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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之路 

 

一、怎样认识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教育 

      国家的政策 

二、怎样认识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教育 

三、怎样开展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教育 

四、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教学体系 

五、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内容介绍 



一、怎样认识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教育 

思考：创新的重要性  发明创造教育的重要性 

  十九大报告告诉我们 

             创新很重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 

        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发明创造教育的重要性 
 国家层面：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二）完善发展理念。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
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
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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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的重要性    

   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6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从2016年起所有
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对全体学生开发开
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对
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开设创业指导及实训类课程。对
已经开展创业实践的学生，开展企业经营管理类培训
。要广泛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支持高校学生成立
创新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社团，举办创新创业讲
座论坛。高校要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并在现有相关
评优评先项目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表彰在创新创业方
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创新的重要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从开设创新创业必修课、允许学生休学创

业，到加强教师创新创业教学能力，打出了一
套涉及高校课程、考核、师资建设等的改革“
组合拳”。 

 

 



         200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作了
最为明确、准确的表述：“实施素质教育就
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
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
发达的持久动力，没有创新的民族是难以自
立于世界之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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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61）制定培训规划，广泛开展对党政领
导干部、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文学艺术创作人员、教师等的
知识产权培训。 
    （64）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
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
制定并实施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计
划，将知识产权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体
系。 
  

11 







《中小学生的创造发明》培养学生的素养： 

 

1、科学精神： 

     创新的人格、道德、心理。 

2、学会学习： 

     学会思维，学会思维的方法，学会用思
维结构思考问题。 

3、实践创新： 

     学会创新的方法，学会发明的方法，学
会把想法变成现实 

 

  



创新思维与发明创造教育的学科定位 

        教育既要教给学生做人，又要教给学生做事，教给学生学会求知、合
作、生存与发展。 

        做人就是培养人的人格、道德、心理、科学精神的成长与发展，俗称
厚德载物。  

       做事就是教给学生学会学习，实践创新，学会求知、合作、生存与发
展； 

       学校教育教给学生知识和基本素养。 



二、怎样认识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教育 

 

   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发明创造教育！ 

 

    不要羞羞答答，要创新就是发明创造，这
才是创新的方向！ 

   



原因之一： 

    中兴事件告诉我们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中国企业要有创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必
须尽快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
被别人卡住这个命门。 

   我们的教育必须培养发明创造人才  



原因之二： 

    大家都在发明创造，我们必须超过国外才
行，怎么办？ 

    我们的发明创造教育必须高起点起步，必
须高层次发展，还要跑步发展。 

   好比：我们在和国外赛跑。国外开的是汽
车，我们骑自行车，我们永远赶不上，怎么办
，只能开汽车，昼夜跑，才能赶上超过。 



原因之三： 

  我们的创新教育必须是以发明创造为方向。 

    在创新上可以是任何学科都创新，但是在
创新教育上，我们是以发明创造为方向的创新
教育。 

    让所有的学生都拥有创新能力，并以发明
创造作为教育的方向和考核的标准。 

    学生拥有创新能力后可以把这种能力和自
己的专业结合，在各个方向上实施创新。 

       



三、怎样开展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教育 

 



我们的思路是：实现特色办学 

 

普及：对所有的学生实施普及。 

          

提高：普及后，选拔出二类学生，一是对创新
教育感兴趣，有感觉的学生，二是选拔出有创
意的学生，对选拔出的学生进行提高培训。 

  对高中学校，再选拔学生时增加一条，选拔
出年级前200名左右的学生，合计选拔出300名
左右的学生进行提高培训。为自主招生服务。      

    这些学生可以以社团的形式活动。 

 



小学：可以和综合实践，科学，信息技术，美
术等结合。 

初中：可以和综合实践，信息技术等结合 

高中：可以和综合实践，研究性学习结合，可
以作为研究性学习的发明创造研究。 

    通过提高培训，让所有的学生都有创意，
并且越多越好，给每个学生建立学习档案，对
达到专利标准的发明实施专利申请，可以转让
的作品实施转让。 

   高三时可以综合实践活动成果的名义参加
自主招生。 



教育厅2019年工作要点发布，今年重点做好29

件事 

0８：继续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研究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标
准，改进教育评价指挥棒。研制中小学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实施指导意见，加强课程、实施和
评价机制建设，加强劳动实践教育。推进特色
高中、综合高中建设------推进高中教育多样特
色内涵发展。 



四、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教学体系 

      

        怎样进行发明创造教育 

  我们的思路是： 

       先确定创新、创新能力等的概念，明确发

明创造教育能够实现的转变，确定创意的方向
，更好的指导发明创造教育工作。 

      



关于创新、创新能力等的概念 

   1、什么是创新？ 

   2、什么创新能力？ 

   3、创新能力的知识结构 

   4、大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1、什么是创新 
           创新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社会、组织、产品

等发展的需要，在现有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思维
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思维的变化，采用此前已有或
未曾用过的知识，技术，手段等，按照创意的方向
或为满足某种需求，实现某种效果，达到某种标准，
通过发现、更新、创造、改变、实施、制作等方式，
提出的具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或个人价值的有别
于常规的新观念、新理论、新概念、新思路、新创
意、新方法、新产品等的活动。 





          创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创新

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创新的结果是无限的
产品创新只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创新的核心是人的创新观念和意识，创

新习惯的形成，思维能力的提高，创新的载
体是人的思维能力，创新的方向反映的是人
的想象力，创新的层次取决于创新者的知识
结构，创新的实施要靠人拥有的各种能力。 



2、什么是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指在创新活动中为了实
现创新目的人们必须拥有的能力。 

        

3、创新能力的知识结构 

     1、创新意向、创新品质结构 

     2、思维层次结构 

     3、知识结构 

     4、能力结构 





我们的发明创造教育就是给学生建立创新能力
知识结构： 

（1）创新意向 

     创新品质：          我能行 

（2）思维结构：          我会想   

（3）知识结构：    

       发明的知识结构    我会做  

       专业知识结构      高层次 

（4）能力结构： 

       说、写、做，      出成果 



      创新从改变开始 
      

      1、人人都能创新 

      2、创新教育可以教，创新可以学          

      3、发明创造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4、创新的核心是人的思维变化 

            创新是指思维结果的相对性 

      5、创新成果是有层次的 

      创新成果的层次取决于创新者的思维、知识、
能力结构的层次。     

        

         





创新人才应该拥有的知识结构 



    创新思维与发明创造教育课程的特点 

        创新思维与发明创造教育课程具有横断性
的特点，也就是他可以和任何学科结合，在任
何学科的发展方向上进行创新与发明。 

 



发明创造教育实现的转变 

 



1、创新教育的方向和标准： 

  以发明创造为方向的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效果的体现： 

      （1）学生思维结构的改变 

      （2）学生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3）学生能提出创意。 

 

     创意                     创客 

 产品创意（3种专利）    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 

非产品创意（16种类型） 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 

      创客教育的核心是创新教育 

   



2、发明创造教育的四个突破： 

   无到有： 

      一是从不能提出创意，到能提出创意。 

    有到优： 

      二是提出的创意数量多，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优到质： 

      三是提高创意质量，有的创意具有专利水平，有的创意具
有创业水平。 

    质到专： 

      四是创意的方向和专业结合，在专业领域方面实施创新。   

      

       核心是思考问题的能力，思维的结构层次。 
 



发明创造教育的四个改变 

   
  我能行： 

      一是拥有创新观念、意识，创新意向，创新品质，改变
对创新的认识。 

  我能做： 

      二是提高学生的思维结构、能力结构。  

  我会做： 

      三是掌握发明创造的知识结构，遇到发明创造的问题知
道怎么做！ 

  我创造： 

      四是学会将创新与自己的专业结合，在专业上创新！ 

 



3、发明创造教育的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创意从无到有，解决的问题是观念和意

识，掌握思维结构，创新结构。 

 

  第二层次：创意从1到N,也就是创意的数量，解决
的问题是如何快速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第三层次：创意可以申请专利，也就是创意的质量
，解决的问题是掌握创新的标准，拥有一定层次的
知识结构。 



  第四层次：创意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也是创意的质
量，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拥有更高层次的知识。 

 

  第五层次：发明变成产品，把想象变现实，解决的是
动手实践能力。 

 

  第六层次:把产品推向市场，解决的是创业能力（实
体创业，还有其他创业类型）。 

 

  第七层次：实现创业，取得效益，创业成功。 



 关于创意 

      

  （一）什么是创意呢？汉语大辞典的解释： 

   创意： 

    （1）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 

    （2）提出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 

   由这两个基本解释我们可以把创意理解为： 

  “创出新意”,即所创出的新意或意境。 



  （二）创意的来源： 

 

     是人的大脑的创新思维活动。 

    

 



1、创意的方向： 

     提出创意应该涉及创意的方向，但创意
的方向没有限制。 

  （1）可以与现有的任何行业结合。 

   比如与文化产业结合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企业结合，就

是对现有企业产品的创意提升、企业营销、管理等的创新。 

    宏观上创意更可以与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
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等结合。 

    微观上更可以与企业的现有技术、产品、营销、管理、体
制、机制等结合，社会环境中的管理方法等结合。 

    



  （2）创意还可以无中生有，超越现有学科，
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  

  

    科幻小说 

    科幻画 

    科学设想 

     …… 



（三）创意的呈现 

     

    有了创意，必然涉及到创意的呈现方式，
涉及到创意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创意的类
型，我认为可以把创意分为： 

      

   1、不涉及产品的创意---想法 

   2、涉及产品的创意---发明 

 



（四）不涉及产品的创意类型： 
     其特点是这些创意就是一个想法，这些想法涉及的方向

包罗万象，有些想法无法确定学科，甚至超越了人们的现有
认识水平，一般主要有以下几种创意类型： 

   1、前瞻（超前）创意    2、颠覆式创意  

   3、无中生有创意        4、一种设计  

   5、一个猜想            6、一种发现  

   7、一个预言            8、一种假设  

   9、一种模型            10、一个概念  

   11、一种媒介展现       12、一种发展思路  

   13、一种活动方案       14、一个想象 

   15、极限思考           16、其他想到的任何方向 

 

 



（六）涉及产品的创意类型 

          

          这类创意一般是以技术方案形式呈现，这

些技术方案的类型可以按照专利法所讲的三种
专利类型区分涉及产品创意类型：也就是符合
发明的创意方案，符合实用新型的创意方案和
符合外观设计的创意方案。 

   结果是：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涉及产品的创意还可以分为可以申请国防
专利的创意方案，可以申请PCT专利的创意方
案。 



 涉及产品的创意还有一下几种呈现形式： 

（1）国防专利，凡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可
以申请国防专利。 

（2）PCT专利，如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还需要
考虑申请国外专利。 

（3）保密技术，对有些技术有时还需要通过
保密技术实施保护。 



（七）创意与专利的关系是 

      

     创意不一定能申请专利 

     但专利一定是创意  

     先有创意，在所有的创意中，依据专利
法的不同标准可以申请不同类型的专利。 

 

 



（八）创客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是
指出于兴趣与爱好， 

   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 

   创客是把创意变为现实的实践者。 

   我们的创新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给学生如何提出创意，然后教给学生如何把
自己的创意变成现实，成为创客。 

 

 



（九）创新、创意、创客、发明、专利之间的关系 









五、中小学生的发明创造内容介绍 

 







基于《创新思维与发明》开
发的课程体系 



高中18、36、54课时的内容 

 

初中32课时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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