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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是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是

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主导力量。为实现“推动航天强国

建设、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航天企业集团、成为国家科技

创新排头兵”的战略目标，集团公司不断深化完善创新

体系建设，并始终把校企协同创新作为集团公司创新体

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校企协同创新，是当今世界

主要科技强国推动科技创新，实现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

有机结合、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也是集团

公司有效利用外部优质科技资源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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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二、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实践案例

（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三、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成果

四 关于校企协同创新的体会四、关于校企协同创新的体会

3



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
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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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举措主要举措

（一）设立航天科技创新基金

（二）建立形式多样的校企协同（二）建立形式多样的校企协同
创新平台

（三）实施校企联合的创新人才
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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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一）设立航天科技创新基金

“十一五”起，集团公司面向有学科优势的高校设立了航天科
技创新基金，鼓励高校围绕航天技术发展的需求，开展新概念、

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研究。该基金由高校根据自身的学科

优势和专长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和方向上申报项目优势和专长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和方向上申报项目。

集团公司的创新基金包括集团公司设立的航天科技创新基金

（CASC基金）和下属各单位设立的院级创新基金（CASC基金）和下属各单位设立的院级创新基金。

截止2016年，集团公司的创新基金已向30余所高校发布了截止2016年，集团公司的创新基金已向30余所高校发布了
1400余个项目，总经费近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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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一）设立航天科技创新基金（ ）设立航天科技创新基金

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年） 发布学校（所） 基金课题（项） 总经费
（万元）（万元）

航天科技创新基金 2007 14 568 9974

一院创新基金 2011 16 105 1170

五院创新基金 2006 35 427 5500

上海航天基金 2012 21 328 4500

合计 1428 21144

 加深了企业与高校间需求和能力的了解，凝炼出新的合作方向；
 为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和前沿技术项目的申报 以及联合研究团队

合计 1428 21144

 为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和前沿技术项目的申报，以及联合研究团队
的组成，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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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二）建立形式多样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

集团公司及下属单位与哈工大、北大、清华等十余所高校签署了战

样

略合作协议，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集团公司及下属单位与国内高校联合建立了先进制造技术、卫星导

航技术等35个联合研究机构，与海外高校联合建立了中英先进控制技

术联合实验室、中意产品研发联合实验室等16个海外联合研究机构。

协同创新中心、创新研究院、联合实验室、联合技术中心等形式

多样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为建立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打下了坚多样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为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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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二）建立形式多样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样

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先进航天电子技术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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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二）建立形式多样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样

中英先进控制技术联合实验室中英航天机电系统技术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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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三）校企联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协同高校成立了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由集团公司专家和高校老师协同高校成立了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由集团公司专家和高校老师

组成联合指导小组。在课程设置上充分体现了科学与工程的融合，在

论文标准质量体系中侧重实践创新能力的考察。

 推广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聘请集团公司总师级技术骨干担当研

究生合作导师，负责研究生工程技术实践能力的培养。

使研究生具备了较强的工程技术实践能力，大大缩短了毕业后入职

航天工业部门的技术适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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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举措

（三）校企联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十一五”开始，集团公司面向清华 北航 哈工大 西工大等 十 五 开始，集团公司面向清华、北航、哈工大、西工大等

30所大学设立CASC奖学金；

 向原国防科工委所属的7所院校建立“千人助学计划”，每年约有 向原国防科工委所属的7所院校建立 千人助学计划 ，每年约有

1200名优秀学生受到资助。

增强了学生对航天事业的认识和从事航天事业的荣誉感和自豪
感，吸引了众多优秀毕业生加入到航天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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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
新的实践案例 宇航科学新的实践案例——宇航科学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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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实践案例

（一）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创建和发展

2008年，集团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决定每年投入经费2000万元成立
联合技术创新中心 开展以科研为主的协同创新 解决航天基础 前沿联合技术创新中心，开展以科研为主的协同创新，解决航天基础、前沿

技术储备不足的问题；

2010年6月 共建了我国航天领域第 个多学科融合 多团队协作 产2010年6月，共建了我国航天领域第一个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作、产
学研用一体化研发与应用平台——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

2012年9月 联合国内其它高校组建了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2012年9月，联合国内其它高校组建了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2013年5月，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成为教育部首批认定的
14个“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之14个 2011计划 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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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实践案例

宇航科学与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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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实践案例

（二）凝练协同创新任务、坚持持续投入

创新中心坚持集成高校原始创新优势和集团公司重大工程应用能

力优势，建立需求引领和技术创新驱动结合的创新体系，推动航天基

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无缝连接。

创新中心每年定期召开项目对接和论证会，推动哈工大的创新成

果在集团公司得到充分转化和广泛应用。

集团公司每年为创新中心投入自主创新专项经费1500万，累计
投入6000万，哈工大配套专项经费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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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实践案例

（三）探索团队模式、打造新型创新团队

创新中心在创新团队组建上，实施“两总”制（集团公司选

派总指挥、高校选派总设计师）。和“PI”制（课题组长负挥 高 计师 制 题 负

责制）相结合的模式。

面向重大科技任务采用“两总”
制，“两总”团队承担的重大工
程任务牵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形成了既有专职人员、又有
兼职人员；既有固定岗位，
又有流动岗位；既有高层次牵引 前

的开展。
面向基础和前沿技术研究采用
“PI”制， PI团队的基础研究成

有 岗 有高
领军人才，又有工程技术人
员的管理制度；
构建了高水平、多元化、结PI 制， PI团队的基础研究成

果推动航天重大任务的实施。
构建了高水平、多元化、结
构合理的创新团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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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实践案例

协同创新中 的主要成果协同创新中心的主要成果

 协同创新中心突破了50余项瓶颈和关键技术，并在工程实践中
得到应用 为集团公司新增数十亿元任务得到应用，为集团公司新增数十亿元任务。

 依托创新中心，哈工大与集团公司联合论证的空间环境地面模

拟设施”建设项目获得发改革委正式批复立项 该设施的建设拟设施 建设项目获得发改革委正式批复立项，该设施的建设

将填补我国在此科学研究平台的空白，被列为“十三五”期间

国家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国家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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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实践案例

国家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 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2015年 1项 5项 1项

2014年 1项 5项 1项

2013年 2项 2项

协同创新中心的主要成果创新中 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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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团公司校企协
同创新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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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主要成果

（一）基础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得
到加强到加强

（二）联合攻关研究成果得到应用

（三）吸引并培养了一批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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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成果

（一）基础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得到加强

借助高校基础理论研究和知识创新的人才、学科、

实验条件齐备的优势，很好地弥补了集团公司在基础理实验条件齐备的优势，很好地弥补了集团公司在基础理

论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为解决航天新技术发

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基础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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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成果

（一）基础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得到加强

集团公司与高校联合承担了23项“国家重大基础科研项
目”，取得了一批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性强的基础理

论研究成果。论研究成果

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两项联合研究技术获2013
高等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一项获2014年度中国

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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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成果

（二）联合攻关研究成果得到应用

围绕长期制约集团公司发展的技术瓶颈，通
过与优势高校联合开展研究 集团公司突破了过与优势高校联合开展研究，集团公司突破了一
批关键技术并在工程化上得到了充分应用，促进
了航天装备技术的发展。了航天装备技术的发展。

集团公司与北大联合开展的星载铷原子频标技术的工程化应用研

究，完成卫星搭载试验验证，成功完成了铷钟的工程化研制。

与哈工大共同开展大尺寸超薄金属内衬复合材料气瓶研究，突破

了多项关键技术，并成功应用于多个预研型号的地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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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团公司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成果

（三）吸引并培养了一批创新人才

通过与高校联合开展创新项目研究，引导其
研究领域和学科方向向航天需求靠拢 吸引了一研究领域和学科方向向航天需求靠拢，吸引了一
批基础理论扎实、技术攻关能力强的高校科研人
员积极献身于航天事业。

与哈工大 北航 西工大等10余所高等院校建立了联合培养硕士生与哈工大、北航、西工大等10余所高等院校建立了联合培养硕士生、
博士生渠道，科研人员的科学基础和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近五年来集团公司联合各高校共培养出博士后、博士和硕士160余人。
共3000多名在职人员参加了相关高校研究生学历学位学习共3000多名在职人员参加了相关高校研究生学历学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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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企协同创新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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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企协同创新的体会

（一）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企业与高校在协同创新中，若能将合作内容与国家

需求结合起来，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纽带，把双方之间的

契约关系，上升为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关系，则

更能提高双方的聚合力。通过国家任务的黏合，可以增更能提高 方的聚合力 通过国家任务的黏合，可 增

加企业和高校的使命感，提高合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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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企协同创新的体会

（二）建立完善校企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

校企协同创新天然存在着利益追求及价值取向认识方面

的差异。集团公司坚持“优势互补是前提、相互沟通是基础、

利益共享是根本”的原则，积极完善校企协同创新相关制度，利益共享是根本 的原则，积极完善校企协同创新相关制度，

在资金配套、人才培养、利益分配、信息共享、成果转化等

方面建立了长效机制 使各方权责利明确 为校企间从单方面建立了长效机制，使各方权责利明确，为校企间从单一

技术、单一项目的合作向整体化、长期化、战略化合作的转

障化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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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企协同创新的体会

（三）坚持顶层策划和全面有序推进

在合作技术领域方面，集团公司从“系统创新层、领域方向层、技

术 探索 ” 个 个 实 求术攻关层、探索面向层”四个层面推进，四个层面从现实需求到长

远发展，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技术攻关，从面上合作到深度联合，在

纵向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协同创新技术体系。纵向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协同创新技术体系。

在合作范围方面，集团公司整体规划布局、合理分配资源，将校企

协同创新从“企业出题——高校攻关”的一次性短期合作拓展为包
括搭建联合创新平台、推动成果转化应用、联合人才培养、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等多方面内容的合作构架，在横向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

校企协 创新内容体系校企协同创新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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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束语五、结束语

探索实践具有航天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是 项开拓探索实践具有航天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是一项开拓

性的工作，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今后还将吸取优秀经验，

结合自身实践 继续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大胆实践结合自身实践，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大胆实践，

在校企合作上加强战略策划和管理意识，积极发挥集团

公司引导 保障 服务作用 大校企合作的投 度公司引导、保障和服务作用，加大校企合作的投入力度，

不断增强集团公司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充分发

家 新 系 主 作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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