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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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填写 6 位代码。

4.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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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少明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4

学历 博士研究生 学位 博士 电话 13859660287

专业技

术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院长 手机 13859660287

院系 化学与材料学院 电子邮箱 ysm@ndnu.edu.cn

地址 宁德市东侨开发区学院路 1号 邮编 3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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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丙烯酸甲酯虚拟仿真工厂教学系统，教育部高教司 2018 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立项名单，2018-2019

2、新工科背景下特色化工材料专业群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福建省教育厅2018

年福建省本科高校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8-2020

教学研究论文

1、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化学实验室管理平台建设研究，广东化工，2016 年第 21 期

2、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化学专业实验分级教学探讨，广州化工，2016 年第 10 期

3、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化学专业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广州化工，2014 年第 13 期

教学表彰/奖励

1、应用化学实验教学团队(主持)，福建省教育厅，2018

2、第三届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排名第一)，宁德师范学院，2018

3、福建省优秀教师，福建省教育厅，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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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究课题

1、Gemini 表面活性剂诱导的无机介孔纳米颗粒在流体界面的自组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2019-2021，第二。

2、手性配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其二阶非线性光学性能和应用研究，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4.7-2017.7，主持

3、NMP 气体分析方法研究，企业横向，2019 年，主持

4、新型电池隔膜材料研发，企业横向，2018 年，主持



5、电极材料检测方法研究，企业横向，2017 年，主持

学术论文

1、Hydrothermal synthesis, crystal structure and photoluminescence of two

homochiral zinc(II) coordination polymers，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C71,

2015, 618-622.(第一作者)

2、Synthesis, Crystal Structure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Two Zn(II) Coordination

Polymers Base on a Reduced Schiff-base Ligand, Synthesis and Reactivity in

Inorganic, Metal-Organic and Nano-Metal Chemistry, 2015, 1668-1673.(第一作者)

3、Effective removal of 2,4,6‐trinitrophenol over hexagonal metal–organic

framework NH2-MIL-88B(Fe), Appl Organometal Chem. 2019;33:e4580.(通讯作者)

4、Changes of optical transition models caused by crystal structural changes in

CaSe2O5,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 271 (2019) 115-120.(通讯作者)

5、CoNi2S4 Microspheres Prepared by One-pot Hydrothermal Reaction as

Supercapacitor,Chinese J. Struct. Chem. 2019, 83-88(通讯作者)

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1、宁德市管优秀青年人才，宁德市委组织部、宁德市人才办

1-2 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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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少明 化学与材料学院 教授 院长 教学服务

2 黄剑华 化学与材料学院 讲师 系主任

虚拟实验设

计

及实现

3 郑美琴 化学与材料学院 讲师 系副主任

虚拟实验设

计

及实现

4 谢丹华 化学与材料学院 副教授 院长助理 教学服务

5 叶 楠 化学与材料学院 讲师
实验中心

副主任

在线教学服

务

6 黄东南
厦门三维云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总监 技术支持

7 程展鸿
厦门三维云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UE4工程师 技术总监 技术支持

8 何 中
福建省(屏南)榕

屏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师 总经理 技术支持

9 王 威
福建省(屏南)榕

屏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师 总经理助理 技术支持

10 王佳伟 化学与材料学院 讲师
实验中心

副主任

在线教学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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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氧水生产虚拟仿真实习系统

2-2 实验目的

（1）掌握双氧水生产的基本原理和工艺过程，了解化工单元操作过程及其

设备在化工生产中的具体应用，深刻巩固无机化学、化工原理、化学工艺学、化

工制图等理论课程知识，提高学生综合应用专业基础知识的能力和水平。

（2）理解工艺过程的设计原则和化工生产技术的实施，提高工程设计能力，

学会利用 DCS 调节流量、温度、压力和液位等操作参数，掌握简单回路和串级回

路控制的操作方法，深刻巩固化工设计、化工仪表与自动化控制等理论课程知识，

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3）掌握 DCS 和现场联合进行冷态开车操作的要领，了解化工生产的安全

知识，了解双氧水生产冷态停车和紧急事故处理的操作过程，提高学生的工程实

际应用能力。

（4）双氧水生产虚拟仿真实习系统，共 4个学时。通过该仿真项目的操作

练习，解决化学类专业实习中存在的周期短、人员多、成本高、危险性高、走马

观花、实习效果差等系列问题，实现了“实习前能够预习、基地中能够观察、实

习后能够复习”的三位一体实习效果，以助于学生消化相关内容，真正发挥专业

见习（认识实习）的作用，为同学们将来走向社会、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实验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知识点 5个：

1、双氧水的基本性质与用途（基本知识）

过氧化氢的水溶液俗称双氧水，为无色透明液体。过氧化氢的化学式是



H2O2。纯过氧化氢是淡蓝色的黏稠液体，可任意比例与水混溶，在一般情况下会

缓慢分解成水和氧气，但分解速度极其慢。过氧化氢系一强氧化剂，遇更强的氧

化剂如高锰酸钾或氯气时，则呈还原性。它的化学性质活泼，可参与分解、加成、

取代、还原及环氧化等反应。过氧化氢有较弱的二元酸性质，与某些碱反应可生

成盐。

过氧化氢的主要用途如下：①纺织品、针织品、纸浆的漂白；草、藤、竹、

木制品的漂白； ②三废（特别是废水）处理；③有机及高分子合成（可作氧化

剂、催化剂、引发剂、环氧化剂、交联剂等）；④有机及无机过氧化物（如过乙

酸、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甲乙酮、过碳酸钠、过硼酸钠、过氧化钙、过氧化硫

脲等）；⑤电镀液的净化；⑥食品工业中用于消毒、防腐、保鲜；⑦电子工业中

用作表面处理剂；⑧医疗、医药行业中用于消毒；⑨高浓度过氧化氢可用于火箭

推进剂；⑩如建材行业用作发泡剂；、水处理行业用于杀菌和灭藻、化妆品行业

中用作毛发漂白剂和染发剂。

2、双氧水的生产方法（基本知识）

工业生产双氧水主要采用磷酸中合法、电解硫酸法和蒽醌法。

磷酸中合法：⑴用磷酸或磷酸二氢钠将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 pH8.0～8.7，

使生成磷酸二氢钠和过氧化氢的水溶液。⑵使所说的磷酸二氢钠和过氧化氢水溶

液冷却到+5～-5℃，从而使绝大部分磷酸二氢钠以磷酸二氢钠水合物形式析出。

⑶在离心分离器中对含有磷酸二氢钠水合物和过氧化氢水溶液混合物进行分离，

从而使磷酸二氢钠水合物结晶从含少量磷酸二氢钠和过氧化氢水溶液中分离出

来。⑷将所说的含少量磷酸二氢钠和过氧化氢水溶液在蒸发器中蒸发，得到含过

氧化氢和水的蒸汽，而含过氧化氢的磷酸二氢钠的浓盐溶液从底部流出并返回中

和槽。⑸将所说的含过氧化氢和水的蒸汽在分馏塔中进行减压分馏，得到约 30%

的过氧化氢产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A1%E8%93%9D%E8%89%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6%BA%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E9%85%B8%E4%BA%8C%E6%B0%A2%E9%92%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E9%85%B8%E4%BA%8C%E6%B0%A2%E9%92%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E9%85%B8%E4%BA%8C%E6%B0%A2%E9%92%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E9%85%B8%E4%BA%8C%E6%B0%A2%E9%92%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BB%E5%BF%83%E5%88%86%E7%A6%BB%E5%99%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E9%85%B8%E4%BA%8C%E6%B0%A2%E9%92%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E9%85%B8%E4%BA%8C%E6%B0%A2%E9%92%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E9%85%B8%E4%BA%8C%E6%B0%A2%E9%92%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B8%E5%8F%91%E5%99%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0%E6%BA%B6%E6%B6%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9%A6%8F%E5%A1%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9%A6%8F


电解硫酸法：用电解 60%的硫酸，得到过二硫酸，再经水解可得浓度为 95%

的双氧水。

蒽醌法：2-乙基蒽醌在一定温度压力在催化剂作用下和氢气反应生成 2-乙

基氢蒽醌，2-乙基氢蒽醌在一定温度压力下与氧发生氧化还原反应，2-乙基氢蒽

醌还原生成 2-乙基蒽醌同时生成过氧化氢，再经过萃取获得过氧化氢水溶液，

最后经过重芳烃净化得到合格的过氧化氢水溶液，俗称双氧水，此工艺大多用来

制备 27.5%的双氧水，浓度较高的过氧化氢水溶液（如 35%、50%的双氧水）则可

以通过蒸馏得到。

3、蒽醌法制备双氧水工艺原理（虚拟）

氢化原理：以 2-乙基蒽醌为载体，重芳烃及磷酸三辛酯为混合溶剂，配置

成具有一定组成的溶液，简称工作液。将该溶液与氢气一起通入装有触媒的氢化

塔内，于一定压力和温度下进行氢化反应，得到相应的氢蒽醌溶液，简称氢化液。

氧化原理：氢化液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溶液中的氢蒽醌恢复成原来的蒽醌，

同时生成过氧化氢。利用过氧化氢在水和工作液中的溶解度不同及工作液与水的

密度差，用纯水萃取含有过氧化氢的工作液，得到过氧化氢水溶液，即双氧水。

4、主要设备的作用与基本参数（虚拟）

（1）氢化塔（T1101）

①作用：在一定温度压力条件下，氢化塔内的工作液与氢气在触媒的作用下

进行氢化反应，得到氢蒽醌（HEAQ）溶液。

②基本参数：a、规格：直径φ2600mm,总高 H=29315mm,分两节，每节塔上

部都有气液分散器，塔底有汇集器和出料管，并通过塔外连通管与下节塔顶进料

管相连；b、材质：304/Q235-A；c、体积：118.5m3，装填钯触媒约 22.5 吨；d、

填料瓷球体积：约 16.5m3；e、最大操作压力：0.45Mpa。

（2）氧化塔（T12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7%E4%BA%8C%E7%A1%AB%E9%85%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7%E5%8C%96%E8%BF%98%E5%8E%9F%E5%8F%8D%E5%BA%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6%B0%A7%E6%B0%B4


①作用：在一定温度压力条件下，氧化塔内的氢蒽醌溶液与空气中的氧气反

应，得到蒽醌和过氧化氢溶液。

②基本参数：a、规格：直径φ3200mm，总高 H=31500mm,分上下两节塔，每

节塔下部都有气体分散器，上、下塔均有管束插入式冷却器；b、材质：321/Q235-A；

c、全容积：284.5 m3 ；d、设计压力：0.4Mpa。

（3）工作液预热器（E1101）

①作用：将工作液和来自于循环氢化液泵来的循环液混合液预热到需要的温

度。

②基本参数：a、规格：板式换热器，型号：BR0.6CW-1.0-61.8-F-1；b、主

要材质：ANSI316L；c、工作压力：0.6MPa；d、换热面积：61.8m2。

（4）循环氢化液泵（P1101A、B）

①作用：将氢化塔塔底的部分氢化液循环至氢化塔进一步氢化。

②基本参数：a、离心泵，型号：FIJ200-150-400；b、流量：Q=250m3/h，

扬程：H=50m；c、材质：304；d、电机：YB-4B3-75；

（5）氢化液过滤器（X1103）

①作用：滤除氢化塔出来的氢化液中可能夹带的少量触媒粉末和氧化铝粉

末。

②基本参数：a、规格：直径φ2800mm，筒体高 H=3000mm，内有过滤袖筒；

b、主要材质：304/Q235-A；c、总容积：19.2m3；d、工作压力：0.35MPa。

5、冷态开车的特点与作用（基本知识）

冷态开车是指冷开车条件下在短时间内迅速调节相应参数以达到主设备开

车条件，用于系统长期停车或大修后的开车。冷态开车过程使开车介质贯通流程，

开车前后设备工况有较大变化，开车时引进常温介质且开车过程中介质不升温流

转。



2-4 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1、虚拟仿真实验所需设备

（1）软硬件设备

硬件：①PC 安装 Windows 7 以上的高性能图形工作站；②PC 具备启动

Unreal Engine 4 平台的性能；③手机

软件：①开放式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②双氧水生产虚拟仿真实习平台

（2）虚拟场景/模型示意图：按照真实比例建模的双氧水生产虚拟仿真实习

场景、仪器设备、器材和装置。

2、实体实验所需设备

电脑、手机、仿真模型、实习基地现有设备

2-5 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1、虚拟仿真实验材料

（1）使用 3ds Max、Maya、ZBrush、Substance Painter 三维模型制作软

件，制作双氧水生产的虚拟三维数据、搭建虚拟双氧水生产环境的三维模型以及

所用设备的三维模型数据。

（2）使用 Unreal Engine 4（虚幻 4）作为主要开发引擎。

2、实体实验材料

实习基地现有材料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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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用目的

为满足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的建设需要，突破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如：专业见习周期短、人员多、成本高、危险性高等系列问题；传统专业见

http://www.baidu.com/link?url=onyJR65slVmitRS6exX2Voyg1d4EpEMlVc4v2JnRFx8eK2BTIzKucahpiymhcp5_


习过程学生走马观花、无法动手操作、实习效果差、接受知识水平差异化等问题。

基于多种虚拟仿真技术，应用 unreal engine 4 作为主要开发引擎，建设了《双

氧水生产虚拟仿真实习系统》，与《专业见习》相配套开设。通过虚拟仿真实习

操作，降低实习成本，降低实习风险，提高安全性，可无限重复使用，提高资源

利用率；学生实习前可通过虚拟仿真实习的操作步骤进行预习，了解双氧水生产

过程中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工艺过程，提高实习质量。同时实现实习的公平化，

缩短学生之间接受实习教学水平的差异化，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学生

对原理、步骤等的记忆能力，大大提高实习操作质量。

2、实施过程（配实施流程图）

本项目严格按照虚拟仿真实验要求，做到“能实不虚，虚实结合，以虚补实，

以虚促实”，激发学生参与实验的乐趣，真正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工程实

际应用能力。

总体实施过程如下：

学生通过软件自行预习→学生进行虚拟仿真实习系统操作练习（3学时）→

学生到实习基地进行认识实习（1学时）→学生通过软件自行复习

虚拟仿真实习系统练习过程实施如下：

http://www.baidu.com/link?url=onyJR65slVmitRS6exX2Voyg1d4EpEMlVc4v2JnRFx8eK2BTIzKucahpiymhcp5_


3、实施效果

学生可以在任意时间、任何地点对该仿真实习项目进行反复操作直至熟练掌

握。通过训练，与真实环境中的实习虚实结合、相互补充，有效解决了由于周期

短、人员多、成本高、危险性高、走马观花、实习效果差等问题。使学生掌握双

氧水生产的基本原理和工艺过程，巩固学生的理论课程知识，提高学生综合应用

专业基础知识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工程实际应用能力。

2-7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 步）

1、实验方法描述：

项目简介：通过该仿真项目的操作练习，解决化学类专业实习中存在的周期

短、人员多、成本高、危险性高、走马观花、实习效果差等系列问题，实现了“实

习前能够预习、基地中能够观、实习后能够复习”的三位一体实习效果，以助于

学生消化相关内容，真正发挥专业见习（认识实习）的作用，为同学们将来走向

社会、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登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平台网址：ndsf.ll3d.com，点击项目进入，



测试登录账户 xs123，密码 123456。登录后按步骤进行实验操作学习。

2、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说明：

第 1步 触媒的活化

（1）连续向氢化塔送入氮气，使塔内压力达到 0.2MPa。

（2）通过塔底冷凝液计量槽放空阀连续而缓慢地将塔内气体放空，直至从

尾气放空处取样分析，尾气氧含量小于 2%。关闭通氮阀。

（3）开启通氢气阀门，借助自控仪表向塔内送入氢气，控制流量为

100~200m3/h，塔内温度为 20~60℃，活化时间为 20~30 小时，停止通氢，以氮

气置换塔内氢气，并保持塔内氮气压力为 0.2~0.3Mpa。

（4）工作液进入系统。控制氢化塔、氧化塔压力，打开工作液通过管路阀

门，检查各设备的液位，若都已达到要求，即可停止工作液泵（P1401），停止向



系统送入工作液，并维持系统内工作液连续循环运行 4~8 小时。

第 2步 首次开车准备

（5）启动工作液泵

关闭中、下节塔的进出料阀，开启上节塔的进出料阀，并开启上节塔底至氢

化液气液分离器的所有阀门。连续向上节氢化塔顶部送入工作液，并调节工作液

流量，使之达到或接近要求值，运转稳定后，开启氢气进入氢化塔的阀门，以略

高于理论用氢量的流量向塔内送入氢气。

（6）开启预热器冷却水阀门

工作液进塔先经工作液预热器（E1101）预热至一定的温度。

（7）调节工作液流量



连续向上节氢化塔顶部送入工作液，并调节工作液流量，使之达到或接近要

求值，运转稳定后，开启氢气进入氢化塔的阀门，以略高于理论用氢量的流量向

塔内送入氢气。

第 3步 氢化反应

（8）从塔底冷凝液计量槽放空管慢慢将系统中的氮气放空，直至尾气含氢

量达到 70%后，调节尾气至正常放空量。

（9）借 DCS 系统调节氢化塔顶压力，使之保持在 0.3Mpa。

第 4步 过滤氢化液

（10）通过塔内的工作液和氢气，进入塔底氢化液气液分离器，并借助自控

仪表使其液位保持在 1/2~1/3 处。氢化液一起经氢化液过滤器（X1103A/B/C）、

氢化液精过滤器（X1104），滤除可能夹带的微量氧化铝及触媒粉尘，再经工作液



冷却器（E1102），换热后进入氢化液贮槽（V1104），于其中分除夹带和溶解的少

量氢气后，借助氢化液泵（P1102A、B），将氢化液送入 T1201 氢化塔。

（11）经氢化液气液分离器分出部分氢化液，借助循环氢化液泵（P1101A、

B）回入氢化塔（T1101）顶部。由氢化液气液分离器顶部分出的尾气直接放空。

第 5步 取样分析

（12）氢化塔通氢开车后，应经常取样分析氢化效率，严格控制氢化程度，

工作液中 H4EAQ 含量少的情况下，工艺参数要谨慎地控制，以减少蒽醌的降解。

第 6步 氧化塔反应

（13）接到开车指令后（系统己充满工作液），首先，慢慢开启上塔、下塔

的空气进入阀门，控制进塔空气量由小逐渐增大，10~20 分钟内达到要求量，注

意观察各氧化液气液分离器液位，防止从排气口跑料。如有此种情况发生，应调

小空气进入量，情况改善后再慢慢增加，同时应注意氧化尾气温度，防止氧化尾



气中的水结冰。

（14）调节尾气自控阀，将氧化塔底压力控制于 0.22~0.3Mpa。

第 7步 调节液位

（15）调节氧化液气液分离器（V1102）出料自控阀，使分离器液位保持在

1/3~1/2 处。



第 8步 氢化塔通入氢化液

（16）当氧化系统气量、压力都已达到正常值，且操作稳定，同时，氢化液

贮槽液位也已达到合适位置时，启动氢化液泵（P1102A、B），向氧化塔送入氢化

液。

（17）同时，启动磷酸计量泵（P1202A、B），向氢化液泵（P1102A、B）入

口管路送入 1：1的磷酸水溶液，流量为 6~10L/h，以控制氧化液酸度为

0.003~0.006g/L。



第 9步氧化液预冷

（18）开启氧化液冷凝器（E1201A/B）的冷却水，冷却氧化液，以控制氧化

温度在要求的范围之内。

第 10 步 取样分析

（19）经常观察氧化液体的颜色，并定期取样分析氧化效率和氧化液酸度；

定期取样分析尾气氧含量，以决定和调节通入的空气量和进入的酸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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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报告

2-9 考核要求

（3） 考核要求体现虚实结合，具体分数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考核要求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预习（20%） 上网学习虚拟仿真实习系统，系统自动评分 20

系统操作（50%） 基础知识问答 10

设备知识问答 10

生产操作 30

基地实习（10%） 实习表现 10

实习报告（20 %） 目的、步骤是否完整 10

对实验的总结、体会或收获分析到位 10

总分 100

2-10 面向学生要求

（1）专业与年级要求

①应用化学和化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专业见习（认知实习）。

②可以用于环境科学与专业、材料化学专业和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习实训



教学或专业实验。

（2）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具备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学科基础知识，

掌握相关领域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良好的相关实验技能，有基本的三维认识能力，

能够熟练操作电脑，具备独立实验操作能力。

3.实验教学项目相关网络要求描述

3-1 有效链接网址

http://hgxn.ndnu.edu.cn/info/1003/10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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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客户端带宽≥10M。

（2）说明能够提供的并发响应数量（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提供并发响应数量为 500，支持 500 人的队列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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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系统学习端建议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7 及其以上版本操作系统，移动

客户端建设使用 Andriod 5.0 或 IOS 8 以上版本。

（2）其它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服务器要求：服务器系统：linux kernel 4.4 及以上的 Linux 发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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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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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对 WebGl 支持浏览器，显卡要支持 opengl es 2.0 以上。

②Google Chrome9+浏览器支持

③QQ 极速浏览器支持。

④Mozilla Firefox 4+

⑤Apple Safari 5.1+（仅限于 Mac OS X 操作系统，不包括 Windows）

⑥Opera 12 alpha 及以上版本

⑦IE10 以上浏览器支持

⑧搜狗高速浏览器 7.1.5 支持。

用户可以在指定网站下载操作软件，学校提供下载地址

（2）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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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安卓系统 5.0 以上；

②IOS 系统 8.1 以上；

用户可以在指定网站下载操作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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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端：Intel Core i3/i5 双核四线程桌面或移动低电压处理器（或同级双核

x86 构架 AMD 处理器），主频 2.0 GHz，4 GB 内存，硬盘至少留有 2 GB 存

储空间，1 GB 显存的独立显卡。

（2）其它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移动客户端：高通骁龙（Qualcomm Snapdragon）、苹果（Apple）、（海思麒

麟） HiSilicon Kirin 等 ARM 构架双核处理器，主频 1.6 GHz，2 GB RAM，至

少保留 2 GB ROM 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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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其它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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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可以让学生经由互联网加入

实验平台，自主地，有选择性地学习双

氧水生产的相关内容，完成虚拟实验。

教师同样通过互联网和虚拟仿真实验

平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训练情况和考

核情况进行检查和批改，学生和老师可

以通过网络进行互动交流。

同时支撑项目运行的平台及项目运行

的架构共分为五层，如上图每一层都为

其上层提供服务，直到完成具体虚拟实



验教学环境的构建。

实验教

学项目

开发技术（如：3D 仿真、VR

技术、AR 技术、动画技术、

WebGL 技术、OpenGL 技术等）

Bizness Apps 、3D仿真、动画技术、

WebGL技术、OpenGL技术

开发工具（如：Unity3d、

Virtools、Cult3D、Visual

Studio、Adobe Flash、百度

VR 内容展示 SDK 等）

3ds Max、Maya、ZBrush、Substance
Painter、Unreal Engine 4

管理

平台

开发语言（如：JAVA、.Net、

PHP 等）

C++，C♯，JAVA，Html，JavaScript

开发工具（如：Eclipse、

Visual Studio、NetBeans、

百度 VR 课堂 SDK 等）

Visual Studio 2017，IntelliJ IDEA

采用的数据库（如：Mysql、

SQL Server、Oracle 等）

MySQL

5.实验教学项目特色

（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开放运行、评价体系

等方面的特色情况介绍，不超过 800 字。）

1、教学理念

基于学校“为地方发展服务，为学生成长服务”的办学宗旨，解决化学类专

业实习中存在的周期短、人员多、成本高、危险性高、走马观花、实习效果差等

系列问题，实现“实习前能够预习、基地中能够观察、实习后能够复习”的三位

一体实习效果。项目助于学生消化相关知识，真正发挥专业见习的作用。

2、教学内容

http://www.baidu.com/link?url=onyJR65slVmitRS6exX2Voyg1d4EpEMlVc4v2JnRFx8eK2BTIzKucahpiymhcp5_


采用递进式的教学内容，可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需求：

从认知到体验（理论认知→虚拟体验）

从简单到复杂（单元过程→工艺流程）

从虚拟到现实（仿真操作→工程实习）

3、教学方式方法

（1）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前，教师布置任务，让学生通

过虚拟仿真系统进行预习。课中，教师深入讲解基础知识，并进行操作演示；学

生自主进行仿真操作；在熟悉工艺过程的基础之上，学生到实践基地进行双氧水

实际生产系统的专业见习。课后，学生交流学习心得并撰写实习报告。

（2）“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虚拟仿真系统可在线统计学生在学习

中出现的问题，据此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深入讲解，实现虚拟教学与实体实验教学

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互相促进。将线下课堂教学与线上系统学习相结合，全方位提

升学生的预习效果与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通过对比虚拟仿真与现实生产，提升学

生仿真操作的现实感与理解程度，综合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

4、开放运行

以企业生产实际为基础进行教学，可以开放运行于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学，也

可以目标明确地用于相关企业员工的岗前操作培训。还可以开发大众化的科普视

频，缓解普通民众对化学的黑化理解。

5、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由预习、系统操作、基地实习和实习报告组成。预习、系统操作和

实习报告的问答题部分由虚拟仿真系统给出，其它内容由指导老师给出。是主观

评价和客观评价的结合。在线考试模块是开放性设计，教师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增、删题库。

项目实现了知识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科学技术原理与实际生产数据相

互补充，教学方式方法灵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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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面向高校的教

学应用计划、持续建设与更新、持续提供教学服务计划等，不超过 600 字。）



1、持续建设与更新：

加强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建设，为开放共享提供硬件支撑。在现有设备基础上，

新增高端服务器，提高计算机配置和数量，完善师生课堂交互系统等，更好的支

持资源的使用和共享等需求。进一步升级现有仿真平台的在线系统，保障其高效

稳定运行。

提升网络信息化技术水平，完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对服务器及网络带

宽进行扩容，为相关高校提供更大的访问途径。

2、面向高校的教学应用计划：

为更多高校提供虚拟仿真系统共享。已与西部乐山师范学院达成教学资源共

享意向，将继续完善并加强合作。扩大交流，与更多有相关学科的高校开展合作，

为其提供双氧水生产虚拟仿真系统进行实验教学，充分发挥教学资源的作用。

3、面向社会的开放服务计划：

服务于合作企业及其所属集团新聘员工的入职培训。已与福建省（屏南）榕

屛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将本项目系统用于该企业岗前人员操作培训。后

续将加强与该企业所属的福州一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可用于该集团旗下的其

它双氧水生产企业员工的岗前操作培训。

与相关企业合作，拓展应用范围。通过与其它相关企业合作，推广虚拟仿真

系统的应用范围，开展岗前人员操作培训，为企业开展内部员工培训提供更加现

代的技术手段。

4、持续提供教学服务计划：

本项目保证在认定后 1年内面向高校和社会免费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1年

后至 3年内免费开放服务内容不少于 50%，3 年后免费开放服务内容不少于 30%。

7.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签字）：

2019 年 4 月 23 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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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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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需要说明的意见。）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