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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ur age, al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hanks to the constant explorations of our forefathers on the road to 

development. The progress of this age can be from the ancient stone age to the bronze and iron age to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and carbon age.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he mate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imes, but als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new materials are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times, there i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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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一切都得以进步，得益于先辈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着。这种时代的

进步可以具体为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到青铜、铁器时代，再到现在的信息、碳素时代。而从这当中可以

看出材料科技与时代有着至关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新的材料是时代科技创新

的依据，存在着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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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孵化器推动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1.1 新材料当今状况 

到目前为止，新材料产业发展已经有所成果，其产

值将达到 2 万亿元。这也使得高校的重视，从而开展以

新材料的研究课程，据世界大学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有

五所高校对于新材料的研究排到世界高校的前五十。在

沿海地区对新材料科技研究更为注重，而中西部地区则

打造出特色鲜明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由此看出我国对于新材料的注重，科技和产业两方

面来看，我国是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的。与其他国家对

比，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对其研究的落后导致积

累的经验不够丰富，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大，原创性的东

西太少，从而导致核心技术成为别人的专利。国内的对

其研究大多数为实验室主，而其研究主要是解决材料的

有无问题，并不全面，对其工程，生产等方面不重视，

这些点归根结底还是研究团队的不足，研究经验无法相

互学习相互进步。针对这些研究人员要集中在某区域内，

企业对于新材料的研究要形成专门研究人员，使其形成

共同发展体系。 

1.2 孵化器对于新材料的作用 

所研究的材料要能在现实中体现其价值来，在创新

出新材料到实际运用推广中，需要有三个必要的阶段。

首先是在实验室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要要有着明确

的设计理念、研究的方向，然后将其设计理念运用与实

际，研究出样品，研究所则需要对样品进行模拟环境测

试验证，使其达到用户的要求及肯定，研究好产品后则

需要工厂统一生产，生产之后并不是大功告成，需要对

其产品不断跟踪优化，确保成为货架产品。这是一件产

品研究发展到生产的必要过程，在这过程中也是存在着

一定的风险性。 

在新材料的成为货架产品周期中，需要经过政府的

许可，及各种利益方人员的参与，而在中小型的企业中，

则会存在着资金紧缺，开发技术不成熟，进入市场的困

难，而面对这些存在的困难，企业不能解决，这时候则

需要孵化器来作为载体，解决这些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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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孵化器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表 1 我国孵化器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国内企业对于孵化器的专业服务存在依赖性，使得孵

化器开始朝着孵化专业服务的方向发展，虽然孵化专

业服务得以快速发展，但是企业对其只是存在性依

赖，并不能带动企业团队自主发展，使其企业创新仍

存在原地踏步阶段。 

孵化管理模式

经验缺乏 

软硬件服务能

力欠缺 

专业管理模式

经验不足 

以目前形式而

论，国内的孵化

器主要来源还

是政府，对于这

种单一的存在，

市面上没有竞

争的压力，导致

其服务质量难

以发提升，服务

水平停留不前。 

国家仍处在发

展阶段，导致需

要科技还不是

很全面，而由政

府所提供的孵

化器，也只能解

决点硬件上的

问题，对于核心

技术的掌握还

是存在着问题

的，在孵化的过

程中难以帮助

企业解决各类

问题，突破难

关。 

针对我国现有

的孵化器，大多

数是政府的管

理，而这种单一

的管理模式，会

容易导致企业

的发展得不到

进步，设计的周

期得不到提升 

 

企业孵化器通俗大体的来说就是对中小型技术企

业进行培育为其提供服务的机构。在中小型创业起步阶

段中，孵化器能很好的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比如

创业的基础设施与资源，给企业起步阶段作个引导，大

大的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也为其减少一些没必要的开销，

从而达到推动科技进步的转化。而在国内企业对于孵化

器的专业服务存在依赖性，使得孵化器开始朝着孵化专

业服务的方向发展，虽然孵化专业服务得以快速发展，

但是企业对其只是存在性依赖，并不能带动企业团队自

主发展，使其企业创新仍存在原地踏步阶段。 

2.1 孵化管理模式经验缺乏 

以目前形式而论，国内的孵化器主要来源还是政府，

对于这种单一的存在，市面上没有竞争的压力，导致其

服务质量难以发提升，服务水平停留不前。在这阶段要

也出现第三方的孵化器，由于收益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成

果，而孵化器帮助企业的周期长，孵化器的管理模式还

是需要不断地探究。 

2.2 软硬件服务能力欠缺 

国家仍处在发展阶段，导致需要科技还不是很全面，

而由政府所提供的孵化器，也只能解决点硬件上的问题，

对于核心技术的掌握还是存在着问题的，在孵化的过程

中难以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突破难关。 

2.3 专业管理模式经验不足 

针对我国现有的孵化器，大多数是政府的管理，而

这种单一的管理模式，会容易导致企业的发展得不到进

步，设计的周期得不到提升。而解决这事则需要引进专

业的管理体系，设定一套合理的管理体系，从而能帮助

企业的管理模式，减少企业孵化的周期。而帮助企业孵

化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交流对接，这是需要确定一套完

善的体系的，要确保从理论的思想到实际操作研发到检

测产品，到最后的市场推广的科技成果转化。而在这种

孵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人才，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因

素转化。而国内孵化现状还是远远达不到的。针对这种

孵化模式首先需要做到一下几点。 

2.3.1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评估 

科技成果的转化作为重要的环节，往往最容易得到

忽略，科技的成果并不能一方的测试肯定的，这是不可

行的，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专业人士和孵化机构的认可，

并对成果进行市场价值评估。 

2.3.2 企业有效科技需求的收集 

企业对于自己所需求的不够明确，企业与企业之间

的现状不够了解等因素阻碍企业发展，针对现状企业应

对实地研究对于企业本身所需求的技术与孵化机构合

作的模式发展探索，从而达到理想科技成果转化。 

2.3.3 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相匹配 

建立专业团队，收集科技成果，针对企业所需要的

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匹配对接。高效率的完成科技成

果与企业需求。 

2.3.4 供到核心技术的服务 

对于现仅有的办公政策等基础设施服务中，要不断

的学习引进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做到能为其提供到核心

技术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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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的新材料孵化器模式 

3.1 新材料产业化过程 

科技成果的孵化要得到创新需要经历各方面的创

新，而在科技成果创新中，新产品生产模式则需要发生

改变，首先所设计的科技需求需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社

会要求，专业化人才解决设计的核心性问题，同时孵化

授权企业，帮助企业进行孵化，企业对于产品则进行开

发，设计出样品，并对样品验证测试，确保无误联系厂

家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孵化机构帮助寻找市场及

初期运营阶段，最后投放的市场，满足市场需求。 

3.2 科技成果创新孵化完善体系 

而要做到新产品产业化孵化，以上的方式还是存在

着欠缺的，而针对上面的模式，则需要建立三个相互独

立的模式，这种共存依赖的模式构建成完整生态型科技

创新链。以下将一一描述：首先，市场模块，市场根据

社会所需求进行明确的方向，保证所研究的能满足社会

需求。其次，科学家模块，科学家需要与企业进行明确

的对接，孵化包含技术，人才培养，资金问题，政策管

理，信息交接，空间储存，设施市场等一系列要素的对

接，确保人才孵化的独立性，培养其团队合作能力，对

于核心问题作到指导性思想，拓阔企业自身实力，帮助

企业有效的发展。最后成果转化模块，科学家的研究成

果要与企业之间作到完善的交接，企业对于成果，要建

立专业人才管理，收集成果并对其有效的处理，待企业

有所需求时能准确地进行衔接，从而达到成果与企业之

间真正的对接。创新孵化链则能高效率的帮助企业进行

长远的发展。 

4.科技孵化器未来发展趋势 

科技企业孵化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在以科技驱动创新的战略国策下，它必须

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也必须实现自身的进化。从未来发

展角度来看，科技企业孵化器需要在资源层面，能力层

面以及价值层面应对新的挑战与新的变化。 

4.1 资源层面 

科技孵化器是创新资源聚集的平台，未来的资源聚

集应以共享、国际化、区域化和信息化的方式发展。简

而言之，共享意味着创新要素，包括人员、设备、能力

和信息，可以通过孵化器平台共享。国际化意味着打破

国界，真正实现资源层面的全球资源积累和配置。区域

化意味着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要有特色定位，不能千

遍一律；信息化是指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它将给资源的汇集和优化配置带来巨大变

化。 

4.2 能力层面 

回归自然，科技孵化器需要具备三个核心能力：

判断力、整合性和转化性。判断力是指判断技术、市

场、商业模式和创新团队的能力；整合性是指围绕技

术和项目整合各类创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形成合

力；转化性是指孵化器在技术与产业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并且在连接过程中实现各类创新资源和要素的价

值体现。 

4.3 价值层面 

科技孵化器不应仅仅是培育和帮助高新技术企业

的服务机构。从技术和产业两个层面，体现孵化器的价

值，最终应该在供给端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实现企业

需求的技术升级改造。 

5.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当今现状的孵化器存在着很多的漏

洞与不当，没有竞争压力。单一的孵化模式对于企业来

说，只能提供某些硬件服务方面的帮助，实际上，很难

起到决定性的重大帮助。而针对这些不足之处，应该建

立新型孵化链，从科技需求到人才运用管理，到帮助企

业得到技术解决方案，再到市场销售等方面的完善孵化

体系管理模式。这些不仅仅提供硬件服务，还可以为企

业带来软件等方面的其他服务，帮助企业更好的孵化出

属于自己企业的人才，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供更好的科

技成果转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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