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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中国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中的应用分析
陈晓暾ꎬ胡

雨

( 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２１)
摘

要: 当前ꎬ任何行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网络信息技术的驱动ꎮ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在海量数据中挖掘

价值的大数据技术已经被应用于多个领域ꎮ 面对中国高校协同创新的现状ꎬ如何利用大数据工具的优势ꎬ进一步
带动高校协同创新的顺利运作和发展值得研究ꎮ 该文首先介绍了高校协同创新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理论ꎬ随后探
讨了当前中国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所存在的问题ꎬ最后探讨大数据技术在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中应用的可行
性以及具体措施ꎮ
关键词: 大数据ꎻ高校ꎻ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１ꎻＴＰ３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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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协同创新一直是中国的重要发展战略ꎬ要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 产生协同创新组建意愿开

求高校自觉参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ꎬ促进

始ꎬ到协同利益分配结束全过程中涉及到各环节的

产学研紧密融合ꎬ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ꎮ 近年来ꎬ

运行原理、相关制度及作用方式ꎮ 本文将协同创新

中国高校协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但也面

运行机制分为协同创新的动力因素、协同过程以及

临着诸多问题ꎬ尤其是各协同创新主体信息资源整
合共享的问题亟待解决ꎮ ２０１５ 年ꎬ第十二届全国人

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三个环节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大三次会议上ꎬ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

提出“ 互联网 ＋ ” 行动计划ꎬ倡导用互联网带动产业
的发展ꎬ尤其是传统行业的发展ꎮ 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ꎬ如何有效整合利用这些数据信息ꎬ让信息增
值ꎬ成为各个国家研究的新课题ꎮ 当前ꎬ大数据技术
已经成功应用于多个领域ꎮ 在高校协同创新的实践
中ꎬ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具备可行性ꎬ且可以在高校学
科专业互补整合、与科研机构及企业信息共享交流、
协同创新项目团队组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１

图１

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分析
高校协同创新是高校利用学科优势协同其他高

１.１

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

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因素

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等创新主

各协同创新主体分属不同的系统ꎬ有各自的价

体ꎬ在地方政府以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的

值考量和利益诉求ꎮ 因此ꎬ 高校协同创新会涉及诸

支持下ꎬ汇聚资源ꎬ广泛联合使创新资源在系统内无

如经济、技术、市场、文化、利益等各种问题ꎬ为了解

障碍流动ꎬ以更好地实现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

决这些问题ꎬ就必须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ꎬ全面考察

培养、学科建设、研究成果转化等利益目标ꎮ

协调这些动力因素才能提高各协同创新主体参与高

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从各协同主体( 如

校协同的积极性ꎮ 当前研究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因
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ꎬ目前的研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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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环境、金融环境、技术环
境以及协同创新主体关系强度四方面的内容ꎮ 而内
部因素就是以高校为中心的各个协同创新主体自身
的利益诉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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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高校协同创新的协同过程
协同过程是指以高校为中心的各协同创新主体

２.２

７３

协同过程信息资源流通不畅
高校协同创新各主体间的协作过程需要信息、

在达成联盟意愿后ꎬ开始具体操作实施创新协同项

资源的调动匹配ꎮ 各主体必须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

目的过程ꎮ 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中各协同主体的人才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好项目ꎬ同时也要注意与

资源ꎬ资金、设备、知识信息等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

其他主体的沟通和配合ꎮ 如果在协同过程中一个主

流通利用ꎬ在高校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各协同主体的

体或者一项任务出现问题很容易牵连其他任务ꎬ导

贡献程度也将作为最终利益分配的依据ꎮ

致最后的项目不能完成ꎬ协同创新失败ꎮ 而当前各

１.３

高校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

协同创新主体间缺乏这样的信息交流平台ꎬ信息流

利益分配机制是指各协同方对协同创新过程中

动不畅ꎬ资源调动不及时是协同创新过程中导致失

所形成的利益成果进行分配的一套合理的方法ꎮ 合
理的利益分配是高校协同创新有效运行和长期合作
的保证ꎬ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应该多考虑协同运作
过程中各主体贡献度的大小以及各主体的利益诉求
倾向来进行利益分配ꎬ否则会降低各协同创新主体
的积极性ꎮ 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失败
的风险ꎬ应该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做好每个方面的
准备和预测ꎬ尽量能防患于未然ꎮ 即使最后失败也
将风险合理分担ꎬ降低损失ꎮ

２
２.１

中国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存在问题
各协同创新主体动力不足
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

因素两个方面ꎬ从外部因素来看ꎬ首先中国政府在高
校协同创新的资金、资源及制度等方面支持力度还
不够大ꎬ政府在企业与高校协同中起到的引导作用
还不够ꎮ 且政府有很多关于行业企业以及高校的信
息资源ꎬ但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共享ꎮ 其次ꎬ中国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创立时间较短ꎬ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ꎮ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ꎬ中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核
心能力、资源整合与组织协调能力、成果转化能力还
较低ꎮ
从内部因素来看ꎬ主要问题在于以高校为中心

败结果的重要因素ꎮ
２.３

高校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无据可

依

协同创新各主体在协同过程中贡献的大小ꎬ投
入的多少以及承担风险的大小都应该进行整合分
析ꎬ以作为最终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的依据ꎮ 而中
国高校协同创新机制在各协同主体投入产出的整合
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ꎬ不能让利益分配得到优化ꎬ风
险分担难以合理化ꎮ 另外ꎬ如果协同创新项目最后
获得成功ꎬ需要总结成功的经验ꎬ分析下一次还可以
进行的项目以及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情
况ꎮ 若失败ꎬ则需要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ꎬ为下一次
项目的成功奠定基础ꎬ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得
到该有的重视ꎮ
总的来看ꎬ中国高校协同创新发展不管是高校、
政府、中介机构存在的问题还是整个协同创新运行
机制存在的问题都和当前信息资源流通不畅以及信
息资源得不到整合共享有关ꎬ而大数据技术正好可
以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ꎮ

３

大数据在中国高校协同创新应用中的可

行性分析

３.１

高校的学科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优势
高校协同创新机制是以高校为中心ꎬ目的是充

的各协同创新主体内部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整

分发挥高校学科专业以及人才的资源优势ꎮ 高校的

合ꎮ 一方面原因在于各协同主体不了解自身情况ꎬ

实验设备以及其他配套基础设施较完善ꎬ且很多高

即对自身内部资源整合不到位ꎬ尤其是高校和企业ꎮ

校设置有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等相关专业ꎬ为大数

这就导致高校协同创新机制不能利用好各个创新主

据技术在高校协同创新机制中的应用奠定了人才和

体的优势资源ꎬ不能为创新主体提供实质性的帮助ꎬ

实验设备的基础ꎮ

影响高校协同创新机制的运行效率ꎮ 另一方面ꎬ高

３.２

校协同创新机制缺乏信息交流的平台ꎬ协同创新主

大数据技术发展相对成熟且应用成本较低
大数据技术当前已经有很多行业企业在使用ꎬ

体很难找到与自己利益诉求相匹配的项目等ꎬ所以

国内的百度、腾讯等很多信息技术企业已经使用的

导致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不足ꎮ

很成熟ꎬ还有各种企业也在利用大数据提高自己的

７４

陈晓暾等:大数据在中国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中的应用分析

销售业绩、节省成本ꎬ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ꎮ 就大数
据技术而言ꎬ已经攻克了很多难题ꎬ当前谷歌的“ 三
驾马车” 和应用广泛的 Ｈａｄｏｏｐ 项目已经越发成熟ꎬ

４.１.２

外部因素:收集整合外部信息ꎬ做出正确的

决策

各协同创新主体可以根据大数据平台上的信息

更多的信息技术企业以及精英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开

获取其他合作对象的信息资源ꎬ并根据自己的利益

发新的技术和产品以适应不同的需求ꎻ另外大数据

诉求ꎬ整合外部的有用信息ꎬ帮助确定自己的合作伙

平台的构建ꎬ成本并不高ꎬ它是利用集群的思路降低

伴ꎮ 共享的高校协同创新的大数据平台扩大了各协

成本ꎬ例如 Ｈａｄｏｏｐ 中的 ＨＤＦＳ 具有高容错性ꎬ并且

同创新主体选择合作伙伴的范围ꎬ也增强了高校协

是基于 Ｊａｖａ 语言开发的ꎬ这使得 Ｈａｄｏｏｐ 可以部署

同创新各主体的自主性ꎮ 同时ꎬ共享平台可以让政

在低廉的计算机集群中ꎬ同时不限于某个操作系统ꎮ

府、科研院所以及其他中介服务中心的信息资源得

所以大数据技术在高校协同创新机制中的应用是完

以共享ꎮ 增强了信息的利用价值ꎬ也使得各协同创

全可以实现的ꎮ

新主体在整合自身内部资源的同时ꎬ能够更多地获

４

取外部的信息资源ꎬ选择合适的项目协作伙伴ꎬ增加

大数据在中国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中

的应用分析

４.１

大数据下高校协同创新动力要素的挖掘整合

决策的合理性ꎮ
４.１.３

组建高质量的协同创新团队

一个好的协同创新团队的组建对于协同创新获

高校协同创新机制在建立大数据分析方案的基

得成功作用重大ꎮ 大数据平台对高校协同创新动力

础上ꎬ在数据平台中提取有用信息分析找到高校协

要素的挖掘整合ꎬ使得各协同创新主体能够更好更

同创新的动力要素ꎬ确定后匹配其他协同创新主体

多地获得信息资源ꎬ通过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外部

的动力要素ꎬ进行结合互补ꎬ是找到协同创新合作伙

的信息相结合ꎬ做出科学决策ꎬ选择合作伙伴ꎮ 在确

伴的一个重要的科学途径ꎬ可以减少高校协同创新

定项目后ꎬ整合自身最优势的资源ꎬ组建出高质量的

合作的盲目性ꎬ增加协同创新的成功率ꎬ如图 ２ 所

协同创新团队ꎬ配备高质量的设备、人才资源ꎬ增大

示ꎮ

了协同创新项目成功的可能性ꎮ
４.２

大数据下高校协同创新运作过程的信息交流

４.２.１

促进信息资源的流动

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ꎬ有时候各协同主体在交

流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障碍ꎬ或者对其他各主体的
信息资源掌握还不够ꎮ 高校协同创新的大数据共享
平台ꎬ可以在协同创新团队组建后ꎬ共享所有的信息
资源ꎮ 同时平台也大大促进了协同创新各主体间的
交流ꎬ意见的沟通ꎮ
图２

４.１.１

大数据在高校协同创新动力要素的挖掘整合

内部因素:整合协同创新主体的内部资源ꎬ

明确利益诉求

４.２.２

记录协同创新主体间任务的进度信息

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ꎬ大数据平台可以记录协

同创新各主体的任务分配ꎬ以及任务的进度ꎮ 协同
创新主体每天更新自己的任务进展和问题ꎬ也可以

建立高校协同创新机制的大数据平台ꎬ可以帮

了解其他主体的任务进展ꎮ 互相协调帮助ꎬ解决项

助各协同主体建立属于自己的数据库ꎬ整合分析各

目中的难题ꎮ 同时也有利于记录协同创新各主体的

自的信息ꎬ明确自己的优劣势以及利益诉求ꎮ 尤其

投入和产出ꎬ为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提供依据ꎮ

是高校可以整合自身的学科专业人才等资源ꎬ促进

４.３

学科专业交叉互补发展ꎬ同时对校内协同创新的发
展提供平台ꎮ 另外ꎬ各协同创新主体可以在共享的
大数据平台中分享自己的信息ꎬ提出自己的需求ꎬ或
者在共享平台中了解搜索其他相关的信息ꎮ

大数据下高校协同创新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

的协调

４.３.１

促进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的公平合理

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ꎬ通过对各协同主体的贡

献率以及投入多少等数据的记录进行整合分析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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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合理ꎮ 同样ꎬ如果协

用ꎮ 当前ꎬ数据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源ꎬ如何利用数据

同创新失败ꎬ数据的整合分析也可以为协同创新主

资源创造价值ꎬ将是各行各业思考的问题ꎮ 高校协

体的风险分担提供参考依据ꎮ

同创新对各协同创新主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

４.３.２

遇ꎬ如果能够发挥数据资源的优势ꎬ通过利用大数据

经验教训的整合

在一项协同创新合作结束后ꎬ可以通过数据分

析挖掘ꎬ找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ꎮ 分析成功的因素ꎬ

工具不断挖掘数据的价值ꎬ将信息整合共享流通ꎬ将
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方便下一次项目的进行ꎬ或者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ꎬ
为下一次项目的成功奠定基础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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