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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wo typical platforms 

which one is Zhejiang automobile and automobile parts industry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the other is Zhejiang modern textil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Using two-case studies, we found that the innovation intermediaries 

played four main role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1) developing common 

technology;  2) provi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nsulting; 3) accumulat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4) inducing knowledge structure of regional industry. Base on 

such roles, intermediaries can meet micro small and middle enterprises’ (MSMEs) 

different demands and support them to develop their innovative abilities sustai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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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

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平台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帮助企业获得先进

技术和市场机会，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的风险。科技创新平台在区域经济中

主要起到以下四种作用：共性技术研发者、技术创新服务者、创新资源集聚者、

区域知识架构（如图 1 所示）。下文将以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简称：浙

纺院）为例，详细阐述科技创新平台的各个角色。 

 



一、科技创新平台角色定位的调研分析 

 
图 1 科技创新平台在区域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一）典型案例——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 

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于 2006 年 10 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是

“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与装备科技创新平台”的实施单位。浙纺院以省内首个民

营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以绍兴县轻纺科技中心作为主

体建设单位，浙江理工大学和浙江大学作为主要技术支撑单位，省内外其他院校

为技术合作单位，在此基础上计划通过 2 亿元新增资源的投入、建设，实现为纺

织企业提供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的一条龙全程创新服务。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

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与装备科技创新平台视察和指导，在肯定平台“为中小企业

提供全程服务”模式的同时，还指出：“平台要立足浙江，服务全国，为纺织产

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浙纺院下设企业服务部、技术研究部、产业资源部和行政事业部。研发机构

有纤维新材料、纺织服装工程、染整技术、纺织装备、信息技术等研究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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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创新服务平台在区域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着一批如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省部级的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和企业委托开发项

目，并有相应的实体运作。企业服务部下设韩国首尔（浙江）花样艺术设计中心、

轻纺技术培训中心、流行面料设计中心、现代艺术设计中心、数码喷印技术中心、

花样分色制版中心、纺织品分析与检测中心、小样制作中心等服务部门，为纺织

企业提供全程技术服务。 

目前，在包含 7 位院士在内的 23 位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基础上，浙纺院

已有研发人员 80 多人，其中教授级领军人才 13 人，博士 10 多人，硕士 30 多人。

全院 300 余名员工中，中级及以上职称占 40%以上，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的研发

和服务团队。2009 年上半年，浙纺院提供纺织产品设计、分析、试样、检测和

咨询服务 9000 多人次，为企业培训各类纺织技术人才 500 多人，为 70 家纺织企

业提供信息化管理方面的技术改造服务。服务已涵盖省内 2/3 的纺织企业，并幅

射江苏、山东、福建、广东、江西、湖北、北京、天津、上海等 10 多个省市。 

平台现已建立纺织印花 CAD/CAM、数码印花、纺织品检测、原创花样设计

等 9 个服务中心；纺织新材料、纺织服装、纺织装备、纺织信息 4 个研究所；新

型纤维、纱线、染整 3 个中试基地，组建了 300 余人的研创服务队伍，形成了研

发—中试—产业化—企业服务一条龙推进的创新服务体系。平台累计服务企业数

量达 2800 余家，覆盖了全国 15 个省市。承担和牵头实施了国家和省重大项目

12 项，申请相关专利 380 项，开创了面向纺织行业提供技术服务的新模式，支

撑了区域纺织技术创新，推进了高新技术与纺织产业的融合，拓宽了国际间的合

作交流，为纺织产业接轨国际先进水平搭建了桥梁。 

1．共性技术研发者 

表 1 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共性技术研发者的具体活动 

共性技术研发 内容 类型 时间 作用 

承担国家级行业

技术创新科技计

划任务 

纺织用合成纤维功能化及产业化

关键技术研发 

科技部支

撑计划项

目 

2007

年 

提高产品附加

值和国际市场

竞争力 

纺织业技术创新资源共享服务能

力建设 

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

2007

年 

有效发挥行业

科技资源利用



项目 率 

承担省级行业共

性技术攻关项目 

纺织业网络化制造 ASP 平台 第二批重

大专项 

2006

年 

提高行业生产

效率 

低温氧化助剂的开发及其在高品

质天然纤维/混纺织物前处理中的

应用技术研究 

第三批重

大专项 

2006

年 

提高产品质量 

无盐染色清洁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智能化卷染机关键技术开发 提高行业生产

效率 定型机全集成自动化系统开发 

高品质功能化纤维研发及其纺织

品染整关键技术 

第一批重

大项目 

2007

年 

提高产品附加

值 

产品、设备开发 高档山羊绒家纺产品系列、芳香纤

维、环保型珍珠纤维、导电纤维 

自行组织 2007

年 

提高产品附加

值 

全电驱动织机小样机 提高行业生产

效率 

印花圆网图案制作过程用夹具 2006

年 

提高行业技术

创新能力 印花圆网图案制作过程中使用的

网托 

防尘两维可调分光架 2007

年 激光光路系统用动态聚焦装置 

软件开发 东恒作业票管理系统软件、东恒节

水管理系统软件、东恒染整制造执

行软件 

自行组织 2006

年 

提高行业生产

效率 

金昌 EX9000 高精度大幅面发排软

件、印染过程控制策略生成器 

2007

年 

 科技创新平台能够搜集相应专业领域内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了解企业发展

过程中的瓶颈约束，对关键共性技术进行集中的研究和开发，突破共性技术难题。

科技创新平台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为企业提供创新所需的共性技术基础（符正平， 

陈焰明，2008）。 



由表 1 知，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共性技术研发者，主要进行专利申报、国家级

和省级课题承担（包括国家级行业技术创新科技计划任务、省级行业共性技术攻

关项目）、产品设备及软件开发等活动。以浙纺院为例，自成立以来至 2008 年，

其共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 12 项，2007 年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纺织

用合成纤维功能化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组织 21 家纺织知名高校和行业龙头

企业参与承担，总投资近 3.5 亿元，目前项目已开发出高附加值新型聚酯、纤维

和系列纺织品新产品共计 16 只，建设 12 家聚合、纺丝、织造、印染等工业化生

产示范基地，实现 60 万吨/年生产能力。 

通过共性技术研发，科技创新平台一方面提升了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

方面推动了区域创新系统以及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具体表现在提高行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行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行业科技资

源利用率上。 

2．技术创新服务者 

表 2科技创新平台作为技术创新服务者的具体活动 

技术创新 

服务 

内容 服务 

类型 

作用 作用

机制 

技术咨询 自卷曲弹性纤维 工艺 提供关键

信息 

间接 

超细丙纶 工艺 

技术推广 与韩国合作的染料深染工艺与技术 工艺 提高产品

质量 

直接 

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的形状记忆纤维材料 产品 提高产品

附加值 与德国AKADEIE时装设计学院合作的国际纺

织创新面料和创新花样设计 

产品 

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和 3T 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合作的纺纱机械与纺纱工艺 

设备、工

艺 

提高生产

效率 

承 担 企 业

委托项目 

宁波贵衣纺织设备公司委托——工业缝纫机

电控系统研发 

设备 提高生产

效率 

直接 

宁波川一纺织设备公司委托——电子提花机 设备 



的电控系统开发 

解 决 具 体

技术问题 

流行面料设计中心 产品 提高产品

附加值 

直接 

防蚊纤维 产品 

抗菌材料的纤维成型技术 工艺 

维修设备 设备 降低生产

成本 

 

除共性技术开发外，解决技术问题也是科技创新平台的主要功能（丘海雄，

徐建牛，2004）。在为企业解决各种各样技术问题的过程中，科技创新平台扮演

了技术创新服务者的角色。 

如表 2 所示，科技创新平台作为技术创新服务者，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

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承担企业委托项目以及解决具体技术难题。共性技术的开

发为科技创新平台累计了一定的技术实力，从而为其扮演技术创新服务者奠定了

基础。技术创新服务的类型涉及产品、工艺、以及设备。与共性技术开发者类似，

科技创新平台作为技术创新服务者起到的作用有：提供关键信息、提高产品质量

和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特别地，技术咨询对企业的作用机制

是间接的，而技术推广、承担企业委托项目、以及解决具体问题对企业的作用机

制是直接的。 

科技创新平台作为技术创新服务者在区域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浙纺

院为例，2006 年其为企业提供各类技术咨询近五千人次，2007 年提供计算机辅

助设计制造服务 8510 人次，纺织品设计、分析、试样、检测 5000 人次。至 2008

年，其带动绍兴地方产值已达 200000 万元。  

3．创新资源整合者 

表 3 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创新资源整合者的具体活动 

创新资源整合 内容 来源 类型 作用 

共建中心 与东华大学建立纺织技术研

究中心 

国内 产品，工艺 提高行业创新

能力 

与韩国首尔纺织品设计公司

建立花样艺术设计中心 

国外 设计 提升产品附加

值 



与嘉兴学院建立新型成纱技

术研究所 

国内 产品 提高行业创新

能力 

与绍兴文理学院建立现代艺

术设计中心 

国内 设计 提升产品附加

值 

与意大利面料设计室建立国

际流行面料展示中心 

国外 产品，设计 引进先进知识 

合作研发 与浙江理工大学合作研发导

电纤维 

国内 产品 提高行业创新

能力 

与银桥合作开发经线印花 国内 工艺 提升产品附加

值 

 

科技创新平台同时也扮演整合创新资源的角色。一方面，科技创新平台在进

行共性技术研发和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意识到各种创新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平台具备一定的声望和实力，有能力把分散的创新资源整合

起来。一般而言，科技创新平台整合的资源具备互补性(Teece，1986)。 

如表 3 所示，科技创新平台主要通过共建中心、合作研发来集聚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的类型包括产品、工艺、设计。当国内在某方面距离国际前沿较大时，

科技创新平台倾向于从国外需求互补资源。通过集聚创新资源，科技创新平台发

挥了提高行业创新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等作用。 

以浙纺院为例，为提升纺织产业的创意设计理念，平台 2007 年引进韩国高

级设计师团队创办了花样艺术设计中心，成立以来共为客户提供近 3000 幅原创

花样作品，为提升企业的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利的支持。绍兴当地

的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通过购买中心的原创花样，在巴黎展销会上赢得了国

外客商的关注，得到服装面料的定价权，其产品订单率提高了百分之四百，大大

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份额。 

4．区域知识架构 

表 4 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区域知识架构的具体活动 

区域知识

架构 
内容 服务类型 作用 作用机

制 
信息中介 《今日纺织》、《轻纺信息周刊》和《浙 产品、工艺、市场 信息扩散 间接 



纺院报》 信息 
中国花样网 设计信息 
浙江省印染行业废水处理及中水回

用技术研讨会 
技术信息 

国际纺织创新面料与创新花样设计

研讨会 
设计信息 

中德纺纱机械与纺纱工艺高级研讨

会 
设备、工艺信息 

中德织造机械与织造工艺高级研讨

会 
设备、工艺信息 

面料流行趋势发布会 设计信息 
设备提供 检测服务：纺织品检测中心 运营 节约成本 直接 

数码印花服务： 数码印花技术服务

中心 
运营 

人才培训 轻纺科技培训中心 技术 提供通用

技能 
直接 

知识产权

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制度 法律保护 间接 

 

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越来越依赖实时更新的信息（Altenburg， T.， 

Meyer-Stamer， J.，1999）。科技创新平台在为企业提供最新的技术、市场信息

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科技创新平台还承担一些基础职能：如检测、人才

培训等（丘海雄，徐建牛，2004；符正平， 陈焰明，2008）。基于此，科技创新

平台在区域发展中扮演了知识架构的角色。 

由表 4 知，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区域知识架构为企业提供最新信息、设备、人

才培训、知识产权服务，分别起到了信息扩散、节约成本、提供通用技能、知识

产权保护的作用。其中信息中介、知识产权服务对企业的作用机制是间接的，而

设备提供、人才培训则直接作用于企业。相比而言，小企业更加需要人才培训，

而大企业由于创新能力更强则更加需要知识产权服务。 

以浙纺院为例，自 2006 至 2007 年，平台为企业培训各类纺织技术人才 3512

人，组织开展学术报告、技术推广、信息交流活动 50 余场次。平台的纺织品质

量检测中心于 2007 年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评审，成为绍兴地区首家通过

CNAS 认可的第三方民营纺织品检测实验室，该实验室出具的报告在美国、英国、

香港、台湾等 46 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认可。 



（二）典型案例——浙江省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浙江省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技术平台是杭州基地、浙江大学和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共同建设的浙江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是省科技厅 2004 年预先启动建设的五

个省公共科技条件平台之一。面向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关键环节和企业创业创新发

展环境，整合省内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优质科技资源，构建集 EDA 子平台、IP

应用服务子平台、验证与测试子平台、芯片应用解决方案子平台为一体的集成电

路设计公共技术平台，开展技术支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人才培训、综合和

信息服务等全方位公共科技服务，重点支持产品开发与产业化。 

2009 年平台共有从事科研开发、技术服务、人才培养、设备维护和日常管

理的固定工作人员 59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转移技术人员 27 人，另在读全日制

博士、硕士研究生 250 人左右。 

1． 共性技术研发者 

平台通过横向课题合作、联合承担纵向课题、建立联合实验室以及技术人员

直接到企业主持或参与研发工作等方式，积极开展与企业的合作，为企业提供设

计服务、验证与测试服务、IP 应用服务、MPW 服务等各类技术服务 103 项，帮

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与关键技术。例如： 

 由浙江大学和杭州中天微系统公司联合研制的 32 位嵌入式处理器 IP 核

已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成为我国首款量产规模达数百万片

的国内自主研制、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 32 位嵌入式处理器 IP 核产品。 

 有浙江大学和杭州广立微电子公司联合研制的国内首款集成电路成品

率提升 EDA 工具，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开始营销海外。 

 平台还与万工、矽力杰、晶华、士兰微等多家省内从事高端模拟、数模

混合和射频芯片设计的企业紧密合作，从设备、技术和人才等全方位有

力地支持了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共同形成了省内最强、国内一流的高

端模拟、数模混合和射频芯片设计技术集群。 

截止 2009 年上半年，平台共建单位共申请专利 28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16 项），获批 5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5 项，

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8 项。 



2． 技术创新服务者 

平台结合企业需求，确定了平台公共服务面向设计、硅知识产权、验证、试

样制造、测试等行业关键环节以及政策、资金、场地、人才、信息等企业发展环

境的大原则，平台大力开展了技术支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人才培训以及综

合和信息服务等全方位公共科技服务。截止 2009 年初，平台建设 4 年多时间里，

共向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400 多项，服务对象 50 家以上，占浙江省集成电路设计

行业企业总量的 80%。 

利用平台的号召力和品牌优势，平台积极参与承办并组织企业参加各种大型

技术交流活动，增强相互了解。还积极为企业创造与海内外技术专家面对面交流

的有效途径，寻求海内外先进技术与本省企业合作的机会。 

此外，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形成了由顶级技术层次的集成电路设计专业技术

讲座、以提升在职技术人员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为目的的工程硕士教育、以提高

在职技术人员专业技能和水平为目的的短期专业培训、以建立贴近企业实用需求

的人才储备库为目的在读研究生工程化教育等四个层次人才培育框架。力争将平

台构筑成集成电路设计技术交流和人才聚集的高地。 

3． 创新资源整合者 

平台提供的集成电路商用产品 EDA 环境作为公共技术支撑，已成为本省广

大中小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发展的公共技术基础。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EDA）软

件是进行集成电路设计的必备工具，目前都采用国外主流产品，价格动辄几十万、

数百万，我省广大的中小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均没有能力购置。随着知识产权法律

法规的日益健全，目前许多项目申报、资质认证都需要企业使用正版 EDA 工具

来设计产品。而且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日益增强，尤其是许多企业已从芯片产品的

研发阶段跨入产业化和商品化阶段，需要正版 EDA 工具的高可信度。因此，多

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都租用 EDA 子平台进行芯片产品开发，仅此一项，平台可

为每家租用平台正版 EDA 工具的中小企业每年节省了几十万到数百万的成本，

切实为企业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整合了共建单位共计 5000万元左右的 EDA

工具和测试仪器设备等技术资源。既充分发挥和提高了技术资源的使用效益，又



填补和完善了各自原有技术资源的欠缺之处，高效地扩大了规模、提升了档次，

真正实现了高效和有机的资源整合和优化。 

此外对集成电路技术标准和文献检索的共享，也使得科技资源得到充分共享。 

二、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几个案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科技创新平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

演着四类重要的角色：共性技术研发者、技术创新服务者、创新资源整合者、区

域知识架构者，尽管不同的平台在角色类型上会各有侧重，但是其作用基本涵盖

了以上四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些角色所发挥的作用，突显了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的三大重要意义： 

（一）改善科技条件建设和资源分散配置的不利局面 

科技条件的优化与整合，正成为国际科技创新竞争的一个新的焦点（吕祖善，

2006）。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是以财政科技投入和

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为基础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在科技基础设施和条件、科

研基地和平台等方面予以大量投入，初步形成支撑科技发展且满足全省经济和社

会发展需求的基本能力。但是，科研设施投入分散，重复建设，配置不当，共享

机制缺乏，相应政策法规不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等，使得科技资源不能

共享的问题长期存在，已有的科技资源效益没有充分发挥。 

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的利用率仅有 25%左右，而一些发达国家则达到了 170%。

发达国家的大型科学实验设备利用率比我国高 5 倍到 6 倍。调查表明，我省大多

数大型仪器的利用率在 30%左右，有的只有百分之十几，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

国家投资的巨大浪费，而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如何

盘活科技资源存量，优化科技资源增量，发挥更大的利用价值，更好促进科技发

展，这是当前我省科技管理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

设，就是要加强统筹协调，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各类科技活动主体形成内在的创

新能力，形成推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二）明确科技支撑发展和自身发展的关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科技支撑

能力的发挥取决于科技自身的发展水平和物质条件建设状况，取决于公共科技资

源配置效果和组织协调能力。2008 年末，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中开展科技活动2

的企业有 12897 个，占 22.3%；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的企业有 5831

个，占 10.1%。（以上数据来源：浙江省第二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

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4659 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813 家，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 499 家（数据来源：2008 年浙江省各地市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报告）。

这些数据表明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企业研发机构仍然偏少，同时也值得我们深

思，大量的企业是不是都要自己购置高档的分析测试设备？大量的企业是不是都

要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 

建立科技创新平台是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强化公共服务和优化公共服务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它的建立可以向本领域的广大企业、科研

人员开放提供研究开发和中试转化的科技条件，起到一个公共实验室和试验基地

的作用。通过开展行业调查，针对存在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可以主动设计课题，

开展研发和联合攻关。科技创新平台可以帮助广大企业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成为广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技术依托。平台通过开展产品设计、检测测试、

专利标准、信息咨询和培训服务等配套服务，可以形成“一站式”服务，便于企业

进行技术创新。通过这些服务和产学研结合，使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更紧密，科技

的支撑作用更强劲。实现科技支撑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使得

科技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全社会科技创新活动，切实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见图 2）。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2 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是指有组织地开展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并有相应经费支出的企业。 



 

图 2  平台工作与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的关系 

（三）满足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的内在需求，提升创新能力 

目前我国公共财政资金大部分支持的是科技活动中的 R&D 部分，且主要以

竞争性的科技计划项目安排，而对不直接从事 R&D 活动但为其提供辅助性、服

务性的科技活动支持较少。比如用于推进科技产业化的政策引导类计划的资金投

入占中央财政科技投入的比重不到 5%。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分散局面尚未得到根

本扭转，财政科技投入结构仍待进一步完善，科研条件、基地、机构和人才队伍

的建设稳定支持力度不够。近年来对我省科技资源配置和利用情况的实际调研中，

我们发现造成当前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科技资源相对比较分散，条块分割，各自所有，无法形成科技创新合力。

尽管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各界对这一状况的改善进行了一些探索，但

总体成效不大。要改变现状，必须要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建立有利于集

聚创新资源，形成科技创新合力的体制和机制。像攻克“两弹一星”那样组织有

效的创新力量，解决一些重大的关键共性技术。支持不同类型的科技活动，有利

于促进科技资源和成果转化为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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