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型号 产品简介

棒球帽音乐放

松椅

LX-BFS19001

棒球帽音乐放松椅采用世界流行元素，给人以熟悉，亲切感，结合心理音乐疏导，

心理催眠疏导理论，利用音乐对情绪和心理的影响，设计适应体验者不同的音乐欣赏

习惯和放松场景，利用语言和特定的音乐背景引导体验者产生一个放松平静的情境想

象，达到放松效果。

1、产品主体结构：该产品由支撑底座和座椅两个部分组成、采用了半球体设计、人体

接触面采用了真皮材质。

2、产品主体尺寸：长 110CM*宽 100CM*高 113CM(正常状态)。

长 110CM*宽 120CM*高 102CM（最大角度平躺状态）。

3、产品外形：棒球帽式的外观，分别由上下两组不同颜色（黄、白）相结合、亚克力

材质、座椅部分尺寸 1100*970*450mm 空间很大、底座尺寸：直径 790mm，高 230mm。

4、产品重量： 该产品净重 50 公斤、最大承重 150 公斤。

5、内置中央控制器：负责音频处理，无线与有线音频传输，无线操控信号加工，发出

执行指令。

6、安全电源：外接安全电源无高电压进入设备里面对于客户是绝对安全的，全新原装

24V10A 电源适配器。

7、抬脚部位安装 LED 光源控制（蓝色/绿色）。

8、独立电动控制系统：安全电压 24V。

9、体感震子：体感按摩振动扬声器、频率响应 5赫兹—150 赫兹、功率 50 瓦、阻抗四

欧、通过振动器的音频震动，伴随着振动感和冲击感给您以极其强烈的临场感。

10、播音系统：AURA 防磁高保真音箱，采用高等级磁铁，高弹性泡沫边加纸盆，采用

耐疲劳弹波，高纯铜大音圈，低频饱满厚实，有震感，清淅度高。

11、播放模式：采用了两种播放模式、蓝牙模式、音频线接入模式、根据客户的需求

进行选择。

12、操作过程：全过程采用了无线遥控器控制、不限制遥控方向。

13、配套组成：

13-1、7.9 英寸平板 1个（内置音乐放松系统：★1、多通道进入方式：a、注册进入，

简单注册，直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注册；b、admin 管理员进入；c、游客进入，游

客可以无需注册也可以进入系统体验；★2、音乐放松：系统配置类音乐类型有：冥想

空间，七天正念冥想，脑波系列，探索潜意识，五行音乐，心灵音乐馆等内容并可根

据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音乐内容；★3、心理视频：配置海量视频内容：系统可根据

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训练项目，通过电脑拷贝到 vr 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4、报

告：表格方式的报告；★5、个人中心：可以编辑修改信息，管理员还可以通过个人中

心批量导入用户信息与导出用户信息；★6、主题切换： 可以自由添加，拷贝到 tf 卡

里面相应固定文件夹下即可实现；★7、呼吸训练：系统配置了多种呼吸训练模式，可

以自主添加背景音乐； ★8、数据转移：系统可以把所有报告导出，导入功能，方便

系统之间数据转移与共享。）

13-2、音乐治疗指导书籍 1本：音乐治疗学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音乐治疗的定义、发

展历史、基本原理、治疗关系、方法技术、治疗程序，及其在儿童病领域、精神科疾

病领域和老年病领域的应用。

棒球帽反馈型

音乐放松椅

LX-BFS19002

棒球帽反馈型音乐放松椅采用世界流行元素，给人以熟悉，亲切感，结合心理音

乐疏导，生理指标采集仪与反馈训练、心理催眠疏导理论，利用音乐对情绪和心理的

影响，设计适应体验者不同的音乐欣赏习惯和放松场景，利用语言和特定的音乐背景

引导体验者产生一个放松平静的情境想象，达到放松效果。



1、产品主体结构：该产品由支撑底座和座椅两个部分组成、采用了半球体设计、人体

接触面采用了真皮材质。

2、产品主体尺寸：长 110CM*宽 100CM*高 113CM(正常状态)。

长 110CM*宽 120CM*高 102CM（最大角度平躺状态）。

3、产品外形：棒球帽式的外观，分别由上下两组不同颜色（黄、白）相结合、亚克力

材质、座椅部分尺寸 1100*970*450mm 空间很大、底座尺寸：直径 790mm，高 230mm。

4、产品重量： 该产品净重 50 公斤、最大承重 150 公斤。

5、内置中央控制器：负责音频处理，无线与有线音频传输，无线操控信号加工，发出

执行指令。

6、安全电源：外接安全电源无高电压进入设备里面对于客户是绝对安全的，全新原装

24V10A 电源适配器。

7、抬脚部位安装 LED 光源控制（蓝色/绿色）。

8、独立电动控制系统：安全电压 24V。

9、体感震子：体感按摩振动扬声器、频率响应 5赫兹—150 赫兹、功率 50 瓦、阻抗四

欧、通过振动器的音频震动，伴随着振动感和冲击感给您以极其强烈的临场感。

10、播音系统：AURA 防磁高保真音箱，采用高等级磁铁，高弹性泡沫边加纸盆，采用

耐疲劳弹波，高纯铜大音圈，低频饱满厚实，有震感，清淅度高。

11、播放模式：采用了两种播放模式、蓝牙模式、音频线接入模式、根据客户的需求

进行选择。

12、操作过程：全过程采用了无线遥控器控制、不限制遥控方向。

13、配套组成：

13-1、7.9 英寸平板 1个（内置智能音乐放松反馈系统：系统介绍：★1、多通道进入

方式：a、注册进入，简单注册，直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注册；b、admin 管理员进

入；c、游客进入，游客可以无需注册也可以进入系统体验。★2、音乐放松：系统配

置类音乐类型有：冥想空间，七天正念冥想，脑波系列，探索潜意识，五行音乐，心

灵音乐馆等内容，音乐播放的同时可实时显示不少于 4种生理指标脉搏、血氧、血压、

疲劳度，并可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音乐内容。 ★3、心理视频：配置心理品质

提升视频与放松训练视频，视频播放的同时可以监控脉搏、血氧、血压、疲劳度；可

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训练项目，通过电脑拷贝到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4、脱

敏训练：可以根据设置项目进行脱敏训练，具体包括：地震应急脱敏训练；洪灾应急

脱敏训练；火灾应急脱敏训练；恐高脱敏训练；密集恐怖脱敏训练；台风应急脱敏训

练，晕血脱敏训练，系统可读取悬浮脉搏 血氧 疲劳度 心率数值，进入系训练前预设

训练指数，当训练是生理指标高于预设值系统立即停止播放训练视频，并进行放松干

预，播放调节音乐，当指标下降到预设值后系统继续脱敏训练。★5、报告：通过系统

对生理指标变化和心理干预训练，表格方式的报告，还现成坐标曲线图，根据生理数

据类型。★6、个人中心：可以编辑修改信息，管理员还可以通过个人中心批量导入用

户信息与导出用户信息。★7、主题切换：可以自由添加，拷贝到 tf 卡里面相应固定

文件夹下即可实现。★8、呼吸训练：系统配置了多种呼吸训练模式，可以自主添加背

景音乐，时候采集生理数据。 ★9、数据转移：系统可以把所有报告导出，导入功能，

方便系统之间数据转移与共享），★带智能无线腕表式生理指标采集仪 1个：实时数据

传送，脉搏、血氧、血压、疲劳度，材质：塑胶抑菌手环，6级手环调节尺度。

13-2、音乐治疗指导书籍 1本：音乐治疗学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音乐治疗的定义、发

展历史、基本原理、治疗关系、方法技术、治疗程序，及其在儿童病领域、精神科疾

病领域和老年病领域的应用。



棒球帽身心反

馈音乐放松椅

LX-BFSSX1900

3

棒球帽身心反馈音乐放松椅采用世界流行元素，给人以熟悉，亲切感，结合心理

音乐疏导，心理催眠疏导理论，利用音乐对情绪和心理的影响，设计适应体验者不同

的音乐欣赏习惯和放松场景，利用语言和特定的音乐背景引导体验者产生一个放松平

静的情境想象，达到放松，运用生物反馈技术，系统可以根据体验者生理指标（心率、

血氧、pnn50 SDNN），对 HRV 数据分析，引导体验者积极主动的开展心理训练，学会自

主有效的自助式放松，可以辅助改善情绪、激发感情、振奋精神、消除紧张焦虑、忧

郁等不良心理状况。

1、产品主体结构：该产品由支撑底座和座椅两个部分组成、采用了半球体设计、人体

接触面采用了真皮材质。

2、产品主体尺寸：长 110CM*宽 100CM*高 113CM(正常状态)。

长 110CM*宽 120CM*高 102CM（最大角度平躺状态）。

3、产品外形：棒球帽式的外观，分别由上下两组不同颜色（黄、白）相结合、亚克力

材质、座椅部分尺寸 1100*970*450mm 空间很大、底座尺寸：直径 790mm，高 230mm。

4、产品重量： 该产品净重 50 公斤、最大承重 150 公斤。

5、内置中央控制器：负责音频处理，无线与有线音频传输，无线操控信号加工，发出

执行指令。

6、安全电源：外接安全电源无高电压进入设备里面对于客户是绝对安全的，全新原装

24V10A 电源适配器。

7、抬脚部位安装 LED 光源控制（蓝色/绿色）。

8、独立电动控制系统：安全电压 24V。

9、体感震子：体感按摩振动扬声器、频率响应 5赫兹—150 赫兹、功率 50 瓦、阻抗四

欧、通过振动器的音频震动，伴随着振动感和冲击感给您以极其强烈的临场感。

10、播音系统：AURA 防磁高保真音箱，采用高等级磁铁，高弹性泡沫边加纸盆，采用

耐疲劳弹波，高纯铜大音圈，低频饱满厚实，有震感，清淅度高。

11、播放模式：采用了两种播放模式、蓝牙模式、音频线接入模式、根据客户的需求

进行选择。

12、操作过程：全过程采用了无线遥控器控制、不限制遥控方向。

13、配套组成：

13-1、指夹蓝牙无线血氧脉搏双通道生理指标采集仪，可以脱离系统单独显示血氧脉

搏数据。

13-2、品牌身心反馈主机+19 寸液晶显示器 1套（内置 a：音乐反馈系统 1套 b：心理

视听资料 1套）

a、音乐反馈系统介绍

音乐放松：里面集成了海量专业心理音乐训练项目:放松类；激杨类；抒发类；振奋

类：四大训练方案，用户可以自由添加训练内容；

★智能放松：系统可以根据体验者生理指标（心率、血氧、pnn50 SDNN），对 HRV 数据

分析，自动生成音乐处方，自动识别音乐类别，并播放。一键式心理音乐放松。

★心理评估：1.自评抑郁量表（SDS）、2. 焦虑自评量表、3.Beck 抑郁量表、4.贝克焦

虑量表(BAI)、5.躁狂量表（BRMS)、6.心理年龄测试、7.社会焦虑症自测、8.交往焦

虑感量表（IAS)、9.害羞量表、10. 能力测试、11.Carroll 抑郁评定量表、12.意志品

质测试、13.情绪测试、14.抗挫折力测试、15.心理耐受力自测、16.乐观度测试 、17.

人格自测、18.责任感测试 、19.生活满足感指数 A 、20.生活满足感指数 B、21.竞争

素质测试、22.应变能力测试、23.自尊量表（SES)、24.自尊调查量表（SEI）、25.国

际标准情商 EQ 测试。



呼吸训练：主要是腹式呼吸，系统预设了 5个等级：从易到难：0.125Hz、0.111Hz、

0.100Hz、0.091Hz、0.083Hz .由于改善 hrv，改善心情

放松训练：a.包括 3个真人心理品质训练，和 4大放松训练大海、梦想、瀑布、星空.b,

脱敏训练：当来访者播放厌恶视频时生理指标达到预先设置数值后系统会自动报警，

然后会播放一些调节音乐，待生理指标恢复正常后开始继续脱敏训练。

数据中心：可以打印报告，统计数据。

背景图片模块：为了更加还原冥想场景系统可以添加音乐播放背景图片。可以放大缩

小。

b、心理视听资料介绍（心理视听资料含心理音乐、心理图片、心理视频、心理电影、

心理小常识)

b-1、心理音乐：振奋类不少于 13首、激扬类不少于 7首、放松类不少于 14 首、中医

五行类不少于 21 首、脑电波类不少于 40 首、冥想类不少于 8首。

b-2、心理图片：放松图、错觉图等

b-3、心理视频：催眠用摇摆钟视频、放松训练教学视频、经典眩晕视频、太空遐想视

频。

b-4、心理电影：3部

b-5、心理小常识：txt 文字版 38篇

13-3、音乐治疗指导书籍 1本：音乐治疗学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音乐治疗的定义、发

展历史、基本原理、治疗关系、方法技术、治疗程序，及其在儿童病领域、精神科疾

病领域和老年病领域的应用。

13-4、可移动工作台 1个:

13-5、工作台支架 1套 ：便于放置 19 寸液晶显示器，以及支持方位调节，便于使用

者调节显示器角度，调整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放置。

智能音乐放松

系统

LX-FSB3.0

产品功能：通过可伸缩电动真皮放松椅以音乐放松系统为主进行呼吸训练、心理视频、

音乐放松等放松训练；结合不同频率音乐实现与人体生理波谐振，实时诱导大脑α波，

根据放松、催眠引导语暗示，实现身心放松同时感受躯体放松，是集音乐放松训练及

身心、躯体放松为一体音乐放松减压产品。

一、头等舱设计开发的进口小牛皮（人体接触面）座椅 1台

a.产品尺寸：长 100CM×宽 82CM×高 100CM(椅背收起)

长 100CM×宽 160CM×高 80CM（椅背展开）

b.产品重量： 净重：45KG；最大承载量：100KG， c. 电 源： 220V（50Hz）

d.独立控制系统：无线蓝牙遥控器控制音乐放松椅伸缩，靠背 100 度-180 度，腿部

90 度-180 度任意调节。

e.播音系统：内置 AURA防磁高保真音箱。

二、14 寸触摸平板 1个（内置音乐放松系统：★1、多通道进入方式：a、注册进入，

简单注册，直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注册；b、admin 管理员进入；c、游客进入，游

客可以无需注册也可以进入系统体验；★2、音乐放松：系统配置类音乐类型有：冥想

空间，七天正念冥想，脑波系列，探索潜意识，五行音乐，心灵音乐馆等内容并可根

据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音乐内容；★3、心理视频：配置海量视频内容：系统可根据

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训练项目，通过电脑拷贝到 vr 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4、报

告：表格方式的报告；★5、个人中心：可以编辑修改信息，管理员还可以通过个人中

心批量导入用户信息与导出用户信息；★6、主题切换： 可以自由添加，拷贝到 tf 卡

里面相应固定文件夹下即可实现；★7、呼吸训练：系统配置了多种呼吸训练模式，可

以自主添加背景音乐； ★8、数据转移：系统可以把所有报告导出，导入功能，方便



系统之间数据转移与共享。）

三、音乐治疗指导书籍 1本：音乐治疗学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音乐治疗的定义、发展

历史、基本原理、治疗关系、方法技术、治疗程序，及其在儿童病领域、精神科疾病

领域和老年病领域的应用。

四、机械弹簧升降式支架 1套（材质：铝合金；升降范围：33CM，承重 1-10KG，左

右摆动：108 度；俯仰角：仰角 75 度，俯角 15度；旋转：360 度）

五、简易工具包 1个 （便于显示器及显示器支架的安装）

智能音乐放松

反馈系统

LX-ZFSF2.0

产品功能：通过可伸缩电动真皮放松椅以智能音乐放松反馈系统为主进行脱敏训练、

呼吸训练、心理视频、音乐放松等放松与反馈训练；结合不同频率音乐实现与人体生

理波谐振，实时诱导大脑α波，根据放松、催眠引导语暗示，实现身心放松同时感受

躯体放松，是集音乐放松训练及身心、躯体放松为一体音乐放松减压产品。

一、、进口小牛皮（人体接触面）电动音乐放松椅 1台。

a.产品尺寸：长 100CM×宽 82CM×高 100CM(椅背收起)

长 100CM×宽 160CM×高 80CM（椅背展开）

扶手高：65cm、扶手宽：30cm 、坐高：45cm、产品重量：净重：45KG、 最大承载

量：100KG 、内置无线蓝牙。

b外观材质及设计：进口小牛皮面料（人体接触面），不低于 1.8MM 厚，可变钢架，

独立电动控制系统（移动速度：3mm/s）。直径圆型 ABS 手控升降开关。靠背调节角度

为 90 度-170 度、腿部调节角度为 90 度-180 度；内部材料为 6cm 厚高弹力海绵，经过”

s”型弹簧防变形处理；

c 播音系统：AURA 防磁高保真音箱。频率响应：80Hz-18KHz 额定功率：45W 供

电方式：电源：220V/50Hz 阻抗：4Ω

d.独立控制系统：无线蓝牙遥控器控制音乐放松椅伸缩，靠背 100 度-180 度，腿部

90 度-180 度任意调节。

二、配有智能无线腕表式生理指标采集仪：实时数据传送，脉搏、血氧、血压、疲劳

度，材质：塑胶抑菌手环，6级手环调节尺度。

三、14 寸触摸平板 1 个：触摸式平板触控操控界面，可以随时移动处理反馈数据，生

理指标数据读取采用的生理指标有心率、血氧、脉搏强度和脉搏曲线。（内置智能音乐

放松反馈系统）

智能音乐放松反馈系统介绍

★3-1、多通道进入方式：a、注册进入，简单注册，直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注册；

b、admin 管理员进入；c、游客进入，游客可以无需注册也可以进入系统体验。

★3-2、音乐放松：系统配置类音乐类型有：冥想空间，七天正念冥想，脑波系列，探

索潜意识，五行音乐，心灵音乐馆等内容，音乐播放的同时可实时显示不少于 4种生

理指标脉搏、血氧、血压、疲劳度，并可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音乐内容。

★3-3、心理视频：配置心理品质提升视频与放松训练视频，视频播放的同时可以监控

脉搏、血氧、血压、疲劳度；可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训练项目，通过电脑拷贝

到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

★3-4、脱敏训练：可以根据设置项目进行脱敏训练，具体包括：地震应急脱敏训练；

洪灾应急脱敏训练；火灾应急脱敏训练；恐高脱敏训练；密集恐怖脱敏训练；台风应

急脱敏训练，晕血脱敏训练，系统可读取悬浮脉搏 血氧 疲劳度 心率数值，进入系训

练前预设训练指数，当训练是生理指标高于预设值系统立即停止播放训练视频，并进

行放松干预，播放调节音乐，当指标下降到预设值后系统继续脱敏训练。

★3-5、报告：通过系统对生理指标变化和心理干预训练，表格方式的报告，还现成坐



标曲线图，根据生理数据类型。

★3-6、个人中心：可以编辑修改信息，管理员还可以通过个人中心批量导入用户信息

与导出用户信息。

★3-7、主题切换：可以自由添加，拷贝到 tf 卡里面相应固定文件夹下即可实现。

★3-8、呼吸训练：系统配置了多种呼吸训练模式，可以自主添加背景音乐，时候采集

生理数据。

★3-9、数据转移：系统可以把所有报告导出，导入功能，方便系统之间数据转移与共

享。

四、机械弹簧升降支架 1套（材质：铝合金；升降范围：33CM，承重 1-10KG，左右摆

动：108 度；俯仰角：仰角 75 度，俯角 15度；旋转：360 度）

五、音乐治疗指导书籍 1本：音乐治疗学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音乐治疗的定义、发展

历史、基本原理、治疗关系、方法技术、治疗程序，及其在儿童病领域、精神科疾病

领域和老年病领域的应用。

催眠仪

LX-CMY2.0

壁挂式设计，abs 工程塑料，规格：42*42*11.5cm，工作电流：直流 12v 安全电压。

功能：适用于心理咨询室，通过视觉停留技术，高速成像，让催眠工具营造悬浮

半空中的感觉，系统具有摇摆钟催眠和旋转催眠等不少于 5种催眠方式，自动切换。

音乐放松减压

舱 LX-IC001

产品硬件参数：

减压放松舱初始状态尺寸：高 108cm 长 82cm 宽 80cm，采用头等舱设计真皮面料（人

体接触面），无线遥控器控制座椅的调节（收缩与伸展），底座内部主体采用碳钢合金

支架；产品靠背顶部配 abs 材质睡眠级遮光整流罩尺寸约长宽高：710*590*400mm；共

4个地方配有氛围彩灯：顶部与脚部（使用无线遥控器开启此两部位氛围彩灯）、扶手

两侧异型氛围彩灯（减压放松舱接通电源彩灯即亮）；背景音乐系统采用美国 AURA 优

雅全频耳膜音响，阻抗 16 欧，功率 10W；配套 7.9 英寸平板 1个固定于遮光罩前沿。

产品功能：

1、7.9 英寸平板电脑 1个 （内置音乐放松系统：★1、多通道进入方式：a、注册进入，

简单注册，直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注册；b、admin 管理员进入；c、游客进入，游

客可以无需注册也可以进入系统体验；★2、音乐放松：系统配置类音乐类型有：冥想

空间，七天正念冥想，脑波系列，探索潜意识，五行音乐，心灵音乐馆等内容并可根

据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音乐内容；★3、心理视频：配置海量视频内容：系统可根据

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训练项目，通过电脑拷贝到 vr 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4、报

告：表格方式的报告；★5、个人中心：可以编辑修改信息，管理员还可以通过个人中

心批量导入用户信息与导出用户信息；★6、主题切换： 可以自由添加，拷贝到 tf 卡

里面相应固定文件夹下即可实现；★7、呼吸训练：系统配置了多种呼吸训练模式，可

以自主添加背景音乐； ★8、数据转移：系统可以把所有报告导出，导入功能，方便

系统之间数据转移与共享。）

2、音乐随动体感功能：随着音乐体感震动，增强乐感震撼效果。

3、采用高纯度、高功率密度的红光、蓝光对皮肤进行照射、非侵入性、非剥脱性、非

灼热，给体验者感觉非常舒适。

4、★睡眠级遮光整流罩：提供一个安全私密的放松环境。

5、★无线万向控制模块：无线控制坐姿调节；独立无线控制音乐体感强弱；无线控制

音量大小；无线控制光波系统开关；无线控制音频输入方案。

6、★一键恢复功能：当放松结束后遥控器配置了一键恢复初始状态功能。



7、★便捷功能：可以自定义记忆一组坐姿前位置，开启后可以一键恢复到记忆状态。

产品配置清单：1、减压放松舱座椅 1 台 2、手动式遮光整流罩 1套

3、无线蓝牙遥控器 1 个

4、7.9 英寸平板电脑 1个（内含音乐放松系统)

音乐放松反馈

减压舱

LX-ICF001

产品硬件参数：

减压放松舱初始状态尺寸：高 108cm 长 82cm 宽 80cm，采用头等舱设计真皮面料（人

体接触面），无线遥控器控制座椅的调节（收缩与伸展），底座内部主体采用碳钢合金

支架；产品靠背顶部配 abs 材质睡眠级遮光整流罩尺寸约长宽高：710*590*400mm；共

4个地方配有氛围彩灯：顶部与脚部（使用无线遥控器开启此两部位氛围彩灯）、扶手

两侧异型氛围彩灯（减压放松舱接通电源彩灯即亮）；背景音乐系统采用美国 AURA 优

雅全频耳膜音响，阻抗 16 欧，功率 10W；配套 7.9 英寸平板 1个固定于遮光罩前沿。

产品功能：

1、7.9 英寸平板电脑 1个 （内置智能音乐放松反馈系统：★1-1、配有智能无线腕表

式生理指标采集仪：实时数据传送，脉搏、血氧、血压、疲劳度，材质：塑胶抑菌手

环，6级手环调节尺度。

★1-2、多通道进入方式：a、注册进入，简单注册，直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注册；

b、admin 管理员进入；c、游客进入，游客可以无需注册也可以进入系统体验。

★1-3、音乐放松：系统配置类音乐类型有：冥想空间，七天正念冥想，脑波系列，探

索潜意识，五行音乐，心灵音乐馆等内容，系统实时显示不少于 4种生理指标脉搏、

血氧、血压、疲劳度 ，系统可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音乐内容。

★1-4、心理视频：配置海量视频内容：脉搏、血氧、血压、疲劳度，系统可根据用户

使用习惯自行添加训练项目，通过电脑拷贝到 vr 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

★1-5、脱敏训练：可以根据设置项目进行脱敏训练，具体包括：地震应急脱敏训练；

洪灾应急脱敏训练；火灾应急脱敏训练；恐高脱敏训练；密集恐怖脱敏训练；台风应

急脱敏训练，晕血脱敏训练，系统可读取悬浮脉搏 血氧 疲劳度 心率数值，进入系训

练前预设训练指数，当训练是生理指标高于预设值系统立即停止播放训练视频，并进

行放松干预，播放调节音乐，当指标下降到预设值后系统继续脱敏训练。

★1-6、报告：通过系统对生理指标变化和心理干预训练，表格方式的报告，还现成坐

标曲线图，根据生理数据类型。

★1-7、个人中心：可以编辑修改信息，管理员还可以通过个人中心批量导入用户信息

与导出用户信息。

★1-8、主题切换：可以自由添加，拷贝到 tf 卡里面相应固定文件夹下即可实现。

★1-9 呼吸训练：系统配置了多种呼吸训练模式，可以自主添加背景音乐，时候采集生

理数据。

★1-10.数据转移：系统可以把所有报告导出，导入功能，方便系统之间数据转移与共

享

7、音乐随动体感功能：随着音乐体感震动，增强乐感震撼效果。

8、采用高纯度、高功率密度的红光、蓝光对皮肤进行照射、非侵入性、非剥脱性、非

灼热，给体验者感觉非常舒适。

9、★睡眠级遮光整流罩：提供一个安全私密的放松环境。

10、★无线万向控制模块：无线控制坐姿调节；独立无线控制音乐体感强弱；无线控

制音量大小；无线控制光波系统开关；无线控制音频输入方案。

11、★一键恢复功能：当放松结束后遥控器配置了一键恢复初始状态功能。

7、★便捷功能：可以自定义记忆一组坐姿前位置，开启后可以一键恢复到记忆状态。



产品配置清单：1、减压放松舱座椅 1 台 2、手动式遮光整流罩 1套

5、无线蓝牙遥控器 1 个

6、7.9 英寸平板电脑 1个（内含智能音乐反馈系统）

5、智能无线腕表式生理指标采集仪 1个

身心反馈音乐

放 松 减 压 舱

LX-ISC001

一、减压放松舱 1台

1-1.初始状态尺寸：高 108cm 长 82cm 宽 80cm，采用头等舱设计真皮面料（人体接触

面），无线遥控器控制座椅的调节（收缩与伸展），底座内部主体采用碳钢合金支架；

产品靠背顶部配 abs 材质睡眠级遮光整流罩尺寸约长宽高：710*590*400mm；共 4个地

方配有氛围彩灯：顶部与脚部（使用无线遥控器开启此两部位氛围彩灯）、扶手两侧异

型氛围彩灯（减压放松舱接通电源彩灯即亮）；背景音乐系统采用美国 AURA 优雅全频

耳膜音响，阻抗 16 欧，功率 10W；

1-2.音乐随动体感功能：随着音乐体感震动，增强乐感震撼效果。

1-3.采用高纯度、高功率密度的红光、蓝光对皮肤进行照射、非侵入性、非剥脱性、

非灼热，给体验者感觉非常舒适。

1-4.★睡眠级遮光整流罩：提供一个安全私密的放松环境。

1-5.★无线万向控制模块：无线控制坐姿调节；独立无线控制音乐体感强弱；无线控

制音量大小；无线控制光波系统开关；无线控制音频输入方案。

1-6.★一键恢复功能：当放松结束后遥控器配置了一键恢复初始状态功能。

1-7.★便捷功能：可以自定义记忆一组坐姿前位置，开启后可以一键恢复到记忆状态。

二、指夹蓝牙无线血氧脉搏双通道生理指标采集仪，可以脱离系统单独显示血氧脉搏

数据。

三、品牌身心反馈主机+19 寸液晶显示器 1套（内置 a：音乐反馈系统 1套 b：心理视

听资料 1套）

a、音乐反馈系统介绍

音乐放松：里面集成了海量专业心理音乐训练项目:放松类；激杨类；抒发类；振奋

类：四大训练方案，用户可以自由添加训练内容；

★智能放松：系统可以根据体验者生理指标（心率、血氧、pnn50 SDNN），对 HRV 数据

分析，自动生成音乐处方，自动识别音乐类别，并播放。一键式心理音乐放松。

★心理评估：1.自评抑郁量表（SDS）、2. 焦虑自评量表、3.Beck 抑郁量表、4.贝克焦

虑量表(BAI)、5.躁狂量表（BRMS)、6.心理年龄测试、7.社会焦虑症自测、8.交往焦

虑感量表（IAS)、9.害羞量表、10. 能力测试、11.Carroll 抑郁评定量表、12.意志品

质测试、13.情绪测试、14.抗挫折力测试、15.心理耐受力自测、16.乐观度测试 、17.

人格自测、18.责任感测试 、19.生活满足感指数 A 、20.生活满足感指数 B、21.竞争

素质测试、22.应变能力测试、23.自尊量表（SES)、24.自尊调查量表（SEI）、25.国

际标准情商 EQ 测试。

呼吸训练：主要是腹式呼吸，系统预设了 5个等级：从易到难：0.125Hz、0.111Hz、

0.100Hz、0.091Hz、0.083Hz .由于改善 hrv，改善心情

放松训练：a.包括 3个真人心理品质训练，和 4大放松训练大海、梦想、瀑布、星

空.b,脱敏训练：当来访者播放厌恶视频时生理指标达到预先设置数值后系统会自动报

警，然后会播放一些调节音乐，待生理指标恢复正常后开始继续放松训练。

数据中心：可以打印报告，统计数据。

背景图片模块：为了更加还原冥想场景系统可以添加音乐播放背景图片。可以放大缩

小。

b、心理视听资料介绍（心理视听资料含心理音乐、心理图片、心理视频、心理电影、



心理小常识)

b-1、心理音乐：振奋类不少于 13首、激扬类不少于 7首、放松类不少于 14 首、中医

五行类不少于 21 首、脑电波类不少于 40 首、冥想类不少于 8首。

b-2、心理图片：放松图、错觉图等

b-3、心理视频：催眠用摇摆钟视频、放松训练教学视频、经典眩晕视频、太空遐想视

频。b-4、心理电影：3部 b-5、心理小常识：txt 文字版 38 篇

四、可移动工作台 1个:宽 50 厘米，长 70厘米，高 87 厘米，材料，ABS 工程塑料，

可移动式结构，底部安装可锁万向轮，提供控制电脑安放位置。

五、可移动工作台支架 1套 ：便于放置 19 寸液晶显示器，以及支持方位调节，便于

使用者调节显示器角度，调整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放置。

产品配置：

1、减压放松舱座椅 1 台 2、手动式遮光整流罩 1套

3、无线蓝牙遥控器 1 个 4、品牌身心反馈主机+19 寸液晶显示器 1套

5、可移动工作台 1 个 6、工作台支架 1个

7、音乐反馈系统 1 套 8、无线蓝牙指夹式采集仪 1个

9、音乐治疗指导书籍 1本

智能VR音乐反

馈系统 LX-vrf

一、硬件：cpu：1.7G 极速处理器 10-20 米 wifi 传输，vr安卓系统，蓝牙 4.0 2g 运

行内存 1080p 高清屏幕，重力感应，腕带式生理指标采集，带 led 屏显示

二、产品功能：

★1、智能无线生理指标采集器，和 vr 系统无线连接并传输生理指标数据，可以真实

的反映学生生理指标变化，采集心率数据。

★2、多通道进入方式：a、注册进入，简单注册，直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注册；b、

admin 管理员进入；c、游客进入，游客可以无需注册也可以进入系统体验。

★3、音乐放松：系统配置类音乐类型有：放松类，脑波类，激扬类，抒发类，五行音

乐，系统实时显示不少于 4种生理指标脉搏、血氧、血压、疲劳度 ，系统可根据用户

使用习惯自行添加音乐内容，通过电脑拷贝到 vr 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

★4、心理视频：配置冥想之旅 360 度全景训练视频，360 全景放松休息术训练，心理

品质提升视频鼓励等心理训练项目不少于 7种，其中 1、心理品质提升视频鼓励视频：

由 20 个以上学生以不同的方式对来访者赞美鼓励“你是最棒的”，达到提升自我肯定

的效果，2、心理品质提升笑脸视频：由 20个以上，学生的笑脸组成；3、心理品质提

升问候视频：由 20 个以上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来问候“Hello，你好”，提升来访者的

存在感与自信心；生理指标实时显示：脉搏、血氧、血压、疲劳度，系统可根据用户

使用习惯自行添加训练项目，通过电脑拷贝到 vr 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

★5、脱敏训练：可以根据设置项目进行脱敏训练，具体包括：地震应急脱敏训练；洪

灾应急脱敏训练；火灾应急脱敏训练；恐高脱敏训练；密集恐怖脱敏训练；台风应急

脱敏训练，晕血脱敏训练，系统可读取悬浮脉搏 血氧 疲劳度 心率数值，进入系训练

前预设训练指数，当训练是生理指标高于预设值系统立即停止播放训练视频，并进行

放松干预，播放调节音乐，当指标下降到预设值后系统继续脱敏训练。系统可根据用

户使用习惯自行添加脱敏训练项目，通过电脑拷贝到 vr 设备指导文件下即可。

★6、报告：系统根据生理指标变化和心理干预训练，出具 vr 心理报告，报告可以导

出，也可以将以往报告导入 vr 系统。

★7、个人中心：可以编辑修改信息，管理员还可以通过个人中心批量导入用户信息与

导出用户信息。

★8、主题切换： 迪拜风、尼亚加拉河、九寨沟、佩纳宫、土耳其、长城 360 全景图



片 、360 全景场景不少 5个， 加入背景音乐用于引导，悬浮脉搏、 血氧 、疲劳度、

心率数值，要和场景风格协调，整个过程都要出现智能生理指标，背景音乐和 360 全

景可以自主搭配选择，可以自由添加，拷贝到 tf 卡里面相应固定文件夹下即可实现。

★资质：智能 VR 音乐反馈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长沙市灵心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祖鹏 18973370450/0731-83595937

日 期：2019 年 7 月

注：此参数有效期 3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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