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奖金数额

（元）
授 奖

部 门

2019年4月
民办高校基
础能力建设

项目
省级 200万 山东省教育厅

2020年4月 重点实验室 市级 无 日照市科技局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 0 1 7 年 9 月 实践检验时间: 4 年

完成：2 0 2 1 年 9 月
主

题

词
仿真教学、实训基地、邮轮乘务、岗课赛证培训

1.成果简介

国际邮轮仿真实训基地是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将虚拟仿真技术运

用至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教学和校企合作中的一次重要探索。2017

年，我校在山东省教育厅的指导下，开始探索与创新邮轮服务人才实

训教学和人才培养新模式，建设了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地。2019年该

实训基地获批山东省民办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2020年4月仿真豪华

邮轮实训基地获批日照市重点实验室。成果简介如下：

（1）基于邮轮专业学生岗位能力培养，建设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

块，开发了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系统。该系统分为“基础支撑

层”“模型库统”和“系统应用平台”。主要针对师生教学的需求，

以服务邮轮专业与邮轮岗位群为目标，根据岗位服务内容与对接邮轮

企业标准，针对相应课程合作开发邮轮客舱、餐饮、酒吧、咖啡厅、

宾客服务中心、免税店、娱乐场所等邮轮场景的虚拟仿真实训教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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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培养学生的岗位操作能力；开发建设的国际邮轮虚拟仿真实训系

统采用中英文双语语言系统，满足邮轮专业核心课程“邮轮实用英

语”的教学要求，培养提升学生的双语交流能力。

（2）建设完成仿真邮轮实训基地。按照实际豪华邮轮的构造、功

能区和岗位需求，分上下两层设计游客登船区、邮轮文化展示区、模

拟船舱区、餐饮服务区、客座区、演艺区、休闲娱乐区等功能分区，

创设邮轮和酒店工作环境。满足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表演

艺术等学生的实践、实训，满足邮轮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教学、

实训和考评条件要求。

（3）基于服务邮轮企业方面，构建虚拟仿真职业培训模块，从产

教融合角度出发，以服务邮轮企业人员培训为目标，将邮轮企业员工

职业岗位培训、邮轮专业学生“1+X”职业资格考证内容融入邮轮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建设中，为企业人员培训考试提供场地和资源。基地为

学生提供了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综合学习场地与逼真的考试场所。

满足邮轮内装设计培训，海船船员技能证书和客船船员技能证书培训

等。

（4）基于服务社会方面，构建虚拟仿真科研与技术服务模块。以

服务企业科技进步和学校科研深化为目标，组建科研团队，为学校和

企业开展教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提供支持。可面向校内外开展邮轮乘

务、酒店服务等专业教师技术技能、师资培养等方面培训。能够满足

社会人员邮轮、酒店等服务职业技能等级培训、进修培训。 还可以作

为生产性实训基地面向社会提供国际邮轮旅游真实性全程服务，为嘉

宾们提供饮料、鸡尾酒特饮调制、酒店入住、用餐。可承办学术或商

业性会议的接待与服务工作。

（5）海洋研学基地。定期组织中小学学生到实训基地进行研学活

动，宣传海洋知识、海洋文化、生态旅游的教育等，提升人们对豪华

邮轮和世界各大港口认知，满足教师和学生课题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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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以增添沉浸感和交互式的教学场景为抓手，解决传统实训教

学模式高投入、高损耗、高风险及难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的“三高

三难”痛点和难点。为教师和学生提供逼真、沉浸感和交互式教学场

景，可以跨平台多人协同交互完成流程，解决了传统教学理论和实践

不能完全融合、学生交流模拟形式单一效果不均衡的弊端。

（2）通过虚拟双语教学，采用人机交互模式，分不同邮轮服务场

景进行交互模拟对话练习。学生可以模拟餐厅摆台、客舱整理、开夜

床、调酒实训、前台办理信用卡关联等各种实训模块的虚拟现实操

作，解决学生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弱的问题，提高学生英语会话对客沟

通服务能力。

（3）通过改革学业考核评价机制，解决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学

生可以在模拟邮轮上直接进行实践操作，系统即时判别学生的正确操

作与错误操作。实现人机交互（考核模式），改革传统“期末一张

卷”的考核模式，实行以能力训练为中心的开放式、全程化考核，解

决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

（4）打造生产性实训基地，解决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不足的问

题。实训基地不仅是服务于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的实

训教学，而且将作为生产性实训基地，面向社会提供国际邮轮旅游真

实性全程服务，学生在真实的服务场景中，体验对客服务的全过程，

增强其专业岗位接待与服务能力。

（5）实现教学活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将邮轮实

际业务与学生实训操作有机结合起来，使专业课程教学更具有高职特

色，与培养实践型、职业型、开放型人才的目标定位相吻合。教学改

革、科学研究成果在仿真实训教学平台基础上更好地整合实验资源，

不断完善实训内容和形式，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提升就业创业

质量。利用仿真实训教学可以做到紧跟现代邮轮业务的发展趋势，通

过课题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化等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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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将前沿邮轮乘务服务技能融入教学，实现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完美结合。

3.成果的创新点

（1）实现专业技能教学产教融合动态化。本实训基地将企业的岗

位要求转化为职业院校的教学要求，功能兼容性强，随着产业发展岗

位要求的动态变化，教学要求也随之改变，实现动态化的产教融合。

（2）实现邮轮实训教学理虚实一体化。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是指在

专业教学标准指导下的理论学习和技能标准指导下的实训教学中，通

过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进行实际场景化的任务式学习，将技能点融

入到典型的任务中，以达到在高仿真环境中完成教学的目标。

（3）创建船员人力供给与培训新模式。研发船舶操纵与避碰控制

系统，建设现代化、先进性的模拟驾驶舱，全面模拟海上风浪天气、

海洋水文状态、船舶驾驶技术、轮机维修与管理、船舶倾覆避碰等，

为开展大型船舶操控和安全管理奠定基础；在船员供给与培训方面，

完成海乘人员从招聘面试、培训考核到证件办理、劳务派遣等一站式

服务。在校生实训方面，作为旅游服务类专业实训教学基地，开展客

房、餐饮、前厅、康乐等岗位技能训练。满足1+X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教学、实训和考评条件要求。

（4）实现邮轮旅游交互式实体运行新模式。面向社会提供国际邮

轮旅游真实性全程服务，为嘉宾们提供饮料、鸡尾酒特饮调制、酒店

入住、用餐、承办学术或商业性会议的接待与服务工作，让嘉宾们在

仿真邮轮实训室里体验邮轮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教学设备，感受邮轮设

备传递出的新奇感受；在学生贴心服务下，享受舒适的茶歇时光，全

程舒适、让人放松，真正体现邮轮旅游带给人的心理满足。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探索校企共建、协同创新、机制灵活、邮轮服务特色鲜明的实训

基地建设模式，加快推进与邮轮公司产教深度融合。将职业教育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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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与智慧校园整体设计相融合，探索符合学校

实际需要和当地产业需求的创新路径与方法，突出专业特色，面向区

域、面向行业、对接产业，服务企业人才需求，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开展了职业培训，成为船员培训基地。目前该实训基地已经完成

船员培训量1万多人次，培训项目有海船船员基本安全、基本急救、精

通急救、船上医护、客船、国际航线英语培训等多个项目。

与丽星、鼓浪屿等邮轮公司、上海亚湾酒店管理公司、日照远洋

运输有限公司、新加坡FICC私人控股有限公司等开展校企合作，开展

邮轮英语、邮轮面试英语、酒店英语、酒店面试英语、国际航线英语

等课程的培训，近三年共培训学员467人，先后派遣187人到丽星邮

轮、鼓浪屿邮轮、上海、北京等国际酒店就职实习就业。与中船舰客

科技教育（北京）有限公司开展1+X邮轮运营技能等级证书培训。

（3）成为日照市新营小学海洋研学基地。宣传海洋知识、海洋文

化、生态旅游、海洋安全等教育基地，提升对国际豪华邮轮和世界各

大港口的认知了解。

（4）作为生产性实训基地，面向社会运营。提供国际邮轮旅游真

实性全程服务，让嘉宾在仿真邮轮实训室里体验邮轮虚拟现实等高科

技教学设备，感受沉浸式邮轮旅游和服务。作为学校的三产，实行学

生自主运营模式，提供美甲、台球、咖啡、奶茶、西餐等服务，效果

明显，年营业额平均26万元。

（5）向多家兄弟院校、邮轮公司、五星级酒店等企业推广使用，

成为企业校内人才培养基地，具备先进性和共享性仿真邮轮实训特

征，育人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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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冯建立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09 最后
学历

硕士

参加工作
时间

2001.05
职业院校

教龄
21年

专业技术
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副院长

工作单位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

院
办公电话 0633-8672006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学管理 移动电话 18954193788

电子信箱 252583173@qq.com 邮政编码 276800

详细通讯地址 日照市山海路369号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11年《高职院校学生实习期间权益保障机制研

究》山东省教育厅科研成果二等奖；

2.2011年《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调查及分

析》山东省教育厅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3.2011年“全国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4.2013年“山东省民办教育优秀教师”；

5.2013年“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先进个人”；

6.2020年当选为日照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

主

要

贡
献

全面负责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基地的规划设计与建设方

案，并指导基地的分期建设完成和投入使用。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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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2）完成人
姓 名

李娜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0.6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5.07

职业院校
教龄

16年

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管理学院院长

工作单位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

院 办公电话 0633-867232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学管理 移动电话 13963301942

电子信箱 178665220@qq.com
邮 政

编 码
276800

详细通讯地址 日照市山海路369号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负责组建项目团队，与企业制定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2.与合作企业共同执行和落实项目的建设、跟踪和验收。

3.进行实训基地的推广和应用。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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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3）完成人
姓 名

邹艳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2年9月
最后

学历
硕士

参加工作

时间
2020年4月

职业院校
教龄

2年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教师

工作单位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

院 办公电话 0633-867232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学管理 移动电话 18706480138

电子信箱 953872042@qq.com
邮 政

编 码
276800

详细通讯地址 日照市山海路369号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负责和企业共同开发仿真实训教学系统，组织相关教师

或机构进行邮轮技能实训。

2.负责本专业专兼职教师教研活动的组织和召开。

3.协助建设期间的组织协调工作。

4.全程参与项目的申报、实施和验收工作。

5.负责撰写推广案例，为成果推广应用做出了一定贡献。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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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4）完成人
姓 名

郑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9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6.5

职业院校
教龄

15

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副院长

工作单位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

院 办公电话 0633-867232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学管理 移动电话 13656339097

电子信箱 178665220@qq.com
邮 政

编 码
276800

详细通讯地址 日照市山海路369号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6年获得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比赛二等奖

2016年获得国家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比赛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负责邮轮英语仿真实训的使用和信息化教学改革，参与仿

真教学系统的功能开发。根据基地建设方案，与合作企业共同

执行和落实项目的建设。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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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5）完成人
姓 名

张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4.5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14.5

职业院校
教龄

7

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信息学院院长

工作单位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

院 办公电话 0633-8672099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学管理 移动电话 15006915549

电子信箱 178665220@qq.com
邮 政

编 码
276800

详细通讯地址 日照市山海路369号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仿真豪华邮轮实训中心日照市重点实验室负责人，与合作

企业根据邮轮服务人才岗位技能需求开发教学系统，提供技术

支持，和企业共同完成基地建设。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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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6）完成人
姓 名

吕慧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5.10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84.8

职业院校
教龄

37年

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基础部主任

工作单位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

院 办公电话 0633-867232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学管理 移动电话 18663396012

电子信箱 1251078383@qq.com
邮 政

编 码
276800

详细通讯地址 日照市山海路369号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负责制订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实施方案；主要参与国际邮轮

乘务管理专业英语实训教学模块的开发；主要参与组建项目建

设团队，进行邮轮英语实训教学改革，与合作企业共同执行和

落实项目的建设和应用。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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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7）完成人 姓
名

沈敏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3.10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15.12

职业院校
教龄

3年

专业技术

职称
现任企业

职务
校企合作部总监

工作单位 上海亚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电话 021-36360858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校企合作 移动电话 13310061929

电子信箱 sm13818114183@163.com
邮 政

编 码
200072

详细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456号A305-306室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根据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参与对客服务技能培训模块研讨

2.参与国际邮轮乘务实训基地的使用和推广

3.参与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功能的应用。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 0 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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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8）完成人 姓
名

王青葵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4年11月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95年10月

职业院校
教龄

无

专业技术

职称
现任党政

职务

工作单位 新加坡FICC私人控股

有限公司 办公电话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丽星邮轮船员业务代

理及培训 移动电话 13864289279

电子信箱 wqkqd@126.com
邮 政

编 码

详细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30号甲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1.根据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参与对客服务技能培训模块研讨

2.参与国际邮轮乘务实训基地的使用和推广

3.参与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功能的应用。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 0 日

   无

无 人力资源部经理

266000

1386428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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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65220@qq.com

2022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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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3）完

成单位名

称

上海亚湾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 上海工商局

联 系 人 沈敏 联系电话 13310061929

传 真 021-36360858 电子信箱 sm13818114183
   @163.com

通讯地址 上海静安区永和路
   456号A305室

邮政编码 200070

主

1.根据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参与对客服务技能培训模块开发。

2.参与国际邮轮乘务实训基地的使用和推广。
3.为项目建设提供行业指导。

4.参与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功能的应用。

要

贡

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1 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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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项目的建设目标，牵头邮轮公司参与虚拟实训系统的开
发和实训基地的规划和建设，为项目建设提供行业指导和技术
支持。
2.参与游轮公司乘务员面试英语培训，推广实训基地的使用。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4）完

成单位名

称

新加坡FICC私人控股

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 丽星邮轮

联 系 人 王青葵 联系电话 13864289279

传 真 电子信箱 wqkqd@126.com

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
香港中路30号甲 邮政编码 266071

主

要

贡

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2022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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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审

意

见
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省级教学成果奖励领导小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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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
实训教学基地建设与应用研究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的背景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自2006年开始开设中职国际邮轮乘务专业，

2017年学校升格为高职，邮轮乘务专业办学已有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与中

远海运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鼓浪屿邮轮、丽星邮轮、歌诗达邮轮等多

家海运公司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先后输送邮轮乘务人才2000余人，因此该

成果的建设我们学校具有丰富的建设资源和坚实的建设基础。学校自1998

年开始办航海教育，至今以后23年办学历史，获得国家交通部海事局审批

的海船船员培训资质，开设基本安全、精通急救、客船、机工、水手等18

个船员培训项目，为建设邮轮专业实训基地奠定良好基础。

学院360度全景船舶操纵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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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实训基地平面规划图

2017年我校探索与创新邮轮服务人才实训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建

设了邮轮实训基地。该实训基地是在国家职业教育发展中产教融合背景下

，将虚拟仿真技术运用至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教学和校企合作中的一次

探索。该项目主要根据学生能力培养和社会服务能力两大模块进行建设和

功能开发，建成仿真实训教学、职业技能培训、科研与技术服务、生产性

实训等四个功能模块。在此基础上从管理制度、师资培训、教学体系和配

套资源四个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建设及运行管理模式，取得较好的效果。

学院“明德号”模拟船邮轮实训基地

2019年该实训基地获批山东省民办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根据

行业发展需求对基地进行改造和设备数字化升级，2020年获批日照市重点

实验室。

第2页



二、成果简介

国际邮轮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是我院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建设的用于

教学、培训、科研和社会服务、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是提供国

际邮轮港口和国际邮轮各部门工作流程仿真教学演示、实操练习、考试考

核、培训面试、研学、安全演练和对外生产体验的综合性实训场所。主体

部分是国际邮轮虚拟仿真实训室，主要包括国际邮轮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邮轮船模展示系统、全息手势交互系统和国际邮轮专业教学资源库四部

分。内容如下：

（1）基于邮轮专业学生岗位能力培养，建设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

块，开发了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系统。该系统分为“基础支撑层”

“模型库统”和“系统应用平台”。主要针对师生教学的需求，以服务邮

轮专业与邮轮岗位群为目标，根据岗位服务内容与对接邮轮企业标准，针

对“邮轮客舱服务与管理”“邮轮餐饮服务与管理”“邮轮酒吧服务与管

理”“酒吧服务与管理”“咖啡制作”“邮轮前厅服务与管理”“邮轮购

物服务与管理”“邮轮娱乐服务与管理”等课程合作开发邮轮客舱、餐

饮、酒吧、咖啡厅、宾客服务中心、免税店、娱乐场所等邮轮场景的虚拟

仿真实训教学项目，培养学生的岗位操作能力。基地开发建设的国际邮轮

虚拟仿真实训系统采用中英文双语语言系统，满足邮轮专业核心课程“邮

轮实用英语”的教学要求，培养提升学生的双语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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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完成仿真邮轮实训基地。按照实际豪华邮轮的构造、功能

区和岗位需求，分上下两层设计游客登船区、邮轮文化展示区、模拟船舱

区、餐饮服务区、客座区、演艺区、休闲娱乐区等功能分区，创设邮轮和

酒店工作环境。作为生产性实训基地面向社会提供国际邮轮旅游真实性全

程服务。

（3）基于服务邮轮企业方面，建设虚拟仿真职业培训模块，主要从

产教融合角度出发，以服务邮轮企业人员培训为目标，将邮轮企业员工职

业岗位培训、邮轮专业学生“1+X”职业资格考证内容融入邮轮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建设中，为企业人员培训提供场地和资源。满足 1+X 邮轮运营

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教学、实训和考评条件要求，满足邮轮内装设计

培训，海船船员技能证书和客船船员技能证书培训等。

（4）基于服务社会方面，建设虚拟仿真科研与技术服务模块。以服务

企业科技进步和学校科研深化为目标，组建科研团队，为学校和企业开展

教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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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研学基地。定期组织中小学学生到实训基地进行研学活动

，宣传海洋知识、海洋文化、生态旅游的教育等，提升人们对豪华邮轮和

世界各大港口认知，满足教师和学生课题研究需求。

三、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以增添沉浸感和交互式的教学场景为抓手，解决传统实训教学

模式高投入、高损耗、高风险及难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的“三高三难”

痛点和难点。为教师和学生提供逼真、沉浸感和交互式教学场景，可以跨

平台多人协同交互完成流程，解决了传统教学理论和实践不能完全融合、

学生交流模拟形式单一效果不均衡的弊端。

（2）通过虚拟双语教学，采用人机交互模式，分不同邮轮服务场景

进行交互模拟对话练习。学生可以模拟餐厅摆台、客舱整理、开夜床、调

酒实训、前台办理信用卡关联等各种实训模块的虚拟现实操作，解决学生

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弱的问题，提高学生英语会话对客沟通服务能力。

（3）通过改革学业考核评价机制，解决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学生

可以在模拟邮轮上直接进行实践操作，系统即时判别学生的正确操作与错

误操作。实现人机交互（考核模式），改革传统“期末一张卷”考核模

式。

（4）打造生产性实训基地，解决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不足的问题。

实训基地不仅是服务于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的实训教学，

而且将作为生产性实训基地，面向社会提供国际邮轮旅游真实性全程服

务，学生在真实的服务场景中，体验对客服务，增强接待与服务能力。

（5）实现教学活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将邮轮实际

业务与学生实训操作有机结合起来，利用仿真实训教学可以做到紧跟现代

邮轮业务的发展趋势，通过课题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化等产

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活动，将前沿邮轮乘务服务技能融入教学，实现科研活

动与教学活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完美结合。

四、成果的创新点

第5页



6

（1）实现专业技能教学产教融合动态化。本实训基地将企业的岗位要求转

化为职业院校的教学要求，功能兼容性强，随着产业发展岗位要求的动态变化

，教学要求也随之改变，实现动态化的产教融合。

（2）实现邮轮实训教学理虚实一体化。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是指在专业教学

标准指导下的理论学习和技能标准指导下的实训教学中，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

手段，进行实际场景化的任务式学习，将技能点融入到典型的任务中，以达到

在高仿真环境中完成教学的目标。

（3）创建船员人力供给与培训新模式。在船员供给与培训方面，完成海乘

人员从招聘面试、培训考核到证件办理、劳务派遣等一站式服务。

（4）实现邮轮旅游交互式实体运行新模式。面向社会提供国际邮轮旅游真

实性全程服务，为嘉宾们提供饮料、鸡尾酒特饮调制、酒店入住、用餐、承办

学术或商业性会议的接待与服务工作。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将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与智慧校园整体设计相融

合，探索符合学校实际需要和当地产业需求的创新路径与方法，突出专业

特色，面向行业、对接产业，服务企业人才需求，助力高质量发展。

（1）开展了职业培训，成为船员培训基地。目前该实训基地已经完

成船员培训量1万多人次，培训项目有海船船员基本安全、基本急救、精

通急救、船上医护、客船、国际航线英语培训等多个项目。

（2）与丽星、鼓浪屿等邮轮公司、上海亚湾酒店管理公司等海运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开展邮轮英语、邮轮面试英语、酒店英语、酒店面试英

语、国际航线英语等课程的培训，近三年共培训学员467人，先后派遣187

人到丽星邮轮、鼓浪屿邮轮、上海、北京等国际酒店就职实习就业。与中

船舰客科技教育（北京）有限公司开展1+X邮轮运营技能等级证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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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范柯邮轮工作照片

实训基地培训现场照片

毕业生宋嘉音等邮轮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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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为日照市新营小学海洋研学基地。宣传海洋知识、海洋文

化、生态旅游、海洋安全等教育基地，提升对国际豪华邮轮和世界各大港

口的认知了解。

（4）作为生产性实训基地，面向社会运营。提供国际邮轮旅游真实

性全程服务，让嘉宾在仿真邮轮实训室里体验邮轮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教学

设备，感受沉浸式邮轮旅游和服务。作为学校的三产，实行学生自主运营

模式，提供美甲、台球、咖啡、奶茶、西餐等服务，效果明显，年营业额

平均26万元。

（5）向多家兄弟院校、邮轮公司、五星级酒店等企业推广使用，成

为企业校内人才培养基地，具备先进性和共享性仿真邮轮实训特征，育人

成效显著。

本成果适应国家战略和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紧盯产业转型升级，将职业教

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打造成集教学、实训、培训、科研、竞赛、科普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解决了实训教学过程中高投入、高损耗、高风险及难

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的“三高三难”痛点和难点，有效服务新时代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在各类人员就业培训以及服务行

业企业技术创新等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了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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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成果名称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实训教学基地建设与应用研
究

成果第一完成人及
其他完成人姓名

冯建立、李娜、邹艳艳、郑峰、张伟、吕慧、沈敏、

王青葵

成果第一完成人
及其他完成人
所在单位名称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日照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上

海亚湾酒店管理公司、新加坡FICC私人控股有限公司

组织鉴定部门名称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鉴定组织名称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鉴定委员会

鉴定时间 2022年1月8日

鉴定意见：

本成果适应国家战略和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紧盯产业转型升级，将职业教

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打造成集教学、实训、培训、科研、竞赛、科普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解决了实训教学过程中高投入、高损耗、高风险及难

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的“三高三难”痛点和难点，有效服务新时代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各类人员就业培训以及服务行业

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了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产业发展。

该成果于2017年启动建设和推广，2019年获得山东省民办基础能力建设项

目，在邮轮乘务专业人才培养和相关企业员工培训中均取得突出成效。

专家组一致同意推荐该成果申报省级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鉴定组织负责人：

2022年 1 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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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山东省民办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审批证明材料

3.2日照市重点实验室审批证明材料

3.3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仿真邮轮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3.4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3.5参与项目人员成果证明材料

3.6本教学成果推广证明材料

3.7本教学成果视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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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山东省民办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审批文件3 

3.2日照市重点实验室审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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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2019年4月1日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3.3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仿真邮轮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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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基础

1、学校办学实力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综合

性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迄今已有23年的办学历史。规划用地1200亩，已

建成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学院紧密对接山东省和日照市支柱产业、骨干

产业，面向海洋经济、港口经济，开设包括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国

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表演艺术专业等24个统招高职（专

科）专业，形成了航海类、机电一体化类、信息技术类、旅游管理类五大

优势学科，航海类专业优势明显，机电和信息类专业与智能化深入融化，

各具特色，互为依托，均为社会急需。

（1）校企双主体育人成绩显著。学校秉承“海纳百川、知行致远”

的校训和“德育为先、技能为要、特色兴校、质量至上”的办学理念，深

入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山东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示范单位，

日照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就业创业培训基地，日照市网络生产基地，

智能电梯工程实训与鉴定中心、豪华邮轮仿真实训中心列入山东省高校基

础能力建设工程，消防工程实训中心政校企一体化建设列入“日照市创新

种子项目”，豪华邮轮仿真实训中心获批日照市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十

佳高级船员教育学校”、“航运在线品牌校”、“船员最信赖的学校”，

已与200多家中外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

（2）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强。副高以上职称占

专任教师总数的32%，专任教师中50%以上的教师属“双师型”教师《虚拟

现实技术在船舶操纵与避碰中的应用》获批教育部科研课题，牵头编写了

《山东省船舶水手与机工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参与完成了《航海学》、

《船舶结构与货运》等多部教材编著任务；主持或参与“航海气象传真图

评估系统”、“船长智能软件研究”等省级以上项目的研究工作。GMDSS、

航海英语、船舶电气与自动化等单科考试通过率多年来都名列全省同类院

校前茅。教师在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获交通运输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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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院教学设施先进，虚拟实训特色突出。拥有校内外基础实验

室、专业实训室以及实训基地77个，建有2个国家海事局达标考试中心，

360°全视景航海模拟器是山东省装备的第一台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船舶

操纵模拟器。智能电梯实训中心、仿真豪华邮轮实训中心、消防实训中心

列入山东省高校基能力建设工程，仿真豪华邮轮实训中心、消防实训中心

获批日照市重点实验室。与中国移动日照分公司共建5G移动网络实训基地。

（3）学院航海办学特色突出，人才培养质量高，社会影响力大。

学校在船员教育与培训方面拥有雄厚的办学实力，积累了丰富的办学

经验，在业内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船员30万余人

次，为促进当地航运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院获批开展18个船员培训

项目，设施设备先进，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经验丰富，为培养航海类技术

技能型人才提供培养基地，为日照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其中

客船和游艇操作人员培训项目为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地的建设奠定了实

训基础，自有豪华游艇一艘具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

15年办学历史，教学资源丰富。

（4）在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建设过程中，学院凭借与众多邮轮公

司校企合作的资源优势，对邮轮公司岗位需求与船员任职条件进行了深入

调研，确定邮轮乘务人员的技能要求，确定课程体系和国际化邮轮人才培

养目标、师资配备标准以及实践教学标准等，为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

地的建设提供了实训基础。

我院自2008年以来便开设了中职国际商务专业（海乘方向），目前，

我院设有国际商务（海乘方向）、国际商务（高铁方向）、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国际邮轮乘务等四个中职专业，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

等两个高职专业，在校生1140人。学院具有十多年的豪华邮轮专业人才的

培养经验和办学基础，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专业群。

（5）实训建设基础。我院现已建成邮轮餐饮、客舱（房）服务、西

餐咖啡厅、形体礼仪、轮机工程实训室、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GPS (全

球定位系统)实训室、测深仪/计程仪实训室、船用雷达实训室、电罗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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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室、磁罗经实训室、360度全景船舶操纵模拟器、GMDSS (全球海上遇险

与安全系统)实训室、船舶货物配载实训室、船舶展览室等20多个相关实

训室，为建设邮轮实训中心奠定良好的实践经验基础。2019年申报省级基

础能力建设项目开发仿真豪华邮轮实训中心，具备仿真实训中心的建设经

验和建设基础。

（二）虚拟仿真建设基础

1、学校对虚拟仿真建设支持力度大，具备大型虚拟仿真实训建设条

件。我院现已建成邮轮餐饮、客舱（房）服务、西餐咖啡厅、形体礼仪、轮

机工程实训室、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GPS (全球定位系统)实训室、测

深仪/计程仪实训室、船用雷达实训室、电罗经实训室、磁罗经实训室、360度

全景船舶操纵模拟器、GMDSS (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实训室、船舶货物

配载实训室、船舶展览室等20多个相关实训室，为建设虚拟仿真豪华邮轮

实训基地奠定良好的实训基础。

学校现有360°全视景航海模拟器，是山东省第一台具有国内先进水

平的船舶操纵模拟器。配备武汉理工大学研发的轮机模拟器，均能实现学

生模拟场景和技能的操作，虚拟仿真设备先进。

2、学校获批山东省民办基础能力建设项目2项，其中仿真豪华邮轮实

训中心的项目建设获批日照市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3、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系统应用效果好。

办学23年来，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系统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训教学中，教

学效果很好，突破常规实训教学中没有实景的困难，利用现代化仿真教学

手段突破技能实训的教学难点，让学生在仿真环境中，体验实景技能操作

和虚拟现实技能操作，提高各项技能的教学效果。

4、师生虚拟仿真资源建设开发能力强。

学校师生注重科教融合，与企业联合开发虚拟仿真研究成果。航海技

术专业教师科学使用虚拟仿真模拟实训教学系统获得全国信息化教学大

赛一等奖。《虚拟现实技术在船舶操纵与避碰中的应用》获批教育部科研

课题，主持或参与“航海气象传真图评估系统”、“船长智能软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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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级以上项目的研究工作。产教融合成果初见成效。

5、利用虚拟仿真资源开展社会服务效果好。学校作为日照市唯一一

所航海类高职院校，多年来致力于海洋经济人才培养和发展，航海模拟器

和轮机模拟器成为中小学、行业协会的海洋科普培训基地， 每年利用职

教活动周、寒暑假等对社会和中小学学生开放，普及海洋知识，推动航海

技术的应用，效果很好，深受社会的认可。

6、校企合作基础好，协同创新能力强。多年来，学校与200多家包括

海运企业、知名酒店、豪华邮轮公司、高铁运输公司、港口物流企业等，

为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的开发建立的坚实的基础。

学院360度全景船舶操纵模拟器

学院自有的豪华游艇

二、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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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依据

（1）满足“1+X”证书试点专业技能等级标准和相关教学标准。将高

职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融入专业“1”的相关教学标准和“X”的技能等级

标准，以及行业内相关大型企业的企业标准（含岗位标准），在标准指导

下建设实训基地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内容资源环境。

（2）满足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开展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以进一步推进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实验教学

项目、拓展实验教学内容广度和深度，延伸实验教学时间和空间。

（3）满足教育部发布高职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教学

标准。

2、建设理念

（1）产教融合动态化。

本实训基地建设将企业的岗位要求转化为职业院校的教学要求，功能

兼容性强，随着产业发展岗位要求的动态变化，教学要求也随之改变，实

现动态化的产教融合。

（2）理虚实一体化

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是指在专业教学标准指导下的理论学习和技能标

准指导下的实训教学中，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进行实际场景化的任

务式学习，将技能点融入到典型的任务中，以达到在高仿真环境中完成教

学的目标。

3、基本框架

本实训基地主要功能是满足学生的实践、实训学习。整体建设给人以

邮轮客舱的体验感，邮轮特色要鲜明；豪华、高水准、仿真，给人逼真的

体验感，同时借助于高科技的VR、AR、AI虚拟现实技术，给人以沉浸式的

豪华邮轮体验感。

4、创新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本实训基地将与合作邮轮企业和科技公

司共同研发国际邮轮虚拟仿真实训系统，该系统是虚拟现实技术与国际邮

轮乘务管理专业结合而形成的新型教学实训复合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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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目标

本实训基地是与邮轮产业相配套的现代化智能实训基地，是集理论、

仿真、实训、考试、表演、接待、经营功能于一体，具有示范作用的开放

型实训基地，研发的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系统是多功能邮轮服务人

才培养平台，具有对文旅高端人才培养的引领性。实训将为邮轮行业输出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服务国内邮轮产业发展需求、满足海外高端邮轮市场

技能人才要求。通过与行业企业积极合作与实践，创新邮轮服务人才实训

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一流的邮轮服务人才培养基地。

1、开发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系统

研发虚拟仿真国际邮轮实训系统，总体层次结构分为“基础支撑层”、

“模型库统”和“系统应用平台”等三层。此外，为保障系统运行的安全

性、可靠性和可扩展性，本系统中还包含“使用规范”和“安全保障”机

制等规范性文件。

2、建设实训基地

按照实际豪华邮轮的构造、功能区和岗位需求，分上下两层区域设计

游客登船区、邮轮文化展示区、模拟船舱区、餐饮服务区、客座区、演艺

区、休闲娱乐区等功能分区，创设邮轮和酒店工作环境。

（1）实训教学：满足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酒店管理（高

铁）、表演艺术等学生的实践、实训，满足邮轮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教学、实训和考评条件要求，兼顾行业内相关大型企业企标要求。

（2）师资培养：面向校内外开展邮轮乘务、酒店服务、表演、健康

管理等专业教师技术技能、专业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培训。

（3）研究、实训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及教学模式创新等需求。

（4）服务社会：能够满足社会人员邮轮、酒店等服务职业技能等级

培训、进修培训。

（5）生产运营：作为生产性实训基地面向社会提供国际邮轮旅游真

实性全程服务，为嘉宾们提供饮料、鸡尾酒特饮调制、酒店入住、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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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学术或商业性会议的接待与服务工作，让嘉宾们在仿真邮轮实训室里

体验邮轮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教学设备，感受着邮轮设备传递出的新奇感受；

在学生贴心服务下，享受舒适的茶歇时光，全程舒适、让人放松，真正体

现邮轮旅游带给人的心理满足。

(6)满足 1+X 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教学、实训和考评条

件要求，兼顾行业内相关大型企业企标要求。

3、开展实习实训教学，拓展海洋研学基地

研究与创新目标：可作为山东省宣传海洋知识、海洋文化、生态旅游

的教育和研学基地，发挥实训中心的社会公益作用，提升人们对国际豪华

邮轮和世界各大港口的认知，满足教师和学生课题研究。

四、建设内容

1、建设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地。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地作

为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专业的综合性实训场所，按照实际豪华邮

轮的构造、功能区和岗位需求，分上下两层区域设计游客登船区、邮轮文

化展示区、模拟船舱区、餐饮服务区、客座区、演艺区、休闲娱乐区等功

能分区，创设未来邮轮和酒店工作环境，配备功能设施设备，满足学生开

展客房、餐饮、前厅、康乐等仿真式模拟岗位专业技能训练；帮助学生理

解游客从登船到离船服务全过程，为学生提供“零距离”的真实工作场景。

2、开发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系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核心

技能培训项目研发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系统，提供仿真实景工作体

验，提高学生实训技能操作水平。国际邮轮仿真实训系统采用沉浸式虚拟

现实环境，为教师和学生提供逼真、沉浸感和交互式的教学场景，可以跨

平台多人协同交互完成流程，满足不同教学要求。其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

如下：

（1）多人协同

两个学生可以分别以邮轮服务员和邮轮游客的身份对邮轮的设 施、

设备和服务场景进行认知，并两种身份可进行切换，进行模拟服务，以及

模拟对话。两种模式协同：两个用户之间可以同时带上头盔， 在虚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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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进行对话沟通。比如顾客需要了解商店中的产品，服务人员可以拿

起相关的虚拟商品，进行介绍。

（2）系统语言使用双语

在所涉及的教学流程中，邮轮设施、设备、场景分别采用英文标识，

交互过程中的场景和对话等模拟中文与英文两套显示。

（3）功能设计

人机交互模型，服务人员可以根据固定流程进行引导式交互。比如服

务人员需要介绍商店中的产品，服务人员需要通过在虚拟场景中漫游到对

应的位置，点击产品，会跳出文字对话框和语音介绍。对邮轮各场景、器

具、部门和服务流程的中英文认知功能外，使学生模拟餐厅摆台、客舱整

理、开夜床、调酒实训、前台办理信用卡关联等各种实训模块的虚拟现实

操作。

（4）考核功能

学生可以在模拟邮轮上直接进行实践操作，系统即时判别学生的正确

操作与错误操作。人机交互（考核模式）：服务人员在不同的课程场景中，

根据之前学习过程中的服务流程，进行操作。在考核模式下，不会显示学

习模式中的引导功能，学生可以任意操作，完成后， 根据所操作的内容

进行结果判断。

（5）该系统具备的模块：邮轮介绍、港口大厅、邮轮宾客服务中心、

邮轮中央大街、邮轮餐厅、酒吧、邮轮客舱、邮轮娱乐场所，咖啡厅。

咖啡厅

位于皇家大道，提供现磨的醇香咖啡和各色曲奇、三明治和甜品，咖

啡厅中可以对磨豆机等器具进行中英文认知、可以查看咖啡知识PPT、可

以观看咖啡微课视频。

邮轮介绍

点击邮轮展示，依托邮轮模型整体外观，介绍现代邮轮的衡量指标。

介绍邮轮的主尺寸（长、宽、高度）、邮轮吨位（重量吨位、容积吨位）、

载客量、船龄、速度等相关内容。

第22页



宾客服务中心

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对邮轮中庭、邮轮前厅、服务柜台、电梯、邮轮

免税店、中央大街等进行三维建模。学生可以在邮轮中庭场景中实现信用

卡关联、调换客舱、行李损坏、物品丢失和结账等服务流程的模拟操作与

训练；学生可以在邮轮免税商店实现介绍商品和结账服务流程；电梯作为

系统的衔接与切换场景，实现在不同场景中的自由切换。具体的教学场景

包括邮轮前厅场景中实现信用卡关联、结账、特殊情况处理（客房调整、

行李丢失、破损）教学流程。邮轮大厅入口实现欢迎客人登船教学流程，

在楼梯或电梯实现为客人指引方向教学流程。

邮轮中央大街

用户在主界面点击购物街，界面转入中央大街场景。制作三个奢侈品

店面提供用户进行商店购物流程实训。在邮轮免税店中，教学流程包括邮

轮上购物商店介绍、向乘客介绍商品、结账，购物商店场景。有货架，有

产品，有收银台及其设备。一名销售人员，一名收银员，一名乘客，购物

商店放在邮轮上中央大街进行店面布置。设置化妆品与香水商店、手表与

珠宝店、时尚包店、时装店、香烟酒水免税店等多个柜台。并对化妆品与

香水商店进行商品全面布置，其他商店须陈列相关产品。购物商店的介绍包括

化妆品与香水商店，珠宝与手表商店，时装与箱包商店。

邮轮餐厅

在邮轮主餐厅中，可以实现模拟中餐摆台与西餐摆台训练，实现餐前

准备、迎宾服务、问询服务、引座、拉椅让座、递送菜单及酒水单、点单、

复述点菜内容、取菜、上菜、餐间服务、送客服务等服务流程的实训。在

自助餐厅可实现餐厅漫游、菜品认知。主餐厅主要包括餐厅相关设施的布

局，餐前准备的模拟操作，相关设备的英文名称标识，主餐厅服务英语的

应用，学生与模拟客人之间的英文对话交流模拟。

酒吧

酒吧包括邮轮酒吧场景实景搭建，相关设备、杯具和酒水的摆放；酒

水酒标与酒瓶的识别；相应器具的模拟操作；器具功能交互；相关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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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标识；邮轮酒吧服务英语的应用，学生与模拟客人之间的英文对

话交流模拟。进入邮轮酒吧场景，场景以真实邮轮酒吧为原形建立，分为

酒吧漫游、酒吧清洁和鸡尾酒调制。

邮轮客舱

学生可以在套房、海景房、内舱房、客房、走廊场景中完成房间的体

验和交互，送餐服务等；可以选择一个需要做清洁服务的房间，一开始场

景是凌乱的房间，教师可以通过整理使学生直观了解整理客舱的流程，学

生通过正确的流程整理完成后，系统能够给予评价和分数。客舱有漫游，

清洁和开夜床功能。客舱分为三种：建立三个整洁的阳台房，海景房和内

舱房场景，具体表现不同房型的差异。整洁房间内设施以认知为主，脏乱

房以清洁为主。

邮轮娱乐场所

邮轮娱乐场所是令邮轮独具魅力的关键部分，对邮轮外观上的娱乐设

施建立场景模型。建立户外娱乐项目3D 模型，以顶层甲板为主，用户能

进行漫游，把顶层甲板中的重要娱乐设施如：攀岩，室外泳池（包含躺椅），

模拟冲浪，模拟跳伞等场景。

3、建成后，承担商业运营、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在校生实训以及

邮轮公司人力供给与培训三大功能。在船员供给与培训方面，完成邮轮公

司乘务员从招聘面试、培训考核到证件办理、劳务派遣等一站式程序。在

校生实训方面，作为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设有国际化标

准的邮轮客舱实训室、邮轮餐饮实训室、邮轮前台实训室、邮轮酒吧实训

室、邮轮洗衣房实训室、邮轮烹饪实训室等， 满足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

业在校生课程实训以及顶岗实习的教学需要。

本项目建设面积2000平方米，分两层建设，仿真再现邮轮客舱实景，

本着动、静分开的设计原则，一层为以活动性项目体验为主，主要包含多

功能区、登船区、大堂休闲区、客房区、餐饮区。一层以休闲康养项目为

主，包含健身区、SPA疗养中心、茶艺、花艺、陶艺、书吧、棋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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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度计划

按照国际邮轮的建造规格，我们分阶段进行建设，建设周期为三年，

总预算为800万元。

第一阶段（2021年4月-2021年6月），主要进行整体方案设计。功能

区划分从客人登船的廊桥开始，到邮轮前厅，到邮轮客舱，到餐厅和酒吧，

到康乐等实训室分层分工进行建设，建设邮轮前台技能实训区、邮轮餐厅

（西餐厅、中餐厅）技能实训区、邮轮吧台实训区、邮轮康乐实训区、邮

轮客舱技能实训区、演艺区等。（部分实训室效果图详见附件1）

第二阶段（2021年6月-2021年10月），主要是开发虚拟仿真豪华邮轮

实训教学系统。预算经费240万元。（具体详见附件2）。

第三阶段（2021年6月-2022年6月），主要是各实训室设备充实、调

试和功能优化，承担校内教学实训任务。建设经费500万元。（建筑主体改

造装修、设备设施详见附件3-6）

建设经费400万元，主要用于建设登船区、多功能厅、前台、大堂休

闲区、SPA服务区、标准客房、豪华套房、中餐厅、西餐厅、海洋科普馆

等，各类设备均为主流品牌，质量上乘，档次较高，充分展现高度仿真、

豪华气派的品质。

建设经费150万元，主要用于建设健身区、茶艺室、陶艺室、花艺室、

读书吧、形体礼仪室、AR模拟驾驶仓等。我们注重塑造全景体验式教学场

馆，在邮轮顶层加盖展示空间，安装全视角落地景观玻璃窗，便于360°

全方位欣赏湖景和校景，营造多感官的奇妙体验；沉浸式光影餐吧提高邮

轮科技含量，让游客感受深不可测的大海胸怀，亲历著名沉船事故现场；

梦幻式演艺舞台，是表演艺术专业学生展示才华的最佳平台；邮轮晚间绽

放绚丽光影，打造片区文化网红地标，吸引社会群众、研学团队前来探访

体验，提升实验室的社会影响力。

第四阶段（2022年7月-2022年12月），主要是面向社会提供真实性邮

轮服务，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六、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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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建成完成后，将邮轮实际业务与学生实训操作有机结合起来，

使专业课程教学更具有高职特色，与培养实践型、职业型、开放型人才的

目标定位相吻合。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成果在仿真实训教学平台基础上更

好地整合实验资源，建设与传统教学相配套的教育资源体系，不断完善实

训内容和形式，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提升就业创业质量。利用仿真

实训教学可以做到紧跟现代邮轮业务的发展趋势，通过课题研究、技术开

发、成果转化、产业化等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活动，将前沿邮轮乘务服务

技能融入教学，实现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完美结

合。

实训基地建设完成后，不仅是服务于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

高铁服务等专业的实训教学，而且还可以成为山东省宣传海洋知识、海洋

文化、生态旅游的教育基地，发挥实训中心的社会公益作用，提升人们对

国际豪华邮轮和世界各大港口的认知了解。

实训基地建设完成后，将作为生产性实训基地，面向社会提供国际邮轮旅

游真实性全程服务，为嘉宾们提供饮料、鸡尾酒特饮调制、酒店入住、导

游、艺术表演等服务，让嘉宾们在仿真邮轮实训室里体验邮轮虚拟现实等

高科技教学设备，感受着邮轮设备传递出的新奇感受；在学生贴心服务下，

享受舒适的茶歇时光，全程舒适、让人放松， 真正体现邮轮旅游带给人

的心理满足。

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建设使用，必将助推我校国际邮轮乘务专业办学特

色更加鲜明，专业品牌形象更见稳固。具备先进性和共享性的仿真邮轮实

训，教学实训环境独树一帜，可向区域内兄弟院校提供专业教学交流的场

所，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建设成山东省邮轮专业人才培训基地，提

升专业服务地方产业的能力。

该实训基地建设完成后，可以作为日照市和山东省国际邮轮乘务专业的技

能大赛赛场，承办相关技能赛事，全面展示邮轮专业师生的专业技能风采。

七、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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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地的建设，学院将成立以校长任组长,

分管教学副校长任副组长的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负

责项目的组织协调、任务调度、监控检查。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及时跟

踪实训中心建设进展，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的计划和预算，加强建设的质量

控制。

2、人员保障

组织学习，全面动员，增强全体教职员工的合作精神和凝聚力，营造

教学团队和谐的工作氛围，确保实训基地建设的顺利实施。同时聘请行业

专家，积极参与到建设中来。

3、经费保障

通过申请项目资金、学院投资、社会融资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严格

按实训中心建设进度使用经费，采用经费专款专用制度，经费的使用管理

严格按学院的财务制度。本着实用、节约的原则制定建设项目所需费用计

划表，按项目建设进度表使用。

4、制度保障

为保证实训基地建设的按期完成与良性运行，以现有管理文件为基础，

借鉴其它成功经验，制定并逐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对项目建设环节、

教学环节、实训教学、仪器设备与各类物资的管理科学化，形成系列管理

规章制度。

5、质量控制

发挥实训基地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作用。每年召开3-5次会议， 研

究有关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课程改革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同时建立

学校、行业专家和企业用人单位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监控体系。

八、经费预算

本项目在学校仿真豪华邮轮实训中心建设的基础上，对建筑主体进行

改造，项目设计、前期调研、项目研发、室内外装修建设、设备采购等，

预算经费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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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部分实训室效果图

1、快餐厅（休闲吧）

提供特色小吃、食品饮料，如汉堡、热狗、可乐等。

序号 区域划分 规 模 设施设备

1 制作区 后厨和明档 热水器、洗消池、制冰机、冰箱、冷藏柜、

饮料机、冰淇淋机、消毒柜、杯具、

一次性用品等

2 点餐、收银区 4米吧台 收银机、点餐屏幕等

3 客用区 2人桌、4人桌、多

人桌

吧椅、圆桌、长桌、单人沙发、多人沙

发、盆栽等装饰物

2、自助餐

提供各种食品和饮料，自助取用。

序号 区域划分 规 模 设施设备

1 布菲台 菜盘、菜盘底部加热设备、各种餐盘等

2 明档制作

区

蒸煮设备、切配设备

3 酒水区 圆形、梯形 收银机、点餐屏幕等

4 客用区 4人桌、8-10人桌 餐椅、圆桌、长桌

5 服务区 工作台8配1 工作台、托盘、抹布、消毒液、刀叉汤

勺等餐具、一次性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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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影西餐厅

序号 区域划分 规 模 设施设备

1
客用区 2人桌、4人桌、6人桌 餐椅、方桌、长桌、展示盘、桌布、

酒具、刀叉、口布等

2
服务区 工作台2配1 工作台、托盘、抹布、消毒液、刀

叉汤勺等餐具、一次性用品等

4、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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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划分 规 模 设施设备

1
制作区 后厨和明档 咖啡机、热水器、洗消池、制冰机、冰箱、

冷藏柜、消毒柜、杯具、一次性用品等

2
点餐、收银

区

4米吧台 收银机、点餐屏幕等

3
客用区 2人桌、4人

桌、多人桌

吧椅、圆桌、长桌、单人沙发、多人沙发、

盆栽等装饰物

5、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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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光影中餐厅

8、邮轮舱房

序号 房间种类 规 格 设施设备

1
内舱房 单人床1.2*2米，2

张壁床、卫生间

单人床、壁床、写字台、琴凳、台灯、沙

发、茶几、床头柜、布草等用品

2

大床房 大床1.5*2米、

1.8*2米、2*2米、

卫生间

大床、写字台、琴凳、台灯、沙发、茶几、床

头柜、布草等用品

3
套房 卧室、会客室、餐

厅、卫生间

大床、写字台、琴凳、台灯、沙发、茶几、床

头柜、餐桌、餐椅、浴缸、布草等用品

4
实训区 床头靠墙、单体床 床头靠墙的床10张、单体床20张、床垫、

床头柜、毛毯、布草等用品

（1）标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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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套房

9、多功能厅

10、登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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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基地功能区规划方案

一、功能区域划分

该项目以学院“明德号”模拟船进行整体化设计和改造，一层主要包

括登船模拟系统、前台、西餐厅、中餐厅、咖啡厅、客舱等服务区域。二

层建设休闲娱乐功能区，包括健身房、康乐服务等。

二、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室总图

三、功能区设施配备

序号 功能区 设备名称及参数 设备模拟效果图

1

登船模拟系

统：模拟游

客登船情景

智能闸口：箱体高1.2米，宽30厘米， 通

道宽90公分，两到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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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人脸识别系统等，配备统计

软件，及时统计上下船游客人数和

其他事基本信息

前台长2米，高1.2米，宽0.9米，上

层台面宽30cm，封闭或半封闭式

台式电脑2台，联通网络

前台接待

区：进行入

住登记、离

2 船办理、信
息咨询、货

打印机1台

币兑换等服

务模拟

电话机2部

Opera管理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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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系统

其他办公用品等

收银台：收银电脑2台、客用账单核

对设备2台、电话2部、打印机2台、

收银POS机1部等其他设备用品

西餐厅： 点菜设备：pad机5个

可进行西餐

摆台、西餐

3 上菜服务、

酒水服务、

餐后清洁工

作的模拟
点菜系统软件：1套

备餐台：长1.6米，宽0.4，高0.9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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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6人台）及餐椅

餐桌（4人台）及餐椅

托盘、餐具、酒具、布草等

4 中餐厅：可 吧台收银（可与西餐厅共用）

进行中餐摆 点菜设备及系统（与西餐厅共用）

台、中餐上

备餐台：长1.6米，宽40公分，高90 公

分

菜服务、酒

水服务、餐

后清洁工作

的模拟

餐桌（圆）：直径1.8米

可坐8-10人

转盘：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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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椅：10张

餐桌（方）及餐椅：餐桌1张，餐椅4

张

托盘、餐具、酒具、布草等

内舱房

2张单人床（可合并为大床）床长2

米宽1米高45公分，

2张床垫，长2米宽1米厚30公分

2张伸拉式折叠床（天花板处）

沙发、茶几、梳妆台（书桌）、台

灯、液晶电视、保险箱、迷你冰箱、

转换插座、电话、热水壶、地毯

5

客 舱 ：

邮轮客舱认

知、客舱清

洁模拟等

大床房

大床，由2张单人床合并而成，床长2

米宽2米高45公分，

沙发、茶几、梳妆台（书桌）、台

灯、液晶电视、保险箱、迷你冰箱、

转换插座、电话、热水壶、地毯

卫生间（两种客舱各配独立卫生

间）：

马桶、淋浴设备，面盆，镜子、吹

风机、晾衣绳、各种毛巾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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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咖啡厅：用

于咖啡制作

与服务

咖啡厅卡座

咖啡厅吧台：长2米，高1.2米。宽

50公分

用于收银、咖啡制作等目的

收银机：1台

咖啡磨豆机

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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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作咖啡设备

咖啡杯、奶缸、糖罐

7

康乐项目认

知、服务情

景模拟

茶艺室

健身房

邮轮水疗中心

美容美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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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系统项目技术方案

一. 系统版本：

系统包含LED大屏版本、VR头盔版本、PC版本，可以跨平台多人协同交互完

成流程模拟。

二. 系统框架：

总体层次结构分为“基础支撑层”、“模型库统”、和“系统应用平台”等3层，

具体体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三. 系统功能功能：

3.1 多人协同

两个学生（VR）和一个老师（PC）可以分别以邮轮服务员和邮轮游客的身份

对邮轮的设施、设备和服务场景进行认知，并两种身份可进行切换，进行模拟服务，

以及模拟对话。两种模式协同：

学生可以分别以邮轮服务员和邮轮游客的身份对邮轮的设施、设备和服务场景

进行认知，可实现多人协同系统模式，学生在两种身份间可进行自由切换，进行模拟实

训操作服务与模拟英语对话服务。用户可以同时带上头盔，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对话

沟通。比如顾客需要了解商店中的产品，服务人员可以拿起相关的虚拟商品，进行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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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系统语言使用双语（英文和中文）

在所涉及的教学流程中，邮轮的设施、设备、场景分别采用英文标识，交互

过程中的场景和对话等模拟中文与英文分别两套显示。

3.3 功能设计

人机交互模型，服务人员可以根据固定流程进行引导式交互。比如服务人员需

要介绍商店中的产品，服务人员需要通过在虚拟场景中漫游到对应的位置，点击产品，

会跳出文字对话框和语音介绍。

场景交互功能，可以在邮轮港口联检大厅、廊桥、宾客服务中心、邮轮免税商店、

邮轮餐厅、邮轮酒吧、邮轮客舱、邮轮室外游泳池、邮轮健身房、邮轮赌场、大剧院中

进行人与人和人与物品的交互，从而实现在虚拟邮轮场景中的实训教学目标。

场景漫游与导航定位功能，带上虚拟头盔以第一人称视角在虚拟邮轮环境中行走

漫游，为学生提供邮轮各个场景的虚拟仿真实训场地和相关器具，行走过程中可实时调整

相机参数，修改行进速度，采用碰撞检测实现与场景地面和设备物体的干涉检查，避免穿透

效果，在行走到设备、器具或重要组成部位时，可拿起器具进行详细查看，也可点击查看相

关的图文或视频说明；系统提供导航功能，在导航图上的热点位置区域进行快速定位，

迅速切换到不同的场景中，同时可以顶视图的视角观看整个邮轮的布局。

语音讲解与字幕提示功能，在所有涉及的教学流程中，邮轮的设施、设备、

场景分别采用中英文标识，交互过程中的场景和对话等模拟中文与英文分别两套显示，

学生对话的内容可以随着教学内容的更新进行更新，可根据教学需要选择不同的语言和提

示方式，提示可以选择关闭或打开，可指引学生学习正确的对话内容和服务步骤。

对邮轮各场景、器具、部门和服务流程的中英文认知功能外，使学生模拟餐厅

摆台、客舱整理、开夜床、调酒实训、前台办理信用卡关联等各种实训模块的虚拟现实

操作。

3.4 考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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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在模拟邮轮上直接进行实践操作，系统即时判别学生的正确操作与错

误操作。人机交互（考核模式）：服务人员在不同的课程场景中，根据之前学习过

程中的服务流程，进行操作。在考核模式下，不会显示学习模式中的引导功能，学生

可以任意操作，完成后，根据所操作的内容进行结果判断。

3.5 该系统要具备的模块：

邮轮介绍、港口大厅、邮轮宾客服务中心、邮轮中央大街、邮轮餐厅、酒吧、邮轮客

舱、邮轮娱乐场所。

3.51 邮轮介绍

点击邮轮展示，依托邮轮模型整体外观，介绍现代邮轮的衡量指标。介绍邮轮

的主尺寸（长、宽、高度）、邮轮吨位（重量吨位、容积吨位）、载客量、船龄、

速度等相关内容。

a) 邮轮外观展示和介绍，语音和图文。用户可以在虚拟场景中对3D邮轮进行旋转，

缩放，移动等操作。

b) 邮轮重点区域布局介绍，选择不同区域可以弹出对画框图文和语音介绍。用户

可以点击邮轮的主要部位，跳出对话框文字和语音介绍该部分的内容。

3.52 港口大厅

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对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和舟山国际邮轮港的服务大

厅、服务柜台、行李托运柜台、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边检和廊桥进行三维建模。

教师与学生可以在邮轮港口各场景中完成登船流程和离船的操作和交互，目的

是让学生全面了解邮轮码头及港区周边环境，掌握邮轮港口联检大厅的不同部门与相

关职能，帮助学生认知和模拟登船与离船的流程。功能分为四个部分，图文外观介绍，

大厅内部漫游，登船流程，离船流程。

a) 港口大厅外观展示，大屏幕上展示吴淞口码头港口大厅外观及港口的图文介绍。

同时可展示迈阿密、巴塞罗那、新加坡、纽约、卑尔根邮轮港的图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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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进入港口大厅进行漫游，漫游时能看到各个主要部门的标识。部分公示能在大

屏幕放大展示。

c) 登船和离船有固定的程序，登船是从进入港口大厅到最终登上船的过程。我们

会根据真实情况设置路线，设置指引引导用户进入各个部门，在场景中用户通

过位移和在场景中按顺序触发每一步登船的流程，模拟配合完成各部门的相应

工作。各部门配备特有的设备、用到的护照和表单在大屏展示。

d) 离船是从游客准备下邮轮时开始，再从邮轮上进入港口大厅，最后离开港口大

厅的过程，用户同样是在指引下完成离船的流程。离船与登船流程相反，多出结

账和在邮轮上排队等候的内容。

3.53 邮轮宾客服务中心

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对邮轮中庭（4、5层），邮轮前厅服务柜台、电梯，邮轮

免税店，中央大街进行三维建模。通过虚拟现实头盔，学生可以在邮轮中庭场景中实现

信用卡关联、调换客舱、行李损坏、物品丢失和结账等服务流程的模拟操作与训练；学

生可以在邮轮免税商店实现介绍商品和结账服务流程；电梯作为系统的衔接与切换场

景，实现在不同场景中的自由切换。

具体的教学场景包括邮轮前厅场景中实现信用卡关联、结账、特殊情况处理

（客房调整、行李丢失、破损）教学流程。邮轮大厅入口实现欢迎客人登船教学流程，

在楼梯或电梯实现为客人指引方向教学流程。

进入宾客服务中心，3D场景展示邮轮前厅界面。游客登船是通过廊桥进入位于

甲板第五层的前厅，用户进入邮轮场景是从前厅开始的，前厅服务以宾客入住事宜为

主。

a) 前厅漫游进入漫游状态，同时界面会介绍关于邮轮前厅的内容：

b) 进入信用卡关联，学生点击模拟信用卡关联，展示不同国际信用卡，点击进行

下一步后“服务员”将空白信用卡关联表单传递给“顾客”，最后显示填

写好的表单；并且所展示内容都会在大屏幕上表现出来。

c) 选择调换客舱服务，界面首先是展示邮轮客舱分布图，选择客舱，点击下一步依

次展示该客舱房型特征、价格和房态信息等内容，期间也由“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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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顾客”表单（若有）来展示填写范例。展示内容都在大屏幕上放大

显示。

d) 选择行李损坏服务，进入VR协同模式两人练习对话，场景中先展示不同程度损

坏的行李，对话过程中，“服务员”能拿出行李损坏表单供“顾客”填写。

行李和填写表单都在大屏幕上展示。

e) 选择物品丢失，展示方式同行李损坏，具体展示表单的不同

f) 结账，进入VR协同模式两人练习对话，结账方式有信用卡、现金和支票等，根

据结账方式的不同，服务台显示的内容也不同（如选择现金⽀付会展现

⼏种常见外币的图片），结账方式是学生根据对话内容选择的，根据选择

的结账方式，呈现不同的图片示例和表单。展示内容都在大屏幕放大展示。

3.54 邮轮中央大街

用户在主界面点击购物街，界面转入中央大街场景。制作三个奢侈品店面提供用

户进行商店购物流程实训。在邮轮免税店中，教学流程包括邮轮上购物商店介绍、向

乘客介绍商品、结账，购物商店场景。有货架，有产品，有收银台及其设备。一名销售

人员，一名收银员，一名乘客，购物商店放在邮轮上中央大街进行店面布置。设置化妆

品与香水商店、手表与珠宝店、时尚包店、时装店、香烟酒水免税店等多个柜台。并

对化妆品与香水商店进行商品全面布置，其他商店须陈列相关产品。购物商店的介绍

包括化妆品与香水商店，珠宝与手表商店，时装与箱包商店。

中央大街漫游，进入漫游状态，同时浮现邮轮中央大街的中英文介绍。中央

大街有两排商店，供游客在邮轮上购物。

a) 商店认知，进入各品牌商店的介绍界面，点击下一页按顺序展示其品牌的特色，

历史和代表商品。

b) 导购，学生可以进入3个商店中浏览商品，每个商店中有15个可交互模型，模

型可以拿起来仔细观察以用来对话介绍。

第44页



c) 结账，顾客先在商店内选择要购买的商品（具备模型），然后场景转到收银台，

两人模拟对话，收银台能显示计算所购买的商品价格，收银界面会在大屏

幕展示不同结账方式内容，供学生进行不同结账方式的对话。

3.55 邮轮餐厅

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对主餐厅、自助餐厅进行三维建模。在邮轮主餐厅中，可

以实现模拟中餐摆台与西餐摆台训练，实现餐前准备、迎宾服务、问询服务、引

座、拉椅让座、递送菜单及酒水单、点单、复述点菜内容、取菜、上菜、餐间服务、送

客服务等服务流程的实训。在自助餐厅可实现助餐桌摆台、迎宾、点餐和送餐服务等服务

流程的实训。主餐厅主要包括餐厅相关设施的布局，餐前准备的模拟操作，相关设备的英文

名称标识，主餐厅服务英语的应用，学生与模拟客人之间的英文对话交流模拟。

用户在主界面点击餐厅，界面转入餐厅界面。分为西餐厅漫游、餐具摆台、

对客服务、送餐服务和自助餐厅漫游。

a) 西餐厅漫游，进入漫游状态，学生可以观察邮轮西餐厅环境，进行中英文认知。

西餐厅模型分为圆桌、长桌和方桌3种，将西餐厅场景有规则的摆放满，餐桌上具

备餐具。能触发观看其他三种不同类型餐厅的图文介绍。

b) 餐具摆台，进入餐桌界面，学生左手手柄选择餐具，右手手柄将餐具放到桌面，

餐具摆放方位有弹性偏差，用来考核。

餐前准备（摆台准备工作、摆放餐具、摆放物品、检查摆台），西餐餐桌摆放

用品：台布，餐盘，餐刀，叉，黄油刀，面包盘，汤匙，水杯，葡萄酒杯。将西餐摆

台所用的用具摆放在备餐台。西餐摆台顺序：

①拉椅定位

②铺桌布

③摆餐盘

④摆刀叉

⑤摆面包盘、黄油刀和黄油盘

⑥摆玻璃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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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摆花瓶或其他装饰物

⑧摆烛台、牙签盅、椒盐瓶

⑨摆餐巾花

c) 对客服务，对客服务是从客人进餐厅服务员的欢迎，到引坐（拉椅），递菜单，

客人点菜最后服务员上菜的过程，场景界面中会显示菜单和菜式。提供15

种可触发的菜单上菜品模型，供学生对话演习使用。

①迎宾服务：开餐前迎宾员，面带微笑地站在规定位置上迎候顾客；见到顾客

到来，要主动迎上前问候，应用礼貌欢迎用语。对于常客，迎宾员要记住顾客的

姓名、就餐的喜好，热情地引领顾客入座。

②引领客人时，应走在客人右前方1-1.5米处，且不时回头，把握好顾客与

自己的距离。在拐弯或有障碍物时，应回头向顾客示意。

③拉椅让座：把顾客带到餐台边时，应主动为顾客拉椅让座，注意女士优先。

④呈递菜单、点单：客人坐稳后，从客人的左侧用双手递上打开的菜单，礼貌地

问候客人: “晚上好，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服务员×××，现在可以

为您点菜吗？”

⑤复述点菜内容：为防止客人点错菜或是服务员会错意或听错菜品，点完菜后，

要向客人复述一遍所点菜肴及特殊需要，并请客人确认。“先生/女士， 您点了

×××，×××，×××……，您的菜大约会在×分钟之内准备好。”

⑥上菜：“先生/女士，打扰一下，您的×××，祝您用餐愉快。”（上菜

顺序：开胃菜——汤——沙拉——主菜——甜点——咖啡或茶）

⑦餐间服务：为客人续杯，撤换餐具，更换口布……“先生/女士，打扰一

下，您还需要再添一些饮料……吗”

⑧送客：主动拉椅送客，提醒顾客不要忘记所带的物品，并和顾客道别。

d) 送餐服务，进入送餐服务台，位于西餐厅一角，点单信息在屏幕展示。学生能通

过“接电话”进行接订单、填写送餐信息和送餐的服务，客人点餐完毕后，

学生能准备对应的菜品送入客房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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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自助餐厅，主要让学生进行漫游，中英文认知自助餐每个档口设备及所出菜式，

以名称和简介的方式查看菜品，让学生对邮轮自助餐有大体了解。

3.56 酒吧

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对酒吧进行三维建模。在酒吧使学生对酒吧常见设备、

器具、杯具和酒水进行认知，完成鸡尾酒的调制及评分环节。

酒吧包括邮轮酒吧场景实景搭建，相关设备、杯具和酒水的摆放；酒水酒标与酒

瓶的识别；相应器具的模拟操作；器具功能交互；相关设备的英文名称标识；邮轮酒吧服务

英语的应用，学生与模拟客人之间的英文对话交流模拟。

a) 酒吧漫游，学生能移动中观察酒吧结构，对酒吧进行大体的了解。在漫游过程中，

能用手柄指向所想了解的设备、杯具和酒水进行认知。酒吧中15种杯具和器具

和25种酒水具有模型，学生能拿起模型进行观察。

b) 酒吧清洁，进入酒吧脏乱场景。以光标点击的方式进行酒吧的清洁，酒吧部分设

备会变脏变暗，学生点击设备可以变干净；吧台的摆放会变乱，通过点击变得

整洁等。

①清洁吧台区

②清洁设备

③清洁调酒用具和杯具

④清洁地面

⑤清洁其他区域

c) 鸡尾酒调制，会进入一个小游戏一样的界面，10种鸡尾酒所需要的基酒、原料、

用量和器具在另一边供学生选择，并同时掺杂一些干扰元素构成总共40 个基酒

和原料选项。考核时选定一款鸡尾酒，学生需选对配置需要的元素， 才能考

核成功。鸡尾酒的调制：亚历山大，特基拉日出，新加坡司令，蓝色敢死队，莫

吉托，曼哈顿，七色彩虹。

设计鸡尾酒调制小游戏，将几种不同酒水进行配对调制鸡尾酒，不同份量配对，

不同酒杯、装饰物选择，学生可通过点击进行鸡尾酒调制，调制正确得分， 调制错误

不得分，既可用于教学，也可用于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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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它，邮轮常见酒吧认知，以图文和视频的形式介绍邮轮主要酒吧类型，以图文

和视频形式展示若干种酒水介绍、器具介绍和杯具介绍。

3.57 邮轮客舱

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对套房，海景房，内舱房进行三维建模。

学生可以在套房，海景房，内舱房，客房走廊场景中完成房间的体验和交互，送餐服务

等；可以选择一个需要做清洁服务的房间，一开始场景是凌乱的房间， 教师可以

通过整理使学生直观了解整理客舱的流程，学生通过正确的流程整理完成后，系统能

够给予评价和分数。

a）客舱房型简介

介绍邮轮客舱的类型，并将所有房型的布局、房内陈设、所处楼层、房型面积大

小、优势等方面作详细介绍。

b）了解客舱类型

介绍客舱类型：客舱包括套房、海景房和内舱房，不同房型面积、房间结构、价格、

观景效果等方面各有不同。

现场模拟将学生作为客舱服务生的角色，动画中有模拟的客人，完成整个服务；

角色互换，学生扮演客人，有模拟的服务生完成整套服务。

c）客舱类型细化

一、套房

（一）套房分类（Suite）

1.全景阳台套房（S）——面积为30-37平方米；

2.高级阳台套房（PS）——面积为33-45平方米；

3.豪华全景阳台套房（GS）——面积为45-51平方米。

（二）套房与其他客房类型的区分

1.与普通房间最大的区别：拥有独立的带卫生间房间，房间区域划分明显，船

方每天会赠送新鲜水果，并有24小时的私人管家服务。

2.房型设计注意保护客人隐私，有良好的私密空间，包括会客间、化妆间以及卧

室，还有180度大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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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房属性

最多可容纳4名乘客，配有双人大床的独立卧室、两张上下单人床的次卧室、独立

卫生间、按摩浴缸、梳妆台、会客沙发、保险箱、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开船前送香

槟和水果。

二、海景房

（一）海景房划分

1.普通海景房分类（Ocean View Cabin）——面积为14平方米

（1） 标准海景房（EC）：景观观赏受阻的房型，视野不够开阔，该房型中

价格都比较便宜

（2） 高级海景房（EP）：没有落台，采光好，有观景窗，可以近距离接触

大海

2.全景阳台海景房（Balcony Cabin）——面积为19平方米

（1）标准全景阳台海景房（BC）：景观受限，视野不够开阔

（2）高级全景阳台海景房（BP）：有露台，视野非常好

（二）海景房属性

封闭观景舷窗，每间客舱最多可容纳2-4名乘客，两张单人床（可合并为大

床），部分房间配备1-2张伸拉式折叠床，独立卫生间配备淋浴、洗漱用品、梳

妆区、吹风机；房间内配备有液晶电视，保险箱，迷你冰箱，转换插座（需向前台租

借），电话，热水壶，24小时客舱服务等。

三、内舱房

（一）内舱房分类（Inside Cabin）——面积为11平方米1.

标准内舱房（IC）：无法欣赏海景，但票价经济实惠

2.高级内舱房（IP）：楼层较高，船在航行时更加舒服

（二）内舱房属性

配备两张单人床（部分可合并为一张大床，部分房间配备上格床以容纳三四人入

住），组合衣柜、保险箱、救生衣、液晶电视、迷你冰箱、化妆柜、吹风机、洗手间以及

洗漱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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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画面首页整体呈现客舱类型选项，点击进入相应类型的客房可以直接感受不

同客房的特色和差异。可实现不同类型客舱的切换展示；选取标准间进行详细物品摆

放，并可进行触摸；设施可进行英文标识，触摸时英文标识显现。 d） 房间清洁

项目一：卧室清洁流程

一、备好工作车到房门口，准备整理房间；二、

进房后，调节空调风速、温度等；

三、清理垃圾、撤床单、做床；

四、按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流程环视擦灰，并检查房内设施设备的使用情况；

五、按规定程序清理卫生间；

六、添补房间客用品和消毒后的茶水具；

七、对地毯进行吸尘，同时整理好窗帘。

项目二：卫生间清洁流程

一、打开卫生间的灯和排气扇，促进空气流通。

二、放水冲洗恭桶，并倒入规定量的清洁剂，为下一步清洁做准备。三、

撤出脏的布草放入清洁车布袋，收走用过的消耗品及纸篓的垃圾。四、

按规定程序清洁浴缸、洗脸盆和恭桶。

五、补充卫生间的消耗用品，摆好棉织品，并将浴帘拿出三分之一。

六、从里到外，边退边抹净地面，并用吸尘器清理地面残渣。

3.58 邮轮娱乐场所

邮轮娱乐场所是令邮轮独具魅力的关键部分，对邮轮外观上上的娱乐设施建

立场景模型，建立赌场。

a) 建立户外娱乐项目的3D模型，以顶层甲板为主，用户能进行漫游，把顶层甲板

中的重要娱乐设施如：攀岩，室外泳池（包含躺椅），模拟冲浪，模拟跳伞，

北极星胶囊舱5个3D场景建模和部分赌场场景，学生用射线指向点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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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其名称和玩法介绍，帮助学生对邮轮顶层甲板各类娱乐项目有一定的了

解和认知。

b) 建立赌场场景模型可以漫游认知，并图文方式介绍各类项目的玩法。

室内娱乐场所在VR中展示。

四. 模型库系统

模型库是“浙江海运国际邮轮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平台基础，它包括两部分的

内容，其中数据库中主要以字段的形式存放相关属性信息、模型信息、操作规程信息、元

数据信息等数据；模型库中既包含了虚拟场景中所用到的模型数据，又包含为丰富演示功能，

提高教学效果所需的动画、纹理、音频、视频、三维景观数据等，模型库中的信息通常

以文件的形式进行存储，通过索引和元数据的形式与数据库相关联。

4.1 邮轮外观

制作邮轮外观模型，邮轮每层夹板示意说明图，邮轮外观主要用于VR外观展

示

4.2 吴淞口码头大厅3D模型制作

根据登船流程制作吴淞口码头大厅，每个流程中的场景，用户在体验不同流程的时

候能在相应的场景中，在每个场景中制作各种标识和表单电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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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宾客服务中心

前厅主要以大型邮轮前厅为蓝本，制作3D模型。

4.4 商店

制作商店场景，如阿玛尼，卡地亚和化妆品店，放在购物街内可以进去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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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餐饮

餐饮场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主餐厅和自助餐厅3D模型制作。摆台时要用到

的模型有台布、餐盘、餐刀、叉、黄油刀、面包盘、汤匙、水杯、葡萄酒杯等。

自助餐共6个档口，每个档口最多5种菜品。送餐台具备电话，餐车，pos机等必备

物品。

4.6 客房

制作3种类型的房型，和房间用品（15种）。布草房有1个储备柜，上面放满总

共10种物品供学生补充工具车，脏乱（脏乱状态物件10种）海景房部分模型需用布

草房的模型来更换。开夜床流程中，需要制作两种不同状态的窗帘、被子和床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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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舱房 海景房 阳台房

4.7 娱乐区

根据国际邮轮顶层甲板制作，把顶层甲板中的重要娱乐设施如：攀岩，室外

游泳，阳光浴场，北极星4个3D场景建模等。

4.8虚拟仿真豪华游轮实训教学系统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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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虚拟仿真豪华邮轮实训教学系统设备参数

，

，

序号配件名称 参数

1.CPU：Xeon E-2176G六核心处理器

2.内存：DDR4 2666 2x16GB;

3.内置图形卡要求：具备DP接口3

虚拟现实 4.内置图形卡显存容量：8GB

1 内容管理 5.内置图形卡显存带宽：288GB/S

服务器 6.内置图形卡处理核心数：2304

7.内置图形卡支持分辨率：支持7680*4320

8.硬盘：256Gssd+1Thhd

9.提供无线键鼠一套

1.显示比例16:9

2
LED同步操

纵控制器

2.分辨率：1920*1080

3.接口要求：DP 1.2(支持HDCP)接口,2个USB接口,

4.动态对比度：500万：1

5.支持同步控制LED画面

1、 系统支持追踪体验者的头部运动，以支持沉浸式体验效果。

2、 系统提供2个手持式无线设备，设备需同时支持摇杆、触摸板和按键进行交互

体验者可通过该手持设备在沉浸体验时以真实世界的方式操作虚拟物体。

3、 系统支持多种大型沉浸式显示系统，如多通道投影、LED拼接屏、洞穴式显示

系统。

相机：【满足系统使用需提供4台】

4、 为保证系统稳定性和追踪精度，摄像头像素总数≥398万，横向分辨率2400像

素，以确保亚毫米级的定位精度。

5、 为保障系统追踪的实时性，追踪摄像机最高帧率不低于120HZ，支持帧速可调

摄像机延迟不超过8ms，提供良好的沉浸式体验。

6、 为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摄像机需满足：相机焦距3mm视场角88度，最远追踪距

离9m。

3
位置追踪

系统

7、 为保证系统稳定性，摄像机需能区别追踪目标和环境背景，支持大功率补光

和环境光过滤，支持补光强度可调。

8、为满足系统简单易用性，摄像机需支持单根线缆连接，相机连接线缆最远100

米，系统最多可支持同时连接64台摄像机，能实现不小于9米x9米的捕捉空间。

9、 为了摄相机安装的稳定性，相机内部需支持IMU模块，可检测相机姿态是否发

生变化，同时在软件中有明显提示。

位置追踪系统手持式无线设备：

10、手持式无线设备需支持6个可操作部件进行交互，其中包括：触摸板、摇杆、

按键等；

11、手持式无线设备需支持状态指示灯进行状态提示，其中包括：

设备正常状态下：指示灯常亮；

设备处于连接状态中：指示灯有规律闪烁；

12、手持式无线设备需支持震动反馈功能，其中包括：

开启时，手柄震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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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机时，手柄震动两次；

13、手持式无线设备刚体可支持用户自定义进行姿态修改；

4
位置追踪

系统软件

1、系统需支持接入系统的相机列表选择，根据需要选择实现追踪的相机个数（最低不

低于2台）。

2、系统2台摄像机，可以支持到64台摄像机，可同时进行追踪。

3、要求系统输出标准6自由度空间数据，位置追踪精度0.2mm，角度追踪精度0.1° 并且提

供VRPN标准数据接口，界面要求可对该接口进行单位切换及其他配置操作 可供CAE后处

理软件和虚拟设计辅助软件使用。

4、为了避免产生眩晕感，要求系统延迟在12ms以内，保证追踪的实时性。

5、为了系统算法处理器的稳定性，系统要求采用C/S架构

6、为了管理的便捷性，软件可支持通过软件远程控制启动多套追踪系统。

7、为了减少环境光对相机校准和追踪的干扰，要求系统支持屏蔽环境光。

8、要求系统提供相机校准功能，捕捉图像，同时显示每台摄像机机的捕捉轨迹和捕捉

进度，能够自动校准计算并显示计算进度，计算错误需要提示错误信息并且可以重新

开始捕捉图像，计算结束显示校准结果，结果以不同颜色的分数区分优劣。

9、为了适应不同场景不同案例对房间坐标系的要求，校准计算结束后，要求系统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在追踪范围内任意设置房间坐标系。

10、要求系统支持对标记体的新建、信息修改和删除，校准、激活和锁定。【需 提

供相关截图证明文件，且支持现场视频演示】

11、为了方便查看追踪结果，要求界面实时显示标记体6自由度追踪数据和手柄按 键信

息。

12、为了适应不同环境，达到最好的追踪效果，系统需支持修改摄像机的曝光时 间

和频率。

13、为了方便查看当前追踪信息，系统需支持显示相机视图和3D视图，相机视图 显

示图像二维追踪结果，3D视图显示追踪场景的三维房间坐标系，相机三维位置追

踪刚体的三维位置与姿态坐标，要求可以旋转视场角、放大缩小3D场景。

14、为保证系统的易用性，系统需支持保存功能，能够保存校准数据、标记体数 据、

相机设置参数等数据，以便程序启动后无需重新校准、新建标记体及设置相

机等。

5 小间距LED

一、基础参数

1.像素间距2.5mm，屏幕尺寸16㎡

2.刷新频率：（Hz）2880

3.换帧频率：（Hz）120

4.需要支持主动立体3D显示（快门）

6.需提供满足使用的配套发送卡

7.需要支持无线传屏，通过无线网络将电脑屏幕共享

二、模组规格

1.最大白平衡亮度（nit）800

2.色温 3000-9600K可调

3.驱动方式：1/32扫

4.灰度等级（bit）：14

5.对比度：5000:1

6.显示均匀性-亮度：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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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显示均匀性-色彩 △（Cx，Cy）0.003

8.视角（水平/垂直）：±140°/±140°

9.使用寿命（H）80000

基本功能

1. 自带7寸触摸屏，提供设备信息查看功能，提供一键开关LED屏设备功能，提供

一间翻转左右眼功能，提供最多8种显示模式切换。

3. 2D、3D场景一键切换。方便在多个预设场景之间自由切换，图形化启发的操作

界面，能对多路图像信号进行拉伸、缩放、任意位置拖动、窗口操作等灵活设置

【需提供相关截图证明文件，且支持现场视频演示】

4. 快速便捷部署，单台设备支持对多组屏同时控制，不同组分辨率可不相同。

硬件架构性能

1. 拼接处理器需采用纯硬件模块化插卡式架构，无内置 PC/X86/X64架构硬件，

无病毒感染、非法入侵和系统崩溃的危险

2. 单台设备最大规模需支持304路高清信号输入，160路高清信号输出

3. 需达到电信级的背板交换架构，背板总带宽需大于2T

6
4KVR场景

管理器

4. 输入卡需支持混插到输入和输出槽位，具备输入输出通用混插插槽

4K主动立体拼接功能

1. 单卡需同时支持HDMI2.0及DP1.2 4K@60Hz信号源输入，单接口需支持

3840x2160@60Hz信号处理，需支持HDCP 2.2;单卡需同时支持 DL-DVI 和DP

4K@30Hz信号输入;单卡需同时支持2路 DP 4K@30Hz信号同时具有 VESA 3D 信号输

入，需支持 HDMI1.4、HDbaseT 4K@30Hz 信号输入

2. 需支持 DL-DVI 、HDMI、HDbaseT 4K@ 30Hz 信号输出

3. 需支持 SDI、HDMI、VGA、CVBS、YPbPr、IP、DVI、HDBaseT 等信号的混合输

入，DVI-M 输入卡，单张输入卡需同时支持 HDMI/DVI/VGA/YPbPr/Cvbs 所有标准

输入，支持 3G SDI 60Hz 输入，输出支持 DVI、HDMI、VGA、Dual-link DVI、SDI

HDBaseT

等信号；

4. 输出画面需支持4K信号之间以及4K信号与普通HD、SD信号混合拼接、叠加、跨

屏、缩放、分割功能；

5. 需支持单接口 1920x1200@120Hz、3840x1200@120Hz等分辨率主动立体信号输

入；

6. 需支持输入多接口8K-16K信号保证所有输出同步，8K-16K显示不撕裂、不丢帧

高度同步；

7. 需支持系统全同步、非同步和内部源同步模式；具有单独板卡支持VESA、BNC 3D

信号输入输出。支持 Nvidia 3D vision、DLP link、IR 主动立体

8. 需支持主动立体信号与非立体信号混合开窗，多路主动立体信号同时 输入同

步保持功能。

图像处理性能

1. 输入输出延迟需低于 2帧

2. 支持全屏信号源预监、大屏 图像回显功能，最多支持 256 路信号的 同时预

监和回显

3. 输入板卡热插拔回复时间<3s

4. 具备无缝切换功能，切换流畅无黑场，切换时间<20s

5. 场景调取响应速度<16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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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像开窗响应速度<16ms

7. 输入热备份功能选项卡，支持自动切换丢失信号源到备份信号源 图

像处理能力

1. 支持 4:4:4 图像无损处理，不丢失任何像素细节，内部处理信号不 丢帧不降帧，

任何分辨率下 60Hz 不丢帧；

2. 具备LCD/DLP 屏垂直同步补偿能力，能够消除上下多行屏间画面撕 裂的果冻效

应；

3. 支持拼接屏之间的拼缝像素补偿，可设置正值和负值；

4. 单台设备同时支持普通拼接、竖屏拼接、0-360 度任意角度旋转创 意拼接。输

出画面分辨率点对点显示不拉伸变形，不丢失损伤像素；

5. 支持输出通道测试，可以自定义测试颜色及网格图像；

6. 支持滚动字幕，字体大小、颜色、位置、滚动速度可自定义；

7. 支持输入台标标注功能，支持文字和图片；

8. 设备具备静态底图功能，底图功能无需配置额外的功能卡，设备支持超大分辨 率底

图显示；

9. 输入输出接口分辨率可自定义为非标准分辨率；支持在线修改 EDID，无需第

三方工具；自定义输出有效范围达到 4096x4096，支 持奇数水平像数输出(比如

1921x1080),有效输出区域完全可自定义。支持输入输出图像裁剪，实现图像切边局部放

大等功能

管理控制功能

1. 触控面板图形化显示设备IP 地址，设备型号，显示输入板卡、输出板卡状态支持

大屏开关机、立体翻转、屏幕亮度调节；

2. 单台设备支持对多组屏同时控制，不同组分辨率可不相同；

3. 支持故障检测功能，支持输入信号信息检测功能，彩色标示；

4. 同时支持B/S和 C/S两种控制方式。双串口控制方式，支持串口环通；

5. 支持板卡热拔插更换，支持板卡在线升级；

6. 支持平板电脑端控制，任意窗口的新建、缩放、拖动、漫游等操作， 可查看

可调用模式；

7. 高可靠性可插拔N+1冗余备份电源，8U 以上大规模设备采用铝制机箱

7
3D立体信

号发射器

1.频率：2.45G+-500MHz

2.发射功率：0.1W MAX

3.主动立体信号发射范围：25m

8
3D主动立

体眼镜

1. 光学特性：工作模式为液晶快门式，透过率36%（TYP.），场频96-144Hz，对 比

度1000：1

2. 供电方式：充电型眼镜，电池类型为3.7V锂电池；

3. 可连续使用35小时；

4. 充电时间：2.5小时以内；

5.射频传输特性：接收距离最高可达25m

6.温度特性：工作温度为0℃~50℃，存储温度为-30℃~70℃

7.类型：需要为主动式立体

9 音箱系统

1.输出功率：120W

2.4K通过：支持（50/60Hz YCbCr=4:2:0,HDR,HDCP2.2）

3.声道系统：5.1声道

4.功率范围：100-19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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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解码：需支持DTS解码

10

小间距LED

屏包边及

一体化机

柜

1.提供保护屏体高档包边；

2.专业设计机械结构，需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经久耐用，具有抗震性，耐腐蚀 可现

场快速安装，易于维护，后续升级方便；

11
VR场景管

理器软件

1. 支持输出端口的任意映射功能，可设置任意两个输出口间的像素间隔，间隔可设

置正值和负值，实现边缘补偿、叠加带生成和创意显示的要求，间隔设置范围横向

和纵向大于2048;

2. 可完全自定义各输出接口像素的起始位置和高度，即允许设置每个输出口切割总

体画面的任意一块，设置精度达到逐像素;

3. 支持输入信号裁切及局部显示，可以通过软件以像素为单位精确设置对图像切 边、

局部放大等操作，提供视频证明;

4. 可设置输出信号的有效区域，设置后所有窗口仅能在有效区域内漫游，支持非标

准分辨率输出;

5. 可设置输入和输出添加标识，可设置输出任意颜色的测试图像，测试色彩可完全

自定义;

6. 可设置输入接口任意自定义分辨率，可对时钟频率、输入图像同步的所有参数 进行

精确设置，设置自定义分辨率及详细参数和在线修改设备EDID无需通过第三方软件

调用直接设置，可直接设置与大屏相适应的点对点分辨率;

7. 无需附加任何硬件即可通过软件直接查看当前任意输入的实际输入信号的精

确分辨率及接口属性信息，支持故障检测功能，并通过颜色标识当前输入接口是 否

有实际信号输入;

8. 单台设备支持对多组屏同时控制，不同组分辨率可不相同;

9. 处理器操控支持多平台软件版本，包括Windows，Android及IPAD;

10. 支持平板电脑端控制，任意窗口的新建、缩放、拖动、漫游等操作，可查看 可

调用模式;

11. 为方便我方教学的便捷性，需具备2D和3D同时显示的效果功能。可在一块屏

幕上提供两个视角进行观看，实现一边播放2D的PPT、文档等材料，另一边播放3D 的

VR效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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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虚拟现实

桥接软件

1. 软件需要简单易用，支持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丰富的新手提示和帮助功能，需支

持快速操作即可实现空间标定，提供更真实畅快的交互体验。

2. 软件需支持基于QuadBuffer和3DVision的主动立体方式。

3. 软件需支持光学追踪系统，支持基于VRPN协议的交互设备，如三维手柄、追踪 标

记点等。

4. 为了减少使用成本，软件需采用“1拖N”渲染技术，支持单台计算机、多台计算

机2种方式同步输出多台显示器（多个屏幕）的高分辨率画面。需要提供第三方检测

报告体现此功能。

5. 软件具有开放性，支持Unity开发的内容适配到多通道环境。支持VR沉浸式环 境、

立体显示、追踪交互、三维手柄和多通道集群系统。支持主流PC头盔设备， 如HTC

Vive和Windows MR头戴式显示器。

6. 软件需提供用于Unity开发的SDK，需要提供API接口文档说明。

7. 为了方便入门学习，软件需提供案例开发Demo，Demo需包含UI交互、通过VR手 柄

按键发射钓鱼线实现场景瞬移、VR手柄摇杆实现场景漫游、场景跳转、物体抓取

等功能。DEMO功能需提供现场视频演示。

8. 为了减少多硬件系统之间的适配难度和成本，软件需支持大部分VR沉浸式环境 硬

件系统，如LED大屏、多通道交互显示系统、洞穴式交互显示系统等，支持不同 环境内

容的快速移植，无需二次开发。

9. 为了省去在软件启动后频繁地选择配置文件和项目案例，软件需支持配置文件 和

项目案例的历史纪录功能。

10. 为了方便多通道环境部署，避免用户在渲染机上繁琐地拷贝配置文件和项目 案

例，软件需主控机一键分发，并需要体现分发进度。

11. 为了方便用户学习，需要提供软件开发者使用手册以及在线客户端使用手册

12. 为了满足用户多人协同实训需求，软件需提供大空间本地多人协同基于真实 物

理空间的定位功能，满足10m*10m范围的定位。

13. 软件定位精度需≦1毫米。

13

国际邮轮

虚拟仿真

多人协同

实训软件

国际邮轮虚拟仿真多人协同实训系统采用沉浸式虚拟现实环境，为教师和学生提

供逼真、沉浸感和交互式的教学系统。系统包含LED大屏版本、VR头盔版本、PC版本，

可以跨平台多人协同交互完成流程模拟，满足不同教学要求。

1.多人协同

两个学生可以分别以邮轮服务员和邮轮游客的身份对邮轮的设施、设备和服务场 景

进行认知，并两种身份可进行切换，进行模拟服务，以及模拟对话。两种模式 协同：

两个用户之间协同，两个用户可以同时带上头盔，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对话沟通 比如

顾客需要了解商店中的产品，服务人员可以拿起相关的虚拟商品，进行介绍 2.软件系统

语言使用双语（英文和中文）

在所涉及的教学流程中，邮轮的设施、设备、场景分别采用英文标识，交互过程 中

的场景和对话等模拟中文与英文分别两套显示。

3.功能设计

人机交互模型，服务人员可以根据固定流程进行引导式交互。比如服务人员需要 介

绍商店中的产品，服务人员需要通过在虚拟场景中漫游到对应的位置，点击产 品，

会跳出文字对话框和语音介绍。

对邮轮各场景、器具、部门和服务流程的中英文认知功能外，使学生模拟餐厅摆

台、客舱整理、开夜床、调酒实训、前台办理信用卡关联等各种实训模块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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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操作。

4.考核功能

学生可以在模拟邮轮上直接进行实践操作，系统即时判别学生的正确操作与错误 操

作。人机交互（考核模式）：服务人员在不同的课程场景中，根据之前学习过 程中

的服务流程，进行操作。在考核模式下，不会显示学习模式中的引导功能， 学生可

以任意操作，完成后，根据所操作的内容进行结果判断。

5.该系统具备的模块：邮轮介绍、港口大厅、邮轮宾客服务中心、邮轮中央大街 邮

轮餐厅、酒吧、邮轮客舱、邮轮娱乐场所，咖啡厅。

咖啡厅

咖啡厅位于皇家大道，提供现磨的醇香咖啡和各色曲奇、三明治和甜品，咖啡厅中

可以对磨豆机等器具进行中英文认知、可以查看咖啡知识PPT、可以观看咖啡微 课视

频。

a)设备中英文认知，学生可以在咖啡厅场景中用手柄抓取器具，咖啡器具上会出 现

文字介绍，选择英文则会出现英文介绍。

b)咖啡知识PPT认知，咖啡厅中学生可以用手柄发射射线点击PPT展示、通过图文 的

方式展示咖啡制作的知识。

c)咖啡厅微课视频展示，学生用手柄发射射线点击微课，播放微课视频，了解摩 卡

壶、法压壶等器具的作用。

5.1 邮轮介绍

点击邮轮展示，依托邮轮模型整体外观，介绍现代邮轮的衡量指标。介绍邮轮的 主

尺寸（长、宽、高度）、邮轮吨位（重量吨位、容积吨位）、载客量、船龄、 速度

等相关内容。

a) 邮轮外观展示和介绍，语音和图文。用户可以在虚拟场景中对 3D 邮轮进行旋转，

缩放，移动等操作。

b) 邮轮重点区域布局介绍，选择不同区域可以弹出对画框图文和语音介绍。用户 可以

点击邮轮的主要部位，跳出对话框文字和语音介绍该部分的内容。

5.2 港口大厅

港口大厅主要是以吴淞口码头国际邮轮为原型，分为四个部分，图文外观介绍， 大

厅内部漫游，登船流程，离船流程。

a) 港口大厅外观展示，大屏幕上展示吴淞口码头港口大厅外观及港口的图文介

绍。同时可展示迈阿密、巴塞罗那、新加坡、纽约、卑尔根邮轮港的图文介绍。

b) 进入港口大厅进行漫游，漫游时能看到各个主要部门的标识，部分公示能在大屏

幕放大展示。

c) 登船和离船有固定的程序，登船是从进入港口大厅到最终登上船的过程。我们 会根

据真实情况设置路线，设置指引引导用户进入各个部门，在场景中用户通过位移和

在场景中按顺序触发每一步登船的流程，模拟配合完成各部门的相应工作各部门配

备特有的设备、用到的护照和表单在大屏展示。

d) 离船是从游客准备下邮轮时开始，再从邮轮上进入港口大厅，最后离开港口大 厅的

过程，用户同样是在指引下完成离船的流程。离船与登船流程相反，多出结账和在

邮轮上排队等候的内容。

5.3 宾客服务中心

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对邮轮中庭（4、5层），邮轮前厅服务柜台、电梯，邮轮免 税

店，中央大街进行三维建模。学生可以在邮轮中庭场景中实现信用卡关联、调 换客

舱、行李损坏、物品丢失和结账等服务流程的模拟操作与训练；学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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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免税商店实现介绍商品和结账服务流程；电梯作为系统的衔接与切换场景， 实

现在不同场景中的自由切换。

具体的教学场景包括邮轮前厅场景中实现信用卡关联、结账、特殊情况处理（客 房

调整、行李丢失、破损）教学流程。邮轮大厅入口实现欢迎客人登船教学流程在楼

梯或电梯实现为客人指引方向教学流程。

进入宾客服务中心，3D 场景展示邮轮前厅界面。游客登船是通过廊桥进入位于甲板

第五层的前厅，用户进入邮轮场景是从前厅开始的，前厅服务以宾客入住事宜为主。

a) 前厅漫游进入漫游状态，同时界面会介绍关于邮轮前厅的内容：

b) 进入信用卡关联，学生点击模拟信用卡关联，展示不同国际信用卡，点击进行下

一步后“服务员”将空白信用卡关联表单传递给“顾客”，最后显示填写好的表单；

并且所展示内容都会在大屏幕上表现出来。

c) 选择调换客舱服务，界面首先是展示邮轮客舱分布图以及海景房、套房、内舱 房三

种客舱的模型，模型会自动旋转可以供客户参观三种房型的布局，在分布图上点击

哪种房型则会展示房间模型和该客舱房型特征、价格和房态信息等内容， 确定房型

后会由“服务员”递给“顾客”表单（若有）来展示填写范例。展示内容都在大屏

幕上放大显示。

d) 选择行李损坏服务，进入 VR 协同模式两人练习对话，场景中先展示不同程度损

坏的行李，对话过程中，“服务员”能拿出行李损坏表单供“顾客”填写。行李和填

写表单都在大屏幕上展示。

e) 选择物品丢失，展示方式同行李损坏，具体展示表单的不同

f) 结账，进入 VR 协同模式两人练习对话，结账方式有信用卡、现金和支票等， 根

据结账方式的不同，服务台显示的内容也不同（如选择现金⽀付会展现⼏种常见外币

的图片），结账方式是学生根据对话内容选择的，根据选择的结账方式， 呈现不同

的图片示例和表单。展示内容都在大屏幕放大展示。

5.4 邮轮中央大街

用户在主界面点击购物街，界面转入中央大街场景。制作三个奢侈品店面提供用 户

进行商店购物流程实训。在邮轮免税店中，教学流程包括邮轮上购物商店介绍向乘

客介绍商品、结账，购物商店场景。有货架，有产品，有收银台及其设备。 一名销售

人员，一名收银员，一名乘客，购物商店放在邮轮上中央大街进行店面 布置。设置化

妆品与香水商店、手表与珠宝店、时尚包店、时装店、香烟酒水免 税店等多个柜台。

并对化妆品与香水商店进行商品全面布置，其他商店须陈列相 关产品。购物商店的介

绍包括化妆品与香水商店，珠宝与手表商店，时装与箱包 商店。

中央大街漫游，进入漫游状态，同时浮现邮轮中央大街的中英文介绍。中央大街 有

两排商店，供游客在邮轮上购物。

a) 商店认知，进入各品牌商店的介绍界面，点击下一页按顺序展示其品牌的特色 历史和代表

商品。

b) 导购，学生可以进入 3 个商店中浏览商品，每个商店中有 15 个可交互模型模

型可以拿起来仔细观察以用来对话介绍，拿起来的模型上方有该模型的文字介 绍以及

价格，左手手柄可以呼出购物车菜单，右手拿起商品模型放入购物车菜单 中可以添加

该物品的信息到购物车中，并且可以增加需要购买的数量。

c) 结账，顾客先在商店内选择要购买的商品，添加完购物车后可以移动到商店外

的柜台前的结账区域并选择是否要结账，结账过程中两人模拟对话，收银台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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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计算所购买的商品价格，收银界面会在大屏幕展示不同结账方式内容，供学生 进

行不同结账方式的对话。

5.5 邮轮餐厅

在邮轮主餐厅中，可以实现模拟中餐摆台与西餐摆台训练，实现餐前准备、迎宾 服

务、问询服务、引座、拉椅让座、递送菜单及酒水单、点单、复述点菜内容、 取菜、

上菜、餐间服务、送客服务等服务流程的实训。在自助餐厅可实现餐厅漫 游、菜品

认知。主餐厅主要包括餐厅相关设施的布局，餐前准备的模拟操作，相 关设备的英

文名称标识，主餐厅服务英语的应用，学生与模拟客人之间的英文对 话交流模拟。

用户在主界面点击餐厅，界面转入餐厅界面。分为西餐厅漫游、餐具摆台、对客 服

务、送餐服务和自助餐厅漫游。

a) 西餐厅漫游，进入漫游状态，学生可以观察邮轮西餐厅环境，进行中英文认知西餐厅模

型分为圆桌、长桌和方桌 3 种，将西餐厅场景有规则的摆放满，餐桌上具备餐具。能

触发观看其他三种不同类型餐厅的图文介绍。

b) 餐具摆台，进入餐桌界面，学生左手手柄打开餐具菜单界面，右手手柄发射射线

选择餐具并将餐具摆放到桌面上相应位置，餐具摆放由主人位开始摆放，按照顺时针

方向一个个位置摆放，选择完一个餐具后要摆放完所有位置才能摆放下一个餐具，摆

台阶段摆放过的餐具如果自己感觉摆放错误也可以在菜单上点击撤销按钮可以选择

撤销已经摆放过的餐具，刀叉类餐具可以随意摆放，摆放错误则会扣分，摆放完餐具

或者中途退出都会进入餐具摆台答题阶段，答完题后将会对摆台和答题进行一个打分

考核。

c) 对客服务，对客服务是从客人进餐厅服务员的欢迎，到引坐（拉椅），递菜单客人

点菜服务员上菜到最后客人消费完菜品退出点菜并把椅子放回去的过程，场 景界面

中会显示菜单和菜式。提供 10 种可触发的菜单上菜品模型，供学生对话演习使用。

“服务员”拿取菜单递到“客人”面前，客人拿取菜单后会出现菜单 界面，“客人”

选择菜品后会出现配置餐具的界面，选择适合当前选择的菜品的 餐具并点击确定，餐

具以及菜品模型会出现在“客人”面前，“客人”选择退出 点餐服务后，“服务员”

需要把椅子拉到原位。

d) 送餐服务，进入送餐服务台，位于西餐厅一角，点单信息在屏幕展示。学生能 通过

“接电话”进行接订单、填写送餐信息和送餐的服务，客人点餐完毕后，学生能准备

对应的菜品送入客房场景，学生到客房门前后需要先敲门，“客人”开门后，学生则

推着餐车到客房内并把菜品拿到桌子上，并跟“客人”确认账单， 确认完账单后则

回到餐厅场景。

e) 自助餐厅，中英文认知自助餐每个档口设备及所出菜式，以名称和简介的方式查

看菜品。

5.6 酒吧

酒吧包括邮轮酒吧场景实景搭建，相关设备、杯具和酒水的摆放；酒水酒标与酒 瓶

的识别；相应器具的模拟操作；器具功能交互；相关设备的英文名称标识；邮 轮酒

吧服务英语的应用，学生与模拟客人之间的英文对话交流模拟。进入邮轮酒 吧场景，

场景以真实邮轮酒吧为原形建立，分为酒吧漫游、酒吧清洁和鸡尾酒调 制。

a)酒吧漫游，学生能移动中观察酒吧结构，对酒吧进行大体的了解。在漫游过程 中，

能用手柄指向所想了解的设备、杯具和酒水进行认知。酒吧中 15 种杯具和

器具和 25 种酒水具有模型，学生能拿起模型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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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酒吧清洁，进入酒吧脏乱场景。以光标点击的方式进行酒吧的清洁，酒吧部分设

备会变脏变暗，学生点击设备可以变干净；吧台的摆放会变乱，通过点击变得整洁等，

清理完所有脏乱的模型后会出现一张脏乱模型清单，抓取清单，清单大屏显示，确认

清单后点击确定完成酒吧清洁。

c) 鸡尾酒调制，会进入一个小游戏一样的界面，10 种鸡尾酒所需要的基酒、原

料、用量和器具在另一边供学生选择，并同时掺杂一些干扰元素构成总共 40 个基酒

和原料选项。考核时选定一款鸡尾酒，学生需选对配置需要的元素，才能考 核成功。鸡

尾酒的调制：亚历山大，特基拉日出，新加坡司令，蓝色敢死队，莫 吉托，曼哈顿，

七色彩虹。

设计鸡尾酒调制小游戏，将几种不同酒水进行配对调制鸡尾酒，不同份量配对， 不

同酒杯、装饰物选择，学生可通过点击进行鸡尾酒调制，调制正确得分，调制 错误

不得分，既可用于教学，也可用于考试。

d) 其它，邮轮常见酒吧认知，以图文和视频的形式介绍邮轮主要酒吧类型，以图 文和视

频形式展示若干种酒水介绍、器具介绍和杯具介绍。

5.7 邮轮客舱

学生可以在套房，海景房，内舱房，客房走廊场景中完成房间的体验和交互，送 餐

服务等；可以选择一个需要做清洁服务的房间，一开始场景是凌乱的房间，教 师可

以通过整理使学生直观了解整理客舱的流程，学生通过正确的流程整理完成 后，系

统能够给予评价和分数。客舱有漫游，清洁和开夜床功能。客舱分为三种建立三个整

洁的阳台房，海景房和内舱房场景，具体表现不同房型的差异。一个 脏乱的海景房场景

（打乱整洁海景房摆设等）。四个房型通过点击 UI 进入。整洁房间内设施以认知为

主，脏乱房以清洁为主。

a) 客舱漫游。学生选择套房、海景房或内舱房进行漫游，房间是整洁的状态，有 房型

介绍在界面显现，手柄点击可以显示房间内物品信息，进入房间后可以用手柄抓起一

些模型观察认知，抓起的模型会显示该模型的名字。

b) 客舱清洁流程：①工具车在布草房添加做房用品（射线将用品拖到工具车指定位

置）

②进入脏乱海景房，以点击和拖动的方式进行清洁和物品更换、归位。

③整理完所有的脏乱物品，会对学生的操作进行一个评分。

c) 开夜床流程：将房间做到适合客人入住，具体有拉窗帘、卷被角和调节床头灯亮

度等。模型需要制作两种不同状态的窗帘、被子和床头灯等。

5.8 邮轮娱乐场所

邮轮娱乐场所是令邮轮独具魅力的关键部分，邮轮外观上娱乐设施建立场景模型

a) 建立户外娱乐项目的 3D 模型，以顶层甲板为主，用户能进行漫游，把顶层甲板中

的重要娱乐设施如：攀岩，室外泳池（包含躺椅），模拟冲浪，模拟跳伞， 北极星胶

囊舱 5个 3D 场景建模和部分赌场场景，学生用射线指向点击能展示其名称和玩法

介绍，帮助学生对邮轮顶层甲板各类娱乐项目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

b) 建立赌场场景模型可以漫游认知，并图文方式介绍各类项目的玩法。

14

沉浸式虚

拟现实套

装

沉浸式虚拟现实套装与原有移动式触摸屏对接。

一、头盔式显示器

1.屏幕尺寸21.5 英寸；

2.屏幕比例：16:9；

3.分辨率：1920x1080；

4.对比度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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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 LED 背光；

6.支持 HDCP 功能。

二、智能终端

1.CPU：I7 7700(4 核 8 线程、主频 3.6GHZ 睿频 4.2GHZ)；

2.内存：DDR4 2400 16GB；

3.独立显卡：GTX1060；

4.硬盘：1T，转速 7200 转，SATA II 接口；

5.含无线键鼠。

三、头戴式交互设备

1.屏幕：2 个 3.5 英寸 AMOLED；2.分辨率：单眼分辨率 1440 x 1600，双眼分

辨率 3K（2880 x 1600）；

3.刷新率：60/90Hz ；

4.视场角：110 度 ；

5.版调音耳机，360°空间音效，借助超级沉浸式音轨 ；

6.内置定位传感器 ；

7.人体工学设计 ；

8.具备 IPD 瞳距调节功能；

15

虚拟现实

内容管理

平台

1. 本项目要求的虚拟现实内容管理平台，需要包含两个层次架构：云平台、客户 端。

我方可以在平台购买、下载、讨论和分享虚拟现实内容；

2. 云平台含有12大类（涵盖机械制造、电子信息、安全教育、能源工程、医疗医学、

交通运输、土木建筑、自然科学、展览展示、综合实训、旅游休闲、科普文博的VR

教学资源）的专业VR资源，我方是可以访问云平台来了解里面的VR资源内容；

3. 支持我方从云平台下载VR内容到本地，并进行体验、浏览、管理；

4. 提供开发者平台，支持我方创作的VR内容上传至云平台，对上传内容进行管理

5. 客户端有单独软件入口，我方可以登陆账户体验VR内容，利用本地VR环境运行相

应的VR资源；

6. 25. ▲为了缓解我方内容稀缺现状，平台客户端需提供免费教学资源内容，内容

不少于30个，案例内容整体要求：三维模型以及部件模型均为建模生成的三维数据，

非全景图或flash文件，可进行360度无死角查看和分析。

7. 平台支持web端、移动端、PC端、VR端访问，

8. 为了方便平台更好地扩容，平台需采用成熟稳定的网络分布式架构方式，完全 模块

化多层结构设计；

9. 为了方便我方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需求，系统需采用 C/S 与 B/S 架构相结合的

设计方式；

10. 为了使我方快速了解内容，云平台VR教学资源需包括内容的视频、图片、参 数、

详情等介绍，名称、评分、标签、分类等信息；

11. 为兼顾我方现有内容，提高内容的复用率，平台需支持主流虚拟现实引擎开 发

的内容，如Unity3D、Unreal等；

12. 为了满足我方多硬件的使用需求，平台客户端需具有较强的硬件自适应功能支

持多种VR硬件设备适配如：Windows MR、HTC VIVE、LED大屏、多通道显示交互系

统等，启动虚拟现实端时，设备会自动匹配到相应的硬件设备；

14. 为了方便我方即时体验最新版本功能，平台客户端需支持在线更新；

15. 为了简化我方的操作流程，平台客户端需支持在PC和VR两种模式下运行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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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由切换；

16. 为了方便我方了解最新内容，平台客户端需支持行业的偏好设置，根据我方 所

关心的行业，推送相关的内容；

17. 为了方便对我方现有内容进行统一管理，平台客户端需支持对本地的VR内容 及

虚拟仿真内容进行添加和删除，并对内容名称、介绍、封面进行编辑；

18. 为了使我方操作更加便捷，平台客户端需支持在不去除头盔或手柄等硬件设 备

的情况下进行内容案例的切换；

19. 为了方便内容的管理，平台客户端需支持对已开放的内容进行下载、卸载、 启

动、查看详情等操作；

20. 为了提高资源下载的稳定性，平台客户端需具备应急处理功能：在网络中断 的

情况下，恢复网络后支持断点续传；

21. 为了方便筛选目标内容，云平台虚拟教学资源需有明确的分类，支持通过行 业

应用、硬件设备等条件进行快速筛选；

22. 支持虚拟现实端手柄材质的改变：提供不少于8种内置手柄材质的设置，其中 包

括木材、迷彩、大理石等；

23. ▲为了保证体验和沉浸感，平台客户端需提供至少一个内置VR场景，可在内 置

VR环境中启动案例；

24. 为适配我方现有的电脑设备，软件需提供Win7/10 64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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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邮轮实训基地邮轮接待区室内装修建设预算（20万）

序号 功能区 装修方案 面积 单价 报价 总计

1.1 大堂吧及走廊

1.1.1 酒吧成品定制吧台

1.面层：红砖，完成面至±0.000 大

理石面；

2.1:3干硬性水泥找平，铺设时稠

度2.5-3.5厚；

3.白水泥勾缝

、

平米 11.80 950.00 11210.00

1.1.2
大理石定制观景吧

台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11.80 450.00 5310.00

1.1.3 吧台酒品展架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29.60 550.00 16280.00

1.1.4 吧台酒具吊架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13.80 450.00 6210.00

1.1.5 窗帘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105.00 185.00 19425.00

小计 58435.00

1.2 模拟服务吧台

1.2.1 大理石背景墙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18.50 485.00 8972.50

1.2.2 成品定制吧台 成品定制安装 米 5.00 1850.00 9250.00

小计 18222.50

1.3 标准间实训室

1.3.1 窗帘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91.20 95.00 8664.00

小计 8664.00

1.4 行政套房实训室

1.4.1 书架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6.80 850.00 5780.00

1.4.2 窗帘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30.00 85.00 2550.00

小计 8330.00

1.5 光影西餐厅

1.5.1 西点吧台 成品定制安装。 套 1.00 5300.00 5300.00

1.5.2
海洋主题光影效果

激光灯
成品定制安装。 套 2.00 1250.00 2500.00

1.5.3 窗帘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30.00 185.00 5550.00

小计 13350.00

1.6 光影中餐厅

1.6.1 中餐吧台 成品定制安装。 套 1.00 5300.00 5300.00

1.6.2 中式主题效果光影 成品定制安装。 套 4.00 125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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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1.6.3 中式卷帘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54.00 165.00 8910.00

小计 19210.00

1.7 多功能大厅

1.7.1 舞台灯光架 成品定制安装。 米 51.60 280.00 14448.00

1.7.2 舞台灯、帕灯（小型） 成品定制安装。 套 1.00 7800.00 7800.00

1.7.3 舞台音响 成品定制安装。 套 1.00 6300.00 6300.00

1.7.4 酒会等活动展示架 成品定制安装。 组 4.00 1300.00 5200.00

1.7.5 窗帘（遮光）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35.00 185.00 6475.00

小计 40223.00

1.8 健身房

1.8.1 窗帘（遮光）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45.00 185.00 8325.00

小计 8325.00

1.9 形体训练室

1.9.1 美体镜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27.00 175.00 4725.00

1.9.2 窗帘（遮光）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31.50 185.00 5827.50

小计 10552.50

1.10 棋牌室

1.10.1 窗帘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9.50 165.00 1567.50

小计 1567.50

1.11 书吧

1.11.1 窗帘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22.00 165.00 3630.00

小计 3630.00

1.12 花、茶艺术吧

1.12.1 窗帘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22.00 165.00 3630.00

小计 3630.00

预算总计
￥19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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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实训室装修工程预算计划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单位 工程量 单价 综合合价

1.1 大堂吧及走廊

1.1.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3.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

排笔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332.20 28.00 9301.60

1.1.2 墙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3.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

排笔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270.00 28.00 7560.00

1.1.3 墙面基层腻子找平

1.非定制无纺布壁纸；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平米 254.00 17.00 4318.00

1.1.4 顶面圆弧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55.00 155.00 8525.00

1.1.5 顶面直线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米 57.00 125.00 7125.00

1.1.6 顶面弧线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木工板

或九厘板造型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米 92.00 180.00 16560.00

1.1.7 顶面铝格栅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铝格栅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格栅专

用

平米 180.20 98.50 177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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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石膏板造型墙面

1.木龙骨单面石膏板墙；

2.龙骨：25*35，间距450*1200mm，沿

地沿顶龙骨固定间距射钉或膨胀 螺

栓，最大间距800mm，沿墙或柱竖龙骨

固定射钉或膨胀螺栓，最大间距

1000mm；

3.面板：防火纸面石膏板；

平米 21.00 185.00 3885.00

1.1.9
楼梯口木饰面板造

型

1.木工板饰面板造型；

2.面板：马六甲；
平米 4.90 195.00 955.50

1.1.10 镂空木塑格栅隔断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21.10 260.00 5486.00

1.1.11 地面地砖铺贴

1.面层：色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找平，铺设时稠度

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平米 352.10 155.00 54575.50

1.1.12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196.00 13.00 2548.00

1.1.13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32.30 82.00 2648.60

小计 141237.90

1.2 模拟服务吧台

1.2.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54.00 28.00 1512.00

1.2.2 墙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55.20 28.00 1545.60

1.2.3
墙面基层腻子找平

贴壁纸

1.非定制无纺布壁纸；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刷基膜；贴壁纸

平米 21.10 77.00 1624.70

1.2.4 顶面直线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米 29.00 125.00 3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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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9U型轻龙骨

1.2.5 造型吧台背景墙

1.木工板灯槽造型石膏板饰面板造

型；

2.面层：质感漆；

平米 21.10 195.00 4114.50

1.2.7 地面地砖铺贴

1.面层：色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找平，铺设时稠度

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平米 54.00 155.00 8370.00

1.2.8 地台
1.木工板造型；

2.面板：木地板；
平米 54.00 295.00 15930.00

1.2.9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21.10 13.00 274.30

1.2.10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5.00 82.00 410.00

小计 37406.10

1.3 标准间实训室

1.3.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234.00 28.00 6552.00

1.3.2 墙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132.00 28.00 3696.00

1.3.3 顶面直线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米 79.30 125.00 9912.50

1.3.4 顶面平面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218.00 110.00 23980.00

1.3.5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84.00 285.00 23940.00

1.3.6 地面地毯铺贴 1.面层：地毯，完成面至-2cm； 平米 234.00 89.20 20872.80

1.3.7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79.00 13.00 1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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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31.00 82.00 2542.00

小计 92522.30

1.4
行政套房实训

室

1.4.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77.00 28.00 2156.00

1.4.2 墙面瓷砖铺贴

1.面层：色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找平，铺设时稠度

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平米 73.00 155.00 11315.00

1.4.3 地面瓷砖铺贴

1.面层：色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找平，铺设时稠度

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平米 7.30 155.00 1131.50

1.4.4
顶面钛合金直线造

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钛合金

封口，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米 79.30 155.00 12291.50

1.4.5 顶面平面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77.00 110.00 8470.00

1.4.6 水泥板隔墙

1.轻钢龙骨水泥板；

2.龙骨：25*35，间距450*1200mm，沿

地沿顶龙骨固定间距射钉或膨胀 螺

栓，最大间距800mm，沿墙或柱竖龙骨

固定射钉或膨胀螺栓，最大间距

1000mm；

3.面板：水泥板；

平米 21.00 185.00 3885.00

1.4.7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30.00 285.00 8550.00

1.4.8 地面地毯铺贴 1.面层：地毯，完成面至-2cm； 平米 77.00 89.20 6868.40

1.4.9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36.00 13.00 468.00

第73页



1.4.10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31.00 82.00 2542.00

小计 57677.40

1.5 光影西餐厅

1.5.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将浮尘等扫净；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65.00 28.00 1820.00

1.5.2
墙面嘉宝莉乳胶漆

（彩色）

1.原墙面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37.00 65.00 2405.00

1.5.3 顶面直线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38.00 125.00 4750.00

1.5.4 地面地砖铺贴

1.面层：色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找平，铺设时稠度

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平米 65.00 155.00 10075.00

1.5.5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38.00 13.00 494.00

1.5.6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42.10 285.00 11998.50

1.5.7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28.00 82.00 2296.00

小计 33838.50

1.6 光影中餐厅

1.6.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将浮尘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105.00 28.00 2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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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墙面基层腻子找平

贴壁纸

1.非定制无纺布壁纸；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刷基膜；贴壁纸

平米 75.20 77.00 5790.40

1.6.3
顶面中式造型吊顶

（按图施工）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105.00 165.00 17325.00

1.6.4 地面地砖铺贴

1.面层：色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找平，铺设时稠度

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平米 105.00 155.00 16275.00

1.6.5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63.20 285.00 18012.00

1.6.6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53.00 13.00 689.00

1.6.7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42.20 82.00 3460.40

小计 64491.80

1.7 多功能大厅

1.7.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将浮尘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295.40 28.00 8271.20

1.7.2
墙面基层腻子找平

贴壁纸

1.非定制无纺布壁纸；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刷基膜；贴壁纸

平米 75.20 77.00 5790.40

1.7.3
顶面叠级造型吊顶

（按图施工）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235.00 145.00 34075.00

1.7.4 地面地毯铺贴 1.面层：色地毯，完成面至-2cm； 平米 77.00 89.20 6868.40

1.7.5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35.20 285.00 10032.00

1.7.6 地台
1.木工板造型；

2.面板：木地板；
平米 62.00 295.00 18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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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石膏板墙面科技造

型

1.木龙骨单面石膏板墙；

2.龙骨：25*35，间距450*1200mm，沿

地沿顶龙骨固定间距射钉或膨胀 螺

栓，最大间距800mm，沿墙或柱竖龙骨

固定射钉或膨胀螺栓，最大间距

1000mm；

3.面板：防火纸面石膏板；

平米 24.00 185.00 4440.00

1.7.8 包柱子 1.木工板饰面板； 平米 19.60 185.00 3626.00

1.7.9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62.00 13.00 806.00

1.7.10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42.20 82.00 3460.40

小计 95659.40

1.8 卫生间*3间

1.8.1
集成吊顶（含集成

灯具）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107.00 155.00 16585.00

1.8.2
卫生间墙面

300*600

1.面层：抛光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砂浆找平，铺设时

稠度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

平米 124.70 135.00 16834.50

1.8.3
卫生间地面

300*300

1.面层：色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砂浆找平，铺设时

稠度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平米 107.00 135.00 14445.00

1.8.4 洗手盆 定制安装 只 5.00 850.00 4250.00

1.8.5 镜子（含框） 定制安装 只 5.00 370.00 1850.00

1.8.6 阀门 全铜质截止阀 个 45.00 15.00 675.00

1.8.7 水龙头、下水
1.水龙头（铜芯）

2.品牌指定TOTO
个 5.00 350.00 1750.00

1.8.8 小便池（带感应）品牌指定TOTO 个 4.00 680.00 2720.00

1.8.9 蹲便 品牌指定TOTO 个 15.00 850.00 12750.00

1.8.10 坐便 品牌指定TOTO 个 1.00 2200.00 2200.00

1.8.11 拖把池 成品安装 个 3.00 230.00 690.00

1.8.12 地漏 防反臭地漏 个 5.00 65.00 325.00

1.8.13 卫生间隔断
1.生态板制作成框架；

2.含五金等配件
平米 65.00 195 12675.00

1.8.14 防水层 TS防水两边、砂浆堵缝找平。 平米 186.40 45.00 8388.00

小计 961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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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电梯厅及走廊

1.9.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381.00 28.00 10668.00

1.9.2
顶面平面圆弧造型

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106.00 155.00 16430.00

1.9.3
楼梯口木饰面板造

型

1.木工板饰面板造型；

2.面板：马六甲；
平米 4.90 195.00 955.50

1.9.4 地面地砖铺贴

1.面层：色砖，完成面至±0.000；

2.1:3干硬性水泥找平，铺设时稠度

2.5-3.5厚；

3.刷1：0.4-0.5水泥砂浆，随刷随铺

平米 140.00 155.00 21700.00

1.9.5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91.50 13.00 1189.50

1.9.6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8.40 82.00 688.80

小计 51631.80

1.1 健身房

1.10.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284.00 28.00 7952.00

1.10.2

顶面工业风装饰

（建筑面积通算、

按图施工）

按图施工 平米 209.00 45.00 9405.00

1.10.3 塑胶地面 塑胶成品、颜色一致（花式铺贴） 平米 209.00 115.00 24035.00

1.10.4 丝网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95.20 130.00 12376.00

1.10.5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62.00 13.00 806.00

1.10.6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42.20 82.00 34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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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58034.40

1.11 形体训练室

1.11.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将浮尘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189.20 28.00 5297.60

1.11.2
墙面嘉宝莉乳胶漆

（彩色）

1.原墙面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110.20 65.00 7163.00

1.11.3 顶面平面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129.00 128.00 16512.00

1.11.4 顶面直线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米 95.00 125.00 11875.00

1.11.5 顶面铝格栅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铝格栅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格栅专

用

平米 44.00 98.50 4334.00

1.11.6 石膏板造型墙面

1.木龙骨单面石膏板墙；

2.龙骨：25*35，间距450*1200mm，沿

地沿顶龙骨固定间距射钉或膨胀 螺

栓，最大间距800mm，沿墙或柱竖龙骨

固定射钉或膨胀螺栓，最大间距

1000mm；

3.面板：防火纸面石膏板；

平米 21.00 185.00 3885.00

1.11.7 地面实木复合地板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189.00 155.00 29295.00

1.11.8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54.00 285.00 15390.00

1.11.9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55.00 13.00 715.00

1.11.10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21.00 82.00 1722.00

小计 961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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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棋牌室

1.12.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浮尘等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37.00 28.00 1036.00

1.12.2
墙面嘉宝莉乳胶漆

（彩色）

1.原墙面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3.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

排笔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25.00 65.00 1625.00

1.12.3 顶面平面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37.00 128.00 4736.00

1.12.4 顶面直线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米 24.00 125.00 3000.00

1.12.5 石膏板造型墙面

1.木龙骨单面石膏板墙；

2.龙骨：25*35，间距450*1200mm，沿

地沿顶龙骨固定间距射钉或膨胀 螺

栓，最大间距800mm，沿墙或柱竖龙骨

固定射钉或膨胀螺栓，最大间距

1000mm；

3.面板：防火纸面石膏板；

平米 13.20 185.00 2442.00

1.12.6 地面实木复合地板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37.00 155.00 5735.00

1.12.7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8.20 285.00 2337.00

1.12.8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24.00 13.00 312.00

1.12.9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21.00 82.00 1722.00

小计 22945.00

1.13 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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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3.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

排笔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89.60 28.00 2508.80

1.13.2 顶面平面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平米 51.00 128.00 6528.00

1.13.3 顶面直线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

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米 28.40 125.00 3550.00

1.13.4 地面实木复合地板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51.00 155.00 7905.00

1.13.5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16.20 285.00 4617.00

1.13.6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28.40 13.00 369.20

1.13.7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7.90 82.00 647.80

小计 26125.80

1.14 花、茶艺术吧

1.14.1 顶面嘉宝莉乳胶漆

1.原墙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并将浮尘等扫净；

3.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

排笔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125.90 28.00 3525.20

1.14.2
墙面嘉宝莉乳胶漆

（彩色）

1.原墙面面刷嘉宝莉乳胶漆；

2.水石膏将墙面等基层上磕碰的坑

凹、缝隙等处分遍找平，干燥后用 1 号

砂纸将凸出处磨平，将浮尘扫净； 3.

刮3篇腻子、涂刷水性底漆，涂刷排笔

涂刷嘉宝莉乳胶漆3遍

平米 42.70 65.00 2775.50

1.14.3 顶面平面造型吊顶

1.吊顶高度：2.8m.尺寸大于5cm

2.木塑方通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

平米 123.00 110.00 13530.00

1.14.4 顶面直线造型吊顶1.吊顶高度：2.8m 米 49.00 125.00 6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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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层9mm纸面石膏板吊顶，

3.主龙骨为50轻钢龙骨，副龙骨为

50*19U型轻龙骨

1.14.5
石膏板墙面弧线造

型

1.木龙骨单面石膏板墙；

2.龙骨：25*35，间距450*1200mm，沿

地沿顶龙骨固定间距射钉或膨胀 螺

栓，最大间距800mm，沿墙或柱竖龙骨

固定射钉或膨胀螺栓，最大间距

1000mm；

3.面板：防火纸面石膏板；

平米 24.00 185.00 4440.00

1.14.6 地面实木复合地板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51.00 155.00 7905.00

1.14.7 玻璃隔断 成品定制安装。 平米 38.20 285.00 10887.00

1.14.8 踢脚线 木塑踢脚线 米 49.00 13.00 637.00

1.14.9 窗帘盒

1.部位：靠窗并有吊顶位置；

2.尺寸：≤300*200

3.30*40木龙骨，18mm细木工板基层

9.5mm石膏板封面、饰面粉刷石膏1

篇、腻子2篇、嘉宝莉乳胶漆3遍

， 米 14.20 82.00 1164.40

小计 50989.10

2 水电路敷设工程

2.1 电路敷设

2.1.1 配电箱
1.AL照明配电箱；

2.成套定做 嵌墙安装；
个 6.00 1500.00 9000.00

2.1.2 配电箱
1.ALE照明配电箱；

2.落地安装；
个 2.00 4500.00 9000.00

2.1.3 强电敷设
1.暗装接线盒

2.紫外线灯单独控制
平米 2121.60 79.00 167606.40

2.1.4 弱电敷设
1.暗装接线盒

2.网络分布整层
平米 2121.60 10.00 21216.00

2.1.5 主电缆
1.RVV-0.5软电缆

2.穿管
米 0.00 150.00 0.00

2.1.6 监控视频线
1.监控视频线

2.穿管
平米 0.00 10.00 0.00

小计 206822.40

2.2 水路敷设工程

2.2.1 给排水管

1.DN20.15.25 PPR给水管

2.连接方式：热熔

3.卫生间下水为110水管

平米 136.50 80.00 10920.00

2.2.2 地漏 防反臭地漏 个 8.00 55.00 440.00

小计 11360.00

3 灯光工程

3.1 采购 规格 数量 单价 合计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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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艺术灯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盏 45.00 850 38250.00

3.1.1 LED条形灯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盏 28.00 165 4620.00

3.1.2 LED灯带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米 1355.20 23 31169.60

3.1.3 筒灯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盏 210.00 55 11550.00

3.1.4 轨道灯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盏 35.00 75 2625.00

3.1.5 开关面板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只 45.00 35 1575.00

3.1.6 插座面板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只 125.00 28 3500.00

3.1.7 地插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只 5.00 165 825.00

3.1.8 盖板 根据实际需求采购 只 30.00 3 90.00

合计 94204.60

总计 ￥1,237,2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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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

建设方案

2020-10

3.4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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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1.建设背景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进入新时代，迎来新发展。国务院印发的《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下简称“职教 20条”），明确指出把学历证书与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结合起来，探索实施 1+X证书制度是这一举措的重要部署，也

是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大创新。1+X 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是邮轮运营服务方向上唯一一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该证书将为邮轮运营服务及

高端服务业专业学生和从业者技能学习提供指导。

1.1 邮轮市场及邮轮产业发展需求

2015年 10月，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中

船集团”）与世界最大邮轮公司嘉年华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正式启动中船集团邮轮工程项目。2018年 11月 6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中船集团与美国嘉年华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署合作设计建造 2+4

艘 13.5 万总吨 Vista 级大型邮轮合同。2019年 10月 18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

邮轮在中船集团所属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正式开工点火钢板切割，全面进入

实质性建造阶段。2020年 1月 11日，中船集团与嘉年华集团的合资公司中船嘉

年华迎来旗下第一艘邮轮“歌诗达大西洋”号的交付，标志着中船嘉年华已经整

装待发。作为未来中国最大的邮轮公司，中船嘉年华将助力中国邮轮经济开启新

航程，蓄势开启中国邮轮发展的新篇章。

加快邮轮人才培养，大力促进邮轮产业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选择。我国邮轮经济将迎来快速发展，早在 2008年和 2009 年国务院分别

出台了《关于促进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速发展旅游业的意

见》，首次提出“支持有条件地区发展邮轮、游艇等新兴旅游”，把邮轮、游艇

等旅游装备制造业纳入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由于邮轮产业发展涉及旅游、船舶、

商业、文化、专业管理等诸多领域的多个环节，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运行系统，需

要一大批懂经营、会管理的国际邮轮人才，而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时间短，十

分欠缺发展邮轮产业的意识，对邮轮人才的培养更是近年来才有的事情。加快邮

轮人才培养，大力促进邮轮产业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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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邮轮作为海上旅游休闲的主要方式，近年来我国邮轮业出现了井喷式增长，

从 2008 年到 2015 年，国内出访的游客人数增长了近 40 倍，从 2.85 万人次

增长到 111.2 万人次；进出邮轮母港的邮轮数量也从 28 艘次快速增长到 539

艘次，增长了近 20 倍。中国邮轮旅游市场以年均 40%左右的速度增长，2030 年

将达到 1000 万人次，中国邮轮市场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邮轮市场。随着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典型缩影的邮轮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倡导和鼓励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国际惯例中工作人员与乘客 1:2的配比，其邮轮运营服务

相关的专业人才需求巨大。

1.2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邮轮是跨区域的、国际化高端场所，需要大量的涉外、服务等方面的培训学

习。同时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技术也飞速地改变着消费模式、服务模式，对服务人

员的要求也是综合性的要求。邮轮产业不仅包含了船上的对客服务技能人才，还

包括岸上对接服务人员和邮轮产品营销人员等。建设符合邮轮产业人才结构需求

的实训基地是解决邮轮产业人才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职业教育要适应国家需求、产业需求和人才市场需求变化，必须加快转变自

身发展方式。推进这一转变的历史使命是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

建设，核心任务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利用职业

教育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建设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培养紧跟行业动态发展。

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会动脑、会实践、懂设计、懂操作的综合型、创新型、

高素质技能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职业教育义不容

辞的责任。

1.3 1+X 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要求

2020年 1月 22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发布了《关于确认参与

1+X证书制度试点的第三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通知》，

1+X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位列其中，同时也开启了第三批 1+X证书

的试点工作。

1+X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对邮轮运营和服务端的技能要求，进

行详细梳理和总结而成的全新技能认证体系。与职业院校现有的专业实训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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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实训条件，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也有更多的与岗位实际要求强关联的实训课

程设置。这些实训课程的实训建设要紧紧跟随邮轮的行业发展和邮轮运营服务的

最新技术和理念。

邮轮运营服务是在院校现有理论教学和基本实训的基础上，融合酒店服务

、餐饮服务、娱乐休闲服务、旅游服务、母港运营、邮轮产品营销等行业广泛应

用的运营和服务技能。其中，大部分都是新理念和新技术，准确匹配了邮轮运营

服务行业人才需求。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邮轮运营服务是一个大旅游大服务的体系，是在院校现有专业基础上的扩展

和加强，所以需要配套完整的教学和实训体系，以完成证书试点工作的实训环节

和考评环节。

2.建设思想

2.1 建设依据

1) 满足多项标准

实训基地建设融入专业“1”的相关教学标准和“X”的技能等级标准，以及行

业内相关大型企业的企业标准（含岗位标准），在标准指导下建设实训基地硬件环

境、软件环境、内容资源环境。

2) 符合产业实际的完整体系

邮轮运营服务体系分为船上的运营服务和船下的运营服务，船上运营服务主要

包括前厅服务、餐厅服务、客舱服务、娱乐休闲服务、购物服务等，船下的运营服

务包括邮轮产品的营销、母港服务、岸上游服务等。这些内容构成了邮轮运营服务

的完整体系。

2.2 建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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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具体建设目标：

1) 产教融合动态化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是将领先企业的岗位要求转化为职业院校的教

学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产教融合。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岗位要求也是动态变

化的，这就要求其所关联的教学要求也必须随之而变，1+X证书标准每年动态更

新的要求可以看作是一种动态化的新型的“产教融合”。

2) 理虚实一体化

邮轮运营服务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是指在邮轮运营服务的专业教学标准指导

下的理论学习和技能标准指导下的实训教学中，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进行

实际场景化的任务式学习，将技能点融入到典型的任务中，以达到在高仿真环境

中完成教学的目标。在提升服务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增加学生服务意识和语言沟

通等方面岗位需求方向的技能培训。

3.建设目标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是与邮轮产业相配套的现代化智能实训基地，是集理论

、仿真、实训、集训、考评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邮轮运营服务人才培养平台，具有对

文旅高端人才培养的引领性。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将为邮轮行业输出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服务国内邮轮产业发展需求、瞄向海外高端邮轮市场技能人才要求。通过与

行业企业积极合作与实践，创新邮轮运营服务实训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成为

一流的邮轮运营服务人才培养基地。

1）实训教学目标：满足 1+X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教学、实训和考评

条件要求，兼顾行业内相关大型企业企标要求。

2）师资培养目标：面向 1+X邮轮运营服务试点院校，开展邮轮运营服务专业教师

技术技能、专业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培训。

3）研究与创新目标：建设成为邮轮运营服务研学基地，满足教师和学生课题研究

、实训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及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需求。

4）服务社会目标：满足社会人员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培训、进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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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4.建设内容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包括豪华邮轮通识教学区、豪华邮轮外语教学区、豪

华邮轮实务教学区。

其中豪华邮轮通识教学区包含虚拟现实通识教学区和实景通识认知教学区。

豪华邮轮外语教学区和豪华邮轮实务教学区各包含邮轮客舱服务、邮轮餐饮服

务、邮轮商品销售、邮轮游览服务等四个服务类的模块和营销管理的运营模块，

以上五个模块根据院校特色至少各选一种进行建设。分类如图 1所示，建设要求

如表 2所示。

表 2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规划面积

序号 实训中心名称 建设面积

1 豪华邮轮通识教学区
虚拟现实通识教学区 不小于 50㎡
实景通识认知教学区 不小于 50㎡

2 豪华邮轮外语教学区

邮轮客舱服务

至少五选一，

每个不小于 70㎡

邮轮餐厅服务

邮轮商品销售

邮轮游览服务

营销管理

3 豪华邮轮实务教学区

邮轮客舱服务

至少五选一，

每个不小于 100㎡

邮轮餐厅服务

邮轮商品销售

邮轮游览服务

营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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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图 1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总图

4.1 豪华邮轮通识教学区

（1）功能说明

豪华邮轮通识教学区包括虚拟现实通识教学区和实景通识认知教学区。前者

主要通过三维动画、影像播放、VR虚拟漫游、全息技术等技术手段普及邮轮产

业及邮轮旅游知识，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感受海洋及邮轮文化氛围，使该区域

成为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特色名片和亮点，成为相关专业对外展示，宣传自身形

象及教学成果的重要窗口。实景通识认知教学区主要通过摆放的邮轮实体模型

（部分规格搭配声光电等技术手段），来达到对邮轮进一步认知的教学效果。

（2）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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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体船模效果图

表 3豪华邮轮通识教学区标准配置建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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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中

心

功能区 品类 产品名称 规格参数

产

品

供

应

商

01

豪

华

邮

轮

通

识

教

学

区

虚拟现实

通识教学

区

（01-1）

显示体验

系统

(01-1-1)

邮轮微缩

模型（首

制船型）

首制邮轮等比例缩小模型，船体为金属材料

框架加树脂等非金属材料，邮轮缩比模型比

例 1：50-1：150，长约 2-5 米，主要功能区

可透视、可拆装。包括典型舱室、各区域说

明讲解资料、配套实船视频展示资料。含展

示台、模型展品及模型外环境。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4.2 豪华邮轮外语教学区

豪华邮轮外语教学区包括软件部分包含一套软件和若干资源包。资源包含客

舱服务实训包、餐厅实训包、商品销售实训包和游览服务实训包和营销管理实训

包。载体包含学校端和教师端的电脑，学生端为 pad。

图 3装修（含家具和软装，不含 pad等电子设备）5000元每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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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豪华邮轮外语教学区效果图

表 4豪华邮轮通识教学区标准配置建议清单

功能

中心
功能区 产品名称 规格参数

产

品

供

应

商

豪华

邮轮

外语

教学

区

豪华邮轮餐

饮服务外语

教学区

（02-1）

豪华邮轮

餐饮服务

外语教学

系统（教师

端）

见表 5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豪华邮轮

餐饮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

系统提供相关餐饮服务外语资源，培养学生具备

在邮轮各类餐厅提供英文服务的沟通能力；培养

学生能够在英文环境下在各类餐厅完成常规客

人的领台、点菜、上菜和餐间服务、餐后结账（收

费餐厅）；为客人提供在各类餐厅就餐所需的餐

桌礼仪指引服务；能够在各类就餐环境中按照客

人需要（口头的和通识暗示的）提供食品介绍、

食品安全介绍、消毒服务。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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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邮轮

餐饮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中级升

级包）

系统提供相关餐饮服务外语资源，培养学生具备

能够在英文环境下按照客人需要（明示的或暗示

的）设计特殊服务程序，组织服务人员满足客人

需求，特殊服务包括，特殊场景服务，特殊人群

（如行动不便者）服务等；能够识别各类餐厅和

酒吧的各类餐具、酒具；能够处理餐饮服务中菜

肴质量、服务态度等特殊问题。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豪华邮轮

餐饮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高级升

级包）

系统提供相关餐饮服务外语资源，培养学生具备

能够在外语环境下制定主题宴会、餐厅主题活动

的营销方案、服务程序、制订控制预案；能够管

理某单个餐厅（邮轮主餐厅、自助餐厅、特色餐

厅等）的成本；能够处理餐厅断电、紧急撤离等

特殊事件。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豪华邮轮客

舱服务外语

教学区

（02-2）

豪华邮轮

客舱服务

外语教学

系统（教师

端）

邮轮客舱服务外语教学系统包括教学管理系统

及基础教学系统。其中，教学管理系统具备课程

设计功能，学生管理及成绩管理等功能。基础教

学系统主要实现外语环境下进行邮轮上包含舱

房管理（舱房状态、租房更换、结算、舱房品质

管理等）、员工排班（排班设置、休息设置、排

班管理）、任务管理（工作流程管理、工作任务

分配与管理）与舱房服务管理（与邮轮移动服务

系统集成，提供服务流程管理）等主要任务式工

作场景与配套实训任务包。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豪华邮轮

客舱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

系统提供相关客舱服务资源，培养学生具备在普

通客舱提供英文基础服务的沟通能力；能够在英

文语言环境下按照规程要求完成迎客准备、应接

服务、对客服务、送客服务；能够在英文环境下

按照邮轮客舱分类布局要求和服务规程，完成各

类客舱的保持工作，包括清洁整理、开夜床服务、

洗衣服务、茶水饮料服务、租借物品服务、用品

消毒、设备用品清点、安全性检查等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豪华邮轮

客舱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中级升

级包）

系统提供相关客舱服务英语学习资源，培养学生

具备能够在英文环境下按照规程要求正确配发、

领用一定区域客舱所需客用品；对舱室提供房间

布置的定制化服务；能够熟练运用英语按照规程

妥善处理客舱区域内的紧急事件，如醉酒客人服

务、伤病客人服务等；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豪华邮轮

客舱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高级升

级包）

系统提供相关客舱服务资源，培养学生具备能够

按照规程要求对客舱的保持质量和服务质量做

检查，对质量方面的问题做督导的能力；能够对

客舱区域客用品进行定额管理和日常管理。

中

船

舰

客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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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外语软件产品参数及控标点（★）

学校端

功能参数

1. 具备维护学校信息功能。

2. 具备维护学校班级老师。

3. 具备名师介绍和名师课程展示功能。

4. 具备精品课程的展示功能。

5. ★支持视频，图片，PDF，3D 格式的在线课程资源。

6. 为教师提供数据支撑，为课程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7. ★支持定制资源的使用场景。

8. 支持校级资源上传及管理。

9. 支持复制平台现有资源。

10. ★支持查看校级，班级分析报表，提高决策效率。

技术参数

1. ★系统平台 VUE+ ASP.NET 架构设计。

2. 系统采用多层架构，有效的对展示层、服务层和数据层进行分离，使业务逻辑更清晰。

3. ★系统资源采用云存储技术，支持各种类型的资源存储、分享及使用。

4. 完全 B/S 的结构，网站的后台管理、发布和浏览均基于浏览器自由切换，无需安装任何

客户端程序或插件。

5. 系统具备高并发、低延迟的特性。

6. 系统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7. 提供安全手段防止非授权用户的非法侵入、攻击，避免操作人员的越级操作。

8. 软件自身具备网页防篡改、防注入式攻击、脚本过滤、防口令猜测等安全措施。

9. 具备容灾能力，根据运行网站的特点，能够记录系统访问日志及操作日志，备份和恢复

系统数据，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10. 系统采用云计算架构。

11. 客户端使用不同浏览器时，网站页面的最终显示效果一致，保证网站界面美观。

12. 能防御 DOS 攻击。

13. 能够阻断攻击探测，防止对 WEB 应用和服务器等信息的恶意获取和特征收集。

14. 能够阻止 SQL 注入、跨站脚本、目录泄露、目标遍历、COOKIE 假冒、认证逃避、命令

行注入等常见攻击行为。

15. ★提供课程资源防盗链功能，防止课程资源被盗用，资源授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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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端

功能参数

1. ★支持教师自由管理自己的教学资源。

2. ★教学资源支持版本管理，发生版本更新时候，系统能够自动记录下历史版本。

3. ★支持课程资源的访问统计。

4. ★系统自带海量优质邮轮行业资源涵盖邮轮客舱服务方面。

5. 课程资源带有知识点。

6. 支持用户按专业、分类、类型、关键词检索、预览教学资源。

7. 支持用户根据需求使用、播放、管理教学资源。

8. 支持用户上传和管理己有资源。

9. 支持图片、文档、动画、视频、三维结构等多种媒体形式。

10. 支持教师已完成的备课任务进行删除、重命名、修改排列顺序等管理。

11. 依托云平台，提供教、学、练、考的信息资源，供教学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使用。

12. 支持课堂互动答题。

13. 实操客观评价支持自动评分、保存过程评价记录。

14. 实操主观题支持设置代理学生，由代理学生帮助老师进行评价。

15. 支持老师创建课程，Excel 导入学生。

16. 支持学生快速分班。

17. 支持题库功能。

18. 支持试卷分发，自动评分功能

19. 支持单选/多选选择题，填空题，简单题，一题多问；

20. 支持题面是文字，图片，视频，语音

21. 支持选项是文字，图片，视频，语音

22. 支持通过课程，试卷，知识点的交叉统计

技术参数

1. 采用 B/S 架构，确保客户端软件运行时性能良好。

2. 满足学校端所有技术参数。

学生端

功能参数

1. 支持人脸识别登录。

2. 支持自动罗列自己的教学课程和考试。

3. 支持在线学习课程资源。

4. 支持进行课堂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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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进行在线考试。

6. 支持统计自己学习进度。

技术参数

1. 采用基于 Android +Web 的混合架构，确保软件运行时性能良好。

2. 支持在线实时自动更新、下载、安装平台客户端无需手动安装，节约时间，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

3. 支持触摸式操作，操作方便灵活，用户体验良好。

客舱服务英语教学部分其他模块以此类推

1. 全面分析解读客舱服务的各个方面，内容覆盖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初级）

中要求关于客舱服务模块的知识点。

2. 以章节为单位，通过理论与模拟实际场景相结合，详细讲解客舱服务的具体内容。

3. ★涉及大量独有实际案例，丰富教师的教学内容，确保教学资源的鲜活性，以邮轮实际

场景为基础，将“学以致用”作为最终的教学目标。

4. ★通过短文、对话、专业流程示范、各种多媒体等的展现形式，打造多维立体化的教学

场景。

5. ★配有补充阅读材料，加深学员对客舱服务的理解，尽可能消除学员的知识盲点。

6. ★每章节都配有对应的课后习题，习题考察知识点为该章节的重点知识点。

7. ★对标职业等级证书考核方案，助力学员提升考试通过率。

4.3 豪华邮轮实务教学区

客舱实训室主要模拟邮轮的典型客房舱室进行设置，实训客舱服务相关技能

和情景化的沟通。餐饮实训室主要模拟邮轮的中餐厅和西餐厅进行设置，实训餐

饮服务相关技能和情景化的沟通。商品销售实训室主要模拟邮轮的免税商店进行

设置，实训商品销售相关技能和情景化的沟通。游览服务实训室主要模拟邮轮游

览服务场景进行设置，实训游览服务过程相关技能和情景化的导游导览。营销管

理实务教学区包括客票营销实训、活动营销管理实训、线路运行开发实训等，通

过模拟各种邮轮运营场景，实现虚拟仿真的学习实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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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邮轮客舱效果图

第97页



邮轮运营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表 6豪华邮轮实务教学区标准配置建议清单

功

能

中

心

功能区

产

品

名

称

规格参数 备注

02

豪

华

邮

轮

实

务

教

学

区

豪华邮轮餐饮服务教学区

（02-1）

豪华

邮轮

餐饮

服务

演练

系统

(一）教学管理系统：

（1）课程设计，可以对课程内容进行

设置，应包括：课程名称、任务等，并

可方便的添加和删除。应可以查看课程

信息：选择一个节点，显示出该节点的

详细信息。

（2）学生管理，可新建年级、新建专

业、新建班级、新建学生、修改学生信

息、删除信息等。

（3）成绩管理，可以查看所管理班级

的学生考试成绩单。

（4）系统设置，可修改登录密码、设

置具体参数。

（二）基础教学系统：

邮轮餐饮消费教学系统：系统主要实现

邮轮上餐饮娱乐消费服务，支持商品销

售及服务预订，针对不同的消费类型，

提供不同的销售主题模式，支持商品库

存管理、折扣设置、支持与 VMMS 系统库

存整合对接、同时支持一卡通挂账、可

通过舱房管理系统统一结算。为教学设

置典型场景任务。

包含 1个

教师端和

需与若干

学生端

豪华邮轮客舱服务教学区

（02-2）

豪华

邮轮

客舱

服务

演练

系统

邮轮客舱服务教学演练系统包括教学管

理系统及基础教学系统。其中，教学管

理系统具备监控功能，课程设计功能，

学生管理及成绩管理等功能。基础教学

系统主要实现邮轮上包含舱房管理（舱

房状态、租房更换、结算、舱房品质管

理等）、员工排班（排班设置、休息设

置、排班管理）、任务管理（工作流程

管理、工作任务分配与管理）与舱房服

务管理（与邮轮移动服务系统集成，提

供服务流程管理）等主要任务式工作场

景与配套实训任务包。

包含 1个

教师端和

若干学生

端

豪华

邮轮

客舱

服务

1.邮轮客舱模拟仓（海景房）：皇家加

勒比海洋量子号全仿真标准海景房。要

求尺寸及内部设施、设备及装修全部以

海洋量子号海景房为标准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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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舱

（海

景

房）

2.房间设有船用单人床 2张，床宽

1.1-1.2 米，长 1.8-1.9 米，可合并成 1

张大床。床配席梦思床垫，床垫主要材

质:乳胶 弹簧 棕 海绵。床垫厚

度:220mm，海绵厚度:20mm，乳胶厚

度:20mm，棕的厚度:20mm，纯棉 1.2*2

米三件套 2套，2*2.3 米纯棉四件套一

套，48*74 厘米枕头两只，房顶增加 1

张船用下拉床，房内配备有 32 寸模拟液

晶电视机、折叠式沙发、茶几、衣柜、

梳妆台、迷你吧、电话，床头柜 2个。

虚拟海景舷窗。

3.室内铺设高档优质地毯。卫生间配置

淋浴间一个，组合淋浴花洒一组，坐式

马桶 1套，盥洗设施 1套。照明系统包

括常规照明和紧急照明。激活前台控制

面板照明按钮，客室照明点亮并实现分

区控制，常规照明由 AC220V 供电点亮，

紧急照明由直流变换器提供DC110V供电

点亮，并加装电源保护系统。

4.通风系统，采用高压风机，风压为

30kPa—200KPa 或压缩比 e=1.3-3 用于

舱内的通风和空气调节，模拟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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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推荐
数量

单位 单价 综合合价

1
邮轮微缩

模型（首制

船型）

首制邮轮等比例缩小模型，船体为金属材料框 架

加树脂等非金属材料，邮轮缩比模型比例 1： 50- 1
：150，长约2-5 米，主要功能区可透视、 可拆

装。包括典型舱室、各区域说明讲解资料、 配套实

船视频展示资料。含展示台、模型展品 及模型

外环境。

1 件 318000 318000

2

豪华邮轮

餐饮服务

外语教学

及考核系

统（教师

端）

(一） 教学管理系统：

（1）课程设计，可以对课程内容进行设置，应

包括： 课程名称、任务等，并可方便的添加 和删

除。应可以查看课程信息：选择一个节点，

显示出该节点的详细信息。

（2）学生管理，可新建年级、新建专业、新 建

班级、新建学生、修改学生信息、删除信息 等

。

（3）成绩管理，可以查看所管理班级的学生
考试成绩单。

（4）系统设置，可修改登录密码、设置具体 参
数。

（二） 基础教学系统：

邮轮餐饮服务外语教学系统：系统主要实现邮 轮

上餐饮服务外语方向教学，通过还原真实邮 轮

餐饮服务外语场景，通过场景模拟，教学资 源

支持，试题演练，任务模拟等多维度支持， 为

教学设置典型场景任务。

1
套（含

5套学

生端）

228000 228000

3

豪华邮轮

餐饮服务

外语学习

及考核系

统（学生

端）

系统提供相关餐饮服务外语资源，培养学生具

备在邮轮各类餐厅提供英文服务的沟通能力；

培养学生能够在英文环境下在各类餐厅完成

常规客人的领台、点菜、上菜和餐间服务、餐 后

结账（收费餐厅）；为客人提供在各类餐厅 就餐

所需的餐桌礼仪指引服务； 能够在各类就

餐环境中按照客人需要（口头的和通识暗示
的）提供食品介绍、食品安全介绍、消毒服务。

25 套 7000 175000

4

豪华邮轮

餐饮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中级升

级包）

系统提供相关餐饮服务外语资源，培养学生具

备能够在英文环境下按照客人需要（明示的或

暗示的）设计特殊服务程序，组织服务人员满 足

客人需求，特殊服务包括，特殊场景服务， 特

殊人群（如行动不便者）服务等； 能够识别 各类

餐厅和酒吧的各类餐具、酒具； 能够处理 餐饮

服务中菜肴质量、服务态度等特殊问题。

30 套 4800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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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豪华邮轮

客舱服务

外语教学

系统（教师

端）

邮轮客舱服务外语教学系统包括教学管理系

统及基础教学系统。其中，教学管理系统具备 课

程设计功能，学生管理及成绩管理等功能。 基

础教学系统主要实现外语环境下进行邮轮

上包含舱房管理（舱房状态、租房更换、结算、

舱房品质管理等） 、员工排班（排班设置、休 息

设置、排班管理） 、任务管理（工作流程管 理、

工作任务分配与管理）与舱房服务管理（与 邮轮移

动服务系统集成，提供服务流程管理） 等主要

任务式工作场景与配套实训任务包。

1 套 228000 228000

6

豪华邮轮

客舱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

系统提供相关客舱服务资源，培养学生具备在 普

通客舱提供英文基础服务的沟通能力； 能够 在英

文语言环境下按照规程要求完成迎客准 备、

应接服务、对客服务、送客服务； 能够在 英文环

境下按照邮轮客舱分类布局要求和服 务规程

，完成各类客舱的保持工作，包括清洁 整理、开

夜床服务、洗衣服务、茶水饮料服务、租借物品服

务、用品消毒、设备用品清点、安 全性检查等

25 套 7000 175000

7

豪华邮轮

客舱服务

外语学习

系统（学生

端中级升
级包）

系统提供相关客舱服务英语学习资源，培养学

生具备能够在英文环境下按照规程要求正确

配发、领用一定区域客舱所需客用品； 对舱室 提

供房间布置的定制化服务； 能够熟练运用英 语

按照规程妥善处理客舱区域内的紧急事件， 如

醉酒客人服务、伤病客人服务等

30 套 4800 144000

8

豪华邮轮

客舱服务

实训舱（海

景房）

1.邮轮客舱模拟仓（海景房）：皇家加勒比海 洋

量子号全仿真标准海景房。要求尺寸及内部 设

施、设备及装修全部以海洋量子号海景房为 标

准建造。

2.房间设有船用单人床 2 张，床宽 1.1-1.2 米，

长 1.8-1.9 米，可合并成 1 张大床。床配席梦

思床垫，床垫主要材质: 乳胶 弹簧 棕 海绵。

床垫厚度:220mm ，海绵厚度:20mm，乳胶厚

度:20mm ，棕的厚度:20mm，纯棉1.2*2 米三

件套2 套，2*2.3 米纯棉四件套一套，48*74
厘米枕头两只，房顶增加 1 张船用下拉床，房 内

配备有32 寸模拟液晶电视机、折叠式沙发、 茶

几、衣柜、梳妆台、迷你吧、电话，床头柜 2 个

。虚拟海景舷窗。 3.
室内铺设高档优质地毯。卫生间配置淋浴间 一

个，组合淋浴花洒一组，坐式马桶 1 套，盥 洗

设施 1 套。照明系统包括常规照明和紧急照 明

。激活前台控制面板照明按钮，客室照明点 亮并

实现分区控制，常规照明由AC220V 供电

1 座 358000 3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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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紧急照明由直流变换器提供DC110V 供
电点亮，并加装电源保护系统。

4.通风系统，采用高压风机，风压为 30kPa—
200KPa 或压缩比e=1.3-3用于舱内的通风和

空 气调节，模拟空调系统。

合计 1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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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期效益

专业效益：项目建成后，实训基地将成为具有行业紧密结合度的教学实训空

间。能够满足邮轮相关专业学生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实训需求。

社会效益：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社会培养邮轮运营服务人员 300 人，每年

可进行技能鉴定人员达 600 余人。

辐射作用：项目建成后，可辐射带动区域内相关职业院校的 1+X 邮轮运营服

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相关实训和考评，通过实训基地共享，实现学生的共同培

养，并通过在职培训，为相关职业院校提升专业教师教学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技

能提供服务。

6.保障措施

组织保障：专门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按时、保质完

成各个项目的建设计划。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建设项目的日常管理

，组织项目建设内容的实施，监督、检查项目建设情况，按照有关程序申请项目

竣工验收等工作。

制度保障：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国家、省及学校有关管理制度，从项目管

理与实施、检查与验收、设备购置管理、奖惩等方面严格管理。特别在项目资金

管理上，坚持“综合预算、专款专用”的原则，实行专款专用和审批制度，严格

执行财政资金国库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等法定程序，发挥资金最大效益，确保建

设资金使用合理，投向准确。

成效监督：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将项目建设与日常工作结合、将建设

目标与部门考核结合、将任务分工与岗位职责结合，全面实施目标管理，并通过

专题推进会、汇报安排会等方式，通过周检查、月总结、年度考核的方式进行全

程监控，确保各项目建设的进度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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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成果参与人员成果证明材料

3.5.1 冯建立教学成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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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李娜个人成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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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邹艳艳教学成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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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郑峰教学成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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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成果推广证明材料

3.6.1 日照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教学成果推广证明

202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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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新加坡flcc私人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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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上海亚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成果推广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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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本教学成果视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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