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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19〕365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高等教育
“十三五”人才培养项目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高等教育“十三五”人才培养项目立项建设工

作的通知》（浙教办函〔2019〕316 号）文件精神，我厅组织开

展了高等教育“十三五”人才培养项目申报工作，经高校申报、专

家评审、厅长办公会议审议，认定省课堂教学创新校 51所，省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 31个；立项建设省级产教融合示范

基地（第二批人才培养类示范基地）25个，“十三五”第二批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 1082项，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585项（其

中认定 163项，立项建设 422项），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40

项，现将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各高校应加大对各类人才培养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经费支持，

加强过程管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确保项目取得实效，不断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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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浙江省课堂教学创新校名单

2.浙江省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名单

3.浙江省高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第二批人

才培养类示范基地）立项名单

4.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二批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

5.浙江省“十三五”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6.浙江省“十三五”省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 12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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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浙江省“十三五”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一、直接认定名单

序

号
学校 实验教学项目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浙江大学 盾构推进液压系统虚拟仿真实验 刘振宇 机械类

2 浙江大学 移动通信系统复杂应用场景下信号覆盖优化虚拟仿真实验 金心宇 电子信息类

3 浙江大学 填料塔吸收过程虚拟仿真实验 陈丰秋、叶向群 化工与制药类

4 浙江大学 苯胺生产过程 3D 虚拟仿真实验 张林 化工与制药类

5 浙江大学 血管急重症的临床思维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王建安 临床医学类

6 浙江大学 超低排放火力发电站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周昊 能源动力类

7 浙江大学 氨泄漏环境污染应急处置虚拟仿真实验 张建英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8 浙江大学 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虚拟仿真实验 赵鲁杭 医学基础类

9 浙江大学 在线视频制作与发布虚拟仿真专业实验教学 韦路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10 浙江大学 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张丹 临床医学类

11 浙江大学 模式植物拟南芥 CRISPR/Cas9 基因编辑虚拟仿真实验 吴敏 植物类

12 浙江大学 基于稳定性同位素技术的生态系统氮素运转虚拟仿真实验 陈欣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13 浙江大学 生殖毒性虚拟仿真实验 吴昊姝 医学基础类

14 浙江大学 重大时政新闻智能生产虚拟仿真实验 韦路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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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浙江大学 水溶液的介观结构与形成机理虚拟仿真实验 刘迎春 化学类

16 浙江大学 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力破坏虚拟仿真实验 余世策 土木类

17 浙江大学 流式细胞术应用虚拟仿真实验 赵鲁杭 医学基础类

18 浙江大学 超重力离心模拟虚拟仿真实验 朱斌 土木类

19 浙江大学 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虚拟病人仿真实验 沈静 医学基础类

20 中国美术学院 应用空间融合技术的虚拟仿真项目 李轶军 艺术学类

21 浙江工业大学 合成氨生产综合仿真实习 艾宁 化工与制药类

22 浙江工业大学 激光表面改性虚拟仿真实验 姚建华 机械类

23 浙江工业大学 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施工与承载虚拟仿真实验 蔡袁强 土木类

24 浙江工业大学 左旋多巴发酵生产仿真实习 王鸿 化工与制药类

25 浙江工业大学 荧光蛋白的中试发酵生产虚拟仿真实验 吴石金 生物科学类

26 浙江工业大学 橙汁浓缩及其饮料生产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曾淦宁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27 浙江工业大学 核辐射防护及快速电子动能与动量相对论关系的验证 徐志君 物理学类

28 浙江工业大学 一氧化碳加氢反应实验事故应急处置 李国华 化学类

29 浙江工业大学 钢筋混凝土楼盖承载破坏过程虚拟仿真 付传清 建筑类

30 浙江工业大学 村镇规划人流状态智能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王万良 艺术学类

31 浙江师范大学 铁路编组调车作业仿真实验 施俊庆 机械类

32 浙江师范大学 通用生物工艺线路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马伯军 生物科学类

33 浙江师范大学 跨境电商直邮监管虚拟仿真实验 邹益民 经济管理类

34 浙江师范大学 古籍鉴别与修复虚拟仿真实验 张磊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冬天的猴子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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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浙江师范大学
“触摸神秘大陆的瑰丽之音”——非洲传统乐器演奏与编创虚拟仿

真实验
汪静一 教育学类

36 浙江师范大学 入园陌生情境下幼儿依恋表现与焦虑系统脱敏实验 秦金亮 教育学类

37 宁波大学 基于 FPGA 的云端数字电路实验 李宏 电子信息类

38 宁波大学 胸前腋区临床解剖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张雁儒 临床医学类

39 宁波大学 沥青材料性能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郑荣跃 土木类

40 宁波大学 港口岸桥操作虚拟仿真实验 俞海宏 交通运输类

41 宁波大学 新媒体广告虚拟仿真投放实验 庞菊爱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42 宁波大学 变压器继电保护虚拟仿真实验 史旭华 电气类

43 宁波大学 朱家尖海滨生物生态分布与采集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王丹丽 动物类

44 宁波大学 开颅取脑临床解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张雁儒 医学基础类

45 浙江理工大学 数控机床加工虚拟仿真实验 吴新丽 机械类

46 浙江理工大学 基因工程技术制备门冬酰胺酶(冻干粉针)工艺的虚拟仿真实验 吕正兵 药学类

47 浙江理工大学 以人为中心的产品设计与评估方法虚拟实验 李宏汀 心理学类

48 浙江理工大学 含氟丙烯酸酯嵌段共聚物表面性能优化 张伟 化学类

49 浙江理工大学 基于西湖山水实景的江南园林传统营造流程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都铭 建筑类

50 浙江理工大学 “乡村振兴”传统村落生态与景观修复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来思渊 艺术学类

51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品牌零售终端陈列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王利君 艺术学类

52 浙江理工大学 加工中心机械装调虚拟仿真实验 杨金林 机械类

53 浙江理工大学 虚拟仿真基因工程方法制备 ScFv 抗体大实验 梁宗锁 生物科学类

5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工电子技术在线虚拟仿真教学项目 程知群 电子信息类

冬天的猴子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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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杭州医学院 零售药店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张琦 药学类

157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
阻燃改性聚合物热氧化降解与燃烧过程测试虚拟仿真实验 方征平 化学类

158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
直流电机原理 3D 展示及整流电源系统仿真实验 张智焕 电气类

159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
开放式现代分析仪器 3D 虚拟仿真实验 应丽艳 化工与制药类

160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

院
电容式传感器位移特性实验 郑利君 电气类

161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何忠茂 建筑类

162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

学院
快递物流作业虚拟仿真 郑济杰 经济管理类

163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

学院
工艺美术运动时期设计风格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唐若玥 艺术学类

二、立项建设项目名单

序

号
学校 实验教学项目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浙江大学 建筑热压拔风效应虚拟仿真实验 何国青 建筑类

2 浙江大学 小型无人飞行器设计 李华锋 航空航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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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大学 磁约束核聚变等离子体物理虚拟仿真实验 王业伍 物理学类

4 浙江大学 海洋微生物资源研究虚拟仿真综合实验 王品美 海洋科学类

5 浙江大学 移动物联网工程应用与研发管理虚拟仿真实训平台 金心宇 电子信息类

6 浙江大学 低速数值风洞虚拟仿真实验 高琪 航空航天类

7 浙江大学 高超声速风洞实验虚拟仿真教学 荣臻 航空航天类

8 浙江大学 熔盐光热发电储能虚拟仿真实验 周昊 能源动力类

9 浙江大学 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系统动力学虚拟仿真 吴宇哲 经济管理类

10 浙江大学 三维空间中高分子单链虚拟仿真实验 仝维鋆 材料类

11 浙江大学 动物医学（牛体）虚拟仿真平台建设 谭勋 动物类

12 浙江大学 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冯毅萍 自动化类

13 浙江大学 防台风灾害卫生应急处置虚拟仿真实验 叶怀庄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14 浙江大学 面向无人驾驶智能化和网络化的信息与通信工程仿真实验平台 刘而云 电子信息类

15 浙江大学 奶牛活体采卵-体外胚胎生产集成技术 张坤 动物类

16 浙江大学 飞机机头数字化虚拟装配 董辉跃 航空航天类

17 浙江大学 聚氯乙烯生产过程虚拟仿真实验 潘鹏举 化工与制药类

18 浙江大学 感染性休克危机资源管理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方向明 临床医学类

19 浙江大学 水下 AUV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杨灿军 海洋工程类

20 浙江大学 大规模硫碘制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朱燕群 能源动力类

21 浙江大学 儿童呼吸系统常见病处理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舒强 临床医学类

22 浙江大学 基坑工程虚拟仿真设计试验 胡安峰 土木类

23 浙江大学 星载激光雷达虚拟仿真实验 刘东 电子信息类

24 浙江大学 自组装光栅光谱仪虚拟仿真实验 林远芳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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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浙江大学 外科急腹症诊疗的虚拟仿真训练课程 郑毅雄 临床医学类

26 浙江大学 微藻固碳制油虚拟仿真实验 程军 能源动力类

27 浙江大学 临床危重症诊治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林玲 临床医学类

28 浙江大学 基于云平台的综合能源系统运行控制虚拟实验 董树锋 电气类

29 浙江大学 植物养分吸收与运输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 李廷强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30 浙江大学 G蛋白偶联受体全基因克隆、真核表达及功能研究 史影 生物工程类

31 浙江大学 结构力学虚拟仿真实验 陈水福 土木类

32 浙江大学 虚拟仿真技术在腹腔镜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梁廷波 临床医学类

33 浙江大学
建立虚拟仿真肺模型，整合“病理学、影像学”用于肺部影像学的

教学项目
李宁 临床医学类

34 浙江大学 荧光超分辨显微成像虚拟仿真实验 匡翠方 电子信息类

35 浙江大学 家猪生长性能测定虚拟仿真实验 郭晓令 动物类

36 浙江大学 动态光环境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章屹 艺术学类

37 浙江大学 太阳能塔式热发电聚光集热发电系统优化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肖刚 能源动力类

38 浙江大学 桥梁动态位移计算机视觉监测虚拟仿真实验 叶肖伟 土木类

39 浙江大学 人体药物临床试验 I期仿真实验 汤慧芳 临床医学类

40 浙江大学 固态储氢材料制备及性能测试虚拟仿真实验 卢洋藩 材料类

41 浙江大学 脊柱外科的临床思维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李方财 临床医学类

42 浙江大学 无人艇建模及虚拟流场平台 焦磊 海洋工程类

43 浙江大学 垂体腺瘤的临床思维虚拟仿真学习模式的建立 陈盛 临床医学类

44 中国美术学院 “科外幻”混合现实艺术实验性创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田进 艺术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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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国美术学院 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个性化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叶小峰 艺术学类

46 中国美术学院 CNC 模型制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沈建 艺术学类

47 中国美术学院 传统木作技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刘轶婷 艺术学类

48 中国美术学院 未来智慧社区立体联通信息交互系统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于朕 艺术学类

49 中国美术学院 明式家具保护与活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彭喆 艺术学类

50 中国美术学院 古典摄影工艺蓝晒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高路 艺术学类

51 中国美术学院 造型基础的虚拟美术馆在线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段卫斌 艺术学类

52 中国美术学院 环境科学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潘晋 艺术学类

53 中国美术学院 互动式材料虚拟感知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武奕陈 艺术学类

54 中国美术学院 基于混合现实（MR）的公共雕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郑靖 艺术学类

55 中国美术学院 色彩流行趋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郭锦涌 艺术学类

56 中国美术学院 交互式产品展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谷丛 艺术学类

57 中国美术学院 三维数字化人物造型基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张文 艺术学类

58 中国美术学院 形式与色彩虚拟交互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胡国生 艺术学类

59 中国美术学院 导演创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宣学君 艺术学类

60 中国美术学院 厨房人机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刘征 艺术学类

61 中国美术学院 “光色融合”调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郭锦涌 艺术学类

62 中国美术学院 参数化设计基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杜一晨 艺术学类

63 浙江工业大学 房地产营销策划虚拟仿真实验 虞晓芬 经济管理类

64 浙江工业大学 超临界 CO2 微孔发泡制备轻质聚合物电磁屏蔽材料虚拟仿真实验 王旭 材料类

65 浙江工业大学 废气生物净化虚拟仿真教学实践 王家德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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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浙江工业大学 城市给水深度处理虚拟仿真实习 陈红英 土木类

67 浙江工业大学 饮用水源地苯系物泄漏应急处理 张安平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68 浙江工业大学 AP1000 核电站运行及典型事故的虚拟仿真实验 金伟娅 机械类

69 浙江工业大学 智慧电力园区虚拟仿真实验 翁国庆 电气类

70 浙江工业大学 “沙漠掘金”创新创业虚拟仿真实验 王卫红 其它类

71 浙江工业大学 复杂场景影像拍摄虚拟仿真实验 徐育忠 艺术学类

72 浙江工业大学 南宋儒礼新媒体再现虚拟仿真实验 张晓玥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73 浙江师范大学 跨境电商数据化运营与决策虚拟仿真实验 段文奇 经济管理类

74 浙江师范大学 力量健身指导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张剑利 体育学类

75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纪时历法虚拟仿真实验 黄沚青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76 浙江师范大学 亚洲古文字书写技能虚拟仿真实验 刘昌玉 历史学类

77 浙江师范大学 师范英语口语情景应答虚拟仿真实验 骆传伟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78 浙江师范大学 歌唱情境虚拟仿真项目 郭克俭 艺术学类

79 浙江师范大学 编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杨和平 艺术学类

80 浙江师范大学 让传世名画活起来——《千里江山图》意境体验与表现虚拟仿真 杨勇 艺术学类

81 浙江师范大学 高效晶硅体硅太阳能电池制造工艺与光电特性虚拟仿真实验 黄仕华 电子信息类

82 浙江师范大学 物联网农业大棚虚拟仿真实验 蒋敏兰 电子信息类

83 浙江师范大学 多孔金属有机框架用于乙炔乙烯分离虚拟仿真实验 乔儒 化学类

84 浙江师范大学 村镇易腐垃圾预处理与堆肥 孙法迁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85 浙江师范大学 双机器人协调焊接控制仿真实验 兰虎 自动化类

86 浙江师范大学 交叉口信号控制虚拟仿真实验 邱欣 交通运输类

冬天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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