两高一大”的重要目标任务，并将“推动智慧教育发展”作为其中重要战略方向。
高等教育可谓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先头部队”，高校率先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武装”校园环
境，为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探明方向，也是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责任。

p 新一代多媒体智慧教室解决方案，主要是针对学校的新建教室、老旧教室改造。新一代多
媒体智慧教室解决方案以教师易用、简单操作、智慧物联为建设核心，将教室内各种硬件
外设纳入统一管控；特点是集物联网智能管控、数字教学、“三个课堂”、双师课堂为一体的
多媒体智慧教室；主张以讲台为控制中心，面对学生书写、互动的理念为一体的解决方案，
以老师“教”和学生“学”为根本。



新一代多媒体智慧教室

p 智能讲台作为方案的核心设备，采用高度集成一体化设计，集成双触控书写屏、无线键盘
鼠标、高拍仪、刷卡考勤、无线话筒、有线话筒、功放音响系统、智能中控系统、教学录播主机、
“三个课堂”远程教学、双师课堂同步教学等一体的多媒体智慧教室，集屏幕电子板书、实验
拍摄、无线麦克音响系统、等为一体的“全纳型”多媒体教学设备之一，并对所有设备提供一
键启动、一键关闭和统一收纳管理功能，学校可通过集控后台对校内所有楼宇的教室设备
进行远程管控；实现远程开机、关机、设备功能检测。

p 智能讲台能实现对周边设备的管控；例如：教学电脑、显示设备、投影、幕布、灯光、窗帘、
录播主机等外部设备实现场景化管控；亦可监控多媒体设备的运行状态，实现授课老师
通过、手机二维码、NFC智能卡或管理员远程开启，关闭设备教室内所有设备，新一代多
媒体教室，让使用者更方便，管理更轻松！



新一代多媒体智慧教室

多媒体切换系统

教学拾音扩声系统

多媒体显示系统

线上线下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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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切换系统
    多媒体切换系统可对教室内所需要的视频信号、音频信号、输入输出进行
智能切换控制；还应具备智能管控，能够独立控制教室内的显示设备、投影、
幕布，扩声控制、拾音控制、无线投屏、录播主机、空调、窗帘、灯光等设备进
行控制，支持外接电脑音视频的输入等功能。

支持电脑音量调节、话筒音量调节、大屏信
号源切换（讲台电脑、外接电脑、讲台电脑
+外接电脑）、大屏开/关；灵活配置触控屏
开放使用和授权使用，满足不同使用场景
的需求；

支持讲台内置设备及周边设备一键式联动
控制管理（一键开启讲台及周边受控设备、
一键关闭），使用操作简单方便；

实时显示当前连接状态，当前教室的位置、
时间、管理员联系电话、各类操作的反馈提
示。

新一代多媒体智慧教室



中控
主机

中控
屏幕

视频
矩阵

音频
控制满足智慧教室的多屏显示

功 能 ， 采 用 多 进 多 出
HDMI视频矩阵，支持教
学电脑和老师自带电脑同
时输入输出，自有切换显
示内容。

智慧教室音频是建设中的主要
功能，智慧教室音频输入至少
满足5路同时输入；包含无线
麦、鹅颈麦、教学电脑音频、外接
电脑音频、无线投屏器音频等同
时输入，系统进行自由控制输
出音量。

中控屏幕为方便老师使用，
与讲台一体化设计，中控
尺寸为7寸触控屏幕，可
控制音量、显示画面、一键
上下课等。

中控主机可控制教室内的显
示屏幕，投影、幕布，扩声，
拾音、外接教师电脑、无线投
屏、录播主机、空调、窗帘、灯
光等设备，具备一键开关机，
具备远程开关等。

多媒体切换系统构成



切换系统具备对大屏的控制，方便
教师可对大屏进行一键开关操作，
当显示内容无需在大屏上显示，老
师只需轻点大屏开关按钮即可关闭
大屏。

显示

大屏显示控制

至少支持3路视频信号同时输入，主
教学电脑、老师自备电脑、无线投屏
电脑、切换系统配备三种模式（讲台
电脑、外接电脑、讲台电脑+外接电
脑）、自由切换。

视频

视频切换控制
至少同时具备5路音频同时输入，主
教学电脑音频、外接电脑音频、无线
麦、鹅颈话筒、投屏设备音频、切换系
统可控制输入音频的音量大小。

音频

音频调节控制

多媒体切换系统功能



根据场景需要，可提供多方位扩音系统，首先可选择讲台内置功放音响，无需外置，这样有效节省教室
空间，统一收纳管理，有效保证产品的长期使用；也可采用外置专业音响和专业级功放；进行教室内的

扩音，

教学拾音与扩音系统
为方便教学使用，拾音鹅颈麦应安装在讲
台中央位置，具有一键式开启、关闭功能，
支持热插拔，方便管理员收纳管理，为保
证拾音效果，鹅颈麦应采用双咪芯，保证
30cm内有效拾音；应具有抗干扰、音质
清晰，话杆可自由弯曲调节等功能。

为方便老师的使用和学校管理，应采用多合一拾音设备，最好具备:
手持话筒、领夹话筒、PPT翻页、电子激光等功能为一体的设备，为保
证拾音效果应采用具有双咪头芯，在走动式授课时具有高性能的拾
音距离，无线距离20米，满足授课老师在教室内任何位置都能进行
拾音讲解。

提供多方位扩音系统，为了学校方便管
理可选择讲台内置功放音响，无需外置，
这样有效节省教室空间，统一收纳管理；
或采用外置专业音柱和专业级功放，以
及吸顶音箱，进行教室内全方位的扩音，
保证教室每个角落声音的一致性。

鹅颈麦 领夹麦 手持麦 扩声音响



智慧教室显示系统
    为保证显示效果和学生观看体验，选用高清投影或工程投影仪，根据教室情况选择

120平米以内的教室需配备1台130寸激光投影及2个65寸以上的辅助显示屏幕，或选用
双大屏（大于100寸）显示系统，或选择智慧黑板进行双向互动的布局模式。

采用双大屏显示，需支持对双大屏幕同时管控，一
键开机，一键关机，两个屏幕显示内容可以显示相
同内容，也可分别显示不同内容，具备左边电子板
书内容，右边支持显示PPT内容，可相互进行切换。
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进行自主选择。

采用三屏显示，需要支持对大屏幕的管控与开关机
操作，三个屏幕同时与讲台中控连接进行控制，支
持一键开关操作，支持内容分屏显示，主屏幕显示
PPT演讲内容，辅助显示可显示老师板书内容，也
可以三屏显示同样内容。

长距离传输为保证显示效果，和减少布线，显示系
统需支持RJ45网络传输功能，仅需要一根网线即
可传输视频信号到显示端，延时小于6ms。

新一代多媒体教室



显示系统布局方式

单大屏布局：
适合中小型教室的布局方式，
采用单大屏布局，简单明了，
整体设计简约化。

多屏布局：
适合大型教室和阶梯教室，适
用更大的教学环境，也是目前
适用最多的布局方式。

双向互动布局：
适合智慧互动教室的布局方式，
整体实用性强，应用广泛，双
向互动，联动控制。



新一代多媒体教室

适用于高等院校智慧教室建设



常态化录播教室内的设备主要包括常态化互动触控录播主机、老师电子云台摄像机、学生电子云台摄像机和2个全向麦克风，

配合教室的多媒体及互动显示等设备，即可轻松完成同步课堂的部署。

常态化录播教学    01

系统可实现老师全景、老师特写、学生全景和PC画面的全自动切换和录制，通过在教室内安装6支拾音麦实现师生声音采集，无需佩戴任何其他设备。录播主机通过录播控制屏即

可进行可视化导录播操作，无需键盘鼠标，方便快捷。

通过上述设备的完美衔接，最终将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高清录播教室内所有场景（教师特写、教师全景、学生全景、电脑画面）全部录制下来生成标准MP4文件，教师或学生可通过

录播主机直播点播或教学资源平台进行直播点播，也可后期编辑制作精品课程资源。整个录制过程全程无需佩戴任何辅助设备，保证教师自然上课状态。

精品录播教学    02

线上线下教学系统



远程互动教学    03

   远程直播教学     04

线上线下教学系统

远程互动教学系统，教室内的设备主要包括常态化互动触控录播主机、智能教学讲台、老师电子云台摄像机、学生电子云台摄像机和2个全向麦克风，

配合教室的多媒体及互动显示等设备，远程互动平台，远程电子教学工具，即可轻松搭建远程互动平台，实现远程双师课堂，课堂传递。

远程直播教学，依靠智能讲台搭载4K高清跟踪摄像机和一块高清采集卡即可轻松完成远程直播教学，支持教师自动跟踪。

支持多种主流直播平台，支持第三方软件，腾讯会议、瞩目、雨课堂、校内自建的直播平台均可轻松兼容。



主机配备11.6寸液晶触控屏
内置音频处理模块，搭载先进的4A音频处
理算法，支持多路音频接入处理
接口丰富，最多可接入3路POE摄像机，
采用一条网线实现视频、供电和控制
支持导播界面和PC画面的一键切换
支持外接大屏进行触控录播操作
内置同步课堂互动软件，轻松打造传递课
堂

录播主机

常态化录系统

1个摄像机输出2路画面，1路全景，1路特写，
自带跟踪功能
4K超高清摄像机，支持自动对焦，数字变焦
支持POE
教师机 42°镜头支持自动对焦，学生机低畸变
水平角度可达 95°
内置领先的图像识别和跟踪算法，无需任何辅
助定位摄像机或跟踪主机即可实现平滑自然的
跟踪效果

4K摄像机

常态化录播和远程互动场景设计开发的高性能全
覆盖拾音器。单支拾音半径达6米，单支即可覆盖
面积超过80m² 的教室或会议室，授课或者会议
发言者可在距离全向麦2-6米范围内任意位置发
言而不影响拾音效果。
采用双绞线平衡传输，大大降低了传输中的共模
噪声，降低了传输线材成本，让现场施工更简单。
银色设计，有利于方便融入教室环境。

全向麦克



精品录播主机
录制、直播、点播、智能导播、存储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集成录播设备，基于嵌入式硬件
架构设计，产品高度稳定。设备支持5场景
（老师全景、老师特写、学生全景、学生特
写、电脑信号）的音视频采集录制，配合
跟踪系统实现全自动跟踪导播。

录播主机

精品录播系统

1个摄像机输出2路画面，1路全景，1路特写，自带跟
踪功能，1080P高清摄像机，支持自动对焦，18倍光
学变焦。
教师机水平支持178°镜头云台旋转，上下90°反转，
自动跟踪对焦。
学生机水平支持178°镜头云台旋转，上下90°反转，
自动跟踪对焦。
内置领先的图像识别和跟踪算法，无需任何辅助定位
摄像机或跟踪主机即可实现平滑自然的跟踪效果

跟踪摄像机

数字液晶导播台
自带11.6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可显示和触控录播
导播界面。接入录播主机导播界面后，导播人员
可以在液晶屏上进行视频的导播切换以及参数的
设置，完全和录播主机本地接入显示器和鼠标操
作一样，集成了导播键盘云台操作功能。

数字导播台



主机配备11.6寸液晶触控屏
内置音频处理模块，搭载先进的4A音频处
理算法，支持多路音频接入处理
接口丰富，最多可接入3路POE摄像机，
采用一条网线实现视频、供电和控制
支持导播界面和PC画面的一键切换
支持外接大屏进行触控录播操作
内置同步课堂互动软件，轻松打造传递课
堂

录播主机

直播/互动系统

1个摄像机输出2路画面，1路全景，1路特写，
自带跟踪功能
4K超高清摄像机，支持自动对焦，数字变焦
支持POE
教师机 42°镜头支持自动对焦，学生机低畸变
水平角度可达 95°
内置领先的图像识别和跟踪算法，无需任何辅
助定位摄像机或跟踪主机即可实现平滑自然的
跟踪效果

4K摄像机

互动教学软件
远程互动软件具有双向互动功能，可以自
有切换主讲画面，通过搭配智能讲台设备，
只需要4位数字识别码，即可轻松实现双师
课堂的传递。

互动软件



物联网管控平台

新一代多媒体智慧教室具有物联网
管控功能，有利于教务对教室内所
有设备的进行集中管控，减少设备
造长时间通电带来的损坏。

智慧校园建设具有整栋楼宇设备的
管控功能，可集中管控整栋楼宇的
主要教学设备，比如：讲台、空调、
大屏、音箱等主要设备。

智能管控平台
可支持查看设备运行状态，远程管
控设备开/关机，设备故障自检，可
对全校讲台设备进行监控。



创新校园

智慧教育在塑造校园形象的同时，还引
领着城市创新进程。以创新教学建设为
契机，建立为新时代教育人才高地为支
撑的教育创新体系，显著提高自主创新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智慧校园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校园一直是科技
创新发展的重要场所，智慧校园的建设
将是未来人才的教育，依托大数据，物
联网平台，让校园更加智能化、智慧化。

安全校园

物联网平台的建设让校园更加安全，万
物互联，万物可控，设备的远程控制可
给校园的安全加上一道枷锁，实时守护
校园的平安。

校园智慧物联-智慧校园



新一代多媒体智慧教室

适用于高等院校智慧教室建设



中控
主机

触控
屏幕

数字
功放

无线
麦克

JT041智能讲台
讲台内置的中控主机已集成千兆

交换机，标准RJ45端口（千兆网
口）、7个USB3.0接口（可接键鼠、U
盘、摄像头、高拍仪、触控等）；5个
HDMI输出接口、4个HDMI输入接口
（讲台电脑、笔记本、投屏器等）、2
个RS232投影机独立控制接口、电脑
开关接口。

书写屏采用电磁+电容双触控感

应方式，须支持手写笔触控和手指
触控两种操作方式，并自动识别触
控方式；支持在书写屏上实现PPT
翻页、书写批注、图片放大/缩小等教
学动作，画面同步展示到外接的大
屏显示设备上。

配套的功放音响集成啸叫抑制

模块，能智能降噪、防啸叫，无音
频信号输入自动静音，功放喇叭声
音大小可调，1套支持外接输出接
口（2*30W）的功放和2路三单元
扬声器（2*30W）；

无线麦克集成数字激光翻页功能，

可控制PPT上下翻页；采用无线感
应式充电设计，配备无线充电底座，
充电续航可达48小时；音频信号传
输距离至少20米，可手持和配套领
夹式麦克两用，手持无线麦克备有
3.5mm领夹麦克输入接口；



中控
主机

触控
屏幕

数字
功放

无线
麦克

JT033智能讲台
讲台内置的中控主机已集成千兆

交换机，标准RJ45端口（千兆网
口）、7个USB3.0接口（可接键鼠、U
盘、摄像头、高拍仪、触控等）；5个
HDMI输出接口、4个HDMI输入接口
（讲台电脑、笔记本、投屏器等）、2
个RS232投影机独立控制接口、电脑
开关接口。

书写屏采用电磁+电容双触控感

应方式，须支持手写笔触控和手指
触控两种操作方式，并自动识别触
控方式；支持在书写屏上实现PPT
翻页、书写批注、图片放大/缩小等教
学动作，画面同步展示到外接的大
屏显示设备上。

配套的功放音响集成啸叫抑制

模块，能智能降噪、防啸叫，无音
频信号输入自动静音，功放喇叭声
音大小可调，1套支持外接输出接
口（2*30W）的功放和2路三单元
扬声器（2*30W）；

无线麦克集成数字激光翻页功能，

可控制PPT上下翻页；采用无线感
应式充电设计，配备无线充电底座，
充电续航可达48小时；音频信号传
输距离至少20米，可手持和配套领
夹式麦克两用，手持无线麦克备有
3.5mm领夹麦克输入接口。



智慧教室解析



适用于高等院校智慧教室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