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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货物清单一览表

名称 品牌、产地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 总价

智慧教育

交互教学

系统（核

心产品）

派睿、中国

VR智慧教

育交互教

学系统

1.赋能交互教育大屏，即插即用。

2.连接云端资源库，支持云端内容的下载安装，随时下载海量互动教

育资源。

3.云端交互内容库具有丰富互动教育内容，涵盖科普内容以及1-9 年

纪全部课程，每月实施更新，可供教师授课时随时下载。

4.可同步互动教育资源至VR 设备，并支持40 台以上的VR设备进行实

时的内容推流操控，进行沉浸式教学。

5.采用国产操作系统及国产芯片组成。

6.在交互智慧大屏上即插即用，支持与交互智慧大屏的音频、视频传

输以及触控传输，可在大屏上进行互动式操作，也支持连接PC 端用鼠

标操控，无需额外适配工作。1-9 年级课程：

内容介绍：

1.内容由全景视频、2D 视频、文字、图片、模型、音频等多种格式组

成。

2.内容支持在智慧触屏端、PC 端、VR 端、手机端等多终端互动式操

作。

3.内容支持在智慧触摸大屏端授课时，可实时同步至VR 设备。

4.内容支持存储于云端，方便老师授课使用。

课程内容：

1.小学：小学语文（课程内容280 节）、英语（课程内容50 节）、数

学（课程内容300 节）等互动教学课件（人教版）

2.初中：初中语文（课程内容140 节）、英语（课程内容45 节）、数

学（课程内容200 节）、物理（课程内容80 节）、（课程内容90 节）、

4套 28000 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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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课程内容50 节）、化学（课程内容50节）等互动教学课件，

同时内容支持在智慧触摸大屏端授课时，可实时同步至VR 设备进行互

动操作。

三、产品配置：

CPU：RK3399 双核Cortex-A72+四核Cortex-A53

GPU：ARM Mali-T860MP4

RAM：4GB

WiFi：802.11a/b/g/n/ ac 2.4G/5G 双频

USB 接口：USB2.0 host*1 ，USB3.0 host*1

HDMI：支持HDMI 4K 2.0 输出

触摸屏接口：EDP 屏接口_2K 输出/LVDS 屏接口_1080P 输出（可选）

系统：Nibiru OS

培智科普

互动教学

系统

派睿、中国

VR培智科

普互动教

学系统

培智课件以引导式教学、情境学习理论和为基础，拓展教材知识的基

础上，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启发孩子的心智，让孩子真正成为教学中

的主体。通过生动有趣的游戏和练习，从而刺激引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提高注意力、参与能力、增进学习效率，从而达到训练学习的目的，

让学生重新获得生活能力的康复系统。

一、产品功能：

1.赋能交互教育大屏，即插即用。

2.可同步互动教育资源至VR 设备，并支持40 台以上的VR设备进行实

时的内容推流操控，进行沉浸式教学。

3.采用国产操作系统及国产芯片组成。

4.在交互智慧大屏上即插即用，支持与交互智慧大屏的音频、视频传

输以及触控传输，可在大屏上进行互动式操作，也支持连接PC 端用鼠

标操控，无需额外适配工作。

二、互动课程内容：

包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全日制培智教材《生活适应》《生活语

文》已出版的各年级的教材电子版。系统采用先进的触摸技术、计算

4套 15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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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技术，通过电子翻书的方式，将教材电子化，方便课堂电教化教学

使用；实现康复教师和学生可以在屏幕上进行点、画，身临其境般演

绎各种游戏，增强教学的互动性、趣味性和灵活性。

资源模块包含了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动画视频的形式，进行教学指

导。该模块包含200 多个课件视频资源，可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激发孩子的学习潜能，有效满足多重交互、情

景创设、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教学要求。科普模块包含海量科普内

容，主要有大世界观故事化，富媒体原创剧集以及交互式影游。

三、产品配置：

CPU：RK3399 双核Cortex-A72+四核Cortex-A53

GPU：ARM Mali-T860MP4

RAM：4GB

内存：32GB

WiFi：802.11a/b/g/n/ ac 2.4G/5G 双频

蓝牙：4.1

以太网：10M/100M/1000M Ethernet

USB 接口：USB2.0 host*1 ，USB3.0 host*1

Type-c 接口：Type-c*1

TF 卡：128GB*1

HDMI：支持HDMI 4K 2.0 输出

触摸屏接口：EDP 屏接口_2K 输出/LVDS 屏接口_1080P 输出

红外遥控：红外遥控

RJ45：以太网口

系统：Nibiru OS

VR沉浸一

体机
派睿、中国 PR-S1

一、产品介绍：

1.专业高通处理器

采用高通专为VR/AR 定制的处理器，带来强劲3D 处理和影像解码的同

时还具备精准的9 轴传感器融合与ATW 功能来降低图像延迟，确保体

20套 3200 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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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舒适不眩晕。

2.强大拓展功能，专业VR 操作系统

可外挂U 盘与移动硬盘，即插即播浸享视听乐趣，支持丰富VR 教育课

件，以全景或3D 呈现交互式内容并进行互动操作，也可巨幕使用安卓

应用。

二、产品参数

处理器：高通骁龙821

RAM（运行内存）：3GB LPDDR4

ROM（存储内存）：32GB eMMC5.1

屏幕：5.5 寸快速液晶，3840*2160*RGB，72Hz

光学：非球面镜片

音频：双扬声器侧出音，支持蓝牙/有线耳机

视频解码：4K 60fps H.265

空间定位：3 自由度9 轴IMU

WiFi：802.11 b/g/n/ac 2.4G/5GHz 2*2 MU-MIMO, 理论最大速率866

Mbps

蓝牙：BT5.0/BLE 双模

陀螺仪：高性能三轴传感器，频率1KHZ

加速度：高性能三轴传感器

罗盘：高性能三轴传感

外部存储：支持外接Micro SD 卡

电池：3500mAh

OS：Nibiru VR OS

智能交互

一体机
中银、中国 ZT6505

具备智能触摸式操作系统，拥有各种智能接口，可以与第三方的智能

盒子各种接口进行连接，可切换到第三方系统且可进行触摸式操作，

并将操作内容实时同步到VR 头盔等设备上。

显示特性：

一、电容触控系统：

4套 15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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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更好触控效果，屏幕采用电容触摸屏，支持二

十点触控，灵敏度高，书写流畅；

2、AG 防眩光钢化玻璃，莫氏7 级硬度，有效减少指纹、降低眩光

二、显示系统

1、液晶屏类型LED 背光；亮度 500cd/m² 对比度

（全白/全黑）5000：1；液晶屏显示比例16：9；可视角178；物理分

辨率1920*1080 ；

2、屏幕显示灰度分辨等级达到128 灰阶以上，画面清晰，显示效果细

腻。

3、触摸屏响应时间（首点响应速度8ms、连续点响应速度4ms、连续书

写响应速度25ms）

4、方便外接设备前置端口及按键，机器前置PC-USB2路接口：

三、安全：

1、一体化设计，整机屏幕采用4mm 钢化玻璃, 防爆、

防划、防撞，表面防撞击,使用1.0kg 钢球，在2.5m 处自由落体撞击

整机液晶显示屏幕的钢化玻璃，产品无损伤破裂，功能无异常；

2、整机具备防火、防腐蚀、防水等功能；

3、整机具备抗震，在振动台上频率为5-50HZ,加速度9.8m/S²，振动方

向X、Y、Z 三个方向各30 分钟的振动试验，外观无损伤破裂，功能无

异常；

4、具备良好的安全性，产品通过电磁兼容性测试，其

中辐射骚扰测试合格，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合格、浪涌（冲击）抗扰

度测试合格

四、应用系统-内置高性能安卓系统

MSD8386；四核CPU，内存2G，板载32G 存储空间，采

用Android8.0 操作系统；内置高性能安卓白板书写软件：书写、擦除、

放大缩小、扫码保存、邮件发送、插入图片、圈选复制删除、指定目

标放大缩小，随意更换笔的粗细，笔和背景的颜色；可在任意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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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界面下实时批注。悬浮导航助手：可快捷打开主页、内置电脑、

计算器、白板、设置、浏览器等常用功能也可自定义添加。

内置贵宾接待功能.分为欢迎模块、行业主题、签名图

片三模块。用户可以在欢迎模块、行业主题模块下自定义主题，编辑

主题等。

五、商务：

智能平板获得（CCC）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最新一期节能认

证证书，

组网设备小米、中国 AX3600

参数如下：

1）、类型：无线基站；

2）、传输频段；2.4GHz 频段，5.0GHz 频段；

3）、传输速率：无线2976M；有线10/100/1000M；

4）、Wan 口数量（千兆）1 个；Lan 口数量（千兆）3 个；

5）、WPS：支持；

6）、机身材质分类：塑料机身。

4套 1300 5200

交互式内

容制作工

具creato

r

派睿、中国

交互式内

容制作平

台

PC 端VR/AR 内容制作工具，让用户自由选择素材，自由进行场景逻辑

编辑，通过场景串联跳转、加入相应的响应事件（包括图片，文字，3

D 模型，视频，音频等素材），进而能够快速完成一个VR/AR 演示内

容的制作。

1）编辑器支持支持全景图片及全景视频的交互编辑

2）编辑器支持以拖拉的方式直接从外部文件管理器中导入模型、音视

频、图像和文本素材。

3）3D 编辑模块：VR/AR 场景制作区域，通过添加对应支持的素材，

可调整三维模型的位置、旋转度与大小

4）编辑器支持选择器，让用户选择跳转到不同的场景

5）支持选择器的大小，透明度，文字（大小，字体，

加粗，斜体，下划线，透明度，行间距，对齐方式，旋转角度），图

标，背景，按钮的自定义

4套 14925 5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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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批量添加图片和视频资源，图片支持JPG 或

PNG，视频支持MP4 或AVI

7）支持切换热点链接，场景跳转逻辑：

a.主场景为图片：图片场景—图片场景、图片场景—视频场景、图片

场景—选择器场景；

b.主场景为视频：视频场景—图片场景、视频场景—视频场景、视频

场景—选择器场景；

8）支持多种触发方式：点击、悬停、一直

9）支持事件连接，场景跳转逻辑：主场景为视频（只

能）：视频场景—图片场景、视频场景—视频场景、视频场景—选择

器场景；而且可以选择视频切换的时间和下个视频场景的开始播放时

间，也可以在跳转时间到时弹出选择器；选择器的存在时间可可以设

置

10）支持图片，文字，图集，图文，视频，音乐，模型等热点类型

11）支持热点图标的大小，位置，名称设置

12）支持热点图标的自定义

13）支持多种热点图标格式，包括JPG，PNG，GIF 等

14）支持图片的主视角设定

15）支持每个场景的背景音乐设置

16）支持整个作品的背景音乐设置

17）编辑器支持不同学习场景和阶段需求的创作模式

18）VR/AR 互动事件与触发条件控制，支持添加场景复杂逻辑，素材

之间交互逻辑，

19）编辑器兼容不同厂商眼镜端，且性能稳定

20）编辑器生成的作品能够基于Web 进行一键传播分享，能够适应于

不同的硬件终端

21）生成的作品能够保存到本地或者云端

22）编辑器支持不同的账号权限，保证不同用户对某个作品的操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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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控制（观看，修改，删除，保存，分享等）

23）编辑器支持对云端素材库和云端案例库的访问接入和数据检索，

根据不同的权限匹配不同的访问内容

24）编辑器支持多对已完成作品进行PC 端和一体机端的预览功能

支持导出作品到本地或者一体机

25）通过账号密码加秘钥激活软件进行账号管理

功能：

1）内容由全景视频、2D 视频、文字、图片、模型、音频等多种格式

组成

2）内容支持在智慧触屏端、PC 端、VR 端、手机端等多终端互动式操

作

3）内容支持在智慧触摸大屏端授课时，内容实时同步

至VR 头盔端

4）内容支持存储于云端

5）国产软硬件组成

6）支持与交互智慧大屏的音频、视频传输以及触控传

输

7）支持云端内容的下载安装

8）支持同步内容传输至VR 头盔

9）支持对40 台以上VR 头盔内容实行同步实时集控播放

配套课桌

椅
开拓、中国 定制

定制教室专用桌椅

桌子：

表面经静电喷粉处理，具有防锈、防酸功能

椅子：

1、外观简单，座感舒适，美观不易生锈，承重力高

2、座包采用PU 成型发泡高密度海绵，久坐不变形，网布，透气亲肤

4套 9670 3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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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江西航奥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1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