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商创新平台课程资源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数字资源建设以课程为依托，资源建设遵循“碎片化资源、结构化课

程、系统化设计”的组织逻辑，以学校为主，通过企业支持、校企合作的方式共

同进行开发，建设配套的教案、ppt 课件、教学动画、微课、课堂实录、试题库

等，充分反映课程改革成果，同步支撑专业教学，展现课程团队教学风采。

服务要求

（二）项目内容

（三）技术要求

项目名称 开发要求

(一)基本

要求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描述

（明确服务商和教师职责）

格

式
数量

电子教案

教师：提供教材或教学资料，

编写电子教案。

服务商：负责电子教案的编

辑、排版、美化、上传。

doc ≥1 套

PPT 课件

教师：提供 PPT 课件；

服务商：负责课件模板设计、

排版和美化。

PPT ≥1 套

微课

服务商提供基于网店运营推

广核心技能相关微课成品视

频

Mp4 ≥20 个

课堂实录（成品 6-12

分钟，含脚本模板、脚

本优化、PPT 设计制作

及美化、拍摄及后期合

成）

教师：提供微课内容或脚本。

服务商：（1）以说课录像为

主载体，通过抠像讲解、现

场讲解和实际操作的方式进

行微课制作、处理。（2）通

过屏幕捕获、教学实录的方

式进行微课制作、处理。

MP4 ≥20 个

序号课程名称

数量

电子

教案
PPT 微课

课堂实录

（协助拍摄）
试题

教学

动画
素材包

1

1+X 网店运

营推广课程

资源

≥1 套 ≥1套≥个 ≥20 个 ≥400 道
≥ 1200

秒
≥20 个



项目名称 开发要求

教学动画

（二维）

教师：提供动画内容或脚本；

服务商：负责将内容或脚本

制作成动画，并按学校要求

将动画插入相应 PPT 或上传

等。

MP4
≥ 1200

秒

课堂实录

教师：负责授课、拍摄。

服务商：协助录制，负责编

辑。

MP4 ≥20 个

试题库、

素材包

服务商：提供试题和配套答

案、素材包。
doc

素材包≥

20 个；

试题库≥

400 道题

技术要求

1.word 文档类

采用 Microsoft office2007 以上版本编辑。同一类型的文档，格式须保持一致。

全文脉络清晰，标题错落有致，符合逻辑。文档要有目录，标题一般用黑体小二

号，正文可用仿宋四号或小四，图片需要有说明。

2. 视频类素材技术要求

3.PPT 演示文稿类素材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软件版本文件制作所用的系统版本不低于 windows XP；

文件格式
采用 WMV 或 MP4 格式，录制时内部如果有图片及其他音视频文件则在

后期编辑时直接导入，以保证清晰度和视频的完整度；

设计要求

教学录像按教学单元录制；

录像环境光线充足、安静，教师衣着得体，讲话清晰，板书清楚；

▲为保证成片画面质量，成交供应商需确保采用影视级专业设备进行视频拍摄，

具体

技 术 参 数 参 照 如 下 ： 视 频 压 缩 采 用 H.264(MPEG-4 Part10 ：

profile=main,level=3.0)编码

方式，码流率 256Kbps 以上，帧率不低于 25fps，分辨率不低于 720×576（4:3）

或

1024×576（16:9）；统一拍摄格式 1080mp425p（如无特殊镜头不要生升格）；多

机

位拍摄要统一色温；

▲声音和画面要求同步，无交流声或其他杂音等缺陷，无明显失真、放

音过冲、过弱。伴音清晰、饱满、圆润，无失真、噪声杂音干扰、音量

忽大忽小现象。解说声与现场声、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音频信噪

比不低于 48dB；

字幕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字，不出现繁体字、异体字(国家规定的

除外)、错别字；字幕的字体、大小、色彩搭配、摆放位置、停留时间、

出入屏方式力求与其他要素（画面、解说词、音乐）配合适当，不能破

坏原有画面。



项目名称 开发要求

项目 要求

软件版本 文件制作所用的软件版本不低于 Microsoft Office 2010 或 wps2016；

文件格式

采用 PPT 或 PPTX 格式，不要使用 PPS 格式。如果有内嵌

音频、视频或动画，则应在相应目录单独提供一份未嵌

入的文件。同时提供关于最佳播放效果的软件版本说明；

模板应用

模板朴素、大方，颜色适宜，便于长时间观看；在模板

的适当位置标明课程名称、模块（章或节）序号与模块

（章或节）的名称；

多个页面均有的相同元素，如背景、按钮、标题、页码

等，可以使用幻灯片母版来实现；

版式设计

每页版面的字数不宜太多。正文字号应不小于 24 磅字，

使用 Windows 系统默认字体，不要使用仿宋、细圆等过

细字体，不使用特殊字体，如有特殊字体需要应转化为

图形文件；

文字要醒目，避免使用与背景色相近的字体颜色；

页面行距建议为 1.2 倍，可适当增大，左右边距均匀、

适当；

页面设计的原则是版面内容的分布美观大方；

恰当使用组合：某些插图中位置相对固定的文本框、数

学公式以及图片等应采用组合方式，避免产生相对位移；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组合，不同对象、文本的动作需要同

时出现时，可确定彼此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0 秒；

各级标题采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一张幻灯片上文字颜

色限定在 4 种以内，注意文字与背景色的反差。

4.二维动画技术要求

项目 要求

文件格式 扩展名：*.mp4\*.swf

软件版本 Flash cs8.0 及以上版本

技术要求

（1）动画的开始要有醒目的标题，标题能够体现动画所

（2）表现的内容；

（3）动画中如果有文字，文字要醒目，文字的字体、字

（4）号与内容协调，字体颜色避免与背景相近；

（3）动画色彩造型应和谐，画面简洁清晰，界面友好，

交互设计合理，操作简单；

（4）动画连续，节奏合适，帧和帧之间的关联性要强；

（5）解说配音应标准，无噪音，声音悦耳，音量适当，

快慢适度，并提供控制解说的开关；

(6)动画背景音乐音量不宜过大，音乐与内容相符，并

提供控制开关；

（7）动画演播过程要流畅，静止画面时间不超过 5秒钟；



项目名称 开发要求

（8）交互动画应设置暂停和播放控制按钮，当动画时间

较长时，应设置进度拖动条；

（9）动画内容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

惯，版权不存在争议；

（10）若其中包含少数民族或外国语言文字信息，应遵

循其原内容完整性，使用原语言进行处理；

（11）存储方式：交互动画采用 swf（ActionScript3.0）或 HTML 存储方式；

其他动画保存 FLV 动画原件

（12）压缩方式:H264，视频格式 mp4，帧率 25，码率不

低于 1500。分辨率 1920*1080，16：9；

（13）配进度控制条；

（14）配解释、语音、字幕，字幕字体“微软雅黑 20 号”，不能出现标点符

号，特殊地方需要引号或者书名号，标点用半角

空格。

内容要求

根据老师选定的知识点设计与制作，并满足前期与老师

沟通后编写的动画设计脚本，讲解清晰，具体按照动画

技术要点执行。

5.图形/图像类素材技术要求

项目 要求

色彩

彩色图像颜色数不低于真彩（24 位色），灰度图像的灰度

级不低于 256 级；

图形可以为单色；

分辨率
屏幕分辨率不低于 1024×768 时，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72dpi，彩色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150dpi；

清晰度

图像内容清晰可辨识，不需要借助额外的设备即可辨认图片资源所需

要表达的主体内容；

所有图像扫描后，需要使用 Photo shop 或其他图像处理软件进行裁

剪、校色、去污、纠偏等处理，使页面整洁、清晰；

内容 ▲图形/图像内容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版权

不存在争议。

备注：投标供应商需现场演示已开发的在线开放课程成品（微课、动画等）。

演示要求：（1）视频画面流畅清晰精美；（2）有丰富的图片、加工素材；（3）

时长 3-5 分钟；（4）整体结构完整。提供脚本、视频源文件及工程文件。微课

视频质量需达到采购人对课程设计的要求才能具备成交候选资格，若微课视频质

量未达到采购人对课程设计的要求则视为未实质性响应，将有取消成交资格的风

险。



（四）服务要求

2020年 11月 30日前制作完成2门课程总内容80%，达到线上教学运行要求；

11 月 30 日-12 月 10 日，完成剩余 20%课程的制作并上传课程平台，达到线上教

学运行要求；根据采购人要求，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完善课程视频并配合完成最

终验收。

（五）商务要求

1、交货地点：四川省商贸学校

2、交货期：成交结果公示后 30 个日历天内

3、履约验收：参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

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2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4、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的 70%

的预付款。

（2）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采购人接到供应商通知与票据凭证资料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财政性资金支付有关规定，向供应商支付结余合同总价的 30%。

（3）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5、质保期：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