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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exploratory research methods to construct research models, determine 
the dimensions of variables, put forward research hypotheses, form a questionnaire, conduct 
research on enterprise technicians, and verify research models and hypothese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of employe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s' 
innovative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Employee 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ctiv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enterprise innovation cul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free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good project management, resource support, incentive system, innovativ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rry out various forms of staff innovation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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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文章采用探索性的研究方法，构建研究模型，确定变量维度，提出研究假设，形

成调查量表，对企业技术人员进行调研，验证研究模型和假设。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员工创意

活动显著影响创新观念、制度文化。企业员工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显著影响企业创新环境、

制度文化。最后本文建议从自由氛围的建设、良好的项目管理、资源支持、激励制度、创新

型组织特征等几个方面构建企业创新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员工创新活动，推动企业创新文

化的完善和发展。 

1．引言 

技术创新只是整个科技活动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技术进步通常被看做三种相互重叠

又相互作用的要素的综合过程。第一个要素是技术发明，即有关新的或改进的技术设想，发

明的重要来源是科学研究。第二个要素是技术创新，它是指发明的首次商业化应用。第三个

要素是技术扩散，它是指创新随后被许多使用者采用（钱振华，2015）。由于创意、创新及

扩散相互重叠又相互作用，并且如果只研究商业化应用，样本搜索的难度太大，所以本研究

的 “员工技术创新活动”，其中技术创新活动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企业创新文化是企业在创新和创新管理活动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并对企业创新具有导向、

牵引作用的活的新型文化（刘朝臣等，2008），创新文化服从、服务于企业创新，是推动企

业创新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包括创新价值观、创新制度、创新模范、创新网络及创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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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企业创新文化能对变化的环境及突发的危机情况做出反应，是企业组织内一种鼓励、

引导创新和冒险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激励员工进行创新活动（索恩伯里，2003）。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文化；有利于创新的观念文化；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文

化。创新文化需要满足以下四种价值观和态度：公司管理者乐于冒险，员工的参与，激发创

造性，共同的责任（李转珍，2008）。 

2. 研究变量维度和模型的确定 

通过文献查阅、访谈，了解到企业内部员工创新活动主要有以下7种形式：技术培训、技

术创新工程(发明创造)、技术创新竞赛(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合理化建议、开展科研立项活

动、劳动竞赛、员工小改小革。 
本研究将企业员工技术创新活动分为两个维度：创意活动、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企业

创新文化的构成维度：市场导向、创新理念、创新型组织特征、物质保障、项目管理、评价

激励、学习培训宣传、组织支持。 
由于企业员工技术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文化的影响前人相关研究很少，本研究假设企业

员工技术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文化存在影响关系。 

3. 问卷调研过程和结果分析 

创造进程参与主要参考Zhang等（2010）创造力进程参与量表。组织创新氛围主要采用

Payna等（1976）量表。消费者创新活动和社区创新文化量表采用包文莉（2015）的量表。2017
年6月-7月，委托专业调研公司，对企业技术人员进行再次调查。本次调查共收回企业员工有

效问卷276份。 

3.1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本次调查人员所在企业以中型和大型为主，调查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信息和通信行

业。辽宁省内的企业主要分布在沈阳、大连、营口等地区，省外企业以北京、上海、广东为

主。通过访谈和调研了解到企业内部员工创新活动主要有以下7种形式：技术培训（79%）、

技术创新工程(发明创造)(71%)、技术创新竞赛(岗位练兵，技术比武)(66%)、合理化建议(56%)、
开展科研立项活动(44%)、劳动竞赛(29%)、员工小改小革(23%)。 

3.2 实证结果分析 

本节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变量进入模型的标准

是F的概率值小于或等于0.001。 
企业员工创意活动解释企业市场导向文化变异量为0.065，即表示企业员工创意活动能预

测企业市场导向文化6.5%的变异量。企业员工创意活动解释企业创新理念文化变异量为0.286，
即表示企业员工创意活动能预测企业授权支持28.6%的变异量。企业员工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

解释企业创新型组织特征变异量为0.221，即表示企业员工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能预测企业创

新型组织特征22.1%的变异量。企业员工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解释企业物质保障文化变异量为

0.237，即表示企业员工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能预测企业物质保障23.7%的变异量。企业员工

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解释企业项目管理变异量为0.219，即表示企业员工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

能预测企业项目管理21.9%的变异量。企业员工创意活动解释企业评价激励文化变异量为

0.231，即表示企业员工创意活动能预测企业评价激励文化23.1%的变异量。企业员工创意活

动解释企业学习培训宣传变异量为0.231，即表示企业员工创意活动能预测企业学习培训宣传

文化23.1%的变异量。企业员工创意活动解释企业组织支持变异量为0.174，即表示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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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活动能预测企业组织支持17.4%的变异量。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创新文化弱的企业在培训

宣传、组织支持方面得分较低。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企业员工技术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文化的影响路径和机理如

下图1所示。 
 
 
 
 
 
 
 
 
 
 
 
 
 

 
 

 

 

图1 企业员工技术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文化的影响路径和机理 

4. 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创新文化建设策略 

4.1 构建企业创新文化 

本研究实证表明，企业员工创新活动可以推动企业创新文化的发展，有些观念性的企业

创新文化如市场导向，受到员工创意活动的显著影响程度很小，需要企业管理者构建。 
培训宣传工作员工需要多加注意知识非正式、非制度化的一面，并特别重视通过暗喻、

图片和经验获得高度主观的灵感，企业员工知识增长需要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员工默契

地分享缄默知识的过程。员工通过对话、讨论、经验分享和观察来综合个人的学习，从而推

动这种学习，促进员工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提升个体和组织的创新能力。 
组织支持需要德才兼备的管理者和避免企业中的政治行为。组织支持指公司能够对员工

的创新成果给予公正的评价；员工所在的团队支持员工的创新活动；公司为员工提供进修机

会，鼓励参与学习活动。组织支持让员工感受到了企业对自己的重视和企业的发展，从而提

高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和对企业的归属感。 

4.2 开展形式多样的员工创新活动，推动企业创新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员工创意活动显著影响企业市场导向文化、企业创新理念、企业评价

激励、学习培训宣传、组织支持这些企业创新文化。企业员工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显著影响

企业组织特征、物质保障、项目管理这些企业创新文化。 
企业通过开展员工创新技术活动，员工为了能够参与活动，从创意开始，员工需要花大

量时间整理筛选那些帮助我们产生新想法的信息，向他人寻求新点子并寻求支持，仔细考虑

不同来源的信息以产生新的想法，能够针对问题提出有创意的解决办法。这个过程可以促进

企业创新理念的发展，不断为员工提供学习培训，提供公正的评价，并建立物质和声誉激励

制度，让员工有组织支持感。 

创意活动 

方案遴选和实施活动 

市场导向 

创新理念 

组织特征 

物质保障 

项目管理 

评价激励 

学习培训宣传 

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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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通过创新活动，提出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将创意点子转化为有用的实践，

这个过程促进了形成创新型组织特征：宽容、不指责、通过正常途径可以获得创新相关的信

息资料等；促进组织对实施过程提供资金、场地、设备等物质保障；促进企业项目管理的科

学性。这些企业创新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可以促进企业员工的创新活动的开展，提升企业创新

绩效，形成企业竞争优势。 
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员工技术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文化的影响路径。希望本文能够为

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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