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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campus starts from smart runway

智慧校园从智慧跑道开启！



说明，目前是试行阶段，待施工成熟后，将施工安装任务给予定价承包。



“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最近厅里也在和省政府签署一份文件，但还没正式下发。按照接下来的指导方针，应该会逐
步提高中考体育科目考试的分值占比。”

为什么要做校园智慧跑道？

地区 旧分值 新分值

北京 30 70

深圳 30 50

广州 60 70

郑州 50 70

昆明 50 100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逐步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
重，由过去不低于中考成绩总分的5%，到2025年提升至10%以上。“按照指导方针，应
该会逐步提高中考体育科目考试的分值占比。”



地感的优点：
（1）成本可控，性价比高
（2）施工难度小，方便安装
（3）识别率高，接近100%8

从校园看跑道发展史

60年代-80年代 泥土跑道1.0



地感的优点：
（1）成本可控，性价比高
（2）施工难度小，方便安装
（3）识别率高，接近100%8

从校园看跑道发展史

90年代-00年代 水泥地跑道2.0



地感的优点：
（1）成本可控，性价比高
（2）施工难度小，方便安装
（3）识别率高，接近100%8

从校园看跑道发展史

2010-2020年代 塑胶跑道3.0



地感的优点：
（1）成本可控，性价比高
（2）施工难度小，方便安装
（3）识别率高，接近100%8

2021-2025年 校园智慧跑道4.0



说明，目前是试行阶段，待施工成熟后，将施工安装任务给予定价承包。

青海省首条智能步道

青海首条智能步道的建成，能让市民感受

到运动的快乐和效果，让健身锻炼变得更

加科学和贴心。

天津健康主题公园“智能步道”

2018年，天津南开区健康主题公园内设立

了舒华智能健身步道，全长为1公里。

北京海淀公园智能步道

2018年，北京海淀公园完成首条智慧步

道建设，用户正常注册，运动数据会自动

显示在排行榜。

第一条“智慧跑道”问世！



地感的优点：
（1）成本可控，性价比高
（2）施工难度小，方便安装
（3）识别率高，接近100%

空感为什么不适用于校园？

【空感】：空中感应，人脸识别杆

【地感】：地面感应，地面感应器+腕带

地感的优点：
（1）成本可控，性价比高
（2）施工难度小，方便安装
（3）识别率高，接近100%
（4）适用范围广非常适合正在改建和计划改建操场的校园、体育馆、军训场标准化管理。

校园智慧跑道：2020年12月— 2021年7月 市场调研，开发和落地使用

空感存在角度和光线问题，存在较大的漏读率，识别率大概为90%，适用于公园，
社区比较休闲娱乐的场景。



我们怎么去做校园智慧跑道？



学生 家长 老师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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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场景】：学校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职高，成人院校等……）

【 使用人群 】：

产品实现的最终目的：实现标准化，自动化学校管理。



说明，目前是试行阶段，待施工成熟后，将施工安装任务给予定价承包。

校园智慧跑道【产品简介】

产品原理：
校园智慧跑道是RFID射频技术和人脸算法技术在校园领域的智慧化应用，多项软硬件构
成致力于帮助于校长、老师、家长和学生进行运动管理的智能化产品。

使用方式：
当学生带着感应腕带进入校园智慧跑道正常奔跑，其奔跑的时间点和学生ID会传入系统
并自动计算出学生奔跑的里程、时间、速度以及所消耗的卡路里，进而可进行排名。



校园智慧跑道【系统组成】

软件主要包括：

PC端管理系统（SAAS），家长小程序，教师APP，

人脸识别算法；

硬件主要包括：

学生手环，地面感应器，超高频读写器，智能盒，

户外跑道大屏。

校园智慧跑道由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构成。



校园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❶ AI跑道大屏

产品说明
作为校园智慧跑道的核心硬件之一，跑道大屏主要用于
运动榜单数据展示和学生查询个人运动数据，同时具备
天气查询和数据统计的功能。

查询方式
1、使用人脸查询
2、使用腕带查询

显示屏幕尺寸：43寸 屏幕分辨率：1920X1080P







系统会自动给每个学生分配一个树苗，树苗的成长过程有36级，每增加一级需要不同的卡路里。



通过APP或管理系统发布四种动态：寻物启事、荣誉表彰、榜单排行和新闻动态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❶智能盒是地感方案的关键设备，它一头连接着地感天线，一头连接着软件系统；
它负责将感应到的数据处理上传。智能盒除了接收和上传数据，还是一个具有声光电效果
的智能设备

❷它的前方配有1个激光器，激光器会将红色激光打在路面；智能盒的上下各配有一条LED
灯，在傍晚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会自动打开；她在带着腕带经过智能盒的时候会自动播报鼓
励语音。

❷智能盒是个什么东西？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产品说明

作为校园智慧跑道的主打产品之一，也作为校园智慧跑道
的首推感知方案，智能盒集成了多个硬件设备，包括LED
灯、超高频读写器模块、喇叭、功放板、电源适配器等。

智能盒既能实现腕带数据上报，又能辅助照明指示，还能
播报语音鼓励。该方案布置在跑道边缘，无需开挖跑道施
工，安装过程中不影响学校上课。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❸地面感应器

产品说明

地感天线采用全封闭防水工艺，采用阻燃级ABS
材料，能耐踩、防水、抗高温。10DBI 超强信号，
能顺利穿透20mm塑胶地面，并覆盖直径2米范围。

地面感应器埋于常规塑胶跑道下方使用。不会在
地表露出任何部件，保证校园跑道原始而完整。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❹ 学生腕带

校园智慧跑道的学生腕带采用MR6超高频芯片，
使用硅胶分装，以抗人体干扰思路设计而成.

既具有防水抗摔，又可以贴身佩戴，解决了
UHF无源标签因靠近人体被干扰而导致性能下
降漏读问题。

广东城基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说明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腕带固有3色可选

学生腕带采用环保硅胶一次封装成型，硅胶质地
柔软舒适，哑光色泽美观大气，经典卡扣佩戴方
便，任意弯折不变形、不起皱、不折断。

产品提供三种固有的设计图案，可以按需定制文
字尺寸、颜色、大小和排版。

零售价：38元 / 个

批发价：28元/个

广东城基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观说明

根据客户需求私人定制，如校徽，门卡，智能手表



校园智慧跑道【软件部分】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用户管理
所属角色：校长/主任

功能描述：【 跑道设置 】【 班级管理 】【 学生管理 】【 锻炼管理 】

【 考核管理 】【 考试管理 】【 比赛管理 】【 腕带管理 】

【 设备管理 】【 用户管理 】【 个人中心 】【 系统设置 】

【 公告管理 】

❶ PC 管理系统

校长

后
台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用户管理
所属角色：校长 / 主任 /老师

❷校园智慧跑道 App

老师

APP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用户管理
所属角色：家长

❸家长小程序

在“微信-发现-小程序”中，搜索：校园智慧跑道，关注即可使用。



校园智慧跑道【产品功能】

考试计时
能完成50米、50米*8往返跑、100米、
800米、1000米等常规比赛和考试。

1

数据查询
通过APP，小程序，跑道大屏查看运
动数据。或投到电子班牌上查看运动

数据。可查看个人运动历史。

3

考核评测
按日、周、月、学期创建运动考核，

自动监督学生体育锻炼。

2

辅助娱乐
校园跑道系统富有乐趣，让学生们因

为智慧校园跑道而热爱跑步。

4



校园智慧跑道【施工部分】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❶ 预埋管线和地感天线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❶ 预埋管线和地感天线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❶ 预埋管线和地感天线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❶ 预埋管线和地感天线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❷ 制作地笼并浇灌水泥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❷ 制作地笼并浇灌水泥



智慧跑道硬件设备

❸安装效果



❹ 施工团队及器材

序号 工具名称 数量 用途

01 人货车 1台 拉6人及显示大屏、材料、工具等。

02 路面切割机（380伏） 2台 切割线沟、槽坑的边界。

03 电镐（电锤）（220伏） 2台 开挖线沟、槽坑。

04 电工工具、泥工工具 一批

05 文明施工围挡、彩条布 一批

施
工
安
装
项
目
部

项目经理

各1人
6人测量工程师

电工

工人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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