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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联网代表着 IT 产业的新兴发展方向，作为一个跨学科、技术前沿的研究课题，迫切需要政府、高
校、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的协同创新。本文论述了物联网协同创新的机制，讨论了其中的

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利益分配、风险分担、金融创新等具体问题，分析了各主体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针对目

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对实际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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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衍生出的一批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如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以创新、活跃、发展迅猛为特点，在

全球掀起了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我们所

熟知的打的软件已经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出行方

式，阿里巴巴等 IT 巨头提供的云服务解决了企

业自建服务器成本高、耗能高、安全性差、扩展性

不强等问题，大数据助力互联网金融企业解决个

人用户信用难以审核的问题［1］。
物联网属于新兴事物，是继个人计算机、互

联网之后的全球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物联网

就是“物 物 相 连 的 互 联 网”，即 通 过 射 频 识 别

( ＲFID) 、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

器、气体感应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

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

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

理的一种网络。物联网作为信息产业领域极具

发展前景的发展方向，是未来世界各国占领技术

和产业制高点的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提高

工业化水平的核心驱动力，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广

泛关注。
自 2009 年 8 月温总理提出“感知中国”讲话

以来，物联网被正式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性产

业之一，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物联网在中国受

到了全社会极大的关注。产业分布上，国内物联

网产业已初步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

中西部地区等四大区域集聚发展的总体产业空

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地区产业规模位列四大区

域之首［2］。物联网产业具有产业链长、涉及多个

产业群的特点，其应用范围几乎覆盖了各行各

业。2010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开幕的中国国际物

联网大会指出: 物联网将成为全球信息通信行业

的万亿元级新兴产业。到 2020 年之前，全球接

入物联网的终端将达到 500 亿个［3］。我国作为

全球互联网大国，未来将围绕物联网产业链，在

政策、市场、技术标准、商业应用等方面重点突

破，打造全球产业高地。
物联网作为一个涉及专业多、应用行业广的

新兴技术，既需要不同 IT 专业方向的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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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力合作，又需要不同应用行业的需求推动，

还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和金融支持，所以是一个

极其需要协同创新的发展方向，探讨物联网协同

创新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二、协同创新是物联网发展的迫切要求

首先，从攻克核心技术来看需要协同创新。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欧美在 IT 特别是核心制造

技术上领先于我国，特别是 CPU、操作系统、传感

器等核心技术上具有领先的优势。我国在这些

核心技术领域基础薄弱，力量分散。为了在这些

领域有所突破，开发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

操作系统，更高的网络安全技术等，需要集中我

国的技术力量协作攻关。在现代科技越来越复

杂，学科交叉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技术的突破

更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研机构的协作

创新。
其次，在目前行业和国际标准尚未成熟之

际，代表着技术制高点的技术标准的建立需要协

同创新。工业技术标准往往是随着该行业的领

头企业的产品成熟、广泛应用，逐步成为事实上

的标准后，以该企业的技术为主而上升为行业、
国家甚至全球标准的。作为物联网相关的射频

识别、传感器、通信协议等需要标准化的技术，在

物联网这个本身技术还尚未成熟、市场尚未广泛

应用的目前阶段，就需要尽可能联合各大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等先行建立技术标准，并在实践

推广过程中逐步完善，可以使得行业的各个主体

少走弯路，避免重蹈其他行业标准的形成过程中

的覆辙。同样的还有专利技术，也是当下高科技

大公司获得丰厚利润的主要源泉，特别典型的如

手机行业的专利战，按照小米科技的创始人的话

来说“这就是行业的游戏规则”。
再次，为了避免行业主体在行业尚未成型就

陷入低级的竞争，从国家战略的角度，需要在物

联网行业形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合力，争夺中

国在国际上物联网的地位。在中国，太阳能这样

一个新兴行业，为了在新能源的浪潮中有一席之

地，各地大肆扩张太阳能产业，陷入价格战的低

级竞争之中就是前车之鉴。在物联网行业还处

于开发和小规模应用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从国

家层面组成战略联盟，培育好市场，使得物联网

行业 稳 步、健 康 发 展，而 不 是 各 自 为 政，恶 性

竞争。
从上述攻克核心技术、制定行业标准、争取

国际地位等方面，迫切需要国内物联网的各个主

体之间开展协作创新，在“中国制造”转变为“中

国智造”的征途上作出贡献。2011 年，胡锦涛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最早提出高等学

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构想，强调我国高校特别

是研究性大学要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

作，积极推进协同创新。该计划以人才、学科、科
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核心任务，通过构

建面向科学前沿、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以及

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 4 类协同创新模式，深化高

校机制体制改革，转变高校创新方式，旨在突破

高校内外部机制体制壁垒。2012 年 3 月 23 日，

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上，教育部、财

政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

提升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高等

学校多学科、多功能的优势，积极联合国内外创

新力量，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构建协同创新的新

模式与 新 机 制，形 成 有 利 于 协 同 创 新 的 文 化

氛围［4］。
三、物联网协同创新的主体和机制

物联网协同创新主要由政府、高校、科研机

构、物联网企业、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机构等主体

构成。其中，政府是政策性的主体，负责制定总

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试点示范工程，协调各

主体之间的互相合作，建立产业联盟，推动行业

标准建设等。物联网产业的骨干企业则是创新

的核心，负责研发、生产适合市场需要的物联网

产品，推动产品的成熟发展，并建立相应的行业、
国家甚至国际标准。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知识性

的主体，是创新的发源地，负责知识创新、知识传

播等，为社会提供专业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是支

撑性主体，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决策咨询服务等。金融机构是融资

的主体，主要为物联网协同创新发展提供资金支

持，在物联网这个新兴行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

金融机构对助推行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上述协同创新的主体在物联网的发展、成熟、

推广过程中需要协同努力。作为一个新兴行业，

没有政府作为各协同创新的助推器的作用，其他

创新主体之间完全靠市场化的作用进行协同创

新，发展会比较缓慢。政府对市场的导向作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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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重要，政府优先发展的行业往往正是市场的热

点，企业会紧盯行业热点，金融机构会主要投资于

热点产业，政府的政策就是行业的风向标。政府

作为非盈利机构和权威机构，在协同创新主体之

间往往能起到协调引领的作用，有助于各个协同

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企业的优势在乎集中精力

做好产品，做大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推广，更了解

市场的需求，在产品上有更成熟的技术和经验。
另一方面，相对于企业采用相对稳定可靠的成熟

技术而言，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理论支撑和研究方

面具有更强的优势，所以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协同

创新中必不可少。金融机构则作为资金保证的主

体参与到协同创新中，物联网产业目前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除了技术和人才，资金是不可或缺的部

分，在这方面政府虽然有政策导向和资金扶持和

后期的示范工程、优先采购等作用，但是物联网初

期发展和推广所需要的资金还远远不够，各种金

融投资机构的作用必不可少。物联网中介机构从

其功能定位来看主要从两个方面发挥协同的作

用: 一是服务功能，如为其他创新主体特别是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法律、政策、知识产权、人
才市场等各方面的咨询和服务，提高各主体之间

的协同效率。二是信息传播功能，如技术和产品

信息、科技评估、招投标、产品博览会等，是创新成

果产业化的中间环节。
四、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问题

上述主体能有效协同，共同推动物联网产业

发展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目前因为各方面的

原因，整个物联网产业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这些问题存在于物联网协同创新的各个主体

内部和之间。
首先，物联网的组织结构、资源要素还需要进

一步优化整合。协同的最大特征是共同、协作，其

出发点往往是在同一个组织架构的约束下，或者

在同一个产业联盟的相互协作下，或者有共同的

目标、利益，或者对对方能提供的资金、技术、产

品、服务等的依赖性，或者说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关

系。上述系统创新的主体之间，往往是合作的关

系更多，如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专业方向区别很

大，企业主要为了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金融机构

提供融资需求，二者之间合作大于竞争。企业之

间虽然不少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合作关系，但是

各自作为行业的独立个体，往往之间的竞争大于

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功能定位也有不少

重复的地方，难免之间产生竞争关系。高校自身

也有产业化的意向，和企业也存在一定程度上趋

同的目标。为了促进物联网协同主体的合作，需

要重建一个更上层的组织结构，该组织往往由政

府主导牵头，如产业联盟、协同创新中心等。事实

上各级政府也的确以此建立了相关的联盟，但是

组织结构还只是表面的形式，或者说是协同的第

一步，组织结构对成员的约束功能往往难以实现，

成员之间的实质合作往往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推动

力。这也就引出第二个问题。
其次，物联网产业协同发展的绩效考核机

制、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有待进一步创

新。在目前协同创新的实践中，最受关注的问

题，同时也是协调各协同创新主体参与创新的积

极性的关键所在，就是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分担

机制。物联网协同创新的主体中，政府追求的是

产业发展带动的就业、GDP、税收、社会效益等，

金融机构追求的是资金的风险和回报率，高校和

科研机构追求的是科研成果和论文，企业关注的

是经济效益。如果保持原有的绩效评价体系，就

有可能无法实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效果。政府为了提升就业和 GDP，可能只关心更

多的创业企业，不关心重复投资，不关心核心技

术的突破。高校只关心论文，那么可能只是实现

实验室的产品性能，不考虑产品成本。企业只关

心产品，则有可能产品技术的标准只是企业内部

的，每个企业各有一套自己的技术标准，这样不

利于整个行业的标准化和国际话语权。金融机

构只关心投资收回，但是物联网企业这样比较新

兴行业的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前期可能

投入比较大而没有产出，金融机构只顾资金回

笼，可能企业有债务压力而不能静下心来安心做

产品开发和改进。同时，各主体之间的投入和风

险不一样，金融机构等以资金投入为主，高校和

企业则主要以知识、人力投入为主，不同的投入

方式决定了对风险的把控程度不一样，金融机构

希望资金安全、投资收益高、回收期限短，其他主

体则风险意识相对弱一些。高校往往擅长在科

技前沿进行研究，企业则往往倾向于利用相对成

熟稳定的技术尽快实现产品化。此外，不同主体

在整个创新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也不一样，这些

都决定了不同主体的在合作过程中对同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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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产生分歧。看起来在一个组织结构下协同配

合，但是因为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风险承担机

制不健全，往往造成各主体之间协同意愿的降低

和创新的动力的不足。
再次，物联网本身的资金来源和技术突破等

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物联网作为新兴产业，资

金来源受限于政策、产业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

平等因素，资金来源有限。政府虽然出台一系列

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也同时提供相关配套资

金，但是对于一个产业来说，所需要的资金还远

远不足，相对于企业数量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金

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也是有限的，中小企业往往难

以得到“嫌贫爱富”的金融机构的亲睐，风险相

对大企业更高。而且物联网行业目前主要处于

研发投入阶段，产出相对不多，也就意味着资金

主要以投入为主，收益尚早。从技术而言，物联

网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目前还受限于欧美发达国

家先进的 IT 技术，芯片和传感器等核心部件还

需要进口，攻克这些核心技术还需要高校和科研

机构潜心研究，协同配合、知识共享才可能有所

突破。
最后，物联网中介机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问题。物联网中介机构作为协调其他各创新主

体的中间环节，目前真正对促进和提高物联网产

业的协同效率还作用有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

一是政府对科技中介机构的管理和支持存在错

位，科技中介缺乏发展空间，很多本应该由市场

化的中介来完成的事情，目前还是被政府机构代

办。另一方面也源于社会对中介服务的认识不

足，导致市场对中介的需求不足。此外也存在中

介机构自身服务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
五、物联网协同创新的对策

促进物联网产业的发展需要各主体、各方面

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创新、高校

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评价考核等管理体制的创

新、金融机构的投资和风险创新。
首先是政府在政策上的创新。从国家层面、

地方政府层面都要加强政策的支持，需要给予物

联网行业宏观政策上的保证，政策的制定要考虑

其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要

考虑行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技术突破、标准建立、
市场推广、示范工程和转向资金，还需要考虑相

关的金融政策、人才政策。如果说政策是指引行

业发展的指挥棒，那么规划就是推动行业发展的

行动指南。有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指向，还

需要制定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既需要具有全

局性、综合性的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也需要具体

的、阶段性的、专项的推进计划。
政府除了在政策、法规上对产业进行总体设

计规划和推进，在具体行动上需要做的事情还包

括对重点示范工程的支持，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对

产业的倾斜，在产业专项资金的支持上，在土地

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和扶持，在项目审批过程中开

辟绿色通道，在物联网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方

面发布引导性的政策等。政府作为协调各方关

系最合适的主体，可以在加强其他主体之间的协

同联系上起到很好的作用，如打造技术、信息、成
果交流平台，建立多部门系统工作的机制，建立

产业联盟，引进国内外物联网产业龙头企业，在

推动建设完整行业产业链、推动技术标准的制定

等方面起到协调作用，从而减少重复投资、盲目

跟风、产能过剩等问题。
其次是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技术创新。

物联网作为新兴 IT 技术的代表，技术发展和产

业化是物联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高校、
科研机构和企业是技术协同创新的主体，产业化

是企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物联网的核心芯片、
核心技术往往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如 CPU、核

心传感器等，为了不在根本上受制于别人，需要

联合国内相关高校、企业的核心人员联合攻关。
物联网行业的标准和专利等也是占领行业制高

点的重要方面，在物联网这个新兴行业来说更为

重要，需要在各创新主体中树立专利意识和标准

意识，建立物联网各个链条、环节的技术标准，争

取提交为国际标准，争取国内物联网行业在国际

上的话语权和领先地位。
再次是绩效评价体系和利益分享机制的创

新。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各个协同主

体才能紧密合作，激发各个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

积极性。在目前协同创新的实践中，最难以协调

的就是调动各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为了达到协同创新的效果，各个协同主体必须在

同一个绩效评价体系下来推动工作的前进。这

个评价体系如按照实际贡献量作为评价标准，如

根据贡献的难度、工作量将不同的贡献形式折算

成同一个尺度的标准，或者说将各种形式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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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工作量量化，根据合理的量化后的结果作为

评价考核指标。同时鼓励人员在不同主体之间

流动，鼓励政府、高校在企业中参股，鼓励高校人

员在政府机构中临时任职，鼓励企业之间兼并重

组等。
此外还有金融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创新，主要

包括金融政策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化解金融风

险。对于政府和金融机构，需要加大对金融政策

的创新和对物联网产业的扶持力度。对于物联

网企业本身，需要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包括争取

各级政府提供的专项资金，吸引国内外风险投

资，支持成熟的物联网企业上市和招商引资等。
最后，中介服务机构的创新主要在于政府从

代为行使中介机构的作用中脱离出来，应该由市

场完成的服务工作交由市场完成，政府只负责指

导和监管。中介也同时需要提高自身的人员、业
务素质，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从而能真正体现

出中介的作用。
总体来说，物联网作为新兴的产业发展方

向，需要得到众多协同创新主体的密切合作，需

要在各方面加大创新的力度。对于政府和金融

机构而言，需要进行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创新，

优化物联网行业的发展环境和金融支持。对于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需要促进技术创新，联合

进行核心技术的攻关，形成行业标准，提交专利

技术，争取物联网行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需要

绩效评价体系的创新，各个主体的合作协同; 加

大金融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创新，降低物联网企业

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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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 hing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hen YuanYuan
( President's Office，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s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IT industry，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cut-
ting-edge technology，need urg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research institutions，government，financial in-
stitutions and other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network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problems of the policy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risk sharing，financial innova-
tion，analysis of each subject in the rol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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