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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深圳市鼎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鼎深科技）是一家专业提供广告机、触摸屏一体机、自助终端机、拼接

屏、滑轨屏、多屏互动、体感互动、室内导航、全息投影、地面互动、多媒体中控、党建展厅、禁毒展厅、垃圾分

类展厅等行业软件解决方案的企业。 公司凝聚了一批以追求卓越、创新、发展为目标的高科技人才，不断研发出

领先业界触摸屏应用软件产品并形成行业标准版引领行业，且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个性化软件产品。

鼎深科技推出新一代云平台、触摸互动系列、签名系列、答题系列、拍照系列、大屏互动系列、其他互动系

列、导航系列、体感系列、滑轨屏系列、中控系列、党建展厅系列、禁毒展厅系列、垃圾分类展厅系列、交通安全

展厅系列、廉政展厅系列等商显行业标准软件产品及解决方案。

公司一直秉承：技术领先、品质保证、高效快捷、忠诚服务的服务宗旨。我们与客户同行，用我们的产品为客

户的品牌插上通往成功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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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目录一

多点查询软件 翻书软件 多功能触摸软件 多点触摸互动软件

挥洒足迹软件（签名软件） 签名多屏展示软件 签名拍照相片夹软件 签名留言转圈圈软件

签名上大屏软件 大屏泡泡签名墙软件

01 触摸互动系列

02 签名系列



产品目录二

触摸答题软件 多人PK答题软件 地面互动答题软件（脚踩答题软件）

按钮答题软件

拍照软件 拍照录像软件 无绿幕抠图签名软件（AI拍照签名软件）

03 答题系列

04 拍照系列

手机答题软件

手势拍照软件 手势九宫格拍照软件 拍照签名软件体感AI拍照软件



产品目录三

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

大事记发展史软件（时间轴软件）

大屏荣誉墙软件 大屏平板互动软件

双屏联动交互软件（飞屏软件）

05 大屏互动系列

滑轨屏软件（背景随动、虚拟主持人、定点播放、人员跟随） 展厅综合软件（中控软件）

06 滑轨屏系列 07 中控系列

大屏互动软件



产品目录四

透明柜产品展示软件物品扫码识别软件（二维码扫码展示软件）

人脸会议签到软件

虚拟主持人讲解软件（虚拟迎宾软件）

展馆流量统计软件（人流量统计软件）

墙面感应识别软件

骑行漫游动感单车（动感骑行软件）

物体识别交互软件

连连看软件

拼图软件

按钮切换视频软件

寺庙捐款软件

08 其他互动系列



产品目录五

平面导航软件 导航软件（支持平面导航、3D导航）

体感切水果软件 体感翻书软件 体感人物墙软件

09 导航系列

10 体感系列



产品目录六

体感入党宣誓

智慧党建综合信息平台 触摸答题软件 按钮答题软件 翻书软件

挥洒足迹软件（签名软件） 大屏党建十九大 党课学习宣誓与党旗拍照

11 党建展厅系列

3D虚拟场景浏览软件（物体识别虚拟展馆软件）滑轨屏软件



产品目录七

毒品分类软件

禁毒知识信息平台 触摸答题软件 按钮答题软件

翻书软件 挥洒足迹软件（签名软件） 吸毒后的你

禁毒心理测试

禁毒百科全书 体感毒品分类

拼图软件

毒贩子的谎言 毒品分类展示 3D毒品模型展示软件

12 禁毒展厅系列

毒品对人体器官的危害吸毒对人体器官的危害 穿梭中国禁毒史

识毒防毒对对碰

滑轨屏软件



产品目录八

垃圾分类信息平台 触摸垃圾分类软件 按钮垃圾分类软件

触摸答题软件

按钮答题软件

多人PK答题软件

13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

小牛垃圾分类软件 街道垃圾分类软件

手势垃圾分类软件AI体感垃圾分类软件连连看软件 垃圾分类VR科普体验软件

滑轨屏软件



产品目录九

交通安全信息平台 触摸答题软件 按钮答题软件

14 交通安全展厅系列

廉政综合信息平台 触摸答题软件 按钮答题软件 挥洒足迹软件（签名软件）

15 廉政展厅系列



触摸互动系列—多点查询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Excel、PDF、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

*支持展示图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并实现对展示资料的多点操作（通过两个手指以上进行

操作），包括放大，缩小，平移，上下滑动，多方式展示效果，资料的名称检索，表单模糊

查询等功能；文档可预设自动播放，无需参观者手触操作。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小，3D图片墙展示，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

*支持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等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有网络版和单机版。

1、软件名称：多点查询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触摸互动系列—翻书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PDF、图片、视频翻书功能。

*支持图片和视频格式融合翻书功能。

*支持首页放置多本书本，隔空进入每本书本并能返回。

*具有手势不触碰书模隔空翻书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1、软件名称：翻书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触摸方式：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隔空方式：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红外探头由我司提供，线长1米。

*连接方式：红外探头插进一体机USB口。

*翻书间距：探头与手在80厘米高左右。

投影方式：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红外摄像头由我司提供，线长1.5米。

*连接方式：红外摄像头插进主机USB口。

*翻书间距：摄像头到书模不能超过2.5米左右。



1、软件名称：多功能触摸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Excel、PDF、Word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图片多点放大缩小，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视频

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3D图片墙展示等功能。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库题分类（初级，中级、高级）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自定义答题类型答题数量，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答错显示正确答案，答题人数统计、分数计算显示和答题记录。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保存签名或者答题成绩单，并支持一键导出至U盘或本地打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集成多点查询软件、签名软件、翻书软件、答题软件、垃圾分类软件等五套软件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触摸互动系列—多功能触摸软件



触摸互动系列—多点触摸互动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4K及以下分辨率。

*可多人同时通过触摸屏幕进行操作，通过双手的自由操作，文档、高清图片、视频的快速呈

现和多点交互，如放大、缩小、旋转、拖拽。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PDF文档、视频等显示。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小展示。

*支持视频播放展示，支持手动放大缩小展示。

*支持将展示的资料拖动到界面左边区域后消失。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1、软件名称：多点触摸互动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以上，内存4G，Windows系统。



签名系列—挥洒足迹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签名屏、展示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图片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拷贝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具有双屏联动功能，签名屏签名保存后，飞展示屏显示且大屏能播放历史签名图片。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挥洒足迹软件（签名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方式一：

*签名屏：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USB高清摄像头。

方式二：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USB高清摄像头。

*展示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用HDMI线扩展方式连接。



签名系列—签名多屏展示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多屏展示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签名屏、展示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拷贝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具有多屏联动功能，签名屏签名保存后，飞任意展示屏显示且展示屏能播放历史签名。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展示屏：RK3288，2G内存或以上，支持Android5.0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签字屏和展示屏为同局域网连接，展示屏可以N个。



签名系列—签名拍照相片夹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拍照相片夹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展示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用HDMI线扩展方式连接。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展示屏签名屏支持2K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签名屏签名后，立刻飞屏到展示屏，以相片夹的形式显示。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签名系列—签名留言转圈圈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留言转圈圈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签名屏支持2K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拷到U盘。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签名屏签名后，提取字迹立刻飞屏到展示屏，以每个签名独立展示的形式转圈显示。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展示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用HDMI线扩展方式连接。



签名系列—签名上大屏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上大屏软件—标准版（树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签名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考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签名屏签名后，立刻飞屏到展示屏，每个签名图片以树片连枝的形式随机展示在树上。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大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签名系列—签名上大屏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上大屏软件—标准版（心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签名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考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签名屏签名后，立刻飞屏到展示屏，每个签名以拼心状图的形式随机展示在心上。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大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签名系列—签名上大屏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上大屏软件—标准版（LOGO）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签名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考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签名屏签名后，立刻飞屏到展示屏，每个签名将设定LOGO形状一张张随机拼成展示在屏幕上。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大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签名系列—签名上大屏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上大屏软件—双龙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签名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考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签名屏签名后，立刻飞屏到展示屏，每个签名以飞龙冲天的形式随机展示在大屏上。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大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签名系列—大屏泡泡签名墙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签名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漂浮气泡可自由更换样式。

*支持签名区域可自由拉伸大小和自由移动位置，也可更换签名框样式。

*支持屏保功能，支持图片、视频作为屏保素材，无人触摸时自动轮播。

*支持字体修改颜色、粗细设置。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泡泡签名墙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方式一：

*单台大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方式二：

*大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方式三：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用HDMI线扩展方式连接。



答题系列—触摸答题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题人数统计。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成绩单保存在手机上。

*支持打印成绩单，并且打印纸尺寸可自由设置。

*具有排行榜功能，每次答题结束后，将当前成绩及历史成绩显示在界面中。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触摸答题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答题系列—多人PK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多人PK答题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单人，双人，三人以上多人同时PK。

*支持单人模式：在触摸机选择单人模式，进入答题界面，答题无时间限制。

*支持2-4人PK模式：答题者在触摸一体机前输入自己的姓名，点击开始匹配，另一位答题者输入

名字点击开始匹配，人员不足指定人数（2-4人）时需等待60秒进入答题，或者匹配（同时达到

2-4人）成功，开始对战答题。

*支持2-4人答题时，匹配人员同时做答，每题限时30秒（可后台设置多少秒），超时或答错则不

计分，答对加分。

*支持单人、双人，多人PK答题结束后显示当前排名。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可以在文件夹内进行更换，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题库可以在文件夹内excel表格自行导入并且修改。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大屏：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小屏：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答题系列—地面互动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地面互动答题软件（脚踩答题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红外摄像头由我司提供，线长1.5米。

*连接方式：红外感应摄像头连接主机USB口。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总答题数，生成成绩单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答题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答题软件—单人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总答题数，生成成绩单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答题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答题软件—多人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成绩分数，生成排行榜显示。

*支持单人，双人，三人以上多人同时PK。

*单人模式：用按钮选择单人模式，进入答题界面，答题无时间限制。

*2-5人PK模式:答题者按开始抢答按钮匹配，另一位答题者也按开始抢答按钮匹配，人员不足指定人数（2-5人）时需等待

60秒进入答题，或者匹配（同时达到2-5人）成功，开始对战答题。

*2-5人答题时，匹配人员同时做答，每题限时30秒（可后台设置多少秒），超时或答错则不计分，答对加分。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答题系列—手机答题软件

3、软件功能：

*手机端：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手机页面答题。

*支持输入用户名、身份证进行登录。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答完出现成绩单，有分数、答对题数、答题类型、答题时间，并支持再来一次。

*支持可回顾本轮答过的题目。

*支持排名榜大屏可查看历史答题者参与者答题分数并排。

*支持PC网页后台管理，自由管理题库并可添加、修改、删除等功能。

1、软件名称：手机答题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支持Android手机、Iphone手机。

*排名榜大屏：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拍照系列—拍照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拍照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相框，可自定义拍照相框样式，且可以在前端切换。

*支持主题背景图可支持添加删减，自由选择背景拍照。

*支持按下拍照后，会有动态倒计时显示，提示用户做好拍照姿势的准备。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拍照结束后，自动生成二维码保存和打印功能，将照片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照片图片拷贝到U盘。

*支持拍照结束后，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查看历史照片。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拍照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 USB高清摄像头。



拍照系列—拍照录像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拍照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主题背景图可支持添加删减，自由选择背景拍照。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选择不同的主题背景，可以选择录像或者拍照。

*支持按下拍照后，会有动态倒计时显示，提示用户做好拍照姿势的准备。

*支持按下录像后，拍照过程结束后即生成视频，可回顾播放。

*拍照结束后，自动生成二维码保存和打印功能，将照片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照片图片、录像视

频拷贝到U盘。

*支持拍照结束后，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查看历史照片、历史录像视频。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拍照录像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 USB高清摄像头。



拍照系列—无绿幕抠图签名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具有抠图功能，需要连网络；

*支持自定义拍照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将人与摄像头背景分离，与不同的主题背景图合成照片。

*支持人像放大缩小，可自由拖动到任意位置。

*抠像拍照后，可以在触摸显示屏上进行自由的书写、发表参观感言、提写宝贵意见、留下纪念。

*签名字体可选择毛笔笔锋和钢笔笔锋，字体颜色、粗细均可设置。

*按下拍照后，会有动态倒计时显示，提示用户做好拍照姿势的准备。

*支持拍照功能。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照片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照片图片拷贝到U盘。

*支持查看历史照片。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无绿幕抠图签名软件（AI拍照签名软件） —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USB高清摄像头。



拍照系列—体感AI拍照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拍照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照片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照片图片拷贝到U盘。

*支持手势左或右切换背景，张开手掌保持3秒自动拍照。

*支持将人与摄像头背景分离，与不同的主题背景图合成照片，即有抠图功能。

*支持界面有手势操作方式提示。

*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体感AI拍照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拍照系列—手势拍照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拍照相框，功能按钮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照片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照片图片拷贝到U盘。

*支持手势左或右切换背景，张开手掌保持3秒自动拍照。

*支持界面有手势操作方式提示，不具备抠图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手势拍照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拍照系列—手势九宫格拍照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拍照相框，功能按钮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照片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照片图片拷贝到U盘。

*支持手势左或右切换背景，张开手掌保持3秒自动拍照。

*支持界面有手势操作方式提示。

*支持照片分九宫格显示，拍照后照片会随机显示在九宫格里。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手势九宫格拍照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拍照系列—拍照签名软件

1、软件名称：拍照签名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展示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用HDMI线扩展方式连接。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展示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签名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拷到U盘。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展示屏在没有人签名时，轮播历史签名或指字文件夹图片轮播；每张图片轮播间隔在后台可设置；

图片轮播方式随机动效展示。

*支持签名屏签名后，立刻飞屏到展示屏，以随机飘屏的形式显示。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图片、视频、 3D模型展示，并支持模型缩放及360度球面自由翻转、支持pdf文档及图片翻书效果。

*支持分类显示/横向流动/垂直流动/交叉流动的展示方式，可在软件设置内自由切换。

*支持图片、3D模型多点触摸放大缩少，旋转、翻书效果等操作。

*支持文字介绍，可以对每一件展品增加对应的文字介绍。

*支持展品显示二维码，用户手机扫二维码，跳转至手机页面，可浏览展品介绍或购买展品。

*支持点赞功能，可以对喜爱的展品进行点赞，以及查看点赞排名，支持第三方系统读取点赞数据。

*支持搜索功能，手写识别功能输入文字，搜索展品名称，显示最匹配的10个物品。

*支持无人触摸屏保拼不同LOGO形状功能。

*多人同时互动时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配且互不干扰，具有多人多点多区域操作功能。

*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可根据用户的喜好设置分类墙、3D文物墙、横向墙、瀑布墙、LOGO墙、翻书墙等不同样式的风格。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标准版（分类墙）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图片、视频、3D模型展示，并支持模型缩放及360度球面自由翻转、支持pdf文档及图片翻书效果。

*支持分类显示/横向流动/垂直流动/交叉流动的展示方式，可在软件设置内自由切换。

*支持图片、3D模型多点触摸放大缩少，旋转、翻书效果等操作。

*支持文字介绍，可以对每一件展品增加对应的文字介绍。

*支持展品显示二维码，用户手机扫二维码，跳转至手机页面，可浏览展品介绍或购买展品。

*支持点赞功能，可以对喜爱的展品进行点赞，以及查看点赞排名，支持第三方系统读取点赞数据。

*支持搜索功能，手写识别功能输入文字，搜索展品名称，显示最匹配的10个物品。

*支持无人触摸屏保拼不同LOGO形状功能。

*多人同时互动时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配且互不干扰，具有多人多点多区域操作功能。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可根据用户的喜好设置分类墙、3D文物墙、横向墙、瀑布墙、LOGO墙、翻书墙等不同样式的风格。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标准版（3D文物墙）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图片、视频、3D模型展示，并支持模型缩放及360度球面自由翻转、支持pdf文档及图片翻书效果

*支持分类显示/横向流动/垂直流动/交叉流动的展示方式，可在软件设置内自由切换。

*支持图片、3D模型多点触摸放大缩少，旋转、翻书效果等操作。

*支持文字介绍，可以对每一件展品增加对应的文字介绍。

*支持展品显示二维码，用户手机扫二维码，跳转至手机页面，可浏览展品介绍或购买展品。

*支持点赞功能，可以对喜爱的展品进行点赞，以及查看点赞排名，支持第三方系统读取点赞数据。

*支持搜索功能，手写识别功能输入文字，搜索展品名称，显示最匹配的10个物品。

*支持无人触摸屏保拼不同LOGO形状功能。

*多人同时互动时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配且互不干扰，具有多人多点多区域操作功能。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可根据用户的喜好设置分类墙、3D文物墙、横向墙、瀑布墙、LOGO墙、翻书墙等不同样式的风格。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标准版（横向墙）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图片、视频、3D模型展示，并支持模型缩放及360度球面自由翻转、支持pdf文档及图片翻书效果。

*支持分类显示/横向流动/垂直流动/交叉流动的展示方式，可在软件设置内自由切换。

*支持图片、3D模型多点触摸放大缩少，旋转、翻书效果等操作。

*支持文字介绍，可以对每一件展品增加对应的文字介绍。

*支持展品显示二维码，用户手机扫二维码，跳转至手机页面，可浏览展品介绍或购买展品。

*支持点赞功能，可以对喜爱的展品进行点赞，以及查看点赞排名，支持第三方系统读取点赞数据。

*支持搜索功能，手写识别功能输入文字，搜索展品名称，显示最匹配的10个物品。

*支持无人触摸屏保拼不同LOGO形状功能。

*多人同时互动时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配且互不干扰，具有多人多点多区域操作功能。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可根据用户的喜好设置分类墙、3D文物墙、横向墙、瀑布墙、LOGO墙、翻书墙等不同样式的风格。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标准版（瀑布墙）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LOGO墙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图片、视频、3D模型展示，并支持模型缩放及360度球面自由翻转、支持pdf文档及图片翻书效果。

*支持分类显示/横向流动/垂直流动/交叉流动的展示方式，可在软件设置内自由切换。

*支持图片、3D模型多点触摸放大缩少，旋转、翻书效果等操作。

*支持文字介绍，可以对每一件展品增加对应的文字介绍。

*支持展品显示二维码，用户手机扫二维码，跳转至手机页面，可浏览展品介绍或购买展品。

*支持点赞功能，可以对喜爱的展品进行点赞，以及查看点赞排名，支持第三方系统读取点赞数据。

*支持搜索功能，手写识别功能输入文字，搜索展品名称，显示最匹配的10个物品。

*支持无人触摸屏保拼不同LOGO形状功能。

*多人同时互动时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配且互不干扰，具有多人多点多区域操作功能。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可根据用户的喜好设置分类墙、3D文物墙、横向墙、瀑布墙、LOGO墙、翻书墙等不同样式的风格。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标准版（LOGO墙）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图片、视频、3D模型展示，并支持模型缩放及360度球面自由翻转、支持pdf文档及图片翻书效果。

*支持分类显示/横向流动/垂直流动/交叉流动的展示方式，可在软件设置内自由切换。

*支持图片、3D模型多点触摸放大缩少，旋转、翻书效果等操作。

*支持文字介绍，可以对每一件展品增加对应的文字介绍。

*支持展品显示二维码，用户手机扫二维码，跳转至手机页面，可浏览展品介绍或购买展品。

*支持点赞功能，可以对喜爱的展品进行点赞，以及查看点赞排名，支持第三方系统读取点赞数据。

*支持搜索功能，手写识别功能输入文字，搜索展品名称，显示最匹配的10个物品。

*支持无人触摸屏保拼不同LOGO形状功能。

*支持多人同时互动时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配且互不干扰，具有多人多点多区域操作功能。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可根据用户的喜好设置分类墙、3D文物墙、横向墙、瀑布墙、LOGO墙、翻书墙等不同样式的风格。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数字互动墙软件—标准版（翻书墙）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荣誉墙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

*支持用户任意点击了一张图片，软件立即显示人物介绍、所获荣誉。

*支持支持以瀑布流的方式上下交叉方向铺满到整个屏幕中；铺满屏幕后，照片墙会缓缓流动，可自定义列数。

*支持以人员名字，人员介绍，人员照片，获奖数量等介绍人员信息。

*支持多人同时互动时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配且互不干扰，具有多人多点多区域操作功能。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可根据用户的喜好设置分类墙、3D文物墙、横向墙、瀑布墙、LOGO墙、翻书墙等不同样式的风格。

*支持界面有页面排版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荣誉墙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平板互动软件

1、软件名称：大屏平板互动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大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平板：RK3399，4G运行内存或以上，支持Android 7.0或以上系统。

*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3、软件功能：

*分辨率： 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Exce、PDF、PPT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少，3D图片墙展示，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

*支持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等功能。

*支持视频控制快进、播放、暂停、快退、静音、减音、加音等功能。

*支持查看文档控制界面上移、下移等功能。

*支持多张图片控制 可自由切换上一张、下一张并可放大。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注：是平板控制大屏显示，而不是同屏显示。



大屏互动系列—双屏联动交互软件

1、软件名称：双屏联动交互软件（飞屏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方式一：

*大屏：I5 四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小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方式二：

*大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小屏：I5 四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大屏用HDMI线扩展小屏。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小屏端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多级目录，每个目录模块下可自行添加图片或视频。

*支持小屏上图片或视频，向屏幕各个角度拖动后，即可伴随动效“飞”至大屏上显示。

*支持视频控制快进、播放、暂停、快退、静音、减音、加音等功能；

*支持多张图片控制 可自由切换上一张、下一张并可放大。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大屏互动系列—双屏联动交互软件

1、软件名称：双屏联动交互软件（飞屏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方式一：

*大屏：I5 四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小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同局域网连接。

方式二：

*大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小屏：I5 四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连接方式：大屏用HDMI线扩展小屏。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小屏端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多级目录，每个目录模块下可自行添加图片或视频。

*支持小屏上图片或视频，向屏幕各个角度拖动后，即可伴随动效“飞”至大屏上显示。

*支持视频控制快进、播放、暂停、快退、静音、减音、加音等功能；

*支持多张图片控制 可自由切换上一张、下一张并可放大。

*支持签名拍照功能，并可更换签名背景、查看历史拍照等操作，签名保存后即可在大屏上展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大屏互动系列—大事记发展史软件

1、软件名称：大事记发展史软件（时间轴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自定义背景视频动态展示。

*支持自定义年份、月份、显示年月份内容介绍。

*支持无限年份扩展，并可设置每个每年显示的长度。

*支持图片、视频、文档可在同一界面上互动。

*采用层级式图片展示方式，界面支持按年份浏览，或分模块浏览，所有资源实时展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互动系列—大屏互动软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首页三层级展示目录，每目录以图片、视频显示。

*支持多点放大缩小图片、视频，动态特效炫酷。

*支持滑动、拖拽图片、视频，以甩屏到屏幕四周关闭图片、视频。

*支持多人同时互动时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配且互不干扰，具有多人多点多区域操作功能。

*支持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开机启动软件、自动关机等。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1、软件名称：大屏互动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定配置），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滑轨屏系列—滑轨屏软件（背景随动、虚拟主持人、定点播放、人员跟随）

1、软件名称：滑轨屏软件—标准版、摇控版、平板控制板

3、软件功能：

*分辨率：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或者背景视频。

*支持背景随动、虚拟主持人、定点播放、人员跟随多种模式设置选择。

*支持自定义感应点数量及内容，自定义播放窗口位置和大小。

*支持位置区间切换节目、点击按钮切换节目、随背景移动、虚拟讲解员四种模式。

*支持播放视频、图片展示、图文介绍等信息。

*支持视频和图片场景窗口下可自由叠加、移动、大小修改，窗口内容自由选择并可随时更改。

*支持电动、手动安装方式；支持对接第三方中控、对接第三方电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背景随动模式：I5 8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64位完整版Windows系统。

*其他模式：I5 4代 ，4G内存或以上，支持64位完整版Windows系统。

*平板： RK3288，2G内存或以上，Android5.0或以上或华为平板。



中控系列—展厅综合软件

1、软件名称：展厅综合软件（中控软件） —标准版、资源发布版、旗舰版

2、硬件要求：

*服务器： I5 四代、8g双硬盘，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终端：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平板：RK3288，2G内存或以上，Android5.0或以上或华为平板。

3、软件功能：

*支持对电脑主机、触摸一体机、工控主机通过网络焕醒进行开关机控制。

*支持对拼接屏、投影仪、LED屏配电箱PLC、音响、矩阵设备通过RS232、RS485协议进行开关机控制。

*支持对投影仪、显示器、电视机、空调、其他红外设备等进行红外开关机控制。

*支持对其他设备用弱电开关进行开关机控制。

*支持在平板端控制每台终端视频播放、文档展示、图片轮播等控制。

*支持在平板端控制每台终端切换不同主题场境内容播放。

*支持在平板端一键开馆与闭馆和区域控制选择。

*支持在PC后台自定义每台终端节目内容设置。

*支持在PC后台自由增加终端进行中控控制。

*支持在PC后台自由设置展馆场景设定。

*支持在PC后台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在PC后台设定用户管理、角色管理、角色权限、版本管理等功能。



其他互动系列—虚拟主持人讲解软件

1、软件名称：虚拟主持人讲解软件（虚拟迎宾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方式一：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配人体红外探头，2米左右范围感应，线长3米，我司提供。

*连接方式：人体红外探头插进一体机USB口。

方式二：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配人体红外摄像头， 4米左右高度范围感应，线长1.5米，我司提供。

*连接方式：人体红外探头插进一体机USB口。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人体红外感应自动播放视频或图片。

*支持可设置在1~3米内多少米感应播放。

*支持开机自启、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

音乐等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



1、软件名称：展馆流量统计软件（人流量统计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海康或大华人脸摄像头。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用海康摄像头、大华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人流量统计。

*支持显示参观客流统计、历史客流量、当日参观客流量、离场人流量等。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Exce、PDF、PPT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图片多点放大缩少，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3D图片墙展示等功能。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库题分类（初级，中级、高级）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自定义答题类型答题数量，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答错显示正确答案，答题人数统计、分数计算显示和答题记录。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保存签名或者答题成绩单，并支持一键导出至U盘或本地打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集成多点查询软件、签名软件、翻书软件、答题软件、垃圾分类软件等五套软件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其他互动系列—展馆流量统计软件



其他互动系列—墙面感应识别软件

1、软件名称：墙面感应识别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点击任意地图版块，触发后屏幕显示对应的内容，或者进行多层级展示并相应的区域灯光亮起。

*支持视频等资源展示，有进度条可调节快进快退，暂停播放等操作。

*支持图片展示，点击后可放大缩小，或自动轮播展示。

*支持开机自启、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激光雷达。



其他互动系列—骑行漫游动感单车

1、软件名称：骑行漫游动感单车（动感骑行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内存8G、显卡GTX1650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dows10系统。

*动感单车一部。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不同骑行场景切换，自由添加多个场景，场景不需要建模定制，直接选用风景优美的场景

还原影片即可实现骑行体验。

*支持通过语音、物理按钮控制选择骑行场景进行互动，丰富交互形式，将骑行与到实际现场融

合在一起，通过场景还原的方式展示出来，可以一边骑行一边欣赏美景，增加趣味性。

*支持根据自定义骑行时间，骑行结束后显示平均时速、骑行总时间等。

*支持骑行排名统计，排出前三名骑行时间等。

*支持骑行时可控制速度，不骑行时静止。

*支持在沿路径骑行漫游的时候，体验上坡、下坡等，可伴随的加减速效果，还可以随时暂停，

实现边走边看，如同身临其境的漫游效果。

*支持开机自启、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其他互动系列—物体识别交互软件
1、软件名称：物体识别交互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令牌，屏幕必须20点触摸以上，如果4-9个令牌以上，配40点触摸高密度电容屏。

方式一：

*单台操作屏：I5 6代 独立CPU、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方式二：

*操作屏： I5独立CPU 6代 4G，独显2G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用HDMI线扩展操作屏。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自适应分辨率、操作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操作屏、大屏：横竖比例需一致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可以通过放置令牌触发展示架构，用户可以看到该产品下的详细图片、视频介绍等。

*支持软件以展示图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并实现对展示资料的多点操作（通过两个手指以上进行操作），

包括放大，缩小，平移，上下滑动，多方式展示效果。

*支持首页放入令牌后，出现圆环形旋转按钮，旋转到对应位置可弹出对应弹窗，可支持多个令牌、多人同

时同时操作，可拖动令牌到任意位置展示。

*支持旋转令牌到对应位置，弹出多层级目录，点击对应按钮，弹出对应文档、视频或者图片资料。

*支持操作屏上图片或视频，向屏幕各个角度拖动后，即可伴随动效“飞”至大屏上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其他互动系列—连连看软件

1、软件名称：连连看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自带游戏说明，以动画的方式说明规则，使软件更便于新参观者使用。

*支持软件首页点击“开始游戏”按钮会出现弹窗，输入姓名或随机生成姓名后点击开始游戏进入游戏界面。

*支持连连看结束后显示当前你完成的连连看内容详细说明，按下“排行榜”按钮可查看排名情况。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排名功能，显示排行榜界面，支持连错连对时声音提示。

*支持游戏说明，体验者可查看说明后进行体验，增加游戏认知度。

*支持用户需将连连看图标和对应分类连线，连接线不多于3根直线，选择时间为30秒，将所有连连看图标

清除即为胜利，游戏结束后，可参与排名。

*软件支持自定义设置垃圾桶数量，布局，提示语，排名，背景音乐，屏保，背景，素材等功能。

*支持设置倒计时多少秒，开始游戏。

*支持开机自启、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其他互动系列—拼图软件

1、软件名称：拼图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自定义拼图图片、可分为12宫格并拼图图片在宫格内自由拖动。

*支持软件首页按钮有动态静态可自由切换。

*支持软件拉动的板块与界面板块匹配时与其融合，拉动的板块与界面板块不匹配时会有回弹的动态。

*支持游戏说明，体验者可查看说明后进行体验，增加游戏认知度。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其他互动系列—按钮切换视频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切换视频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我司提供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物理按钮按下时，展示图片或视频播放。

*支持物理按钮按下时，展示完后资料后，软件自动返回到首页。

*支持每个物理按钮对应一个文件夹内容，内容可以是图片或视频。

支持无限个物理按钮连接，用户可自由安装物理按钮数量。

*支持开机自启、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其他互动系列—透明柜产品展示软件

1、软件名称：透明柜产品展示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竖版分辨率。

*支持首页可以设置N个商品，商品水平移动自动缓慢无缝移动，点击可查看更多商品。

*支持首页有分类功能，通过左右拖拉查看分类并点击分类，展示当前分类商品。

*支持点击每个商品，查看商品详情，附带二维码功能，手机扫码后可跳转指定链接或商城购买此商品。

*支持商品详细可设置多张图片展示商品。

*支持选择接扫码器，扫商品条码，软件能自动展示商品详情页介绍并手机扫码可购买。

*支持有网络自动更新商品，没网络也能运行展示商品。

*支持不同门店不同商户可自由运维，互不干扰各自管理运营。

*支持开机自启、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等功能。

*支持云后台管理商品分类、商品、商品属性等功能。

2、硬件要求：

*I5 四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其他互动系列—物品扫码识别软件

1、软件名称：物品扫码识别软件（二维码扫码展示软件） —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扫码器：连接USB口。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扫二维码时，展示图片双击点击图片查看、放大、缩小等操作。

*支持视频播放时，视频能快进、快退、音量控制等操作。

*支持扫二维码时，展完后资料后，无人操作软件自动返回到初始状态。

*支持每个二维码对应一套文件夹内容，内容支持图片、视频、文档、网址。

*支持文档与语音播报结合展示，且点击上下滑动查看并伴有语音播报。

*支持无限个二维码扫描，用户可自由设置数量。

*支持后台自定义生成二维码，并可打印出来。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其他互动系列—人脸会议签到软件

1、软件名称：人脸会议签到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或4K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采用高清摄像头，通过人脸区域检测的算法模型，人脸特征点检测算法模型，人脸对齐算法模

型而形成人脸识别功能。

*支持签到识别通过人脸算法来对每个签到的人员进行识别，识别结果正确的会在界面显示签到成功。

*支持多个人脸签到并显示在终端页面上。

*支持采集人员脸部照片，工号，部门，职位等信息录入并添加进后台.

*支持后台用Excel表形式批量导入人员信息 。

*支持统计报表导出，软件可以对人员的签到情况进行统计，并生成报表。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十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500万高清摄像头。



其他互动系列—寺庙捐款软件

1、软件名称：寺庙捐款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终端：RK3288，2G内存或以上，Android7.0或以上。

*云服务器：Windows Server 2008以上或contos7.2以上、MysqL数据库，2M带宽以上。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横竖屏分辨率。

*支持用手机在广告机扫码进行捐款。

*支持远程通过扫码进行捐款。

*支持微信、支付宝付款。

*支持捐款信息在广告机滚动播放。

*支持云后台管理寺庙信息、捐款报表查看。

*支持每捐款一笔，管理者微信消息提醒。

*支持捐款金额直接到管理者对公银行帐户上。

*支持三个广告位云端后台管理。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背景音乐等功能。



导航系列—平面导航软件

1、软件名称：平面导航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不同环境应用，如企业/大厦/景区/医院/学校，根据不同主题设计UI展示各商场/企业等平面地图。

*支持楼层导航，跨楼栋选择和对应楼层，显示楼层的店铺位置和品牌标识，根据楼层不同显示相应的

公共设施。

*支持品牌介绍，根据品牌类别进行分类，如购物、餐饮等，可自定义类别名称，如店铺介绍显示店铺

实景照片、营业时间、文字说明、详细介绍。

*支持精彩活动展示设置品牌优惠的信息，查看详细优惠活动。

*支持关于商场，商场简介模块包括对商场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门店分布、联系方式、企业发展历

程、周边交通的介绍，意在展示商场的品牌形象与实力。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导航系列—导航软件
1、软件名称： 导航软件—标准版、自动线路图版、信息发布版、手机版

2、硬件要求：

*终端1：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终端2：RK3399 4G内存或以上，支持Android7.0或以上系统。

*服务器：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MysqL数据库。

3、软件功能：

*分辨率：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本地部署或云端部署，软件后台采用B/s架构，通过浏览器登陆发布资源；自动下载资源在终端机运行，在没有网络时，也能运行终端当前版本。

*支持不同环境应用，如企业/大厦/景区/医院/学校，根据不同主题设计UI展示各商场/企业等平面地图。

*支持楼层导航，跨楼栋选择和对应楼层，显示楼层的店铺位置和品牌标识，根据楼层不同显示相应的公共设施。

*支持品牌介绍，根据品牌类别进行分类，如购物、餐饮等，可自定义类别名称，如店铺介绍显示店铺实景照片、营业时间、文字说明、详细介绍。

*支持精彩活动展示设置品牌优惠的信息，查看详细优惠活动。

*支持商家促销信息列表查询、积分兑换、图片展示、线路指引，以滑动列表形式展示入驻品牌LOGO和名称，根据楼层、商家首字母、业态三种方式分类查找，输入框模糊搜索目标

品牌，品牌详细介绍，logo、名称、所在位置、营业时间、图片展示、文字介绍、优惠促销展示。

*支持关于商场，商场简介模块包括对商场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门店分布、联系方式、企业发展历程、周边交通的介绍，意在展示商场的品牌形象与实力。

*支持后台地图拖动品牌位置并自动生成3D线路图，显示楼层和所有铺位的3D地图造型，已入驻商家的名称或LOGO，每个公共设施在地图上的位置，可缩放、旋转、平移等操作。

*支持当前终端所在位置到目标位置的智能行走线路归划指引，跨层寻路显示路线时，当前层和目标层会缩小在界面显示，并显示完整的跨层行走路线。

*支持具有信息发布功能，能自定义屏幕划分多屏显示，能自定义翻放任务时长。

*支持通过手机扫二维码进入导航页面，页面上显示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线路图，可自由切换2D/3D地图，可放大、缩小、旋转，同时也能切换其他目标位置及品牌、楼层查找等功能。

*支持多语言选择，实时天气，支持二次开发，例如停车场、会员等系统对接。

*支持用户行为数据分折，根据用户点击情况，后台统计品牌、分类、行为等数据分析。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体感系列—体感切水果软件

1、软件名称：体感切水果软件—2D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 、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dows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3、软件功能：

*分辨率：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

*支持自由更换素材及水果图标。

*支持可自由设置游戏时间区间，倒计时时间结束后游戏结束，并软件计算得分。

*支持单人和多人同时体验，可自定义切换内容，内容以2D效果呈现在屏幕上。

*支持体感控制，通过体感设备模拟windows操作系统的鼠标和键盘操作事件。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背景音乐等功能。



体感系列—体感切水果软件

1、软件名称：体感切水果软件—3D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 、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dows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

*支持可自由设置游戏时间区间，倒计时时间结束后游戏结束，并软件计算得分。

*支持单人和多人同时体验，可自定义切换内容，内容以3D效果呈现在屏幕上。

*支持体感控制，通过体感设备模拟windows操作系统的鼠标和键盘操作事件。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背景音乐等功能。



体感系列—体感翻书软件

1、软件名称：体感翻书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 、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dows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PDF图片、视频翻书功能。

*支持图片和视频格式融合翻书功能。

*支持通过通讯感应模块识别到体验者人体骨骼进行隔空操作，通过识别手势，控制左右翻页并

伴有音效。

*支持识别手势方式有左右翻书、返回、开始等操作动作。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体感系列—体感人物墙软件

1、软件名称：体感人物墙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 、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dows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图片展示、视频播放功能。

*支持手势控制图片放大，展示图片图文详情介绍展示功能并通过手势返回。

*支持手势控制视频播放，视频播放中或结束后可通过手势返回。

*支持通过通讯感应模块识别到体验者人体骨骼进行隔空操作，通过识别手势，控制动作并伴

有音效。

*支持识别手势方式有单击放大、播放、返回、开始等操作动作。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党建展厅系列—智慧党建综合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智慧党建综合信息平台—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软件集成多个学习模块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课件：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分30个专题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

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2）中国政要：链接中国政要资料库--资料中心--人民网；涵盖中央组织结构、帮助网友深入了解中国党组织各大领导人。（3）

一大至十九大历程介绍：十九大介绍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是党的历史上重要事件，详细记录着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进程。（4）党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

核心，介绍党的宗旨。（5）党员的义务：详细讲述了党员的各项义务。（6）党员的权力：介绍了解党员的各项权利。（7）三会一课制度：讲述了组织生活的基

本制度，严格党员管理，加强党员教育的重要制度。（8）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篇、党员篇、党的组织制度篇、党的中央组织篇、党的地方组织篇、党的基层组

织篇、党的干部篇、党的纪律篇、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篇、党组篇、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篇、党徽党旗篇等详细介绍。（9）时政热点：链接人民日报、求是

网、人民网中共共产党网等四大党建网站，随时关注中央最新消息。（10）学习强国：链接学习强国网，让全体党员跟紧中共中央学习步伐。（11）人民党建云：

链接人民党建云网，“人民党建云”借助云存储和大数据技术，实现党建工作可视化、业务流程信息化、督查考核数据化、党建决策科学化、党建管理智能化。

（12）经典视频：不低于5个以下党建相关视频欣赏。（13）十九大报告学习问答：链接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展示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内容。（14）书籍推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身边的共产党人、牢记使命、对党忠诚、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条例、毛泽东思想史、邓小平理论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党员手册等，不低于8本以下党建相关书籍简介欣赏。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PDF、PPT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

*支持展示图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并实现对展示资料的多点操作（通过两个手指以上进行操作），包括放大，缩小，平移，上下，滑动，多方式展示效果，资

料的名称检索，表单模糊查询等功能；文档可预设自动播放，无需参观者手触操作。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小，3D图片墙展示，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

*支持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等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有网络版和单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党建展厅系列—智慧党建综合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智慧党建综合信息平台—多功能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软件集成多个学习模块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课件：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分30个专题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

要求。（2）中国政要：链接中国政要资料库--资料中心--人民网；涵盖中央组织结构、帮助网友深入了解中国党组织各大领导人。（3）一大至十九大历程介绍：十九大介绍以

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是党的历史上重要事件，详细记录着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进程。（4）党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介绍党的宗旨。（5）党员的义务：详细讲述

了党员的各项义务。（6）党员的权力：介绍了解党员的各项权利。（7）三会一课制度：讲述了组织生活的基本制度，严格党员管理，加强党员教育的重要制度。（8）中国共

产党章程：总纲篇、党员篇、党的组织制度篇、党的中央组织篇、党的地方组织篇、党的基层组织篇、党的干部篇、党的纪律篇、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篇、党组篇、党的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关系篇、党徽党旗篇等详细介绍。（9）时政热点：链接人民日报、求是网、人民网中共共产党网等四大党建网站，随时关注中央最新消息。（10）学习强国：链接学

习强国网，让全体党员跟紧中共中央学习步伐。（11）人民党建云：链接人民党建云网，“人民党建云”借助云存储和大数据技术，实现党建工作可视化、业务流程信息化、

督查考核数据化、党建决策科学化、党建管理智能化。（12）经典视频：不低于5个以下党建相关视频欣赏。（13）十九大报告学习问答：链接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展示习

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内容。（14）书籍推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身边的共产党人、牢记使命、对党忠诚、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毛泽东思想史、邓小平理论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党员手册等，不低于8本以下党建相关书籍简介欣赏。

（15）入党宣誓签名：支持签名和拍照，扫码保存到手机带走图片，内置党建入党宣誓主题版面，方便用户安装即可使用。（16）党建答题：支持对党建文化、知识学习做答

题互动功能，党建相关知识信息传递给用户，提高党员自身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打造出高素质的党员队伍。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Exce、PDF、PPT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图片多点放大缩少，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3D图片墙展示等功能。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库题分类（初级，中级、高级）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自定义答题类型答题数量，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答错显示正确答案，答题人数统计、分数计算显示和答题记录。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保存签名或者答题成绩单，并支持一键导出至U盘或本地打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集成多点查询软件、签名软件、翻书软件、答题软件、垃圾分类软件等五套软件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党建展厅系列—触摸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触摸答题软件—党建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党建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答题的方式了解党建相关知识将党建相关知识信息传

递给用户，提高党员自身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打造出高素质的党员队伍；营造全员学习、全员

了解、全员抓党建的良好氛围，助推党建示范引领；新型的互动答题模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

上进行安装运用，增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的形成更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

型软件应用技术，形成更好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题人数统计。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成绩单保存在手机上。

*支持打印成绩单，并且打印纸尺寸可自由设置。

*具有排行榜功能，每次答题结束后，将当前成绩及历史成绩显示在界面中。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党建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答题软件—党建单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党建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答题的方式了解党建相关知识，将党建相关知识信息传递给用户，提高党员自身的思

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打造出高素质的党员队伍；营造全员学习、全员了解、全员抓党建的良好氛围，助推党建示范引领；新型的互

动答题模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上进行安装运用，同时也支持连接外置物理按钮，增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的形成

更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型软件应用技术，形成更好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答错多少，并可查看本次答题记录。

*支持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ABCD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党建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答题软件— 党建多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党建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答题的方式了解党建相关知识，将党建相关知识信息传递给用户，提高党员自身的思想水

平和理论水平，打造出高素质的党员队伍；营造全员学习、全员了解、全员抓党建的良好氛围，助推党建示范引领；新型的互动答题模

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上进行安装运用，同时也支持连接外置物理按钮，进行多人互动抢答，增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

的形成更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型软件应用技术，形成更好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答错多少，并可查看本次答题记录。

*支持单人，双人，三人以上多人同时PK。

*单人模式：用按钮选择单人模式，进入答题界面，答题无时间限制。

*2-4人PK模式:答题者按开始按钮匹配，另一位答题者也按开始按钮匹配，人员不足指定人数（2-4人）时需等待60秒进入答题，或者匹

配（同时达到2-4人）成功，开始对战答题。

*2-4人答题时，匹配人员同时做答，每题限时30秒（可后台设置多少秒），超时或答错则不计分，答对加分。

*支持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ABCD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党建展厅系列—翻书软件

1、软件名称：翻书软件—党建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置《习近平金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身边的共产党人》、《党员手册》多本党建书籍，让人们充

分了解党建知识，积极营造全员学习、全员了解、全员抓党建的良好氛围，助推党建示范引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PDF图片、视频翻书功能。

*支持图片和视频格式融合翻书功能。

*支持首页放置多本书本，隔空进入每本书本并能返回。

*具有手势不触碰书模隔空翻书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党建展厅系列—签名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软件—党建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有1套深度设计党建入党宣誓风格主题版面，营造党建的良好氛围，助推党建示范引

领，无需替换任何UI版面，实现随心所欲安装即可使用。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考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 USB高清摄像头。



党建展厅系列—党建十九大
1、软件名称：党建十九大—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横屏分辨率。

*支持用户可以在通过滑动触摸屏界面上的首页十九大按钮，查看十九大介绍，帮助学习党建了解

共产党历程与知识。

*支持十九大介绍以图文、视频结合的方式展示，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党的

历史上重要事件，记录着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进程，每次党代会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

刻召开的，作出的决策都在党的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支持软件详细记录了一到十九大的每届会议召开的时间和会议地址，以及简况概述、会议要点、

历史回眸、和革命的精彩画面，记录了会议的主要历史功绩、当时的纪念影片和文件、日报等；展

示会议中心思想和历届重要领导人的图文介绍，回顾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支持每一届会议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所有党员都应该认真关注了解。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Word、PDF文档展示功能且查看文档控制界面上移、下移等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十代、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党建展厅系列—党课学习宣誓

1、软件名称：党课学习宣誓—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横屏分辨率。

*软件集成多个学习模块

（1）党务知识培训课件：党的基本知识、党务工作要点介绍、党组织相关知识概述、党支部日常工作务实等内容介绍。

（2）入党培训及誓言课件：包含入党誓词、建党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改革开发时期等。

（3）红船精神课件：红船精神的内涵、红船精神对我党的重要意义、弘扬红船精神 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等介绍。

（4）深入学习三会一课课件：三会一课是什么、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党课等介绍。

（5）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一讲）课件：充分认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意义。

（6）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第二讲)课件：为什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意

义是什么？、怎样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介绍

（7）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第三讲）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课件：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8）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第四讲)毛泽东思想课件：寻找伟人的足迹。

（9）入党宣誓拍照：内置党建入党宣誓主题版面，拍照后可扫码保存到手机带走图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拍照功能且具有签名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可查看历史拍照图片记录。

*支持Word、PDF、PPT文档展示功能且查看文档控制界面上移、下移等功能；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少，左右划动等展示，可自由切换上一张、下一张并可放大。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党建展厅系列—与党旗拍照软件

1、软件名称：与党旗拍照—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竖屏分辨率。

*支持含有1套深度设计党建元素风格主题版面，营造党建的良好氛围，助推党建示范引领，无需替换任何UI版面，实现随心所欲安装使用。

*支持融合党旗元素背景，让大家参与“我与党旗合个影”，让游客重温第一次面向党旗宣誓的喜悦，再次体会心中的那份光荣与责任。

*支持采用虚拟拍摄的形式，提高了游客的参与度，增强了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为建党100周年营造了热烈的氛围。

*支持抠图时，需要连接网络。

*支持拍照相框，可自定义拍照相框样式，可随背景一起切换。

*支持主题背景图可支持添加删减，自由选择背景拍照，丰富背景多样化。

*支持按下拍照后，会有动态倒计时显示，提示用户做好拍照姿势的准备。

*支持采用无绿幕精准抠像技术，在自然环境下也能清晰抠出人像，与背景进行融合达到高端拍照体验效果，仿佛置身于现实场景。

*支持人像放大缩小，可自由拖动到任意位置。

*支持保存后，自动生成二维码保存和打印功能，照片供用户扫码留念及现场打印，即满足了用户拍照留念的需求，又做到了推广宣传的效果。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 USB高清摄像头。



党建展厅系列—体感入党宣誓

1、软件名称：体感入党宣誓—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横屏或4K横屏分辨率。

*支持内置入党宣誓体验过程，是新党员在入党时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同时也是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体现了我们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

*支持通过屏幕与通讯感应模块连接，捕捉感应人体位置与动作从而发起入党宣誓指令，党员跟随宣誓步骤进行宣

誓仪式，支持多人同时进行入党宣誓。

*支持主界面固定了“党旗飘扬”的画面动态效果，在用户跟着语音播报读完入党誓词后，位于人体胸前的党徽会

有动效效果呈现，党建的良好氛围，助推党建示范引领。

*支持倒计时拍摄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带走照片留念，二维码在界面显示时间可以任意设置。

*支持党员宣誓过程中，系统开启实时录像功能，宣誓完毕后将录像保存至后台，用户可通过U盘拷贝带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2、硬件要求：

*I5 八代 、8G内存，2G独显或以上，支持Windows10 64位(完整版)。

*体感摄像头。



党建展厅系列—3D虚拟场景浏览软件
1、软件名称：3D虚拟场景浏览软件（物体识别虚拟展馆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大屏支持2k分辨率、操作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操作屏、大屏：横竖比例需一致。

*支持通过令牌识别，滑动令牌沉浸式体验党建虚拟展馆内容浏览，营造全员学习、全员了解、全员抓党建

的良好氛围，助推党建示范引领，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支持内置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国共战争馆、习近平重要讲话馆、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案例、党务知识

展馆、抗日战争馆、习近平重要讲话馆2.0、1979-199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1919-1949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1949-1956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6-1978文化大

革命及结束时期、1992-2020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多个场景可选。

*支持AR+党建的学习模式与时俱进，以科技和现实使用为本，用沉浸式、互动式、代入式的体验学习模式，

让体验者“穿越时空” 。

*支持可以通过放置令牌触发展示架构，用户可以看到该产品下的详细图片等。

*通过对令牌的移动旋转可达到场景移动定位展示效果。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操作屏：I5 十代、4G内存、独显GTX1650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大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用HDMI线扩展操作屏。

*令牌，屏幕必须为高精度电容屏。



党建展厅系列—滑轨屏软件（背景随动、虚拟主持人、定点播放、人员跟随）

1、软件名称：滑轨屏软件—党建版（党建十九大）

3、软件功能：

*分辨率：4K分辨率。

*支持十九大介绍以图文、视频结合的方式展示，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党的历史上重要事件，记录着中国共产党100

年的历史进程，每次党代会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作出的决策都在党的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支持软件详细记录了一到十九大的每届会议召开的时间和会议地址，以及简况概述、会议要点、历史回眸、和革命的精彩画面，记录了会

议的主要历史功绩、当时的纪念影片和文件、日报等；展示会议中心思想和历届重要领导人的图文介绍，回顾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支持每一届会议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所有党员都应该认真关注了解。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或者背景视频。

*支持自定义感应点数量及内容，自定义播放窗口位置和大小。

*支持播放视频、图片展示、图文介绍等信息。

*支持视频和图片场景窗口下可自由叠加、移动、大小修改，窗口内容自由选择并可随时更改。

*支持电动、手动安装方式；支持对接第三方中控。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背景随动模式：I5 8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64位完整版Windows系统。

*其他模式：I5 4代 ，4G内存或以上，支持64位完整版Windows系统。

*平板： RK3388，4G内存或以上，Android7.0或以上或华为平板。



禁毒展厅系列—禁毒知识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禁毒知识信息平台—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容模块展示分别有：认识毒品、禁毒法律法规、禁毒历史、禁毒纪录片、戒毒的方法、预防与宣传、远离毒品、毒品的运输、

吸毒的危害、中国禁毒网等模块。

*支持图文形式展示的模块包含：认识毒品、禁毒法律法规、禁毒历史、禁毒的方法、毒品的运输、吸毒的危害等。

*支持禁毒纪录片模块：展示多个时期的禁毒视频；远离毒品模块：可阅读短篇禁毒书籍；中国禁毒网模块：链接中国禁毒网的网站。

*支持预防与宣传模块：包含如何预防毒品的危害、毒品宣传资料、毒品预防教育、预防毒品三防线等，通过文档与视频结合展示达

到最佳的宣传效果。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PDF、PPT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

*支持展示图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并实现对展示资料的多点操作（通过两个手指以上进行操作），包括放大，缩小，平移，上

下，滑动，多方式展示效果，资料的名称检索，表单模糊查询等功能；文档可预设自动播放，无需参观者手触操作。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少，3D图片墙展示，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

*支持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等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有网络版和单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禁毒知识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禁毒知识信息平台—多功能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容模块展示分别有：认识毒品、禁毒法律法规、禁毒历史、禁毒纪录片、戒毒的方法、预防与宣传、远离毒品、毒品的运输、

吸毒的危害、中国禁毒网等模块。

*支持图文形式展示的模块包含：认识毒品、禁毒法律法规、禁毒历史、禁毒的方法、毒品的运输、吸毒的危害等。

*支持禁毒纪录片模块：展示多个时期的禁毒视频；远离毒品模块：可阅读短篇禁毒书籍；中国禁毒网模块：链接中国禁毒网的网站。

*支持预防与宣传模块：包含如何预防毒品的危害、毒品宣传资料、毒品预防教育、预防毒品三防线等，通过文档与视频结合展示达到

最佳的宣传效果。

*支持答题互动模块：通过上百道禁毒知识题目问答，让参观者更全面更快速的了解到毒品的各类常识及带来的危害。

*支持禁毒宣誓模块：进行禁毒宣誓签名，可拍照扫码留存，时刻警醒自己，坚决对毒品说“不”。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Exce、PDF、PPT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图片多点放大缩少，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

索、底部公告滚动、3D图片墙展示等功能。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库题分类（初级，中级、高级）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自定义答题类型答题数量，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答错显示正确答案，答题人数统计、分数计算显示和答题记录。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保存签名或者答题成绩单，并支持一键导出至U盘或本地打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集成多点查询软件、签名软件、翻书软件、答题软件、垃圾分类软件等五套软件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触摸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触摸答题软件—禁毒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禁毒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通过用答题的方式普及毒品预防知识，营造浓厚的禁

毒氛围，增强人民群众防毒、拒毒、禁毒意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题人数统计。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成绩单保存在手机上。

*支持打印成绩单，并且打印纸尺寸可自由设置。

*具有排行榜功能，每次答题结束后，将当前成绩及历史成绩显示在界面中。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铵钮答题软件—禁毒单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禁毒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实体按钮答题的方式了解禁毒知识；在普及毒品预

防知识，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增强人民群众防毒、拒毒、禁毒意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答错多少，并可查看本次答题记录。

*支持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ABCD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禁毒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铵钮答题软件—禁毒多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禁毒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实体按钮答题的方式了解禁毒知识；在普及毒品预防知识，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增

强人民群众防毒、拒毒、禁毒意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答错多少，并可查看本次答题记录。

*支持单人，双人，三人以上多人同时PK。

*单人模式：用按钮选择单人模式，进入答题界面，答题无时间限制。

*2-4人PK模式:答题者按开始按钮匹配，另一位答题者也按开始按钮匹配，人员不足指定人数（2-4人）时需等待60秒进入答题，或

者匹配（同时达到2-4人）成功，开始对战答题。

*2-4人答题时，匹配人员同时做答，每题限时30秒（可后台设置多少秒），超时或答错则不计分，答对加分。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禁毒展厅系列—翻书软件

1、软件名称：翻书软件—禁毒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置禁毒知识书籍展示：认识各类毒品（罂粟、鸦片、吗啡、海洛因、古柯、大麻和新型化合毒品）和

了解吸毒对身体、家庭以及社会的危害，展示吸毒案例；普及毒品知识，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提高了人民群

众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增强人民群众远离毒品的决心。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PDF、图片、视频翻书功能。

*支持图片和视频格式融合翻书功能。

*支持首页放置多本书本，隔空进入每本书本并能返回。

*具有手势不触碰书模隔空翻书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签名软件

1、软件名称：签名软件—禁毒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软件含有1套深度设计禁毒风格主题版面，无需替换任何UI版面，实现随心所欲安装即可使用。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考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 USB高清摄像头。



禁毒展厅系列—吸毒后的你

1、软件名称：吸毒后的你—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人脸模拟吸毒变化1年至10年，且可设置需要显示的年份。

*支持将观众的样貌通过AI智能算法模拟出观众吸毒之后样貌的变化，从吸毒后一年到十年的变化

逐一给观众展示出来。

*支持智能语音提示、人脸识别速度优化、运行速度更快、整体画面感强、对比明显。

*支持摄像头人脸自动识别拍照，无需手动，而并不是图片处理人脸变化。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 USB高清摄像头。



禁毒展厅系列—吸毒后的你

1、软件名称：吸毒后的你—一拖三版

2、硬件要求：

*操作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USB高清摄像头。

*显示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显示屏用HDMI线扩展操作屏。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互动主屏可扩展3个显示屏，使大家更直接的看到吸毒的危害，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

*支持人脸模拟吸毒变化1年至10年，且可设置需要显示的年份。

*支持将观众的样貌通过AI智能算法模拟出观众吸毒之后样貌的变化，从吸毒后一年到十年的

变化逐一给观众展示出来。

*支持智能语音提示、人脸识别速度优化、运行速度更快、整体画面感强、对比明显。

*支持摄像头人脸自动识别拍照，无需手动，而并不是图片处理人脸变化。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禁毒展厅系列—禁毒心理测试
1、软件名称：禁毒心理测试—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禁毒知识心理测试题库不低于100道题，通过用答题的方式普及毒品预防知识，营造浓厚的

禁毒氛围，增强人民群众防毒、拒毒、禁毒意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心理测试题目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类别，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并可随意更改题目。

*支持心理测试题为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心理测试。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心理测试人数统计。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心理测试单保存在手机上。

*支持打印心理测试单，并且打印纸尺寸可自由设置。

*具有排行榜功能，每次心理测试结束后，将当前心理测试成绩及历史成绩显示在界面中。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禁毒百科全书

1、软件名称：禁毒百科全书—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置展示3种互动类型：趣味答题、百科全书、禁毒知识，轻触相应模块即可进入。

*支持内置趣味答题：体验者体验禁毒知识答题，通过互动答题的形式自我学习禁毒法律知识，助推引领禁毒示范。

*支持内置百科全书：体验者阅读禁毒书籍，可通过触摸点击屏幕上的书籍进行翻书，也可通过感应探头隔空翻书，结合创意设计和互动科技在视觉上和体

感上带给体验者一种全新的交互体验。

*支持内置禁毒知识：体验者从毒品介绍、禁毒历史、禁毒记录电影、毒品的危害、中国禁毒网多方面学习各种禁毒知识，从而通过这种互动普及毒品预防

知识，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提高了人民群众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增强人民群众远离毒品的决心。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Exce、PDF、PPT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图片多点放大缩少，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

3D图片墙展示等功能。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库题分类（初级，中级、高级）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自定义答题类型答题数量，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答错显示正确答案，答题人数统计、分数计算显示和答题记录。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保存签名或者答题成绩单，并支持一键导出至U盘或本地打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等功能。

*集成多点查询软件、签名软件、翻书软件、答题软件、垃圾分类软件等五套软件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毒品分类软件

1、软件名称：毒品分类软件—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在学习毒品分类，毒品类型主要有传统毒品 、合成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毒品四

种，让大家认识毒品，拒绝毒品。

*支持用户只需点击界面上的游戏开始，即可开启游戏，游戏中会有不同的毒品落向地面需要

玩家伸手抓住这些毒品，并把它拖到正确的分类箱里面，可自由设置分数如拖放正确加分，错

误扣分，毒品落地扣分。

*支持自定义毒品图片、毒品分类、按钮图片等。

*支持分类正确或错误有动效显示，可设置倒计时多少秒开始游戏分类，并且有声音提示。

*支持可设置分数规则，最后成绩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体感毒品分类
1、软件名称：体感毒品分类—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在学习毒品分类，涉及毒品类型主要有传统毒品（大麻、海洛因、可卡因等）、合成毒品（开心水、麻古、神仙水等）、

新精神活性物质（K粉、芬太尼类、零号胶囊等）、伪装毒品（“果冻”、“咔哇潮饮”、“奶茶”等）四种，帮助用户认识

毒品，拒绝毒品。

*支持用户通过手势选定软件界面上的“游戏开始”按钮即可开启游戏，游戏中会有不同的毒品落向地面，玩家需要通过手势

抓住这些毒品，并把它拖到正确的毒品分类箱。

*支持用户分类正确和错误都有匹配动效显示，可以设置游戏时间、毒品的显示时间、毒品的显示间隔时间，同时游戏界面伴

有声音提示。

*支持可以设置分数规则（如拖放正确加分，错误扣分，毒品落地扣分），游戏过程根据设置的情况计算分数，最终核算完成

进行成绩展示。

*支持自定义毒品图片、毒品分类、按钮图片等。

*支持分类正确或错误有动效显示，可设置倒计时多少秒开始游戏分类，并且有声音提示。

*支持可设置分数规则，最后成绩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八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禁毒展厅系列—拼图软件

1、软件名称：拼图软件—禁毒动画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软件首页背景图有动态效果，效果上能将“毒”字很深刻的体现出来

*支持软件在展示常见毒品模型，通过拼图互动游戏来认识毒品，学习毒品知识。

*支持软件首页点击“开始拼图”按钮即可开始游戏，拼图毒品类型选择(左右滑动浏览毒品列表、选择毒品

进入拼图页进行拼图操作）。

*支持拼图界面(拖动右侧列表图片至左侧相对应的灰色图片释放，正确后该块灰色拼图即可点亮，如不对应

你拖拽的图片将会回到右侧待拼列表，上下滑动右侧待拼列表，可选择你熟悉的图案进行拼图操作，右侧列

表自动将你待拼的图片置顶，完成的拼图将自动变成灰色移动至列表的最后，所有拼图完成进入毒品对应的

详情解说页)。

*支持拼图完成解说界面(显示当前你完成的拼图内容详细说明，按下“返回”按钮返回到选择拼图类型页面)。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拼图软件

1、软件名称：拼图软件—禁毒写实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软件首页背景图有动态效果，效果上能将“毒”字很深刻的体现出来

*支持软件在展示常见毒品模型，通过拼图互动游戏来认识毒品，学习毒品知识。

*支持软件首页点击“开始拼图”按钮即可开始游戏，拼图毒品类型选择(左右滑动浏览毒品列表、选择毒品进

入拼图页进行拼图操作）。

*支持拼图界面(拖动右侧列表图片至左侧相对应的灰色图片释放，正确后该块灰色拼图即可点亮，如不对应你

拖拽的图片将会回到右侧待拼列表，上下滑动右侧待拼列表，可选择你熟悉的图案进行拼图操作，右侧列表

自动将你待拼的图片置顶，完成的拼图将自动变成灰色移动至列表的最后，所有拼图完成进入毒品对应的详

情解说页)。

*支持拼图完成解说界面(显示当前你完成的拼图内容详细说明，按下“返回”按钮返回到选择拼图类型页面)。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毒贩子的谎言

1、软件名称：毒贩子的谎言—男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配人体红外探头或红外摄像头，2米左右范围感应，线长1.5米，我司提供。

*连接方式：连接一体机USB口。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软件在普及毒品预防知识，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增强人民群众防毒、拒毒、禁毒意识。

*支持软件功能主要呈现：当参观者走进感应区域，屏幕上的“男、女毒贩子”就会开口说话，

花言巧语诱使别人接受他的毒饵。

*支持软件内容里的“毒贩”一面是巧言令色、威逼利诱；一面是原形毕露、用心险恶，为了

兜售毒品，赚取不义之财，毒贩扮成了区分人前背后的“双面人”，内容的传播将帮助用户学

会戳穿他们的假面，识破他们的伎俩，从而达到引导用户抵制诱惑，远离涉毒危险的目的。

*支持人体红外感应自动播放视频或图片。

*支持可设置在1~3米内多少米感应播放。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禁毒展厅系列—毒贩子的谎言

1、软件名称：毒贩子的谎言—女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配人体红外探头或红外摄像头，2米左右范围感应，线长1.5米，我司提供。

*连接方式：连接一体机USB口。

3、软件功能：

*分辨率：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软件在普及毒品预防知识，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增强人民群众防毒、拒毒、禁毒意识。

*支持软件功能主要呈现：当参观者走进感应区域，屏幕上的“男、女毒贩子”就会开口说话，

花言巧语诱使别人接受他的毒饵。

*支持软件内容里的“毒贩”一面是巧言令色、威逼利诱；一面是原形毕露、用心险恶，为了

兜售毒品，赚取不义之财，毒贩扮成了区分人前背后的“双面人”，内容的传播将帮助用户学

会戳穿他们的假面，识破他们的伎俩，从而达到引导用户抵制诱惑，远离涉毒危险的目的。

*支持人体红外感应自动播放视频或图片。

*支持可设置在1~3米内多少米感应播放。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禁毒展厅系列—毒品分类展示

1、软件名称： 毒品分类展示—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横屏分辨率。

*支持横向流动展示多种毒品介绍，点击可以查看毒品的介绍。

*支持可设置多种分类，通过分类查询不同毒品。

*支持内含不低于30种毒品介绍，其中并包含毒品有鸦片、摇头丸、海洛因、开心果、BBC、

K2、PCP、红冰、咖啡因等，也可自定义进行自由添加毒品种累。

*支持图文混排，自定义排版展示。

*支持Word、PDF文档展示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3D毒品模型展示

1、软件名称：3D毒品模型展示—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横屏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首页展示不低于8种常见毒品，包括大麻、咖啡因 、海洛因、麻古、冰毒、摇头丸、 K粉、阿拉伯茶，

点击某个毒品进入毒品详情介绍，左侧展示该毒品的文字介绍，右侧展示毒品的3D模型，可360度旋转查看

毒品模型的细节。

*支持详情页可以直接点击上一个和下一个按钮，然后展示其他毒品的详情介绍，无需返回首页直接切换查看。

*支持查看对应的按钮，查看毒品3D模型，可用手指点击查看，或旋转。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2、硬件要求：

*I5 四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毒品对人体器官的危害

1、软件名称：毒品对人体器官的危害—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竖屏分辨率。

*支持利用虚拟3D建模技术将构建好的大脑、肝、肺部、肾、心血管等人体器官在大屏上进行展示，结合K粉、麻古、

迷幻蘑菇、罂粟壳、三唑仑、大麻、吗啡、鸦片、摇头丸、海伦因等毒品图片和毒品危害的文字描述进行展示和宣传，

突破了利用传统意义的禁毒模型进行教育活动的局限性。

*支持动效展示，人体器官以3D效果呈现在屏幕上，点击人体器官模型，直接展示多种代表性毒品对该器官的危害介绍。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2、硬件要求：

*I5 六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吸毒对人体器官的危害

1、软件名称：吸毒对人体器官的危害—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横屏分辨率。

*支持利用虚拟3D建模技术将构建好的大脑、肝、肺部、肾、心血管等人体器官在大屏上进行展示，结合K粉、麻古、迷

幻蘑菇、罂粟壳、三唑仑、大麻、吗啡、鸦片、摇头丸、海伦因等毒品图片和毒品危害的文字描述进行展示和宣传，突

破了利用传统意义的禁毒模型进行教育活动的局限性。

*支持动效展示，人体器官以3D效果呈现在屏幕上，点击人体器官模型，直接展示多种代表性毒品对该器官的危害介绍。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2、硬件要求：

*I5 六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禁毒展厅系列—识毒防毒对对碰

1、软件名称：识毒防毒对对碰—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横屏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毒品图片、毒品标签、背景图片、按钮图片。

*支持内置包含学习毒品分类有吗啡、0号胶囊、麻古、迷幻蘑菇、听话水、摇头丸、冰毒、鸦片、丧尸浴

盐、安眠酮等不小于10种毒品图片以及标签，体验者通过对对碰游戏来认识毒品，增加识毒、防毒知识。

*支持体验者通过点击“开始游戏”进入游戏，游戏中展示了10种毒品图片以及毒品标签，用户只需把毒

品标签拖到相应的毒品图片中，连接正确则自动贴合，连接错误则返回原位继续游戏。

*支持分类正确或错误有动效计数显示，可设置倒计时多少秒开始游戏，并且有声音提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禁毒展厅系列—穿梭中国禁毒史
1、软件名称：穿梭中国禁毒史—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内存8G、显卡GTX1650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dows10系统。

*动感单车一部。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首页轮播展示禁毒历史的图片，下方展示禁毒年份的时间轴。整体设计采用金色和黄色，从古老历史的黄色到金色的

璀璨时空，突出了穿梭中国禁毒史的辉煌征程。

*支持骑行预热一段时间即进入穿梭中国禁毒史征程，一边骑行一边观看图文结合形式的禁毒史料介绍，骑行中有虚拟人骑

车的进度条显示，还伴随着英伦时钟的转动动效展示，动静结合增强视觉冲击力。

*支持体验终了揭示禁毒主题：禁毒长路永不止步，携手共建无毒社会，呼吁体验者一起共建无毒社会。

*支持体验时仿佛穿梭在历史的时空中，从1684年到2015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国禁毒法）的颁布，从鸦片泛滥到无

毒社会，展现了一代代英雄们浴血奋斗与黑恶势力抗争的过程，展现了英勇顽强的中国人为建无毒社会而奋斗的征程。

*支持设置骑行速度显示，勾选将显示当前的骑行速度，反之则不显示；若无人骑行，将在一段时间后出现未骑行提示。

*支持设置未骑行返回首页倒计时，出现未骑行提示后，开始倒计时，计时结束自动返回首页。

*支持设置每一个内容面板的间距，支持调节骑行速度与内容前进速度的差比。

*支持“穿梭中国禁毒史”骑行场景，，场景不需要建模定制，直接选用即可实现骑行体验。

*支持通过语音、物理按钮控制选择骑行场景进行互动，丰富交互形式，将骑行与到实际现场融合在一起，通过场景还原的

方式展示出来，可以一边骑行一边了解中国禁毒史。

*支持骑行时可控制速度，不骑行时静止。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禁毒展厅系列—滑轨屏软件（背景随动、虚拟主持人、定点播放、人员跟随）
1、软件名称：滑轨屏软件—禁毒版（中国禁毒史）

3、软件功能：

*分辨率：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把禁毒教育与滑轨屏相结合，形成跨越虚拟与现实，趣味互动的中国禁毒史学习空间，用户可亲身体验了解中国数百年来坎坷的禁毒

之路,传承不屈不挠的禁毒精神。

*支持体验终了揭示禁毒主题：禁毒长路永不止步，携手共建无毒社会，呼吁体验者一起共建无毒社会，形成图文结合形式的禁毒史料介绍。

*支持体验时仿佛穿梭在历史的时空中，从1684年到2015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国禁毒法）的颁布，从鸦片泛滥到无毒社会，展现

了一代代英雄们浴血奋斗与黑恶势力抗争的过程，展现了英勇顽强的中国人为建无毒社会而奋斗的征程。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或者背景视频。

*支持背景随动、虚拟主持人、定点播放、人员跟随多种模式切换。

*支持自定义感应点数量及内容，自定义播放窗口位置和大小。

*支持位置区间切换节目、点击按钮切换节目、随背景移动、虚拟讲解员四种模式。

*支持播放视频、图片展示、图文介绍等信息。

*支持视频和图片场景窗口下可自由叠加、移动、大小修改，窗口内容自由选择并可随时更改。

*支持电动、手动安装方式；支持对接第三方中控、对接第三方电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背景随动模式：I5 8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64位完整版Windows系统。

*其他模式：I5 4代 ，4G内存或以上，支持64位完整版Windows系统。

*平板： RK3288，2G内存或以上，Android5.0或以上或华为平板。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垃圾分类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垃圾分类信息平台—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置资料围绕垃圾的产生、垃圾处理现状、垃圾怎么分类、政策法规、公益活动视频、垃圾分类倡议书垃圾分类的知识内容，提倡绿

化城市、垃圾归类加工厂、后期处理焚烧发电等丰富资源。

*素材内置资料：垃圾产生的原因、公益活动宣传视频、垃圾分类倡议书。

*素材内置资料：垃圾处理现状：垃圾的去向、垃圾的危害，垃圾污染的种类、垃圾处理的方法、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堆肥、资源返还。

*素材内置资料：垃圾分类：分类的有点、垃圾分类指南、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厨房垃圾、其它垃圾。

*素材内置资料：政策法规：环保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止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

*素材内置资料：专注绿化环境、减少污染、城市的空气清新得到改善，提倡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等知识含量，更有效的提倡环保意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Exce、PDF、PPT文档显示并且PDF、XPS支持打印功能。

*支持展示图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并实现对展示资料的多点操作（通过两个手指以上进行操作），包括放大，缩小，平移，上下，滑

动，多方式展示效果，资料的名称检索，表单模糊查询等功能；文档可预设自动播放，无需参观者手触操作。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少，3D图片墙展示，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

*支持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等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有网络版和单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垃圾分类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垃圾分类信息平台—多功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围绕垃圾的产生、垃圾处理现状、垃圾怎么分类、政策法规、公益活动视频、垃圾分类倡议书垃圾分类的知识内容，提倡绿化城市、

垃圾归类加工厂、后期处理焚烧发电等丰富资源。

*素材内置资料：垃圾产生的原因、公益活动宣传视频、垃圾分类倡议书。

*素材内置资料：垃圾处理现状：垃圾的去向、垃圾的危害，垃圾污染的种类、垃圾处理的方法、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堆肥、资源返还。

*素材内置资料：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指南、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厨房垃圾、其它垃圾。

*素材内置资料：政策法规：环保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止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

*素材内置资料：专注绿化环境、减少污染、城市的空气清新得到改善，提倡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等知识含量，更有效的提倡环保意识。

*支持通过以上系统的学习，进入到我们的.环保小卫士留言板，进行签名留言功能：进行扫码带走宣传提倡保卫环境家园。

*了解了垃圾分类的知识，通过题库随机抽选问答方式，让大家全面巩固环保知识

*支持模拟现实场景，乱扔垃圾等于天上掉落垃圾，将掉落的垃圾物品进行放入对应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拖放

正确加分，错误则扣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Exce、PDF、PPT文档显示并且PDF、XPS支持打印功能、图片多点放大缩少，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视频播放、网

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3D图片墙展示等功能。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库题分类（初级，中级、高级）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自定义答题类型答题数量，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答错显示正确答案，答题人数统计、分数计算显示和答题记录。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保存签名或者答题成绩单，并支持一键导出至U盘或本地打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集成多点查询软件、签名软件、翻书软件、答题软件、垃圾分类软件等五套软件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触摸垃圾分类软件

1、软件名称：触摸垃圾分类软件—多功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初始游戏规则说明：游戏开始后， 会有不同垃圾落向地面，您要做的就是伸手抓住这

些垃圾，并把它放到正确的垃圾桶内，在规定时间内获得分数越高，成绩越好。

*支持模拟现实场景，参与者点击开始界面，进入游戏环节掉落一些常见的垃圾物品进行放入

对应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拖放正确加分，错误则扣分。

*支持加分扣分环节分为：正确+5分，错误-4分，垃圾落地-3分，同时支持自定义设置分数。

*支持内含不低于70件垃圾物品素材，可自定义进行丰富添加。

*支持伴随正确错误，则垃圾桶会呈现笑脸、哭脸的动态效果，增强人机互动趣味的体验。

*支持可自定义垃圾桶图片、垃圾图片、按钮图片。

*支持显示正确错误动效，可设置倒计时秒数开始游戏分类，并且有声音提示。

*支持可自定义设置每轮的游戏时间，通过在指定的时间内答完成绩显示。

*支持有A、B、C三套不同版面风格选择。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按钮垃圾分类软件

1、软件名称：铵钮垃圾分类软件—单人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3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内容不低于70件垃圾物品素材，可自定义的添加和修改，删除。

*支持初始游戏规则说明：游戏开始后， 会有不同垃圾落向地面，您要做的就是伸手抓住这些垃圾，并把它放到

正确的垃圾桶内，在规定时间内获得分数越高，成绩越好。

*支持模拟现实场景，参与者点击开始界面，进入游戏环节掉落一些常见的垃圾物品进行放入对应的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拖放正确加分，错误则扣分。

*支持加分扣分环节分为：正确+5分，错误-4分，垃圾落地-3分，同时支持自定义设置分数。

*支持伴随正确错误，则垃圾桶会呈现笑脸、哭脸的动态效果，增强人机互动趣味的体验。

*支持自定义垃圾桶图片、垃圾图片、背景图片、按钮图片。

*支持显示正确错误动效，可设置倒计时秒数开始游戏分类，并且有声音提示。

*支持采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四种分类垃圾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按钮垃圾分类软件
1、软件名称：铵钮垃圾分类软件—多人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内容不低于70件垃圾物品素材，可自定义的添加和修改，删除。

*支持初始游戏规则说明：游戏开始后， 会有不同垃圾落向地面，您要做的就是伸手抓住这些垃圾，并把它放到正确的垃圾桶内，在规定

时间内获得分数越高，成绩越好。

*支持模拟现实场景，参与者点击开始界面，进入游戏环节掉落一些常见的垃圾物品进行放入对应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

他垃圾，拖放正确加分，错误则扣分。

*支持加分扣分环节分为：正确+5分，错误-4分，垃圾落地-3分，同时支持自定义设置分数。

*支持伴随正确错误，则垃圾桶会呈现笑脸、哭脸的动态效果，增强人机互动趣味的体验。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更换设置、进入软件内可对主页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采用实体按钮进行抢答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抢答模式、必答模式进行答题，后台可设置自定义分数，错误扣分，未归类扣分分数。

*支持单人，双人，三人，多人同时PK；后台可设置选手数量，匹配时间。

*支持多人模式，点击开始匹配，人员不足指定人数（2-5人）时需等待60秒进入答题，或者匹配（同时达到2-5人）成功，开始对战答题。

*支持2-5人答题时，匹配人员同时做答，每题限时30秒（可后台设置多少秒），超时或答错则不计分，答对加分。

*支持抢答模式：在软件设置上选择抢答模式，进入界面，垃圾掉落时，选手开始抢答，获得权限一方进行答题。

*支持必答模式：在软件设置上选择必答模式，进入界面，垃圾掉落时，参加的每位选手都可以答题。

*支持答题过程中，实时显示得分成绩，答题结束后，自动生成选手的当前排名。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触摸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触摸答题软件—垃圾分类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垃圾分类知识素材题库且题库不少于100道题，用随机抽选的方式从题库中筛选问答，全方位的巩固知识，极营造全

员学习、全员了解、全员注重环保的良好氛围，助推文明示范引领。

*作答过程，并随伴动态答对答错的音效，提示你“恭喜你答对了”/“回答错误！”伴随着答对喜悦提升人机交互的体验感。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题人数统计。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成绩单保存在手机上。

*支持打印成绩单，并且打印纸尺寸可自由设置。

*具有排行榜功能，每次答题结束后，将当前成绩及历史成绩显示在界面中。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铵钮答题软件—垃圾分类单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置不少于87道环保主题题库，帮助了解垃圾分类环保知识；软件普及垃圾分类环保小知识，通过

实体按钮的方式进行答题，增强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答错多少，并可查看本次答题记录。

*支持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ABCD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铵钮答题软件—垃圾分类多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软件普及垃圾分类环保小知识，通过实体按钮的方式进行答题，可进行多人互动抢答来增强互动趣味性，从

而来增强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

*支持内置垃圾分类主题UI设计，垃圾分类展厅可直接装机使用。

*支持内置不少于87道环保主题题库，帮助了解垃圾分类环保知识。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答错多少，并可查看本次答题记录。

*支持单人，双人，三人以上多人同时PK。

*单人模式：用按钮选择单人模式，进入答题界面，答题无时间限制。

*2-4人PK模式:答题者按开始按钮匹配，另一位答题者也按开始按钮匹配，人员不足指定人数（2-4人）时需等待

60秒进入答题，或者匹配（同时达到2-4人）成功，开始对战答题。

*2-4人答题时，匹配人员同时做答，每题限时30秒（可后台设置多少秒），超时或答错则不计分，答对加分。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小牛垃圾分类软件

1、软件名称：小牛垃圾分类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4个方型物理垃圾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含不低于50种分类垃圾，便于调节，可后期自定义添加、修改、删除。

*支持采用实体垃圾桶感应器形式，有效的结合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性，让用户能更有感官的了解和参与到游戏中去。

*支持游戏开始后，弹窗显示游戏说明界面、后台可定义游戏说明，增强游戏扩展性，方便后期增加更多玩法。

*支持游戏界面支持显示生动垃圾桶、得分栏、剩余时间、提示框、以及虚拟的立体小动物，形象生动，充满更多趣味性。

*支持搭配特制实物感应垃圾桶，350*350*790（单位mm）柱形面积，正面丝印特制LOGO指示，用户可参照实物感应垃

圾桶做参考来进行实时的学习。

*支持游戏内部开放系统设置，支持掉落垃圾总数量、答题倒计时时间、提示框倒计时时间、结束界面倒计时时间设置，可

以结合实际场景合理搭配，便于调整。

*支持自定义游戏内垃圾桶位置、垃圾桶造型图片、游戏背景图、提示框、点击音效、胜利音频、得分选项等。

*支持流动的垃圾种类的图形、数量自定义，除现成垃圾种类外，支持后期自定义添加更多种类的垃圾进行定义和分类。

*支持游戏说明界面图支持自定义：点击开始游戏后，进入游戏说明界面，赛道上方会周期性流动滑落一个垃圾，触摸对应

垃圾桶设备，可操作小牛把垃圾丢到对应垃圾桶中，答对则得分，答错则不得分。

*支持屏保功能，可设置无人触摸多少秒后自动进入屏保界面，实现垃圾分类场景图片、视频的宣传，提高资源利用率。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街道垃圾分类软件

1、软件名称：街道垃圾分类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4个方型物理垃圾桶。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含不低于50种分类垃圾，便于调节，可后期自定义添加、修改、删除。

*支持采用实体垃圾桶感应器形式，有效的结合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性，让用户能更有感官的了解和参与到游戏中去。

*支持游戏开始后，弹窗显示游戏说明界面、后台可定义游戏说明，增强游戏扩展性，方便后期增加更多玩法。

*支持游戏界面支持显示生动背景栏目，街道上有各种垃圾缓缓掉落下来，点击对应垃圾桶可把对应垃圾吸附到吸尘器中。

*支持游戏内部开放系统设置，支持游戏倒计时时间、得分分支、垃圾出现的间隔时间、垃圾移动速度等进行自定义修改，

可以结合实际场景合理搭配，便于操作。

*支持搭配特制实物感应垃圾桶，350*350*790（单位mm）柱形面积，正面丝印特制LOGO指示，用户可参照实物感应

垃圾桶做参考来进行实时的学习。

*支持游戏说明界面图支持自定义：点击游戏开始后，进入游戏说明界面，道路上会出现很多的垃圾掉落下来，触摸对应

垃圾桶，可操作吸尘器吸附对应垃圾，答对则得分，答错则垃圾滑落。

*支持滑落的垃圾种类的图形、数量自定义，除现成垃圾种类外，支持后期自定义添加更多种类的垃圾进行定义和分类。

*支持屏保功能，可设置无人触摸多少秒后自动进入屏保界面，实现垃圾分类场景图片、视频的宣传，提高资源利用率。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手势垃圾分类软件

1、软件名称：手势垃圾分类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 、8G内存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dows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含不低于32种分类垃圾物品素材，便于调节，可后期自定义添加、修改、删除。

*支持软件掉落垃圾的宽度160像素、高度160像素、60秒自动返回游戏首页、游戏总倒计时间30秒、正确

得分+*错误扣分-*未归类扣分-3，同时支持自定义设置。

支持通过通讯感应模块识别到玩家人体骨骼进行隔空操作，通过设备手势，可查看游戏说明或开始游戏。

支持用记需要通过体感操控抓取垃圾扔进对应的垃圾桶，正确分类则获得积分，操作失误或未归类则扣分。

*支持答对答错显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支持设置倒计时多少秒；支持分数计算显示。

支持倒计时归零时，游戏结束，系统弹出成绩结算弹窗，显示玩家成绩数据。

*支持软件自备垃圾分类素材界面，并且后端开放权限给用户自定义更换素材。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添加或

者删减对应垃圾，更换掉落垃圾图形和名称。

*支持屏保功能，可设置无人触摸多少秒后自动进入屏保界面，实现垃圾分类场景图片、视频的宣传，提高

资源利用率。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AI体感垃圾分类软件
1、软件名称：AI体感垃圾分类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八代 、8G内存或以上，支持完整版64位Windows10系统。

*体感摄像头。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含不低于28种分类垃圾物品素材，便于调节，可后期自定义添加、修改、删除。

*支持当前使用者通过抠像技术，实时容入界面中，增加现场互动性。

*支持游戏倒计时时间10秒、得分分值10分、垃圾出现的间隔时间2.5秒、垃圾掉落的速度20、返回首页倒计

时20秒、抠像显示放大倍数1倍、左右手滑动系数10，同时支持自定义设置。。

支持通过通讯感应模块识别到玩家人体骨骼进行隔空操作，通过设备手势，可查看游戏说明或开始游戏。

支持用记需要通过体感操控抓取垃圾扔进对应的垃圾桶，正确分类则获得积分，操作失误或未归类则扣分。

*支持答对答错显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支持设置倒计时多少秒；支持分数计算显示。

支持倒计时归零时，游戏结束，系统弹出成绩结算弹窗，显示玩家成绩数据。

*支持软件自备垃圾分类素材界面，并且后端开放权限给用户自定义更换素材。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添加或者

删减对应垃圾，更换掉落垃圾图形和名称。

*支持屏保功能，可设置无人触摸多少秒后自动进入屏保界面，实现垃圾分类场景图片、视频的宣传，提高资

源利用率。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连连看软件

1、软件名称：连连看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2K横屏分辨率。

*支持内含不少于25种分类垃圾链接方式，便于调节，可后期自定义添加。

*支持软件在展示常见垃圾，通过连连看互动游戏来区分不同垃圾，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支持软件自带游戏说明，以动画的方式说明规则，使软件更便于新参观者使用。

*支持软件首页点击“开始游戏”按钮会出现弹窗，输入姓名后点击开始游戏进入游戏界面。

*支持连连看界面在规定时间内，点击垃圾与其对应的垃圾桶连线，正确后对应垃圾桶和垃圾会消失，不正确时则不

会消失。直至倒计时结束。

*支持连连看结束后显示当前你完成的连连看内容详细说明，按下“排行榜”按钮可查看排名情况)。

*支持软件对于“垃圾桶”和“垃圾”可自定义其布局、大小、数量，可设定规定游戏时长、返回时间。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排名功能，显示排行榜界面，支持连错连对时声音提示。

*支持游戏说明，体验者可查看说明后进行体验，增加游戏认知度。

*支持用户需将连连看图标和对应分类连线，连接线不多于3根直线，选择时间为30秒，将所有连连看图标清除即为胜

利，游戏结束后，可参与排名。

*软件支持自定义设置垃圾桶数量，布局，提示语，排名，背景音乐，屏保，背景，素材等功能。

*支持设置倒计时多少秒，开始游戏。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背景音乐等功能。

*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垃圾分类VR科普体验软件

1、软件名称：垃圾分类VR科普体验软件—标准版

2、硬件要求：

* Pico Neo 2，4G+128G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自适应分辨率。

*支持软件借助VR手段模拟场景，通过全景720°任意角度进行互动，能够在虚拟的环境中宣传、学习

垃圾分类，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实现零距离的接触和体验。让来访者感受到高科技魅力。

*支持垃圾分类宣传片：可播放不少于三个垃圾分类宣传视频，让参与者对垃圾分类有进一步的了解。

*支持垃圾分类挑战赛：通过手柄的方式互动，点击垃圾分类挑战赛，弹窗里随机获取游戏昵称后点击

开始挑战进入游戏。屏幕会显示倒计时时间，地上会出现瓶子、烟头、果皮、电池、灯泡、药品等虚

拟生活垃圾，参与体验的人通过手柄操作，在虚拟的场景中就可以锁定相应的垃圾物品，投向虚拟垃

圾箱。如果投掷正确，会有烟花动效，投掷错误显示错误动效。游戏结束后会显示分数与排名情况。

*支持设置倒计时多少秒。

*支持VR体验垃圾分类，使用手柄将对应的垃圾素材放入对应的垃圾桶。

*支持排名功能，显示排行榜界面。



垃圾分类展厅系列—滑轨屏软件（背景随动、虚拟主持人、定点播放、人员跟随）
1、软件名称：滑轨屏软件—垃圾分类版（垃圾分类发展史）

3、软件功能：

*分辨率：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内置中国垃圾分类发展历程介绍以图文、视频结合的方式展示。

*支持软件详细记录了中国垃圾分类发展历程的每阶段所记录的事件。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或者背景视频。

*支持自定义感应点数量及内容，自定义播放窗口位置和大小。

*支持位置区间切换节目、点击按钮切换节目、随背景移动、虚拟讲解员四种模式。

*支持播放视频、图片展示、图文介绍等信息。

*支持视频和图片场景窗口下可自由叠加、移动、大小修改，窗口内容自由选择并可随时更改。

*支持电动、手动安装方式；支持对接第三方中控。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背景随动模式：I5 八代，8G内存或以上，支持64位完整版Windows系统。

*其他模式：I5 四代 ，4G内存或以上，支持64位完整版Windows系统。

*平板： RK3288，2G内存或以上，Android5.0或以上或华为平板。



交通安全展厅系列—交通安全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交通安全信息平台—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软件需集成以下多个功能模块：

（1）道路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公路保护条例、公路法、路政管理规定、公路条例、实施条例、安全法等。

（2）交通安全常识：行人篇、行车篇、乘车篇，学习各类安全常识。

（3）交通标识知识：指示标志、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路标志，了解各类图标样式。

（4）交通安全发展史：详细介绍交通发展历程。

（5）交通安全服务网：链接机动车违章查询系统、交通综合服务平台、交通运输法规查询系统、中华人

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官方网址。

（6）交通安全行为规范：事前了解、事中注意、事后处理，介绍各项行为注意事项。

（7）警钟常鸣：案例介绍、预防措施、预防与宣传，介绍预防各项安全措施和视频欣赏。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Excel、PDF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

*支持展示图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并实现对展示资料的多点操作（通过两个手指以上进行操作），包

括放大，缩小，平移，上下，滑动，多方式展示效果，资料的名称检索，表单模糊查询等功能；文档可预

设自动播放，无需参观者手触操作。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小，3D图片墙展示，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

*支持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等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有网络版和单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交通安全展厅系列—交通安全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交通安全信息平台—多功能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软件需集成以下多个功能模块：

（1）道路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公路保护条例、公路法、路政管理规定、公路条例、实施条例、安全法等。

（2）交通安全常识：行人篇、行车篇、乘车篇，学习各类安全常识。

（3）交通标识知识：指示标志、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路标志，了解各类图标样式。

（4）交通安全发展史：详细介绍交通发展历程。

（5）交通安全服务网：链接机动车违章查询系统、交通综合服务平台、交通运输法规查询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官方网址。

（6）交通安全行为规范：事前了解、事中注意、事后处理，介绍各项行为注意事项。

（7）警钟常鸣：案例介绍、预防措施、预防与宣传，介绍预防各项安全措施和视频欣赏。

（8）交通安全宣言：支持签名和拍照，扫码保存到手机带走安全宣言图片。

（9）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支持对安全、标识规范等知识学习做答题互动功能，从软件中正确理解交通安全知识，并提高在危险状态下的应变能力。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Excel、Word、PDF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图片多点放大缩小，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

公告滚动、3D图片墙展示等功能。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库题分类（初级，中级、高级）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自定义答题类型答题数量，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答错显示正确答案，答题人数统计、分数计算显示和答题记录。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保存签名或者答题成绩单，并支持一键导出至U盘或本地打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集成多点查询软件、签名软件、翻书软件、答题软件、垃圾分类软件等五套软件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交通安全展厅系列—触摸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触摸答题软件—交通安全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交通安全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答题的方式了解交通安全科普知识；实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能够更好树立我们

正确的观念，通过新型的互动答题模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上进行安装运用，增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的形成更

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型软件应用技术，形成更好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题人数统计。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成绩单保存在手机上。

*支持打印成绩单，并且打印纸尺寸可自由设置。

*具有排行榜功能，每次答题结束后，将当前成绩及历史成绩显示在界面中。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交通安全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答题软件—单人交通安全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交通安全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答题的方式了解交通安全科普知识；实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能够更

好树立我们正确的观念，通过新型的互动答题模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上进行安装运用，同时也支持连接外置物

理按钮，增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的形成更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型软件应用技术，形成更好

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总答题数，生成成绩单显示。

*支持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ABCD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交通安全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答题软件—多人交通安全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交通安全知识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答题的方式了解交通安全科普知识；实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能够更好树立我们正确

的观念，通过新型的互动答题模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上进行安装运用，同时也支持连接外置物理按钮，进行多人互动抢答，增

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的形成更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型软件应用技术，形成更好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

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总答题数，生成成绩单显示。

*支持单人，双人，三人以上多人同时PK。

*单人模式：用按钮选择单人模式，进入答题界面，答题无时间限制。

*2-5人PK模式:答题者按开始按钮匹配，另一位答题者也按开始按钮匹配，人员不足指定人数（2-5人）时需等待60秒进入答题，或者

匹配（同时达到2-5人）成功，开始对战答题。

*2-4人答题时，匹配人员同时做答，每题限时30秒（可后台设置多少秒），超时或答错则不计分，答对加分。

*支持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ABCD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廉政展厅系列—廉政综合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廉政综合信息平台—标准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软件需集成以下多个功能模块：

（1）认识廉政：廉政含义、政治现象、产生危害、探究本质、廉政史鉴，详细文字介绍。

（2）廉政文化：链接廉政频道、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廉政研究网官方网址。

（3）相关纪律：规定、意见、条例、章程、通知、准则，详细文字介绍。

（4）典型案例：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不让“微腐败”啃食群众获得感、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扭

住不放、还政治生态以“山清水秀”、坚决清理门户防止“灯下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脱贫攻坚、违法骗取拆迁补偿款、严明换届纪律，严惩拉票贿选行为、征地拆迁中违法受贿、组织面前不容“两面人”“蒙

面人”，详细文字介绍。

（5）改善措施：文字展示详细改善措施。

（6）楷模故事：不惧饮贪泉-吴隐之、不私一钱-杨继宗、拒官赠金-杨震、廉洁奉公-叶剑英、陶母退鱼-陶侃、一贫如此-

张浚、一钱太守-刘宠、以廉为宝-子罕，详细介绍多位楷模故事。

（7）廉政宣传：不低于5个廉政有关视频以上视频欣赏。

（8）廉政金句：古代警句、格言、寓廉于诗、廉政辞赋，详细各类金句介绍。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Word、Exce、PDF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

*支持展示图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并实现对展示资料的多点操作（通过两个手指以上进行操作），包括放大，缩小，

平移，上下，滑动，多方式展示效果，资料的名称检索，表单模糊查询等功能；文档可预设自动播放，无需参观者手触操作。

*支持图片多点放大缩小，3D图片墙展示，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

*支持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等功能。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有网络版和单机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廉政展厅系列—廉政综合信息平台

1、软件名称：廉政综合信息平台—多功能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软件需集成以下多个功能模块：

（1）认识廉政：廉政含义、政治现象、产生危害、探究本质、廉政史鉴，详细文字介绍。（2）廉政文化：链接廉政频道、人

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廉政研究网官方网址。（3）相关纪律：规定、意见、条例、章程、通知、准则，详细文字介绍。

（4）典型案例：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不让“微腐败”啃食群众获得感、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扭住不

放、还政治生态以“山清水秀”、坚决清理门户防止“灯下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脱贫攻坚、违法

骗取拆迁补偿款、严明换届纪律，严惩拉票贿选行为、征地拆迁中违法受贿、组织面前不容“两面人”“蒙面人”，详细文字

介绍。（5）改善措施：文字展示详细改善措施。（6）楷模故事：不惧饮贪泉-吴隐之、不私一钱-杨继宗、拒官赠金-杨震、廉

洁奉公-叶剑英、陶母退鱼-陶侃、一贫如此-张浚、一钱太守-刘宠、以廉为宝-子罕，详细介绍多位楷模故事。（7）廉政宣传：

不低于5个廉政有关视频以上视频欣赏。（8）廉政金句：古代警句、格言、寓廉于诗、廉政辞赋，详细各类金句介绍。（9）廉

政签名：支持签名和拍照，扫码保存到手机带走图片。（10）廉政答题：支持对廉政文化、知识规范等知识学习做答题互动功

能，反腐倡廉的相关信息传递给用户，提高用户严守廉政准则，保持清正廉洁。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无限层级子页面。

*支持Exce、word、PDF文档显示并且支持打印功能、图片多点放大缩小，翻书效果，左右划动等展示

、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内容搜索、底部公告滚动、3D图片墙展示等功能。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库题分类（初级，中级、高级）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自定义答题类型答题数量，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并且有动效声音播放，答错显示正确答案，答题人数统计、分数计算显示和答题记录。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保存签名或者答题成绩单，并支持一键导出至U盘或本地打印。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集成多点查询软件、签名软件、翻书软件、答题软件、垃圾分类软件等五套软件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廉政展厅系列—触摸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触摸题软件—廉政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廉政文化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答题的方式了解交通安全科普知识；实现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能够更好树立我们正确的观念，通过新型的互动答题模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上进行安装运用，增

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的形成更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型软件应用技术，形成更好

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自由设置倒计时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答题人数统计。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成绩单保存在手机上。

*支持打印成绩单，并且打印纸尺寸可自由设置。

*具有排行榜功能，每次答题结束后，将当前成绩及历史成绩显示在界面中。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廉政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答题软件—单人廉政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廉政文化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答题的方式了解交通安全科普知识；实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能够更

好树立我们正确的观念，通过新型的互动答题模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上进行安装运用，同时也支持连接外

置物理按钮，增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的形成更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型软件应用技术，

形成更好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自由设置或直接进入答题界面。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总答题数，生成成绩单显示。

*支持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ABCD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廉政展厅系列—按钮答题软件
1、软件名称：按钮答题软件—多人廉政版

2、硬件要求：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物理按钮由我司提供，有ABCD开始5个按钮。

*连接方式：每组物理按钮插进主机USB口， 一组有5个按钮。

3、软件功能：

*分辨率：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廉政文化相关题库不低于100道题，用按钮答题的方式了解交通安全科普知识；实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能够更

好树立我们正确的观念，通过新型的互动答题模式，能够运用在触摸一体机上进行安装运用，同时也支持连接外置物

理按钮，进行多人互动抢答，增强科技型软件应用发展战略，有效的形成更高的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感受科技型软件

应用技术，形成更好的社会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有效的提升。

*支持自定义背景图片、自由拖动按钮位置，支持题库分类。

*支持单选题、判断题，系统随机从题库抽取多少道进行答题。

*支持用Excel表管理题库，方便用户自行更新。

*支持倒计时显示，时间一到，还没进入作答，自动进入下一道。

*支持答对答错动效提示，答错显示正确答案。

*支持显示答对多少，答错多少，并可查看本次答题记录。

*支持单人，双人，三人以上多人同时PK。

*单人模式：用按钮选择单人模式，进入答题界面，答题无时间限制。

*2-5人PK模式:答题者按开始按钮匹配，另一位答题者也按开始按钮匹配，人员不足指定人数（2-5人）时需等待60

秒进入答题，或者匹配（同时达到2-5人）成功，开始对战答题。

*2-4人答题时，匹配人员同时做答，每题限时30秒（可后台设置多少秒），超时或答错则不计分，答对加分。

*支持用实体按钮进行答题互动，实体按钮具有开始和ABCD按钮，丰富实际操作体验。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廉政展厅系列—挥洒足迹软件

1、软件名称：挥洒足迹软件（签名软件）—廉政版

3、软件功能：

*分辨率：签名屏、展示屏支持4K及以下分辨率。

*支持含有1套深度设计廉政风格主题版面，无需替换任何UI版面，实现随心所欲安装即可使用。

*支持软件自动识别笔锋、支持自定义签名背景图、自定义功能按钮、自由拖动按钮位置。

*支持拍照功能，摄像头大小位置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打印功能、打印纸尺寸大小可自定义设置。

*支持用手机扫二维码，将签名保存在手机上。支持将签名图片拷贝到U盘。

*支持签名人数统计并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支持签名日期时间显示。

*支持开机自启、自动关机、无人触摸广告图播放、无人触摸自动返回主页、背景音乐等功能。

*支持界面有自由拖拽功能按钮、页面排版等设计模式功能。

*支持具有双屏联动功能，签名屏签名保存后，飞展示屏显示且大屏能播放历史签名。

*支持后台资料更新、支持自定义更换版面UI。

2、硬件要求：

方式一：

*签名屏： 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

USB高清摄像头。

方式二：

*签名屏：I5 四代、4G内存或以上，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USB

高清摄像头。

*展示屏：普通显示器或电视或拼接屏。

*连接方式：用HDMI线扩展方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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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我们的合作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龙景科技园E栋东侧5楼

关注公众号
了解更多产品

扫一扫添加我微信

深圳市鼎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员：鄢忠谋 18928442570、0755-89518500

网址：www.SzDsTou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