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 

（一）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科技创新纪实 

“三方四位”“CI”科技人才培育模式构建实践 

——基于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科技创新纪实 

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级

重点职业学校。近年来，学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中职

学校学生“动手能力强，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活动频繁，创新体系不够健全”等诸

多创新人才培养现状，以“国家示范学校”建设为契机，以“科教兴校、科研强

校”为育人理念，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育”为平台，遵循友好合作、互惠互利、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双赢”原则，构建形成了“政校企”“三方”合作产教融

合、“产学研创”“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的“三方四位” 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缩写为“CI”）人才培养模式，积极调动了政、校、企三方参与激

情，明确了各方参与的责权利，规范了现代创新性人才培养行为，在提升科技化、

创新化人才培养方面突出了明显效果，为同级同类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开辟了

路径、积累了经验、提供了范例。 

 



实施背景 

1.国家的要求，职业教育必须重新定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全面进入新时代。新时

代，新起点，新要求，职业教育固有的传统教育观念理念和育人模式已经不能适

应新时代、新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重新审视，科学定位。党的“十九大”指出：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给职业教育的重新定位

明确了新内容，指明了新方向，再次明确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在

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2.行业企业的需求，职业教育必须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导向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紧密合作，共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与行企的合作，大多仅限于对技术含量较低、操作

简单、劳动密集型人才的输送为主要纽带。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行业企业对科技型、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中等职业教育单纯的“产

学结合”、“学技相长”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行业企业的现实需

要，必须在过去的基础上，针对行企要求，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科技开发能力的实用人才，因此，“产”、“学”、“研”、“创”一样都不能少，

构建形成“产学研创”“四位一体”的中职育人新型模式是行业企业和“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的应然要求。 

3.职业院校的发展诉求，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中职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和技术力量的原因，开展科技创新势必孤掌难鸣，必

须借助政府机构政策支持，必须借助行业企业的技术引导，因此，政、校、企三方

必须融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在“产”、“学”、“研”、“创”四个方面着力，构建

形成“三方四位” 协同创新模式，才能培养出时代需要，企业必需，社会满意的



优质实用人才。 

实施过程 

1.抓整合，打造协同创新新环境 

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英县中职校、

大英县育才中学“两校”，成都宝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遂宁英创力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两个深度融合发展的企业和大英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大英县双创中心两

个学生创新发展中心的“两校两企两中心”格局，虽然走出了一条校企、校校、校

地多方深度合作办学的新路子，但在多方融合，合力创新方面，各方相对独立，

资源分散，极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有鉴于此，学校以打造协同创新环境，

营建创新人才孵化摇篮为目标，及时调整思路，狠抓资源整合，发挥各方优势，

凝聚合力，突出效果。 

一是打破“两校两企两中心”的体制壁垒，形成以学校为“主体”，“两企两中

心”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三方协调创新架构，充分利用政校企“三方”教室、

车间、设施、设备等，建立了科技协同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大英县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青少年科学院”，下设“科技园和创业园”两个实施单元。 

“科技园”根据学校专业设置与企业产业对接要求，下设动漫科技作品制作

区、机械科技作品制作区、电子科技作品制作区、汽车科技作品制作区、服装科

技作品制作区和科普基地等 6个分区，主要负责动漫、机械、电子、汽车、服装、

科普等各领域科技创新的规划布局、推进实施等创新发展活动，为学校、行业企

业、地方政府联合创新搭建平台，提供支持服务。 

“创业园”下设科技创业和技能创业两个分区，着力于科技和技能两个方面

创新创业的统筹规划，实施推进，搭建政校企三方合作创业平台。 

二是一基多元，整合社会资源，拓展科技创新新空间。在以政府、学校、学校



“三方”为基础，再以大英“中国死海”、大英工业园区、“卓筒井盐文化”博物馆

等多地多个企业联合建立了青少年科技教育学习基地，引入多元社会因素，形成

“一基多元”协同创新格局，定期组织科技兴趣小组学生前往参观学习，进行实

地科学考察，有效促进了“三方四位”协同创新活动，突出了创新实效，赢得了广

泛的社会声誉。 

2.抓管理，健全协同创新新机制 

（1）打破体制瓶颈，建立健全“三方融合”组织保障机构 

为了保障“三方四位”协同创新模式的顺利实施，在县委县政府和企业的大

力支持下，成立了由校长徐景慧任组长，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企业相关负责人、

行业能手任副组长，学校科技教师、地方政府科技部门、企业能手为成员“三方

融合”的“产学研创”协同创新领导小组，将政府、学校、企业三方人才优势融合

一起，打破各方人员属性管理体制瓶颈，协同推进产学研创各项工作，为三方协

同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2）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形成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机制 

学校把“三方四位协同创新”活动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并给出 3 个学

生，明确要求各专业每周必须开设一节科技创新理论课和二节实践训练课，以此

固化“三方四位协同创新”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形成协同创新规范化常

态化运行机制。 

（3）打造“精”“尖”科技教师队伍，发挥协同创新生力军作用 

一是结合产业，利用政校企雄厚的师资技术力量，政校企共派骨干师资，组

建形成由学校教师、政府管理人员、企业行家组成的“产学研创四位一体”协同

创新精尖“科技教师”队伍，负责科技创新课程、教材、规划策划、活动安排等工

作。 



二是突出“学”和“研”，先后组建“三方四位”“CI”协同创新课程、教材研

发和课题研究团队，加强对创新课程、教材的创新研发，对创新课题的研究。 

三是以学生为主体，打造精品科技社团。学校先后成立了机械、电子、汽修、

机器人、动漫、人文社科等 10余个科技社团，学生参与面达到 60%。 

（4）建章立制，树标立范，规范协同创新行为 

学校先后建立健全了大英县职业中专学校《“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实施

方案》、《关于开展对“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绩效考试的实施意见》

等 10余个管理制度，为规范协同创新行为，调动各方积极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3.抓试点，构建协同创新新体系 

学校本着“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工作思路，按照“以研促产、以产促学、

以学促创、以创促研”产学研创四位一体的工作方法，借力与“两企两校两中心”

的深度合作，以各方优势资源为纽带，统筹课题研究、实训设备开发、技术服务

等系列工作，构建形成现代学徒制“三师三阶段” 协同创新体系（如图），进行现

代学徒协同创新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 

 



4.抓活动，强化协同创新效果 

一是把每周四下午三四节课确定为科技社团实践活动； 

二是明确每月开展一次现代学徒制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主题活动； 

三是每月开展一次“产教融合、协同创新”人才培育活动； 

四是确定每年 12 月举办政校企“科技创新活动节”，展示科技活动成果，强

化科学、人文以及素质教育，提升师生科学素养、人文素质和创新思维。 

五是开通“创意金点子”信箱，每月开展一次“创意金点子”征集活动，每人

提一个“金点子”，将学生电光火石般的优秀的创意点子，进行提炼升华，并借助

“三方四位”协同创新平台，将金点子转化为创新作品，推选参加国省市县各级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5.抓转化，凸显协同创新新效果 

政校企“三方”共建科技成果产业化团队，协作将优秀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为产品，帮助学生从创新到创业，从学徒到老板身份转换。 

案例 1：计算机专业：李海桃团队发明的《分布运算虚拟桌面云》获国家专利，

省一等奖，在大英府院街、蓬溪成龙街分别开设门市部，推销他们科技创新产品，

此产品被川师大、西华师大、企业等多家单位购买！ 

案例 2：汽修专业：唐明国团队发明的《汽车落水逃生系统》作品获省一等奖，

国家专利，在南方宝和汽车维修厂以技术入股生产产品， 

特色创新 

1.“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在体制机制上实现了创新突破 

“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模式立足于“政”、“校”、“企”三方，通过组建

“三方融合”“产学研创”协同创新领导机构，打破各方属性壁垒，构建形成了一

种新型的合作创新体制机制模式，突破了体制机制瓶颈，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一基多元”发展模式，创新了协同创新新格局 

“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模式以政府、学校、学校“三方”为基础，并引

入大英“中国死海”、大英工业园区、“卓筒井盐文化”博物馆等企业多元社会因

素，创新形成了“一基多元”协同创新格局，既增强了自我造血功能，又增强了循

环发展的能力。 

3.“三师三阶段” 协同创新体系，创新了协同创新内容结构体系 

构建形成了“企业师傅为师”、“学校教师为师”、“优秀学子为师”，分层分段

推进实施的“三师三个阶段”完善了协同创新的内容机构体系，系统地规划了协

同创新的目标、内容和监测要点，绘制了协同创新的路线图和行动表。 

取得的成效 

“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实践，取得了“创新了一种体制”、

“培养了一支队伍”、“构建了一个体系”、“形成了一个模式”、“收获了一批成果”、

“形成了一种影响”、“开启了一个新的征程” “七个一”的成效。 

模式的构建实践，创新形成了“三方融合”“产学研创”协同创新体制机制；

培养了一支“产学研创四位一体”协同创新精尖“科技教师”队伍；构建形成了

“三师三个阶段协同创新体系”；固化了“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模式； 

收获了一大批成果：研发出版了《大英中职☆科技创新》、《中职生如何申报

国家专利》等校本教材 5部。完成国家级课题《幸福学校科技特色文化建设研究》、

省级课题《中职校现代学徒制创新实践研究》、市级课题《卓筒井盐文化旅游线路

开发研究》等三项协同创新课题研究；获国家级奖项 51项，省级奖项 158项；获

国家专利 10项；科技创新作品转化为产品服务社会项目 4项。 

学校和协同创新基地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推广示范学校，全国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推广优秀活动示范学校，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



织单位，中国少年科学院四川省分院小院士优秀组织单位。中国少年科学院科普

教育示范基地等诸多荣誉，其先进事迹和优秀案例多次被香港文汇报、四川新闻

网、遂宁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30余次，在全国上下扩展了一种良好的影响，为学

校协同创新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征程。 

发展展望 

“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实践极大地创新了协同创新体制机制

和内容体系，促进了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走向规范化和常态化，但还需进一步完善

推进“教学工厂化、培育同步化、全程项目化、共享无界化”“五化建设”，全面促

进中职教育多元发展。 

 

1.以协同创新为契机，推进实施“教学工厂化” 

充分借助“三方四位”“CI”人才培养平台和创新的体制机制，学校加强实训

基地“工厂化”建设，探索发掘教学与工厂无缝对接的切合点和着力点。 

2.以协同创新为抓手，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实现“培育同步化” 

以“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为抓手，以“三师三个阶段协同创新体系”为路径，

实现创新型人才培育的“同步化”。 

3.以协同创新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教学改革，实现“全程项目化” 

以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为重点，以项目为引领，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教学

内容改革，将以往教师为主的单一育人模式，改变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政企技



能大师为指导，全程共同完成项目化工作任务的“全程项目化”多元育人模式。 

4.以协同创新为载体，促进资源共建共享，实现“共享无界化” 

以协同创新平台为基础，将双创中心科研、企业精湛技能、先进设备、师生

创意构想等多方优势，有效对接，提升转化，实现资源 “共享无界化”。 

作品统计表 

2015年科技创新获奖情况汇总 

集体奖 

1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省级优秀组织奖 

 

2 
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市级优秀组织奖 

个人奖 

序

号 
作品名称 学生 专业 获奖等级 

1 
《汽车落水逃生应急逃生

系统》 

卢鑫 周佳伦 唐

明国 
汽修专业 

国家级小院士

(—等奖) 

2 《分布运算虚拟桌面云》 李海桃 
计算机专

业 

国家级小院士 

(—等奖) 

3 《智能电扇》 张宇豪 电子专业 
国家级预备小

院士(二等奖) 

4 《智能电扇 1》 周佳伦 电子专业 
国家级预备小

院士(二等奖) 

5 《反腐棋》 廖增雄 汽修专业 
国家级小研究

员(三等奖) 

6 《节能减排减进万家》 
黄开洋 

 
汽修专业 

国家级小研究

员(三等奖) 

7 
动漫：《亲爱的，我不能没

有你》 
唐胜峰 

计算机专

业 
国家级三等奖 

8 《桌面云管理系统》 任建频 
计算机专

业 
国家专利 

9 
《汽车落水应急逃生系

统》 

卢鑫 周佳伦 唐

明国 
汽车专业 省 级一等奖 



10 
《智能汽车落水逃生应急

逃生系统》 

卢鑫 周佳伦 唐

明国 
汽车专业 

省级小院士(—

等奖) 

11 《分布运算虚拟桌面云》 李海桃 
计算机专

业 

省级小院士(—

等奖) 

12 《智能电扇》 张宇豪 电子专业 
省级小院士(—

等奖) 

13 《反腐棋》 廖增雄 汽修专业 
省级小院士 

(—等奖) 

14 《节能减排减进万家》 黄开洋 汽修专业 
省级小院士(—

等奖) 

15 《新型毛笔练字帖》 胡琴 汽修专业 
省级小院士(—

等奖) 

16 《化学魔盘》 蒋冬冬 机械专业 
省级小院士(—

等奖) 

17 
《构建绿色城市 共创美好

家园》 
谭艳 汽修专业 

省级小院士—

等奖 

18 动漫：《与鹰的比赛》 代李强 
计算机专

业 
省级二等奖 

19 动漫；《快乐生活》 彭新宇 
计算机专

业 
省级二等奖 

20 动漫：《一个灵魂的呐喊》 李文 
计算机专

业 
省级二等奖 

21 《化学盘》 张宇豪 机械专业 省级二等奖 

22 《字格》 代素强 汽修专业 省级二等奖 

23 《待机节能》 石笑林 代嘉韬 汽修专业 省级二等奖 

24 《机械绘图仪》 陈 情 机械专业 省级二等奖 

25 《分布运算虚拟桌面云》 李海桃 周佳伦 
计算机专

业 
省级二等奖 

26 动漫：《天使》 彭新宇 
计算机专

业 
省级二等奖 

27 《简易防盗报警器》 钱自强 机械专业 省级三等奖 

28 
《构建绿色城市 共创美好

家园》 
岳凯 汽修专业 省级三等奖 



 

2016 年科技创新获奖情况汇总 

2016年集体奖 

2、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推广示范学校 

3、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推广优秀活动示范学校 

4、2016 年中国少年科学院四川省分院小院士优秀组织单位 

5、2016 年 31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单位 

6、2016 年 29届遂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单位 

2016年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评选 

项目名称 学生 专业 获奖等级 

7新型疏通防阻便槽 冯晨曦 机械专业 全国一等奖 

8传统文化玩具 钱虹妃 社科专业 全国二等奖 

9新型接触器型停水自闭 罗炜 电子专业 全国二等奖 

10化学魔方 廖增雄 汽修专业 全国三等奖 

2016年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 

11网络诈骗 李卫 计算机专业 全国二等奖 

12绿色生活 李军 计算机专业 全国三等奖 

2016年 31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项目名称 学生 专业 获奖等级 

13新型疏通防阻马桶 冯晨曦 机械专业 省级二等奖 

14传统文化棋 钱虹妃 汽修专业 省级二等奖 

15接触器型停水自闭 杨昊东 电子专业 省级二等奖 

16基于市电补偿的光伏 罗炜 电子专业 省级二等奖 

17天丹中药材基地药物  汽修专业 省级三等奖 

18新型接触器型停水 罗炜 电子专业 省级二等奖 

2016 年中国少年科学院四川省分院小院士评选 

项目名称 学生 专业 获奖等级 

19新型疏通防阻便槽 冯晨曦 汽修专业 省级一等奖 

20传统文化玩具 钱虹妃 汽修专业 省级一等奖 

21新型接触器型停水 罗炜 汽修专业 省级一等奖 

22化学魔方 廖增雄 汽修专业 省级一等奖 

23化学魔盘 王兵 汽修专业 省级二等奖 



 

2017 年科技创新获奖总汇 

2016年 29届遂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项目名称 学生 专业 获奖等级 

24新型疏通防阻马桶 冯晨曦 汽修专业 市级一等奖 

25传统文化棋 钱虹妃 汽修专业 市级一等奖 

26接触器型停水自闭 钱虹妃 汽修专业 市级一等奖 

27基于市电补偿的光伏 王涛 汽修专业 市级一等奖 

28天丹中药材基地药物 王元 汽修专业 市级一等奖 

29新型接触器型停水 廖增雄 电子专业 市级一等奖 

集体奖 

1 2017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评选活动 省级优秀组织奖 

2 2017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市级优秀组织奖 

2017年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序号 项目名称 学生 专业 省级等级 

3 十二生肖棋 罗炜 汽修专业 全国—等奖 

4 中医棋 钱舟 汽修专业 全国二等奖 

5 24节气扑克 王涛 旅游专业 全国三等奖 

6 化学扑克 邓涪元 汽修专业 全国—等奖 

2017年 30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7 中国传统节气玩具 王涛 旅游专业 市级一等奖 

8 便携式救援器 莫钧程 汽修专业 市级一等奖 

9 化学娱乐玩具 邓涪元 汽修专业 市级二等奖 

10 中医文化棋 罗炜 汽修专业 市级二等奖 

11 防滑防转膨胀钉 罗炜 汽修专业 市级二等奖 

12 时光控开关 罗炜 电子专业 市级二等奖 

13 安置户调查研究 李怡 汽修专业 市级三等奖 

14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谭艳 汽修专业 市级三等奖 

15 
巧妙完成中学氮氧化合

物有关实验 
罗炜 对口高职专业 市级三等奖 

16 别让诚信亮起红灯 刘红春 计算机专业 
 

省级二等奖 



 

 

2018 年科技创新获奖汇总 

17 绿色生活 李欣怡 计算机专业 
 

省级三等奖 

18 树干怎么不是方形的呢 钱舟 计算机专业 市级二等奖 

19 我们要到哪里去 彭国喜 汽修专业 市级二等奖 

20 数显示电子骰子 朱婷玉 电子专业 市级二等奖 

21 信息技术教学创新策略 代新 计算机专业 市级二等奖 

22 科学蓝海在哪里 唐晨睿 汽修专业 市级三等奖 

23 中国传统节气玩具 王涛 旅游专业 市级二等奖 

24 十二生肖娱乐玩具 钱舟 旅游专业 市级一等奖 

2017年四川省第 25届青少年科技铺导员论文征集评选活动 

25 
《 电子技术教学中的科技创新实

践》 
论文 石明伟 

省级二等奖 

 

26 
《基于：幸福文化“的中职科技教育

示范学校建设路径探索》 
论文 徐景慧 

省级一等奖 

 

27 
《“五周四节.幸福校园文化教育与科

技创新教育“浅探》 
论文 王元华 省级二等奖 

28 《化学娱乐教具》 论文 周佳才 省级三等奖 

2017年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 

29 家园 王兵 计算机专业 全国二等奖 

30 绿水青山的记忆 何丽 计算机专业 全国三等奖 

2018年集体奖 

1、2018 年遂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单位 

2018 年中国少年科学院四川省分院小院士评选 

项目名称 学生 专业 获奖等级 

2、《卓筒井盐文化旅游线路开发》 冯晨曦 旅游专业 省级一等奖 

3、《卓筒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 杨雅珊 旅游专业 省级一等奖 

4、《电磁阀停水自闭》 
刘思鳞詹

孟霖 
汽修专业 省级一等奖 

5、《带有氟利昂回收功能的制冷器》 杨雅珊 汽修专业 省级一等奖 



 

 

 

6、《智能风扇》 代嘉韬 电子专业 省级一等奖 

2018年 30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7、《卓筒井盐文化旅游线路开发》 冯晨曦 旅游专业 省级二等奖 

8、《我爱绿水青山》 杨雅珊 计算机专业 省级三等奖 

9、《万紫千红总是春》 代嘉韬 计算机专业 省级二等奖 

10、《卓筒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 杨雅珊 旅游专业 省级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