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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organization mode of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e led by enterprise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um- low speed maglev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 

company jointing other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ystem to independently complete scientific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market mechanism. It is the beneficial trial for considerabl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It ca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siderab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onvers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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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工程化为例，探讨了以企业为主导的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的组织模式内涵、特征及网络性的组

织结构。企业以市场机制组建研发体系，自主进行科研成果工程化研发是重大科研成果工程化的有益尝试，加速我国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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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周

期长、规模较大、涉及的合作单位多，是相关产业工业实

力的一个综合体现。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过程即包括核心

技术突破、也包括产品可靠性和批量生产等带来的工艺、

标准等问题需要解决。重大科研成果在我国多是由国家组

织实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的创

新组织组织模式给科研成果的工程化研发带来新的途径。 

我国对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的基础研究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如何使这项国际领先的科

研成果不被束之高阁，需要解决的科研成果工程化难题。 

本文将从协同创新组织模式的视角，以北控磁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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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该项技术的工程化开发并在北京轨道交通S1线得

到工程应用为范例，研究工程化研发过程中采取的新型协

同创新组织模式的特点和发挥作用的机理等，以期提高我

国重大科研成果转化率提供经验借鉴和模式参考。 

2．重大科研成果工程化组织模式 

重大科技成果按照其用途可分为：国防科技类、重大

装备类、新能源、新材料；交通运输类等，其工程化过程 普

遍具有以下特征：技术复杂系统性、高 风险性、涉及众多

合作单位、工程化周期长、组织协调难度大、需要大量资

金持续的支持。重大科研成果工程化过程的特征决定了其

组织过程的复杂性和协同性特点，往往由国家层面组织工

程化研发、生产和实施。国家一般设立项目的办公室，成

员为相关的国家部委和国家级组织机构，负责统筹研发、

设计、生产等环节的协调工作，以及各块工作的资金分配；

在该项目办公室内下设若干项目组，各项目组具体负责科

研、生产、建设等工作，向相应科研机构、企业下达任务

[1-4]。 

高铁列车工程化就是典型的国家主导的重大科研成果

的工程化项目。参见图 1（以京沪高铁为例）。2007 年国务

院成立“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担

任组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发改委主任、铁道部部长任副

组长，科技部等 13 个部委、工程院、银监会、京沪高铁沿

途 7 省市领导任工作组成员。京沪高速铁路领导小组负责

跨行业、跨部门的科研、设计、生产和建设中的组织和协

调工作，铁道部负责具体工作。铁道部把京沪高铁工程化

实施工作分成若干项目，由铁道部科技司等各司局负责科

研攻关、产业化研发、工程实施等，为投融资需要成立“京

沪高铁股份公司”，承接铁道部各司局下达的各项任务，并

把任务下发给相关科研、设计、生产和施工单位[5-6]。这

种层级制的组织模式，由国家下拨经费，负责跨部门、跨

行业的技术攻关和建设施工，每级单位只对上级负责，避

免了同级单位及跨行业、跨部门合作单位之间的扯皮，参

与企业的市场风险很小。 

国家组织的重大科研成果工程化组织模式构成层级

式，对于参与企业采取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向企业下达

指令。但是这种模式的灵活性不足，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牵

头组织的重大科研成果工程化成为其有益补充。譬如，能

够影响我国轨道交通架构的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是在科

技部、北京市等政府部门的持续支持下取得的国际领先重

大科研成果，但是其工程化研发不是由国家而是由企业在

市场原则下组织完成的。 

 

3．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的工程化网络组织模式 

上世纪末，北控集团为解决北京八达岭景区交通和景

观协调问题，把长城脚下的停车场向外迁移约 2 公里，为

解决交通接驳问题，在广泛论证现有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之

后，决定采用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但是这项技术在当时

还处于实验室的研究成果阶段，仅仅只做了原理样机，北

控集团敏锐的扑捉到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优势，决定在国

防科技大学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推进中低速磁浮交通技

术工程化开发，开始了以解决八达岭景区交通问题为初始

目标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工程化开发 

中低速磁浮技术工程化采取了北控磁浮公司牵头的网

络组织模式，北控集团与科研成果的发明人国防科大合作，

联合国内铁路、航空、汽车、冶金等领域十几个在行业内

具有优势的企业组成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工程化开发体

系，历时十年完成了通常由政府牵头的重大科研成果工程

化研发，并成功在北京轨道交通 S1 线得到应用。 

3.1 企业牵头的网络型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内涵 

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利用受控制电磁力把车辆悬浮在

轨道上取代了传统地铁的轮轨关系。整个系统划分为车辆、

线路轨道、信号和牵引供电等四个大系统组成。构成中低

速磁浮交通系统的单体设备、产品都是关键技术、子系统、

系统集成而成，在技术研发过程中各子系统的技术相互匹

配性直接影响中低速磁浮技术的系统综合性能，因而在工

程化过程中技术的协同研发是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工程化

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技术的协同性要求建立工程化过程

中要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机构和合理的组织机制来有效地

组织各级技术系统的研发和生产。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协

同创新的组织模式特点[7-8]：1）整体性：以产学研联盟形

式把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科研成果原始创新主体和以企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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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京沪高铁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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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生产技术创新紧密联合在一起，弥合了科研机构和

企业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的弊端；2）以牵头企业为主导的网

络型组织结构：北控集团作为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工程化

的组织单位，牵头组织并出部分科研启动资金，各协作单

位进行资金配套共同进行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的工程化研

发。北控集团和各合作单位是网络型的组织结构。 

3.2 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工程化网络组织模式 

北控集团与科研成果的发明人国防科大合作，组织联

合我国铁路、航空、汽车、冶金等相关领域最具优势的研

究、设计、生产和建设单位，以实现自主知识产权、国产

化、世界领先的中低速磁浮交通产业为目标，基于“共同

投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组建了工程化开发体系。

经过十年艰苦努力共同攻克了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工程化

过程中专有产品研发、批量生产工艺、质量控制标准等难

题，完成了这项科研成果的工程化研发并取得实际工程应

用。这次的工程化研发成功，代表着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

协同创新组织模式的诞生，这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将会为

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的提高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依靠共同的理想和市场目标，北控磁浮公司联合众多

合作单位组织了十几倍于自身资金共同投入，成功完成了

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的工程化研发。如图 2 所示，北控磁

浮公司作为工程化活动的发起者，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

科研成果的发明人国防科大负责技术集成，列车集成和零

部件研制由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飞机公司承担，轨道设备所属道岔和 F

型轨道由宝鸡桥梁厂和莱芜钢铁集团完成，信号系统和供

电系统的研制由中国铁道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和中铁电气化

局集团公司承担，工程设计和施工由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六局等单位承担。 

 

 

 

 

 

 

 

 

 

 

 

作为项目的组织协调方，北控磁浮公司与各方签订合

作协议，根据合作内容、产品性质和市场预期给予不同额

度的资金支持，但是主要资金来源由各企业自行配套解决。

但是在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北控磁浮公司和国防科大提供

技术支持和前期科研成果。 

作为系统集成和科研成果的发明人国防科大的地位比

较特殊，学校是科研的主力军，工程化研发离不开原始科

研成果的技术支持。但是工程化进程需要的大量资金投入

需要由企业承担，成果发明人以技术优势参与到这个过程。 

另一方面，科研成果的工程化研发以企业为主导更加

有效。在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这项科研成果的工程化过程

中，组织人北控磁浮公司发挥企业自身工程组织和市场推

广特长协调参研单位各方利益和收益预期；科研成果发明

人国防科大借助组织方把新技术成果贯彻到各工程化体系

单位的产品研制中；工程化合作体系各参研单位借助科研

成果涵盖的新技术，利用项目组织方的启动资金带动企业

自身更大投入，为企业开发了新产品和新市场。目前这项

科研成果的工程化开发取得成功，技术在实际工程建设中

得到应用，各方预期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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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低速磁浮技术工程化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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