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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德国均是当今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居世

界第一位，日本、德国分别居第三、第四位。在 19世纪末至 20世纪上半叶的几

十年中，德国是世界科技最发达国家，日本则是亚洲的科技、经济强国。德国、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和最终战败国，它们发动侵略战争，不仅给邻

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把日本和德国人民辛劳创造的大量国民财富毁

于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直

到 20世纪 90 年代才重新统一；日本则被美国占领，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势力代表。

今天，美、日、德 3 国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行者和维护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有

着共同的价值观；其经济体制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又各具特色：美国是自

由市场经济体制，日本是政府调节型市场经济，德国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

经济利益方面，美、日、德又存在相互竞争的矛盾，尤其是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相

互竞争更为激烈。为了使科学技术能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美、日、德

3国都坚持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方针，十分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制定实施了一

系列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与法律，进行了适应各自国情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模式。

产学研合作指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共同的研发团

队，以企业的技术发展需求为研发内容，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的，以提升企

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具有法

律效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各方共同投入（经费、仪器、设备）、优势互补、共

同研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技术创新合作。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

夫·熊彼特（J. A. Schumpeter）指出，产学研合作过程就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

过程，就是技术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以企业对新技

术的需求为目标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研发，从而获

得产、学、研各方独自无法达到的目标和高效益[1]。从实践方面看，许多发达



国家都在实行不同方式的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而其中美、日、

德 3国比较突出。

美、日、德 3 国通过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提

高了产业技术水平，引发了高等教育方式的转变和科研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的变

革。特别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增进了

相互的知识交流，激发了创新潜能，促进了新知识的创造、传播和新技术的转移，

强化了本国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建立了有利于青年人才培养与成长、

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有利于教育-科技-经济-社会一体化融合与进步、有

利于科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氛围。

美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产学研合作实践较早的国家。20 世纪初，在熊彼特从促

进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产学研合作分析和论证的同时，美国学者查尔

斯·麦卡锡（Charles McCarthy）在《威斯康星理念》一书中，总结了威斯康星

大学的办学经验，认为大学除了培养人才和传播知识外，还应该通过科学研究为

社会提供直接服务，以打破传统的封闭式办学模式，使大学向社会开放，向公众

开放。这就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它确立了美国大学教

育的新理念[2]。在这两种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开始了产学研合作的实践。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科技发展的加速和国际经贸竞争的日益激烈，美国更

加重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强

调企业应主动加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并在经费上对产学研合作进行的科

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开发项目给予更多的资助。在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形式上，也先

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科技工业园区模式、合作研究中

心模式、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

科技工业园区模式



科技工业园区模式是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以大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为基础，联合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学校周围创办科技企业、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逐渐发展成的科技工业园区。最成功的范例是 20世纪 50 年代以斯坦福大学为中

心创办的科技工业园——硅谷。经过 60多年的发展壮大，今日的硅谷已经成为

美国西海岸上一颗耀眼的、举世瞩目的科技明珠，成为教育、科研与生产实际紧

密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基地，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精神的象征。

合作研究中心模式

合作研究中心模式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中心一

般建在有条件的大学或科研院所，由三方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研发团队，由企

业提供资金，大学和科研院所提供实验设备和研究资料。企业对研究成果有优先

使用权，由此申请专利形成的知识产权归三方共有，专利许可和转让收益由三方

共享。合作研究中心还帮助大学和科研院所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尽快实现转化开

发，为企业的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

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是以企业需求为主，企业将成果转化和技术研

发项目承包给与之合作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方式。企业不派人参加，只提供研发

资金，由大学和研究机构完成项目研发，研发成果归企业所有，由企业研发新产

品，进行市场转化。但成果的专利权则归大学和科研机构所有。在大学和科研机

构承担企业承包给的技术研发项目的基础上，企业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

生提供实践、实习基地，并承担人才培养的一定责任，成立专门机构管理人才的

培养过程[3]。这种合作方式内容广泛，能使合作各方优势互补，也便于实际运

作。

日本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20世纪 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使发展陷入萎缩、低迷的困境，加之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不断崛起、美国出于国际竞争的考虑限制对日本的技术出

口，使日本的综合竞争力大幅下滑，由原来的世界前几位下降至 30 位，这使日

本政府感到了巨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局，日本政府将 20 世纪 50年代确定的“技

术立国”战略修改为“技术创新立国”新战略，决心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科学研

究，逐步减少对美欧的技术依赖。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

规，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其中，借鉴美国的做

法和经验，实行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成为其重要举措[4]。

经过 20多年的实践，已基本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委托研究模式

委托研究模式指企业将自己的研究开发项目全部委托给与企业合作的大学

和科研机构，企业不派人员参加，只提供研发资金，由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

员组成研发团队，利用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实验场所和仪器设备、研究资料等完成

项目研发的方式。项目内容一般是企业发展急需的技术，研发成果首先用于企业

的新产品开发，成果形成的专利权归合作方共有，专利许可或转让获得的收益由

三方共享[5]。

共同研究模式

共同研究模式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研究团

队，以企业的发展需求确定共同研究的课题，或者将符合企业要求的大学和科研

机构的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和开发的模式。这种模式又分为普通型、分担型两种类

别：普通型指研发团队集中在大学或研究院所共同完成研发任务；分担型指合作

各方研发人员分别在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利用各自的研究设备完成分担的项

目研发任务，最后集中汇总[6]。共同研究的费用主要由企业承担，参加研发团

队的人员费用由合作方各自负担，研发成果由合作方共同享有。



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

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指日本学习、效仿美国硅谷的做法和经验，不惜投

入巨资在全国兴建筑波大学科学城、关西科学城、横滨高新技术园、九州高新技

术园等产学研合作基地。其中以筑波大学为中心的科学城，占地约 2700 hm2，

聚集了日本 49 家国家试验研究机构和著名大学、250 家民间研究团体，全日本

约 1/4的研究人员在这里工作[7]。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的建立，既汇聚和培养了

大批新的科技人才，又引发了日本大学教育方式的转变，促进了教育、科研与生

产实践的结合。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还产生了集群规模效应，加快了日本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促进了新产业的发展。

德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德国的基础研究一直居世界领先水平，应用研究硕果累累，研发实力雄厚。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德国对科技发展前沿及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高科技产业和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认知与把握不准，创新乏力，与美、英、日等国形成一定差距。

这引起德国政府和科技界、产业界的反思，认为问题出在科技体制中产学研合作

的集群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为此，德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强化

在政府主导下的产学研合作，注重发挥企业在合作中的主体作用，将政府过去单

向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政策，调整为重点支持产学研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政策

[8]，从而使德国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应对欧

债危机中成为欧元区的坚强堡垒和欧洲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以企业为核心的研发项目合作模式

这是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客观条件确定技术研发项目，与大学、科

研机构合作开展研发的方式。研发团队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利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设备、研究资料，共同对项目进行研究，对成

果进行商业化开发，并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合作研发的经费由企业提供，研发成



果所获收益由合作各方共享[9]。这种合作方式有利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

自己的实验设备和人才优势，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有利

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研发相互学习与

交流，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企业发展需求，调整大学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科

研机构的研究方向。企业则通过合作研发，利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人

才优势与实验设备、研究条件，研发出企业独自无法完成的技术成果，有利于加

快大学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转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创新能

力，扩大产品市场，增加企业利润，并由此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起长期的合作

关系。

联合体型的合作模式

这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由数十个研究所为主体，一些知名企业参与构成的联合

体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如弗朗霍夫协会就是由设在各个大学的 60 个研究所为

主体、众多知名企业参与的大型科技研发联合组织，是集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科技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产学研合作中心，主要为中小

企业提供科技咨询、产品质量和安全评估、新技术的引进与转让服务等[10]。与

弗朗霍夫协会类似的联合体还有赫尔姆霍茨协会、莱布尼茨学会、马普学会等。

技术转移中心模式

这是由政府建立的主要为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和技术

合作服务的机构。德国技术转移中心设在首都柏林，16 个分中心设在各州政府

所在地。中心的职责是将全国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类科技成果信息与企业的

需求信息全部纳入中心的技术信息网络，形成网上技术交易平台，使广大企业通

过交易平台，寻找自己需要的技术成果与合作伙伴，由此与成果提供者的大学或

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同完成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开发[11]。并以此为

基础，使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与技术转移中心功能

类似的机构还有半官方性质的史太白技术转让中心等。



另外，德国还有一些由大学或者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创办的小型科技园，也

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模式。

启 示

美、日、德 3 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都是在几十年探索实践的基础上，逐渐

形成的适合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产业制度、教育方式、科技体制等国

情因素的基本模式，在产学研合作的动因、效果和目标上，则有相同方面。美、

日、德 3国均通过产学研合作，产生了科研集群效应，大大促进了本国的科技成

果转化和技术创新，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了经济发展，引发了大学教育方

式的转变和科研机构内部体制的变革，强化了教育、科研与生产实际的相结合，

完善了人才培养体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研究潜能，增强了大学和科研机构为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在产学研合作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上，美、日、德 3

国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美、日、德 3国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中国有以下启示。

政府应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主导是美、日、德 3 国产学研合作的共同特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具有更权威的地位和更大的管理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有政府的正确主导

和宏观协调，就会使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有了主心骨与稳定牢固的基础。

特别是由多家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成的大型科研合作团体，在攻克尖端

技术难关方面，必须有政府的强力主导、支持和协调，方能产生大型团体科研合

作的集群效应。在这方面中国有成功的经验，“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高铁技

术的突破、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政府的有力主导和宏观调控下实现的。

所以，要探索、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学研合作有效模式，政府的主导与支持是

关键。

坚持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



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

创新能力，通过合作研发方式，完成企业发展迫切需要而又独自无法完成的技术

研发项目，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资金、人才、实验设备、研究资料等优势

互补，产生科研集群效应，研发出各方都无法独自完成的新成果，增强企业的创

新能力，加快中国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和科技进步的速度，推动中国建设科技强

国战略目标的进程。因此，坚持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是基础。

产学研合作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

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合作研

究过程中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促进新知识的传播和新技术的转移，

引发大学教育方式的转变和教学内容、专业设置的优化，引发科研机构内部体制

的变革和研究方向的调整。大学、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科研帮助，企业则为大学

教师和学生提供参加生产实践和实习锻炼的机会与场所，并承担起培养人才的社

会责任，以利大学生的成才与成长。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有可能使中国大学特

别是理工教育走出目前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从理论到理论的脱离生产

实际的封闭式办学困境，使大学教育回归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

真正实现教育、科研与经济、社会的密切结合。

结 论

目前，中国的科技人才规模、每年的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产出量均已居世界

前列，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却远低于美、日、德等国家，主要原因是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环节存在问题。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增省部级以上

科技成果 3 万多项，其中应用于实际生产并产生经济效益的只有 10%~15%，能

够实现产业化的仅有 5%左右[12]。说明中国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导致转化过程缓慢，转化渠道不顺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因此，应学习、借鉴经济发



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促进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美、日、德

等科技发达国家，过去也曾存在科技成果转化不顺畅的问题，产学研合作是其在

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出的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值得中国学

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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