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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控制部分

1 心理学仪器操作控制软件 BD-Ⅴ

适用BD-Ⅴ型心理学仪器系
列采用微机操作模式，微机
可以外接大屏幕或投影仪，
特别适合实验演示与讲解。

1

2 彩色液晶触摸屏（含软件） BD-Ⅴ

适用BD-Ⅴ型心理学仪器系
列采用彩色液晶触摸屏操作
模式，适合分组实验或测试
。

1 7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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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手调节器 BD-Ⅴ-302

⒈操纵目标移动的左、右手所持摇把以及
旋钮。双手动作“摇”或“旋”方式可以
选择。⒉图案：三个，圆环（外径75mm）
、对称螺旋曲线、WM字母组合曲线。曲线
宽5mm。⒊记录目标移动时在图案中的正
确时间、出图案的错误时间；出错次数。
最大记时999.9秒，最大计数999次。⒋目
标达到终止位置自动停止记时，也可以手
动停止记时。⒌屏上实时显示目标移动的
轨迹。⒍测试结束后，计算显示时间正确
率、轨迹正确率。⒎实验结果打印输出。
串口，波特率1200。可选购微型打印机或
数据采集软件。

研究被试在动作学习中双手
协调的能力及双手分配的能

力。
1

动作协调
类仪器

以下仪器可以采用液晶触摸屏，适合分组实验或测试；可以采用微机操作，特别是外接大屏幕或投影仪。适合实验演示与讲解。请用户自选模式。

                        儿童心理训练室心理仪器方案（采用 BD-Ⅴ系列型心理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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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作稳定器 BD-Ⅴ-304

⒈九洞直径分别为2.5，3，3.5，4，
4.5，5，6，8，12mm。⒉曲线槽中央最宽
处宽度为：10mm，边缘最小宽度2.2mm、
⒊楔形槽最大宽度为：10mm，最小宽度
1.6mm、⒋测试面45°倾斜。⒌一个带绝
缘棒的金属测试针，测试针直径1.5mm。
⒍测试针碰边蜂鸣器报警，与中间隔板接
触发光管亮。⒎稳定性的九洞测试：记录
手臂稳定性指标。⒏曲线或楔形槽测试：
记录碰边次数与测试时间。⒐实验结果打
印输出。串口，波特率1200。可选购微型

打印机或数据采集软件。

测试保持手臂稳定的能力，
可间接测量被试情绪的稳定

程度。
1

动作协调
类仪器

3 注意分配实验仪 BD-Ⅴ-314

⒈被试面板设有低音、中音、高音三个反
应键，八个发光管和与其对应的八个光反
应键。⒉声与光刺激可分别呈现，也可同
时呈现，随机、自动、连续呈现。⒊操作
的定时时间为：1-9分钟，共九档。⒋声
刺激音频：高频（1200Hz）、中频
（600Hz）、低频（400Hz）⒌声刺激音
量：4档。⒍分别记录设定时间内对光或
声反应的正确次数及错误次数。最大次数
9999次。⒎自动计算注意分配量Q值。⒏
自检功能：检查被试面板的声与光反应键
及其相应发光管，喇叭好坏。⒐实验结果
打印输出。串口，波特率1200。可选购微
型打印机或数据采集软件。

可测量被试同时进行两项工
作的能力即注意分配值的大
小。可用来研究动作、学习

的进程和疲劳现象

1
注意类
仪器

4 注意广度测试仪 BD-Ⅴ-315

⒈呈现圆点数目：5-16点，随机呈现；⒉
呈现屏：16×16红色光点阵显示屏.⒊速
示时间：0.01-9.99秒；⒋实验次数：12-
252次（1～21组，每组5～16点各1次）⒌
注意广度值：连续应答50%以上正确率的
最大圆点数；⒍实验结果打印输出。串

口，波特率1200。可选购微型打印机或数
据采集软件。

可测量被试的注意广度，即
注意范围。可用来研究人的
学习和工作效率能力。

1
注意类
仪器

5 河内塔 BD-Ⅴ-405
⒈由八个不同直径的圆盘与三个直立的小
柱组成。⒉圆盘厚度5mm，直径分别为65

、60、55、50、45、40、35、30mm

测试被试解决问题的能力及
思维活动的过程。即思维方

向与运用策略。
1

思维类仪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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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记忆广度测试仪 BD-Ⅴ-407

⒈记忆材料：数字0-~9随机组合成3—16
位数的位组，每位四次随机呈现；⒉记忆
材料显示方式：每一位数字顺序显示，每
一数字显示时间为0.7秒；⒊应答方式：
“顺答”、“逆答”两种。⒋计位规则：
起始位长=2（2位），每测试完一个位
组，位长加一。⒌记错规则：每回答错一
组数，记错一次。某位组4次测试皆错。
则实验结束。6记忆广度值：F=2.0+0.25X
（X是被试者正确回答的次数）。⒎实验
结果打印输出。串口，波特率1200。可选
购微型打印机或数据采集软件。

用于数字记忆广度实验和提
高记忆力的训练。可同时测
量被试视觉、记忆、反应速

度三者结合的能力

1

学习记
忆类仪

器

7 空间位置记忆广度测试仪 BD-Ⅴ-409

⒈空间位置记忆材料：方形键16个，排成
4×4方阵，16个位置的红色键可随机组合
成3～16位数的空间位置刺激位组。⒉仪
器设有两种实验：ａ）3～16位空间位置
刺激组的顺序呈现，测试被试在刺激顺序
呈现时的空间记忆广度。b）3～16位空间
位置刺激组的同时呈现，测试被试在刺激
同时呈现时的空间记忆广度。⒊每一位长
的空间位置刺激组呈现三次。⒋计位规
则：起始位长=2（2位），每测试完一个
位组，位长加一。⒌记错规则：每回答错
一组位置，记错一次。某位组3次测试皆
错。则实验结束。6空间位置记忆广度
值：F=2.0+X/3X是被试者正确反应的次
数，其基础分为2.0分。⒎实验结果打印
输出。串口，波特率1200。可选购微型打
印机或数据采集软件。

可测量人对空间方位的知觉
能力和短时记忆能力。学习
测量空间位置记忆广度的方

法。

1

学习记
忆类仪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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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反应时运动时测试仪 BD-Ⅴ-513

⒈设有四种实验功能；⑴实验Ⅰ：测试反
应时及8个方位键的运动时，⑵实验Ⅱ：
测试反应时及6个不同距离的运动时，⑶
实验Ⅲ：测试在60秒或30秒的敲击次数，
⑷实验Ⅳ：测试正确完成一套规定的编码
敲击动作所需要的总时间、反应时、运动
时、运动完成时和敲击总次数。编码方
式：153426或514362.⒉开始的信号刺激
方式：声、光各自呈现及声光同时呈现。
⒊反应时：0.001-9.999秒；运动时：
0.001-999秒；运动完成时：0.001—
99.999秒；⒋实验Ⅰ、Ⅱ实验次数10-90
次（每档10次）或者不限（最大实验次
数：99次）。⒌实验Ⅲ的定时：30秒或60
秒；⒍实验Ⅲ的最大敲击次数：99次。⒎
实验Ⅰ采用被试专用键盘箱：1个反应
键，8个方向的运动键，各键上都有指示
灯。⒏实验Ⅱ、Ⅲ、Ⅳ采用被试敲击板。
⒐仪器自动辨别相接的是专用键盘箱敲击
板还是敲击板。⒑实验结果打印输出。串
口，波特率1200。可选购微型打印机或数
据采集软件。

用来测定人对目标刺激的反
应时及运动时，检验优势手
的反应时与运动时是否相关
。测试和记录被试者手臂有
节奏的敲击运动，从而了解
被试在声音或灯光刺激下的
反应时间和运动完成时间，
辨别被试的敏捷性、坚持性

和准确性。

1
反应类
仪器

9
脑波生物反馈心理训练系

统
BD-C-1F

通过对脑波SMR波、高β波等关键波段的
频谱智能分析和专注度、放松度等动态量
化评测手段，指导受训者开展有效针对注
意力水平、认知能力水平、专注能力、抗
干扰能力、思维能力和情绪自主调节能力
的全方位评估、调节、练习和巩固的训

练，可快速高效提高中小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优秀学习习惯的培养，同时通过训练消
除焦虑、紧张、冲动、抑郁等负面情绪，
提升专注、平和、改善因心理因素导致的
躯体疾病，实现身心健康。产品可以单机
使用，也可以网络设置多用户使用，便于

教师开展团体教学、

依据生物反馈原理，采用视
频、音乐、图像和训练、自
主设计训练等多种方式进行
训练，可以提升注意能力和
消除焦虑紧张情绪，平衡并
提升受试者的脑波状态，令
使用者达到自主神经系统平
衡协调状态，从而实现调节
情绪、提高心理素质能力的

作用。

生物反馈
训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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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心电生物反馈心理训练系

统
BD-C-2F

采用世界先进便携的医学精度心电传感技
术和专业算法进行心率变异性分析

（HRV）及平均心率、呼吸率、心脏能力
等量化测量分析手段，集生理指标采集、
分析和评估、身心状态调节、情绪稳定性
训练为一体的心理放松系统。能够帮助使
用者缓解压力，增加积极情绪，改善生理
机能协调性，改善自主神经调节能力。产
品可以单机使用，也可以网络设置多用户

使用，便于教师开展团体教学、

依据生物反馈原理，采用视
频、音乐、图像和训练、自
主设计训练等多种方式进行
训练，可以提升注意能力和
消除焦虑紧张情绪，平衡并
提升受试者的脑波状态，令
使用者达到自主神经系统平
衡协调状态，从而实现调节
情绪、提高心理素质能力的

作用。

生物反馈
训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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