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17, 7(5), 235-244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17.75033

Analysis the Innovation Paradigm
Evolutionary Path and Synergy
Mechanism of Power Enterpri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Xu Wang1,2, Xu Chu1, Yan Zhao3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
Shando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lobal Energy Network, Jinan Shandong
3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te Grid Shandong Electric Power Company, Jinan Shandong
nd

th

th

Received: Sep. 22 , 2017; accepted: Oct. 7 , 2017; published: Oct. 13 , 2017

Abstrac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energy industry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top strateg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synergy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paradigm, constructs and
analyzes the synergy innovation paradigm,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between host countries’
macro environm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State Grid’s synergy innovation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innovation pattern of State Grid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e,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setting and innovation synergy construction, and each stage shows
differences in the innovation paradigm and strategic intentions.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innovation, marketing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culture Innovation constitute a
synergy innovation system, and existing two interactive mechanisms which are one-way impact
and dynamic synergy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about impact and significant mechanism to synergy innovation between the
host countries’ macro-environment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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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行业的全球化发展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顶层战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本研究基于
协同创新视角，以国家电网公司为研究案例，探讨了企业创新范式的演化路径，建构并剖析了企业协同
创新范式，并从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四个维度分析了东道国宏观环境对国家电网公司创新协同
机制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国家电网公司创新范式经过了技术创新驱动、管理创新嵌入和创新协同构
建三个阶段，各阶段创新范式与战略意图存在显著差异；双元性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
创新共同构成了协同创新体系，并且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之间存在单向影响和动态协同两种交互机制；
另外，东道国不同维度的宏观环境对协同创新体系的作用点和影响机制具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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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
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国家顶级战略，指导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地区多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
展开深度合作。同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
全球电力需求”的倡议。作为中国重要战略性支柱产业，能源行业也成为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
要合作领域之一。其中，电力企业对于推动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技术创新
始终是驱动中国电力企业稳健成长的关键因素。在全球能源互联网和国家“一带一路”双重战略背景下，
中国电力企业将通过能源互联的形式深度参与到国际竞争格局中。此时，除技术因素以外，管理制度、
文化背景等一系列非技术因素将对电力企业全球化战略产生影响。在诸多非技术要素中，管理创新对企
业组织核心竞争优势的获取与培育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选取国家电网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对电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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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范式进行演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并剖析协同视角下的电力企业协同创新机制，并基于能源全球
能源互联网背景，探索了东道国宏观环境对电力企业协同创新机制产生的影响，以期丰富协同创新理论，
为推动电力企业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落地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形成了“适配假说”和“偏协同假说”两类文献以解释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机理。
适配假说(Fit evolution)以适配理论为基础，指出企业能够对“环境–战略–资源–绩效”四种适配路径
进行识别和选择[1]苏敬勤和崔淼[2]以中兴 TD-SCDMA 技术创新为研究案例，认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之间具有适配演化关系，并指出由于技术可变度的不同，二者的主辅关系也将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偏协
同假说(Partial-synergy)认为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能够通过“途径–目标”模型进行
阐释。许庆瑞等[3]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分别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并指出存在技术创新主
导、管理创新主导和混合主导三重创新协同机制。实际上，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关系具有多层次
性特征，管理创新中的品牌创新、组织结构创新、营销创新能够作用于新产品研发、生产、推广整个技
术创新过程[4]。陈劲和王方瑞[5]基于市场创新层面指出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协同的影响因素包括协同战
略、价值观、业务流程等。Lin 和 Chen [6]认为技术创新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管理创新在技
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具有显著路径作用。王旭等[7]建构了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动态协同模型，并
从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双重层面探讨了创新协同对财务绩效和长期竞争优势的影响。
根据协同理论，序参量(Order Parameter)是驱动系统组织发展和成长的核心，其主要包含彼此影响、
相互促进的结构要素。多数文献基于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视角，认为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具有彼
此调适与配置的特征，因而表现出情境性主辅关系[1]或单向因果关系[6]。然而已有研究未能从创新协同
的核心逻辑出发，揭示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且忽略了电力企业全球化发展进程中，
制度与文化差异对创新协同机制造成的独特影响，进而降低了理论指导性。因此，本文认为创新协同相
关研究应回归“协同学”的核心范式，探究创新机制的相互作用机制，避免单向传导假设或适配假说造
成的“协同陷阱”。另外，管理创新具有多维度性，既包含组织文化、管理思想、运营理念又包含组织
结构、业务流程等管理实践[8]。同样，根据组织双元性理论，技术创新也包含探索性学习、利用性学习
以及其他创新范式[9]。因此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模型包含的创新机制种类与数量，需要根据企业具
体发展实践和战略情境进行权变考量。

3. 电力企业创新范式演化分析
(一) 创新范式演化模型
中国本土电力企业创新范式演化路径包括技术创新驱动、管理创新嵌入、创新协同建构、创新协同
升级四个阶段。技术创新驱动阶段，企业将通过增加创新投入，建构知识学习机制，利用社会网络等多
种形式提升组织技术创新能力，并着重在智能电网、特高压、绿色能源等领域提升技术水平。其目标在
于满足国内电力市场的多层次需求。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需要在组织结构、管理流程等
多个方面进行相应的升级和完善，以适配和保障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文化创新、流程再造等大量
管理创新活动开始涌现，企业进入管理创新嵌入阶段。在全球战略的引导下，电力企业海外市场拓展进
程加快，此时，不同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机制需要通过不断磨合以达到相互促进的协同效果，电力企业
进入协同机制建构阶段。最后，电力企业创新协同机制趋于完善，能够根据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和制
度差异，权变调整协同创新的运作实践和演化方向，不断促进创新协同机制的升级与完善。电力企业创
新范式的演化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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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volution model of innovation paradigm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图 1. 电力企业创新范式演化模型

(二) 国家电网公司创新范式演化进程
作为中国电力行业中的骨干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对电力行业发展和国计民生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取
国家电网公司作为分析对象，以 2009~2016 年为观测窗口，对国家电网公司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进行连
续 8 年的持续观测，进而探索国家电网公司创新范式的演化过程，以及在各个阶段表现出的创新异质性。
1) 技术创新驱动阶段(2009~2011)。国家电网公司在该阶段的战略意图表现为：通过特高压、智能电
网等技术创新驱动公司成长，以满足国内的电力市场需求，拓展国内市场份额。其核心技术包括特高压
直流、交流系列技术、智能电网与变电站技术等。管理创新方面，国家电网公司重点通过创新企业社会
责任管理、开发集约化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等方式提升品牌价值，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在该阶段，管理创
新强度和项目个数均低于技术创新。并且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二者缺乏交
互影响。
2) 管理创新嵌入阶段(2012~2014)。突破性创新已不是国家电网公司在该阶段的技术创新重点，取而
代之的是同塔双回特高压交流工程、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等利用式技术创新。创新项目数量和复杂程度
均低于前期，并且技术创新对公司成长的整体贡献也低于上一阶段。然而，国家电网公司开始注重管理
创新活动，包括创新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成立共产党员服务队、优化公司客服服务中心、建立电网调
控中心等。涵盖了品牌创新、组织创新、业务路程创新等多个维度。管理创新强度和项目数显著高于上
一阶段。尽管该阶段的管理创新能够解决由于技术创新驱动带来的组织不适应性问题，但管理创新的主
要目标还是对固有管理体制、业务流程的优化与升级。
3) 创新协同构建阶段(2015~2016)。在全球化战略的深入推动下，国家电网公司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
新强度的不断增加，并且开始探索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同机制问题。技术创新方面，围绕特高压和
智能电网核心技术，公司涌现出了电力系统高压开关设备智能化技术、光伏电站集群控制系统、模块化
智能变电站核心技术等创新活动。为保障技术创新的持续性，国家电网公司先后开展配网运检精益化管
理、发行债券融资工具、改革电力交易中心等管理创新活动，分别从业务流程、融资机制、组织结构的
层面来实现技术水平的稳健性提升，同时能够改善技术创新水平快速提升带来的管理机制低效问题。国
家电网公司创新范式转型进程与事例引证见表 1。
(三) 国家电网公司协同创新变化趋势
根据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强度变化以及二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强弱，国家电网公司创新协同度在
2009~2016 年间整体呈现出了上升趋势(如图 2 所示)。在技术驱动阶段，国家电网公司采取了以特高压输
电和智能电网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战略，进而满足国内广袤电力市场的多层次需求。而以社会责任为导向
的管理创新旨在提升公司公众形象和品牌价值，企业并未通过组织创新、流程再造等形式对特高压、智
能电网等突破性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组织保障和财务支持。并且，管理创新表现出了短期性和非常态化
特点，2010 年和 2011 年未推进任何管理创新项目。以上造成了国家电网公司创新机制相互独立、各自
发展的非协同创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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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innovation paradigm and case citation of state grid
表 1. 国家电网公司创新范式转型进程与事例引证
事例引证
战略阶段 时间

战略意图
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

发布电力可靠性指标

2009.01

2009.04 开发灵活交流输电可控串补技术
完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机制

2009.05
2009.06

尝试特高压直流输电带电作业
资金集约化管理系统和信息安全防御工程

技术创新 2009.12
驱动阶段 2010.01

推进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

2010.02

完成电力系统全数字实时仿真

通过特高压、智能电网等
技术创新满足国内用电需
求，拓展国内市场份额。

2011.03 完成 750 千伏智能变电站建设项目
2011.07 完成首条柔性直流输电示范工程
2011.09

验收首批农网智能化试点工程

2012.08

推出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

2012.06

成立 27 支统一品牌的共产党员服务队

2012.12

成立集中化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2013.05
管理创新 2013.06
嵌入阶段 2013.07

推进智能变电站试点建设
建成电网调控中心和三级运营监测中心

2013.08
2014.05

通过升级组织结构、优化管理
理念、改善营销机制等管理
创新方式适配快速发展的
技术范式。

推出同塔双回特高压交流工程

推进特高压工程大气污染防治
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建构理念

2014.06
2014.07

开发分布式电源并网工程

开发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市场

2015.03

开发高压开关设备智能化技术

成功发行 2015 年第一期 100 亿元中期票据

2015.04

开发配变采集信息共享接口

推进配网运检精益化管理

2015.04

开发光伏电站集群控制系统

升级两项“电力民生工程品牌”

2015.04

验收统一潮流控制器关键技术

发布《2015 年全面深入推进电能替代行动》

2015.04

开发互感器一体化检测设备

成立业扩报装提质提速领导小组

研制新型移动式智能变电站
创新协同 2015.04
建构阶段 2015.06 开发特高压直流换流阀关键技术
2015.07

开发特高压直流输电关键设备

2016.03 推进绿色能源柔性直流送出技术

启动“新农村新电力新服务”农电发展战略
推进国家电网公司企业级大数据平台建设
启动输变电资产运维绩效项目
成立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

2016.03

创建模块化智能变电站

推动推进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

2016.07

构建高精度气象数据集成平台

成立 27 家电力交易中心

2016.08

完成风光储输技术研发与推广

创新新能源项目配套电网投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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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强度/创新协同度

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
技
术
：
灵
活
交
流
输
电
、

技术创新表现：
750千伏智能变电
站、柔性直流输
电示范工程等3项
代表性创新项
目。

管理创新表现：
风险控制机制创
新 品 牌 创 新、 组
织结构创新等代
表性管理创新项
目。

创新协同度变化趋势
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启动
技
术：
灵活
交流
输
电、

技术创新表现：
特高压交流试验
示范工程和电力
系统全数字实时
仿真2项关键 技
术。

技
术：
灵活
交流
输
电、

技 术 创 新 表 现：
灵活交流输电关
键技术 、 直 流 输
电带电作业等3项
代表性创新。
管理创新表现：
品牌创新和投融
资创新2项代表性
项目。

技
术：
灵活
交流
输
电、

技
术：
灵活
交流
输
电、

一带一路战略环境嵌入

技
术
：
灵
活
交
流
输
技
电
术
、
：
灵
活
交
流
输
电
、

技
术
：
灵
活
交
流
输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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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创 新 表 现：
同塔双回特高压
交流工程等2项代
表性技术项目。
管理创新表现：
组织结构创新。

‐三新–农电发展战略部署

2009

2010
技术驱动阶段
战略意图：依靠特高压、
智能电网等核心技 术满足
国内用电需求，拓展国内
市场。

技术创新表现：
大气污染防治技
术与分布式电源
并网技术。
管理创新表现：
市场创新。

技术创新表现：
包含配变采集信
息 共享 接 口等12
项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表现：
包含市场创新、
品牌创新、运营
理念创新等8项管
理创新。

技术创新表现：
包含可再生能源
柔性直流送出等4
项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表现：
包含组织结构创
新、投融资创新
等4项管理创新。

特高压创新驱动战略规划

2011

2012

2013
管理创新嵌入阶段
战 略 意 图： 通 过 组 织创
新、品牌创新、文化创新
等管理创新手段适 配快速
发展的技术范式。

2014

2015

2016
协同创新初始阶段
战略意图：通过磨合管理
创新与技术创新机 制，逐
渐发挥二者协同作 用，为
全球化战略奠定基础。

Figure 2. Evolution path of state grid’s innovation paradigm
图 2. 国家电网公司创新范式演化路径

伴随着公司的战略转型，电力市场逐渐从国内延伸至亚洲和非洲。国家电网公司意识到管理创新对
解决全球化战略带来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等问题的独特优势，因此大力推进品牌创新、组织创新、文
化创新等管理创新举措，以保障全球化战略的有效落地。此时，公司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优势和知识储
备已经在上一阶段完成技术飞跃，使得技术创新进入疲软期。2012 年，全年几乎没有开展任何具有突破
意义的技术创新项目。然而，公司通过升级原有的客户服务中心来满足全球化的客户关系管理需求，通
过出台反事故措施来降低组织整体的运营风险，进而大力促进管理创新。2013 年和 2014 年，国家电网
公司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构建理念，在该理念的引导下，公司再一次将技术创新纳入创新战略框架，开
始基于在特高压和智能电网领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开展利用式技术创新，完善和升级原有技术和服务项
目。尽管这种非均衡的创新发展方式无法在当期体现协同创新效应，但是为技术和管理的有效协同奠定
了基础。
2015 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顶层战略，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电网公司通过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架
构来实现能源经济全球化的动机。在技术创新领域，公司基于双元学习模式，开始通过利用探索式和利
用式技术创新手段重点探索绿色能源直流输送、电力系统高精度气象采集、新型移动式智能变电站等方
面的创新空间。并且，为了保障技术创新活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国家电网公司采取了投融资创新(发行
公司债券)、组织创新(建立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等管理创新机制，进而实现了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
的初步协同。然而，这种协同创新范式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管理创新对技术创新起到的保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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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而技术创新对管理创新的积极影响尚未显现。并且，国家电网公司的协同创新机制属于问题
导向的被动式协同，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协同创新框架，因此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的适应
能力尚显不足。

4. 国家电网公司协同创新模式建构
(一) 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维度解构
根据组织双元性理论，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技术创新实践，本文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个维度
对技术创新展开探讨[9]。其中，探索式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开发出新的产品或
服务，以满足潜在客户需求，例如国家电网公司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而利用式创新是指
利用已有的知识储备和技术经验，完善已有产品或服务的功能，以更好地满足既定市场的需求，例如国
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灵活交流输电可控串补技术和新一代智能变电站技术。
Birkinshaw [8]等认为管理创新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变革、业务流程优化等管理实践。Cosh [10]等认
为在动态环境中，管理创新的重点是文化和理念的革新。基于此，本文从理念和实践双重层面对管理创
新概念进行解构。其中，理念层面包括文化创新，管理实践层面包括营销创新、组织创新和流程创新。
进一步地，按照管理创新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交互性，将国家电玩公司管理创新分为Ⅰ类创新和Ⅱ类创新。
其中，前者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单向影响关系，而后者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交互关系。国家电网公司协
同创新模型如图 3 所示。
(二) I 类、II 类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
国家电网公司 I 类管理创新与双元性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单向影响关系。具体而言，文化创新对探索式
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有引领作用。文化创新主要体现为企业战略理念和管理思想的变革，当国家电网公司
企业文化所包含的核心价值体系向技术创新导向进行转化时，公司将据此进行创新战略设计，进而促进创
新行为的发生。进一步地，根据公司已有的技术经验和知识储备，结合市场拓展情况和用电单位的需求特
点，国家电网公司将针对性的选择探索式创新或利用式创新，进而拓展潜在市场或满足既定市场的多层次
需求。营销创新方面，双元性技术创新对国家电网公司的营销创新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当国家电网公司利
用探索式创新在特高压领域取得突破性技术成果，并将其相应的转化为新的产品或服务后，公司随即进行
营销战略的重构和机制的创新，推出两项“电力民生工程品牌”，以拓展实现新产品的市场份额。

Figure 3. State Grid’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l
图 3. 国家电网公司协同创新模型
DOI: 10.12677/mm.2017.75033

241

现代管理

王旭 等

II 类管理创新与双元性技术创新之间具有交互影响。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能够表现出动态协同
关系。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需要部门协同、研发人员配置、研发资金投入等系列组织工作的保障和支持。
当国家电网公司通过探索式创新或利用式创新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后，原有来自企业组织的支撑体系将
与新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活动产生不匹配问题。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下，公司将通过组织变革来
创新组织形式，以满足高水平技术创新的需求。例如，为保障特高压技术的研发条件，国家电网公司对
原有组织结进行调整和创新，成立了特高压工程技术实验室、变电技术实验室，以支持特高压技术的突
破性创新。当特高压技术成果被成功开发后，技术创新将反作用于管理创新。此时，国家电网公司组建
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组织，以保障新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的战略落地，进而体现了技术创新对组
织创新的积极影响。
流程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同样具有动态协同关系。首先，在企业通过组织变革来支持技术创新水平
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必将引起业务流程的优化与调整，以匹配新的组织形式和创新活动。而当技术创新
达到一定高度后，与原有的业务流程同样会出现不适应性。例如特高压技术被成功研发后，围绕该核心
技术形成了特高压直流输电带电作业技术等一系列利用式创新形式，公司原有的风险控制机制和管理流
程与全新特高压系列技术所引致的多层次风险点呈现出非匹配特点。所以国家电网公司通过出台十八项
重大反事故措施，对原有风险控制流程进行优化，以促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态协同。
(三) 多层次战略情境对创新协同的影响
全球化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国家电网公司创新协同机制将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制度及其他宏
观环境的影响。按照 PEST 分析框架，本文将影响国家电网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东道国宏观环境划分为政
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四个维度。四类环境对国家电网公司协同创新的作用点和影响
机制具有明显差异。
首先，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通过作用于 I 类管理创新的方式对创新协同产生影响。政治环境在双元
性技术创新与营销创新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在政治局势较为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国家电网公司的技术创
新能够正常发挥对营销创新的推动作用。而在政治局势动荡的国家或地区，公司开展营销创新的动机在
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并且动荡的政治局势使得地区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快速变化，国家电网公司既定的
营销策略难以适应波动较大的经济和市场需求。另外，国家电网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战略属性，公司
将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在政治局势动荡的国家和地区设计营销战略。外部经济环境主要作用于国家电网
公司的战略理念和管理文化。当经济环境较为开放，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家电网公司将以提高竞争能
力、鼓励技术创新作为战略理念，进而有效参与当地市场竞争。相反，当经济环境较为保守，市场化程
度较低时，企业的文化创新将以稳健发展作为导向，进而降低了对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
其次，技术环境通过影响双元性技术创新选择和创新强度的方式对创新协同产生作用。在电网领域
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国家电网公司更加倾向于选择探索式创新方式，不断推出新产品或服务，
以参与当地行业竞争。并且公司将会通过构建学习机制、完善社会网络、提升社会资本储备等方式，减
小与当地电力企业的技术差距。而在电网技术领域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公司更加倾向于选择利用式创新
方式，基于已有的知识储备和技术经验，完善和升级既定能源产品和供电服务，进而满足已有客户群体
用电需求，稳健拓展市场份额。
再者，东道国社会环境通过影响 II 类管理创新的方式对国家电网公司的创新协同机制产生影响。II
类管理创新包含组织创新和流程创新，国家电网公司需要根据东道国的社会制度，选择战略并购、成立
新公司或运营中心等组织创新形式，来保障技术创新活动的持续性。并且在人力资源的招聘与配置过程
中，也要充分考虑社会环境中的人口因素、劳动力特征和社会流动性等因素，进而实现组织结构的稳定
性。在流程创新方面，国家电网公司全球化战略要求其部分业务流程将嵌入当地电力行业产业链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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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地文化传统、社交习惯和主流价值观念等
社会环境因素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电网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机制和合作方式。可见社会环
境对国家电网公司创新协同体系将产生显著影响。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能源行业的转型发展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顶层战略的落地实施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研究以创新协同为切入视角，选择国家电网公司作为研究案例，在对国家电网公司创新范式进行演化
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并剖析了公司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协同创新机制，并基于全球能源互联网背景，
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四个维度探讨了宏观环境对国家电网公司创新协同机制的
影响。
研究结论显示：第一，国家电网公司创新范式演化过程包括技术创新驱动、管理创新嵌入和创新协
同构建三个阶段。公司在技术驱动阶段主要通过推进特高压和智能电网核心技术来实现国内电力市场的
多层次需求，公司在管理创新嵌入阶段主要通过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来适配快速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
公司在创新协同构建阶段通过建构多层次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协同机制以支撑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的
有效落地。第二，双元性技术创新、I 类管理创新和 II 类管理创新共同构成了国家电网公司的协同创新
体系，并且三者之间协同方式具有明显差异。I 类管理创新主要包含文化创新与营销创新，前者对探索式
和利用式技术创新具有引领作用，而双元性技术创新对营销创新具有推动作用。II 类管理创新包括组织
创新与流程创新，二者与双元性技术创新之间通过交互作用形成了动态协同关系。第三，“一带一路”
战略推进过程中，东道国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环境和技术环境对国家电网公司协同创新体系
具有显著作用，并且作用点和影响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政治环境对营销创新具有直接影响，能够在双元
性技术创新与营销创新关系中产生调节作用，经济环境的作用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新。技术环境能够对
双元性技术创新方式的选择和强度的设计产生作用。而经济环境将通过影响组织创新和流程创新的方式
对国家电网公司创新协同机制产生作用。
本文对于国家电网及其他电力企业实施从技术驱动到创新协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首先，明确企业
所处的创新范式演化过程阶段，合理配置资源，以有效实现各阶段的战略目标，优化电力企业应对国际
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其次，保障和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大力发展特高压和智能电网核心
技术，并利用技术创新对于管理创新的驱动作用，优化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品牌营销等，从而不断完
善企业的管理创新，构建有效的创新协同机制，最终实现两者的动态协同；最后，增强企业国际环境适
应性和成长稳健性，在加强企业自身与东道国信息交流的基础上，电力企业之间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东道国宏观环境信息的交流与传递，降低协同创新成本，实现电力行业信息化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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