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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21〕7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0 年度 
产教融合三类实践项目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产教融合三类实践项目立项建设

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函〔2020〕267 号）精神，经高校申报、

专家评审，决定立项建设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第三批人才培

养类示范基地）25 个，省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55 项，省

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596 项。现将名单（见附件）予以公布。 

    各高校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有机衔接，要加大对实践项目的经费投入，加强管理，完

善评价激励，提高建设质量，强化典型示范，提升育人价值。省

教育厅将组织开展抽检，对抽检达不到要求的项目将撤销其立项

建设资格。 

 

附件：1.浙江省高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第三批人

才培养类示范基地）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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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省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名单 

          3.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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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名单 

序号 学校 实验教学项目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浙江大学 基于 5G 和云计算的线上模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教学研究 蔡秀军 临床医学类 

2 浙江大学 儿童生长发育及内分泌慢病诊治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傅君芬 临床医学类 

3 浙江大学 基于 ICF 架构的协调平衡评估及康复干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陈作兵 临床医学类 

4 浙江大学 海底地貌调查野外实习虚拟仿真实验 王玉红 海洋工程类 

5 浙江大学 台风数值模拟和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朱佩君 大气科学类 

6 浙江大学 胎盘早剥识别和急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冯素文 临床医学类 

7 浙江大学 儿童蛋白尿诊治虚拟仿真实验 毛建华 临床医学类 

8 浙江大学 生物碱 Buflavine 的多步合成交互式虚拟仿真实验 刘占祥 化学类 

9 浙江大学 经阴道取卵及胚胎移植术的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朱依敏 临床医学类 

10 浙江大学 基于交班数据库的脑出血临床思维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郭洪彬 临床医学类 

11 浙江大学 严重创伤急诊救治虚拟仿真临床思维训练 张茂 临床医学类 

12 浙江大学 颈部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方马荣 临床医学类 

13 浙江大学 骨科急重症的临床思维虚拟仿真系统 陈刚 临床医学类 

14 浙江大学 肢体痉挛肉毒素注射虚拟仿真教学 李建华 临床医学类 

15 浙江大学 正畸牙移动生物力学的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建设 施洁珺 临床医学类 

16 浙江大学 牙周翻瓣术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戚刚刚 临床医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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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浙江大学 乳腺癌诊治临床思维训练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沈俊 临床医学类 

18 浙江大学 形态学教学虚拟仿真实验 周婧 临床医学类 

19 浙江大学 虚拟现实技术在急危重症超声教学中的应用 李炳 临床医学类 

20 浙江大学 牙周龈下刮治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 李晓军 临床医学类 

21 浙江大学 结构光照明超分辨显微成像虚拟仿真实验 匡翠方 电子信息类 

22 浙江大学 基于热流量法的火焰速度测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朱燕群 能源动力类 

23 浙江大学 智慧农场虚拟仿真平台 方慧 农业工程类 

24 浙江大学 光电成像系统图像记录过程的微观虚拟仿真实验 吕玮阁 电子信息类 

25 浙江大学 生物质火焰中碱金属浓度的激光测量虚拟仿真实验 何勇 能源动力类 

26 浙江大学 复合轮系运动分析及应用模拟虚拟实验 李立新 机械类 

27 浙江大学 种猪选育虚拟仿真实验 郭晓令 动物类 

28 浙江大学 犬肾功能衰竭诊疗虚拟仿真实验 谭勋 动物类 

29 浙江大学 港口码头施工虚拟仿真综合实验 赵西增 水利类 

30 浙江大学 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电气信息感知与协调运行虚拟仿真实验系统 张建良 自动化类 

31 浙江大学 潜水器的螺旋桨空泡实验仿真 陈振纬 海洋工程类 

32 浙江大学 海陆相互作用虚拟仿真实验 张丰 地理科学类 

33 浙江大学 水下机械臂控制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陈正 海洋工程类 

34 浙江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和知识图谱的急性胰腺炎临床实践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虞洪 临床医学类 

35 浙江大学 口腔颌面部发育及牙体发育 胡济安 临床医学类 

36 浙江大学 基于 VR 技术的线上线下心血管危重症虚拟仿真教学研究 黄翯 临床医学类 

37 浙江大学 基于三维重构技术的普外科基础手术仿真教学系统 杨瑾 临床医学类 

38 浙江大学 后牙 2 类洞树脂充填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邓淑丽 临床医学类 

39 浙江大学 纯物质相变化、临界现象观测虚拟仿真实验 刘迎春 化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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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浙江大学 急性肠梗阻临床思维训练的虚拟仿真项目 陈开波 临床医学类 

41 浙江大学 全科医生临床思维虚拟仿真训练项目 黄丽娟 临床医学类 

42 浙江大学 临床实验诊断学虚拟仿真教学课程 张钧 临床医学类 

43 浙江大学 全科门诊接诊能力培训的虚拟仿真 D-C-D 模式研究 吴丽红 临床医学类 

44 浙江大学 波分复用光通信系统虚拟仿真实验 时尧成 电子信息类 

45 浙江大学 热工系统综合实验虚拟仿真平台 杜锦才 能源动力类 

46 浙江大学 分布式电源与储能接入的配电网虚拟仿真实验 王晓菲 电气类 

47 浙江大学 传热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韦真博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48 浙江大学 品牌塑造与形象广告传播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卢小雁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49 浙江大学 斯特林制冷机热力循环实验台（AR+可拆解） 甘智华 能源动力类 

50 浙江大学 海洋工程环境中流体绕流 3D 虚拟仿真综合实验 贺治国 海洋工程类 

51 浙江大学 混合储能系统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肖刚 能源动力类 

52 浙江大学 青贮饲料的加工与调制 王佳堃 动物类 

53 浙江大学 海洋牧场低氧灾害调查监测虚拟仿真 李培良 海洋工程类 

54 浙江大学 基于自动驾驶的人因安全虚拟仿真实验 高在峰 心理学类 

55 中国美术学院 电影摄影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丁炬 艺术学类 

56 中国美术学院 版画虚拟实验教学项目 鲁利锋 艺术学类 

57 中国美术学院 CNC 模型制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项建恒 艺术学类 

58 中国美术学院 基于智能传感媒介的交互设计硬件系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李轶军 艺术学类 

59 中国美术学院 用户画像视觉识别系统虚拟交互实验教学项目 黄晓望 艺术学类 

60 中国美术学院 品牌传播中的交互广告虚拟仿真计实验教学项目 陈华沙 艺术学类 

61 中国美术学院 互动式金属材料虚拟成型与感知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汪正虹 艺术学类 

62 中国美术学院 陶瓷成型工艺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彭倩 艺术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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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中国美术学院 玻璃铸造工艺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郭小燕 艺术学类 

64 中国美术学院 数字化木作成型工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刘轶婷 艺术学类 

65 中国美术学院 产品体验用户行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傅吉清 艺术学类 

66 中国美术学院 叙事性场景建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于墨 艺术学类 

67 中国美术学院 Unity 交互展示设计制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戴少鹏 艺术学类 

68 中国美术学院 交互式艺术智能视觉机械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张晶 艺术学类 

69 中国美术学院 基于激光加工三维雕塑技术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黄忠 艺术学类 

70 中国美术学院 建筑空间体验与分析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钱晨 艺术学类 

71 中国美术学院 基于无人机三维数据采集的虚拟场景实验教学项目 陈立超 艺术学类 

72 中国美术学院 未来书写与虚拟空间转化实验教学项目 杜一晨 艺术学类 

73 中国美术学院 城乡营造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余伟忠 艺术学类 

74 中国美术学院 文创品牌直播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胡惠君 艺术学类 

75 浙江工业大学 植物修复土壤污染虚拟仿真实验 孙建强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76 浙江工业大学 城乡人居空间规划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吴一洲 建筑类 

77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矩阵运算的线性变换虚拟仿真实验 朱海燕 其它类 

78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数字教育馆虚拟仿真 蓝汉林 其它类 

79 浙江工业大学 阿卡波糖工业化发酵生产及其车间设计的 3D 虚拟仿真实训 魏春 生物工程类 

80 浙江工业大学 砼结构试验与安全防护的虚拟仿真实验 王建东 土木类 

81 浙江工业大学 城市园林植物色彩营造仿真实验室 隋艳 艺术学类 

82 浙江工业大学 体育运动中意外伤害现场急救处理虚拟仿真 王小娟 体育学类 

83 浙江工业大学 公共危机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何铨 经济管理类 

84 浙江工业大学 实验室 HSE 管理体系虚拟仿真 叶瑞克 其它类 

85 浙江工业大学 无人机航拍摄影虚拟仿真实验 邵鹏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 29 - 

86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数字技术的业财税一体化虚拟仿真实训项目 雷新途 经济管理类 

87 浙江工业大学 机器人教育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孔德彭 教育学类 

88 浙江工业大学 核辐射及 α 粒子在不同介质中能量损耗的探究 童建平 物理学类 

89 浙江工业大学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虚拟仿真实验 禹鑫燚 电子信息类 

90 浙江工业大学 温室大棚内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智能应用虚拟仿真实验 徐卫 计算机类 

91 浙江工业大学 高密度人居环境小气候感受与空间使用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梅欹 建筑类 

92 浙江工业大学 超大型正铲液压挖掘机工作装置设计与性能虚拟仿真实验 王亚良 机械类 

93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企业决策虚拟仿真实验 蒋敏 经济管理类 

94 浙江工业大学 宏观经济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孙林 经济管理类 

95 浙江工业大学 跨境电子商务实验 顾冰 经济管理类 

96 浙江工业大学 建筑光环境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邰惠鑫 建筑类 

97 浙江工业大学 城市家具与“未来社区”虚拟仿真实验室 梁勇 艺术学类 

98 浙江工业大学 虚拟现实教育游戏用户体验综合评价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左伍衡 教育学类 

99 浙江工业大学 灵芝菌丝体深层发酵及其提取物生产工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何荣军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100 浙江师范大学 跨境电商保税进口虚拟仿真实验 邹益民 经济管理类 

101 浙江师范大学 重大灾害刑事司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李海良 法学类 

102 浙江师范大学 公共关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赵鑫 经济管理类 

103 浙江师范大学 脑电虚拟仿真实验 李新宇 心理学类 

104 浙江师范大学 智慧学习环境的虚拟架构与设计 梁萍儿 教育学类 

105 浙江师范大学 膝关节动态肌力测评与运动处方 叶卫兵 体育学类 

106 浙江师范大学 竞技健美操科萨克跳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高红艳 体育学类 

107 浙江师范大学 剑桥/牛津大学正餐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郑晓红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108 浙江师范大学 广告设计策展场景虚拟仿真 王云虎 艺术学类 

冬天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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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浙江师范大学 全条件摄影虚拟仿真实验 彭纲 艺术学类 

110 浙江师范大学 灾难新闻摄影虚拟仿真实验 林友桂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111 浙江师范大学 虚拟环境下软件系统性能测试实验开发 丁智国 计算机类 

112 浙江师范大学 γ 射线的吸收和物质吸收系数的测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李慧军 物理学类 

113 浙江师范大学 光催化 CO2 还原虚拟仿真实验 赵雷洪 化学类 

114 浙江师范大学 微波消解-ＩＣＰ-ＡＥＳ法同时测定火腿中多种元素虚拟仿真实验 翁雪香 化学类 

115 浙江师范大学 乡村传统文化生态修复虚拟仿真实验 陈志文 建筑类 

116 浙江师范大学 大型钢结构多机器人协同焊接控制虚拟仿真实验 温建明 自动化类 

117 浙江师范大学 大型起重机箱梁智能制造过程虚拟仿真实验 鄂世举 机械类 

118 浙江师范大学 大型精密工程部件成形过程虚拟仿真 李熹平 机械类 

119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十二生肖 ——“龙”虚拟仿真项目 郭建玲 其它类 

120 宁波大学 看守所提审会见仿真实验 赵革 法学类 

121 宁波大学 公共政策互动教学平台---基于数据科学的公共政策虚拟仿真实验 何跃军 其它类 

122 宁波大学 足部形态功能评估与个性化鞋垫生物力学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顾耀东 体育学类 

123 宁波大学 无人机航测遥感仿真实验 孙伟伟 地理科学类 

124 宁波大学 电子薄膜制备工艺虚拟仿真实验 胡子阳 电子信息类 

125 宁波大学 设计万用表虚拟仿真实验 楼慈波 物理学类 

126 宁波大学 甲苯歧化生产安全应急处置与工艺虚拟仿真实验 龙能兵 化工与制药类 

127 宁波大学 美白面膜成份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李天华 化学类 

128 宁波大学 金属材料焊接 AR 仿真教学辅助系统 刘洋 机械类 

129 宁波大学 液态金属成型 AR 教学辅助系统 李锦棒 机械类 

130 宁波大学 测试装置动态特性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娄军强 机械类 

131 宁波大学 门店经营仿真实验 屠建飞 经济管理类 

冬天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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