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尔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
助力教育教学模式变革

英特尔基于对教育教学各

环节真实需求的全面掌握，深

切领悟“三通两平台”建设需求，

围绕智慧教室、数字校园、内

容云平台等三大核心应用场景，

推出智能化、综合型教育行业

解决方案，帮助构建新的教与

学环境，以学生为中心、以个

性化自适应学习平台建设为诉

求，在网络环境下支持教育信

息化的多方面需要。

英特尔 ® 教育解决方案白皮书

“优先发展教育”是国家战略 ,“以教育

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重要的战略选

择，而以“三通两平台”为抓手，面向未来，

应用驱动，共建共享，推进数字校园建设，

也成为破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的

关键要素。

英特尔以应用场景为驱动，全
方位推进教育信息化

作为计算领域创新的引领力量，英

特尔凭借科技创新和全球化理念，利用

与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

机构等生态伙伴丰富的合作经验，面对

应用场景，驱动教育信息化决方案的设

计与开发。

为更清晰认识和帮助有效突破当前

教与学模式创新中的热点与技术难点，英

特尔基于对教育教学各环节真实需求的全

面掌握，深切领悟“三通两平台”建设需求，

围绕智慧教室、数字校园、内容云平台等

三大核心应用场景，推出智能化、综合型

教育行业解决方案，帮助构建新的教与学

环境，以学生为中心、以个性化自适应学

习平台建设为诉求，在网络环境下支持教

育信息化的多方面需要：

• 学校和教师课程改革；

• 实现对教与学的流程再造；

•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满足教与学模式创新的整体需求

提供信息化支撑，同时能够通过灵活的

扩展性，支持多方位、多层次应用需求：

• 班级教学；

• 差异化教学；

• 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

• 自主学习

• 在线学习；

• 虚拟体验学习。

从而，使得作为从基础设施的教育

云平台建设、作为资源使用和智能化教

学落地平台的数字校园建设，以及交互

式电子白板（IWB）、录播系统等学生、

教师应用终端三位一体，彼此衔接，打

造出全网络环境下全新、完整的智能化

教与学模式与智能化系统，为“三通两平台”

提供基础架构，为各个层级应用、各个

节点建设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与设备支撑。

英特尔 ®教育云解决方案与服务

云教育模式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整

合云计算技术、多媒体设备和教育云与终

端设备，将基础设施、教育资源、教育管

理、教育服务、校园安全等完美结合，致

力于为教育界及相关方面提供集管理、教

学、学习、社交于一体的丰富开放、安全

可靠、通用标准和规范的云平台服务。

英特尔 ® 教育内容云架构以服务为

导向，主要侧重后端教育云内容提供，

以及学生行为分析和学生学习设备管理

等功能，在整套解决方案中充当着基石

的作用——以智能终端、云计算、虚拟

化、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

术为基础，搭建内容资源平台，实现包

括教学资源、教学案例、学习案例、电

子图书资料，以及学科工具、评测工具、

教学实验、互动备课与交流、评估与管

理等内容与工具存取、共享服务，为学

校老师、学生乃至家长获取资源与共享、

交流，以及基于教学、科研、管理等应

用提供灵活、无障碍的泛在网络空间和

云服务，从而实现内容资源、学生行为

分析和学生终端等设备智能化管理；帮

助教育机构部署可管理、可拓展的、基

于虚拟化的数据中心，通过 CDN 加速学

校内容推送，确保校内教育云服务的质

量。并且，通过端到端的安全解决方案，

确保学生上网及内容的安全，基于 OPS

标准的电子白板等终端，确保教师与学

生的课堂互动。



英特尔 ® 数字校园解决方案的功能与结构

英特尔 ®智慧教室解决方案与服务

智慧教室是教师开展智能化教学、学生进行数字化学习的

重要工具，也是连接教育云和数字校园的基础平台，能够实现

教师在线、互动授课与学生在线作业分发、提交，以及实时互

动评价等教学功能的无缝对接，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

个人与小组之间进行相互交流与信息交换，完成探究式学习，

培育学生创新能力，并让教育走向个性化、智能化。

英特尔 ® 智慧教室解决方案紧贴教学信息化的真实场景，

涵盖交互式电子白板、电子书包、数字化学习中心等项目，提

供包括软硬件、内容和服务的一体化平台服务，旨在帮助师生

打造基于数字化的移动教学模式：

• 一块大屏——目前主流趋势将是液晶交互电子白板

（IWB），其计算模块采用了较常见、且业界开放的可插拔规

范标准 (OPS/OPS-C/OPS-C+)。该规范标准由英特尔联合产业

链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和推进，并保持对产业界的完全开放和透

明。在某些学校，如涉及到经费等问题，可能也会通过连接或

者嵌入迷你电脑（NUC）、电脑棒（Computer sticker），并

结合 LED 电视或大屏幕投影等，实现简易交互电子白板方案；

• 接 入 设 备 —— 英 特 尔 推 出“ 教 育 内 容 接 入 设 备”(Intel 

Educational Access Point)，通过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打造“内

容盒子（CAP）”，帮助学校轻松存储、管理和发布数字内容资源，

同时方便学生们进行访问；

• 课堂与课后的贯通——这个功能可采取 OPS/OPS-C/

OPS-C+ 可插拔计算模块或 NUC 等和教学内容打包服务形式，

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后学习、作业以及辅导等环节的链接，保障

课内与课外的贯通；

• 学生学习终端——通过基于英特尔架构、各种形态的平

板，实现学生课堂参与、自主学习，以及与老师、同学的互动交流。

基于上述功能与模块，该方案实现了软硬件与内容的整合

与贯通，将数字化教学、国际化资源、网络资源、数字化课件

等有机融入课堂，并有效支持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学习进度，按需

向后台索取内容和访问。

此外，该方案还能帮助学生们轻松进行互动学习，实现教

室与家庭的结合；有利于学生培养协作能力和创新思维，挖掘

学习潜力；有助于因材施教，帮助学生培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进而推动教学向以学生为中心的

全新课堂模式转型，促进教师角色转換；实现学生在信息化环

境下隨时隨地进行学习的泛在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英特尔 ® 智慧教室支持智能多终端

英特尔 ® 教育云解决方案的功能与结构

英特尔 ®数字校园解决方案与服务

数字校园是网络环境下教师实施教学和学生进行学习的主

要场所，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上接教育云，下连终

端设备；既需要在学校范围内提供内容和 IT 服务，也要为校园

外的设备接入提供管理和支持。

英特尔 ® 数字校园解决方案作为教育云平台在学校范围的

延展，旨在以学校为中心，以学校信息化为目标，通过对诸如教

师备课室、课程管理、校长办公室、数字图书馆、计算机教室、

录播室等基础设施、教学资源和教育活动进行数字化，构建一个

全新的信息化环境，推进网络环境下的教学与校园管理信息化。

为此，该平台囊括了服务器系统、存贮（SSD）系统、独

立数据中心系统和宽带出口等模块，能够轻松接入、融合包括

数字标牌（Digital Signage, DS）、电子白板（IWB）、交互式

智能投影、智能电视、学生电脑等数字化终端，以及校园控制

中心等校园与教室内不同的计算技术和计算设备，并将其集成

在校园应用环境中，实现以无线互联技术为承接，配合云平台

存储共享，实现多屏互动与多端互连，高效支撑数字化互动教学、

媒体播放、数字板书、联网分享、信息发布、校园广播、设备

管理等各个方面信息化应用，具有资源丰富、多种终端融合、

多种应用系统集成、相关业务高度整合等特征，能够有效推动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优化教学、科研、管理和

服务等过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师生全面发展。



基础版功能与结构

进阶版（BETTER 模式）：

针对已经具备一定智能化基础的学校，英特尔 ® 数字校

园解决方案配置出进阶版，主要通过安装交互式液晶电子白板

（IWB）和学生平板等实现互动教学。IWB 的计算模块主要以

Intel Core i3/i5/i7 的 OPS-C/OPS-C ＋可插拔模块为主。 目前

业界正在探讨如何基于 IWB 的 OPS-C/OPS-C ＋模块来开发简

易录播系统，从而将 IWB 和简易录播系统相结合，创生更多的

教学内容用于“三通两平台”。

进阶版功能与结构

领先版（BEST 模式）:

针对经济发达地区信息化水平较高、设施较为完善的学校

不断提高智能化教学水平的未来型需求，比如构建双液晶大屏

互动的 IWB 教学方式，并实现和多个学生终端的互动，并集

成专业化的录播系统。 对于双液晶大屏的 IWB， 可采用基于

Intel Core i5/i7 的最新开放可插拔规范－ OPS-C ＋来构建。 

该规范可同时支持双路 UHD 高清液晶大屏，并提供更丰富的

接口用于新教学模式的尝试，包括基于视频会议的远程在线教

学、基于 Intel Real Sense 的手势控制 / 虚增现实等沉浸式教

学等。 在某些应用场景，也可以通过 NUC 来实现。针对教室

单个教学电脑难以满足课堂教学需要的状况，通过 OPS-C ＋可

插拔模块或 NUC 等与相关信息设备进行互通互联，实现功能拓

展；通过“内容盒子（CAP）”，实现教学资源智能化存取和推送。

进而，通过多种灵活的方式提升设备与技术互通互联水平，满

足教学信息化的高端需求，让数字校园连接未来，让智能化更

深入影响和推动教与学模式变革。

基于 OPS-C ＋可插拔计算模块的

双屏交互式液晶电子白板方案实例

（集成了 Intel Real Sense 构建手势互动式创新教学体验。下图是

基于英特尔最新 Core i7 的 OPS-C ＋可插拔模块）

分级化解决方案，满足各校的差异化需要

鉴于教育信息化解决方案是包含教育云、数字校园和智慧

教室三个层次的综合平台，体系统结构复杂、层次多元、应用

多种多样，英特尔建议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各中小学校等在实际

项目建设中，采取突破重点原则，从一点出发，采取渐进方式，

比如：

• 从教育云平台入手，逐步实现数字校园和智慧教室与 1:1 数字

化学习；

• 从学习模式创新入手，以点带面，慢慢向上扩展；

• 以数字校园作为校园范围内的教与学习模式创新的抓手，鼓励

老师、学生、家长积极参与，进一步推动教育云平台建设和 1:1

数字化学习模式深入应用。

同时，着眼于现阶段各省市、各级各类学校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不一、需求不同的现状，英特尔综合教育信息化平

台推出了基础版、进阶版、领先版三个分级化的建设方案，满

足处于不同阶段数字校园建设的学校的差异化需求，帮助其有

步骤地完善智能化系统，有的放矢推动教育教学智能化。

基础版（GOOD模式）：

基础版是针对智能化校园建设起步阶段的学校而推出的方

案，能够帮助传统“黑板 + 投影屏”等单向信息投射的教室，通

过电脑棒、屏幕加互动外设等模式，实现课堂双向互动，满足

基础互动型教学推进的需要。在某些学校，为了追求安装和维

护的方便性，对于传统的投影式 IWB，也将 OPS/OPS-C 等集

成进了传统电子白板，构建一体式的传统电子白板＋投影机的

教学模式。



领先版功能与结构

典型信息化应用案例，打造教学变革最佳实践

利用创新的综合解决方案，以及在教育领域耕耘多年的经

验，英特尔携手教育创新生态伙伴，以不同的应用场景为导向，

推进基于英特尔架构的教育信息化产品、技术和各层次解决方

案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展现英特尔架构的优越性，特别是智

能化学习技术在提高学科教学效率，以及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

综合素养等方面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也涌现出诸如“希沃交

互智能平板”等多元化、典型化的应用案例，为教与学变革的推

进提供平台和最佳实践。

希沃交互智能平板系统

基于 Intel Core 平台（ I3/I5/I7 可选），希沃开发交互智

能平板系统，推出超薄插拔式系列模块化电脑（超薄超窄外观，

前置按键，前置 USB 端口）一体化教学解决方案。

希沃交互智能平板系统采用双系统设计（插拔式 PC 设计，

内置智能核心和操作系统），以及触控（抗光干扰，防遮蔽功

能，前拆式触摸框，响应快，书写流畅）等技术，把原来的黑板、

投影仪、背投电视、电子白板、音响等集成到一个操作平台，

实现了显示、触控、智能核心、PC 一体功能，目前产品已经覆

盖了从 55 英寸到 98 英寸三大系列，能够灵活满足多媒体教学、

互动教学以及远程协同、异地教学等需求，帮助各级各类学校

打造智能化个性化课堂。

希沃交互智能平板一体化教学解决方案功能示意图

助力贵阳一中打造智慧校园

为帮助贵阳一中解决受制于传统的非信息化环境，教学模

式死板僵硬、课堂缺乏互动、校园管理费时费力等日渐突出的

问题，希沃依托英特尔解决方案和其一体化教学平台，以交互

智能平板、智能终端及校园中心控制台作为主要硬件载体，以

无线互联技术为承接，配合云存储技术，着眼于信息化教学与

信息化管理两大领域，在局域网与互联网基础上构建智能化校

园平台，部署如下：

硬件：交互智能白板（内置可插拔模块电脑配置：Intel 

Core I5/I7、4G、500G）、学生终端等

软件：多媒体交互白板工具、无线互联工具、微课采编一

体化工具、校园集控管理系统、校本资源共享平台

依托于交互智能平板系统，贵阳一中实现了多屏互动、端

端互联，教师彻底摆脱讲台束缚，走入学生当中进行紧密互动

和自由移动授课，极大提升了学生的教学参与感；通过微课程

采编一体化工具与多媒体交互白板工具联通了校本资源云平台，

教学资源可直接上传云平台进行存储、分享。同时，该系统还

有力支撑整个校园的互动教学、信息发布、校园广播、设备管

理等应用，帮助学校全方位提升信息化水平，给教学和管理模

式带来深刻变革，也为该校在智能化、信息化改革大潮下，建

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化学校，增添了新动力。

了解更多适合于您公司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请与您的英特尔代表联系，或访问

英特尔中国物联网官方网站www.intel.cn/iot

英特尔，英特尔标志和 Quark 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

*文中涉及的其它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版权所有 © 英特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高清晰大屏幕显示

交互式电子白板

多媒体处理

环绕声电视娱乐系统

图文展示

手写标注

远程视频会议

丰富的接口拓展

交互
智能平板

intel.cn/i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