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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教学一体机是一款将红外触控技术，智能化办公教学软件、多媒体网络通信技术、高清平板显示技术

等多项技术综合于一体的，集成无线投影、白板书写、远程教学、文档批注等功能于一体的互动教学设备。

教学一体机单系统采用的是 Android 系统，操作简单；多点触控，快速响应；提供校本资源、多种学科工

具、多屏互动等多种备课，可通过扫码，课本带回家；两指轻松放大缩小，学生再远也能清晰看得见；教

学一体机使教师上课更轻松高效，课堂学习更生动有趣。

一、主要技术参数：

显示屏

显示屏 LED

显示尺寸（mm） 1430*802

图像比例 16:9

显示分辨率 3840*2160

显示亮度 400cd/m2

对比度 4000:1

视角（CR>10） ≥178º广角

色彩 1.06B（10bit）

背光寿命 50000h

响应时间 6ms



系统配置

核心方案 MSD6A638（可选）

CPU Cortex A53*2 1.3GHz

GPU Mail450MP4 600MHZ

操作系统 Android

内存 1G

存储 4G

网络 有线、WIFI、3G/4G

接口 USB、VGA、RJ45、HDMI 等

选配 移动支架、摄像头等

触摸参数

触摸类型 红外触摸

触摸点数 10 点

触摸分辨率 32767（W）*32767（D）

触摸精度 90%以上区域为±2mm

响应时间 ≤12ms

可识别物体 ≥Φ5mm 非透明物体

透光率 钢化玻璃 90％

输入方式 手指、触摸笔等

最小触摸物体 单点 6mm



多点 8mm

多媒体

媒体文件格式

视频：支持 H.264,VP8,RV,WMV,AVS,H.263,MPEG4

等视频格式的 1080P 解码、YouTube 等在线视频

图片：JPG、BMP、PNG、旋转/幻灯片播放/图片放

大等

音频： MP3,WMA,WAV, APE, FLAC,AAC,OGG,

M4A,3GPP 等

显示模式 横屏、竖屏、全屏、分屏

整机参数

产品尺寸（mm） 1515*935*103

外箱尺寸（mm） 1627*1120*250

净重/毛重 65KG/79KG

菜单语言 中文、英文等

整机颜色 银色、金色、黑色等

电源供电 100-240V，50-60Hz

喇叭 8Ω 10W*2

功耗 ≤ 180W

温度 0℃ - 50℃

湿度 10% - 98%



附件

壁挂套件、遥控器、电子触控笔、电源线、螺丝、保

修卡、合格证、说明书

节目后台编辑服务器软件一套

产品认证 CCC、CE、FCC、 ROHS



二、产品图片

2.1 产品线条图



2.2 产品效果图



2.3 包装尺寸图



三、产品接口图



端口介绍：

1 RJ45 ： 网卡接口，用于网络数据传输

2 VGA OUT ： 模拟信号（视频）输出接口

3 VGA IN ： 模拟信号输入接口

4 Audio IN： 音频输入

5 YPBPR IN： 模拟视频输入

6 AV IN： 音视频信号输入

7 AV IN： 音视频信号输入

8 AV OUT： 音视频信号输出

9 EARPHONE ： 标准耳机插座

10 TV ： 信号输入到电视

11 SPDIF OUT： 数字音频输出接口

12 HDMI IN ： 信号输入接口（电脑、摄像头）

13 USB ： 多媒体信号输入/升级程序

14 USB ： 多媒体信号输入/升级程序

15 SD ： 多媒体信号输入/升级程序，最大支持 128GB

16 Touch usb ： 触摸数据接口

17 MIC ： 麦克风输入

18 RS232 UART ： 通用异步串行口

19 HDMI IN ： 信号输入接口（电脑、摄像头）

20 Touch usb ： 触摸数据接口



四、产品标签铭牌



五、安装指南

（ 壁挂安装 ）



（ 支架安装 ）

移动支架升降可调，支架可调范围在 1390mm-1660mm，可满足不同高度观看需求，万

向旋转轮，可以放置机顶盒、笔记本等其他的视听设备；支架钢材立柱板设计和一体式底

座，保证产品安全稳固性；横向 700mm×竖向 500mm 大孔距 90kg 强承重，可挂 32-98

寸常规显示器。

（以下为支架规格参数和图片供参考）：

颜色 黑色 适用尺寸 55-95

材质 冷轧钢板 上托盘规格 485×270

承重 120kg 高度调节 三档调节

面板长度 800MM 包装清单 挂架、杆子、底座、托盘等

安装孔距 200×200 400×400 600×400 800×600



六、产品使用注意事项

 系统接地

系统必须有完善的接地。否则，不仅造成信号干扰、不稳定或机械损坏，

而且还可能因漏电引起 人身事故。

 禁止改变原设计

禁止对本产品的机械和电器设计更改或增添任何部件。否则，生产厂家

对由此所带来的危害性结 果不负责任。

 请勿使用两芯插头，确保设备的输入电源为 AC100-240V 50/60Hz 的交流

电。

 机器内有交流 220V 高压部件，请勿擅自打开机壳，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不要将系统设备置于过冷或过热的地方。

 设备电源在工作时会发热，因此要保持工作环境的良好通风，以免温度过高而

损坏机器。

 阴雨潮湿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关闭设备电源总闸。

 在下列操作之前一定要将设备的交流电源线从交流供电电源插座拔下：

A．取下或重装设备的任何部件。

B．断开或重接设备的任何电器插头或其它连接。

 非专业人士未经许可，请不要试图拆开设备机箱，不要私自维修，以免

发生意外事故或加重设备的损坏程度。

 不要将任何化学品或液体洒在设备上或其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