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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Marie C. Thursby found tha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effectively transmitting hidden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commercialization is lo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she insisted on that the 

Science &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of US must carry on innovative talent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by affording their mater of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know of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after 

her study on American’s innovation and it’s commercialization. Professor Marie C. Thursby had put forward the TI: GER 

program based on student education perspective, and this program has achieved a good result. China wants to develop from a 

large 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powerful manufacturing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Learning from the advanc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elp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ir 

talent train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In this paper, case stud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project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I: GER in detail.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current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 from three aspects: market demand-oriented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project-driven flexible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reform of the existing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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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玛芮·瑟斯比教授在对美国技术创新和商业化的研究中发现，由于在商业化过程中隐形知识难以得到有效的传递

和美国现有创新制度的不足，导致美国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化成功的概率较低。为此，她提出为了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

争力，为其提供掌握多学科知识、又了解市场商业化过程的人才，在美国的工科院校，必须进行创新型教育，她从人

才教育的视角提出了TI：GER综合培养研究项目，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为一个制造业

强国，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必不可少，对美国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学习，有助于中国高校改进人才培养方

式、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详细分析了TI：GER的产生背景、项目内容及其实施效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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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结论认为，中国应该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分工、以项目驱动的柔性教学管理和改革现有的高校教师的考核机

制三个方面改进现有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美国，创新型人才教育，TI：GER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美国是全球创新的领导者，长期以来，美国的创新指

数位居世界第一。在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背后，美国高校

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功不可没。在美国一百多年的创新

实践中，美国的高校非常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

且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其中，

最为典型的是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模式和斯坦福大学 

的“校企合作”模式。上述两种模式已被广为研究，成为高

校人才培养的典范。美国知名学者、佐治亚理工学院商学

院战略管理教授玛芮·瑟斯比（Marie C. Thursby）在长期

对美国创新、创业和商业化进行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

出了“技术创新-创造经济价值”（TI：GER）的人才培养模

式。该项目自2002年实施以来，已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等机构高达1400多万美元的资金资助，培养的研究生

在创新和创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玛芮·瑟斯比教授

也因TI：GER项目的发起者及主持人成为全球创新型人才

教育的知名学者，并于2014年多次受邀在中国知名大学就

TI：GER项目的运行与实施进行了交流*。 

中国在“十二五”提出了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规

划，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要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

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长期以来，中国高校更

多地把教育的重点放在知识的传授上，但在创新能力、实

践能力上却满足不了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1]。因此，

对美国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学习，有助于中国高校改

进人才培养方式、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本文在分析了TI：

GER项目产生背景的基础上，介绍了该项目的主要内容与

特点，并结合中国当前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管理

启示。 

2．．．．TI：：：：GER项目的产生背景项目的产生背景项目的产生背景项目的产生背景 

TI：GER全称“技术创新-创造经济价值”（TI：GER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Generating Economic Results）。

该模式是将不同专业类型的研究生整合成为一个研究小

组，旨在为学生提供多学科知识教育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玛芮·瑟斯比教授在长期对美国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过程的

研究中发现，即使在整个创新系统较为完善的美国，一项

技术创新从实验成功到商业化应用的成功概率仍然很低

[2，3]。瑟斯比教授认为，导致美国技术创新商业化应用

率低的主要原因有下述两点。 

 

 

                                                             

* 参见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中国）以

及电子科技大学（成都，中国）等网站相关报道。 

2.1．．．．隐性知识的重要性隐性知识的重要性隐性知识的重要性隐性知识的重要性 

隐性知识是指人们知道，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部分。

相比较显性知识而言，隐性知识具有独占性、难以规范性、

不易转移性等特征。瑟斯比教授研究发现，在技术创新领

域，隐性知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在比较了美国高校和

企业的技术创新中研究发现，在技术创新的各阶段中，尤

其在创新的前期阶段，隐性知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

表1所示。 

表表表表1 隐性知识在技术创新各阶段所占的百分比。 

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高校高校高校高校（（（（%））））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概念形成 45 38 

形成原型 37 36 

前期实验 26 15 

正式实验 10 5 

市场化可行性研究 15 9 

商业化应用 12 7 

（数据来源[4]：Dechenaux & Thursby, 2011）。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由于隐性知识难以得到有效的

转移，导致技术创新在商业化应用的过程中存在较高失

败率。这是因为，第一，在美国技术创新到商业化应用

的过程中，研发人员在创新的各个阶段投入的精力不同。

在概念实证和原型实验阶段，研究人员投入的精力的百

分比分别是38%和36%，而在市场化可行性研究和商业化

阶段分别是9%和7%[5]。第二，在上述条件下，尤其是

具有专业知识的高校教师，在前两个参与的比重分别为

55%和54%，而在后两个阶段分别为15%[5]。正是由于这

些专业技术人员在市场化阶段投入的精力和参与的比例

较低，导致在商业化应用过程中，隐性知识难以有效的

得到转移，造成了较高的失败率。瑟斯比教授在对创新

失败的案例研究中发现，除了在形成原型和正式实验两

个阶段具有较高的失败率（两项和72%）之外，43%失败

来自于商业化应用阶段。 

2.2．．．．美国现有创新制度的不足美国现有创新制度的不足美国现有创新制度的不足美国现有创新制度的不足 

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政府、高

校、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其中，政府通过规划和立法对国

家创新体系起引导作用，高校主要负责进行基础研究和人

才教育，企业主要负责进行技术创新，非盈利组织是对上

述三者的一个有益补充。这四个部分分工明确，又相互协

作，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美国政府一方

面通过高额的科研经费预算，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尤

其是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将美国GDP的3%投入到研究

和创新领域，成倍的增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

国家主要科研机构的经费[6]；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定专利

保护体制、规范市场竞争等一系列措施，推动政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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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强科研合作，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在这一体系下，美国成为了拥有着全球最多创新成果和高

科技人才的国家。 

表表表表2 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应用的失败率及其原因。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失败原因失败原因失败原因失败原因 

46.5 技术失败 

26.3 滞后于市场时间太长 

17.6 缺乏科研人员的帮助 

12.6 技术侵犯了其他知识产权 

11.1 其他因素 

（资料来源[5]：Thursby，2007） 

然而，即使在拥有较为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美国，

由于科研院校和企业在创新的动机与目标上的不同，导致

一项创新从概念原型的形成到商业化应用失败率较高。科

研院校的创新是以技术为导向，高校教师的研究兴趣在于

理论研究，研究目标在于取得理论上的突破与进展。然而，

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注重的是一项创新的商业应用及市

场前景。高校教师具有专业知识，但是缺乏对技术应用的

市场化方面的知识；而企业了解技术应用市场化方面的知

识，但缺乏技术创新方面专业的知识。这就导致了许多高

校的技术创新在商业化应的转化率低。例如，按照美国现

行的技术转让条例，一项研究在实验室成功之后，研究人

员认为该项技术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的条件下想要寻求

技术转让，必须向当地技术转让许可办公室提出申请，获

得许可（Licensing）。因为在美国，高校的科学研究是受

到政府资助的，因此在提交技术转让的过程中，必须要获

得政府的许可。在获得许可之后，研究人员就向技术转让

办公室提交（Boarding）该项目研究的相关信息，寻求企

业的合作。但瑟斯比教授对美国11个主要的研究性大学的

4998名科研人员在1983-1999年间技术创新的研究发现，

在1983年只有2.7%的科研人员提交了他们的申请，而在90

年代这一数字也仅停留在10%-11%，然而，有63.5%的科

研人员从未对他们研究项目提出过申请，14.6%的人员对

他们的研究项目提出申请仅一年之后由于没有获得企业

的技术认领而撤销了该申请[5]。究其原因在于，许多科学

研究项目在实验室取得了成功，但由研究人员不了解该项

研究的市场状况没有进行技术转让申请，或在技术的应用

方面以及成本等方面的问题难以进行商业化应用。 

通过对美国技术创新到商业化应用存在较高失败率

的研究，瑟斯比教授意识到，提升美国从技术创新到市场

化应用的转化率，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技术转让模式，

一方面要让研发人员了解市场以及企业运行规律，另一方

面，要让企业管理人员熟知技术研发的过程。从高校人才

培养的视角来看，为了将来能够给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

与商业化应用（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科技和公共政策委员

会的统计，在美国每年超过50%的理工科毕业生进入到了

工业企业就业）提供掌握多学科知识、又了解市场商业化

过程的人才，在美国的工科院校，必须进行创新型教育。

因为学生是当前和未来的发明家，学生需要理解商业化的

基本原理，以便能够将来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此

背景下，TI：GER项目应用而生。 

3．．．．TI：：：：GER项目内容介绍项目内容介绍项目内容介绍项目内容介绍 

TI：GER项目是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埃默里大学培养

基于具有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能力的一个综合性的研究

项目，该项目成立于2002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出资

资助进行的综合教育和研究培训项目。该项目自2002年实

施以来，已培养了近400名不同专业的学生。 

3.1．．．．TI：：：：GER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项目介绍 

TI：GER是一项基于团队的教育项目，它是通过把博

士研究生的技术创新经过商业化的应用，使整个团队成员

在一起互相学习，以弥补传统教育中由于学科分类而导致

学生综合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它在人员构成、课程设

置和教学方式上面和传统教育具有差别。 

（1）人员构成 

TI：GER的一个学生团队由不同学科的5名学生组成：

1名为科学与工程专业方面的博士研究生，2名工商管理硕

士在读研究生，分别由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组

成，另外2名是法学博士研究生，分别由专利法和科技法

方面的学生组成。TI：GER的教学团队除了担任各门课程

的导师外，还有来自于法律、商业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校外

专家组成，并由这些导师组建TI：GER项目董事会，负责

整个项目的整体运行情况。这些团队成员每学期至少要和

各自负责的学生团队开2次会议。 

 

图图图图1 TI：GER项目教育的整体思路图（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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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 TI：GER成员独特的团队体验（作者整理）。 

另外，在招收学生的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一项综合

测评，主要评估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抗压能力以及独立

完成任务的能力，通过评估的学生才能进入TI：GER团队，

并在一起学习完团队手册和完成一些活动（练习）之后，

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组合成一个研究小组。 

（2）课程设置 

TI：GER是要将博士研究生的技术创新进行商业化的

应用，因此，主要针对三个不同专业的学生专业特点，围

绕TI：GER项目的运行来进行课程设置。主要思路是通过

项目的运行来整合三个不同专业教学与管理，并通过考核

授予他们相应的学位。项目教育的整体思路如图1所示。 

在具体的课程设置方面，TI：GER一个项目的整体运

行时间为2年，每年分为春秋两个学期，共四个学期。课

程共有11门核心课程和2门选修课程，分为创新基础和专

题研究两个部分。课程的具体设置如表3所示。 

表表表表3 TI：GER课程安排。 

春季春季春季春季 秋季秋季秋季秋季 春季春季春季春季 秋季秋季秋季秋季 

创新基础（I） 创新基础（II） 专题（I） 专题（II）（选修） 

团队建设与发展 

知识产权分析 

行业分析 

营销战略 

公司估值 

融资战略 

商业化计划 

项目规划与管理 

商品化计划与拓展 

商业计划与发展 

实验项目风险 

商业计划竞赛 

海外合作项目 

其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2．．．．TI：：：：GER项目特点项目特点项目特点项目特点 

从TI：GER项目的运行来看，它实质上是一项整合教

育研究项目，它贯穿了在技术创新到商业化过程中所需的

知识技能，打破了传统教育中根据学科分类进行教育的边

界，它是基于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任务解决型的综合型人才

培养模式，而非基于传统的专业分工的知识教育模式。TI：

GER成员从一项技术创新入手，全程参与了从技术创新到

其商业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在各阶段可能面临的问题

及其解决方案。因此，TI：GER成员不仅在项目运行过程

中学习到了从技术创新到其商业化过程中所需的知识技

能，更重要的是成员之间通过相互协作，共同努力，使得

不同专业背景的成员能够感知到对方思考问题的思维方

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解决了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化过

程中隐性知识转移的问题。 

3.3．．．．TI：：：：GER教学效果教学效果教学效果教学效果 

TI：GER项目自2002年实施以来，目前已培养了400

多名研究生，所培养的学生主要进入了制造业（如宝马公

司）和咨询服务业（如DELTA）就业，并且已成长为全

球产品经理和全球客户经理等重要岗位的关键领导，还有

许多学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此外，在对参与了TI：GER

项目的学员和非TI：GER项目的学生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后

发现，参与了TI：GER项目的学员在对技术商业化过程中

所需知识的掌握、对一项技术市场价值的理解等9项知识

技能方面比没有参与TI：GER项目的学生有着显著的提升。

如图3所示。 

 

图图图图3 TI：GER成员与非TI：GER成员的知识技能比较（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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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启示启示启示启示 

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中国高校把教育的重点放在

了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方面，但对学生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

养不足[7]。尽管自2007年以来，中国高校实施了“高等学

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大学在提升教育水平，实

施创新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电子科技大学

开展了“信息技术专业素质和经济管理才能兼备的复合型

未来领军人才”为目标创新教育实验班。但从整体上来看，

中国高校的创新教育还游离于整个专业教育的体系之外

[8]，对创新教育也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界定、实施方

案和考核体系[9]。尽管中美两国的国情、教育发展的水平

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从TI：GER项目的产生过程和实

施情况来看，对中国高校的创新教育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4444.1.1.1.1．．．．实施从专业分工向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实施从专业分工向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实施从专业分工向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实施从专业分工向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课程设置专业课程设置专业课程设置专业课程设置

改革改革改革改革    

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以学科的专业分工为导向进行的

课程设置，这样设置的优点是学生能够系统掌握本专业的

知识体系，对本专业有着较深的领悟力和理解力，培养的

是学生的一种专业思维。这种专业是建立在社会能够精细

分工、紧密协作的基础之上。但从瑟斯比教授对美国技术

创新到商业化实施的研究来看，这种分工不利于隐性知识

的转移，难以培养具备多学科知识、解决社会现实需要的

这一“类”的人才需求。例如，中国高校的市场营销专业，

很少涉及产品开发与大众传播方面的课程，而企业恰恰需

要的是既懂得产品开发、又能够与大众媒体进行沟通的这

一类的市场营销人才。因此，要对中国现行的专业课程的

设置进行改革，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对人才“类”的需

求，而非是某一专业的需求。 

4444.2.2.2.2．．．．打破现有教育按专业班级进行教育管理的模式打破现有教育按专业班级进行教育管理的模式打破现有教育按专业班级进行教育管理的模式打破现有教育按专业班级进行教育管理的模式，，，，实实实实

施以项目驱动的柔性施以项目驱动的柔性施以项目驱动的柔性施以项目驱动的柔性教学教学教学教学管理模式管理模式管理模式管理模式。。。。    

中国现有的按专业班级进行教育管理的高校管理模

式，便于集中授课、统一管理。但不足在于，学生面对的

是教材和教师，在以学习成绩为主的综合测评中，学生考

虑的是“我”如何更好的学习，面对的是一项客观对象，思

维方式以我为主。况且，这种教育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为

什么而学的疑问，学习的动力和目标不清晰[10]。实施以

项目驱动为主的柔性教育管理模式，首先，学生的学习目

标明确。在该项目中，学生自己扮演的角色以及承担的任

务非常清晰，这样会使学生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动力。

其次，在项目团队中，学生是通过与他人进行合作来完成

一项任务。这样会使学生更多的进行横向参考、互相学习，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第三，以项目驱动的教学管

理，能够使学生对项目的整体运行情况全面了解，有助于

培养社会对高素质人才需求的满足。 

    

    

4444....3333．．．．改革现有的高校绩改革现有的高校绩改革现有的高校绩改革现有的高校绩效考核机制效考核机制效考核机制效考核机制，，，，从科研加工作量的从科研加工作量的从科研加工作量的从科研加工作量的

考核机制逐渐转向人才培养的考核机制考核机制逐渐转向人才培养的考核机制考核机制逐渐转向人才培养的考核机制考核机制逐渐转向人才培养的考核机制    

现有的高校教师的考核机制主要以完成科研和教学

的任务量为主。在这种考核机制下，教师只重视自己的科

研成果和常规教学，而忽视了学生的就业状况和市场对人

才的需求情况，教师只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

这种机制造成的负面结果是高校教育与市场需求脱离，难

以培养出市场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导致大学生毕业后就业

困难，带来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应该改革现有的高校教

师考核制度，从短期的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为主的考核体

系逐渐向长期对人才培养的社会贡献指数的考核体系转

变。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考核制度和社会对人才评

价的体系。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已是当前各个国家关注的重点内

容之一。本文详尽的介绍了TI：Ger项目的产生背景、项

目内容与实施效果。从TI：Ger项目的成功我们可以得出，

中国高校要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一是要实施

从专业分工向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二

是要打破现有教育按专业班级进行教育管理的模式，实施

以项目驱动的柔性教学管理模式；三是要改革现有的高校

绩效考核机制，从科研加工作量的考核机制逐渐转向人才

培养的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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