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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运营（TTCO）高级研修班 

（第一期） 

招生简章 

 

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运营（TTCO）高级研修班是由知本时代（北京）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技术交易所、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中心共同发起，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学者以

及行业专家组成的优秀师资力量，联合打造的面向科技成果转化、专

利运营、产业园区升级、科技投融资等领域的系统化高端培训班。 

通过课程学习、教练指导、参观考察、项目实操、课题研究、线

上活动、线下沙龙、对接学历教育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学员理论和

实操能力，倡导构建学员终生学习的知识社区和职业发展的资源平台。 

 

一、 背景介绍 

在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大背景下，专业技术转移人才及掌握

相关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社会多个行业的共同需求，急需建

设一支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专业人

才队伍。在此背景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中国技术

交易所、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中关村意谷（北京）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等行业内知名机构，经过认真筹备，于 2016 年开设

了公共管理硕士MPA(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运营方向)并于当年开始招生。

在此基础上推出的 TTCO 高级研修班，有效补齐了现有培训项目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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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质量参差等短板，又避免了学历教育考试门槛高、学习周期长等

难点。培养方案将统筹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的优势进行课程设置，并

为优秀学员提供奖励计划，还将构建技术经纪人 TB(Technology 

Broker)俱乐部，为学员搭建汇聚各类行业资源、人脉的学习社区。 

 

二、 项目特色和优势 

1、海内外专业师资授课，系统学习，全面提升职业能力； 

2、实际参与行业内标杆企业项目或课题研究，积累实战经验； 

3、学习方式多样，包括专业知识讲解、案例教学、实地参观、

项目实操、课题研究、教练指导等多种形式； 

4、学习时间灵活，定期周末集中授课+每周线上学习； 

5、颁发正规结业证书，获得会员专属权益。参与一期 TTCO 高级

研修班课程学习，将获得 TB 俱乐部会员资格，持续参与专业活动； 

6、优秀学员可获业界大咖一对一指导，获得更好的职业生涯规

划； 

7、连接硕士学历教育，研修班结业可获得研究生课程学分，免

修 1-2 门课程； 

8、考前精准化辅导，提高考研上线率。 

 

三、 招生对象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科技园区、技术转移、孵化器、

投融资、法律服务、咨询等相关机构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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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设置与培养方式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时

数 
主讲人 

基础课 

技术转移概论 4 沈映春 
新政策环境下的技术转移新趋势研究 4 郭书贵 

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及政策解读 4 吴忠泽 

技术价值评估的理论与实践 4 陈向东 

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园区运营 4 朱希铎 

新技术与专利商业化运营实务 4 张宇枢 

科技金融理论与实务 4 赵尚梅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法律实务 4 李顺德 

谈谈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几点意见 2 沈士团 

专业课 

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专利检索、分析和

运营理论和实践 
4 裘钢 

国际技术成果转化之模型与实践 4 张宇枢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管理与案例分析 4 朱希铎 

军民两用技术转移转化中的 

理论与实践 
4 吴志坚 

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成熟度评价体（TCM） 2 朱楠 

基于专利价值分析体系的专利运营 2 刘利军 

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管理服务 2 董玉荣 

实践课 

科技成果转化的生态式、全过程服务体

系——中关村天合的经验与探索 
4 

中关村天合科技

成果转化促进中

心 

中国技术交易所的运营模式与创新探索 4 中国技术交易所 

参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及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案例教学 
4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项目实习（选修）具体时间视项目情况而定 64 联盟成员单位 

考前辅导

课（免费

赠送） 

笔试及面试辅导 32 
考研机构专业师

资及面试组成员 

培养方式：定期集中授课、定期线上主题分享讨论、俱乐部沙龙

活动、项目实践、课题研究、教练指导、实地考察参观、免费考前精

准化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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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师资及教练团队简介 

（一）授课专家（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1、朱希铎：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 

2、朱楠：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执行主任 

3、刘利军：中国技术交易所助理总裁 

4、沈士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5、李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级工程师 

6、陈向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技术转移专家 

7、吴忠泽：国家科技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级） 

8、吴志坚：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战略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军民融

合领域专家 

9、张宇枢：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访问教授、中国技术交易

所策略长 

10、沈映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知识产权

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1、赵尚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金融专业

硕士教育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2、郭书贵：中国技术交易所总裁、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13、董玉荣：中国科学院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原主任 

14、裘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博士，索意互动（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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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练团队（按姓氏笔画排序） 

1、王晓方：国家科技部计划司原司长 

2、田小平：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原党委书记、常务副主席 

3、卢晓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原书记、副院长 

4、刘海波：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能力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5、肖尤丹：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6、张彦奇：中国科学院理化所产业策划部副主任 

7、李晓娟：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 

8、陈柏强：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 

9、宋洁尘：中关村核心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0、李新男：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改司原司长 

11、李新民：国家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原司长 

12、张茂盛：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 

13、张怀明：河北省保定市科学技术协会原主席 

14、金海燕：华北电力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15、夏  强：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16、陶铁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 

17、薛薇：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员科技投资所研究员 

六、 集中授课时间及地点 

上课时间：2017年 9 月-12月，每月一次集中面授学习，一般为周

末（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上课地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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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招生计划 

为保证培养效果，2017 年第一期 TTCO 高级研修班计划招生 120

人，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 

 

八、 考核及奖励计划 

1、完成全部课堂学习及作业，授予结业证书，获得 3 学分奖励

（研究生入学后有效）。 

2、完成项目实习（选修），由实习单位填写实习鉴定表，获得

3 学分奖励（研究生入学后有效）。 

3、优秀学员奖励计划：根据学员课堂学习、线上交流和项目实

习表现，评选一定比例的优秀学员，通过学员与教练双向选择获得业

界大咖长期辅导的奖励。 

 

九、 授予证书及证书优势 

考核合格者，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技术交易

所、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联合颁发结业证书。证书权益

包括： 

 学员免费参加技术经纪人俱乐部各项活动的凭证； 

 学员免费参加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运营 TTCO 高级研修班再学习

的凭证； 

 学员免费参加考研辅导班的凭证； 

 学员报考研究生时同等条件优先录取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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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应聘联盟成员单位时同等条件优先录用的凭证； 

 学员研究生正式入学后获得相应学分及免修课时数的凭证。 

 

十、 报考条件、报考程序、录取方式 

（一）报考需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科技园区、技术转移、孵化器、

投资、法律服务、咨询等相关机构从业人员。 

（二）报名程序 

报名学员可于即日起至 9 月 10 日，通过中国技术交易所、中关

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及其他联盟成员单位官方网站或官方

微信填写报名信息，或将报名信息表直接发送邮件至 polyzy@sina.cn，

核对信息无误后网上缴纳报考费即可（微信或者支付宝均可）。 

（三）录取方式 

总体按照先报先得的原则，发起单位有权对学员基本情况进行审

核，依据学员知识基础、从业经历等综合考虑，并做出择优录取、延

期录取或不予录取的决定。 

 

十一、 学费 

学费：12800 元（含培训、考前辅导、线上线下活动、项目以课

题参与、集中培训期间的午餐费和茶歇费、统一组织的参观考察交通

mailto:或将报名信息表直接发送邮件至polyzy@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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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以及资料费、证书费等，不包含住宿费、结业后集体活动产生的

交通费、餐费等）。 

联盟成员价：联盟成员单位推荐学员学费为 8800元。 

早鸟价：8月 25 日前报名，优惠学费为 9800 元。 

 

十二、 发起单位及联盟成员 

（一）发起单位 

1、知本时代（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科技服

务、产业园区运营、创新创业等方面教育培训的专业机构。 

2、中国技术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

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的技术交易服务机构。 

3、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是一家职业化、专业化、

市场化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服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联盟成员 

1、携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互联网+科技服务业”的平

台型科技企业，致力于通过打造信息化及智能化的科技服务业行业促

进平台“服务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构建起全球科技服务业的产业

生态圈。 

2、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批示精神决定设立的我国首家由政府倡导并出资成立的专门从

事知识产权运营的国有企业，是我国知识产权运营事业的首批探索者、

实践者和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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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科合创（北京）科技成果评价中心是经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家第三方专业科技成果评价机构，是工信部认定

的国家军民融合科技评估机构，也是我国唯一一家与公安部科技信息

所联合开展全国公安系统及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

机构。与科技部有关部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制定了科技

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科技成果评价操作规程等多项国家标准。 

4、北京中联智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产业经济全链条运营

招商服务机构，中国产业园区新型运营招商管理模式开创者。拥有十

余年产业招商与园区运营的成功经验的行业专家共同创建。 

5、中关村意谷（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创业孵化+创业投

资”的模式，立足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动漫游戏、电子商务等行

业领域，是在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成立，致力于为

初创企业提供最低成本的办公场地、贴身的创业指导、专业的融资服

务的科技孵化器运营管理公司。 

 

十三、 报名及咨询方式 

1、知本时代（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报名渠道） 

联系人：张老师 

电  话：010-83890729 

手机(微信)：13811858730 

邮  箱：polyzy@sina.cn（请将报名信息发送至此邮箱） 

 

http://qy.58.com/29698302710538/
mailto:polyzy@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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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 

联系人：李老师 

咨询电话：010-88192048、18548929646 

 

3、中国技术交易所 

联系人：张老师、杨老师 

咨询电话：010-62679579、62679576 

18511973560、1326959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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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运营（TTCO）高级研修班(第一期) 

学员报名登记表 

尊敬的学员： 

欢迎您来到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运营（TTCO）第一期高级研修班。

请填写下表并发送邮件至polyzy@sina.cn.我们将尽快处理您的报名

信息并与您取得联络。祝您学习愉快！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学    历       职    称  

学习 /培

训 经 历

（从大学

起） 

 

 

工作经历

（任职公

司+职位） 

 

 

 

手    机     通信地址  

邮    箱  微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