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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02031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产出模式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质量评价系统研究 孙海新

202101232031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基于RIGOL仪器和浏览器的嵌入式实验系统设计 陈大庆

202101237033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青岛海德诚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系统解剖学》“线上+线下混合式”及“课堂+课外融

合式”课程体系建设及应用
王双燕

202101239011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青岛蓝光晶科新材料有

限公司
环境生物学教学体系和实践条件建设 陈光辉

202101143057 青岛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广州中博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留学归国人员创新创业本土化路径改革 黄堃

202101179079 青岛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吉林省艾萨克科技有限

公司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国际商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李晓静

202101241003 青岛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青岛圣德医养康复集团

有限公司
互联网+医养结合机构慢性病危重患者管路观察、治疗、

护理 综合管理路径的建立
邓文帅

202101241004 青岛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青岛圣德医养康复集团

有限公司
守护夕阳——老年认知症公益筛查及预防干预体系建设 于文洁

202101104006 烟台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大连中汇达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虚拟仿真与实践教

学融合研究
秦玉升

202101055024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
 以学生为主体的JaveEE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朱楠

202101078055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炎凌嘉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机械原理》虚拟仿真实验资源开发研究 张磊

202101078054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炎凌嘉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校园给水管网虚拟仿真平台开发 张红阳

202101126008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光辉城市（重庆）科技

有限公司
 虚拟现实技术在环境设计专业核心课程的应用研究 许丽

202101188008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江苏普途生活科技有限

公司
大数据支持下的田径课程改革研究 鲁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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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70006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纳宸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学科竞赛驱动下的课程体系构建方法研究 段中华

202101281007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亚赛陶瓷科技有限

公司
《材料表征》课程教学改革优化方案的研究 余志鹏

202101281008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亚赛陶瓷科技有限

公司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 张潇予

202101284011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正阳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基于协同育人理念的《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 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与教学改革研究
任美琪

202101292027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慧凝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生物工程设备云平台教学资源素材库建设与应用 姜爱莉

202101082006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新商科背景下《智能会计》师资培训 李振杰

202101178039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霍尼韦尔Tridium 新工科背景下的物联网全栈人才培养 赵海波

202101246057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李江

202101268059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山东乐润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环境类专业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培训 王德义

202101269013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大数据在海洋科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业保

202101273017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山东派蒙机电技术有限

公司
新能源汽车师资培训 李峻

202101343015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武汉光驰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近代物理实验项目的虚拟仿真化研究 王翀

202101051016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纳智校园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航海电子海图信息化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李勇

202101099060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 药学专业人体机能学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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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96027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居住空间设计中BIM技术的应用与创新 张爽

202101055055 烟台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
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探究 蔡新海

202101177047 烟台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语言服务与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究 裴书峰

202101255046 烟台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山东创宇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三全育人格局下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长效机制

研究
李建波

202101256028 烟台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山东东特环境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创新教育课程体系的

构建
高常飞

202101256029 烟台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山东东特环境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新时期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王红波

202101259004 潍坊学院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山东恒天阳光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的实验教学体系建设 刘炳强

202101259006 潍坊学院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山东恒天阳光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文旅融合背景下恒天阳光地产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王俊芳

202101259005 潍坊学院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山东恒天阳光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土建类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王春娥

202101284005 潍坊学院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山东正阳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化学建材的选用与环境影响风险控制 冯一民

202101022040 潍坊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独创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慕课平台下的《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混合式教学改

革与实践
曾伍兰

202101048003 潍坊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漫动者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基于艺术设计专业中视觉传达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武军锋

202101254020 潍坊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贝沃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互联网+”背景下国际标准舞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

革
钟华龙

202101254018 潍坊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贝沃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大数据工程师培养课程体系改革 艾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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