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学校 负责人

20170200100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基于华为云平台的软件新工科建设 北京大学 吴中海

201702150019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创新工程实践慕课建设 北京大学 陈江

201702013007 赛灵思(Xilinx)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人都懂的计算机体系结构 北京大学 孙广宇

201702150020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设计 北京大学 曹健

201702013011 赛灵思(Xilinx) 师资培训 从端到云的全可编程智能互联技术 北京大学 段晓辉

201702014033 Arm 师资培训 Arm师资培训中心（在建） 北京大学 段晓辉

201702006027 英特尔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教育部英特尔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
郑艳飞

20170200103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云应用开发综合实践课程改革与建设 北京大学 张齐勋

201702002001 腾讯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以数据为中心的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 文继荣

201702005002 IBM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科学导论”课程设计与教学改革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朝乐门

201702126122
中青朗顿（太湖）教育文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投资学”课程教学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 王桂虎

201702098041 北京希嘉创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日志融合分析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 张丹东

201702002010 腾讯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基于企业级云平台的计算机专业教学实践平台建设 清华大学 武永卫

201702002013 腾讯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与课程体系建设 清华大学 王建民

201702002011 腾讯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软件工程实训课程体系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南京大学、浙江大

刘强

201702006004 英特尔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组成原理 清华大学 刘卫东

201702007036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I技术的“电力智能电子设备的设计与开发”课程建设 清华大学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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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06702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青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

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青岛大学 陈东景

201702068056 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新工科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

台构建
青岛大学 黄林军

201702107002 青岛伟东云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混合网络协议的互动直播平台建设 青岛大学 陈宇

201702152003 苏州科大讯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慧教育实验室 青岛大学 杨进中

201702174029 广州名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戏剧影视学类影视后期实验室建设与实施 青岛大学 邱秉常

201702177072 北京博创尚和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器人联合实验室建设 青岛大学 于海生

201702179015 青岛若贝电子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青岛大学若贝EDA专业实验室 青岛大学 迟洁茹

201702130022 青岛思途共享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青岛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校外实践基地 青岛大学 高红伟

201702130025 青岛思途共享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网页与UI设计”课程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青岛大学 韩亮

201702130026 青岛思途共享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青岛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生实习实训 青岛大学 李建波

201702130027 青岛思途共享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青岛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青岛大学 高红伟

201702029008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青岛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青岛大学 高红伟

20170209000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工商管理类创新创业型人才课程体系及协同创新培养机制建

设
青岛大学 王庆金

201702064036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透明电光陶瓷的多功能高速光纤耦合/调制器 青岛大学 张永成

201702093002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面向嵌入式专业的新工科建设 烟台大学 邱秀芹

201702020008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号与系统”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研究 烟台大学 晋刚

201702020009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顺应专业培养目标的“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内容体系

优化及教学方法研究
烟台大学 史文谱

201702034007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开发方向课程体系改革 烟台大学 范宝德

20170203812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商科教育大数据平台建设 烟台大学 李振杰

201702055003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混凝土结构原理与设计课程综合试验系统 烟台大学 周新刚

201702091009 百科荣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逻辑 烟台大学 王玲玲

201702097007 安博教育，新思科技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实践的物联网教学体系研究 烟台大学 赵金东

administrater
高亮



201702120060 北京正天恒业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激光加工教学共享平台创新训练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烟台大学 钟全雄

201702153006 双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器人视觉系统应用”教改研究与建设 烟台大学 胡光

201702179001 青岛若贝电子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混合课堂模式下的“电子电路设计与实践”课程 烟台大学 王中训

201702072124 北京智启蓝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烟台大学翻转课堂教学法青年师资培训项目 烟台大学 童向荣

201702097035 安博教育，新思科技 师资培训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专业教师实践能力培训班 烟台大学 童向荣

201702010029 亚马逊AWS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亚马逊AWS云平台的并行计算技术教学改革研究 烟台大学 刘其成

20170204803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烟台大学-西普教育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建设 烟台大学

齐永波、孙宏波、由玉

坤

201702070010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程序设计项目实训 烟台大学 周世平

201702091045 百科荣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新工科-智能电子系统设计创新联合实验室 烟台大学 张明熙

201702153012 双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企合作嵌入式专业实验室条件建设 烟台大学 潘庆先

20170204504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基于职业胜任力目标导向建设科技专业实习实训基地 烟台大学 孔令一

201702063016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企业MRP系统 烟台大学 孙宏波

201702065033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混合式教育平台的创新创业项目 烟台大学 贺毅、蔡新海、刘柏君

201702084001 塔普翊海（上海）智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AR方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 烟台大学 李瑞旭

201702147010 北京渥瑞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VR/AR方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 烟台大学 李瑞旭

201702055021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在本科实验教学中开展金属材料在不同变形阶段横向变形与

纵向变形关系测试的实验方案研究
烟台大学 杨斌

201702153026 双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unity3D的VR室内装修项目设计与实现 烟台大学 徐长新

20170204500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会计学专业一体化教学平台构建与实践 潍坊学院 刘建波

201702051003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行政管理专业智慧校园平台建设 潍坊学院 韩学志

201702058029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 潍坊学院 白志强

201702058030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万霆教育云平台”产协同人模式下的道路工程施工课

程建设
潍坊学院 李志强

administrater
高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