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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球价值链整合由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外包”，

向以价值创新为核心的“众包”转变。全球制造模式正在经历一

场由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向未来的大规模定制、个性化定制方

向变化。划时代的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传统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升

级改造，培育出众多新产业，而且广泛应用于其他相关产业领域，

带动全社会“大产业”格局的大发展。 

从产业创新看，需求、产业内竞争、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是产业创新的思想源泉和动力源泉。高价值技术加持是创新型产

业的标配，多元化资本结构是产业发展的基础，高素质人力资本

是产业创新禀赋的保证，政策等外部要素不可或缺。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

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打造中

国特色的创新型产业体系，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需要从全球角度思考未来投资和贸易布局，突出自身产业特

色与优势，开展跨领域、行业和国界的协同创新，推动产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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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变革，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行产学研用联盟，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和推广，利用专项政策助推创新型产业勃兴。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创新型产业形成 

 

 

目  录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诞生背景及其对新经济的影响 .................. 1 

（一）前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变革的作用 .................................. 1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共时性呈现 ...................... 4 

二、创新型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 10 

（一）创新型产业的形成机制 .................................................... 10 

（二）创新型产业发展 ................................................................ 13 

三、中国创新型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 16 

（一）中国创新型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 16 

（二）打造中国特色的创新型产业体系 .................................... 17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创新型产业形成 

 1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诞生背景及其对新经济的影响 

（一）前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变革的作用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末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铁路、蒸

汽机得到广泛应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由此产业结构发生重

大调整，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为产业革命，其最大的变

化便是，机器大工业逐渐替代了手工业，工厂替代了作坊成为

工业时代最普遍的生产方式。然而，该时期的生产组织方式仍

以小批量生产为主，规模经济特征不显著，市场集中度较低，

尚不足以完成大批量的生产。 

19 世纪末，欧美国家先后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

入电气时代。此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流水线等一系列新的技术和

电力、石油化工、内燃机和汽车等新兴产业部门。企业开始趋

于集中化生产且规模越来越大，资本和生产向集中靠拢，出现

大规模、垂直整合的企业，经济性集中垄断形成，产业结构也

相应地由以第一产业占主导转向以第二、三产业占主导。 

从 20世纪 60年代起世界又发生了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产业发

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智

能时代和新能源时代。新技术更迭、新产业发展极为迅速是其

主要特征。互联网与新能源的结合在本质上趋向于社会化、民

主化的共享合作机制，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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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迎合了全球日益个性化的需求，催生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的生产需求，以具备外部规模经济和创新成本优势的模块化创

新成为创新的主导方式，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将

解体分化为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 

经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催生，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模式主要

形成了技术推动模式、政策拉动模式、企业联动模式、环境驱

动模式等，而在创新拉动下也成就了一批诸如美国硅谷、德国

制造业、中国智能制造等在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产业代表。 

1.世界范围内的几种主要产业创新模式    

（1）技术推动模式。二战后,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日本之所以能跻身于经济大国的行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产业的振兴,日本产业经济在短期内获得跨越发展的关键就是

产业技术的推动。从日本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成功与失败中,

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产业发展

来说,产业技术水平的赶超是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而推动产业

突变的基本动力则是技术进步,尤其是技术革命。 

（2）政策拉动模式。从美国、日本和韩国产业的创新来看,

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时期内各国政府政策的拉动作用。日本

政府以工业政策为重点,以拥有广泛权力的通产省为中心 ,以强

大的法律、经济和行政管理手段为后盾,对各产业,特别是支柱产

业和战略性产业实施了强有力的管理措施。美国崇尚自由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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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但在关系到国家发展前途的战略性产业上,政府则积极通

过战略工程的实施进行组织和扶持 ,使得美国的一系列产业在

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也通过必要

的产业政策、金融和税收等对产业的创新活动进行支持 ,从而促

进了产业的发展。 

（3）企业联动模式。韩国经济经过了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

的外向型工业化阶段、70 年代的重工业及化工工业促进阶段、80

年代的贸易自由化等,由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转变充满活力的工业

国。基本经验在于它一方面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对企业进行了积极

的引导、促进和推动,另一方面辅以政策、税收等经济杠杆的调

控,促进企业集团之间自行交流、交换、合并,推进现代、三星、

大宇、LG、SK 等大企业主导的半导体、石油化工、船舶、汽车、

发电设备、航空工业和铁路机车的创新与发展。 

（4）环境驱动模式。产业创新不仅是政策、技术、组织的作

用，它还受国家或者区域宏观环境的影响。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

环境是创造产业竞争优势、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2.新技术催生下的产业代表 

（1）美国硅谷。硅谷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高科技公司

云集的圣塔克拉拉谷，最初以研究和生产半导体芯片等著称，是

当今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信息技术产业先锋。硅谷目前拥有超过

100 万的科技人员，年产值超过 7000 亿美元，孕育了包括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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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英特尔、惠普、思科、甲骨文、IBM 等在内的大批知名高

科技公司，形成微电子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

医学产业等产业集群。美国硅谷经历了孕育、成长、发展、成熟

四个发展阶段。 

（2）德国制造业。毋庸置疑，技术创新是德国制造业长期

保持强盛的根源。德国建立了相应的国家创新体系保证国家在技

术创新领域的活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国家技术创新

性。通过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德国实现了产学研之间的相互支持

与相互合作，从产业实际问题出发，为教学和研究做导向，面向

未来开展教学活动。 

（3）中国智能制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进制造技术和

高端装备制造业得到了飞速发展，通过各类科技计划并依托国家

重大工程，突破了一批长期受制于国外、长期依赖进口的高端装

备和智能装备，如盾构机、大型自动化控制系统、精密加工中心

等，同时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得到发展壮大，有些企业逐步成为国

际知名企业。在能源、冶金、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电子通讯

设备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及各种消费品等工业主要领域，已

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共时性呈现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指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

潮中，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为主题，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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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以往的资

源配置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推动研发、设计、

制造、管理模式变革，并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

学习方式的变革过程。新工业革命的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程度之深，丝毫不亚于已发生过的前三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由

此带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塑。全球产业分工将从产业链式向

产业网络式转化，多层次的网络化制造格局将逐步形成。 

1.各国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雄心壮志，近

年来，不少国家都出台了制造业中长期发展战略，推动形成新的

技术前沿和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德国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强国，为继续巩固其制造强国地位，

紧抓智能制造趋势，于 2012 年成立工业 4.0 工作小组，并于次

年发布工业 4.0 报告，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宣称世界正迈向第四次

工业革命。此外，德国还实施了智能工厂相关的生产系统开发项

目、增材制造与工程仿真和拓扑优化技术结合项目等。2008 年金

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逐渐意识到实体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

地位。美国开始采取再工业化以及制造业回归政策，逐渐增加制

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提出了以《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

划》为首的各项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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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并组建工业互联网联盟，与美国政

府的战略举措相呼应，其智能化主题引发了工业与互联网变革中

的概念浪潮。作为科技强国之一的日本，提出了未来开拓战略和

日本制造业竞争策略，实施了超精密 3D 造形系统技术开发项目

和 3D 打印制造革命计划项目等。英国、法国和韩国等国家，也

纷纷将先进制造业以及智能化制造技术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

以实施，积极抢占智能制造发展趋势的制高点。 

中国制造业虽然生产总值很高，但总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

仍存在差距。由于我国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且发展水平不均，导

致中国工业企业现在处于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共存的局面，

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有待大力提升。为实现弯道超车，我国先后

出台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实施信息产业核心技术能力提升工

程项目和工业互联网网络化改造和集成应用项目等。此外，紧抓

智能制造的发展机遇，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十年规划、《智

能制造“十三五”发展规划》等，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以

应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挑战。 

2.全球创新链的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带来新技术、新产业和新贸易分工格

局，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未来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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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外包”到以价值创新为核心的“众

包”。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消费市场中个性化需求的增长，

具有开放性、协同性的“众包”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指企业有

效利用网络来汇聚大众智慧，吸引网络微观个体参与到企业创新

活动，是一种企业、大众与社会之间有效互动的新型合作模式，

使得全球价值链整合由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外包”，向以价值

创新为核心的“众包”转变。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专业性、特

定性的“外包”模式不同，“众包”模式强调的是普遍性、差异

性和创新性，是一种数字网络背景下生产方式和资源要素配置的

全新过程。 

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过程中的价值创新。从研发产品内在的价

值层次来看，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中，不再

盲目地追寻以获得价值创造为目标的“外包——规模竞争”战略，

而是积极尝试发展“众包”网络平台或发展“众包”业务，以期

望把公司原有的“内部研发” 延伸到网络大众，不断扩大产品

的创新边界，提升自身的价值创新优势。 

生产制造的智能化、个性化趋势。脑力劳动和智能设备等要

素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全球价值链呈现柔性

化及规模化定制新趋向。在未来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第四次工业

革命将加快制造环节的技术更新速度、提升差异创新产品的附加

值，全球制造模式正在经历一场由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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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定制、个性化定制方向的深刻转变。 

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生产力进步带来物质产品的极大丰

富，社会消费理念和消费者偏好不断升级，消费者的各种潜在需

求得到激发，体验经济在价值链的消费环节得到充分发展。跨国

公司纷纷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寻求独特性、求异性、自我性的定

制化产品，以期望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的全球消费需求。 

其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智能技术的创新及广泛应用，实现

了高度灵活性的柔性生产和产品模块化精准设计，使得企业能够

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个性化产品，大大增强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柔

性化、自适应性与可分解性。 

再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不同国家和部门的制造企业之间跨

越行业甚至国家的界限，借助大数据网络平台建立起跨国性的虚

拟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在空间地域和产业层次上的迅速扩张，

能够实现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全球性大规模定制化生产。 

3.技术变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集中爆发 

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不同，人们很难简单地将新一轮工业革

命归结为某种通用技术的突破性创新，而是以多个领域的先进技

术的集中爆发为显著特征。如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数字化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生物工程技术、3D打印技

术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这些划时代的技术进步，

不仅促进已有相关传统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升级改造，培育出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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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全新产业，而且广泛应用于其他相关产业领域，带动全社会

“大产业”格局的大发展。如新材料技术的突破，带动了包括化

工、机械、电子、航空、医疗、能源、建筑等大批产业的发展；

大数据应用技术的突破，带来了包括制造、零售、金融、教育等

几乎所有产业的历史性变革，等等。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

书中，给出了包括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视觉成为新的交互

界面等在内的23项重大技术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技术变革，都将

直接对整个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促动，并带来一系列创新性产业

形成和壮大的新机会。 

4.新产业构筑成为新经济最显著特点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性技术进步是以信息技术创新为核

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共同组成新的技术群，

推动形成“新技术+产业”“新业态+产业”“新模式+产业”等

新产业组合模式涌现，共同构筑强大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等多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迎来新经济的到来。 

其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企业多方式创新，让不同的市场

主体通过互联网参与到产品研发中，最大限度地获取独特的产品

创意，完成由“价值创造”向“价值创新”的角色转变。 

其二，以智能制造推动生产模式创新。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

制造环节高度自动化，积极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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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充分发挥柔性生产与可重构制造系统的高效灵活优势，促成

企业生产与管理环节的无缝对接。 

其三，以数据化管理推动管理创新。构建大数据应用平台，

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一体化、数据化、动态化管理，提高自身参与

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治理水平。 

二、创新型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创新型产业的形成机制 

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以知识或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品牌产品

为主要内容，以创新组织网络和商业模式等为依托，以有利于创

新的制度和文化为环境的产业通常被称为创新型产业。 

创新型产业的形成机制与产业创新的动力机制有天然的联

系。产业创新是产业突变的过程，任何一个时代的产业结构都是

一定需求结构、技术水平和资源结构的综合反映，并在这些因素

变动的影响下不断演变。因此，产业突变的动力也来源于产业演

进的动力系统中，是这些力的相互作用诱发并推动了产业创新。 

1.需求是产业创新的思想来源和动力源泉 

需求是产业创新的根本动力，任何新产业的诞生或旧产业的

改造都是需求的产物。因为： 

第一，顾客导向是企业被动创新的启动器。波特教授认为，

复杂、挑剔的用户是改善产品质量、性能和服务的重要因素。他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8491943&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879999&g_u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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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了大量国家由用户引导企业被动创新的例子，如在日本，消

费者把录象机视为身份的象征，消费者对录象机的知识很丰富，

消费者热衷于追逐最时髦的式样、最好品质的产品。如此一来推

动了厂商的不断创新，维持了日本录像机产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竞争力，进一步推出了明星产品，于是品牌化的产品成为企业

创新的重要标识。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方

便，生产定制化和销售网络化为企业产业创新提供了更加丰富的

思想来源，用户创新和用户参与创新的实现，使得需求对产业创

新的拉力更加强大。 

第二，潜在需要是主动创新的指路灯。产业洞察力或预见力

是产业创新的起点和基础。产业发展预见能力是建立在对技术、

人口统计数据、规章制度及生活方式之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上

的。如苹果电脑公司在70年代就想让儿童拥有电脑，当时电脑还

深藏在公司办公大楼内专门修建的房间里。正是这种异想天开式

的产业预见能力，苹果公司于1977年就推出了大众化的PC机，成

功地成为了PC产业的创新者和领先者。 

2.技术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发动机 

从总体上看，科技突破是产业创新第一位的外部来源，科技

突破不仅仅指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它的内涵扩展到能用于生

产的科研成果的问世。产业生命周期与技术生命周期具有相似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695823&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52010810&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52010810&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012778&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8552634&g_u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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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荷兰经济学家范·社因在其所著的《经济长波与创新》一书

指出，产品的生命周期存在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创新、

扩散和更迭都会反映在产业的发展变化之中。当下正在发生的第

四次工业革命将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推向市场，取代前项技术，成

为产业的核心技术，产业技术水平在不断上升到新的层次，技术

创新直接推动产业更迭和产业演进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3.企业家精神是产业创新的不竭动力 

熊彼特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

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

者。产业创新是企业家创新的最高层次，大凡对历史有重大影响

的企业家都是全新产业的开拓者。哈梅尔和普拉哈拉德在《竞争

大未来》一书直言，“凡是享受过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质

成就者，都不得不承认他或她领受到这些产业先驱极大的恩

惠”。产业革命本质上是企业家革命，企业家是产业革命的灵魂，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产业创新的不竭动力。 

4.企业竞争会变成产业创新的动力 

竞争是产业生活的基本特征，也是产业创新的直接推动力。

产业内企业的竞争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产业创新： 

第一，企业通过创新投入来开发新产品或改善现有产品性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69033533&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8343892&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5810959&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5810959&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69495945&g_u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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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果企业没有竞争威胁，则没有创新投入的动机。产业内企

业普遍性的创新投入会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或加速新技术在产业

内的扩散，或开创新产品，这从多方面推动了产业创新。 

第二，企业竞争促进了产业细分和产业重构。由于竞争的存

在，企业为了获取生存空间，一方面不断加大产品差异化的程度

或开发新的替代产品；另一方面又不断突破原有产业的界限，向

相关产业延伸，尤其是当产业衰退时更是如此。这些行为的结果

是产生产业细化、替代产业或新兴产业。 

此外，政府政策制度和要素供给的变化也是产业创新的动

力。政府对新兴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产

业创新的步伐。产业供给要素如原材料、能源和人力资源等稀缺

性程度或相对比价的变化也会成为产业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型产业发展 

创新型产业发展是一个系统过程，相关联的创新要素包括技

术、资本、人力和政策等外部要素。 

1.高价值技术加持是创新型产业的标配 

一个新的产业的萌芽往往是由于一项新的技术获得突破以

后才出现的，技术要素是创新型产业的关键性要素。一方面，技

术创新是最本质的资源配置手段。当实现了技术创新，获得技术

突破，其技术创新的成果也得到市场的检验，那么，资源就会在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8261950&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630167&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2358143&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2358143&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68307193&g_u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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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作用下围绕技术创新成果来进行配置，这也会给产业带来

分化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突破带来效率的提高，使需

求得到更大的满足，产品的价格会更低，功能会更好，这可以刺

激出更多的需求，从而保证了产业的市场需求增长，为产业提供

更大的市场空间。 

2.多元化资本结构夯实创新型产业发展基础 

就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依靠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手段进

行生产，其资本的投入与传统产业相比要大得多。与高新技术产

业的高风险相适应，资本要素供给除了传统的产业资本外，还包

括风险资本的供给。只有建立起与高新技术产业相适应的、同传

统产业资本相配套的风险资本投资机制，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增长

极发展所需的资本要素条件才算完备。 

3.高素质人力资本保证产业的创新禀赋 

人力要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具

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更是至关重要。

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支持性因素，谁拥有高素质的创新型人

才，谁就有可能在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在产业创新上占据领先

地位。 

4.政策等外部要素不可或缺 

美德日等国的创新目标是紧紧围绕市场价值或应用前景，以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122840&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47055&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187988&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647446&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647446&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7745826&g_u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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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与产业发展。他们所谓的创新是集市场化、产业化、过

程化的一个完整创新链条，包括技术、设备、产品设计、生产工

艺、市场、管理、组织等多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创

新。其中技术转化和技术开发紧密联系，成为产业创新的连接纽

带。产业创新的主体正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有实验室，还

包括企业、产业联盟等。为了推动创新的产业化效果，发展新兴

产业并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这些国家政府出台了许多产业创新

方面的政策。 

在所有影响创新型产业发展要素中，技术要素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第一，技术要素从根本上形成了产业间的差别，可以将

新兴产业从传统产业中独立出来。无论资本怎样增加，它不会带

来产业性质上的改变，人力资本虽然可以成为技术创新的支持性

因素，但如果没有转化为技术要素或制度要素，仍然不会形成新

的产业。在新兴产业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技术要

素。第二，技术要素的排斥作用更强，这种作用使产业通过技术

壁垒将自己保护起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进入产业的资本要素

和人力要素因其通用性并不难以获得，而技术要素则因为其垄断

性而无法随机获得。因此，技术将产业壁垒高企，必然成为企业

间竞争的重要因素。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6413222&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6413222&g_u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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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创新型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中国创新型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 

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已经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

的产业体系，有力地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合

国力，支撑着世界大国地位。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在

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

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

艰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

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

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

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我国

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挑战，

必须放眼全球，加紧战略部署，着眼建设制造强国，固本培

元，化挑战为机遇，抢占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 

2.产业发展环境和形势日趋复杂、严峻 

目前，我国制造业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并

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发展不平衡，发展智能制

造面临关键技术装备受制于人、智能制造标准/软件/网络/信息

安全基础薄弱、智能制造新模式推广尚未起步、智能化集成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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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现实难处。作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任务，推动我国

制造业智能转型，环境更复杂、形势更严峻、任务更艰巨。 

3.“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程度低 

智能制造技术是以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

全面结合为基础的。而我国制造业的“两化”融合程度相对较

低，低端 CAD 软件和企业管理软件得到很好普及，但应用于各

类复杂产品设计和企业管理的智能化高端软件产品缺失。国内

大多数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应用了自动化技术，

但应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实现节能减排、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智

能化技术严重缺乏。同时， 信息技术和相关软件产品与制造工

艺技术融合不够。 

（二）打造中国特色的创新型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虽然人

才、技术、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实现双向流动，产业体系深

度融入世界贸易和分工体系，但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较低端

位置，“大而不强”特征明显。在世界互联互通的大趋势下，

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

不断改善，面对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和国内区域间的产业“大迁

移”，应抓住历史机遇，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进而推动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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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全球角度思考未来投资和贸易布局 

创新型企业应立足全球市场，具备全球的视野，从全球的

角度来思考未来投资和贸易布局。以及思考如何利用“一带一

路”等新契机，来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加强顶层设计，制定

《制造业走出去发展总体战略》，建立完善统筹协调机制。积极

参与和推动国际产业合作，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产业合作。发挥沿边开放优势，在有条件

的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境外制造业合作园区。坚持政府推动、

企业主导，创新商业模式，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

能向境外转移。加强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

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

延伸，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延长加工贸易

国内增值链条，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2.突出自身产业特色与优势 

在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明确自身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所

在，注重产业发展优势的培育。如果说美国的优势在于科学和

前沿技术的突破、日本的优势在于精益的生产方式、德国的优

势在于工程化的技术，那么我国未来的优势则可以表现为模块

化生产方式和复杂装备领域的架构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可以

探索更加模块化的工业互联网技术线路，发挥我国模块领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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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优势作为发展智能制造的初始战略，并逐步向能够架构整体

和全流程的综合集成模式转型。以制约我国产业安全的高端装

备为突破口，以有影响力和带动作用的技术和装备作为主攻方

向，重点突破智能化的高端装备、攻克一批智能制造的基础理

论与共性关键技术。 

3.开展跨领域、跨行业、跨国界的协同创新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制造

业创新体系，重点抓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制造业创新中

心的网络化布局，二是进一步组织实施好科技重大项目，三是

探索产学研合作有效机制，四是加强产学研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合理地与工业先进国家开展技术和产业合作是我国智能制

造业发展的有利途径，目前我国已与德国开展了多项合作计

划，提升了智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今后应持续开展与美、

德、日等国的产业合作，以政府牵头建立对话合作机制、开展

产业战略研究合作、加强标准化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开展试

点示范和经验交流、加强人员交流和培训等。 

4.推动产业组织模式变革 

信息时代制造业创新特点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科研工具日

益数字化、智能化；创新模式向异地化、协同化方向发展；用

户参与创新过程更容易，众创模式逐步普及；技术更新周期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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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创新速度加快；研发手段虚拟化、网络化。在这些趋势的

推动下，中国现有工业体系会逐步瓦解、重构，新的制造模

式、组织方式、产业形态等大量涌现。“互联网+”推动了产业

组织创新，网络化和扁平化成为企业组织结构的新特征。从生

产分工看，协同制造成为重要的生产组织方式；从合作模式

看，网络虚拟化成为企业合作的新形式；从营销方式看，电子

商务丰富了企业的销售渠道；从供应链管理看，网络化实时化

成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的新趋势。除此以外，“互联网+”还推

动产业结构升级及产业创新方式的变革。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产

业发展的新趋势，协同创新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的新模式。当

下，我国制造业企业内部需要降本增效、提质增效，因而企业

需要将传统企业业务与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智能化技术、大数

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相融合。 

5.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

物，不仅能为制造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升级提供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支撑，还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

态和新产业。国家需要统筹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着力打

造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其中，网络体系是基础，平台

体系是核心，安全体系是保障。其本质就是数据加模型提供服

务，服务内容包括协同设计、生产优化、质量检测、运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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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大型企业需要加快集成创新，中小企业

需要普及应用，国家需要不断健全产业、生态、国际化三大支

撑。 

6.推行产学研用联盟 

国家需要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高校配合、政产学研

金一体化专利运作模式，实现区域内科研资源的流通和共享，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企业智能制造

技术创新能力需要加强，鼓励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与

科研院所参与的真正有效的产、学、研、用技术联盟；注重产

业链垂直整合，面向设计、制造、销售、维护等环节，通过

“项目—人才—基地”的长期支持，探索形成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健全人才培育体系，着力培养智能制造业

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造就精通经营管理、具备专业技术和较

高技能的人才队伍，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转变。 

7.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必要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的标准化管理路径探索，增强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性，

创造引导、协调、监督、服务等方面的标准化环境。从根本上

提高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的标准化水平，使我国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B1%EA%D7%BC%BB%AF%B9%DC%C0%ED&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BF%C6%BC%BC%B3%C9%B9%FB%D7%AA%BB%AF&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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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进一步加强技

术标准研制，健全技术标准体系，完善科技创新与技术标准融

合机制，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强化标准的战略作用，紧密跟踪

发达国家标准竞争策略和国际标准化发展方向，不断提升质量

效益。强化标准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用标准化做平台，

完善技术转移体系，引导技术转移升级，使新产品开发、设

计、试制到批量生产环环紧扣，缩短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与

转化周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8.专项政策助推创新型产业勃兴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制

造业发展的两个重要任务。迫切需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通过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提高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和附加值。

通过政府引导与推动，充分利用国产首台(套)装备风险补偿制，

增强用户购买和使用首台(套)装备的信心。发挥产业政策对社会

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各方资金投入，分担企业的资金压力和创

新风险，解决用户的后顾之忧。联合政府其他部门、各级科技部

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协同推进，形成合力。鼓励社会资金、民间资

本投入到智能制造基础技术与部件、制造过程智能化、智能化高

端装备制造技术领域，推动重大自主创新项目实施。设立专项资

金和产业基金，助力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创新型产业形成 

 23 

参考文献 

[1] 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社，2016。 

[2] 何枭吟,王晗：《第四次工业革命视域下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

势及对策》，《企业经济》2017 年第 6 期。 

[3] 张其仔：《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产业政策的转型》，《天津社

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 

[4] 李金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与中国的行动选择》，《新

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 12 月。 

[5] 杜传忠,杜新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

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经济纵横》2017 年 4月。 

研究团队 

王世斌 天津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陈志华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教授 

郑  刚 天津大学研究生院 常务副院长、教授 

张慧颖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教授 

张立迁 天津大学研究生院 助理研究员 

崔雪丽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硕士研究生 

孙亚平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