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关于组织申报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第三批

人才培养类示范基地）的通知

各学院（部）：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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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开展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第

三批人才培养类示范基地）申报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申报条件

1. 申报的产教融合示范基地至少要与 1 家行业骨干企

业、行业协会或产业园区深度合作，具备共同建设、共同管

理、共享成果的基本特征。

2. 企业或合作单位需有专人常年派驻基地开展建设、运

行与管理等工作，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技术创新、员工培

训等成效明显。

3. 与我省数字经济、生命健康和“八大万亿”产业相关

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优先考虑。

二、建设方式

1. 评估认定

建设采取“先立项建设，后评估认定”方式。对立项为

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的，省教育厅将适时抽检，各示范基地每

年 12 月底须提交年度报告。建设期为 2 年，建设期满，经

评估合格予以认定，并授予“高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



地”称号，不合格的予以淘汰。

2. 申报数量和经费资助

按照通知要求，2020年浙江省计划建设示范基地 20个，

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各 10 个，符合条件的高校每校限推荐

申报 1项。通过教育厅专家评议和审核后进行立项建设的基

地，学校将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三、申报程序

1. 学院(部)申报。各学院（部）根据浙江省教育厅通知

要求，按照申报条件，积极组织申报，各学院（部）限报 1
项。请各学院（部）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前将《浙江省高

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立项申报书》（见附

件 1）纸质版及相关支撑材料（包括关于示范基地运行成效

和成果以及相关政策、保障措施、规章制度等其他必要的支

撑材料，装订成册）1份交至行政楼 104室，同时将申报书

和支撑材料电子版（PDF格式）发送至邮箱 yyy@hdu.edu.cn，
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颜曰越，电话：86919137。

2. 专家评审。教务处对照有关条件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

审查，并组织专家对通过资格审查的项目进行评审。

3. 发文公示。教务处对拟申报项目，在校网予以公示。

对公示结果无异议的项目，由学校报送至浙江省教育厅高教

处。

附件：1-1. 浙江省高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立项申报书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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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立项申报书

基 地 名 称 ：

所在学校（盖章）：

合 作 企 业 ：

基 地 负 责 人 ：

浙江省教育厅 制



1.基地概况

示范基地名称

合作企业名称

主要涉及专业

建立时间

基地负责人姓名
专业技
术职务

联系
电话

基地成员

基本情况

学校 企业

总数 高级 中级 其它 双师 总数 常驻 兼职

基地成员简表

序

号
姓名 学历/学位 职称或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备注

1

2

3

4

5

6

7

…



硬件条件
基地面积（M2） 设备总值（万元） 企业投入总值（万元）

近三年来
基地教学
育人成果

（限 300字）

近三年来
基地科研
技术成果

（限填 5项标志性成果）

近三年来
基地社会
服务成果

（限 300字）

制度保障

制度项数 制度名称



2.建设方案（限 1000 字以内）

2-1 目标规划

2-2 建设内容与计划

2-3 企业深度合作

2-4 共享策略

2-5 政策措施

2-6 经费支持与使用计划

2-7 预期成效（需具体指标）



附件 2

关于组织开展浙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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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精神，现就 2020年我校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推荐

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通过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高校与用人单位建立更加紧密

合作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汇

聚企业资源支持高校专业综合改革和创新创业教育，以产业和技

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

企业发展的合作共赢。

二、项目类型

此次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以“高校主导，企业参与，育人

为本”为宗旨，要对接好企业，以育人为首要目标。此次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目主要包括：

1.“四新”建设项目。此项目主要面向高校，由企业或行业提

供经费和资源支持高校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研究

与实践，根据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人才需求，鼓励校企合作办

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深入开展多样化探索实践，



形成可推广的“四新”建设改革成果。

2.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此项目面向高校有关专业

和教师，由企业提供经费、师资、技术、平台等方面的支持，将

产业和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引入教学过

程，通过课程、系列课程及教材的建设，推动高校更新教学内容、

完善课程体系，建成能够满足行业发展需要，可共享的课程、教

材资源并推广应用。

3.师资培训项目。此项目主要面向青年教师，由企业组织教

师开展技术培训、经验分享、项目研究等工作，提升教师的工程

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

4.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此项目主要面向高校，由企业提

供师资、软硬件条件、投资基金等，支持高校建设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实践训练体系、创客空间、项目孵化转化平台等，支

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5.其他类别。

三、企业参与基本条件

1.企业有志于同高校进行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2.企业具有行业内先进的知识、产品、技术和研发体系，能

够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

3.企业成立 2年以上，在所属行业及领域业务稳定，并具有

一定经营规模，原则上注册资金 500万元以上。

4.企业提供专项资金，资助高校开展协同育人，其中新工科

建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支持资金不少于 3万元/项，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师资培训和其他类别项目支持资金不少于



1万元/项。

四、项目申报与管理

1. 我校推荐项目 5 项，博士生培养学院限报 2 项，其他学

院（部）限报 1项。

2. 项目主持人仅限一人，参与人一般不同时参与 2 个以上

项目，有未通过该类项目结题验收的主持人不得申报。

3. 申请人需在申报书中确定合理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研究计划以及预期研究成果。预期研究成果需至少含在中文核心

期刊上发表一篇与研究项目内容密切相关的教学研究论文（标注

浙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资助及项目批准号），其余成果由

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类别自行设定。预期成果作为项目评审和结

题验收的重要依据，请各申请人按实际情况谨慎填写。

五、申报材料

请各学院（部）于2020年11月10日前将《浙江省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申报书》（附件2-1，盖章签字PDF电子版）和《浙

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2-2，EXCEL和

盖章PDF电子版）发送到wangyn@hdu.edu.cn邮箱。

联系人：王玉娜，联系电话:86915014。

附件：2-1.浙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书

2-2.浙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学院（部）申报

汇总表



附件 2-1

浙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书

学校名称：

合作单位：

项目名称：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工作邮箱：

浙江省教育厅 制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新工科建设项目 □新医科建设项目 □新农科建设项目

□新文科建设项目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师资培训项目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

□其他

起止年月

企业名称 规模 资助经费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职务 最终学位

所在学校及院系
邮政编码

电话

教学研究

工作情况

（限5项）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项目

主要

成员

姓名 职称 主要任务 签名



1.项目相关背景和基础介绍

2.项目的特色和亮点

3.项目建设目标



4.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

5.项目预期成果

6.项目实施计划

7.经费使用规划



8.知识产权申明

若立项审批通过，本人郑重承诺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不发生任何形式的抄

袭行为，凡涉及到他人观点和材料，均依据著作规范作了注解或已获得著

作人认可。

项目负责人：

申请日期：

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合作单位意见：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2

浙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学院（部）申报汇总表

学院（部）盖章： 主管领导（签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项目组

成员
联系方式 合作单位

企业资助

经费
预期成果



附件 3

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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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精神，现就 2020 年我校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推荐

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内容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要突出问题导向，重点解决真实

实验项目条件不具备或实际运行困难，涉及高危或极端环境，高

成本、高消耗、不可逆操作、大型综合训练等问题；加强网络化

条件下实验教学规律研究，探索提升实验教学效果的方式方法；

搭建具有开放性、扩展性、兼容性和前瞻性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运行平台；开展在线教学服务或技术支持等，积极发挥对专

业类内实验教学信息化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范围和数量

按照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范围进行省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分类，共 60个类别（附件 3-1）。我校推荐名额 10

项，各专业相应的课程实验教学项目须达到一次实验不少于 2课

时、10个操作步骤以上的基本要求。

立项后，学校经费资助按省教育厅通知精神执行，同时学院



需至少按 1:1经费配套资助。

三、申报材料

请各学院（部）于 2020年 11月 10日前交以下材料。

1.浙江省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申报表（附件3-2，

签字 PDF 电子版）；

2. 2020 年学院（部）推荐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汇总表（附

件 3-3，EXCEL、签字盖章 PDF 电子版）；

3.政治审查意见（WORD、盖章 PDF 电子版）。

学院党委须对项目团队成员情况进行审查，并对项目内容的

政治导向进行把关，确保项目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须由

学院（部）党委盖章。无统一格式要求。

联系人：王玉娜，电话:86915014，邮箱 wangyn@hdu.edu.cn。

附件：3-1.浙江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分类表

3-2.浙江省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申报表

3-3.2020 年学院（部）推荐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汇总表



附件 3-1

浙江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分类表
序号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分类

1 物理学类

2 化学类

3 天文学类

4 地理科学类

5 大气科学类

6 海洋科学类

7 地球物理学类

8 地质学类

9 生物科学类

10 心理学类

11 力学类

12 机械类

13 仪器类

14 材料类

15 能源动力类

16 电气类

17 电子信息类

18 自动化类

19 计算机类

20 土木类

21 水利类

22 测绘类

23 化工与制药类

24 地质类

25 矿业类

26 纺织类

27 轻工类

28 交通运输类

29 海洋工程类

30 航空航天类



31 兵器类

32 核工程类

33 农业工程类

34 林业工程类

3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36 生物医学工程类

37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38 建筑类

3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40 生物工程类

41 公安技术类

42 植物类

43 动物类

44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45 医学基础类

46 临床医学类

47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48 中医类

49 药学类

50 法医学类

51 医学技术类

52 护理学类

53 经济管理类

54 法学类

55 教育学类

56 体育学类

57 文学类（含新闻传播学）

58 历史学类

59 艺术学类

60 其它类



附件 3-2

浙江省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申报表

学 校 名 称

实 验 教 学 项 目 名 称

所 属 课 程 名 称

所 属 专 业 代 码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姓名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电话

有 效 链 接 网 址

浙江省教育厅 制



填写说明和要求

1. 以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 表格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

和缩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 所属专业代码，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0年）》填写 6位代码。

4. 不宜大范围公开或部分群体不宜观看的内容，请特别

说明。

5. 表格各栏目可根据内容进行调整。



1.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1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学位 电 话

专业技

术职务

行政

职务
手 机

院 系 电子邮箱

地 址 邮 编

教学研究情况：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 5项）；作

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时间，不超过 10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 5项）。

学术研究情况：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

作用，不超过 5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 5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

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 5项）

1-2 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2-1 团队主要成员（含负责人，5人以内）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承担任务 备注

1

2

3

4

5

1-2-2 团队其他成员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承担任务 备注

1

2

…

项目团队总人数： （人）高校人员数量： （人）企业人员数量： （人）

注：1.教学服务团队成员所在单位需如实填写，可与负责人不在同一单位。

2.教学服务团队须有在线教学服务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请在备注中说明。



2.实验教学项目描述

2-1 名称

2-2 实验目的

2-3 实验课时

（1）实验所属课程所占课时：

（2）该实验项目所占课时：

2-4 实验原理（简要阐述实验原理，并说明核心要素的仿真度）

知识点：共 个

（1）

（2）

（3）

......

2-5 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2-6 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2-7 实验教学方法（举例说明采用的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

果）

2-8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步）

（1）实验方法描述：

（2）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说明：



2-9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

（1） 是否记录每步实验结果：是 否

（2）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实验报告 心得体会 其他

（3） 其他描述：

2-10 考核要求

2-11 面向学生要求

（1） 专业与年级要求

（2） 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

2-12 实验项目应用及共享情况

（1） 本校上线时间 ：

（2） 已服务过的本校学生人数：

（3） 是否纳入到教学计划： 是 否

(勾选“是”，请附所属课程教学大纲）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是 否

（5） 社会开放时间 ： ，已服务人数:



3.实验教学项目相关网络及安全要求描述

3-1 有效链接网址

3-2 网络条件要求

（1）说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2）说明能够支持的同时在线人数（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3-3 用户操作系统要求（如 Windows、Unix、IOS、Android 等）

（1）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2）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3）支持移动端：是 否

3-4 用户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如浏览器、特定软件等）

(1) 需要特定插件 是 否

（勾选“是”，请填写）插件名称 插件容量

下载链接

（2）其他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

载服务）

3-5 用户硬件配置要求（如主频、内存、显存、存储容量等）

（1）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

（2）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3-6 用户特殊外置硬件要求（如可穿戴设备等）

（1）计算机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2）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3-7 网络安全

（1） 项目系统是否完成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是 否

（勾选“是”，请填写） 级



4.实验教学项目技术架构及主要研发技术

指标 内容

系统架构图及简要说明

实验教

学项目

开发技术

VRARMR3D仿真 二维动画

HTML5
其他

开发工具

Unity3D 3D Studio Max
MayaZBrush SketchUp
Adobe FlashUnreal Development Kit

Animate CCBlenderVisual Studio

其他

运行环境

服务器

CPU 核、内存 GB、磁盘 GB、
显存 GB、GPU型号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Linux其他 具体版

本

数据库

MysqlSQL ServerOracle
其他

备注说明 （需要其他硬件设备或服务器

数量多于 1台时请说明）

项目品质（如：单场景模

型总面数、贴图分辨率、

每帧渲染次数、动作反馈

时间、显示刷新率、分辨

率等）



5.实验教学项目特色

（体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先进性、教学方式方法、评价体

系及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等方面的特色情况介绍。）

（1）实验方案设计思路：

（2）教学方法创新：

（3）评价体系创新：

（4）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6.实验教学项目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本实验教学项目今后 5年继续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服务计划及预计服务人数）

（1）项目持续建设与服务计划：

（2）面向高校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3）面向社会的推广应用计划：

7.知识产权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已登记 未登记

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的，需填写以下内容

软件名称

是否与项目名称一致 是 否

著作权人

权利范围

登记号



8.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所申报的实验教学设计具有原创性，项目所属学校对本实验

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验软件、操作系统、教学视频、教学课件、辅助

参考资料、实验操作手册、实验案例、测验试题、实验报告、答疑、网页宣

传图片文字等组成本实验项目的一切资源）享有著作权，保证所申报的项目

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本人已认真填写、检查申报材料，保证内容真实、准确、有效。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9.附件材料清单

1.政治审查意见（必须提供）

（本校党委须对项目团队成员情况进行审查，并对项目内容的政治导向

进行把关，确保项目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须由学校党委盖章。无统

一格式要求。）

2.校外评价意见（可选提供）

（评价意见作为项目有关学术水平、项目质量、应用效果等某一方面的

佐证性材料或补充材料，可由项目应用高校或社会应用机构等出具。评价意

见须经相关单位盖章，以 1份为宜，不得超过２份。无统一格式要求。）



10.申报学校承诺意见

本学校已按照申报要求对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在校内进行公示，

并审核实验教学项目的内容符合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教

学纪律要求等。经评审评价，现择优申报。

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如果被认定为“浙江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学校将严格贯彻省教育厅的要求，承诺将监督和保障该实验教学项目面向高校

和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不少于 5年，支持和监督教学服务团队对实验教

学项目进行持续改进完善和服务。

（其他需要说明的意见。）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3

2020 年学院（部）推荐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汇总表

学院(部）盖章： 主管领导（签字）：

序号 学院 项目类别 实验教学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主要

成员

联系方式

（手机）

所属专

业代码

有效链

接网址

1

2

3

注：1. 负责人指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

2．所属专业代码，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年版）》填写 6位代码。

3. 有效链接网址指可以直接访问到实验教学项目的网络链接地址，提供专家评审登录账号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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