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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企业日益跨越组织边界实施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理论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对现有

研究进行梳理可以进一步推动理论发展。论文从开放式创新理论渊源与概念、模式与机制、企业绩效和
创新能力的关系以及过程管理等 4 个方面对开放式创新研究进行述评。基于组织间协同管理视角对开
放式创新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指出现有研究亟待进一步突破的地方，最后对开放式创新未来研究方
向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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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prospect of open innov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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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open innovation theory showed explosive growth as enterprises increasingly cross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to implement open innovation． It’s essential to comb existing research to further promot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open innovation research is made from the origin and concept，mode and
mechanism，relationship with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ability，process management of open innov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open innovation and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ich need further breakthrough，and
finally put fo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op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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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动荡且激烈的竞争环
境对许多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在知识广泛分布

意分布在企业当前业务的外部或者企业需要与外部

的世界，企业不能仅仅依靠内部研发来创新 ，需要采
用开放式创新战略。企业与外部环境的界限已经变

打造全球最大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和全流程创新交

得容易穿透，使得创新在内外部转移变得容易。 企
业过于关注于内部研发将会失去许多机会 ，许多创

放创新生态系统，持续产出颠覆性创新成果。 开放

技术组合以开发其潜力。海尔开放创新平台致力于
互社区，吸引全球资源和用户参与，形成自驱动的开
式创新实践推动了创新理论研究的发展，开放式创
新理论研究成果自 2003 年以来呈爆发式增长。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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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创新实质上是组织间协同创新模式，组织间协
同管理对成功实施开放式创新至关重要 。尽管有不
少学者对开放式创新研究进行了述评，然而基于组
织间协同管理视角进行述评还不多见 。 本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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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有哪些、怎么样和如何做 ”的逻辑顺序，在
开放式创新理论渊源与概念述评的基础上 ，对开放
式创新模式与机制、开放式创新对企业产生作用机
制、开放式创新过程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述评 ，总结
开放式创新研究需要进一步突破的地方，并对进一
步深入开放式创新研究提出展望 。

开放式创新理论渊源与概念界定

1

开放式创新理论渊源包括资源基础理论、组织
学习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以上这些
理论基础都与知识有关。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看作
是一系列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集合体，而学习理

73
［13］

织间层面的价值创新。 耿瑞利等

从知识共享和

整合角度认为开放式创新是企业与各个利益相关者
之间形成价值网络体系，通过价值网络体系实现知
识资源共享、整合，从而推动价值网络体系增值和各
个利益相关者的创新。
还有部分学者从文化、商业模式和生态系统角
［14］
度对开放式创新进行概念界定。Gassman 从文化
角度定义开放式创新，认为成功的创新需要团队精
［15］
神和企业文化作为支撑。Docherty M 认为从根本
上说，开放式创新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更具有创新精
［16］
神和开放合作意识的企业文化。Morris 等 从商
业模式角度认为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基于新的创新形

论考虑知识如何创造和应用以增加组织绩效 ，并且
［1 － 2］
； 动态能
将知识看作形成组织特性的关键要素

势下充分利用外部技术知识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利
益，从而在运营和战略 2 个方面进行变革的新型商

力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创造、转移、集合、整合和
开发利用难以模仿的资产，而知识资产是关键的组

业模式。有学者甚至认为开放式创新其实就是商业
模式的创新，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获取新的市场 ，使企

［3］

成部分

； 吸收能力理论强调内部研发在整合外部
［4］

知识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理论的核心要素是创造
和利用知识，与开放式创新概念紧密相连。
虽然开放式创新概念提出时间不长，但是之前
的很多研究成果已经提到“开放 ”的理念，例如外部

业在现有市 场 效 率 提 高，创 造 更 大 的 价 值。Ｒohrbeck 等［17］从创新生态系统角度认为开放式创新是
核心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建立起商业生态系统以相
互交换新的创新思想以共同提高技术能力 ，进行新
产品开发，从而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

技术获取、合作研发、研发联盟、产学研合作、区域创
［5］
新网络等。Chesbrough 最早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

2

概念和模式，以区别于传统封闭式创新模式。Chesbrough 认为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

在开放式创新概念界定之后，许多学者开始研
究开放式创新模式与机制，即开放式创新有哪些类

的创意知识进行技术和产品开发活动，同时利用内
部和外部的市场途径实现创新产品商业化 。大部分

型和机制。开放式创新被分别定义为有目的地进行
知识流入和流出以加快企业内部创新，扩大创新产

学者从组织间的知识管理或创新活动角度来界定开
［6］
放式创新概念。Lichtenthaler 则认为开放式创新

品商业化的渠道。这种模式被认为与传统垂直整合
模式相反，即产品在企业内部开发同时在相同的企

是企业对于分布在组织内外部的知识进行扫描 、识
别、吸收和利用的过程，因此如何识别、获取、消化、

业进行商业化。开放式创新分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18］
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Spithoven 等 讨论了几种

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具
体包括发明能力、吸收能力、转型能力、连接能力、创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包括技术许可 、获取技术、共同开
［19］
发。Enkel 列举了一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的

［7］

新能力和解析能力。Piller 等 将开放式创新看作
是企业内外部信息搜集、整理和加工并进行企业内
［8］

开放式创新模式与机制

例子： 早期的供应商整合，与客户共同开发，外部知
识获取、技术许可和购买专利。 不同学者探讨了开
［20］

部创新活动的过程。Hastbacka 认为开放式创新
是创新理念和创新范式的转变，其基本范式为企业

放式创新的不同模式。例如： Fetterhoff 等 提出了
5 个阶段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即识别机会、评估市场

整合利用 内 外 部 技 术 知 识 和 创 意 进 行 创 新 活 动。
Christensen［9］认为开放式创新是不同组织间进行创

潜力、选择合作伙伴、获取商业价值和扩展创新范
［21］
考察了 4 种类型的开放式创
围。Dahlander 等

新资源 流 动、转 移、共 享 的 过 程。 国 内 学 者 陈 劲

新： 获取、销售、采购和揭示，其中获取和采购与内向
型开放式创新有关，即将外部资源整合到企业内部

［10］

等

认为开放式创新是由众多创新利益相关者组
［11］
以知识链为研究视角，企

成的创新模式。朱沙等

业是知识链上的知识主体，各个知识主体进行知识
共享和风险分担，从而获得组织间知识协同效应。
［12］

王睢等

从价值角度认为开放式创新的本质是组

［22］
创新活动中。 而 Gronlund 提到内向型开放式创
新的 3 个部分： 技术许可协议、非股权联盟和技术服

务。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将技术知识对外输
出，企业通过技术许可、合作研究等方式将知识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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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实现商业化增加企业创新收益 。

放式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 吕一博等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开放式创新机制。Nagakagi 研究了创造新技术知识的重要机制———组织

证研究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渐进性创新能力的调节
作用。其次，引入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研究开放式

间研发联盟。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研究认为有较强
吸收能力的公司能够从研发联盟中获得更多 ，并研

创新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Stefano 等 认为外
部技术与内部研发互补性越强，资源整合的利益越

究了有关吸收能力的 3 个技术指标对创新绩效的影
响，包括研发联盟在联盟组合中的比重 、技术距离和

大，外部技术与内部研发相似性越强 ，资源整合的利
［36］
益越小。Escribano 等 实证研究了吸收能力、外部

研发密度； 研究结果显示： 联盟网络为公司提供了帮
助其创造新技术的途径，研发联盟比其他形式的合

知识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认为吸收能力正
向 调 节 了 外 部 技 术 与 创 新 绩 效 的 关 系。 Cheng

作更适合达到这种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转移
和学习是研发联盟的关键利益，在研发联盟中适当

等

的技术距离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在适当的技术距离
时创新绩效最高。研发联盟应当视作是公司内部研

新、市场导向和创新绩效纳入统一研究框架 ，研究开
［38］
放式创新绩效作用机制。 陈钰芬等 基于 209 家

［24］
发的补充而非替代。国内学者于开乐等 按照“外
部创意转化为创新的程度 ”和“外部创意转化为持

中国创新型企业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通
过技术和市场资源获取以解决企业资源困境 ，促进

续创新能力的可能性”2 个维度组成框架，分析开放
式创新 的 4 种 典 型 机 制： 完 全 复 制、逆 向 工 程、合

［39］
企业创新绩效提升。闫春等 研究了创新开放度、
创新导向、商业模式导向与开放式创新绩效关系 ，从

［23］

［25］

资—战略联盟以及并购。 吕一博等

认为大学驱

动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经历了核心成员聚
3 个阶
集、基本框架搭建和系统动态发展 3 个阶段，
段的构建机制分别是专家主导机制 、制度化机制、利
益共享机制和技术主导机制。

实

［35］

［37］

研究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关系以及战略
导向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陈衍泰等将开放式创

而构建了开放式创新—创新导向—商业模式导向—
［40］
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 赵立雨 研究了开放式创
新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并发现内部研发和环境动
荡性正向调节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关系 。张振刚
［41］

研究了开放式创新资源配置问题，认为开放式
创新模式选择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有关，当企业潜

等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创新能力
的关系

在吸收能力较低，企业适合采取高程度的内向型开
放式创新； 当企业潜在吸收能力具有较高水平 ，在适

开放式创新作为区别于传统封闭式的创新模
，
式 能否为企业带来绩效增长和创新能力提升 ，为此

度内向型创新的基础上，应多考虑外向型开放式创
新。最后，研究开放式创新与其他创新要素之间关

众多学者分别展开研究。学者研究主要集中 3 个方
面。首先，研究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 。

基于 105 家高新技术公司面板数据，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外部技术获取对产品

Laursen 等［26］利用英国制造业数据发现技术创新开

创新新颖度具有正面影响，内部研发投资正面调节
外部技术与产品创新新颖度之间的关系 。Dittrich

3

放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即适度的开放
最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Chiang

［42］

系。Tsai 等

［43］

等

以诺基亚公司为例研究开放式创新网络 ，指出
开放式创新网络会加快企业创新步伐，增强企业适

供应商的合作对产品创新具有正面积极作用。Kim

应动荡外部环境的能力。Fichter 认为开放式创
新网络包括公司、价值链和框架连接 3 个维度，通过

［27］

从组织间知识转移角度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
［28］
战略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Kessler 等 发现与
［29］

等

通过产品创新与合作网络的回归分析发现与
供应商的合作有利于提高产品创新的新颖度 。陈钰
［30］

实证研究开放度与创新绩效关系，发现科技
驱动型产业的企业 2 者呈倒 U 型关系，经验驱动型
芬等

［30］

产业的企业 2 者呈正相关关系

。 孟丁等［31］将开

放式技术创新战略分为深度和广度 2 个维度，实证
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陈艳
［32］

通过调研中小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开放式创新
［33］
各种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 张振刚等 运用
等

珠三角地区 164 家企业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双向开

等

［44］

案例研究证明了创新网络 3 个维度均有助于提高企
［45］
业创新效率。 袁建红等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
通过开放式创新战略能够获取更多多样化知识 ，提
［46］
高企业创新新颖度。 陈劲等 将开放度分为合作
化开放度与市场化开放度，运用 123 家装备制造业
企业数据实证研究证明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 、专用
性互补资产之间的关系，其中市场化开放度对专用
性互补资产呈现直线下降关系，其他均呈现倒 U 型
［47］

关系。赵凤等

通过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

研究开放式创新对企业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及动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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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纵向剖析，认为开放式创新实施始于组织结
构调整和一定的组织制度保障，外部网络建设借助

力对 2 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开放式创新过程管理研究

4

75

开放式创新作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和创新
能力的新型创新模式，如何实施开放式创新成为学
术界关注的焦点，为此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开放式创
新过程管理进行了研究。Chesbrough 认为开放式创
新过程包括建立联系、创造学习机会、扩大技术范
围、知识更新和构建新的商业模式等过 程。Lichtenthaler 从流程管理角度提出实施开放式创新企业
应将外部技术纳入企业产品—技术路线图的规划
［48］
中。Chiaroni 等 从组织变迁视角认为开放式创新
是多阶段的组织变迁过程，并将组织变迁过程分为
解冻、运动和制度化 3 个阶段，并进一步从管理角度
提出开放式创新过程包括构建外部网络、调整内部
组织结构、建立评估流程、构建企业知识管理系统 4
个方面。Huang 等从知识管理过程提出开放式创新
3 个过程即输入、输出和整合。 输入是指广泛获取
内外部知识； 输出是尽可能将内外部知识开发利用
以获取收益； 整合是将外部知识消化、吸收并与内部
［50］

企业高层和内部员工的个人社会网络，政府在实施
［57］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涛 从知识到价值创
造过程对光华伟业如何进行开放式创新进行了研
究，得出企业开放式创新包括创新知识产生 、创新知
［58］
识内化和创新价值开发 3 个阶段。 马文甲 以沈
阳机床为例，运用演化分析方法分析开放式创新过

程学习引进、并购重组、共同研发和代工生产 4 个阶
段，并研究了其动态能力的演化路径 。

5

组织间协同管理视角下的述评与
展望

Chesbrough 对开放式创新模式与封闭式创新模
式进行比较，从而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 自此学界
围绕开放式创新进行了诸多研究。 例如： 关于开放
式创新内涵研究、关于开放式创新与绩效关系研究
以及关于开放式创新实施相关内容研究，包括合作
伙伴选择、吸收能力、知识治理、资源共享、知识产权
等方面。通过梳理开放式创新的文献，发现与开放
式创新相关的 3 个重要概念，即合作伙伴、知识和吸

知识整合形成新的知识库。Gassmann 等 提出了
开放式创新 3 个核心过程为输入、输出和耦合。 输

收能力。合作伙伴是开放式创新第 1 个重要概念。

入就是整合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以提高企业知识
存量，增强企业知识新颖度； 输出就是将企业创意通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对于企业达到开放式创新战略
目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合适的合作伙伴应该是在

过外部途径进行商业开发，实现内部创意的商业价
值； 耦合就是寻找具有互补性的外部合作伙伴将输

战略文化、技术和组织等各方面与企业相匹配才能
保证开放式创新战略目标的实现 。开放式创新关注

入和输出过程连接起来。

知识，在许多文献中将知识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外
部技术知识被认为对创新过程尤为重要 。开放式创

国内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开放式创新过程
［51］
管理进行研究。 陈劲等 从创新资源配置角度研
究认为开放式创新要通过有效的创新管理和资源配
［52］
置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江积海 从知识管理
角度认为实施开放式创新企业需要构建开放式创新
价值网的动态能力、增大创新和结网的意愿、增加企
业已有的知识存量，从而加快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
［53］
整合知识从而实现知识创新。 朱朝晖 从双元学
习协同角度认为实施开放式创新企业需要构建企业
探索性学习能力和挖掘性学习能力，提出了构建基
于持 续 创 新 能 力 发 展 的 动 态 协 同 模 式。 高 良 谋
［54］

从网络能力角度在分析开放式创新困境的基
，
础上 从战略、过程、内容和关系 4 个维度重新剖析
和构建了开放式创新下的网络能力结构 。 石芝玲
等

新被认为是获取、吸收、扩散和转移知识的商业模
式。企业通过整合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大学和
科研院所等外部知识来增加企业自身的知识储备 ，
并将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进行整合 、开发和利用，内
外部知识能否顺利整合利用是提高开放式创新绩效
的关键因素。现有文献中吸收能力是与开放式创新
相联系的重要概念。吸收能力是企业利用外部知识
和技术的能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绩效取决于企业
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组织间关系、结构、文化特征
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 正如 Lichtenthaler 指
出开放式创新既要同时搜素、转移、整合和利用内部
和外部知识，同时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间管理 ，

等

组织间协同管理尤其是外部技术与内部研发的协同
管理是开放式创新的鲜明特点。 因此，开放式创新

为 2 种 能 力 高 度 协 同 下 企 业 创 新 绩 效 最 高。 陈

模式下外部技术与内部研发之间在资源分配 、战略
文化、技术、组织的协同管理是成功实施开放式创新

［55］

从技术能力和网络能力 2 方面构建了内部技
术能力和外部网络能力协同的开放式创新模式 ，认
［56］

劲

从组织结构角度对中控集团实施开放式创新

的关键，而现有文献在开放式创新过程管理研究存

科

76

技

与

在不足，组织间协同管理更是少见，这也是开放式创
新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具体来说，以下方向的研究有待突破： 一是如何
实施开放式创新的研究较少，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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