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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2． 0 视角下协同创新的主体研究

疏腊林 危怀安 聂 卓 黄 曼

(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摘 要: 创新 2． 0 和协同创新是信息化时代和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创新 2． 0 和协同创新的

理论内涵，论述了创新 2． 0 背景下协同创新的各主体及其作用、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协同创新主体参与

协同创新的过程及各主体在其中的作用，最后提出应建立各主体尤其是用户参与协同创新的平台，从而将创新主

体的创新能力转为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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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1 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化给人们的日常生

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知识社会的形成和创

新模式的改变。知识创造不再局限于大学、科研院

所和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再也不是知识创新和技

术创新的独有者，每个人都是创新的主体，用户在

创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这些变化，传

统意义上的创新平台以及创新活动的边界变得越

来越模糊，人们的创新行为不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

制。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

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面临着挑战，而以用户为中

心、社会为舞台的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创新

成为创新的新模式，人们把这一变化结果称之为创

新 2． 0［1］。创新 2． 0 重视用户的参与，倡导利用各

种技术手段让知识和创新得以共享和扩散，从而实

现知识的应用价值。创新 2． 0 背景下的创新活动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用户成为重要的创新主体。

1 协同创新的内涵

Ehrlich( 1964 ) 指出协同创新会产生类似于物

种进化过程中因相互影响产生的共同进化和共生

现象［2］。Corning( 1998 ) 在分析复杂系统的进化过

程中，将协同定义为“自然或社会系统中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子系统、要素或者人之间通过相互依赖形

成的联合效应”［3］。Koschatzky ( 2002 ) 认为协同创

新的核心是知识在合作组织间的转移、吸收、消化、
共享、集成、利用和再创造［4］。国内学者许庆瑞、朱
凌、王方瑞( 2002) 首次提出了全面创新理论( TIM)

即: 全要素、全员、全时空、全面协同的创新，各创新

要素在全员参与和全时空域的框架下进行全方位

协同匹配，以实现各自单独所无法实现的 2 + 2 ＞ 5
的协同效应［5］。在此基础上，陈劲、阳银娟 ( 2012 )

认为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 ( 大学、
研究机构) 、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

创新而开展的、知识增值为核心的、大跨度整合的

创新组织模式［6］。协同创新的关键是形成以大学、
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

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

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新

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进行深入合作、资源整合，产

生“1 + 1 + 1 ＞ 3”的非线性效用。

2 创新 2． 0 视角下协同创新的主体及其

作用

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是最主要的创新

主体，但在创新 2． 0 背景下，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

为舞台的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创新成为新的

创新模式，用户也是重要的创新主体。协同创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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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用户等主体为了实现

科技创新而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

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

的深度合作。因此，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

用户是协同创新的重要主体。
2． 1 政 府

在协同创新中，政府扮演了支持者、引导者和

协调者角色。首先，政府为协同创新营造了一种良

好的政策环境，如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产

学研用合作。其次，政府为协同创新提供资金支

持。技术创新活动往往表现为较高的风险性，并且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往往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以

及用户难以独立承担，由于协同创新的创新项目往

往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政府理应为其提供资金支

持。第三，政府积极构建创新平台。创新平台包括

了创新基础平台和创新操作平台，创新基础平台主

要包括创新政策，这里的创新平台着重指创新操作

平台，即具备创新所需要的一切硬件设施的集合，

而创新平台构建经费往往数额巨大，单一创新主体

难以承担，需要公共财政投入资金进行建设。第

四，政府往往是协同创新成果的购买者。政府之所

以积极支持协同创新，往往是因为通过协同创新平

台所开发的产品或技术是政府需要的。如我国的

大飞机项目和新型轨道列车项目，这些项目的购买

者主要是政府。
2． 2 企 业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协同创新中，企业

发挥了主导作用。首先，企业是资源的整合者，在

协同创新过程中，企业需要整合各种人力、物力、财
力以及信息资源，通过整合资源进行创新活动。其

次，企业是将技术转化为应用的直接推动者，技术

与产品应用往往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企业具备生产

产品的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将技术进步转化

为产品。第三，企业是产品的提供者和技术的需求

者，一方面，企业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为市场提供

产品。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有限，企业

也需要向大学和科研院所发出技术需求。最后，企

业也充当了用户的角色。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下

游的企业往往是上游企业的用户。
2． 3 大学和科研院所

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知识生产机构，为协同创新

提供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首先，大学的主要功能

是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往往着重于应用

技术研究，也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技术人才，这些

都是创新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其次，大学和科研

院所具有设施齐全的实验室和工程实训中心，这些

都是协同创新所必不可少的创新平台。最后，大学

和科研院所也是用户。协同创新平台所开发的技

术或产品往往代表了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具有

“高精尖”特性，大学和科研院所往往是“高精尖”技

术的购买者。
2． 4 用 户

用户即某种技术、产品、服务的需求者和使用

者，包括了个人用户和组织用户。正是由于用户需

求的存在，企业才积极进行产品生产和技术创新，

从而推动了政产学研各方的创新与合作，用户是协

同创新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一方面，用户推动了协

同创新。用户往往具有最强烈的产品创新需求，当

市场上大多数用户都发出了这种具有相同特征的

需求信息后，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便会关注

到这种需求。由于独立的创新主体往往很难满足

用户的需求，所以需要政产学研各方协作起来，政

府着眼于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重

点关注新技术的开发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各创新主

体为了满足用户的创新需求而展开合作，用户是协

同创新的推动者。另一方面，用户是协同创新的直

接参与者，一部分用户具备了较强的创新能力，他

们不但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创新理念，而且能够运用

工具对已有的产品进行创新，甚至可以创造出新

产品。

3 创新 2． 0 视角下协同创新各主体之间的

关系

3． 1 用户与企业的关系

基于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的第一步，企业是协

同创新的主导者，是新产品的提供者。一方面，企

业要积极关注用户需求，并追踪用户需求的变化，

积极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新产品。另一方面，用户

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较强的用户能够积

极参与到企业的创新过程中，积极为企业的产品创

新提供建议，推动企业的创新。
3． 2 用户与大学、科研院所的关系

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

体，一方面，用户往往是知识和技术的直接需求者，

是知识产品和技术产品的消费者。无论是知识创

新还是技术创新都需要考虑到用户的需求，所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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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科研院所必须关注用户。另一方面，一部分创

新能力强的用户能够直接参与到大学和科研院所

的创新过程中，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建议，

推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创新。
3． 3 用户和政府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一

方面，政府要积极关注用户的需求，为用户提供更

好的公共服务，满足用户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在

提供新的公共服务时，尤其是制定新的公共政策

时，都需要鼓励用户积极参与其中，为政府献言献

策。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听取用户

对于公共服务的反馈意见，从而能够提供更加完善

的公共服务。用户推动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
3． 4 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关系

政府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也是科技创新的直

接推动者。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政府需要制定相关

的产业促进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政

府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制定很多科技发展计划，如

“973”、“863”计划，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往往是这

些科技计划的执行者。通过这些科技计划，政府为

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提供资金支持和平台支持，

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同时，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

也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
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知识生产机构，能够为企业

提供必要的知识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另外，

大学和科研院所也是企业的直接产品需求者。总

之，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产学研的代表，它们是

协同创新的核心力量，产学研三方的合作能够最终

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创新 2． 0 视角下的协同创新各主体

呈现出一种网络联系，任何两个主体之间都存在着

相互联系，用户是网络联系的中心结点。市场经济

中，用户代表了市场需求，面向用户是协同创新的

基本出发点，用户的行为会影响其他创新主体的行

为。其关系模式见图 1。

4 创新 2． 0 视角下各创新主体参与协同创

新的过程

创新 2． 0 背景下，面向用户是一切创新活动的

基本出发点。面向用户一方面要关注用户需求，另

一方面是关注用户的创新能力。因此，在协同创新

的过程中，要重视用户的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表

现为具体的项目过程，即某项具体的技术开发过程

或新产品的生产开发过程，应用性技术本身是产品

的一种，所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过程可以视为

新产品的生产开发过程，通常一种新产品的生产开

发过程可归为三个阶段，即研发阶段—中试阶段—
大型生产阶段［7］。

图 1 协同创新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4． 1 研发阶段

研发阶段是新产品生产开发的第一阶段。在

这一阶段中，企业首先要做好市场调查，通过市场

预测或市场调查，了解用户的需求，从而开始构思

新的项目。用户有时候也会主动联系企业、大学和

科研院所，提出自己的需求。企业为了满足用户的

需求、完成研发任务，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决定

是否寻求合作，即进行产学研合作。由于技术创新

的风险性以及技术研发并非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

业往往会采取产学研合作研发。在研发阶段，政府

往往起着一种推动作用。在我国，政府采购占据市

场需求的重大比重，很多新技术的应用需求源自政

府采购，如新型轨道列车和大飞机项目的开展，最

初订单便来自政府。政府为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政

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4． 2 中试阶段

中试是新产品在大规模生产前的较小规模试

验，往往是研发成果已经在实验室产生。在这一阶

段中，用户参与变得非常重要，用户需要结合自己

的需求来体验新产品，然后客观评价当前的新产

品，尤其是要找出其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地方。接

下来，根据用户的体验意见，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

会完善产品，用户也会积极参与到其中。这一过程

直到用户对产品或技术满意为止。政府在这一阶

段要关注新产品在中试阶段所反映的问题，积极研

究制定相 关 政 策。我 国 自 主 新 能 源 汽 车 生 产 企

业———比亚迪集团和江淮集团在电动公共汽车的

中试阶段中，分别在深圳、长沙和合肥等城市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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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线路试运行。通过中试运行，一部分用户率先体

验了新的电动公共汽车，发现了很多问题，如续航

问题和充电问题。这为企业提供了很好的产品改

进思路，也为政府制定政策法规提供了建议。
4． 3 规模化生产阶段

在中试阶段中，如果新产品在征求用户意见的

过程中进行不断改进从而满足用户的最终需求，该

项产品就可以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在这一阶段，

政产学研各方都需要关注用户的评价。用户在大

规模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能够识别出产品的缺点及

不足，还会提出新的创新需求，创新能力较强的用

户能够运用工具直接进行产品改进与创新。企业

根据用户反馈的信息对产品做出一定的改进，甚至

生产出具有相似功能的新产品。大学和科研机构

往往也是新技术或新产品的用户，它们可以直接监

测用户的需求，或直接参与到技术或产品改进的过

程中，直至满足用户的需求。政府在这一阶段要积

极关注用户对于新产品使用的评价，完善促进新产

品的产业化政策，综合运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
融政策和完善法律法规来支持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鼓励用户购买产品，保证企业扩大再生产。
综上所述，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用户

参与了协同创新的全过程，从研发阶段到中试阶段

最后到规模化生产阶段( 见图 2) 。在各创新主体参

与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

出动态模式，即在不同的阶段，各创新主体之间的

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另外，在不同的阶段，各

创新主体的作用也存在一系列变化，即每个主体在

不同的阶段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用户作为重要的

创新主体，在各个阶段中扮演的主要是创新推动者

和创新需求者，用户参与贯穿于协同创新的整个

过程。

5 结 论

5． 1 用户是重要的创新主体

创新 2． 0 是各创新主体以用户为中心和以社会

为舞台的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是政府、企
业、大学、科研院所和用户共同参与的创新，协同创

新本质上属于创新 2． 0。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用户

是协同创新的推动者和创新的直接参与者，正是因

为用户的参与才使得创新主体能实现其创新目标，

用户是重要的创新主体。
5． 2 协同创新各主体之间呈现出网络状关系

协同创新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网

络状，即任何两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存在相互影响，

具体体现在各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在各

创新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企业、政府、大

学、科研院所以及用户之间的创新行为都存在着

相互影响，而网络中心结点是用户，正是因为用户

作为创新的需求者和创新的推动者，将各创新主

体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闭合的创新网络。

图 2 各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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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各创新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呈现出动

态性

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用户参与协同创

新的过程可以表现为新产品的开发过程，具体表现

为 3 个阶段，即研发阶段—中试阶段—大型生产阶

段。在不同阶段中，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

自作用存在明显的动态性，即在不同的阶段，各主

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主体的功能作用存在一系列

变化。
5． 4 创新平台是开展协同创新的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是创新的基础条件，创新平台是各创

新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前提条件。创新平台是一

系列创新要素的集合，能积极传递各创新主体的创

新需求信息，加强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还

能够为创新提供软、硬件设施。在协同创新实践

中，不仅要看到各创新主体的创新作用，更需要建

设创新平台，尤其是要关注用户参与协同创新平台

的建设，从而将用户的创新能力转化为创新实践。
协同创新平台需要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共

同去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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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on the Subject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2． 0
SHU La-lin WEI Huai-an NIE Zhuo HUA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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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2． 0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re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and big science． In this paper，using the connotation theory of innovation 2． 0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it
discusses the main subject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their functions，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innovation subjects of collabora-
tive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llaborative 2． 0． Then it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these subjects'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func-
tions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and puts forward that it should construct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innovation subjects，especially the us-
ers to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which can turn innovation subjects' innovation ability into innov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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