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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学术创业者
双元角色协同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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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2．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个体的学者角色和创业者角色协同是成功开展学术创业的必要条件。文章将复杂

适应系统的特征对应于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上，借助“刺激—反应”的分析框架，通过纵向

案例的方式，探讨了在特殊的复杂的学术创业环境中个体通过认知与行动的交互不断解决角色

冲突进而实现双元角色协同的过程。案例发现: 个体在解决双元角色的时间冲突、能力冲突和文

化表达冲突过程中完成了被动拼凑、核心聚焦和共生协同的演化过程，对环境的适应经历了简单

适应、直接适应和复杂适应的阶段。文章提炼的微观层面双元角色协同模型有助于丰富学术创业

理论，并为处于不同阶段的学术创业主体成长、调整自身状态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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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ual Role Coordination Proces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from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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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210003，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ion of individual scholar role and entrepreneur role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uccessful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This research map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o the dual role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With the aid of“stimulus-response”analysis framework and longitudinal case study，we explore how individuals resolve role con-
flict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gnition and action and thus achieve dual role coordinaton in a special and complex academic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h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contains passive patchwork，core focus，and symbi-
otic synergy which have been completed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the dual roles of time conflict，competence conflict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conflict，and they correspond to simple adaptation，direct adaptation and complex adaptation of the complex adaptation
system． The micro-level dual role coordination model is helpful to enrich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ovide some inspira-
tion for the growth and adjustment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at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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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学术创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引起理论界高度关注。所谓学术创业是

指高校或研发机构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科研成果，通过机会识别、利用和资源整合，创建企业、形成产品的过

程［1－2］。它充当了连接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最直接的桥梁，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学术创业

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系统层面从政府角度阐述学术创业的重要性［3］，大学层面分析了母体组织激

励政策对学术创业的影响［4－5］，近年来个人层面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焦点［6］。文献探讨了学者的人口统计

学特征、社会认知属性及个人特质对学术创业的影响，如性别、年龄［7］，职称情况［8］，社会网络［9］和创业激

情［10］等，学者们重点解释了学者“为什么”选择学术创业，但在强调学者特质或社会背景时，仅提供了对行

动者的简化描述，并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这些学者参与此类活动进行的内在努力。学术创业者既是科学知

识的创造者，又是学术型创业企业最为重要的组成成员，两种角色在认知模式、价值导向、主观规范和能力

要求等方面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巨大差异，学术创业者如何协同两种角色，建立新的自我概念与行为方式

之间的恰当关系［11］，进而推动学术型创业企业的成长，现有文献罕有涉及。
现实中，大部分学术创业者并非一开始就拥有交融的角色关系，而是在与环境互动中主动地、能动地

整合两种角色使命和目标，使用新的信念与价值观来化解个体角色间冲突，挖掘它们的协同性［12］，进而达

到相对平衡与稳定的适应性状态。而复杂适应系统( CAS) 理论以提高整个系统能力为目标，强调系统中各

组成部分之间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所涌现出的规律，旨在研究系统的演化和自适应机理。借鉴 CAS 理论

的概念，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其实是由两个相对分离的角色———学者角色、创业

者角色以及与大学、企业、政府和中介机构等环境互动中所形成的身份特征系统，两个角色既相互独立又

相互交织，以促使这个系统得以持续的方式重构这个系统［13］，创业者角色通过学者角色累积的科学知识

来开展商业实践，学者角色则通过创业者角色的市场经验来捕捉新的科研灵感。因此 CAS 理论为学术创

业者双元角色协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CAS 理论，利用案例研究方法，也即情境—互动的整体观与时间维度的动态演化

思想，来探讨当学者从事创业活动时，他们如何在科学和商业之间的模糊边界上规划自己的行为空间以便

进行战略布局，采用什么策略调和科学与商业之间相互矛盾的逻辑关系?以期揭示学术创业过程中“学者角

色”“创业者角色”双元角色协同的微观机理，构建形成过程模型。研究成果一方面能够弥补现有研究对微观

个体和过程关注不足的短板，另一方面还能够为培育学术型企业家提供政策指引和实践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一) 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

学者角色是学术创业者的基础角色。它在创业之前已经存在，其使命在于创造和传播知识，通过培养人

才和发表学术成果得到同行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创业者角色是开展学术创业活动之后衍生出来的新角色。
它是为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而创办企业并促进其发展的各种参与行为和投入程度。创业者角色包括对现有生

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整合商业资源以及保持组织活力等方面［14］，是以追求利润为最重要目标。学者

和创业者的活动存在内在差异，其中学术活动遵循了默顿规范，强调基础研究、崇尚研究自由、重视同行认

可以及研究成果的公开披露。而商业活动专注于应用研究，建立层级管理体制以及有限的披露［15］。但是，

二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复杂的、统一的，具有多重重叠特征的矛盾统一体。正如 Etzkovitz 和 Leytesdorff 在

构建著名的三螺旋理论时指出的，科学和商业呈现越来越多的融合趋势，跨越组织的创新体系日益壮大。
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就是在学术和商业文化逐渐向“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背景下，个体为了

实现更大价值，将教学、科研和商业化联系起来，建立积极性、创造性互动，从而融合两种角色期待的内在

努力。Jain 等［16］通过对大学教师和技术转移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调查，指出他们一般采用委托机制和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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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来建构混合身份，但并未说明他们重塑职业轨迹的复杂过程。郭峰等［17］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认为

两种身份认同及身份的连续性有利于学术创业者身份悖论整合并对学术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却因为研究方法的限制，没能详述悖论整合的过程。忽略动态性及其中的演化，导致在解释其发生机制时

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不利于对双元角色协同形成过程的充分理解。因此，本研究将研究的焦点缩小到学术

创业主体是“如何做到协同双元角色”的关键问题。

( 二)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J． H． Holland 于1994年提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他认为任何主体在适应上所做的努力就是改进自身行

为适应别的主体与环境。学术创业者身份特征系统是复杂适应系统的一种，其共同特征是能够将实践活动

中的互动反馈作为自己行为的参考，通过内设学习和不断变换规则来调整认知图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学

术创业者身份特征系统不是线性的简单适应，而是改变认知方式的复杂适应。学术创业者身份特征系统也

不是仅依赖于原有知识体系调整的静态适应而是依靠内设学习的动态适应［18］。
Holland 进一步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分析的7个基本概念［19］: 聚集、非线性、流和多样性4个特性用于

描述个体的基本特征; 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3个机制用于分析互动过程的机制。因而 CAS 可描述为具有

内部模型的积木，通过信息、物质和能量流与其他适应主体和环境产生非线性作用，进而动态演化为多样

性的系统［20］。从 CAS 理论视角去理解双元角色协同内涵，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它的本质。协同性可以

用“积木”和“内部模型”进行描述，若要用积木搭建一个稳固的内部模型，必须将所使用的每块积木进行

和谐连接，在自适应规则的选择下，底层积木为了应对新情况，采取适应行动，选择与情景最匹配的组合方

式派生出上一层积木，并通过自己的内部模型做出对外界的反应，接受反馈回来的信息，更新适应度，完善

内部模型，使之能够相互搭配，提高行为效率［21］。因此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引入到对双元角色协同的分析

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可以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的七个特征来与双元角色协同过程进行对比分

图1 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的

刺激 反应交互模型

析，如表1所示。
CAS 理论认为主体间及与环境的交互中遵循着刺激—反应模

型，环境变化刺激主体，主体在目标指引下，通过自我学习改变自身

的结构功能和行为准则积极应对外界信息，达到与环境和谐共生的

状态。根据 CAS 理论，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过程就是学术创业

者的身份特征系统发生适应性变化的过程，学者角色和创业者角色

相互碰撞和交流过程中，受到政府政策、高校考核管理制度、公众合

法性认知等的影响，会重新组合自身角色的显著度水平，进而使得

双元角色协同度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混合角色的系统结构( 如图

1) 。整个学术创业者双重角色协同过程是一种刺激—反应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系统内部各要素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促进了系统由混

沌至有序的秩序性升级，由简单至复杂的层次性升级。

表1 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与复杂适应系统的关联性

特征 复杂适应性系统 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过程

聚集 同类主体通过黏着形成较大的聚集体
学者角色和创业者角色及与外部主体的互动共同构

成学术创业者的身份特征系统

非线性
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是简单的被动的单向的线性因

果关系，而是主动适应关系
角色间互相影响、复杂适应; 存在正、负反馈作用

流
个体与环境之间，以及个体之间存在着物质流、能量流

和信息流
知识流、信息流、资金流

多样性 各主体各尽其责而又自动协调地形成有序结构

两个角色的能力要求、行为方式、价值导向、文化表

达存在巨大差异; 两个角色所处的网络环境各不相

同，互动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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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特征 复杂适应性系统 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过程

标识
为了聚集和边界生成而普遍存在的一个机制，其作用

主要在于实现信息的交流

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提高学术创业绩效，成就

“学术型企业家”

内部模型
主体在所收到大量涌入的输入中挑选模式，并将这些

模式转化成内部结构的变化机制，进而拥有预知能力

学者和创业者不同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动机共同组成

个体独特的身份特征，即内部模型

积木块
是组成内部模型的基本构件，积木块的组合可以应对

新的情况
不同角色显著性水平的组合

( 三) 研究框架

从上述理论回顾可知，虽然研究指出双元角色协同对学术创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并未对它的形成及

演化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另外，已有大量文献使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解释组织的成长问题，但并没有研究

从 CAS 理论出发研究个体的角色协同问题。许多相关角色概念的研究都局限于职业角色文献，强调了个

体在塑造角色身份时所采取的感知、解释和行动。已有研究指出，个人在工作中解释和行动的方式中所包

含的认知能力是不可或缺的。Nicholson 认为，一个人随后的职业重组会引起对行动的高度自我意识，从而

导致角色、行动和互动模式的改变，以适应多重角色的要求［22］。在高度复杂的创业情景下，双元角色协同

往往呈现“逐渐适应”的特征，背后可能隐含着认知与行动之间的频繁互动［23］。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复杂适应系统动态演化过程中的刺激—反应机制来描述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

同过程。其主要由探测器、执行系统以及效应器等构成，探测器是系统的输入端，彰显了主体从环境中提取

图2 研究框架

信息的能力，是主体存在的条件; 系统的输出端是效

应器，代表了主体作用于环境的能力，是主体运行结

果的表现; 执行系统则说明了主体在某个时刻对环境

的反应过程。具体来说，环境的变化给个体身份特征

系统进化带来了刺激和挑战，而个体通过认知和行动

的交互寻找适应规则，不断地搜寻、补充新的行动方

式，拼凑、整合成新的认知组合，使双元角色协同的同

时促进了环境的整体发展。研究框架图如图2所示。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有助于探索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而总结提炼规律。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深入

探索学术创业者如何实现双元角色协同的微观过程。其合理性在于: ( 1 ) 案例研究适合于展开过程研

究［24－25］，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具有情景化特征，案例研究可以通过深入剖析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是

丰富细致描述这一过程的恰当方法; ( 2) 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到底经历了一个怎

样的过程?”，还将重点分析“各阶段怎样展开?”，案例研究在回答“如何”问题就有更好的效果［26］;

( 3) 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遵循复制法则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确认新的发现是能够不断被多个案例重复印

证［27］，保证了研究的稳健性［28］。
本文按照如下标准选择案例: 第一，访谈对象是大学教师且创办企业，也即拥有大学教职的同时担任

公司行政职务; 第二，该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主要由学者或学者团队创建企业后持续完成; 第三，该企

业已进入商业化运转状态; 第四，数据获取具有易得性和丰富性。根据上述原则，通过个人网络，经熟人推

荐，选取了三所高校的三位创业者，其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由于研究对象要求以匿名处理，因此，受访者的

姓名和公司信息我们以英文代码表示( 详见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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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创业者 职称 年龄 创业信息 主营业务

A 教授 52 2012年创办 ASWZ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基因测序仪等医疗器械咨询、研发、生产、应用等

B 教授 50 2003年创办 JXDD 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化软件研究开发、应用推广及运行维护

C 教授 58 2006年创办 HY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和图象图形工程设计和技术服务

( 二) 数据收集和整理

收集的资料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一手数据的收集在2019 年8月—2019年12月期间完成，采用开

放式访谈、半结构化访谈、非正式访谈和现场观察等方式进行，开放式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对象是 A、B、
C，访谈前制定了详细的访谈提纲，引导访谈对象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客观描述: 学术经历、创业阶段、创业

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冲突，当时的认知和感受，采取的协调机制和过程等等，并针对所说问题进行追问和反

问，以减少访谈中的回溯式偏差。非正式访谈主要是他们的创业团队成员和学生，期望从其他直接利益相

关人的角度了解研究对象的角色协同过程。非正式访谈能够与半结构化访谈的资料内容进行交叉验证，从

而提高了研究的信度与效度，使得研究基础更加坚实有效。所有访谈都经被访者同意录音，并转录成文字

资料。随后，通过电话和微信对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了“三角验证”，以提升资料效度。二手数据主要来源

于企业内部刊物、企业对外宣传手册，以及学术创业者接受的媒体采访和书写的文字资料等。
表3 访谈过程和数据来源

数据

类型

访谈

阶段

资料

来源
访谈对象 访谈焦点

访谈

次数

时长
( 分)

文稿
( 万字)

一手

数据

第一

阶段

开放式

访谈
A 了解学术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学校政策、地区创业氛围等 1 70 0． 8

半结构

化访谈
A

深入识别学术创业者创业历程、创业过程中双元角色的

互动、二者之间冲突、环境影响、调整策略、认知变化、创
业对现在研究和职业的影响等

3 220 1． 5

非正式

访谈

A 的创始团队

成员孔某

观察到的 A 的变化，包括角色上的、管理上的、情绪上

的、认知上的、团队协作的
1 100 0． 9

非正式

访谈
A 的学生彭某

创业后师生相处方式是否变化，带来哪些影响，有利或不

利的，个人态度是什么
1 60 0． 5

开放式

访谈
B 了解学术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学校政策、地区创业氛围等 1 50 0． 5

半结构化

访谈
B

深入识别学术创业者创业历程、创业过程中双元角色的

互动、二者之间冲突、环境影响、调整策略、认知变化、创
业对现在研究和职业的影响等

2 160 1

非正式

访谈

B 的创业团队

成员楚某

观察到的 B 的变化，包括角色上的、管理上的、情绪上

的、认知上的、团队协作的
1 80 0． 7

非正式

访谈

B 的学生

尹某

创业后师生相处方式是否变化，带来哪些影响，有利或不

利的，个人态度是什么
1 60 0． 4

开放式

访谈
C 了解学术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学校政策、地区创业氛围等 1 100 1

半结构化

访谈
C

深入识别学术创业者创业历程、创业过程中双元角色的

互动、二者之间冲突、环境影响、调整策略、认知变化、创
业对现在研究和职业的影响等

2 150 1． 2

半结构化

访谈

C 的创始团队

成员丁某

观察到的 C 的变化，包括角色上的、管理上的、情绪上

的、认知上的、团队协作的
1 90 0． 8

第二

阶段
对前期所完成的资料编码进行求证

二手

数据
企业内部刊物、企业对外宣传手册、学术创业者接受的访谈和书写的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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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ettigrew 的分析策略，阶段划分是纵向案例的前提。一方面，根据访谈资料，整理三位主要访谈

对象的认知发展和行动过程，依据识别的关键事件和行为，归纳出因为双元角色时间冲突、能力冲突以及

文化表达冲突情景下的活动轨迹。另一方面，结合阶段划分，重点关注各阶段的复杂环境中，我们的研究对

象如何进行角色协同和适应演化的过程。以下以“刺激—反应”机制为主逻辑，分析学术创业过程中学术

创业者的双元角色协同演进机理。

四、案例分析

( 一) 基于双元角色时间冲突的刺激与反应

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学者进入商业领域，开始创业机会开发、资源整

合与利用，释放自身的接触点［29］，然而，新企业的创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当个体分配时间去履行

新的角色责任时，对原来角色的投入必然减少，角色间的时间冲突随之产生，对个体的认知和情感资源产

生耗竭的影响，并带来心理压力，引起身份特征系统的混乱和无秩序，使系统陷入不稳定状态。例如 A 凭

借着技术转化的满腔热情、研发上的明显优势、巨大的市场空间以及政府创业政策的推动，注册成立了生

物科技公司，开启了一边做教授一边创业的生活。但是两个角色分属不同的空间，涉及更大范围的精力分

配，这样历经两个多月后，让他一度陷入疲倦和退缩，虽担任过几家公司的技术顾问，自己做企业的使命感

却史无前例地强烈，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角色上的时间冲突。案例 C 告诉我们:“学校在市中心，公司地点在

高新区，在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开始真有点力不从心”。尚航标等［30］认为，当个体体验到外部刺激产生不

协调感时，会调整认知，扫描关键信息后开启知觉加工。案例 A、B、C 均发现在教学、科研上沿袭了惯有的

模式，却增加了商业角色，导致协调难度大。已有研究指出，个体身份系统是在“显著性等级”中建构起来。
由此他们开始聚焦于角色调用的概率和承诺问题，减少学者角色时间，增加创业者角色时间。例如案例 B
与院系商讨集中课时的提议，院系考虑到 B 的特殊情况，调整了其教学安排。这样，保证了教学质量也可

以兼顾企业，正如 B 所说，“我热爱教师或者学者这个角色，在讲台上我有成就感，所以坚持给学生上课，

还特别较真，不喜欢上课时糊弄学生，每节课我都力争有意义，希望他们学有所得，不然的话做教师就失去

了价值”。案例 C 与自己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修改组会时间，“之前我基本每天在办公室，学生可以随

时找我聊科研上的问题，企业成立之后，这样的灵活时间必须压缩，十几个学生如果经常打断我的工作，会

有情绪，于是跟他们商量集中组会半天，尽可能地提高讨论效率”。对于学术创业者而言，学者角色可能是

自我定义的关键部分，是自我特征系统的重要维度，所以即使面对外部刺激，依然保有热忱，却迫使其激活

角色边界概念，从而发展具有全新身份的认知。同时，创业者角色需要用专业的创业团队组建来塑造和定

义，Harper 认为创业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分布的过程［31］，学术创业者更是身兼多重角色，大部分学者没有项

目商业化的经验，靠自己会很难，因此关键要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或团队，分担创始人的工作强度，构建团

队作战的弹性、敏捷性和效率性。案例 A 通过各种方式，如熟人推荐、社会招聘、猎头等发展团队成员，他

在访谈中表示，“技术上的事，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但是做企业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技术不是一切，

企业刚成立时，涉及到很多与工商部门、其他企业、投资人、潜在客户沟通的问题，我真的捉襟见肘，必须建

设团队”。因此，双元角色的时间冲突刺激使学术创业者形成对自身身份特征系统的重新认知，助力在学

术创业过程中成长为角色协同的个体。
综上所述，学术创业者在遇到双元角色的时间冲突时，会在个体的自适应系统内进行认知和行动上的

互动，从而产生对学者角色和创业者角色的新理解，确定其角色边界，进行简单适应，驱动其后续的行动开

展。这一阶段的适应过程相关作用机理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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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双元角色时间冲突的刺激—反应模型

( 二) 基于双元角色能力冲突的刺激与反应

角色是社会规范对某一处于特定情景个体的行为期待，个体因不同角色会面临不同的期待，当无法满

足他人角色期待时，则会产生压力［32］。学术活动和创业活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技能和过程导

向，而当创业活动向前推进时，学术创业者科研能力冗余而市场、管理能力不足的能力冲突日益凸显，整合

协调资源能力的缺乏也弱化了企业对科研资源的利用能力，难以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如案例 A 坦言，

“我自知技术领先，可是不明白为什么与市场对接并不如预期，市场适应力出现很大问题，而且团队存在

较大差异，管理有序性上走了不少弯路”。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系统主体给予了注意力上的关注，尝试

进行知识结构的桥接，增强自己对创业的元认知，不断修正自身行为模式，累积学习经验。朱秀梅等发现为

解决复杂问题和完成创业任务，团队成员需要分工明确并形成共享的心智模式，促进成员间协调行动，打

破沟通障碍，共同面对创业问题［33］。因此 C 带领团队成员制定了组织架构图，明确各自职责，实行“谁的

领域谁决策，谁决策谁负责，其他人做参谋的”的约定。案例 C 创业团队成员丁某在访谈中说到，“刚开始

C 确实有点独断，他想让我们按照他说的做，可是呢，他没有跑过客户，没有深入过场景，很多时候是偏离

市场规律的，比如说，他总要求把产品打磨得完美再投入市场，这种精神值得肯定，但必须和市场互动才知

道哪儿不完美啊，这样可以缩短研发周期，减少成本，对于我们资源匮乏的创业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因为

这些事，团队冲突偶有爆发。但是 C 毕竟是教授，他也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的职责划分和沟通机

制让我们的决策和企业运行更加规范”。学术创业者初期从实践创业过程中学习( 做中学) ，对创业状况形

成一定了解后，决定在学习中重新审视创业( 学中做) ，形成有效解决创业问题和增强判断能力的条件。如
案例 B 谈到，“有时候真的很困惑，就去拜访企业界朋友，找他们取经，毕竟他们经历过这些事，是过来人，

确实解开了我许多内心的结; 并且创业一段时间之后，看《从0到1》《创业第一课》这些书，更加触动，因为

是带着解决问题的初衷看，很快能够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如何改正，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新的对创业的系统

性认知，由此转换经营思维，努力将创业活动系统化、节点化。”随着学术创业者不断学习与适应，个体努

力使自己的接触点扩大，建立更宽阔的合作关系，确保发现更多更适合的创业资源，实现聚集体的变革重

组，如案例 A 利用学者身份和大学资源，在逐步建立创业知识的过程中，频繁与外部资源互动，不仅负责

研发，还与团队成员一起接触生产、销售、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试图将学术网络和产业网络结合起来，帮助

自身深入洞察创业情境，扩大关系资源圈，进而提升资源整合能力［34］。
综上所述，学术创业者在环境反馈中发现能力冲突进而启动新的信息加工和行动过程，创业能力在行

动中不断演化，而新能力的构建会使个体的自适应系统进入直接适应状态。这一阶段的适应过程相关作用

机理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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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基于双元角色能力冲突的刺激—反应模型

( 三) 基于双元角色文化表达冲突的刺激与反应

角色以广泛的方式指导行动，当一个角色变得与个人的自我意识紧密相连时，个人倾向于按照这个角

色的特征行事。经历了创立期和发展初期，学者角色和创业者角色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不断累

积，减少了内在的不确定性和或然性，能够就角色内容进行选择和保留，就角色关系进行接洽和联结，系统

的“混沌”状态逐渐趋于清晰和稳定。然而由于价值目标和实践经验的差异，学者角色和创业者角色“两张

皮”的现象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也即未能建立高质量融合，“积木”组合并未完全黏合，出现角色的文化表

达冲突。案例 A、B、C 渐渐意识到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意味着在科研和商业领域扮演好他们的双元角色，

并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共享提供了一个重叠的空间，力争在两个角色之间实现平衡和整体效能最大化。
如案例 B 将自身的创业案例引入课堂，通过设计互动性和体验性的教学环境引导学生发散思维，聚焦问

题解决，激发创新火花。他在访谈中提到“中国的大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普遍较弱，大学的教学方式

不当是个重要原因，直到我自己创业，不然我也不知如何调整。我了解到美国欧林工学院，他们的培养方式

就是基于问题导向的项目学习，强调多学科融合和国际视野，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所以说创业有利于我做

更称职的老师”。案例 A 将市场中的技术反馈融入研究生的科研项目，引导学生做以实践应用为导向的基

础研究，获取国外前沿信息推动学科发展［35］，为科研获取了新颖的素材和根基。其学生彭某告诉我们，“现

在做的研究项目产业化路径更加明晰，能够与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社会价值更加显著，感

觉更有意思和成就感”。通过建构两种角色间相互促进的行动策略，科研和商业之间真正实现了可渗透，

正如案例 C 所言:“学术创业就是为了保护科学的完整性，这其中培养人才也是关键，只有通过培养人才

才能真正放大科学的价值，我也充当孵化器和创业合伙人，为学生提供创业信息、人脉、资金上的支持，建

立起教育—科研—社会价值实现之间良性循环链条”。可见，教学科研和创业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开放的

空间，在其中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可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个人身份特征系统更完整的意义［36］。
综上所述，随着认知与行动的不断交互，身份特征系统得以优化并适应外界变化，逐渐趋于波动较少

的平稳状态，双元角色实现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教学科研和创业相互促进”就是双元角色协同的表现，意

味着经过不断的刺激和反馈，创业者角色和学者角色交汇，保留了原先角色认同各自的核心元素，将两种

角色之间相互冲突的规范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包含两种角色的协同性角色认知，使教学科研和企业经营的

能力快速匹配，游刃有余地操控各种资源，“就像两只脚走路一样，保持了平衡”。此时，个体的认知图式得

以更新，持续促进了学术研究及研究成果的商业化。这一阶段的适应过程相关作用机理如图5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 一) 研究结论

学者进入商业领域，于原有角色上叠加一个新的角色，通过改变内部组合和秩序创造一个更复杂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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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基于双元角色文化表达冲突的刺激—反应模型

色身份过程，本质上显示了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的个体拥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能够根据环境刺激修改认

知和行动寻找适应规则，以求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和商业化，是自适应系统维持其生存、发展和演化的基

本特征。在图6中，当学者刚刚进入商业领域，双元角色处于“被动拼凑”的状态，该状态下个体对于如何协

调二者存在着不确定感，由于复杂环境里冲突的刺激，使个体必须通过重构行动，从而融入两种角色的不

同工作中。当个体的学术创业进入商业化初期，双元角色处于“核心聚焦”的状态，个体面临着科研能力冗

余而商业化能力不足的局面，二者的不对称导致内部团队冲突和外部市场适应难，个体通过其自适应的本

性对环境刺激进行评估，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聚焦于创业元认知习得，实现适应性转移。最右侧表明双元

角色处于“共生协同”的状态，个体糅合了双元角色分离的情景，从事创业带来的认知改变反馈至教学科

研活动，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效果。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开发和创业精神的塑造，有助于实现知

识和创业活动关系的持续演进，个体进入反馈形成的自适应和角色协同状态，获得新的自我概念和新的行

动模式，以此为核心串起了学术网络和产业网络融合的价值创造。

图6 双元角色协同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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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理论贡献

第一，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学术创业者的双元角色协同类似于一个身份特征系统的自治过

程，学者角色与创业者角色间及与环境的互动中进行认知改变和行动调整，经历了被动拼凑、核心聚焦和

共生协同过程，弥补了现有文献集中在确定客观因素，如个人特征或网络等，作为个体参与学术创业活动

的决定因素，隐含假设了他们在参与这些活动时能够无缝链接双元角色的不 足，响 应 了 Wright 等

( 2018) ［37］提出的对学术创业者的微观关注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此类创业的阐述，同时延伸了复杂适应系统

理论的应用范围。第二，在学术创业情景下关注了“谁”“做了什么”“如何做”的问题，这使我们不仅能够

深入了解目前中国高校发生的变化，而且可以跟踪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大学老师或科学家们参与创业活动

的过程，延伸了 Jain( 2009) 等对学术创业者重塑职业轨迹时两类角色组合的研究，即他们既关注自己的科

学，也关注其商业化，通过学习机制，对现存角色和衍生角色进行有效管理，将不同角色的元素结合在一

起，融合成混合体。第三，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术创业过程研究不同于过于泛化以及缺乏情境化的实证分

析，通过对行为表象下内在逻辑的跟踪，能够解释创业企业成功与否的原因，进一步回应了 Nikiforou 等

( 2018) ［38］强调学术创业研究需对社会背景的关注，从而透过繁杂现象为创业研究提供了借鉴。

( 三) 实践启示

第一，在动态变化中，将两个存在矛盾的角色协同为一体，能够为促进学术创业绩效发挥更大的价值。
第二，学术创业是集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于一体的特殊过程，需要学术创业者跨越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

因而个体应努力加强与创业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努力在环境刺激中寻求自身改变和资源支持。第三，这些

微观层次的角色管理工作促进我们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寻求学术创业支持的方向，如靠近大学城的科技园

建设减少创业带来的空间分离感、大学设置拥有经验丰富的科研成果转移团队协助科学家们创业、院系调

整教学科研计划安排、政府出台针对学者创业的政策文件并细化等，引导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商业化并能真

正参与其中甚至成为主导者。

( 四) 局限与展望

由于研究条件限制，通过三个案例得出的结果是初步的理论探索，未来可进一步补充样本，对不同的

学术创业者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完善理论模型。另外，本研究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分析双元角色协

同的过程，未来也可从系统事件理论、意义建构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来展开探讨，共同推动学术创业领域

理论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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