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1901291028 青岛大学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师资培训 青岛大学Python+人工智能师资培训项目 魏伟波

201901292022 青岛大学
中关村万众创新创业教

育产业促进中心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日语视听说课程建

设
冯静

201901294018 青岛大学
中兴软件技术（济南）

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新工科背景下创新实践型师资建设 侯国家

201901294019 青岛大学
中兴软件技术（济南）

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岛大学人工智能师资培训项目 魏伟波

201901294020 青岛大学
中兴软件技术（济南）

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新商科青年骨干教师商务数据分析师资培训 吴剑云

201901008015 烟台大学
北京安博大成教育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师资培训 教育服务产业背景下教师能力提升计划 姜远明

201901009056 烟台大学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

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建设 邱秀芹 任满杰

201901014012 烟台大学
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革 齐永波 潘庆先 由玉坤

201901019019 烟台大学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马国清 邢恩辉 李峻

201901025034 烟台大学
北京课工场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产教融合背景下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姜远明 潘庆先 郭宜明

201901035050 烟台大学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
师资培训 Python+人工智能师资培训 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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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35076 烟台大学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项目驱动的校企协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途
径研究

欧世峰

201901035077 烟台大学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数学建模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王智峰 刘伟 孙丰云

201901044042 烟台大学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基础课程信息化教学改革

探索与实践
赵海波

201901054043 烟台大学
北京象新力科技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实习教学虚拟仿真资源建

设
赵海波

201901054044 烟台大学
北京象新力科技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虚拟仿真技术用于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实践教

学的探索与实践
赵海波

201901078020 烟台大学
大工（青岛）新能源材
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材料分析测试方法”课程的慕课研究 余志鹏

201901109025 烟台大学
广州中博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会计XBRL数据可视化设计 宋岩

201901138045 烟台大学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

公司
师资培训 新工科背景下能源类“双师”人才培养 刘畅

201901176012 烟台大学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产教融合提升教师工程实践能力 姜远明 潘庆先 郭宜明

201901191003 烟台大学
山东瘦课网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基于VR技术的生物工程类实践教学虚拟仿真实

验室建设
孙利芹 林剑

201901191048 烟台大学
山东瘦课网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烟台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研究 贺君 鲁志成 王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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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17033 烟台大学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智能制造VR协同创新中心 吴莉莉

201901225020 烟台大学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烟台大学-讯方人工智能教研平台建设 齐永波 潘庆先 卢云宏

201901272001 烟台大学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业机器人实验实践指导教师师资培训 刘兆伟

201901272002 烟台大学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业机器人工程训练指导教师师资培训 孟振华

201901272003 烟台大学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业机器人理论及应用技术师资培训 徐立强

201901272004 烟台大学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机器人相关专业生产实习基地建设 柴永生

201901272005 烟台大学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机器人专业实习基地建设 刘桂涛

201901025011 潍坊学院
北京课工场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任务驱动的互联网UIUE设计课程改革 李勇 齐丽丽 周建梁

201901025030 潍坊学院
北京课工场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地方院校艺术专业工作坊实践基地建设 王军华 尹建民 宗绪锋

201901035048 潍坊学院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驱动的双师型教师培训 程素娥 邹华 吴小进

201901037037 潍坊学院
北京睿格致科技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共建BIM-仿真桥梁工程咨询实训实践基地项目 鞠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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