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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回顾创新与创业研究文献，重点分析熊彼特、德鲁克、提蒙斯和爱迪思的创

新与创业理论的基础上，对创新与创业的内涵及其关系进行了界定，构建了创新与创业关

系模型及创新创业研究整合框架，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创新与创业理论研究

及中国如何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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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创业与创新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及实业界的关注。关于创业研究，早在

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Richard Cantillon将“entrepreneur”（创业者）一词作为术语

引入学术界，引发了学者们对创业活动的相关研究。Knight认为，创业的本质在于创业

者以一定资本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Chrisman认为，创业即新企业的创建

。Dollinger则整合了多位学者的定义，认为创业就是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为获利或

成长而创建新型经济组织的过程 。创业研究并不仅限于如何规避风险创办新企业，创

业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创造性的思考、推理和行动的方法，它受机会的制约，要求创业者有

缜密的实施方法和讲求平衡技巧的领导艺术 。普遍认为，“创新”一词最早由奥地利

经济学家Joseph Alois Schumpeter于1934年提出，他将创新定义为新的生产要素和生

产条件的“新组合” 。之后，众多学者对创新展开了深入研究，认为创新活动赋予资

源一种新的能力，使它能创造财富 。因此，创新过程的核心是识别机会、寻找资源、

发展新企业和创造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研究的范围日益拓展。例如，科学技

术领域的技术管理与价值创造 ；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或创新驱动政策 ；经济学领域

的未来服务产业创新 ；管理学领域的新商业模式或创新战略 。尽管不同



研究领域涉猎了创新的不同内容，但由于创新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理

论视角能够整合创新众多的研究流派 。

创新与创业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创新是创业的基础和灵魂，创业是实现

创新的一个过程。尽管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创新与创业进行了诠释，但是到目前为

止，还尚未发展出一套被人们所公认的创新创业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从Joseph Alois

Schumpeter与Peter F. Drucker的创新与创业理论、Jeffry A．Timmons的创业过程理

论以及Ichak Adizes的企业成长理论回顾开始，深入探究创新与创业及其关系。这四种理

论是当今世界上关于创新与创业研究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因此，探究这四种

理论不仅有利于整合创新与创业研究流派、构造创新创业研究框架，还能够解释我国创新

驱动战略提出的原因及深层次意义，为建设“创业型国家”“创业型社会”提供重要的理

论支持。

1　Schumpeter的创新与创业理论

JosephAlois Schumpeter被称为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创新和创业的概

念是Schumpeter对经济学最独特的贡献 。Schumpeter的创业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早期阶段的“第一创业理论”；晚期阶段的“第二创业理论”。

1.1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

Schumpeter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新组

合”引入生产体系。Schumpeter将创新分为以下五类：推出新产品或已知产品的新种

类；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或产品新销售方式；开放一个新市场；获取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

应来源；出现新的产业结构，如创造或破坏垄断地位[5]。Schumpeter把创新过程分为

四个维度，即发明、创新、传播和模仿。在经济发展初期，传播和模仿对一个国家的经济

具有更大的影响，创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当生产经

营者意识到开发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供应链、新市场或新产业结构将比对技术或产品

的简单复制、模仿更具盈利潜力时，各种形式的创新便会受到大力投资。由于大量的创新

研发打破了原本的产业垄断，并极大地推动了创业与就业，因此此时创新便一跃成为促进



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根据Schumpeter的理论，经济（或产业）发展的过程，是经济

结构内不断改革、变化的，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 。因此，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

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因为没有不断的破旧立新，取而代之的将是永恒的模仿，经济的

停滞不前。对于我国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主要关注加大生产要素投入、技术模仿与产品

效益，但当经济发展到现今阶段，尤其在国家大力推动经济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

时刻，更应重视创新带动投资和就业，发挥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Schumpeter还将动态企业家理论引入其研究。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的活动借

用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发明，从而创造了全新的投资、增长和就业机会[19]。“企业家”

是创新的核心，因为新发明或新想法必须通过企业家的影响实现其价值。换言之，当企业

家作为改革者发挥其创造功能时，创新才能有媒介依托实现“创造性破坏”，从而促进经

济发展。Schumpeter还认为，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将现有资源合理分配于“新的用途或

新的组合”，且这种功能是唯一的，在经济发展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20]。

1.2　Schumpeter的创业理论

Schumpeter的早期理论十分重视企业家研究，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也是Schumpeter

研究的重点。在“第一创业理论”中，Schumpeter认为创业就是创新，也是创新的实现

形式。在“第二创业理论”中，Schumpeter将企业家的概念上升到国家层次，极大地扩

展了创业活动研究的范围和价值。

1.2.1　第一创业理论

在Schumpeter的早期“第一创业理论”提出前，学界关注的企业家概念只是生产或

贸易的组织者或管理者、雇主和单一资本所有者。如首次使用“企业家”一词的Richard

Cantillon，首次推出“企业家”特征概念的Jean Baptiste Say，以及继承并发展了

Adam Smith企业家理论的Leon Walras、John Bates Clark和Alfred Marshall等经济和

管理领域的顶级研究学者。而Schumpeter的“企业家”概念是关于企业家功能特性的。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可以是一个没有资本的人。除了公司创造者或生产资料管理者



之外，那些通过银行贷款购买生产工具以创造“新组合”的个体也被Schumpeter称为

“企业家”。同时，Schumpeter在创业活动研究中只关注与创新相关的企业家功能。

Schumpeter认为，创业活动并不限于生产或贸易的管理与组织中。企业家的创业活

动包括使用未尝试的技术制造一项新商品、以新的方式改造旧产品、开辟材料的新供给来

源，以及为产品提供新出口供应渠道或重组产业等。企业家的创业就是充满信心的创新，

超越熟悉的范围界限，组织新行动。Schumpeter的企业家概念甚至更相当于“创新者”

的概念。而创新者若要时刻保持创新，便未必会获得利润。于是，Schumpeter认为，没

有人是终身的企业家，也没有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是企业家。因此，创业并不是开办公司

或以获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创业更相当于一种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或者对于个

人而言，他的任务是坚持严格的打破旧的规制，创造新的传统[19]，开创人生新的事业。

所以，Schumpeter认为，创业也就是创新。

1.2.2　第二创业理论

Schumpeter后期的创业理论（第二创业理论）开始逐渐与前期创业理论（第一创业

理论）偏离 。他开始关注组织、国家创业与演化经济学。相比于“第一创业理论”中

定义的企业家概念，Schumpeter的“第二创业理论”对个人重要性的关注力度要小很

多。探究Schumpeter的“第二创业理论”，可从其发表的四篇代表性文献入手：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1947);Theoretical Problems:Theoret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 Growth(1947);Economic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History(1949);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usiness Cycles(1949)

。Schumpeter的“第二创业理论”中的企业家概念主要是减少了个人主义，

并将之扩展到组织层面 。他认为，企业家是一个杰出的个人主义者，而在“第二创业

理论中”明确指出企业家并不非得是一个人，国家或组织都可以作为企业家。这是由于

Schumpeter认为创业行为是一种功能，可以不依附于某个人来实施，因此，组织、国家

也能实现这一功能。Schumpeter还认为，创业行为是经济活动的中介，即创业者既可以

是新消费品的供应者，也可以是市场中新生产手段的购买者。Schumpeter结合演化经济

学的相关理论，提出创业能够将独特的生产要素或社会资源投入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带



动经济繁荣从而使得经济能够保持良性的动态发展。由于Schumpeter从组织、国家、经

济等不同角度探讨创业，使得创业的概念与意义有了更大范围的扩展。

综上，通过对Schumpeter创新创业理论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创新”是在现有生产体系中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形成“要素条件

新组合”。经济越发展，创新的作用越明显，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创新就成为促进

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实现创新的媒介或依托是创业，企业家只有借助科学家或发明

家的创新成果，才能创造全新的投资、增长和就业机会。

第二，“创业”是尝试未知领域、超越熟悉领域的创新，创业是“企业家”坚持打破

旧的传统，创造新规则，开辟新事业的活动。换言之，创业也就是创新。

第三，从实现创业功能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不仅是个人，还可以是组织甚至是国

家。“企业家”概念范围的扩大使得创新创业的含义与范围有了新的界定角度，个人、组

织或国家都可以借助创新实现创业（创造新事业）。

2　Drucker的创新与创业理论

Peter F. Drucker是享誉世界的管理学大师，他继承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创

新与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对不同类型的组织，在面对变革时如何实现创新，如

何运用创新战略进行了探讨，并最终提出“企业家社会”的概念。

2.1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Drucker坚信，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并且更关注企业家与创新实践 。他

认为，企业家进行创新实践是企业家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企业家”的概念与其创办的

企业规模、性质、所有权，甚至人格特性都无关，那些“专注于创新机遇”并亲身投入于

创办新事业的人才是企业家。而创新机遇有七个来源，即意料之外的事件（意外的成功或

失败）、不协调的事件（实际情况与预期不一致）、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产业和市场结



构的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认知及意义的改变、新知识（包括科学与非科学）

[6]。

Drucker还认为，创新是可以学习的，并且具有目的性。创新不需要天生，天生的创

新思维只能诞生一些聪明的创意；创新需要的是训练，从实践中通过创业的形式表现出

来。创新不需要“灵光一现”，更需要发现创新的源泉，遵守创新规则、条件，将思维与

发明应用于实践并推广服务于社会。Drucker指出，企业家要对创新的来源进行彻底的思

考，因此要走出去多听、多看、多问；创新要有明确的目标，从具体的、小规模的事件开

始，并最终取得新领域的领导地位。由于创新是经济与社会活动双重作用的结果，企业家

在创新的过程中要立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挖掘自己的长处，禁忌太聪明、太多样

化或尝试超越现实的创新 。

2.2　创新与创业

Drucker认为，创新如果仅停留在观念、思想和制度上，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没有

借助创业媒介将其付诸实践应用，就没有任何意义。他从新企业、现存企业，甚至社会公

共服务机构等方面讨论了企业家的创业管理行为。其中，新企业是创新的主要载体，而

“创业”行为不仅存在于新企业，还存在于现存的“创业型企业”（或创新型企业）中。

“创业型企业”是指那些经久不衰的企业，这类企业往往不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杰出管

理，而是在组织内建立了一套创新管理机制，被Drucker称为“创业型管理”。创业型管

理的内容是通过建立一个最高的管理团队，设定各类管理者（企业家）的工作范围、角

色，并以市场为中心制定前瞻性的财务计划、公司章程与战略决策。这解释了为什么历史

上一些拥有杰出企业家的企业，一旦离开企业家个人的管理，便会走向平淡无奇，而另一

些企业则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后，历久弥新的原因。

正由于Drucker淡化了企业家个人的力量，提出了“创业型企业”的概念，其随后的

创业研究主体便延展到组织，最后直到提出“创业型社会”的概念。Drucker明确提出创

新创业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并指出其推进了社会的发展。Drucker与Schumpeter都认

为，政府（或国家）可扮演“企业家”的角色。“企业家”型政府（或创新型政府）的创

新便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先推出新产品，随后实施一项或多项新政策，最后改善公



共服务。由于管理的本质是激发和释放每一个人的善意 ，加之“创业型社会”（或创

新型社会）是有目的、有方向和有控制地实现治理社会的目标，因此这种社会类型可以有

效避免社会冲突、流血事件或经济危机 。于是，构建创新型政府、创业型社会便成了

Drucker后期创新与创业理论研究的重点。Drucker强调，没有科技含量的社会创新或政

策创新比起科技创新，不但更容易发展机会，且工作周期更短、效益更大、成功率更高

[31]。

综上，通过回顾与分析Drucker的创新创业理论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实践，就是创新；而创新是实践的创新，创业是实践创新的

表现形式。

第二，创新与创业是可以学习、训练的；创新需要通过创业实践去训练（寻找创新源

泉），需要遵守规则。创业更需要创新管理机制，创业企业则需要“创业型管理”。

第三，基于新知识，尤其是高科技方面的创新，时间跨度大、风险高、成功率小，而

没有科技含量的社会创新或政策创新比起科技创新，不但更容易发展机会，并且工作周期

更短、效益更大。但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创新更像是刀身，

科技创新则为刀刃，科技的创新需要创业型社会为其提供发展环境与研发的后盾。加之，

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正是企业家创新思维转化为创业行动的结果，因此，理想的创新

与创业最终会导致“创新型政府”“创业型社会”的形成。

3　Timmons的创业过程理论

随着创新与创业理论的不断发展，相关研究从创新创业的内涵、关系以及重要性逐渐

转向探讨其实质与具体应用的方面。Jeffry A. Timmons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创业教育的

领袖人物，其开发的创业过程模型从最初的产生到成熟经历了30年的时间，对创新与创

业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模型的价值在于，将创新重要组成部分的创造力植入创业

过程，成为影响商机、团队、资源三者平衡的重要因素，从而构成了如今经典的创业过程

模型。



3.1　Timmons的创业过程模型

Timmons认为，商机、团队和资源是创业的核心要素，商机是创业过程的核心驱动

力，创始人或工作团队是创业过程的主导者，资源是创业成功的保证，因此创业过程是商

机、创业者和资源三个要素匹配和平衡的结果（如图1所示）。Timmons甚至形象地将

创业过程模型图中的平衡效果比喻为“杂技表演者在平衡板上表演同时抛出三枚小球并保

持小球不落地的特技”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科技进步等会影响资本市场

环境变化，从而造成创业会长期处于一个动态环境中，模糊性和风险将常伴创业者左右。

而要摸清市场变化规律，避免创业风险，就需要创始人（创业者）分析企业所存在的匹配

点与差距，即分析商机的有利于与不利因素的比重、调查资源的累积与合理匹配的程度、

规划与设计团队工作内容等。这便时刻需要创始人（创业者）带领团队，捕捉商机、整合

资源和战略规划，而这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就是创始人的创造力。由于市场动态环境

的不断变化，顾客的需求也会随之变化，企业据此为客户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须随着环

境变化而不断创新，这便需要创始人必须具备创造性思维，才能带领团队适应不断变化的

顾客需求，最终配置和平衡好商机与资源，完成创业整个过程。

3.2　创业过程中的创造力应用

创造力的研究在企业管理领域中十分重要 。创造力本身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创业过程中，Timmons认为，创造力是个体创造具有新颖性与实用性的创意、产

品、服务或者流程的特殊能力。由于新企业创建本身就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的特征，因此

可以说创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某种形式的创造力的体现。创造力是成功创业者（创始

人）必不可少的品质[4]。个体的创造力实际上是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共同作用的过程

。在创业过程中，尤其是在创业活动的早期，发散性思维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

Timmons的创业过程模型，个体只有借用创造力释放发散性思维，才能更好地认识复杂

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进而把握变化的商机并领导团队合理配置创业资源，顺利实施创业

活动，为社会创造价值。

综上，通过回顾与分析Timmons的创业过程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商机、团队和资源是创业的核心要素，创业过程是商业机会、团队和资源三个

要素匹配和平衡的结果。创造力则是创业者在政治、经济、社会影响下的动态市场环境

中，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合理配置与保持商机、团队、资源三要素平衡的最重要

工具之一。

第二，创业活动是某种创造力的体现，创造力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的创造力

是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共同作用的过程。在创业者识别商机并领导团队合理配置资源的过

程中，只有释放发散性思维的创造力，才能识别复杂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从而顺利的实

施创业活动，为社会创造价值。

4　Adizes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Ichak Adizes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学家之一。Adizes于1988年提出了著名的企

业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分析了企业的生命历程及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的成功与失败的原

因。Adizes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于创业研究，并提出企业从孕育初创到盛年阶段的

发展均离不开创新精神助力，并给出了创新精神波动曲线与企业生命周期曲线的上下浮动

关系。

4.1　创新精神在PAEI中的地位

PAEI是Adizes提出的保持企业健康成长的四大角色的支持：实现企业目标

（perform the purpose of the organization，也称执行功能）；行政功能

（administer）、创新精神（entrepreneurship）；整合角色（integrating）。PAEI四

种角色实际上解决了做什么（P）、怎么做（A）、何时做（E）、谁来做（I）的管理内

容，及如何进行决策的基本问题。Adizes认为，企业的灵活性和可控性是创新精神和

CAPI的函数，即高度的创新精神和CAPI可以使得企业既灵活又可控（可预测） 。他

根据企业灵活性和可控性的状况，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

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与死亡几个阶段。在企业生命周期的

各个阶段中，创新精神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成长历程，企业的诞生、成熟与老化都与

创新精神息息相关。因此，Adizes认为，创新精神（E）先于执行功能（P）并决定着



（P）；执行功能（P）必须完成的任务决定了行政功能（A）。由于创新精神（E）决定

着执行功能（P），因此行政功能（A）也是从创新精神（E）中派生出来的。整合角色

（I）也跟行政功能（A）一样，是由执行功能（P）决定的，但最终是从创新精神（E）

中派生出来。Adizes认为，创新精神是企业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当创业者整合资源并

开始承担创办新企业的使命时，创新精神便诞生了，企业也就随之诞生；当创业者成为企

业领导者坐享企业收益而不思进取时，创新精神便消失了，此时即使企业的某些部分还在

发挥功能，但是企业已经脑死亡了。[37]因此，对于企业来讲，创新精神是一个生死攸关

的信号，必须加以监控。Adizes还据此提出了著名的企业生命周期曲线与创新精神的关

系（如图2所示）。

4.2　创新精神在企业成长阶段的演变

在将企业生命周期运用于创业研究时，初创企业从孕育到盛年的阶段，创新精神总是

上下浮动。这是由于创新精神对企业而言，是渴望值与期望值差异的函数：

总体而言，当一个企业的渴望值比其预期值高时，它是年轻的企业，想要获得成功，

不仅要靠运气，而且要靠创新；当企业的期望值低于其预期值时，它便开始走向衰老，对

创新的预期开始减小。在初创企业的成长阶段，企业处于孕育期，所以创新精神（E）非

常高，因为创造力、诱惑力、想象和承担风险的愿望极大地激发着创业者去创新，从而企

业才能够诞生并进入发展阶段。当企业走向婴儿期，创业者承担风险的愿望会越来越低，

因为此时的创业者并没有时间去考虑创造（创新），更多的是考虑稳定企业，保存企业。

初创企业从婴儿期发展到盛年期，创新精神（E）的需求处于不断上升阶段，因为此时的

企业为了做大做强必须随着市场、消费者需求、动态环境的变化而改革以前束缚企业发展

的规章程序，推出新产品以求企业创新与发展变革。在企业从盛年期走向稳定期最终发展

到贵族期的过程中，创新精神（E）便成为左右企业是否能够良好发展甚至是否存续的关



键，因为不具有创新精神，不求进取的企业是无法生存下来的。若企业在贵族期到官僚期

阶段仍不具备创新精神，企业便注定会走向死亡。

综上，通过回顾Adizes的企业成长理论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创业者在筹备创办企业最初，由于必须拥有创造力并能够承担风险才能创办企

业，此时创业者的创新精神（E）值最高。从企业的孕育期到婴儿期，为求得企业稳步发

展使得创业者的创新精神（E）值开始下降，但是为了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业者必

须为预测未来变化做足创造性的准备，因为想象未来的发展必须具备创造性的想象力，这

便意味着企业从婴儿期到盛年期的发展均离不开创新精神助力，且创新精神是一个企业发

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第二，企业依靠创新精神的诞生而被创造，创新精神的消亡也注定了企业的消亡。创

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其值是考察企业能否继续存续的指标。

5　结论与展望

创业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有助于市场创新、提高就业率提升国家建设质量和实现发

展目标 。对个体而言，创业是创造新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创业者创造

的新经济活动能够创造价值、财富和就业机会 。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的原动力，其涉及科技、制度、市场和服务领域等，对个人和经济影响都十分巨大

。可见，创业与创新的理论研究极具价值且研究跨度极广。正因如此，创新与创业的研究

便长期处于视角多、跨度广、多维度的“面”上，各学科间对其的研究深度也参差不齐。

因此，亟须将创新与创业的研究提炼出最具价值、最有影响力且能够应用实际的经典理

论，将理论联结成“线”，形成清晰的研究脉络，去粗取精。于是，分析、探究与发展

Schumpeter、Drucker、Timmons与Adizes关于创新与创业的研究便极为必要。这四

位学者璀璨的智慧及扎根实际的研究不仅能够为中国学者提供创新创业政策的理论支持，

也为预测世界创新与创业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探讨目前主流创新创业研究与重

点剖析四位学者经典的创新创业理论研究后，得出下述结论与启示。

5.1　创新与创业的内涵及其关系



根据Schumpeter的创新创业理论，“创新”是在现有生产体系中引入新的生产要素

和生产条件，形成“要素条件新组合”。而“创业”是“企业家”坚持严格的打破旧的传

统，创造新的规则，是一个人、组织或国家开辟新事业的活动。创业是创新的一种体现。

Drucker进一步明确了创新与创业的关系，认为创新是实践的创新，创业便是实践创新的

表现形式。Timmons的创业过程理论与Adizes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是对创新创业理论的

深化。Timmons认为，创造力是创新的一部分，创造力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Adizes认为，企业随着创新精神的诞生而诞生，一直伴随其成熟或消亡，是创业存

活的关键要素。可见，创新与创业关系密不可分。狭义上，创业是指个人或组织创建一个

新的企业；广义上，创业是指主体创造新事业的过程，该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或

国家。创新就是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事物的过程，其价值体现在创业上。

综上，创新与创业的关系体现如下：二者既可以是一种包含关系，如创新是创业的本

质与内核，创业是创新的表现形式，是创新的外壳；二者也可以是一种共存关系，如创新

的价值必须通过创业来体现，创新需要通过创业实践去训练（寻找创新源泉）并遵守规则

（创新的原则与条件），持久创业的基础源泉是创新，创业最终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创新。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密切，是由于创新只有通过“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才能

真正地实现、传播与产生价值，如同发明家的发明如果没有企业家介入投入生产，那么这

种创新也不过是一种“聪明的创意”，并不对社会产生真正的价值。由此，提出创新与创

业的关系模型图如图3所示，创新是伴随创业从发生→发展→成熟或消亡过程中最主要的

影响因素，是创业的内核；而创业则是创新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表现形式。

5.2　创新创业研究整合框架

由于创新与创业之间是一种包含或共存的关系，因此可将创新与创业视为一体来研

究。同时，创新与创业主体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加之企业家创新思维转化为创业行动的结

果能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驱动力转型与社会发展，因此在创新创业研究整合框架中必须加

入“创新型国家”“创业型社会”的概念。根据Schumpeter的创新创业理论，“企业

家”不仅是个人，而且可以是组织或国家。“企业家”主体范围研究的扩大影响了

Drucker的“企业家”概念，Drucker据此将创新创业理论中的“企业家”角色变为政



府，将“创业型管理”变为政府制定政策管理国家的职能。由于Drucker认为创新与创业

是可以学习的，因此政府可以学习如何领导、构建“创新型国家”“创业型社会”。国家

与社会的创新创业也需要通过实践训练（寻找创新源泉），需要遵守规则（创新的原则与

条件）。根据Timmons的创业过程理论与Adizes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要建设“创新型

国家”“创业型社会 ，需要动员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创造力识别创新机会，政府需要引导

每个组织及个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在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创业中必须时刻保持创新精

神。综上，得出如图4所示的创新创业研究整合框架。

5.3　创新与创业研究及对中国创新创业政策的启示与展望

根据创新与创业关系研究，创业与创新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由于创新发明创造只有

通过创业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建议以后的研究将创新研究主要放在管理学、经济学领

域，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创新研究流派，使创业更加容易走向成熟，创新得以实现其价值。

或将创新与创业整合在一起研究，落实创新创业理论建设，加快创新创业学科发展，形成

公认的创新创业理论研究流派，解决创新研究领域过广、创业研究缺乏实践的缺陷。

根据创新创业研究整合框架，创新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最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关

键，是效率驱动型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向创新驱动型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

创新创业整合模型能为我国目前的创新创业政策提供最有力的理论支持。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根据人均GDP及初级产品占

出口份额将经济体分为三个层次：要素驱动型经济体（elements driven economy）、

效率驱动型经济体（efficiency-driven economy）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innovation-

driven economy）。

总体而言，中国属于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处于效率驱动阶段，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

展，随着工业化和对规模经济的依赖，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更占优势。但是，根据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第三产业增长最快，增加值为341

56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3%，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 。这说明，中国

经济体正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变，因为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知识密集型企业占据主

导，且服务部门（第三产业）进一步扩张。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

”



业”的口号后，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更是计划在2030年跻身创

新型国家行列。国家之所以大力推动创新创业，一方面源于中国经济转型、就业压力以及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依据《全球创业观察》2015—2016年度全球报告，创新

水平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高创新水平有利于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使企业

走向成熟，反过来也会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

根据创新创业研究整合框架，创新与创业对一国经济影响巨大，且最终会促使“创新

型国家”“创业型社会”的形成。因此，创新创业研究整合框架能够为我国创新创业政策

的下一步走向指明方向。在我国经济发展快速发展、创新创业政策大力出台的背景下，提

出下一步在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或“创业型社会”，从国家、全社会层面激发国民创

新创业。国家型、社会型的企业家也应借助创新创业，学习如何寻找创新源泉并遵守创新

规则，为了“创新型国家”或“创业型社会”的存续始终保持创业精神、创造力与创业实

践，最终落实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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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analyzes comparatively the theori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Schumpeter, Drucker, Timmons and Adizes, and defin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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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业者研究综述与展望
——基于文献研究和创业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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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2001—2015年期间发表在综合影响因子大于1的中文学术期刊上的创业

者研究文献，并根据研究主题将之分为三类——创业者心理特征研究、创业者能力特征

研究和创业者社会特征研究。针对每类研究，总结相关概念和定义、前因研究和后果研究

的成果，并指出研究不足。此外，选取15位来自高科技创业企业的创业者进行访谈，了

解他们在创业实践中的困扰和对创业研究的建议。基于文献综述和创业者访谈，指出中国

创业者研究领域有待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具体包括：中国创业者的特征，其形成机理、创

业过程的各个阶段需要创业者具备的胜任要素、中国典型创业者的生涯历程和生活方式、

成功创业团队和失败创业团队的组合特征、创业教育在中国创业者成长与成功中的角色和

作用等。在方法论方面，建议在定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案例研究、纵向研究和学者对

话等多元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业；创业者；文献综述；创业者访谈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志码：A

1　研究背景

自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

来，国内掀起了一股新的创业热潮。在“双创”背景下，“创客”层出不穷，涉及各行各

业，尤其是在新兴行业，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根据全球创业观察组织

（Global Entrepreneur Monitor）的报告，中国的全员创业指数自2001年起连年上

升，创业活跃程度不断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创业企业数量达365万个，

创业者人数达291万名。创业企业正成为我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创业问题研究也逐

渐引起学者的关注。

创业研究从西方引入我国，至今不过十多年的时间。迄今为止，很多学者依托国外创

业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创业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但是，我国的制度转型、文

化传统、新兴经济体等因素共同诱发的情境独特性，极有可能导致我国的创业活动、过程

要素以及相互作用关系具有中国特殊性，因而不能完全用基于西方创业实践提出的理论观



点来解释 。目前中国情境下的创业问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关注哪些有意义的研

究问题、如何开展有价值的研究、研究与实践如何有效结合等都值得深入探索 。

创业者作为创业行为的主体，一直都是创业研究的核心课题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

中国创业者领域研究现状和未来方向，笔者针对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创业者的研究进行系统

梳理，总结已有研究成果，指出未来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一般的研究综述都是基于文

献，鉴于中国创业者研究文献不多，而且创业者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创业

者，笔者采用文献综述与实际创业者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未来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

2　文献说明

本文用于综述的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检索限制条件为影响因子大于1的

CSSCI期刊，包括《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世界》《管理工程学报》《管理科学》《科学

学研究》《南开管理评论》和《外国经济与管理》等（引言和定义部分用到的个别文章来

源期刊影响因子小于1但质量较高，并有一些英文文献）。文章发表时间从2001年至

2015年，全部文献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大陆创业的中国创业者。针对中国创业者研究的

英文文献并未包括。

根据上述条件设定，以“创业者”为主题词检索，共得到相关文章308篇。笔者针对

每一篇文章摘要、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进行浏览后筛选出75篇。根据创业者研究主题，

将文献分为三大类：对创业者心理特征的研究、对创业者能力特征的研究和对创业者社会

特征（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究。在综述过程中，对检索得到的文献又进一步筛选，

总计得到文献66篇（见表1）。

表1　创业者研究文献按主题的使用情况



表2给出了2001—2015年历年的文献数量。可见，2011年以后的文献相对多些。

表2　创业者研究文献按年份的分布情况（2001—2015年）

注：略去无文章年份。

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各个类别的文献进行细分：在创业者心理特征部分，文献涉

及特质、认知、心理资本、风险感知和机会识别等主题；在能力特征部分，涉及创业能

力、胜任特征和人力资本等主题；在社会特征部分，涉及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主题。

3　创业者的定义

1730年，法国经济学家Richard Cantillion首次提出创业者（entrepreneur）的概

念，并将其定义为“在商业活动中承担财务风险的人”[5]。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

Knight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赋予了创业者不确定性决策者

的角色，认为创业者要承担由于创业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1934年，Schumpeter

在建立以企业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创业者是创新者、经济变革和发展的

行动者。IsraelM．Kirzner继承和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创业思想，认为创业者是具有一般

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利机会的洞察力的人。上述定义虽然侧重点有所不

同，但创业者总是和风险、不确定性、创新和机会联系在一起 。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定义基础上，对创业者定义和分类做了一些拓展。林强等学者认

为，创业者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创业者是指参与创业活动的核心人员；广义的创

业者是指参与创业活动的全部成员 。陈震红和董俊武指出创业者是创业活动的推动者

和实施者 。郑美群和吴秀娟在总结创业者的各方定义后，认为创业者就是善于发现市

场需求，并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组织资源满足市场需求的人[6]。姚飞和王大海认为，

技术创业者是指高技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主要是由高校科研人员转变而来，通常也是企

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 。黄兆信等将企业内部创业者定义为能够在现行公司体制内，发



挥创业精神和革新能力，敢冒风险来促成公司新事物的产生，从而使公司获得利益的管理

者 。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创业者的定义来看，创业者可以分为个人创业者、团队创业者和

企业内创业者，本文着重于个人创业者。本文定义的创业者指的是发现或创造新的市场机

会，创立新的事业来把握这个市场机会并获得利益的人。

4　创业者心理特征研究

在中国情境下，具有什么样心理特征的人更愿意创业、更适合创业？中国成功创业者

心理特征是否具有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创业者心理特征又是如何影响其创业过程和创

业结果的？这些问题是潜在创业者、创业者、教育机构、投资者和政府部门等关心的问

题。文献中关于国内创业者心理特征的研究可以归为创业者人格特质、创业者认知和创业

者心理资本三个方面。

4.1　创业者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研究最先引起创业研究者的关注，后来陷入低迷，目前又重新迎来契机

。

本次搜集的中国创业者人格特质研究文献中，关于创业者人格特质的定义全部来自国

外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学者专门针对中国创业者的人格特质进行概念、结构、测量和独特

性的研究。杨建东、李强和曾勇引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指出创业者个人特质指的是创业者

品质和传记特征，并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采用创业者国外经历、受教育程度和创业团队规

模度量创业者个人特质 。田毕飞和吴小康基于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和筛选，指出创业

者性格特质包括风险承担倾向、创新导向、成就动机、控制源、自我效能、模糊容忍能力

与自主性7个方面 。罗明忠和陈明指出，人格特质是个体对不同环境做出的固定反

应，在长时间内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在中国农民创业者研究中采用了大五人格模型 。

晋琳琳、陆昭怡和奚菁基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开放性维度，研究中国情境下创业者人格开

放性的作用，使用国外学者的定义，指出创业者人格开放性包括幻想开放、美学开放、感

觉开放、行动开放、想法开放和价值开放六个维度 。



文献中涉及中国情境下创业者人格特质前因研究的仅有1篇，探讨了创业环境动态性

对创业者人格特质的影响 。关注创业者人格特质对创业影响作用的文献有5篇，分别

探讨了创业者人格特质对创业学习[15]、创业资源获取 、员工行为、组织创新和创业

绩效[16] 、创业率 的影响。详细的文献情况见表3。

表3　研究文献概览——中国创业者人格特质的前因及后果



注：[15][16][17][18][19][20]

4.2　创业者认知

创业者认知研究从20世纪末兴起，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 。



创业者认知的定义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Mitchell指出，创业认知是指“创

业者在机会评价和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用于做出评价、判断和决策的知识结构” 。中

国学者周小虎也提出相似的定义，即创业者认知是创业者对商机、风险资金和企业成长等

关键的创业问题进行评估、判断与决策的知识结构 。但在创业者认知研究方面，学者

们往往关注一个或几个认知变量。RobertHisrich指出，一些可以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

的创业认知变量包括机会识别、风险感知、认知捷径等。杨俊等人基于文献综述指出，研

究创业者认知过程的独特性和差异的方向很多，其中涉及创业自我效能、认知偏差、创新

偏好、风险偏好等[21]。

4.2.1　机会识别

文献中针对中国创业者机会识别的研究非常少，在概念及测量、前因研究和对创业的

影响研究方面，总计有4篇文章，而且2篇是对国外研究的综述。

张红和葛宝山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机会识别是一个始于创业者运用创造性过程产生商

业创意并随后付诸行动将其发展成一个可行的商业机会的多阶段过程。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的因素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 、个人特质 。在影响作用方面，创业机会识别影响创

业意愿 、企业绩效 。文献的具体情况见表4。



表4　研究文献概览——中国创业者机会识别

注：[24][25][26][27]

4.2.2　风险感知

有6篇文献对中国创业者风险感知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感知对创业的影响。

刘万利等认为，风险感知就是创业者在创业之初进行项目选择时对创业阶段所能遇到

的各种风险的一种认知[26]。前因方面，创业激情 会影响风险感知。影响作用方面，

风险感知会影响创业意愿[5][26]、企业绩效 和创业决策 。文献的具体情况见表5。



表5　研究文献概览——中国创业者风险感知

注：[5][26][28][29][30]

4.2.3　自我效能感

LuthansI和brayeva将创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创业者对于自身影响环境并通过自身

行动取得成功的能力的信念和信心” 。孙红霞等人将创业自我效能感归纳为，一种个

体相信自己能够胜任不同创业角色和任务的信念，它是隐藏在创业者认知结构、创业意

向、创业行动背后的深层次的信念因素 。



在前因方面，对中国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前因的研究中只有1篇文献，探究创业激情对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28]。另外3个研究探讨了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26] 和创业

动机[32]的影响。文献的具体情况见表6。

表6　研究文献概览——中国创业者自我效能感

注：[26][28][32][33]

此外，创业认知领域还有研究指出，创业积极情绪影响创业认知[23]，创业激情可能

导致认知偏差[28]，创业者的感知风险在认知偏差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关系起中介作用[5]

等。

4.3　创业者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是一个整合的心理特征概念，是组织行为研究的新领域。Luthans提出，心

理资本是一种能够促使员工产生积极组织行为的心理状态 。相对于财务、人力等资

本，创业者心理资本能够更有效地解释创业绩效变化的原因 。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心理

资本内涵主要由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四个维度构成 。



针对中国创业者心理资本前因的研究只有1篇文献，探讨了心理资本对自我效能的影

响 ；对心理资本影响作用的研究也只有1篇文献，研究心理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文献的具体情况见表7。

表7　研究文献概览——中国创业者心理资本

注：[37][38]

4.4　创业者心理特征研究小结

通过对中国创业者心理特征研究的梳理，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针对国内创业者心理特征的研究数量不多，且较分散、不系统；

第二，创业者心理特征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关概念和量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缺乏针

对中国创业者心理特征的本土化定义和量表开发；

第三，很少研究关注中国创业者心理特征的形成和演化机理，很难对创业型人才的教

育、培养和选拔提供指导；

第四，对创业者心理特征与创业意愿、行动和成败关系的研究也很少，基于问卷的实

证研究也很难做到对影响过程、影响关系的深入探究，现有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在中国

情境下什么样心理特征的人更愿意创业、更适合创业以及更能够成功创业这些基本问题。



5　创业者能力特征研究

创业者能力是西方创业者研究中受到比较多关注的领域。成功创业者具备哪些特别的

能力？在创业过程各阶段创业者需要什么样的创业能力？如何培养、评估和提升创业能

力？这些是创业者和相关机构关心的问题。针对中国创业者能力的研究可以从定义和概

念、创业能力的形成以及影响作用三个方面进行归纳。

5.1　创业者能力的概念和定义

De Noble等认为，创业能力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开发机会与利用机会

的能力 。Man等认为，创业者能力是创业者的一个高层次特征，包括个人特征、技能

和知识，因此可以看成创业者成功实施创业方案的总体能力 。Politis认为，可以从两

个方面来解读创业能力，即先验知识和管理能力，将知识看作创业能力的组成部分 。

在国外学者的理论基础上，中国学者对创业能力进行了定义：Zhou等提出创业能力

试图解决的是当企业处于变化的环境中时，应该如何抓住市场机会并更新资源以保持与环

境的一致性 。王晓文、张玉利等认为，创业能力是创业者所拥有的体现在创业活动中

的专门技能，被视为创业者能成功履行职责的整体能力 。梅德强、龙勇指出，个人创

业能力是与企业家精神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企业家精神嵌入管理实务中的具体表现

。马鸿佳、董保宝等提出，创业能力是创业者为了实施创业行为而不断地捕捉市场机

会，并且利用内外部关系进行运营规划来迎合市场机会，让企业竞争优势得以提升、企业

创业得以成功所应具备的能力 。庄晋财等认为，创业能力是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所必

须具备的素质和技能 。田喜洲指出，人力资本也称智力资本，是指个体通过接受教育

或经验积累而获得的知识、技能与能力 。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创业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在创业活动过程中体现

的所有相关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总和。

5.2　创业者能力的影响因素



从搜集的文献来看，对中国背景下创业者能力的前因研究主要涉及先前经验[43]

、社会网络 及创业资源[46]等。详细的文献情况见表8。

表8　研究文献概览——中国创业者能力的前因

续表

注：[43][46][48][49][50]

5.3　创业者能力的作用

从文献来看，创业者能力的影响作用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创业意愿

、资源获取 、创业机会 、创业绩效[56] [43] 、企

业创新[44]等诸多方面。详细的文献情况见表9。



表9　研究文献概览——中国创业者能力的作用



注：[43][44][51][52][53][54][55][56][57][58][59][60][61][62]

5.4　创业者能力特征研究小结



综上，针对中国创业者能力特征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创业者能力是一

个整合的概念，对能力相关主题的研究很多但比较分散，缺乏针对特定类型创业者的整合

能力模型的构建；第二，前因的研究集中在创业者主体因素对创业能力形成的影响，包括

先前经验、社会网络资源和知识资源等，对于环境因素，如政策、文化和教育的作用的研

究较少，不利于指导创业政策的优化、创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第三，创业者能力作用的

研究涵盖了创业意愿、资源获取和企业绩效等各个方面，但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的研究

主要是基于问卷调查和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缺乏针对创业过程的纵向跟踪式、案例式

研究；第四，对于创业能力与创业活动全过程如何动态有效地匹配，目前研究尚未涉及。

6　创业者社会特征研究

创业者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创业研究中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领域 。国外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考察创业者网络及其在资源积累和整合中的作用，分析创业者网络的本质、网

络在传递知识和资源方面的作用、各种类型的网络如何互补，以及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本在

决定创业成败方面的重要性 。那么，在中国情境下，对创业者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

研究开展情况如何呢？

6.1　概念和定义

本次搜集的中国创业者研究文献中对创业者社会网络的定义主要来自Aldich于1986

年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网络是行为主体获取信息、资源、社会支持以识别与利用机

会的社会结构 。社会资本则多使用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于1985年提出的概念，即

社会资本是持久性网络中所具有的真实或潜在的资源总和 。

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研究方面，任胜钢基于前人关于企业网络能力的研究，提出创业者

网络能力的定义——创业者通过识别他们自身的关系网络价值，开发、维护和利用网络

关系来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动态能力，并将创业者网络能力分为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

力和网络管理能力 。冯军政根据社会网络对象的不同将其分为制度网络、技术网络、

商业网络和信息网络 。龙静研究了创业团队内外部社会网络的交互作用，将创业团队



内外社会网络的构成要素分为外部网络联系、外部网络异质性、外部网络中心性、内部网

络联系、外部网络和内部网络的匹配部分五个方面 。

在创业者社会资本研究方面，谢雅萍借用国外学者的研究，将创业团队社会资本划分

为创业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及外部社会资本，其中内部社会资本反映的是来源于创业团队内

成员互动、关系、认知等网络联系的“资源交换能力”，而外部社会资本则体现的是嵌入

于团队外部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获取能力”，强调多元化的外部社会关系、成员与外部

关系网络的关系质量 。朱玉红综合国内外文献并提出：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分为结

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是客观社会资本，包括家庭背景、网络

规模、网顶和网间密度；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指主观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参与和共

享 。

6.2　创业者社会特征的影响因素

从搜集的文献看，对中国创业者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前因的研究只有1篇。探讨了个

人特质对社会网络构建的影响 。该文献情况见表10。

表10　研究文献概览——中国创业者社会特征的前因

注：[72]

6.3　创业者社会特征的作用



针对国内创业者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影响作用的研究相对前因研究多一些，包括对创

业意向 、资源获取 、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58][67]、企业创新[67]及创业绩效

[67][70] 、市场信息获取及利用[77]等的影响。详细的文献情况见表11。

表11　中国创业者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作用研究文献概览

续表



续表



注：[58][67][69][70][73][74][75] [77]

6.4　创业者社会特征研究小结

综上，针对中国创业者社会特征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目前的研究基于

西方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没有学者针对中国情境下创业者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

结构、特征、量表开发进行专题研究；第二，针对创业者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形成因素的

研究非常少，仅研究了部分个性因素的影响；第三，针对创业者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对创

业影响的研究比较多，全部采用基于调查问卷和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第四，针对不同

的创业领域、不同的创业群体、在创业的不同阶段，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和作用的

动态机制很少涉及。

7　研究问题的创业者访谈

研究创业者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帮助创业者，因此在文献综述之外，笔者对实践中创

业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访谈。

7.1　创业者访谈设计

根据前面的文献评述，结合对国外创业者研究状况的了解 ，笔者设计了10个针对

中国创业者的拟研究问题，选择15位中小企业创业者进行访谈，请他们评价对这些拟研

究问题的关注程度，了解他们正在面对和曾经经历的创业困扰，并倾听他们关于创业者研

究的建议。

选择的15位创业者中，有13位来自北京，两位来自东部沿海省份。所在行业主要是

高科技或互联网产品公司，涵盖网上购物（3）、网上教育（3）、环境治理（1）、智能

旅行（2）、网上招聘（1）、自动控制系统（1）、网上医疗（1）、数据分析（1）安全



产品（1）、软件服务（1）等，公司创办的年限为1～10年，访谈通过面谈、电话、微信

和QQ等方式进行。

7.2　创业者访谈结果分析

被访谈者一致认为，创业过程困难重重，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创业者提供支撑、

少走弯路，是有必要的。对笔者提出的10个拟研究问题，受访者的关注度不同，基于访

谈结果整理的关注度见表12。除了帮助筛选研究问题，访谈者还分享了他们的创业故

事，对创业者这个话题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比如：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创业；创业成

功与否受环境的影响很大；成功的创业者有一些共性，如创业者的理想、激情、坚持和战

略思维，而失败的创业者特征似乎要分散一些；研究典型创业者生涯历程真相对记录中国

创业史和为后来的创业者提供指导是有意义的等。此外，受访者还提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值

得研究的问题，包括：研究初创企业人员管理的特殊性问题，研究创业教练／创业导师的

作用并促进其良性发展，对创业者分类分群研究更有指导意义，对创业成功进行定义等。

表12　中国创业者关心的研究问题——基于访谈结果整理

8　未来研究设想

8.1　创业者心理特征领域



通过文献研究和创业者访谈，在中国创业者心理特征研究方面，提出以下有待研究的

方向和问题：

（1）中国创业者心理特征模型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就心理特质（动机、人格、认知等）而言，是否人人都

适合创业；选择创业的人有哪些特别的心理特征；成功创业者具备哪些积极心理特征；失

败创业者是否具备一些消极心理特征。

（2）中国创业者心理特征的形成和演化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创业者的心理特质中哪些部分是先天形成、哪些部分是

后天养成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如何有效开展创业者积极心理特征的教育和培养；创业者

的积极心理特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我修炼而形成等。

（3）中国创业者心理特征对创业过程的动态影响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对于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事件，需要什么样的创

业者心理特质与其匹配；在不同创业阶段创业者心理特质的作用有何不同等。

8.2　创业者能力特征领域

通过文献研究和创业者访谈，在中国创业者能力特征研究方面，提出以下有待研究的

方向和问题：

（1）中国创业者胜任力模型构建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成功创业者的能力特征是否存在共性；成功创业者具备

哪些核心能力特征（知识、技能、能力等）等。

（2）中国创业者创业能力形成及演化的内外部因素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有哪些内外部因素；个体因素（创业者心理特质、个人

经历等）如何影响创业者创业能力形成；环境因素（社会制度、文化、家庭、学校、培训

机构、教练等）如何影响创业者创业能力形成等。

（3）中国创业者创业能力与创业过程的动态匹配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初创企业需要创业者具备哪些能力；成长阶段需要具备

哪些创业能力？成功创业者创业能力的动态演化机制等。

8.3　创业者社会特征领域

通过文献研究和创业者访谈，在中国创业者社会特征研究方面，主要针对创业者内部

社会网络（创业团队）和外部社会网络，提出以下有待研究的方向和问题：

（1）优秀创业团队组合特征模型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优秀创业团队是否存在共性；优秀创业团队有哪些关键

特征等。

（2）创业团队的动态演化与影响机制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在企业新创、成长、成功各阶段创业团队的冲突类型与

有效处理；凝聚创业团队的关键因素及其动态变化等。

（3）创业者外部社会网络对创业过程的动态影响机制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在企业新创、成长、成功各阶段外部社会网络及其各个

要素如何影响创业过程和结果等。

（4）创业者外部社会网络的动态构建

期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在企业新创、成长、成功各阶段创业者需要构建何种外

部社会网络；构建与维系外部社会网络的有效途径；创业者与外部社会网络如何实现良性



互动等。

8.4　创业者生涯研究领域

就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而言，创业者是一个特殊的人类群体。尽管搜集的文献中没有

针对中国创业者生涯的研究 ，但在访谈中创业者生涯和生命质量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关

注。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问题：

（1）中国典型创业者生涯路径描绘

期待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创业者的生涯包含哪些阶段；创业者在生涯的各个阶段

经历了怎样的成长；有哪些关键的人生转折和起伏等。

（2）中国创业者生活质量研究

期待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创业者健康吗？快乐吗？幸福吗？对创业感到后悔

吗？不同类型、行业、区域创业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如何等。

（3）中国创业者传记

期待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创业者整体的发展阶段划分及特征；中国创业者人

物志；中国创业者故事等。

8.5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的探讨

在理论基础方面，由于本土社会科学哲学理论本就缺乏，目前中国创业者研究的理论

基础主要是西方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3]。创业作为一种社会

经济现象，中国情境下的创业者特征和行为与中国社会文化、制度应密切相关。包含中国

文化因素的理论成果如集体主义、关系理论和面子理论等，应在未来的中国创业者研究中

予以考虑，更多更切合中国创业实践的本土化理论也有待探索和构建。

在研究方法上，从文献来看，中国创业者研究大部分采用基于问卷调查、收集横截面

数据的实证研究。其优点是覆盖面广、研究结论有量化数据支持；缺点是问卷填写的主观



性、问卷数据收集的一次性，会限制信息的真实性、丰富性和动态性，难以形成对实际创

业者真实状态的了解和判断。为了弥补基于问卷的实证研究的不足，可以考虑采用多元化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并采用纵向跟踪研究，以获得

对中国创业者群体丰富的认知和解读。针对前文提出的未来研究问题，建议增加或加强下

列研究方法的使用：

（1）单案例和多案例研究

对创业者、创业团队个案进行多层次、多视角访谈和挖掘，探索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心

理机制，为创业者画像、传记；对不同创业者、创业团队个案进行比较研究，识别共性和

差异。案例研究非常适用于前面提出的创业者心理特征研究、生涯研究和创业者团队组合

研究。

（2）纵向跟踪研究

持续跟踪创业企业的发展变迁，定期收集量化数据和质性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前后

比较，有利于研究创业过程中各类因素的动态变化和相互影响作用，能够为识别创业者的

成长规律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如果有关机构能够建立起包含创业者特征动态信息的中国

创业企业发展跟踪数据库，将会为创业研究者提供极大的帮助。

（3）研究者间的对话和辩论

由于创业过程具有复杂性，创业者特征具有丰富性与变动性，因此除了与创业者交流

对话可以搜集丰富信息，创业研究学者之间的坦诚对话也非常重要。管理学、心理学、社

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创业研究者，中国创业研究者与国外创业研究者，基于个

人学术积累和偏好从不同视角诠释和解读创业者和创业现象，在这些学者之间开展多种形

式的对话和辩论，也许可以在创业者研究中澄清纷扰，帮助人们更接近事实真相 。

9　结论与展望



中国创业者是一个包含数百万人的庞大群体，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关注这个群体，采

用多元研究范式发现其特征和规律，更好地指导创业实践，是有意义的。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15年来，中国创业者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

创业者心理特征、能力特征和社会特征方面都有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尤

其关注到一些特别的创业者群体，如农民创业者、女性创业者及高科技创业者。但是，目

前的中国创业者研究依然处于比较分散、基于问卷调查和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阶段，缺

乏突破性成果，缺乏本土化理论的构建，缺乏对创业实践的指导。同时，研究者多来自各

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缺乏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参与。因此，中国创

业者研究还需要向着系统性、多元研究范式、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基于文献综述和创业者访谈，笔者从系统性角度指出了创业者心理特征、能力特征和

社会特征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并指出关注创业者生涯历程研究的必要性和有待研

究的问题。进一步在研究方法上指出了量化研究的局限性，强调为了获得对创业者的丰富

认识、行为解释和理论建构，需要引入纵向跟踪研究和质性研究，如案例研究、人物志、

学者辩论与对话等多元研究范式。

期待本研究能够对正在从事或将要从事中国创业者研究的学者有一些帮助和启发，同

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次文献综述的结论是有局限性的。笔者选取的文章仅来自检索因子大

于1的中文期刊文章，而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中国创业者研究文章并未包括，因此可能会

忽略掉一些研究成果；对于创业者的访谈，本研究只选取了15位，这些创业者的观点也

会有一定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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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与非创业者性格优势比较

李　宁，刘成城，高　建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当代积极心理学提出的24个性格优势为探究创业者特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创业者与非

创业者的性格优势进行了比较，基于VIA优势量表的分类，识别创业者的核心性格优势。通过分析148位

创业者和142位非创业者的调查数据，发现创业者群体在洞察力、勇敢、毅力、希望、领导力、正直、

感激、创造力、好奇心、热情和精神信仰上的性格优势显著高于非创业者群体。

关键词：性格优势；创业者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创业者特质是创业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话题，且其研究常与现代心理学研究交叉。对创业者特质的研

究大量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创业自我效能及创业学习研究借鉴社会认知心理学家Bandura的自我

效能研究及社会学习研究成果，Mitchell等构建的创业认知研究理论也基于认知心理的研究等。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兴起的美国心理学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密切相关，注

重自我实现，但与人本主义一味反对行为主义相区别。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集中于探讨积极的情绪体验、

积极的心理特质及积极的心理过程对个体身心健康和成才的影响 。尽管当前国际上对心理学的研究中

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风生水起，但国内对积极心理学的关注起步较晚 。而与积极心理学研究

蓬勃发展不符合的是，目前国内外尚缺乏将积极心理学研究内容引入创业者人格特质探讨的相关研究。

性格优势（characterstrength）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是指个体在情绪、认知及行为等各

心理层面的积极特质，它将心理学研究中优秀的人格特质融合在一个系统性的框架里 。性格优势被认

为有助于缓解压力，并且与个体的主观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 。创业者是常需要面对高不确定性、高风

险以及高压力的群体，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发现和培养创业者核心性格优势，有助于创业者更好

地发现商业机会，并对商业机会进行有效地开发，实现自我的价值。

本研究首次将积极心理学中的性格优势视角引入创业者人格特质探讨中，利用来自中国的包含290

个样本的创业者和非创业者调查数据，对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性格优势上的差异进行比较，以识别创业

者的核心性格优势。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将最新的积极心理学性格优势研究引入创业者研究

中，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也是利用最新心理学研究成果，对传统创业者特质研究的补充；第二，



本文通过分析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调查数据，对创业者的核心性格优势进行比较，有助于识别创业者的

核心性格优势，这对于培养和发展创业者积极特质，促进创业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创业者的性格优势

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Seligman是一位真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积极心理学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的

心理学家。以Seligman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不仅要关注心理疾病及其治疗，更要关注让所

有人的生活更有意义，鉴别和培养天才[1]。如果从精神治疗的角度来看，积极心理学的实践者致力于培

养人的积极情绪和积极的性格特质，而在更广泛的应用方面，积极心理学可以促进组织与机构的积极、

健康地运行 。

性格优势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是对人类有益的人格特征，有助于人类实现良好的

个人生活、和谐的社会团体以及卓越而道德的社会[6]。对性格优势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性格优势的发

展与积极情绪、工作投入感、生活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具有相关性 。Peterson和Park 指出，一些

性格优势能够预测组织中人的积极行为，如热情和希望与工作满意度相关 ，希望与生活满意度 、

韧性 、工作绩效 和面向未来的责任导向 等具有相关性。性格优势大部分属于特质类的人体特

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Peterson和Seligman[14]邀请全世界50多位杰出的青年心理学家，从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哲

学、宗教和文化体系中提取了全人类普遍具有的24项性格优势，并归类为6大美德，即“智慧与知识”

“勇气”“仁慈”“公正”“节制”“自我超越”，最终形成了《性格优势与美德分类手册》，为心理学

更为系统地对人的性格优势和美德进行分类和评估提供了工具。Park和Peterson 等在不同国家进行

了大量测评，并完善了性格优势的测量工具，即VIA优势量表（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VIA-IS）。VIA-IS对现有的人格特质理论在评估内容和目的上进行了有益的补充。VIA-IS测

量的是性格优势，即人格特质的积极部分，可以指导人们发挥自己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以促进良好人

格的发展。其测量内容不仅仅涵盖个体的生理机制、外部行为，更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强调社会

文化对人格的塑造功能和积极人格的可成长性 。虽然已有的创业者特质研究并未将性格优势引入，但

是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对于创业者核心性格优势的识别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创业活动的核心主体是创业者。Shane和Venkataraman 认为，创业研究是“考察什么人通过何

种方式去发现、评价和开发创造未来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其提出的创业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是

“为什么是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能够发现和开发这些机会”。“创业者”是创业学术研究中特别关注

的对象 ，不少管理学者以及心理学家围绕“谁是创业者”的问题都开展过一些研究，试图发现创业者

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差异。一直以来，学者们热衷于识别创业者特质，认为创业者富有创新精神 、

喜欢冒险 、雄心勃勃 且勇敢无畏[19]。McClelland 认为，与非创业者相比，创业者具有



更强烈的成就需求、自治能力、权力欲和独立性。Miller、KetsDeVries和Toulouse 发现，成功的创

业者倾向于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受环境控制。最近的创业研究同样显示，创业者在心

理特征方面具有特殊性，如创业自我效能 ，成就动机、积极人格、风险倾向、压力承受度、自制

[28]，大五人格 ，激情 ，自尊 ，追求幸福的动力 ，以及认知、思维和情绪等

。

Linley等[5]通过研究发现，男性的核心性格优势为洞察力、公平、好奇心、好学和创造力，而女性

的核心性格优势为公平、奉献、洞察力、好奇心及好学。创业一直以来是一种男性化倾向极强的活动

，而社会的男性化规范会进一步强化对创业者“男性化”的预期 ，因此，创业者的核心性格优势，可

能与男性的核心性格优势有较强的关联。

本文以下部分运用来自中国的包含290个样本的创业者和非创业者调查数据，采用Peterson和

Seligman[14]提出的24类性格优势方式，通过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对比，识别创业者的核心性格优势。

2　数据及方法

2.1　样本说明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148位创业者和142位非创业者案例的调查数据，问卷通过线上互联网调查的方式

搜集，共有794人登录问卷填写，正常回收294份问卷，问卷完成率为37%，剔除4份存在数据缺失的问

卷后，合计回收完整问卷290份问卷。经过比较，未完成问卷被试与完成问卷被试在职业、年龄、教育

程度、收入等方面无显著区别（p>0.1）。其中，创业者中，21人为创业企业董事长、87人为创业企业

总经理、30人为创业企业高管、8人为创业企业外部股东、2人为创业企业骨干员工。

2.2　性格优势测量

本研究借鉴VIA优势量表的分类，对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在性格优势的各个维度进行初步的对比，并

试图发现创业者群体内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与非创业者群体有显著区别的核心性格优势。

问卷的设计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搜集个人基本信息（身份、年龄、创业次数和时间、

学历等）以及公司基本信息（合伙人数量、公司员工人数、收入等）；第二部分由答题者对自己的性格

优势进行评估。

鉴于采用感知变量时答题者可能对自己的性格优势乐观估计，为减少数据呈现极化现象，问卷没有

采取Likert量表形式，而是采取10分制进行评估。关于24个性格优势的题项描述采用Peterson和

Seligman[14]的《性格优势与美德分类手册》中对各个性格优势的定义。根据Peterson和Seligman的



研究，这些性格优势可划分为“智慧与知识”“勇气”“自我超越”“仁慈”“公正”和“节制”六个

维度。各性格优势的具体定义及分类参见表1。

表1　性格优势及其分类

资料来源：Peterson和Seligman[14]的研究。

2.3　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有以下两个任务：第一，对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性格优势进行比较，检测创业者群体具有

高度一致性且与非创业者群体具有显著区别的核心性格优势；第二，根据创业者在企业中的不同角色，

对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性格优势进行比较。

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存在较大的内生性问题，难以通过相关关系分析，支持因果

关系推论。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将主要运用均值比较分析的方法，检测创业者、非创业者及创业者群

体内部的性格优势差异。此外，还将根据Bliese 、James[42]等对组内一致性及组间一致性的探讨，

计算组内一致性指标Rwg及组间一致性指标ICC（1）、ICC（2），并根据指标的统计值，选取创业者群

体具有高度一致性且与非创业者群体有显著差异的性格优势。

3　研究结果

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各性格优势上的整体情况见表2。通过创业者和非创业群体24个性格优势的均

值比较，发现创业者群体在对创造力、好奇心、洞察力、勇敢、毅力、正直、热情、希望、信仰以及领

导力的感知上显著高于非创业者群体。



表2　创业者、非创业者的性格优势均值比较

尽管如此，简单的均值分析，只能考察整体被调查群体的特点差异，但可能受到群体内极端值的影

响，不能完全推论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群体在各性格优势上的具体差别。因此，还需要具体分析创业者和

非创业者群体在各性格优势上的组内一致性与组间一致性，以为更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依据。组内一致性

是指回答者对构念有相同反映的程度 ，最常用的单一问项量表为Rwg（1）[41] ，当Rwg的平

均值或中位数大于0.7时，则认为组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就组间一致性而言，根据James[42]的研究，

检测组间方差ICC（1）是否显著可作为聚合的判断标准；ICC（2）是群体平均数的信度（见Bartko

的研究）：当ICC（1）固定时，群体越大，ICC（2）越高。ICC（2）最好达到0.70。

表3列示了创业者、非创业者群体各性格优势的组内一致性和组间一致性比较。根据结果可知，创业

者在开放性思维、洞察力、勇敢、毅力、正直、感激、希望、爱与被爱的能力、奉献、团队合作、公

平、领导力及谦逊性格优势上具有较高的组内一致性（Rwg>0.7）；非创业者在开放性思维、洞察力、

毅力、正直、热情、感激、希望、爱与被爱的能力、奉献、团队合作、公平、领导力及宽容性格优势上



具有较高的组内一致性（Rwg>0.7）。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组内一致性较高的指标中，创业者在洞

察力、勇敢、毅力、正直以及希望上显著高于非创业者。而对组间一致性的测量而言，根据表3的结果，

可以发现，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群体在感知的创造力、好奇心、洞察力、勇敢、毅力、热情、希望、信仰

以及领导力性格优势上有较高的组间差别（组间差异显著，ICC（2）>0.7）：而在正直 感激性格优势

上也接近较高的组间差异（组间差异显著，ICC（2）>0.6）。

表3　创业者、非创业者各性格优势组内一致性及组间一致性比较

结合以上对组内一致性及组间一致性的分析，可以发现，就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感知性格优势而

言，洞察力、勇敢、毅力、希望和领导力是创业者群体具有高度一致性且与非创业者群体差异显著的性

格优势；正直和感激是创业者群体具有高度一致性，但与非创业者群体差异适中的性格优势；创造力、

好奇心、热情及精神信仰是创业者群体内部一致性适中（Rwg>0.6），但整体与非创业者群体差异显著

的性格优势。

、



根据分析结果，洞察力、勇敢、毅力、希望、领导力、正直、感激、创造力、好奇心、热情、精神

信仰是创业者群体内部具有高度一致性且与非创业者群体具有显著差异的核心性格优势。为探讨创业者

内部是否因在创业企业中的位置而在这些核心性格优势上具有差异，表4为创业企业董事长、创业企业总

经理及创业企业其他高管三类创业人群 在以上核心性格优势上均值比较。

表4　创业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管在创业者核心性格优势方面的比较

根据表4的结果，整体而言，董事长群体在对洞察力、勇敢（并列）、毅力、希望、领导力、创造力

及精神信仰性格优势的感知上在三个群体最高；总经理群体在勇敢（并列）、正直性格优势的感知上在

三个群体最高；而其他高管群体则在感激、好奇心及热情性格优势感知上在三个群体最高。

4　讨论及未来研究

积极心理学性格优势的研究为我们分析创业者的人格特质提供了新视角和系统性工具，也为创业者

的识别和能力培养提供了一个新的干预手段。

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机能是人、行为以及环境三种决定因素之间的一种连续

不断的交互作用。行为受到环境和个人的认知与需要的影响，个人的不同动机以及对环境的认识使人表

现出不同行为，这种行为又反过来通过其结果的强化而使人的认知与动机发生改变。因此，本研究发现

的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在一些性格优势维度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可能是创业者在开展创业任务以及面临

不确定的创业环境下，逐步发展和强化出的一些独特的性格特质。如果创业者能更好地通过学习和培训

去发展和强化这些独特的性格优势，创业者将能够更好地适应创业角色。通过对比创业者与非创业者性

格优势，我们发现，洞察力、勇敢、毅力、希望、领导力、正直、感激、创造力、好奇心、热情、精神

信仰是创业者群体内部具有高度一致性，且与非创业者群体具有显著差异的核心性格优势。因此，如果

一个人希望成为一个创业者，他可能就需要在这些性格优势的维度上进行发展。



创业企业成功的关键是培养优秀的创业者，而创业者是面临高不确定性、高风险性、高压力的一个

群体。帮助提升和开发创业者的积极心理特质，使其更好地开展创新和创造活动，对每个创业企业的健

康成长，甚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发展，性格优势的测评工具

也逐步完善，为我们研究、评估、干预创业者的积极人格特质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框架。未来，我们

可以针对创业者群体，进一步研究和识别成功创业者的性格优势，以及性格优势与创业行为、创业绩

效、创业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我们也可以借鉴积极心理干预与咨询的手段，开发促进创业者积极性格

养成的干预措施，为创业者快速成长提供心理的资本。

Comparison of Character Strength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Non-entrepreneurs

Li Ning, Liu Chengcheng, Gao Jian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Character strengths proposed by positive psycholog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entrepreneurs '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

strength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non-entrepreneurs, and uses VIA survey to identify core

character strengths of entrepreneurs. Through analyzing the survey data of 148 entrepreneurs

and 142 non-entrepreneurs, it finds that the character strengths of entrepreneurs in aspects of

perspective, bravery, perseverance, hope, leadership, honesty, gratitude, creativity, curiosity, zest

and spirituality are significantly and consiste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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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下创新模式的再创新：云创新模式

张　正，张玉明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济南　250199）

摘要：云创新是互联网背景下万众参与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是创新主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组织内外

大量的、动态的创新资源有机整合进行创新的模式。该模式由个人、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等分别构成的创

新需求云、供给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云创新平台构成。凭借海量信息、资源共享、开放民主、低成本-高

效率、边界模糊等特征，它可有效克服传统创新模式的资源有限、主体单一、封闭、缺乏互动、高投入-

高风险等弊端，是对传统创新模式的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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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创新的历史。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

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

效果的行为。从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使用为表征）到互联网革命（互联网大规模应用为表征），每次时

代变革都是由大量创新所推动。尤其是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密不可分的重要工

具，其即时性、互动性、连续性和共享性的特征使得个人和组织获取创新资源可不受时间、地域、方式

所束缚。同时，互联网的共享性、低成本等效能被进一步放大，信息、技术、人力资本和知识传递与交

流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从非均衡到均衡、从平面到立体、从点对点到点对网、从“一对一”到“多

对多”、从点对网到网对网、从现实到虚拟与现实融合等。这为全方位、全时空、全领域的配置和利用

社会资源提供了可能，这对传统的创新模式带来巨大的挑战，必须要寻找新思路、新途径、新模式才能

更好地应对这种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开放、自由、民主、共享、全方位、全时空、全员参

与等特性的云创新模式应势而生，这是创新主体利用互联网有机整合组织内外巨大的、自主的、动态的

创新资源的创新模式 ，是创新模式的再创新。

1　云创新萌芽：找黄金的故事

发动全世界为自己找黄金，而且只需付出很低的成本，这不是幻想或者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在互

联网高度发达条件下的真实事情。加拿大多伦多小型金矿采矿公司黄金公司（Goldcorp Inc．）是一个

已开采45年即将枯竭的老矿场。近期，该公司被黄金矿藏储量不足、员工罢工、债务拖延和非常高的生

产运营成本等所困扰，导致公司停止金矿生产。这在黄金市场萎缩，多数分析家认为该公司50年来采自

安大略红湖的矿产即将消失的背景下，该公司的发展前景更不被看好。如果再找不到新的、大量的新黄

金矿藏，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公司的生存，甚至可能会宣布破产。

Goldcorp Inc．公司首席执行官Rob McEwen非常想扭转现在的困境。但是，因为他没有相关的开

采金矿的从业经验，加上公司可以利用的现有各种资源面临枯竭，所以几乎无人相信他能够拯救公司。

但他没有放弃，想尽办法给公司的地质学家们开出了1 000万美金的支票作为探矿费，派他们前往北安大

略省寻找新的金矿矿藏资源。几个星期后，地质学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钻矿测试证实了那里仍然蕴

藏着丰富的黄金矿产，是该黄金公司现在开采量的30倍。然而，令McEwen极度失望的是，地质学家们

还难以提供黄金的准确位置，导致该项工作无法深入进行。他急需让这个缓慢的旧行业能够适应市场的

紧迫性 ，以缓解公司的困境。当时，公司受资金、人员、设备、技术等方面资源的限制，再也无法安

排更多的探矿经费，这成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但是，McEwen并不甘心公司就此结束。在随后他参加麻省理工学院青年总裁研讨会，在会议即将

结束的时候，Linux突然成为讨论的话题。他全神贯注地倾听这个非凡的故事。演说者讲述Linux软件创

始人Linus Torvalds将程序源代码公诸于世，让数以千计的匿名程序设计师验证程序代码，并和软件开

发者组成志工大军贡献一己之力，透过网络组合创写出免费使用的世界级计算机操作系统Linux。Rob

McEwen听后获得灵感并大受启发：如果黄金公司自己的地质学家不能找到红湖的金矿，也许其他人可

以找到！找到这些人的关键是必须要公开探矿的相关信息，就像Torvalds为了Linux而公开代码一样。

于是，2000年3月，黄金公司发起了“黄金公司挑战赛”。McEwen拿出黄金公司所有的地质学研

究以及1948年以来的所有数据，整理成一个文档与全世界的人共享，并在黄金公司的网站上发布有关这

55 000英亩矿区的一切信息。同时 宣布能够提出最优估计和最佳方法的参赛者将获得高达57.5万美元

的奖金。该消息通过互联网迅速的传播，吸引来自50个国家的1 000多个虚拟勘探者，他们都在忙于挖

掘和利用这些数据。需要说明的是，采矿业是一个非常需要保守机密的产业，除开矿产本身，地质数据

资料是最宝贵、最需要严加看守的资源，这些数据的公布在同行业看来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但是，

McEwen坚持此次挑战的是最基本的理念——专有数据是不可能被散发出去的。最终，这次看似极大的

冒险获得了成功

几个星期之内，经过上千名虚拟勘探者的开发，来自全世界的方案雪片般地飞向黄金公司总部。参

赛者的来源多样化，有大学本科生、咨询顾问、数学家，甚至军官。这些开发者应用数学、高等物理、

智能系统、电脑绘图以及有机的方法来解决无机问题。甚至有很多技能是在同行业内闻所未闻的、无法

想象的。McEwen说：“当我看到电脑绘图时，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结果显示，这些参赛者在红湖

矿床上发现了110个目标，其中50%是公司从来没有发现的，80%的新目标后来证实确实有大量黄金。

自挑战赛开始以来，已发现800万盎司的黄金。McEwen估计，这一尝试将探矿时间缩短了2～3年。

结果，黄金公司从开源式勘测中收获了丰硕的果实。这次比赛不但得到了大量的黄金，还把一个价

值1亿美元的低绩效公司改造成具有90亿美元价值的大企业，并将北安大略一个落后的采矿点转变成最

有利可图的矿产地之一。“黄金公司挑战赛”计划最具价值的地方或许就是：证明了即使在一个保守、

讲求保密性的产业中，在依靠内部资源、传统的模式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时，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创新模

式的创新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通过共享公司的专有数据，McEwen将蠢笨的勘测流程转化为一个融

合了业内最聪明脑瓜的现代化分布式黄金勘探引擎。实际上在新的开放和协作模式将给创新领域带来大

量的新机会，从而释放公司内外大量资源的创新潜力，通过企业外部获得思想和人力资本的企业要比单

单依靠内部资源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好处 。这就是互联时代的创新模式。这种集中大众智慧创新组织方

式，代表了一个最具生命力的一个创新模式，我们称作“云创新”（cloud innovation） 。尽管该案

例仅仅是代表云创新的萌芽，但它已经意识到利用群体智慧进行创新的力量、意识到创新不再只是研发

部门的事以及开始走出组织 边界进行创新，是对传统创新模式的再创新。

，

。



2　传统创新模式的局限性

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条件有不同类型的创新模式。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创新”的重要地位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现有的模仿式创新、渐进式创

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合作式创新、自主创新等创新模式，大都局限于组织内部的微观视角、以组织

为单一主体的边界、以其内部的创新资源等条件进行较为封闭的前提下进行创新，在此称为“传统创新

模式”。前述发动全世界寻找黄金的案例，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技术支持而仅仅依靠自

身的资金、技术、人员、知识等资源是很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互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在实践中的快

速应用条件下，组织或个人可利用和配置的资源更加丰富，不再受地域、时间、环境等的限制，它们可

借助互联网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低成本创新资源，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自愿、自由、平等的进行创

新或者参与创新。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创新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其不适性开始显现。传统的内部的、

单一的、封闭的组织创新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创新资源的有限性、配置效率低

创新是需要资源支持，如果没有持续的、充分的创新积累和支撑是很难进行有效创新的。创新资源

是指企业创新需要有各种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知识各方面的投入要素。据Penrose 建立的

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企业是基于管理框架下的资源集合体，企业内在因素决定

企业成长，其内部资源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作为单一主体的创新主体其技术、人才、知识、能

力、资金等创新资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其技术创新最核心的“知识资产”的积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较长的研发周期、大量的人员培育等来实现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单一主体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

是资源配置的最重要方式，而资本市场在资本等资源的配置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单一主体的资源

配置是内部化的，因为受内部体制等方面的制约，很难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内部市场，不可避免地造成

部分创新资源的闲置或冗余，而创新所必需的资源却不具备，这种条件下无法实现创新资源帕累托最

优，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主体创新的效率。

（2）创新主体单一性、封闭性

创新主体是创新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如果按照创新主体在进行创新活动时所采取的形式来分类，可

以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国家主体，通常情况下的创新主体主要是指前两种。不同的创新主体具备

不同的创新资源与创新素质，而创新资源的多寡和创新素质的高低又往往直接决定其创新能力的强弱。

由于传统的创新主体主要是指单一的主体，主体的单一性决定了其创新资源的有限性并抑制其创新能力

的提升空间。



传统创新模式下，创新主体通常被认为对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具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要拥

有这些权利需要靠单一创新主体自身能力去研发和培育。这种封闭式的创新具有清晰的企业边界，将主

体内部与外部的创新资源完全割裂开来，只能聚焦主体内部的资源并只关注主体内部的创新能力，且其

开发的所有新技术等知识产权被作为机密严格保护，以防止新技术被外部主体所获取。在这种封闭式的

创新理念下，创新主体很难实现通过与外部合作实现知识共享、合作共赢，其创新能力受到很大的制

约。

（3）资金高投入性、高风险性

创新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其重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尤

其是人才资源和资金投入要求非常高，过高的进入门槛把一些中小微企业挡在了门外：①传统创新模式

需建立足够规模的实验室或研发部门以保障技术研发活动开展，这种基础建设投入及后续研发设备更新

换代需要连续的、大量的投入；②任何创新活动都离不开创新人才，传统创新强调创新的高度机密性，

参与创新的人员是创新主体企业专职人员，且与企业签署保密协议，进而企业需要为这种专门人才培育

和成长投入更多成本。

此外，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从创意到推向市场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过长的研发周期

在造成成本增加的同时，也会产生更高的创新过程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以及高新技术

企业特有的溢出性风险等。尤其是在技术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速的时代，研发周期长短对创新推向市场

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其创新收益的影响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更是充满风险。因此，面对激烈的竞争环

境，如何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的迫切性不断增强。

（4）创新参与程度低、缺乏互动性

创新不是少数企业或个人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重点领域进行关键技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和可以

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共性技术而言需要广泛的合作创新和开放式创新，需要各类组织广泛

参与下的协同创新。传统创新迷失封闭性高，创新资源以组织内部为主，尤其是研发智力资源几乎全来

自组织内部，内部人员也局限为少数专职研发人员。即便有外部研发人员参与，通常与组织签有严格的

保密协议，限制了实际参与创新的人员范围，参与创新组织具有小众化特征，创新的民主化水平低。然

而，创新属于智力高度密集的创造性活动，成功的创新需要汇集大量智慧、集群体智慧创新。因此，只

有获取更丰富的、大众参与的创新资源，创新组织者才能从中获取更具价值的创新机会，创新的效率才

能提高。

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在创新过程中需要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及时互动、高度协调。传

统创新往往忽视创新互动性，互动性主要体现在创新主体间、创新主体与用户的互动。创新主体间缺乏

良好互动，主要表现为组织创新思想仅来自某个或某几个精英人物，其他参与创新的主体通常不掌握关



键的创新思想，创新思想拥有者往往处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也不将核心技术与其他参与者共同分

享；创新主体与用户间缺少互动，主要是指在创新的早期阶段，用户几乎不参与创新思想或创意形成过

程，降低了创新过程的互动程度和民主化水平，影响了组织的创新效率。

（5）创新开放度低、社会性弱

现在已进入以移动互联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经济时代，如果各创新主体仅仅依靠内部的资源进行高成

本的创新活动，就很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用户需求变化以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创新

主体应把外部创意和外部市场化渠道的作用上升到和封闭式创新模式下的内部创意以及内部市场化渠道

同样重要的地位，均衡协调内部和外部的资源进行创新。因此，如何更广泛地利用整个社会的外部资

源、如何吸引更多的创新主体参与面向全社会大众高度开放的创新正成为创新的主导模式。

传统创新观念中，各创新主体希望完全独占创新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因此，创新活动

具有高度机密性，创新基本依靠企业内部资源，这种开放度很低的创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对

外部资源利用，限制了外部创新思想与内部资源的融合。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对原有资源配置和

利用方式的再造。这种革命性变化通常需要大量的创造性劳动。同时，随着消费者观念变化和成熟度提

高，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烈。单纯依赖企业内部人员形成创意、灵感的创新方式已难以有效适应日益变

化的环境，未来需要新的更具社会性创新模式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 。在互联网时代，创新活动应

该更具开放性和大众参与的社会性才能使创新更有效率。

3　云创新模式的内涵与模型

如前所述，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传统的创新模式因创新主体的封闭性、创新资源的有限

性、创新过程的高投入、高风险性、低参与性和低社会性等弊端的存在，已经明显的不适应时代的要

求。近年来，随着云计算从理论走向实践，由云计算引发的、依托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云创新模式

成为当下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关注的热点。从网络化创新的先锋Linux到沃克2.0、IBM的疯狂果酱、礼

来公司的FIPNet模式、维基百科，再到国内的北京黄花城景区门票、百度百科、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华

为技术创新、中国移动等鲜活的实例；理论界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CALIS期刊网等出现不少的论

文以及相关的专著等。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云创新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云创新内涵、特征、

功能等尚未达成统一认识，部分云创新理论研究尚缺乏实践支撑 。鉴于此，在此重点探讨云创新的内

涵及基本模型，以期对创新主体实践和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3.1　云创新的起源

“云”的提法源于云计算，云创新源于云计算，是近年来国内外企业利用云计算进行管理或商业模

式等创新的一种方式。“云计算”一词源自2006年8月9日，时任Google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在搜



索引擎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概念。云计算将大量数据计算资源通过网

络连接起来，实现对全部数据资源的合理筛选与运用，这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随着云

计算将外部资源整合模式的兴起，人们开始将这种模式引入创新领域，尝试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实现资

源的整合利用，这种云资源的转化模式促使一部分云服务企业悄然兴起。云服务的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

变革就是以设备为中心转向以信息为中心，它们可以便利地为创新和创业公司提供资金、信息、推广、

支付、物流甚至技术来源等一整套服务，这也是“云创新”的早期萌芽阶段。尽管如此，云创新已经脱

离传统的单一技术创新和单一服务创新，借助互联网技术，积极寻求组织内外部创新资源，实现技术创

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等的有效整合，正在开启一个互联网背景下的创新阶段。从其

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其发展非常迅猛、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但对云创新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范

围主要集中在云创新方式、概念等方面，多结合企业创新实践给出描述性概念，理论研究还处于发展

期，相关理解还未形成系统的认识，结构体系还是分散的和不完善的。

3.2　云创新的内涵与模型

已有的相关文献研究表明，目前专门研究云创新的理论成果还是较少（对云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云

计算领域的探索），已有的云创新研究成果主要提到了云创新这一形式，很少有学者探讨云创新的基本

概念界定、特征等内容，已有的界定没有在学者群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具体来看，关于云创新界定的已

有研究主要包括如下代表性观点：任丽梅等 提出基于创新视角的云创新三层模型，即广义云创新、相

对狭义云创新、狭义云创新；冯旭等 认为，云创新是指组织或个人以创新为目的，通过互联网等新兴

技术让分散的、自发的、巨大的创新资源整合起来，超越组织边界和地域限制的大众参与的开放式创新

模式；苏屹和姜雪松 则提出云创新实际是指以现有的互联网技术，把企业内外部的信息、自发的创新

体、相关制度政策等一系列的创新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建立相应主体之间的联系，通过合理的管理方

式、科学的运行模式来跨越地域的限制实现技术创新的过程；张玉明等 认为，云创新是一种体现集体

智慧的由万众参与的创新模式，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利用百度等搜索引擎，检索有关

云创新的研究资料，百度百科把云创新描述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活动，这一资源来自任丽梅等的观

点。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没有直接给出云创新的界定，而是从云创新个别特征出发描述什么是云创新。

实际上，与传统形式的创新相比，云创新的资源开放程度更高，强调参与者的自由、民主、共享，依托

于互联网平台等。传统创新注重结果导向，关注通过创新获得的结果及其占有，而云创新则侧重的是模

式方面的创新、过程的参与、相关信息的共享，强调方法论导向。

结合各类创新主体的实践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给出一个云创新的基本概念界定：云创新是组织

或个人以创新为目的，通过互联网、现代通信等新兴技术手段超越组织边界和地域限制，将组织内外部

大量的、动态的创新资源有机整合起来，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多方参与、合作与共享机制进行创新的

模式 。该创新模式具有众多利益相关方共同组成，具有开放、民主、共享、自由等基本特征，是一种



适应互联网发展阶段的“参与民主、资源共享、动态交互、能力开放、边界模糊”的创新方式，是一种

可以便利的将遍布于全球范围、海量的信息、知识、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通过平台方式进行整合，形

成一个积聚的创新资源池，通过发挥群体智慧的力量，进而实现主体创新目标。云创新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对创新模式的再创新，它形成了由开发者、用户、其他利益相关方等众多主体自愿参与的创新生态系

统 。其运行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云创新的理论模型

由图1所示的云创新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在云创新模式下，由个人、企业、组织、非正式组织等各类

创新参与主体分别构成创新资源的需求云和供给云，这两类“云”通过云创新网络平台构建起两者之间的

信息桥梁和资源整合平台。通过该网络平台，各类参与主体可以不限地域、不限时间、不限身份的参与

创新活动，它们贡献了无限的创意、方案、技术，甚至程序设计等资源，这些新的创意等资源可以在云

平台上被其他参与者共享，使得各类创新主体可以共同寻求新的创意和问题解决方案，且该平台依托互

联网提供动态的、易于扩展的、以虚拟形式存在的各类资源，并利用资源共享、多元收益等运行机制实

现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

4　云创新模式的特征

从云创新内涵和模型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云创新是对传统创新方式破坏之后的再造，它颠覆了原

有的创新组织形式、改造了原有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理念，可以调动所有可能参与的人群、整合所有的资

源。云创新以全面创新为基础，综合利用互联网或现代通信技术等其他可供利用的技术平台，以大众参

与的大规模协同取代小范围合作、以“多对多”参与主体取代“一对一”或“一对多”创新的新阶段。

云创新模式下的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更为方便、组织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外延更广、创新风险更小、

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由此，在互联时代背景下，创新已不再是神秘不可测，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

何人都有均等的机会组织或参与创新。云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如下：



（1）海量信息与创新资源

互联网的高度发达可以让组织、非正式组织和个人等创新主体方便快捷地获取海量的信息和创新资

源。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带来信息大爆炸，更可以带来创新的海量信息，甚至可以在网络上获得任何需要

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具有发布、传递和获取信息的速度非常快、时效性非常强等特征。前述云创新的

各类主体，不管是个人、政府、组织或非正式组织都可以非常便利的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布和获取各类创

新的资源信息。不仅如此，各类具有相同兴趣、爱好或者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主体还可以便利的建立网

络虚拟社区，从而可以互动的、高度协调的进行交流沟通和研究，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所需的充分信

息。

网络信息可以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信息，这些信息经过创新主体的筛选、管理可以形成创新信息资

源云。从信息资源云资源组织角度来看，信息资源云是一个具有虚拟化、高弹性和动态组织的资源集；

从用户角度来看，信息资源云为用户提供“资源即服务”（Resource as a Service，RaaS）、“知识即

服务”和“应用即服务”（App as a Service，AaaS）；从服务形式角度来看，信息资源云是一种基于

用户意图、信息内容推送的个性化与决策的知识服务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基于信息资源云平台提供应用

与服务的新型服务模式 。信息资源云可以有效改变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创新资源有限的矛

盾，通过网络可以迅速地获取创意、方案、技术、资金、设施、大众智慧等创新资源，对其创新活动与

创新效率提供有力的支持。

（2）资源共享与低成本

移动互联的发展为创新主体带来了海量的创新资源，且随着互联网Web 2.0时代的到来，各种网络

虚拟社区、BBS、社区论坛开始出现，用户在网络空间上可以向任何人表达观点、分享信息，尤其是

Uber、Airbnb等一系列实物共享平台的出现，共享开始从纯粹的无偿分享、信息分享，走向以获得一定

报酬为主要目的的接单，并形成了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共享经济”模式。在该理

念下，各创新主体已开始从崇尚专有的自主创新模式转向以知识共享、互助平等的云创新模式转变。通

过资源共享可以有效整合产业链的众多要素、低成本的利用他人的创新成果从而使研发效率达到最高。

基于移动互联形成的资源共享可以显著的降低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本。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由于

云创新可以同时借助和利用内部、外部大众化的创新资源，内外两条商业化渠道以及通过共享获得内外

部的海量信息，其创新成本将明显的低于传统的单一创新主体封闭式创新模式。具体而言，云创新可以

通过技术的分享、专利的出售、衍生新公司及授权许可等方式来增加组织收益，并且通过低成本的利用

外部创新资源节省研发时间、缩短研发周期，从而总体上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创新主体的竞争力。

（3）开放性与民主性



在信息经济时代，传统的单一的、封闭的创新模式，正在逐步向开放的、大众参与、全方位开放的

云创新模式转变。云创新模式将创新活动由组织内部拓展到组织外部、由单一主体参与到多个主体参

与、由区域性到全局性、由个别科技人员到群体智慧等各个层面，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创新范式，使得

创新不再是专业科研机构和研发人员的职能和专利。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一个区域、哪一个角落，只要拥

有新的思维、新的创意、新的技术、新的信息都能够加入创新这朵充满魅力的“云”中，并可以在这里

得到预期的多元收益。这种通过互联网将分散的、自发的、巨大的创新资源整合起来，超越组织边界和

地域限制的大众参与的创新模式，就充分体现了云创新模式所特有的开放性特征。

与传统的创新模式不同，云创新主体积极寻求外部创新的各类资源、技术许可、技术支持、战略联

盟或者风险投资等合适的多个参与方来把创新的思想或创意的商业化变为现实，实际上是一个借助互联

网等方式汇集起来的创新共同体，其与传统创新的共同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云创新是一个开放式的网

络，在这个创新网络中各网络主体可以随时加入网络中，也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退出，使各类创新主体

能够与外界保持大量信息、能量的互动和互换，这样在各主体之间将会在共同的利益指引下，自发地形

成一种民主参与和运行的机制，以保证各参与方利益的实现。

（4）低投入与多元收益

近年来，我国诸多自主创新的实践经验证明，高投入未必高产出，高成本未必产生高收益，在创新

领域并不存在高投入、高风险与高收益之间一定是线性关系。而云创新以云计算理念为基础，通过无IT

基础设施的信息化，从各参与主体那里按需获取各种信息、创意、服务、商品和技术，而无须在创新开

始阶段就花费大量的投资来购买部署计算机硬软件设备、聘用科研人员以及建立独立的研发中心等。因

此，云创新与传统创新模式普遍的高投入特征截然不同，能够极大地减少创新主体在创新各个阶段的资

金、人才、技术、设备等的大量投入，使自主创新有可能摆脱长期以来资金、技术、运营管理、人才匮

乏等的约束，强烈地体现出一种相对低投入的特征。

云创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的创新运作产生相对较小的市场结果，例如，在群智设计方式中，

可能参与的人有成千上万，而上交的只有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设计或解决方案，而最终只有一个

或几个人中标获益。那么，如此多的人没有直接获利，却乐此不疲的积极参与进来，他们参与的动力在

哪里？实际上，对于各参与组织或个人而言，云创新的显著而直接的商业回报只是获取收益的一个方

面，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可转化的间接收益，如网络排名、声誉、产品服务、教育培训、创业工

具等。这种多元化的收益对云创新参与者而言甚至更能体现出其价值所在。例如，Linux的创始人Linus

Torvalds从中直接获得的商业利益不大，但其据此被整个自由软件社会所尊崇、成为世界知名人士和知

名大学终身教授的声誉回报可谓巨大。

（5）低风险与高效率



创新总是对原有东西的突破和对新的目标的追求，其间必然包含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主要是由于事

物发生损失的不确定性引发，是指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或出现损失的概率、发生某一类经济损失的不确定

性等。与传统创新模式不同，尽管云创新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云创新的

开放性、低投入、低成本、高效率等特性，使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能够便利的、低成本的整合跨时空

与跨地域的资源为己所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投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创

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可将技术创新和产品市场两方面最难以预测的创新风险控制在一个较低的

水平，从而使其能在较低风险状态下实现创新。

创新的本质是提高效率，不仅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也是提升效率的

重要途径，也是创新的范畴。创新效率是指创新行为的投入产出比，创新效率的提升不仅受内部资源的

制约，也是外部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云创新的技术特点是使组织内部资源以及组织和环境之间进行

资源的智能配置成为可能：一方面通过开放、共享、民主等理念使得内部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另一方

面通过其技术特点可直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各类内外部创新资源的配置，提高了创新的效率。此外，云

创新模式还可以让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使资源配置范围从单纯的组织内部转移到整个外

部环境当中，从而促进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6）创新组织边界与主体模糊

组织边界是指以其核心能力为基础，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传统

企业具有清晰营业场所、市场、资源、人才、设施等组织边界。而与传统组织相比，云创新模式可极大

地淡化创新主体的边界，积极寻找外部组织进行合作研发，而不是将研发局限于主体内部。当主体在进

行突破性创新时，往往对资源保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单一的主体常常由于资源有限而在进行突破性创

新时面临重重困难。在云创新模式下，创新主体可积极寻找外部其他创新主体的协同、技术特许、技术

合伙、战略联盟或风险投资等，来把商业化创新思想变为现实的商业产品，从而充分高效率的利用内外

的资源禀赋，使得组织边界具有模糊性、动态性、可渗透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以期快速提升创新主体的

价值。

不仅云创新的边界是动态模糊的，实际上在“云”中的创新参与主体也随着技术、需求发生着快速

的变化。云创新边界的动态变化，相对于合作创新及一般的开放式创新模式，由于云创新对参与创新的

主体没有太多的限制条件，云创新参与主体进入或退出云创新的障碍是非常低的，各类参与者参与或退

出组织非常便利，由此带来的是参与云创新的主体身份也可能是模糊的。在参与云创新之前主体的背景

身份可能是顾客或员工等，而在云创新模式中这些主体就同时具备顾客、员工、需求者、开发者、方案

设计与信息提供者等的特征。云创新中参与创新的主体在云创新过程中随着技术、需求的发展而随时变

化，其创新技能、专业能力、创新动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动态变化将会对云创新的创新能力和效

率产生巨大的影响，是云创新整合内外部资源的重要方式。



综上所述，云创新是互联网高度发达条件下对创新模式的再创新，它的形成是由个人、企业、各类

正式组织、各类非正式组织等共同参与，由各类需求者、开发者等相关方自由自愿参与，利用云创新平

台进行创新的创新生态系统。该模式可以搭建起需求方和供给方高度融合互动的、各类资源共享的创新

平台，比传统创新方式风险更小、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具有“大众参与、资源共享、动态交互、群智

创新、能力开放、边界模糊”等特征。云创新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现代通信等技术有机整合组织

内外大量的、自主的、动态的创新资源，形成了积聚创新智慧的创新资源池，并通过高效发挥群体智慧

的力量，进而实现组织的创新目标。它是互联网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模式，将来会随着各类

创新主体的实践和理论界的探索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Internet-based Re-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Mode: Cloud Innovation Mode

Zhang Zheng, Zhang Yumi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99, China)

Abstract:The cloud innovation is a kind of Internet-based open innovation mode with

everyone involved in, which integrates large amoun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organically with the help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is innovation mode includes the cloud of

innovation need and supply formed by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s

respectively,and the cloud innovation platform based on Internet. And it's a kind of re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innovation mode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open democracy, low cost and high efficiency and blurry

boundary, and the strength of overcom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resource limitation, single

subject, closure, lack of interaction, high investment and high risk.

Key words:Internet; innovation mode; clou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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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法中蕴含的创新科学原理：基本认识

李存金，张茜茜，武玉青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从理论层面加强创新方法研究，对于发挥其在创新实践活动中的指导作用具有

重要意义。从思维原理、创新原理和决策原理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创新方法中蕴含的创新

科学原理，据此获得了对创新方法中蕴含的创新科学原理的基本认识。

关键词：创新方法；创新科学原理；创新规律

中图分类号：G305；T-19　文献标志码：A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手段，但开展创新活动需要创新有方。创新方法来源于人类的创新

实践，是人类对创新规律认识的一种科学总结。通过创新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可以增进人

的创新知识和创新思维能力，而正确地运用创新方法可以有效提升人们的创新效能。

目前被冠以方法说法的创新方法约有数百种。北京理工大学现代组织管理研究中心经

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依据较明确的定义、较明确的出处、较清晰的原理、较清楚的流程、

一定的研究与应用广度五项指标认定了312种创新方法，并筛选出了影响力较大的16种典

型创新方法（见表1） 。这16种创新方法不仅体现了较深刻的创新思维内涵，还因其

原理清晰和方法规范而被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创新思维训练和创新工作活动中。

创新方法从方法论、规范化和工具化角度对人们已认知的创新规律进行科学总结和提

炼，形成了便于人们进行创新知识学习、交流、传播和应用的方法化工具。所谓科学原理

是人类对已知客观事物及其联系性规律的基本表述，对应地，创新科学原理是对创新规律

的基本表述。创新方法种类繁多，但每一种创新方法中都蕴含着某些具体的创新科学原

理，这些蕴含着的创新科学原理正是创新方法的灵魂所在。



表1　16种典型创新方法

创新方法蕴含的科学创新原理反映在三个方面，即思维原理、创新原理和决策原理。

思维是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联系认识的高级形式，是人脑的机能；创新是人们有意识、有目

的地创造新事物的行为，广义的创新涵盖更新、创造、改变三层含义；决策是人基于分析

和判断做出决定或选择，体现了人的认知主观能动性。思维原理是基于人脑机能和认知机

制对人的思维机理和思维规律的科学总结；创新原理揭示的是人及人类如何在遵循事物发

展规律基础上有目的地开展创新活动的内在机理和基本规律；决策原理是对人们如何做出

决策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内在规律性的科学总结。

1　创新方法

知识和经验的本质是人们对自然与社会各种现象及事物客观存在的内在规律认识和总

结。如同其他经验和知识，创新方法也是人类长期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积累起来的对有关创

新规律认识的知识结晶。人类的能动性表现在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探究大自然的奥秘，



进而以一定的方式、方法利用和改善大自然条件为我所用；人类的智慧体现为善于总结实

践经验、积累知识，然后应用这些经验和知识指导再实践和创新活动。

人类之所以能够持续进步，是因为其在生产、社会活动中能有意识地发现、积累新知

识，并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尝试，使自己认识和应用事物客观规律的能力日益增强。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论。创新

方法也是人类创新活动的一种知识成果，其产生、发展、深化、完善的过程同样遵循着认

识论的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

图1　创新方法与创新实践的关系

可以说，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始终伴随着创新行为，其积累起来的知识大厦中包含

了对创新行为及其创新规律的认知。这种知识的积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早期的认知是经

验性的、零散的、非系统化的，但与其他学科的发展历程相似，创新规律的探索最终也进

入了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阶段。创新方法是创新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研究领

域，是从方法论、规范化、工具化角度对创新规律进行探究和总结的一种科学理论与方

法。

2　创新方法中蕴含的思维原理

思维是人的高级心理活动形式，是人的意识掌握客观事物的高级形式，目的是认识客

观事物。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已总结出了许多思维原理，学者们从不同的学



科角度对这些思维原理进行了研究和归纳。在思维科学里，是将思维细分为逻辑（抽象）

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三个组成部分进行研究的。在哲学里，思维

研究最多的是逻辑（抽象）思维，此外还有形象（直感）思维、辩证思维、情感思维等。

认知理论则把人的思维分为语言思维、逻辑-数学思维、空间思维、音乐思维等。在实际

运用中，人们还按照不同的方式把思维分成了各种类型，如依照思维活动的方向，可分为

集中思维和发散思维；依照思维的新颖性，可分为常规思维和创造思维；依照思维的范

式，可分为经验思维、哲学思维、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等。这里仅对人们总结出的一些最

基本的思维方式及其原理进行简要概述。

（1）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也称抽象思维，即基于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

等获得对事物认识的思维过程，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思维能力之一。逻辑思维能

力可以通过训练、学习、实践应用得以不断提高。正因如此，实际中人与人之间的逻辑思

维能力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别。如果一个人判断事物准确、做事缜密，往往就可以说他具有

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2）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亦称直觉思维或直感思维，即以直观形象和表象认识与解决问题的思维。逻

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总是和感受、体验关联在一

起，逻辑思维总是与抽象、理性联系在一起。现代大脑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人脑左半球主

要具有言语符号、分析、逻辑推理、计算数字等抽象思维的功能；人脑右半球主要具有非

言语的、综合的、形象的、空间位置的、音乐的等形象思维的功能。可见，逻辑思维和形

象思维都具有人的本能性，也都是人去反映和认识事物的重要思维形式。

（3）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也称多向思维、辐射思维或扩散思维，是指大脑在进行思维时呈现出的一种

多维发散状态。发散思维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普遍运用的常规思考问题的方式，

是人们基于事物联系性挖掘新知识、发现新事物、寻找解决问题新途径的一种重要技能。



从某一信息点出发，运用已知的知识、经验，通过推测、想象，沿着不同的方向去思考而

产生出一系列相关的新信息，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发散思维。

（4）聚合思维

聚合思维又称求同思维、集中思维或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相反，是指从不同方向、

不同来源、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聚焦于寻求解决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的思维方式。聚合思

维与发散思维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利用

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先发散思考，然后再把众多的信息和多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

归类和条理化，最终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正确答案。

（5）联想思维

客观事物之间都有一定的相互联系，联想思维就是指由某一事物联想到另一事物而产

生认识的心理过程。按照事物的联系性，联想思维可分为相似联想、接近联想、对比联

想、因果联想、强制联想等。联想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甚至可以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件联系起来，但联想不是瞎想、乱想，要强调想象过程中所具有的逻辑必然性。

（6）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就是不循常规，按相反的方向认识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

习惯依据条件、原因推出结果，但给定结果也可以反向探索事件发生所需要的条件或问题

产生的原因；从对立面看问题，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或发现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法。可

见，敢于“反其道而思之”是逆向思维的精髓。

（7）移植思维

移植思维是指把一种已知事物的原理、结构、方法移植到另一个事物中而产生出新的

创新结果的思维方式。在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中，人们经常会将某一领域的科学技术成果

运用到其他领域从而做出新的发现、发明和创新，这里运用的就是移植思维创新原理。当



然，移植要注意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相容性、相通性，要善于通过联想来牵线搭桥，要尊

重事物的客观规律性。

（8）分合思维

将研究对象进行分解或合并，从中获得新的思维产物的思维方式。“分”与“合”是

人类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通过分解与合成往往可以发现解决问题新途径、新方法。比

如，现代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实际上都是遵循了结构分解、进行零部件标准化制造、再进

行整体组装的生产工艺，其中体现的主要思维原理就是分合思维。

（9）质疑思维

对某一原有事物已形成的认识、观点、理论、做法进行质疑，从而获得对该事物新的

认识与新的观点，或产生出新的理论与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质疑思维。质疑思维具有

疑问性、探索性、求实性特点，需要摆脱习惯思维的束缚、多提“为什么”，善于从事物

发展变化角度重新审视事物、认知事物。

（10）灵感思维

灵感是人们在探究和思考问题过程中获得认识飞跃的一种心理现象，它是人脑的一种

高级感知能力，是在一定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基础上突如其来产生出新概念或新想法的

顿悟式思维形式，我们通常称其为灵光闪现或突发奇想。灵感的出现常常带给人们渴求已

久的智慧之光，因此，人们一般将灵感思维归结为无意识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突发性的创造

性思维。事实上，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灵感往往是创造者长期处于思维高度专注状态，

对事物的探究已积累了雄厚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它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诱因、激发点或

顿悟迸发。

（11）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的视角认识事物，以提示事物本质和规律为目的理性认识的

思维方式，属于人的一种最高层次思维范式。辩证思维是以世间万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为基



础认识和感知世界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是辩证思维的认知世界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

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辩证思维的应遵循的基本规

律。因此，辩证思维要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

方法，从事物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去获得对事物系统、完整的

本质认识。

（12）系统思维

把认识对象作为系统，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

用中，综合地分析事物、认识事物，以此获得对事物整体、全面的正确认识的思维方式就

是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强调以整体的、综合的、结构分解的、动态的、开放的观点认识和

分析事物，从而可以避免出现对事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自从系统科学诞生以来，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已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强大利器。

3　创新方法中蕴含的创新原理

创新原理是在遵循自然、社会与经济客观规律基础上，正确运用科学知识、技术原

理、实践经验开展创新活动的基本原理。因此，创新原理是将人的思维与科学知识、技术

原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实现创新意图的通道和桥梁，如图2所示。

图2　创新原理的桥梁作用

目前，创新原理的相关研究成果虽很丰富，但究竟有多少创新原理？创新原理如何归

类？创新原理的构成体系是什么？却始终未形成公认的定论。苏联科学家Ahshuller

（1926—1998）总结了40条发明创造原理（见表2） ，这种归纳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不言而喻，但这些原理主要反映的是技术创新原理，且没有从体系上给出描述。北京理工



大学现代组织研究中心在对创新方法系统集成研究中，采用了综合归类的方法将创新原理

分为六大类（见表3） ，并在此基础上对创新方法进行了归类分析。

表2　TRIZ理论中的40条发明创造原理

表3　创新原理的综合分类

4　创新方法中蕴含的决策原理

人类的创新活动既有简单的，也有极其复杂的。创新活动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决策问

题，在如何合理地做出正确决策方面，人类已研究和总结出了许多有效的决策原理和方

法，这些原理在创新方法中也必然有所体现。图3基于信息、因素、方法三个维度给出了



一个创新方法中蕴含的决策原理的基本体系表述，表4则对这些决策原理进行了一个简要

概述说明。

图3　创新方法中蕴含的决策原理

表4　决策原理描述及其在创新方法中的体现举例



5　结论

人们在创新实践活动中已总结出了数百种创新方法，但始终缺少对创新方法的系统性

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创新方法是人类对创新规律认识的知识结晶，深刻挖掘创新方法蕴

含的创新科学原理，对我们深刻认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创新教育和创新实践中更加

有效发挥创新方法的指导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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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力、升级路径与升级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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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了企业能力、升级路径与升级绩效间关系模型，并基于前期开发的企业升

级路径测量量表，以制造型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

路径和升级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企

业能力与升级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不同的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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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充裕、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了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并一举成为

“世界工厂”。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虽然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获得了快

速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大多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局限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制

造、装配环节，很多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在全球竞争中缺乏话语权，处

于不利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其他

生产要素发展经济的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1

月至10月，中国珠三角地区被公开报道的倒闭的大中型工厂有76家，主要集中在陶瓷、

家具、纺织、鞋子、玩具、纸品包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制造型企业如何改变其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升级是政府、企业和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企业升级提供

了解决这种现实困境的思路，企业进行升级会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提升企业产品和流程的

附加值 和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

由于企业升级对于提高竞争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企业升级的驱动因素、

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的影响、升级路径、升级绩效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许多学者试图从

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来看待企业升级的驱动因素。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的内部要素如资

源和能力对企业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 。从企业外部来看，一些外部环

境如市场变化 、竞争压力[6][8] 、制度环境[8]等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升级。一些

学者以中国电子制造业为例，检验了市场营销能力对制造企业升级绩效的影响 ，而现

有文献对企业升级绩效的讨论主要围绕价值链地位的提升[1][14]，社会绩效的改善

等方面。

特别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现有企业升级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现有文献对企业

升级的内外部决定因素实证检验不多，企业升级不会自动的发生，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能

力，需要进一步讨论企业内部要素如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第二，企业能力到

升级绩效之间还存在“黑箱”，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还不清晰；第

三，企业选择不同升级路径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升级绩效，但这些结论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

实证检验。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以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为背景，构建企业能力、升

级路径与升级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以中国制造型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能力、

升级路径与升级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丰富

企业升级理论，为中国企业实现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2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2.1　企业升级路径概念界定

企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

[11]。从企业层面来讲，升级是企业通过获得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改善其竞争能力以及

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1]。

围绕企业升级路径，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来讨论：一是企业-产业的视角，即企

业升级过程呈现为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四种类型[1]，基于技术

能力和市场能力的OEM—ODM—OBM企业升级路径就是功能升级；二是企业-区域视

角，企业升级过程主要沿着企业内部、企业间、本土或国家内部、国际性区域四个层面的

路径实现[11]。

现有学者很少对企业升级路径进行明确的定义，也并未就企业升级路径包含的维度取

得共识，也缺乏成熟的企业升级路径测量工具，难以揭示企业升级的微观机理。如果仅从

OEM—ODM—OBM路径来讨论企业升级，对企业升级路径的理解过于狭窄。本研究认

同毛蕴诗、刘富先、李田等对企业升级路径的定义，即企业升级路径是企业（家）根据自

身资源、能力和环境变化的判断，而进行的提高所在价值链地位的一组可能的经验（组

合）或相关联方法 。

2.2　理论假设

2.2.1　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路径的影响



能力是技能和累积性知识的复杂集合 ，是企业的重要资源之一。企业可以通过将

它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资源进行配置来获取竞争优势 。企业在创造或引进

新产品、新服务和采用新技术，来提供新产品、新服务时的创新是企业的主要能力 。

现有文献主要从内部能力和外部条件、动态能力、技术能力和营销能力、管理能力等角度

解释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的影响。

从内部能力和外部条件来看，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以及外部合作伙伴的支持是

OEM转型升级的基础[4]。Yoruk通过分析波兰的服装企业发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外部

生产网络共同决定了企业的升级[5]。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升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能力的获取；二是特定市场渠道的进入[6]。

Teece和Pisano从动态能力角度认为，企业通过技能的获取、知识和诀窍的管理与学

习不断更新自身的能力，从而实现企业升级 。宣烨等以加工配套企业为研究对象，检

验了企业动态能力的不同维度对企业升级有显著的影响 。

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营销能力是企业竞争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是企业升级的主要驱动

因素。 技术能力的提升可以促进代工企业从OEM到ODM再到OBM的演进

升级[7] 。

管理能力的提升是影响企业升级成效的关键因素[8] 。OEM企业的升级使企业不

仅要面对全新的目标客户和市场竞争者，而且需要调整经营体系，如生产流程、组织架

构、供应链等都需要改变，企业能力的高低决定了OEM企业升级的质量和效率[8]。

升级代表企业创新和提升产品与流程的附加值的能力[1][2]，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具

体表现为企业对价值链的主导和分配，主导价值链分配的企业一般都是在研发、设计、运

营等方面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在企业升级过程中，必须在研发、制造和运营等方面做好

充分的准备。企业升级过程本身也是包含技术创新的过程，先进的研发能力是企业升级的

关键成功因素，只有具备了自主研发能力，才能促进企业从OEM升级为ODM；只有掌握

了关键核心技术，才能向OBM升级，摆脱残酷的价格竞争，逐步实现企业升级[27]。制

造型企业的制造能力能使企业积累基本技术知识和能力，对产品的品质控制更完善，也更



容易促进企业升级；制造型企业运营能力越强，就能花更少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服

务，及时处理消费者的服务要求，提高服务的附加值。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企业能

力决定了OEM企业的升级路径模式[9]。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能力会对企业升级路径有正向的影响（H1）。

2.2.2　企业能力与升级绩效的关系

企业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企业能力包含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企业

能力的不断提高和改善可以为企业带来比较优势 。Wernerfelt认为，企业内部的组织

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企业能力

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经营绩效 。资源和能力的异质性能够解释企业绩效的差异 。

资源的“稀缺”（rareness）与“有价值性”（valuable）对企业的竞争优势有明显的正

向影响，而竞争优势又会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Lee验证了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网络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 拥有良好

网络结构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企业的内部能力以提高绩效 。Darnall和Edwards通过

对企业实施环境管理系统过程中的企业能力的研究发现，企业能力对环境管理系统的实施

和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有较高能力的企业，能够降低环境管理系统实施的成本 。企

业拥有市场营销能力将会有助于组织成功或者生存 。Teck-Yong Eng等以中国电子制

造业为例，检验了八种市场营销能力对制造企业升级绩效的影响，其中产品开发能力、营

销沟通能力和渠道管理能力对升级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Yuan Lu等通过对中国创

业企业的大样本调查发现，企业能力在企业资源和国际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制造企

业在进行升级时，需要强大的制造能力，以保证其制造的产品的质量，而良好的研发能力

能为企业向ODM升级提供技术储备，优秀的运营能力也可以为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完善的

售后服务和品牌体验，为企业向OBM升级提供支撑。随着企业能力的积累和提升，企业

对资源的整合效率会发生显著变化，具有不同能力的企业在使用相同的资源时，也会产生

不同的绩效。

。

。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有正向的影响（H2）。

2.2.3　企业升级路径与升级绩效的关系

现有文献对企业升级绩效的讨论主要围绕企业关键资源和能力、动态能力的提升[11]

[16] ；价值链地位的提升[1][14]；社会绩效的改善[15][16]等方面。

关键资源和能力、动态能力的提升。企业的升级包括改进生产能力、发展生产以外的

新能力（如设计和营销能力）、市场多元化、开发新产品以及模仿优势企业等方面的能力

[39]。

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和社会绩效的改善。企业升级后价值链控制力的增强具体表现为对

产品规范和标准的制订权的控制程度加强 。Pietrobelli对价值链中的企业升级进行了

描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具体表现为价值链环节的攀升，实现由低附加值

向高附加值乃至战略性环节的升级[14]。龚三乐认为，升级动力通过推动技术进步而促进

升级，从而以此影响升级绩效，他认为升级绩效包括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价值链地位的

提升以及社会绩效的改善[16]。事实上，企业进行升级会带来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提升

企业产品和流程的附加值[1][2]、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3]。随着升级的实施，

使得企业在向高增加值环节特别是对战略环节占据的过程中，对价值链系统的控制力也相

应得到加强[16]。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有正向的影响（H3）。

Kaplinsky和Morris从价值链环节内和价值链环节间对Humphrey和Schmitz的四种

升级，即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提出的实践指标显示，不同的升级

产生的绩效也不同。如他们认为，过程升级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更低的成本等方

面；功能升级主要表现为价值链内吸收新的更高附加值价值链的功能、将低附加值活动进



行外包等方面；跨产业升级主要表现为进入新价值链进行生产等方面 。毛蕴诗和吴瑶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竞争能力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理论的基础上也认为，流程升级、产品升

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的绩效并不一致 。

实践中，我们观察到一些企业通过选择不同的升级路径获得了不同的绩效。如广州互

太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通过低碳运作升级实现了投入的降低、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广东昭信

灯具有限公司在从传统家居灯具的OEM到ODM再到OBM的升级过程中，实现了向新兴

的LED行业转型。事实上，流程升级使得企业注重提升生产工艺流程效率，这必然会导致

成本的不断降低；在产品升级中，企业通过更快推出新产品，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进而

企业财务绩效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不同的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影响会有所差异。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不同的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H4）；

企业升级路径在企业能力和升级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H5）。

2.3　研究的概念框架

在上述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文用图1表示提出的企业能力（FC）、企业升级路径

（UP）与升级绩效（PR）间关系的概念框架。

图1　企业能力、企业升级路径与升级绩效的概念框架

注：实线表示直接影响关系；虚线表示中介效应。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样本是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制造型企业，因为作为改革先行地区，珠三角制造

型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它们采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

战，升级压力更大。对这一地区的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本研究采取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首先，为使测量题项与调研问题密切相

关，我们在整理文献和对11家制造型企业的管理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开发初始调研问卷。

其次，将初始问卷的题项提交给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研究企业升级的专家进行专家小组讨

论，保证测量题项的准确性，删除语义不明确的条目，并使语句尽量简洁易懂，最后形成

正式问卷。随后，2013年4月15日至5月5日，课题组选择在第11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广交会）参展的制造型企业进行了预测试，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问卷121份，

有效问卷112份。对预测试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删除一些项目鉴别度较低的条目，

形成最终问卷。问卷采用Likert7级量表，请应答者根据实际情况在“非常不符合”（1）

到“非常符合”（7）之间进行选择，要求企业高层管理者或对企业熟悉的中层管理者填

写问卷，调查时向问卷应答者表明可赠送本研究结果以提高问卷应答比例。

问卷收集时间从2013年6月持续至2013年10月。问卷发放主要利用了两种渠道：首

先，从中山大学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企业数据库中选取珠三角地区制造型企业发放，共发

放问卷220份，回收问卷146份，剔除无效问卷12份，有效问卷134份。其次，作者和广

东各地区经济管理部门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方便获得问卷调研支持。因此，我们通过广州、

中山等地的经济管理部门向珠三角地区制造型企业发放180份问卷，回收问卷117份，剔

除无效问卷14份，有效问卷103份。最后，我们共发放400份问卷，最终回收263份，回

收率为65.75%，有效问卷237份，有效率59.25%。所获得样本企业概况见表1。

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毛蕴诗、刘富先和李田共同开发了包含28个测量题项的企业升级路径测量量表。经

实证检验，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17]因此，企业升

级路径的衡量借助毛蕴诗、刘富先和李田[17]开发的企业升级路径测量量表，分别从产品



升级（CU）、替代跨国公司产品（SI）、加强关键部件壁垒的突破（TC）、加大对生产

服务投入（PS）、降低成本（RC）、“低碳运作、提升环保标准”（LC）、与合作企业

有效协同（CP）以及流程升级（PU）8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测量题项见表2。

表1　样本概况



表2　企业升级路径测量题项

续表



资料来源：毛蕴诗，刘富先，李田．企业升级路径测量量表开发［J］．华南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3-117。

现有研究对于企业能力的构成维度并未形成统一的见解。虽然有不少学者提供了企业

能力的概念性定义，但如何测量企业能力存在不同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企业能力由研

发能力、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构成 。从能力可替代程度的视角来看，代工企业

的核心能力可以概括为组装、制造能力，研发设计能力，品牌营销能力和国际化运营能力

四种[7][23]。如前所述，不少学者认为技术能力是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Lall将技术能力

按功能划分为投资能力、生产能力和关联能力 Kim则把技术能力分为生产、投资和创

新 。因此，参考技术能力的分类，本研究选择制造能力（MC）、研发能力

（RDC）、运营能力（OC）作为企业能力的构成维度。企业的制造能力则包含了与生

产、组装、部件制造等相关的特别技能。研发能力引领和支持新产品和流程开发，反映了

企业产生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的能力 。运营能力是企业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使

用资源的能力 。其中，制造能力用生产车间、机器设备、生产设施三个题项进行测

量；运营能力用管理技巧、运营经验、营销经验三个题项进行测量；研发能力用专利申

请、研发人数、新产品R&D三个题项进行测量。

升级绩效从财务绩效（FP）、价值链地位提升（IVC）和业务提升（IP）三个方面进

行测量。其中，财务绩效包括收益率、利润增幅、总资产利润率三个题项；价值链地位提

升包括对价值链的控制提高、价值增值活动范畴扩大、转向了新价值链三个题项；业务提

升包括市场份额增长、品牌知名度提升、顾客满意度提高三个题项。升级绩效量表共有九

个题项。升级绩效的衡量可以采用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本研究对升级绩效指标的测量采

用了主观评价的方法。采用主观评价方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公司的实际数据，特别

是非上市公司的数据难以获得，而且主观绩效测量在和战略相关的研究中并不少见

。

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行业及产权。其中，企业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2013年）为基准，减去企业成立的年份；企业规模用企业的员工人数

取对数来测量；行业根据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进行虚拟变量转换，包括日用消费品、家用

电器、家居家具、纺织服装／鞋帽、办公箱包及休闲用品、医疗保健、机械制造、建筑材

。



料、电子、其他行业10个行业，重新编码为9个虚拟变量；产权方面包括民营企业、国有

企业、外资企业、其他共4种类别，重新编码为3个虚拟变量。

4　假设检验与结果

4.1　无回应偏差检验

本研究使用了两部分来源不同的样本。根据Armstrong和Overton 及Lambert和

Harrington 等的研究结论，我们对两组样本进行无回应偏差检验，并以独立样本T检

验对两组样本的企业总资产、企业销售额、企业员工数等客观题项进行检验，发现两组样

本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本研究中无回应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4.2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减少单一受访者所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设计的问卷采用匿名调查，并告知受

访者调研数据只用于学术研究，并对调查结果严格保密，以减少社会期望偏差。我们利用

Harman单因子法来分析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程度，问卷所有条目一起做因子分析，在未

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42.422%的方差，并没有占多数，且出现了多个因

子，表明同源偏差并不严重，对后续分析影响不大。

4.3　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4.3.1　信度分析

运用SPSS 16.0对企业升级路径、企业能力和升级绩效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分析。

企业升级路径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值为0.955，其中产品升级（CU）、替代跨国公

司产品（SI）、加强关键部件壁垒的突破（TC）、加大对生产服务投入（PS）、降低成

本（RC）、“低碳运作、提升环保标准”（LC）、与合作企业有效协同（CP）以及流程

升级（PU）8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值见表2。企业能力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

0.908，其中制造能力（MC）、运营能力（OC）、研发能力（RDC）的Cronbach'sα系

数分别为0.946、0.861和0.857。升级绩效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6，其中财务



绩效（FP）、价值链地位提升（IVC）、业务提升（IP）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

0.937、0.901和0.796。

综上，各量表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4.3.2　效度分析

针对正式调研收集的样本数据，本文运用Mplus 5.0对企业升级路径量表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在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FI为0.909，TLI为0.900，都大于0.90的可接受水

平；RMSEA为0.074，小于可接受的水平0.08；SRMR为0.075，虽然大于0.05，但小于

0.08。这表明，企业升级路径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良好。企业

升级路径8个维度对应题项的因子负载都在0.5以上，且t值的显著性水平达到p<0.01，表

明企业升级路径8个维度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企业升级路径8个维度AVE值的平方根在

0.849～0.943之间，而相关系数的值在0.225～0.750之间，每一维度AVE值的平方根都

大于任何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企业升级路径的8个维度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对升级绩效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FI为0.985 TLI为

0.978，都大于0.90的可接受水平；RMSEA为0.072，小于可接受的水平0.08；SRMR为

0.038，小于可接受的水平0.05。这表明，升级绩效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数据的

拟合程度良好。财务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和业务提升3个维度对应题项的因子负载都在

0.5以上，且t值的显著性水平达到p<0.01，表明升级绩效3个维度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升级绩效3个维度AVE值的平方根在0.850～0.940之间，而相关系数在0.357～0.525之

间，每一维度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任何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升级绩效的3个

维度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再对企业能力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FI为0.976，TLI为

0.963，都大于0.9的可接受水平；RMSEA为0.064，小于可接受的水平0.08；SRMR为

0.03，小于可接受的水平0.05。这表明，企业能力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数据的

拟合程度良好。制造能力、运营能力和研发能力3个维度对应题项的因子负载都在0.5以

上，且t值的显著性水平达到p<0.01，表明企业能力3个维度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企业

，



能力3个维度AVE值的平方根在0.842～0.939之间，而相关系数在0.360～0.531之间，每

一维度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任何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企业能力的3个维度具

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升级路径、升级绩效、企业能力量表总体上具有较高的

信度和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运用SPSS检验，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见表3。结果表明，变量之

间存在两两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做进一步的

验证。

表3　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

注：“**”和“***”分别表示p<0.05和p<0.01。

4.4　企业升级路径全模型检验

以上对企业升级路径（UP）、升级绩效（PR）和企业能力（FC）的信度和效度进行

了检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的作者进一步对企业能力、升级路径和升级绩效进行全模型

检验，以检验企业能力是否对企业升级路径产生影响、企业升级路径是否对企业升级绩效

产生影响以及企业能力是否对企业升级绩效产生影响。全模型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企业升级路径实证研究全模型图

注：MC、RDC和OC分别表示制造能力、研发能力和运营能力；FP、IVC和IP分别表

示财务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和业务提升；“***”表示p<0.01。

从表4的拟合指标可知，CFI和TLI均大于0.9；RMSEA为0.071，小于可接受的水平

0.08；SRMR为0.089，虽然大于0.05，但小于0.10。综上，模型的整体拟合还是可以接

受。

表4　企业升级路径实证研究全模型的拟合指标

由表5可知，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路径的影响系数为0.777，且t值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p<0.01），表明其对企业升级路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通过检验；企业能力对

企业升级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305，且t值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1），表明其对升级

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2通过检验；企业升级路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系数为

0.611，且t值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1），表明其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因

此H3通过检验。

表5　全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的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表示p<0.01。



为进一步检验企业升级路径的不同维度对升级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将升级绩效

的3个维度分别为因变量，企业升级路径的8个维度为自变量，建立3个回归方程进行比较

分析，所有的回归方程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3

个方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见表6～表8。

表6　不同企业升级路径对企业升级绩效（财务绩效）的影响差异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表示p<0.01；控制了4种产权的虚拟变量、10个行

业的虚拟变量。



表7　不同企业升级路径对企业升级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差异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和“***”分别表示p<0.05和p<0.01；控制了4种产

权的虚拟变量、10个行业的虚拟变量。



表8　不同企业升级路径对企业升级绩效（业务提升）的影响差异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和“***”分别表示p<0.05和p<0.01；控制了4种产

权的虚拟变量、10个行业的虚拟变量。

从表6～表8可知，针对不同的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影响确实存在差异，假设

H4通过检验。具体来说，表6报告了财务绩效作为因变量，企业升级路径的8个维度为自

变量的直接效应。M1为仅放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M2为增加了企业升级路

径的8个维度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M2的结果显示，产品升级、加大对生产服务投入、

降低成本、流程升级对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β=0.265，p<0.01；

β=0.223，p<0.01；β=0.211，p<0.01；β=0.229，p<0.01 。其中，产品升级对财务

绩效的影响最大。而替代跨国公司产品、加强关键部件壁垒的突破、“低碳运作、提升环

保标准”、与合作企业有效协同对财务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表7报告了价值链地位提升作为因变量，企业升级路径的8个维度为自变量的直接效

应。M3为仅放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M4为增加了企业升级路径的8个维度为

自变量的回归结果。M4的结果显示，产品升级、替代跨国公司产品、加大对生产服务投

）



入、流程升级对价值链地位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β=0.207，p<0.01；

β=0.215，p<0.01；β=0.250，p<0.01；β=0.195，p<0.05）。其中，加大对生产服务

投入对价值链地位提升影响最大。加强关键部件壁垒的突破、降低成本、“低碳运作、提

升环保标准”、与合作企业有效协同对对价值链地位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表8报告了业务提升作为因变量，企业升级路径的8个维度为自变量的直接效应。M5

为仅放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M6为增加了企业升级路径的8个维度为自变量

的回归结果。M6的结果显示，产品升级、加大对生产服务投入、降低成本、流程升级对

业务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β=0.282，p<0.01；β=0.181，p<0.05；β=0.152，

p<0.05；β=0.260，p<0.01）。其中，产品升级对业务提升的影响最大。替代跨国公司

产品、加强关键部件壁垒的突破、“低碳运作、提升环保标准”、与合作企业有效协同对

业务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4.5　中介效应检验

BARON等 将变量之间中介效应的检验分为3个步骤，结合本研究的3个变量：第1

步，检验企业能力与升级绩效的关系，其关系系数应当呈现显著性；第2步，检验企业能

力与企业升级路径的关系，其关系系数也应显著；第3步，将企业能力和企业升级路径同

时带入回归统计分析方程，测量它们与升级绩效的关系。

此时，如果企业能力和升级绩效的系数值明显小于第1步骤的系数值，且相关系数不

显著，则表示企业升级路径的完全中介效应成立；如果显著，则企业升级路径的部分中介

效应成立，但此时企业升级路径与升级绩效之间的关系系数仍应显著。表9显示了企业升

级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表9　企业升级路径在企业能力与升级绩效间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表示p<0.01。

由表9可知，在第1步中，企业能力与升级绩效的关系显著（β1-1=0.664，

p<0.01）；在第2步中，企业能力与企业升级路径呈现正向显著性关系（β2-1=0.639，

p<0.01）；在第3步中，把企业能力与中介变量企业升级路径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企业升

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作用仍然显著（β4=0.546，p<0.01），但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的影

响显著下降（β3-1=0.305，p<0.01），这表明企业升级路径部分中介企业能力与升级绩

效的关系，即企业升级路径部分中介效应成立。由此，H5部分通过了检验。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中国转型经济情景下企业能力与企业升级路径、升级绩效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描述三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假设并形成概念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对相关

的假设以及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进行检验和判断，分析了企业通过提升能力进行升级的微

观机理。研究表明：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路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企业升级路径部分中介了企业能力与升级绩效的关系；企业升级路

径对升级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的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本研

究基于新兴经济体转型升级背景，对现有企业升级理论进行了拓展，为企业升级提供了战

略发展的新思路。下面就本研究的结论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本研究进一步从实证上厘清了企业能力和企业升级路径的关系，确认了企业能

力是企业升级路径的前因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路径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4][5][6][7][8][9]。企业能力是企业升级的内部驱动力，不

论企业是走技术升级（如ODM），还是市场升级（如OBM），最终都离不开企业能力的

积累。

进一步，本研究检验了企业制造能力、研发能力、运营能力在企业升级方面发挥的重

要作用。制造能力是基础，研发能力是核心，运营能力是保证。当企业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时，如当具有优秀的生产制造能力时，有利于企业OEM业务的壮大，积累进入价值链高

附加环节的技术知识和能力，进而推动OEM企业向ODM和OBM的升级。制造能力越

强，企业产品质量更有保障，工艺和设备的改进更加容易，因而也越容易进行升级。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制造业大部分核心技术仍然被外国

公司控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少，原创性的产品和技术更少。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将

会影响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优秀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只能处于低水平的加工阶段，

获取廉价的加工费。而发达国家企业却能凭借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分享绝大部分利润和附

加值。国家政策的目标应该定位于促进企业发展技术能力 。中国企业的成长在很大程

度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当低成本带来的低价格与强大的渠道构建和技术研发结合在

一起，就形成了中国企业特有的成本创新能力 。研发能力越强，企业越有可能摆脱锁

在低端的命运，更有可能实现升级。

企业的升级需要面对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也要求企业对运营体系进行变革，运营能

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升级的效率和效果[8]。因此，运营能力越强，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的

服务越完善、响应速度更快，就越能向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其次，本研究提出了“企业能力—升级路径—升级绩效”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基于

企业能力的升级机制，揭示了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打开

了企业能力到升级绩效之间的“黑箱”，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企业能力

对升级绩效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且在企业能力

和升级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绩效有显著的影响，这与Lee[34]、Zaheer等[35]的研究结论一

致。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实现升级的企业，其财

务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业务提升的效果也越好。企业升级路径在企业能力和升级绩效

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的正相关作用部分通过升级路径发生，进一

步揭示了企业能力通过企业升级路径进而影响升级绩效，明确了企业能力对升级绩效的影

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在目前发达国家主导和支配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框架下，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者将会在技

术、品牌等多个环节上对中国企业的升级行为设置障碍 ，国外品牌厂商会采取各种措

施防止核心技术知识转移。进行升级的企业需要通过自身能力积累，不断提高制造能力、

研发能力和运营能力，企业升级不要局限于单一路径，可以将多种升级路径相结合，实现

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提高企业的升级绩效。

最后，本研究证实了不同的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升级路径

为企业实现不同战略目标提供了具体措施。本研究发现，产品升级、加大对生产服务的投

入和流程升级对企业升级三种绩效（财务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业务提升）均有显著正

向影响。其中，产品升级对财务绩效和业务提升影响最大，加大对生产服务投入对价值链

地位提升影响最大。这表明，产品升级、加大对生产服务的投入和流程升级三种升级路径

仍然是现阶段中国制造型企业进行升级的有效路径。替代跨国公司产品对价值链地位提升

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财务绩效和业务提升没有影响；降低成本则刚好相反，对财务绩效和

业务提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价值链地位提升没有影响。加强关键部件壁垒的突破、

“低碳运作、提升环保标准”、与合作企业有效协同，对财务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和业

务提升均没有显著影响。

企业如果希望提高企业升级的财务绩效、业务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特别是改善财

务绩效和业务提升绩效时，需要在产品升级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美国苹果公司从实践中

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苹果公司依靠iPhone、iPad产品不断升级，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

攫取价值链上大部分利润。其2014年财年第四财季业绩显示，净利润为84.67亿美元，比

2013年同期增长13%。



加大对生产服务的投入对绩效的影响结论与Neely 的研究结论一致。本研究结果

显示，加大对生产服务的投入能提高企业升级的财务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和业务提升。

其中，对价值链地位提升影响最大。因此，加大对生产服务的投入是获取价值链地位提升

的关键路径。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价值创造

的核心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

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生产服务是能够为企业升级带来足够价值空间的重要环节，制造

企业可以通过改善现有服务或向市场提供新服务以建立竞争优势 。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流程升级也对财务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业务提升均有正向的

影响。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首先发生在产品创新，然后才是工艺创新 。相反，发展中

国家企业则是首先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工艺，经历密集的技术努力后，才逐渐形成产品创

新能力 。流程升级对于后发国家的企业来说，仍然是一种可行并且是必要的升级路

径。

替代跨国公司产品对价值链地位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如果企业本身缺乏技术能

力，在初期可以进口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模仿生产外国企业的产品，

进而自主开发是取得价值链地位的有效途径，这对于后发国家企业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降低成本本质上是企业投入产出比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其对财务绩效和业务提升

的正向影响表明，需要继续改变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向资源集约型的发展方

式转变。

加强关键部件壁垒的突破、“低碳运作、提升环保标准”、与合作企业有效协同，对

财务绩效、价值链地位提升和业务提升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关键部

件很大程度上被外资所把控。如果需要突破，企业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而这要

求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企业研发活动投资回报期长。在没有产生回报前需要企业持续大

笔的资金投入，本研究的样本企业员工数小于1 000人的企业占87.4%，其自身面临的可

获取资源和能力瓶颈会导致研发投入不足而对企业的升级绩效影响不大。其次，技术能力

的积累和发展更是一个漫长、艰苦的学习过程 ，企业技术创新的流程构建和形成是

一个长期过程。因此，短期来看，对企业的升级绩效影响不大。



“低碳运作、提升环保标准”要求企业在整个价值链或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如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的投入与消耗达到低碳过程，这必然要求企

业进行投入，加大工艺流程改造，加大设备投入与研发，提高技术升级，反而会削弱企业

的短期财务绩效，而且企业实现低碳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实施，故而对升级绩效影响不

大。与合作企业有效协同有可能在合作初期，企业能够通过资源共享、合作研发提高企业

绩效，但是当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作久了，陷入了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依赖，使企业与其他

公司合作不仅未能带来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的突破与创新，反而使企业更像是其他公司的

装配车间和销售通道，反而对升级绩效影响不大。合作企业有效协同对升级绩效的影响可

能存在更复杂的关系，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检验。

6　实践启示与研究方向

本研究从企业升级路径角度对中国制造型企业进行考察和实证研究，其研究结论对于

进行制造型企业升级的企业管理者有一些启示。

首先，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路径和升级绩效的影响表明，企业需要根据自身能力选择

合适升级路径实现升级。企业要实现升级，需要注重能力培育。企业需要在促进技术创新

与研发设计上下功夫，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高端的品牌形象向国际市场消费者提供服

务。对于已具备相当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应该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促进自主创

新，推动企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企业升级。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的研发投

入还需要很大的提升。有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高通公司一年的研发投入约占中国计算

机、通信及电子制造业总研发投入的30% 制造型企业还要增加研发与制造环节、运营

环节的联系和互动，不断提升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

其次，不同的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影响也不同。基于此，制造型企业所面临的

升级路径有多种选择，升级路径的选择没有唯一性和绝对性 。企业管理者应根据自身

资源和能力的情况，系统评估不同企业升级路径对升级绩效的影响，树立升级路径可以互

补的思维，进行合理选择，推动企业不断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



最后，本研究基于中国情景的实证检验结果，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升级也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新兴经济体所经历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是在一个和西方经济体基本不同的制

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产生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本研究证实企业能力对企业升

级有显著影响，但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环境因素正发生深刻变化，企业进行升级时

应采取权变的观点，构建能适应复杂快速变化环境的动态能力，使自身独特能力和外部环

境相适应，以提高动态竞争优势。

本研究虽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是也存在一定局限：本研究从静态的角度仅

仅从制造能力、研发能力和运营能力三个因素讨论了对企业升级路径的影响是不够全面

的，今后研究可增加动态能力、技术创新能力、IT能力等企业能力对企业升级路径的影

响。本研究检验了企业升级路径部分中介企业能力与升级绩效的关系，有可能还存在其他

尚未发现的中介变量，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本研究基于中国的制造型

企业而引入的升级绩效衡量指标，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在不同产业中进一步得到检验。本

研究的样本规模并不算大，在样本的地区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研究的研究结果

是否能推广到其他地区需要进一步验证，未来可以增加中国其他地区的制造型企业样本，

以增加结果的适用性，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可信。

Empirical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among Firm Capability, Firm

Upgrading Path and Upgrading Performance

Mao Yunshi, Liu Fuxian

(Business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nceptual model among firm

capability, firm upgrading path and the upgrading performance. And it tests the

hypotheses by using the data from manufacturing firms with developed firm

upgrading path scale.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as follows: firm capability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firm upgrading path and upgrading performance; firm

upgrading path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upgrading performance; firm upgrading



path plays a part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capability and

upgrading performanc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irm upgrading path on

upgrading performance are different.

Key words:firm upgrading; firm upgrading path; firm capability; upgrading

performance



感知创新性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基于手机行业的实证研究

汪建成，马　丹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以消费者为创新判断主体，以手机行业为例，实证研究了感知创新性对消费者

购买行为的影响。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文献，将感知创新性分为六个构念（相对优

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感知风险和感知性价比），分别研究它们与消费者的品

牌态度和购买行为的关系。利用问卷调研数据，通过信度和效度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

析和回归分析来验证研究假设。所得结论如下：消费者感知产品的相对优势、相容性、复

杂性、可观察性、感知性价比与品牌态度和购买行为正相关；感知风险与品牌态度、购买

行为负相关；品牌态度在相对优势、可观察性与购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最后，

根据具体的影响作用，对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感知创新性；品牌态度；购买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创新一直是企业管理领域中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热点。总的来说，任何行业的企业都可

以受益于创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容易被忽略的是真正为产品买单的是消费者，企

业所认为的加强创新投入后的产品最后是否是被消费者以购买的形式采纳了呢？

我们做了一个小调查，随机询问146个手机用户目前使用的手机品牌，其中44%的用

户使用的是苹果手机。他们认为最创新的手机品牌的结果显示：选择苹果手机的有88

人，占比60.7%；华为手机其次，但只占13.8%的比例；小米手机排第三，占比7.6%。

再对比苹果和华为、三星电子的研发投入（见表1）就可以发现：从研发投入的绝对值来

看，三星电子的研发投入最高，其次是华为，再者是苹果；从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相对



比例来看，华为的最高，其次是三星电子，再者是苹果。可以看出，这三大手机品牌商

中，苹果的研发投入不管是绝对值还是相对比例都是最低的。但是，消费者却更觉得是苹

果手机的创新水平最高。由此看来，高额的研发投入并不一定就能换来相应的市场回报。

Calantone等 就指出在实际情况中企业对于产品创新的认识和消费者视角的产品

创新性是有明显差异的。

表1　苹果与华为、三星电子的研发投入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http://www.pcpop.com/doc/1/1596/1596354.shtm.l。

理论界将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待企业创新称为消费者感知创新性（customer

perceived innovation，CPI）。该概念首先是1962年Roger基于创新扩散理论提出的

。他将这一概念定义为消费者对某个产品在新颖性、实用性、复杂性等方面与其他同

类产品区别程度的主观判断。感知创新性对于企业开发新产品的绩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越来越受到创新研究领域学者们的重视。

基于此背景，本文通过对创新扩散理论和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总结，以手机行业为例，

引入品牌态度这一中介变量，研究感知创新性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影响，同时根据理论

分析和实证研究，测量和论证感知创新性的构念。

1　文献综述

1.1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

创新扩散理论是美国学者E. M. Roger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一个

基本的社会过程，被个人或其他单位看作的一种新观念、实践或事物，人们通过媒介去接



受新产品、新事物、新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主观感受到的信息会被传播，创新的意义得以

扩散和显现。消费者对某个产品在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和可观察性等方面与其他同

类产品区别程度的主观判断就是消费者感知创新性。

Rogers和Shoemaker 对消费者感知创新性分为了五个构念，即相对优势是指认

为某项创新优越于它取代的旧观点或是旧产品的程度，可以体现为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利

益或是社会效益；相容性是指认为某项创新与现有的价值观、生活习惯、潜在采用者以往

经验的共存程度；复杂性是指认为某项创新理解和运用的难度；可试验性是指某项创新在

有限基础上可被试验的程度；可观察性是指某项创新结果能为他人看见的程度。Bauer

提出感知风险这一概念认为消费者行为本身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感知风险是指消费

者认为与某项创新相关的风险程度。Lee 认为，价格是否合适也是其中一个消费者感

知创新性的特性。

表2　关于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研究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注：[2] [12]

从表2关于消费者感知创新的研究发展概况来看，理论界对于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概

念构成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还是根据传统的Roger关于CPI的构成要素相

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感知风险性为基础，增加感知性价比，将感知创新

性的概念定义为消费者对某个产品或是品牌在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风

险性、性价比方面与其他同类产品区别程度的主观判断。

1.2　品牌态度

有关品牌态度的研究起源于态度。早期研究认为，态度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意识过

程。后来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态度并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或是情感的反应，也包含了认知因

素，其中认知是情感的基础。之后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态度系统论，认为态度是包括

认知因素、情感因素，还应包含行为倾向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具有持久性的 。态度系

统论也被称之为态度的三维观点，即由认知、情感和行为三因素构成。也有学者在实证研

究中发现，情感这一因素稳定性比较强，更能体现消费者对标的物的态度。也有学者指出

行为要素其实是态度的结果之一，并不能作为态度的内涵构成要素 ，而情感因素比认

知因素更具有预测性和适用性 。在品牌态度的研究中也存在态度三维和态度一维的

分歧。王冯 在研究中发现品牌认知的效果并不理想。更多的学者将品牌态度定义为消

费者通过内外部因素形成对品牌的评价 。根据本文的研究情景，笔者认为品牌

态度是指消费者通过自身经验或间接的他人经验以及广告宣传中获得的感受形成对品牌的

一种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并选择从情感因素方面作为品牌态度的测量维度。

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受消费者自身因素及外部因素的影响。现有的关于品牌态度的影响

因素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外部因素，即从企业的品牌形象[19] 、营销方案或渠道 、

广告宣传 、网络口碑[24]等角度出发，研究其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国内从消费

者的层面研究其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的文章并不是很多。赵恒 在研究消费者处于不同的

职业生涯发展期，其品牌态度也会产生变化。傅春林 发现，当品牌形象与自我形象一

致性越高，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品牌态度将会更积极。通过阅读这些文献，发现对于从消



费者层面研究其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的文章比较少，尤其是消费者感知创新特性角

度。所以，本文选择研究消费者视角的创新对其品牌态度的影响。

1.3　购买行为

消费者购买某种产品也是一种消费者行为，这种行为的动机既有来自个体心理的也有

来自外部刺激的。当外部刺激在心理世界被消费者接受、消化和处理之后，就会产生行为

反应，这就是消费者的决策过程。目前以消费者决策过程为基础的消费者行为模型最为常

见，其中又以恩格尔-科拉特-布莱克威尔的EKB模型最为广泛。这个模型主要是由Engel

等 提出的，他们认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消费者行为并不能等同而言，购买行为只是

消费者行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个模型强调了消费者行为的决策过程，并考虑到内外部

影响因素，全面讲述了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的过程[19] 。当消费者受到来自外部营销

或非营销的刺激时，基于刺激消费者的心理会扮演一个类似中央处理器功能，对刺激进行

信息处理，并与消费者自身的需求、态度、经验、个性和生活方式等相结合，然后就得到

了一个是否购买的决定，这就是一次完整的购买行为的过程。

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分别是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个人

因素、心理因素 。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被称为外部因素，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被称为

内部因素，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对于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

外部因素主要集中在品牌形象 、价格促销、网络口碑、线上渠道模式等。而对于从

消费者个体层面研究影响购买行为的内部因素的文献并不多，很多文章将消费者的个人因

素，比如人口统计特征、特性之类的作为控制变量。潘煜和高丽 在以上海手机市场

为例，研究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发现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与其购买行为有

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华豫民 在研究农民工的手机购买行为时发现，其顾客感知价值中

安全价值是影响购机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形象价值并不能显著影响其购买行为。郑志强

以诺基亚和苹果手机为例，研究了消费者态度中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会明显影响购

买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层面影响购买行为的因素越来越侧重于消费者

的主观感受。所以，本文选择以感知创新性为自变量，研究其对因变量购买行为的影响，



以及研究消费者品牌态度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影响的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感知创新性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Zeithaml 认为，感知创新性对他们的价值将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消费者感

知的创新性越明显，购买某产品的意愿就会越强烈。消费者认为企业产品或是服务创新给

他们带来的实用性越强，提高了他们的服务体验，如果作为产品或服务接受者的消费者觉

得这个产品的创新是很难使用，那么他们就不会采纳这个创新，也就很难产生消费意愿从

而发生消费者行为。在现有的基于国内情景下有关消费者感知产品特性的实证研究中，李

韬 发现，第三方物流顾客感知价值越大，其购买意愿就越强烈。

创新是一个扩散的过程，企业层面的创新和消费者视角的创新是有一定差异的，在手

机行业同质化竞争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吸引消费者并留住消费者是企业需

要关注的一个点。根据技术接受模型理论，消费者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越强时，其对

创新的采纳程度就会越高。当消费者感知产品创新性越强时，他们的购买行为倾向将会越

强烈[14]。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对购买行为有正向影响（H1）。

该假设包括：

消费者感知产品的相对优势越强，他们越愿意购买该产品（H1a）；

消费者感知产品的相容性越高，他们越愿意购买该产品（H1b）；

消费者感知产品的复杂性越低，他们越愿意购买该产品（H1c）；

消费者感知产品的可观察性越强，他们越愿意购买该产品（H1d）；

消费者感知产品的感知风险越低，他们越愿意购买该产品（H1e）；



消费者感知产品的性价比越高，他们越愿意购买该产品（H1f）。

2.2　感知创新性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

感知产品创新性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主要来自于消费者对产品创新在相对优势、相容

性、复杂性、可观察性、感知风险和感知性价比等方面的主观心理感受。这种主观感受越

强烈，消费者对该品牌形成偏好或评价的倾向就越明显。董玉[26]在研究传统微博营销对

消费者品牌态度时，将传统微博营销分为信息质量、活跃度、易读性、媒体人微博的知名

度等。其中，信息质量是指传统媒体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是否真实、全面，对大家是否有

用，这类似于本文中自变量构念中的相对优势。易读性是指传统媒体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

方不方便阅读，这一点类似于本文中自变量构念中的复杂性。而活跃度和知名度则是指传

统媒体在微博上是否能被大家所广泛的知道和了解，这一点类似于本文中自变量构念中的

可观察性。该研究也证明了这几个因子对品牌态度均有显著的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本

身也受到消费者的内部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感知创新性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有正向影响（H2）。

该假设包括：

感知产品的相对优势越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越积极（H2a）；

感知产品的相容性越高，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越积极（H2b）；

感知产品的复杂性越低，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越积极（H2c）；

感知产品的可观察性越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越积极（H2d）；

感知产品的感知风险越低，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越积极（H2e）；

感知产品的性价比越高，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越积极（H2f）。

2.3　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对购买行为的影响



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就提出了态度和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理性行

为学认为态度会对行为意愿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在很多的实证文章中都得到证实。但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态度对购买行为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当然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是不同的

概念，但是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作为消费者个体层面的一个因素，对购买行为还是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对购买行为有正向影响（H3）。

2.4　消费者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

李露[19]借鉴了恩格尔-科拉特-布莱克威尔的EKB模型，引入消费者品牌态度为中介

变量，研究手机品牌形象对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出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对购买行

为有直接的推动影响，人性化形象和符号形象对购买行为没有直接作用，但是通过品牌态

度能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马媛媛 在借鉴理性行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介

变量品牌态度，从消费者视角出发，研究消费者的品牌体验与购买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

主效应显著，并且品牌态度起到了中介作用。杨华 在对零售商自有品牌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中，探索感知价值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并发现了顾客态度的不完全中介作用。消费

者的品牌态度会受到来自消费者对于产品创新的主观感知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购买行

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感知创新性通过影响品牌态度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H4）。

该假设包括：

品牌态度在消费者感知产品的相对优势与购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4a）；

品牌态度在消费者感知产品的相容性与购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4b）；

品牌态度在消费者感知产品的复杂性与购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4c）；

品牌态度在消费者感知产品的可观察性与购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4d）；



品牌态度在消费者感知产品的感知风险与购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4e）；

品牌态度在消费者感知产品的感知性价比与购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4f

2.5　研究模型

本文主要探讨消费者感知创新性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以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为中

介。根据上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和假设分析，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图1　本文的研究模型

2.6　研究变量的测量

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本文研究对象的特点设计研究变量的

测量量表，具体见表3。

其中，感知创新性包括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感知风险和感知性价

比六个构念。本文结合手机的具体情况，主要参考Rogers[15]、Ostlund[3]和Lee[12]等

的量表并进行修改。本文参考Lee[12]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修改语言表达方

式，得到消费者品牌态度的测量量表。本文采用购买、推荐购买和溢价购买三个维度，主

）。



要参考张玉艳[34]等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修改语言表达方式，得到购买行

为的测量量表。

表3　研究变量的测量量表



注：[3][11][12][19][33][34][42]

2.7　预调研

本次预调研全部采用电子问卷的方式，利用问卷星（一个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测

评、投票平台）进行网络问卷的发放。预调研共发放问卷146份，回收146份，有效回收

率100%。

各变量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值见表4。从表4可知，总体上问卷量表的信度较

好。感知风险构念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值为0.726，虽然大于0.7，信度较好，但是有

被调查者反映题项的表达意思不够明确。另外，感知性价比量表中的题项1与题项2的区

别度不大。根据反馈调整和修改了问卷当中出现的一些表达不清的问题和容易产生歧义的

表述，并增加了说明。



表4　变量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值——预调研

3　实证分析

本研究通过网络的方式共回收457份问卷，最后得到的是447份有效问卷。对样本进

行统计分析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的性别分布比较均衡，部分受访者都是

刚工作几年的年轻上班族或在校学生，样本的收入还比较均衡。



表5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1　信度检验

最终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结果见表6。本问卷中“消费者感知创新性”及其六个构念

以及“品牌态度”和“购买行为”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值都在0.7以上，说明本问卷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用于接下来的实证研究。



表6　变量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值

3.2　效度检验

本文通过KMO检验和Bartlert球体检验考察消费者感知创新性量表的构念效度。将感

知创新性的22个问题进行效度分析，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KMO值为0.907，且显著

性概率为0，说明变量具有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7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KMO和Bartlett的检验

进一步对消费者感知创新性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一般将特征值大于1

作为公因子数量的确定标准。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共抽取了5个因子，见表8），它们

共同解释了总方差的71.45%。从表8可以看到，相容性和复杂性载荷在同一因子上。

表8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抽取标准



出现这种因子载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第一，对于消费者而言，在使用手机过程中，

感知相容性与复杂性两个构念的意思非常相近，两个构念之间本身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第

二，消费者在回答问卷时并没有仔细地思考这两个题项之间的差异，或题项的表达还有有

待改进的地方。

但是，基于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探索感知创新性的构念，根据以前的文献研究和理论

基础，作者还是选择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6个构念，即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

察性、感知风险、感知性价比进行下面的实证分析。

3.3　相关分析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9。感知创新性、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感

知风险和感知性价比与品牌态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89、0.696、0.661、0.489、



0.657、-0.137和0.394，且其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1。这说明，感知创新性、相对优

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感知性价比与品牌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感

知风险与品牌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9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感知创新性、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感知风险和感知性价比与购买

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47、0.665、0.585、0.437、0.663、-0.135和0.365，其显著

性概率均小于0.01。这说明，感知创新性、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感

知性价比与购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感知风险与购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

品牌态度与购买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835，其显著性概率小于0.01，说明两者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4　回归分析

3.4.1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与购买行为的回归分析

由表10可知，调整后的R2值为0.424，表示该模型中可解释方差占比为42.4%。显著

性水平小于0.001。从回归结果来看，消费者感知创新性对购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因此，H1成立。

表10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与购买行为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3.4.2　感知创新性六构念与购买行为的回归分析

由表11可知，模型1中，对相对优势和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调整后的R2值为

0.448，表示这个模型中可解释的方差占比例为44.8%。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从回归

分析的结果来看，相对优势与购买行为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H1a成立。模

型2中，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这表示相容性对购买行为呈显著正向影响。因此，H1b

成立。模型3中，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表示复杂性对购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消费者感知的复杂性越强，购买行为越明显。因此，H1c不成立。模型4结果显示，显著

性水平小于0.001，表示可观察性对购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消费者感知的可观察

性越强，购买行为越明显。因此，H1d成立。模型5中，对感知风险和购买行为进行回归

分析，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示消费者感知风险对购买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

此，H1e成立。模型6中，对感知性价比与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性水平

小于0.001，表示消费者感知的性价比越高，购买行为越明显。因此，H1f成立。



表11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六构念与购买行为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3.4.3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与品牌态度的回归分析

以感知创新性为自变量，品牌态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2。可知，调

整后的R2值为0.481，表示这个模型中消费者感知创新性对品牌态度的解释可以占到总方

差的48.1%。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表示消费者感知创新性显著地正向影响品

牌态度。因此，H2成立。



表12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与品牌态度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3.4.4　感知创新性六构念与品牌态度的回归分析

由表13可知，模型1中，相对优势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表示相对优势

对品牌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2a成立。模型2中，对相容性与品牌态度进行回

归分析，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表示相容性对品牌态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H2b成立。模型3中，复杂性与品牌态度的回归分析模型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概

率为0.000，表示复杂性对品牌态度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因此，H2c不成立。模型4

中，可观察性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即可观察性显著地正向影响品牌态度。

因此，H2d成立。模型5中，感知风险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0.004，小于0.01，表

示感知风险对品牌态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因此，H2e成立。模型6中，感知性价

比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即感知性价比越高，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越正面。因

此，H2f成立。



表13　感知创新性六构念与品牌态度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3.4.5　品牌态度与购买行为的回归分析

由表14可知，模型1中，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表示品牌态度对购买行为

呈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关系。即消费者对手机的品牌态度越积极，其购买行为则越明显。因

此，H3成立。



表14　品牌态度与购买行为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3.4.6　品牌态度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对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第一步是验证自变量到因变量的主效应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

第二步是验证自变量消费者感知创新性与中介变量品牌态度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第三步

是自变量感知创新性与中介变量品牌态度对因变量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若加入中介变

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性降低，则为部分中介；若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若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性

不变，则中介作用不成立。

由表15可知，以感知创新性为自变量，购买行为为因变量，对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

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1中，感知创新性与购买行为显著正相关（β=0.627，

p<0.001）；在模型2中，加入品牌态度后，感知创新性与购买行为的显著性降低

（β=0.118，p<0.01）；与此同时，品牌态度对购买行为显著正相关（β=0.774，

p<0.001），表示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存在，且为部分中介。因此，H4成立。



表15　品牌态度在感知创新性与购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以感知创新性的构念相对优势为自变量，购买行为为因变量，检验品牌态度这一变量

的中介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回归结果见表16。由表16可知，在模型1中，相对优势与购买

行为显著正相关（β=0.645，p<0.001）；在模型2中，加入品牌态度后，相对优势与购

买行为的显著性没有降低（β=0.147，p<0.001），表示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因

此，H4a不成立。

对相容性、品牌态度、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7。由表17可知，在模型1

中，相容性与购买行为显著正相关（β=0.569，p<0.001）；在模型2中，加入品牌态度

后，相容性与购买行为的显著性降低（β=0.053，n. s.），同时品牌态度对购买行为显著

正相关（β=0.790，p<0.001），表示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存在，且为完全中介。因此，

H4b成立。



表16　品牌态度在相对优势与购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表17　品牌态度在相容性与购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对复杂性、品牌态度、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8。由表18可知，模型1

中，复杂性与购买行为显著正相关（β=0.418，p<0.001）；在模型2中 加入品牌态度

后，复杂性与购买行为的显著性降低（β=0.026，n. s.），而品牌态度对购买行为显著正

，



相关（β=0.812，p<0.001），表示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存在，且为完全中介。因此，

H4c成立。

表18　品牌态度在复杂性与购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以感知创新性的可观察性为自变量，品牌态度为中介变量，购买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19。由表19可知，在模型1中，可观察性与购买行为显著正相关

（β=0.647，p<0.001）；在模型2中，加入品牌态度后，可观察性与购买行为的显著性

没有降低（β=0.190，p<0.001），表示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因此，H4d不成

立。



表19　品牌态度在可观察性与购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由表20可知，模型1中感知风险与购买行为显著负相关（β=-0.141，p<0.01）；在

模型2中，加入品牌态度后，感知风险与购买行为的显著性降低（β=0.030，n. s.），而

品牌态度对购买行为显著正相关（β=0.821，p<0.001），表示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存

在，且为完全中介。因此，H4e成立。

表20　品牌态度在感知风险与购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由表21可知，模型1中结果显示感知性价比与购买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β=0.354，

p<0.001）；模型2中加入了中介变量品牌态度之后，感知性价比与购买行为的显著性降

低（β=0.038，n. s.），而感知性价比对购买行为显著正相关（β=0.809，p<0.001），

表明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存在，且为完全中介作用。因此，H4f成立。

表21　品牌态度在感知性价比与购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

3.4.7　假设检验结果

经过前面的实证分析，本研究的研究假设检验结果见表22。



表22　假设验证结果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第一，消费者对所使用手机的感知创新性越强，他们手机购买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

大。这说明，消费者对手机创新性的主观感知会影响到他们的购买行为。

第二，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优势即消费者认为这个手机创新性的有用性越高，他们对

手机品牌的购买行为倾向就越明显；相容性即消费者认为这个手机创新性与自己的生活、

工作方式、使用习惯等方面越匹配度或相容性越高，他们对该手机品牌的购买行为越明

显。

然而，关于复杂性的研究结果与H1c却是相反，即消费者感知手机产品的创新性的复

杂性越强，他们对该手机品牌的购机行为越强烈。这与以前关于复杂性对购买意愿负向影

响的研究结果是相反的。对于这一研究结果的分析是：首先，本文对感知创新性量表进行

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复杂性与相容性载荷在同一因子上，所以复杂性与相容性的影响作用

重合了；其次，现在手机的功能基本上差异不大，人们对手机等前沿电子产品的新功能开

发有了更高的欲望，而手机的复杂性越高，也预示着相应软件和功能更进一步地开拓挖



掘，发烧友对复杂电子产品“尝鲜”的追逐心态；最后，本文调查对象主要为年轻人，学

习使用手机的成本很低。以上三点或许是对复杂性与购买行为正相关的一种合理解释。

消费者发现这个手机品牌更多地被周围人使用或是更多地出现在电视广告宣传上，他

们越倾向于购买该品牌的手机；消费者认为这个手机产品创新性在购买、使用过程或是售

后服务过程存在的负面评价或风险越大，他们越不倾向于购买该品牌的手机；消费者感知

性价比越高，他们越倾向于购买该品牌的手机。

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对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构念对因变量的影响进行排序，相关

性程度大小的绝对值排序依次是相对优势→可观察性→相容性→复杂性→感知性价比→感

知风险。由此可见，消费者感知创新性中的相对优势对购买行为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可观

察性，表明消费者认为这个产品创新性对自己越有用，周围人越多使用，他们也会越倾向

使用这个品牌的手机。

第三，消费者品牌态度对购买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证实消费者对手机品牌态度

会正向影响购买行为，这一结论与其他学者有关品牌态度对购买意愿或是购买行为的研究

结论保持一致。

第四，消费者品牌态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品牌态度在消费者感知创新性与购

买行为的关系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品牌态度在相对优势、可观察性与购买行为之间

不存在中介作用，即相对优势和可观察性直接显著影响购买行为；品牌态度在相容性与购

买行为、复杂性与购买行为、感知风险与购买行为、感知性价比与购买行为的关系之间存

在完全中介效果。

4.2　主要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结合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动机，就如何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提

出如下建议：

首先，好的创新是用户培养出来的，因此要重视消费者对产品创新性的主观感受。这

个重视不仅仅是指前期的针对消费群体的市场调研，更包括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后的



调查。特别是现在手机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消费者的换机频率也提高，能够留住消费者也

是手机品牌商所要考虑的。所以研究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哪些因素影响了购买行为，对于

企业长远发展也是有利的。重视消费者对产品创新性的主观感受，这对于其他情况类似的

行业和有形产品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

其次，重视产品创新的有用性和可观察性。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相对优势和可观察性

对购买行为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在对产品进行创新投入时，要重视提

高产品创新给消费者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同时也要注重宣传和推广。对于像手机这样的有

形产品而言，要提高产品出现的频率或是范围，在营销推广策略上要注意加强。

再次，以新的角度看待产品创新性的复杂性，尤其是在现有产品普及率很高的背景

下。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产品的复杂性有一定的期待，企业在针对新产品的宣

传推广时，可以充分利用消费者的这种心理，侧重对产品创新点所带来的新功能、新体验

的宣传，甚至可以使用更加专业的术语，如包括参数等进行宣传，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

最后，重视企业的品牌形象。首先，消费者对品牌的品牌态度会显著的影响购买行

为。其次，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相容性、复杂性、感知风险、感知性价比是通过影响消费

者的品牌态度进一步地影响购买行为。

4.3　研究创新点

首先，目前关于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测量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本文通过样本数据和

实证分析探索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构念。对于有形产品，作者发现了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

两个主要构念是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其中复杂性与中介变量、结果变量是正相关。

其次，选择从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视角来看待创新，找到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

素，从而为企业针对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现实中可能有更多影响消费者感知创新性与购买行为关系的因素，因此，未来

研究还可以考虑其他如消费者创新性等前因变量的影响。

第二，消费者感知创新性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评价，本文在进行数据收集时，并没有

将地区差异因素考虑进来。之后的研究可以根据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进

一步划分研究对象，可以对比研究中国消费者的感知创新性问题。

第三，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手机品牌、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研究聚焦在消费者对其

所使用的手机的品牌态度，而不是具体关注到手机的型号。之后有关手机的研究可以针对

某个具体手机品牌的不同型号进行详细的研究，探究消费者对同一品牌的产品细分所感知

创新性构念的差异，采用实证研究或是案例研究的方式。

第四，本文在对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复杂性与相容性载

荷在同一因子上。可能是因为量表设计的可行性有待探究，也可能是对于已经成为生活必

需品的手机而言，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的相容性与复杂性的概念很接近。之后的研究可以尝

试选择以产品的普及率、产品的有形或无形、行业的成熟度等来划分研究对象。

Influence of Perceived Innovation on 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Empirical Study on Mobile Phone Industry

Wang Jiancheng, Ma Dan

(Business School, Sun Yat-sen Business School,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gards the consumer as the judge subject,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ustomer's perceived innovation on purchasing

behavior by taking the mobile phone as the example. Through sorting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it considers that customer's perceived innovation

includes six dimensions, namely relative

advantage, compatibility, complexity, observability, perceived risk and perceived

price fairness. Then it respective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ix



dimensions and consumer's attitude to brand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It tests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and through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relative

advantage, compatibility, complexity, observability and perceived price fairnes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consumer's attitude to brand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perceived risk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onsumer's attitude to

brand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consumer's attitude to brand has not th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lative advantage, observability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ffects, it puts forward

the proposals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Key words:perceived innovation; attitude to brand; purchasing behavior



创新驱动力比较及空间分布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

刘艳春，孙　凯

（辽宁大学　商学院，沈阳　110036）

摘要：首先，从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和内源力四个维度构建了创新驱动力指标体

系；其次，应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

港、澳、台，下同）的创新驱动力进行了横向比较分析；最后，根据创新驱动力指数、行

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内源力指数进行排名，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评价

结果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从总体看，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

力指数、内源力指数在中国大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整体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自

相关性，均表现出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现象。从局部看，大多数省份位于高—高象

限、低—低象限，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少数省份位于高—低象限、低—高象

限，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

关键词：创新驱动力；模糊综合评价法；空间分布；四分位图；空间集聚；空间相关

性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1　研究背景

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

大），会上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使得经济发展更多依

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管理能力的增强。创新驱动是一种集约增



长方式，主要是利用科学技术的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及效益提升，用技术变革的力量来增

加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使得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目前中国正处于经

济转型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赖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着力增强创新驱动

发展新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自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关于创新驱动方面的研究大多局限在理论

或定性层面，运用相关统计指标、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具体量化分析的实证研究较少。国家

对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关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思考。关于创新驱动力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

要方向。学者们对创新驱动力的影响因素持有不同见解。王义娜和黄立新 从创新投

入、科技进步、创新突破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创新驱动力进行监测，并对华东六省一

市的创新驱动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王海兵和杨蕙馨 认为，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

本、政府干预倾向、非市场化程度是创新驱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创新驱动力的作用因素有

哪些？我国创新驱动力具有怎样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同省份之间的创新驱动力是否具有空

间相关关系？考虑到创新驱动力的内涵以及实施主体，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即行政力、市

场力、外向力和内源力四个维度构建创新驱动力指标体系，建立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

中国大陆各省创新驱动力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利用评价分析的结果，采用空间计量方法

分析了不同省份之间创新驱动力的空间分布情况及空间相关关系。

2　创新驱动力指标体系构建

创新的概念最早由Joseph Alois Schumpeter于1912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

中提出，而创新驱动这一概念最早是被Michael Porter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提出的。他认

为，经济发展会依次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以及财富驱动四个阶段。所谓创

新驱动阶段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创新 。这并不是表示经济增长不需要要素和

投资，而是说经济增长的要素和投资将通过创新来带动。过去我们处于要素驱动阶段，长

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增长。目前这种方式受到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

逐渐表现出不再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要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需要使物质资本的改造更

多依靠创新知识和技术变革的力量以及科学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依靠创

新带动的要素驱动来代替过去的投资带动的要素驱动非常具有必要性。



创新驱动是通过知识的溢出效应来实现的，仅仅依靠企业的创新远远不够，需要建立

以国家创新体系为基础的创新驱动战略 。创新驱动的内容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战略创新、文化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多个方面 。创新驱动力受经

济、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发展阶段各个因素对创新驱动力的推动作用大小

又各不一样。创新驱动力是推动创新活动的动力，同时也是创新模式形成的基础，创新驱

动力的组合构成了系统创新环境 。根据创新驱动力实施主体的不同，本文从行政力、

市场力、外向力和内源力四个维度构建了创新驱动力指标体系。

第一，行政力推动的创新驱动力主要是指政府在某个地区通过引导研发经费资金投

入、工程项目配套设施建设以及由于机构组织对创新重视程度而配备资源来推动的创新驱

动力。它主要包括政府扶持、组织配置两个方面。其中，政府扶持由R D经费支出中政

府资金数、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两项指标反映；组织配置由高技术产业机构数、规模

以上企业有研发机构比重两项指标反映。

第二，市场力对创新驱动力的作用体现在通过市场需求来引导创新资源配置，要求各

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有效配置。它主要包括技术进步、运营能力两个方面。其

中，技术进步由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

三项指标反映；运营能力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两项指标反映。

第三，外向力对创新驱动力的作用体现在它通过利用外资研发经费、国外市场需求能

力、外贸政策等条件来优化资本形成条件，带动技术、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技术和管理

水平推动创新驱动力。它主要包括创新活动、开放水平两个方面。其中，创新活动由高技

术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R&D经费支出中国外资金数两项指标反映；开放水平由外商投

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两项指标反映。

第四，内源力通过创新要素的投入来推动创新驱动力，运用创新要素实现对劳动力、

资本等有形要素新的组合。它通过利用创新知识、科学技术来改造物质资本，利用新知

识、新发明的介入以及物质要素的组合来提升创新能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以及劳动者素

质。它主要包括人才投入、资金投入、知识资本三个方面。其中，人才投入由R&D人员

&



全时当量、R&D人员占总人口比重、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三项指标反映；资金投入

由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R&D经费投入强度

反映；知识资本由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 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科技论文反映。构建

的创新驱动力指标体系见表1（附权重），其中权重是通过专家评分法确定的。

表1　创新驱动力指标体系

3　创新驱动力评价模型构建

利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创新驱动力综合评价模型。详细步骤如下：

（1）构建递阶指标判断矩阵

若评价体系中存在m个待评价的对象，有n个评价指标，那么，每个评价指标对每个

评价对象都有1个特征值，则评价体系能够构成n×m阶判断矩阵

、



X=Xijn×m(i=1, 2, …,n;j=1, 2, …,m)，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各省各项指标统计值构建判断

矩阵。

（2）求解递阶指标隶属度矩阵

对于一个模糊集来说，由于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并不统一，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隶属度

求解。通常，对于现实问题，研究对象的所有指标可以划分为成本型、效益型以及适中型

等指标 ；其隶属度函数如下：

成本型指标隶属度的计算公式：趋低优势

效益型指标隶属度的计算公式：趋高优势

适中型指标隶属度的计算公式：趋中优势

按照上述方法可以将指标值转化为指标隶属度矩阵R：

显然，0≤rij≤1。rij越大，表明第j个备选对象的第i个因素评估越优；rij越小，表明第

j个备选对象的第i个因素评估越次。

（3）确定指标权重



权重用来反映指标总体中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需要满足归一性和非负性条件。它的

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评价结论的准确性。因此在确定权重的过程中应十分谨慎。人们通

常依据实际问题的需要主观地确定权重。确定权重的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统

计实验法、专家评分法、分析推理法和两两对比法。

本文采用专家评分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综合文献的分析以及创新驱动力的内涵

构建创新驱动力指标体系，向研究创新驱动的专家们发送调查问卷。依据问卷的统计结

果，通过综合考量为创新驱动力各项指标赋予权重 。经计算得到一级指标Y的权重向

量WY=(0.2, 0.2, 0.2, 0.4)；二级指标Ei(i=1, 2, …, 9)的权重向量WY1=(0.7, 0.3)，

WY2=(0.5, 0.5)，WY3=(0.5, 0.5)，WY4=(0.34, 0.33, 0.33)；三级评价指标

Xi(i=1, 2…, 21)的权重向量WE1=(0.5, 0.5)，WE2=(0.5, 0.5)，WE3

(0.34, 0.33, 0.33)，WE4=(0.5, 0.5)，WE5=(0.5, 0.5)，WE6=(0.5, 0.5)，WE7=

(0.34, 0.33, 0.33)，WE8=(0.34, 0.33, 0.33)，WE9=(0.5, 0.5)。各级指标权重见表1。

（4）构建评价模型并进行选择

利用前面确定的权重向量W和隶属度矩阵R，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可以表示为如

下公式

式（5）中，bj表示模糊综合评价指标，其含义是考察所有因素的影响时，评价对象

对备择集中第j个元素的隶属度。“°”表示一种模糊算子组合，是一种合成W与R的方

法。模糊算子可以分为M（∧，∨）、M（·，∨）

等多种组合，不同的组合会使得评

价模型不相同。为了考察所有因素的影响并保留单因素评价的所有信息，本文采用

）评价模型 。

=



（5）构建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对创新驱动力指标体系进行层级划分，可以将上述评价模型拓展为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模型，即初始模型应用于多级因素上，每级评价结果又是上一级的评价输入，直到目标层

为止。

对因素集S=｛S1，S2，…，Sn｝，按属性的类型可以分为k个子集，记作E1、

E2、…、Ek。根据子集的需要可以进一步进行划分。对每个子集Ei，按一级评价模型进行

评价。将每个Ei作为一个因素，可以得到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如下：

式（6）中：wi为S中n个因素Si的权数的分配；W为E中k个因素的权重分配；Ri和R

分别为S和E的综合评价的变换矩阵；B综为S和E的综合评价的结果。同理，可以类推到更

高级综合评价模型。

由此，可以根据不同对象的最终综合评估值大小排出其优劣次序。

4　中国省域驱动创新力的模糊综合评价

4.1　数据收集与处理

根据表1的指标，本文查阅了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并对数据进行基本处理。

4.2　数据评价与分析

考虑到数据分析的便利性，分析时称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分析为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分

析，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分析为二级模糊综合评价分析，一级指标-创新驱动力综合评价为



目标层模糊综合评价分析，这样做有利于分析过程更加的清晰与完整。

（1）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首先，根据统计的指标数据，在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前，结合隶属度函数的求解公

式，求出各指标的隶属度 。

然后，根据创新驱动力指标得到的隶属度处理结果，构建判断矩阵。根据判断矩阵及

对应的权重向量可求得行政力（Y1）在政府扶持（E1）方面的综合评判结果BE1。如北

京的行政力（Y1）在政府扶持（E1）方面的综合评判结果为

同理，可以求得不同的二级指标在下属三级指标方面，即一级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和

排名，见表2。

表2　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创新驱动力一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及其排

名（不包括港、澳、台）



（2）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根据一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能够计算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创新驱动

力（目标层）在行政力（Y1）、市场力（Y2）、外向力（Y3）以及内源力（Y4）方面，

即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BY1、BY2、BY3以及BY4。例如，北京的创新驱动力在行政力

方面的综合评判结果为

）



同理，可以求得其他各省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其评价结果及排名见表3。

表3　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创新驱动力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及其排

名（不包括港、澳、台）

（3）目标层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一级指标权重向量和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能够计算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创新驱动力综合评判结果B。如北京的创新驱动力综合评判结果为

同理，可以求得目标层创新驱动力在一级指标动力因子方面的综合评判结果，评判结

果及排名见表4，排名越靠前的说明创新驱动力越强。

表4　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创新驱动力目标层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及其

排名（不包括港、澳、台）

5　中国省域创新驱动力比较分析

为了表述上的便利，将表中评判结果B称为“创新驱动力指数”，BY1称为“行政力指

数”，BY2称为“市场力指数”，BY3称为“外向力指数”，BY4称为“内源力指数”。

创新驱动力指数是由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内源力指数加权和得到的。

为了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创新驱动力进行比较，需要对中国各省进行合理划分。按照《中国

卫生统计年鉴》所用的方式对中国按东、中、西部进行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



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

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

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将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内源

力指数在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比较，详见表5（只列出前三名）。

表5　目标层、一级指标评价结果对比

6　中国省域创新驱动力空间分布分析

6.1　四分位图

在上一节中，我们对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内源力在全国层

面、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了对比分析，但是得到的结果不够直观，而且不

能反映创新驱动力及其动力因子的空间分布情况。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四分位图以便直观

观察其空间分布情况，如图1～图5所示。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

外向力指数、内源力指数均大致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阶梯状分布。

从创新驱动力指数四分位图（图1）可以看到，该图中阴影越深，表示创新驱动力指

数越大。可以看到创新驱动力指数比较高的区域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如江苏、浙

江、上海等以及西部的陕西；较低的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部，如西藏、青海、新疆等。

直观地看，创新驱动力指数存在着很强的地理聚集效应。



图1　创新驱动力指数空间分布四分位图

注：本图仅显示了本文研究样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分布情

况，非全部中国地图。

从行政力指数四分图（图2）可以看到，该图中阴影越深，表示在行政力方面评价越

高。可以看到在行政力指数较高的省份大多也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如山东、江苏、浙江

等；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如新疆、西藏、青海。直观地看，行政力指数同样也存

在着很强的地理聚集效应。



图2　行政力指数空间分布四分位图

注：本图仅显示了本文研究样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分布情

况，非全部中国地图。

从市场力指数四分图（图3）可以看到，该图中阴影越深，表示在市场力方面评价越

高。可以看到市场力指数较高的省份包括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

以及河南、湖北等中部地区省份；较低的省份包括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云南、重庆

等。



图3　市场力指数空间分布四分位图

注：本图仅显示了本文研究样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分布情

况，非全部中国地图。

从外向力指数四分图（图4）可以看到，该图中阴影越深，表示在外向力方面评价越

高。外向力指数较高的省份全部分布在东部地区；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和西南部

省份。直观地看，外向力指数存在很强的地理聚集效应。



图4　外向力指数空间分布四分位图

注：本图仅显示了本文研究样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分布情

况，非全部中国地图。

从内源力指数四分图（图5）可以看到，该图中阴影越深，表示在内源力方面评价越

高。内源力指数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陕西；指数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

部的西藏、青海以及西南的云南、重庆。直观地看，内源力指数也存在着很强的地理聚集

效应。



图5　内源力指数空间分布四分位图

注：本图仅显示了本文研究样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分布情

况，非全部中国地图。

6.2　空间相关性分析

通过多级模糊综合评价得到的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

数、内源力指数可以大致对不同省份创新驱动力情况进行比较。同时，通过四分位图，也

能够大致地、直观地看到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内源

力指数的空间分布情况。我们不仅仅关心每个省份自身创新驱动力、行政力、市场力、外

向力、内源力的情况，同时也会关心与它相邻省份在这些方面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所

以，本文在通过模糊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省份之间空间相关性关系。

（1）全局空间自相关

为了刻画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内源力指数在中

国大陆31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整体上的空间关联程度和空间差异程度，需要进行



全局自相关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常用的一种度量指标是Global Moran's I统计量。

Moran's I实际上就是标准化的空间自协方差。利用GeoDa软件计算Moran's I，其结果

见表6。

表6　全局Moran's I计量结果

注：加“***”和“**”分别表示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而接受备择假

设。

通过表6分析创新驱动力、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内源力（分别用创新驱动力指

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内源力指数代表）的全局空间自相关。通过

计算发现，中国大陆各省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和内源

力指数的全局Moran's I值都大于零，t统计量均为正，且都大于1.96，p值也都小于

0.05，可以拒绝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由此可知，中国大陆地区各省的创新驱动力、

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内源力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也就是说，创新驱动力、行

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内源力相似的地区呈现着空间集聚的态势。

（2）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为了研究整体上的空间关联程度和空间差异程度。为了了解中

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空间自相关关系的具体情况及其差异程度，需要

对各省之间的创新驱动力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采用局部Moran's I散点图发现其与

全局自相关散点图是一致，因此也是正值。这是因为全局空间自相关重点是在整体数值，

而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是看高—高、高—低、低—低、低—高四个分类情况。如果将局

部空间自相关的散点图用直线拟合，直线斜率就是全局空间自相关拟合直线的斜率。其分

类具体情况如表7所示。



从表7我们可以看到，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内

源力指数中绝大多数省份都是位于高—高、低—低象限，即高值被高值包围，低值被低

值包围，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即空间集聚。高—高象限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

低—低象限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位于高—低象限的省份较少，它表示高值被低

值包围，比较明显的是广东、陕西。低—高象限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部，它表示低值被

高值包围。高—低、低—高象限的省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

表7　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目标层、一级指标评价结果分布象限图

（不包括港、澳、台）

7　结论

本文从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内源力四个维度构造了创新驱动力指标体系，运用

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得到了创新驱动力指数、行政力指数、市场力指数、外向力指数、内

源力指数，分别用来反映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目标层的创新驱动力以及



一级指标层的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内源力，利用评价结果对各省进行了排名。运用

空间计量方法对创新驱动力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通过四分位图，直观地描绘了创新驱动

力、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内源力的空间分布情况。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各

省在创新驱动力、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内源力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通过局部空间

自相关分析明确了各个省份所处的象限，揭示了局部区域本省与相邻省份之间的关系。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ve Driving

Force: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Liu Yanchun, Sun Kai

(School of Business,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First building a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ve driving force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force, market force，exterior force and intrinsic force. Then

applying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to make horizont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31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in 2014. At

last，ranking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uch as innovative driving force

index，administrative force index，exterior force index, intrinsic force index，

and making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ethod. From the overall，existing significant spec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dex system in China，performing both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From the local, most provinces

are located in the quadrant of high-high and low-low, which shows a kind of

spac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A few provinces are in the quadrant of high-low，

low-high，which shows a significant kind of spatial negative correlation.

Key words:innovative driving forc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quartile graph;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附表：

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创新驱动力指标统计数据隶属度处理结果



技术标准、产品形式、创新政策和竞争格局对新兴
技术“峡谷”形成的影响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及行为实验方法

宋　艳，刘　峰，黄梦璇，刘忠杰

（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1731）

摘要：不同于既有研究从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内部因素——个人层面的心理特征

出发探寻技术“峡谷”的形成机理，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外部环境因素的角度并结合

行为实验研究方法探讨其形成机理。通过实验一检验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在做出新兴技

术产品购买决策时受技术标准和产品形式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有远见者对技术标准未

确立但具备核心功能的平台产品的购买行为更为显著；实用主义者对技术标准确立且形成

整体产品的购买行为更为显著。通过实验二检验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

受到创新政策和竞争格局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两者都偏好得到政策支持，但有远见者

在框架性政策和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时的购买行为更为显著，实用主义者在市场出现核心

企业时才会对产品更感兴趣。

关键词：新兴技术“峡谷”；创新生态系统；技术标准；产品形式；创新政策；竞争

格局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志码：A

1　研究背景

新兴技术产品往往以其不连续性创新带来效率的大幅改进，迅速获得早期采用者认

可，并成功吸引大量公众注意 ，如互联网领域的3D世界、IP电话通信技术，计算

机网络领域的光交换结构、电缆调制解调器和个人计算机领域的录用语音处理系统等

。但这些产品在取得早期市场成功后产品市场增速下降，企业不得不继续依靠早期采用者



来维持经营 ，很有可能导致企业生存困难甚至消失在大众视野中，这种现象仍然还在

继续上演，如目前正在兴起的物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技术，究其原因是企业用一个

被描述为平滑且连续的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作为指导，但以往事实证明，新兴技术产品

商业化过程并非完全平滑和连续。

据此，新兴技术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从早熟技术角度展开研究 ，技术创新

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市场“沉默期”概念 ，而最具代表性的是Geoffrey

A. Moore，他根据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中各阶段采用者心理特征，提出了技术“峡

谷”概念，并修正了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3] 。上述研究都表明，技术采用生命周期

并不是一条平滑且连续的曲线，其各个阶段都存在差异，而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之间的

差异最大，是高科技产品商业化过程中必须要跨越的“峡谷”，否则只能昙花一现，无法

实现其技术价值。

新兴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高技术[6] ，具有在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成长的特征

，其产品商业化也适用于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而现有研究都是从影响用户购买

的行为和心理因素角度，或以某种“现象”出发探寻“峡谷”成因及跨越方法，实证方面

的研究很少，也未从“创新生态系统”环境因素角度，考虑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

。

本文在“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者购买行为和新兴技术“峡谷”相

关研究，选取“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比较公认的四个外部环境因素— 技术标准

[16][17]、产品形式[18] 、创新政策 、竞争格局 ，采用行为实验的方式

进行实证研究，以完善新兴技术“峡谷”形成机理的相关理论，试图为企业战略规划和市

场营销策略制定提供更多方向性指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



创新被认为是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中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 。Lundvall在1985

年率先提出创新系统（system of innovation）概念 。2004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明确

了“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的内涵，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

同。Russel等人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由组织、政治、经济、环境和技术等子系统组成的

综合系统，并通过各子系统的交互运动，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氛围 。Bloom和Dees认

为，创新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参与者和环境条件两方面 。在环境研究方面，吕一博等认

为技术标准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一般驱动因素[15]，其作为技术模块耦合的结构、界面、测

试规则，在创新生态系统中起着核心枢纽作用[16]。张利飞、张运生和吴绍波等人认为，

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出发点是为客户提供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18][22] 。在创新

生态系统中，企业依赖合作与竞争进行产品生产，不同产品形式可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并

最终不断创新[19]。Judy Estrin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应包括核心层面和影响

力层面，而影响力层面包括文化、教育、政策、融资和领导等要素[20]，创新生态系统中

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新的政策和制度变化可以帮助系统以满

足新需求的方式生长，并可以通过加强生态系统之间各主体的联系来促进创新 。罗

国锋等依据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将企业划分为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23]。核

心企业是系统中心 ，非核心企业围绕核心企业建立的平台架构开发兼容配套技术，丰

富完善平台的功能[22][33]。如果缺少任何一个配套主体与技术环节，那么整个创新生态

系统就无法顺利运作[22]。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在竞争中的格局演化和市场地位差异，

不断吸引用户参与创新，推动系统向前发展。

上述创新生态系统关于环境因素的研究是本文提出四个重要因素的理论依据，也是目

前“峡谷”形成机理研究中比较创新的视角。

2.1.2　消费者购买行为及新兴技术“峡谷”研究

在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方面，根据参与消费活动主体的性质区分，消费者可以区分为

个人消费者与组织消费者 。美国市场营销学会将消费者购买行为定义为认知、感

知、行为与环境因素进行动态互动的过程，是人们实施交易职能的基础 。Stern等

则认为，消费者购买行为是有机体及其环境的函数，或者说是个体态度变量与情境因素交

互作用的产出[13][14]。总之，消费者购买行为是消费者个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其



行为方式、指向及强度，主要受消费者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具体到影响因素研究，卢泰宏认为需求与动机是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推动力 。而S-

O-R模式指出，消费者购买决策受其购买意愿影响，购买意愿又受到内外部因素刺激影响

，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最为直接 ，同时每一个角色都有与之相应的社

会地位，因而消费者在社会中所处的角色和地位也会影响其购买行为 。在此基础上，

Dodds和William发现消费者感知价值是影响其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 。Zeithaml从消

费者心理角度进行研究，发现企业产品对消费者心理影响是影响其购买行为不可忽略的因

素 。

在新兴技术“峡谷”研究方面，根据国外学者对新兴技术商业化发展轨迹研究

，其商业化过程与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类似，可以划分为创新者、有远见者、实

用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落后者等五个阶段[3] ，而在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之间存

在一条最大最隐蔽的“裂缝”，Geoffrey A. Moore将之定义为“峡谷”[3]，如图1所示

[3]。

图1　技术采用生命周期的模型修正及“峡谷”概念

“峡谷”是指高新技术产品在首次进入市场时，首先会在由创新者和有远见者组成的

早期市场中受到热烈欢迎，但在推向大众市场即实用主义者市场时会突然出现销售困难，

增长速度直线下降的情况，由此导致高新技术产品商业化停滞不前[50] 。为解

决“峡谷”问题，Moore从影响用户购买行为的内部因素出发进行分析，认为有远见者

市场和实用主义者市场用户不同的心理特征差异是导致“峡谷”出现的主要原因[52]。宋

艳等则在此基础上对“峡谷”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整体产品、企业市场地位和特定细

分市场中同类型人的行为是“峡谷”跨越的关键影响因素 。



上述研究对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的购买行为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单纯从

内部环境因素出发进行分析，不符合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需求，还需要针对用户购买行为

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研究，也是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

2.2　研究假设

图2　新兴技术“峡谷”形成机理模型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与外部环境因素的交互可能比内部要素之间更为重要，因为一个

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不仅需要实现组织结构与创新行为的内部最优，还应该实现其与外部

环境最优 。创新生态系统环境要素不仅包括用户参与环境、技术标准环境、政策支持

环境 ，还包括规范和市场等要素[29] ，因此一项新兴技术除了技术研发外，更为重

要的是技术标准、市场应用、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等的建立 。同时，结

合消费者购买行为和技术“峡谷”相关研究和本研究团队前期对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阶

段的对比分析，发现两阶段技术标准和产品形式不同，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对它们的感



知及兴趣点不同，进而导致差异化的购买行为；同时两阶段的创新政策及竞争格局不同，

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对其诉求及期望不同，进而导致差异化购买行为 ，为此本文构

建了新兴技术“峡谷”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并提出研究假设。

（1）技术标准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技术系统集成与模块整合引导企业竞争不再局限于产品与市场竞

争，技术标准领先已成为崭新的竞争制高点，掌握技术标准意味着在竞争中掌握控制权

。同时，由于网络外部性强力效应，掌握技术标准的企业榨取行业中绝大部分利润，

达到“赢家通吃”，因此，技术标准已成为高科技产业化进程中制定市场游戏规则、完善

创新耦合机制的重要手段[30]。技术标准是吸引用户参与创新重要环境因素，市场用户深

度参与将从根本上改变创新范式的内在结构 。因此，技术标准确立与否不仅关系到企

业市场竞争，而且直接影响用户参与程度。

在有远见者阶段，新兴技术的各个应用领域开始进行标准之争，如快速成型技术发展

出激光烧结技术、熔融沉淀积成型技术、立体光刻技术和3D打印技术等多种类型，但尚

未有某项技术成为主导，市场技术标准未确立。这给未来市场带来巨大想象空间，而有远

见者出于竞争需要、对“赢者通吃”的渴求以及他们想引导市场发展方向和注重长远考虑

[3][50]的心理特征使得其愿意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尚未成熟的技术。对于实用主义者

来说，技术未形成标准意味着技术不成熟，此时采取购买行为是冒险和不合时宜的，因此

他们会采取观望态度。而在实用主义者阶段，技术以其最终形式在任务条件下得到实际应

用 ，应用技术标准之争结束，技术标准和应用确立，围绕技术标准的配套技术开发相

对完善，这对偏好风险规避和重视“眼前”利益[3][50]的实用主义者来说，他们更愿在

此时参与技术创新的改良，并愿意付出相应成本；但对有远见者来说，技术标准的确立意

味着进入市场的黄金时期已过，此时采取购买行为带来的收益远远不能满足其预期，他们

将会放弃行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在不同技术标准条件下，实用主义者在技术标准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在

技术标准未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H1a）；



在不同技术标准条件下，有远见者在技术标准未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在

技术标准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H1b）；

在相同技术标准条件下，实用主义者在技术标准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有

远见者（H1c）；

在相同技术标准条件下，有远见者在技术标准未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实

用主义者（H1d）。

（2）产品形式

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协同整合机制，能够将系统中各企业的创新成果进行整合

，各技术之间形成较为密切的相互依赖、共同进化的关系[18]，而其中的高科技企业可以

通过协同整合形成集成产品，这个集成产品往往是一个基础性平台产品，此平台产品再协

同整合下游互补品（或应用件）形成整体产品[18]，而整体产品是一种标准化产品，可以

获得终端用户认可并购买，从而带动平台产品销售，将企业投入的大量资源直接兑换成利

润[18] 。

在有远见者阶段，由于技术标准未确立，因此市场上出现的产品只具备核心功能，大

多是一种平台性产品。同时，由于技术发展不成熟和应用方向不确定，因此企业尚不能有

效整合其他技术资源形成整体产品。但是，这种平台性产品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一旦能够

在市场中成为技术标准，企业就能掌握技术种群的关键话语权 ，获得垄断性利润。而

有远见者出于对垄断利润和投资技术标准回报的追求，使得其对能够掌握关键话语权的平

台型产品更感兴趣；但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此时的平台产品只具备核心功能，并不适用，此

时采取购买行为与其理念不符。在实用主义者阶段，技术标准确立，围绕平台产品的辅助

技术发展成熟，掌握平台产品的企业能够很容易的整合各种配套技术，形成整体产品，这

种整体产品的安全性能、可操作程度和性价比较高，对追求实用和规避风险的实用主义者

而言具有更大吸引力，但对追求市场革新和超额回报的有远见者来说，此时的产品已经丧

失战略价值，对其吸引力大大降低。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在不同产品形式条件下，实用主义者对整体产品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对平台产品的

购买行为（H2a）；

在不同产品形式条件下，有远见者对平台产品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对整体产品的购

买行为（H2b）；

在相同产品形式条件下，实用主义者对整体产品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有远见者

（H2c）；

在相同产品形式条件下，有远见者对平台产品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实用主义者

（H2d）。

（3）创新政策

创新生态系统成员与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的调控，不论是技术研发、应用和衍生都必须

在政策背景下生存，政府将会适当引导不同角色参与创新生态运行，疏通角色之间信息交

流障碍[21]。从创新需求政策种类看，各国各区域相对统一，政府前期主要提供研发投

入、税收优惠、知识产权等框架性政策[32] 。随着创新生态系统逐渐向市场应用发

展，创新政策将会更侧重于需求侧政策实施[11]，以刺激对系统产品的消费需求[23]。

在有远见者阶段，国家为积极引导和推动新兴技术发展，会出台一系列框架性财税激

励政策来带动关联产业增长，进而促进创新系统内产业的聚集[23]。这对投资新兴技术产

业的有远见者来说是重大利好，不仅可以对企业构成实质性支持，而且能创造产业发展的

优良环境。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有远见者会更加迅速地做出购买决策。但是，这种框架性

政策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个人消费者，因此并不能有效刺激相对保守[3][50]的实用主义

者。在实用主义者阶段，随着技术标准的确立，产品开始标准化，进入消费者市场，此时

国家为促进创新价值实现，将会更多地推出需求侧政策，如消费税优惠等，以刺激个人消

费者的购买行为，这种需求侧政策将会直接作用于个人消费者，对追求实用[3][50]的实

用主义者来说能产生较大促进作用，但这种需求侧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对框架性政策的

投入减弱，这是有远见者不太有兴趣的，这将会削弱其购买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

究假设：



在不同创新政策下，实用主义者在需求侧政策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在框架性

政策条件下的购买行为（H3a）；

在不同创新政策下，有远见者在框架性政策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在需求侧政

策条件下的购买行为（H3b）；

在相同创新政策下，实用主义者在需求侧政策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有远见者

（H3c）；

在相同创新政策下，有远见者在框架性政策条件下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实用主义者

（H3d）。

（4）竞争格局

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的市场资源、协同创新能力和氏族文化是系统的主要驱动因

素[15]，非核心企业的技术互补是系统发展的辅助因素[22]。核心企业在系统中扮演资源

整合者角色 ，其对创新产品未来收益预期的承诺能够吸引大量研发主体进入研发联合

体[15]，企业只有获得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后，才能增强创新成果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

离，加速成果商业化[70]。而非核心企业虽然作为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应用非常重要的一

环，但其在生态系统内生存仍然要更多地依赖核心企业，由于核心企业拥有的技术资源更

为稀缺，因此在与非核心企业谈判过程中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同时非核心企业选择了一

个创新生态系统，意味着要对专用技术接口进行持续投资，随着专用性投资所带来的沉没

成本增加，非核心企业将会丧失选择其他创新生态系统的机会，而且在与核心企业讨价还

价过程中将处于弱势地位[22]。

在有远见者阶段，不同企业沿着不同的技术轨道进行创新投入，并努力使自己企业的

技术轨道被行业认可，形成排他性技术标准。此时行业竞争表现为技术轨道之争 ，竞

争格局表现出无序竞争状态，尚未有企业取得突出竞争优势成为核心企业。有远见者则对

此及随之而具有行业话语权和市场主导地位的渴求，将会更多地采取购买行为。而实用主

义者出于安全的需求[3][50]，不会在技术标准之争结束前采取行动，以免遭受重大损

失。在实用主义者阶段，特定技术轨道被行业内的所有企业认可采纳，各个企业的创新投



入不再是沿着原来的技术轨道进行，而是沿着主导设计所选择的技术轨道进行；企业间竞

争的焦点会转向价格、工艺创新、品牌和社会形象等方面，而价格、品牌 和社会形

象 等方面的优势则可以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竞争格局表现出有序竞争状态。已

有企业取得市场优势地位，成为核心企业，此时选择进入。对有远见者来说，不具备战略

优势、无法取得市场主导权，是他们追求市场革新和技术颠覆性的性格[3][50]所不能接

受的。但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此时选择进入，不仅安全性得到保证，而且产品功能更完

善、性价比较高，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局面。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在不同竞争格局下，实用主义者在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市

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H4a）；

在不同竞争格局下，有远见者在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市

场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H4b）；

在相同竞争格局下，实用主义者在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有

远见者（H4c）；

在相同竞争格局下，有远见者在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将显著高于实

用主义者（H4d）。

3　实验一

实验一用于检验具有不同心理和行为特征的被试（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在进行

新兴技术产品购买决策时是否受技术标准和产品形式影响，即在技术标准未确立和平台产

品条件下，有远见者的购买行为是否更显著；在技术标准确立和整体产品形成条件下，实

用主义者的购买行为是否更显著。

3.1　实验方法

由于本文是新兴技术“峡谷”形成机理研究系列研究，实验还是以3D打印技术产品

为测试对象，遵循常规步骤，分为前测和主实验两部分。前测主要用于测试被试对3D打



印技术及产品的熟悉度和喜好度，以及本实验设计可能存在的问题；主实验采用

“2×2×2”组间因子交叉设计，实验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阐述不同情景条件，并分别

邀请30名被试参与测试。关键实验步骤借鉴Vallacher和Wegner的行为识别量表 以及

心理学中性格测试量表设计方法，并借助Kim和John的均值切分法 完成。限于篇幅，

在此不再赘述。

3.2　被试与实验结果

四川某综合性大学的120名在校学生参与了实验一。被试的分布如下：男性占

61.5%，女性占38.5%；年龄为20～42岁，平均为30.04岁；月均可支配收入在1 001～1

500元的占4.7%，在1 501～3 000元的占54.7%，在3 001～5 000元的占39.6%，在5

001～8 000元的占14.2%。实验平均耗时28分钟，被试完成测试后会获得精美学习工具

套装一套，价值20元。

（1）控制变量

在分析数据时，首先对3D打印的认知及基本态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对

3D打印的认知（M=3.917～4.587，α=0.843）和基本态度（M=5.402～5.729，

α=0.916）是可以接受的，说明实验数据是可用的。

（2）假设检验

为检验H1和H2，对依据不同理由而是否具有购买行为的相对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研

究团队邀请两名独立博士研究生对相关理由材料进行编码，被试给予的理由与其选择结果

和身份特征一致性达到85%，差异部分通过讨论确定。根据被试提供的理由，基本上可

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因素，即将技术发展程度和前景作为是否具有购买行为的决

定因素，如技术成熟但丧失先发优势、技术发展迅速产品有保障、技术稳定性有待观察和

考验，或对新技术好奇，但不看好未来前景等；第二类是产品因素，即将产品成熟程度作

为是否具有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如缺少配套，通用性受到质疑、模型精度不高、国内

3D打印发展越来越成熟，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相关服务等。



（3）方差分析

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模型存在显著的主效应（F=14.005，p<0.001），同时

技术标准与用户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F=13.743，p<0.001），产品形式与用

户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F=18.524，p<0.001），但是技术标准与产品形式之

间不存在交互效应（F=0.001，p>0.10）。

对于假设1：技术标准确立与否对实用主义者的购买行为并无显著影响（M=5.15

vs. 4.69）（t=1.423，p>0.1）；但是，有远见者在技术标准未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

（M=5.05）显著高于在技术标准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M=2.76）（t 5.58，

p<0.001），如图3所示，因此H1a未通过检验，H1b通过检验。同时，实用主义者在技

术标准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M=4.69）显著高于有远见者（M=2.76）（t=7.026，

p<0.001）；但在技术标准未确立条件下，实用主义者和有远见者的购买行为并无显著差

异（M=5.15 vs. 5.05）（t=0.213，p>0.1），因此H1c通过检验、H1d未通过检验。对

定性材料的有关分析也均支持上述结果。

图3　技术标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如图4所示，实用主义者对整体产品的购买行为（M=4.71）显著高于对平台产品的

购买行为（M=2.84）（t=4.427，p<0.001）；有远见者对平台产品的购买行为

=



（M=4.60）则显著高于对整体产品的购买行为（M=2.90）（t=3.928 p<0.001）。综

上，H2a和H2b通过检验。同时，实用主义者对整体产品的购买行为（M=4.71）显著高

于有远见者（M=2.90）（t=4.079，p<0.001）；有远见者对平台产品的购买行为

（M=4.60）显著高于实用主义者（M=2.84）（t=4.257 p<0.001）。综上，H2c和

H2d通过检验。

图4　产品形式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3.3　补充实验：对消费者类型进行操纵

为排除其他无关变量对实验结果影响，尤其是消费者类型区分，可能由于被试在实验

中的心理动机不同而产生偏离其心理特征的行为，导致实验结果失真。根据Geoffrey

A. Moore对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特征的分析[40]，以及本研究团队对EMBA学员和

MBA学员特征的分析，认为EMBA学员与有远见者特征吻合度较高，MBA学员与实用主

义者特征近，对比如图5所示。

，

，



图5　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的特征与EMBA学员和MBA学员的特征对比结果

因此，本文参照Kim和John做法，重复执行实验一，将EMBA学员划为有远见者、

MBA学员划为实用主义者来对消费者类型进行操控。本次实验共有40名EMBA学员和40

名MBA学员参与实验，其中男性占57%，女性占43%；年龄在28～54岁，平均为37.25

岁。

在实验过程中，EMBA和MBA学员组都要分别完成实验一内容，每个部分EMBA和

MBA学员各10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补充实验与实验一结果基本类似，具体情况见表

1。

表1　补充实验一方差分析结果

3.4　相关讨论



本实验主要用于检验技术标准和产品形式对用户购买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技

术标准不会对实用主义者的购买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但其对整体产品的购买行为更显著；

同时，实用主义者在技术标准确立和整体产品条件下的购买行为会显著高于有远见者。这

说明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及知识，在遇到新技术时会首先选择性地忽

视技术标准带来的影响，但如果能得知技术标准确立，他们追求风险规避和希望产品能有

更好地延续性的心理特征使其在技术标准确立时的购买行为更显著；同时实用主义者更倾

向于购买大众化、标准化、配套服务发展成熟的新兴技术产品，其与有远见者最大的区别

在于注重产品的完善性、成熟性以及自身客观需求，而不会因为新奇、有兴趣或个人喜好

就产生购买行为。

实验结果还表明，有远见者更热衷于未成熟的技术和平台产品，且其对平台产品的购

买行为显著高于实用主义者，但是有远见者在技术标准未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并不显著

高于实用主义者。说明对于有远见者来说，他们是最早能够认识到新兴技术所带来的巨大

价值的群体，相对于整体产品来说，他们更关注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较大发展潜力的技术

产品，这与其喜爱冒险，并能够忍受技术不足的性格特征非常吻合，而他们与实用主义者

在技术标准未确立条件下的购买行为并无显著差异也说明：实用主义者对于技术是不敏感

的。在补充实验中，产品形式对两类消费者的影响并不如实验一那样强烈，是否意味着还

有其他因素是消费者所顾虑的？后续实验将做进一步探查。

4　实验二

实验二用于检验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在进行新兴技术产品购买决策时是否受创新政

策和竞争格局因素影响，即在框架性政策和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有远见的购买行

为是否更显著；在需求侧政策和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实用主义者的购买行为是否更

显著。

4.1　实验方法

实验二用“2×2×2”组间因子交叉设计，实验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阐述情形条

件，并分别邀请30名被试参与测试，实验步骤与实验一等同。



4.2　被试与实验结果

四川某综合性大学的120名在校学生参与了实验二。被试的分布如下：男性占

61.5%，女性占38.5%；年龄在20～42岁，均值为30.04岁；月均可支配收入在1 001～1

500元的占4.7%，在1 501～3 000元的占54.7%，在3 001～5 000元的占39.6%，在5

001～8 000元的占14.2%。实验平均耗时28分钟，被试完成测试后会获得精美学习工具

套装一套，价值20元。

（1）控制变量

在分析数据时，首先对3D打印的认知及基本态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对

3D打印的认知和基本态度是可以接受的，说明实验数据是可用的。

（2）假设检验

为检验H3和H4，对依据不同理由而是否具有购买行为的相对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研

究团队邀请两名独立博士研究生对相关理由材料进行编码，被试给予的理由与其选择结果

和身份特征一致性达到82%，差异部分通过讨论确定。根据被试提供的理由，基本上可

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外部支持，即将外部条件作为是否具有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如

国家政策能够给行业发展提供有利环境、国家层面重视才能支持行业迅速发展、有政策支

持，说明国家比较重视，可以顺势而为、国家支持才能放心使用等；第二类是市场竞争因

素，即将竞争格局作为是否具有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如市场空间大是蓝海市场、市场被

瓜分完毕、尚无企业成为市场霸主，大有可为、有大企业做支持，产品有保障等。

（3）方差分析

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模型存在显著的主效应（F=15.643，p<0.001），同时

创新政策与用户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F=11.311，p<0.05），竞争格局与用户

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F=72.59，p<0.001），但是创新政策与竞争格局之间不

存在交互效应（F=0.369，p>0.10）。



如图6所示，在需求侧政策条件下，实用主义者的购买行为（M=4.00）将显著高于

在框架性政策条件下的购买行为（M=2.64）（t=3.161，p<0.05）；有远见者在框架性

政策条件下的购买行为（M=4.45）并不显著高于在需求侧政策条件下的购买行为

（M=4.08）（t=0.723，p>0.10）。综上，H3a通过检验，H3b未通过检验。同时，在

需求侧政策条件下，实用主义者与有远见者的购买行为并无显著差异（M=4.00

vs. 4.08）（t=0.180，p>0.1），但在框架性政策条件下有远见者的购买行为

（M=4.45）将显著高于实用主义者（M=2.64）（t=3.698，p<0.05）。综上，H3c未

通过检验，H3d通过检验。对定性材料的分析也均支持上述结果。

图6　创新政策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如图7所示，实用主义者在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M=4.22）显著高

于在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M=2.22）（t=5.192，p<0.001）；有远

见者在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M=5.63）显著高于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条

件下的购买行为（M=3.06）（t=6.647，p<0.001）。综上，H4a和H4b通过检验。同

时，实用主义者在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M 4.22）显著高于有远见者

（M=3.06）（t=2.859，p<0.05）；有远见者在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

（M=5.63）显著高于实用主义者（M=2.22）（t=9.911，p<0.001）。综上，H4c和

H4d通过检验。

=



图7　竞争格局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4.3　补充实验：对消费者类型进行操控

与实验一相同，为排除其他无关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实验二也采取对消费者类型

进行操控：将EMBA学员划为有远见者、MBA学员划为实用主义者，并重复执行实验

二。本次实验同样选取40名EMBA学员和40名MBA学员参与实验。其中，男性占

68.9%，女性占31.1%；年龄在29～56岁，均值为38.47岁。在实验过程中，EMBA和

MBA学员组都要分别完成实验二内容，每个部分EMBA和MBA学员各10名。数据分析结

果与实验二基本类似，但在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条件下，实用主义者和有远见者购买行为并

无显著差异（M=3.96 vs. 3.37）（t=1.180，p>0.1），说明其他因素在产生影响，具

体情况见表2。



表2　补充实验二方差分析结果

4.4　相关讨论

本实验主要用于检验创新政策和竞争格局对用户购买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实

用主义者在需求侧政策和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时的购买行为更显著；同时其在市场出现核心

企业时的购买行为显著高于有远见者，但在出现需求侧政策时其购买行为与有远见者并无

显著差异。说明实用主义者更关注能够切实落到个人消费者头上的创新政策，这与其只关

注目前能够得到的心理特征相符，同时他们更乐于投资有强大品牌影响力和质量保证的新

兴技术产品，如果该产品能够得到需求侧政策支持，更能提高其购买行为。但在出现需求

侧政策时，有远见者和实用主义者的购买行为并无显著差异，说明两者都偏好得到外部支

持。

实验结果同时表明：有远见者在出现框架性政策时的购买行为并不显著高于出现需求

侧政策时的购买行为，但其购买行为在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时更显著；同时在框架性政策

和市场未出现核心企业时，其购买行为会显著高于实用主义者。说明有远见者看重的是新

兴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和未来增长潜力，同时他们也是真正关注新兴技术产品是否能够

带来效率变革的人群，而不像实用主义者更关注当前自身能够得到的实惠和利益。补充实

验结果还表明，在市场出现核心企业时，实用主义者和有远见者购买行为并无显著差异。

这与实验二结果出现偏差，说明对有远见者来说，市场是否出现核心企业并不是其产生购

买行为的先决条件，还有其他因素在产生影响。



5　研究总结

行为实验对测度人的行为具有很好地解释作用，而且信度较高。本文以该研究方法为

手段，通过对新兴技术“峡谷”两侧市场的技术标准、产品形式、创新政策和竞争格局四

个外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探究新兴技术“峡谷”形成机理。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价值体现在证实了对新兴技术“峡谷”形成机理具有重要影响的

四个外部因素。上述因素得到验证，有效地弥补了新兴技术“峡谷”形成机理理论外部影

响因素研究的缺失，并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相呼应。新兴技术“峡谷”两侧有远见者和实

用主义者对技术标准、产品形式、创新政策和竞争格局的感知及诉求不同，两阶段市场在

上述环境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会导致前后市场中的用户在购买行为方面出现严重不

一致现象，使新兴技术产品在有远见者阶段获得认可后，很难直接在实用主义者阶段继续

取得成功，导致市场发展出现“瓶颈”，商业化进程停滞，出现“峡谷”现象。

在实务层面，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向企业揭示了“峡谷”存在的风险和相应对策。新

兴技术商业化成功的关键是产品能否在实用主义者组成的早期大众市场中取得成功，在有

远见者阶段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新兴技术未来巨大的“想象空间”，使得有远见者

可以克服技术产品不成熟、市场前景不清晰等困难，积极推广和使用新兴技术产品，但这

并不会获得实用主义者的认同。如果企业试图以当前的成功经验来撬开大众市场，那么必

然会遭遇“峡谷”，而成为这一现象的牺牲者，正如IP电话通信技术一样，最初由于低通

话成本、低建设成本、易扩充性等特点，受到各国电信企业大力推崇，但由于其操作复

杂、网络延时不确定、语音效果无法接受等缺点，而不能商业化进入公众通信领域，导致

目前仍在“峡谷”中挣扎。“峡谷”现象的存在在于提示企业在早期市场取得成功后，不

能迷信于早期市场开拓经验，而要在技术融合配套、产品规划、政府消费政策争取和企业

品牌建设等方面提前布局，准确定位大众市场中的特定用户群，才有可能撬开大众市场，

走出“峡谷”，真正实现新兴技术商业化价值。

本研究的局限和今后改进方向有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对被试心理过程的探究。虽

然被试在进行最终选择时需要写下做出这样选择的理由，但这种理由并不能反映被试心理

的变化过程，进而可能导致实验分析结果与真实情况出现一定偏差，今后需要重点关注对



被试心理变化过程的观察和测试，以排除干扰因素。其次，补充实验中扮演有远见者和实

用主义者角色的被试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本实验选取EMBA和MBA学员分别作为有远

见者和实用主义者，进而对实验进行操控，在假设中他们应为企事业单位高中层管理人

员，但实际上，EMBA和MBA学员身份千差万别，并不完全符合实验要求，在未来的研

究中需要加强对被试身份的甄别。

Impact of Technical Standard,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attern on Form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Chasm: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Behavior Experiment

Song Yan, Liu Feng, Huang Mengxuan, Liu Zhongji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study which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Chasm's 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level,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external factor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along with the methodologies of experimental behavior,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Chasm. It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technical standard and product on the purchase decision of the visionary and the

pragmatis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visionary exhibits purchase behaviors in th

the condition of undetermined technology standard and platform products with

core functions, and the pragmatist exhibits similar behavior in the condition of

determined technology standard and overall products. And it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innovation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attern on those of th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both the visionary and the pragmatist prefer to get policy

support, and the visionary would prefer to exhibit purchase behavio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ramework policy and the market in which core enterprises don't



appear, and the purchase behaviors of pragmatists are significantly obviou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market in which core enterprises appear.

Key words:emerging technology chasm; innovation ecosystem; technical

standard;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policy; competition pattern



创新政策研究述评与分析：理论、工具与评估

黄海霞 ，张赤东 ，梅　亮

摘要：从创新政策的概念内涵、创新政策工具选择、创新政策评估三个方面，分析了

国内外创新政策的研究现状。发现：创新政策概念并不统一，但总体上认识不断深化和丰

富；创新政策工具研究大多从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三个维度进行，但是三个维度的研

究程度不同，此方面研究更偏重于供给面政策，需求面研究较少且停留于表面；关于创新

政策评估的国外研究文献远多于国内研究文献，且现有研究未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和研究

方法。最后，对创新政策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创新政策；政策分类；政策工具；政策评估

中图分类号：F270.2　文献标志码：A

政策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国家开始兴起，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对经济的公共

政策的制定和绩效评价，并逐步形成了以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 和实证理论

（positive theory）为特征的研究范式。创新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创

新政策则是经济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相互协调的产物。

关于创新政策的研究往往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一种是放任主义，它关注的是“框

架条件”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技术或产业，其极端的形式表现为基础研究和普通教育被视为

唯一合法的公共活动，保护知识产权被看作政府的唯一手段；另一种是“系统化”的创新

政策，该研究认为大多数主要的政策领域需要以其对创新的贡献作为出发点，审视和重新

设计创新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成了创新政策的基本方面。

这两种创新政策方法的不同理论基础如下：

（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创新方面的应用；

）



（2）对创新和演化经济学的长期研究结果。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创新政策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进行相应的评述，并展望未

来的研究方向，对于我国未来创新政策的实施和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　创新政策基础理论研究

1.1　创新政策概念及内涵的研究

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和拓展。Schumpeter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

产函数；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出

版的《奥斯陆手册》将创新定义为“那些投入到市场中或用于生产过程的新技术或被改进

了的产品和生产过程” 。《奥斯陆手册》（第三版）（2005）增加了营销创新和组织

创新等两种类型。之后，关于创新的概念和内涵有了多种诠释。可以看出，创新的范畴已

从单纯的技术创新扩展到全社会创新和全过程创新。随着创新概念的扩展，创新政策也有

了相应的更宽广的内涵。梳理有关创新政策概念与范围的一些代表性观点，详见表1。

表1　创新政策的代表性定义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注：

可以看出，当前关于创新政策的概念及范围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不同观点间

甚至存在一定矛盾，但总体上表现为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的过程。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

现，当前研究仍没有明确创新政策的概念及范围，但却存在以下基本共识：①创新政策是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产物；②创新政策应以技术创新活动作为政策对象；③创

新政策的范围广泛，不同于科学政策、技术政策，但三者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④创新政



策是一个政策体系，涉及科技、教育、经济、贸易、金融等诸多的政策领域；⑤创新政策

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即各种相关政策的有机结合与相互协调 。

1.2　创新政策分类研究

对创新政策演进历程的研究，常常涉及创新政策分类问题。实际上，科学合理的政策

分类，是创新政策演进历程研究的基础。尽管创新领域的研究特别关注创新政策问题，可

是对创新政策分类的研究较少。对创新政策如何分类需要根据分类者的目的来确定，从现

有文献可梳理发现，对创新政策的分类方法有：从目标和手段角度分类；按层次和调节对

象分类；按相关政策体系分类；按政策实施层次分类；按技术创新过程分类；按政策工具

类型分类；按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模式分类；按技术创新的要素分类等。可以说，现有关

于创新政策分类体系主要有四种类型：二类型、三类型、四类型、六类型，详见表2。

表2　创新政策的分类

资料来源：张炜和赵娟研究 。

注：

2　创新政策工具研究



创新政策工具是政府试图确保支持和影响社会经济和创新发展的一组介入工具，它涵

盖了公共采购、补贴、信贷、风险投资、税收优惠、合约研究、专利、技术标准、教育和

培训等20种政策工具[19]。

现有研究将创新政策工具的分类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Rothwell和Zegveld最早

对技术创新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和定义，从创新政策可能产生影响的层面，将其分为供给

面政策工具、需求面政策工具与环境面政策工具 ；第二种是Borras和Edquist将技术

创新政策工具划分为规制工具、经济转移工具和软性工具，分别代表政策工具所具有的

“大棒”“胡萝卜”和“非强制性管理”三种角色 ；第三种是Dolfsma和Seo利用

“累积式”“离散式”两种技术开发形式与“高”“低”两种市场网络效应建立的

“2×2”矩阵 。将创新政策工具分为供给面政策工具、需求面政策工具与环境面政策

工具三类的分类方法被广泛的引用，成为了一种经典的理论研究思路，详见表3。梳理文

献，发现现有关于创新政策工具的研究主要采用Rothwell和Zegveld的研究范式，详见表

4，即主要是从供给面政策工具、需求面政策工具与环境面政策工具对创新政策进行研

究。



表3　创新政策工具的相关研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表4　Rothwell与Zegveld（1981）的政策工具分类

资料来源：Rothwell和Zegveld的研究 。

2.1　供给面创新政策工具研究



供给面创新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人才、信息、技术、资金等的支持，扩大并改善技

术创新相关要素供给，以推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具体包括教育培训、科技信息支

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资金投入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从实践来看，美国的里根经济学与英国的撒切尔改革是供给侧管理政策的典型案例。

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与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滞涨”，经济衰退、高失业、高通胀

困扰着两国经济。在此背景下。两国采取了供给侧管理政策，其实质是提高增加要素供给

效率，但政策切入点不同 。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经济复兴计划与英国的撒切尔改革的

供给管理侧改革以自由市场为导向，采取了减少政府干预与管制、对微观主体减税等政

策。里根政府更侧重于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减税政策降低要素供给成本，促使产业调整。

从理论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较为成熟，相较于需求面创新政策的研究而言，国内学

者的研究也较多。刘顺忠等人认为，技术创新的供给政策主要包括提供财政援助，人力和

技术支持，建立科学和技术基础知识；支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供给政策的具体措施主

要分为促进新技术在服务业中的推广、为企业提供创新种子资金、提供行业发展方向的战

略指导、提供资料数据库和图书馆、发布行业相关信息、为企业提供职业培训、高等教育

机构为企业提供人员 。李凡等人在测度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时将信息支持、对中小

（微）型企业的支持、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培养、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7

个变量描述为改善技术创新要素供给状况的供给面政策工具 。张为杰和李少林结合我

国当前工业供给侧的事实对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供给不足的结构性扭曲进行了理论分

析 。

2.2　需求面创新政策工具研究

需求面创新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政府采购、法规、标准化、领先市场计划、消费者政

策、连接需求与供给的政策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七类，不同需求面创新政策工具具有不同

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政策目的、所需投入、企业动机、主要执行者、最终影响和潜在风险

等方面，详见表5。



需求面创新政策首次以理论的形式出现是在1999年由瑞典学者Charles在《创新系

统：需求侧理论与政策》提出。2007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Georghiou等的系列文

章，针对需求侧创新政策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OECD在2011年出版

的《需求侧创新政策》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近年来需求侧创新政策在理论层面的发展和

国家实践的探索。随后，学者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Edler和Georghiou将需

求面创新政策定义为，通过增加创新需求、增加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性需求或使需求与供给

更好地结合等途径激励创新或加速创新扩散的公共政策工具。OECD把需求面创新政策定

义为通过拉动需求刺激创新，实现创新的商业价值 。国内学者对需求面创新政策的

研究起步较晚，更多的是基于创新过程中供给和需求互动反馈重要的认识。刘峰指出，需

求面创新政策是指通过政府采购、消费者补贴、法律法规等政策手段创造或扩大有效市场

需求，拉动整个产业创新和发展。肖红军认为，需求面创新政策是指通过持续激励和创造

新需求，推动创新出现和扩散，促进创新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现共同创新 。

桂黄宝认为，需求面创新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政府采购、标准化、消费者补贴等工具激励市

场需求，增强企业创新动力，促进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扩散，带动整个产业创新与发展

。此外，部分学者从供给方政策补充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表5　需求面创新政策体系主要工具特点

资料来源：根据OECD（2011年、2014年）报告整理所得。



2.3　环境面创新政策工具研究

环境面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财务金融、税收制度等政策，影响科技发展的外部环

境，为技术创新等科技活动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包括政府提供的财政金融、租税优惠、

法规管制、知识产权保护等策略性政策。环境面政策工具虽不涉及公共资金的直接支出，

但可间接激励和诱发创新。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直接从环境面政策工具的研究较少，大多

学者主要是将环境与需求和政策或者二者很好的结合。

总的来说，供给面政策（主要针对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和需求面政策（主要在创新

过程的中后期发挥作用）各自有不同的定位和目标，针对的创新阶段也不相同，尽管国内

外学者对创新政策工具的研究大多是从供给面、需求面、环境面三个维度展开的，但三个

维度的研究程度不同，大多的研究偏重于供给面政策，需求面的研究较少且停留于表面。

因此学者们应该将二者结合深入研究，尤其是对需求面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

3　创新政策的评估：方法与实践

政策的评估是较为复杂的，目前尚无一个为各方面所能接受的定义。但根据国内外学

者的研究，对政策评估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第一种是从创新政策过程的角度评价，分为事

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第二种是根据评估标准的不同进行的评估 。

创新政策评估是政策评估的一种典型。梳理现有文献，国内外的学者对创新政策评估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及其绩效评价、科技规划和计划的评估等。

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对创新政策的制定阶段的评估、创新政策执行的跟踪评价，以及创

新政策的绩效的评估。且评估框架主要有三类，具体见表6。从研究的关注度来看，国外

学者对于创新政策评估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国内学者。Pappa等通过分析定性、半定量和定

量指标，提出了不同创新政策类型应该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 ；Akcakaya构建了创新政

策研发有效性的评估模型，该模型既包含定量评估又包含定性评估 ；Rosalie Rugee

等深入地分析了创新政策评估的四个阶段，即设计制定计划、研发进程及产出、成果扩散

及中期效果、产业商业化及知识溢出效应，并探究这四个阶段所对应的不同评估方法。



表6　创新政策评估的三种评估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赵峰和张晓丰的论文整理。

创新政策的研究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第一，OECD在对国家创新政策及其绩效的评

估上具有代表性的，其将评价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绩效、评价该国或地区创新政策与经

济绩效及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及创新政策是否与特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创

新政策评估的主要目标；第二，创新政策的评估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基础上：一是新古典

主义经济学，二是创新和演化经济学；第三，关于创新政策的评估迄今未形成具有共识的

理论体系，也未形成一套比较通行的政策评估方法体系。

4　研究述评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在创新政策的概念与内涵、创新政策的工具选择、创新政策的评估等领域

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富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成果。然而，现有文献研究

还存在很大的不足，未来研究空间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政策的概

念及内涵方面。关于创新政策的概念及内涵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不同观点间甚至

存在一定矛盾，但总体上表现为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的过程。第二，创新政策工具方面。

关于创新政策工具的研究大多从供给面、需求面、环境面三个维度展开研究的，但三个维

度的研究程度不同，大多数研究偏重于供给面政策，需求面的研究较少且停留于表明。第

三，创新政策评估方面。国外学者对创新政策评估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国内学者，且现有的

研究未形成具有共识的理论体系，也未形成一套比较通行的政策评估方法体系。



未来创新方面的政策将和过去以及现在的创新政策不同，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演化经

济学与创新政策关系的理论研究。创新政策的研究应适应中国国情、符合公共财政原则的

共性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将利益相关者引入政策研究领域，增强部门协调和利益相关

者参与机制，加强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的匹配与整合研究，既突破了创新政策研究中存在

的局限性，又是创新政策研究契合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对于丰富创新政

策设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提高创新政策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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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of innovation policy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tool

sele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y. It found as follows: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policy is not uniform, but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whole is

deepening and rich;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n innovation policy tools are

mainly supply, demand and environment, but the research degree of them is

different which focuses more on focus on the policies of supply side, and the

research on demand side is less and stay in the show;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innovation policy evaluation are far more than the domestic,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not formed certain theoretical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s. Finally, it prospects the research on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innovation policy; policy classification; policy tools; policy

evaluation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
——以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为例

王　涛 ，赵　闯 ，陈　劲 ，李纪珍

摘要：基于三螺旋理论，系统刻画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在“大学-政府-产业”互

动合作中的“北斗七星”模式——“政产学研金介用”模式，以及通过建立“院区承载、

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国际合作”四大平台，有效地集聚来自高校 企业、中介机构等的

知识人才资源，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持续创新和快速高效转化，继而形成良性创新生态

体系的实施构建过程、主要互动机制、关键成功因素和典型创新模式。研究发现，浙江清

华长三角研究院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平台支撑的多要素发展模式的最佳实践，具有较强的典

型性和可推广性，深化了人们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体系的理解，丰富了三螺旋创新理论

的内涵，扩大了其边界。

关键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三螺旋理论；协同创新；区域发展

模式

中图分类号：C939；F27；G301　文献标志码：A

实现创新强国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全面创新需要激发不同创新主体的创

新活力和动力。如何发挥不同创新主体的最大价值，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激活创新要素、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与经济结合，推动国家重大创

新基地建设，共同构造区域创新体系和推动全面创新管理，将蕴藏在科技资源和成果中的

生产力释放出来，适应经济转型和全面改革浪潮，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组建的

新型创新载体。自2003年建立以来，“坚持科技研究、坚持产业发展”，以清华大学科

技人才资源为依托，面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形成“政府、企业、高校、

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中介、市场”等创新要素互相促进 有机融合的创新体制，构建

、

、



“科技创新平台、人才培养平台和成果转化平台”等平台，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取得显著成效。三螺旋（triplehelix）创新理论 作为知识经济背

景下提出的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创新理论 在国内外不同国家的政产学研合作实践中得到应

用和持续发展。

本文从三螺旋理论的视角，以研究院为典型研究案例，既分析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机

构如何与大学、政府和产业互动，又分析了其作为政产学研合作的“共生体”如何实施

“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交叉点”的核心功能，如何集合不同主体的功能并实现良好

互动机制的，从而利于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1　三螺旋理论的研究综述和实践应用

1.1　三螺旋理论的研究综述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Schumpeter早期就提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随

着创新研究的深化和创新实践的丰富，越来越多的创新研究理论逐步涌现产生。基于

Schumpeter 的创新理论基础，学术研究经历了创新经济演化 、国家创新系统

、开放式创新 和三螺旋理论[1] 等理论和视角，其实践应用也越来越具有解释

力。目前创新研究也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等多方的关注和重视，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研

究范式和规范方法 。创新理论最早的系统定义和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一种

新的生产函数的创造过程[2]，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设计试制和制造销售等多

环节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创新的过程和机制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复杂的、非线

性的、多要素的多元过程 自主创新理论 、系统理论 和全面创新理

论 （totalinnovation）不断发展，正在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和规范。其中关于创新的系

统理论颇有影响力，不仅仅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跟踪研究，也在产业界得到了政

策认可和实施 ，这又进一步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而系统（system）

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生物学领域 ，之后相继被应用到国家创新系统 区域

创新系统 、产业创新系统 、国家创业系统和区域创业系统 。20世纪90年代

以来，随着知识经济 的崛起和发展，社会面临的经营环境和创新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

，

，

、



变化，如何激发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使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

的创新动力和机制，成为新的研究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三螺旋理论应运而生。

三螺旋理论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1] ，其借鉴生物学的三螺旋概念 强调官产

学研的互动协同，紧密合作，探讨大学、政府和产业等不同创新主体是如何以市场为导

向，互动协同，围绕知识的转移转化，形成一种螺旋上升的力量的 三螺旋模型主要包

括：主体（component）、主体间互动关系（relationship 和不同的功能

（function）。三螺旋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学派——制度视角[7][32] 和演化

视角[1] 。演化视角强调大学、政府和产业与社会系统的共同演化发展，而制度

视角一般利用案例研究和历史对比的方法对不同主体的资源配置、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进

行分析，并指出了三螺旋模型的三个发展阶段——政府主导型（statist regime）、放任

自由型（laissez-faire regime）和三重螺旋型（balanced regime），如图1所示。

图1　三螺旋模型的不同类型

资料来源：根据Etzkowitz和Leydesdorff的研究整理。

其中，政府主导型提出政府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大学和产业是其管理与掌握的部分；

放任自由型中，大学、政府和产业三种力量相互分散，相对比较独立，互动机制仅存在两

两互动；三重螺旋型中，大学、政府和产业紧密合作，除了两两互动以为，还有三者之间

的重叠交叉，从而产生多种不同的双边和三边的合作形式，三种力量螺旋上升为一种持续

发展的力量，是一种动态的三螺旋创新结构。

三螺旋理论涵盖了创业型大学、风险资本、产学研结合、孵化器运作、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和区域创新发展等主题，与传统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相比，更加注重不同创新主体

间的相互作用和互动机制，更加追求以知识为基础的大学、政府和产业的协同和合作。三

，

。

）



螺旋的不同主体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三方在合作和互动中创造动力机制，从而实现持

续创新。三螺旋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将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大学、政府和产业在发展区

域社会经济的目标上统一起来，基于三种不同创新主体的互动，融通传统边界（包括学

术、行业、地域、职能及观念等边界），形成知识领域、行政领域和生产领域的三力合

一，实现三螺旋持续上升的内在动力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三螺旋理

论的提出弥补了现有创新理论的一些不足和缺陷，解决了不同创新主体的动力机制及其相

互作用，加上国际三螺旋研究协会（Triple Helix Association）和国际三螺旋会议

（International Triple Helix Conference） 的发展，该理论获得快速发展，逐步成

为创新研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在学术研究和实践指导中占有重要位置。

1.2　三螺旋理论的主要实践和典型应用

三螺旋理论一经提出，即得到快速发展 ，“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理论已经成

为探究知识社会动态复杂性的概念模型，并为政策制定者在国家、区域、产业等不同层面

的创新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且，该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得到应

用和验证。比如，三螺旋理论在美国、日本、荷兰、丹麦、德国和瑞典等发达国家得到持

续发展并扩展到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在我国近十年来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学

界和业界的持续关注 。

基于此理论，近年来，深圳、北京、江苏、浙江和天津等省市探索将地方与高校共建

研究院作为区域创新的新模式。该类型研究院很多是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

化于一体的实体组织，通过积极寻求大学学科优势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需求的战略

对接，成为学校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的平台，对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引

领作用。研究院的功能包括：为地方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积极推进高校的技术

转移；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推动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

创业型人才等。研究院通常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由一流专家和地方政

府官员组成，专家成员来自大学的知名教授、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等。高校与地方共建

的研究院往往比其他组织享受更明显的地方政策优惠，政府通过研发资助、土地税收优

惠、知识产权保护等推动研究院建设发展。



不同研究院的最佳实践，既有其独特性甚至偶然性，又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科学性。本

文首先总结其主要的三种发展模式：①政府主导型；②市场主导型；③政府-市场平衡

型。三种不同类型的科研院形式，在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规律。

地方研究院的不同运作模式及其典型代表和主要特点见表1。

表1　地方研究院的不同运作模式及其典型代表和主要特点



①“四不像”理念的全面表述如下：研究院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文化不同；研

究院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机构，内容不同；研究院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目

标不同；研究院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机制不同。

资料来源：根据李纪珍等 的产业研究院战略研究规划报告整理。



2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发展模式——三螺旋理论视角

如表1所述，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研究院，为区域

创新创业服务，适合于用前述的三螺旋理论予以分析。

2.1　研究院基本信息和发展现状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是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精

神联合组建的研究机构，采用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成立之初就是“大学-政府-产业”

的合作结晶。研究院依托清华大学的研究基础、技术和人才优势，立足浙江良好的创新创

业环境和氛围，发挥利用双方的研究、政策和产业优势，面向国际竞争和长三角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在“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等

产业领域，设立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博士后流动站，建立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继

续教育基地。研究院230余名职工中从事研究和技术转移人员约占89%，国家和浙江省

“千人计划”专家16人、兼职“两院”院士8人，还有973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浙江省151人才、外籍专家等。目前研究院基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

的三大功能，成为辐射长三角的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创新载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其价值也逐步凸显。

2.2　研究院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

（1）基础构建期（2003—2008）

2003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在杭州举行了共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正式签约仪式，“大学-政府”的合作全面启动。2004—2005年研究院开始筹建工作，

总部大楼等基础设施和办公场地开始奠基，2006年中国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导向，研究院发展迎来新机会。2008年12月，总部大楼一期落成。这段时间是研究院的

艰苦创业期，在组建和夯实发展基础条件、基础科研院所的同时，通过发展培训等项目，

初步实现了“自收自支”的目标，研究院实现盈亏平衡。2008年研究院已与清华大学相

关院系合作建立了7个研发机构，与民营企业共建了9个研发中心。研究院还引进、共建

和孵化了30余家高科技企业。其中，2008年研究院促成了清华大学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



项目——丁基橡胶生产基地落户嘉兴乍浦经济开发区。浙江由此有了亚洲最大丁基橡胶

生产基地，打破了欧美国家在该行业的长期垄断，也标志着研究院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取得

重大突破，大学、政府、产业等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框架逐步建立起来。

（2）要素整合期（2009—2013）

基于前期积累，研究院逐步进入要素快速集聚整合阶段。2009年研究院进一步深化

其与当地政府、产业的合作，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共建宁波科技园，探索实现了园区

扩展。2009年8月长三角科学仪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获批为国家六部委试点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为浙江省首家）成立，12月举办首届“海外清华学子浙江行”活动，

2010年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发起成立浙江红土创业投资基金公司，是浙江当时最大的

私募股权基金，进一步整合扩展联盟、海外引才、科技投融资等业务。2011年基本确定

研究院的“政产学研金介用”的七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基本的发展模式逐步确立 。大

学、政府、产业等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合作成果逐步落地。

（3）协同发展期（2014年至今）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给予批示，在充分肯定过去十年发展

工作的基础上，指出研究院要努力发展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创新载体，为研究院未来

发展指明了方向。2014年8月，杭州分院正式签约成立。2015年6月，研究院创投母基金

正式成立，2015年12月，台州中心正式签约成立。2014年至今，研究院总资产增长到5

亿多元（不包括萧山、宁波园区），几乎是建院初期的25倍。政策、产业、科研、金

融、中介机构等要素深度融合，交互性和动态性全面提升，以“科技创新平台、人才培养

平台和成果转化平台”为核心的平台体系逐步形成。大学、政府、产业等创新主体之间的

互动进入快速发展期，协同效应持续发挥出来。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如图2所示。



图2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档案资料整理得到。

2.3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发展模式的实践

研究院以三螺旋理论所提倡的方向为指导，通过平台的建设和优化，实现理论的落

地，在传统的产学研的框架内有所拓展，在上述三种模式的基础上，长三角研究院在理论

和实践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基于三螺旋理论模型的平台支撑的多要素发展模式——

“政、产、学、研、金、介、用”北斗七星模式。该模式如图3所示。

图3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北斗七星”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档案资料整理得到。

“北斗七星”模式是对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的有效解决，“政、产、学、研、

金、介、用”七大创新要素在一个平台上实现了深度融合、高度集成，基于三螺旋模型，

又高于三螺旋模型，形成了协同创新的新模式——“北斗七星 发展模式。具体来说，该

发展模式以政府为支撑，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调控；以高校为依托，提供重大理论研究和

科技成果支持；以面向应用的科研工作为基础，更加高效地产生具有市场潜力的科技成

果；以满足市场需求为落脚点，更利于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产生经济和社会价值；金融

机构与中介机构充分参与，促进转移转化系统的高效运转，是生态体系的重要补充；同时

实行企业化管理，更加专业、高效地保证系统的绩效和产出。

（1）“北斗七星”发展模式与三螺旋模型的关系

第一，“北斗七星”发展模式是三螺旋模型的拓展和延伸，是多种要素高效配置的发

展模式，探索回答了“创新要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创新要素是一切创新活动

的重要基础。创新要素的数量、质量和配置，直接影响创新活动的成果。在“北斗七星”

发展模式中，研究院“坚持科技研究，坚持产业发展”宗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

“政、产、学、研、金、介、用”七大创新要素赋予全新的内涵。“政”，就是依托省校

共建的独特优势，协助政府发挥调控作用和提升政策水平，自觉服从服务于地方科技进步

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产”，就是坚持科技成果转化不动摇，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平

台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经济结构调整。“学”，就是利用

清华优质的科研人才资源，坚持协同创新、技术服务与智力资源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促

进优质科技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研”，就是大力开展应用性科技研究，坚持以经济

转型升级和产业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开展科研，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金”，就是推进金融与科技有机结合，拓展科技投融资功能，发挥资本对科技成果产业

化的支撑作用。“介”，就是发挥积极的桥梁纽带作用，帮助技术供需双方开展对接和合

作，促进各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和有机结合。“用”，就是面向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重

点利用现有科研成果创造新产品、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服务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

进可持续发展。

”



第二，“北斗七星”发展模式是三螺旋模型的深入和强化，是高度协同创新的发展模

式，探索回答了通过机制创新来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加强协同创新，是党

的十八大做出的重大部署。协同创新是“北斗七星”发展模式的精义。在该模式中，七大

创新要素处于不同的位置，角色独特，功能各异，同时又相辅相成、互促互进，构成了一

个系统完整、大跨度整合、深度合作的创新有机体。“学”与“政”构成了“北斗七星”

的基础和支撑，象征省校合作是清华研究院的建院之本、立院之基。“研”和“用”，分

居“北斗七星”的首尾，表明科研是全部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应用是全部创新活动的落脚

点，也充分体现了两个坚持的办院方针。“产”“金”“介”三大重要连接点的有效联动

则体现了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各类要素整合。“金”和“研”之间构成科技与金融结合，

“金”和“产”体现资本为产业服务，“介”连接整个“始于研、终于用”的创新链，形

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信息中介、交换和服务，降低了创新要素集聚融合、创新成果转化

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推动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长三角研究院努力取得“单点”

实质性突破的同时，更加重视要素间的协同创新和集成互动，推进“北斗七星”发展模式

不断完善、机制不断健全，实现更大的科技创新协同效应。

第三，“北斗七星”发展模式是三螺旋模型的开放和外延，是内外兼修的发展模式，

探索回答了创新载体如何实现自身发展壮大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问题。“北斗七

星”发展模式下的研究院，通过与企业、高校、政府、金融、中介等方面有力互动，不仅

可以积极吸纳外部优质资源，还能够突破传统科研院所定位，不断延伸功能，实现外部资

源内用和内部功能外延的有机统一，对探索科研院所良性发展机制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各类创新要素通过深度协同，在产出创新成果和转化成果的同时，积极反哺创新载体，有

力推动了载体本身的发展和提升。创新载体实力的壮大，又会进一步加强协同创新整体效

应和溢出效应，产出更多成果。向内聚力和向外张力的互促循环，为创新载体发展提供强

大的加速度和广阔的空间。研究院的实践探索，实现了自我造血与对外拓展的良性循环，

科技创新成果及其转移转化不断提升，人才队伍等都不断壮大，同时用科技服务助推浙江

经济社会发展，在较高水平上达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基于“北斗七星”发展模式，研究院围绕其核心定位“创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载

体”，重点实施三大任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高新技术产业化。研究院作为“多主



体”合作的价值共享体系，降低参与主体的交易成本 ，激发参与主体的内在动力，

形成外在激励的保障机制，提高四大平台的运营效率，构建更加具有动力机制的“大学-

政府-产业”的三螺旋，保证其持续高效发展。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发展模式如图4所示。

图4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研究资料整理得到。

（2）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发展模式的平台支撑

第一，院区承载平台为三螺旋理论的创新环境提供基础设施和必备条件。研究院构建

了“一主两翼”的战略格局，总部院区位于嘉兴科技城内，现累计孵化企业200余家，拥

有科技研发、产业孵化、科技金融、人才引进等完善的功能，是研究院“七位一体”模式

的样板。截至2015年年底，杭州分院已入驻企业150余家 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智慧城

市、生命健康、电子商务四大板块产业。正在筹建中的宁波分院以打造人才引进、科技创

新服务、创业孵化为主导的“国家级孵化器”为目标，重点建设新材料、智慧物流、大数

，



据、高端装备制造、在线教育等创新平台。台州中心，以“一项目一企业，共同创新发

展”为理念，聚焦电子芯片、工业自动化、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域，打造产学研平台，培

育骨干龙头企业。目前，研究院以嘉兴总部为主体，杭甬台京等地产学研基地协同发展、

互惠共赢的有效机制正在形成，各院区孵化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建有创客空间5家，以

创业促创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第二，产研融合平台为三螺旋理论的创新主体创造互动机制和交流平台。研究院积极

搭建产研融合平台，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自身科研实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构建了

以“内生”和“外生”两种产研融合模式。一方面，研究院通过建立高水平的研究所、研

究中心，立足生物医药、环境治理、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瞄准新兴战略产业和国际科技

前沿，立足市场，先后创办了杭州柯诺、双益环保、清新长泰、浙江闪龙、浙华农业等产

业化公司。同时通过不断加强与清华各院系的产学研合作，促成了来自生物系、化学系、

机械系、汽车系等院系的10余名专家教授来院开展成果产业化工作。另一方面，研究院

积极拓展与省内外民营企业、政府单位及科研机构的横向联合，先后共建、联建微环境控

制技术研究中心、建筑节能中心等40余个技术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基地。研究院充分把握

联建企业的市场和资本优势，在水环境治理、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绿色建筑节能等关键

领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不仅有效增强了研究院以应用性研发为导向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

化实力，而且通过与企业优势互补，切实推动了一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

“科技与经济”的紧密融合。截至2015年，研究院累计承担纵横向科技项目约400项 其

中国家级科研项目37项（含子课题），获得国家及省、市各类科技奖励100余项，有效支

撑企业快速发展。

第三，科技金融平台为三螺旋理论的创新绩效提供动力机制和激励制度。研究院积极

整合企业、政府、高校的各方优势，构建了以母基金为引领，股权基金、科技银行、科技

担保有机结合的科技金融平台。通过建立“科技加金融”的服务体系，探索研究机构企业

化管理机制和科技投融资模式，围绕高新技术及战略新兴产业，依托浙华公司作为研究院

对外投资并实施股权管理及处置的统一平台，先后组织成立和参与股权私募基金、风险投

资基金，以及天使投资基金等投资链条，尝试用资本链引导、整合、促进创新链和产业

链。其中，浙华紫旌母基金一期规模10亿，已累计投资16个子基金，推动了TMT（科

，



技、媒体和通信）、高端制造、大健康、集成电路、新材料、节能环保六大领域的高科技

项目引进和产业化，还直接带动了总规模超过100亿元的基金落户。研究院与两大央企、

多所高校联合发起成立国内首家“互联网＋国金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金融资产交易平

台，同时联合太平保险、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成立国内首家科技保险公司，并将其总部

落户于研究院嘉兴总部。

第四，国际合作平台为三螺旋理论的持续发展提供国际伙伴和开放网络。研究院全面

打造国际合作平台，通过“走出去”战略、国际孵化、招才引智、国际技术转移等载体，

引进海外一流的人才和项目，提供国际化、完善的配套服务。不断夯实和拓展海外布局，

建成海外孵化器及国际联络机构达10余个，基本覆盖北美、欧洲、亚洲、英国、澳大利

亚等州及国家人才高地，“就地孵化、带土移植”的全球化招才引智及技术合作转移网络

日益完善。2015年6月，研究院与嘉兴市委组织部联手，在硅谷设立“嘉兴·硅谷·海纳孵

化器”，半年就孵化高科技项目15个。研究院举办5届“海外学子浙江行”活动，并衍生

出以专业方向为专题（如电子信息、医疗健康等）的小型浙江行活动，截至2015年年

底，通过海外学子浙江行等招才引智活动，累计吸引300多名海外高层次人才落户浙江，

其中“国千”“省千”70余名，落户项目总规模超过40亿元。有效整合浙江充裕的民营

资本与海外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为地方的高科技企业孵化和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提供了优良

的项目和人才资源。在国际技术转移方面，夯实北美技术转移平台，与中航信托、知名私

募基金共同组建专注于欧洲领先技术孵化的国际技术转移平台公司，推进相关的国际职业

教育平台工作和总部院区的先进制造产业基地建设。

未来研究院要把握科技革命浪潮，关注智能制造、集成电路、大数据、云计算、新能

源等新兴技术对产业发展变革的巨大影响。利用毗邻上海和杭州的区位优势，有效利用以

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的高校、政府和产业的知识溢出和人才集聚效应，扩大和深化

“大学-政府-产业”的合作范围和深度，坚持自我培养和积极引进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使用

模式。提高科技成果含金量，重视原始创新和重大创新，完善科技和金融的融合机制，促

进成果有效转移转化为持续的生产力。同时将其与不同创新主体的三螺旋效应以及自身作

为“共生体”的三螺旋效应相互协同，不断强化其持续的影响力和增长动力，努力成为在

创新人才、创新中介、创新产业和创新政策体制发展等方面具有特色的创新集群 。



3　主要结论和未来展望

3.1　理论意义和启发

第一，对三螺旋理论的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三螺旋理论中主体间互动的本质是知识

转移问题，产学研的互动关系可以表征为信任和信息共享 。研究院通过联建研发中

心，推动横向技术攻关，实现协同创新。研究院与企业的紧密联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应用性研发为导向，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并反哺了研究院自身的发展；高校与企

业跨学科技术联合，增强科技研发实力，如清华制造所团队及浙华农业联合，以现代农业

技术结合物联网技术，实施“拆猪棚盖大棚、转产转业不减收”的生态农业示范区项目，

为服务新丰镇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创新解决方案；高校、企业与研究院紧密联合，促

成技术攻关，更好地推动科研优势开始向产业化优势转变的同时，服务于不同导向的高端

拔尖人才的培养。在三螺旋主体互动的过程中，伴随着具有黏滞性很强的隐形知识，这些

知识的转移较显性知识及一般黏滞性的隐性知识而言更需要不同主体间的交流协作和优势

互补，需要更加重视。

第二，对三螺旋理论的内涵和边界的重新界定。三螺旋理论往往存在某个主体发挥主

导作用的情况。而研究院作为一种特殊的合作机制，作为一种事业制的组织机构，在超越

三螺旋理论的三种力量之外增添了一种平台性的整合力量和聚合效应，既可以单独具有三

种主体的个体功能，又是三种主体的“共生体”，使三螺旋模型的协同和互动过程更加高

效快速，协同机制更加持久顺畅。同时，从三螺旋模型到“北斗七星”模型亦是理论的拓

展和延伸，研究院的实践丰富了三螺旋理论的内涵和边界。对我们思考三螺旋的理论扩展

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如“大学-政府-产业-用户”四螺旋模型等。

第三，对三螺旋理论的实现路径的重新构建。三螺旋创新绩效的实现不仅依赖于主体

间的互动，也可以基于下属不同平台的支撑。平台战略作为企业为了实施盈利目标，构建

核心竞争力所采取的战略选择，拓展到研究院的组织构架和运作模式上，是理论的一种有

效延伸，同时基于平台的支撑，“政、产、学、研、金、介、用”等多要素的提炼和强

调，是实现路径构建的重要因素。对于如何将企业、团队层面的竞争理论等，上升拓展为



行业、区域等层面具有启发性，对于除了从创新主体的角度思考实现三螺旋协同创新绩效

的角度之外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

3.2　政策启示和思考

宏观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和机制，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

新体系的构建都刚刚起步，长三角研究院基于三螺旋理论的成功实践为珠三角、京津冀等

未来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微观上，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产学研

合作的机制和文化尚未完全建立，产学研协同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的鸿

沟。研究院在三螺旋理论框架下的实践经验和成功模式，有效整合各方创新资源，探索出

新型的科技、人才、金融等核心要素的融合之路，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和效果。

长三角研究院由政府为主导推动产学研合作，转变为让市场决定科技创新，将“象牙

塔”中的人才技术和各种创新资源要素通过“北斗七星”发展模式进行聚集整合，融合产

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打通科技和生产力之间的通道，有效克服科技创新行为

对财政投入的过多依赖。这不仅对科研院所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完善区域乃至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积极的探索意义。“北斗七星”发展模式具有

生命力、适应性和推广价值，通过复制这种发展模式，有望实现创新载体、科研人才、用

户、地方等多方共赢发展。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创新模式对于聚合整合各方创新资源、提高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促进科研成果技术含量和市场价值提升具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为我国在宏观政策设

计、微观管理实践上，更好地发挥大学、政府和产业的内在动力和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

素材和经验，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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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Triple Helix

Theory: Case Study on Yangtze Delta Reg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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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es Yangtze Delta Reg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t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case,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this

paper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innovation ecological system,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cess, main interaction mechanism,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typical innovation model. It also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Compass Model, a successful mode that integrates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institutions, capital, intermediaries and clientele

in a " university-government-industry" cooperation. This cooperation involves

the establishment of four platform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ce

park, technology transf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helps to gather research from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intermediaries and other knowledge and talent

resources effectively, and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t concludes that the

practice of this institute i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It also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ystem,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and

demonstrating its broad appl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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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建设构想

王光文

摘要：在中国工艺美术产业亟须创新服务的背景下，参考科技服务超市和农业服务超市的相关研究，提

出了建设“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的理论构想，并将之定义为“以推动工艺美术产业创新为宗旨，整

合政府、企业、行业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相关资源，按照现代连锁超市的理念和形式建立的实体与

网络相结合的自助式、一站式、全程式服务体系”。该超市实体可分为管理区、生产创新服务区、营销创新

服务区和创客服务区。该超市网站可分为数据库服务单元、生产创新服务单元、营销创新服务单元、创客服

务单元、专家服务单元和信息服务单元。

关键词：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实体建设；网站建设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志码：A

1　研究背景

“工艺美术”一词在我国的广泛使用，主要源于蔡元培在其论著《美术的起源》（1920）中将“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翻译为“工艺美术运动”。该运动由英国艺术家

WilliamMorris在19世纪下半叶倡导发起，旨在反对工业化大生产、复兴传统手工艺和进行相关的社会改

革。虽然蔡元培的翻译有误，但由于其影响力以及“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理论的引进，使“工艺

美术”一词在中国得以广泛使用 。该词从误译到后来的各种误读和误用，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社

会和科技发展背景下试图找到自身不足和重建价值的过程 。当今学者对该词进行梳理和辨析后认为，“工

艺美术应回到手工艺的概念中” ，“工艺美术归根结底还是手工艺” ，“是手艺人凭借个体经验完全

以手工劳动进行的或以手工劳动为主，辅助以简单机械工具，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造物行为、造物方式和造

物过程” 。

当工艺美术的造物行为、造物方式和造物过程是以盈利为目标，具有市场化特征或者相关主体进行了商

业化运营时，其性质就属于工艺美术产业。20世纪50年代，工艺美术产业曾为我国换取了大量外汇。尽管改

革开放后由于发展现代工业而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工艺美术产业，但从2012年国家统计局将“工艺美术”增

列为《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十大类别的第七类，以及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将“振兴传统工艺”确定为国家战略来看，工艺美术产业在近几年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类型，

并在我国发展战略和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当今，我国工艺美术产业需求创新服务的迫切性可谓前所未有。这种迫切性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第一，

工艺美术产业亟须以创新服务解决内部问题，包括企业、从业人员和产品三个层面。企业的问题主要是规模



较小且保守封闭、可开放共享的资源极为有限、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严重不足、品牌创建能力和营销能力较

差、在创新平台建设上与其他行业企业存在较大差距；从业人员的问题主要是因循守旧、理念落后、趣味过

时、重材料轻创意、重生产轻设计、重样式轻功能；产品的问题主要是供给和需求错位严重、创意和科技附

加值低、难以更好地激发、引导和满足消费需求。第二，工艺美术产业亟须以创新服务适应外部环境，如日

新月异的科技环境、融合发展的产业环境、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求新求异的消费环境、日趋激烈的竞争环

境。

在我国工艺美术产业亟需创新服务的前提下，参考科技服务超市和农业服务超市的相关研究 ，本

文提出建设“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的理论构想，并将之定义为以推动工艺美术产业创新为宗旨，整

合政府、企业、行业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相关资源，按照现代连锁超市的理念和形式建立的实体与

网络相结合的自助式、一站式、全程式服务体系。其服务类型包括：针对工艺美术企业共同（普遍）和个别

（特殊）问题的生产创新服务、营销创新服务、技术创新服务、人员培训服务、创新空间服务、科研转化服

务、项目申报服务、政策解读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针对个人需求的样本使用服务、信息浏览与查询服

务、专家咨询与指导服务、创客空间服务、产品展示与交易服务、创新创业培训服务等。这些服务是否收费

以及收费额度，主要取决于对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因素的综合考量。

2　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的建设基础

2.1　政策基础

2012年2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鼓励“以保持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和销

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 。该政策主要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技

艺类、传统美术类和传统医药类中实施。其中，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都属于传统工艺美术。

2014年8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工艺美术产业列

入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点领域，要求工艺美术产业在保护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坚持

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促进特色文化元素、传统工艺技艺与创意设计、现代科技、时代元素相结合 。

2016年5月11日，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充分运用创意和科技手段，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生产生活相融

合，既传播文化，又发展产业、增加效益，实现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 。

对于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这些政策为其指明了前提、基础和路径，即以有效传承为前提，以保护多

样性、独特性为基础，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路径。具体而言，对于有传承、有市场、有活力的传统

工艺美术，应以创意、科技和生产性保护提高其产品转化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对于一些濒危的、传承较为



困难的传统工艺美术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和档案馆中的工艺美术，除了实行抢救性

保护和静态式、样本式保护，也要尽量以创意和科技使其焕发生机、再现活力、传播文化、延拓价值。

对于工艺美术产业创新的一个重点问题——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这些政策只提出了框架性思路。为了给

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建设奠定理论基础，有必要对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和辨析。

首先，工艺美术传承是在新时代、新理念、新技术条件下对其传统内核与精神内蕴的传递和发扬，是不

断改进的延续，是学习之后的超越，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过程，所以，工艺美术传承本身就包含创

新，传承者应拒绝重复、僵化、维持和平庸，应在境界、修养、学识、技艺上树立起高于前人的标准。事实

上，时代变迁一直是创新的推动力。因为当今变迁的剧烈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代，所以其对工艺

美术产业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其次，工艺美术创新要以传承为基础，要注重文脉的延续、手工的内蕴和情感的表达，注重新思维、新

技术、新材料、新方法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是工艺美术创新与纯粹技术创新的最大区别。无论什么类别的

工艺美术创新，都是某种意义上对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要体现对传统的认知和尊重，都要保证精神和

技艺的代际传承，所以，工艺美术创新本身就包含传承，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

2.2　产业基础

根据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工作办公室的普查报告，我国的工艺美术已有11个大类、83个小类、1 881

个品种 。2011年，我国工艺美术销售产值突破1万亿元 。2012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二版《文

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工艺美术产业新增为其十个大类中的第七类，工艺美术产业开始享有国家和地方对

文化产业的政策优惠。

在创新推动融合、融合促进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工艺美术产业逐渐与制造、设计、旅游、互联网等产业

融合发展，同时以融合增加创新的可能和动力。

工艺美术产业与制造产业相融合，使前者的传承性、个体性、差异性、经验性、偶然性生产，与后者的

设计性、批量性、标准性、精确性、程序性生产相弥补；使前者以作坊为代表的独立、封闭、分散的组织，

与后者以集聚区为代表的协作、开放、集中的组织相合作；使前者心手相应、顺应材料的产品，与后者崇尚

科技、注重市场的产品相借鉴；使前者“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理

念，与后者“以科技改造世界”“构造全产业链”的理念相匹配。对于工艺美术产业，这样的融合有利于提

高效率、效益、质量和产量，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但也可能使机器排挤手工艺人，使工业、商

业气息掩盖人文、乡土气息，使标准化制造取代个性化创制，使同质化的商品景象代替不拘一格的审美意

象，使绿色产业变成掠夺自然、破坏生态的产业。尤其需要思考的是，3D打印能通过电脑建模和机械操作快

速创制出结构复杂、大小不一、材质多样、体现个性的作品，也能大量复制完全一样的产品，能使耗时耗工

的手工制作环节变得省时简单，甚至能使前所未有的工艺创造成为现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智能化的机械



可以代替人手？人脑与电脑的距离是否缩短甚至消弭？3D打印的工艺品是否存在“灵韵”？是否消解了工艺

美术品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在以3D打印复制甚至冒充工艺品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原创者的著作权和所有权？

对于以上问题，亟需相关创新机构予以探索和解答，这就凸显出建设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的重要性。

工艺美术产业与设计产业相融合，使工业设计、时装设计、包装装潢设计、动漫及衍生品设计、饰物装

饰设计、美术图案设计、展台设计、建筑工程设计、室内装饰设计、风景园林设计等成为工艺美术生产的延

伸和补充，同时使工艺美术生产在设计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推出既保留传统工艺美术的韵味、内涵和

智慧，又能以现代设计满足审美、实用、便利、安全、舒适、时尚等需求的产品。目前来看，工艺美术产业

与设计产业的融合大多停留在设计者采用传统工艺美术图案或者对其进行再设计的浅表层次。将来，应以产

业创新服务推动二者的深层次融合。

工艺美术产业与旅游产业相融合，使小众化的工艺美术品生产与消费趋于大众化，使工艺美术旅游成为

新型旅游类型，并在增加创业就业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这种融合对工艺美术品的个

性化创制和艺术水准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其满足了更多人的创业就业需求，打破了工艺美术品由少数人（各

级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等）生产和少数人（收藏家、高收入爱好者、艺术品投资人、特权阶层）消费

的局面。需要注意的是，工艺美术产业不能因为与旅游产业融合就盲目扩大规模、大量消耗资源、片面追求

产量、一味迎合游客。按照发扬工匠精神与发展绿色产业的要求，二者的融合应以精益求精、传承文化、环

保节约、创新发展为主导思想。

工艺美术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相融合，使工艺美术相关网站、电子商务、微信公众号等不断涌现，越来越

多的工艺美术企业、产品、人物、事件被消费者所熟知，工艺美术产业的资源配置方式、生产方式、营销方

式、消费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些产业服务平台逐渐形成。作为艺术产业与互联网产业融合的典范，雅昌文

化集团（曾用名为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将艺术（art）与电子（tron）结合的“artron”（音译“雅

昌”）作为公司名称，以其深耕多年的“中国艺术品数据库”为基础，在2000年创办了国内最大的艺术品门

户网站——雅昌艺术网。该网站通过资讯频道群、细分服务子网群、主题活动子网群、搜索引擎“中国艺

搜”、论坛社区等，为艺术品经营机构、艺术家、收藏者、投资者、爱好者等提供高质量服务 另一著名网

站——“工艺中国”，该网站以打造工艺美术百科全书式平台和垂直网络生态平台为目标，搜集、整合工艺

美术资源，提供资源推广和产品展示、交易、鉴定、认证等服务 。在电子商务方面，随着相关网站的建设

以及与淘宝、天猫等平台的合作，越来越多的工艺美术企业通过互联网将产品销往国内外。

2.3　相关经验

（1）科技服务超市建设经验

科技服务超市是以科技服务为超市商品的连锁化、集聚化、网络化机构。科技服务超市按服务范围可分

为国际类、全国类和地区类，按服务内容可分为综合类和专业类。

。



从代表性和关联度来看，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可重点借鉴以下两个科技服务超市的建设经验：

第一，江苏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该超市始建于2008年，以“有店面、有网络、有队伍、有基地、有成

果、有品牌”的“六有”模式，为本省农民、农企、农协、农业园区提供科技服务。该超市总店位于江苏省

农科院，设有农村科技服务成果展区、农资科技产品展区、品牌农产品展示交易区、农机展区、专家咨询办

公区、培训区等功能区，由省财政提供建设和运营经费、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和省农科院负责具体工作、省科

技厅负责宏观指导。其分店有60多个，由地级市（县、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农科企业、农业园区建设，经

费构成为“自筹＋政府根据绩效给予奖励和补助”。其便利店100多个，由分店和农业园区、协会、企业、

经营大户等共同建设，经费主要来源于自主经营 。

第二，广东现代科技服务产品超市。该超市于2011年挂牌开业，由广东省政府发起并提供起步资金，由

省科技厅监管和指导，由东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运营，以“线下＋线上”“总部＋分中心／服务站”的

服务网络，为广东300多个省级专业镇、20多个省级高新区、大大小小的科技园和产业集聚区以及4万多企业

会员提供科技服务 。

（2）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经验

近几年来，我国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兴起了PPP模式。PPP是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主要

指政府与私有机构通过平等协商和订立合同而形成的共建共管、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作机制。在PPP模

式中，政府不再是垄断提供者，而是合作者、指导者和监管者。2016年6月12日，财政部等20个部委联合发

布通知，在全国启动第三批PPP示范项目申报筛选工作。截至7月25日，共收到各地申报项目1 070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约2.2万亿元，涉及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公用事业、农业、林业、科技、保障

性安居工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养老、旅游、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 。我国的PPP示范项目建设主

要采用外包、租赁、特许经营模式。外包模式是将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配套服务等外包给私有

机构，政府主要承担宏观调控、项目投资、绩效奖励、补贴发放等工作。租赁模式是指先由私有机构出资建

设项目设施，等到设施建成并验收后，政府再以租赁的方式获得设施的使用权，私有机构则以租赁费作为投

资回报。特许经营模式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方式依法授权私有机构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建设项目并开展经营活

动。

我国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还有政府支持模式、产业园模式、共享共建模式、企业自建模式和科研项目模

式。政府支持模式可分为政策支持、财政支持、物质支持、人员支持、混合支持等类型，支持的方法和力度

因具体情况而异。产业园模式可分为产业园自建和依靠产业园而建，其优点是便于享用园区的各种资源和服

务，如苏州工业园的动漫公共技术信息服务平台。共享共建模式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多由不同地区或不同部门

共建，其优点是建设周期短、分摊成本低、利用效率高，如南京市可通过南京软件公共技术平台共享北京市

相关平台的资源和服务。企业自建模式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多由行业领军企业或骨干企业建设，其优点是有利

于整合行业资源、规范行业标准、引领行业发展，但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其难以做到公正客观。科研项目

模式的公共服务平台由科研项目承担机构建设，其优点是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共服务。



（3）经验启示

根据江苏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建设经验，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应由工艺美术基础较好的省市带

头建设，要求有店面、有网络、有队伍、有基地、有成果、有品牌，其总店经费应由政府财政提供，分店经

费可由“自筹＋政府根据绩效给予奖励和补助”构成。

根据广东现代科技服务产品超市的建设经验，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在建设和运行初期应由政府主

导并提供资金，等到时机成熟，超市可进行多元化、社会化筹资并由企业授权运营。

根据我国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经验，具有一定公共服务属性的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应引入PPP机

制，以发挥政府和私有机构的协同效应，并解决私有机构缺乏积极性以及政府不精通专业、财政紧张等问

题。在超市建设过程中，应聘请专门机构为建设项目的评估、招标、投融资、合作方选择、谈判、合同拟定

等提供服务。此外，建设者还可以根据其环境和条件在政府支持模式、产业园模式、共享共建模式、企业自

建模式、科研项目模式中进行选择。不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应注重发挥政府、行业组织、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的协同效应，注重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提高创新服务的效率，注重以管理创新提高超市

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3　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的实体建设

根据管理和业务需要，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实体可分为超市管理区、生产创新服务区、营销创新

服务区和创客服务区。

3.1　超市管理区

超市管理区作为超市管理机构所在地，可设立管理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业务管理部和人力资源

部。

管理委员会是超市的最高管理机构，由政府主管部门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外聘专家代表、建设及运营

单位代表等组成，主要负责超市建设和运营的宏观管理及重大决策，包括制定规章、规划、计划、方案、标

准、考核办法、奖惩细则，主持项目建设、设施建设、团队建设并管理建设经费，保障总店、分店及各区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各部门进行绩效考核等。

战略咨询委员会是超市管理智库，由外聘专家组成，主要负责超市发展战略、规划和重大事项的咨询工

作。

业务管理部主要负责落实、执行管理委员会的各项制度和决策，对超市的建设和运营进行日常管理。例

如，对不同类别的服务提供者设定准入门槛，对其资质、业绩、财务状况等进行审查，集成服务资源，搭建

交流平台，根据用户反馈完善服务，评价服务成果，推广服务经验等。



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力资源的聘用、引进、培养、开发和管理，为超市组建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核心团

队，并与政府主管部门、企业、院校、研究机构、培训机构、工艺美术组织、非遗保护机构的相关人员建立

良好关系，形成支持超市建设的外部力量。

3.2　生产创新服务区

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创新可分为思维阶段的创新和物化阶段的创新。据此，该区可设立研发设计部和加工

制作部。

研发设计部主要为工艺美术品生产者提供研发设计服务。其服务以脑力劳动为主，可分为调研、定位、

提出方案、试验性生产、消费者测试、修改方案等步骤。调研主要针对已有产品、市场状况、消费趋势和相

关技术进行。定位可分为目标消费者定位、产品功能定位和产品特色定位。提出方案是在定位基础上对工艺

美术品外观、内涵、包装、材料、结构、载体、功能和工艺的创意构思。其中，外观由造型、图案、色彩和

装饰等构成，内涵是物质承载的精神，包装与内涵相辅相成并体现品牌传达、携带运输的要求，材料有传统

材料和新型材料，如“荷兰三宝”之一的木鞋已有黄金、白银、青铜、钻石、水晶、玉石、塑料和玻璃等几

十种新型材料。结构是“用”与“美”的结合和构造，载体是承载内涵、表现技艺的物质，如内画工艺的载

体已由鼻烟壶扩展为灯具、文具、器皿等。功能可分为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工艺是产品的创制方法和手

段。为了验证产品创新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必须进行试验性生产和消费者测试，然后根据生产情况和测

试结果修改方案，直到方案最终确定为止。

加工制作部主要负责研发设计的物化，并为此提供场地、设备、工具、技术、方法、手段、培训等。加

工制作部即使拥有一定的人员和物资，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应对各种创新需求，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其

必须与国内外的相关组织和个人协作生产。需要注意的是，机械切割、数控加工、电脑刺绣、电窑烧制、3D

打印等机械工具和现代技术的应用，为工艺美术品的加工制作带来了更多的创新、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

和更佳的效益，但机械工具和现代技术只能是手工的辅助，否则产品的工艺美术属性就会受到质疑。

3.3　营销创新服务区

营销创新包括两个密切关联的层面，即产品营销创新和品牌营销创新。由此，营销创新服务区可设立产

品营销创新服务部和品牌营销创新服务部。

产品营销创新服务部主要为客户提供工艺美术品营销策略、营销平台、营销渠道、营销方法、营销模式

等方面的创新服务，并为其开拓文化市场、礼品市场、收藏品市场、艺术品市场、拍卖市场、旅游商品市

场、创意产品市场、日用品市场、家居市场、商业环境市场和城市公共环境市场等。为实现以展促销，该部

门应策划和举办工艺美术品的日常展销、主题展销、节事展销和网络展销，设计具有知识性、参与性、互动

性、体验性和娱乐性的展销活动。



品牌营销创新服务部主要为客户提供工艺美术企业和产品的品牌定位营销、品牌设计营销、品牌新媒体

营销、品牌利益相关者营销等方面的创新服务。品牌定位营销能使品牌的形象、特点、个性、优势、核心价

值足够鲜明并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能使人们从庞杂、繁乱、无序、真假难辨的信息中高效便捷地识别品牌

并实现精准消费。品牌设计营销以品牌定位为基础和根据，包括标识设计营销、口号设计营销、形象设计营

销、故事设计营销等。为了以尽可能小的营销投入实现尽可能大的营销效果，品牌新媒体营销应尽可能地发

挥新媒体的平台优势、用户优势、细分优势和内容优势。品牌利益相关者营销是以品牌资产提升为目标、以

品牌体验调查为依据、以争取利益相关者支持为根本的贯穿于品牌创建全过程的营销活动。

以上两个部门应收集、分析相关企业和产品的营销数据，一方面为超市的营销数据库提供原始材料；另

一方面形成营销研究报告并为超市各个部门的产业创新服务提供参考。

3.4　创客服务区

建设创客服务区的实践背景和政策参考，主要是近几年风行全球的创客运动，以及2015年3月11日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

借鉴“创客空间”的概念 ，该区的功能定位是为创客提供场所、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质，以及提

供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加工制作、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作品展示、信息传播、思想交流、经验分享、团

队组建、活动组织、产销互动、供需对接、投融资对接、创业培训、商业模式构建、法律财务等服务，进而

在工艺美术领域扩大创客规模、汇聚创客智慧、提高创新效率、推动产业变革。

根据创客的水平和需求，该区服务可分为普及班、高级班、工作坊、竞赛场、体验营、孵化室等类型。

普及班为创客提供工艺美术的入门学习、基础技能训练、模仿型学习、跟进型学习等服务。高级班注重培养

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不断创新的“工匠精神”，注重头脑风暴、创意激发和协同开发。工作坊注重成功创

客、技术人员、专家学者及工艺美术大师的现场指导、实地讲解、答疑解惑、思想启发和示范操作。竞赛场

以不同主题、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竞赛激发创客的好胜心和能动性。体验营以团队的形式体验工艺美术产

业创新过程，强调专业人士指导下的集中学习和经验分享。孵化室主要筛选有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创客团

队、创客项目、创客产品并为其提供培育服务。

4　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的网站建设

与超市实体相对应，以及考虑工艺美术产业创新对数据库服务、信息浏览与查询服务、专家咨询与指导

服务的需求，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网站可分为六个单元：数据库服务单元、生产创新服务单元、营销

创新服务单元、创客服务单元、专家服务单元和信息服务单元。各单元的界面与功能应尽量简洁、直观、易

懂、易用，避免因烦琐复杂而对用户形成过高门槛。待条件成熟，超市网站可开发其App（Application的缩

写，即客户端应用程序）。

4.1　数据库服务单元



数据库服务单元以工艺美术样本数据为资源层，以网站其他单元数据为应用层。据此，其数据库可分为

样本子库、生产创新服务子库、营销创新服务子库、创客服务子库、专家服务子库和信息服务子库。

工艺美术样本是体现工艺美术精神、理念、技艺、知识、创意、符号的代表性与典型性或标志性资源。

其数据库建设工作应包括四方面内容。第一，样本分类。从记录形式、载体、地域等角度对工艺美术样本进

行分类，如从记录形式的角度分为文本、图片、视频、音频、三维模型、三维动画等，从载体的角度分为产

品、材料、传承人等。经专家集体探讨并形成共识后，才能最终确定数据库样本的多级分类体系。第二，确

立标准。以国家数字化博物馆、国家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为参照，确立工艺美术样本采集、存储、描述、管

理等方面的技术标准。第三，样本成库。按照已确立的分类体系和技术标准，用数字摄影摄像、图文扫描、

立体扫描、动作捕捉等技术采集样本，用图文编辑、动画制作、情境构建、场景还原等技术制作样本，或者

把非数字格式的样本数字化，然后以样本入库技术、多种检索技术、检索结果处理技术、版权保护与交易技

术、人机交互技术等建设样本子库。第四，明确用户权限。除特殊规定外，用户浏览、检索、下载、开发、

利用样本以及享受增值服务的权限主要依据其付费情况决定。

样本子库之外的其他子库，分别与超市网站的各个单元相对应，其建设过程主要是各个单元数据的采

集、分类、编目、入库、存储、描述、开发、管理过程。随着建设的不断完善，这些数据库都应具有大数据

分析能力、智能化管理能力、个性化服务能力以及对数据的独立开发或协作开发能力。

4.2　生产创新服务单元

生产创新服务单元与超市的生产创新服务区相对应，主要为工艺美术生产的研发设计和加工制作提供线

上服务，如网络调研、消费者测试、试验性成果展示、研发设计的产业化推广、技术咨询与指导、在线培

训、学术探讨、科研转化、项目申报、知识产权保护与开发等。此外，该单元应与金融机构、众筹平台、互

联网金融机构等合作，帮助生产创新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为方便用户查阅、咨询、体验、选择、预约和订购，该单元应将生产创新服务产品可视化并分类展示。

为保障各方权益，该单元应与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知识产权机构等专业组织合作，对服务产品提供者进行

审核把关，对重大服务成果出具认证或鉴定。

4.3　营销创新服务单元

营销创新服务单元与超市的营销创新服务区相对应，主要以互联网营销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为客户提

供营销策略、营销方法、营销模式、营销渠道等方面的创新服务。

首先，该单元应自建和帮助企业建设营销平台，并注重利用社交网络、在线社区、博客、微博等社会化

媒体营销平台。据有关研究，社会化媒体营销注重互动、评价和分享，注重开发故事性和戏剧性内容，能将

营销信息融入娱乐情境中，具有增加曝光率、广泛传播、培育忠实粉丝、及时洞察市场、提供销售线索、提

升搜索排名、发展合作伙伴、减少营销支出、提升销售业绩等突出作用 。



其次，该单元应自建和帮助企业建设电子商务平台，除为工艺美术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常规的B2C、C2C

服务外，还可提供O2O、C2B等创新服务。在O2O模式下，工艺美术产业分散的工作坊、销售点、展销会、

拍卖会就是消费体验店，消费者看中商品后就可以通过扫码进入电子商务平台下单购买。在C2B模式下，该

单元征集、整合、发布全球消费者对工艺美术产品的个性化定制需求，然后以网上招投标的形式吸引企业自

主接单、按需生产、精准销售。此外，该单元可与其他电子商务平台合作开店，具体做法可参考故宫博物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办的“故宫淘宝”（2010年上线）和“国博天猫旗舰店”（2016年上

线）

为了建立信任机制、解决鉴定难题、防止模仿抄袭、降低交易风险、保障服务质量，该单元应有严格的

信息审查、透明的运作流程、必要的身份验证、全程的交易监督、合理的担保体系、实时的反馈体系、协作

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信用等级评价和第三方支付工具，并方便用户查询、验证、竞价、购买、评价和投

诉。

4.4　创客服务单元

创客服务单元与超市的创客服务区相对应，主要为工艺美术创客提供网络资源服务（信息资源、软件资

源、教学资源）、网络空间服务（展示空间、销售空间和社交空间）和网络对接服务（供需对接、团队对

接、投融资对接）。

创客在该单元可了解信息、应用软件、在线学习，可展示创新方案并根据用户反馈对方案进行调整，可

采取在线测试、预售等方式了解用户体验和建议并持续改进产品，可与需求方、相关团队和投资方实现精准

对接。

用户在该单元可通过悬赏的形式发布需求，再从应征的创客中选择服务方并与其签署合同，也可以直接

查找创客信息并与其交流洽谈。作为需求方的用户，须将赏金预付到该单元，待其对服务方的工作满意并评

价后，就应通知该单元向服务方支付赏金。若需求方对服务不满意并通过仲裁，其赏金将全部退还。若服务

方有不当行为，需求方可向该单元投诉并申请赔付，经查实后将退还其赏金，并扣除服务方的部分保证金作

为赔偿。为保障各方权益，该单元应细化管理规则并建设诚信管理中心，建立并公开创客和用户的诚信档

案，对非诚信行为予以惩戒和曝光。

4.5　专家服务单元

专家服务单元由超市聘任的专家坐镇，以网络直播、远程交互、电子邮件等形式回答和解决用户提出的

问题。用户在该单元可利用视频、语音、文字与专家即时交流，也可利用电子邮件与专家互发信息。为了便

于用户了解、选择和评价，应以图文和影音形式将专家信息按照不同类别陈列在网络空间。

为规范、激励专家服务，该单元与专家应就服务时间、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签订协议，并根据专家的

技术级别、服务质量、用户评价等支付报酬，用户也可对专家服务打分、点评并选择是否支付报酬以及支付

。



金额。

4.6　信息服务单元

信息服务单元主要为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和增值信息服务，进而提高工艺美术产业创新

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合作方之间、供需方之间的能见度和协调度，使信息成为工艺美术产业创新的重要资源

和驱动。其中，公共信息服务主要是集成和发布与工艺美术产业创新相关的政策法规、行业动态、名家名

师、企业管理、项目建设、市场供需、理论探讨、教育培训、会展节事、投融资等信息；增值信息服务可分

为广告发布、商机提供、个性化信息订制、企业信息平台建设、供需方信息对接、合作方信息查询、检验检

测信息查询、资质认定信息查询、质量鉴定信息查询、知识产权信息查询等。

5　探讨与展望

本文在界定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并分析其建设的政策基础、产业基础和相关经验之后，对其实

体建设和网站建设进行了理论构想，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细致地探讨。例如，工艺美术产业创新要素

有哪些？其内在关系是什么？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增加并利用有利

因素？如何减少和避免不利因素？如何实现工艺美术传承人和研发设计者的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如何实现

超市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的优化组合、相辅相成？超市建设的利益相关者有哪些？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关系

及作用是什么？如何使利益相关者在超市建设中形成最大合力？如何促使工艺美术产业与制造、设计、旅

游、互联网、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推动更大范围的产业创新？

展望未来，工艺美术产业创新服务超市建设构想的付诸实施，必将加快其产业创新步伐，使其在以下类

型创新中取得更多成果。一是渐进性创新。该类创新虽然带来微小变化，但具有量的累积效果。二是填补性

创新。该类创新能填补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空白。三是结构性创新。该类创新能优化工艺美术产业的资源

结构、组织结构、生产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等。四是根本性创新。该类创新能重构整个工

艺美术产业格局。

当今，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也前所未有的加快，尽管工艺美术产

业是一个“守旧”的传统产业，但创新服务超市必将赋予其更多的可能、更大的活力和更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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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for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Service Supermarket in Handicraft Industry

Wang Guangwen1, 2

(1.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ohhot 010010, China;

2.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of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The innovative service supermarket in handicraft industry is a platform providing one-

stop service, full-service and self-service for the innovation in handicraft industry by integrating

and managing relevant elements in the means of modern chain supermarket.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 position,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atus, change of production mode and increase of innovative impetus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service supermarket in handicraft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service

supermarket and PPP program of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ndicraft innovative service supermarket. For highlighting the

openness and popularity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novative service, this paper also creates an area

for makers besides supermarket management area, production area and marketing area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management+industry chain". The websites consist of sample library

units, production service units, transaction service units, maker service units, expert service unit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units.

Key words:handicraft industry; innovative service supermarket; construction of

entity; construction of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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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电动车案例分析
——基于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理论

吕朋悦，杨行康，曾凡付，许世震，赵　红

（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0）

摘要：基于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理论，将企业视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有机构成，

这种构成决定了企业在战略、组织和财务上的表现和特征。基于此，揭示了特斯拉公司创

新发生与持续的影响因素：战略控制者对创新过程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是公司创新及知识

积累的起点；战略控制与财务保障间的互动关系对公司创新方向与成败起决定性作用；战

略控制者依据情境变化超越个人特质的能力对创新持续有重要意义；组织文化开放性对于

企业知识积累意义重大。

关键词：创新型企业；战略控制；组织控制；财务保障；知识积累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10年代，Schumpeter提出了经济发展依赖于对现有市场均衡状态的打破，这

种打破需要依靠组织“创新”活动来实现。此处创新是指对现有经济资源以新方式加以重

新组合，在给定投入条件下获得更高价值产出，并最终反映在新产品、新性能、新工艺、

新能力、新供应源或新的组织结构上。企业是上述创新活动发生的重要场所，通过打破

“现有的技术与市场条件限制”，使得经济资源得到更为高效的分配与利用，并将创新知

识最终体现在其创新型产品上。如苹果公司推出的智能手机突破了当时的技术限制，也打

破了当时市场对手机功用与外观的理解，是一种典型的企业创新活动。

基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效应，Lazonick提出了创新型企业的定义 ：给定要素条

件情况下，创新型企业是指能够通过打破现有技术或市场条件限制，将生产性资源转化为

更高质量、更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并成功推向市场的组织。Lazonick提出了“创新型企

业社会关系（socialc ondition）理论”，该理论将企业视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有机组



合（企业中的人拥有不同的专业能力与工作动机，占据着不同的层级或专业位置），企业

在战略、组织与财务上的表现本质上是这种关系组合的互动结果。因此，这种人与人之间

社会关系的组合方式和特点会影响企业的战略、组织与财务方面的特征。该理论旨在回答

“创新型企业的战略控制、组织控制与财务保障方式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导致其成功创新”

（under what conditions do strategy, organization, and finance result in

innovation）的问题。

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对创新型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工作[1]，从不同

的案例研究中提炼可供检验的理论或概念框架，保证理论的普适性与严谨性。本文认为从

该理论视角看待企业，即“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组合”，能够更为本质地反映出企业创

新如何发生、如何持续的问题。因而本文以该理论框架为基础，针对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

（Tesla Motors）进行了案例研究，结合理论与实际案例分析企业创新发生以及持续的影

响与决定因素。针对此典型案例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提炼特斯拉发展至今的经验；另一

方面亦可检验与丰富创新型社会关系的理论内容，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指导。

1　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理论

1.1　理论背景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是经济效率达到最优时的状态，“在给定技术和市

场条件下最优化资源分配”则是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工具；在此体系下，“最大化股东价

值”成为公司治理依循的理念 。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如果那些掌握着较多资源的大企业

生产较低产量产品，却以较高定价推向市场，这种做法是对经济平衡的破坏。然而问题在

于：如果所谓完全竞争的经济平衡状态确实存在，那么这些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大企业又

是怎样获得的垄断地位呢？实际上它们恰恰依靠自己有条件以较低成本生产，即通过使经

济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来打破经济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资源得到更优

配置，那么显然以“完全竞争”作为市场效率失调的理想基准是无效的 。

创新型企业理论体系关注到企业对现有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作用，一个企业如果通过

其创新型产品打破了现有的“市场与技术条件限制”，实际上经济体系内所有的参与者都

可以获得更好的福利[4]，消费者有机会享受到更好的产品，员工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薪资福



利，政府部门有机会得到更多的税收收入，而市场上的其他企业可以使用这种更新之后的

技术改善自己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因此，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动

因，发展完善的创新型企业理论有助于理解与解决“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课题，是提升

经济效率的关键。

1.2　创新型企业的定义与特征

本文依据以下关键标准要素定义创新型企业：①打破了现有市场条件或技术条件；②

创新型产品相对于同行业的其他产品具有更高质量、更低成本。创新型企业在战略、组织

和财务上的独特性可参见表1。

表1　创新型企业的战略、组织与财务特征

1.3　创新过程的特征

成功创新依赖于对创新活动本质特征的理解与尊重，依据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理论，

创新过程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

（1）不确定性（uncertain）

不确定性实际上可以表现在技术、市场与竞争这三个方面。技术的不确定性是指企业

的创新战略可能会因为企业未能研发出想要的创新型产品而失败。市场的不确定性是指企

业的创新战略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而失败，如要素市场价格上升、企业的创新型产品未能

成功拓展市场等。竞争的不确定性是指即使企业可能遭遇竞争对手更为成功的创新型产品

的冲击，互联网环境下的跨界竞争、不同产品功能的超前替代皆会对现有行业和产品造成

毁灭性影响。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在创新时不能像传统企业那样按照利润最大化和

边际成本最小化去决策，而是要面对未知的收益率以及各方面不确定的因素。



（2）集合性（collective）

集合性指的是创新的成功实现不可能依靠一人之力独立完成，而是要依靠组织里不同

专业职能、不同层级、不同动机的人有效地相互支持、协调与配合。集合性特征与创新活

动本质上具有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

（3）累积性（cumulative）

累积性的特征，一方面体现在创新的成功实现需要必要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体现在

企业需要持续的生产性资源的投入。创新活动的成功需要在不断的尝试、吸收、学习、交

流、竞争等过程中累积知识，需要企业不断地组织各种生产性资源来投入创新活动，形成

必要程度的知识积累与转化。

1.4　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1.4.1　基础理论框架

战略控制、组织整合与财务保障这三个方面是理解与构建创新型企业理论的切入点，

本文作者依据其与创新过程的特征之间的关系制作图1。创新型企业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从这

三个方面出发建立的，创新型企业的理论体系需要回答“企业的战略控制、组织整合与财

务保障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促成创新的成功发生”的问题。而这里提及的战略控制、组织整

合以及财务保障，其本质上都是组织中人与人、人与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2] 。

图1　创新型企业社会互动关系理论分析基础框架



对创新型企业进行案例研究是完善现有创新型企业理论体系的基础工作。例如，

Lazonick和Mazzucato 以该基础框架对于Apple（苹果）公司的案例进行了分析；

Lazonick和Prencipe 以该基础框架对Rolls-Royce公司分析其战略控制与财务保障在维

系其持续性创新中的作用；Lu和Lazonick 在此基础上，以我国方正集团为例，研究了政

府部门在变革中的战略作用，以及组织整合与投资策略对工业企业在国内外市场取得成功

的作用。

1.4.2　战略控制

具体而言，战略控制是指企业中具有分配资源权利的人所采取的思维与行动。战略控

制者需要在面对市场、竞争与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分配资源 ，需要有为创新投资

战略分配资源的能力和动机 。战略控制者的能力发挥取决于其创新能力与战略投资

需要的匹配程度，其动机则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愿景和企业利益的一致性 。

依据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理论，战略控制方面主要关注的问题[1][4]包括：第一，创新

型企业的战略控制如何随着公司成长而发生变化，不同阶段的战略控制者如何影响企业的

创新战略；第二，创新型企业战略控制者的哪些特质或经验对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正

向促进作用；第三，战略控制者具有怎样的动机与兴趣，与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是

否存在潜在关系。

1.4.3　组织整合

组织整合是指能够激励人们在集合性学习中应用自己的技术和精力的一系列社会关

系，有效的组织整合应该能够激励组织中的人，系统地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应对创新过程

中的复杂性，在不断的尝试与互动过程中进行知识创造与积累。基于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

理论，从该角度着重考察的问题包括：第一，员工特质与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是否

存在关系；第二，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什么样的员工是关键性的；第三，创新型企业如

何激励其关键员工；第四，创新型企业某些企业文化要素与其创新能力之间是否存在正向

关系；第五，创新型企业的组织整合效果体现在其知识积累上，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促

使组织集体学习与知识积累。企业在功能上和层级上的劳动力划分决定了其技术基础和知

识积累。



1.4.4　财务保障

财务保障保证创新活动获得持续性投入，直至其创新产品产生财务回报，所投入的资

本也被视为“有耐心的资本”。创新过程中收益的不确定性难以保证创新投入所需要持续

的时间与数量，甚至创新收益也充满着不确定性[2][11]。对企业内部收益的战略控制是财

务保障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种内部的支持还需要外部的财务资源做补充，如债券、

股权、银行借款等。

2　案例研究思路与基础

2.1　案例分析思路

本研究以Lazonick[1][3]的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该理论框架中所

提出的问题切入案例企业，这一理论视角已经被用来分析Apple[7]、Rolls-Royce[8]、方

正集团[9]等案例企业。这些研究分析了案例企业在战略控制、组织整合与财务保障方面的

特点，以及它们与案例企业成功推出创新型产品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从上述三个维度分析创新型企业，具体分析的问题包括：

第一，特斯拉在不同阶段的战略控制有什么特点？其战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

变化？特斯拉的战略控制者对于知识积累与成功创新有什么影响？

第二，特斯拉的创新型产品中拥有哪些知识积累？这些知识积累的来源如何？其在组

织文化与组织激励上具备的哪些特点有利于其进行知识积累？

第三，特斯拉的财务来源是什么？对其战略控制有怎样的影响？不同阶段其财务保障

方式如何推动企业成功创新？

2.2　案例研究的数据资料

本文进行案例分析所用数据资料总结见表2。数据资料的纳入以多源、证据可靠、真实

性为原则。



表2　案例企业数据资料

2.3　案例背景

特斯拉电动车于2003年在美国硅谷成立，其使命陈述为通过最具创新性的技术推动可

持续性交通的实现。2008年特斯拉推出纯电动高档汽车Roadster，该款跑车销往37个国

家和地区。Model S是特斯拉推出的量产智能电动轿车。在美国最具权威性的评估杂志

《消费者报告》评选的2015年度十佳车型榜单中，Model S以99分（满分100分）的成绩

被评为全年度路测评分最高的车型。此外，Model S还被国际权威汽车专业类杂志Motor

Trend授予2013年“年度车型”称号、被Car and Driver杂志评选为“2015年十佳车

型”、被Automobile Magazine评选的“2013年度车型”等。在优化现有车型Model S的

同时，特斯拉推出了一款纯电动SUV车型Model X。该款车型结合了SUV的空间和功能优

势，还配置了双电机全轮驱动以及鹰翼门的设计。以上三款车型主要为豪华车型，价格相

对高昂，而若真正实现其使命陈述中的推动交通向可持续方向推进的目标，推出价格能够

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电动车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特斯拉面向大众消费的Model 3在2016

年3月31日正式发布，预计在2017年正式生产，其售价大概为2.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

万元）。而为了降低Model 3的成本，特斯拉正全力投入位于美国内华达州超级工厂

（Gigafactory）建设，以提升全球锂离子电池的产量，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电动汽车的

成本。

2.4　公司对现有市场／技术条件的突破

依据创新型企业社会互动关系理论，创新型企业是指在当前要素条件下打破现有的技

术／市场条件限制，并实现更高质量、更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就特斯拉而言，其推出的

一系列产品通过技术与产品创新打破了现有的技术和市场条件限制，这一点可以由特斯拉

对市场长久以来对电动车性能等方面形成的“认知偏见”的打破所体现。具体而言，特斯



拉推出Model S、Model X等车型前，消费者对电动车的印象主要有以下特点：①电池的

续航能力较短；②充电耗时长；③汽车加速慢；④制造成本高昂等。特斯拉通过自身创新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者的先前认知，具体见表3。

表3　特斯拉通过创新突破的市场认知障碍

以电池为例重点说明，特斯拉在电池技术上的选择与创新是保证其电动车具有良好性

能的关键因素。特斯拉Model S电池组可以使汽车加速时间缩短，改善驾驶体验，在其车

型中，即便是功率稍低的60千瓦·时车型，百公里的加速时间仅为5.9秒，续航里程可达370

千米。由特斯拉研发的电池热管理系统能够使电池组之间的温度变化不超过2℃，这有利于

电池的可持续性利用，控制好电池板的温度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并对电池组进行安全

监控，同时能够提高蓄电池使用效率。此外，特斯拉的超级充电桩也是其专有的创新之

一，该充电桩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永久性为特斯拉汽车提供免费充电服务，汽车通过

该充电桩每小时充电量可以行使480千米。通过以上理念与技术的改进与创新，特斯拉实现

了对现有市场与技术条件的有效突破。

3　特斯拉案例分析

3.1　特斯拉战略控制

3.1.1　第一阶段：从无到有



特斯拉的第一个战略控制者是Martin Eberhard，他与Marc Tarpening于2003年共同

创建了特斯拉公司。Martin Eberhard本人是一名工程师，他与MarcTarpening曾经在

1997年共同创建了NuvoMedia，并推出了全球首款电子书阅读器Rocket。当时电脑以及

电子书阅读器等移动设备的能量主要来源于锂电池，创建与运作NuvoMedia的过程使他们

掌握了锂电池技术，他们想到可以利用锂电池作为特斯拉汽车的动力来源，以解决电动车

电池技术受限问题。而当时一家电动车公司AC Propulusion已经使用锂电池成功制造出了

一台被命名为tzero的电动车。创建与运作NuvoMedia的经验对Martin等促成特斯拉后续

在电池及相关技术上的成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特斯拉最开始制造汽车的思路就是将AC

Propulusion的动力系统置于Lotus Elise汽车的车身之中，这样可以结合并利用这两者的优

势资源。

特斯拉在这一阶段战略控制上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工程师控制”，其资金和人力资源

主要分配于研发电池管理系统、电池组合与配置方式（解决锂电池容易发生爆炸的问题）

等方面。当前特斯拉在这两项技术上的成功创新至今仍然是其核心技术优势。2006年7

月，特斯拉的第一辆Roadster成功亮相，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电动汽车得到了广泛的报

道与关注，并接收到一些预订订单，接下来面临的是如何能够达成批量生产，将汽车按时

交到买家手中。

3.1.2　第二阶段：向批量生产过渡

特斯拉向批量生产这个阶段过渡进行的并不如预想中的顺利，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战略

控制者的资源分配优先次序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此时Martin Eberhard以及特斯拉的其他高管主要将注意力投注在电动车的速

度传输系统上，因此工程师们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如何能够使汽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迅速

加速至时速60千米。他们希望特斯拉电动车的这项特征可以继续为特斯拉赢得媒体和消费

者的关注，也能为驾驶者提供更多乐趣。但他们甚为看中的双速传输系统最终并没有获得

成功，反而引发了其他系统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斯拉必须重新设计速度传输系统，

但此时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定交车时间。



其次，特斯拉的高管层未将注意力放在内部成本管控上，导致生产设备与材料成本远

超预期。当时员工在采购汽车相关部件时，直接将原型车上的零件成本打一定折扣，作为

批量生产汽车的零件成本，而不会努力与供应商协商寻找一个最低价格，这种情况造成当

时汽车的生产估算成本为20万美元，但计划售价是8.5万美元，更为糟糕的是按照当时情况

生产出来的汽车还不一定全部都能够正常工作（上述速度传输系统所引发的系统性问题导

致的）。

最后，特斯拉当时的策略是将汽车送至亚洲生产，利用亚洲高效率与低成本的制造优

势，控制生产成本。但在特斯拉将工程师们送至泰国之后发现，泰国生产商的技术和人才

条件均无法达到生产锂电池的条件，为了保证生产制造的顺利进行，特斯拉的工程师们还

需要对泰国工人进行培训，原计划的高效率远未达到。

“大家都知道，Martin Eberhard是一个成功的工程师，他也将特斯拉变成了一个对

工程无限崇尚的地方，但是开创公司的人未必是适合领导公司走向长期发展的人”。这是

早期特斯拉员工Lyon的评价。在这些问题的压力下，Martin Eberhard被董事会替换为

Michael Marks。Michael Marks曾经管理过一家大型电子器件生产公司，拥有丰富的制

造与物流经验。他上任之后为特斯拉制定了100天计划清单，这些清单的内容包括解决电池

中的运行错误问题、将车身缝隙减少至40毫米以内等细节性问题，他的策略有效地将特斯

拉的工程师们的注意力集中到Roadster的生产制造上，但当时Marks的个人愿景更倾向于

将特斯拉的资产优化，打包销售给其他大型的汽车公司。这与当时特斯拉的主要投资人兼

董事局主席Elon Musk的愿景并不一致，Elon Musk个人对特斯拉的愿景是通过对关键技

术进行必要的创新，生产出价格可为普通大众接受的电动汽车，使得电动汽车真正成为交

通的主流工具。

一个小例子也许可以体现出Michael Marks与Elon Musk的差异。Elon Musk在公司

内设置了一个尝试性项目——将戴姆勒的Smart car改为电动车（这个项目的研究后来成为

2008年企业危机时，特斯拉从戴姆勒获得资金支持的关键因素），Michael Marks发现这

个项目后认为这样的项目不必要地占用了当时特斯拉的财务与人力资源，而且未必能够取

得什么绩效成果，他强制要求取消该项目。对不同可能性的尝试是创新成果的重要来源，



当时Michael Marks取消该项目是在“优化特斯拉资产”的目标驱使下的行动，而Elon

Musk设立该项目则旨在探索电动车的更多可能性。

3.1.3　第三阶段：批量生产与电动车推向大众化市场

2007年12月，Ze'ev Drori代替Michael Marks成为公司的新任CEO。2008年10月，

Elon Musk接替Ze'ev Drori成为CEO。“精美的汽车设计，突破性技术以及一流的服务这

三者结合就能够使特斯拉成为一家伟大公司”，上任后Elon Musk的战略资源分配方式与

思路是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Elon Musk是一个连续的跨行业创业者，他曾创建了网络支

付工具Paypal（贝宝），在Paypal被Ebay收购后，他利用从中获取的高额收益投入特斯拉

（初期是特斯拉的首要投资人及董事局主席）。2002年6月其创建了私人运载火箭公司

SpaceX（并担任CEO及首席技术官），同时他还是美国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的太阳能板公司

Solarcity的董事局主席和创始人。Michael Marks离开特斯拉后，Elon Musk采取了系列

措施保证Roadster车型电动车顺利地进行批量生产，如降低Roadster生产成本，通过媒体

访谈、召开产品展示会等措施影响大众对特斯拉的认知，减少Roadster的退订量等；2008

年经济危机之时，美国的汽车行业遭受重创，Elon Musk将全部有限资本投入特斯拉以带

领特斯拉远离“死亡边缘”，这一举动带动了特斯拉其他投资者将更多资本接续投入特斯

拉；2012年10月，特斯拉推出了特斯拉的第二代产品Model S，该产品获得了美国权威产

品评估报告Consumer Report给出的99分最高分。

3.2　特斯拉组织整合

3.2.1　特斯拉推出创新型产品蕴含的创新知识积累

为对特斯拉的核心产品Roadster与Model S中所包含的核心技术进行知识溯源，本文

作者特意绘制了图2和图3，重点在于展现特斯拉汽车技术创新成功的原因。



图2　Roadster包含的技术创新知识溯源

图3　Model S包含的技术创新知识溯源

一直以来，制约电动车发展的最大障碍因素是其电池技术无法支撑较长行车里程（续

航能力有限）的情况。特斯拉Roadster通过将锂电池用作动力源实现了对这一关键技术的

突破。确切地说，将锂电池用于为电动车中是J．B．Straubel带领的团队（AC

Propulsion）在1992年实现的，但当时他们并没有将他们研发的tzero电动车推向市场的

打算，而更多是Straubel的个人兴趣。成功使这项技术与特斯拉发生关联的关键人物是前

文提及的特斯拉首位战略控制者Martin Eberhard。Martin最初决定创立特斯拉是因为

“希望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做点事情”，清洁能源汽车的生产与使用显然能够大幅减少温

室气体的释放。他个人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创业经验让其积累了锂电池技术知识。这种知识

背景使他联想到能否将锂电池应用于电动汽车之中，而此时恰好Straubel带领的AC

Propulsion已经实现了这种技术。在此基础上，他与特斯拉的早期团队形成“将AC

Proplusion的电池组置于Lotus Elise车身之中”，以结合两者优势的想法，虽然该想法最

后并未实现，但以AC Propulsion的锂电池技术作为电动车动力源是特斯拉汽车日后具备



良好续航力的优势基础。Elon Musk在了解到AC Propulsion将锂电池应用于电动汽车作为

动力源这种情况之后，为AC Propulsion投入了运营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同时他也是最早

的特斯拉投资人。

Martin Eberhard带领的工程师团队实现的另一项关键技术突破是锂电池的组合配置

与管理系统，这一创新针对的问题是，当大量锂电池组合一起运作时产生的高温状态容易

引发爆炸，这会为汽车带来安全隐患，这项技术也成为日后特斯拉的核心技术优势之一，

当然也沿用到特斯拉后续推出的Model S、Model X之中。

Model S是特斯拉2012年推出的电动汽车，该款汽车的设计、安全与体验经过美国最

为严格的评估团队《消费者报告》评估，最终排名均处于第一名位置。除了锂电池与电池

管理系统技术，Model S值得注意的创新更多集中在其造型设计与智能软件系统上，而促

成Model S在汽车设计上取得突出成绩的核心人物之一是特斯拉首席设计师Franz von

Holzhausen。Franz之前曾主导北美马自达公司、通用汽车的概念车与批量生产汽车的汽

车设计工作，他毕业于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艺术中心设计学院）。“Franz加

入特斯拉的使命是建立世界上顶级的汽车设计工作室” ，Model S的设计即是Franz与

Elon Musk所带领团队的工作成果。

Model S另一项领先的创新技术是汽车的软件管理系统，与其他汽车不同的是，

Model S上的汽车软件系统用户界面是一个17寸的大型触摸屏，体验与智能手机的体验接

近，与此项创新相关的是，特斯拉从苹果公司雇用了超过150名员工 （特斯拉从苹果公

司“挖掘”人才的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公司从苹果公司雇用人才的数量）。特斯拉的CEO

Elon Musk表示，特斯拉与苹果公司拥有共同的设计哲学理念。

在Model S上，包含超级充电桩网络模式（包含技术创新）以及直销模式两项模式创

新。超级充电桩网络是为了保障电动车进行长途旅行设置的充电装置，它以太阳能作为动

力来源为Model S供能，驾驶员可以通过汽车的17寸触摸板查找距离最近的充电桩，充电

桩可以在半小时内为汽车充所需用电。而与传统汽车采用经销代理商不同的是，特斯拉采

用网上直销＋体验店模式，直接地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服务，消费者可从高端商场或汽车

门店体验汽车，然后再从工厂直接订货。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特斯拉更是安排专

业人员在直营店中为客户讲解产品以及提供包括保养产品在内的售后服务。



3.2.2　员工与组织文化

目前特斯拉约有9 000名员工，其中工程师约为1 000名，工程师队伍中一部分是来自

硅谷的电子、硬件、软件专家，另一部分则是来自汽车部门的人才。特斯拉员工的薪酬在

硅谷中处于中等水平，相比较硅谷的大公司要低10%～15%。特斯拉的工作强度较大，因

而特斯拉留住员工的主要要素并非其薪酬或其他方面的待遇，其所吸引的员工首先需要认

同特斯拉的理念，能够融入特斯拉的工作氛围，其对人才的吸引力是影响其形成创新能力

的重要因素。

特斯拉对人才的吸引与其创新能力之间已经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果关系，这种关系

如图4所示，一家创新型企业对行业内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是评估其创新能力与地位的指标

之一 。

图4　特斯拉人才吸引与创新能力的循环因果关系图

特斯拉公司2014年6月做出开放专利（开放的专利中包含核心技术）的决定 ，本研

究认为，特斯拉的该项决定对于其吸引最顶尖的人才至少有三个重要影响：①该项决定反

映出特斯拉对其技术创新能力的信心；②开放的专利可以直接让外界人才更为细致地了解

特斯拉所处的技术前沿的优势地位；③该项决定与其使命陈述（通过最具创新性的技术促

进人类社会中可持续性交通的实现）的统一性可以吸引那些持有相同愿景和理想的人才。

在组织文化方面，特斯拉推崇“平等、开放”的理念，层级观念在特斯拉并不明显。

公司鼓励员工提出问题，以“不同的思维视角看待与解决问题”，员工的办公空间也多是

开放的。特斯拉员工在与Elon Musk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一直是按照这

样的方式完成的”，Elon Musk则严格地表示：“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表达方式”“事情



通常是怎样做的”“事情的标准方式一直是这样的”。特斯拉不希望员工这样去思考与解

决问题，他希望员工是在深入理解问题本质之后，依照自己的逻辑思考提出解决方案。

3.3　财务保障

从投资生产能力开始，到通过发展和利用这些生产能力，使创新过程最终产生回报的

整个过程都需要财务和资本的支持。长久以来市场对电动车的偏见使初创期的特斯拉很难

获得外部融资，因而企业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Elon Musk个人的财富积累。2007年特斯

拉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在没有投资者愿意对特斯拉进行投资的情况下，Musk又将个人所剩

的所有财富在其所有的两家公司（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两家公司当时都面

临严重的危机）中平分，Musk个人的全部投入促使部分投资者愿意跟随对特斯拉进行投

资。Musk在特斯拉所进行的个人投资高达7 500万美元。此外，戴姆勒公司在这一时期对

特斯拉进行了一笔投资，这笔投资成为将特斯拉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关键投入，而特斯拉

能够获得戴姆勒公司的投资也与其之前的尝试性项目（如将戴姆勒的Smart car改装为电动

车）进行的知识积累密切相关。

特斯拉的销售模式是先预定再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也能够为特斯拉提供现金流的保

障。先通过预定支付部分或全部现金的方式创造了大量的现金流，这种现金流对其早期研

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特斯拉还有一位重要的幕后资本推手——德丰杰公司合伙

人Steve Jurvetson。2006年5月，他领衔向特斯拉投资4 000万美元，而这也是特斯拉自

创立以来获得的最大额VC融资。

2010年6月，特斯拉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它是继福特汽车公司之后第二家上市的汽

车公司，资本净值高达20亿美元。此后，戴姆勒公司向特斯拉注资5 000万美元，并成立

合资公司制造电动梅赛德斯和Smart汽车，丰田汽车公司也向特斯拉注资5 000万美元，让

其制造电动版Rav-4。

在2010年募得将近2亿美元的资金后，特斯拉在2011年又公开发行530万股普通股，

获得资金1.502 6亿美元。与此同时，特斯拉还向董事长Elon Musk、戴姆勒奔驰公司共私

募发行了近150万股普通股，募得5 710万美元资金。除此之外，华尔街几乎所有知名投资



机构都持股特斯拉。截至2013年12月31日，特斯拉主要机构投资者及其股比见表4（表4

中数据是作者依据相关新闻报道整理出来）。

表4　特斯拉主要机构投资者及其股比

4　案例分析结论

4.1　战略控制的关键要素

特斯拉的战略控制主要是由“工程师”掌握权力，其最开始创建者Martin Eberhard

与持续时间最长的现任CEO Elon Musk都是工程师的身份（Elon Musk在特斯拉担任首席

产品师，其在另一家公司SpaceX担任首席技术官，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亦为“工程

师”）。工程师的特点是他们热衷于进行产品上的创新，也倾向于为产品创新投入资源

——愿意尝试“什么是可能的”，这往往也是他们个人兴趣所在。这种“工程师特质”对

特斯拉成长为今日现状，并超过行业之上的核心技术优势至关重要，如特斯拉基于电池的

核心技术优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程师Martin Eberhard以及其所带领的硅谷工程师团队

对电动车电池管理系统、电动车电池组合的研发工作。此外，出于对技术可能性的好奇，

Elon Musk与核心研发人员Straubel曾设置了一个边缘项目——尝试将戴姆勒Smart Car

进行改装，这一项目因其不具有明确的盈利目标而被当时的CEO Michael Marks取消。但



这个边缘项目的不断研发却在2008年特斯拉遇到危机时帮助其从戴姆勒公司获得了资金支

持，将特斯拉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

战略控制者对不确定性的开放态度与探索不确定性的能力是成就特斯拉技术竞争优势

的关键。特斯拉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战略控制者对工程的兴趣，对“什么是可能的”

好奇心，对不确定性的开放态度是公司成长的一种强大动力，并成就了公司成功的产品创

新成果。而从前文图2与图3 Roadster与Model S的产品知识溯源图中可以看到，工程师们

这种强大的动力成就了特斯拉的核心技术优势，比如关键的锂电池应用到电动车上的技术

最初是Straubel的个人想法和兴趣的实现。

但是，除了对不确定性的开放态度，其战略控制者为公司设计的愿景与使命（通过最

具创新性的技术促进人类社会中可持续性交通的实现）、战略控制者的能力在特斯拉发展

历程（度过向批量生产阶段上过渡时的危机，以及2008年特斯拉濒临破产的危机）中具有

重要的作用。Elon Musk（特斯拉的财力支持来源）这样表述他与公司的关系：“我并不

是为了创立公司本身而创立公司，我创立公司是要把我希望做的事情做成。”对于特斯

拉，这件希望做的事情是将电动车推向大众市场，向能源可持续利用的愿景上迈进。因而

特斯拉遭遇生产危机时，时任CEO Michael Marks的“优化特斯拉资产，销售给其他大型

公司”的思路即便在当时看起来是理性的选择，也因其与Elon Musk个人对特斯拉的愿景

相冲突而没有施行。但如果当时按照Michael Marks的思路对特斯拉进行管理，今天的特

斯拉电动车可能会成为某个大型汽车公司下属的小项目，其发展与创新可能会因为某些原

因而被搁置。

4.2　财务保障与战略控制的互动

从这个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战略控制者对于成就创新型企业成功创新所带来的

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其个人拥有质询“什么是可能的”的好奇心与兴趣，拥有保持创新

型企业向其所指定的愿景方向前进的判断力，拥有在企业面临危险境地也没有放弃对最初

愿景的坚持。而值得注意的是，Elon Musk并非特斯拉最初创始人或者技术来源者，而一

直是特斯拉最大的投资人之一，是特斯拉财务保障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也是决定他对特斯

拉一直拥有较大掌控力的原因。战略控制的权力与资本的财务保障者是密不可分的，从特

斯拉的发展历史上看，如果资本的财务保障者Elon Musk的愿景并非是将特斯拉发展为电



动车行业的创新者，将更高质量的电动车以更低价格推向大众市场，而是出于财务目标，

那么特斯拉在遇到批量生产转换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其决策可能完全是另一

番情况，他可能不会有动力倾己所有资金投入特斯拉，并认为这是“当时情境下唯一理性

的选择” 。因此，从该案例中可以发现“工程师战略控制”是成就特斯拉核心技术优势

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最大财务保障者Elon Musk个人的愿景与决策是保障特斯拉度过历史

上几次主要危机，成为今天最具创新能力企业的重要因素。值得说明的是，这样的核心技

术优势和被历史发展所验证的“愿景”是特斯拉吸引顶尖人才的重要因素，顶尖的人才又

进一步促成特斯拉的核心技术优势与其向愿景接近的步骤，良性循环因而形成。

4.3　企业人力资本视角的局限

企业家人力资本视角探讨企业家个人所具有的如个体心理特质等方面的特点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 [20] ，包括对风险和不确定的容忍程度 、对不同情境经验的开放

性、自信、创造力[24]、自主性 、主动性 、机会识别 等方面特质与创新之间

存在的关系。本研究对于特斯拉战略控制者特征的研究发现，传统企业家人力资本视角对

于企业战略控制者的研究具有较大局限性。总体来看，企业家人力资本视角注重探讨企业

家人口特征、个体心理特质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静态式的讨论 。但这种研

究思路忽视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可能性：企业家为了实现其愿景，具有依据情境超越其个人

特质特征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成就其创新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依据本案例研

究，战略控制者的行动与决策所体现出的个人特质受情境的影响非常大。在本案例中，分

析Elon Musk的个人特征可以发现其在如[20]神经质、宜人性、外向性等被认为与企业新

产品开发绩效有促进作用的特质表现上并不突出。其突出的特质是能够迅速依据情境需要

对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而在不同情境中，其表现出来的特质可能并不是稳定不变

的。因此，要更为准确地研究创新型企业战略控制者的特征与其创新成果之间的关系，静

态地考察企业家个人特质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局限的，需要将情境因素以及人在情境

内做出的选择考虑在内，才能够更准确、恰当地研究战略控制者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本文分析发现以下两个因素会相对稳定且显著影响战略控制者在情境中做出的选择：

①战略控制者的思维方式；②战略控制者的经验。从这两个视角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丰富现

有关于战略控制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



本案例研究在分析了所获得的访谈以及产品细节之后认为，战略控制者Elon Musk自

述的思考方式对于他个人以及特斯拉公司的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该思考方式

（或者解决问题的路径）事实上蕴含在大部分成功创新之中 。该思考方式在其访谈中被

标示为“物理学思考方式”“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 Reasoning）“与类比法相对

的思考方式”。与类比法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该思考方式在回答“在当前的条件下，什么

是可能实现的”问题时，不受传统智慧或他人所做／所言或过往经历的束缚或影响，其询

问问题的方式可引导其到达或实现新的可能性，笔者依据其访谈叙述绘制了图5。这种思考

方式之所以对一个人及其引导的一家公司的创新能力具有正面作用，是因其符合创新过程

不确定性的本质性规律——将一种目前尚不存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创新过程的不确定也

意味着多种可能性，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个体或组织在判断“什么是可能实现的”的时候容

易发现新的创新可能性，而这正是所有成功创新活动的起点。

图5　企业战略控制者思考方式对创新的推进

另外，跨行业的创业经验是该战略控制者身上所具有的明显特征。本研究发现其成功

实现的多项创新均在一定程度上由跨行业的应用实现，影响其电动车性能的电池采用应用

于手机和电脑的锂电池——这是跨行业的例证。但需要说明的是特斯拉并非当前行业内唯

一或首次使用锂电池的电动车公司，但其看好锂电池在电动车上的应用前景，并开发了与

其配套的电池管理系统，这同样是应用创新的表现之一。此外，将锂电池作为能量来源会

占据很大的汽车重量，为了保证汽车轻便以具备良好的驾驶体验，要求汽车其他部分的重



量较轻，这时其跨行业经验便再次发挥了作用，如图6所示。而事实上，特斯拉电动车公司

的一些技术层员工均有在航空公司工作的经验（SpaceX也是Elon Musk所投资的公司）。

跨行业的经验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面对创新本质上的不确定性时，新

的视角自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可见图7所说明的例子。

图6　企业战略控制者跨行业经验对创新的推动

图7　特斯拉进行的跨行业创新

本部分分析了Elon Musk作为特斯拉公司的战略控制者的一些特质（动机、思维与经

验）与其创新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本文认为这些特质对他进行战略设计、分配资源与为

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种决定性作用也与其成功创新的结果密不可

分。此外，本文也发现这些特质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度，即其并非完全独属于某个特别的个

人，或完全依赖一个人“天生”的某项能力，而是其他个体也可以学习、训练并加以应用

的，如思维方式是可以经由训练养成的。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创新型企业社会关系理论框架对特斯拉电动车进行了案例分析。本文研究发

现了在特斯拉电动车公司发展历程里对其创新与知识积累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控制者的特

征，如其“工程师控制”氛围、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与其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本文也探

讨了其战略控制与财务保障在不断的知识积累、创新战略与策略的方向和执行中的作用。

此外，本文通过对特斯拉电动车公司的案例分析发现了传统的企业人力资本视角研究所存

在的局限性。本案例中战略控制者能够依据情境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而不是一种稳

定的特质导致其做出某种行为表现。根据本案例的研究发现，战略控制者的思维方式与跨

行业经验也在成就特斯拉今天的创新地位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研究发现对于企业的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个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需

要对不确定性有较高的容忍度，这种容忍度不仅需要内化为战略控制者的特质，成为其做

决定的依据，更要内化到组织文化氛围之中，即在公司的政策、流程以及实践中要接受

“失败”所蕴含的潜在价值，这会真正创造一种“愿意尝试、敢于尝试的文化”。单单强

调“鼓励创新、鼓励尝试”是不足够的，因为个人在长期所形成的对失败的恐惧很难突

破。

另外，本文研究发现也为后续理论研究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战略控制者在外在情

境中超越个人特质的程度，亦即超越个人习性做选择的模式完全适应情境需要，这种特征

对于应对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实现成功创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本文所发现的战略

控制者的思维方式与跨行业经验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也有待后续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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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n Tesla Motors: Based on Social Condition Theory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Lv Pengyue, Yang Xingkang, Zeng Fanfu, Xu Shizhen, Zhao 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ocial conditions theory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enterprise as the organic configuration of social conditions

among humans, which determines the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egy, organization and finance. Then it reveal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esla

Motors' consistent innovation. Concretely speaking, the tolerance of strategic

controller to the uncertainty of innovation proces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ategic control and financial commitment are decisive factors of the direction

and success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 it is the capability of transcending the

individual habits and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situations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the consistency of innovation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novation; the opennes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exerts great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s knowledge accumulation.

Key words:innovative enterprise; strategic control; organization

control; financial commitment; knowledge accum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