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教育综合解决方案
TCL SMART EDUCATION INTEGRATED SOLUTION





企业简介

TCL智能交互一体机

TCL互动课堂解决方案

TCL教育云平台

TCL校园集控系统

TCL电子班牌系统

成功案例

国内外权威认证

服务体系

⋯⋯⋯⋯⋯⋯⋯⋯⋯⋯⋯⋯⋯⋯⋯⋯⋯⋯⋯⋯⋯⋯⋯⋯⋯⋯⋯⋯⋯⋯⋯⋯

⋯⋯⋯⋯⋯⋯⋯⋯⋯⋯⋯⋯⋯⋯⋯⋯⋯⋯⋯⋯⋯⋯⋯⋯⋯⋯⋯

⋯⋯⋯⋯⋯⋯⋯⋯⋯⋯⋯⋯⋯⋯⋯⋯⋯⋯⋯⋯⋯⋯⋯⋯⋯

⋯⋯⋯⋯⋯⋯⋯⋯⋯⋯⋯⋯⋯⋯⋯⋯⋯⋯⋯⋯⋯⋯⋯⋯⋯⋯⋯⋯⋯

⋯⋯⋯⋯⋯⋯⋯⋯⋯⋯⋯⋯⋯⋯⋯⋯⋯⋯⋯⋯⋯⋯⋯⋯⋯⋯⋯⋯

⋯⋯⋯⋯⋯⋯⋯⋯⋯⋯⋯⋯⋯⋯⋯⋯⋯⋯⋯⋯⋯⋯⋯⋯⋯⋯⋯⋯

⋯⋯⋯⋯⋯⋯⋯⋯⋯⋯⋯⋯⋯⋯⋯⋯⋯⋯⋯⋯⋯⋯⋯⋯⋯⋯⋯⋯⋯⋯⋯⋯⋯

⋯⋯⋯⋯⋯⋯⋯⋯⋯⋯⋯⋯⋯⋯⋯⋯⋯⋯⋯⋯⋯⋯⋯⋯⋯⋯⋯⋯⋯

⋯⋯⋯⋯⋯⋯⋯⋯⋯⋯⋯⋯⋯⋯⋯⋯⋯⋯⋯⋯⋯⋯⋯⋯⋯⋯⋯⋯⋯⋯⋯⋯

Enterprise Introduction

TCL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Machine

TCL Interactive Classroom Solution

TCL Education Cloud Platform

TCL Campus Integrated Control System

TCL Electronic Class Card System

Successful Cases

Authoritative Certification 

Service System

目录
Contects

03-10

11-14

15-16

17-18

19-22

23-24

25-26

27

28

01- 02
www.tclbusiness.com



企业愿景

成为智能产品和互联网服务的全球领先企业

核心价值观

创新·进取·诚信·当责

企业使命

为用户创造价值 · 为员工创造机会

为股东创造效益 · 为社会承担责任

经营策略

提升技术能力、工业能力、全球化能力

培养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

企业精神

敬业 · 诚信 · 团队 · 创新

企业理念



全球化的智能产品制造及互联网应用服务企业集团

TV Mobile Washers Refrigerators Air- conditioning LED TV Module

第一台

互联网
电视

中国第一款

量子点
电视

1家新三板挂牌

翰林汇（新三板挂牌）

835281

4家上市公司

TCL电子

01070.HK

通力电子

01249.HK

TCL显示科技

00334.HK000100.SZ

TCL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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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智能产品制造和互联网服务的全球领先企业，2004年1月整体在深交所上市 (SZ.000100)，旗下

另拥有四家上市公司：TCL电子(01070.HK)、通力电子(01249.HK)、华显光电(00334.HK)、翰林汇(835281)。

公司创立于1981年，前身为中国首批13家合资企业之一——TTK家庭电器(惠州)有限公司，从事录音磁带的生产制造，后来拓展到

电话、电视、手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小家电、液晶面板等领域。集团现有7万5千余名员工，26个研发中心，10余家联合实验

室，22个制造加工基地，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业务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TCL商用信息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TCL集团双+战略转型中重要的产业布局之一。依托集团产业链综合优

势，TCL商用形成 “产品+服务”的商业模式和“系统+集成”的战略方向，在政采教育、公安、金融、零售、交通等市场开拓智慧

显示业务，TCL商用主要是面向B2B领域，为客户提供智慧教育、智能会议、大屏拼接、信息发布、智能桌面、执法取证、全彩

LED等系统解决方案。

879.88亿元

居中国彩电业第一位

2018年品牌价值

第一台

钻石
手机

中国第一台

免提式按键
电话

第一台

28寸
电视

四倍全高清

全球最大110寸
3D液晶电视

第一台

互联网
电视

企业简介



电视品牌 手机品牌

TCL全球：

全球各地7.5万名员工

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

26个研发机构、10余家联合实验室、

22个制造加工基地

业务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俄罗斯

德国

波兰

法国

西班牙

阿尔及利亚

迪拜

巴基斯丹

孟加拉

印度

南非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中国

香港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巴拿马

巴西

阿根廷



TCL中国：

TCL在中国拥有九大生产基地

按国际最严格质量标准生产

满足全国需求

内蒙古生产基地

无锡生产基地

合肥生产基地

武汉生产基地

成都生产基地

广东

四川

内蒙古

湖北

江西

安徽
江苏

南昌生产基地

中山生产基地

惠州生产基地

深圳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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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面板——华星光电简介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星光电）是2009年11月16日成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册资本183.42亿元，总部坐落于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华星

光电成立以来，依靠自组团队、自主建设、自主创新经营持续向好，经营效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形成了在全球平板显示领域的竞争优势。

作为面板行业的新生力量，华星光电始终致力于提高国内面板自给率，提升中国显示面板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华星光电共有三条液晶面板生产线，产品全线覆盖大尺寸电视面板

和中小尺寸移动终端面板。

投资额：t1 245亿元；t2 244亿元

产品：电视面板；新型电视面板

当前产能：16万片/月+14.5万片/月

t1 8.5代电视面板生产线（投产）

t2 新型8.5代电视面板生产线（投产）

投资额：t3 160亿元；t4 350亿元

产品：高端手机面板；柔性折叠手机面板

设计产能：4万片/月+4.5万片/月

t3 6代LTPS显示面板生产线（投产）

t4 6代柔性显示面板生产线（在建）

投资额：t6 465亿元；t7 427亿元

产品：大尺寸电视、商显面板；超高清大尺寸面板

设计产能：9万片/月+9万片/月

t6 新型11代高端显示面板生产线（在建）

t7 新型11代超高清显示面板生产线（筹建）

t1

t2

t3

深圳 武汉 深圳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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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十分到家简介

深圳十分到家服务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领先的智能家电服务提供商之一，十分到家隶属于TCL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TCL家电及相关产品的配送、安装等各项售后服务。公司拥有覆盖

全国的服务网和智能调度IT系统，让消费者使用中能够实时感受到保姆式的服务，让生产企业省心，终端用户舒心。

国家一级技术维修资质，

660位专业技术咨询坐席，

随时为工程师提供更加专业的技术支持。

自主研发的多功能工具箱，用精良的装备，

专业的素质为您解决一切家电难题。

透明

拥有覆盖全国98%的城镇

10000多家网点，

实现清洗、送货、安装、

保养、调试、维修、回收，

全程一站式服务，省心省事。

专业

全国建有五个呼叫中心，

自有客服坐席600人，

特聘专家坐席50人，

可实现7x24小时

随时响应和快速接入。

省心

自建60000名工程师团队，

全部实名认证，培训上岗，

不存在陌生上岗，

不存在陌生人上门服务、

中途换人等安全隐患。

安全



10000多家网点

覆盖全国98%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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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长春

沈阳

天津
北京

石家庄

济南

南京

上海

杭州

福州 台北

广州

海口

南宁

长沙

武汉

郑州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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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智能交互一体机 

智能交互一体机

TCL智能交互一体机将互联网智能技术、高清液晶显示技术、红外多点触控技术、电脑技术等多项

技术综合于一体，将传统的智能电视提升为功能全面的人机交互设备，搭载关联行业软件，适用于

多种沟通场合，应用于教育教学、政企培训会议、商业展示等场景，可有效提升沟通效率、提升形

象、改善使用环境等。

65、70、75、86

4K超清，3840X2160

前面板喇叭2x15w

Android+Windows双系统+智能USB适配

10点红外触控/电容触控

智能书写护眼、专利视觉抗疲劳技术、

防眩光玻璃、智能感光屏变、自然光技术

圆弧拉铝设计，整机温度监控

认证测试、功能性测试

Android书写白板和手势板擦

电子白板软件，一键还原系统

尺寸

硬件功能 硬件策略

分辨率

音响

系统平台

触控技术

健康设计

安全设计

产品稳定性

Android平台

Window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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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拉铝设计

前面板喇叭

丰富的信号接口



TCL智能交互一体机

3840*2160超高清分辨率显示，

让细节更清晰。

4K HDR

Windows、Andriod双系统一体化设计；

数据互通互联；同步操作，双重保障。

智能双芯

支持原笔迹手写；十点触控；

高精度极速体验。

极致体验

多模式信号接口，扩展性强；前置多路USB

可随信号自切换；无缝对接云端海量教学资源，

可实时浏览、编辑。

丰富拓展

去蓝光护眼模式；专利视觉抗疲劳技术；

表面防眩光处理；

低功耗，待机功率0.5W。

节能护眼

支持全通道任意批注；快捷悬浮菜单；

多手势智能识别；

支持云端用户数据实时同步。

高效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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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互动课堂解决方案

TCL Interactive 
Classroom Solution

TCL互动课堂系统是一款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进行相互

交流的辅助教学软件。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利用自带的

手机、PAD、PC等移动设备与教师实现课堂的实时互

动，包括签到、资料下发，随堂测试、问卷调查、随机

挑人、抢答等课堂互动行为及相关数据统计分析。



TCL互动课堂解决方案

学生考勤记录

系统自动记录学生每堂课签到时间，教师可选择课堂

定时点名，也可自行上课，为课堂节约时间。

实时批注

实时批注功能，完全模拟教师传统教学习惯，具有板

擦、粉笔、黑板等常用教学工具，板擦自动多点手势

识别，粉笔具有红、绿、蓝等多种常用颜色选择，粗

细调节。能在各种教学课件上实现一键批注、一键擦

除、一键保存功能。

资料下发

资料下发功能可以将教室课件内容推送到学生终端，

支持图片、文本、PDF、PPT、Excel、Word等多种

格式类型，学生终端能自动接收、浏览并保存教师推

送的各种资料。

随堂测试

可以帮助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实时、全面、客观地了解学

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包括主观题和客观题。客观题

采用选题，实现可设定单选、多选、分值、正确答案，

支持全体回答、抢答、限时做题及问卷调查模式。教师

能即时查看学生答题的详细情况；即时生成柱状或饼图

统计每题每选项的选择数量及正确率。

主观题具有拍照、相册、原图编辑、手写回传等多种回

答方式，学生答案可全屏展示，也可以选择多张作品同

屏对比，即时投票。     

随机挑人 即时抢答

上课过程中，教室可通过随机挑人功能实现随机挑人及

学生抢答，增强课堂气氛。

举手提问 分类解答

上课过程中，学生可通过移动终端实时举手，也可将问

题发给教师，教师根据情况自由选择解答方式。

成绩统计

系统可自动保存每个学生课堂每个科目的成绩。

TCL

互动课堂

解决方案

学生
     考勤
            记录

     实时
批注

随堂测试

   资料
下发

成绩
    统计

           举手
        提问
   分类
回答

随机
    挑人
        即时
            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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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教育云平台

TCL Education Cloud 
Platform

TCL教育云平台以云计算为基础，通过信息技术与教学

过程深度融合，搭建一个涵盖教学五大核心环节（教、

学、管、测、评）专业教育云平台。平台汇聚海量教育

资源与教学应用，为学校、老师、学生及家长提供一站

式教学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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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教育云平台

教师

为管理者提供办公审批、校产管理、教师档

案、学籍、考勤、走班排课、教师考评、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全方位一站式管理应用平

台，全面解决所有管理问题。

学生

平台提供个人学习空间，支持学生在线课前

学习、课中互动及课后作业等应用，平台可

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智能生成学情报告，建立

错题本，可更科学的方便学生掌握自己学习

情况。学生还可在平台建立个人活动圈，与

同学、老师及家长进行互动。

管理者

平台为老师提供课前备课、课中授课、课后

作业等整体应用，并支持老师全方面跟踪学

生学习情况，方便老师为学生全方面的发展

状况提供科学评定结论。

同时支持在线名师专题课堂、互动点评、专

家工作室以及精品课程研发，来提升教师自

身综合教学能力及专业素质。

家长

平台应用可方便家长快速查看孩子的每日在

校课堂学习情况、作业量和作业完成情况，

让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心中有数。

平台纯净绿色的交流环境，让教师与教师、

教师与家长、家长与家长能尽情沟通交流，

分享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动态，方便掌握孩子

在家与校穿梭时的点滴动态。

教研

空间

管理

统计 评估

资源

互动 教学

TCL
教育云平台



TCL校园集控系统

TCL Campus 
Centralized  Control 
System 

TCL校园集控管理系统是依托校园网，通过TCL自主研

发的ECampus集控管理系统软件方便地对散布于校园

里各间教室的智能交互一体机设备进行自由分组、定时

关机、状态监控、即时信息发布、校园广播、远程频道

信源切换、音量调节等集中管控；可以对学校教学资源

、教师课件资源进行分类、分级的统一管理进行远程管

理控制和校本资源的统一管理，方案将校园信息化管理

工作集中管理完成，一站式处理所有设备管理、资源管

理、信息发布的问题，简化了操作复杂度，提升了管理

和信息分享的效率。



方案优势：

远程设备管理

教师可以进行自己的专属资源管理，通过登陆系统后台进行上课课件的上

传、下载、修改和保存，学校本地资源的上传共享，有利于校本资源的流

通和共享，最终达到优质资源班班通的目标。

学校优质资源班班通

TCL校园集控系统

一站式登陆  便捷实用

TCL ECampus校园集控管理系统采用B/S架构，浏览器登陆的方式，操

作人员只要随时随地打开网页浏览器，一键式登陆系统后台界面进行一站

式校园集控管理，方便学校管理员和领导即时掌握校园信息，提高工作效

率，为教学活动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教师可以通过登陆网页对设备进行管理：如常用功能设置，设备上课屏幕

查询监控，是否开关机监控等，后台系统还有操作日志记录信息，可以记

录所有用户的操作行为，管理员随时查阅，可以设置自动备份数据库的时

间间隔，以保护服务器数据安全。

远程信息传递

可以向任意一台或所有的智能平板即时发布文字公告信息，提供多种信息

发布模板，还可发布视频、课程表信息、天气信息、学校各种通知等。

主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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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备管理：

设备分组管理：可对教学设备终端按年级、按楼层分组、分类管理，可设置终端一体

机的名称及安装地点，便于学校管理员集中、分类、特定的管理监控。

设备日常监控：可对学校内的所有一体机进行在线状态的查看、屏幕监控、远程关机

等操作。

设备信源切换：可集中、分组、特定的对教学设备远程信源切换，可集成校园广播电

视播放等。

校园信息管理：

通知字幕灯发布：可对选定教室的终端一体机进行滚动字幕信息的发布（如学校发布的

集体活动信息等）；

多媒体发布：可对选定教室的终端一体机进行视频的播放（如课间眼保健操视频的定时

播放等）。

角色管理：可创建和管理用户角色，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权限。如管理员可赋予全

部权限，校长可赋予资源管理、监控的权限等。

学校权限管理：

教学资源管理：

教师专属资源管理：在课前、课后老师可将备课课件、教辅图片、教辅音视频等教学资

源文件通过网络上传到教学管理平台，在授课过程中，老师登录到自己的专属资料库可

读取、查看、创建、编辑、复制、批注和保存文件等，并与教学管理平台同步保存，方

便教师个人教学资源的管理和应用。

教学公共资源管理：学校管理者可以通过网络上传学校优质教学资源到教学管理平台，

可以分年级、分学科进行分类管理，在授课过程中，老师可以随时对所属资源文件进行

读取、查看、编辑、批注和保存等优秀资源的管理和高效地利用。

核心功能



TCL ECampus校园教学管理系统

ECampus是一款基于校园局域网平台，对多台智能平板进行统一控制的远程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管理员可对多台设备进行集群分组、状态监控，实现远程关机、频道切换、音量调节、

信息发布和视频发布、教学资源等集控管理功能。

集控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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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电子班牌系统

TCL Electronic Class 
Card System 

TCL电子班牌系统是一套交互式的数字化信息发布管

理和展示平台，是通过在每间教室门口布一台电子班

牌，即可全方位、个性化、立体展现丰富多彩的班级文

化信息，如班级比赛、学生作品等，不同的创意，迥异

的风格，可有效地促进班级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班风学习

的良性竞争。



TCL电子班牌系统

学校各个教室门口，每个班级师生的数字化展示平台。可以展示班级

的个性化班级徽标、班级名称、班级活动视频、活动照片、学生表

彰、学生优秀作文、班级课程表、时钟、天气预报等班级文化信息，

并且通过联网实现学校及时下发通知、信息或者开会培训课程等。

电子班牌

22/32寸班牌，可任意分屏展示或者互动

展示校园班级信息。

网络平台

系统支持多种网络连接方式（LAN/WIF-

I/3G/4G等）。

后台服务器

后台服务器采用B/S管理模式，安装系统

后台软件。对各种校园信息播放媒介进行

管理、控制、监控及下发各种校园多媒体

信息。

管理平台

通过登录浏览器完成学校老师相应权限，

实现对班牌的远程、分布式实时管理，实

现校园多媒体信息、控制信息、节目播出

单的发布。

分屏展示

班级展示DIY

集中管理

零维护

自主检测，一键还原。

一键式登陆系统后台界面，进行一站式班牌信息发布和班牌日常管

理，方便学校管理员即时掌握校园班级信息，提高工作效率，为教

学活动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班牌分屏展示：同一屏幕可以同时展示视频、图片、声音和

文字信息，学校可以自由分组、编辑显示内容上传播放；支

持横屏或者竖屏安装。

每个班级可根据自身情况制作素材，自由设置播放的时间等

，使播放的班级内容更加生动新颖、灵活，激活学生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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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江苏省常州市红梅幼儿园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幼儿园

江苏省常州市潞城小学

江苏省常州市名桂坊幼儿园

江苏省苏州市招生办

江苏省张家港市艺术中心

广东省惠州市东湖花园东湖双语学校

广东省湛江市罗洲中学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幼儿园

广东电网公司惠州供电局

广东省惠州市第二幼儿园

广东省深圳市彩田学校

广东省湛江市南疆宾馆

广西百色市田林县教育局

广西百色市西林民族高中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宜春市行政中心幼儿园

江西省宜春市红林大酒店

四川省乐山市沫若中学

四川省乐山市教师进修学校

四川省南充市潆华幼儿园

呼和浩特市蒙族幼儿园

……

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红花二中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郸城中学

河南省周口市教体局

河南省周口市中小型企业孵化园

河南省周口市第二十二中学

河南省周口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洛阳市洛阳铁路工程学院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黄寨乡勾营小学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实验中学

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高级中学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天津实验中学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第四中学

新疆和田地直教育局

贵州省贵阳市蟠桃宫水利电力学校

湖南省长沙市广益实验中学

天津市第十一幼儿园

江苏省常州市潞城小学

辽宁省丹东市三十二中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南门外小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先锋路小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小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桥小学

上海市宝山区永清小学

上海市闵行区宏梅小学

贵州省凯里市武警黔南支队

贵州省都匀市武警黔南支队

贵州省铜仁市武警支队

贵州省贵阳市广汽本田4S店

贵州省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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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权威认证：



服务标准

快速响应

10000多家服务网点，覆盖全国98%的城镇

所有售后服务网点都严格执行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规范

“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中心城市24小时内上门服务

本地服务

技术支持
免费提供产品使用和保养维护的技术培训；7*24小时的用户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支持；

故障处理全部为当地工程师上门维护，快速高效。

完善的服务体系：

行业客户尊享服务：

服务网点
10000多家服务网点，覆盖全国98%的城镇

7x24小时服务热线
4009 123456

响应时间
10分钟派单                        30分钟预约

8小时内上门                       7x24小时服务电话

售前咨询
客户应用环境评估，个性化方案解决涉及、技术咨询、参观TCL生产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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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商用信息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6号TCL工业大厦

7x24h服务热线：4009-123456

网址：www.tclbusin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