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触控显示器
面向教育行业的协作解决方案

出彩的视觉效果，出众的学习体验
戴尔交互式触控显示器具有令人惊叹的图像质量和先进的协作功能，可激发学生前所未有的
学习兴趣。直观的设计允许像支持触控功能的平板电脑或二合一设备那样使用，而又不需要
特殊的软件或校准。详细了解升级教室的显示设备可以如何提高教师教学效率、增强学生学
习效果并减少 IT 维护工作量。

有关详情，请与您的戴尔代表联系或访问 Dell.com/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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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学生需要的功能
利用 55、70、75 或 86 英寸触控显示屏让学生专心听讲；它经过特别设计，使内容更容易阅读且支持强大的协作功能，
从而大幅度提升学习效果。戴尔交互式触控显示器提供一系列功能，可帮助学生培养团队合作、沟通、创造力和批判性
思维等基本技能。

协作
利用触控显示屏，教育工作者能够让课堂教学具有更多的
交互性、吸引力和协作性，从而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
解和记忆。我们直观的设计将大家熟悉的触控式设备使用
体验搬到大屏幕上，而且由于没有学习曲线且不需要培
训，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可以立即开始使用。

课堂内容捕获与共享
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可通过应用程序进行注释，或者将显示
屏用作虚拟白板。然后，可以使用随附的协作软件或其他
第三方选项保存这些注释，在课堂上或者以远程方式与学
生实时共享。

便利共享，戴尔独有
戴尔独有的屏幕下降功能，旨在让不同身高或者移动受限的学生能够更方便地操作。*面板一侧的按钮让用户能够
将显示的图像下降到 3 种不同的高度设置，以便轻松观看。此功能适用于戴尔 4K 交互式触控显示器 — C5518QT、
C7520QT、C8621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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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解决方案
可以将可选的戴尔 OptiPlex 微型机插入 C5518QT、
C7520QT 和 C8621QT 上集成的 PC 插槽中，或通过可选的
托架将其附连至 C7017T，从而构成一个一体式解决方案。
将所需的一切部署在一个位置，让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实现
轻松共享，而无需物理连接他们的个人设备。

锁定
通过锁定模式** 防止意外关机或设置更改，该功能允许
IT 管理员控制菜单和电源选项。

无线演示
学生和教师可以使用我们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的
各种可选的无线演示解决方案，直接从他们的设备进
行演示。不管您在使用什么样的设备和操作系统，都
能找到一个适合于您环境的无线解决方案。

远程学习
无论是为远程学习者创造一种包容性的学习体验，还是
将实地考察带入课堂，戴尔都能凭借第三方摄像头解决
方案，帮助您轻松实现远程协作，为学生呈现一个学习
的世界。

为何选择戴尔交互式触控显示器
体验戴尔交互式触控显示器的简洁性、灵活性和可靠性。
通过为您的学习空间配备戴尔设备，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将可以轻松进行演示和协作。戴尔交互式触控显示器可作
为独立显示屏提供，也可使用可选的硬件和软件进行定制，以创建一个满足贵机构独特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

连接

戴尔大尺寸显示器易于设置和使用，让您和您的团队能够在不中断的情况下
快速完成连接。它们具有软件和硬件中立性，所以您几乎可以将它们与任何
电脑、操作系统或软件配合使用。而且，它们还提供广泛的连接选项，所以
您可以快速连接到显示屏并在各个演示者之间无缝切换，从而让观众能够看
到流畅、连续的演示。

演示

高达 4K 的分辨率1 产生非凡的视觉效果，让观众们聚精会神地观看。借助平
面转换技术，几乎从房间内的任何位置都能看到醒目、清晰的文字和一致的
色彩。此外，防眩光和防污涂层可减少会干扰视线的反光和指纹，以改善清
晰度。

协作

我们的交互式触控显示器可让多位用户同时使用多达 20 个触控点进行写入、
编辑、注释或擦除备注，实现顺畅、直观的团队协作。此外，戴尔独有的屏
幕下降功能让处于不同高度的用户都能够轻松够到屏幕并进行操作。

易于部署和管理
戴尔大尺寸显示器兼容 VESA，所
以您可以轻松选择适合您的空间的
安装解决方案 — 无论是手推车、
支架还是壁挂安装架。而且，借助
HDMI CEC、RJ45 和RS232 端口1，
您的 IT 可以通过网络或会议室控制
系统方便地控制您的显示器。

我们自己的团队可轻松部署戴尔 86 系列 4K 显示
器。我们使用自己的 Windows 映像，以确保符
合我们的标准和安全策略。这能够进一步降低设
备的总成本。”
– Paul Wilmore，斯托尼赫斯特学院 IT 总监
数据来源：戴尔/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客户参考案例分析，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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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我们的开放式平台方案，您可以将我们的显示器部署到您的学习空间中，
并继续使用您已熟练掌握的技术。这自然使您的新显示器易于部署和使用 —
不需要校准或用户培训。

开放式平台

戴尔提供多种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来补充我们的交互式触控显示器，让您能
够轻松创建一个可满足您的需求的端到端协作解决方案。

定制

支持

戴尔大尺寸显示器提供 3 年期高级更换服务（可升级至 5 年）2，所以，在
需要时，我们将可以在下一个工作日为您发送更换显示器，确保您的空间始
终能够随时召开会议。购买 Dell ProSupport 选项，即可升级至 24x7 专家技
术电话支持。

戴尔大尺寸显示器无需任何培训。在快速设置
后，教师和学生便可迅速开始使用戴尔 86 系列
4K 显示器。”
– Paul Wilmore，斯托尼赫斯特学院 IT 总监
数据来源：戴尔/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客户参考案例分析，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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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交互式触控显示器几乎可与任何软件或硬件相结合，以创建定制的协作解决方案，满足您的教育需求。下面
是一些示例：

核心组件

戴尔大尺寸显示器

无线演示

SCREENBEAM 1000 EDU 无线显示接收器，
带 ScreenBeam CMS 和
ScreenBeam Classroom Commander

戴尔 OPTIPLEX
微型机

戴尔键盘和鼠标

协作软件

安装

远程学习

LOGITECH MEETUP

CHIEF 安装架和支架

LOGITECH 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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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解决方案

Google for Education 凭借自动更新和内置的安全功能提供安全、直观
的云端管理。学生和教师可以使用提供的众多输入端口之一直接将
Chromebook 连接到大尺寸显示器，或者使用 Chromecast 进行无线连接。
他们可以使用兼容的应用程序直接在显示屏上进行注释和交互，或者通过
其支持触控功能的 Chromebook 进行。

利用英特尔 Unite® 解决方案，您能够为您的组
织轻松创建并管理一个安全的内容共享和协作
平台。以无线方式连接显示屏、员工和混合技
术环境，让您的团队随时随地都能够进行共享
和协作。

借助 Microsoft in Education，学生和教师可以轻松连接到外部设备（例如
扬声器、摄像头和数字麦克风），以及不限数量的各种软件应用程序。选
择让学生能够同时实时添加注释的 Web、移动和桌面版应用程序，例如
Microsoft Teams for Education、Microsoft Edge、PowerPoint 和 OneNote。

FlatFrog 可以完全像普通的白板那样使用 — 允
许演示者在表面上进行注释，多个用户可使用
独具特色的手写笔功能捕获注释并使用手掌擦
除内容。C5518QT、C7520QT 和 C8621QT
随附了许可证。

DisplayNote 软件有助于使演示更具交互性。允
许用户从他们自己的设备连接到演示和贡献内
容，并彼此协作。C5518QT 和 C7017T 随附了
许可证。

安装架和支架

CHIEF LARGE FUSION 固定液晶显示器
壁挂安装架 | LSA1U
这款具有速装功能的结实的安装架可将沉重的
显示屏固定在墙上。垂线调整可帮助让显示屏
保持上下垂直。
与 C5518QT、C7017T 和 C7520QT 兼容。
C8621QT 与 XSM1U 兼容。

CHIEF 桌面支架 | LDS1U
您可以将会议室显示器安放在一个平整表
面上，从而能够完全按自己的设想安排您
的教室布局，而不用担心有没有合适的墙
壁空间。
与 C5518QT 兼容。

X-LARGE FUSION 可微调固定式壁挂
显示屏安装架 | XSM1U
经改进的壁挂安装架具有诸多特点，例如超强
的稳定性、更快的安装、更方便的横向移位、
更轻松的线缆管理和增强的安全性。
与 C8621QT 兼容。

CHIEF LARGE FUSION
落地支架 | LFAUB
这款高度可调的落地支架采用圆边角设计，
造型时尚，有一种更加柔美、专业的观感，
非常适合摆放在公司和教室环境中。
与 C5518QT、C7017T 和 C7520QT 兼容。
C8621QT 与 XFA1UB 兼容。

CHIEF FUSION 安装组件 | FCA520（用于
手推车）/FCA112（用于壁挂安装）
使用这款多功用夹具，将微型 PC 或其他
设备附连到大尺寸显示器的背面。
与 C7017T 兼容。

CHIEF LARGE FUSION 手动高度
可调移动 AV 手推车 | LPAUB
使用一款便于推动而且高度可调的手推车，
将显示屏带到为了授课而需要去的任何地方。
与 C5518QT、C7017T 和 C7520QT 兼容。
C8621QT 与 XPA1UB 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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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518QT

C7017T

C7520QT

C8621QT

分辨率

4K

全高清

4K

4K

安装 OptiPlex 微型机所需的部件

PC 插槽

可选配支架

PC 插槽

PC 插槽

触控

20 点触控

10 点触控

20 点触控

20 点触控

图像尺寸

54.6 英寸

69.5 英寸

74.5 英寸

85.6 英寸

面板类型

IPS 镜面屏

垂直对齐镜面屏

IPS 镜面屏

IPS 镜面屏

表面

防眩光、防污

防眩光、防污

防眩光、防污

防眩光、防污

安装支架

可选壁挂安装架

随附壁挂安装架

可选壁挂安装架

可选壁挂安装架

连接

3 个 HDMI 接口
1 个 DisplayPort 端口
1 个 VGA 端口
7 个 USB 端口
1 个音频输入/输出端口
1 个 RS232 接口
1 个 RJ45 接口

3 个 HDMI 接口
1 个 DisplayPort 端口
1 个 VGA 端口
5 个 USB 端口
1 个音频输入/输出端口
1 个 RS232 接口
1 个 RJ45 接口

3 个 HDMI 接口
1 个 DisplayPort 端口
1 个 VGA 端口
7 个 USB 端口
1 个音频输入/输出端口
1 个 RS232 接口
1 个 RJ45 接口

4 个 HDMI 接口
1 个 DisplayPort 端口
1 个 USB Type-C 端口
（供电功率最高 90 W）
7 个 USB 端口
1 个音频输出端口
1 个 RS232 接口
1 个 RJ45 接口

安装支架

可选壁挂安装架

随附壁挂安装架

可选壁挂安装架

可选壁挂安装架

通过戴尔大尺寸显示器，我们为学生提供一种高度沉浸、高效而且
交互式的学习体验。”
数据来源：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客户参考案例分析

* 基于 2018 年 11 月进行的戴尔内部分析。
** 适用于戴尔 4K 交互式触控显示器 — C5518QT、C7520QT 和 C8621QT。
1 仅特定型号提供。
2 高级更换服务：在完成电话/在线诊断后，如有必要，戴尔将在第二个工作日为您发送更换的显示器。送货时间可能因所在位置而异，对于 55 英寸及更大尺寸的显示器
可能也有差异。如果不能退还缺陷产品，则需要支付相关费用。敬请访问 dell.com/servicecontracts
Dell.com/monitors
产品供应因国家和地区而异。有关详情，请与戴尔代表联系。
© 2020 Dell 保留所有权利。
本文档中可能使用了商标或商品名称来指代拥有其产品的标志和名称的实体。戴尔声明对其他实体的商标和名称不拥有任何专有权益。未经戴尔的明确
书面许可，严禁以任何方式进行复制。

v.1 02/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