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表 

 

 

 

 

 

 

学     校     名     称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实 验 教 学 项 目 名 称 跨境电商速卖通虚拟仿真实训 

所  属  课  程  名  称  跨境电商实务 

所  属  专  业  代  码 020401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姓名 李秋娟 

有  效  链  接  网  址 http://eme.shengda.edu.cn/info/1034/1296.htm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制 



二〇一九年七月 

填写说明和要求 

 

    1.以 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表格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

和缩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所属专业代码，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填写 6 位代码。 

    4. 不宜大范围公开或部分群体不宜观看的内容，请特别

说明。 

    5.表格各栏目可根据内容进行调整。 

 

 

 

 

 

 

 

 

  



    1.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1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李秋娟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01 

学    历 大学本科 学  位 硕士 电    话 13838039090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副教授 

行  政 

职  务 
无 手    机 13838039090 

院    系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 电子邮箱 583028307@qq.com 

地    址 新郑市龙湖镇文昌路 1号 邮    编 451191 

教学研究情况：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 5项）；作为

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

不超过 10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 5项）。 

 

1.大学生创业与产教深度融合创新模式构建，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2019，

主持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综合改革试点，豫教高（2017）33 号，2017 年 1 月，

参与 

3.2019年第一届全国新零售买手创业实战赛 指导教师特等奖 

4.2016第一届 OCALE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大赛 指导教师一等奖 

5.2018第二届 OCALE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大赛 指导教师一等奖 

6.2017-2018赛季 POCIB全国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大赛 指导教师特等奖 

7.2016-2017赛季 POCIB全国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大赛 指导教师特等奖 

8.跨境电商校企共建模式探讨，中国国际财经，2017.11，独著 

9.实战型跨境电商课堂教学初探，魅力中国，2016.12，独著 

10.实战型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教学成果二

等奖，2018/9/14，主持 

学术研究情况：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

用，不超过 5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

次序与时间，不超过 5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

序、时间，不超过 5项） 

1.郑州市跨境电商产业链发展研究，郑州市社科联调研课题，2018，主持 

2.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对外经贸实务，2018，



独著 

3.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对茶叶经济贸易的影响，福建茶叶，2018.08，独著 

4.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策略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09.04，独著 

5.论电子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对外经贸实务，2008.12，独著 

1-2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2-1 团队主要成员（5人以内）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

务 
行政职务 承担任务 备注 

1 卓凤莉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副教授 专业负责人 课程开发 在线服务 

2 刘洪芹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副教授 教学督导 授    课 在线服务 

3 罗秉鑫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课程建设  

4 雷  丹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助  教 无 授    课  

5 马文婧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助  教 无 指导比赛  

1-2-1 团队其他成员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承担任务 备注 

1 戚正威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工程师 实训中心科长 技术支持  

 2 毛瑞金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工程师 实训中心科长 技术支持  

3  王宇鹏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讲  师 实训室副主任 实验室管理  

4 宁跃飞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工程师 无 实验室管理 技术支持 

 5 史国恩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副教授 无 授    课  

 6 周夏琪 南京步惊云软件有限公司 跨境电商运营专员    无 软件开发协调 技术支持 

项目团队总人数： 12 （人）高校人员数量： 11 （人）企业人员数量： 1 （人） 

注：1.教学服务团队成员所在单位需如实填写，可与负责人不在同一单位。 

    2.教学服务团队须有在线教学服务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请在备注中说明。 

    2.实验教学项目描述 

2-1名称 

跨境电商速卖通虚拟仿真实训 

2-2实验目的 

本项目旨在通过学生仿真运营跨境电商业务的完整流程，不仅训练学生岗位

实务技能，而且培养学生市场分析能力、管理决策能力以及创新思维能力，使学



生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岗位需要。具体包括： 

1.适应市场人才需求。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2018年中

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 9万亿元，同比增长 11.6%，占同年进出口总额的 30%。

但同时，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缺口已接近 450万，并以每年 30％的增速扩大。本

项目的实施紧密契合市场对跨境电商人才需求，为社会培养具有理论基础、实践

操作能力强的跨境电商人才。 

2. 突破课程实践教学瓶颈。本项目借助学校“经管实训中心”优良的实训

环境和南京步惊云公司优秀的“跨境电商虚拟仿真实训软件”，以跨境 B2C典型

平台——速卖通为载体，搭建了跨境电商全流程虚拟仿真实训平台，使学生掌握

企业真实业务中有关“网络市场调研”、“寻找、采购货源”、“运费模板设置”、

“产品信息编辑上架”、“产品详情优化”、“产品定价策略”、“客户询盘回复”、

“订单处理”等具体操作技能，全面提升学生跨境电商店铺运营、维护和管理等

方面的能力，有效的解决了课程实践教学瓶颈问题。 

3. 有效解决专业实习难题。本项目通过虚拟仿真技术的引入，构建高仿真

的跨境运行环境和岗位模拟，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开展实验，有效解决了实习难的

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专业实习方面的缺憾。 

 

2-3 实验课时  

（1）实验所属课程所占课时：32课时   

（2）该实验项目所占课时：32课时 

2-4实验原理（简要阐述实验原理，并说明核心要素的仿真度） 

速卖通平台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零售平台，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

从教学角度看，使用真实速卖通平台面临注册成本高、交易和结汇周期长、有一

定风险、交易过程难以监控等困难。速卖通平台仿真实训通过搭建虚拟仿真速卖

通平台，给学生分配虚拟资金，让学生可以在规定的授课时间内完成跨境电商



B2C交易整个流程的仿真实训，同时，教师可以借助实训软件及时、准确、有效

的掌握学生的实训情况。 

（一）学生实训内容 

实训内容围绕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整个交易流程展开，主要包括以下知识

点。 

1、账号注册、平台规则学习。包括注册账号、学习速卖通账号管理规则、

禁限售产品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物流规则等。实训平台对该部分内容做到

了完全仿真。 

2、选品调研。在跨境电商运营实践中，选品调研有很多种渠道，包括卖家

后台的数据分析、买家前台的数据分析、站外分析。实训平台完全仿真了真实速

卖通平台的卖家后台数据分析。对于其他调研方法，教师可以在教学中结合真实

平台完成。 

3、运费模板设置。该部分内容是整个店铺经营中具有一定技术难度的内容，

需要在平台物流规则的限定下，根据主要国际物流渠道的运费标准及优势，结合

产品属性（是否含电）、重量、目标市场定位等多重因素，恰当设置多个店铺运

费模板。实训平台对该部分内容做到了完全仿真。 

4、产品发布。在完成选品的基础上，利用 Photoshop 软件对产品主图及详

情图进行处理，正确选择产品发布类目，完成撰写产品标题、挖掘产品属性、产

品详情描述、运费模板选择、价格制定等内容。实训平台对该部分内容做到了完

全仿真。 

5、产品定价策略及方法。要求学生掌握产品价格构成，根据竞品价格、成

本核算、产品定位等多种因素对产品进行合理定价，并进行利润核算。实训平台

对此内容做到了完全仿真。 

6、店铺装修、店铺营销。包括制作店招，设计店铺风格，管理橱窗，设置

产品分组；平台促销活动、店铺促销活动、关联产品营销等主要营销渠道的参与。

实训平台在店铺管理、平台促销和关联产品营销方面还较为薄弱，有待于进一步

完善，整体仿真度约为 50%。 

7、订单处理。包含站内信的及时回复、订单改价、发货、评价反馈等细节。

实训平台对此内容做到了完全仿真。 



（二）教学管理 

实训平台可以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设置不同的难度要求，并从语言能力、类

目选择、属性选择、标题制作、主图、定价、营销、订单处理、物流、客户服务

等多个维度对每一位学生的操作情况进行实时评价。在系统自动评价之外，教师

可以通过买家前台了解学生发布产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 

2-5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编

号 
技术指标名称 数量 备注 

1 

步惊云跨境电商

速卖通仿真实训

软件 

1套  

2 工程激光投影机 1台  

3 Photoshop 软件 1套  

4 电动投影幕 1块  

5 投影机吊装支架 1个  

6 功放 1套  

7 音箱话筒 1套  

8 线材 1批  

9 交换机 1台  

10 机柜 1台  

11 网络耗材 1批  

13 其他辅材 1批  

14 多媒体讲台 1张  

15 学生椅 60张  

19 教师椅 1张  

20 服务器 1台  

21 教师用电脑 1台  

22 学生用电脑 60台  
 



2-6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实训教学安排表：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学时 

1 
跨境电商基础

与交易准备 

跨境电商的分类、特征与流程；主流 B2C 平台及主要特

征；在软件中注册账号，并通过身份验证；学习速卖通

卖家首页的行业分析、速卖通大学、政策规则，选择自

己准备经营的产品。 

4 

2 选品 
选品方向分析；平台经营类目调研；货源渠道分析；新

手选品注意问题；产品销售发展趋势调研。 
6 

3 
物流和运费模

板设置 

物流选择：邮政小包、EUB、EMS、DHL、UPS；运费表解

读及运费的计算；运费模板设置：新手模板、新建模板，

分区分国别运费、到货时间承诺；服务模板设置 

4 

4 
产品发布与优

化 

产品的发布流程；标题、关键词的拟定；产品属性与主

图；产品详情页 
8 

5 

定价方法及价

格策略 
产品价格构成；产品定价需要考虑的因素；产品定价策

略；价格误区 
4 

6 店铺装修 
开通店铺：基本信息、橱窗管理、店铺 LOGO 及店招设

计；店铺装修：管理产品组、管理店铺类目。 

2 

7 
店铺营销及数

据分析 

平台活动；店铺优惠活动：限时限量活动、全店铺打折、

店铺满立减、店铺优惠券、促销分组；关联产品营销 
2 

8 
订单处理及售

后服务 

客户沟通工具——站内信；订单解析；订单处理：改价、 

取消订单、发货；资金提现 
2 

总计：  32 

 

预设参数： 

卖家设置： 

1.每个商铺必须发布 10种规定的产品，另外自由选择 50种产品进行发布，



产品图片要求自制。 

2.发布产品时系统评分达到 70 分或以上才可以发布。 

3.处理 20 笔订单。 

4.卖家初始资金（CNY） 1000000 

买家设置： 

1.每个学生需购买 5种以上产品 

2.每个学生在 5个以上店铺进行消费。 

买家初始资金（USD）:10000 

评价中心： 

每个学生必须评价 5个以上详情页。对购买的产品及时给予客户评价。 

 

实验材料： 

1.跨境产品样品：飞鱼、指尖陀螺、背包、小饰品、毛绒产品、3C产品等。 

2.摄影工具：单反相机（或高像素手机）、DV、摄影棚、摄影道具 

3.图片处理工具：PHOTOSHOP CS6、爱剪辑、会声会影等 

4.包装材料：包装袋、包装箱、电子称、胶带、泡泡纸、气袋、气筒等。 

5.打印设备：热敏纸、热敏打印机 

 

2-7 实验教学方法（举例说明采用的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 

跨境电商速卖通仿真实训在高度仿真的实验环境中，应用多媒体及计算机网

络视频技术等，通过模拟速卖通平台，学生体验卖家角色开设店铺、体验买家角

色购买产品，仿真体验跨境电商全部流程。本实验通过改造传统的实验教学内容

和实验技术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水平。 

（一）实验目的 

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演练，结合软件与真实平台，使学生在掌握跨境电商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掌握网络市场调研、寻找货源并进行采购、运费模板

设置、产品信息编辑上架、产品详情优化、产品定价策略、客户询盘回复、订单

处理等操作，能够恰当解决交易磋商中的问题，妥善处理交易纠纷，能够从事跨



境电商相应岗位的工作，最终培养学生对跨境电商店铺的运营、维护和管理能力。 

（二）实验方法 

1.分组实验。教学中 3个学生分为一组，完全模拟真实店铺运营团队，共同

经营一家店铺。学生之间有分工有协作，既能掌握规定的实验内容，又能培养学

生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 

2.角色扮演。学生通过扮演卖家角色，开设店铺、上传产品、开展营销、处

理订单。通过扮演买家角色发出询盘、跨境购物、给出评价。学生在学习知识体

验跨境电商流程的同时提高提高沟通和协调能力。 

3.学生演示。每一次课堂，都为学生提供分享展示自己成果的机会，同时有

其他同学的点评、质疑和教师的点评，类似小型答辩会。通过学生的演示、分享、

质疑和教师的点评，学生能够得到更深刻的启迪，教师也可以更准确掌握学生操

作中的问题。 

4.讨论式教学。跨境电商工作要求从业人员有较强的交流沟通能力，因此在

实验项目进行的同时要求学生展开头脑风暴、抛出问题、发散思维、讨论总结等。

始终坚持教师与学生的讨论互动，以此发现和提升学生表达、总结、说服、协调

等综合能力，使得这些重要的个人能力在专业知识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增强。 

2-8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步） 

1.实验方法描述： 

学生在速卖通实训平台中，根据跨境电商业务流程与老师发布的任务完成实

训内容。 

2.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说明： 

跨境电商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操作步骤总览： 



 

下面以实训流程展开介绍： 

（1）注册店铺 

学生登录账号，进入速卖通虚拟仿真系统之后，需要在卖家中心和买家中心

分别注册。 



 

首先注册卖家中心的公司资料。分组实训的情况下，卖家账号仅需要一位小组成

员注册，其他成员由系统自动加入该公司（需要教师在准备教学环境的过程中提

前对学生分组），小组共同经营一家店铺。 

 

注册买家中心的个人资料。买家账号需要每一位同学单独注册，独立完成买

家任务。 



 

（2）选品 

在学习速卖通平台规则的基础上，选定拟经营产品。（注：仅下载产品资料

即可，不需要订货。实际运营中也尽可能减少库存） 

 

（3）设置运费模板 

在发布新产品之前，学生需要先完成运费模板的设定。 

进入卖家后台 > 产品管理 > 运费模板，点击“平台物流规则”，学习平台

的物流发货要求；点击“物流方案列表”，了解实训平台提供的各种物流方案；

点击“运费模板设置教程”，学习运费模板设置的步骤；点击“下载线上发货报



价”，核算不同渠道、不同路向、不同重量的产品的国际运费。 

 
点击“新增运费模板”，设置新的运费模板。 

 

展开设置后，会看到平台提供的经济类、简易类、标准类、快速类四种物流

渠道，需要根据平台的物流规则选择相应的渠道设置运费模板。每种渠道的运费

设置都有标准运费减免、卖家承担运费和自定义运费三种选择，学生需要根据产

品的价格定位和营销策略做出选择。如果有海外仓，选择“增加发货地”。 



 

（4）设置服务模板 

 

（5） 产品发布与优化 

实训平台中提供了一批产品库供卖家发布时选择，除此之外，也支持发布其

他非系统提供的产品。 

查看系统提供的产品，需在实训首页上点击“本地库存”字样： 



 

进入库存界面后，点击上方第 3 个菜单“订货”，即可看到产品列表。注意：

此处只是挑选产品，不需要订货，等到产品发布完成收到订单了，再根据订单数

量来订货。

 

选择好要发布的产品后，将鼠标移动到该产品的图片上，会出现一个“下

载”按钮，点击可打包下载产品相关的图片及描述说明等资料（下载的文件夹为

压缩文件，需安装解压软件进行解压），根据这些资料，就可以准备发布产品了。 

 

 



1）选择类目。对拟发布的产品，首先要正确选择产品类目。错误的类目选

择将会影响产品评分和曝光。 

 

2）完善产品信息 

 

 



 

 

 

不同类目的产品，产品属性有很大差别，需要根据平台提供的信息正确选择

和填写。 



（6）产品定价 

在掌握产品价格构成的基础上，正确核算价格，并在卖家后台设置。 

 

（7）店铺管理与装修     

对店铺进行四方面管理：商铺信息、商铺装修、橱窗管理及产品分组，从而

提升店铺整体形象，增强竞争力。 

1）商铺信息 

进入卖家后台>店铺>店铺信息，按要求完善店铺信息。 

 

2）商铺装修 

进入卖家后台>店铺>店铺装修，对店铺的版面布局和色调进行选择。 

 

 

 

 

 

 

 



 

3）橱窗管理 

进入卖家后台>产品管理>橱窗推荐产品，对橱窗进行管理。 

 

4）产品分组 

 



（8）店铺营销 

店铺营销活动主要包含 3类：限时限量折扣、全店铺打折及店铺满立减。 

1）限时限量折扣 

 

2）全店铺打折  

 

3）店铺满立减 

 

 

 

 



 

（9）订单处理 

买家下单后，卖家要进行一系列操作，如备货、包装、发货等。 

1）产品备货订货 

 

 

2）包装发货，支付运费 



 

海外仓的产品需要从海外仓发货。 

3）支付运费并填写发货通知 

 



 

（10）资金提现 

卖家注册速卖通平台后，会自动创建一个国际支付宝账户。卖家在速卖通中

通过出售产品所赚的资金，将存放在支付宝账户中，可以通过申请提现转入到自

己的个人账户。提现之前，必须先设置两个收款账户：人民币收款账户和美元收

款账户。 

进入卖家中心 > 交易 > 支付宝国际账户： 

 

分别设置美元账户和人民币账户的银行账号（两个账户可用同一张卡绑定）。首

先点击美元账户对应的“设置银行账号提现”： 



 

根据公司资料填写各项信息，再点击"保存"。 

 

人民币账户也用类似方法添加，设置银行账号后才可进行提现。 

如果已经设置好收款账户，当支付宝账户里有可用余额时，卖家可以进行提现。

进入卖家中心 > 交易 > 支付宝国际账户，在要提现的账户页面右侧点击“提现”

按钮： 



 
输入提现金额，点击“下一步”： 

 

提现成功，如果要提现人民币账户，也是同样的方法。接下来可以进入实训首

页“卖家中心--财务”中查看资金是否到账。 

 

 



 

（11） 买家操作 

学生在买家中心注册后，可以买家身份进行跨境购物体验，购买平台中其他

同学发布的产品并评价。主要操作包括站内信沟通、下单付款、确认收货、评价。 

进入买家前台，可以在搜索框内搜索产品，或通过类目进行搜索比较： 

 

学生可以通过对搜索结果的比较，了解其他同学发布产品的价格、标题、物

流、详情等信息，进行比较借鉴，对有采购意向的产品，可以通过站内信和卖家

联系，也可以直接下单采购。 

 

学生在买家前台点击右上角 My Aliexpress，可以查阅到自己采购的所有订



单执行情况，并相应采取提醒卖家发货、确认收货、评价等交易行为。 

 

 

（12） 智能评价体系 

软件可智能评分，分别按照技能点进行测评，学生可快速发现薄弱环节，进

行有针对性地提高。 

 

2-9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 

（1） 是否记录每步实验结果：是□否 



（2）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实验报告心得体会 其他             

（3） 其他描述：无 

2-10考核要求 

以百分制计分，最终成绩的构成为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核成绩占 30%。 

平时成绩中：出勤成绩占 10%，虚拟仿真操作成绩占 60%。 

虚拟仿真操作评价明细如下： 

角色 考核技能点 权重 说明 

卖家

（80） 

语言能力 8 

能熟练翻译产品资料的英文描述、娴熟处理外贸

函电、进行英文沟通 

产品发布类

目选择 3 正确选择产品类目  

产品属性选

择 5 一个属性等于一个曝光机会 

产品发布标

题制作 5   核心词汇、修饰词、属性词   

产品主图制

作 5 高质量图片、主体突出、正确选择模特  

定价技巧 5 

掌握产品成本、上架价格、活动价格、利润之间

的关系  

营销能力 4 

有效利用店铺促销工具，进行部分产品的打折促

销 

订单处理能

力 5 及时上传物流单号，及时处理纠纷订单  

掌握跨境物

流知识 5 不同国家的运费模板设置  

客户服务能

力 5 

  及时处理买家相关问题、关注物流信息，及时

沟通买家  

卖家任务完

成度 30 完成课程指定的产品发布和订单处理  

买家

（20） 

买家任务完

成度 10 完成买家订单要求  

产品详情页

评价  10 完成课程互相评价要求 

总计   100   

教师可以根据参加实训的学生情况，修改各技能点的权重。 



2-11面向学生要求 

1、专业与年级要求 

国际贸易专业、电子商务专业、商务英语专业本科大三、大四学生，专科大

二、大三学生。 

2、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1）跨境电子商务职业的知识要求 

市场营销知识：市场分析、市场策略、市场营销组合等相关知识； 

电子商务知识：熟悉电商平台规则、网络营销等相关知识； 

物流管理知识：发货流程、仓库管理、采购管理等相关知识； 

国际贸易知识：外贸流程、商检、海关等相关知识； 

商品知识：主要商品的规格、性能、用途等，商品编码。 

（2）跨境电子商务职业能力要求 

市场分析能力：收集分析市场状况及竞争对手状况，制定销售计划； 

市场策划能力：策划促销活动、市场推广方案； 

外语沟通能力：运用外语与国外客户沟通、处理订单问题； 

计算机运用能力：使用软件上传产品信息、处理图片。 

（3）跨境电子商务职业的职业素养 

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恪守信用、不售假货，不侵犯知识产权； 

吃苦耐劳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任劳任怨； 

服务客户的精神：客户至上，积极主动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2-12实验项目应用情况 

（1）本校上线时间 ： 2016年 9月   

（2） 已服务过的本校学生人数：  1400人左右          

（3） 是否纳入到教学计划：是  □否 (所附课程教学大纲见附件一）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是  否  

（5） 社会开放时间 ：暂未开放 ，已服务人数: 0     

    3.实验教学项目相关网络要求描述 



3-1有效链接网址（开学后重新分配） 

http://eme.shengda.edu.cn/info/1034/1296.htm 

教师登录账号：  lqj                  密码：lqj321 

学生登录账号：  001001               密码：1 

3-2网络条件要求 

（1）说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带宽推荐 2M 以上带宽 

（2）说明能够提供的并发响应数量（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支持 1000 个学生同时在线并发访问和请求。如果单个实验室被占用，则提

示后面进行在线等待，等待前面一个预约实验结束后，进入下一个预约队列。 

3-3用户操作系统要求（如 Windows、Unix、IOS、Android 等） 

（1）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7操作系统及以上 

（2）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无特殊要求 

（3）支持移动端：是□否 

3-4用户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如浏览器、特定软件等） 

(1)需要特定插件  □是否 

（勾选是请填写）插件名称                 插件容量              

下载链接                  

（2）其他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

服务） 

  需使用谷歌浏览器访问地址，无需下载。 

3-5用户硬件配置要求（如主频、内存、显存、存储容量等） 

（1）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 

CPU 主频：1.2GHz+;    内存容量：4G+；       显存容量：128M；       

硬盘容量：100G；      分辨率：1920X1080； 输入设备：鼠标、键盘 

（2）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无 

http://eme.shengda.edu.cn/info/1034/1296.htm


3-6用户特殊外置硬件要求（如可穿戴设备等） 

（1）计算机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2）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3-7 网络安全  

（1） 项目系统是否完成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是否   

 （勾选“是”，请填写）    级 

4.实验教学项目技术架构及主要研发技术 

指标 内容 

系统架构图及简要说明  

实验教

学项目 

开发技术 

□VR □AR □MR 3D 仿真 二维动画 

□HTML5 

其他 ________ 

开发工具 

□Unity3D  □3D Studio Max  

□ □SketchUp  □Adobe 

Flash□Unreal Development Kit  

□ Visual Studio 

其他      

运行环境  

 

服务器 

CPU_16_核、内存_16_GB、磁盘_1024_GB、 

显存_4_GB、GPU 型号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Linux □其他 具体

版本 ____ 

数据库 

□Mysql SQL Server2008  □Oracle  

□其他_____________ 

备注说明  （需要其他硬件设备或服务器

数量多 于 1 台时请说明）________  

 

项目品质（如：单场景模 无 



型总面数、贴图分辨率、每

帧渲染次数、动作反馈时

间、显示刷新率、分辨率等） 

    5.实验教学项目特色 

（体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先进性、教学方式方法、评价体系

及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等方面的特色情况介绍。）  

（1）实验方案设计思路： 

第一，实验环节高度仿真，完全按照真实速卖通平台运营过程设计实验内容，

力求通过实训，掌握真实速卖通店铺操作的流程及重要环节的运营技巧。 

第二，各实验环节的先后顺序安排符合逻辑。按照实践中开设新店铺的实际

顺序安排各实验环节，前面的实验内容为后面的实验内容奠定基础。 

第三，各实验环节的课时安排符合实践中各操作环节的难度要求，根据各操

作环节在实践中的重要程度和技术难度，合理安排各实验内容的课时，确保整体

实验试验方案重点、难点突出。 

（2）教学方法创新： 

第一，完全仿真实际跨境店铺运营团队做法，实行分组实验，学生不仅学习

实验操作，更能对小型创业团队有深刻认识和体验。 

第二，突出学生的主体角色。将学生的小型发布会、答辩与质疑、演示与汇

报等活动常态化，每节课都安排有不同形式的学生展示活动，借此检验学生的实

验操作情况，给学生锻炼的机会，增强课堂互动。 

第三，虚实结合。凡是能在真实环境中完成的实验内容，一律不局限于教学

软件。例如，选品实验，除了软件中提供的数据选品外，指导学生通过真实速卖

通、阿里巴巴、亚马逊等平台以及数据分析工具来进行教学软件之外的真实选品

锻炼。又如，产品的发布，除了练习软件中提供的产品之外，还鼓励学生选择身



边实物，自己拍照、处理图片、描述产品，把实训当作实操来完成。订单处理环

节除了完成系统虚拟发货之外，还为学生提供打印真实物流面单、用真实包装材

料打包发货的体验。 

（3）评价体系创新：  

对学生的评价包括考勤（10%）、实验操作（60%）、实验总结（30%）三部分。

考勤可由实验室的管理软件完成。实验操作由教学软件根据每位学生的操作完成

进度及质量自动评分，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层次调整评分权重，也可以根据学生在

互动环节的表现给予分数的加减调整。实验总结在课程结束后提交的实验报告中

体现，每个实验小组对整个实验课程的实验操作情况、收获得失进行总结反思，

提交书面总结，教师进行评阅。 

（4）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第一，学赛联动。鼓励和支持学生积极参与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大赛，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学赛联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 OCALE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

中，三支赛队获得全国团体一等奖、一支赛队获得全国团体二等奖；第一届全国

零售新买手大赛中，两支赛队均获得全国特等奖。学赛联动有力促进了学科发展。 

第二，扶持学生进行跨境电商创业。自 2016年以来，已经由学生于在校期

间组建创业团队，成立了六家跨境电商企业，积极开展跨境电商创业实践。 

第三，引企入校，开展深度校企合作。与 eBay官方合作，引进“E青春”

人才培养项目，并与河南省跨境电商知名企业想创科技和河南智来电商学院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深度扶持学生进行跨境电商实践操作和创业，使学生在掌握速卖

通跨境平台运营之外，对 eBay 、亚马逊等知名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也能够有深

度的学习和实践操作。 

 

 



    6.实验教学项目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本实验教学项目今后 5 年继续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服务计划及预计服务人数） 

（1）项目持续建设与服务计划：  

第一，仿真软件的进一步升级。软件已经实现了对跨境电商平台的高度仿真，

下一步的完善目标是开发团队合作对抗功能模块，便于教学中组织团队进行业务

竞赛，以更接近于企业中团队运营的模式。 

第二，校内共享。目前，实训平台主要面向开设跨境电商实务课程的国际贸

易、电子商务、商务英语等各专业学生开放，下一步将对全院开设公选课，为所

有对跨境电商有兴趣的同学提供教学服务。五年内预计服务学生 5000余人次。 

（2）面向高校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该虚拟仿真平台的建设在满足我校学生学习实践的同时，积极向省内各高校

相关专业推广应用。第一阶段主要面向郑州市各高校经贸、电商、商务英语等相

关专业，第二阶段主要面向开封、洛阳、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地区各高校

相关专业，第三阶段主要面向省内其他地市高校。在五年内，将该虚拟仿真平台

所涉及的实验体系、操作内容及方法、教学安排等在全省高校相关专业推广，向

兄弟院校提供经验介绍、师资培训，共享建设成果。五年内预计为省内 40所本

科院校培养 80 名跨境电商骨干教师，惠及 5000余学生。 

（3）面向社会的推广应用计划： 

第一，校企共享。在现有合作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

合作，拓宽合作渠道，积极主动为地方政府和跨境电商企业进行基于虚拟仿真平

台的技术咨询、项目规划、项目设计、人员培训等，打造跨境电商企业外训基地，

为社会培养更多跨境电商人才，助力河南省外贸新业态发展，承担高校社会责任。

五年内预计服务跨境电商企业 150家，为企业提供跨境电商人才培训 2000余人

次。 



第二，促进大学生创业创新。跨境电商平台是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重要方向。

以本虚拟仿真实训项目为依托，以团队主要成员为主体，积极指导促进大学生在

跨境电商行业领域的就业，并帮扶有能力的学生进行跨境电商创业。五年内预计

孵化学生创业团队 20个。 

   7.知识产权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已登记  未登记  

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的，需填写以下内容  

软件名称 互联网+跨境电子商务速卖通虚拟仿真系统 

是否与项目名称一致 是    否 

著作权人   南京步惊云软件有限公司 

权利范围 教学 

登记号 2017SR483144 

 8.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所申报的实验教学设计具有原创性，项目所属学校对本实验

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验软件、操作系统、教学视频、教学课件、辅助参考

资料、实验操作手册、实验案例、测验试题、实验报告、答疑、网页宣传图片文

字等组成本实验项目的一切资源）享有著作权，保证所申报的项目或其任何一部

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本人已认真填写、检查申报材料，保证内容真实、准确、有效。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9.附件材料清单  

 政治审查意见（必须提供）  

（本校党委须对项目团队成员情况进行审查，并对项目内容的政治导向进行

把关，确保项目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须由学校党委盖章。无统一格式要

求。）  

     政审材料见附件二 

 

    

10.申报学校承诺意见 

   本学校已按照申报要求对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在校内进行公示，并

审核实验教学项目的内容符合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教学纪 

律要求等。经评审评价，现择优申报。  

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如果被认定为“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学

校将严格贯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加强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持续服务

和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8〕56 号）的要求，承诺将监督和保障

该实验教学项目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不少于 5 年，支持和监

督教学服务团队对实验教学项目进行持续改进完善和服务。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一：        《跨境电商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226112 

课程名称：跨境电商实务 

总 学 时：32 

总 学 分：2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一、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跨境电商实务》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

过本实验课程的演练，使学生在掌握跨境电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掌握网络市场

调研、寻找货源并进行采购、运费模板设置、产品信息编辑上架、产品详情优化、产品定价

策略、客户询盘回复、订单处理等操作，能够恰当解决交易磋商中的问题，妥善处理交易纠

纷，能够从事跨境电商相应岗位的工作，最终培养学生对跨境电商店铺的运营、维护和管理

能力。 

（二）实验要求 

本实验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前后衔接的八个实验，围绕实验目的，本实验的教学要求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1.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维护实验室的教学秩序，保持环境的安静、整洁。爱护实验

室的仪器设备，节约能源和消耗，防止人身和设备事故发生。 

2.了解跨境电商教学软件的基本性能、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3.实验前，学生应认真预习，阅读教材、实验指导书等相关资料，明确实验目的、原理、

方法、步骤以及应注意事项。 

4.依据实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认真独立完成实验项目。课堂上未完成操作内容的，课

下继续完成。 

5.按照要求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完成实验报告。 

 

二、实验的基本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相关跨境电商平台规则。 

 

三、实验时数设置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要求 实验类型 计划学时 每组人数 

1 交易准备 必修 综合性 4 60 

2 选品 必修 综合性 6 60 

3 物流和运费模板设置 必修 综合性 4 60 

4 产品发布与优化 必修 综合性 8 60 

5 定价方法及价格策略 必修 综合性 4 60 

6 店铺装修 必修 综合性 2 60 

7 店铺营销及数据分析 必修 综合性 2 60 

8 订单处理及售后服务 必修 综合性 2 60 

 

四、实验项目内容 

 

 实验项目一  交易准备 

【实验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实验项目的练习，使学生了解课程体系及学习任务，熟悉平台规则，注册账号，

为本课程的实验做好基础工作。 

【实验内容】 

1.熟悉主流 B2C 平台及主要特征 

2.注册敦煌网账号，通过身份验证 

3.学习敦煌网卖家首页的行业分析、敦煌大学、政策规则，选择自己准备经营的产品。 

 

实验项目二  选品 

【实验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实验项目的练习，使学生掌握敦煌网热销产品调研的方法；掌握类似跨境电商平

台热销产品调研的方法；掌握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判断产品销售趋势的方法；掌握国内供货平

台选择供应商的方法。学生能够利用所学习的方法，选出跨境电商平台热销产品，并在国内

供货平台筛选优质供应商，确定店铺拟经营产品。 



【实验内容】 

1.平台经营类目调研 

2.产品销售发展趋势调研 

3.国内供货平台选择 

 

实验项目三  物流和运费模板设置 

【实验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实验项目的练习，使学生熟悉邮政、快递、专线等主要物流渠道的特点、优势和

局限，掌握运费模板设置的方法，重点掌握邮政挂号小包、EUB、EMS 运费模板的设置。

学生能够正确解读运费表，能够判断不同货运代理的优势渠道，能够根据经营产品的特点，

正确计算运费，设定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运费模板。 

【实验内容】 

1.物流选择：邮政小包、EUB、EMS、DHL、UPS 

2.运费表解读及运费的计算 

3.运费模板设置：新手模板、新建模板，分区分国别运费、到货时间承诺 

 

实验项目四  产品发布与优化 

【实验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实验项目的练习，使学生熟悉产品发布的流程，掌握标题拟定的方法和关键词的

收集方法，熟悉平台对主图的要求，正确填写产品信息，并在详情描述部分对产品进行有特

点的详细描述，能够恰当选择运费模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习的产品发布的基本要求和技巧，

恰当选择产品类目，能够用图片处理软件对主图及详情图进行基本处理，发布优质产品信息，

提升产品排名和曝光。 

【实验内容】 

1.产品类目选择 

2.标题、关键词的拟定 

3.主图的制作与选择 

4.商品详情描述 

 

实验项目五  定价方法及价格策略 

【实验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实验项目的练习，使学生熟悉产品价格构成，熟悉平台定价规则，掌握产品上架

价格的计算方法，制定合理并有吸引力的价格，增强产品竞争力。学生能够综合考虑多种因

素恰当制定产品价格策略，并核算优惠措施之后的产品利润。 

【实验内容】 

1.产品价格构成 

2.产品定价需要考虑的因素 

3.产品定价策略 

4.价格误区 

 

实验项目六  店铺装修 

【实验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实验项目的练习，使学生能够根据平台要求和提示，开通店铺并完善店铺信息，

并根据产品特点，设计店铺风格，掌握店铺装修基本方法，并恰当设置产品分组和利用店铺

橱窗，提升店铺整体形象，增强买家信任度。 

【实验内容】 

1.开通店铺：基本信息、橱窗管理、店铺 LOGO 及店招设计 

2.店铺装修：管理产品组、管理店铺类目 

 

实验项目七  店铺营销及数据分析 

【实验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实验项目的练习，使学生了解平台促销活动的门槛条件，熟悉店铺优惠活动的方

法，掌握利用关联营销模板进行单品引流的方法；并要求学生能够及时关注平台促销活动，

根据资质报名参加；能够结合价格策略设置各种店铺优惠措施，增强产品曝光，吸引流量，

提高订单量。 

【实验内容】 

1.平台活动 

2.店铺优惠活动 

（1）限时限量活动 

（2）全店铺打折 

（3）店铺满立减 

（4）店铺优惠券 



（5）促销分组 

3.关联产品营销 

 

实验项目八  订单处理及售后服务 

【实验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实验项目的练习，使学生充分认识与客户沟通的重要性，能够做到及时回复客户

的询盘，及时处理订单，根据客户要求选择跨境物流渠道及时发货；要求学生能够关注店铺

站内信提醒，识别有效询盘和骗子询盘，能够通过英语函电恰当回复客户询盘，能够根据客

户要求和店铺承诺，通过正确物流渠道进行线上发货和线下发货，恰当处理客户争议。 

【实验内容】 

1.客户沟通工具——站内信 

2.订单解析 

3.订单处理 

（1）改价 

（2）取消订单 

（3）发货 

 

五、实验场地与仪器设备 

（一）实验场地：跨境电商实训室。 

（二）仪器设备：计算机、交换机、麦克风、投影机等实验基础设备，并安装有

OFFICE2010、Photoshop、360 安全浏览器，开通互联网。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类型：考查 

（二）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本课程采用实验报告的方式进行考核。 

2.课程考核的成绩评定：以百分制计分，最终成绩的构成为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核

成绩占 30%。 

 

七、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建议使用教材 



[1]《跨境电商实务》，肖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09 月。 

[2]《跨境电子商务操作实务》，陈明，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年 05 月。 

[3]《跨境电商实务》，吕宏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09 月。 

（二）主要参考资料 

[1]《跨境电商-阿里巴巴速卖通宝典》，速卖通大学，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01 月。 

[2]《跨境电商实务》，鲁丹萍，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年 01 月。 

[3]《跨境电商基础、策略与实战》，阿里巴巴商学院，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年 03 月。 

 

 

八、大纲说明  

本课程教学大纲以 2016 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为编写依据。《跨

境电商实务》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先修课程包

括《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函电》、《外贸口语》、《网店美工专题》，后续课程包括《外贸仿

真综合实训Ⅱ》、《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研究专题》。 

 

执笔人：李秋娟 审核人：罗秉鑫 

 

  



附件二：                   政治审查意见 

 

我校金融贸易学院李秋娟副教授及其团队申报的“跨境电商速卖

通虚拟仿真实训”项目，通过步惊云跨境电商虚拟仿真实训软件，以

跨境 B2C典型平台速卖通为代表，构建了跨境电商全流程虚拟仿真实

训平台，旨在使学生在实验环境中学习跨境电商技能，培养学生对跨

境电商店铺的运营、维护和管理能力。 

项目内容完整规范，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无危害国家安全、涉

密及其他不适宜网络公开传播的内容，坚持立德树人，能够将思想政

治教育内化为课程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跨境电商速卖通

虚拟仿真实训实行 5 年来，提升了学生的跨境电商运营和管理能力，

促进了学生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就业和创业。该项目具有正确的政治导

向和合理的价值取向，学生和用人单位反馈良好，值得推广使用。 

该课程教学团队结构合理、人员稳定，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

师德师貌良好，具有丰富的跨境电商教学经验，课程教学与指导实验

能力强，并积极推进跨境电商虚拟仿真实训的教学改革。经党支部对

项目组团队成员情况进行审查了解，下面给出项目组成员的政治表现

情况： 

李秋娟，女，汉族，中共党员，1977 年 1 月出生，硕士，副教

授，项目负责人，现任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专职教师。 

卓凤莉，女，汉族，中共党员，1978 年 6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副教授，现任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专职教师，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负责人。 

刘洪芹，女，汉族，中共党员，1981 年 6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副教授，现任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专职教师，兼任教

学督导。 

罗秉鑫，男，汉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副教授，1981年 7 月，

现任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专职教师，国际贸易教研室

主任。 

雷丹，女，汉族，中共党员，1990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助教，现任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专职教师。 

马文婧，女，汉族，中共党员，1991 年 4 月出生，助教，现任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专职教师。 

戚正威，男，汉族，中共党员，1985 年 12 月出生，工程师；现

任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实验管理科科长。 

毛瑞金，男，汉族，1982 年 7月出生，工程师，现任郑州升达经

贸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技术科科长。 

王宇鹏，男，汉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1987 年 12 月出生，讲

师，现任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实验室主任 。 

宁跃飞，男，汉族，中共党员，讲师，1981 年 12 月出生，经济

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技术科工程师。 

史国恩，男，汉族，讲师，1978 年 8月出生，郑州升达经贸管理

学院商学院专职教师。 

该项目组成员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



护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重大政治斗争中，态度明确，坚

决反对“法轮功”、藏独、台独等民族分裂活动，无违法犯罪记录。

未参加过任何邪教组织，始终站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一边，与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工作认真勤恳，团结同志，与同

事和睦相处，关系融洽。 

经函调，项目组成员家庭及主要社会关系政历清白，在“文革”

期间与“八九”政治风波期间无不良表现，也未参加过“法轮功”等

非法组织。 

项目组成员本人及家庭主要社会关系，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情

况。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共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委员会 

                                  2019年 8 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