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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一：電子白板規格和功能 

 

-  Slot-in PC Module  

* Intel Skylake CPU 

* Inter Core i5 

* 8GB DDR4 2400MHz RAM 

* 256GB M.2 SSD storage 

* 6x USB 3.0- HDMI/VGA out 

* WiFi/Gigabit LAN RJ45/Bluetooth 

* Windows 10 Pro 64 bit* 

* OfficeStd 2019 SNGL OLP NL Acdmc 

 

- 4K UHD 超高清解像度 3840 x 2160 像素 

**包括自適應的真正 4K HDMI 輸出用於擷取畫面，錄影和遠端教學廣播。 

- 四核心處理器 A73 + A53  

- 不少於 4GB Ram + 32GB Rom 

- 4 毫米防眩光鋼化玻璃，MOHS 硬度 7 

- 抗光干擾，如陽光 

- 20 點紅外線觸控 

**兩塊電子白板並排配置，在同步顯示和延伸顯示模式下支援同步觸控和書寫。 

- +/- 1.5mm 觸摸精度 

- 內置 Wi-Fi 模組（非 USB 類型） 

- 支援 Gigabit 乙太網路埠 

- <= 8ms  反應時間  

- 60Hz 刷新頻率 

- 使用壽命 50000 小時 

- 磁吸式筆托 

- 內置 Android 8.0 平台 

- 連接：HDMI / VGA / USB2.0 / USB 3.0 / Audio 

- 附送 3 支手寫筆 

**雙頭筆支援教師輕鬆進行顏色切換 

- 支援手部刷除功能 

- 支援免下載 APP 的 iPad 無線螢幕鏡像輸出（Air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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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免下載 APP 的 Android 無線螢幕鏡像輸出（Chromecast） 

- 支援反向控制 Windows 或 MacOS 電腦而無須插線 

- 支援從 Windows 用戶端投影可用於暫停/恢復的選項 

- 支援無限制螢幕 / 設備同時鏡像到電子白板上（*電子白板連接到 PC 或使用 OPS） 

- 跨應用外挂式學生現場實時答題平臺，付統計報表功能 

** 不論在白板書寫模式下， 在瀏覽網頁， 在 PPT show 等不同的場景中， 老師可以隨時啓發現場

答問。 學生透過自己設備選擇答案，平臺實時統計結果。 

- 支援 Linux（Ubuntu）用戶端屏幕投影 

- 支援將電子白板畫面無限制鏡像到用戶端的設備 

**學生可以使用自己的設備閱讀老師的資料，添加評論或進行擷取屏幕以做筆記和參考。 

- 支援主持人控制中心以授權用戶端進行註解（防止未經授權的用戶進行註解） 

**由教師控制顯示屏和批准學生設備投影到電子白板上。並支援等候室功能，允許教師選擇特定學生

的設備進行螢幕鏡像輸出。 

- 支援通過螢幕控制去選擇開啟/關閉主持人控制的圖示 

- 支援 USB 鑰匙 

**方便維護和管理的鎖屏選項，可將電子白板螢幕鎖定令學生無法操控。 

- 支援多塊電子白板通過授權控制下畫面同步（通過網絡在不同電子白板之間進行） 

**允許通過有線或無線網絡在同組的電子白板裡同步展示視頻和其他視像內容（例如 Powerpoint）。 

- 支援通過無線網絡在多塊電子白板間相互書寫 

- 支援流動實物投影機功能 

- 支援在 Android 設定裡或通過學校網絡去設定定時開關電子白板 

- 支援行動裝置管理（MDM）： 

- 遠端批量處理安裝/卸載應用程式 

**遠端指示電子白板從 Google Play 商店安裝應用程式 

- 遠端執行指令包括批量執行任務 

**輕鬆實現所有校内白板直播  

- 遠端實時屏幕控制/觀看 

-   電源管理（開/關機，重新啟動，網路喚醒） 

-   設備級別的使用歷史報告 

-   支援招牌功能 

- 重量不超過 52 公斤 

- 尺寸小於 1720 * 1020 * 88mm 

- 3 Years Product Warranty 



3 

 

                                       

二：電動支架規格 

 

- 可承受 60”-100”的電子白板 

- 承重重量: 至少 300lbs(136.4kgs) 

- 高度調節: 1230 - 1723mm 

- 電機: Max thrust 40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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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音和喇叭規格 

 

 

 

 

 

 

 

 

 

 

 

 

核心功能 基本要求 

喇叭  Frequency range from 150 Hz to 20 KHz or above 

麥克風 Frequency range from 150 Hz to 7 KHz or above 

無線技術 

 Wireless range at least 30m 

Support pair two speakerphone wirelessly to cover a large meeting room 

 Support plug and play 

電池  
 Built-in rechargeable battery 

 Support at least 11 hours talk time 

兼容性 Support Teams, Zoom Meeting and Webex Meeting under Windows OS 

連接 
USB 

Bluetooth 

尺寸  155 x 55 x 152 mm or below 

重量  301g or below 

配件  Bundle Bluetooth dongle, Kensington Lock adaptor and Neoprene pouch for the speakerphone 

保養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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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鏡頭規格 

 

 

 

 

 

核心功能 基本要求 

視頻角度 

Field of view support at least 180° Horizontal and 54°Vertical 

Support adjustment of view to choose between 90°, 120°, 140° and 180° 

Support Electronic Pan-Tilt-Zoom 

Intelligent Zoom with face detection 

鏡頭數量 At least 3 

音頻 At least 2 built-in microphones 

功率 Powered by USB 3.0 cable 

兼容性 Support Zoom Meeting, Teams and Webex Meeting under Windows 10 OS 

連接 
USB-C 

Support plug-and-play 

尺寸 102 x 67 x 20 mm or below 

重量 105g or below 

配件 Bundle wall mount, table stand, USB 3.0 extender with at least 5m length for the Conference Cam 

保養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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