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为切实推进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环境建设，遵循《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建设指南》，建设酿酒技术专业虚拟仿真软件项目。项目依托虚拟现

实等行业尖端技术，搭建以实虚结合、教练考评于一体的专业实训教学软件，实

现酿酒制作过程与教学过程无缝对接，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变革创新，

提升酿酒技术专业实践教学能力。以多样化、开放式的资源开发工具和人性化、

自助式的资源开发模式，服务于全校师生在教学、科研、创新创业方面的需求。

★二、服务所属行业

序号 标的名称（服务名称） 数量/单位 服务所属行业

1
酿酒技术专业虚拟仿

真软件
一项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

务业

三、项目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以虚拟仿真开发引擎、酿酒技术数字博物馆编辑器为依托，重点建设白酒勾

调虚拟仿真软件、大曲培菌控制虚拟仿真软件、上甑蒸馏与量质摘酒虚拟仿真软

件等内容。

★(一)服务标准及总体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符合或优于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

者其他标准、规范要求。

2、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

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3、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4、供应商定期及时向采购人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

其进度。

（二）技术要求

1、为保证应用基础支撑平台以后可自由升级、迁移等， 软件系统要求同时

满足以下技术指标：在 Web3D、WebXR、Open XR 和 Cloud XR 等通用标准基础上，



综合制定 2D/3D 模型、资源的保存、压缩、传输、呈 现和交互标准，保证虚拟

仿真实训资源来源的多样性以及与现有在线教学资源的兼容性。

3D 仿真系统核心采用 Unity3D 专业引擎开发转 WebGL 输出网页模式系统主

要采用 Java、C#语言开发。

开发框架：BS 架构，后端采用微服务模式。

操作系统：Linux (CentOS.Ubuntii).Windows Server。

数据库：Oracle.MySQL,SQL Seiver.DB2,PostgreSQLo

运行环境：Dockei\ K8S, IIS。

2、仿真软件通过 SDK 接入仿真平台的用户身份、权限、角色等信息接口，

实现用户信息集成。

3、成交供应商通过 SDK 提交用户操作步骤名称、推荐操作时长、实验操作

时长、分值、得分等信息到仿真平台，汇集数据到仿真平台。

4、成交供应商提供 url 链接或 exe 文件到仿真平台后台，由仿真平台提供

启动服务。

5、软件供应商提供的仿真软件要求与仿真平台之间实现统一登录，即从仿

真平台启动并直接进入虚拟仿真软件，无需二次登录，也无需中间跳转平台。

（三）项目技术参数要求

★1、酿酒技术专业虚拟仿真软件建设主要包括：白酒勾调虚拟仿真软件、

大曲培菌控制虚拟仿真软件、上甑蒸馏与量质摘酒虚拟仿真软件各1款、虚拟仿

真开发引擎、酿酒技术数字博物馆编辑器。（定制软件后期提供软件著作权书）。

2、项目技术参数要求

序

号

产品

名称

数

量
技术参数

备

注

1

白酒

勾调

虚拟

仿真

软件

1

款

1 系统功能：

1.1 系统概述：采用世界领先的虚拟现实技术，实现白酒勾

调三维仿真场景，营造出身临其境般的教学与实训体验，

开创“自主探索”的新型教学模式，以及“虚实结合”的

新型实训模式，大幅度提升实验教学与实训效果，同时显



著降低成本。开发出的仿真软件不受时间、地点和节点限

制，完成专业的实训，建成一套技术先进与实用相结合的

实验教学系统，满足虚拟仿真项目与基地申报要求。

1.2 漫游操作：利用鼠标左键交互、键盘操作 W、A、S、D、

Q、E、Z、C操作，可在场景中进行前、后、左、右、抬头、

低头等操作。

1.3 基于 HTML5 和 WebGL 的虚拟仿真软件开发平台，无需安

装任何软件或插件，教师可直接使用浏览器打开网页即可

进行虚拟仿真软件功能修改。支持苹果 MacOS 系统、微软

Windows 系统、iOS 和 Android 等系统。

▲1.4 为了保证用户在开发时的简单易上手，使用虚拟仿真

软件平台开发时要求语言简便、通俗易懂，表格中填写的

功能语言全部汉化，整个表格所需填写的列数不超过 9列，

并且区分对象列、触发列、状态列、响应列等，用户将相

应的参数填写在相应的列表中，即可实现软件功能（提供

功能软件截图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1.5 提供在线资源库，可共享模型、UI、图片、材质、全

息模型等资源，支持一键导入到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编辑和

使用。同时，在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编辑的场景资源也可以

一键导入到资源库中进行分享（提供功能软件截图并加盖

供应商鲜章）。

1.6 交互式媒体参数：可以自由的创建视频播放逻辑，按

实际需求生成对应的视频逻辑分支，方便表达主题；创建

逻辑分支时可以自由的选择上传的媒体资源，包括：视频，

图片，以及 360 全景照片，且支持同一个项目上传多种资

源，混排上传；上传的媒体资源支持同类型资源快速删除

替换，在不影响内部软件的情况下，更换基底视频，操作

灵活。

▲1.7 分享项目：包括传递模式和克隆模式两种。传递模



式：选择传递模式，生成分享码，其他用户通过分享码获

取本项目文件所有权；克隆模式：选择克隆模式并设置节

点数，其他用户通过分享码获取本项目文件的克隆版本，

克隆节点数控制本工程可被克隆次数（提供功能软件截图

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1.8 手势识别功能：功能包括低头、抬头、左转、右转、后

退、前进、确认多种手势，同时支持自定义手势录入，手

势可导入到引擎工程中，达到驱动软件的效果。

1.9 每个试验在操作过程中，具有“教”、“练”、“考”功能，

可支持对学生操作痕迹及考核成绩进行记录并上传至仿真

平台。

1.10 教师可直接在学校已有平台上传虚拟仿真软件及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文件，并可以设置实验项目对应的虚拟仿真

软件；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查看学生虚拟实验的最高成绩、

虚拟实验所产生的实验数据，以及虚拟实验中各关键步骤

的得分详情；实现对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各关卡进行通关分

析，以了解学生虚拟仿真实验的难点；实现对课程下所有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进行比较，包括最高分、最低分、平均

分、及格率的变化趋势；虚拟仿真实验成绩为虚拟实验成

绩及实验报告成绩加权和，虚拟实验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

的权重由教师自主确定。

2.软件内容：

2.1 白酒勾调的原理

2.1.1 添加作用：模拟其面对的两种情况，一是基础酒中

根本没有某种芳香物质。二是基础酒中某种芳香物质较少，

当浓度达不到放香阈值，香味就无法显示。而调味酒中这

种物质较多，添加后，在基础酒中增加了这种物质，并达

到或超过其放香阈值，基础酒就会呈现出香味来。；动画展

示添加过程的计算：乳酸乙酯的味觉阈值为 14mg/kg，而基



础酒中乳酸乙酯含量只有 11mg/kg，达不到放香阈值，因此

香味就显示不出来。选用含乳酸乙酯 6g/kg 的特殊调味酒，

按 8/10000 (即 1 万 kg 基础酒加该种调味酒 8kg)，则添加

后基础酒中的乳酸乙酯含量应为 6x1000x8/10000+11=15.8

mg/kg。添加后的基础酒中的乳酸乙酯含量超过其放香阈值

14m/kg，因而它的香味就会很好地显示出来。

2.1.2 化学反应：展示调味酒中所含的微量成分与基础酒

中所含的微量成分进行加成反应和缩合反应生成新的呈

香、呈味物质过程，从而引起酒的变化。

加成反应：采用动画模拟酒中的 CH3CH2OH+RCOOH--

CH3CH2OOR + H2O 的加成反应过程，展示在反应过程中分子

中键的断裂与分子间键的结合过程；缩合反应：采用动画

模拟酒中的乙醇与乙醛反应生成乙缩醛的缩合反应过程。

展示在反应过程中分子中键的断裂与分子间键的结合过程

RCHO + 2ROH = RHC(OR)2 + H2O。

2.1.3 平衡作用：模拟基础酒的平衡体系，以及加入调味

酒后体系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基础酒中加入调味后，因为

新的物质的添加，基础酒原有物质平衡体系被打破，基础

酒中微量成分的结构和物质重新调整，并促使平衡向需要

的方向移动，以达到排除、掩盖异杂味，固定、强化需要

的香味，促使白酒典型风格形成的目的。

2.1.4 分子重排：展示极性和非极性分子结构，模拟酒中

极性和非极性芳香物质在酒中的大致排列方式。即非极性

物质往往通过氢键结合，结合相对较疏松，结合强度较小。

极性分子往往通过电性吸引进行排列和组合，结合相对较

紧密，结合强度较大。

2.2 调味酒的生产及感官特点：模拟场景和生产条件几种

调味酒的生产过程和酒质特点。展示调味酒的特点以及与

合格酒、基础酒的差异：调味酒一般是采用独特工艺生产



的具有各种特点的精华酒，在香气和口味上都是特香、特

浓、特甜、特暴躁、特怪等。

2.2.1 双轮底调味酒：模拟“双轮底”发酵，将已发酵成熟

的酒醅起到黄水能浸没到的酒醅位置为止，再从此位置开

始在窖的一角（或直接留底糟）留约一甑（或两甑）量的

酒醅不起，在另一角打黄水坑，将黄水舀完，滴净，然后

将这部分酒醅全部平铺于窖底，在上面隔好蔑子（或撒一

层熟糠），再将入窖粮糟依次盖在上面，装满后封窖发酵。

在发酵期满蒸馏吋，将这一部分底醅单独进行蒸馏，产的

酒称作“双轮底”酒。双轮底酒酸、酯含量高，浓香和醇

香突出，糟香味大，有的还有特殊香味。双轮底酒是调味

酒的主要来源。

2.2.2 陈酿调味酒：选用生产中正常的窖池（老窖更佳），

把发酵期延长到 0.5 年或 1 年，以增加酯化陈酿时间，产

生特殊的香味。半年发酵的窖一般采用 4 月入窖，10 月开

窖（避过夏天高温季节）蒸馏。1 年发酵的窖，3 月或 11

月装窖，到次年 3月或 11 月开窖蒸馏。陈酿调味酒具有良

好的糟香味，窖香浓郁，后味余长，尤其具有陈酿味, 故

称陈酿调味酒，此酒酸、酯含量特高。

2.2.3 老酒调味酒：从贮存 3 年以上的老酒中，选择调味

酒。有些酒经过 3 年贮存后，酒质变得特别醇和、浓厚，

具有独特风格和特殊的味道，通常带有一种所谓的“中药

味”，实际上是“陈味”。（展示酒库管理人员选酒过程，并

在选酒时用文字显示老酒调味酒的风格和特殊的味道）。老

酒调味酒可提高基础酒的风格和陈酿味，去除部分“新酒

味”。

2.2.4 浓香调味：选择好的窖池和适宜的季节，在正常生

产粮糟入窖发酵 15d 左右时，往窖内灌酒，使糟醅酒精度

达到 7%左右；按每 1m3 窖容积灌 50kg 己酸菌培养液（含菌



数＞4×108 个/mL，再发酵 100d，开窖蒸馏，量质摘酒即

成）。采用回酒、灌己酸菌培养液、延长发酵期等工艺措施，

使浓香调味酒酸、酯成倍增长，香气浓而味长，是优质的

调味酒。

2.2.5 陈味调味酒：每甑鲜热粮醅摊晾后，撒入 20kg 高温

曲，拌均后堆积，升温到 65℃，再摊晾，按常规工艺下曲

入窖发酵，出窖蒸馏，酒液盛于瓦坛内，置发酵池一角，

密封，盖上竹筐等保护物。窖池照常规下粮糟发酵，经两

轮以上发酵周期后，取出瓦坛。陈味调味酒曲香突出，酒

体浓稠柔厚，香味突出，回味悠长。

2.2.6 曲香调味酒：选择质量好、曲香味大的优质麦曲，

按 2%的比例加入双轮底酒中，装坛密封 1 年以上。在储存

中每 3个月搅拌一次，取上层澄清液作调味酒用。酒脚（残

渣）可拌和在双轮底糟上回蒸，蒸馏的酒可继续浸泡麦曲。

依次循环，进一步提高曲香调味酒的质量。

2.2.7 酸醇调味酒：酸醇调味酒是收集酸度较大的酒尾和

优质黄水，各占一半，混装于麻坛内，密封贮存 3 个月以

上(若提高温度，可缩短贮存周期)，蒸馏后在 40℃下再贮

存 3个月以上，即可作为酸醇调味酒。酸醇调味酒酸度大，

有涩味。

2.2.8 酒头调味酒：取双轮底糟或延长发酵期的酒醅蒸馏

的酒头，每甑取 0.25〜0.50kg，混装在瓦坛中，贮存一年

以上备用。酒头中主要成分：醛、酯和酚类，甲醇含量也

较高。经长期贮存后，酒中的醛类、酚类和一些杂质，一

部分挥发，一部分氧化还原。它可以提高基础酒的前香和

喷头。

2.2.9 酒尾调味酒：选双轮底糟或延长发酵期的粮糟酒尾。

方法有以下几种：每甑取酒尾 30〜40kg，酒精含量为 15%

左右，装入麻坛，贮存 1年以上；每甑取前半截酒尾 25kg，



酒精含 20%左右，加入质量较好的丢糟黄浆水酒，比例可为

1：1，混合后酒精含量在 50%左右，密封贮存；将酒尾加入

底锅内重蒸，酒精含量控制在 40〜50%，贮存 1年以上。

2.3 白酒调味方法

2.3.1 白酒调味前的准备： 50mL、100mL、200mL、500mL、

1000mL 量筒；60mL 无色无花纹酒杯；100mL、250mL 具塞

三角瓶；玻璃搅拌棒；不同规格的刻度吸管；色谱进样器

（微量进样器）,其规格有 10uL、50uL、100uL；将选好的

各种调味酒编号，分别装入不同规格的微量进样器备用。

或者分别装入 2mL 的注射器内，贴上编号，装上 5½号针头

备用；取需要调味的基础酒 50 或 100mL 放入 100 (或 250)

mL 具塞三角瓶中；用微量进样器或配 5½号针头的 2mL 玻璃

注射器向基础酒中添加调味酒。微量进样器从 10uL、20uL

开始添加；配 5½号针头的 2mL 玻璃注射器从 1滴或 2滴开

始添加。每次添加后盖塞摇匀，然后倒入酒杯中品尝，直

到香气、口味、风格等符合要求为止。试调过程中记录相

关数据。

2.3.2 白酒调味的步骤：模拟品鉴基础酒的过程，并在专

用记录表上记录基础酒的优缺点；根据上一步确定的基础

酒的优缺点（与成品酒比较），确定调味酒的选择方向，选

好后，按照缺项一一实施调味酒的添加工作，并按照从万

分之一、万分之二、万分之三依次增加，分别尝评并认真

记录确定调味酒的添加量；分别加入各种调味酒，然后进

行优选，最后得出不同调味酒的用量；选定几种调味酒，

分别记住其主要特点，各以万分之一的量滴加，再根据尝

评结果，增加或减少不同种类的调味酒，直到符合质量标

准为止；选取不同特点的调味酒，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

然后通过万分之一的添加量逐步添加到组合酒中，通过尝

评找出最适用量。若添加了千分之一以上还没有合适的方



案就应该重新进行调味酒的选择和改变调制方法；根据小

样调味的方案，按组合酒的重量进行计算，得出各种调味

酒的大样添加量,进行大样调味，如最终产品有出入，可进

行适当地调整，直到达到要求为止；大样调味结束后，由

于酒体可能发生一些物理、化学的平衡反应，可能会使酒

体在风味上与调味结果存在差异，一般需要存放一个星期

左右，然后经检查合格后即可。

2.4 白酒勾调中的计算案例：以动画形式展示白酒勾调中

的计算过程。

2.4.1 勾兑计算 1：小样勾兑，取 1号坛酒 50mL，2 号坛酒

35mL，勾兑搅匀后品尝的结果是：香气稍短，进口醇和味

甜，后味较糙，需要添加其他酒。但此酒品尝后只剩 68mL，

在此酒中添加 3 号坛酒 10mL，经品尝，糙辣解决了，香短

未解决。品尝后还剩 55mL，再加 16 号坛酒 6mL，于是符合

基础酒的质量要求，小样勾兑结束。正式勾兑时，若 1 号

坛酒取 250 ㎏，问 2号、3号、16 号坛应取酒各多少千克？

2.4.2 勾调计算 2：勾兑得到的基础酒接下来进行调味。取

基础酒 100mL，使用微量进样器加老酒调味酒 20uL，混匀

后取 20mL 品尝，发现老酒用量过头。再加基础酒 20mL 冲

淡，经品尝，质量符合要求，问 100mL 基础酒应加老酒调

味酒多少微升？正式调味(大样调味)时，540.68kg 基础酒

中应加老酒调味酒多少千克？

2.4.3 勾调计算 3：在第一次调味后的酒中取 100mL，使用

微量进样器加酒尾调味酒 50uL,混匀后取 20mL 品尝，发现

酒尾调味酒用过头，再加 20mL 冲淡，经品尝质量符合要求。

那么在 100mL 第一次调味后的酒中，应添加酒尾调味酒多

少微升？正式调味(大样调味)时应加酒尾调味酒多少千

克？

3 其他要求：



3.1 成交供应商协助学校申报省级及国家级虚拟仿真基地

及项目，提供简介视频与引导视频制作、软件部署、申报

书辅助填写、基地及项目运营推广等服务。

3.2 协助学校申请并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知识产权归学校

独立拥有。

3.3 虚拟仿真软件数据对接采购方虚拟仿真平台；此软件须

与学校现有虚拟仿真平台对接，具体要求如下：

3.3.1 仿真软件通过 SDK 接入仿真平台的用户身份、权限、

角色等信息接口，实现用户信息集成。

3.3.2 成交供应商通过 SDK 提交用户操作步骤名称、推荐操

作时长、实验操作时长、分值、得分等信息到仿真平台，

汇集数据到仿真平台。

3.3.3 成交供应商提供 url 链接到仿真平台后台，由仿真平

台提供启动服务。

3.3.4 软件供应商提供的仿真软件要求与仿真平台之间实

现统一登录，即从仿真平台启动并直接进入虚拟仿真软件，

无需二次登录，也无需中间跳转平台。

2

大曲

培菌

控制

仿真

软件

1

款

1 系统功能：

1.1 系统概述：采用世界领先的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大曲培

菌控制三维仿真场景，营造出身临其境般的教学与实训体

验，开创“自主探索”的新型教学模式，以及“虚实结合”

的新型实训模式，大幅度提升实验教学与实训效果，同时

显著降低成本。开发出的仿真软件不受时间、地点和节点

限制，完成专业的实训，建成一套技术先进与实用相结合

的实验教学系统，满足虚拟仿真项目与基地申报要求。

1.2 漫游操作：利用鼠标左键交互、键盘操作 W、A、S、D、

Q、E、Z、C操作，可在场景中进行前、后、左、右、抬头、

低头等操作。

1.3 基于 HTML5 和 WebGL 的虚拟仿真软件开发平台，无需安



装任何软件或插件，教师可直接使用浏览器打开网页即可

进行虚拟仿真软件功能修改。支持苹果 MacOS 系统、微软

Windows 系统、iOS 和 Android 等系统。

1.4 为了保证用户在开发时的简单易上手，使用虚拟仿真软

件平台开发时要求语言简便、通俗易懂，表格中填写的功

能语言全部汉化，整个表格所需填写的列数不超过 9 列，

并且区分对象列、触发列、状态列、响应列等，用户将相

应的参数填写在相应的列表中，即可实现软件功能。

1.5 提供在线资源库，可共享模型、UI、图片、材质、全息

模型等资源，支持一键导入到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编辑和使

用。同时，在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编辑的场景资源也可以一

键导入到资源库中进行分享。

1.6 交互式媒体参数：可以自由的创建视频播放逻辑，按

实际需求生成对应的视频逻辑分支，方便表达主题；创建

逻辑分支时可以自由的选择上传的媒体资源，包括：视频，

图片，以及 360 全景照片，且支持同一个项目上传多种资

源，混排上传；上传的媒体资源支持同类型资源快速删除

替换，在不影响内部软件的情况下，更换基底视频，操作

灵活。

1.7 分享项目：包括传递模式和克隆模式两种。传递模式：

选择传递模式，生成分享码，其他用户通过分享码获取本

项目文件所有权；克隆模式：选择克隆模式并设置节点数，

其他用户通过分享码获取本项目文件的克隆版本，克隆节

点数控制本工程可被克隆次数。

1.8 手势识别功能：功能包括低头、抬头、左转、右转、后

退、前进、确认多种手势，同时支持自定义手势录入，手

势可导入到引擎工程中，达到驱动软件的效果。

1.9 每个试验在操作过程中，具有“教”、“练”、“考”功能，

可支持对学生操作痕迹及考核成绩进行记录并上传至仿真



平台。

1.10 教师可直接在学校已有平台上传虚拟仿真软件及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文件，并可以设置实验项目对应的虚拟仿真

软件；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查看学生虚拟实验的最高成绩、

虚拟实验所产生的实验数据，以及虚拟实验中各关键步骤

的得分详情；实现对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各关卡进行通关分

析，以了解学生虚拟仿真实验的难点；实现对课程下所有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进行比较，包括最高分、最低分、平均

分、及格率的变化趋势；虚拟仿真实验成绩为虚拟实验成

绩及实验报告成绩加权和，虚拟实验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

的权重由教师自主确定。

2.实验内容：

2.1 认识酿酒微生物：模拟微生物个体细胞、形态特征、

繁殖特征、菌落特征。并展示微生物在不同生长条件下繁

殖过程。

2.1.1 微生物介绍：生物是指的那些个体微小，构造简单

的一群小生物。大多数微生物是单细胞，部分是多细胞。

一般来说，微生物主要是指细菌、放线菌、酵母菌、霉菌

和病毒五大类。与酿酒有关的主要是酵母菌、细菌和霉菌，

它们在白酒生产中对酒的质量、产量起到重要的作用。微

生物的主要特点是：体积小、种类多、繁殖快、分布广、

容易培养、代谢能力强等特点。了解微生物的特点对我们

利用微生物有重要的意义。

2.1.2 微生物种类：微生物种类认知，展现霉菌类、酵母

菌类、细菌类微生物，能正确对应并描述其作用。。

2.1.3 微生物生长条件：以图文等形式对微生物水分、碳源、

氮源、无机盐类、生长素、温度、氢离子浓度（PH 值）、空

气、界面等生长条件认知。展现以下微生物生长状态，能

正确选择对应关系。



2.2 培菌控制：可以设置室温、品温和湿度参数，并根据

不同参数进行排潮、翻曲、堆烧操作。

2.2.1 晾霉阶段：左键点击发酵室门，打开发酵室；左键

点击高亮草席，揭去草席；左键点击高亮的曲块，查看曲

块上霉情况；左键点击草席，揭开草席；关闭发酵室门，

开始进行晾霉；设置晾霉时间为（2~3）天；打开发酵室①

门，进入；左键点击高亮曲块，查看曲坯感官，确定晾霉

是否结束；

曲坯表面不粘手，有一定硬度能承受 2 层曲块压力时，晾

霉结束。

2.2.2 翻曲（第一次）：点击高亮曲块进行翻曲；去工具存

放处，右击拾取草席，到曲块处放下；请关闭发酵室门和

窗户。

2.2.3 潮火阶段：去发酵室①查看温湿度计，点击记录本 5

月 8 日处记录品温和湿度；此时高温的发酵室内，有较高

的温度和 CO2，大多数微生物停止生长，必须通过（开窗）

手段，为微生物后续生长创条件；左键点击发酵室门，打

开发酵室①；左键点击打开发酵室的窗户，进行通风排潮；

请关闭发酵室的门和窗户；左键点击发酵室门，打开发酵

室①；左键点击打开发酵室的窗户，进行通风排潮；请关

闭发酵室的窗户和门。

2.2.4 大火阶段（排潮）第二次翻曲：查看温湿度计，点

击记录本在 5 月 11 日处记录温湿度；此时发酵室湿度

75~85%、温度 50~60℃，微生物由表面漫延到曲块内部，繁

殖旺盛，产热高，热量产于内部难以向外散发，需通过（翻

曲）手段进行保温排潮；左键点击发酵室①门，打开发酵

室；请点击草席，揭开草席，进行第二次翻曲；去工具存

放处，右击拾取草席，到曲块处放下；

点击发酵室门，关闭发酵室；去发酵室①查看温湿度计，



点击记录本 5月 13 日处记录品温和湿度；左键点击发酵室

门，打开发酵室；左键点击草席，揭开草席；左键点击高

亮曲块，查看曲块感官并测量曲块水分含量；左键点击发

酵室①门，关闭发酵室。

2.2.5 后火阶段（堆烧）第三次翻曲：去发酵室①查看温湿

度计，点击记录本 5 月 20 日处记录品温和湿度；此时曲心

温度下降到 45~48℃，为了促使曲心少量水分蒸发和赋予其

香味物质形成，需通过（收堆）方式来加强保温、保潮；

点击发酵室①门，打开发酵室；点击草席，揭开草席；关

闭发酵室门；点击发酵室①门，打开发酵室；点击草席，

揭开草席。

2.2.6 养曲阶段：点击曲块，学习大曲检测方法；点击发

酵室门关闭发酵室；培菌管理学习完毕，找到 NPC 李师傅

提交任务。

2.3 大曲感官质量判断及原因分析

2.3.1 感官质量：展示香味、外表颜色、曲皮厚度、断面

颜色几种不同动作，能正确选择感官分析项目

2.3.2 质量分级：曲块高清透视图展示 20 块不同曲药，能

正确分出优级、特级、一级三种等级。

2.3.3 质量问题现象及成因分析：图文形式展现不生霉、

受风曲、受火、生心、皮张厚、白色曲、颜色不正、裂口、

曲坯感染青霉、曲坯变形、曲坯中心黄曲霉过多、曲坯有

烟熏味等质量问题现象，并匹配为成因。

2.4 大曲“三力”判断及成因分析：通过系列数据，展示

“三力”与白酒发酵关系。

3 其他要求：

3.1 成交供应商协助学校申报省级及国家级虚拟仿真基地

及项目，提供简介视频与引导视频制作、软件部署、申报

书辅助填写、基地及项目运营推广等服务。



3.2 协助学校申请并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知识产权归学校

独立拥有。

3.3 虚拟仿真软件数据对接采购方虚拟仿真平台；此软件须

与学校现有虚拟仿真平台对接，具体要求如下：

3.3.1 仿真软件通过 SDK 接入仿真平台的用户身份、权限、

角色等信息接口，实现用户信息集成。

3.3.2 成交供应商通过 SDK 提交用户操作步骤名称、推荐操

作时长、实验操作时长、分值、得分等信息到仿真平台，

汇集数据到仿真平台。

3.3.3 成交供应商提供 url 链接到仿真平台后台，由仿真平

台提供启动服务。

3.3.4 软件供应商提供的仿真软件要求与仿真平台之间实

现统一登录，即从仿真平台启动并直接进入虚拟仿真软件，

无需二次登录，也无需中间跳转平台。

3

上甑

蒸馏

与量

质摘

酒虚

拟仿

真

1

款

1 系统功能：

1.1 系统概述：采用世界领先的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上甑蒸

馏与量质摘酒三维仿真场景，营造出身临其境般的教学与

实训体验，开创“自主探索”的新型教学模式，以及“虚

实结合”的新型实训模式，大幅度提升实验教学与实训效

果，同时显著降低成本。开发出的仿真软件不受时间、地

点和节点限制，完成专业的实训，建成一套技术先进与实

用相结合的实验教学系统，满足虚拟仿真项目与基地申报

要求。

1.2 漫游操作：利用鼠标左键交互、键盘操作 W、A、S、D、

Q、E、Z、C操作，可在场景中进行前、后、左、右、抬头、

低头等操作。

1.3 基于 HTML5 和 WebGL 的虚拟仿真软件开发平台，无需安

装任何软件或插件，教师可直接使用浏览器打开网页即可

进行虚拟仿真软件功能修改。支持苹果 MacOS 系统、微软



Windows 系统、iOS 和 Android 等系统。

1.4 为了保证用户在开发时的简单易上手，使用虚拟仿真软

件平台开发时要求语言简便、通俗易懂，表格中填写的功

能语言全部汉化，整个表格所需填写的列数不超过 9 列，

并且区分对象列、触发列、状态列、响应列等，用户将相

应的参数填写在相应的列表中，即可实现软件功能。

1.5 提供在线资源库，可共享模型、UI、图片、材质、全息

模型等资源，支持一键导入到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编辑和使

用。同时，在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编辑的场景资源也可以一

键导入到资源库中进行分享。

1.6 交互式媒体参数：可以自由的创建视频播放逻辑，按

实际需求生成对应的视频逻辑分支，方便表达主题；创建

逻辑分支时可以自由的选择上传的媒体资源，包括：视频，

图片，以及 360 全景照片，且支持同一个项目上传多种资

源，混排上传；上传的媒体资源支持同类型资源快速删除

替换，在不影响内部软件的情况下，更换基底视频，操作

灵活。

1.7 分享项目：包括传递模式和克隆模式两种。传递模式：

选择传递模式，生成分享码，其他用户通过分享码获取本

项目文件所有权；克隆模式：选择克隆模式并设置节点数，

其他用户通过分享码获取本项目文件的克隆版本，克隆节

点数控制本工程可被克隆次数。

1.8 手势识别功能：功能包括低头、抬头、左转、右转、后

退、前进、确认多种手势，同时支持自定义手势录入，手

势可导入到引擎工程中，达到驱动软件的效果。

1.9 每个试验在操作过程中，具有“教”、“练”、“考”功能，

可支持对学生操作痕迹及考核成绩进行记录并上传至仿真

平台。

1.10 教师可直接在学校已有平台上传虚拟仿真软件及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文件，并可以设置实验项目对应的虚拟仿真

软件；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查看学生虚拟实验的最高成绩、

虚拟实验所产生的实验数据，以及虚拟实验中各关键步骤

的得分详情；实现对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各关卡进行通关分

析，以了解学生虚拟仿真实验的难点；实现对课程下所有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进行比较，包括最高分、最低分、平均

分、及格率的变化趋势；虚拟仿真实验成绩为虚拟实验成

绩及实验报告成绩加权和，虚拟实验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

的权重由教师自主确定。

2实验内容：

2.1 润粮、拌和

2.1.1 实验介绍：以图文形式展示拌和及润粮、润粮的处

理方式、单独润粮、不进行单独润粮等知识。

2.1.2 实验操作：酿造工甲（学生）前往粮食仓库，分别

找到需要的五种粮食：高粱、玉米、大米、酒米、小麦，

解开粮粉口袋检查粮粉是否霉烂、变质等(此处出现国标文

本图表，供学生点开学习；原料检查任务单，即对照国标

要求感官检查酿酒原料是否达标)；酿造工甲（学生）返回

酿造车间抓取糟醅鉴定糟醅、黄水品质从而判断窖池发酵

情况（此处右上角出现糟醅、黄水鉴定文本图标，供学生

学习；弹出任务单，即对不同窖池的糟醅、黄水进行分析，

学生通过母糟颜色、黄水颜色和糟醅、黄水质地描述判断

该窖池发酵情况）。根据判断结果按规定要求计算投粮量

（右上角出现投粮要求文本图标，供学生学习；弹出任务

单，即根据某一口窖池的母糟情况进行五种粮食投料量的

计算）。学生将混合粮粉袋运送至糟堆前，按要求倒糟醅堆

上；进行润粮（随机弹出该堆母糟干湿情况数据，学生根

据该组数据确定润粮水量）、拌和，拌和时一人挖耙梳、两

人用铁锨同时对翻，拌和 2 次，拌一次用叉扫清扫疙瘩一



次。拌和结束学生抓取粮糟判断拌和情况（随机弹出不同

拌和情况图片，学生判断是否结束拌和），拌匀后，堆积；

润粮时间进行 1 小时，离上甑 5-10 分钟以前将糠壳按规

定用定量糠箩量取倒入糟醅堆上；拌和时一人挖耙梳、两

人用铁锨同时对翻。

2.2 上甑

2.2.1 实验介绍：以图文形式展示上甑要点、甑桶蒸馏原

理、甑桶蒸馏的作用等知识。

2.2.2 实验操作：加底锅水、酒尾：向底锅中加入底锅水，

加至距甑 5-10cm 处，将酒尾（或黄水）倒入底锅水中；将

活动甑底关好，然后安入归位，安稳安平；将熟（冷）糠

铺满甑底（1-2cm）后，开启加热蒸汽；底锅水沸腾时调整

上甑气压不超过 0.15MPa，继续上甑，上甑过程甑桶中个别

位置出现冒气，气体中陆续出现低沸点的醛类物质、硫化

物；中沸点的乙醇、酯类物质；高沸点的酸类、多元醇物

质；继续探汽上甑，快上满甑时关小汽门，控制在 0.03MPa

左右；上甑应随到气压上甑，轻撒匀铺，探气上甑，无穿

烟、跑气，上甑时间应在 30—45 分钟。满甑后用木刮将甑

内糟醅刮成中低边高；刮后蒸汽距界面 1-2cm 时盖盘；接

上过汽弯管；掺满甑沿、弯管两接头处管口的密封水。上

甑操作要求做到调整汽压，使上甑时间控制为 35-40min；

盖盘后 5min 内必须流酒。（能识别上甑操作情况如快慢、

探气、气压控制等，根据操作具体情况接酒时对应出现 3min

流酒、5min 流酒、10 min 流酒、15 min 流酒）

2.3 量质摘酒：

2.3.1 实验说明：以图文形式展示分段摘酒（四段）。

2.3.2 实验操作：上甑结束后，盖甑盘后，酒精蒸气经冷

凝而流出酒来。流酒时，要调整好汽压，做到“缓火流酒”，

流酒气压应控制在 0.03MPa 左右，维持稳定，以保证流酒



速度稳定。打开冷凝器注水水阀控制流酒速度以

3-4kg/min 为宜，流酒温度控制在 27-30℃之间，流出酒

10 分钟之内，0.5-1kg，香气刺鼻，浑浊，酒度低的酒，称

酒头，学生摘酒头。因酒头含有低沸点的物质多，如硫化

氢、醛类等，故一般应除去酒头，贮存另作它用。流酒温

度一般要求在 27-30℃之间，称之为“中温流酒”。在流酒

时，随着蒸馏时间延长和温度不断升高，酒精浓度逐渐降

低。按照要求把中、高浓度的酒精（一般 65°以上）进行

入库。不够浓度的酒作酒尾处理。在流酒以后 10-15min 内

馏出的酒其酒精浓度为 70%-75%，约占总量的 1/3，酒花为

大清花，香气浓郁，有窖香、酯香，口感回甘，无异杂味，

为一级酒，摘进一级酒酒桶内，学生看花摘一级酒，结束

后弹出学生接酒重量结果。接续流酒，任然是大清花，但

酒花变密变多，度数 65%vol 左右，量中，香气欠佳，与一

级酒比略显单薄，有酯香，口感平淡。为二级酒，摘进二

级酒酒桶内。学生看花摘二级酒，结束后弹出学生接酒重

量结果。继续流酒，酒花有大有小，布满整个液面，消散

较慢，因为随着酒精度降低，水溶性物质和低沸点物质增

多，这意味着酒即将流尽。绒花酒酒度在 54%vol 左右。绒

花之后会出现小清花，摘绒花和小清花的过程称为吊尾，

摘入绒花及吊尾酒桶中，看花摘酒，结束后弹出接酒重量

结果。吊尾结束后即为尾水。尾水丢弃处理。

2.4 蒸粮

2.4.1 实验说明：以图文形式展示蒸粮知识。

2.4.2 实验操作：摘酒操作结束，酒流完后，即吊尾结束，

开大气阀，调整气压为 0.25MPa 左右，蒸粮时间从流酒开

始到出甑时止，蒸粮以 60min 为宜。蒸粮合格标准应是“内

无生心，熟而不粘”，既熟透，又不起疙瘩。蒸粮结束后，

关闭气阀，打开甑盘，打开气阀气压为 0.25MPa 吹糟吹酸



3-5 分；关闭气阀。

3 其他要求：

3.1 成交供应商协助学校申报省级及国家级虚拟仿真基地

及项目，提供简介视频与引导视频制作、软件部署、申报

书辅助填写、基地及项目运营推广等服务。

3.2 协助学校申请并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知识产权归学校

独立拥有。

3.3 虚拟仿真软件数据对接采购方虚拟仿真平台；此软件须

与学校现有虚拟仿真平台对接，具体要求如下：

3.3.1 仿真软件通过 SDK 接入仿真平台的用户身份、权限、

角色等信息接口，实现用户信息集成。

3.3.2 成交供应商通过 SDK 提交用户操作步骤名称、推荐操

作时长、实验操作时长、分值、得分等信息到仿真平台，

汇集数据到仿真平台。

3.3.3 成交供应商提供 url 链接到仿真平台后台，由仿真平

台提供启动服务。

3.3.4 软件供应商提供的仿真软件要求与仿真平台之间实

现统一登录，即从仿真平台启动并直接进入虚拟仿真软件，

无需二次登录，也无需中间跳转平台。

4

虚拟

仿真

开发

引擎

1

套

1 系统架构

基于 B/S 架构的网页版开发平台，采用 HTML5 和 WebGL 技

术进行浏览器端开发和渲染，利用统一的账号系统实现使

用权限的管理，支持场景实时编辑和预览。采用自研的在

线表格语言进行逻辑驱动，并提供网页表格编辑器进行在

线编辑。使用浏览器本地缓存技术对3D资源进行优化管理，

在保证本地资源与服务器资源一致的前提下，减少网络资

源消耗。拥有通用的服务器数据结构，能与资源库之间实

现 3D 资源的双向交换，同时支持一键在线发布软件产品。

2 引擎功能



▲2.1 网页在线开发。是基于 HTML5 和 WebGL 的虚拟仿真软

件开发平台，无需安装任何软件或插件，直接使用浏览器

打开网页即可进行虚拟仿真软件功能开发（提供功能软件

截图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2.2 跨平台运行。由于是基于浏览器的开发平台，因此天

然支持跨平台运行，无论是苹果 MacOS 系统，微软 Windows

系统，还是 iOS 和 Android 等手机系统，只要浏览器支持

WebGL，即可直接运行 VR 虚拟现实引擎。

2.3 支持在线发布。支持在线一键发布产品，发布后即可通

过网页使用。

2.4 支持离线发布。支持发布为离线资源，可部署到用户自

己的服务器进行使用。

▲2.5 在线表格编辑器。支持表格数据在线编辑，支持撤销

和重做、格式刷、字体、字号、加粗、斜体、字体颜色、

背景色、对齐、搜索和替换等编辑功能（提供功能软件截

图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2.6 在线资源库，与 VR 虚拟现实引擎双向对接。提供在线

资源库，可共享模型、UI、图片、材质、全息模型等资源，

支持一键导入到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编辑和使用。同时，在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编辑的场景资源也可以一键导入到资源

库中进行分享。

▲2.7 多人协同应用功能：支持开发多人协同应用功能，数

据由客户端发送至服务器，服务器进行数据同步等技术，

可实现多人协同完成一个任务的功能。

2.8 交互外设对接：开发的虚拟仿真软件支持手机端、网

页端、HTC VIVE 头盔以及 PICO 头盔运行。

▲2.9 数据后台管理：支持记录实验操作痕迹并上传至平

台，实验操作痕迹包括用户姓名、操作成绩、步骤详情、

操作时间等。



2.10 协同交替开发：支持用户协同交替开发。多个用户可

对同一个项目进行交替开发，用户 A 开发完相关功能后，

可将项目工程传递至用户 B处，进行其他功能的开发处理。

同理，可继续传递至其他用户处，进行项目的交替开发。

2.11 引擎中英文切换：用户可点击引擎项目工程中中英文

切换按钮，可一键将 VR 虚拟现实引擎界面相关文字内容切

换为英文显示，再次点击，切换为中文。

3核心技术

3.1 无需编程的开发技术：VR 虚拟现实引擎采用了自行研

发的在线表格替代编程语言进行程序开发，用户无需掌握

任何一门编程语言，无需任何专业背景，通过编写表格就

能开发软件。

3.2 简单易用的开发表格：为了保证用户在开发时的简单易

上手，VR 虚拟现实引擎在摒弃了程序代码开发而用在线表

格开发的同时，做到了功能开发时的语言简便、通俗易懂，

表格中填写的功能语言全部汉化，整个表格所需填写的列

数不超过 9列，并且明显区分了对象列、触发列、状态列、

响应列等，用户将相应的参数填写在相应的列表中，即可

实现软件功能。

3.3 实时保存的开发数据：开发过程中，用户编辑的表格数

据内容可实时保存，避免突发断网或断电时的数据丢失，

并且可在任何地方任意设备登录自己的账号即可打开最近

保存的开发场景以及开发内容。

3.4 功能全面的编辑环境：VR 虚拟现实引擎是完全自主开

发的一款虚拟现实开发平台，全界面均汉化，编辑环境具

备开发时所用到的基本编辑功能，比如修改物体名、修改

物体层级关系、删除物体、复制物体、更改物体位置状态

等，同时物体在环境中的位置状态、角度状态及比例状态

通过参数形式展现。



4 编辑功能

4.1 模板 UI 创建，2DUI 和 3D UI 相互转换。支持直接创建

事先预设的复杂模板 UI，且可对 UI 进行实时拖动和实时参

数编辑，支持一键实现 2D UI 和 3D UI 之间的转换。

4.2 在线可视化场景编辑器。VR 虚拟现实引擎具有在线可

视化场景编辑器，可对模型进行平移、旋转、缩放等操作，

支持模型层级显示、复制、删除、重命名、父子关系更改

等基础编辑操作。

4.3 参数化属性编辑窗口。可实时显示和修改模型属性参

数，如位置、角度、比例值、显示或隐藏控制、材质贴图

参数、碰撞参数、标签、渲染层级等，场景编辑器和属性

窗口数据双向同步变化。

4.4 粒子特效创建和编辑。支持粒子特效的创建和编辑，

可实时修改粒子特效参数，实时可视化查看效果。可实现

粒子特效文件的导入和导出，便于共享。

4.5 PBR 材质编辑。支持创建和编辑 PBR 材质，支持 PBR 材

质参数编辑，支持在场景中和缩略图中实时可视化展示参

数修改效果。

资源管理器。可对模型、贴图、材质、音频、视频、动画

等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可创建文件夹对相关资源进行分类

管理。通过上传接口，可将本地资源上传到服务器，自动

生成资源结构树，以便于后续使用。

5 项目管理

5.1 项目管理包括创建、打开、修改、删除、发布、下载、

分享、备份等功能。

5.2 创建项目：点击创建按钮，创建新项目。

5.3 打开项目：点击打开按钮，进入项目编辑开发页面。

▲5.4 修改项目：可对软件名以及是否开放进行设置修改；

若设置软件开放，则项目发布后，用户获取软件链接可直



接查看使用；若设置软件不开放，则对软件进行加密，用

户需登录有权限账号方可使用软件（提供功能软件截图并

加盖供应商鲜章）。

5.5 权限管理系统：软件权限包括可查看和可编辑。用户

获得查看权限，可通过软件链接直接登录使用；用户获得

编辑权限，可在 VR 虚拟现实引擎中对软件进行编辑修改。

若软件加密，开发者可通过权限管理系统批量生成具有软

件登录或编辑权限的账号，也可对注册账号进行权限赋予，

用户获取账号后可直接登录使用。

5.6 删除项目：删除当前创建的项目。

5.7 发布项目：项目发布生成网页链接，若软件开放，则

用户可通过网页链接直接查看软件。

5.8 产品中英文切换：VR 虚拟现实引擎开发完成的虚拟仿

真软件产品，支持一键切换中英文语言。

5.9 分享项目：包括传递模式和克隆模式两种。传递模式：

选择传递模式，生成分享码，其他用户通过分享码获取本

项目文件所有权；克隆模式：选择克隆模式并设置节点数，

其他用户通过分享码获取本项目文件的克隆版本，克隆节

点数控制本工程可被克隆次数。

5.10 备份项目：点击备份按钮，输入备注信息，用户可在

备份界面查看或恢复至之前备份版本。

▲5.11 输入分享码：通过其他用户提供的传递/克隆模式

分享码，获取项目文件（提供功能软件截图并加盖供应商

鲜章）。

5

酿酒

技术

数字

博物

馆编

1

套

1 系统架构：用 B/S 浏览器服务器架构，使用时下主流的

HTML5 和 WebGL 技术进行 3D 仿真渲染，无需插件即可运行

Web 3D 程序，通用的数据层服务器提供动态数据支持。

2.1 账号权限系统

2.1.1 数字博物馆编辑器账号和展馆账号共通，共享用户



辑器 信息。支持注册、登录和找回密码。

2.1.2 权限设置：创建展馆的账号拥有该展馆所有权，可

以编辑展馆内容，也可以授权给其他用户，进行共同的编

辑维护。

2.1.3 试用账号权限：普通用户注册后的权限为创建一个

项目，最多八个展厅，无时间限制。如需要更多权限，需

要向管理员申请。

2.2 项目管理

2.2.1 新建项目：通过点击新建项目按钮，即可创建一个

新项目。

▲2.2.2 编辑项目：包括项目信息：更换封面、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选择项目标签、项目 ID、发布作品到指定平台；

基础设置：答题闯关、强制登陆、方向键显示、多人在线、

点赞评论、导航跳转、大数据面板、指定用户编辑单独展

画；编辑展馆：选择场景类型拼接展馆；项目权限：可编

辑、可查看（提供功能软件截图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2.2.3 删除项目：点击对应项目上的删除按钮，二次确认

后即可完全删除对应项目。

2.2.4 更新程序：通过更新程序将项目修改内容直接更新

至产品链接中，不再单独生成产品链接；

2.2.5 文件夹管理：数字博物馆引擎支持文件夹创建，项

目可移动至指定文件夹，对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创建的文

件夹支持删除文件和重命名两个功能。

2.3 编辑-展馆拼接

▲2.3.1 风格及展馆选择：提供了十种以上的风格展馆选

择，每个风格中都有一系列不同样式的展厅，展厅大小以

及容量不尽相同，可以任意拼接。包含党建思政、未来科

技、中式雅致、中式古典、现代简约、校史沿革、简约轻

奢、水墨中国、非遗文化、现代工业、现代中式、自然风



光、校企文化、欧式轻奢、温馨家庭等一系列风格展馆模

板。

2.3.2 展馆容量显示：鼠标悬浮展厅上，可以显示该展厅

的多媒体容量（视频、展画、贴图、模型），单击展厅，可

查看该展厅放大示意图；双击展厅，可依次在大厅后拼接

该展厅；拼接若干展厅后，会显示展馆总容量。

2.3.3 展厅旋转：每个展厅都可以双向拼接，展厅具有旋

转功能。

2.3.4 拼接撤回：提供拼接撤回功能，新建项目默认第一

个展厅即为大厅，撤回功能可以将大厅也撤回，自行决定

第一个展厅。

2.4 基础功能设置

▲2.4.1 答题闯关：提供展馆中答题闯关的开关，用以控

制是否生成展厅间的门锁（提供功能软件截图并加盖供应

商鲜章）。

2.4.2 强制登录：提供是否强制登录选项，如若打开强制

登录，则进入展馆后不登录便不能漫游。

2.4.3 方向键显示：提供触屏操作下，点击方向导航按钮

进行漫游的开关。

▲2.4.4 多人在线：提供多人在线功能，进入展馆后可以

与同时在线的用户互动，交换名片或者发言交流。

2.4.5 点赞评论：提供是否开放展厅点赞评论区域。

2.4.6 导航跳转：多展厅情况下，提供快速导航功能，点

击俯视图中任意展厅，即可跳转到相应展厅。

▲2.4.7 大数据面板：提供以该展厅为单位的大数据面板

链接，包括游览人次、深度操作数据（答题正确率、展画

点击完成度、展厅漫游完成度、资源拓展完成度）、热门展

板排名、来访终端分布、答题成绩排名、展厅数量等数据

（提供功能软件截图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四、商务要求

★(一)履约期限和地点：

1.履约期限：政府采购合同签订生效后 90 个日历天内完成本项目所有约定

工作内容。

2.履约地点：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二)履约保证金

1、合同签订前中标人向采购人缴纳中标金额的 5%作为履约保证金。

2、交款方式：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

2.4.8 指定用户编辑单独展画：允许对展馆中单独展画授

权，避免多人协同植入内容产生干扰。

2.5 多人协同协作

2.5.1 可查看：可选择所有用户可查看、登录用户可查看

以及指定用户可查看。若选择所有用户可查看，则用户通

过展馆链接进入即可使用；若选择登录用户可查看，则用

户进入展馆后，需登录账号方可使用；若选择指定用户可

查看，则可在此处添加/删除用户手机号或邮箱来添加/移

除用户查看权限。

▲2.5.2 可编辑：提供展馆编辑权限的授权，输入用户账

号即可添加编辑权限，同时也可以删除该用户编辑权限；

若在基础设置中打开“指定用户编辑单独展画”开关，则

可在此处选择任一展厅，对每幅展画进行单独的编辑权限

设置。

2.6 内容丰富：拥有博物馆内的所有内容：启动封面、展

馆标题、网页图标、大厅外景、背景音乐、解说旁白、展

厅液晶屏、模型、展画（图片、标题、文字描述、拓展知

识（包括图集、视频集、音频、链接、360 全景图片、3D

模型、PDF 文档））、答题闯关问题等，可在任意一个环节进

行修改更新。



提交至采购人(包括网银转账，电汇等方式)。

3、交款时间：成交通知书发放后，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前。供应商未按照谈

判文件的规定交纳履约保证金，且又无正当理由的，将视为放弃成交。

注：1、提供保函的担保机构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相关资质和偿付能力的

担保机构。保函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必须要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能够进行查询，否则将取消成交资格，采购人将重新确定成交供应商，并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2、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①成交供应商不履行与采购人订立的合同的，

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

过部分予以赔偿。②项目验收结果不合格的，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③其他违

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3、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上缴国库。逾期退还履约保证

金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供应商损失。

★(三)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完成后，项目全部交付并验收合格后，30 个工作日内学校向成

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 100%。

注：①采购人不得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

件，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供应商付款的条件。

②对于满足采购合同约定资金支付条件的，釆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后按照要

求将资金按时足额支付到约定账户。采购人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内部程

序、政策调整、单位放假等为由延迟付款，采购人无故拒绝或者延迟支付政府采

购合同款项的，应当依照采购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③每次付款前，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凭证资

料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采购人接受转账的开户

信息以合同载明的为准。如因供应商未按照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导致逾期付

款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五年(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2、成立售后服务专项小组，提供 24 小时响应机制服务。



3、供应商提供详细的项目培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培训内容，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师资安排等。总体培训时间不少于 200 小时。

★4、软件终身免费升级维护，不收取软件使用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软件知

识产权、著作权归校方所有。所有软件资源免费迁移到其他平台。软件应开发网

络版,可支持多种浏览器使用。

★（五）履约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

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注：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

商应全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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