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做什么的？

行业发展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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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爱学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校智慧课堂、教学过程大数据分析应用、强交互智慧教学体系建设，

为高校提供新型教学模式整体解决方案的人工智能公司。通过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嵌入式智能硬件和教学过程

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平台为高校智慧课堂、信息化建设提供课堂教学、教学管理、教学评估等一整套解决方案。

谈及中国教育，大多数人都有所诟病和槽点，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逐渐脱节的问题到来时，以大数据、云计算、泛

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在教育学领域「崭露头角」，课堂改革也悄然而生。

国家政策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使智慧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如火如荼，教育市场的厂家也犹如百家争鸣，纷纷提出各自的理

论和建设方案。教育信息化建设转向智慧教育。而智慧教育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从基础的慕课发展到微课，再到翻

转课堂，直到现在，“智慧课堂”已经真正走进高校。



我们做了什么？

在智慧教室建设方案提供商遍地开花之时，爱学堂市场及设计团队深入调研、挖掘高校教学痛点，产品10年前用于

团队的高校课堂进行试验。研发团队潜心专研前沿技术，凭借真正想要为中国的课堂改革与教育质量的提高出一份

力的初心与所有成员的努力，安徽爱学堂「师生强交互智慧教学平台——懿课堂」应运而生，整个教学平台包括：

4、移动端轻交互平台

（1）教师轻交互教学平台

（2）学生轻交互学习平台

3、强交互双面互动终端

升降式双面互动终端

移动式双面互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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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数据可视化管理平台

校方管理员专用的教学监管平台

1、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

（1）教师课程空间教学平台

（2）学生学习空间学习平台

5、大数据分析平台

用于校方教学管理者对学校教

学效果的展示与监督

6、智慧黑板教师教学平台

基于智慧黑板底层研发的课堂

互动教学平台

8、纳米黑板教学终端

用于辅助教师课堂教学的智能

硬件

7、投屏互动设备及系统

用于课堂师生互动讨论的设备

及系统

10、声光湿智能监测中控系统

用于监测并优化教师环境的中

控系统

9、一体化视频录播中控终端

简易便捷的一体化精品课程录

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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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

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是「师生强交互智慧教学平台」的核心产品，分为：

（1）教师课程空间教学平台

教学过程全覆盖

系统提供课前备课、课堂教学互动、课后作业及公告

推送、学情分析、教学资源共享等核心功能，实现对

教师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过程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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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及特色

课前备课

支持课前对课件、试题、试卷、教学视频等教学资源

的准备，资源可由教师自己添加、上传，也可从个人

资源库或资源共享平台获取。

自动生成题库

支持教师自己添加试题，包括所述章节、题目类型、

题干、参考答案、解析及课程目标关联等，也可选择

文件批量导入试题。

智能组卷

系统提供智能组卷功能，老师可根据自己所教授的学

科、章节、知识点以及题目难易度，将个人资源库中

的试题随机组成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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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互动

支持课件预览、课堂推题、课堂讨论、弹幕互动、随

机提问、课堂表现记录等课堂教学及互动方式。

无感式出勤检查

教师课堂上无需任何操作，只需轻点「上课」，班级

整体及每位学生的出勤情况一目了然，教师可手动修

改学生出勤情况。

课件在线播放/预览

支持在线播放/预览已经上传至系统的课件，打开只

需顷刻间，授课页面无需退出也可通过悬浮按钮随时

调用课堂教学互动功能。

课堂知识点全体互动

支持推送填空题、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主观题

等多种题型，教师推题目的（如：复习、测试、互动）

不同，题目的类型、来源、作答及评价方式都会有所

不同。

主/客观题自动评分

通过识别学生答案与老师录入关键词的匹配度实现主

观题自动评分，客观题根据参考答案自动评分，全员

答题结束后系统提供可视化统计分析及正确答案解析。

课堂互动讨论

老师设置讨论主题让学生分组或自由讨论，实时查看

学生讨论内容，点击学生头像或消息内容可对学生进

行提问并添加课堂表现标签。

个人资源库

系统为教师提供个人教学资源库，教师可将不同形式

的教学资源存储在内，也可在系统内自行创建资源，

同时支持从资源共享平台获取，供教师终身使用。

课堂测试-即时生成答题卡

系统提供课堂随堂测试功能，word格式的试卷系统

也能根据教师设置自动生成答题卡，学生可在答题卡

上作答。

实时更新题目难易度

支持根据已推送题目的正确率或平均得分自动评价题

目难易度，共享至资源共享平台的题目，随着用户数

据量的增大，题目难易度会一直更新。

课后作业

系统提供开放式作业和题库组题两种作业形式，前者

支持文本描述和上传文件，批改方式为在线批阅，后

者可自行新增题目，批改方式为系统自动批阅。

资源共享平台

教师在创建资源时可选择共享到资源共享平台，查看、

收藏或使用的人数越多，上传者以及该资源的热度就

会越高，用户搜索时会优先展示。

学情分析

通过对一学期的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以及S-T教学分

析，得出学生课程平时分、教师课程目标达成度和教

师教学类型，所有统计结果支持导出。

* 该教学辅助系统与「智慧黑板教师教学平台」 和

「移动端轻交互平台-教师端」搭配使用效果更佳，

详细功能请看下文介绍。



（2）学生学习空间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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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全覆盖

系统提供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记录留存、课后智能测

试、课后作业、学情分析等核心功能，实现对学生课

前、课中、课后的学习过程全覆盖。

产品功能及特色

课前预习

支持课前接收并查看老师推送的课件、公告、题目及

其他文件，达到课前预习的效果。

学习记录留存

学生课堂使用 91 Pad 学习的所有学习记录都将保存

到学习空间，包括答题记录、课堂讨论、课件标注及

课堂笔记等，以便学生课后查看课堂留下的疑惑。

智能测试

系统根据学生近期课堂表现和对章节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自动搭配不同难度的试题组合让学生在线测试，每

次的测试结果都将计入到下一次算法检测中。

课后作业

支持学生课后接收作业与在线提交作业，提交方式根

据不同的作业形式分为上传文件（文档、图片、视频

等）和在线答题。

* 91 学习屏是基于安卓底层设计研发的学生课堂学

习平台，与智能席牌组合形成「双面互动终端」，重

在打造课堂师生强交互与记录课堂学习过程，详细功

能介绍请看「双面互动终端」部分。



学情分析

实时统计学生每门课程的出勤、作业、测验、课堂活

跃度、客观题正确率及主观题得分波动，支持不同课

程之间对比展示，学期结束可生成一份类简历学习报

告。

学习空间

支持对使用系统以来上过的所有课程的学习资源进行

保存，学生任何时间进入都可以查看每门课程的学习

资源，以达到终身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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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可视化管理平台

学校基础信息维护

平台提供对学校部门、专业、班级及用户的增删改查

功能。

产品功能及特色

学校学情分析

支持对学校的课堂教学效果、教师教学过程、学生第

二课堂、课程目标达成度以及学生毕业目标达成度进

行可视化展示与管理。

学期管理

支持对学校的学年学期进行增删改查。

教室管理

系统提供对学校智慧教室的监督功能，能够查看教室

当前使用状态，同时支持对教师的新增、删除与信息

编辑。



教学计划管理

支持对学校课程的教学计划进行增删改查功能。

教学班管理

支持度课程教学班以及教学班内的教师和学生的增删

改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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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交互双面互动终端

（1）升降式双面互动终端

学习屏

互动屏

升降式双面互动终端包括：

a. 基于安卓底层的学习平台

课件预览及标注

课堂上自由查看ppt，支持对每页ppt做课件笔记，

且同步传输至「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学生平台」，

以便学生课下有针对性的复习。

产品功能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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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答题

支持在线答题，已答的客观题可当场查看正确答案，

已答主观题可根据老师讲解进行批注或补充，同时可

对试题或试卷进行收藏。

课堂讨论

包括分组讨论和自由讨论，分组讨论在线生成聊天室，

小组成员间集体讨论；自由讨论无小组限制，全班同

学自由讨论。

课堂举手

提供学生课堂举手功能，学生有疑问、想抢答都可通

过举手功能告知老师，提升学生课堂存在感。

课堂笔记

支持文字输入，图形绘制、图形标注、颜色切换等笔

记方式。

b. 91 互动屏

内嵌电子席牌专用软件 V3.1版本

内嵌GBK汉字字库标准

支持中英文双语显示

支持黄绿双色显示功能

支持USB与蓝牙通讯功能

产品规格及特点

姓名显示

一对一显示学生姓名，拉近师生距离，提升师生互知。

产品功能及特色

姓名闪烁

显示内容闪烁功能，学生举手时互动屏显示区会闪烁

提醒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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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区分

小组名称显示功能，分组讨论时，同一小组的人席牌

显示自己小组的名称，组长与组员颜色区分显示。

答题正误判断

教师推送客观题，学生回答正确席牌显示「√」，回

答错误显示学生的答案，以便老师知道学生错在哪里。

（2）移动式双面互动终端

「移动式双面互动终端」所含硬件与「升降式双面互动终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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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轻交互平台

（1）教师轻交互教学平台

智能语音推题

老师可根据课堂教学情况现场编辑题目并推送，支

持语音输入，学生可直接线上作答或拍照提交。

产品功能及特色

课堂测验

可以对备课系统里提前准备好的试题、试卷进行推

送，支持章节划分与题目类型筛选。

人脸识别签到

兼具定位功能，杜绝学生拿手机代签及在其他地点

签到行为，签到结果显示未到与签到异常学生名单。

课堂表现记录

弹窗提醒举手的学生名单，点击即可挑选学生作答，

显示区域分为「已选择学生」和「未选择学生」，

支持为每一位举手的学生添加课堂表现标签。

*「轻交互平台-教师端」为课堂遥控器，支持课堂师

生快速互动功能，所有的互动与教学数据自动同步到

「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教师平台」供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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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轻交互学习平台

课件预览

无论课上还是课下学生都可进入查看课件，达到预

习和复习的效果。

产品功能及特色

课堂答题

支持在线答题，已答的客观题可当场查看正确答案，

已答主观题可根据老师讲解进行批注或补充。

人脸识别签到

通过照片对比识别学生是否为本人以及是否在教室，

精准判断该学生是否真正来到教室上课。

课堂举手

提供学生课堂举手功能，学生有疑问、想抢答都可

通过举手功能告知老师，提升学生课堂存在感。

*「轻交互平台-学生端」支持频率高的课堂师生互动

与作业接收、提交功能，更全面的课堂师生强交互以

及学情分析与学习记录的查看可使用「双面互动终端」

和「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学习平台」。

课后作业

支持接收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后可直接通过手机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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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平台

自定义数据同步更新

支持通过导入教学数据文件，平台自动运算，显示区

实时同步更新可视化数据。

产品功能及特色

课堂出勤

通过智能终端签到记录并实时监控学生的出勤情况，

同时也能查看各班学期总出勤率、班级学生出勤预警

以及班级座位动态热力分布图。

* 大数据分析平台展示的数据大都来源于教师与学生

使用「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和「双面互动终端」

时所产生的的教学数据和学习数据。

课堂互动

通过教学系统互动行为分析教学班互动情况，技术抓

取互动热点，帮助教师了解教学情况、改进教学质量。

知识认知

展示课程知识点出现频率和学生掌握情况，帮助老师

调整教学内容，帮助学生获取课程重点。

学习能力

可在线导出学生个人能力倾向报告，即类简历。报告

来自对大量系统基础数据的研究分析，有效帮助学校

评价、学生择业和企业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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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预警

通过出勤、课堂表现、测验等行为综合判断学生学习

情况，分析需要重点帮助的学生，教师可根据学生特

点因材施教。。

第二课堂

展示学院社会实践参与热度、志愿服务参与热度、竞

赛活动参与热度、创新创业参与热度、竞赛获奖情况

和专利论文获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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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黑板教师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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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式窗口设计

悬浮式功能窗口可实现教师在任意页面都能够调用想

要的课堂互动功能，无需打开系统。

产品功能及特色

便捷化出勤

无需任何操作，点击即可查看学生出勤情况。

教学笔记

即时抓取课堂教学板书并保存，支持班级共享与U盘

存储。

举手名单

及时发现学生活动，互动结束可给学生添加课堂表现

标签。

课堂推题

支持教师在授课时随时向学生推送题目，题目包括备

课的待用题目，也可以即时性自行出题。

课件播放

登录账户直接显示该课程课件，可直接通过客户端打

开课件。

测验统计

通过悬浮窗进行课堂推题，答题结束后可直接通过客

户端查看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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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屏互动设备及系统

产品功能及特色

无线投屏

可将手机、Pad等移动设备上内容通过无线投屏器实

现小屏和大屏的交互，达到学生之间课堂实时交互的

效果。

一键调屏

教师可直接在控制面板上调用任意小组的屏幕内容，

一键切换讨论组画面到主屏幕，轻松实现学生之间学

习成果的展示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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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广播

教师在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广播」按钮，即可将主屏

幕的画面实时同步到每个小组的显示屏上，使学生清

晰地看到老师的讲解内容，间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主屏二分屏

通过分屏功能，主屏可调用任意两组屏幕画面，便于

老师对两组讨论内容进行并排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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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黑板教学终端

内置电脑配置

处理器性能

采用 Intel第6代酷睿 Skylake 平台 I5处理器（CPU

6500）。

内存性能

4G DDR4笔记本内存。

硬盘性能

存储空间128G SSD或以上配置,并具有防震功能。

网络接入

内置 10/100/1000M自适应网卡 ,WiFi遵循 IEEE

802.11n标准。

拓展接口

具备独立非外扩展6个USB（至少包含3路USB3.0）

接口、HDMI*1、DP*1,RJ45*1满足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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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及特色

智慧黑板

智能电子黑板正面为一个由三块拼接而成的平面普通

黑板，可以在上面用各种水笔书写，打开电源时，中

间一块为液晶显示画面，可以进行触摸互动，关掉时，

显示画面隐形，又显示为一个普通黑板的表象。

内存性能

多合一合成模块=电子白板+投影+普通黑板书写

+PC电脑+触摸互动，完美的集合了电子白板、投影

设备、普通书写黑板和触摸一体机的功能集合体。

批注功能

可在任意通道下实现批注功能，不仅可以批注文档还

能对任意画面进行批注，并且具有保存、擦除等功能。

电子白板

可实现电子白板功能，并且可在任意通道下打开，方

便客户使用。可实现对画笔颜色、粗细、背景颜色更

改，并可实现擦除、保存等功能。

信号切换

触控信号切换菜单可以通过触摸屏手势、触摸屏菜单、

前置按键、遥控器四种方式实现调出，方便用户使用。

* 纳米黑板教学终端可配备爱学堂专用教学软件「智

慧黑板教师教学平台」，以便充分发挥纳米黑板的功

能，方便及改善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

9

一体化视频录播中控终端

触控录播主机

高度集成

集成触控录播、远程互动、实时导播、音频处理等功

能。

产品功能及特色

精品课程录制

七机位九场景任意搭配全自动录制课程。

精品课程录制

简单便携的虚拟场景满足虚拟微课制作、虚拟场景教

学。



IXUETANG 《产品手册》 018

4K 极清摄像机

成像清晰

最大可提供4K@30fps图像编码输出，具体可根据需

求设置。

产品功能及特色

单机双晶

两台摄像机即可实现师生全景/特写四景位之间的无

缝切换。

布置简易

供电、控制、传输，一线完成。

数字全向拾音麦

全向拾音

360°超大范围拾音，拾音半径达8m，覆盖面积达

200m²。

产品功能及特色

智能跟踪

焦点自动追踪当前发言人，优化音频采集，真实还原

声音。

支持级联

支持拾音麦级联，网线串联等功能，满足大课室不同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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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体化视频录播中控终端

产品功能及特色

监测功能丰富

包含噪音、灯光、温湿度、PM2.5、网络、消防烟感

以及其他教室设备监测；其中噪音、灯光、温湿度及

PM2.5等当检测到异常或超标时，系统将自动优化。

集成展示

集成多媒体监测展示和手机APP，让用户随时随地都

能查看教室环境质量。

可扩展性强

各类监测传感器部件可以根据用户要求添加或移除。

报警处理

支持断线报警、超标报警、异常情况报警，报警信息

可通过声光报警器、显示屏发布，也可通过短信发送

到指定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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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产品的详情介绍，请看文件《安徽爱学堂产品配置清单》。

产品组合方案

研讨型与传授型 教学场景全覆盖

深度体系化解决智慧教室的硬件设施和课堂学习环境、学校管理者的教学监管和教学效果展示、教师的课前备课、

课堂教学互动、课后师生交流和精品课程录制以及学生的课前预习、课堂学习互动和课后复习等问题。

纳米黑板教学终端 一体化视频录播中控终端 声光湿智能监测中控系统

升降式/移动式双面互动终端

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 智慧黑板教师教学平台 移动端轻交互平台

投屏互动设备及系统 大数据可视化管理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

方案 K7

传授型 教学场景

相对稍微弱化课下师生互动与课堂学生分组讨论的形式，但依然是从教室、学校、老师和学生四个维度解决问题。

纳米黑板教学终端 一体化视频录播中控终端 声光湿智能监测中控系统

升降式/移动式双面互动终端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 智慧黑板教师教学平台

大数据可视化管理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

方案 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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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型 教学场景

纳米黑板教学终端 一体化视频录播中控终端 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

智慧黑板教师教学平台 移动端轻交互平台 投屏互动设备及系统

大数据可视化管理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

方案 K4

轻交互（移动）型 教学场景

移动端轻交互平台91懿课堂教学辅助系统 智慧黑板教师教学平台

大数据可视化管理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

方案 K2

合作模式

安徽爱学堂启动了城市合伙人与渠道合伙人战略，详情见文件《安徽爱学堂渠道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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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团队 - Team

公司资质 - Qualification

公司团队超过60%为研发人员，核心团队大部分出自合肥工业大学，企业在合

肥工业大学科教楼@大数据中心设立安徽爱学堂教育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研究

团队主要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教授、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数学系教授、美

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海归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合肥工业大学汽车、土

木、计算机、电子信息研究方向教授组成。

我们承诺，产品及设备自售出之日起一年内免费保修及系统升级服务。

为确保完美良好的上课体验以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司将派相关技术人员上

门进行技术指导，确保用户正确使用产品。

售后服务，我司在2小时内响应技术保障及维护服务，48小时内上门服务。

公司2019年在安徽省科创版挂牌，获得政府及行业在资金、政策及技术等多方

面的支持。同时获得国际 ISO9001质量认证、 ISO14001环境认证、

ISO18001职业健康认证、AAA信用企业等资质，构建起相关AI算法模型10余

项，获得安徽省科技厅三项新产品认证，拥有软件著作权9项，国家专利46项。

研究成果 - Achievement

教学过程大数据多维度量化理论与方法

高层次人才特质表征与量化分析方法

教与学过程数据深度挖掘技术

人才培养矩阵模型及其算法等新理论与技术

面向教育领域的知识图谱动态构建技术等

产品服务 -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