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教高〔2018〕991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河南省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 2018-2020 年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通知》（教高〔2018〕267 号）和《河南省教

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度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

工作的通知》（教办高〔2018〕518 号）要求，经学校申报、会评

答辩和公示，我厅确定郑州大学局部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胸前腋区等 100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为 2018年度立项建

设项目，现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各有关高校要发挥主体作用，加大经费投入，强化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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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团队建设，完善考核、奖励、监督机制和实验教学效果

评价体系。项目建设团队要在坚持“能实不虚”的基础上加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力度并保持对外联通开放，提供优质实

验教学服务，为全省高等学校提供示范。各高校要积极借鉴和应

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成果，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

实验教学模式，促进实验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我厅将适时组织开

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教学实践与效果、服务质量、

持续更新等方面的跟踪监测和综合评价，对未达标的实验教学项

目，将取消其立项建设资格。 

 

附件：2018 年度河南省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

设名单 

 

 

 

2018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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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8 年度河南省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设名单 
（按照项目申报院校名称拼音排序） 

序号 申报院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类别 有效链接网址 

1 安阳工学院 
航空活塞发动机气缸磨损诊断虚拟仿真

实验 
杨庆祥 航空航天类 http://www.aerosim.cn/admin.html 

2 安阳工学院 机械装置三维建模与仿真实验 王美美 机械类 
http://jxgcxy.bce184.ayqingfeng.

cn 

3 安阳师范学院 第一印象形成的神经机制 王运彩 心理学类 
http://jyx.aynu.owvlab.net/virex

p/xljy 

4 安阳师范学院 
基于 PLC 控制的邮件分拣系统虚拟仿真

实验 
丁电宽 电子信息类 

http://xnfzsy.aynu.edu.cn/conten

t.aspx?cid=3123 

5 安阳师范学院 企业全景运营虚拟仿真实训 刘  君 经济管理类 
http://xnfzsy.aynu.edu.cn/conten

t.aspx?cid=3173 

6 安阳师范学院 虚拟仿真情景心理训练项目 王宝玲 心理学类 
http://xnfzsy.aynu.edu.cn/conten

t.aspx?cid=3127 

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基于 BIM-VR 技术的工程造价虚拟仿真

实验 
张  扬 经济管理类 

http://gc.huel.edu.cn/info/1085/

3228.htm 

8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跨境电商海外仓虚拟仿真实验 潘  勇 经济管理类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

/201920518.html 

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企业运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张  斌 经济管理类 http://49.122.23.51:8080/rt 

http://jxgcxy.bce184.ayqingfeng.cn/
http://jxgcxy.bce184.ayqingfeng.cn/
http://xnfzsy.aynu.edu.cn/content.aspx?cid=3123
http://xnfzsy.aynu.edu.cn/content.aspx?cid=3123
http://xnfzsy.aynu.edu.cn/content.aspx?cid=3127
http://xnfzsy.aynu.edu.cn/content.aspx?cid=3127
http://gc.huel.edu.cn/info/1085/3228.htm
http://gc.huel.edu.cn/info/1085/3228.htm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920518.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920518.html
http://49.122.23.51:8080/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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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院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类别 有效链接网址 

1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郑州航空港国际货运出口通关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 
郭  宏 经济管理类 http://49.122.23.45:8018/login 

11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财税科技应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刘  喆 经济管理类 
http://210.42.225.84:8082/train_

index/common/index.html 

12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企业财务和供应链业务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 
李爱红 经济管理类 

https:/hacz.ningmengyun.com手机

端

http://219.234.80.173/SowerEST/D

ataCenter/Home/login电脑端（需安

装客户端） 

13 河南城建学院 
钢筋混凝土梁受弯性能虚拟仿真实验及

模拟 
张锋剑 土木类 http://xnsy.tmgc.hncj.edu.cn:800 

14 河南大学 薄荷油微囊的制备 康文艺 药学类 http://wnxn.henu.edu.cn 

15 河南大学 动物细胞培养 苗雨晨 生物科学类 http://skxn.henu.edu.cn 

16 河南大学 聚氯乙烯 3D 虚拟仿真系统 柏  䶮 
化工与制药

类 

http://www.obrsim.com:88/?id=hnd

xhxhg 

17 河南大学 上消化道出血病人的护理虚拟仿真实验 李瑞玲 护理学类 http://web.51-x.cn/zb/kq/hl.html 

18 河南大学 
嵩山地区典型地质地貌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 
翟秋敏 地质类 

http://cep.henu.owvlab.net/virex

p/dzdm 

19 河南大学 旋毛虫肌幼虫染色标本制作 王国英 医学基础类 http://yxxnsyjxzx.henu.edu.cn 

20 河南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运维实验教学 王新莉 机械类 http://118.190.24.17/index3.html 

21 河南工学院 变电站倒闸操作虚拟仿真实验 杨  捷 电气类 
http://211.69.0.7/bdz/index1.htm

l 

http://49.122.23.45:8018/login
http://210.42.225.84:8082/train_index/common/index.html（教师账号：%20teacher密码：123456，学生账号：%20student，密码：123456）
http://210.42.225.84:8082/train_index/common/index.html（教师账号：%20teacher密码：123456，学生账号：%20student，密码：123456）
http://wnxn.henu.edu.cn/
http://skxn.henu.edu.cn/
http://www.obrsim.com:88/?id=hndxhxhg
http://www.obrsim.com:88/?id=hndxhxhg
http://web.51-x.cn/zb/kq/hl.html
http://cep.henu.owvlab.net/virexp/dzdm
http://cep.henu.owvlab.net/virexp/dzdm
http://yxxnsyjxzx.henu.edu.cn/
http://118.190.24.17/index3.html
http://211.69.0.7/bdz/index1.html
http://211.69.0.7/bdz/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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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院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类别 有效链接网址 

22 河南工学院 电线电缆拉丝虚拟仿真实验 常文平 电气类  http://211.69.0.7/dllsj 

23 河南工业大学 
LTE 阵列天线与传播模型创新设计虚拟

仿真实验 
樊  超 电子信息类 http://xxxy.haut.edu.cn:8080 

24 河南工业大学 冲压模具拆装及结构分析虚拟实验 刘保国 机械类 
http://w9.sjz137.com/showres.asp

?id=76 

25 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仓储物流园区建造虚拟仿真实验 陈桂香 土木类 http://civillab.haut.edu.cn:8888 

26 河南工业大学 粮油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王殿轩 
食品科学与

工程类 
http://hndx.sjz136.com 

27 河南科技大学 MOS反相器特性仿真实验 宋书中 电子信息类 http://sim.haust.edu.cn/ 

28 河南科技大学 半刚性钢框架拟静力虚拟仿真实验 张  伟 土木类 
http://tmxnzx.haust.edu.cn/info/

1019/1161.htm 

29 河南科技大学 典型釜式反应器安全生产 张延萍 
化工与制药

类 

http://www.obrsim.com:88/?id=hnk

jhgyzy 

30 河南科技大学 塞曼效应虚拟仿真实验 李立本 物理学类 
http://60.174.195.213:2000/SMXY.

html 

31 河南科技大学 移动商务企业虚拟运营项目 邓国取 经济管理类 
http://123.206.230.41/AllPassMBE

O/login.html 

32 河南科技学院 农产品加工技术 3D虚拟仿真实验 魏新军 
食品科学与

工程类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

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50

98 

33 河南科技学院 生活饮用水检验 3D虚拟仿真实验 张裕平 化学类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

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9

19 

http://xxxy.haut.edu.cn:8080/
http://w9.sjz137.com/showres.asp?id=76
http://w9.sjz137.com/showres.asp?id=76
http://civillab.haut.edu.cn:8888/
http://hndx.sjz136.com/
http://sim.haust.edu.cn/
http://tmxnzx.haust.edu.cn/info/1019/1161.htm
http://tmxnzx.haust.edu.cn/info/1019/1161.htm
http://www.obrsim.com:88/?id=hnkjhgyzy
http://www.obrsim.com:88/?id=hnkjhgyzy
http://60.174.195.213:2000/SMXY.html
http://60.174.195.213:2000/SMXY.html
http://123.206.230.41/AllPassMBEO/login.html
http://123.206.230.41/AllPassMBEO/login.html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5098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5098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5098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919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919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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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院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类别 有效链接网址 

34 河南科技学院 
猪养殖虚拟仿真和远程互动实验教学项

目 
胡建和 动物类 

http://xmsyfz.hist.edu.cn:8800/l

abweb/index.html 

35 河南理工大学 矿区地表变形监测虚拟仿真实验 何  荣 测绘类 
http://sslie.hpu.owvlab.net/vire

xp/kqdb 

36 河南理工大学 煤矿爆破工艺虚拟仿真实验 韦四江 矿业类 http://vrblast.hpu.edu.cn 

37 河南理工大学 煤矿事故应急救援虚拟仿真 郝天轩 矿业类 http://www.safeylab.cn/news/8279 

38 河南理工大学 煤矿综掘工作面机械装备虚拟仿真实验 熊祖强 机械类 http://vrproject.hpu.edu.cn/ 

39 河南理工大学 区间与车站信号自动控制虚拟仿真实验 张宏伟 交通运输类 
http://www.403vr.com/lab_007.asp

x 

40 河南理工大学 坐骨神经-腓肠肌虚拟仿真实验 沈军生 医学基础类 
http://yxy.hpu.edu.cn/info/10524

/87029.htm 

41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鸡新城疫的诊断 宋予震 动物类 
http://tmvmc.com:9948/study/stud

y/study_standard.html?id=555 

4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虚拟 3D集装箱码头仿真实验项目 齐云英 经济管理类 http://211.84.215.53:8080/ 

43 河南农业大学 
暗-光联合生物制氢虚拟仿真综合实验

项目 
焦有宙 农业工程类 http://hnndswzq.sxl.cn/ 

44 河南农业大学 农用无人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李  赫 农业工程类 http://hnndzbwrj.sxl.cn 

45 河南农业大学 
食品中脂类物质劣变评价虚拟仿真综合

实验 
黄现青 

食品科学与

工程类 
http://hn.sjz136.com/# 

46 河南师范大学 常减压蒸馏工艺仿真实习 张贵生 
化工与制药

类 

http://ccevslab.htu.edu.cn/weble

arn 

http://xmsyfz.hist.edu.cn:8800/labweb/index.html
http://xmsyfz.hist.edu.cn:8800/labweb/index.html
http://sslie.hpu.owvlab.net/virexp/kqdb
http://sslie.hpu.owvlab.net/virexp/kqdb
http://vrblast.hpu.edu.cn/
http://www.safeylab.cn/news/8279
http://vrproject.hpu.edu.cn/
http://www.403vr.com/lab_007.aspx
http://www.403vr.com/lab_007.aspx
http://yxy.hpu.edu.cn/info/10524/87029.htm
http://yxy.hpu.edu.cn/info/10524/87029.htm
http://tmvmc.com:9948/study/study/study_standard.html?id=555
http://tmvmc.com:9948/study/study/study_standard.html?id=555
http://211.84.215.53:8080/
http://hnndswzq.sxl.cn/
http://hnndzbwrj.sxl.cn/
http://hn.sjz136.com/
http://ccevslab.htu.edu.cn/weblearn
http://ccevslab.htu.edu.cn/web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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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院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类别 有效链接网址 

47 河南师范大学 
淀粉酶高产菌的筛选、诱变、鉴定及应

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陈广文 生物科学类 

http://www.obrsim.com:88/?id=hns

fswxy 

48 河南师范大学 共射共基组合放大电路 詹华伟 电子信息类 
http://ceee.henannu.owvlab.net/v

irexp/gsgj 

49 河南师范大学 
红色场馆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

实验教学项目 
李学志 教育学类 http://www.htu.cn/vsl 

50 河南中医药大学 怀菊规范化栽培 3D虚拟仿真实训 苏秀红 药学类 http://hjh.hactcm.edu.cn 

51 河南中医药大学 
基于智能化的虚实结合吸痰术技能训练

项目 
秦元梅 护理学类 

http://hactcm.misrobot.com/pages

/ostp/self-train.html 

52 河南中医药大学 家兔实验基本操作 李  伟 医学基础类 
http://xnfz.hactcm.edu.cn/jcyx/j

tsy.html 

53 河南中医药大学 头颈部危险穴位针刺安全操作实训 张大伟 中医类 
http://xnfz.hactcm.edu.cn/zyx/TB

ZC/TBZC.html 

54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药百药煎饮片发酵技术 张振凌 药学类 http://byj.hactcm.edu.cn/ 

55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药传统剂型黑膏药的制作虚拟仿真实

验 
王  磊 药学类 

http://xnfz.hactcm.edu.cn/zyx/hg

y.Html 

56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道路线形平纵横组合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李晓克 交通运输类 
http://www.tmjtxn.w2.ncwu.v10.to

p/fzsy/ 

57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典型烟气处理工艺 3D 虚拟现实仿真实

验 
李海华 

环境科学与

工程类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

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4

14 

5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核电厂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开盖及换料

虚拟操作实验 
宋小勇 核工程类 http://123.249.6.171 

http://www.obrsim.com:88/?id=hnsfswxy
http://www.obrsim.com:88/?id=hnsfswxy
http://ceee.henannu.owvlab.net/virexp/gsgj
http://ceee.henannu.owvlab.net/virexp/gsgj
http://www.htu.cn/vsl
http://hjh.hactcm.edu.cn/
http://hactcm.misrobot.com/pages/ostp/self-train.html
http://hactcm.misrobot.com/pages/ostp/self-train.html
http://xnfz.hactcm.edu.cn/jcyx/jtsy.html
http://xnfz.hactcm.edu.cn/jcyx/jtsy.html
http://xnfz.hactcm.edu.cn/zyx/TBZC/TBZC.html
http://xnfz.hactcm.edu.cn/zyx/TBZC/TBZC.html
http://byj.hactcm.edu.cn/
http://xnfz.hactcm.edu.cn/zyx/hgy.Html
http://xnfz.hactcm.edu.cn/zyx/hgy.Html
http://www.tmjtxn.w2.ncwu.v10.top/fzsy/
http://www.tmjtxn.w2.ncwu.v10.top/fzsy/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414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414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414
http://123.249.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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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院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类别 有效链接网址 

59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设计课程空间体验式教学在线开放实验

项目 
李  虎 建筑类 

http://www5.ncwu.edu.cn/jianzhu/

sys 

60 黄河科技学院 导尿术智能在线训练项目 郭晓娜 护理学类 
http://jnzx.hhstu.edu.cn/pages/o

stp/self-train.html 

61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差分放大器特性研究 邵高平 电子信息类 http://1.192.225.181:1901 

62 洛阳理工学院 数字特效合成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曲红升 艺术学类 http://www.litysx.com 

63 洛阳师范学院 电商物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范刚龙 经济管理类 http://www.lynu-fz.cn/ 

64 洛阳师范学院 景区规划与开发 程金龙 经济管理类 
http://sites.lynu.edu.cn/gtly_xn

fz/ 

65 洛阳师范学院 
小学全科教师教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 
晋银峰 教育学类 

http://jyfz.lynu.edu.cn/system/f

zsy.html 

66 南阳理工学院 ZXJ10程控交换系统虚拟仿真实验 薛庆吉 电子信息类 http://47.105.87.81:8021/ 

67 南阳师范学院 BIM装配式建筑构造虚拟仿真 贾  虎 土木类 
http://nynu.owvlab.net/virexp/zp

js（推荐使用 360浏览器） 

68 南阳师范学院 
南阳特色产品出口物流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 
付廷臣 经济管理类 

http://www2.nynu.edu.cn/yuanxi/j

ingg/rcpy/xnfzsys/ 

69 平顶山学院 家兔大脑皮层诱发电位 郑新华 医学基础类 
http://120.27.209.126:8888/pingd

ingshan/danaopicheng/index.html 

70 平顶山学院 导游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贾爱顺 经济管理类 http://lysyzx.pdsu.edu.cn 

71 新乡学院 煤制甲醇及烯烃半实物仿真实训 陈改荣 
化工与制药

类 
http://hgxnfzzx.xxu.edu.cn/ 

http://www5.ncwu.edu.cn/jianzhu/sys
http://www5.ncwu.edu.cn/jianzhu/sys
http://jnzx.hhstu.edu.cn/pages/ostp/self-train.html
http://jnzx.hhstu.edu.cn/pages/ostp/self-train.html
http://1.192.225.181:1901/
http://www.litysx.com/
http://www.lynu-fz.cn/
http://jyfz.lynu.edu.cn/system/fzsy.html
http://jyfz.lynu.edu.cn/system/fzsy.html
http://47.105.87.81:8021/
http://nynu.owvlab.net/virexp/zpjs
http://nynu.owvlab.net/virexp/zpjs
http://www2.nynu.edu.cn/yuanxi/jingg/rcpy/xnfzsys/
http://www2.nynu.edu.cn/yuanxi/jingg/rcpy/xnfzsys/
http://120.27.209.126:8888/pingdingshan/danaopicheng/index.html
http://120.27.209.126:8888/pingdingshan/danaopicheng/index.html
http://hgxnfzzx.xx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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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乡医学院 
基于核心能力培养的护理学虚拟仿真综

合实验 
罗艳艳 护理学类 

http://www.curefun.com/zhiqu_fro

nt/www/experience/experience.htm

l#/caseList?type=6 

73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心脏解剖实验教学 娄  岩 医学基础类 http://118.190.24.17/index6.html 

74 信阳师范学院 离子膜烧碱生产工艺虚拟仿真实训 于永生 
化工与制药

类 

http://cce.xynu.edu.cn/s7/index.

htm 

75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字摄影测量虚拟 牛继强 测绘类 
http://210.43.24.202/chxy/Mappin

g/ 

76 信阳师范学院 营销决策虚拟仿真实验 余根强 经济管理类 http://marketing.xynu.edu.cn/  

77 许昌学院 化工生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仿真实训 徐静莉 
化工与制药

类 
http://fangzhen.xcu.edu.cn/ 

78 许昌学院 置胃管术及应用解剖 刘  彦 护理学类 
http://yxy.xcu.edu.cn/info/1353/

1976.htm 

79 郑州大学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媒介融合实训项目 郑素侠 文学类 
http://116.62.173.127:8080/newse

dit/e5workspace/Login.jsp 

80 郑州大学 
局部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胸前

腋区 
臧卫东 临床医学类 

http://47.93.255.233:1111/zhengd

a 

81 郑州大学 硫磺制酸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李朝辉 化学类 http://222.22.63.185 

82 郑州大学 煤气化及煤气变换和净化生产仿真实训 王训遒 
化工与制药

类 
http://222.22.63.188 

83 郑州大学 
胃大部切除及胃十二指肠吻合术虚拟仿

真训练项目 
赵  松 临床医学类 https://www.wyzlink.com.cn 

http://www.curefun.com/zhiqu_front/www/experience/experience.html#/caseList?type=6
http://www.curefun.com/zhiqu_front/www/experience/experience.html#/caseList?type=6
http://www.curefun.com/zhiqu_front/www/experience/experience.html#/caseList?type=6
http://118.190.24.17/index6.html
http://cce.xynu.edu.cn/s7/index.htm
http://cce.xynu.edu.cn/s7/index.htm
http://210.43.24.202/chxy/Mapping/
http://210.43.24.202/chxy/Mapping/
http://marketing.xynu.edu.cn/
http://fangzhen.xcu.edu.cn/
http://yxy.xcu.edu.cn/info/1353/1976.htm
http://yxy.xcu.edu.cn/info/1353/1976.htm
http://116.62.173.127:8080/newsedit/e5workspace/Login.jsp
http://116.62.173.127:8080/newsedit/e5workspace/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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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郑州大学 洗胃术操作及人文关怀虚拟仿真实验 张  艳 护理学类 http://47.105.87.81:8888/ 

85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杨氏模量虚拟仿真实验 张忠锁 物理类 

http://jx.zzgyxy.com/wljxpt/kcIn

dex.action?kcdm=284752&yhb_id=&k

clmb_id=1&kclmszb_id=14350 

86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DOE试验设计虚拟仿真 张  霖 经济管理类 
http://gsglxy.zua.owvlab.net/vir

exp/prepare_login 

87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PCB 表面贴装生产线全流程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 
陈  宇 电子信息类 http://dztxxnfz.zua.edu.cn  

88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商业银行经营模拟仿真实训项目 王静娅 经济管理类 http://60.205.113.0:7004/ 

89 郑州轻工业学院 四塔精制工艺及装备仿真实训 许培援 机械类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

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1

22 

90 郑州轻工业学院 智能机械制造系统计划与执行综合实验 肖艳秋 机械类 
http://jxfz.zzuli.edu.cn/s/250/t

/991/p/1/c/21140/list.htm 

9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金融 ERP虚拟仿真实验 何  伟 经济管理类 
http://eme.shengda.edu.cn/info/1

034/1297.htm 

92 郑州师范学院 认知加工机制的虚拟仿真实验 晋  争 心理学类 
http://jyxy.zznu.edu.cn/xunijiao

xue/index.html 

93 中原工学院 Vidahouse三维交互空间虚拟仿真设计 孙中华 艺术学类 
http://mooc1.zut.edu.cn/course/2

02219146.html 

94 中原工学院 干涉法测量微小位移虚拟仿真实验 杨林峰 物理学类 
http://60.174.195.213:2000/ZYGGS

F.html 

95 中原工学院 垃圾土室内沉降虚拟仿真实验 边亚东 土木类 http://cj.zut.edu.cn 

http://jx.zzgyxy.com/wljxpt/kcIndex.action?kcdm=284752&yhb_id=&kclmb_id=1&kclmszb_id=14350
http://jx.zzgyxy.com/wljxpt/kcIndex.action?kcdm=284752&yhb_id=&kclmb_id=1&kclmszb_id=14350
http://jx.zzgyxy.com/wljxpt/kcIndex.action?kcdm=284752&yhb_id=&kclmb_id=1&kclmszb_id=14350
http://gsglxy.zua.owvlab.net/virexp/prepare_login
http://gsglxy.zua.owvlab.net/virexp/prepare_login
http://dztxxnfz.zua.edu.cn/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122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122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122
http://jxfz.zzuli.edu.cn/s/250/t/991/p/1/c/21140/list.htm
http://jxfz.zzuli.edu.cn/s/250/t/991/p/1/c/21140/list.htm
http://eme.shengda.edu.cn/info/1034/1297.htm
http://eme.shengda.edu.cn/info/1034/1297.htm
http://jyxy.zznu.edu.cn/xunijiaoxue/index.html
http://jyxy.zznu.edu.cn/xunijiaoxue/index.html
http://cj.z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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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中原工学院 流体传动虚拟仿真实验 安向东 机械类 http://lt.zut.edu.cn 

97 中原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模拟仿真实习 黄新春 经济管理类 http://47.104.58.176:8092 

98 中原工学院 数字漫游 VR虚拟仿真拍摄实验 高  琳 艺术学类 
http://mooc1.zut.edu.cn/course/2

02225863.html 

99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服装与纺织品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 
牛玖荣 艺术学类 http://fzfzsy.zcib.edu.cn 

100 周口师范学院 工业机械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刘奎立 电子信息类 
http://xnfzsyjx.zknu.edu.

cn/ 

 

 

 

 

http://lt.zut.edu.cn/
http://47.104.58.176:8092/
http://fzfzsy.zcib.edu.cn/
http://xnfzsyjx.zknu.edu.cn/
http://xnfzsyjx.zknu.edu.cn/


 — 12 —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8 年 11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