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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学研合作是我国创新体系的重要

内容 ,处理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共同

促进技术创新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深入

研究了韩国浦项工业大学与浦项制铁公司相

互之间在经费、人才和研究设施等方面的互

利合作 ,期望为我国大学和企业产学研合作

模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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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浦项工业大学 (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下简称 POSTECH )是一所十分年

轻但充满活力的精品型大学 ,同时也是韩国国内最

早的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 ,成立于 1986年 ,其办学

理念是“提供最好的教育 ,进行最尖端的科学研究 ,

服务国家乃至全世界 ”。经过短短 20余年的迅速发

展 , POSTECH在韩国已经享有盛名 ,其在理工科方

面的实力和韩国科学技术院 ( KA iST)不相上下 ,分列

韩国前两名 ,曾被国际上评选为亚洲理工类大学第

一名 ,韩国理工领域内的第一名。

　　POSTECH的建立与发展以及成功离不开韩国

浦项制铁公司 ( Pohang Iron and Steel Co. L td,以下简

称 POSCO )的资助与支持。截至 2009年 , POSCO为

POSTECH投入超过 1. 2万亿韩元 [ 1 ] ,并且在人财物

等各方面每年都保持连续的资助。而 POSTECH又

对 POSCO的产业研发报以非常丰厚的回报 ,两者互

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双赢关系值得深入探讨。本文

对二者之间的合作进行了分析 ,以期在大学和企业

的产学研合作方面获得一定启示。

一、整体情况介绍

　　1. 浦项工业大学

　　POSTECH 校园占地面积达到 1. 732km2。现

( 2009年 )设有 11个专业 ,有教授 235名 , 1991—

2009年间共培养学士 4019名、硕士 5489名、博士

1331名。学校现共有 10个院系 ( 4个理科 , 6个工

科 )设有本科生课程 ,有 14个学院 (学部 )和两个专

门研究院设有研究生课程 ,课程涵盖了化学、计算机

科学、电子、生命科学、材料、数学、机械工程、物理、

环境工程等领域。POSTECH除了拥有 71所研究单

位外 ,还拥有全国唯一的一个加速器实验室 ,以及生

物科技研究中心、国家纳米材料研究中心和浦项智

能机器人研究所等实验机构 [ 2 ]。

　　1996—2004年 POSTECH连续 9年被韩国教育

部选为国家教育改革的试点院校 ; 1994年被韩国教

育部评为韩国工科大学第二名 ,被韩国国家大学学

术鉴定委员会评为全国第一 ; 1999年 ,在《亚洲周

刊 》的亚洲理工科院校排名中名列第二 , 1998年则排

名第一 ;在 1996、1997、2002—2005、2007年的韩国日

报 Joong2Ang Ilbo所做的韩国大学排名中 , POSTECH

均名列第一。

　　2. 浦项制铁公司

　　韩国从 1970年年产 50万吨条钢到现在具有年

产 5000万吨条钢的生产能力 ,成为世界第六位的钢

铁大国 ,得益于 POSCO的成立。POSCO成立于 1968

年 ,是韩国政府利用日本的二战赔款于 1968年兴建

的国有企业。成立之初一穷二白 ,现在已经发展成

为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厂商之一 ,每年为全球超过

60个国家的用户提供 2600多万吨钢铁产品。被美

国 Morgan Stanley投资银行评定为“全球最具竞争力

的钢铁制造商 ”。POSCO 在韩国企业中 ,作为继三

星、现代、LG、SK、现代汽车、韩进之后的第七大企

业 ,自从创立以来 ,一直承续着黑字经营的传统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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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过一次赤字 ,其卓越的创收能力在世界钢铁

业界出类拔萃。

二、POSCO与 POSTECH的互利合作

　　POSTECH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 POSCO的资助

与支持 ,这集中体现在 3个方面 :经费投入、支持人

才培养、资助研究设施建设。尽管如此 , POSCO对于

POSTECH的学科发展方向、办学方针政策上却并不

横加干涉 ,不急功近利地要求大学马上回报 ,使大学

能够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办学。而 POSTECH的发展

也自然而然地用优秀的人才资源、研究成果的应用

回馈了 POSCO。

　　1. 经费支持

　　POSCO除了在建立 POSTECH之初注入了启动

经费 ,在 POSTECH日常运行过程中也投入了大量资

金。表 1列出了 POSCO自 2005—2008年对社会贡

献中向各个方面投入的资金 ,可以看出总经费保持

了连年增长的趋势 ,其中对于 POSTECH的投入比例

更是逐年增加 ,从 2005年的 7%增长到 2007年的

16% (2008年数据未统计完全 ) [ 3 ]。

表 1　PO SCO社会贡献中各类别经费数 (万亿韩元 )

类别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POSCO 33 33 47 42. 5

POSTECH 10 20 25 -

劳务福利费用 69 59 67 50. 8

其它 27 23 12 70. 3

总计 139 135 151 163. 6

　　除此以外 , POSCO每年都从总收益中拿出一定

比例的研发经费拨入 POSTECH。多年来 , POSCO

用于研发的资金占总收益的比率一直在 1. 4 %左

右 , 2005年的研发投资总额高达 2952亿韩元 ,创历

史最高纪录。2006 年 ,该公司计划研发投资额约为

2804亿韩元。研发经费的分配体现了其战略安排 :

基础研究 6 % ,当期现场技术难点占 18 % ,中短期

课题占 51 % ,长期储备性课题占 25 %。表 2列出

了 2000—2006年该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情况 [ 4 ]。

　　POSTECH每年的科研经费中除了最大一块来

自韩国政府 (超过了 60% ) ,第二大块经费就是来自

POSCO ,从 2004年的 19%到 2008年的 26%以上 ,这

个比例保持着逐年不断增加的趋势 (表 3) ,这在其

他大学中是非常少见的 [ 2 ]。

　　2. 人才互动

表 2　 2000—2006年 PO SCO研发投资情况

年份 研发投资 /亿韩元 研发投资占总收入的比率 / %

2000 1771 1. 52

2001 1804 1. 63

2002 1841 1. 57

2003 2317 1. 61

2004 2870 1. 45

2005 2952 1. 36

2006 2804 1. 47

表 3　POSTECH 2004—2008年研究经费来源 (单位 :万韩元 )

经费来源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POSTECH 4120 2387 5436 6300 6608

POSCO 19621 21245 27032 30316 39685

政府 71148 67119 75665 79091 98052

企业 5757 6243 6003 7921 6639

其它 1094 816 1191 219 296

总计 101740 97810 115327 123847 151280

　　 POSCO 给予 POSTECH 充足的经费支持 ,为

POSTECH引进和稳定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吸引和培

养优秀的研究人才提供了保证。POSCO在其年度报

告中对自己的社会贡献明确规定了一条 :在人力资

源发展方面 ,支撑 POSTECH成为专于研发的高校。

目前每位教师教 6. 1名学生 (韩国的大学平均每位

教师教 28. 8名学生 ) [ 5 ]。

　　自 2009学年 , POSTECH新生开始实施“青岩研

究生奖学金 ”制度。“青岩 ”乃该奖学金设立者及理

事长朴泰俊 ( POSCO前会长 )的雅号。 POSTECH教

务处处长李振秀解释道 :“为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

才 ,培养更多的新生研究力量而设立了该项奖学

金。”该奖学金资助对象为硕博连读学生和博士生 ,

3年间每年向在校研究生发放 2500万韩元 ,获得奖

学金的学生在校期间不仅可以免除注册学费和宿舍

费 ,而且每月还有 150万韩元的补助 ,同时还可以自

由选择指导教授。资助领域为数学、物理、化学、新

材料、机械、产业经营、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等

POSTECH开设的所有 12门课程。

　　POSTECH也为 POSCO的技术管理、研究和开发

提供人才支持 [ 6 ]。

　　 (1) POSCO的技术管理系统 :为保障创新战略

的顺利实施及创新网络的有效运行 , POSCO 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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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层次分明的技术管理系统。由集团董事长、技

术总监和 POSTECH、浦项产业科技研究所 (R IST)负

责人组成的技术管理委员会 ,负责公司年度研发预

算和中长期技术发展战略及规划的审批。

　　 (2) POSCO的研究和开发系统 :目前浦项钢铁

集团的研究和开发人力资源由 POSLAB、R IST和

POSTECH的研究员和教授组成。 POSCO 的研发部

门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 ,内部主要是浦项技术研究

所 ( POSLAB ) 及各职能管理部门 , 外部主要指 R IST

和 POSTECH 。因此 ,该公司的研发人员也分为内、

外两种。具体分布及构成如表 4 。

表 4　浦项研发人员构成情况

内部

技术研究所
588人

研究人员
295人

技术人员
256人

行政人员
37人

技术职员
83人

技术开发部
38人

环境及能源部
16人

知识管理部
29人

外部

R IST
350人

研究人员
172人

技术人员
127人

行政人员
51人

POSTECH
1329人

教授
295人

研究员
776人

行政人员
258人

　　3 统计至 2005年 12月 ,其中研究人员均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3 ) POSCO 的人员培训系统 : POSLAB 和 R IST

约有 470名研究员 ,其中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占

43%。此外 , POSTECH还有 200多名教授在各个专

业上从事培养和培训工作。POSCO正在执行一项计

划 ,激发工程师投入到新技术的开发中 ,并满足其接

受更高教育的愿望。公司每年都选派若干名合格的

研究人员去国外大学进修博士学位或进行培训。尽

管研究开发预算有明显增加 ,但人员仍将保持在现

有水平。在内部资源未涉及领域的人员 ,将扩大海

外、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交流而加以充实 [ 7 ]。

　　3. 研究设施合作

　　POSTECH除了拥有 71所研究单位外 ,还拥有全

国唯一的一个加速器实验室 ,以及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国家纳米材料研究中心和浦项智能机器人研究所等实

验机构。POSCO在这些中心的兴建初期都给予了资

金支持。这些部分得到 POSCO资助而建立的研究中

心 ,在为 POSTECH赢得相应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的

同时 ,也在应用研究领域为 POSCO带来了效益。

　　 (1)加速器实验室

　　坐落在 POSTECH校园里的浦项加速器实验室

( Pohang Accelerator Laboratory, PAL ) 始建于 1988

年 ,由 POSCO投资 19亿美元 (约占总投资的 60% )

启动了实验室的建设 ,随后由韩国政府拨款支持。

PAL于 1994年装备了一台束流能量为 2. 5GeV的第

三代同步辐射装置 ,这是亚洲先进的加速器设施之

一。全国每年有 2000多人前来进行研究 ,在国际学

术杂志上发表了近千篇论文。

　　该同步辐射装置除了在基础研究方面大显身

手 ,在应用研究方面也是能创造数亿美元效益的“金

蛋 ”, PAL曾于 1999年帮助三星电子实施了手机非

破坏检查 ,发现了半导体元件的偏离位置和焊接杂

质 ,将元件不良率从 70%降到了 10%。POSCO也于

2000年在同步辐射装置的帮助下 ,查出了液化天然

气 (LNG)船舶用钢铁受到压力就容易断裂的原因是

锡杂质。该研究为韩国拥有世界级水平的制铁技术

提供了帮助。

　　POSCO对于 PAL的投入在建设初期也曾受到

质疑 ,该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介绍 :“一度出现过

‘如果对熔炉进行投资 ,就能得出铁水 ,而对加速器

投资 ,只能得出光 ’的嘲笑话 ,但在看到加速器创造

出的经济效益之后 ,现在已经没有那样嘲笑这项事

业的人了。”

　　 (2)智能机器人研究所

　　分析预计 ,未来机器人工业的市场规模达 100

万亿韩元以上 ,继半导体之后 ,它可能成为韩国的新

的成长动力 ,因此机器人产业受到广泛的瞩目。在

这种背景下浦项智能机器人研究所得以成立 ,它是

代表韩国的机器人专业研究机构。

　　POSCO与智能机器人研究所也有密切的合作 ,

在其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极端环境下经常需要机器

人来代替普通工人进行工作 ,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

水下清洁机器人和钢材包装机器人。

　　在钢铁炼制过程中必须的冷水池定期会积聚大

量的焦粉及污泥 ,需要对池底进行定期清淤 , POSCO

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来进行清洁维

护。智能机器人研究所专门为此研发出了水下清洁

机器人 ,可以深入数米深的池底 ,将淤泥搅动起来后

抽出水池。这项设计为 POSCO节约了大量资金。

　　POSCO成功地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钢材包装

用的机器人 Strap Master。过去浦项制铁一直从国外

进口钢材包装机械 ,新开发的机器人比进口包装机

械仅安装费就可以节省 35%左右 ,可替代 9—10名

包装工人。该机器人的前期研发和原型就是智能机

器人研究所完成的。

三、讨 　论

　　1. POSCO和 POSTECH的合作极其密切 ,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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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独立

　　POSCO为 POSTECH提供了经费支持 , POSTECH

为 POSCO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POSCO很明确地

意识到了当前的国际竞争就是技术竞争 ,其在科技研

发方面的投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强度。

　　 POSCO 虽然是 POSTECH 的创始者 , 但是

POSCO并没有将 POSTECH作为自己的附属大学 ,从

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POSCO的技术创新体系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 POSTECH在其中主要从事技术

人才培养与基础性研究。POSCO只是将基础研究放

在 POSTECH中 ,与企业密切相关的应用研究和产品

开发都有相应的其它研发机构 ,这保证了 POSTECH

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相对独立 , POSTECH的老师在学

校里专心负责基础研究 ,同时又在 POSCO的研发体

系中 ,将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密切结合 ,对于企业的

自主创新起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二者之间在人、财、

物三方面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

　　2. POSCO和 POSTECH将人才培养和企业创新

结合得恰到好处 ,二者联合起来 ,充分利用各自的优

势 ,通过产学协作、共同研究 ,致力于产业所必需技

术的开发。而 POSCO在产业基地建立由大学、企业

或者一体化基地共同运作的研究室和实验室 , 能够

强化产学研一体化的联系并取得更大的经济成果。

　　改革开放 30年来 ,我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

高 ,产学研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从整体上

来讲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比较薄弱 ,产学研合

作的潜力也没有发挥出来。目前 ,我国产学研合作

存在着合作层次较低 ,动力不足 ,缺乏完善金融支持

体系等问题。 POSCO和 POSTECH的成功模式对我

们的产、学、研一体化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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