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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媒体教学的广泛应用，传统的教学设备已无法满足管理信息化的需求，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与教学管理服

务水平，打造便捷、智能、互联的智慧教学生态圈，深圳台电公司继其数字红外无线教室音频系统之后，重磅推出

TES-8100系列智慧教学系统。该系统沿用了当前TES-5600系列教室音频系统所用的数字红外音频传输及控制技术，同时

运用网络通讯技术将多媒体教室中的多媒体设备以及教学环境设备等进行集中管理和远程控制，实现了包括多媒体智慧教

学、远程教学互动、无线物联管控、双向对讲通讯、数字校园广播、专业级音视频录播点播、教学督导、智能化管理平台

在内的高度集成化应用，致力打造一个整体化、智慧化、安全化的智慧校园。

TES-8100系列
智慧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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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8100系列 
智慧教学系统主机

TES-8200S 
智慧教学管理服务器

TES-5600RN 系列
数字红外接收器

主机

服务器

接收器 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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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

TES-8040 系列
控制单元

TES-560X 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TES-5675 系列
吊装式麦克风

TES-8100 系列
智慧教学系统软件

物联管控

TES-8070A
环境监测器

TES-8065/02L、TES-8065/02C 
挂墙开关

TES-8063
红外学习器

TES-8062
控制接口扩展器

TES-8061 
无线电源控制器

TES-8060
无线空调控制器

HCL-404系列
无源4单元两分频音柱



智慧教学系统连接图 智慧教室系统连接图

解决方案      0605      解决方案

系统包含：

远程管控远程呼叫 数字校园广播 智慧信息发布

物联网感知 高清视频推送智能中控 数字红外无线扩声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方案优势

智慧无线物联，畅享绿色教学

解决方案      0807      解决方案

系统可通过智慧教学管理平台实时监控每间教室的环境状态，包括温湿度、照度、CO2 浓度、PM2.5/PM10 浓

度、甲醛等数据，自动对教室内的多媒体设备、灯光、空调、窗帘等进行智能管控，为师生营造舒适的教学环境。

实时校园监控，高效教学督导 
学校的督导人员可通过智能化管理平台实时查看教学视频和音频，远程督导课堂，便于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

的不足，保障教学秩序稳定和教学质量提升。

数字校园广播，高清视频推送
系统内置音视频编解码功能，支持校园 IP 数字音频广播、高清视频广播、音视频点播推送或定时播放。可广泛

应用于定时打铃、课间操、眼保健操、升旗歌曲、电台节目的播放等。

远程智能管控，提高运维效率 
智能化管理平台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校园设备的集中管理、状态监测、故障诊断、数据统计

及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帮助校园管理者实现“一屏总览全局”，有助于学校精准管理教学资源。

远程语音对讲，一键快速求助
可实现教室与控制中心之间的远程语音对讲。当师生遇突发情况，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一键呼叫即可，及时

解决师生在校遇到的各种问题。

三位一体，多维拾音，AI 加持
业界首创将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有线鹅颈麦克风、吊装麦克风三种拾音方式合为一体，通过 AI 算法对音频

进行反馈抑制、回声消除、噪声消除、突发短促噪声限幅、自动声场校准，满足不同教学场景下的拾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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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8100系列智慧教学系统主机红外传输副载波符合IEC61603-7数字红外国际标准，采用DQPSK数字调制/解调技术，

软硬件一体化、模块化设计，支持无缝扩展其他模块。通过连接红外接收器、控制单元、智慧教学管理平台等，可实现数

字红外扩声、无线物联、远程互动、IP数字音频广播等功能，为老师和学生带来更好的教学体验。

核心芯片自主研发，音质更卓越

内置无线物联控制器及网络中央控制系统，可支持教室内设备（灯光、空调、窗帘等）接入系统，进行本地或远

程控制调节，状态监控和能耗统计

支持CO2 、PM2.5、温度湿度、光照度等环境监控

支持远程管理，维护更方便

智慧无线物联，营造舒适教学环境

实现远程互联互通，老师和学生身处不同空间，仍能进行教学互动

实现IP数字音频广播，将媒体系统的音频文件广播到指定的/全部教室

适配智慧教学管理平台，实现更多功能

内置Web Server，可通过浏览器访问主机进行参数设置和管理

采用自主研发的数字红外处理芯片，实现了dirATC-数字红外音频传输与控制技术

内置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可对音频进行反馈抑制、回声消除、噪声消除、突发短促噪声限幅、自动声场校准

内置数字音频功放，可直连音箱

TES-8100系列
智慧教学系统主机

技术参数

4 × HDMI 1.4输入接口，3 × HDMI 1.4输出接口

2 × 可编程RS232通信串口（4PIN凤凰头） / 1 × 可编辑RS485通信串口（4PIN凤凰头）

1 × 8芯接口，用于连接TES-8040系列控制单元

4 × 扬声器接口，用于连接音箱

1 × 磁控锁控制接口

1 × USB，用于设备升级

视频输入/输出接口

串口

8芯接口

扬声器接口

安全锁

USB接口

主机线路-主机：50 Hz ~ 20 kHz，麦克风-主机：100 Hz ~ 20 kHz

≥90 dBA

音频特性

频率响应

信噪比（麦克风-主机）

功能对比

数字红外扩声 

数字功放 

网络中控

网络交换机

无线物联

寻呼

IP 数字音频广播

支持吊装式麦克风

远程互动

高清视频分区推送

TES-8100MA功能 型号 TES-8100MB TES-8100MC TES-8100MD

总谐波失真 ≤0.05%

内置功放最大输出功率

电源

30 W × 4只（8Ω），60 W × 2只（4 Ω）

220 V AC

尺寸（宽 × 深 × 高）  

重量

483 × 230 × 52 mm

3.0 kg

物理特性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1 × 模拟音频输入接口用于公共广播输入（Ø 3.5 mm，立体声）
1 × 模拟音频输入接口用于PC音频输入（Ø 3.5 mm，立体声）
2 × 麦克风输入接口（Ø 3.5 mm，带幻象电源）
1 × 线路输出接口（Ø 3.5 mm，平衡） 
1 × 录音输出接口（Ø 3.5 mm，平衡）

5 × RJ45接口：用于连接局域网/广域网
2 × IR RECEIVER接口：用于连接数字红外接收器，实现数字红外信号传输

网络接口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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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8100系列
应用软件

TES-8100系列应用软件部署在TES-8200S智慧教学管理服务器，软件包括TES-8210智慧教学管理平台基础软件、

TES-8211智慧教学管理平台多媒体管理软件、TES-8200/C媒体管理客户端软件、TES-8200智慧教学微信小程序和

TSW-8063红外学习工具，管理人员可通过Web浏览器轻松访问智慧教学管理平台，全方位管控校园设备，简化了操作也

提高了效率。

TES-8210
智慧教学管理平台基础软件
智慧教学管理基础软件按照智慧校园部署的流程设

计，包括学校管理、设备管理、日志管理、任务管

理，用户管理和外设设置等。

TES-8211
智慧教学管理平台多媒体管理软件
对教学相关的多媒体文件进行媒体库管理、媒体文

件管理（添加、编辑、删除、移动、播放等），支

持将高清视频分区推送到指定的楼栋/教室。

TES-8200/C
媒体管理客户端软件
媒体管理客户端包括内部寻呼、双向对讲、媒体直

播等。支持向指定的楼栋或教室广播讲话、与教室

的TES-8040B控制单元进行通话、多间教室同上一

堂课、将校长室或督导室的语音或视频直播到指定

教室等。

TES-8200
智慧教学微信小程序
智能教学微信小程序支持查看及控制各教学楼栋及

教室的设备，如开关照明系统、调节空调系统、控

制投影仪、窗帘、幕布、电脑、数字红外无线教学

扩声主机及吊麦等。

TSW-8063
红外学习工具
新增红外遥控设备时，如果远程设备库中没有相应

的红外文件，可通过TSW-8063红外学习工具创建

一个红外文件并配合TES-8063红外学习器学习设

备的红外遥控码，文件可存储在本地设备库，也可

以上传到远程设备库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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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8040B控制单元连接TES-8100系列智慧教学系统主机，可安装在教室管控电教设备，包括上/下课、开锁、录播、音

量等。也可安装在控制室进行点对点、分区或全区单向广播和双向对讲通讯。不仅满足了老师日常教学的需要，同时大

幅提升了校园应急情况处理能力。

控制单元
TES-8040B

TES-8060无线空调控制器
1组电源接线端子用于连接空调电源

内置无线模块，通过无线方式连接智慧教学系

统，实现本地或远程管控

内置工业级电表计量芯片，可实时监测空调功率

内置红外接收模块，可红外遥控操作

TES-8061无线电源控制器
3组电源接线端子用于连接各类设备电源

内置无线模块，通过无线方式连接智慧教学系统，实

现本地或远程管控

内置工业级电表计量芯片，可实时监测设备功率

TES-8065/02L、TES-8065/02C
挂墙开关 
内置无线模块，通过蓝牙连接智慧教学系统，实现本

地或远程管控 

内置工业级电表计量芯片，可实时监测设备功率 

2组强电继电器开关连接照明灯或电动窗帘 

2个触摸按键，带开关状态指示灯 

TES-8062控制接口扩展器
支持网络控制和网络级联

RJ45接口用于接入智慧教学系统

4路继电器接口、6个数字输入 / 输出口、3路RS232 / 

RS485串口，1路RS485串口，用以控制环境装置

4路红外发射口，可连接红外发射棒

TES-8063红外学习器
1个USB接口用于连接PC并供电

内置红外接收器和红外发射管

配合TSW-8063红外学习软件，可学习红外设备的红

外遥控码

设计精致典雅，应用灵活

全数字IP网络双向对讲通讯

功能丰富

4.3 寸触摸屏显示教学信息，并可调节相关参数

可拆卸话筒杆，话筒杆长度可选

IC卡授权管理
内置非接触式IC卡读卡器，用于权限管理，仅允许相关授权人员操作设备

内置无线模块，可无线控制系统内的电源控制器、空调控制器、环境监测器等设备

支持数字音频输入输出，配合TES-5604/08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可实现PPT翻页

一键呼叫控制中心，实时语音对讲，控制中心可以同步接收到教室内实时视频画面

内置监听扬声器，可播放语音信息或背景音乐

TES-8070A环境监测器
内置传感模块，可实时监测室内照度，温湿度、CO2、

PM2.5/PM10浓度、甲醛等 

采用圆形弧面壳体，可吸顶式安装或壁挂式安装 

RS485 输出，用于连接TES-8100M智慧教学系统主机



TES-560X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采用独创的dirATC--数字红外音频传输及控制技术，不受高频驱动光源干扰，可正常

工作于阳光下的环境。支持远程控制PPT翻页、激光笔、PTT等功能，为师生带来高保真音质与便捷的操作体验。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TES-560X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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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PPT翻页

激光笔

PTT模式

数字激光笔

技术参数

功能对比

标准和规范

规范

音频特性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符合IEC 61603-7数字红外国际标准

≥90 dBA

≤0.05%

TES-5608

TES-5604N_W TES-5608系列

(TES-5608CN系列）

(TES-5608BN系列)

频响

47 × 43 × 14 mm (TES-5608AN)
41 × 13 × 123 mm (TES-5608BN/CN)

20 g (TES-5608AN)
90 g (TES-5608BN/CN)

主机线路-主机：50 Hz~20 kHz
麦克风-主机：100 Hz~20 kHz

TES-5604N_W

DC 5 V，2 A（兼容手机充电器）

2300 mAh

持续发言约7小时

尺寸（宽 × 深 × 高）

重量

心形指向性驻极体

-46 dBV/Pa

75 Hz ~ 20 kHz

680 Ω

＞20 dB (1 kHz)

20 dBA (SPL)

115 dB (THD＜3%)

麦克风类型

灵敏度

频率响应

输入阻抗

方向性0°/180°

等效噪声

最大声压级   

独创技术，音质卓越

支持手持、颈挂或置于上衣口袋，内置可充电锂电池，可持续发言7小时

当发言者在设定时间内无发言时, 自动关闭红外信号发射

轻巧美观，经久耐用

频响：主机线路-主机：50 Hz~20 kHz，麦克风-主机：100 Hz~20 kHz

信噪比：≥90 dBA

总谐波失真：≤0.05%

即按即说，功能丰富
支持远程控制PPT翻页、激光笔、数字激光笔（TES-5608）

支持“PTT” （Push To Talk）模式，按住“…”键开启话筒，松开后话筒即关闭（ TES-5604N_W ）

扩展性强，随意传输
支持外部音频输入（Ø 3.5 mm），如手机等

支持外部麦克风输入，如头戴式麦克风等（ TES-5604N_W ） 80 g

41 × 22 × 145 mm

麦克风

物理特性

型号

充电电源

电池容量

电源使用时间

TES-5604N_W TES-5608系列

功能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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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5675系列吊装式麦克风包含TES-5675S、TES-5675T、TES-5675H三款型号，可实现远距离拾音，分别可用于拾取

老师授课与学生互动声音，真正达到轻松扩声，保证使用时无啸叫、无回音、无噪音。让老师讲课轻松，学生听课清晰，

方便学校管理。

1个3P凤凰接口用于模拟音频输出（带幻象电源）及供电，安装于伸缩式吊杆，部署简易，高度及方向可调

TES-5675系列

远距离拾音，师生实时交流

AI算法，音质清晰

高度集成化，安装简单

TES-5675T、TES-5675H内置带指向性驻极体麦克风，安装于讲台上方，拾音范围可达5 m，老师轻松授课

TES-5675S内置全向性驻极体麦克风，安静环境下拾音范围可达8 m，任意学生都可发言

通过连接TES-8100MA/MB主机，可实现反馈抑制、噪声消除和突发短促噪声限幅、自动声场校准，从根本

上解决反馈声造成的啸叫问题，滤除噪声，自动限制突发噪声增益，迅速降低噪声音量，不影响人声扩声

吊装式麦克风

TES-5675S / TES-5675T TES-5675H

型号

麦克风类型

技术参数

功能对比

型号

灵敏度

频率响应

方向0°/180°

等效噪声

最大声压级

输出阻抗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物理特性

幻象电源

尺寸

重量

TES-5675S

-32 dBV / Pa

50 ~ 20000 Hz

——

20 dBA (SPL)

125 dB (THD < 3%)

230 Ω

≥65.5 dBA

≤0.1%

TES-5675T

-30 dBV / Pa

> 20 dB (1 kHz)

125 dB (THD < 3%)

230 Ω

TES-5675H

-32 dBV / Pa

> 20 dB (1 kHz)

139 dB (THD < 3%)

280 Ω

TES-5675H

心形单指向性驻极体

Ø 124 × 53 mm Ø 20 × 150 mm

拾音距离

TES-5675T

心形单指向性驻极体

5 m 5 m

TES-5675S

全指向性驻极体

半径5 m，中等环境噪声下
半径8 m，安静环境下

11 ~ 52 V，2 mA

Ø 124 × 53 mm

140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