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1 
●图形工作

站 

（1）CPU： i7-7700 (四核 3.6GHz, 4.2Ghz 

Turbo, 8MB,); 

（2）操作系统：工厂预装 win7 64 位 

（3）芯片组：英特尔 C236 

（4）内存：32GB (2X16GB) 2400MHz DDR4 ，4

根 DIMM插槽, 支持 64 GB的 2133 MHZ   

★（5）硬盘：128GB 2.5英寸 SATA 固态硬盘+1T 

SATA硬盘。 

（6）显卡:Quadro P2000, 5GB, 4 DP (PWS 3620)  

Raid：支持 SATA 6 Gb/s 和基于主机的 RAID 

0/1/5/10 

（7）端口： 

前置，不少于 2 个 USB 2.0 端口、 2 个 USB 3.0 

端口、 1 个 麦克风端口、 1 个 耳机端口； 

内置，不少于 2 个 USB 2.0 端口、 4 个 SATA 6 

Gb/s 端口； 

背面，不少于 2 个 USB 2.0 端口、 4 个 USB 3.0 

端口、 2 个 PS2 端口、 1 个串行端口、 2 个

DisplayPort、 1 个 HDMI、 1 个千兆 RJ45电口、 

1 个音频线路输入/麦克风端口、 1 个音频输出

端口。 

（8）插槽： 不少于 1个全高第三代 PCIe x16

插槽、  1个全高第三代 PCIe x16 插槽、1个全

高第三代 PCIe x1 插槽、 1个全高 PCI插槽、1

个 M.2插槽。 

（9）安全性：配置数据备份与恢复软件、工作站

优化软件、数据保护，硬件加密加速器、通过 BIOS

进行的本地硬盘数据擦除（“安全擦除”）、机箱锁

插槽支持、可上锁端口盖、机箱防盗开关、安全

供应链功能、设置/BIOS密码 

 

台 41 

2 ▲显示器 
（1）1920*1080 16：9 ips屏， 

（2）1000万：1动态对比度，23.8 英寸 
台 41 

3 路由网关 

★（1）吞吐量≥30Mbps，并发会话数≥12,000，

具备 4 个千兆电口， ≥32GB SSD 固态硬盘；单

电源 

（2）基本要求：设备支持以网关、网桥、旁路、

多路桥模式部署。 

管理界面支持 SSL 加密 WEB 方式、SSH 命令

行方式管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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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户管理 

支持触发式 WEB 认证，静态用户名密码认证

等，支持 LDAP、Radius、POP3、Proxy 等第三方

认证，支持以 USB-Key方式实现双因素身份认证。 

支持短信认证方式，用户输入手机号作为用

户名，通过短信猫或短信平台发送验证码。 

支持二维码认证，管理员扫描访客的二维码

后对其网络访问授权。 

同一个账号，支持与指定数量的多个终端进

行自动绑定。 

支持与微信结合的认证方式，用户关注微信公众

号后即通过身份认证，后台记录用户 ID 

与第三方微信平台无缝对接，不需要修改第

三方微信平台代码 

访问质量检测 

针对内网用户的 web 访问质量进行检测，对

整体网络提供清晰的整体网络质量评级，支持以

列表形式展示访问质量差的用户名单，支持对单

用户进行定向 web访问质量检测。 

（4）网页行为管理 

网关内置海量预分类的 URL 地址库，针对未

收录入库的 URL 支持自动识别与分类。 

识别并过滤 SSL 加密的钓鱼网站、金融购物

网站、非法网站等。 

支持基于关键字、URL过滤 SSL 加密的论坛、

BBS上的发贴行为。 

（5）应用行为管理 

设备内置应用识别规则库，支持超过 2000

种以上的应用，并保持每两个星期更新一次，保

证应用识别的准确率。  

支持应用更新版本后的主动识别和控制。 

支持对移动应用的细分权限控制，微信：微

信网页版、微信传文件、微信朋友圈、微信游戏

移动 QQ：QQ传文件、QQ视频语音等。 

支持对每个应用定义标签，并支持根据标签

选择应用，标签分类不低于 5类。 

具有防共享上网功能和非法无线热点发现如

360WIFI 等，可检测并冻结该用户，支持共享用

户数量及冻结时间设置。  

（6）上网流量管理 

支持自定义带宽占用阀值，带宽空闲时，智

能调整流控策略，避免带宽资源浪费。 

支持多线路接入，支持线路复用与智能选择

流速最快线路。 



支持将多条外网线路虚拟映射到设备上，实

现对多线路的分别流控。  

支持流量父子通道技术，且至少支持三级父子通

道。 

（7）上网行为审计 

支持审计记录网页正文内容，支持记录 SSL

加密网页的内容。 

设备支持内置数据中心和独立数据中心，并

且支持高性能模式，精简冗余日志。 

支持对发帖、发微博、博客、SSL 加密网站

发帖等行为的内容审计。 

（8）其它要求： 

所投产品具备国家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颁发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分级

评估 EAL3级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所投产品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颁发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

件加盖公章）。 

所投设备生产厂商具有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

撑单位证书（国家级，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4 
24口千兆交

换机 

（1）机架式， 24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以太

网端口、连接器 

（2）类型：RJ-45、支持 10/100/1000Mbit/s 传

输速率、支持半双工、全双工、自协商工作模式、 

支持 MDI/MDIX 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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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口千兆交

换机 

（1）机架式，16个 10/100/1000M 自适应以太网

端口、连接器 

（2）类型：RJ-45、支持 10/100/1000Mbit/s 传

输速率、支持半双工、全双工、自协商工作模式、 

支持 MDI/MDIX 自适应 

台 2 

6 
学生计算机

桌、凳 

（1）学生桌：尺寸约为 600mm*600mm*700mm（尺

寸根据现场情况微调），采用钢木结构，定制/单

人桌，桌面四周无隔板，带 pvc键盘托架，桌面

材质≥ 25毫米优质环保实木颗粒板； 

（2）基材为中密度纤维板，选用优质导轨、连接

件、门铰、三节滑道等五金配件，确保质量。 

（3）学生凳：环保微颗粒板 16MM，采用钢制腿，

冷轧钢，满焊工艺，高温烤制，腿壁厚度不小于

1.5mm, PP 全新塑料櫈脚，侧面固定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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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师座椅 
可升降靠背五轮软转椅/高度可调/  

有靠背扶手/阻燃麻布面料/透气强 
个 1 

8 控制桌 

桌面材质为优质环保实木颗粒板，横板 25mm，竖

板 16mm，贴面采用三聚氰胺板材，带 2个 pvc键

盘托架，选用优质导轨、连接件、门铰、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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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锁等五金配件，板材经过防虫、防腐化学处理，

规格约 2400×800×780mm（实际尺寸根据现场情

况确定），桌体颜色与学生桌椅相配套，四周封边

采用高档耐磨 PVC，保证教师讲台整体美观整齐。

预留中控、视频展台、服务器和教师机位置。 

9 实物展台 

硬件要求：  

（1）像素：≥500万像素； 

（2）变焦：整机变焦≥5倍； 

（3）解像度：≥1000线； 

（4）非 USB独立电源供电，保证画面质量； 

（5）1080P动态视频预览达到 30帧/ 秒； 

（6）对焦/白平衡：自动/手动； 

（7）接口：HDMI 输出*1，VGA输入*1，VGA输出

*2，USB*1； 

（8）拍摄区域：不小于 A4幅面； 

（9）基础按键不少于 9个，一键完成输出图像的

放大，缩小，旋转，拍照，设置各项参数的调节；               

个 1 

10 交互平板 

一、硬件部分： 

（1）尺寸:≥86英寸,采用 LED背光；分辨率:≥

3840*2160；显示比例 16:9。 

（2）支持 10 点同时触控，10 笔书写,触摸高度

≤2.5mm；最小识别直径≤3mm。 

（3）为便于教学应用，交互平板左右两侧具有与

教学应用密切相关的物理快捷键，该快捷键至少

具有触控开关键、关闭窗口键，一键打开展台键，

并且双侧快捷键具有中文标识，不占用屏显面积。

（提供实物照片） 

（4）为方便教学，交互平板正面具备 2 个 15W

音箱。 

（5）交互平板 Android主板具备 ROM 不小于 6G，

RAM不小于 1G，版本不低于 5.0。 

（6）为提高便利性，交互平板只需一根网线，即

可满足 windows 和 Android双系统的上网需求。 

（7）为了教师操作便捷，交互平板可通过多指长

按屏幕，达到息屏和唤醒功能，不接受触摸菜单

或物理按键方式。 

（8）在 Windows 和 Android的白板软件下，悬浮

菜单中的书写工具（批注、橡皮）可与底部白板

软件的工具条联动。 

（9）为了教师方便应用，交互平板前置提供综合

设置物理按键，可在任意通道下一键呼出系统设

置、系统检测、智能温控（含高温预警及断电保

护功能）、信号源预览等功能进行快速设置。 

（10）为方便教学，悬浮菜单中的信号源可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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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修改，并固化到菜单中，一键直达常用信号源。 

（11）通过交互平板桌面的悬浮菜单切换信号源

通道。 

（12）Android 部分提供硬件系统检测(支持无 PC

状况下使用):对系统内存、存储、红外框、内嵌

电脑、屏温监控等提供直观的状态、故障提示。 

（13）为方便教学，交互平板提供不少于三种方

式启动展台软件和白板软件。 

（14）内置电脑采用插拔式模块电脑架构(不接受

外挂盒模式)，与大屏无单独接线，采用 Intel

第 7代酷睿 Skylake平台 I5处理器、主频 3.0GHz

或以上配置，4G DDR3 内存或以上，存储空间 128G 

SSD或以上, 具备独立非外扩展 6个 USB（至少包

含 2路 USB3.0）接口、HDMI*1、DP*1。1、 

（157）教学设计：软件提供教学设计功能，支持

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自主添加课堂活动。课堂活动

中涵盖情景导入、内容精讲、同步习题、随堂测

试、分组竞赛等至少 5 个环节，支持调整各个环

节顺序或增删环节；云平台针对不同教学环节自

动推送与课程精准匹配的资源； 

（16）支持文本输入并可快速设置字体、大小、

颜色、粗体、斜体、下划线、删除线、上标、下

标、项目符号等复杂文本的输入，可对文本的对

齐、行间距、透明度、等进行设置，方便用户编

辑文字。 

（17）软件具备智能辅助线，移动单个素材时，

可以智能提示水平、垂直对齐位置，方便课件排

版； 

（18）提供音、视频图片编辑功能。音、视频文

件导入到软件中进行播放，可设置循环播放、跨

页面播放。视频文件可一键全屏播放，支持动态

截图，截取图片自动生成图片索引栏，图片索引

栏可跨页面显示。 

（19）仿真实验:具备总数不少于 450 个,仿真实

验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器材、注意事

项、实验演示、开始实验、实验检测、实验应用

等环节，为方便向学生展示及操作，仿真实验支

持一键全屏播放。 

（20）书写工具:至少提供硬笔、智能笔、荧光笔、

激光笔、软笔、纹理笔、图章笔、手势笔等不少

于 9 种书写工具。通过智能笔可以识别平面二维

图形；老师可通过手势笔实现多种手势教学，如

圈选即可识别为选中对象，画圆即可识别为聚光

灯，画方形为放大镜功能，左右划线为前后翻页



等，为方便老师快速掌握，在点击手势笔功能时，

笔工具栏提供图例操作说明。 

（21）自动识别粗细笔：不借助菜单切换，根据

接触面积，自动识别粗细笔笔迹，方便教师板书

及批注重点； 

（22）PPT课件批注功能：PPT全屏播放时可自动

开启工具菜单，提供 PPT课件的播放控制(如前后

翻页)、聚光灯、放大镜、草稿纸和书写批注等功

能,支持生成二维码，快速分享课件。 

（23）多屏互动功能：支持手机、pad 移动端与

交互平板连接后，可实现常用功能如影像上传、

投屏、播放课件、直播。支持对上传的图片内容

再次编辑如裁剪、马赛克等操作，可同时上传多

张照片进行同屏对比，双向批注；手机与交互平

板电脑画面双向互传，可实现手机实时控制、随

时批注交互平板电脑桌面；支持播放电脑桌面的

ppt 课件；还可实现手机移动直播功能； u 盘文

件直读、一键切换电脑窗口文件、模拟鼠标等功

能；，方便教师及时分享各类资源。 

（24）资料库: 网络学科资源具备小学、初中、

高中、中职、高职丰富的学科资源，如教学目标、

教学建议、教案示例、扩展资料、习题精选等，

包括人教、北师大、苏教等 30多个主流教材版本;

支持按年级、版本、学科、章节等分类方式进行

查找；支持资源下载及一键插入白板页面使用。 

（25）数字教材: 免费正版数字教材，数字教材

覆盖中职、高中各学科； 

（26）学科题库资源：提供丰富的学科试题库，

支持教师自定义题目，能够自定义单选、多选、

判断、解答等多种类型题目。学科试题库提供按

学科知识点与学科教材目录同步检索方式，方便

教师使用。 

（27）数学公式编辑器：可插入高级公式如：普

通运算符号、根号、分数、上下角标、不等号、

希腊字母、集合运算、逻辑符号、积分符号、求

和符号、运算箭头、上下标箭头以及其他常用符

号。可快速输入繁分数，支持自动修正数学符号

字体。 

（28）3D绘图：涵盖大部分平面绘图功能，还有

平面系列功能，相交曲线系列功能，平面系列功

能等，几何体系列功能。可以绘制所有立体几何

图形：例如：棱柱，棱锥，展开图，曲线，曲面，

相交曲线等可以制作所有动态立体课件，例如：

震荡，视图旋转，空间运动，投影等等；指令及



功能涵盖：3D 指令集合，代数指令集合，几何变

换指令集合，函数与微积分指令集合，文本指令

集合，向量与矩阵指令集合等等 

（29）数学题库：课件支持插入题库功能。并可

定位教材版本，知识点；支持选择题型和试题难

度；题库内容添加进课件之后，还可以对文本和

公式进行二次编辑，支持老师进行改编；题库来

源：历年中高考真题、各省市或学校考试真题，

以及主流教辅书的习题精选。题库总量高达 20

万道。 

（30）课件播放：播放过程中可对页面放大。支

持手写标注圈选功能，配合四种颜色画笔，可在

课件中任意绘画，且可以用橡皮擦功能部分擦除

和一键擦除。 

（31）推拉白板：尺寸:4500mm *1300mm。必须根

据用户需求，交互平板左右两开或居中四开安装，

有活动的复合黑板可完全遮挡、保护交互平板。

高清视频展台内嵌在黑板一侧，整体成型。 

11 
广播教学软

件系统 

（1）功能要求参数采用核心的动态局部截屏及实

时压缩技术，在网络条件较差时亦能体现良好的

性能； 

（2）可根据网络条件调节网络补偿强度，根据广

播内容调节广播及录制效率，使广播达到最佳效

果，屏幕广播响应时间 <0.4 秒。全面支持

Windows系列（包括 Windows 10），可无缝兼容其

它教学软件。 

（3）正版授权可通过加密狗加密。 

（4）签到：提供学生名单管理工具，实名验证、

点名功能，支持保留学生登录记录。 

（5）网络快照：教师可以在监控学生的时候，对

学生画面拍快照，保存学生画面的截图。 

（6）班级模型：获取学生端计算机的名称、登录

名、学生端应用程序、进程和进程 ID，远程终止

学生端进程，显示学生机桌面的缩图。 

（7）文件管理：有文件分发、提交，可拖拽添加

文件，可限制学生提交文件的数目和大小。 

（8）随堂小考：教师启动快速的单题考试或随堂

调查，限定考试时间，答题后立即给出结果并显

示学生答案柱状图分析和答题时间。 

（9）学生限制：支持对不同学生设置不同策略包

括（上网策略、应用程序策略使用策略），上网限

制支持多浏览器，IE、Chrome、QQ、Firefox、360

等都可以限制。 

（10）硬盘检测、软硬件资产侦测及盘点，侦测

套 1 



学生端的软硬件资产信息，并比对上一次信息，

及时发现、制止软硬件资产的流失。 

（11）具备网络快照、班级模型、屏幕广播可支

持 4k分辨率广播、支持三屏广播、网页广播、多

路广播、学生演示、监看学生画面、网络影院、

视频直播、屏幕录制、语音广播、语音对讲、电

子点名、远程开关机、远程命令、远程设置、远

程登录、请求帮助、举手、发言、自动锁屏、防

杀进程、黑屏肃静等功能。 

12 音箱 

（1）一路话筒输入 MP3 播放功能,支持高速

USB2.0、SD/MMC/XD/MS 卡等介质,可实现软件升

级；可切换 AM/FM 数字调谐器； 

（2）配合 IR/红外摇控，可控制音量大小/上下

曲/静音，自动搜索可用电台等； 

（3）主要技术参数：额定功率:≥25W； 

（4）频率响应：68Hz-18kHz； 

（5）驱动器：4寸低音×1, 高音×1 话筒一只； 

（6）话筒具有激光教鞭功能； 

（7）话筒采用可自助更换的充电式锂电池，充满

电可连续工作 8 小时以上；话筒面板显示屏可显

示示信号强度、音量大小、电池余量等信息； 

（8）频率响应：50Hz-15KHz； 

（9）信噪比：9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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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防静电地板 

（1）规格尺寸（mm）：600x600x30； 

（2）技术标准要求：采用 0.35mm 冷扎钢板，表

面喷塑处理；集中载荷≥4450N/m²、均布载荷≥

11970N/m²、地板永久变形≤1.5mm、可调支撑使

用载荷>20KN； 

（3）安装要求：地板应组装精细，接缝整齐严密，

粘结牢固，不开胶，特别是教室四周靠墙处需单

独做好加固工作，防止地板塌陷；板面覆盖层应

柔光、耐污、不打滑、无明显可见的色差、起泡

及疵点；金属表面采用镀锌处理、无疵点。通过

绿色环保、符合环保要求。 

平米 100 

14 
机房综合布

线及装修 

（1）包括 PVC 线槽， 电源线（6mm、 4mm），六

类双绞线，RJ45 头， 插座等（按座位需要），电

源布线,网络布线、系统集成等，确保图形工作站

教室正常使用。 

（2）搬运工作，包含微机室内 50 位学生图形工

作站及桌椅、教师计算机及桌椅、服务器、显示

器、微机室防静电地板。 

（3）墙面粉刷。 

宗 1 

15 软件 Photoshop、AutoCAD、Flash、3D MAX 最新中文 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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