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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模型、创新机制与发展建议

1

裴蕾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目的/意义]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高校智库创新系统多样性、自组织性及动态性
的规则模式，把握其演化的关键进程和节点，促进创新思想和创新模式的产生，提升高校
智库发展水平。[方法/过程]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抽象调研事实数据，构建了高校智
库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型，并从生物学隐喻、内部（微观）创新生态、外部（宏观）创
新生态 3 个方面对模型加以解释。[结果/结论]在内部创新生态系统中，高校智库承担了创
新环境的作用，促进微观创新主体进行知识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外部创新生态
系统中，高校智库承担着创新主体的功能，与其他生态主体竞争协同，形成政策建议和舆
论导向。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机制包括以人才流动为主线的自组织演化、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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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为主线的开放协同及以价值流动为主线的市场规律调节。
关键词：高校智库 创新 生态系统 机制 建议
分类号：C931.5

1 问题的提出
经历了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正处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方面面临着越来越
多的机遇和挑战，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期间必然会
遇到各种茫然和困扰，如支持与反对声音并存，近期利益与远期目标相悖，经
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失衡等等。在新时期，更好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
设需要决策者具有更强的决断力、洞察力和预见性，这就对推进科学民主的决
策咨询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代需要高校智库的智慧，这是高校智库
产生发展的现实背景和必然要求。高校智库作为智库的一个类别，相比较官方
智库及社会智库有 4 个方面的优势：首先，高校智库具有雄厚的人才及学术资
源优势；第二，高校智库能够促进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协同；第三，高校智
库能够将研究和学生培养联系起来；第四，高校智库传承大学的精神和文化，
能够尽力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高校智库在组织结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团队建设、管理机制、资源
配置等方面与高校原有的院、系、所、研究室不同。从微观角度讲，高校智库
综合运用资金、技术、品牌等要素进行知识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从宏
观角度讲，高校智库与其他创新主体及政策共同体合作、竞争形成全新的组织
互动关系。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形态，高校智库的内容研究和机构建设是典型
的创新过程。创新是一种复杂的组织行为。对创新的研究范式经历了线性范式、
1 本文系 2017 年天津市教育系统调研项目“高校品牌智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7-13）研究成果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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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范式及生态范式 3 个阶段。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范式突出了组织行为的动
态演化和自组织生长，强调了各个创新要素的有机聚合。高校智库兴起时间并
不长，但其发展过程充分体现出创新系统的生态特征，如无绝对权威（或意见
领袖）的自组织生长、相对开放的组织边界、组织形态的多样性、与多种类型
组织高度共生等。以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高校智库的创新行为可以更好地刻画和
预测高校智库在一个时间维度上的创新的动态性，以及空间维度上的创新的网
络性。
2 文献回顾
2.1 政策网络与知识创新
政策网络是将网络理论引入政策科学及决策体系而形成的一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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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多有学者基于政策网络的理论框架研究智库建设问题 [1-3]。Klijn [4]认为政策
网络具有 3 种显著特征：主体之间相互依赖、政策网络是一个过程，以及政策
网络的活动受到制度制约。Finlayson 和 Rhodes [5]认为政策网络的特征之一是网
络自治，不存在至上权威。政策网络所体现的主体间依存制约、决策过程动态
化及网络的自组织性已经初步呈现出生态学的特征。同时，由于智库的作用在
于对创新整体或环节问题上的原创性知识贡献 [6]，一些学者开始以知识创新的
视角研究智库问题[7-9]，认为智库是建立在政策网络上的知识创新集合。进一步
地，王友云等 [10]将智库、网络及创新三者联系起来，认为决策咨询是交流与互
动的网状结构，在这张大网上，需要能促使知识与权力交流互动的智库平台。
基于此，以创新生态学的视角观察智库问题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发展与
建设研究的题中之义。
2.2 创新生态系统与高校智库建设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于 2003 年初开展了一项研究，在世界上第 1 次正
式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的概念。赵放等

[11]

将创新

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定义为 2 个重点：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和主体与环境的相互
作用。进一步地，惠兴杰等 [12]将创新主体定义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有形
行为主体；创新环境要素则包括知识、信息、文化、制度等无形资源。而对创
新生态系统特征的描述，曾国屏等 [13]总结为动态性、栖息性和生长性；李万等
[14]

总结为多样共生性、自组织演化和开放式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创新理

论深化发展的最新成果，一方面，它突出了创新资源动态生长的特性，是对创
新系统自组织性质的强调；另一方面，创新生态系统不再是一个个孤立封闭的
网络，而是创新网络的一层层叠加和嵌套。创新生态系统与研究试验、生产制
造、中介类辅助群落、集群内部创新生境、外部创新环境等生态子系统层层嵌
套，相互作用、复杂连接、共同演化 [15]。从创新网络到创新生态系统，实质上
体现了当代创新研究在主体、功能、方法和文化方面的 4 大转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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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研究智库建设问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国内外的相
关研究文献均较少。Bevilacqua [17] 认为智库既是创新主体也是创新环境，它引
发了社会变革，同时也促进了创新系统的演变。McGann [18] 认为智库在人才培
养、质量评估、独立性、研究连贯性、产品服务活动、发展战略、组织架构、
机遇识别、合作伙伴和网络构建、影响力扩展、研究方法和数据运用等方面进
行着创新，他强调了智库发展方向上的多样性，引申出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基
本特征。智库建设是一个整合和开发各种资源，重构或新构创新生态的过程。
高校智库因其特有的优势，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创新网络中的信息节点作用。用
生态学的观点研究高校智库创新体系的意义在于把握高校智库发展多样性、自
组织性及动态性的规则模式，识别其演化的关键进程和节点，促进创新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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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的产生，提升高校智库发展水平。
3 调研过程
研究在 2017 年 5 月—9 月期间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天津大学）研究基地、中国
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天津理工大学中国重大工程技术“走出去”投资
模式与管控智库，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安全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民航大学
临空经济研究中心等 10 家高校智库进行了网络调研，并与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
题研究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天津大学）研究基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国际研究中心 3 家智库的负责人及主要研究人员展开座谈和深度访谈，结合南
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智库建设的情况分析，探讨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内
在结构、创新机制和发展规律。在对调研情况总结、归纳和抽象的基础上，构
建了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型，并从生物学隐喻、内部（微观）创新
生态、外部（宏观）创新生态 3 个方面对模型加以解释。
4 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模型
4.1 生物学隐喻
生物学隐喻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假设，它以生物学的视角看待社会
经济组织和现象，识别创新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以及创新主体之间、
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高校智库因其特殊的资源禀赋，会逐渐发展成为
创新网络中的重要结构洞，即多方关系及信息传播的节点。从政策创新延伸到
知识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从政策网络扩展到知识传播网络、文化衍生
网络和思想互动网络，从而形成一种创新生态，见表 1。
表 1 自然生态系统与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natural ecosystem and University-think-tank innovative ecosystem
研究对象
自然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
创 物种
具有相近基因组别的生物个体
价值、文化接近的各个高校智库
新 族群
同一物种个体所组成的复合体
区域内高校智库所组成的智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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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群落
体
环 物质
境 能量
要 环境
素
微生态

某一地域中，各类生物族群所组成
的复杂网络结构
碳、氧、氢、氮等元素
日照
温度、土壤、水分等

高校智库、其他类别智库、政府、
媒体、公众等所组成的复合体
文化、知识、技术等
创新思想
资金、设施、政策、制度等

榕树一木成林等现象

生
态
系
统

多样性

存在多种形态的生物、环境要素及
依存关系

共生性

生物体之间、生物体与非生物体之
间相互交错影响的复杂关系
生物族群在环境内的动态分布状况
族群之间的竞争行为等
物种的演化、环境的变迁

母体高校—高校智库微生态；
高校智库内部次生生态等
各类型智库、利益集团、媒体、服
务机构，政策共同体之间多样博弈
关系
高校智库与母体高校、其他智库、
政府、媒体、公众等的相互作用
高校智库综合运用资金、人才、政
策等要素不断进行创新
受环境压力的影响，高校智库成长 、
发展、变异、衰败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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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稳
定性
演化性

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高校智库创新生态中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物种、族
群、群落，它们与文化、知识、技术、政策、资金等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共同组成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并呈现出多样性、共生性、动态稳定性及
演化性的生态学特征。从外部看，高校智库与各类生态主体在创新环境要素的
基础上竞争、合作、协同；从内部看，高校智库综合运用资金、政策、制度等
要素不断创新，为更微观的创新主体提供了适宜的微生态，促进知识创新的螺
旋式上升发展。
4.2 内部（微观）创新生态
在内部创新生态系统中，高校智库承担了创新生态环境的作用。它不同于
传统的高校科研机构，基于独特的人才配置、研究经费、管理制度、研究方法
及考评方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创新“温室”，促进、保障、支持其中的微观
创新主体——研究人才及管理人才进行知识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图
1）。首先，从创作的角度看，智库产品的本质是研究者将数据、资料、信息整
合加工，结合自身的隐形知识，运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创造出有价值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建议的知识创新过程。高校智库之所以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创新效
率，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理论体系完整、经验丰富、人才充足的优势，并且确
立了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论体系，依照学术界公认的理论框架和程序规范
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中立性强、主观色彩少。第二，高校智库将树立开放协
同的智库品牌和组织文化作为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因此多采用扁平式的组织
架构及目标驱动型的组织战略，行政管理色彩弱化，以项目而非所属部门为轴
灵活组合研究团队，在跨学科、跨机构的研究过程中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及自
然科学从人员到机构的破冰融合。第三，高校智库在管理制度上进行着创新。
在人的方面，采用竞争性的引才制度、动态化的用才制度和人性化的员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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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首席研究员负责制、旋转门制、特聘研究员制等，与高校及科研机构
传统的人才管理方式有明显的区别；在财的方面，高校智库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总体上不悖于母体高校的财务管理体制，但在文化和价值取向方面更注重人的
智力贡献；在物的方面，高校智库自有的数据库、研究报告池、实验设备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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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研究人员开放，在知识产权共享方面做出探索。

图 1 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微观）
Figure 1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 (micro perspective)

4.3 外部（宏观）创新生态
在外部创新生态系统中，高校智库承担着创新生态主体的功能，与官方智库、
社会智库、母体高校、利益集团、媒体、数据/调查公司等生态主体竞争、合作、
协同，形成政策建议和舆论导向，试图影响和引导决策者及社会大众。在宏观
的高校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着 3 层关系（图 2）：首先是高校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高校智库最根本的组织目标之一即为通过专业的分析和建议，影响政府行为，
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服务。因此，高校智库与政府是典型的供求
关系，政府是政策备选方案、评估意见、政策建议等咨询服务的需求方，高校
智库是供给方，双方以需求方市场为主导，这是智库产业萌生发展的经济学基
础。第二是高校智库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关系。（1）高校智库常与利益集团或官
方智库合作，利用利益集团（如地区商会、行业协会）的社会网络和数据信息
资源，以及官方智库的内参信息和报送渠道，共同完成对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
策，形成某种社会政策。（2）高校智库与社会智库之间会根据各自的研究专长
和资源能力，自主选择竞争或者合作的模式；同时双方也多与媒体合作，实现
塑造公众影响力、发现社会问题、推广政策主张的目标。三方关系中不存在绝
对的主导者，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最佳选择策略进行博弈，关系模式随时可能
发生变化，但又不可能发生任一方被逐出市场的情况，这充分体现了创新生态
系统自组织性和动态稳定的特征。（3）高校智库与母体高校存在着深度共存的
关系。母体高校在智力资源、研究基金、关系网络方面对高校智库形成支撑；
高校智库在社会影响力、科研命题、研究方法及声誉方面对母体高校进行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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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高校智库与社会大众的关系。高校智库与社会大众是双向供求的关系，
双方围绕信息传播进行价值交换。一方面，社会大众既是信息的提供者，也是
信息的需求者；另一方面，高校智库通过收集社会大众的需求和意见，形成政
治观点并将之传达给社会大众，在此过程中，高校智库所秉持的创新知识、创
新方法和创新文化也随之传播。

图 2 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宏观）
Figure 2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 (macro perspective)

5 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机制
5.1 以人才流动为主线的自组织演化
无论在何种创新生态系统内，创新人才都是最基础、最具能动性的微观创
新主体。在高校创新生态系统中，随着创新人才的流动，智库、高校、利益集
团、服务公司、媒体等各类创新主体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按照自我意志进行着演
化，由无序走向有序。高校智库内部的创新人才分为 3 类：研究人才、管理人
才和复合人才。研究人才主要承担知识创新，管理人才主要承担组织创新和制
度创新，而复合人才则三者兼顾。人才流动的一种情况为：阶段（1）当高校智
库内部的创新环境要素不能满足人才创新的需要时，创新人才被动地向组织外
部流动；阶段（2）当该智库的人才流失达到临界点时会出现 2 种可能，一是组
织死亡，二是重大变革发生，组织变异开始另一段生命周期；阶段（3）改革后
的高校智库由于优化了创新要素配置，会吸引创新人才回流；阶段（4）然而当
创新人才超过组织生态资源承载力后，由于资源稀缺而产生恶性竞争；阶段
（5）这时阶段（1）又会重新发生。随着人才的流动，高校智库会慢慢调整到
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人才流动的另一情况为：高校智库内部的创新环境要素
能够满足人才的需要，创新人才成功进行了知识创新、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
其后人才主动携带其创新经验流动到其他机构，结合其他机构的情况展开进一
步的复合创新，其他机构的知识、组织和制度得到优化。这时的高校智库就有
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培养皿”，不断吸引人才、吸收外部人才的创新经验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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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人才提供创新实验室、其后输出人才。由于某个或某些成功高校智库的
溢出效应，整个区域内的创新生态系统都得到改善，这是一种较为乐观的动平
衡状态。
5.2 以知识流动为主线的开放协同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研究人员通过获取、加工及
传播信息，产生知识的创新。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资源和研究方法的排
他性减弱，知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壁垒被打破，知识在各个创新主体之间常
处于流动和共享的状态。根据知识创新生态学理论 DICE 模型 [19] ，在知识分布、
知识互动、知识竞争和知识演化的长期运行中，由于政府、高校、科研院所、
媒体、中介等各创新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 [20]，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对接、
互补、供求、融合等多种协作方式。例如，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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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在围绕这一战略所形成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各组织分别位于知识链的
不同位置，社会民众承担信息来源的功能，高校智库承担知识生产者的功能，
媒体、利益集团承担监督和协调的功能，政府和社会大众承担知识消费者的功
能。伴随着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沿知识链的转移、流动和循环，各个创新主体
通过协同和竞争成为一个生态的共同体。又如，在大科学时代，一个政策命题
可能会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环境学、地理学、历史学等
多个研究领域，单一智库往往难以涵盖这诸多领域。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智库、
官方智库、社会智库、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同一命题开展合作研究，通过传递、
分享和整合各自特有的资源和能力，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而知识流动的过
程就是创新主体间开放协同的过程。近 3 年来，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天津大学）研究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结合自己在社
会治理、物流经济、知识产权、语言文化方面的研究专长，联合申报课题、展
开合作研究。知识在调研和讨论的过程中传播、共享和深化。这多家智库也逐
渐从以学科分类为主线的线性研究路径转变为以协同为主线的网络研究路径。
5.3 以价值流动为主线的市场规律调节
当前我国智库发展逐渐呈现产业化的发展态势，其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清
晰的价值流动。在高校创新生态系统中，从社会问题的出现到政府购买行为的
发生，政策产品的创新随价值的流动而产生，并且在流动过程中服从市场规律
的调节。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流动方向大致为：（1）社会问题和社
会现象催生市场需求；（2）在社会或政府部门资助方的帮助下，媒体、利益集
团或智库研究者将之上升为政策议题，原始政策创新产生；（3）政府确立需求，
在智库市场竞争中选择优胜者，给付研究启动资金；（4）在复杂的研究过程中，
各创新主体交叉互动，最终形成一项复合创新的思想产品；（5）思想产品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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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值由需求方，包括政府、媒体和公众共同决定，而政府往往是最直接的购
买者；（6）新政策的实施会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和新的社会现象，这就将启动下
一轮的价值流动并促进思想领域的不断创新。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课题组
对天津民营经济的研究过程尤其体现出这一价值流动：税制改革后部分民营企
业出现税负不降反增的情况；课题组在企业走访过程中发现这一现象并反馈给
地方政府；政府确立政策研究需求后，对课题组研究进行资助；课题组联合工
商联、行业协会、地区商会等机构对该问题的成因和破解对策进行深入研究，
提交《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的四点建议》等研究报告；课题组在该项研究过
程中逐步发现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重要性，并得到管理部门的认可，于
是新的政策研究议题开始确立。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的经济学特征包括二元市场
结构、多元竞争及明确的价值信号 [21]，而市场规律调节着价值的投入、流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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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进而影响创新要素的分配组合和创新产生的时间和位置。本文所讨论的
3 种创新机制并不是独立运行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创新生
态系统的发展、创新效率的提升和具体创新产品、创新行为的产生。
6 高校智库生态学发展方式的建议
高校智库发展应把握多样性、共生性、动态稳定性及演进性的生态学特征，
协调内外部创新主体和要素，充当创新资源连接的中间栈 [22]，优化创新主体和
要素的组合方式，将资源供给与智库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形成高校智库产业
创新集群，最大程度地促进创新人才进行知识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首先，增加生态主体的多样性。正如上文所述，在大科学时代创新的范式
已经由组织内部的线性创新转变为由点式突破汇集而成的网络式创新。除一些
历史悠久、实力规模雄厚的综合性智库外，高校智库的建设者应考虑着力培养
具有鲜明研究特色的各类智库，如创新、科技、防务、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
此外，除传统的高校智库组织形态外，应以更加开放的、协同的、共享的观念
建设更多类型的创新主体。如按照地区、类型、研究方向组建智库联盟，高校
智库在遇到问题时要想到并且能够运用联盟的力量，开放地推动各种联动的可
能性；又如，高校智库不能固守自我的组织边界，要与业界专家、政府、媒体、
社会智库相融合，突破体制的局限，以共同的利益、价值、信念为基础，尝试
合作建立新的组织类型，丰富创新主体形态。这对智库的管理者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和挑战。
第二，提高生态环境的完整性。一个健康的高校智库创新生态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良好的环境要素，如健全的政策法规、成熟的决策咨询制度、灵活的管
理机制、充足的资金投入等，特别是智库文化的构建。目前高校智库缺乏文化
认同感，组织机构边缘化、管理体制僵化、研究人员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中缺乏
归属感，这就需要研究者不但从事智库研究，也要研究智库。建立行业标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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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体系，发展创新的方法论体系与数据信息系统，支持基于数据信息的专业
政策分析研究，提升高校智库的文化认同感和研究人员的创新竞争力。
第三，在增加生态主体多样性、提高生态环境完整性的基础上，提升创新
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度。高校智库应充分依托高校的人才优势和
学科优势，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交叉
渗透，创新和丰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和载体，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有力
的学科支撑。例如以多学院、多智库的名义联合申报课题；高校智库与情报机
构合作开展政策研究，充分发挥高校智库信息分析、资政成果表达、建议构建
的优势，以及情报机构信息采集、数据挖掘、网站监控的专长；高校智库与社
交媒体合作树立智库品牌形象，传播智库研究成果等。生态主体与要素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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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依存相当于在神经元之间建立了新的连接方式，创新网络中增加一条通径，
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向更加开放和动
态的方向演化。
第四，生态系统扩容。在前 3 步发展的基础上，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应
进一步扩容，以生态学的视角提升系统的开放程度。如，与其他地区创新生态
系统交流融合、链接国际创新资源；拓展研究的时空视野，不为一时一地的政
府需求所束缚，成就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探索智库机构平台
化、研究人员创客化的发展模式；以创新人才的流动引导政策资源的流动，成
为城市创新的载体，这些都是高校智库沿着生态学路径发展的重要突破点。此
外，我们还应该充分理解和接受高校智库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性。由于人才的
流动性，任何高校智库个体，高校智库这一种群乃至其他创新主体出现数量上
的波动和结构上的变化都是正常现象，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不断趋向
动态平衡的状态。智库的管理者应基于这一理念建立人才引进输出、智库研究
评价评审、智库机构准入退出等多种机制。
7 总结
本文基于生态学的视角，构建了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型，并从
生物学隐喻、内部（微观）创新生态、外部（宏观）创新生态 3 个方面对模型
加以解释。研究发现，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高校智库创新生态中也存在着不
同类型的物种、族群、群落，它们与文化、知识、技术、政策、资金等环境要
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在内部创新生态系统中，
高校智库承担了创新生态环境的作用，促进、保障、支持微观创新主体进行知
识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外部创新生态系统中，高校智库承担着创新
生态主体的功能，与其他生态主体竞争协同，形成政策建议和舆论导向。同时，
研究详细阐述了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 3 种创新机制：以人才流动为主线的
自组织演化、以知识流动为主线的开放协同及以价值流动为主线的市场规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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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研究建议高校智库的管理者、建设者和研究者充分认识高校智库创新系统
的生态学特征，从增加生态主体的多样性、提高生态环境的完整性、提升创新
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度及生态系统扩容等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高校智
库，提升决策咨询服务水平和政府科学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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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Think Tanks in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etical Model,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Suggestions
Pei Le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Research the laws of diversity, self-organization and dynamics in universitythink-tank innovation system from an ecologic perspective and distinguish the key stage and hybrid in its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emergency of innovative thoughts and patterns and finally develop the university think
tanks in China. [Method/proces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data, the paper constructed a theoretic
model of university-think-tank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explained the model from 3 aspects: the biological
metaphor, internal (micro) innovation ecology and external (macro) innovation ecology.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internal innovation ecology, university think tanks, as the innovative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micro innovative
subjects to innovate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In the external innovation ecology, university think
tanks, as the innovative subject, cooperate and compete with other eco-subjects to form policy proposals and
influence the public.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think-tank innovation ecosystem includes selforganized evolution based on talent flow; open cooper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flow; and regulation of market
law based on valu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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