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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统计江苏省内 56 所高校 2007 － 2012 年间的校企合作关系数量，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高
校参与校企合作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校企合作整体上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对于大部分高校而言，积
极参与校企合作有助于获取更多科研经费，有助于提高科研产出； 但过多参与则可能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科研人员自主性、高校发展方向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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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校企合作是产学研协同发展的重要形式，是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高校自身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自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国内
学者的研究视野以来，已逐步成为管理学等领域
的重要研究内容。 但对于校企合作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企业 、技术创新、区域
创新等方面，对于另一个重要参与方———高校及
区域高等教育则关注较少，而对于校企合作给高
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带来的影响如
何？ 研究成果更是乏善可陈。
本文通过统计江苏省内 56 所高校的校企合作
关系数量，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

ysis，
SNA） 方法，在对校企合作情况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
就其对高校的影响展开讨论，并就高校参与
校企合作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以期吸引部分学者的
研究目光从企业转向高校、
从区域产业转向区域高
等教育、
从技术创新转向知识创新，从而构建更为
［1］
完备的校企合作理论体系，
如图 1 所示 。

2

研究设计

对本文涉及的校企合作关系的统计范围和相
关情况，说明如下。
2． 1 统计高校
纳入本次统计的江苏高校共计 56 所，为后续
叙述方便，分别将这 56 所高校编号为 1 － 56。 其
中包括 211 工程、省部共建重点大学 11 所： 1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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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州大学、
3 东南大学、
4 南京航空航天
京大学、
5 南京理工大学、
6 中国矿业大学、
7 河海大
大学、

图1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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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江南大学、9 南京农业大学、10 中国药科大
学、
11 南京师范大学。
学、

校企合作社会网络图

Social network diagram of University － Industry Ｒelationship （ UIＲ）

13 南京
普通本科院校 27 所： 12 江苏科技大学、
、
14
（
）
、
15
工业大学
常州大学 原江苏工业学院
南京
16 南京林业大学、
17 江苏大学、
18 南京信
邮电大学、
19 南通大学、
20 盐城工学院、
21 南京医
息工程大学、
22 徐州医学院、
23 南京中医药大学、
24 江苏
科大学、
师范大学 （ 原徐州师范大学 ） 、25 淮阴师范学院、
26 盐城师范学院、
27 南京财经大学、
28 苏州科技学
29 常熟理工学院、
30 淮阴工学院、
31 常州工学
院、
32 扬州大学、
33 南京工程学院、
34 南京晓庄学
院、
35 江苏理工学院（ 原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
36 淮
院、
37 徐州工程学院、
38 金陵科技学院。
海工学院、
高等专科院校 18 所： 3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 原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
4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41 南通纺职业技术学院、
42 苏州市职业大学、
学院、
43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4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45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 淮安信息职业技
院、
47 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48 苏州农
术学院、
49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业职业技术学院、
50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52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53 南京信息职业技
院、
5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5 无锡工艺职
术学院、
56 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业技术学院、
2． 2 统计范围
纳入统计的校企合作关系，全部来自各高校
网站上正式公布的、且已经签署校企合作、产学研
合作协议内容的信息，不包括校企之间领导拜访、
初步达成合作意向等情形。统计来源主要包括各
高校的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闻中心、科技成果转
化中心、产学研基地管理办公室、技术转移办公室
等部门在官方网站公布的内容。
校企合作关系主要包含两类： 第一类是校企
之间直接进行技术合作、项目开发等，同时也包括
校办科技企业； 第二类是由高校与企业合作成立

新的公司。各高校最终统计的校企合作关系数量
即包括上述两项之和。统计均不包括各高校与地
方政府组建的合作研究机构，也不包括大学附属
医院、学校出版社、印刷厂、宾馆等企事业单位。
主要统计的是高校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
业之间在技术、科研、共建实验室等方面的合作，
不包括实习、就业、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
统计时间段为 2007 － 2012 六年间的校企合
作情况。校企合作社会网络的边界为江苏省内的
56 所高校、与主要在江苏省境内的 1223 家企业
之间的合作关系。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江苏高校校企合作类型
大学与企业合作进行技术创新是当前我国技
［2］
术环境及创新体制下提高创新效率的必然选择 ，
其合作路径可以分为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前者

3． 1

主要由校企双方根据各自利益需求而建立的直接
合作途径，
表现为其中一方主动联系另一方； 而后
者主要由校企双方在政府等中间力量介入下而形
［3］
成的一种合作途径 。同时，
校企合作的可能参与
者主要包括政府、企业 （ 或金融机构 ） 、高校 （ 或科
研机构） 三方，
如果对参与者进行划分，
又可以将校
企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大致分为政府主导型、
企业主
导型、
高校主导型三类：
其一是政府主导型。技术创新的内容、
目标、
时
，
间以及创新的合作方式都由政府确定 研发资金一
般由政府资助或者参与合作的企业投资。在我国，
参与此类合作的企业主要包括军工企业、
国有企业
等； 而参与高校主要包括原来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等
部门的重点大学，
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其二是企业主导型。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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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在该领域具
确定技术创新项目，
进行资金投入，
备科研实力的高校参与研究。参与此类合作的企业
一般为经济较发达地方的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 而
参与高校一般是在应用性强的理工科专业具有较强
科研能力的重点大学，
比如以工科见长的东南大学，

图2
Figure 2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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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处获取的科研经费连续多年均位居江苏省第
［4］
一 ； 或者参与高校为地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本地
知名高校，
具有较强服务地方的能力，如常州大学、
，
江苏大学 两所高校在 2007 － 2012 年期间参与校企
合作的总数位居江苏省前两位（ 见图 2） 。

江苏高校校企合作数量统计 ①

Statistics on the UIＲ in Jiangsu province

注： ①各高校“校企合作关系”统计信息来源，主要包括各高校新闻网、科技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产学研基地管理
办公室、技术转移中心、地方服务与合作办公室、大学科技园、产业管理处、产学研合作平台等网站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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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高校主导型。 高校根据自身学科优
势，在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领域产生一批应用型
技术或专利，吸引感兴趣的企业参与投资、合作研
究； 或者直接由高校、科研人员组建校办企业，自
主经营； 或者依托高校科研力量，创办高校科技
园。参与此类研究的高校一般在基础学科等研究
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如南京大学，其校办企
业数量、投资的企业数量位居江苏省第一 。
每一项校企合作关系，最终都可以大致归为
上述三类中的某一类，校企合作如同在高校和企
业之间做“钟摆运动 ”，当钟摆靠近学校，校企合
作就由学校主导，极点就是学校职业教育； 当摆钟
靠近企业，校企合作就由企业主导，极点就是企业
［5］

。而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校企合作关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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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极
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校企之间进行科研合作 ，其中
常州和镇江两市最为明显。位于这两市境内的高
校，包括普通本科院校、大专和高职院校，进行校
企合作的频次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同批次的高校 。
3． 3 江苏校企合作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
本节对搜集的校企合作关系数据进行社会网
络分析（ SNA） ，将这 56 所高校和 1223 家企业都
看作社会行动者 （ Social Actor） ，将高校与企业之
间的校企合作关系的集合看成是社会网络 （ Social
Network） ［6］，利用社会学等知识，对网络整体属性
或者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等因素做出判断 ，从而
为各高校校企合作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

于高校而言，应与企业技术能力结构相匹配，提升
技术的转化与吸收能力，实现供给与需求方技术

选取局部社会网络
在统计范围内的 56 所高校和 1223 家企业之
间共有 1303 项校企合作关系，即网络各节点的度

［6］
对接的效用最大化 。
3． 2 江苏高校校企合作情况分析

数之和为 1303，占整个社会网络最大可 能 度 数
68488 的比例为 1． 90% ，社会网络的密度较小，也

经过对江苏省内这 56 所高校进行统计，发现
共与省内外 1223 家企业有过合作关系，这些企业

就是说，江苏省内的校企合作还不够充分，整体上
还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空间。 为了便于分析，选

主要集中在省内经济发达地区。各高校参与校企
合作的数量，其具体统计数据如图 2 所示。 从图

取校企合作数较多的部分高校和企业，代替整个
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中看出，校企合作数量排名前十位的高校分别为 ：
常州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大学、常州工学院、东南

（ 1） 根据上一节的分析，结合图 2，校企合作
关系总数位居前十位的高校，分别是： 常州大学、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
学、南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大学、南京大学、常州工学院、东南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江苏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南通大

对于数量众多的普通本科院校，除少数地处
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在应用学科具有较强科研能

学、南京理工大学； 此外，为了保证样本量足够，再
选取 9 所高校，依次是扬州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力的地方综合性大学之外，大多院校的校企合作
频次都较低，尤其是师范类、医药类、财经类院校。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
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苏州大学、常熟理工学

实际上，如将图 2 稍微处理，便可得到一个 U 型
图，即： 重点大学、专科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校企合

院、江南大学。因此，总共选取校企合作关系总数
排名前 19 位的高校。

作关系频次较高，而处于中间的普通本科院校与
企业之间的联系则相对较少。但是，重点大学、专

（ 2） 根 据 对 校 企 合 作 社 会 网 络 的 分 析，在

教育

科院校分别与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内容和形式也
存在较大差别，前者主要是与企业进行技术合作、
科学研究、实验室共建等形式的深层次合作 ； 而后
者主要通过联系企业，进行人才培养、实习和就业

3． 3． 1

1223 家企业中挑选出与两所及以上高校进行合
作的企业，一共只有 54 家。 其中，与 8 所高校进
行校企合作的企业 1 家： 宿迁学院 （ 8 所高校作为
该单位董事参与运作 ） ； 与 6 所高校进行校企合

等内容的校企互动。由于后者主要采取的合作方

作的企业 1 家： 阿里巴巴 （ 阿里学院 ） ； 与 4 所高
校进行校企合作的企业 3 家： 中兴通讯、江苏沙钢

式不属于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因此在数据采集
时基本上进行了剔除，从而使得 U 型图表现并不

集团、雨润集团； 与 3 所高校进行校企合作的企业
8 家： 中国石化、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移动、

明显。

中国电信、青岛啤酒、南京熊猫电子、南京康尼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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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 （ 中国 ） 有限公司； 与 2
所高校进行校企合作的企业 41 家： 江苏南大苏富

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苏宁易购物流有限公司、富
士康科技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德国博世公

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富士通南大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江苏汇文软件有

司。

限公司、江苏南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银
行苏州分行、扬子江药业集团、中软国际、江苏法
尔胜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枣庄矿业集团、茅
台集团、伊利集团、光明乳业、完达山乳业、中粮集
团、鲁花集团、渤海实业、江苏天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康缘药业、南京金浦集团钟山化工
有限公司、江苏远望仪器有限公司、江苏熔盛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华生塑业有限公司、中天科技

（ 3） 将校企合作关系总数排名前 19 位的高
校与排名前 54 位的企业组合成新的社会网络，用
来替代原来整体的社会网络。新的社会网络共包
含 81 项校企合作关系，即网络各节点的度数之和
为 81，新生成网络的度数占原来整体网络总度数
的 6． 22% ，具有代表性。 另外，新网络的度数为
81，占新的社会网络最大可能度数 1026 的比例为
7． 89% ，其密度已经远高于原社会网络的密度。
当然整体上看，即使是进行校企合作比较活跃的
高校和企业，其合作频次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

集团、徐工集团、江苏海鹏集团、镇江市江大江科
大大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华博机械教育科技

3． 3． 2

开发有限公司、常熟市众望经纬编织造有限公司、
台湾工业研究院、江苏光电发展中心、先声药业、

对新 产 生 的 局 部 网 络 进 行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 SNA） 。使用软件 UCINET 6 对统计的数据进行

苏州市杰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天华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金蝶软件有限公司、中南控

处理，利用 NetDraw 功能得到 19 所高校与 54 家
企业的社会网络关系图，如图 3 所示。

图3
Figure 3

社会网络分析

选取的 19 所大学和 54 家企业社会网络关系图

Social network diagram of the selected 19 universities and 54 enterprises

从图中可以看出，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江苏
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

团、渤海实业、雨润集团、伊利集团、光明乳业、完
达山乳业、青岛啤酒、茅台集团等 9 家龙头企业参

与绝大部分企业、以及其他院校形成了一个联系
相对比较紧密的网络，并且构成整个社会网络的

［7］
与，组建起食品安全与营养协同创新中心 ，从
图 3 可以看出，南京农业大学和江南大学之间形

主体部分。 另外，由江南大学牵头，南京农业大
学、东北农业大学为核心单位，中粮集团、鲁花集

成了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相对比较封闭的网络，图
中同时与这两所高校保持校企合作关系的企业即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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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述 9 家食品和酿酒企业，两校还通过青岛啤
酒与扬州大学的校企合作关系而与网络的主体部
分连接起来。河海大学与中国矿业大学分别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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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专科学校，由于进行校企合作的能力相对不足 ，
校企合作总数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如图中
A 点所示，此时不断增加校企合作数量，对高校的

与枣庄矿业集团有校企合作关系而联系起来 ； 而
常州工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则各自分别处于整个

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对于高校的
科研产出、人才培养、服务社会能力的促进作用，

社会网络的边缘，没有与其他高校有共同的合作
企业； 除此之外，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所大学和

［1］
获益颇多 。
（ 2） 而对于少数工科重点大学，或者个别普

德国博世集团等 6 家企业在图中没有任何校企合
作关系，属于网络中的孤立点，如图 3 中左上角部

通院校的特色专业，由于其专业实用性强，科研成
果深受企业欢迎，可选择合作的企业数量众多。

分所示。

而企业的商业化目标与大学的专利化目标 、职称
［10］
评定、晋升目标之间存在不一致 。如果聚集科

与上述社会网络分析结果相一致，图中居于
核心位置的高校，如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大
学和 东 南 大 学，确 实 获 取 了 较 高 的 科 研 项 目 经
［4］
费 ； 在同类级别的高校中表现出更为优秀的科
研产出水平，即： 校企合作对高校科研产出存在促
［1］
进作用 。

4

主要研究结论

研力量全力参与校企合作，势必会对高校发展产
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商业文化的渗入带来高
［11］
校科学研究的“偏移”现象 ，从而对高校正常的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图

中 C 点所示； 而在 B 点的校企合作水平上，对高
校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事实上，在数据收集过
程中发现，个别院校的某些工科专业，大量地参与
了本地和周边地区船舶企业的科研项目 ，而在科

不同类型和研究能力的高校，校企合作对其
发展的影响也不同，该情况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拉

研人员数量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影响到正
常的教学活动，应当兼顾高校发展的根本任务，即

弗曲线。拉弗曲线由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阿瑟
·拉弗（ Arthur B Laffer） 提出，用于反映税率与税

人才培养，努力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审慎理性地参
与校企合作。

收收入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税收
收入越高； 但当税率达到一定限度时，导致税基减

同时，校企合作创新的利益分配可以视为一
［12］
个谈判协商的博弈过程 ，高校在参与校企合作

［9］

少，提高税率反而使税收收入减少
示。

，如图 4 所

时，对于科研人员自主性、学科发展会产生一定负
［13］
面影响 。鉴于此，各高校应当对教学和科研人
员参与校企合作的活动进行一定形式的评估 ，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程度的干预或鼓励措施 ，积
极引导和规范，在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科研自主性
的基础上，使得校企合作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高
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之
间平衡发展。

图4
Figure 4

校企合作对高校发展影响的拉弗曲线

Laffer curve： influence of UIＲ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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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UIＲ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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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University － Industry Ｒelationship （ UIＲ） of 56 colleges in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2007 －
2012，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ituation of UIＲ by us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SNA） ． We can find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UIＲ，for most universities，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UIＲ helps to get more funding，and promote colleges’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but too much participation is likely to 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teaching，autonomy
of the researchers and direction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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