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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形成机理研究

惠 祥,李秉祥,吴祖光
(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054)

摘要:科技创业型企业和孵化平台共生关系的形成,能够有效促进创业生态系统的资源共生,但鲜

有研究关注科技创业型企业入驻孵化平台所产生的共生契机。以YCombinator、创新工场和概念

证明中心(POCCS)为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资料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拓展生态位宽

度、降低生态位重叠是共生关系形成的内在驱动,平台的孵化参与度决定了共生基质,以资源网络

化为目标的资源互动行为等共生界面,促成了一体化共生和资源互惠共生。研究结论揭示了科技

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的形成机理,为双方构建稳定的共生关系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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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formationmechanismforsymbioticrelationshipbetweentechnology
entrepreneurialenterprisesandincubationplatforms

HUIXiang,LIBingxiang,WUZuguang
(FacultyofEconomicsandManagement,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710054,China)

Abstract:Theformationofsymbioticrelationshipbetweentechnologyentrepreneurialenterprises
andincubationplatformscaneffectivelypromotetherebirthofsymbioticresourcesofentrepre-
neurialecosystem.However,existingresearchesignorethesymbioticopportunitiesbroughtby
technologyentrepreneurialenterprises.TakingYCombinator,InnovationWorkshopandProof
ofConceptCenterastheobjects,thegroundedtheoryresearchmethodisusedfordatacodinga-
nalysis.Itisfoundinthethestudythatexpandingthewidthofthenicheandreducingtheover-
lapofthenichebecametheinternaldrivingforcefortheformationofsymbioticrelationships.
Platformincubationparticipationdeterminesthesymbioticsubstrate.Symbioticinterfacessuchas
resourceinteractionsthattargetresourcenetworkinghavecontributedtointegratedsymbiosisand
resourcemutualism.Theconclusionofthestudyrevealstheformationmechanismforthesymbi-
oticrelationshipbetweenthetechnologyentrepreneurialenterpriseandtheincubationplatform,
andprovidesatheoreticalreferenceforbothpartiesinbuildingastablesymbioticrelationship.
Key words: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incubation; symbiotic relationship;
resourcessymbiosis

  科技创业型企业和孵化平台是创业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共生关系的形成对提高创业生

态系统的运行效率、实现价值共创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孵化平台多将自身置于提供办公空间、企
业管理、创业培训等共性资源的“母体”角色,或是将

资金投入科技创业型企业以获得资本收益的“投资

人”角色,尽管在经济收益层面实现了与科技创业型

企业的联系,但仍未将自身与科技创业型企业视为

共生体,难以实现更深层次的资源融合与共生。
随着科技创业型企业入孵数量和科技人员创业

比例急剧增长,共性资源已经难以满足入孵企业的

需求[1],尤其是科技创业型企业对技术资源支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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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更高要求。虽然我国孵化平台数量持续增长,
但是能够为科技创业型企业提供技术资源的孵化平

台不到10%①,加上孵化平台之间的竞争日益激

烈[2],成功建立差异化资源系统成为其在行业中脱

颖而出的关键。尽管依托龙头企业、科研院所或高

校等,孵化平台能够实现外部技术资源拼凑,但是寻

找合适的依托单位、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对绝大多

数孵化平台来说十分困难。值得关注的是,科技创

业型企业以完成原创技术成果转化为目标入驻孵化

平台,其自身持有的原创技术为孵化平台技术资源

整合提供了契机。可见,促使双方资源融合形成共

生体,实现资源互惠共生,成为满足科技创业型企业

孵化资源需求、提高孵化平台竞争力所亟待解决的

问题。
现有研究将科技型创业企业和孵化平台视为相

互独立的主体,一方面探讨不同要素对科技创业型

企业资源获取的积极作用[3-5],另一方面分析孵化平

台的商业模式[6]、盈利模式[7],以及平台的资源类

型[8]和资源获取[9]等,却鲜见将两者相结合的资源

共生研究。尽管主体间共生关系的研究已经深入到

创新创业领域,从不同角度肯定了独立向共生的转

变,对内外部资源整合[10]、价值共创实现[11]的重要

意义,这些都为本文研究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

台共生关系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是现有研究

侧重于针对网络化[12]、集群化[13]或者联盟[14]的共

生探讨,尚未厘清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孵化平台的共

生关系形成机理,然而,这对于实现孵化平台与科技

创业型企业的价值共创是极为关键的。
因此,本文以选取 YCombinator、创新工场和

概念证明中心(POCCS)三个典型案例进行扎根研

究,剖析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的形

成机理。以期为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技术资

源共生关系的形成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尚未形较

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处于初期的探索性研究。而且,
本文主要分析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孵化平台为什么能

够共生,以及如何实现共生,属于“为什么”和“怎么

样”的问题,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案例分析最

为适合。选择多案例研究,一方面能够实现案例之

间的相互印证,提高理论饱和度、保证研究结论的科

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比能够突显案例的共性特征,
即影响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形成的

共性因素,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1.2 案例选择与介绍

本文遵循以下原则选择研究案例。

1)依据案例选择的理论抽样和典型性要求,所
选案例应为科技创业型企业孵化绩效显著的孵化平

台,加之共生关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因此剔除成立

时间较短的孵化平台,选择具有多年积累的案例进

行研究。

2)孵化平台种类众多,在案例选择中需要结合

孵化平台性质、孵化平台环境等因素,体现案例选择

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在案例对比的同时实现多案例

的相互印证,保证理论饱和度和理论普适性。
遵循以上原则,本文最终选择三个研究案例:Y

Combinator、创新工场、概念证明中心(POCCS),见
表1。

表1 案例基本情况

Tab.1 Basicinformationofthecase

创业平台名称 成立时间 简介

YCombinator 2005年

美国最为著名的创业企业孵化器之一,已投资超过1900家创业企业,包括 Airbnb、

Dropbox、Stripe等,累计聚焦的投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孵化的创业企业市场估值高

达100亿美元

创新工场 2009年

重点关注创业企业早期的资本投资,并且为创业企业提供各类管理和培训期望实现高

技术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创新工场共管理6支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110亿元人

民币

概念证明中心

(POCCS)
2001年

解决基础研究与企业需要的成熟技术或者产品之间的差距。美国商务部《创建创新与

创业型大学2013》表示POCCS作为为高校技术转化的领先机构,在基于大学科研成果

的孵化转化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① 根据《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19)》数据资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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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三个案例都聚焦于创业企业孵化且经过多

年发展,YCombinator被称为生产企业的创业园

区,创新工场已成为管理6支基金、资产规模达110
亿元人民币的专业创业平台,概念证明中心(POC-
CS)是依托高校进行技术成果转化的代表性平台,
符合理论抽样原则和案例的典型性要求。

所选的三个案例包括国外创业园区(YCombi-
nator)、民营商业孵化器(创新工场)、高校创业平台

(POCCS),不仅涵盖了当前主要的孵化平台类型,
且包含了国外案例和国内案例,满足案例的多样性

和代表性。
同时,所选案例都具有很高的曝光率,能够获得

多角度的案例资料和数据,实现不同数据来源的三

角验证。

1.3 数据来源与信效度

从多个途径搜集案例资料,形成证据三角形以

实现资料数据的相互印证。本文主要通过以下渠道

获取案例资料。

1)期刊文献。检索国内外权威期刊,搜索与Y
Combinator、创新工场、POCCS相关的文献,最终筛选

得到52篇文献。

2)采访和视频资料。搜索YCombinator、创新工

场、POCCS的相关介绍、负责人和在孵企业访谈等视

频,筛选共计78段视频资料。

3)数据库和网站检索。对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

据库、中国经济信息期刊文献总库、中国经济信息网数

据库等联机数据库、四大门户网站、人民网、新华网等

相关报道,以及 YCombinator、创新工场、POCCS
的官方网站,补充和印证相关数据。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取了以

下策略。

1)分4个小组撰写研究计划书,进行讨论修改

直到达成一致,并依据资料来源建立分类数据库,保
证研究的信度。

2)案例开放式编码由4个小组独立进行,针对

有分歧的编码结果邀请专家讨论,直至达成一致意

见,同时运用相关经典理论指导案例分析,保证研究

的效度。

2 案例分析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将案例资料的分析分为三部

分: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15],严格依

照该编码过程进行资料分析,能够有效保证研究结

论的科学性和可验证性。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

法对YCombinator、创新工场、POCCS的案例资料

进行手工编码分析。

2.1 开放性编码

本文遵循资料→贴标签→概念化→范畴化的程

序,分解案例资料中的现象,并为每一个现象贴上标

签进行概念化,进而对提取的概念进行整理,实现范

畴化。最终得到16个概念,7个范畴。

1)“共生主体”的开放性编码

通过对案例资料进行现象定义、现象概念化,最
终抽象出“共生主体”范畴,开放式编码见表2。

表2 “共生主体”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2 Examplesofopencodingof“symbioticsubjects”

案例资料 定义现象 概念化 范畴化

YCombinator每年孵化两批高科技创业公司,

被称为创造公司的公司。
YCombinator孵化

高科技创业公司

创业者慕名来到创新工场进行自有技术孵化。
创新工场孵化创业

企业

POCCS的目的在于缓解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与

市场所需技术和产品间的差距。
POCCS促进高校

成果转化

A1平台孵化

科技创业型

企业

AA1共生

主体(A1)

  2)“内在驱动”的开放性编码

通过对案例资料进行现象定义,抽象出“创业资

源需求”和“差异化资源积累需求”概念,开放式编码

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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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内在驱动”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3 Examplesofopencodingof“internaldrive”

案例资料 定义现象 概念化 范畴化

YCombinator为美国硅谷中各类创业企业提供创业指

南,提供包括资金、管理、营销、技术等创业资源,以满足

美国硅谷特殊环境下创业企业的需求。

提供创业企业需

要的多种资源

很多企业争相入驻创新工场,不仅是因为创新工场有最

好的技术创新生态园区作为办公场所,或是提供团队建

设、商业模式设计,而是由于创新工场更加关注高科技

企业创业最迫切的需求,如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协助,并
且会根据技术特点提供与相关行业企业合作机会。

创新工场提供关

键创业资源

创新工场的运营团队大多来自国内外大型高科技企业,

不仅能够提供技术协助,而且可以从市场角度把握创业

企业的发展方向,这是创新工场的特色之一。

市场角度把握创

业企业发展方向

POCCS针对高校技术成果转化迫切需求的各类资源提

供协助,如资金、技术、信息、市场营销、创业培训、企业

文化等。

POCCS提供急需

的创业资源

POCCS中的德什潘德科技创新中心为不同阶段的孵化

项目提供了多类型拨款项目,其中点火拨款和创新拨款

就形成了很好的连续资金支持,颇受入孵项目欢迎。

提 供 连 续 资 金

支持

为了保持自身竞争力,YCombinator在服务于创业企业

发展的同时,注重孵化过程中对多样化和差异性资源积

累,这是YCombinator能够高效孵化出有竞争力创业

企业,持续位列美国孵化器第一的关键。

差异化资源是保

持平台竞争力的

关键

创新工场始终聚焦于自身熟悉的领域,如移动互联网、

电子商务、消费互联网、云计算等,一方面熟知专业知识

有助于筛选优秀的孵化项目,另一方面聚焦于某一领域

的项目孵化,有利于专一技术资源,体现孵化特色。

专一领域孵化利

于差异化技术资

源积累

POCCS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开展除

孵化项目以外的研发活动,大限度整合可用资源,积累

自身技术资源,增强自身特色,缓解行业竞争压力。
积累技术资源

A2创业资

源需求

A4差异化

资 源 积 累

需求

AA2内在驱动(A2、A4)

  3)“外部环境”的开放性编码

通过对案例资料进行现象定义和概念化,抽象

出“外部环境”范畴,开放式编码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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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外部环境”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4 Examplesofopencodingof“externalenvironment”

案例资料   定义现象   概念化   范畴化

YCombinator的管理者指出,类似的孵化平

台数量很多,随着孵化行业的发展,平台之间

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

面临很强的行业竞争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先生强调,激烈的行

业竞争要求创新工场不断整合天使投资和创

新产品,逐渐造就了创新工场投资+全方位

服务的模式。

行业竞争要求完善服

务资源

POCCS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

验室开展除孵化项目以外的研发活动,在孵

的相近项目和科研活动也可以形成资源协助

行业竞争压力大

A3市场竞争 AA3外部环境(A3)

  4)“一体化共生”的开放性编码

通过对案例资料进行现象定义,抽象出“利益一

致”和“成功创业与资本收益”概念,开放式编码见

表5。

表5 “一体化共生”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5 Examplesofopencodingof“integratedsymbiosis”

案例资料 定义现象 概念化 范畴化

YCombinator以 收 益 产 出 为 前 提,而 且 Y
Combinator的收益与创业企业的盈利紧密

联系。

收益与创业企业绩效

紧密联系

YCombinator收益主要来源于入孵企业的股

份分红或者溢价退出

收益来源于入孵企业

绩效

创新工场一般持有创业企业30%~40%的股

份,当进入后续轮次的融资阶段,创新工场根

据创业企业具体状况,卖出股份获取投资收

益,或者继续持有或跟投,获取股权分红收

益。企业估值越高,创新工场盈利越丰厚。

投资收益或股权分红

与企业估值紧密联系

创新工场将自身收益、工作人员收益、投资人

收益都与创业企业绩效挂钩,能够有效激励

内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创新工场、工作人员、

投资者收益与创业企

业绩效挂钩

POCCS技术成功孵化所获得的收益运营科

技成果转化办公室。
孵化收益运营 POC-
CS

YCombinator目标在于最终实现资本收益和

成功创业的双赢。
提高创业企业绩效实

现资本收益

A5利益一致

A12成 功 创 业 与

资本收益

AA4一体化共生(A5、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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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共生基质”的开放性编码

通过对案例资料进行现象定义,抽象出“投资参

股”、“参与管理”、“参与市场和研发决策”、“参与制

定孵化计划”和“技术领域相近”概念,开放式编码见

表6。

表6 “共生基质”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6 Examplesofopencodingof“symbioticsubstrate”

案例资料 定义现象 概念化 范畴化

YCombinator不仅引导风险投资或其他投资机构的

资本投入创业企业,也会率先将自有资金以权益的

形式投入创业企业。
参股创业企业

创新工场专注于成为企业的第一轮投资者。
创新 工 场 参 股 创 业

企业

YCombinator自身具备专业的管理团队,从发展战

略、公司 治 理、品 牌 管 理 等 方 面 为 孵 化 企 业 提 供

资源。
参与创业企业管理

创业团队通过工作日会谈对YCombinator内部决策

人员汇报孵化进度,决策人员针对问题给出管理建

议,并对 YCombinator是否 追 加 阶 段 性 投 资 做 出

判断。

创业企业向 YCom-
binator汇报进度

创新工场每周举行两次内部讲座,内部专家针对产

品研发、产品体验、市场营销等问题与创业者交流。
举行内部讲座

创新工场导师长时间在创业企业中进行现场指导,

分析孵化现状和进度。
导师“嵌入式”指导

POCCS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负责孵化项目的

具体工作,及时了解孵化项目的进度、管理的状况,

并联合校内外专家解决孵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参与孵化项目的进度

管理

YCombinator平均每个月都会举办不同主题的迷你

会议,与创业企业沟通市场需求,明确技术产品的市

场环境和未来研发方向。

与创业企业沟通市场

环境和研发方向

创新工场主张根据创业特点制定“因人而异”的孵化

计划,现已形成助跑计划、加速计划、创业家计划等

类别的孵化计划。

制定“因人而异”的孵

化计划

创新工场孵化的创业企业或项目,虽然都是独立的

个体,但是都属于相近的技术领域。
创业公司处于相近技

术领域

A6投资参股

A7参与管理

A13参 与 市 场 和

研发决策

A14参 与 制 定 孵

化计划

A15 技 术 领 域

相近

AA5共 生 基 质 (A6、

A7、A13、A14、A15)

  6)“共生界面”的开放性编码

通过对案例资料进行现象定义,抽象出“资源网

络化”、“基于创业企业的技术资源拼凑”和“内外部

资源整合”概念,开放式编码见表7。

7)“互惠共生”的开放性编码

通过对案例资料进行现象定义,抽象出“资源互

惠共生”和“收益互惠共生”概念,开放式编码见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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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共生界面”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7 Examplesofopencodingof“symbioticinterface”

案例资料 定义现象 概念化 范畴化

YCombinator通过举办校友会,不断地将在孵企业纳入资

源网络。
通过校友会搭建资源

网络

YCombinator通过协调创业企业与谷歌团队的合作,实现

企业与团队间的资源互通,搭建资源网络,自身以此为契机

不断积累技术资源。

形成孵化平台、创业

企业和谷歌团队的资

源网络

针对技术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POCCS中的德什潘德科

技创新中心会联系学界或业界专业人士共同协商解决。同

时,定期举办交流会,促进投资机构、企业、研究者之间的交

流,为项目孵化提供意见和资源。

搭建机构、企业、项目

的资源网

YCombinator通过举办校友会,利于 YCombinator通过创

业企业,不断扩张和延伸自身技术资源。
通过入孵企业扩张延

伸自身技术资源

YCombinator按期主持产品展示日或技术对接活动,展示

孵化产品或企业,一方面可以为孵化企业争取外部资源,另
一方面可以促成产品或技术收购、企业并购意向。

通过展示日或对接活

动融合内外部资源

创新工场注重内部的技术资源积累和整合,很容易形成技术

资源共享的生态圈,或者上下游的产业链。
内部资源积累与整合

创新工场注重多渠道的技术资源积累,即使没有被选中的创

意,也会被创新工场详细记录。创新工场就像一个资源搜集

器,长期积累出丰富的技术资源。

详细记录孵化过程的

资源搜集器

POCCS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开展除孵化

项目以外的研发活动。
整合校内资源

POCCS中的德什潘德科技创新中心会联合工科学院以及学

校的创业中心进行合作,并向全校研究生和教师开放,最大

化整合技术资源和创业资源。

整合学生、教师、学院

和创业中心资源

A8资源网络化

A9基于创业企业

的技术资源拼凑

A11内 外 部 资 源

整合

AA6共生界面

(A8、A9、A11)

表8 “互惠共生”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8 Examplesofopencodingof“reciprocalsymbiosis”

案例资料 定义现象 概念化 范畴化

YCombinator通过举办校友会,创业企业可以通过校友网

络获取风险投资,校友则可接触到更好的创业投资项目。
三方资源协助

YCombinator品牌影响力能够为入孵企业吸引很多外部资

源,创业企业的成功孵化也一步步增加了 YCombinator的

品牌价值。

品牌吸引资源,成功

创业增加品牌价值

POCCS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开展除孵化

项目以外的研发活动,在孵的相近项目和科研活动也可以形

成资源协助。

孵化项目与科研活动

资源协助

获取技术产品的市场认可,实现自我价值和创新工场收益的

双赢。
创业价值和资本收益

的双赢

A10 资 源 互 惠

共生

A16 收 益 互 惠

共生

AA7互惠共生

(A10、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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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个案例进行开放性编码的过程中,第二个

案例出现了3个新概念,第三个案例没有出现新概

念,并且都没有出现新范畴。为确保高理论饱和度,
进一步选择了YOZAM计划进行开放性编码,没有

新的范畴出现。

2.2 主轴编码

通过主轴编码将较为分散的开放性编码进行分

类归总,初步剖析不同范畴间的联系,为后续系统的

选择性编码奠定基础。本文运用经典的编码模型,
即“现象、因果条件、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结
果”进行主轴编码,见表9。

表9 主轴编码

Tab.9 Spindlecoding

现象 因果条件 脉络 中介条件 行动/互动 结果

(共生主体) (内在驱动) (外部环境) (共生基质) (共生界面)
(互惠共生)
(一体化共生)

平台孵化科技

创业型企业

创业资源需求

差异化资源积累需求
市场竞争

投资参股

参与管理

参与市场和研发决策

参与制定孵化计划

技术领域相近

资源网络化

基于创业企业

的技术资源拼凑

内外部资源整合

利益一致

成功创业与资本收益

资源互惠共生

收益互惠共生

2.3 选择性编码

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范畴间的逻辑

关系,归纳出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

的三要素,即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共生

单元是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

位[16],即科技创业型企业和孵化平台,以及驱动其

共生关系形成的内在原因。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形

成和维持的基础,是影响共生单元的各类因素[17],
本文从共生基质即共生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共生

界面即共生关系形成过程中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孵化

平台之间的互动行为,以及外部环境进行共生环境

的分析。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建立的共生形

式,一般分为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前者体

现收益在双方之间的分配,包括寄生、偏利共生、互
惠共生;后者体现双方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包括点

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18]。基于

此,得到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的形

成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形成的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modelforthesymbioticrelationshipbetweentechnology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andincubationplatforms

 

  1)共生单元:拓展生态位宽度、降低生态位重

叠的内在驱动

科技创业型企业和孵化平台作为共生主体,共
同存在于创业生态系统中,各自的生态位宽度(资源

利用的范围和数量)、生态位重叠(所有资源与其他

个体资源的相似度),对其竞争力有直接影响。科技

创业型企业孵化期自身资源匮乏,外部资源约束较

强,加上资源网络的进入壁垒较高,驱动科技创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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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入驻孵化平台获取必要的创业资源。即使科技

创业型企业顺利毕业,后续技术产品更新同样需要

对新的技术成果进行孵化,孵化平台对该企业特点

的了解以及不断积累的相关技术,能够有效协助科

技创业型企业的新技术产品孵化。可见,入驻孵化

平台不仅能够在孵化期横向拓展科技创业型企业的

资源获取范围和数量,而且可为不同阶段的技术更

新提供技术资源。
孵化平台数量不断增加,直接导致平台之间的

竞争日益激烈,降低生态位重叠,拓展生态位宽度,
成为孵化平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关键。不论是 Y
Combinator、创新工场,还是POCCS,无一不表现出

对异质性资源的关注。通过入驻的科技创业型企业

积累自身独有的技术资源,不断降低与其他孵化平

台生态位的重叠,拓展自身的生态位宽度,通过差异

化定位实现生态分离,提高资源的范围和数量。
可见,科技创业型企业增加横、纵生态位宽度以

提高创业成功概率,孵化平台降低生态位重叠、拓展

生态位宽度以确保核心竞争力,共同驱动科技创业

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的形成。

2)共生环境:外部环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的

共同作用

科技创业型企业孵化期技术产品有待孵化、行
业接受度有待验证等阶段性发展特点,使科技创业

型企业在行业中处于绝对劣势,而入驻孵化平台为

科技创业型企业提供了较稳定的成长环境,在成长

过程中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适应外部竞争环境。
孵化平台同样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中,YCombina-
tor和创新工场都表示,不断增加的行业竞争促使

其主动与自主孵化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形成纽带,通
过差异性技术资源积累,提高自身竞争力。激烈的

市场竞争从外部环境方面促进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孵

化平台共生关系的形成。
为科技创业型企业和孵化平台提供充分接触的

时间和空间,即共生基质,是双方共生关系形成的必

要条件。通过编码分析发现,YCombinator、创新

工场和POCCS会通过增加对科技创业型企业的参

与度来创造共生基质。如根据企业特点制定孵化计

划,以自有资金投资参股科技创业型企业,为后续孵

化平台参与企业管理决策提供了条件,尤其针对科

技创业型企业孵化阶段最为棘手的研发决策、技术

协助等提供相关资源。科技创业型企业通过孵化平

台不断深入创业资源网络,这一过程从时间和空间

上增进了双方的接触,为共生关系形成提供了条件。
共生界面是促进共生关系形成的互动行为。编

码分析发现,资源整合是共生关系形成的关键互动

行为,这与科技创业型企业和孵化平台共生关系的

内在驱动,即扩展资源范围、增加资源异质性相吻

合。首先,科技创业型企业入驻后,通过各类交流展

示会逐渐通过平台介入资源网络,利用各类资源开

展技术产品孵化。其次,孵化平台在参与科技创业

型企业孵化的过程中进行技术资源拼凑。最后,孵
化平台将已有的资源网络与拼凑的技术资源进行整

合,促进内外部资源融合,进而不断增加网络资源,
为后续企业孵化以及企业的技术更新提供资源

协助。
外部环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并非相互独立

的,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成为共生关系形成的外部

驱动因素,共生基质为共生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时间

和空间条件,以资源整合为出发点的互动行为形成

了针对内部驱动因素的共生界面,三者共同作用为

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的形成提供了

共生环境。

3)共生模式:紧密合作一体化共生和资源互惠

共生

YCombinator、创新工场和POCCS以自有资

金投入科技创业型企业的模式,在入孵初期即将平

台收益与企业创收紧密联系,而且企业孵化绩效直

接影响孵化平台的品牌价值,使科技创业企业与孵

化平台只有紧密合作才能保证收益获取,双方成为

共生体,使科技创业企业与孵化平台形成一体化共

生组织模式。
科技创业型企业和孵化平台因资源需求驱动共

生关系,而且促进共生关系形成的互动行为皆围绕

资源整合展开,最终形成了资源互惠共生行为模式,
即孵化平台引导科技创业型企业进入资源网络以获

取创业资源,孵化过程中平台拼凑技术资源并将其

整合充实资源网络,科技创业型企业借助网络资源

进一步协助技术更新。

3 结 论

通过扎根研究方法对YCombinator、创新工场

和POCCS进行研究,将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

台共生关系形成的关键要素归纳为共生单元、共生

环境和共生模式,通过剖析不同范畴间的逻辑关系,
得到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的形成机

理。科技创业型企业横纵拓展生态位宽度以获取创

业资源、孵化平台降低生态位重叠以积累异质性资

源,成为其共生关系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市场竞争

和孵化平台参与科技创业型企业孵化过程,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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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共生基质两方面为共生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

要条件。围绕资源展开的共生界面,包括拼凑、整
合、网络化等互动行为,最终促成了科技创业型企业

与孵化平台一体化的资源互惠共生。
丰富的创业资源是提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孵化成

功率的关键,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使孵化平台主动

积累差异化资源已成为必然。当前我国科技创业型

企业与孵化平台共生关系形成的内在驱动、外部环

境已经具备,实现一体化共生和资源互惠共生,仍需

加强以下两方面。
第一,孵化平台加强共生基质的建立。案例分

析发现,YCombinator、创新工场和POCCS从资金

投入、孵化进度、企业管理等方面积极介入科技创业

型企业孵化的各个阶段,促使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

化平台充分接触,为其共生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启示孵化平台将被动提供场地等公共资源服务,转
变为主动参与科技创业型企业孵化过程,从时间的

持续和空间的广度等方面,进行共生基质的建立。
第二,共同加强以资源网络为目标的行为互动。

不论是获取创业资源或积累异质性技术资源,科技

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都是以资源需求驱动共生关

系,那么实现互惠共生的关键在于资源互动。案例

分析发现,YCombinator、创新工场和POCCS以相

近路线实现资源互惠共生,即科技创业型企业通过

孵化平台介入以平台为主体的资源网络,孵化过程

中平台注重企业技术资源的拼凑,并通过内外部资

源整合,最终促使科技创业型企业融入资源网络,不
断扩宽和加深网络资源。可见,尽管我国部分孵化

平台已经打破以服务费用为主要收益的模式,加强

了投资收益,这有助于实现双方的一体化共生。但

是,仍需要科技创业型企业与孵化平台加强以资源

整合为目标的互动行为,以实现稳定的互惠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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