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关于批准北方工业大学综合工程训练中心等 120 个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通知  

教高函[2013]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解放军总参

谋部军训部： 

  根据我部开展“十二五”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的有关要求，

经学校申报、省级和军队教育行政部门遴选、网上公示，现决定批准北方工业大

学综合工程训练中心等 120 个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下简

称示范中心）。 

  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示范中心的建设，积极推进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为示

范中心建设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充分保障。示范中心要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为根本目标，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完善运行管理机制，优化实验教学

队伍，创新实验教学模式，共享优质实验教学资源，提升实验教学信息化水平，

充分发挥示范效应。 

  地方和军队教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所属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体系建设

力度，健全配套政策，落实支持措施，积极组织所属高校与其他高校国家级、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展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共同探索实验教学改

革新思路、新方法，全面提升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水平。我部将对示范中心的建设

成果和经费支持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我部将于 2014 年继续开展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 

附件： 北方工业大学综合工程训练中心等 120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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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工业大学综合工程训练中心等 120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名单 

地区（军队） 学校 中心名称 

北方工业大学 综合工程训练中心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服饰实验教学中心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水环境实验教学中心 

北京农学院 植物生产实验教学中心 

北京 

北京物资学院 物流系统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天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天津理工大学 机电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河北工业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燕山大学 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河北师范大学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河北农业大学 作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河北 

河北联合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教学中心 

山西大学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太原理工大学 
煤炭资源开采利用与装备工程实验教学中

心 

山西农业大学 植物生产实验教学中心 

山西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内蒙古工业大学 机械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内蒙古 

内蒙古医科大学 中蒙医临床模拟实验教学中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石油化工实验教学中心 

大连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综合实验教学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粮食作物生产实验教学中心 

辽宁 

大连工业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吉林 延边大学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长春理工大学 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

院 
国际语言文化实验教学中心 

吉林 吉林师范大学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哈尔滨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东北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动物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黑龙江 

黑龙江工程学院 测量学实验教学中心 

上海海事大学 航海实验教学中心 

上海电力学院 新能源电力系统实验教学中心 

上海商学院 现代流通实验教学中心 
上海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都市轻化工业实验教学中心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常州大学 现代化工实验教学中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科学与环境气象实验教学中心 

苏州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江苏 

江苏科技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杭州师范大学 音乐与舞蹈艺术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传媒学院 电视编辑与导播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万里学院 生物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 

浙江海洋学院 船海与港航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安徽农业大学 农业生物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安徽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安徽中医学院 中药类实验教学中心 
安徽 

安徽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福州大学 光电信息实验教学中心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化工综合实验教学中心 



福建农林大学 植物病虫害防控实验教学中心 

福建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江西 南昌大学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江西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江西农业大学 动物生产与疾病防控实验教学中心 江西 

江西中医学院 中药学类实验教学中心 

山东科技大学 矿业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山东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烟台大学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鲁东大学 数字化语言文学实验教学中心 

山东 

青岛大学 应用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郑州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河南大学 环境与规划实验教学中心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训练中心 

河南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河南 

河南师范大学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湖北大学 化学与生物学工程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三峡大学 水利与环境实验教学中心 

黄冈师范学院 传媒与艺术实验教学中心 

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印染实验教学中心 

湖北 

湖北工业大学 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心 

南华大学 核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湘潭大学 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业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湖南 

湖南理工学院 电子信息与通信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广东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广东 

广东海洋大学 水产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学科实验教学中心 

广州美术学院 设计技能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广西大学 植物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实验教学中心 广西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海南 海南师范大学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学实验教学中心 

西南石油大学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西华大学 汽车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四川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贵州大学 机械专业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综合实验教学中心 贵州 

贵阳中医学院 中药学（民族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云南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昆明医科大学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云南省 

西南林业大学 林学类专业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西藏 西藏民族学院 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重庆科技学院 石油与天然气实验教学中心 

重庆交通大学 道路与桥梁实验教学中心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西北大学 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西安理工大学 信息与控制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陕西科技大学 轻化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西安邮电大学 信息通信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陕西 

西安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兰州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甘肃 

兰州交通大学 信息与控制工程综合创新实验教学中心 



青海 青海民族大学 通信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宁夏 宁夏师范学院 大学生教师教育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新疆 新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新疆建设兵团 塔里木大学 动物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 

信息工程大学 信号分析与处理实验教学中心 

理工大学 军用网络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空军工程大学 军用导航实验教学中心 

第三军医大学 
军事作业环境损伤与医学防护实验教学中

心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导弹发射与定向瞄准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军械工程学院 弹药保障与安全性评估实验教学中心  

解放军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海战场信息感知与融合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