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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逐渐加快，开放式创新已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要范式。新形势下，科技

智库需密切洞察外部环境和世界科技前沿，围绕新需求，构建一个强大的柔性网络，快速响应、不断进
行战略调整。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阐释了柔性科技智库网络的概念和内涵，然后从组织、资源和功能
三方面提出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以期为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科
技智库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现代化提供启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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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模式，开放式科技创新模式在创新人才、创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创新人才方面，封闭式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当前，国际国
内宏观形势和科技环境日益复杂，迫切需要我
们具备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前瞻谋划国
家科技创新体系战略布局和实施路径。当前，
我国部分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已逐渐由“跟跑”
转为“并跑”和“领跑”，但总体科技创新实力不
强、高科技成果产出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率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开放式科技创新是由
政府、企业、高校、研发平台、中介结构、金
融机构、供应商、用户和竞争者等多元主体构
成的创新系统，通过开放与协同的相互作用，
使得各创新主体互相配合，加快技术开发、推
广、应用和产业化，进行知识协同共建、协同
有序化和获取应用的过程 [1-2] 。相较于封闭式创

新投入、市场化水平、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等
技创新大多来自于单一领域的优秀人才，而开
放式科技创新一般来源于跨领域、跨学科、跨
部门优秀人才。创新投入方面，封闭式科技创
新通常从研发获取收益，某一创新主体包揽从
研发到销售全过程，开放式科技创新一般从外
部研发创造附加值，内部研发也可以享受部分
成果。市场化水平方面，封闭式科技创新下，
一般将创新快速投入市场的企业将处于优势地
位；开放式科技创新下，一般以构筑商业模式
作为优先发展的企业将处于优势地位。创新能
力方面，封闭式科技创新通常运用自身智慧，
确立优势地位；开放式科技创新一般能激发全
社会创新潜能，盘活内外部创新资源。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封闭式科技创新模式会严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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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知识产权，开放式科技创新模式将积极

的专业型智库，同时兼顾专业性、层次性、多学

与国内有关优势单位合作进行知识产权的授权

科性和知识工具性等特征 [5] 。结合前人研究，本

或引进交易。未来，开放式科技创新将成为解

文认为科技智库是以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制度研

决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瓶颈的重要抓手，成为实

究论证和决策咨询为主要任务的咨询机构。科技

现科技强国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驱动力。

智库瞄准国内外科技发展前沿，研究事关国家政

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智库研究的支撑，科

治、经济、社会、军事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遵

学决策也越来越依靠专业知识和机构。科技智

循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研判科技发展趋势，开展

库研究的特性决定了科技智库的开放性。党的

科学技术领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论证和决策咨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询，提出系统性、前瞻性的咨询建议，为国家制

设，为新时代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2015年，

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政策制度提供决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支持。现有研究对科技智库网络以及科技智库网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智库

络体系尚无明确的定义。程国强等人将智库网络

是“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中

定义为“多个智库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的总和”[6]。

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提出之后，国内部分科

迟福林等对智库网络的理论形态进行研究，认为

研院所、高等院校、研究中心在短期内实现“转

智库网络是一种系统化的组织形态。对于智库网

型”，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一是仍采

络的研究，不仅需关注智库本身资源能力，还需

用传统的科层组织结构和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

关注网络架构，以及智库网络架构对智库网络功

理模式实现智库管理；二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

能的影响 [7] 。杨思洛等人对智库网络影响力进行

员，其学术资源局限于个别领域，组建高质量

了分析，认为智库网络影响力是智库在互联网上

的智库研究团队较为困难；三是智库研究项目

通过各类传播渠道辐射自身能力的综合体现 [8] 。

经费仍采用申报立项的形式，很多成果发布后

综合各学者对智库网络的研究，本研究提出柔性

已不具备时效性；四是对智库研究人员仍采取

科技智库网络体系，是指科技智库为更有效地发

传统的考核方式，不利于创新成果的产出，降

挥科技决策支撑作用，在国际国内形势、科技发

低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柔性是为经济而快速

展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托高校、科研院所

响应变化环节的能力，是一种战略性资源 。本

等科学研究基地，依托学会、联盟等现有研究力

文将柔性的概念引入到科技智库研究中，提出

量，吸纳国内外顶层科技智库专家，主动识变、

了柔性科技智库网络的概念，为解决当前科技

求变、应变，形成以科技智库为重点、以研究基

智库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地和研究力量为支撑，有利于智库专业化发展、

[3]

1. 柔性科技智库网络概念和内涵

高质量产出和高效能转化的网络体系。
科技智库作为科技创新思想的供给系统，柔

王桂侠等认为科技智库的影响力是指凭借专

性科技智库网络的网络层及链环结构具有较强的

业优势、资金独立性、舆论地位和全方位传播机

独特性，具有跨地域、跨领域、跨部门属性，是

制，通过多种手段和观测行为，非强制性地使决

具有一定关联性的核心组织和紧密关联的多元要

策者、科技人员、社会公众观点发生改变，引导

素形成的特定环境的总和。柔性的组织体系是科

科技发展和舆论方向发生转变的过程[4]。王雪等认

技智库网络的核心，与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

为科技智库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咨询

多元信息沟通交互机制、公共服务保障平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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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源共享平台、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和分享机

果库是指汇集经科技相关部门认可，在一定范

制等共同构成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柔性科技

围内经实践证明先进、成熟、适用，能取得良

智库网络体系是一个能够相互支撑、持续发展，

好经济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的平台。课题库是

并能进行能量交互的开放系统。相比较传统的科

指对智库前期研究课题进行统一管理，实现研

技智库，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在组织管理模

究课题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登记归档的平台。

式、沟通交互机制、项目资助模式和成果考核评

智库的核心在于汇聚社会各界科研人员的集体

价等方面体现出强大的优势。

智慧，开启思维碰撞，激发创新思想和创新潜

2. 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的“柔性”特征
2.1 柔性组织管理模式
[9]

按照现代组织理论 的观点，智库是一种典
型的知识创新型组织，或称为“信息型组织”，传
统的科层组织结构和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模式
已不完全适用于智库的组织管理。当前，我国部
分科技智库仍采取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组织结构
或科层组织结构。这类智库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
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在一定程度也
制约了科研人员科技创新能力的发挥和科技成果
的产出。柔性的组织管理模式可以解决传统组织
结构中人员配置、职能定位以及信息交互等学术
资源管理问题。一方面，智库机构不同研究室/

能，产生二次飞跃，形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也是一个广泛参
与、集思广益、百家争鸣的探讨过程。在具体
的沟通合作过程中，可以通过专家咨询报告、
学术研讨沙龙、开展实地调研、人员互派挂
职、数据在线共享等多种交流合作形式，形成
不同领域科研人员在公共政策、专有信息、学
术资源、智力资本等创新资源方面“交互协作式”
的沟通、交流和共享机制，即柔性沟通交互机
制。该机制将在淡化身份地位观念的同时，强
化合作意愿，畅通沟通渠道，促进自由宽松的
学术研讨、争鸣思辨，较好地促成智库组织活
性化和智库功能的实现。

2.3 柔性项目资助模式

研究部门间既突出特色专攻，又体现分工协作，

当前，科技智库主要通过申请中央或地方科

形成“一体多库”的柔性组织结构关系，既可相对

研机构管理部门发布的项目来获取经费资助，而

独立运行，又能协调一致，从而有效发挥不同组

能够自由支配并运用于科研项目的持续性保障经

织间的研究优势，满足多目标、跨领域决策的智

费较少。这一项目资助模式虽然能够较为迅速地

力需求；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创新团队、科研

遴选出合适的研究机构，但其本身存在着诸多规

机构间形成多重关系，知识、信息等学术资源的

划设计、操作实施等环节存在不完善性和滞后

隶属关系呈多样化、共享化、网络化特征，各种

性。比如，部分项目题目时效性较强，采取申

要素的流转运动和管理使用更加便捷、灵活。

报、立项、再研究的流程不太适合此类课题开

2.2 柔性沟通交互机制

展，研究成果也不能及时得到应用。柔性项目资

智库的“库”，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结构的同
类资源集合，主要包含专家库、成果库、课题
库等。专家库是指汇集取得重要学术成就和有
影响力的院士、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平台。成
8

助模式可通过设立具有保障性质的“研究启动基
金”的形式，结合项目资助方需求自主设计研究题
目，开展先期研究。研究启动基金是经智库批准
设立的一项专门用于培育、扶持和促进时效性较
强、应急性研究课题的智库专项基金，智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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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横向课题收益的固定比例及其银行存款利息

际应用制度，考核项目产生新技术、新产品、

是其资金来源。在研究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可随

新工艺等的情况以及实际应用情况，强调成果

时报送有关决策咨询单位，若被采纳，既可获

应用证明对项目质量的支撑作用。此外，应注

得奖励性科研经费补助，也可直接申请认定为

重按照实际投入和价值创造评判科研人员的贡

省级或市级应用对策性课题，获得直接经费资

献和绩效。

助；若研究成果未被采纳，则第二年不能再使
用启动研究基金开展先期研究。这种“预付-补
助”结合的科研资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课

3. 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初步探索

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是围绕科技智库的组

题申报盲目竞争造成的科研人员智力、时间等

织、资源和功能等多要素的综合体，是一种系统

浪费，缓解了部分科研机构基本保障性科研经

化的组织形式。其体系构成不仅包括智库本身的

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资源和能力建设，也包括网络结构的设计，以及

2.4 柔性的考核评价体系

这种网络结构对智库资源和能力建设的影响。本

以发表论文级别和数量为标准的传统评价体
系早已受到国内科研人员和社会各界的诟病。
2020年2月，科技部发布《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
“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文

文结合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的“柔性”特性，从
组织、资源和功能三个方面探索柔性科技智库网
络体系的构建思路。

3.1 组织管理

件按照“分类评价、注重实效”的原则，制定了

在组织方面，柔性智库网络体系应关注决策

“强化分类考核评价导向”等九大项具体措施。柔

部门、专家团队、研究/实验团队、社会公众之

性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坚持考核与实际应用相结

间的联系。研究/实验团队是主核，专家团队对研

合。例如，开展基础性科技研究，应在考核中

究结果起到修正作用，研究/实验团队和专家团队

注重评价新发现、新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

组成项目研究子体系；专家团队和研究/实验团队

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开展应用性、技术开

共同研讨得出的研究结论为决策部门提供决策支

发类科技研究，应在考核中注重评价新技术、

撑；社会公众对研究结果起到验证和反馈作用。

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等标志性成

从项目研究子体系这一子网络结构中，取得重要

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不把发表论文级别和

学术成就和有影响力的院士、科学家、科研人员

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实现分级考核、分类

越多，网络连接越密集，网络关系度就越强；反

评价，突出质量、弱化数量，采用多元质量标

之则越弱。从成员个体来看，存在中心、边缘和

准，在基础研究性项目质量标准评定时，实行

结构洞 [10],1 三种位置。处于中心位置的成员，周

代表作制度，考核代表作的质量和应用水平，

围连接相对密集。处于边缘位置的成员，周围

强调代表作对项目质量的支撑作用；在应用研

连接相对稀疏。从决策部门与项目研究子体系间

究、技术开发类项目质量标准评定时，实行实

的关系看，决策部门与项目研究子体系间的关系

1

结构洞则是一种非重复的结构关系。例如，网络中的数个成员都只与成员A连接，那么A就是整个网络的结构洞。当与A单线连接的成员达到2个或2个
以上时，那么这些成员围绕A构成了一个局部网络，A便处于局部网络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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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团队

社会公众

结论

反复比较︐逐渐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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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柔性智库网络组织体系示意图

连接越密切，项目研究过程中越强调目标导向、

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的资源与智库的规模大

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越能得到科学合理

小、成员数量、研究水平成正比关系。柔性科技

的研究结论，越能更好地支撑决策。从决策部门

智库网络体系的规模越大、成员越多、水平越

自身看，应强调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

高，意味着网络中的资源储量越丰富，知识生产

技决策机制，完善科技决策机制，提高科学决策

和共享越容易产生，越能够充分发挥柔性科技智

能力。科学决策机制越健全，整个网络体系越稳

库网络的潜在能力。通过智能化手段（计算机软

定。从决策部门与社会公众间的关系看，社会公

硬件、网络等）和知识管理与服务（知识库、方

众对决策部门做出的决策反馈越及时，越能保障

法库、模型库和数据库等）可以实现资源优化。

整个网络体系良性运转。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

此外，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同质化程度过

的结构属性决定了信息和资源的共享程度。强关

高将会导致科技智库网络资源的闲置。因此，在

系网络容易产生信任、合作和稳定，智库间的信

构建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时，应注重内部资源

息传递较为容易，知识生产和共享越容易产生。

多元互补。在专业领域上，充分发挥各专业领域

不过，强关系也会导致网络连接的冗余，存在信

特长；在地域分布上，应推崇跨域融合，打破地

息重复率高等问题。弱关系网络多发生在跨地

域限制；在智库性质上，实现国家智库、企业智

区、跨部门、跨领域的智库之间，旨在为不同知

库、民间智库等多方参与，倾听多种声音。总

识结构的科技智库建立沟通桥梁。

之，智库网络需基于各个智库的独特优势，促进

3.2 资源优化

资源优化，避免重复研究，推动网络整体与智库

在资源方面，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应重视
知识生产、信息传递、资源整合，社会声誉、社
会地位、社会影响力等各方面资源。一般来说，
10

个体的利益共享。

3.3 功能实现
在功能方面，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表现为

科技创新 S&T Innovation

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两种形式。内部功能是指在
多元互补的功能要素基础上，通过实体和虚拟的
网络连接，实现智库成员间人员、信息和其他资
源的流动共享。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内部功能
的评价标准包括该科技智库网络体系能否持续推
出和完成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多种形式的成
果，是否拥有一批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的专业
领军人才，这是评价的核心要素。此外，人员规
模、专业结构、课题数量、经费多少等也在内部
功能评价的指标考量范围内。柔性科技智库网络
体系外部功能是指其通过决策咨询专报、报刊、
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手段，对政府、企业和社会

大众产生的影响。韩卓吾 [11]认为，柔性科技智库
网络体系的外部功能可根据研究成果、传播平
台、社会关注三个层面进行测量。柔性科技智库
网络体系功能是由其资源和结构决定的，一般来
说，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的资源越丰富、结构
越合理，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的内部功能就会
越健全，外部影响也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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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间的联系，强化信息传递、知识生产与
共享；资源方面，更加强调运用智能化手段（计
算机软硬件、网络等）和知识管理与服务（知识
库、方法库、模型库和数据库等）实现资源优
化；功能方面，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将实现内
部资源高效共享和多种方式对外提供决策服务。
责任编辑：贺茂斌

校对：贺茂斌 李琦

11

郭姣姣，徐

源，李

星：柔性科技智库网络体系初步探索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flexib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 network system
Guo Jiao-jiao, Xu Yuan, Li Xing
(China Aerospace Academy of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p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paradigm of
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en by op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need to
closely observe and track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cro-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ical frontiers, form a strong
flexible value network around new demands, respond quickly, and continuously make strategic adjustm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flexible technology think tank net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p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idea of constructing flexible technology think tank network system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 resources and fun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enlightening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mod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 from a higher starting
point, higher level and better level.
Key words: open innovation; flexible organization; technology think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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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为创新的重要发源地。三是企业资助导向，

有效规范的引导和约束。科协作为学术共同体，

筹措和分配，在政府引导资金的支持下，鼓励联

联盟评价体系，制定联盟评估标准。充分发挥科

探索新型联盟融资模式。推动联盟经费的市场化
盟从企业合同收入中获得研发经费，确保联盟的
创新活动围绕企业需求开展。四是构建科技中介
服务体系，推动技术商业化应用。依托科协人才
优势和专业资源，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知识产
权评估、技术转移中心等部门，同时基于平台高
效、广泛的联系网络，吸纳律师事务所、投资公
司、科技评估机构等加入联盟，对技术开发、专
利申请、许可出让等技术转移的各个环节进行综
合治理和分段治理，促进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和技
术商业化应用。

（三）建立和完善联盟规范，引导联盟健康
发展
美德两国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的发展离不开
12

应在联盟的规范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一是建立
协独立第三方特点，依托专家资源优势，规范联
盟评估流程，制定联盟考核规范，设置联盟评估
指标体系，引导联盟高质量发展。二是发挥咨询
服务作用，助力联盟健康运行。依托科协组织优
势和专业领域优势，开展决策咨询工作，针对联
盟的规范化管理和运营提出建议和措施，保证人
才、技术、信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和
联盟各方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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