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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主题

如何有效发挥领军企业的创新链功能

——基于新巴斯德象限的协同创新视角

○ 余义勇  杨 忠

摘要  创新链断裂或功能结构的不匹配、不完整是导

致我国创新效率低下的关键因素，如何构建并完善创新

链以促进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是当务之急。本文依据巴斯

德象限理论，基于协同创新视角对中车四方创新链的构

建及运行模式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对创新主体、创新目标、

连接关系及价值增值过程的分析，提炼出领军企业创新

链的协同创新理念、模式和机制。研究发现 ：（1）以产

业化为导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融合的新巴斯德象

限理论是指导领军企业创新链构建的协同创新理念 ；（2）

基于新巴斯德象限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型是领

军企业创新链功能得以发挥的有效创新模式 ；（3）宏观、

中观和微观多层互动的创新体系是领军企业与各创新主

体得以高效协同的重要保障。总之，本文为我国领军企

业创新链的构建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一定的理论指

导与借鉴。

关键词  领军企业 ；创新链 ；产学研 ；协同创新 ；新

巴斯德象限 ；中车四方

引言

科技创新的高复杂性与高风险性对单个企业的创新

能力不断提出挑战，使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各创新主

体间的协同与合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中国

制造 2025”强调要积极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

和高校院所的基础作用，建立一批产业创新联盟，通过

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来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指出，加强产学研合作是打通创新链条、促进创

新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虽然目前我国企业与高校院

所展开了广泛合作，如当前我国大学、科研院所年均完

成科研成果达 3 万项，但转化率仅有 20% 左右，形成

产业规模的仅有 5%，科技成果转化率长期偏低。[1,2] 创

新效率长期低下使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未如想象中

那么大，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明显。[3,4]

究其原因，有学者指出，我国产业创新链断裂或与

其他链条不协调是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效力不足的

根源之所在 ；[5] 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创新链在构建过程

中存在断点情况，阻碍了创新的有效进行并最终导致创

新效率低下。[6] 而创新链的断裂或断点首先受创新理念

因素的影响。创新理念是企业发展的行动指南，传统

基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线性创新理念以探索未知为

主，[7] 由于与应用研究相隔离导致创新成果转化率大大

降低，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随后，学者们提出

了巴斯德象限创新理念，认为科学研究并不一定是线性

的，知识的发现与应用可以并存于同一科研活动中，基

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创新理念能够有效提

升创新效率。[8] 但该创新理念是否在新的创新环境下仍

然适用，有待学者加以验证。此外，有学者指出创新

链思想源自技术与市场双驱动的结果，而现有研究将二

者彼此割裂对待且更注重“技术推动”，对“市场拉动”

关注不够，忽视了用户在创新研发中的作用。[9] 因此，

新时代下的企业创新发展理念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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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体间协同作用的缺乏，也是创新链断裂的重

要原因。在日益开放的创新环境中，资源的高度分散使

组织不太可能获得所有资源，[10] 而创新活动越来越要求

创新主体之间彼此加强合作与交流。[11] 有研究指出，协

同创新不仅是我国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

要手段，[12] 而且是能够弥补企业自身约束及链接断点的有

效方式。[13,14]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内部的创新合作，

对创新链中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机制尚缺乏理论上

的阐释。[15,16]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已四十余年，一

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领军企业通过积极创新已经逐步成

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如华为、中车等），这些企业在增强

自身世界竞争力的同时也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

以领军企业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创新链协同创新理念、

模式及保障机制，不仅有助于创新链的有效构建及功能

的发挥，而且可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与借鉴。

综上，本文希望回答如下问题 ：新环境下，领军企

业创新链的协同创新理念是什么？领军企业创新链中各

创新主体及其角色定位是什么？彼此间的协同创新模式

又是什么？如何保障创新链的有效构建及高效协同？本

文依据巴斯德象限理论，基于协同创新视角对中车四方

创新链的构建及运行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并提炼出领军

企业创新链的协同创新理念、模式和机制，为我国科技

转化率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一、文献回顾

1. 传统线性创新与巴斯德象限理论

近年来，虽然我国科技创新投入快速增长，但科技

推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及脱节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科

技创新理念一直备受关注，因为其不仅对我国科学政策

制定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最终将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1945 年，Bush 依据基础与应用科学两分法提出基于“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经营”的线性创新

理念（如图 1 所示），[7] 该创新理念以探索未知世界规律

为目的，认为基础研究无需考虑后续应用环节，其自由

创造是科技创新的源泉 ；且将基础研究作为科技进步的

先驱，后续环节将直接依赖于前一环节的研究。该理念

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明确区分，不仅在某种程度

上弱化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与科学目标的一致性，而且

由于基础研究不受实践应用目的的束缚，导致创新成果

的转化率大大降低。同时，线性创新理念的源头是基础

研究，不仅方向较为单一且创新动力不足现象明显。

随后，St oke s 基于微生物学案例分析，在梳理科学

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巴斯德象

限创新理念（如图 2 所示），[8] 该创新理念较准确地反映

了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弥补了“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间的鸿沟，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并非矛盾

的对立关系，而是存在动态关联性及交错融合性，知识

发现和知识应用可以并存于同一科研活动过程中。然而

现今科技创新更加注重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其创新

理念更加体现出以政府为引导，面向科技前沿、面向我

国产业发展重大需求，且注重科技成果能否转化落地、

能否引领产业发展与服务国家经济的导向，远远超出实

用和求知的范畴。因此，新形势下的协同创新理念有待

进一步探索。

已有研究表明，巴斯德象限的基础研究需以市场应

用目标为导向，结合学研机构与企业等多方组织之间的

合作互动来开展科研创新活动，从而构成了由应用引发

的基础研究新理念。[17] 此外，近年来一些新型研发机构

直面产业一线，大多采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

相融合的科技创新模式，试图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

研究，再到产业孵化和市场销售的全创新链和产业链过

程，从根本上解决了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由

此可知，创新链的有效构建离不开我国产业发展需求或

用户需求的引导，将用户纳入创新过程中，不仅可将用

户资源整合到创新网络中帮助企业识别需求来源，而且

用户的参与能够加快创新进程。[18,19] 因此，新形势下的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有待

进一步探索，为揭示新环境下的企业创新理念提供了新

的突破口。

2. 领军企业创新链的协同创新

虽然学界对创新链概念已有界定，但并未达成一

致。[20-22] 本文认为，“链”并不指代链条结构，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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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理解为“连接”的含义。“链”是用来描述多个创新

主体之间的联系，指通过促进物质、信息和 / 或社会交换，

将个体和集体（如团队、组织、行业等）各自或者相互

之间联系起来的机制、过程、系统和关系。[23] 尽管创新

链模式不断演变并形成多种类型，但其本质是从新思想

到最终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系列职能活动的序列集合。对

于领军企业而言，在创新链构建过程中领军企业应处于

主体地位，围绕着共同愿景，通过其带动作用促使其他

创新主体间的紧密连接以共同达成某一目标。因此，本

文认为领军企业创新链是指以领军企业为主体，围绕共

同创新目标，各创新主体之间通过某种关系将创新资源

进行耦合以产生价值增值的过程。

由领军企业创新链的概念可知，创新链功能的有效

发挥有赖于各创新主体间的积极互动，创新主体一般包

括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中介机构、投融

资机构等，[24,25] 而多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体现的正是协

同创新的内涵，即相对独立的各部分用某种机制或约束

使其形成一个临时的整体，通过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

资源共享产生协同效应，从而达到组织目标。[26] 目前协

同创新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27,28] 其研究视角主要有：

基于国家创新视角，研究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

及内部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规律 ；[1,29] 基于产业

创新视角，研究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 ；[30,31] 基于企业创新视角，研究企业开放式创新对

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32 ,33]

由定义可知，领军企业创新链协同创新更多涉及的

是产业层面。近年来，我国产业层面的创新体系逐渐呈

现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新趋势。[34] 其中，高校与院所具有庞大的创新人才

队伍和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掌握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

为创新提供智力援助 ；企业在研发资金、生产试验设备

和场所、市场信息和营销经验等方面具有优势，为创新

提供市场导向 ；而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搭

建协同创新平台等方式降低各创新主体间的信息搜寻成

本，为创新活动提供便利。[11,35] 由此可见，领军企业创

新链的有效构建及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如何促进

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互动，以产生协同效应。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针对现有理论缺口，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来对领军

企业创新链协同创新理念、创新模式及保障机制进行探

讨。由于是研究“如何（H o w）”的问题，案例研究能够

深入描述和剖析现象背后的复杂作用机制，[36,37] 适合观

察各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及彼此所发挥的

作用。此外，单案例研究可对研究对象的系列行为进行

详尽梳理与挖掘，概括出核心事件及彼此间的逻辑演化

关系，[38,39] 进而有利于捕捉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连接关系

及相互作用机理。

1. 案例企业选择

案例研究所选对象必须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36]

且还需以是否适合发现和扩展构念之间的关系和逻辑

来决定。[40] 为此，本研究通过对前期试点企业的分析，

最终选择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车四方”）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第一，中

车四方在整个高铁发展过程中构建了完整的创新链，实

现了从“技术追赶”到“技术领先”的华丽转变。换言

之，其创新链从无到有的构建过程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

极佳的研究样本，其成功经验对其他企业具有参考和借

鉴性。第二，中车四方所取得的成功得益于多主体共同

参与、协同创新，便于深入分析并厘清创新链上各环节、

各主体的关系及作用机理。第三，由于中车四方所取得

成就较为突出，公开披露的相关二手资料较多，保证了

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便于开展研究。

2. 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需要通过收集多样性的数据来源形成三

角验证，并以此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41] 因此，本研

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二手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

据，包括与企业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复兴号”总工

程师等企业高管进行访谈，以及通过企业网站、年报、

内部档案等资料、新闻媒体和企业公众号等方式收集

信息，有效避免了回溯性解释、印象管理等严重影响研

究信度的问题。[38] 本案例研究共进行了两轮正式访谈，

2017 年 8 月项目团队抱着开放性心态对中车四方进行实

地调研，对案例资料梳理得出初步理论框架 ；2018 年 8

月团队带着疑问又对中车四方进行回访，进一步挖掘并完

善研究框架，以确保真实地陈述客观事实。

（1）半结构化访谈。为提高信度与效度，研究团队

对访谈对象的筛选进行了如下控制：选择工作时间较长、

工作职能与研究内容契合度较高且行政管理职务高或资

历较深的人员作为本研究调研对象。在第一次访谈过程

中，研究小组就企业发展历程、创新研发过程及合作主

体等问题展开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平均为 1.5-2 小时；

回访过程中，研究小组就企业如何有效构建创新链、在

创新链构建的各环节中各创新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及所遇

到的困难与应对策略等核心问题进行细致的追问。访谈

过程中，在征求对方同意后团队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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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后期梳理访谈内容、查遗补漏，并及时反馈确定下

一步访谈提纲。其中，访谈笔记的整理遵循两个原则： [35]

第一，在访谈结束 24 小时内对访谈笔记进行整理；第二，

无论材料对研究问题是否有直接价值或意义，最终的笔

记应当包含访谈中涉及的全部资料和信息。

（2）二手资料。本研究还采用了企业内部档案、

文献资料查阅及权威媒体、公众号报道等二手资料补

充、验证访谈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并以此提高案例研

究的信效度水平。文献资料收集主要包括三个环节：第

一，在调研过程中，团队向企业索要了大量有关产品创

新、项目研发简介，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

合作信息及企业内部高层讲话等珍贵资料 ；第二，通过

G o o g l e 搜索、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检索与中车四方

合作研发等相关的学术文献 ；第三，查阅有关中车四方

合作创新方面的新闻报道及公众号推送，包括《人民日

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央广网、中华铁道网和

“高铁四方”公众号等。

3. 数据编码与信度检验

（1）数据编码。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42]

对所收集的案例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首先，一名研究

小组成员将所有资料进行汇总。之后，本文的两位作者

在通读汇总材料后，采用背对背编码方式对素材进行多

级编码。为避免由个人偏见或主观性所导致结论的片面

性，保证所获信息的完整性，[43] 作者还邀请另一位项目

组成员对案例原始材料进行检查和核对，当出现编码结

果不一致时，组内进行修正、讨论、验证和补充，直到

达成一致意见。[44] 在编码过程中，以主要构念及其测度

方式为依据，用表格形式进行总结，完成整个编码过程。

首先，根据资料来源对案例数据进行一级编码（编码原

则如表 1 所示），并对相同来源的重复信息进行归一化

处理，形成一级引文库 ；其次，通过文献指引并按照创

新链构建过程特征对一级引文库进行阶段和引文的关联

标记，形成二级编码引文库 ；最后，参照创新链概念的

核心属性（创新目标、创新主体、连接关系和价值增值），

对二级编码进一步分类，形成三级编码。具体编码过程

中涉及的案例数据编码结构见表 2。

（2）信效度检验。案例研究质量可从效度和信度等

方面进行检验。[45] ①  构念效度。本研究以两种策略来

确保研究构念的准确测量 ：第一，证据来源的多样性，

本研究数据来源不仅包含深度访谈，还包括外部文献、

资料（媒体报道、网站数据、期刊论文等）和内部文档

等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以形成三角验证和交叉验证 ；

第二，建立证据链，本研究运用多种证据对企业创新链

的构建与作用机理进行描述，使各种资料和证据具有连

贯性并符合一定的逻辑。②  信度。通过创建案例研究

数据库提高案例研究信度，包括访谈录音、访谈文本、

内部文档、期刊论文、新闻报道等资料，以便能够进行

再检查与再分析。

表1  编码来源及数据分类

数据来源 数据分类 编码

访谈素材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获得的资料 I1

二手资料

通过企业网站获得的资料 S1

通过学术文献获得的资料 S2

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的资料 S3

通过内部材料（档案、宣传册、PPT 等）获得的资料 S4

通过新闻报道、央视访谈等获得的资料 S5

表2  案例数据编码结构

构念
测量
变量

关键词
构
念

测量
变量

关键词

创新
主体

政府
铁道部、科技部、国家
等

连接
关系

两部
计划

两部计划、铁道部和科技部、
行动计划、联合行动等

企业 四方、我们、自己等

供应商
供应者、提供者、配套
企业等

战略
联盟

联盟、合作等

高校
院所

大学、科研机构、科研
所等 项目

带动
找其他单位合作、技术外包、
合作研发、建立研发机构等

用户
顾客、消费者、铁道部、
路局等

创新
愿景
与目标

愿景
发展愿景、共同努力方
向、大蛋糕等

价值
增值

个体
能力
提升

关键技术的突破、学科的发
展、实验室的建设、团队能力
的培养等

目标
自身的发展、学科的建
设、能力的提升等

整体能
力提升

时速 200 公里动车组、时速
300-350 公里动车组的下线；
CRH380A、复兴号等成功研制

注 ：本研究中铁道部扮演着政府的角色，又扮演着用户的角色，遇到该关键词时，具体内容具体
分析

三、案例分析

由定义可知，创新链包含各创新主体及角色定位、

创新愿景及创新目标、连接关系和价值增值四个核心属

性。为探索如何促进创新链的构建及其功能的有效发

挥，本研究通过对中车四方案例进行分析，厘清各核心

属性所包含的内容及彼此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

上对其协同创新理念、模式及机制加以阐释。

1. 创新主体及其角色定位

协同创新是各创新主体在专业分工、能力互补的基

础上通过彼此间的合作以实现共同创新的过程。通过对

中车四方创新活动的梳理，本研究得出以下五个创新主

体及其角色定位 ：领军企业的主体角色、高校院所的智

援角色、用户的市场导向角色、供应商的辅助角色和政

府的引导角色（典型证据见表 3）。在政府强烈推进及产

业政策的引导下，前端高校院所的基础研究为企业创新

提供智力援助，后端用户的产业需求为创新活动提供市

场导向，而中间的企业通过将前端的高校院所、后端的

用户需求进行有效连接，从而积极开展应用研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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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创新链的顺利构建。

具体来讲 ：（1）政府的引导角色。创新链功能的有

效发挥得益于良好的创新环境与创新平台，而政府正好

可以发挥其角色优势，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创新主体

进行协同创新。比如，在我国高铁发展过程中，由铁道

部牵头搭建的战略联盟及 2004 年铁道部和科技部实施

的两部联合行动计划，将各协同创新主体聚集在一起，

打通了彼此之间的合作障碍，形成空前的创新合作氛围，

促使大家一起进行研发并贡献各自的力量，极大地推动

了我国高铁事业的发展。（2）高校院所的智援角色。高

校和科研院所作为基础研究的前沿，在理论和基础研

究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为协同创新提供知识源和人才源。

高校院所不仅为中车四方解决了技术研发上的难题，通

过成立联合研发中心为中车四方培养并输送了大量人才，

进一步为中车四方的科技研发提供保障。目前，中车四

方已与十几家高校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包括西南交

大、清华大学、西安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铁科院

等研究机构。（3）用户的市场导向角色。服务主导逻辑下，

顾客的专用性知识和技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来

源，[46] 将用户纳入创新链中可帮助企业及科研机构准确

把握创新需求，不仅能够提高成果转化率，而且可以大

大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比如铁道部作为产业内唯一的用

户单位，通常由其代表用户提出设计要求，审查并下达

设计任务书。此外，中车四方还会邀请一些“先验”用

户进行体验，并以反馈的顾客体验进行产品完善与改进。

（4）领军企业的主体角色。在创新链构建过程中，企业

作为最活跃的创新主体，不仅是连接创新链前端基础研

究与后端产业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整个创新链价值得以

完成惊险一跃的关键。比如中车四方在整个高铁产品研

发过程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作为高铁项目的主要承接

单位，重点攻克系统集成、转向架和车体三大关键核心

技术，涉及整个技术的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流程，且

整个高铁项目从产品集成到最终下线也都是在中车四方

完成。（5）供应商的辅助角色。供应商在创新链中主要

是为企业提供零部件或原材料，供应商的参与不仅能够

提升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分担创新风险。比如一列高铁

列车上有 10 万多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并非都是出自中

车四方，作为我国高速列车的总成中心，绝大多数的列

车零部件或原材料都是由相应的供应商来提供的。比如

动车的牵引电机、“I G B T”及其他一些关键部件都由高

铁行业系统内的供应商提供。

2. 创新愿景及创新目标

创新链协同创新是在共同愿景和目标驱动下各主体

表3  创新主体、角色定位及典型例证
构
念

测量
变量

典型案例示证
角色
定位

创
新
主
体

政府

国家规划了未来高铁发展的“四纵四横”“八纵八横”发展策略，
为高铁发展提供发展平台（I1/S5）
铁道部统筹高铁发展的规划及发展阶段（I1/S4）
科技部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高铁发展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 计
划等重点、重大项目（I1/S1）

引导

用户

与铁道部签订合同，为第五次大提速提供高速列车 CRH2C（S3/
S4）
铁道部作为用户需求的集中代表，在高铁的研制中其各项指标
都由铁道部提出（I1）
铁道部会给中车四方提供高铁线路进行试跑，以供其进行试验
验证及设计完善（I1/S5）
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会找一些“先验”用户进行提前体验，以
帮助中车四方进行产品改进（I1）

导向
（产业化）

企业

中车四方依托“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联合各高校院所及
同行展开了CRH380A 新一代动车组的研制工作（I1/S1/S5）
中车四方承结九大关键技术中的高速转向架、轻量化铝合金车
体和系统集成三项技术（I1/S3）
高铁的最终组装、完成及调试都在中车四方完成，主导整个列
车生产进程（I1/S1/S5）
中车四方作为主机厂，还必须协调全部上下游的零部件供应商，
最后完成整列车的总装（S3/S4）
两部计划积极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且各创新项目实施的
主体是企业（I1/S4）

主体
（应用
研究）

高校
院所

与西南交通大学就牵引动力方面展开深度合作（I1/S3）
与中南大学开展有关空气动力学、碰撞动力学及新材料等方面
合作（I1/S3）
在 CRH380A 的研制过程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负责侧风稳定
性计算（S4）
铁科院、西南交大、同济大学负责气动性能和噪声的实车测试

（S3/S5）

智援
（基础
研究）

供应商

株洲电机是中车四方动车组牵引电机、主变压器的配套生产厂家
（I1/S3）
南京铺镇承接了时速 200 公里动车组制动器项目的任务（S3/S4）
株洲旗下的时代电气生产的“IGBT”为中国高速列车提供强大的

“心脏”（I1/S5）
戚墅堰所为中车四方提供关键部件钩缓装置、基础制动单元及
齿轮传动技术等（I1/S4）

辅助
（应用
研究）

间的互促互进，其高效运行必须建立在互利互惠的机制

之上，且强调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价值共创。[47] 鉴于此，

创新链的构建首先需有共同的创新愿景与目标，通过创

新愿景的可观收益将各创新主体连接在一起，为创新主

体指明发展方向 ；而各发展阶段目标的有效制定增强了

创新主体的创新信念，二者的结合保障了远大愿景的实

现（典型证据见表 4）。因此，有必要对中车四方创新链

构建过程中的创新愿景及各阶段的创新目标加以梳理。

（1）创新愿景。对于高投入、高风险的高铁行业

创新而言，首先要有远大的愿景做支撑，只有在可观

的预期收益诱导下才会有企业愿意投身其中。高铁行业

的成功得益于一个清晰的国家宏观战略顶层设计。比

如 2004 年，按国务院“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

打造中国品牌”的总体要求引进国外技术。2008 年，应

国家建设“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需求，大力发展高铁

行业，开始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2016 年，提出建设我

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宏伟目标，并打造自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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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创新主体的创新目标及典型例证
构
念

测量
变量

典型案例示证
创新
理念

创
新
目
标

用户
需求

时速 200-250 公里高速列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技术标准
（I1/S4）
时速300-350高速动车组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技术标准（I1/
S4）
研发世界领先的新一代高速列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技术
标准（I1/S3/S4）

产业
化为
导向

高校
院所

对引进高铁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对技术进行整理分析（I1/S5）
通过理论计算与仿真实验，形成系统完整的技术评估报告，并
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引进技术的核心和关键（I1/S4）
通过试验和生产实践，在各重点项目领域形成中国高速铁路自
有的标准体系和国产化产品形式的再创新成果（S3/S5）
西南交通大学为列车提供空气动力学参数计算；北京交通大学
擅长通信信号技术（I1）
铁科院具有试验平台优势，为列车提供列车上线运营前的环线
测试数据（I1/S5）

基础
研究

企业

消化吸收时速 200 公里机车车辆的技术及平台，对弓网关系、
轮轨关系的耦合、轮对内侧距离、弓网受电、转向架等做出局
部适应性改进（I1/S4）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突破关键技术，集成创新成果，研制新一
代时速 350 公里高速列车，为京沪铁路提供装备保障（I1/S3/
S5）
对高速动车组包括车体、转向架、牵引电机、牵引变流器、牵
引变压器、牵引传动控制系统、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制动系统
和总体系统集成九大关键技术进行自主化研发（S3/S4）

应用
研究

供应商

完成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制造，提高核心部件的质量与可靠性（I1/
S3）
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关键部件的研发设计以满足更
高标准技术要求（S3）
在完善国产化部件的质量与可靠性的基础上，提升关键零部件
的国产化率（I1/S4）
株洲所提供更大功率的牵引系统，南京铺镇海泰提供更先进的
制动系统（S3/S5）
株洲所在 IGBT 芯片的设计、封装、可靠性试验和系统应用上进
行创新突破（I1/S5）

应用
研究

牌、全面创新。在产业需求引导下，我国政府对高铁行

业的大力扶持及宏大愿景的勾勒对各创新主体而言就像

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大蛋糕，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各

创新主体积极加入其中。

（2）各阶段创新目标。①引进消化吸收阶段。为满

足用户出行需求及我国铁路大提速的战略要求，铁道部

决定引进日本川崎时速 200-250 公里的高速列车，为我

国高铁行业各创新主体提供了学习机会。该阶段，高校

和院所利用这次机会搭建自己的实验室、建立相关学科

对高铁运行原理进行解析，快速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 ；

而对于企业和供应商而言，这次机会能够使其吸收国外

先进的技术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通过引进消化吸收

快速实现企业能力的积累，为后续发展提供助力。②逆

向创新阶段。前期引进的技术标准远远没有满足用户的

需求，为此在市场用户及国家高铁战略的双重需求导向

下，铁道部决定实施时速 300-350 公里的高速列车的自

主研制，这些产业化需求为高铁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标

准。该阶段，高校和院所通过课题的申报获得研发经费，

进行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从而在原有技术积累的基础

上实现高铁技术与理论的二次创新 ；对于企业和供应商

而言，需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技术优化与再创新，从

而实现技术能力的提升，进而达到时速 300 公里的技术

标准。③正向设计阶段。该阶段以用户为导向的市场需

求向高铁行业上各创新主体提出了新的技术与标准（如

CR H380、复兴号动车组），成为各创新主体继续奋斗的

方向与目标。只要有需求有市场就会为各创新主体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高校和院所通过课题资助来发展自身

的前沿学科，而且通过前沿技术的探索来获得学科的

长足发展 ；对于企业和供应商而言，则通过自主创新过

程来实现技术的突破及自身能力的提升。

3. 创新要素间的连接关系

连接关系是创新主体间合作与信任的基础，通过连

接建立起的信任关系使创新主体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创新

所需的核心知识。[48] 创新链中各创新主体如何将创新要

素整合起来并使其有效配合、各尽其能是创新链构建所

面临的核心问题。因此，厘清各创新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

是促进创新链功能有效发挥的关键（典型证据见表 5）。

（1）两部联合行动计划。为更好地开展以产业化为

导向的创新研究、增加创新成果转化率，2008 年科技

部和铁道部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

划》，该行动计划的所有项目面向全国开放，打破门户

之见，充分发挥全国科技和产业资源优势，构建国家层

面最高水平的研发团队。此外，以中国南车、北车下属

的 10 家核心企业为主体，联合了我国相关领域优势高校、

研究机构和国家级创新平台，最终形成了“政产学研用”

联合体，形成了以优势互补、紧密合作、高效协同为特

色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高铁列车技术创新“联合

舰队”，为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战略联盟。为整合高铁行业及相关科研机构

的创新资源与能力，2012 年“中国高速列车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成立，该联盟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业发

展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形成中国

高速列车技术领域从研发、技术转化到产业化的互动平

台。随后，2014 年“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成立，

该联盟以提升创新设计能力为使命，以制造业、创新设

计企业和区域支柱产业的创新设计需求为导向，以形成

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为目标，促进民族品牌产业和

区域经济发展。这种创新体系打破了部门、行业、院校、

企业的壁垒，使我们把国内创新资源整合在一起，既降

低了创新的风险与成本，又提高了创新效率。

（3）项目带动。以上两种连接关系都是宏观层面上

的，但其背后真正落地、具体可行的连接关系是以创新

项目来带动的。产学研的成功实施需要项目带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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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进知识转移，而且是创新目标得以实现的具体策略

与手段。项目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科技部

的课题项目，以供其他创新主体进行申请。科技部的介

入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带着实实在在的项目而来，包括

“十一五”“十二五”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 863 计划等

重点和重大项目。二是来自中车四方自筹的配套经费，中

车四方每年都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作为科研经费，并以

课题形式供其他创新主体申请。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与企

业项目的支撑，一方面解决了科研经费的问题，另一方面

也发挥了项目的纽带与带动作用，使各创新主体能够紧

密地连接在一起，围绕着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表5  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连接关系及典型例证
构
念

测量
变量

典型案例示证 连接主体

连
接
关
系

两部
联合
行动
计划

2008 年 2 月，科技部与铁道部共同签署《中国高速列车
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合作协议》，为中国高速列车技
术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I1/S5）
发挥两部联合优势，构建中国特色的高速列车技术创新
链和产学研联盟，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S1/S5）
通过参与两部计划规划的国家科技计划研究项目，使企
业通过项目直接与科研机构、大学和其他行业的企业进
行合作（S5）

科技部 + 铁道
部（用户）
科技部 + 高校
院所 + 企业

战略
联盟

2012 年，中车四方联合 16 家科研院所和企业，成立了“中
国高速列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I1/S2）
随后中车四方又发起成立了“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
盟”（S2/S3）
2006 年 8 月形成了以主机厂为主体、以配套企业及相关
高等院校为“集团军”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设计工作
体系，目标就是“国产化”和“再创新”（S1/S5）

企业 + 高校院
所 + 供应商
企业 + 高校
院所

项目
带动

科技部规划有关高铁国产化过程中需突破的各项关键技
术的重大课题项目，以带动其他科研单位共同研发（I1/
S5）
中车四方每年会根据自己企业的研发需求，自己出资设
立一些相关课题供高校和科研院所申请（I1/S4）
通过课题，中车四方主动与中南大学合作，以完成高速
列车碰撞试验；与同济大学合作，以解决列车运行时产
生的噪音问题（I1/S3/S4）
中车四方通过课题积极与中科院空气动力学仿真专家合
作，以完成高铁头型设计（I1）

高校 + 院所
+ 企业

企业 + 高校

企业 + 院所

4. 创新主体价值增值过程

创新链之所以能够有效构建，一方面得益于各创新

主体有着共同的创新目标，另一方面离不开在创新链构

建过程中各创新主体价值增值的实现。价值增值过程不

仅是促使创新主体加入创新链的内在驱动力、最终价值

追求，而且也是创新链得以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创新

链的有效构建需要各创新主体具有共同成长与发展的空

间，通过各阶段各创新主体自身能力的提升进一步促进

创新链协同功能的有效发挥（典型证据见表 6）。

（1）引进消化吸收阶段。该阶段创新链上各创新主

体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了知识和技术的积

累。其中，高校院所不仅实现了对高铁理论知识的解析，

而且搭建自己的实验室，完成了相应学科的建设 ；对于

企业和供应商而言，实现了技术的消化吸收及积累，使

表6  各创新主体之间价值增值方式及典型例证
构
念

测量
变量

典型案例示证
个体能
力提升

价
值
增
值

高校
院所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该学科基础
原理的解析、二次创新及前沿技术的突破（I1/S4）
中南大学拥有自主设计、世界最大、国内唯一的列车空气动
力学性能及碰撞模拟实验室，实现了该领域技术的积累与
突破（S1/S5）
铁科院建立了高速铁路系统试验国家工程实验室和高速铁
路轨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了相关理论的构建与完善

（I1/S2）

基础原理解
析与实验平
台搭建

企业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时速 200-250 公里高速列车
制造技术（I1/S5）
通过在原有平台上的二次创新，自主研制生产了时速 300-
350 公里的高速列车（S2/S3）
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研制新一代动车组 CRH380，并
实现高速列车国产化的代表——复兴号动车组的成功研制

（I1/S3/S4）

核心自主创
新能力的提
升

供应商

株洲所对引进机车牵引控制系统的解析，并以此为基础，
顺应高铁不同发展趋势，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实现了该技术
的自主化突破（I1/S4）
时代电气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 IGBT 技术后，通过努力提升
IGBT 技术能力，真正实现了 IGBT 的国产化，为中国高铁装
上“大脑”（I1/S2/S5）
南车戚墅堰所在高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为中车四方提供钩
缓装置、基础制动单元和齿轮传动技术，并在该过程中实
现了自身能力的突破与发展（I1/S5）

关键技术的
突破

其对高铁的研发与设计有了基本认识，获得一个较为成

熟的技术平台。总之，该阶段为创新主体提供了一个成

熟的技术平台以供学习与技术积累，这些价值增值活动

也保障了后续持续创新的发生。（2）逆向工程阶段。为

了满足更高等级速度标准的需求，该阶段要求各创新主

体在引进平台及现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通过

各创新主体的协同努力最终实现了高铁的逆向工程。在

该阶段高校院所不仅建立了一流的国家实验室，而且在

理论构建及基础研究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 ；对于企业和

供应商而言，在原有技术平台上实现了技术的优化及再

创新，也使其技术能力达到国际水平。总之，该阶段通

过逆向工程使创新链上各创新主体的自身能力都得到长

足发展，与国际巨头保持同一水平。（3）正向设计阶段。

为满足用户的更高需求，继续研发更高技术标准的高速

列车是创新链上各创新主体共同努力的方向。由于该阶

段已经没有继续可以借鉴的技术与理论，因此需要各创

新主体进行自主探索。该阶段高校院所通过对学科前沿

理论的探索，实现了关键技术理论的突破，而且带动了

整个学科理论的发展 ；对于企业和供应商而言，通过自

主创新实现了更高等级技术的突破，从而实现了自身能

力的跨越式发展。总之，在正向设计阶段创新链上各

创新主体的能力都得到了质的突破与发展，从而保障了

创新链功能的有效发挥。

四、案例发现

1. 创新链协同创新理念 ：新巴斯德象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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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创新理念是由基础研究所驱动的自由探索，随

着时代的发展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巴斯德象

限成为指导创新发展的有效理念。但新常态下，领军企

业创新链的创新理念有何变化？通过前文创新愿景及目

标的分析可知，中车四方创新链的构建是以产业化为导

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融合、共同驱动的过程，

即我国高铁企业与学研机构始终以产业化为创新导向，

并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展开合作。该创新理念

不仅解决科技创新转化率偏低的问题，而且其创新成果

可直接应用于产业发展，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推动

作用（详见图 3）。因此，本文将这种以产业化为导向的、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融合的新型创新理念称为新巴

斯德象限理论。

本案例中，我国高铁行业各阶段的产业发展需求为

高校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了创新方向及技术标准

要求，如高校院所和企业紧紧围绕时速 200-250 公里

动车组、时速 300 公里动车组、C R H380 和复兴号动车

组所提出的创新目标，对创新主体进行任务分工、协同

合作。该过程中，作为用户的铁道部不仅代表用户对每

一项重大的新产品研发提出设计要求，审查并下达设

计任务书，为学研机构及企业开展前沿研究提供重要

的“试验场”，有利于其从产业界获取各种有用的信息

与资源，为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活动的开展提供丰富的

研究素材与资源。各阶段产业化目标的完成，不仅使我

国高铁企业技术能力实现了由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

改进优化—技术自主创新的飞跃，也促进了高校院所科

研能力的不断提升，由最初的对高铁科学原理的学习解

析，过渡到对高铁技术的前沿科学原理和理论的二次创

新，再到实现了高铁技术前沿科学原理和理论的突破。

反之，高校院所和企业能力的提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领域的技术突破也为产业化的最终实现提供了有利保

障。由此可知，以产业化为导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相结合的新巴斯德象限理论，是指导创新链各创新主体

进行高效协同的重要创新理念。

2. 创新链协同创新模式 ：基于新巴斯德象限的“政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目前学研机构所从事的基础研究多以自由探索为导

向，这种缺乏关注产业发展需求的研发模式存在转化率

低、对经济发展推动力不足的问题，最终导致科技与经

济“两张皮”现象的出现。创新链功能的有效发挥需实

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彼此融合，将大大加

强产学研合作效率进而实现双方或多方共赢。[17] 由前文

分析可知，在新巴斯德象限创新理念的指导下，以“政

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学研为智援、用户为导向、供

应商为辅助”的协同创新模式，是驱动我国高铁创新链

构建及功能发挥的重要支撑。因此，本文构建了基于新

巴斯德象限的“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模型，阐述创

新链运行机理（详见图 4）。

在科技创新中，不断借“智”发展，通过政府、产业、

高校院所、供应商及用户的优势互补、各取所长，形成

强大的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系统，以体现综合优势

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的内涵之所在。首先，

政府发挥桥梁和纽带的双向“引导”作用，通过产业政

策、资金和项目等形式为创新活动搭建起一个良好的创

新平台，增加了其他创新主体连接与互动的机会。其次，

企业应以应用研究为本，将创新链前端的技术创新与后

端的产业需求很好地连接在一起，实现创新链上各创新

要素的有机结合与高效流动，进而促使创新链功能的有

效发挥。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既要一手抓创新，又要

一手抓市场，使产品研发在产业需求和技术创新的双驱

动下，[9] 通过反馈环不断实现研发和应用的耦合，真正

实现了产业导向下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其中，

前端的产学研作为“智援”为创新活动提供所需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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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力资源，能够很好地解决创新难题，是技术创新得

以实现的保障 ；而后端的“企业 + 用户”的价值共创模

式不仅能使创新研发准确把握市场导向，而且通过关注

顾客体验，直接将用户需求纳入研发创新中，使创新成

果得以顺利落地，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率。最后，供应

商作为创新产品得以呈现的基础与保障，主要是为创新

主体提供所需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创新链中起辅助作用。

3. 创新链协同创新机制 ：多层互动的体系创新

对于高铁等大型装备制造业而言，其协同创新过程

涉及多个主体、多个领域，创新链的有效构建更是多个

体系创新互动的体现。通过前文案例分析可知，高铁行

业创新链的有效构建得益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创新体系的相互促进与支撑。因此，本文构建了基于多层

互动的体系创新的创新链协同创新机制（详见图 5）。

首先，从创新主体及角色定位视角来看，体现出自

上而下的引导作用。宏观层面，高铁行业创新链的成功

构建得益于国家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为整个行业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政府政策的引导实现了知识创新

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的有效结合与互动 ；中观层面，在

以产业化为导向的顶层设计引导下，基于“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模式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产业化环节中的

各创新主体有序且顺利地统筹在一起，有效协调各种资

源与力量，促进各创新主体间协同效应的顺利产生 ；微

观层面，“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引导各创新主体

各司其职，通过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与创新能力来实现各

自领域内的技术突破与提升。

其次，从创新要素间的连接关系视角来看，体现出

自上而下的引导与自下而上的支撑作用。宏观层面的两

部联合行动计划指引着中观层面各创新主体通过战略联

盟的形式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而中观层面的战

略联盟等机制最终促使各创新主体间相互合作的开展，

且彼此间以承接各子课题将各创新主体连接在一起进

行合作与研发。而微观层面各创新主体子课题的完成支

撑了中观层面整个子项目的完成，以此类推，中观层面

各子项目的完成进而支撑了高铁行业整个重大项目的完

成。总之，两部联合行动计划、战略联盟及项目带动等

一系列保障措施共同支撑起整个高铁创新体系。

最后，从创新主体价值增值视角来看，体现出自下

而上的支撑作用。微观层面主要指各创新主体在具体子

课题或子项目的研发过程中，通过知识共享与协作实现

了自身能力的提升 ；而微观层面各创新主体自身能力的

不断积累、完善与提升支撑了中观层面“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模式的顺利开展，因为高铁行业的创新是一个

复杂系统，任何一个创新主体或创新环节的掉队都将直

接影响创新主体间协同创新效果的发挥，进而影响创新

链的构建。此外，中观层面“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

式的开展支撑起了我国整个高铁行业的快速发展，进而

保证高铁创新目标的实现。由此可知，创新链的有效构

建还需各创新主体具有自身能力提升与进化的机能，只

有创新主体间的共同成长才能确保创新链功能的持续有

效发挥。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巴斯德象限理论，以协同创新视角对中车

四方创新链构建过程中创新主体、创新目标、连接关系

及价值增值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与梳理，分别从创新链协

同创新理念、模式及机制三个方面阐述了领军企业创新

链得以顺利构建及功能有效发挥的关键之所在。具体

结论如下：

第一，提炼出基于新巴斯德象限的创新发展理念。

由案例分析可知，以我国产业化发展为导向的基础与应

用研究相结合的创新理念，是我国高铁行业快速发展

的关键所在。在领军企业创新链的构建过程中，不仅要

打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间的壁垒，更应将后端的产业

化环节纳入其中，即将实际应用目标最终延伸至技术成

果的产业转化领域，使其为前沿研究提供重要的“试验

场”。该创新理念不仅解决了科技创新转化率偏低的问

题，而且其创新成果可直接应用于产业发展，对我国经

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构建了基于新巴斯德象限的“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模式。在创新链构建过程中，离不开科学、技

术和产业的共同作用，政府、高校院所、企业、供应商

和用户通过专业分工、协同合作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

成强大的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系统，这是“政产学

研用”协同创新模式的内涵所在。具体来讲，领军企业

在创新链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与其他提供辅助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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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一样以应用研究为主，但其肩负着使创新链前端

进行基础研究，以提供“智力援助”的学研机构与后端

提供“产业需求”的用户相结合、相连接的重任，使各创

新主体在产业需求的指导下开展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创

新研究。

第三，创新链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多层互动创新

体系的支持。创新体系主要来自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

面：宏观层面指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产业化视角将

知识创新体系与经济体系相结合的国家顶层设计，为该领

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创新环境及难得的发展机遇；中

观层面指各创新主体间所形成的基于“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模式，以实现科技创新活动的有效协同与突破 ；微

观层面指创新主体各自能力的提升过程，为整个创新链

的构建与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其中，多层创新体系的形

成是通过研究课题来实现的，两部联合行动计划制定出

一系列有关高铁创新的重大研究课题，通过重大课题及

其子课题的不断申请与分发，将各创新主体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从而实现了创新链的顺利构建及功能的有效发挥。

2. 理论贡献

第一，丰富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相较于传统产

学研体系，“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型的优点有：首

先，强调创新环境的营造。创新链功能的有效发挥需

要一个融洽的创新环境，而政府在构架创新平台、营造

创新氛围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其项

目资助与引导的角色，加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完善协

同创新环境。其次，充分考虑用户需求。现有创新研究

大多脱离市场，因此导致转化率低下，不能实现产业化。

而创新研发应强调应用导向，通过了解客户体验将创新

创意应用到产品认知、购买、使用、更新等各环节中，

高校院所和企业需按照用户的价值主张发现潜在创新空

间，有效提高科技的转化率。[4]

第二，拓展了巴斯德象限理论。传统创新理念以线

性创新为主，强调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引领整

个科技创新发展，[7] 但该创新理念由于缺乏应用目的导

致转化率偏低且创新动力不足。[47] 因此，S t o k e s [8] 提出

基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巴斯德象限创新理

念，认为二者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存在动态关联性以共

同促进科技创新研发过程。但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企

业从最初的科技创新到价值实现过程，越来越依赖于

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共同作用，[17] 而基础与应用研究需

在产业化的指导下进行。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以产业化

为导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融合的新型创新理念，

即新巴斯德象限理论。该创新理念指出，创新链的构建

要以我国产业需求为导向，这不仅能将科技创新与经济

发展结合，而且更易获得各种创新资源，进而促进创新

主体进行协同创新。因此，本研究拓展了巴斯德象限理

论，为科技创新及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完善了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是多主体、

多资源相互耦合以产生协同效应的过程，是各创新体系

互动的结果。而现有关于协同创新机制的研究仅仅局限

于中观层次，[47] 对我国宏观环境及微观企业的协同创新

关注不够，且对多个层级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是较少涉

及。通过高铁案例分析可知，领军企业创新链的构建是

多层创新体系互动的结果，不仅需要宏观层面清晰明确

的顶层设计及产业政策的支持，更要在有利的创新环境

下积极开展中观层面创新主体间各种协同创新活动 ；此

外，微观层面各创新主体的成长及自身能力提升也是创

新链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因此，本文提出的基于宏观、

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多层互动的创新体系机制，为协同创

新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3. 实践启示

首先，政府角色的转变。虽然我国高铁行业的创新

链具有其特殊性，政府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

案例分析可知，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也在发生着转变，即由

“主导”作用向“引导”与“连接”作用转变，慢慢由原来

的制度驱动向市场驱动方向转变。在创新链构建过程中，

政府不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各创新主体进行合

作，而是通过项目带动的方式、以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

力促进彼此间的紧密合作，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

在创新链构建过程中政府应转变角色定位，积极发挥其

“引导”与“连接”作用，搭建平台、营造环境，以市场

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促进各创新主体间的高效协同。

其次，“两个趋势”的整合。近年来，企业创新研

发逐渐聚焦市场需求和前沿技术“两个趋势”，形成高

校基础研究、企业应用研究和用户产业需求“三个优势”

相结合的一体化创新模式。但现有研究对产业需求关注

度不够，导致创新研发偏离市场需求，不利于创新成果

的转化。[3] 如今，人们对个性化及多样化的需求越来越

看重，现有技术让顾客变得更加活跃、链接和知情，且顾

客愿意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改善并提升产品品质，[49]

所以在创新研发中还应充分考虑顾客需求，整合前沿技

术和产业需求以形成创新研发双驱动力，从而提高创新

研发和转化效率。

最后，注重“连接”作用的发挥。目前创新资源并

不是制约我国创新链有效构建的关键因素，其实创新资

源并不缺乏，只是分散在各处并未形成合力。创新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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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构建并不是由于缺少某一创新主体或要素，而是缺乏

将这些创新主体或创新要素连接在一起以产生协同效应

的“连接”主体或关系。研究表明，建立和完善创新链的

关键在于打通各创新主体、创新活动之间的连接问题，[6]

使创新要素有机结合并自由高效地流动。一方面，应充

分发挥领军企业的“引领”作用，通过发挥领军企业的

优势带领各创新主体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另一方面，

利用课题项目在创新研发中的连接作用，发挥其市场经

济的内驱力，不仅能高效合理地对资源进行配置，而且

可以极大激发创新主体的能动性。

4.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尽管案例研究对构建理论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所得

结论的普适性仍需谨慎对待。虽然本研究选取自主创新

实践领域的代表企业做典型分析，但由于案例研究本身

的局限性，使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成为不可忽略的局限之

一，即本研究所展示的创新链协同创新模式并不唯一。

未来可通过其他行业的案例分析对本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进行检验和扩展。其次，由于高铁行业具有特殊性，政

府能够较容易地将所有创新主体连接在一起协同创新，

但在自由竞争行业中如何将各创新主体有效连接起来有

待进一步探索，以增强其可复制性与推广性，为其他行

业创新链的构建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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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lay of the Leading En-

terprise’s Innovation Chain: A Synergy Innovation Per-
spective Based on the New Pasteur Quadrant
 Yu Yiyong, Yang Zhong
Business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igh complexity and high ris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make innovation activities more and more depen-

dent on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innovation 

subjects. To transform China from a manufacturing giant into a world 

manufacturing power, “Made in China 2025” emphasizes to active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key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dominant ro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basic research, and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through 

synergy innov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However, at 

present, the conversion ra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

ments in China has been low for a long time, which makes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the economy not happen as 

expected. Investigating the reasons,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that the 

break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or the mismatch and incompleteness of 

its functional structure are the key factors leading to the low efficien-

cy of innov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how to 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chai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lay of its functions is 

an urgent task. Given this, based on the Pasteur Quadrant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CRRC 

Si-Fang innovation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y innovation. 

Moreo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novation subject, innovation 

goal,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and value-added process, this paper 

refines the concepts, model, and mechanism of synergistic innovation 

of leading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hai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following standpoints. First, the “New Pasteur Quadrant Theory”, 

which integrates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with industri-

alization as the ori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concept that 

guides leading enterprises to construct the innovation chain smoothly. 

Second, based on the New Pasteur Quadrant Theory, the synergy in-

novation model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User” 

is an effective innovation model for leading enterprises to exert their 

innovation chain functions. Third, the multi-layer interactive innova-

tion system in Macro, Meso, and Micro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lead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chain to achieve the high-efficient syn-

ergy. In shor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of China's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the effective play of their function.

Key Words  Lead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Chain; Industry-Uni-

versity-Research; Synergy Innovation; New Pasteur Quad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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