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中小学特殊教育心理教学和训练系列产品配置方案
序
号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主要技术指标

北大应用行为分析与
辅助教学管理系
1
行为管理可视化训练 BDC25-1
统
辅助教学系统

感觉统合训练
2 类：视觉听觉感 时间知觉实验仪
知觉训练

BD-Ⅱ-121

感觉统合训练
3 类：本体感觉训 手腕动觉方位辨别仪 BD-Ⅱ-309
练

采用可视化的行为观察记录分析手段，结合应
用行为分析、认知行为干预和生物反馈等有效的心
理训练科学方法，融合专业的感知觉能力、粗细动
作能力、认知学习能力、反应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沟通与社会情绪能力等十个方面数十个基本能力
的专业学习方法和训练手段，进行儿童教育训练的
教学指导和训练信息化、行为能力过程量化、个体
训练档案化的辅助教学及信息管理系统。
1、运用应用行为分析与管理辅助项目库进行可视
化辅导训练。
2、运用可视化行为观察与分析开展应用行为观察
与分析项目的自主设计教学实践。
3、训练教学的信息化管理和学生数字化个性化的
训练数据记录和成长档案。
4、数据信息记录、分析统计、个性档案功能，可
以提供完整、不同时段、全过程的训练报告和可视
⒈仪器设有二大类六种实验功能，实验A类是时间
长短复制法实验，实验B类是节拍快慢调整法与恒
定刺激法测定节奏差别阈限实验⒉声、光刺激可单
独或同时呈现；⒊声光刺激闪烁频率相同，实验BⅠ/Ⅱ为40—255次/分，实验B-Ⅲ为1-255次/分；⒋
实验B节拍声和光持续时间均为180毫秒。⒌实验A
标准刺激信号类型：连续、间断、始末共10种。⒍
实验次数除实验类型次数固定，不限外，10、20次
可选。⒎被试测试键盘设有光刺激灯、三个回答键
以及一个三色提示灯⒏可自动显示和打印实验结果
。
一个半圆仪和与半圆仪圆心处的轴相连的一个鞍
座；半圆仪直径190mm；八个制止器在圆周上的位
置从30°到150°，各间隔20 °。对各度数的标记共有
两行，都是从0°到180°。

适用范围
系统适用于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中小学教育
的学校、机构、组织和家庭开展学习能力、感觉统
合、认知行为等心理能力的辅助教学训练指导、分
析统计和个性化的教育，尤其对学习能力、感觉统
合能力较差的孩子，以及智力落后、情绪和行为障
碍、其他身心缺陷（包括自闭症、多动症、抽动症
、感觉统合失调、脑瘫、语言障碍、学习困难等）
等儿童开展心理训练和针对性个性化教育，可以提
高学生发展潜能，促进增长知识、获得技能、完善
人格，增强认知能力和提高心理素质，有效改善补
偿缺陷不足的各方面能力，修正不良行为习惯，提
高社会效能力和发展学习能力，促进其优势能力的
训练和发展。对学生的成长、家长的关注、教师的
研究和训练方法的探索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可用复制法测试被试者辨别时间长短的能力；用调
整法测量对声、光节拍的估计误差；也可用恒定刺
激法测量被试者对声、光节奏反应的差别阈限；可
以控制被试按一定节奏进行时间知觉的训练。

测定左右手腕位移的动觉感受性。也可测量通过练
习动觉感受性提高的程度。训练和测量人的本体感
觉能力。

感觉统合训练
手腕灵活性测试训练
4 类：精细动作训
BD-II-316
仪
练

感觉统合训练
动作稳定、手指灵活
5 类：精细动作训
BD-II-319
性测试训练仪
练

感觉统合训练
双手调节器（内置记
6 类：精细动作训
BD-Ⅱ-302
时计数器）
练

主要用于测定和训练手腕翻转的灵活性。
主要技术指标：实验板：60个圆孔，直径 36mm；
圆棋子：塑料质，60个。直径 35mm，高18mm.；一
面为红色，一面为黑色；仪器箱尺寸：470×315×
40 mm。；内置记时器：记录下测试时间，0.001～
9999秒，4位有效数字显示。设记时自动开始位、
（一）动作稳定测试仪
1.九洞：直径分别为：12，8，6，5，4.5，4，
3.5，3，2.5mm
2.楔形槽：最大宽度为10mm, 最小宽度为1.6mm
3.测试面：45°倾斜。
4.一个带绝缘棒的金属测试针，测试针直径为
1.5mm
5.测试针碰边蜂鸣器报警，与中隔板接触发光管亮
。
6.稳定性的九洞测试：记录手臂稳定性指标，自动
判别。
7.楔形槽与固定孔测试：记录碰边次数与测试时间
。
（二）手指灵活性测试仪
8. 插杆孔: 直径 3.1mm, 25 个, 各孔中心距
20mm；金属插杆: 直径3.0mm, 长度 25mm, 30个
（5个备用）；
9.旋拧固定螺丝: 直径4mm，旋拧行程6mm，25 个,
各中心距 20mm；滚花螺母：手拧位置外径10mm，
内径4mm，26个（1个备用）；
10.记时: 0.001～9999秒，4位有效数字显示，记

主要用于测定和训练手腕翻转的灵活性。包括手握
、手抓放及手掌腕动作和灵活能力的基本训练。适
应于学前、特殊教育、中小学的心理能力训练及学
习能力、感统能力待提高的孩子。

动作稳定性是动作技能的一个重要指标，手指灵活
性也是动作技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包括手指及指尖
的插拔、旋转、拆装能力的基本训练，以及手臂、
手肘、手腕、手指及指尖操作动作稳定能力的基本
训练。适应于学前、特殊教育、中小学的心理能力
训练及学习能力、感统能力待提高的孩子。

包括双手控制目标前后、左右移动，协调完成沿图
形轨迹运动能力的基本训练。通过双手调节的训练
由两个摇把控制的和铅笔类似的针一个，针移动范
提高左右脑的平衡能力，刺激大脑皮层中手步中
围：150×40mm；指示灯一个，图案不同的测试板
枢，有效改善动作的精细化程度。适应于学前、特
二块。仪器各部分均安装在一个金属三角架上。一
殊教育、低年级小学的学习能力、感统能力待提高
个指示灯和记时计数器记录实验时间与失败次数。
的孩子。

⒈能测定简单反应时、辨别反应时、选择反应时、
运动时。⒉红、绿、黄三种刺激光及声音按程序随
感觉统合训练
机呈现。⒊最小有效记时：0.01秒，⒋最大有效记
7 类：综合反应训 多项反应测定训练仪 BD-II-509B
时4.00秒。⒌红、黄、绿三种刺激颜色出自同一测
练
试光源。光源直径Φ34mm。⒍可选配微型打印机
。

包括声音刺激单动作反应、光亮刺激反应、不同色
彩刺激的辨别反应能力、声光混合刺激左右手选择
反应、声光混合刺激手脚选择反应、多色彩刺激选
择反应速度、反应运动能力的基本训练。通过系列
量化的反应能力和速度训练,可以很有效地训练和
培养大脑的瞬间观察判断能力和准确性，是提高生

注意能力训练
8 类：集中稳定能
力训练

9

注意能力训练
类：广度训练

注意能力训练
10 类：分配转移训
练
记忆能力训练
类：瞬时和记忆
11
广度训练；短期
记忆保持训练
记忆能力训练
12 类：记忆广度训
练

记忆能力训练
13 类：空间记忆能
力训练训练

⒈定时时间：1—9999秒；⒉正确、失败时间范
围：0-9999.99秒，精度1ms；⒊测试盘转速分九
注意力集中能力测定
档；⒋测试盘转向为顺时针或逆时针；⒌测试板图
BD-Ⅱ-310
仪
案为圆点、等腰三角形、正方形。⒍箱内光源：环
行日光灯，22w，⒎外型尺寸320×320×140mm。
⒏微型打印机（选购），可打印实验条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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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120×120mm，显示
注意广度测试仪
BD-Ⅱ-315 屏可翻转折叠；⒊速示时间：0.01-9.99秒；⒋实
验次数：12-996次⒌被试应答键盘；⒍自动显示连
续应答50%以上正确率的最大圆点数，即注意广度
⒈光刺激：八个发光管环行分布，八个光反应键与
之对应。⒉声刺激：高、中、低三声，三个反应键
注意分配实验仪
BD-Ⅱ-314 与之对应。⒊以上两个刺激可分别或同时出现。⒋
两种刺激是随机的、自动的、连续的按规定时间出
现，操作的单位时间分为：1-9分钟共九档。⒌自
呈现器为内置式幻灯机，具备幻灯机全部正常功能
。含电控快门，速示时间：0.001—9.999秒，每档
速示仪
BD-II-404A
1ms，由时间控制器设定；手控开关1只，测试幻灯
片100张。
⒈记忆材料：数字0-~9随机组合成3—16位数的位
组，两种编码方式；⒉每一数字显示时间为0.7
记忆广度测试仪
BD-Ⅱ-407
秒；⒊6位数码管显示测试结果，自动记分、记位
。⒋有顺答、逆答两种应答方式。
⒈空间位置记忆材料：同色小方灯16个，排成4×4
方阵，16个位置灯可随机组合成3位至16位的空间
位置刺激位组。⒉设有两种实验。⒊空间位置呈现
要求：每一位长的空间位置刺激组呈现三次，每一
空间记忆广度测试仪 BD-Ⅱ-409
位长刺激组三次反应中对一次以上，实验继续，三
次反应都错，实验完毕，输出测试结果。⒋测试结
果显示方式：4位数码管显示测试结果，仪器自动
记分、记位、记错。⒌仪器设有检测功能：利用自

测定被试的注意集中能力，可作视觉—动觉协调能
力的测试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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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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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瞬时记忆、瞬时记忆广度、短时记忆保持的基
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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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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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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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反馈认知训
脑波生物反馈心理训
能力的全方位评估、调节、练习和巩固的训练，可
14 练类：脑波认知
BD-C-1F
练仪
快速高效提高中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优秀学习习惯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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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仪器由微电脑程序控制，全智能化。空间位置概
念图案可以手工设定，也可按确定的概念自动给出
图案，实验更为方便。
2. 按键：三排各12个带指示灯的按键。主试键2×
12个带灯键，被试键1×12个带灯键；按键采用触
逻辑思维能力训
摸开关，使用寿命长。
15 练类：概念形成 叶克斯选择器
BD-II-402A
3. 主试一方有二排。其中手工设定图案时后排为
分析训练
控制键，前排的按键与声音相关，作为供设定的概
念位置。后排亮灯与被试面相同，前排亮灯表示确
定声音位置。被试一方为一排，作为选择反应之用
。实验时被试从亮灯键中选出带声音的键。
4. 自动方式有24种实验方案
逻辑思维能力训
1.圆盘：八片，厚度：5mm，直径分别为65、60、
练类：思维策略
16
河内塔
BD-II-405 55、50、45、40、35、30mm，并依次编号。
学习与解决问题
2.小柱直径：5mm；
能力训练
⒈图形板：四块，可方便调换，图案分别为六角星
逻辑思维能力训
、梅花形、大工字、折线，图案线宽5mm；⒉遮板
17 练类：学习迁移 镜画仪
BD-Ⅱ-312
与平面镜：能遮挡及观察整副图案。平面镜尺寸：
能力
170×200mm；⒊描绘笔：直径2mm⒋带记时计数器
一个具有20个盲巷的方形迷宫，起点与终点位置有
逻辑思维能力训
光电开关，能自动开始、停止记时。测试棒到达盲
BD-Ⅱ-401A
18 练类：进程学习 迷宫
巷能自动记录失败次数。迷宫与记时计数为一体结
能力
构。铝合金仪器箱尺寸：290×300×80mm。
采用世界先进便携的医学精度心电传感技术和专业
生物反馈认知训
算法进行心率变异性分析（HRV）及平均心率、呼
19 练类：情绪调整 智能身心反馈训练仪 BD-C-201F 吸率、心脏能力等量化测量分析手段，集生理指标
与学习
采集、分析和评估、身心状态调节、情绪稳定性训
练为一体的学习和训练心理放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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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克斯选择器又称多重选择器是心理学思维实验和
训练设备，可测定被试掌握各种简单和复杂空间位
置的概念形成过程及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及概括总
结问题的能力。训练包括简单和复杂概念形成及分
析能力的学习及基本训练。通过科学量化的从简单
到复杂空间位置概念形成过程及能力的训练，提高
学员分析问题及概括总结问题的能力。

河内塔是心理学思维实验中常用的仪器，主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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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包括简单和复杂思考及解决能
力的学习及基本训练。
开展分析动作技巧形成的过程，比较用优势手学习
镜画的熟练程度不同时，对非优势手的迁移效果学
习和应用学习能力、学习迁移能力的基本训练。
进行面对复杂环境的进程学习能力的基本训练，以
及研究动作学习的过程，比较学习速度和所犯错误
次数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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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反馈训
练仪有身心音乐调节、 情绪稳定指导、智能反馈
训练、团体放松训练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