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启动 2015 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虚

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建设单 建设工作的通知 

辽教发[2015]111 号 

 

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 部 关于“十 五”期间 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教学改革工程”

的意见 教高[2011] 6 号 和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 厅关于印发 “十 五”期间辽宁

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 质量提高工程的 施意见 辽教发[2011]105 号 精神，

按照 辽宁省教育厅 公 关于做好 2015 度普通高等学校省级虚拟仿真 验中心 建设

单 申 工作的通知 辽教 发[2015]47 号 的 排， 厅组织开展了 2015 度辽宁

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建设项目 的申 工作 经学校 优 荐 网

公示 专家评审和厅长 公会 意，批准 50 个省级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建设项目

启动建设 将 关 通知如 ： 

虚拟仿真 验教学是高等教育信息 建设和 验教学示 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学科专业 信息 术深度融合的产物 项目 担学校和项目 人要高度重视 验教学信

息 和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建设工作，充分认识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 强虚拟仿真优质

验教学资源的建设 开 共享，完善虚拟仿真 验教学管理共享 台建设，优 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管理体系，提升虚拟仿真 验教学队伍教学和管理能力，提高 验教学管理信

息 和支持服 信息 水 ， 全省高校提供共享 果，发 示 和辐射作用  

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建设周期 般 1 ，建设项目要填写 辽宁省普通高等

学校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建设项目 任 书 件 2，以 简称 任 书 ，并

厅备案 备案 ，项目 担学校要按照 任 书 开展建设工作， 厅将根据 任 书

进行中期检查和验收  



项目 担学校应在学校网站设立“虚拟 验教学中心建设项目”专栏，对外公布项目

的建设内容 施方案和进展情 等相关信息， 强对建设 果的 传 广，充分发 项目

的示 作用 网站专栏的建设 运行和维 情 将作 项目中期检查和验收的内容 依据  

四 厅将向各建设项目 付 定的支持资金，各建设项目 在学校应按照 于 1：

3 的比例提供配套资金，确保专款专用， 强对资金使用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项目

建设期间， 厅将对建设资金使用情 进行 定期检查，如发 截留 占 挪用资金，

管理 善等情 ，将对试点专业 在学校和相关 任人做出处理， 时追缴被挪用的全部资

金 相关人员要增强自觉遵 国家 经纪律的 任感， 动接受 厅及学校审计 监察

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发 问题及时纠正  

五 各建设项目请于 2015 9 1 日—15 日，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台” www.upln.cn ，进入“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 践教学管理 资源共享 台”填 任

书 ，并 传 PDF 文件  

联系人：李勇江，联系电话：024-86891936  

  

   

辽宁省教育厅 

2015 7 1 日 

 

 

 

 

 

 

 

 

 

 

 

 

 



附件 1： 

2015 年辽宁省普通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建设项目 名单 
序

号 
中心 称 人 在院校 

所 土木水利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陈廷国 大连理工大学 

2 软件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罗钟铉 大连理工大学 

3 基础物理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李雪春 大连理工大学 

4 物理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孙维民 沈阳工业大学 

附 境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李润东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际 经济管理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赵礼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陆 物理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刘勇进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8 料 型虚拟仿真 验中心 李玉海 沈阳理工大学 

9 料 金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姜 发 东 大学 

所政 采矿 岩土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杨天鸿 东 大学 

所所 
工业生产管 体 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

心 
李鸿儒 东 大学 

所2 电子信息 制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孙红  辽宁科 大学 

所3 煤矿 全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刘  剑 辽宁工程 术大学 

所4 石油 天然气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吴  明 辽宁石油 工大学 

所附 石油 工装备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任建民 辽宁石油 工大学 

所际 料科学 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张连红 辽宁石油 工大学 

所陆 过程 装备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金志浩 沈阳 工大学 

所8 料科学 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方庆红 沈阳 工大学 

所9 电子信息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王贵  沈阳 工大学 

2政 轨道交通 料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杨   大连交通大学 

2所 
铁道信号 电气 制虚拟仿真 验教学

中心 
李卫东 大连交通大学 

22 
软件服 外包综合 训虚拟仿真 验教学

中心 
梁  旭 大连交通大学 

23 信息科学 术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少  大连海 大学 

24 物理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张 辉 大连海 大学 



序

号 
中心 称 人 在院校 

2附 电子信息 通信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王智森 大连工业大学 

2际 服装设计 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潘  力 大连工业大学 

2陆 艺术 科 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李  波 大连工业大学 

28 电气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孙丽颖 辽宁工业大学 

29 机械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曾  红 辽宁工业大学 

3政 
智能配电网 分布式电源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王立地 沈阳 业大学 

3所 水产养殖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常亚青 大连海洋大学 

32 临床药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魏敏杰 中国医科大学 

33 口腔医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马红梅 中国医科大学 

34 临床医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姜华  辽宁医学院 

3附 药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李东辉 辽宁医学院 

3际 基础医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朱  亮 大连医科大学 

3陆 口腔医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王  福 大连医科大学 

38 临床 能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石  岩 辽宁中医药大学 

39 制药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侯晓虹 沈阳药科大学 

4政 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王长生 辽宁师 大学 

4所 软件工程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任永  辽宁师 大学  

42 
沈阳师 大学经济管理虚拟仿真 验教学

中心 
李  锋 沈阳师 大学 

43 国 经济 管理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赖忠孝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44 网络 通信 术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立南 沈阳大学 

4附 理学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力彬 大连大学 

4际 
制药工程 术 生物工程 术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冯 民 大连大学 

4陆 企业运营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刘晓东 大连民族大学 

48 机电工程 自动 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徐国凯 大连民族大学 

49 兵器类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杨秀英 沈阳工学院 

附政 理临床 能虚拟仿真 验教学中心 淑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