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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行为分析
——基于扎根理论和 6C 家族模型的探索性研究
罗建利，郑阳阳∗
(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基于浙江省和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抽象出 109 个概念和 14 个范畴分析农民

专业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机、条件、绩效、形式及其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要
动机在于资源导向、学习导向、成本导向，合作的主要条件在于企业家精神、政府扶持、技术吸收能力，合作的
主要形式是信息技术服务、技术引进、联合技术开发、共建实体，合作的主要绩效体现在人才培养、品牌、利润；
不同的产学研合作动机对合作形式影响不同，不同的合作形式会产生不同的合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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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havior analysi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participation
in combination involving production, teaching & research：
Based on exploratory research of grounded theory and six C′ family model
LUO Jian-li, ZHENG Yang-yang∗
(Business School,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farmer cooperatives of Zhejiang and Jiangxi, using grounded theory, we abstract 109
concepts and 14 categories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 conditions, performance, form and the correlation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volved in combination involving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motivation of cooperatives participation in combination involving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resource-oriented,
learning-oriented, cost-oriented; the main condition is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government support, technology
absorption capacity; the main form of cooperation 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technology transfer, joi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entity;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on reflected in personnel training, brand and profits.
Different motives lead to different forms of cooperation research, and it will produce different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Keywords: farmer cooperatives; combination involving production, teaching & research; behavior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迎来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截

自 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

社高达 116 万家，约是 2007 年底的 36 倍，实有成

止 2014 年 6 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
员数 8 000 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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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和数量的迅速扩张，合作
社的各种缺陷，如产品科技含量低、创新能力弱等
等，也逐渐凸显出来。而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之一，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关系农业整体创
新能力，要落实国家“科技兴农”战略，归根结底
要提高合作社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如何提高合
作社的创新能力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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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创新的已有研究大致
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对合作社的影
响。Beverland 对新西兰合作社的分析发现，许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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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流程[10]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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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性编码

作社通过产品创新提高了产品价格，进而提高了合
作社绩效；同时，产品创新可以提升市场竞争力，

资料
完善

[1,2]

维护与消费者的长期关系

。扶玉枝、黄旭初运用

Bootstrap-Malmquist 指数方法分析表明，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均对合作社效率有正向影响，但不同行业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贡献大小不一 [3] 。Ariyaratne
等认为，技术进步是美国合作社生产效率增长的主
要原因[4]。二是合作社技术创新现状。罗建利和仲
伟俊分析 30 多家样本合作社的技术创新模式时发
现，自主创新的合作社仅占 11%，发展较好的合作
社大部分是模仿创新或单纯的技术引进[5]。倪细云
和王礼立运用德尔菲和层次分析法评价合作社的
技术创新能力时发现，合作社内部创新能力整体较
弱，创新投入大于创新产出[6]。国鲁来认为，技术
创新收益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者剩余，农业技术创
新可以成为合作社的追求[7]。
已有学者虽然意识到合作社技术创新的重要

理论未饱和

图 1 经典扎根理论的分析流程

1．样本来源与数据收集
笔者严格按照扎根理论的数据搜集方法，首先
进行目的抽样，选取一个样本进行分析，样本选取
标准如下：1)所选样本符合笔者的研究主题，即所
选合作社必须参与产学研合作。2)所选合作社具有
数据的可得性。3)所选合作社内外部变异性低，即
所选合作社发展比较好，在当地具有较强的影响
力，且为“国家示范性合作社”。基于此，笔者选
取浙江省乐清市鑫欣葡萄专业合作社作为样本进
行分析，得到初步的概念及范畴，然后实施理论抽
样，即按照初始样本得到的概念、范畴及其相关关
系作为理论指导选择样本，直至达到理论饱和。最

性，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才能提升合作社的

终，笔者选取浙江和江西 6 家合作社，为了分析的

技术创新能力。基于合作社的现状，笔者以为产学

方便，对每个合作社进行编号。数据来源主要包括：

研合作不失为合作社技术创新的较好途径。所谓产

1)档案资料，包括关于样本合作社的新闻报道、文

学研合作，是指合作社与高校、科研院所相互合作，

献资料等，直接从样本合作社获取的内部资料、年

实现优势互补，其实质就是把创新所需的各种要素

度报告等。2)深度访谈，主要包括与合作社社长、

有效组合。具体来说，合作社缺乏创新的人才和科

相关领导和普通社员的访谈资料。3)非正式跟进式

研设备等，而高校、科研院所具有这方面的优势，

的电子邮件、电话和直接观察。基于研究的需要，

因此，合作社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获取外部的技

深度访谈是最重要的数据来源，笔者对每家合作社

术和知识，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那么合作社如

至少访谈社长和 1 名普通社员，每次访谈时间控制

何参与产学研合作？即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社

在 1.5~2 个小时，并在允许的情况下录音，以保证

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以何种形式参与产学研合作以

资料的完整性，每次访谈结束后 24 小时内，笔者

及产学研合作的绩效如何？笔者拟选取农民专业

运用 Nvivo8.0 软件把录音资料转化成文本，并进行

合作社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深入

编码，而对于不确定或模糊的信息，再通过电话或

分析合作社产学研合作的动机、条件、绩效和形式，

短信与被访问者沟通确认，具体见表 1 所示。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样本来源与数据分析方法
扎根理论是指用归纳的方式对现象加以分析，
主 张 理 论 必 须 扎 根 于 实 地 搜 集 的 资 料 之 中 [8] 。
Strauss 和 Corbin[9]认为：发展扎根理论的人不是先

表 1 样本合作社概况及数据搜集
合作社名称
鑫欣葡萄专业合作社
虹达水果种植合作社
能仁茶业合作社
义红果蔗合作社
新奇特果蔬专业合作社
恒衍鹌鹑养殖合作社

编号
XX
HD
NR
YH
XQ
HY

主营业务

访谈时长

葡萄、葡萄酒
杨梅
茶叶
甘蔗
红薯、水果、蔬菜
鹌鹑

5 小时
3.5 小时
3 小时
4 小时
4 小时
4 小时

有一个理论然后去验证它，而是先有一个待研究的
领域，然后自此领域中萌生概念和理论。扎根理论

2．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编码包括实质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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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质性编码分开放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两个步

技术引进、合作社实力、共建实体、资源导向、品

骤。同时，采用 Nvivo8.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获

牌、学习导向、成本导向、技术吸收能力、人才培

取的访谈笔记、录音、文本等数据进行快速组织和

养、利润。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整合和精炼理论，

分类，挖掘隐藏于数据背后的信息，从而达到构建

也就是把涌现出的概念和范畴精炼为一个核心的

理论的目的。

解释性概念即核心范畴[9]，Glaser[11]认为核心范畴

一是实质性编码。开放性编码是将资料分解、

必须满足以下标准：1)核心范畴必须具有“中央性”，

捡视、比较、概念化与范畴化的过程，对开发的每

也就是与最多范畴和特征相联系；2)核心范畴频繁

一个范畴，发掘范畴的性质。笔者主要采取逐行、

地出现在资料中；3)核心范畴和其它范畴可以很容

逐句、逐段、原生代码(VIVO)等分析策略。通过对

易地、很快地、有意义地有所联系，这种联系不是

合作社资料的开放性编码分析，最终从资料中抽象

强制性的。最终选取“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作

出 109 个概念和 14 个范畴(A1-A14)，分别为：企

为核心范畴。

业家精神、信息技术服务、联合技术开发、政府、
表 2 开放性编码示例(节选)
开放性编码

原始语句

概念化

范畴化

XX 合作社(社长)：作为第一批种葡萄的人，高中毕业后种葡萄，后来在

不断学习(a1)、技术水平

A1：
企业家精神(a1、

中国农业函授大学，后来意识到品牌营销的重要性，函授江南大学网络

高(a2)……创办研究所

a2、a9、a35、a36、

大学，学习市场营销(a1)。现在是高级农艺师(a2)……后来，创办民办研

(a9)……技术依附

a65、a92)

究所(联宇葡萄研究所)，成为农民和科研机构联系的纽带(a9)……

(a28)、技术培训(a29)、

A2：信息技术服务

HD 合作社(社长)：我们技术主要依靠农科院和林业局(a28)，如省农科

社员学习积极(a30)……

(a28、a29、a67、a79、

院专家作的杨梅高产技术培训(a29)，社员都参加(a30)……有时去省市里

联系专家(a35)……技术

a96)

开会，记下专家教授的号码，然后请老师来培训(a35)……我们基地现在

采用(a50)、科技效益

A3：联合技术开发

有 200 多亩杨梅采用树体矮化栽培(a50)，科技化的种植使杨梅的品质大

(a51)……人员断层

(a12、a15、a82、a83、

大得到提升，也提高了“淡溪”这个品牌(a51)……

(a70)……联合开发

a93)

NR 合作社(社长)：做农业的年龄偏大，都是 50 岁以上的，采茶人员大

(a82)……

……

部分都是网上招的，影响新技术的采用(a70)……

共 109 个概念

共 14 个范畴

family model)[11]来分析(图 2)。6C 家族模型(Six C'

(Covariance) 6 个方面来构建核心范畴与范畴之间
的关系。脉络是指核心范畴产生的背景，动机是指
核心范畴产生的原因，条件是指核心范畴产生的先

动机
资源导向
学习导向
成本导向

动机和合作形
式之间的关
系；合作形式
和绩效之间的
关系

件是指范畴和绩效的调节因素，协变量是指不同范
而言，动机指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产生的动机，

绩效
合作社参与
产学研合作

人才培养
品牌
利润

相关

决因素。绩效是指核心范畴产生的影响或效果，事
畴之间的相关关系。具体到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

周期：长-短

企业家精神
政府
技术吸收能力

系，笔者运用 Glaser 提出的 6C 家族模型(Six C'

(Consequence) 、 事 件 (Contingencies) 、 协 变 量

短期

条件

完整的理论 [12] 。为了整合不同范畴及其之间的关

络 (Context) 、 动 机 (Cause) 、 条 件 (Condition) 绩 效

期限：长期-

合作社技术水平低，如何提高自身技术成为重要问题

性编码之间可能隐含的相关关系，从而整合成一个

family)成员中最有名的一个。6C 家族模型主要从脉

程度：高-低

脉络

二是理论性编码。理论性编码是指概念化实质

family model)是 Glaser 提出的 “编码家族”(coding

范畴性质

图2

事件
信息技术服务
技术引进
联合技术开发
共建实体

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社的 6C 家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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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指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所处的环境，结果指

长说“合作社产前产后共 4 次培训，绝大部分都感

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产生的结果，事件是指原因

兴趣，尤其是大户更加重视，有时周边的农户也来

和结果之间的调和因素，即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

听，社员听了有用，我们就每年定期请专家来合作

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协变量是指范畴之间的关系，

社开展培训”
。

即原因和事件、事件和结果之间的矩阵关系，条件
是指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社的先决因素。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两种机
制，当市场交易费用低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时，市

三是理论饱和度检验。针对上述开发出来的 14

场就会替代企业，威廉姆森进一步认为，对于资产

个范畴，笔者另外选取 2 家合作社进行编码分析，

专用性不强，非标准化的交易，市场治理或双方治

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即

理更有效。从经济成本考虑，合作社作为特殊的经

没有开发出更多的范畴。由此可见，上述关于合作

济组织，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因此，

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机、条件、绩效、形式的行

合作社技术创新不可能完全靠自身的力量，必须依

为模式分析编码达到了理论上饱和。

附于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力量。从调研的实际情
况可以得出，合作社都是位于农村地区，成员主要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
行为阐释

是农民，银行贷款受到限制，参与产学研合作是最
经济的技术创新途径。从资产专用性考虑，合作社

1．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机

引进的技术不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像 NR 合作

数据分析表明，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有三个

社引进的中茶 108、浙农 139，不存在“锁定”效

动机：资源导向、学习导向和成本导向。
合作社和高校、科研机构是异质性组织，双方
进行合作主要是为了寻求资源的互补。具体来说，

应，因此，市场治理或双方治理更能节省交易成本，
即技术引进或联合技术开发。同时，合作社与高校、
科研机构联合技术开发更容易获得国家政策补助。

合作社是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的良好场所，而高

2．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条件

校、科研机构拥有优秀的人才、科研设备和技术。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但创

因此，合作社要进行技术创新，需要借助高校、科

新从来都不是“天才的闪烁”，而是企业家艰苦工

研机构辅助。如 XX 合作社社长所说，“合作社没

作和不断把握机遇的结果。分析表明，合作社社长

有相应的技术设备，我们在申请项目时就会与科研

作为“农村精英”，能充分认识到科技对合作社发

院所联合报项目……上次与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

展的重要性，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执着精神实现

合作申请的《宇选一号选育研究》项目，合作社作

合作社的产学研合作。如 XQ 合作社社长所说，
“技

为承办单位，在研究过程中只是利用科研机构的仪

术上遇到的困难，都是靠我的人脉关系主动和浙

器设备”。同时，由于合作社缺乏专业的人才，HD

大、省农科院联系解决的。我跟浙大教授之间都是

合作社、XQ 合作社会定期请省农科院或浙大的专

个人之间的联系，与省农科院的专家接触过好几

家指导技术问题，而且，XQ 合作社与浙大签订了

次，他们知道了我们过去的经历比较感动、认为我

技术合作协议。

们人比较实在，很愿意帮助我们”。HD 合作社社长

合作社具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很希望向高校、

总是把握和创造机会，每次省里面开会，都会私底

科研机构学习新知识或技术，而强烈的学习意愿是

下记下专家教授的号码，然后打电话请老师来培

。合作社与高校、科研

训。正如 XX 合作社社长所说，“合作社做的好不

机构合作主要是学习它们的技术，如 HY 合作社社

好，不在于社员而在于领导，领导要成为有知识、

长所说“我们自身技术力量薄弱，与这些高校合作

有能力、强有力的核心成员”。

[13]

实现知识转移的前提条件

可以学习它们的技术，来培养自己的自主创新能

政府在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发挥

力”。HD 合作社社长经常去外面参加管理和技术方

了重要作用，如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支

面的培训，而社员的学习热情更是推动了合作社与

持等。同时，政府奖励合作社与高校、科研机构合

高校、科研机构的长期技术合作，如 HD 合作社社

作，为产学研合作提供资金保障，降低了产学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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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风险。如 XX 合作社与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合

技术引进主要指合作社直接从高校、科研机构

作申请的《“节本增效”栽培技术开发研究》项目

引进新技术。调研案例中只有 HD 合作社和 NR 合

获得了乐清市政府 15 万元资助，为项目的实施提

作社进行了技术引进。从引进的技术属性来看，这

供了资金保障。YH 合作社与福建农大、省农科院

些技术都是公共性技术，如 HD 合作社从省农科院

合作的省级重大科研项目及新品种的研发都得到

引进的树体矮化和二次嫁接技术；NR 合作社分别

了政府的资助。但是，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增加，政

从茶叶研究所和农科院引进的中茶 108、浙农 139

府科技补助的资金相对不足。比如，政府会请高校

等。然而，公共技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

专家对合作社技术培训，然而，培训经费却不能满

长远来看，合作社引进的公共性技术不能构成合作

足实际开支。如 HD 合作社社长认为“政府每年会

社核心竞争力，不利于其长期发展。合作社参与技

请专家来合作社培训，并规定每人每年的培训补助

术引进的主要原因是合作社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

是 20 元，但是这 20 元包括了专家费、招待费等，

吸收能力较差。如 HD 和 NR 合作社年产值仅几百

政府培训 20 元的补助标准根本不够”
。

万，技术人员 4~5 个，其中，NR 合作社还没有成

能否从产学研合作中获益，与合作社的技术吸
收能力有很大关系。XX 合作社有 5~6 个技术人员，

立研发部门，正如 NR 社长所说“我们合作社现在
还没那个能力研发新品种，主要是技术引进”。

每年投入科研经费近 20 万，特别是合作社成立联

联合技术开发是指合作社与高校、科研机构相

宇葡萄研究所，成为农民和科研机构联系的纽带，

互协作、优势互补，合作开发新技术。调研案例中

通过研究所能把高校的高深理论转化成农户容易

有 HY 合作社、YH 合作社、XX 合作社参与联合技

接受的技术。YH 合作社拥有高级技术职称 5 人，

术开发。如 YH 合作社与福建农大甘蔗综合研究所、

中级职称 7 人，成立有果蔗研究所，合作社被选定

省农科院作物与核利用研究所结盟，YH 合作社提

为“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场”，技术吸收能力比较

供蔗苗、福建农大提供配方、省农科院提供原料，

强。但调研中发现，目前合作社普遍缺乏人才，一

经过三年测试，最终培育出“义红 2 号”。HY 合作

方面是许多高素质人才不愿意从事农业，如 XX 合

社在与中国农科院、南京农大的联合开发中着力培

作社都是 40~50 岁的当地农民，去高校招聘不到优

育自主创新技术。然而，也有联合技术开发主要是

秀的人才。另一方面是合作社无法吸引留住优秀的

为了申报项目，如 XX 合作社与省农科院合作申请

人才，YH 合作社每年都有本科生、研究生走掉，

的《宇选一号选育研究》，合作社作为承办单位，

都是因为合作社条件太差，生活太艰苦。新技术的

在研究过程中只是利用科研机构的仪器设备等。如

开发和运用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人才短缺无疑会

社长所说“研究葡萄新品种除了靠勤劳、知识外，

影响合作社技术吸收能力，限制其发展。

运气很重要，因为民间在生产的第一线，便于进行

因此，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条件在于
企业家精神、政府扶持、技术吸收能力。
3．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形式
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形式是信息技
术服务、技术引进、联合技术开发、共建实体。

葡萄实验，我们研究所有 100 亩地，高校没有实际
生产线，就几亩地，但专业知识强、设备先进，拥
有分子标记、DNA 检测仪等”。
共建实体是指高校、科研机构以资金、技术入
股等方式与合作社建立产学研联盟。在调研案例

信息技术服务主要指高校、科研机构为合作社

中，只有 XQ 合作社参与共建实体。XQ 合作社在

提供一般的培训、技术服务等。如 HD 合作社每年

2009 年与浙大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共投入 100

请省农科院专家培训 2~3 次，同时，由于合作社科

万建立示范基地，合作社作为浙大科研的实验基

研设备落后，必要时会拿枝条、泥土去农科院化验，

地，并负责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共建实体是双方

然后根据其性状，实施农药。然而，对于信息技术

利益需求的结合，如 XQ 合作社社长所说“当时浙

服务的效果，并不是每个合作社都认同，XX 合作

大需要一个实验基地，而我们合作社缺乏技术，后

社社长认为“经常请的老师对农民培训没用，他们

来浙大副校长来我们这考察了好几次，才决定与我

不了解农民需要什么”。

们技术合作”
，通过共建实体，
“合作社在技术上基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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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4．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绩效
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绩效体现在人才
培养、品牌、利润。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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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绩效之间的关系如何？
不同的合作动机会导致不同的产学研合作形
式，如表 3 所示，资源导向动机使合作社参与全部
的产学研合作形式；学习导向动机使合作社参与信

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息技术服务、联合技术开发和共建实体，而技术引

合作社人才的培养。如 HY 合作社通过与中国农科

进无法使合作社获得学习机会；成本导向动机使合

院、南京农大等科研单位进行联合技术开发，提高

作社参与技术引进与联合技术开发，但信息技术服

了技术人员的水平；而 XQ 合作社与浙大之间建立

务和共建实体无法降低合作社成本。

生产基地，定期会有专家教授进行技术指导。但是

表 3 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原因与形式的相关关系

从人才培养的模式来看，不容乐观。首先，在产学

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形式

研合作中，一般都是高校、科研机构负责研发，合
作社负责技术推广，进行简单的“授鱼”式技术培
养。如 XQ 合作社与浙大的合作，合作社主要负责
新技术的推广，而合作社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得
到很大提高。其次，高校主要是对合作社进行简单
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合作社人员缺乏专业技术的学

信息技
术服务

技术
引进

联合技
术开发

共建
实体

√

√

√

√

√

√

合作社参与 资源导向
产学研合作 学习导向
的动因
成本导向

√
√

√

不同的产学研合作形式会产生不同的绩效，如
表 4 所示。信息技术服务限于简单的培训或技术指

习。与一些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三位一体”人

导，因此对人才培养和品牌无影响；技术引进增加

才培养模式相比，合作社的人才培养收效甚微。

了合作社品牌的科技含量，但是不利于人才的培

所调研的每个合作社都注册了自己的品牌，且

养；而联合技术开发，既利于人才的培养，又利于

获得市级、省级甚至国家级荣誉，这些荣誉大都得

品牌的培育；共建实体可以提高社员技术水平，有

益于技术的驱动。如 YH 合作社拥有的“义红”牌

利于人才培养。每一种产学研合作形式对最终的利

甘蔗标被供销社全国总社评为“千社千品”富农工

润都有显著的影响。

程优质农产品，正如其社长所说“我们与省农科院、

表 4 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与绩效的相关关系

福建农大联合开发的‘义红 2 号’使果蔗的成熟和

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绩效

上市提早 20 天，科研上的突破为我们的品牌提供
了技术的保障”。而 NR 合作社则通过技术引进形
式，不断引进新品种，像中茶 108、浙农 139 等，
使其“能仁”牌雁荡毛峰获得中国(上海)国际茶业
博览会金奖。

人才培养
合作社 信息技术服务
参与产
技术引进
学研合
联合技术开发
作的形
共建实体
式

品牌

利润
√

√

√

√

√

√

√

√

品牌的提升也会带来产品价格的提高，最终带
来利润的增加。如 XX 合作社与省农业科学院联合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研发的“宇选一号”新品种，打响了合作社“联宇”

上述分析表明：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要

牌葡萄品牌，每斤葡萄 17 元左右，而一般葡萄市

动机在于资源导向、学习导向、成本导向，合作的

场价每斤仅 10 元左右。HD 合作社引进的树体矮化

主要条件在于企业家精神、政府扶持、技术吸收能

技术使杨梅采摘更容易，杨梅个头比一般的也要

力，合作的主要形式是信息技术服务、技术引进、

大，产量增加，提高了经济效益。总体来看，通过

联合技术开发、共建实体，合作的主要绩效体现在

产学研合作，合作社在品牌和利润方面都取得了显

人才培养、品牌、利润；不同的产学研合作动机对

著成效。

合作形式影响不同，不同的合作形式会产生不同的

5．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性

合作绩效。上述结论具有如下启示：

Glaser[11]认为一个范畴变化会引起另一个范畴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由于合

的变化。那么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机、形式

作社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金、规模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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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合作社社长的企业家精神。

该积极引导合作社参与产学研合作，特别是引导合
作社与大学进行技术引进、联合技术开发等高级产
学研合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服务。同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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