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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新时代对协同创新有更高要求，本文从情报工程的视角探讨政、产、研和以科

技服务为主的第四股力量共同构成的四螺旋模型下的协同创新信息平台建设思路，以期促进协同

创新并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方法/过程]在辨析情报工程特点和协同创新要求的基础上，本文

阐明第四螺旋的内涵，提出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定位、建设运营原则与功能模块设计，着

重分析如何将情报工程的理念方法从数据资源、信息技术与软件工具、专家智慧、系统网络等方

面贯穿到平台建设中。[结果/结论]四螺旋模型是比三螺旋模型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协同创新方式，

基于此的信息平台将促进四螺旋各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本文提出了建设思路和框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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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s been endowed higher requirements in this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as of construction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quadruple helix model consist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fourth force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in order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On the basis of discer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ourth helix, puts forward the position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rinciples, and functional 

module design of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quadruple helix model, then emphatically 

analyzes how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 and method of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into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data resour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tools, experts wisdom, system network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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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conclusion] As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l, the quadruple helix is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than the 

triple helix. Based on the quadruple helix model,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will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various innovation ent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ideas an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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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产学研协同创新乃至更大范围的四螺旋协同创新是催化和加速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正因为如此，近年出台的《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国家

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等战略、规划、方案多处强调协同创新。 

我国目前的协同创新普遍存在着信息情报不对称、资源共享不积极、交流联动不充分、机制

氛围不完善等问题。在科研范式变革、“互联网+”新业态勃兴、大数据与云计算深入发展、情报

分析工具不断演进、用户需求持续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基于情报工程“事实型数据+

专用方法工具+专家智慧” [1]的理论范式构建信息平台，集成多源化海量数据、革新性信息技术、

专业化软件工具、多领域专家智慧，并延展开放性系统网络及结合线上线下服务，是能够有效促

进协同创新的路径。 

1 新形势下的情报工程与协同创新 

1.1 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工程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从研究的对象、方法、工具、目标和环境等方面都对情报学提出了新的

要求。在此背景下，贺德方于 2014 年率先提出的情报工程作为一种方法论正是对情报学因应新

时代要求的发展。情报工程是将工程化与系统化的思维融入情报研究所涉及的构成要素、工作流

程、组织管理之中而形成的情报研究方法论和新范式。情报工程以任务目标为导向，以数据信息

为基础，以情报理论为指导，以软件算法为工具，以专家智慧为佐助，以网络平台为载体，针对

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用工程化模式进行研究工作，完成全过程的情报研究和知识服务，提供研究

任务的解决方案。情报工程既强调工程化的流程规范化、管理标准化、输入输出可重现性，也强

调系统化的关联、协同与统筹，它具有规范化、系统化、协同化、集成化、自动化、大数据化等

特征[2]。当情报工程的重心在于服务国家创新战略时，要利用政产学研用创新网络，重视协同工

具的研发[3]。从上述概念和特征来看，情报工程天然地契合协同创新的理念和平台建设的思路。 

1.2 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指各创新主体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以知识增值或经济增值为核心，通过沟

通、协调、合作、共享、融合等方式，突破各主体间的藩篱，加强各主体间的交叉、互动、跨界，

大跨度汇聚信息、人才、科技、思想、资金、设施等创新要素，并通过一定的运行管理机制保障

和提高各主体的利益以及各主体间的协同效率，产生叠加倍增的非线性效用，最终促进整体的全

面的创新。协同创新具有系统性、动态性、互补性、相对独立性、创新驱动性等特征，通常可以

从合作产出、共享规模、运行保障、交流频次等角度进行分析评价。协同创新包括地区间协同创

新、军民协同创新，更普遍的是指产学研或者三螺旋、四螺旋涉及不同类型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 

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并

积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4]。在此背景下，协同创新更重要的使命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促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社会良性持续发展。而协同创新得以有效执行的

重要环节在于协同创新平台的搭建[5]。 

1.3 三螺旋与四螺旋 

1995 年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和鲁特·莱兹多夫（Loet Leydesdorff）[6]提出三

螺旋模型，优化了既有的创新理论，并区别于原有的三元模型等线性模型，且系统发展出了量化

分析方法[7]。三螺旋是指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互积极作用，政、产、研三者保持相

对独立性且三者的作用互有交叉、互相促进并共同促进整体发展。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三螺旋模型都具有适用性，并在创新与竞争的网络中发挥着作用[8]。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

日益细化和科技经济的发展变化，三螺旋理论已不能圆满诠释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资金链、

服务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等新形势新发展，而且忽视了大数据时代信息流的巨大作用。甚至三

螺旋理论的主要阐发者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也认为可以有第四螺旋，如风险投

资[9]，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加入资本部门后的四螺旋结构[10]，但仅是金融或资本还不充分。 

四螺旋，是在三螺旋基础上增加了催化螺旋。该催化螺旋包括信息情报机构、智库咨询机构、

技术转移机构、金融投资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如专利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等）、科技服务机构、平台建维机构等，即独立或相对独立于政府部门、产业企业、

高校院所起支撑、纽带、中介（广义，不仅指中介机构）、催化、优化作用的第四股力量，可以

包含科技服务业相关机构。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三螺旋协同创新相比，四螺旋协同创新是更广泛

更深入的协同创新。 

2 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 

2.1 平台定位 

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属于第四螺旋即催化螺旋，对政、产、研（包括学）三支螺旋及第

四螺旋其它机构之间的互动合作发挥支撑和促进作用，是“互联网+协同创新”理念的具象化。如

果归纳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为项目式、共建式、实体式、联盟式、虚拟式等类别[11]，那么四螺

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更接近虚拟式协同创新模式，但它同时还兼备线下的其它组织模式、运行方

式的特点。 

2.2 平台建设运营原则 

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建设与运营的宗旨，是要打造多创新主体共赢、整体成效倍增、有

效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生态圈。其建设与运营的原则主要包括：（1）创新驱动。主

要以科技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提高平台的建设水平和运营水平，驱动平台整体的持续发展；

（2）需求导向。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分析发展形势和现实需求并围绕其提供个性化、专业化

的信息服务；（3）供给优化。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提供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精准

化的信息服务，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科技与经济有效对接；（4）信息引领。信息流引领

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12]，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以及情报工程理论方法，缓解和逐步

解决各创新主体交流合作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5）统筹协调。重视规划布局以及对方向性

事务的统筹，鼓励各创新主体资源共享并协调共享资源的集成，并在各主体交叉、互动的事务中

加强协调；（6）纵横联动。在平台中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资金链、服务链的上下贯通

及不同链条间的交织互动，形成有益于创新的社会网络结构；（7）开放合作。平台不设门槛，至



少是不设置较高的门槛，以此鼓励广泛的创新主体（包括初创企业、创客和其他个人）加入，塑

造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创新文化氛围，逐步建设科学、合理的自组织系统。 

2.3 平台整体架构 

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整体架构如图 1 所示。参与和服务层，反映了政、产、研、服四

大方面的创新主体，即四螺旋的主干；应用功能层，反映了协同创新信息平台要开展的服务和提

供的功能，并通过这些应用功能将四螺旋的作用交织起来；能力支撑层，反映了情报工程视角的

信息情报服务四大要素。 

 

图 1. 协同创新信息平台整体架构示意图 

2.4 平台功能模块分析 

根据服务对象与创新需求设计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功能模块。政府，希望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循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快速前进，希望在本地重点发展的领域有越

来越多优质的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实现产业化；企业，希望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和

实现转型升级，塑造或不断巩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能够适应市场的快速迭代与发展，而这常需

要借助外部创新力量；科研机构与高校，在当前指导思想和考评机制逐步调整的前提下，正在越

来越多地、并且更加务实地关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与产业界的交流合作；第四螺旋，有相当数

量的机构在其职能或定位上就有推动政、产、研合作与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比如，大多数技术

转移机构就是在政府指导下推动创新技术从研究机构以转让、入股、许可实施等方式向企业流动，



若干投资机构致力于推动优秀技术与优秀团队的结合与产业化发展。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

功能模块，视其环境、使命、任务、资源的具体情况而有不同，但是，根据前述分析，较完备的

此类平台应当包括以下主要的功能模块： 

2.4.1 科技成果评价系统 

科技成果转化或技术转移以及产学研合作是四螺旋协同创新的重要方面，而其有效开展端赖

于技术供需双方或者产学研合作相关各方对具体科技成果的价值判断是否能够达成一致以及合

作各方彼此间的信任程度。科技成果评价系统的建设，主要为解决第一个问题，即科技成果价值

判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亦可通过建设者的资信和评价系统的规范来部分解决第二个问题，

即合作各方间的信任问题。 

科技部于 2016 年取消科技成果鉴定，推动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科技成果评价，意味着我国正

在探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促进了社会上科技成果评价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是该评价系统建设的有利外部环境。事实上，科技成果评价系统既包括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同时也需关注流程建设、专家库、评价人才、业务推广以及法律法规等问题[13]。该评价系统，

既可以在线下实施，也可以在线上建设，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机制上都已有较成熟的解决方案。另

外，实际上，评价对象不仅限于科技成果，还可以包括企业创新能力、项目合作前景等多方面。 

该系统主要联动的是第四螺旋中的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与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 

2.4.2 技术转移信息系统 

技术转移或者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实施首先需要信息先行，否则难以实现技术拥有者与需求

者的对接，在当前远非仅限于个别的、少量的对接，而需要有规模化、批量化、更高效、更精准

的对接时更是如此。 

科技成果或专利技术数据与企业需求数据及其更新维护是技术转移信息系统必需的资源及

任务，除此之外，该系统还可以包括：精加工的专业化标引数据、技术与需求数据自动关联分析

系统（虽然目前已经存在技术转移信息平台提供技术信息模块和需求信息模块，但是供需文本匹

配效率低下[14]，所以这方面的技术开发正在加强）、优秀成果推荐与演示系统、平台用户技术供

需信息的审核发布渠道、技术招标系统、在线路演系统、在线交易系统、专家名录、高校院所名

录、技术型企业名录、中介机构名录、技术经纪人名录等。 

该系统主要联动的是科研机构和高校、技术型企业和第四螺旋中的技术转移机构。 

2.4.3 专利信息分析系统 

一般而言，专利信息分析系统不是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中的基本模块，但却是平台能够

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模块。知识产权是国内外市场竞争和创新创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而专利

是知识产权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重要内容。欧洲专利局调查显示，70%的欧洲创新者正在利用专利

信息[15]。通过该系统进行专利信息检索、专利数据挖掘、技术前沿监测、专利热点分析、专利

TRIZ 创新、专利权人分析、专利价值分析、专利预警分析、专利壁垒分析、专利侵权分析、专

利竞合分析、核心专利分析、专利组合分析、专利地图分析、专利布局研究、专利战略研究等分

析研究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针对性、效率和实质成效。 

该系统主要服务于技术型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也常服务于知识产权管理、科技管理、工

业和信息化管理等政府部门，对于技术转移机构、投资机构等第四螺旋相关机构亦有较高价值。 

2.4.4 产业发展咨询系统 

经济的良性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实力的壮大和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产业发展咨询

正是发挥产业智库的作用，为相关部门或企业家提出决策参考建议，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产业发



展咨询大致包括了产业技术分析、产业市场分析、产业政策分析、产业环境分析等方面内容，如

果上述多方面的分析工作一起开展，将是一个比较立体和全面的分析咨询体系。实际上，国内外

都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相对而言，国内咨询机构多各擅胜场，分析咨询能力

比较全面的尚不多见。 

该系统主要服务于政府部门、企业和行业协会或联盟，对于偏重行业分析的某些投资机构也

有服务。 

2.4.5 政策措施解读系统 

对于企业而言，政策措施一是数量较多，二是内容丰富。从笔者承担的若干项目课题的实地

调研情况来看，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往往没有专职人员关注新发布的政策并且能够较好地理解

和应用相关政策。如果能够面向企业加强新政策通知的推送和政策措施的宣讲解读，将有利于相

应政策的贯彻实施和普惠。因此，可以在协同创新信息平台上建设政策措施解读系统，并邀请相

关政策的制订者或执行者以及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平台上面向企业对政策进行阐释和说

明，同时根据企业的订制向企业推送相同类型或具有相关性的其它政策的信息。 

该系统主要联动的是政府部门、企业、创业者和部分科研人员。 

2.4.6 科技金融服务系统 

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

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向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融资资源的政府、企

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
[16]。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从短期来看往往高于传统产业按既有成熟

模式发展的风险，因此往往也需要更有力的金融支持与配套。但是，高科技领域的风险与收益判

断往往比传统产业要复杂很多，因此，在一个协同创新的平台上提供跨领域的、能够更频繁更便

捷地沟通科技人员和金融人员的科技金融服务，会是比较有效的运作方式，同时这也有利于大众

创业和万众创新。 

该系统主要联动的是技术型企业、创新创业人员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 

2.4.7 其它功能模块 

上述六系统是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较为主要的功能模块，除此之外，平台还可以包括：

人才交流系统（促进人才在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合理流动）、专业培训系统（加强科研、金融、政

策、生产、情报等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人员培训）、设备租赁系统（促进利用率偏低的大中型设

备使用并降低企业利用设备的成本，或更广义的设施共享系统）、在线咨询系统（组织专家或专

业人士在线答疑）等功能模块。 

3 情报工程视角下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建设思路 

情报工程的思维与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建设思路高度契合，如表 1 所示。 

表 1. 情报工程思维与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建设思路比较 

 情报工程思维 平台建设思路 

数据资源 为适应决策环境的复杂变化，不仅要关注

与待决策问题直接相关的数据，也要关注

数据资源是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基石，若

干主要功能模块能否有效运行取决于数



与问题产生背景相关的其它数据，数据多

寡直接影响决策质量或解决问题的水平。 

据的丰沛程度；同时，协同创新也强调数

据资源的共建共享与集成。 

软件工具 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尤其在大数据环境

下，必须要在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和工具

基础上，大幅度、大跨度地增加对先进算

法和先进软件工具的开发和广泛应用。 

必须考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环境，必

须考虑大数据和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

技术影响，并在数据处理和在线服务上都

要加强软件工具的开发与应用。 

专家智慧 情报研究与服务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尚

远不能实现自动化的精准、深入的知识服

务。因此，需要借助专家智慧来完成专业

化的深度服务，并与数据分析互为补充。 

协同创新不能脱离各创新主体的人才专

家。科技评价、技术转移、专利分析、产

业咨询、政策解读、金融服务等主要模块

无一不需要利用专家智慧发挥专家作用。 

系统网络 个人能力的重要性减弱。强调规范化、标

准化、模块化、协同化、集成化、大数据

化和输入输出可重现性。强调系统工程、

组件之间的关联以及系统的处理过程[17]。 

平台由各模块系统构成，并兼顾线上线下

服务。平台在建设运营时与政、产、研及

第四螺旋的其它机构都有交流合作关系，

其目标是开放的、网络化的自组织系统。 

下面对情报工程视角下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建设思路从数据资源、信息技术与软件工

具、专家队伍、系统网络四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3.1 数据资源建设 

数据是情报研究和平台建设的基石。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需要建设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

科技类数据，如专利数据库、科技成果数据库、标准数据库以及其它科技文献数据库等；经济类

数据，如宏观经济数据库、行业经济数据库、证券数据库、基金数据库等；咨询类数据，如行业

研究报告数据库、券商报告数据库、产业技术分析报告数据库等；法规政策类数据，如法律法规

数据库、创新政策数据库、产业政策数据库等；机构类数据，如科研机构数据库、高新企业数据

库、投资机构数据库等；人才类数据，如科研专家数据库、智库专家数据库、企业家数据库、技

术经纪人数据库等；设施类数据，如共享仪器数据库、设备租赁数据库等。上述数据库大多可以

购买，小部分可根据具体服务对象的需求或特点自建。有些数据库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可以

根据区域或主题建设专题专利数据库，如新能源汽车专利数据库。以上数据资源相对独立于平台

运行，多可于平台建设初期购置完成或一次性建设完成，后期做好维护更新即可。 

另外还有在平台运行中逐渐形成的数据：用户行为类数据，这是目前大数据分析适用最广的

领域，主要搜集和积累每位用户在平台网站上的访问、操作、停留时间、咨询问题、实际交易、

信用评价等记录，如用户行为数据库、技术交易数据库、用户信用数据库等；信息发布类数据，

如待售技术数据库、技术需求数据库、难题招标数据库等；原始搜集类数据，如实地调研数据库、

专家访谈数据库等；视频演示类数据，如成果演示数据库、路演现场数据库等；运行成效类数据，

如技术成交数据库、创新创业案例库等。 

此外，平台共建单位或参与单位的其它可共享数据也是平台数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2. 协同创新信息平台主要数据资源构成图 

3.2 信息技术与软件工具开发应用 

平台系统更高的应用需求和数据资源的海量、异构特点要求平台应用技术、信息数据处理方

法和软件工具的升级和发展。协同创新信息平台涉及的信息技术和软件工具，当前较重要的有四

个方面： 

（1）云计算虚拟化技术：虚拟化技术是云计算、云存储得以实现的关键技术之一，是将各

种计算与存储资源整合利用的重要技术，它既包括划分单个资源为多个虚拟资源的裂分模式，也

包括整合多个资源为一个虚拟资源的聚合模式，其主要作用在于实现软件应用与底层硬件的相对

独立化，打破传统的单机或者单机虚拟化的局限，实现对各类数据资源的统一管理。此外，基于

云计算的统一认证技术也是协同创新信息平台所需要采用的。 

（2）大数据存储与分析技术：大数据存储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的存储，相关技术如分布式文件存储技术、NoSQL 数据库和 NewSQL 数据库，主流的技术框架

是 Hadoop；大数据分析除了查询分析和流分析等内容之外，也包括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深度分

析，相关技术包括了内存计算、流处理、批处理和图计算等，代表性工具是集成了聚类、分类和

协同过滤等算法的 SPARK MLib。 

（3）移动应用和推荐技术：移动应用指适用于移动终端的平台和应用，相关技术如 HTML5

和原生 APP；推荐技术指基于数据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包括基于内容和基于协同过滤

的推荐技术。两者相结合，可以让用户不受办公条件限制，体验更加便捷、可全天候互动的服务，

提高用户使用率。同时，移动终端可以联结比 PC 用户更多的用户，搜集更多的用户行为数据，

开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用户需求挖掘和个性化订制服务，提高平台服务的深度和精准度。 

（4）软件工具：主要指平台各系统涉及的应用软件工具，诸如：可用于科技成果评价的专

家维基系统，可用于批量的技术供需初步对接的数据关联分析系统，科睿唯安的广泛用于专利分

析的 Derwent Data Analyzer 和 Derwent Innovation 系统，在专利强度分析和相似度算法方面较有

优势的 Innography 系统，万方软件公司提供快速的梗概性文献数据分析的创新助手软件，不同



面向不同功能的商业智能软件系统，此外还有路演在线直播系统、在线合同签订系统、在线交易

系统、在线培训系统、在线咨询系统等。 

平台建设的技术脉络简而言之：通过硬件虚拟化技术搭建平台基础设施，再通过以 Hadoop 

HDFS 为代表的存储技术实现硬件的分布式管理，然后通过 SPARK、MapReduce 等大数据计算

框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同时开发和应用平台各功能模块所需要的软件工具，最后通过 PC 网

站、移动端 APP 与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 

 

图 3. 协同创新信息平台信息技术与软件工具构成图 

3.3 专家队伍组织 

从情报工程的角度来看，对量化分析倚重较高的研究任务，需要情报专家或数据专家的智慧，

比如，某领域全球专利布局地图分析；而某些量化分析并非关键的研究任务，对具体专业领域的

专家智慧的利用就是作出高质量决策不可或缺的要素，比如，判断某件新专利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的成熟度。数据分析和专家智慧的结合，既是高水平情报研究所需，也是高水平协同创新平台建

设所需。 

一方面，某些工作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不同环节分工完成，比如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交织发展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企业人员、投资人员在不同环节介入的程度、发挥的作用是不

同的；另一方面，某些工作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同时协作完成，以平台的科技成果评价系统为例：

面向产业化应用的科技成果的价值包含了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法律价值，而用于科技成果评价

的专家维基系统，利用维基的开放、共享技术，组织并激励相关领域的技术、经济/市场、法律

三方面的专家为指定或选定的科技成果提供基于既有指标体系的多视角和多轮的评价，并在此基

础上根据用户需求酌情提供面向社会的、开放的评价渠道，形成以专家意见为核心、社会意见为

补充的不同层次不同权重的客观的第三方专业评价意见。该系统充分体现了不同领域专家间的协

同以及专家与社会大众的协同。 

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的建设，既涉及四个方面不同创新主体的专家人才的个人能力与智



慧，又涉及各类专家人才的协调与合作。在某些方面，如政策解读，可能单独工作的专家人才即

能发挥作用；在另外一些方面，如科技评价和技术转移，往往需要不同领域的多位专家共同发挥

作用。集成不同领域的专家智慧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将相关专家聚集到平台上，更重要的是要营造

好的条件氛围让各领域的专家人才在协同创新过程的各相应环节发挥必要作用，既要尊重专家人

才在各自领域的判断和观点，又要在复杂的决策环节交叉融合不同专家的观点并适当碰撞，促进

专家人才隐性知识和经验的显性化。 

 

图 4. 协同创新信息平台专家及其作用构成图 

3.4 系统网络建设 

各创新主体间良好的互动与合作机制，以及平台相关机构的工作、协调、合作机制，是四螺

旋协同创新信息平台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目前对协同创新平台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高

校[18]、军民融合[19]、政产研三螺旋[20]等。虽然我国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建立信息

资源服务系统，但是这些信息系统尚未建立共享、互动的信息服务平台和机制[20]。我国目前的

高校-企业-政府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没有很好的形成的一个原因是我国政产学研信息沟通渠道

的单一且不透明，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机制无助于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21]。四螺旋协同创新信息

平台建设的出发点就是要将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资金链、服务链上的利益相关方在创新发

展的综合流程中协同起来。平台的系统网络建设表面上是平台共建机构、参与机构、顾问机构、

服务机构的网络化、联盟化的组织建设，实质上是平台的工作规范化、流程标准化、功能模块化、

主体协同化、交流协调化、合作主动化、组织系统化、服务集成化、线上线下并行化、准入退出

简要化等方面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建设。因篇幅有限，将另文阐述。 

4 结语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加速发展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激励和促进多元化

的创新主体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协同创新发展，其重要性在不断加大。政、产、研（包括学）

三螺旋和以科技服务等广义中介机构为代表的第四螺旋在保持各自相对独立性前提下的交织、互

动、合作，是比三螺旋模型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协同创新。而协同创新需要参与主体间知彼知己以

及相对开放的环境氛围，因此信息要先行、平台要搭建。从定位与创新发展需求等角度而言，平

台需要包括成果评价、技术转移、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若干功能模块；从情报工程视角而言，

平台建设更核心更基础的内涵，需要从数据资源、信息技术与软件工具、专家智慧和保障成功组

建系统网络的协同机制入手，如此方能适应科技、经济与新业态发展的潮流并取得较好的实际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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