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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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81001 北京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北京兆泰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面向新文科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建设 黄文彬

202101050001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慕华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课程地图的医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机制研究 贾金忠

202101057003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教学体系建设思路与应用 汪琼

202101094006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Web前端开发技术与实践课程建设 张齐勋

202101099007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 传染病医院职业安全防护游戏化教学设计 孙玉梅

202101231008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基于数字音乐创作工具的中小学音乐教学活动设计与开

发
汪琼

202101231009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智能化移动平台应用软件开发实践课程建设 张齐勋

202101385006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珍岛信息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营销 赵占波

202101388004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基于知识图谱优化的《数据科学》课程学习路径研究 孟凡

202101094008 北京大学 师资培训
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Web前端开发课程师资培训 夏敏

202101308010 北京大学 师资培训
上海一者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语言智能在技术写作中的应用 高志军

202101099047 北京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 护理实验教学多元化学习环境构建 金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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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312019 浙江中医药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域圆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八纲辨证思维实训系统 刘晓谷

202101331018 浙江中医药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四维生态科技（杭州）

有限公司
“新农科”背景下中药材智能化生产实践基地建设 开国银

202101176001 浙江中医药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

公司

基于问题学习（PBL）的教学模式在临床医学高年级本科
学生创新创业教学实践的研究---“以开发黄酒衍生品改

善人体肠道微生态的实践为例”
陈况

202101023004 浙江师范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北京丰源智通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VR技术的轨道交通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李磊

202101014029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博创尚和科技有限

公司
《工业机器人拆装与调试》新形态教材建设 潘睿

202101057041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农业温室物联网环境监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设计与

应用
楼恩平

202101057040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亚洲古文字书写技能虚拟仿真实验 刘昌玉

202101132026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广州冠岳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设计学类课程教学改革 陈伟龙

202101189004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江苏盛世大运科技有限

公司
移动终端开发技术课程建设 陈彦宇

202101199028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开来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中国百年交通史”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孟凡许

202101199027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开来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大数据与课程思政背景下《世界地理》课程建设与实践 胡伟

202101219028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南京莱医特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荧光蛋白原核表达、提取和鉴定虚拟仿真实验 宗宇

202101299048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南去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
“双创”背景下《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孙芳桦

202101306008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形拓科技有限公司 大型钢结构多机器人协同焊接控制虚拟仿真实验 陈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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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306010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形拓科技有限公司 国外大学正餐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设计内容及应用 郑晓红

202101306009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形拓科技有限公司 前交叉韧带断裂重建术后康复评定 刘玉博

202101311030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佑莘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公众演说与商务谈判 查颖

202101311031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佑莘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理解与发现：融通汉字思维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 俞向军

202101376049 浙江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长春市敏学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外国汉语学习者文学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郭建玲

202101014047 浙江师范大学 师资培训
北京博创尚和科技有限

公司
应用YOLO V5进行道路损伤检测技术 马利红

202101062078 浙江师范大学 师资培训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认证导向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林一钢

202101187013 浙江师范大学 师资培训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机器人故障检测与维护师资培训 骆有东

202101218025 浙江师范大学 师资培训
南京柯姆威科技有限公

司
智慧交通在线虚拟仿真系统师资培训 叶兰杭

202101298006 浙江师范大学 师资培训
上海萌泰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能力提升师资培训项目 李学会

202101306013 浙江师范大学 师资培训 上海形拓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城市背景下基于《村落传统文化生态修复虚拟仿真

实验》的教师基础技能培训
陈志文

202101380016 浙江师范大学 师资培训
浙江衡信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跨境电商税收风险管控教学实践师资培训与研修 刘斌红

202101126064 浙江师范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光辉城市（重庆）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师范大学设计专业3D 交互式虚拟 现实教学综合实

训基地建设
白若甫

202101147040 浙江师范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哈尔滨维特塞尔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婺学童行 蒋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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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27021 浙江师范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南通微爱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互联网+”视域下UI交互设计课程建设与实践 陈彦宇

202101297063 浙江师范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朱欣子

202101299069 浙江师范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南去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对外汉语中级综合课中的实践探索 张瀛

202101301069 浙江师范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乾隆高科技有限公

司
高维计量模型的深度学习方法及其在量化建模中的应用 邓琦

202101067029 浙江师范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在线平台的高校创新创业赋能课程改革 陈乃启

202101132040 浙江师范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广州冠岳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多维协作数字媒体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钟文婧

202101199069 浙江师范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开来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精益设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薛红艳

202101199068 浙江师范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开来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智慧城市共享服务全链路模块化设计实践创业教育改革 薛红艳

202101074001 杭州师范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北京信达嘉鼎科技有限

公司
新文科理念下的跨境电商英语课程建设研究 刘倩

202101078019 杭州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炎凌嘉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STEM探究教学虚拟仿真设计 陆吉健

202101147008 杭州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哈尔滨维特塞尔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数字经济视角下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案例及应用 寿菊萍

202101182024 杭州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鑫隆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数据可视化技术的《金融数据建模与分析》课程教

学改革研究
徐进

202101189002 杭州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江苏盛世大运科技有限

公司
“互联网+”视域下高师声乐教学应用研究 郑伟

202101224008 杭州师范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南京云开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真实项目和典型应用案例的物联网系统设计课程建

设
朱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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