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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ing system of our
coun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the future society needs
more young people with cre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Therefore, how to trai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with patent is a significant subjec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structu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nt and creativity,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patent teaching
from the aspects of patent course setting, patent innovation system and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ability, so as to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ollege tea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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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高等教育是我国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理应承担起大学生教育工作的责任。
根据国家战略发展要求，未来社会需要更多具有创造意识、创新思维的新大学青年。因此高校如何结合
专利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当前经济结构逐步转型形势下的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本文阐述了专利与
创造力之间的联系，通过从专利课程设置、专利创新制度、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等方面分析目前专利教学
的问题与不足，为高校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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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的推动下，社会经济结构正在逐步转型，由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当代大学生应具备发散思维、创新思想，
学会借助自身的专利成果去提高就业成功率[1]。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发展基地，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供应
新鲜的生力军，其对于大学生创造力培养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如何以专利为媒介构建完整的教学体系，
提升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是高校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2. 专利与创造力的联系
专利是指一项发明创造向国家专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后，经审查合格后，向专利申请人给予的在限
定的时间内对该项发明创造享有的专有权。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即通常所说的“三性”)是一
项发明或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特征，或者是一项外观设计与现有技术不相同[2]。新颖性，
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即在这之前社会上没有出现过的技术发明。创造性，是指与
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实用
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3]。而创造力是指产生新思想，
创造新事物的能力，是成功完成一些创造性活动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创造力的表现很多样，例如创造新
思想，创造新发明，创造新物品，创造新理念等都是创造力的体现。简言之，创造力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创造别人不知道的新的有用的东西。由此可见，创造力与专利的“三性”有明显的共通性，即创新，创
造，实用。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可以通过对专利的了解、学习以及专利的申请、实施来进行，当创造力提
升了，伴随着新想法的涌现反作用于新专利的出现与落地，大幅增加专利的数量与质量，同时进一步提
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因此，用专利作为载体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不
失为一种极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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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利教学的问题与不足
3.1. 专利相关课程教育欠缺
高校课程设置大都重在专业基础课程的授教，对于能够提升学生想象创造能力的课程严重欠缺，课
程内容重在学生职业制造能力的培养，却忽视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开发，这也是现代学生专利意识薄弱及
专利申请意向较低的一方面原因。其实部分高校因为总课时的原因，将专利教育开设为选修课程，但结
果由于宣传力度、课程质量等一些原因导致专利意识仍旧未得到普及，这就使得学生对专利的了解仍如
一张白纸，更不要谈学生对于专利的分析能力及运用能力。据调查报告显示，56.75%在校大学生由于没
有合适项目去申请专利，而还有 12.16%的学生是因为不了解专利申请流程，可见学生对于专利相关知识
的欠缺程度，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些具有创新和专利意识的学生因为不了解专利申请流程而对专利申请望
而却步，或是因为缺乏专利法律法规的相关知识而导致申请专利失败。

3.2. 专利创新制度不够完善
由于一些高校对专利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没有建设完善的专利创新制度，导致学生创新的
积极性较低且相关的创新工作不能够顺利开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专利申请渠道的支持以及专利
申请资金的补贴，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来说专利申请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要想提高学生专利申请
的比例，建设专利创新制度及详实的奖惩制度、制定经济补贴政策至关重要。

3.3. 学生创新创造能力受到制约
创造力的核心就是自主创新，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课程设置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严重缺失。我国传统
的教育活动是以老师为课堂的主体，单方面的向学生进行知识的授讲，强调的是规则的执行与监督，但
在社会发展的今天，这种教学机制的不适应性逐渐凸显出来，它会严重制约学生的创新能力及个性化发
展。现代企业的发展与进步，靠的是新产品的研发与创造，这也是企业资金不断流的保障。因此未来社
会需要具有新思想、新动力的新青年，而不是思想古板、固守成规的毕业生。如果高校在教学机制上没
有实质性的改变，学生的自主性、创新性就发挥不出来，如何将人才培养的重任与引导学生发展自我个
性、走向自我创新两方面相协调起来，需要高校去实践探索，寻找答案。

4. 高校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4.1. 提升学生专利申请及专利意识
现代社会竞争即科技力量的竞争、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培养学生的专利创造申请意识是首先，其
次更要注重学生专利成果转化意识的培养。据 2005 年教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高校每年产生的
科技成果并能够转化并实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的不足 10% [4]。如果专利被申请下来却没有进行落地，
始终停留在纸张上面而不进行实际成果的转化，那么该专利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对此，高校应树
立全新的办学理念，实现教育、创新、效益的和谐统一，将企业引进高校，支持学生创造，成果反哺学
校，学校吸引更多外来企业，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学生也可以从中体会到专利申请到落地过程中的
意义，并逐步具备专利申请及成果转化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激发学生参加到创新活动中的积极性，提高专利迸发的可能性，成
都工业学院设立了创新创业奖，开展青春榜样——“创新创业好青年”的评选活动，用于奖励奖励在学
科竞赛、学术创新、科技创新、创意设计、创业设计、优秀毕业设计、专利、科研项目、公开发表论文
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个人或集体；同时《成都工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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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双创项目给与学生配套经费资助，二级院系给与学生专利成果奖励资助，并在大学生评优、评奖过程
中配套加分、激励制度，从而为学生更好地发挥创造力、进行个性化的学习与进步提供了保障；另外成
都工业学院为学生提供了四川省众创空间、成都市创业科技苗圃、郫都区大学生双创示范基地等双创平
台，方便学生更好地将发明创造转化成科技成果。创新创业类竞赛创办目的重在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能
力，而非让参赛者过分关心比赛的最终名次，成都工业学院“乡村水手”团队的指导老师在项目发展的
过程中，并不是让学生紧跟自己的思路走，而是让学生去找视频、查文献，提出自己的看法与理解，在
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质的飞跃。

4.2. 完善学生管理体系和课程安排
正如前文所述，以教师为课程主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生管理体系的改变，即由“教师单方面授
讲”转变为以“以学生为课堂中心”是学生个性得以展示、创造力得以提升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改变
目前很多高校忽略学生创新创造能力培养现状的重要途径。关于课程安排，可以在专业课课时设置合理
的基础上，选取一些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践类课程，让学生对专利、产权、法律法规等有一些基
础的认识，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专利开发。
学生管理体系的优化和课程安排的合理性对于学生创新意识培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成都工业学
院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在校期间须完成 4 个创新创业必修学分，其中“创新创业
教育理论”课程 2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课程 2 学分，该举措让每个学生“试着去创造，学着去
创新”成为现实；同时学校开展的 SYB 创业培训给“对创业感兴趣、有过创业经历、在创业中遇到困难”
的同学提供帮助，鼓励全校学生去自主创新，进行开放性地研究学习。

4.3. 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师资源
专利这类专业性较强的文书撰写离不开功底扎实、撰写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因此具有新理论、新
思想、新视野的师资队伍是培养大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目前高校的大部分教师并不具
备专利创新的能力，甚至某些教师都没有过申请专利的经历，高校应组织教师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专
利培训，使之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素养。
成都工业学院设有创新创业教研室，其主要负责全校创新创业通识教育课程的统筹安排，和创新创
业教育相关研究工作，做好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工作。教研室全体专兼职教师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不断改革课堂教学方法，拓展实践教学形式，是一支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这为学
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学生在创造创新的道路上保驾护航。

5. 结语
面对国内外社会发展形势，我国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新时期的战略目标。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必定
朝着专利意识的方向前进，因此培养创新人才是对具有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高校的迫切要求。然而，
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是十分复杂的工程，这就要求高校从提升学生专利申请及保护意识、完善学生
管理体系和课程安排、建设强有力的师资队伍等多角度出发，完成高校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高等教
育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保障，高校应肩负起新形势下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国家专利事业的推动责任，
为中国的复兴梦、强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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