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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DEN与教学音频
深圳台电成立于1996年，是全球会议系统领导者。作为主编或参编单位参与编制了会议系统全部ISO国际

标准与国家标准，同时还参编了《多媒体教学环境设计要求》、《多媒体教学环境工程建设规范》、《电子考

场系统通用要求》等诸多教学环境标准。

深圳台电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并自主研发了核心芯片，拥有系统的全部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成

功服务于包括联合国总部、世界银行总部、G20、APEC等各大国际组织，以及数以万计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

位和学校。

2015年，深圳台电进军教育行业，基于对多媒体教学环境音频设备需求的深度挖掘，先后推出了一系列

音质清晰、抗干扰能力强且便于管理的教室音频系统，充分满足了教学环境中的扩声、常态化录音、互动录

播、教室多媒体设备集中控制的需求，同时通过内置电子锁充电座解决了设备管理繁琐和需要反复回收充电的

难题，还完全杜绝了老师贴身佩挂传统无线麦克风时产生射频辐射的情况，是真正意义上的功能丰富、人性化

且绿色环保的解决方案。

2021年，深圳台电重磅推出TES-5600MRN系列三位一体教学扩声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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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拾音方式智能切换。采用AI算法对音频进行自

动声场校准（AEQ）、自适应反馈抑制（AFC）、自适应噪音消除（ANC）、突发短促噪声限幅（ALC 控制）

等，满足不同教学场景下对系统的使用要求。

目前，深圳台电教育产品已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服务超过2000所各类院校、教育机构，既包括清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

南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在内的众多知名学府，又包括了武汉市江夏区2000多间教室音频

改造、西藏林芝地区1000间多媒体教室建设等普教校区。为广大师生提供了高品质且绿色环保的多样化教室音

频整体解决方案，传递智慧教学环境最强音。

遍布全国省市区

34
教室服务数量

50000+
专利数量

200+
产品覆盖国家和地区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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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音频产品全景

TES-5690系列TES-5600MRN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功放

TES-5630M系列

经济型数字红外无线系统一体机 数字红外接收器

TES-5600RN系列

TES-5600MAU系列

HCL-404系列 HSC-106ETES-5685系列

音柱、扬声器、音箱

HCL-1000系列

TES-560X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TES-5600CSM系列
有线麦克风

TES-5675系列
吊装式麦克风

麦克风

教学音频（扩声）环境现状

传统课堂上，教学扩声设备未受足够重视，老师长时间保持大声授课易使声带受损，咽喉病于是成为教师行业

的高发职业病。同时，仅凭老师自身讲话的声音，后排学生很容易因听不清楚而导致上课开小差，影响学习效果。

因此，教学扩声系统应运而生，扩声设备可以将老师授课的声音放大增强，给学生带去更好听课体验的同时保护老

师的“金嗓子”。

目前市面上的扩声产品大致分为有线、无线射频、吊麦、无线红外等几种类型。有线扩声方案虽然容易实现、

成本较低，但由于位置固定，老师板书时无法扩声，授课空间受到局限，授课姿势呆板，难以与学生互动。无线射

频扩声系统（包括U段、V段、2.4G、蓝牙等）不仅各系统间容易引起干扰、串音，同时在不同教室间流动使用

时，必须重新调整频率，常常给老师带来不便。此外，无线射频扩声系统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射频辐射，尤其对于

需要特殊关怀的老师群体，例如怀有身孕的准妈妈老师，不适合长时间佩带会产生电磁辐射的无线射频发射设备。

TES-5600BX系列

HSP-108E

HPA-160A系列

HPA-2016系列

HPA-2240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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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圳台电自主研发的数字红外处理芯片（TAIDEN TDIR04），实现了国际先进的 dirATC—数

字红外音频传输及控制技术。系统红外传输副载波符合 IEC 61603-7 数字红外国际标准，采用 

DQPSK 数字调制/解调技术。

核心技术

系统具有高品质音质，主机线路到主机频率响应为 50 Hz~20 kHz, 麦克风到主机频率响应为

100 Hz~20 kHz。有效提高声音清晰度，让老师能以自然声调讲课，保护老师声带同时调动学生

注意力，提高学生听课效果。

音质清晰

先进的数字红外技术，不受高频驱动光源、外界无线电干扰，可正常工作于阳光下的环境。多

个教室同时使用，相互之间不会串频和干扰。

超强抗干扰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不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射频辐射，适合授课人群长时间佩戴使用。

无射频辐射

可为教师配备个人专用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无需对频，即开即用，干净卫生。麦克风充电座内

置电子锁，可通过手机扫码或配合中控或管理平台解锁无线麦克风，方便管理，避免丢失。

便于管理

多种方式触发报警，满足用户差异化的部署环境。警报触发可直接传达到中控系统，也可连接继

电器或第三方警报装置，或通过颈挂麦直接触发警报，将信号传递给校园安保中心或相关单位。

警报触发

具有USB数字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远程互动。

具有远程输入输出接口，支持远程互联互通。

远程互联互通

业界首创将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有线鹅颈麦克风、吊装式麦克风三种拾音方式合为一体，多

种拾音方式智能切换。系统采用高性能 DSP 处理器，通过AI算法可对音频进行反馈抑制、回声

消除、噪声消除、自动增益控制等，满足不同教学场景下对扩声的需求。

三位一体，多维拾音，AI加持

为什么选TA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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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互动教学智慧教室解决方案

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

大中型阶梯教室解决方案

K12小型教室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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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优势

功能亮点

• PPT 翻页

• 有线麦克风内置充电底座

• PTT 分组讨论

• 智能校准

• 激光笔

• 数字激光笔

TES-5600MRN系列三位一体教学系统

• 远程互动、分组讨论、智慧教室

应用场景

• 数字红外音频传输

• 自动声场校准（AEQ）

• 突发短促噪声限幅（ALC 控制）

• 远程互动

• 集中控制

• 可视化管控平台 

• 三位一体，多维拾音

• 自适应噪音消除（ANC）

• 自适应反馈抑制（AFC）

• 广播级音质

• DSP音频处理器

• 内置 Webserver

• 电子锁

远程互动教学智慧教室解决方案

TES-560X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TES-5600CSM系列
有线麦克风

HCL-1090B系列
线阵列音柱

TES-5600RN/30
数字红外接收器

TES-5600MRN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录播系统主机（第三方设备）

TES-5675系列
吊装式麦克风

解决方案  1009  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

• 多媒体教室

系统优势

• 数字红外音频传输

• 外观小巧（TES-5600BX 系列）

• 广播级音质

• 集中控制（TES-5600MAU 系列）

• 内置功放

• 多重警报触发（TES-5600MAU 系列）

功能亮点

• PPT 翻页

• 有线麦克风内置充电底座

• PTT 分组讨论

• 电子锁

• 激光笔

• 数字激光笔

TES-5600MAU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TES-5600BX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

TES-560X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HCL-1090B系列
线阵列音柱

TES-5600RN/30
数字红外接收器

TES-5600CSM系列
有线麦克风

TES-560X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TES-5600BX2/30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HCL-1090B系列
线阵列音柱

TES-5600CSM系列
有线麦克风

TES-5600RN/30
数字红外接收器

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

TES-5600MAU/30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解决方案  1211  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

• 大中型阶梯教室

系统优势

• DSP 音频处理器

• 支持大功率专业级线阵列音柱

• 内置 Webserver

• 过载功率控制

• 场景保存

• 超温功率控制

TES-5690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

TES-5600CSM系列
有线麦克风

笔记本

HCL-1200B系列
线阵列音柱

HCL-1090B系列
线阵列音柱

TES-5600RN/30
数字红外接收器

TES-5690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TES-560X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功能亮点

• PPT 翻页

• 有线麦克风内置充电底座

• PTT 分组讨论

• 电子锁

• 激光笔

• 数字激光笔

大中型阶梯教室解决方案

• 集中控制

解决方案  1413  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

• K12 多媒体教室

系统优势

• 数字红外音频传输

• 兼容校园广播（TES-5685 系列）

• 广播级音质 • 高度集成 • 安装简便

功能亮点

• PTT 分组讨论 • 激光笔

TES-5685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 TES-5630M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

TES-560X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TES-5630MA
经济型数字红外无线系统一体机

HPA-2240系列
壁挂式音箱

TES-5600CSM系列
有线麦克风

TES-5685/30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音箱

TES-5685BX/30
功能扩展盒

TES-560X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K12小型教室解决方案

• 电子锁• PPT翻页（TES-5685系列）

解决方案  1615  解决方案



核心产品

TES-560X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TES-5600系列 有线麦克风

TES-5675系列 吊装式麦克风

TES-5600MRN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TES-5600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TES-5690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TES-5630M系列 经济型数字红外无线系统一体机

TES-5600RN系列 数字红外接收器

TES-5685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音箱

HPA-160A系列 & HPA-2016系列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L-404系列 无源4单元两分频音柱

HCL-1000系列 线阵列音柱

HPA-2240系列 壁挂式音箱

扬声器

TES-5600SW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管理平台软件

TES-5604NSW 教学扩声设备管理平台

配件

核心产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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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560X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TES-5602A_G TES-5604N_W TES-5608 技术参数

功能对比

型号

远程控制 PPT 翻页

激光笔

PTT

数字激光笔

话筒频点设定

话筒灵敏度调节

重力感应

外部麦克风输入

外部音频输入

TES-5602A_G TES-5604N_W TES-5608

(TES-5608CN）

(TES-5608BN）

随用随充，安全可靠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可持续发言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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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创技术，音质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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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软件可通过光标进行内容交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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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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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IEC 61603-7 数字红外国际标准规范

标准和规范

音频特性

麦克风类型

频率响应

灵敏度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心形指向性驻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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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BV/Pa

≥90 dBA

≤0.05%

物理特性

充电电源

电池容量

电源使用时间

TES-5602A_G型号 TES-5604N_W TES-5608

DC 5V，2 A

1600 mAh 2300 mAh 2300 mAh

持续发言约 6 小时 持续发言约 7 小时

80 g
20 g (TES-5608AN)

90 g (TES-5608BN/CN)

持续发言约 7 小时

146 g（不含电池）

Ø40 × 225 mm 41 × 22 × 145 mm
47 × 43 × 14 mm (TES-5608AN)

41 × 13 × 123 mm (TES-5608BN/CN)
尺寸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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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5600系列有线麦克风 

TES-5600 系列有线麦克风作为智慧教学环境音频整体解决方案的一环，应用于全场景教学。内置充电底座可对

TES-5604 系列、TES-5608 系列无线麦克风进行充电，一体化设计，充分解放教师双手。 

随用随充，安全可靠
可对 TES-5604 系列、TES-5608 系列无线麦克风进行充电

内置电子锁，可通过 RS232 连接中控主机实现麦克风解锁（TES-5600CSML/CSMN）

支持微信小程序或手机 APP 扫码解锁 （TES-5600CSML）

管理方便，高效运维
支持网络管理，可实现远程解锁，还可查询话筒状态，管理设置所在教室信息（TES-5600CSMN）

TES-5600MIC TES-5600CSMN TES-5600CSML TES-5600CSM

*  MS50/60/70EGD2B 话筒杆（50 cm、60 cm、70cm 三种长度可选）

功能对比

型号

鹅颈麦克风

可充无线麦克风数量

中控解锁

扫码解锁

网络管理

1 1 2

TES-5600MIC TES-5600CSMN TES-5600CSML TES-5600CSM

技术参数

音频特性

麦克风类型

频率响应

灵敏度

方向性 0°/180°

等效噪声

最大声压级

心形指向性驻极体

75 Hz ~ 20 kHz

-46 dBV/Pa

＞20 dB(1 kHz)

20 dBA (SPL)

115 dB (THD＜3%) 

尺寸（宽 × 深 × 高，不含话筒杆长度）

话筒杆长度

重量

135 × 132 × 53 mm

400 g

60 cm（标配）、50 cm、70 cm 可选

物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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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5675系列吊装式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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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取老师授课或学生互动声音，达到无感扩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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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距离拾音，师生实时交流
TES-5675T、TES-5675H 内置带指向性驻极体麦克风，拾音范围可达 5 m，覆盖整个讲台，

老师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即可轻松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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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AI算法，彻底消除噪音
通过连接内置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主机，可实现自适应反馈抑制（AFC）、自适

应噪声消除（ANC）和自动声场校准（AEQ）、突发短噪声限幅（A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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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集成化，安装简单
1个3P凤凰接口用于模拟音频输出及幻象供电，支持吊杆式安装，设备部署简易，整洁美观

技术参数

TES-5675T型号 TES-5675S TES-5675H

麦克风类型 心形单指向性驻极体 全指向性驻极体 心形单指向性驻极体 

物理特性

中等环境噪声 : 半径 5 m

安静环境 : 半径 8 m
5 m

-30 dBV/Pa

50 ~ 20000 Hz

≥65.5 dBA

≤0.1%

20 dBA (SPL)

灵敏度

频率响应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等效噪声

方向性 0°/180°

最大声压级

输出阻抗

5 m拾音距离

幻象电源

重量 140 g

尺寸

11 ~ 52 V，2 mA

Ø 124 × 53 mm Ø 124 × 53 mm Ø 20 × 150 mm

-32 dBV/Pa -32 dBV/Pa

230 Ω230 Ω 280 Ω

125 dB (THD<3%)125 dB (THD<3%) 139 dB (THD<3%)

> 20 dB (1 kHz) ＿＿ > 20 dB (1 kHz)

TES-5675T、TES-5675S TES-567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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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5600MRN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技术参数

标准和规范

音频特性

接口

物理特性

规范 符合 IEC 61603-7 数字红外国际标准

频率响应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RJ45 接口

60 W × 2（8 Ω / 6Ω）；30 W × 4（8 Ω）

24V DC

1.3 kg

211 × 236 × 5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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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BA

≤0.05% 

2 × IR RECEIVER，用于接数字红外接收器
1 × RJ45，用于连接局域网， 连接到 PC 或平台，实现集中管理与远程控制

1 × A 型 USB（MIC.3）， 用于音频传输
1 × C 型 USB，用于连接 PC/ 固件升级，实现数字音频输入输出

1 × RS-232，用于连接中控系统

4 × 扬声器

2 × Ø6.4 mm 线路输入
2 × Ø6.4 mm 线路输出，线路输出 2 可连接返听音箱
1 × 3PIN 凤凰头 (REMOTE IN)，用于远程互动的音频信号输入（TES-5600MRN）
1 × 3PIN 凤凰头 (REMOTE OUT)，用于远程互动的音频信号输出（TES-5600MRN）
1 × Ø3.5 mm 录音输出，用于常态化录播
2 × 3PIN 凤凰头 (MIC.1/2) ，带音量调节，用于连接 TES-5675 系列吊装式麦克风

音频输入 / 输出接口

USB 接口

串口

扬声器接口

内置功放最大输出功率

电源

重量

尺寸（宽 × 深 × 高）

TES-5600MRN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基于深圳台电独创的 dirATC—数字红外音频传输及控制技术，

内置功放，支持连接有线、无线、吊装麦克风，适用于板书讲课、学生互动、表演教学等多种教学扩声场景。

音质清晰，管理简单
内置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可对音频进行反馈抑制和回声消除

可连接返听音箱

可连接中控系统实现集中控制

三位一体，多方位拾音
可连接 TES-5675 系列吊装麦克风

可连接 TES-5600CSM 系列及 TES-5600MIC 有线麦克风

可配 2 个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实现 PPT 翻页、数字激光笔等功能�

多重警报触发，保卫校园
通过主机报警开关、中控系统，或颈挂式麦克风均可触发警报

警报触发后，可向中控系统发送警报状态，也可以控制电平输出，便于连接第三方警报装置

教师可通过颈挂麦触发警报，将警报信息传递给校园安保中心或相关单位

功能对比

应用场景

远程互动

6 种

TES-5600MRN型号

6 种

TES-5600MHN

可通过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

管理平台软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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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5600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TES-5600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采用台电独创的 dirATC—数字红外音频传输及控制技术，符合 IEC 

61603-7 数字红外国际标准，采用 DQPSK 数字调制 / 解调技术以保证卓越音质。机身外型小巧，安装环境整洁美观。

多种灵活配置，功能强大
内置数字音频功放，可直接连接音箱

2 个 RJ45 接口用于接数字红外接收器

配合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可实现 PPT 翻页与激光笔功能

具有 RS-232 连接串口，用于连接中控系统实现集中控制（TES-5600MAU/30）

无缝传输音频，尽享流畅
通过 USB 口可连接充电座或有线麦克风进行音频传输

通过 USB 口也可连接 PC，支持数字音频输入输出（TES-5600MAU/30）

多重警报触发，保卫校园（TES-5600MAU/30）
通过主机报警开关、中控系统或颈挂式麦克风均可触发警报

警报触发后，可向中控系统发送警报状态，也可以控制电平输出，便于连接第三方警报装

置，将警报信息传递给校园安保中心或相关单位

TES-5600MAU系列 TES-5600BX系列

功能对比

技术参数

频率响应 主机线路 - 主机：50 Hz ~ 20 kHz；麦克风 - 主机：100 Hz ~ 20 kHz

TES-5600BX 系列型号 TES-5600MAU/30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动态范围

内置功放最大输出功率

≥85 dB

60 W × 2 只（8 Ω / 6Ω） ；30 W × 4 只（8 Ω）

≥90 dBA

≤0.05% 

物理特性

电源

重量 0.4 kg 1.3 kg

尺寸（宽 × 深 × 高）

DC 24 V

168 × 120 × 41 mm  236 × 211 × 55 mm

型号

可接无线麦克风

可接有线麦克风

可连音箱

内置功放

1 2 2

4 4 4

TES-5600BX1/30 TES-5600BX2/30 TES-5600MAU/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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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标准和规范

音频特性

接口

物理特性

规范 符合 IEC 61603-7 数字红外国际标准

频率响应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网络接口

TES-5690MA

AC 100 ~ 240 V,3.0 ~ 1.5 A

4.3 kg

480 × 288 × 45 mm

TES-5690MB

4.0 kg

TES-5690MC

4.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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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BA

≤0.05% 

2 × IR RECEIVER，用于连接数字红外接收器
2 × ETHERNET，用于连接 PC 进行网页控制与管理

1 × A 型 USB，用于线路输入，带音量调节旋钮
1 × B 型 USB，用于连接 PC，可实现数字音频输入输出

1 × RS-232（3PIN 凤凰头），用于连接中控系统

1 × 前置功放接口，用于连接 HCL-1000 系列线阵音柱
1 × 后置功放接口，用于扩展后场补声扬声器

1 × 3.5mm 模拟立体声音频输入
1 × 3 针 Phoenix 模拟平衡输入，带幻象电源
1 × 3 针 Phoenix 模拟立体声优先输入，每路音量单独可调
1 × 3 针 Phoenix 模拟立体声线路输出

音频输入 / 输出接口

USB 接口

串口

扬声器接口

型号

电源

重量

尺寸（宽 × 深 × 高）

功能对比

可配麦克风数量

中控接口

内置功放功率 200 W×2+60 W×2（6 Ω） 200 W×2（6 Ω） 60 W×4（6 Ω）

2 2 2

TES-5690MA型号 TES-5690MB TES-5690MC

TES-5690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 

TES-5690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主机集数字红外主机与专业级数字音频功放于一体，采用数字红外无

线传输技术拾取老师授课声音，音质达到广播级，能充分满足大中型教室的扩声需求。机身配有中控接口，可实

现集中控制。

保护功能完善
短路、直流、过温等保护，过载功率控制，超温功率控制等

音质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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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丰富
可连接 TES-5600MIC 或 TES-5600CSM 系列有线麦克风传输音频

配合 TES-560X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可实现 PPT 翻页，配合 TES-5608BN，可实现数字激光笔�

便捷管理
内置 DSP 音频处理器，支持网页控制与管理

可调节麦克风的 5 段参量均衡，31 段图示均衡，同时支持场景保存

红外载波频率可选，功放输出声道均衡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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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5600RN系列数字红外接收器TES-5630M系列经济型数字红外无线系统一体机

一体化，可扩展
可根据教室面积扩展红外接收器，1路线路输入（LINE IN），1路线路输出（LINE OUT）

技术参数

频率响应 主机线路 - 主机：50 Hz ~ 20 kHz；麦克风 - 主机：100 Hz ~ 20 kHz

音频特性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90 dBA

≤0.05% 

物理特性

电源

重量 0.6 kg

尺寸（宽 × 深 × 高）

DC 24 V

内置功放最大输出功率 30 W × 2 只（8 Ω）

146 × 66 × 150 mm

技术参数

可配无线麦克风

接收频点

接收角度

直视距离

覆盖面积

重量

尺寸

220 g

Ø 116 × 60 mm

2.33 MHz

垂直：150° (±75°)，水平：360°

约 80-100 m2

25 m

1

TES-5600RN1/30型号

物理特性

2.33 / 3.67 MHz

2

TES-5600RN/30

TES-5600RN 系列数字红外接收器采用独创的 dirATC—数字红外音频传输及控制技术，可配无线麦克风使

用，不受高频驱动光源干扰，正常工作于阳光下的环境。

广接收，宽覆盖
直视距离高达 25 m，覆盖面积可达 80-100 m2，垂直接收角度可达150° (±75°)，

水平接收角度可达 360°

TES-5630M 系列经济型数字红外无线系统一体机集数字红外无线系统主机与数字红外接收器于一体，内置

数字功放，可连接 2 只音箱，可配 1 个无线麦克风，数字红外音频处理及传输技术保证了卓越的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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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5685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音箱 

TES-5685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音箱基于深圳台电独创的 dirATC—数字红外音频传输及控制技术，既能通过

数字红外无线传输技术拾取老师授课声音，又内置数字音频功放，集成扬声器，可直接对老师声音进行扩声，安装

简单。

数字红外无线传输技术拾音，广播级音质
频响：50 Hz~20 kHz （主机线路-主机），100 Hz~20 kHz （麦克风-主机）

信噪比：≥90 dBA

总谐波失真：≤0.05%

数字音频功放，集成扬声器
内置数字音频功放，集成扬声器，可直接对老师声音进行扩声

支持高音/低音调节

接口丰富，安装简单
1个 RJ45接口，支持模拟音频输入/输出

1个 RJ45 接口，用于扩展 TES-5600RN/30 数字红外接收器

高度集成化，安装简单

功能对比

技术参数

规范 符合 IEC 61603-7 数字红外国际标准

标准和规范

频率响应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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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特性

扬声器功率

电源 AC 100-240 V， 1.5 A

重量

尺寸（宽 × 深 × 高）

4×15 W (12 Ω)

331 × 319 × 206 mm

3.5 kg

型号

可充无线麦克风数量

音频功放

扬声器

2 1

TES-5685MB/30 TES-5685MC/30

动态范围

接收角度

直视距离

≥85 dB

垂直：150°（±75°），水平：360°

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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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频率响应
主机 - 主机：50 Hz ~ 20 kHz；

麦克风 - 主机：20 Hz ~ 20 kHz (8 Ω，±0.5 dB)

音频特性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输入阻抗

通道隔离度

≥ 105 dB

≤ 0.04%

20 kΩ（平衡），10 kΩ（非平衡）

≥ 70 dB  

物理特性

电源

重量

尺寸（宽 × 深 × 高）

内置功放最大输出功率 4 × 200 W（4 Ω/6 Ω）

AC 100 V - 240 V 50/60 Hz

4.1 kg

480 × 295 × 45 mm

HPA-160A系列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PA-160A 系列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采用了数字功放 + 开关电源的设计，拥有单声道、立体声、桥接三种工作

模式，元件工作温度低，设备发热少，寿命长，可靠性高，自我保护功能完善，节能环保，可有效节约运营费用。

技术参数

频率响应 20 Hz ~ 20 kHz (8 Ω，±1 dB)

音频特性 物理特性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输入阻抗

通道隔离度

≥95 dB

≤0.04%

20 kΩ（平衡），10 kΩ（非平衡）

≥ 70 dB  

额定功率

尺寸（宽 × 深 × 高） 252 × 179 × 62 mm

电源 AC 100 V - 240 V 50/60 Hz

重量 1.7 kg

2 × 200 W（4 Ω/6 Ω）

2 × 160 W（8 Ω）

1 × 400 W（8 Ω，桥接）

1 ×  400 W（4 Ω，桥接）

1 × 400 W/70 V

1 × 400 W/100 V

简易运维
内置 WebServer，可设置输入输出增益/均衡器/DRC，网络参数设置等

可连接至中控系统实现集中控制；保护功能完善，支持过热压限、短路、输出直流保护

HPA-2016系列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PA-2016 系列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采用了数字功放 + 开关电源的设计，拥有单声道、立体声、桥接三种工作模

式，1V/0.7V 两档增益可选，元件工作温度低，设备发热少，寿命长，可靠性高，自我保护功能完善，节能环保，

可有效节约运营费用。

保护功能完善
支持过热压限，短路及输出直流保护等。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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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灵敏度

标称阻抗

额定功率

低音单元

高音单元

标称覆盖角

最大声压级

输入接口

箱体材料

尺寸（宽 × 深 × 高）

重量 

100 dB

8 Ohm

200W (AES)

4 × 4" 复合碳纤维振膜中低音

12 × 0.75" 纳米碳纤维振膜高音

100° (H) × 15° (V) 

123 dB SPL，129 dB SPL peak

2 × Phoneix 2pin

桦木 + 黑色聚脲漆面

130 × 180 × 450 mm

5.2 kg             

98 dB

8 Ohm

200W (AES)

4 × 4" 复合碳纤维振膜中低音

12 × 0.75" 纳米碳纤维振膜高音

100° (H) × 40° (V) (±15°/-25°)

121 dB SPL，127 dB SPL peak

Phoneix 2pin

桦木 + 黑色聚脲漆面

130 × 180/97 × 475 mm 

4.9 kg

HCL-404E型号 HCL-404EJ

频率响应
80 Hz-20 kHz（±3 dB）

60 Hz-25 kHz (-10 dB)

80 Hz-20 kHz（±3 dB）

60 Hz-25 kHz (-10 dB)

HCL-404系列无源4单元两分频音柱

HCL-404 系列无源 4 单元两分频音柱由 4×4" 中低音单元和 12×0.75" 高音单元组成，采用一带三同轴结构，实现更

好的离轴响应。固定垂直覆盖，准确指向可减少声反射，语言清晰度得到优化。可满足中小型会议室、酒店、多功

能厅、餐厅的会议扩声需求。搭配低频扬声器使用，系统获得更大动态能量，实现演示、节目类视频的扩声需求。

HCL-404E HCL-404EJ

两分频 复合碳纤单元 可组合式使用垂直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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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L-1000系列线阵列音柱

HCL-1000 系列线阵列音柱，外形精致美观，采用紧凑型设计，由多个全频扬声器单元阵列组成，音质自然高保真，

中频饱满厚实，高频清脆甜美、穿透力强。声场覆盖均匀且不易啸叫，可广泛应用于会议室、报告厅、宴会厅、礼堂、

教室等场所。

“人声”与“音乐”模式可选
既适用于语言应用，又适合在音乐环境使用。“人声模式（speech）”下对中频段输出进行提

升，“音乐模式（music）”下频响更为平直，力求真实还原语言与音乐应用环境中的声音

适合户外应用
箱体表面按国际防护等级标准 IEC60529（等同国家标准 GB/T 4208)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

水防喷溅处理，适合户外应用

外壳为添加最大抗紫外线添加物的玻璃纤维ABS塑料

全频扬声器单元 4 个 3 英寸

HCL-1090B_W & HCL-1090B_B型号 HCL-1200B_W & HCL-1200B_B

覆盖角度

均衡模式

频率响应

标称阻抗

最大声压级

灵敏度

80 Hz~20 KHz

6 Ω

107 dB

90 dB（2.45 V@1 m）

水平方向：150° ；垂直方向：30°

——

8 个 2.5 英寸

80 Hz~18 KHz

6 Ω

人声模式：120 dB；音乐模式：117 dB

93 dB （2.45 V@1m）（人声模式）
89 dB （2.45 V@1m）（音乐模式）

水平方向：150° ；垂直方向：20°

（@ 2 KHz-5 KHz）：2.5 dB-4 dB

物理特性

结构 防紫外线玻璃纤维 ABS 外壳；防锈铝材面罩；防水、防尘处理；防水插座（仅 HCL-1200）

安装方式 壁挂式（配可旋转壁挂托架或挂墙固定片） 壁挂式（配可旋转 / 倾斜壁挂托架）、支架式

功率

尺寸（宽 × 深 × 高） 111 × 145 × 408 mm 102 × 155 × 620 mm

2.4 kg 5.3 kg重量

60 W (240 W 峰值 ) 200 W (800 W 峰值 )

*黑白颜色可选HCL-1200B系列 HCL-1090B系列

高性能，宽频响
定阻功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采用 3 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频响带宽更平直，

最低频率可低至 80 Hz

技术参数

HPA-2240 系列壁挂式音箱音质细腻，支持挂墙式安装，

可垂直或水平安装。可广泛应用于学校、会议厅等场合。

技术参数

频率响应

定阻输入

额定功率

灵敏度

安装方式

重量 

尺寸（宽 × 深 × 高） 

65 Hz~20 kHz

8 Ω

40 W

90 dB

挂墙式，可垂直及水平安装

3.4 kg

215 × 190 × 290 mm

HPA-2240系列壁挂式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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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5600SW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管理平台软件

TES-5600SW 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管理平台软件可用于教室管理、设备管理、查看无线麦克风状态、查看及设

置吊装式麦克风参数、设置 TES-5600MRN 主机参数等。

统一设置，集中管理
可设置 TES-5600MRN 红外无线扩声系统音频参数、智能校准吊装式麦克风查询系统版本，

集中升级设备

远程设置
远程控制 TES-5600MRN，设置/取消装式麦克风静音、打开/关闭/待机、远程解锁麦克风等

日常维护
具有 TES-5600MRN 设备日志可用于日常维护

数据统计
以柱状图呈现 TES-5600MRN 红外无线扩声系统在线时长、吊装式麦克风使用时长及数字红

外无线麦克风充电时长

扬声器

技术参数

HSP-108E 无源8英寸两分频扬声器 HSC-106E 6.5英寸吸顶扬声器
HSC-106E 无源 6.5 英寸两分频扬声器由 1×6.5" 低音单

元和 1×0.75" 高音单元组成，同轴扬声器。

HSP-108E 无源 8 英寸两分频扬声器由 1×8" 低音单

元和 1×2" 高音单元组成。满足大中小型会议类场所、

酒店、宴会厅、多功能厅、报告厅的会议扩声需求。

频率响应

灵敏度

标称阻抗

额定功率

低音单元

高音单元

标称覆盖角

最大声压级

输入接口

箱体材料

尺寸（H×W×D）

重量 

70 Hz-20 kHz（±3 dB）/50 Hz-25 kHz(-10 dB)

96 dB

8 Ohm

200 W (AES) 

1 × 8" 复合碳纤维振膜低音

1 × 2" 纳米碳纤维振膜高音

50°-100°H 渐变 ×60°V 非对称，可旋转号角

119 dB SPL,125 dB SPL peak

2 路 Speakon

桦木 + 黑色聚脲漆面

460 × 265 × 250 mm

11 kg

90 Hz-20 kHz (-10 dB)

90 dB

16 Ohm

60 W (AES)

1 × 6.5"

1 × 0.75"

90°(H)×90°(V)

108 dB SPL,114 dB SPL peak

4pin 凤凰接线端子

ABS 面板 + 金属箱体

Ø250 × 216 mm

2.7 kg

HSP-108E HSC-106E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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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TES-5685BX/30 功能扩展盒
用于 TES-5685M 系列功能扩展
1 路线路输入，1 路线路输出，麦克风输入、线路输入音量可调
RJ45 接口，用于连接 TES-5685M 系列，进行音频传输及供电
A 型 USB 口用于连接 TES-5604CS/20 系列充电座或
TES-5600CSM 系列及 TES-5600MIC 有线麦克风进行音频传输
尺寸 ( 宽 × 深 × 高 )：105 × 82 × 30 mm
重量：0.2 kg

TES-5685BXP/30 功能扩展盒
用于 TES-5685M 系列功能扩展
1 路线路输入，1 路线路输出，麦克风输入、线路输入音量可调
1 路公共广播音频输入接口，当公共广播触发接口短路时，主机
音频全部切换为公共广播音频输出
RJ45 接口，用于连接 TES-5685M 系列，进行音频传输及供电
A 型 USB 口用于连接 TES-5604CS/20 系列充电座或
TES-5600CSM 系列及 TES-5600MIC 有线麦克风进行音频传输
尺寸 ( 宽 × 深 × 高 )：105 × 82 × 30 mm
重量：0.2 kg

TES-0104T/30一进四出网口分路器
用于扩展 TES-5600RN/30 接收器
1 路输入，4 路输出
尺寸 ( 宽 × 深 × 高 )：105 × 82 × 30 mm
重量：68 g

TES-5604NSW 教学扩声设备管理平台用于管理 TES-5600CSMN 有线麦克风及 TES-5600CSN 充电底座，管理

人员可通过 Web 浏览器轻松访问教学扩声设备管理平台，随时查看无线麦克风充电、归还、锁定状态，简化了操

作也提高了效率。 

TES-5604NSW 教学扩声设备管理平台

主页
用户设置、界面布局设置、话筒未归还教室信息显示、设备离线教室信息显示

设备列表
楼栋/楼层设备信息显示，开锁显示楼栋/楼层及设备信息列表

设备日志
显示设备的使用情况，可进行删除、刷新、查询、筛选、页面布局等操作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包括管理员、角色管理和登录日志。

TES-ADP24V 电源适配器
用于为连接 2 只音箱的教学系统供电
电源：AC 100 V - 240 V, 50 Hz/60 Hz
输出：24 V DC, 2.7 A
接口：根据出售地区的不同，可选择 UL、CE 或 VDE 型
线缆长度：3 米
外型尺寸 ( 宽 × 深 × 高 )：115 × 50 × 32 mm
重量：0.4 kg

TES-ADP19V 电源适配器
用于为连接 4 只音箱的教学音频系统供电
电源：AC 100 V - 240 V, 50 Hz/60 Hz
输出：19 V DC, 3.42 A
接口：根据出售地区的不同，可选择 UL、CE 或 VDE 型
线缆长度：1.5 米
尺寸 ( 宽 × 深 × 高 )：121 × 52 × 33 mm
重量：0.3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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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1022 单耳挂麦克风
超强抗手机干扰能力
Ø 3.5 mm 立体声麦克风插头
带 0.55 米连接线
配 TES-5604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使用
重量：11 g

TES-1021 领夹麦克风
超强抗手机干扰能力
Ø 3.5 mm 立体声麦克风插头
带 0.3 米连接线
配 TES-5604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使用
重量：10 g

TES-5600CLP 夹扣
用于 TES-5604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夹子方向可调
重量：6 g

TES-5600NS_W/20 颈挂绳
用于 TES-5604N_W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
重量：17 g
颜色：灰色（PANTONE 431 C）

TES-ADP5V 电源适配器
电源：AC 100 V - 240 V，50 Hz/60 Hz
输出：5 V DC，2.0 A
接口：可根据出售地区选择 UL、CE 或 VDE 型
线缆长度：1 米
尺寸 ( 宽 × 深 × 高 )：43 × 39 × 27 mm
重量：50 g

配件

TES-5600CSL 充电底座
用于 TES-5604/TES-5608 系列无线麦克风充电
每次可为 1 个 TES-5604/TES-5608 无线麦克风充电
内置电子锁，支持中控、扫码 APP/ 小程序，蓝牙扫码解锁
电源：5 V, 2 A (TES-ADP5V)
尺寸 ( 宽 × 深 × 高 )：97 × 58 × 58 mm
重量：0.3 kg

TES-5604CHG/01 充电座
用于为 TES-5604/TES-5608 系列无线麦克风充电
每次可为 1 个 TES-5604/TES-5608 系列无线麦克风充电
电源：5 V, 2 A (TES-ADP5V)
尺寸  ( 宽 × 深 × 高 )：76 × 57 × 52 mm
重量：0.1 kg

TES-5604CHG/02 充电座

TES-5604CHG/09 充电座
用于为 TES-5604/TES-5608 系列无线麦克风充电
每次可为 9 个 TES-5604/TES-5608 系列无线麦克风充电
电源：5 V DC, 6 A (TES-ADP5V6A)
尺寸 ( 宽 × 深 × 高 )：231 × 173 × 55 mm
重量：0.8 kg

TES-1023 头戴式麦克风
超强抗手机干扰能力
Ø 3.5 mm 立体声麦克风插头
带 1.2 米连接线
配 TES-5604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使用
重量：18 g

用于为 TES-5604/TES-5608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充电
每次可为 2 个 TES-5604/TES-5608 系列无线麦克风充电
电源：5 V DC, 2.0 A
尺寸（ 宽 × 深 × 高）：117 × 80 × 57 mm
重量：0.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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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985院校

30
教室服务数量

50000+
院校、机构

700+

NANJING UNIVERSIT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武汉大学全球最大规模“一师一麦”工程

厦门大学“教育设备管理平台”设备管控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 “一室双麦”工程

深圳大学三校区远程互联互通智慧教室

成都理工大学打造高品质扩声系统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建设教学扩声指标全面达标高校

林芝教育局智慧教育建设项目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中小学校视力保护照明改造工程

……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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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全球最大规模“一师一麦”工程

武汉大学为全校老师人手配备一支 TAIDEN 数字红外无

线麦克风，总数近 5000 支，并在近 500 间教室安装了

TAIDEN TES-5600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

同时配置的麦克风充电底座方便老师在课余闲时为麦克

风充电，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个 “保真 无辐射，卫生 

零管理” 的 “一师一麦” 顶级教学环境。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 “一室双麦”工程

2020 年，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西区投入使用 TAIDEN

数字红外扩声解决方案。2021 年，东区公共教室也增

加了 102 套数字红外扩声设备，手持加领夹的灵活使用

方式获得了一线老师们的广泛好评，老师们可根据教学

场景与使用习惯自由切换不同类型的扩声设备，灵活便

捷。

深圳大学三校区远程互联互通智慧教室

2021 年，深圳大学对粤海、沧海、丽湖校区的教室部

署了 TAIDEN 数字红外教学扩声系统，并针对三校互通

的远程课堂需求定制了专用软件，老师可根据使用习惯

自主选择红外无线麦克风或有线鹅颈麦克风授课，学生

也可使用麦克风与远程教室的老师实时互动问答，同时

配备了专业线阵列音柱扩声提供高保真音质，全面覆盖

阶梯教室的大班教学及智慧教室的高互动性教学需求。

成都理工大学打造高品质扩声系统

2021 年，成都理工大学新增和改造教室 300 多间，在

各大教室配备了 TAIDEN 数字红外教学扩声系统，带充

电底座的有线鹅颈麦克风方便老师在课余时间为无线麦

充电。集中管控平台实现了设备 “零管理” ，为师生创

造了高品质的扩声环境。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中小学校视力保护照
明改造工程

该工程是由江夏区教育局发起的旨在对全区中小学校进

行照明及扩声设备改造的项目，以达到改善教学环境、

更 好 地 服 务 师 生 的 目 的 。 该 项 目 共 计 使 用 TAIDEN 

TES-5600 系列数字红外无线教学扩声系统 2200 套，

为全区数十所中小学校带来高清音质、健康环保、管理

便捷的全新教室音频环境。

厦门大学“教育设备管理平台”设备管控

厦门大学为 200 余间余教室安装了 TAIDEN 数字红外无

线教学扩声系统，并配置含电子锁的麦克风充电底座，

方便授课老师在课余时间为麦克风充电，管理中心还可

通过教育设备管理平台实时监察麦克风设备状态，在降

低设备使用难度、大幅提升学校设备管理效率的同时，

为师生提供了最佳的课堂声学体验。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建设教学扩声指标全
面达标高校

2019 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对全校所有公共教室

音频扩声进行升级改造，采用了先进的 TAIDEN 数字红

外教学扩声产品，并配备专为教学环境开发的数字音频

功放及线阵列音柱，音质出众，语言清晰度高，教学扩

声指标达到 GB 36447-2018 国家标准，成为国内首批

教学扩声指标全面达标的高校。

林芝教育局智慧教育建设项目

林芝教育局为响应国家三个课堂，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实现教育优质，均衡。2019 年携手台电共建设

400 间多媒体互动教室。系统在雪域高原相对严苛的运

行环境稳定使用了 3 年累计服务师生数万人。2022 年

在林芝市教育局的领导下，启动第二批改善教室声环境

计划，累计改造和新增 教室 454 间，为青藏高原带来 “天

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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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排名不分先后）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

河海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外国语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宁夏大学

宁夏师范学院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河南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开放大学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州轻工业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东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沈阳理工大学科技园

中国地质大学

海军工程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大学

齐鲁师范学院

内蒙古工业大学

新疆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医科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烟台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

鲁东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湖北理工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徐州医科大学

滨州医学院

南昌大学

赣南师范大学

景德镇学院

遵义医科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艺术学院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三峡大学

黄河科技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

曲靖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普教（排名不分先后）

新疆图木舒克市第三中学

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

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青岛市晨星实验学校

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

临沧市第一中学

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

西安市宏景小学

西安市灞桥区实验小学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山西省灵丘一中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外国语学校

江苏省盱眙中学

江苏省南通中学

江苏省兴化中学

福州市永泰樟城小学

福州市格致中学

厦门市槟榔中学

厦门海沧区鳌冠学校

厦门海沧实验中学

厦门市湖明小学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龙岩市连城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龙岩市连城县第二实验中学

华中师范大学宝安附属学校

深圳市罗湖高级中学

深圳市水田小学

南山第二外国语海德学校 

深圳市淘金山小学

深圳市南湖小学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四川省彭州市教育局

四川省邛崃市教育局

江西省分宜县教育局

广西东兰县教育局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新兴县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

清华附中湾区学校

北京市昌平区巩华学校

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

天津市西青区大寺中学

吉林省油田第十一中学

大连理工附属小学

大连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本溪高级中学

辽阳市白塔区永乐小学

辽阳市白塔区青年街小学

内蒙古五原一中

郑州市二七区春晖小学

郑州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惠济区银山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

郑州市第 103 中学

郑州市第三、第十一中学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石嘴山市平罗县幼儿园

西昌市第二中学

重庆第二外语学校

重庆市第三、第四小学

重庆市第六、第九中学

重庆巴南巴蜀小学

成都市草堂小学

四川天府第四中学

职教（排名不分先后）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红安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汤逊湖校区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学院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长沙民政职业学院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景德镇学院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厦门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龙岩学院

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江夏学院

福建船政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海上运动学院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珠海技师学院

肇庆学院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海景学院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抚州医学院

广西贺州职业学院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厦门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

华侨大学

厦门医学院

集美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深圳大学

中山大学

汕尾理工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广州）

暨南大学旅游学院

广西河池学院

重庆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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