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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35030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萌泰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数字经济时代统计调查与分析创新实践平台建设 阮红伟

202002288042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

司
现代通信系统综合实验平台建设 苏洪磊

202002288047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

司
基于环保柔性传感器的实验室建设 王晓翠

202002115028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广州汇标检测技术中心 食品及生物安全检测联合实验室建设项目 徐奇

20200218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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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可穿戴生物传感创新实践基地的建设 张光耀

202002245012 青岛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哲寻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慧城市管理仿真实验中心 赵普光

202002015048 青岛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北京独创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
艺术设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侍锦

202002023006 烟台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北京昊科世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机器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杨仁弟

202002013011 烟台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北京东方仿真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借助化工虚拟仿真培养工程技术型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赵玉潮

202002201002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东特环境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基于环境检测行业校企合作的《环境微生物学》教学研究 常显波

202002221014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中兴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拟电子技术“理虚实一体化”教学

模式研究
姜佩贺

202002016004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方宇博业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CVS的新商科创新创业实训教学研究 李振杰

202002201007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东特环境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以应用为导向的《仪器分析》课程建设 李忠月

202002200016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创宇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以能力塑造为核心的《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林绍迎

administrate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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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21005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广益三文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基于移动“云”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混合式教学改革模式

探索与实现
马晓敏

202002010017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

公司
嵌入式人工智能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 邱秀芹

202002214011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全通网融科技有限

公司
《大学生学业规划与职业发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王屹堃

202002200007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创宇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新工科理念的《环境监测实验》教学改革 杨启霞

202002148003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济南科明数码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促进自主学习的工程图学课程“VR技术+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创新与实践
应华

202002221007 烟台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中兴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基于MATLAB平台进行5G开发示范实践课程建设 张炜

202002051015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北京瑞泰创新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DSP芯片应用教学实践的师资培训 董言治

202002056070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区域共同体构建与实践 焦艳辉

202002215012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山东瘦课网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数学类课程VR教学课件的制作 李斐

202002301027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意昂神州（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整车电控师资队伍建设 邢恩辉

202002280008 烟台大学 师资培训
无锡辰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物联网与人工智能课程师资研修 赵海波

202002102024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基于BIM的工程管理专业教学实践基地建设 陈慧

202002259016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低功耗广域物联网综合实训平台建设 贺鹏飞

202002046072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欧倍尔软件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生产实习虚拟仿真实践基地建设 邱剑勋

administrater
高亮



第 398 页，共 683 页

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项目类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2002081035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和研究 王建华

202002191041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青软创新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实践基地建设 王中训

202002176016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南京鼎傲科技有限公司 高校开放实验室智能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杨婕

202002187047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青岛海德诚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高校开放实验室智能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杨婕

202002308067 烟台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精创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人才智能测评实验平台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招聘职

业胜任力提升研究
郑秀芝

202002211005 烟台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山东纳宸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大数据创新创业能力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丛方杰

2020022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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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技术影响下的建筑学新工科建设探讨 高琦

202002153002 潍坊学院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江苏龙擎动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类专业人工智能课程建设研究——以智

能交通系统设计为例
李秋潭

202002279001 潍坊学院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潍坊中财信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新文科概念下的经济法（非法律专业）课程建设研究 王泊宁

2020022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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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科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实践课程建设 元伟涛

202002023015 潍坊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昊科世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产学协同育人背景下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构建与探索 崔玲玲

20200201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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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STEM的工业设计课程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丁媛媛

202002203012 潍坊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恒天阳光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新文科时代高校第二外语教育的特点及多语种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以潍坊学院为个案
鞠金城

202002203014 潍坊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恒天阳光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职业能力导向的外语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刘雪林

administrater
高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