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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产业共性知识生产
的技术中介案例分析
张世君１，
张诗莹２
（１．大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１；
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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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技术中介组织的社会功能是从事知识生产、
知识转移活动，因此可将技术中介组织分为知识生产类技

术中介、知识转移类技术中介。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德国弗劳霍恩应用研究促进会为案例，
分析了知识生产类技术
中介组织在社会知识活动体系中的地位、
作用，
总结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组织的经验，为我国知
识生产类技术中介组织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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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应用类共性技

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进一步细致划分，在

术知识的研发；知识转移类技术中介所从事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类被人

传统上，人们对中介组织的一般认识是

的知识活动是，为知识在不同组织间的转移

们称为
“共性技术”
的研究。这类研究是基础

为技术的买卖双方搭建桥梁，按活动形式及

提供服务，促使双方知识转移交易成功。本

性研究与市场化和商业化产品技术研发之

服务内容，将其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文的分析对象为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这类

间的一个阶段，是以实现特定用途为目标进

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技术中介；按中介的目

中介机构具有以下特征：

行的研发活动，但不是市场化和商业化产品

的可分为营利型和非营利型技术中介；按技
术转化的不同阶段对技术中介机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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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共性技术知识生产

技术的研发［２］。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技

社会知识生产活动对应于社会各类组

术和试验开发四者构成了研发的相互影响、

将其分为：交易平台型、技术孵化型、转移代

织所从事的研发开发活动，一般将研究开发

理型、技术扩散型 ４ 种类型（和金生，
２００１）［１］。

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

从知识活动视角来看，技术中介组织的作用

３ 类，即研发活动是具有不同的层次、类

不仅仅局限于“桥梁”，而是社会知识活动系

型和特征的。基础研究是为获得关于现象

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嵌入在社会科技系

和可观察的事实的基本原理、新知识而进

统和社会生产系统之间的重要环节，其本质

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的工作；基础研究所

是从事知识生产、知识转移等知识活动。基

获得的知识尚不能被企业生产实践直接

于此可将技术中介大体上分为两类：知识生

应用，所以还需要开展应用研究，即为了

产类技术中介和知识转移类技术中介。

１ 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的特征分析

相互衔接的生命周期
（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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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共研发机构是指政府资助、企业间、企业与大学、
科研机构合作的研发机构。
基础研究知识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
附图 研发各阶段及相应研发主体

试验开发研究是利用前两者以及实际经

验获得现有知识，为生产新的材料、产品和

１．２

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指的是由政府、大

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

产业共性技术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共

学、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共同组成的公共

生产和建立的上述各项进行实质性的改进

用性。所谓共用性是指能为多产业共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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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从 Ｒ＆Ｄ 发展的阶段看，
共性技术是科学

产学研合作的纵向深度，使研究机构可以提

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工研院承担了开发初

知识的最先应用，它为追求私人占有技术提

供包括技术授权、委托研究、业界合作等在

期的技术风险和人才培养工作，并获得了成

供概念和经验基础。共性技术的应用范围不

内的配套服务，建立从研发、产品开发，至新

功。由此可以看出共性技术的研发应由公共

局限于特定产品、企业乃至整个产业，而是

创企业、产业发展的一条龙运作体系，充分

研发机构来进行。

具有多产业共用性。共性技术一旦研发成

发挥研究机构的功能。此外，工研院毗邻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台湾把集成电路

功，必将在多个产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即具

竹科学工业园、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

产业作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目标，
１９７６ 年，

有广泛的社会效益性。准公共物品的特点是

学，与工业园、大学形成了产学官研密切合

工研院选派了一批优秀人才赴美国 ＲＣＡ 公

一旦研发成功，能够为多个产业所共用，具

作的构架：大学、工研院是知识生产与人力

司学习半导体制造技术，以及半导体企业的

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国

资源的后盾，工业园是知识生产成果的最佳

厂务、会计、生产作业等一系列技术管理、经

家和地区的共性技术研发情况良好，则有利

转化基地［３］。

营、生产流程控制等。工研院利用从美国

于本地企业提高本身素质，增强本地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
促进区域技术创新。

（２）德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德

ＲＣＡ 公司转移来的技术，建立了试验工厂，

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以

制造出电子表等产品所需的集成电路。这些

需要政府的深度参与

下简称为弗朗霍夫协会） 成立于 １９４９ 年，是

技术随后被转移和扩散到企业中，促进了台

共性技术还具有不确定性、非独占性的

欧洲最著名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协会的总

湾集成电路制造业的形成和发展。目前，台

特征。不确定性是指共性技术的研究以基础

部在慕尼黑，下属 ５９ 个研究机构，主要涉及

湾已成为世界半导体产业基地，这与工研院

研究为基础，距离市场应用比较远，其投入

８ 个领域的研究。德国弗朗霍夫发展的第一

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与风险很可能大于应用研究；非独占性是指

推动力来自于政府，它是一个由国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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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搭建了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之间的

共性技术的研究成果比应用研究的研究成

主要依靠官方资助的研究机构 （政府给予的

互动平台。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使这类机

果更无形，更无法靠专利系统来有效保护其

补贴，高达协会总收入的 ３０％），同时也是一

构具有了“研究”的功能。但是，其另一个重

知识产权。可见共性技术因具有公共产品和

个以企业和市场为导向的科研企业。弗朗霍

要功能是为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之间搭建

私人产品的双重性质，我们可将其界定为

夫协会既面向德国高科技研发机构，亦与各

互动平台，不仅实现了知识的快速生产，还

“准公共产品”，其公用性强，即外部性强，往

种类型的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了知识的快速转移。弗朗霍夫协会及工

往为其它企业搭便车，单个企业则缺乏投资

协会直接为德国各生产领域中众多的中小

研院均采取邀请或课题招标的形式吸收大

的积极性，即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再加上

型企业承担技术改造项目和技术创新任务，

学、研究机构以及一些企业共同承担研究课

研发难度大、风险高，通常单个企业无法单

解决它们在生产、开发、设计、工艺改造、质

题。在共同研发的过程中，这些研究人员就

独实现。因此，政府应该资助这类技术的研

量控制等各方面遇到的自己难于解决的问

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密切交流，双方异质性的

发，且需要多个企业或企业与科研机构的鼎

题；一些中小企业也把协会当作其进行 Ｒ＆Ｄ

知识得到转移，
直接激发创新的灵感。同时，

力合作。

２ 典型的共性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
案例分析
２．１

案例简述
（１）中国台湾工研院。台湾财团法人工

所需要的应用研究实验室，其成本低、见效

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人员也更深入了解了企

快的特点已深得客户的认可。协会同时吸纳

业的需求，
明确了研究的议题或方向。此外，

企业直接参与知识生产，即促成各研究机构

工研院还成立了技术转移中心、产业经济与

与本地大学及企业合作

。

［４，
５］

案例分析

２．２
２．２．１

目标及成效

资讯服务中心，以及专门为企业提供各种技
术和信息的服务中心，形成了完整而高效的
研究开发与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１）高效开发了产业共性技术。工研院

和跟踪服务。而且工研院在向企业转让技术

１９７３ 年，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正面临由劳动

及弗朗霍夫协会的知识生产功能与一般的

成果或将成熟技术推向社会兴办企业时，往

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形势，基于

科研机构不同的是，它们大都进行的是具有

往是技术和人员 （包括技术和产业化管理人

此台湾地方政府在新竹科学园建立了一个

前瞻性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且侧重于实

员） 整体向企业转移，人员流动率在 １２％￣

由政府设立投资、非营利、致力于科技服务

用。它们围绕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市

３０％，为社会提供了大批高知识、高技能的

的应用技术公共研究机构。工研院建成初

场化进行应用性研究开发，待开发成功以后

专业性人才。

期，以台湾产业转型所需要的重点研究领域

再通过各种方式向企业提供技术转移和各

２．２．２

如电子与资讯、机械与自动化等，设立了 ７

项工业技术服务，并能够实现规模化研究开

（１）充足的政府经费支持。台湾工研院

个研究所和 ９ 个研究中心，这些重点技术领

发，形成集聚效应。工研院以半导体产业、ＩＣ

和弗朗霍夫协会主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台湾

域与台湾地区的产业调整密切相关。目前工

产业最为著名。半导体产业、
ＩＣ 产业所需技

工研院的项目全部由台湾地方政府资助。弗

研院下设 １３ 个研究单位，共有员工 ６ ０００

术都属于产业共性技术，显然单个企业不具

朗霍夫协会接受欧盟和德国政府的研发经

多人，研究课题不仅可以在同类研究机构或

备开发这类知识的能力，也无力承担其研发

费资助，研发经费的 ３０％来自德国政府，其

科研院所和大学间进行，也可以与企业共同

的巨大风险，而且此类技术一旦研发成功，

中联邦和州政府各占 ９０％和 １０％。政府的参

合作。工研院还面向社会开放实验室，拉长

即能够为多个产业所共用，具有广泛的社会

与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杠杆作用，吸引了更多

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台湾工研院）成立于

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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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研究，要承诺承接委托人执行“科技专

策还需要与产业组织政策、财政政策、知识

（２）科学的功能定位。台湾工研院和弗

案”
的成果，
并缴纳技术授权金。在研究成果

产权政策等相配套。同时，应结合产业共性

朗霍夫协会定位为非赢利组织，其宗旨是不

归属方面，研究经费由当局全额出资的归公

技术研究的层次、企业及研究机构的研究能

以盈利为目的。在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等服

有；企业参与“科技专案”者，按参与的配合

力，对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采取不同的管理

务的过程中，原则上只收取成本费，目标是

经费的比例分享。研究成果非经
“经济部”
同

体制和组织形式［９］。

将上游的知识生产的成果，即应用性的技术

意，企业不得将成果授权他人，同时配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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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与
（６）：５３－ ５６．
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５，
［６］王阳元．建设产前技术研发联盟，自主创新，增
强核心竞争力
［Ｊ］
．中国集成电路专家论坛，
２００５，
（７５）：１４－ １９．
［７］高汝熹，罗守贵，千永辉．我国技术中介发展的

固定工作人员大约为 ５０％，兼职或流动人员

过此类中介的发展，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

问题与对策［Ｊ］．研究与发展管理，２００３，（３）：
５０

约占 ５０％，其兼职员工中高学位学生占总数

发，促进共性技术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

－ ５４．

的 ４０％。工研院的 ６ ０００ 多名员工分属 １３

技术政策。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发展共

个研究单位，由院长向董事会负责，监事会

性技术就已先后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

朗霍夫协会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ｏｒｇ．

对董事会及行政部门进行监管，院长统辖 １３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

［９］马名杰．政府支持共性技术研究的一般规律与

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及创新技术转移公司，

家，如何以有限的资金加速支持产业技术进

组织［Ｊ］．中国制造信息化，２００５，
（７）：１４－ １６．

各研究所在信息流通、资源共享的统一原则

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突破关键和重大技

下自行管理。
（４）公司制的运作模式。知识生产类技

４２

研究，则依其合同规定的合作方式进行成果

［１］和金生，姜秀莲，汪晓华．技术中介机构运行模

术瓶颈，实现技术追赶和技术跨越，缩小技
术差距，
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术中介采取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司运

从我国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发展的现

作机制。台湾工研院和弗朗霍夫协会均在企

实情况来看，这类中介是技术中介服务体系

业化运作的基础上实行非中心化管理，机构

中最为薄弱的一环。政府对提供公共物品职

下设研究院所，不实行统一管理。而是在信

能定位的认识不足是其导致发展缓慢的重

息流通、资源共享的原则下，自行经营管理。

要原因。各级政府在关注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协会内部不同行业间精诚合作，发挥跨学科

的技术的同时，似乎更关注那些专用技术。

的综合优势，谋求最高效率，提升中介组织

其具体表现就是将人、财、物等资源投向某

的整体竞争力。将企业化运作引入非赢利组

一企业、
某一项目、
某一产品。实际上直接抓

织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管理运作效率最大化，

产品或项目并非政府所长，政府更应关注的

只有将其同非赢利性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结

是“市场失灵”
的共性产业技术。知识生产类

合起来，才能保证中介组织自身更具有生命

技术中介发展有其一般规律。美国、日本等

力和竞争力。企业化运作方式灵活，工作人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资助和介入的程

员积极性较高，员工激励方式灵活，能够大

度受共性技术市场失灵的程度、企业技术能

大提高中介组织的工作效率。

力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即共性技术的公共程

（５）合理的利益分配。当由工研院与企

度越高，离市场越远，企业技术能力越低，政

业共同研究开发时，企业参与合作研究提供

府资助的额度就应越大，介入程度就应越

计划总经费的 １０％以上的配合款；企业先期

深。扶持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发展的技术政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８］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ＥＢ／ＯＬ］
．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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