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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链视角的案例分析

黄宏斌刘芳林

〔摘要〕互联网时代消费者需求日益个性化，传统封闭式研发受到冲击。自媒体为 

实现与外部资源协同的开放式研发创造可能。基于价值链视角并运用多案例研究法，本 

文搜集整合海尔和小米两家企业自媒体与用户互动内容，搭建“用户-企业协同创新”模 

型，揭示用户参与对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及自媒体作用机制：创意构想阶段,通过自媒体交 

互捕捉用户需求，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获得增值;研发设计阶段，自媒体创造调研环境并整 

合设计资源，技术开发和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获得增值；生产测试阶段，用户与企业持续互 

动促进产品迭代，生产经营活动获得增值;推广销售阶段，自媒体拓展营销渠道，用户持续 

进行问题反馈，营销和服务活动获得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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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发创新活动属于价值链中的基本增值活动，是价值链形成中的“战略环节”，能够为企业创 

造增量价值并形成核心竞争力，抓住了这个环节就是抓住了整个价值链。长期以来,传统封闭式创 

新模式占主导地位,企业研发创新一般来源于工程师等内部人员的创意理念,这意味着企业只能利 

用有限内部资源进行研发、生产和商业化（Chesbrough,2006）。然而市场竞争日趋加剧，仅依靠自 

身资源进行研发局限性凸显，将导致企业难以应对消费者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面临技术风险与市 

场风险（王海杰和宋姗姗,2019）。因此这迫切要求企业转变传统创新模式，借助用户、竞争者、供 

应商等外部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张洁梅和李丽珂,2015）。其中，用户作为重要外部资源已被证 

明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强正相关性（牟超兰,2015） #

“互联网+ ”背景下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契机,研发创新活动不再是工程师 

等内部技术人员的“特权”，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能够在微博、微信、官方网站、APP等平台上发表 

对产品外观、功能、适用情景等方面的建议，参与到产品创意构想、研发设计、生产测试、销售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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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中。依托自媒体与用户进行实时交互，企业能够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生 

产经营、市场营销、服务等多个价值链活动中获得增量效益，实现成本较低、研发周期缩短、市场销 

量提高等多方面目标，促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目前已有研究阐述用户参与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及其实现过程，但多基于商业模式、市场营销 

等角度，鲜有基于价值链视角的案例分析。鉴于此，本文基于价值链视角进行多案例研究，试图根据 

案例企业的实践经验搭建以自媒体为背景的“用户-企业协同创新”模型，揭示用户参与对价值链活 

动的影响及自媒体作用机制，并为传统制造业如何运用自媒体平台实现与用户价值共创提供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 企业研发创新的过程

Anderson et al.(2004)认为创新理念较容易产生，但产品生产与推广却较为困难# Subramaniam 
and Youndt(2005)认为创新活动是一系列非连续活动的组合，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创新行为,而活动 

主体可以在任意时间参与任意阶段的创新行为。屈玉阁(2015)将研发创新过程分为研究、开发、 

生产、产品推向市场等阶段。肖利平和蒋忱璐(2017)认为研发创新是一个有序展开的阶段性长期 

活动，不仅包括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还包括产品商业化,据此将研发创新划分为基础性创新阶段、 

应用性创新阶段、收益性创新阶段。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案例企业的研发特征，本文将企业研发创 

新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创意构想阶段、研发设计阶段、生产测试阶段和销售推广阶段,分阶段展开讨 

论。

(二) 用户参与与企业研发创新

Hewitt-Dundas (2006)指出外部创新合作者所提供的资源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行为并提高企业 

核心竞争力，而外部创新合作者的缺失则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Vargo and Lusch ( 2008 )认为消费者 

是具有创新性的外部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和创意设计，并且有意愿与企业共同 

创造价值。因此，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是企业间的竞争焦点，全面了解消费者、让消费者全面参与到 

企业研发活动中从而形成精准式研发创新，成为企业生存所面临的挑战(Cui and Wu,2016)。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用户参与企业研发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方面。第一，顾客参与对产品 

研发效率和上市速度的影响。如Zirger and Maidique( 1990 )研究发现顾客参与对产品概念生成效 

率具有促进作用,能够提高产品研发速度及成功几率;Matthing et al.(2004)认为顾客创意有助于企 

业减少对市场需求的探索活动，提高发现潜在需求和潮流变化趋势的速度和准确度,促进企业进一 

步细分市场(Johnson and Luo(2008)基于新产品开发项目角度进行分析，发现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对 

项目完成的及时性产生积极影响。第二，顾客参与对新产品研发成本和风险程度的影响。如丁志慧 

等(2014)按照客户参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程度不同，将其划分为封闭式创新、客户协同创新和用户 

创新三种模式，并发现客户参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为产品带来较高溢价，使小批量 

定制化产品有利可图；吴伟(2011)研究发现，企业通过与客户持续交互，能够捕捉市场需求并制定相 

应解决方案，推出更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有效降低销售的不确定性。第三，顾客参与对新产品创新 

程度和开发绩效的影响。如Galan et al.(2013)经实证研究发现产品设计开发的新颖程度与顾客参与 

程度密切相关，顾客的积极参与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作用;王小娟和万映红(2017)的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实现对顾客知识的共享、管理和利用对企业服务产品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 自媒体在“用户-企业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1. 市 媒体信息传 的影响

2003年Dan Gillmvr首次提出“ We Media”即自媒体概念，认为自媒体是包括博客、播客、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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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聚合、论坛、即时通讯等新媒体为载体的个人媒体的统称。国内关于自媒体的定义中,邓新民 

(2006)认为自媒体具备门槛低、传播成本低的优势,传播主体是普通市民;代玉梅(2011)认为自媒 

体的本质是即时交互平台，强调了自媒体社交的属性和实时交互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自 

媒体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以单个个体为独立主体进行的内容创作和信息交互，即“点对面”和 

“点对点”式传播,也包括群体创作与群体信息交互，即“面对面”、“面对点”式传播，如企业微博、 

微信、论坛等。因此，自媒体的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传播受众更为广泛多样#

自媒体在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市场营销方面,Silverman ( 2011 )认为企业的营销模式由完全 

借助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转变为由自建社会化媒体矩阵营销，通过社交媒体维系与用户的感情，从而 

促进产品销售;商业模式创新方面,郝金磊和尹萌(2018)通过构建分享背景下“赋能-价值共仓卜商业 

模式创新”理论模型阐释用户参与、价值共创对商业模式的直接作用机理;融资活动方面，王卫星 

等(2017)认为企业微博信息披露数越多，股权融资成本越低，图片类信息对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有 

显著作用;投资活动方面，黄宏斌和郝程伟(2018)认为上市公司自媒体披露的信息类型不同,带来 

的绩效结果也不同,会影响投资者决策#

2.上市公司自媒体对用户参与研发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拉近了企业与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使得普通消费者参与产品生产全过程 

成为可能,同时为企业利用外部资源进行研发创新创造了有利环境(肖静华等,2018)。消费者参 

与企业运作、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提供信息和数据(Xia et ai.,2016) #自媒体平台利 

用大数据技术整合消费者信息，提高了消费者参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可数据化程度，其生成的 

数据具有高易获得性和高商业价值特征(Du and Kamakura,2012 )。与此同时，基于自媒体平台 

的交互模式极大降低了企业获取消费者信息的成本,帮助企业高效整合消费者数据资源(Bendia 
and Wang,2016)。因此，企业应合理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自媒体运营，搭建与客户无缝对接的开 

放式创新平台，以达到获取、利用和内化客户知识的目的。另外，现有文献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企 

业利用消费者参与研发的模式# Poetz and Schreier(2012 )发现奖励、荣誉、众包等方式能够有效 

激励消费者参与产品研发;Schweisfurth(2017 )指出企业可以雇佣消费者作为企业内部创意提供 

者。

()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现有研究着重探讨：(1 )用户参与和企业研发创新的关 

系；(2)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虽然相关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已较为丰富, 

但仍存在下述研究盲点：(1)缺乏将“用户-企业协同创新”与“自媒体对用户企业协同创新的影 

响”两方面相结合的具体案例分析;(2)现有案例研究多从市场营销、商业模式、投融资活动等角度 

探讨用户参与的作用,基于价值链角度的案例分析目前仍存在着部分空白；(3)多数案例研究仅围 

绕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这一广义概念进行探讨,鲜有围绕“自媒体”这一具体应用展开的案例研 

究，缺乏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因此，本文基于价值链视角,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企业和自媒体平台,按照“创意构想一 

研发设计一生产测试一销售推广”四个阶段,逐一分析用户参与对各阶段价值链活动的影响 

及自媒体作用机制，力求打开这一黑箱#

三、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

1985年迈克尔•波特首次提出“价值链”概念并建立模型,将企业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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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两类。其中，基本活动与产品生产流转过程直接相关，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 

营销和服务;辅助活动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而是通过为基本活动创造条件间接创造价值，包括基础 

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各类活动关联密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价值创造全过 

程。因此，识别每一种价值链活动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能够为企业竞争优势提供战略分析框 

架。

(二)分析框架

所选案例企业的基本活动中，用户参与在内部后勤、外部后勤方面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关联较 

弱，在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服务方面关联较强;辅助活动中，用户参与在基础设施建设、采购方面 

关联较弱，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方面关联较强。因此，本文的分析重点为生产经营、市场销 

售、服务、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五种价值链活动。

分析发现，用户参与会从不同角度作用于以上五种类型的价值链活动,进而驱动企业研发创 

新，包括：(1)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设计师的招聘、雇佣、培训、开发和薪酬；(2)技术开发活动中新 

技术与新工艺的提出以及研发周期与效率;(3)生产经营活动中产品的生产、测试及反馈;(4)市 

场营销活动中营销渠道的类型和数量；(5 )服务中的后期问题反馈及改进。关键驱动要素归纳为

：

表1用户参与对价值链活动的关键驱动要素

价值链活动 关键驱动要素

人力资源管理 设计师的招募、雇佣、培训、开发和薪酬

技术开发 新技术与新工艺、研发周期与效率

生产经营 产品生产、测试和反馈

市场营销 营销渠道的类型和数量

服务 后期问题反馈及改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用户参与对上述价值链活动的驱动原理如下：(1)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用户参与增加了企业 

研发的创意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招募、雇佣、培训、开发提供创意者的人力资源成本;(2) 

技术开发活动中，用户个性化需求可能引导设计方向，引发新技术和新工艺产生，缩短研发周期，提 

高研发效率;(3)生产经营活动中，用户可提供体验报告，供企业及时了解产品设计的不足之处并 

进行改进;(4)市场营销活动中，用户参与无形中拓展了营销渠道，其自发宣传可节省广告投放费 

用甚至形成“粉丝经济” ;(5)服务活动中，用户的持续反馈使得产品问题改进更具针对性，从而全 

面提升企业价值#

结合本文划分的研发创新活动四阶段，我们通过收集案例企业与用户在自媒体平台中的交互 

内容，并基于不同价值链活动阐述用户协同创新过程及自媒体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如下：

该模型中，用户与企业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双向沟通互动，共同参与到研发创新四阶段中。每 

一阶段涉及不同价值链活动，而用户参与从不同角度对这些价值链活动产生影响，最终驱动整个价 

值创造过程。因此，本文基于该模型,探讨以下问题：(1)用户与企业在研发创新四阶段中的互动 

情况;(2)自媒体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3)用户在每一阶段中对具体价值链活动所带来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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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图1分析框架及模型初步构建

四、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用多案例研究法。Eisenhardt（ 1989）提出当与研究相关的资料信息较少时，通过收集和 

合案例资料将有助于产生新思路和 新。因此 从 度 ，采用编码、归

集到的数据进行 分析，基于大量 资料 搭 用户与企业利用自媒体协

新的 模型。所集的资料均为 资料，来源道 ：（1）博、微信 媒体中与研发创

新有关的互动内容；（2）海尔交互定制平台“海尔智家定制"（httr ：//diy. cosmoplai. eam）和小米官 

方论坛"MINI" （httys：//www . miun com/index . htmi）的各功能模块与互动内容；（3 ）行业 、媒体

版物和互联网中与案例企业相关的报导信息。

（二） 案

海尔和小米作为研究 # :（1）媒体影响力强，开放 新模

鉴。海尔在“2017年度中国企业最具影响力企业新媒体账号TOP10”榜单中位居全国第七位，与 

2016年无 名相比，发展势头迅猛，已成为 我国企业自媒体的领军人物;小米将互联网与

传 行业融合,以“为 生”为 ， 媒体内容 使得信息传播结 平化,引导广

用户成为“产品经理”， 生安卓 进100 项技 进，深度 MIUI 作 #

（2）资料信息公开化， 和 证性#海尔和小米 博、 信、 坛中相关

资料的公开和信息广泛的传播为研究 新机制和 动奠 基础#

五、案例分析与模型构建

（ 一） 案 分析

1
在此，企业媒体与用户进行初步交流互动，了解用 求。此

特征：（1） ，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与传 为企业提供 的 源，创意

仅限于 人员;（2）针 较差，许 用 求表达过于笼统，没 体需求

点；（3）经济效益未知，用 求因人 ，千 万化，企业 到满足每一位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4）可行 未知，许 在现有技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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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用户参与对创意构想阶段价值链活动影响举例

研发创新过程 条目数 用户参与的具体表现（举例） 对价值链活动影响 案例企业

创意构想阶段

2160

用户“小海螺”：通过扫描食物包装 

上的QR码，就能显示食物名称、产 

地、生产日期、保质期、适宜保存温 

度。磁贴会随食物新鲜程度变化， 

可以随时监控食物质量……

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增值

海尔

用户“可以吗”：想要一款彩色冰 

箱！或者外观颜色可以任意调控，与 

家中装修风格相适应，让冰箱不再 

冰冷”……

1062

用户“小怪兽-5000”：作为一个重 

度手机用户，一天要充好多次电，希 

望小米有个像苹果那样的可以看到 

电池损耗程度的一个功能...

小米
用户“Veritas% :录像过程中不能切 

换镜头，如果用超广角拍的话，变焦 

到超过1.0.画面非常糊，希望可以 

增加录像时切换镜头的功能（切换 

放大倍率时自动切换）……

资料来源:①根据"海尔智家定制"网站整理（网址:http：//diy. haier. com） #

②根据"MIUI 论坛"整理（网址：http：//www. miui. com/index. html） #

与传统封闭式创新模式相比,这一阶段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产生价值增值。企业创新活 

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分为两类:提供创意的人和将好的创意转化为创新成果的人。传统创新模式 

下,这两类人力资源一般为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企业需配备一定数量且专业知识储备丰富的技术 

人员，承担起全部基础研究、产品设计和工艺流程设计工作;而依托自媒体平台,用户自由发表创 

意、表达需求，减少了配备提供创意者的人力资源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无法透彻理解用户需求的风 

险。

在此过程中,案例企业搭建无缝式沟通交互平台即自媒体平台#在新浪微博、微信交互渠道 

下，用户可以关注其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或者其他相关账号，采用评论、私信等形式传达需求信息; 

也可以登录官网或论坛注册个人账户，详细撰写灵感来源、痛点分析、解决方法等内容，或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板块与其他用户共同交流讨论。

案例企业通过在话题论坛中发布创意帖子、在微博微信中发表推文征求意见等方式灵活地将 

用户潜在需求纳入到研发创新过程中，为后续准确定位市场需求打下基础。例如，“海尔智家定 

制”平台中话题社区包括母婴小组、净水洗浴小组、健康洗护小组、好空气小组、饕餐美食小组等； 

“MIUI论坛”话题社区包括通话、锁屏、相册、系统设置等，这种细分用户群体的话题讨论模式有助 

于网络品牌社群的建立，形成较为完备的需求方案。

94



金"评论2019年第5期

表3用户与企业自媒体交互举例

自媒体类型 交互渠道（举例） 交互方式 案例企业

微博、微信 微博评论区；微信公众号留言区 点赞、评论、转发、留言
海尔 

小米

网站或论坛
“设计中心”一“发表创意”模块

小组讨论、发帖子
海尔

“MINI专区”一“新功能建议”模块 小米

资料来源:①根据"海尔智家定制"网站整理（网址:http：//diy . haier. com） #
②根据"MINI 论坛"整理（网址：http://www , miun com/index . html） #

2.研发设计阶段

鉴于第一阶段用户创意构想存在的诸如针对性较差、经济效益未知、可行性未知等问题，案例 

企业采取系列方法筛选有效信息,识别用户需求#

表4利用自媒体捕获有效信息的方式举例

研发创新过程 有效信息捕获方式 具体做法举例 案例企业

研发设计阶段

转发、点赞、评论数、热门 

创意排行榜排名

网友“幽冥蓝YuuiFox”建议“故宫淘宝”与海尔合作，设 

计一款外观为宫殿并印有“）宫”字样的迷你冰箱，引发 

了 4000 +次的转发量（截至2019年5月11 B）。海尔在 

24小时之内公布“）宫”冰箱的工业设计图，在7天之内 

采用3D打印技术将该款冰箱送至这名用户手中。

海尔

定期汇总贴
《新功能建议汇总贴》：于每周六更新，是开发组人员根 

据“新功能建议”模块中的回复做出的汇总整理。
小米

资料来源:①根据“海尔智家定制”网站整理（网址:http ^^/dig. haiea. com） #

②根据"MINI 论坛”整理（网址：http://www , miun com/index .html） #

以海尔为例，海尔根据其微博的转发、点赞、评论数,以及网站或论坛中热门创意排行榜排名情 

况，筛选出支持人数最多、呼声最高的热门创意，实现对用户需求精准定位#经投票、筛选后的热门 

创意会进行公开展示，设计活动向平台内外的所有设计资源开放,不论是否为内部工业设计师，都 

可以注册认证成为会员，并传达自己的设计理念。以小米为例,开发组人员定期对新功能建议进行 

汇总整理，避免大量建议重复，提高研发效率#接下来，自媒体采用论坛发起话题、微博微信推文、 

线上问卷调查等多种交互方式引发用户的热烈讨论，并根据用户反映的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定位关 

键需求点,从而确定设计方案中的关键所在。

这一阶段,用户参与和自媒体催化对企业价值链活动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开发活动和 

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两个方面#第一，技术开发活动方面，用户个性化需求可能引导设计方向，引发 

新技术和新工艺产生。如海尔为设计“咕咚手持式洗衣机”，与日本研发团队经过2000多次的试 

验和数轮讨论，确定18个凸点出水口的设计，将磨损率降到最低#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产生有助于 

差异化战略实施，提高核心竞争力，对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产生增量贡献;同时,新技术和新工艺将激 

发用户的好奇心与购买欲,有助于产品市场拓展，进而降低产品销路不理想的市场风险。第二，人 

力资源管理活动方面，利用自媒体进行用户需求调研，如在话题论坛中发起话题讨论征集意见、在 

微博微信中发起用户投票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线下实地调研走访的成本。另外，利用自媒 

体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招募设计师或工程师并提供丰富设计素材资源,能够降低招募和培训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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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用户参与对研发设计阶段价值链活动影响举例

研发创新过程 条目数 用户参与的具体表现（举例） 对价值链活动影响 案例企业

研发设计阶段

362

用户“香飘飘”需要一款真正能保护孩子的健康空 

调，据此定位其关键需求：空调降噪和清洁除尘。进 

一步确定设计要素：航天级ESQ静音、内外机自清 

洁、儿童睡tu线功能、海曼普显色除甲醛功能。

技术开发活动增值 

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增值

海尔
女士需要一款适合自｛肤质的洗脸机，据此定位其 

关键需求:减少痙疮粉刺、修复受损肌肤、减少皱纹 

等。进一步确定设计要素：日本工艺高端PP棉、日 

本活性炭过滤、美国陶氏高效软水滤芯。

790

用户“雪月飞星”希望能够语音控制APP开闭，据此 

定位其关键需求：语音控制。进一步确定设计要素： 

手机音箱和语音识别功能。
小米

用户“ W1174773931%提出当前闹钟提示过于单调， 

据此定位其关键需求：闹钟提示方式多样化。进一 

步确定设计要素：背景音乐、自定义提示语。

资料来源:①根据"海尔智家定制"网站整理（网址:http：//diy .haier. com） #
②根据"MIUI 论坛"整理（网址：http：//www. miui. com/index. html） #

3.生产测试阶段

设计师或设计团队根据用户需求形成设计方案并公示于平台中，采用投票等方式与用户持续 

交互，并根据投票结果进行下一步生产设计。

表6利用自媒体捕获有效信息的方式举例

研发创新过程 有效信息捕获方式 具体做法举例 案例企业

生产测试阶段

众投+专业部门验证

发起设计方案众投T支持人数达到平台要求#系统推送 

至研发部门进行快速验证#众创委员会进行可行性评估 

#进入制造环节

海尔

邀请用户试用

制定《海尔定制产品用户试用须知》，严格限定试用用户 

资格，规范试用报告内容及样式：“用户需在试用产品后 

3周内提交试用报告,至少包含12张实拍图，图片需配 

以文字说明，总字数不少于600字，不得抄袭……”。

组别设置 设置“普通用户组”、“晋级用户组”、“站点管理组”

小米

问题反馈 提供反馈模板，如《云服务问题反馈模板》

引导用户进行问题补充，如用户“md”的手机在玩游戏时 

突然发热卡顿，开发人员“不安着”回应“这个问题是每 

次使用应用出现吗？麻烦再出现这个现象立即抓下log 
上传到这个帖子中”。

定期汇总
汇总贴《第三方应用兼容性问题记录一一刺激战场和全 

军出击停服》

资料来源:①根据"海尔智家定制"网站整理（网址:http：//diy . haier. com） #

②根据"MIUI 论坛"整理（网址：http：//www. miui. com/index.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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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尔为例,设计师将设计方案公示于平台中发起众投，在平台中与用户持续交互，接受投票。 

当支持人数达到平台要求，系统将推送至海尔研发部门进行快速验证，由众创委员会对设计方案可 

行性进行评估，决定其是否进入制造环节。与此同时，邀请部分用户对未上线产品或软件开展试用 

活动或内测，旨在:第一，将用户资源作为测试网点，在产品正式上线之前获得首批用户体验报告, 

及时了解产品设计存在的不足之处以进行产品持续迭代;第二,基于用户实际体验的试用报告在平 

台中公开展示,为后期宣传推广奠定基础。以小米为例，依据用户经验值设置组别，不同组别权限 

不同,保证用户发言内容质量;提供问题反馈模板,完善并规范问题表述，节省沟通时间；开发组成 

员与用户实时互动,引导其进行问题补充，准确定位需求;定期发布汇总贴，汇总用户问题或建议, 

避免大量重复，提高问题解决效率#

表7用户参与对生产测试阶段价值链活动影响举例

研发创新过程 条目数 用户参与的具体表现（举例） 对价值链活动影响 案例企业

生产测试阶段

87

“海尔除湿器”试用：要求在试用申请中详细说明“所 

处地区的天气环境以及所受的困扰”、“除除湿器之 

外，还希望何种家电可以配备除湿功能”等情况，并严 

格遵守《免费试用协议》。

生产经营活动增值

海尔

290

MINI开发组用户“深白色”发起《收音机新版设计样 

式》投票，并建立收音机内测群。

MINI开发组用户“沉默矩阵”发起《小米健康 

Beta测试》（此APP可分析一天的睡眠状况并给予健 

康提示），并建立内测群了解用户体验和建议。

小米

资料来源:①根据"海尔智家定制"网站整理（网址:http：//diy . haier. com） #
②根据“ MINI 论坛”整理（网址：http://www , miui. com/index .html） #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这一阶段获得增值。首先，如果投票数达不到平台要求，即用户实际需求 

量有限，那么设计方案将不会进入批量制造环节，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销售风险。其次，邀请用户 

进行试用或内测可以第一时间了解产品设计过程中被设计师忽略的微小问题，有助于设计师与用 

户进行实时沟通交互，便于产品迭代更新。最后,用户与设计师的持续交互能够缩短研发周期进而 

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研发效率,降低不确定性风险。据统计,海尔开放式创新体系使得产品研发周 

期从原来的18个月减少至6个月左右，项目从创意孵化到引入A轮的成功率高达48%,远高于社 

会上10%的水平。

4.推广销售阶段

用户资源在推广销售阶段同样为价值链增值起到贡献。营销活动方面，由于创意构想提出、产 

品研发设计到产品生产测试环节用户层层参与，增强了体验感和满足感，有助于积累粉丝口碑及粉 

丝忠诚度培养,节省广告投放费用,实现“粉丝效应”向“粉丝经济”的扩展#服务活动方面，用户反 

馈是产品持续迭代的重要前提,而自媒体交互是问题反馈的有效传播途径，通过自媒体征集意见能 

够拉近用户与技术人员的距离，提高问题处理的针对性和效率#

（二）模型构建

根据案例企业自媒体与用户交互内容和过程完善分析框架，并构建以下模型：

模型分为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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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用户参与对推广销售阶段价值链活动影响举例

研发创新过程 条目数 用户参与的具体表现（举例） 对价值链活动影响 案例企业

推广销售阶段

32

海尔通过官网、定制平台及线下门店进行销售，其中定 

制平台中有众筹定制产品，用户预付定金后，若产品投 

票达到预期量，只需支付余款；若未达到，定金将全额 

退回至账户中。降低了海尔的销售风险及消费者定金 

沉没成本。 活动

海尔

690
小米通过官网、线上商城及线下门店进行销售；线下众 

多用户自发组成同城会活动及爆米花活动，交流使用 

体验,形成口碑效应，节省广告投放费用"

小米

21
用户“微热DE”对“海尔扫地机器人X3OOGPis”的使 

用报告中建议：（1 （智能遥控还可再升级；'2）回转不 

够灵敏;（3）尘盒较小。

服务活动增值

海尔

987
用户“绝烟释空”反馈问题：分屏状态下通知栏回覆盖 

一定内容，且覆盖内容无法点击，希望能隐藏通知栏或 

者改进分屏模式"

小米

资料来源:①根据"海尔智家定制"网站整理（网址:http：//diy . haier. com） #

②根据"MIUI 论坛"整理（网址：http：//www. miui. com/index. html） #

第一部分为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基础、过程及影响，即用户需求捕获、价值创造与传递和实现 

价值增值。首先,用户需求捕获是研发创新活动的根本,在自媒体创造的高效无缝沟通环境下,企 

业主动邀请与用户积极参与促进潜在需求的捕获,将用户纳入到进一步价值创造与传递环节中 # 

其次，在价值创造与传递即价值链形成过程中，企业和用户利用自媒体的媒介和催化作用为价值链 

活动创造增量效益，而自媒体平台在价值链形成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搭建交互平台、提供线上调研 

渠道、提供线上展示与实时反馈渠道、提供线上营销渠道等作用。最后，一系列的价值创造与传递 

为企业价值链活动创造的增量效益体现为缩短研发周期、节约研发成本、降低研发风险、提高产品 

新颖度、增加客户忠诚度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多个方面#自媒体实现有效信息捕获及价值创造过 

程的原理在于:（1 ）利用大数据进行信息筛选,汇总常见问题或建议,避免信息大量重复,提高沟通 

与处理效率;（2）依据发言用户经验值或话题热度，有针对性地关注用户问题或建议,研发人员逐 

步跟进并进行有效回复。

第二部分突出研发创新活动的四阶段一创意构想阶段、研发设计阶段、生产测试阶段和推广 

销售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用户参与对哪些价值链活动产生影响。（1）创意构想阶段，企业通过自媒 

体互动将用户吸纳到产品设计过程中，用户在自媒体平台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自由发表言论 

或与其他用户探讨交流,其意见反映潜在需求与差异化需求,成为创意提供者甚至设计师。设计师 

不再局限于内部技术人员，降低了雇佣成本，为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提供增值# （2）研发设计阶段, 

企业根据自媒体平台中的数据（如点赞、评论、转发数）定位热点需求，并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挖掘 

用户需求背后的痛点，整理出用户群体特征、购买力、喜好等相关数据。设计师将用户创意具体化 

和可行化,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实时追踪用户反馈意见，与用户持续交互#线上调研节约了实地调查 

成本，同时，设计资源的整合能够节约固定薪酬成本;设计方案的广泛征集和投票筛选可以缩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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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动邀请用 

户参与研发活动

＞用户具有参与的

能力和意愿

＞自媒体提供无缝

沟通的高效平台

■=> •=>

:＞缩短研发周期
\＞节约研发成本

\ ＞降低研发风险

\ ＞提高产品新颖度 

\ ＞增加用户忠诚度 
\ ＞提高企业竞争力

用户需求捕获 价值创造与传递 实现价值增值

(a)自媒体在“用户-企业协同创新”中的作用机理

利润

(b)用户■企业协同创新过程及对价值链活动的影响

图2基于价值链理论的“用户-企业协同创新”模型

资料来源:①根据“海尔智家定制”网站整理(网址:http：//din . haiee. .cm) # 

②根据“MINI 论坛”整理(网址：http：//www. miui. com^index . h PiiI) #

期，研效率# (3)生产 ， 的用户作为 点,第一时间向设

师提供意见以供 #用户的实时反馈和 见将 产品 成本，为 业生产经 动

供增值# (4)推广销售 ，个 用户的全程参与增强 体验感和满足感，从心 更

认 己参与 的产品，这种 度对于产品推广宣传起到 影响。自媒体平台为市场营

销提供广 道，有助于口碑效应和 经济的形成。 ，用的问题反馈将增强问题解决和售

后服务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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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基于价值链视角,采用多案例研究法，选取海尔、小米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整合其自媒体 

中与用户互动的内容，探究自媒体交互下用户协同创新对研发中各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并搭建理论 

模型。创意构想阶段，通过自媒体交互捕捉用户需求，丰富创意来源,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招募及 

培训创意提供者的人力成本，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增值;研发设计阶段，自媒体创造调研环境并整合 

设计资源，用户个性化需求促进新产品新工艺产生，设计师资源不再限于企业内部,技术开发和人 

力资源管理活动获得增值;生产测试阶段，邀请用户试用可第一时间获知产品设计问题，促进设计 

师与用户实时沟通交互,降低研发风险，推动产品持续迭代,生产经营活动获得增值;推广销售阶 

段，自媒体拓展营销和售后服务渠道,用户全程参与有助于培养忠诚度和形成口碑效应，更便于追 

踪产品后期使用情况，营销和服务活动获得增值。本文打破了现有研究中将用户协同创新与价值 

链理论相结合分析的盲区，将上市公司自媒体、用户协同创新理论和价值链理论整合归纳入统一的 

分析框架中，实现了对价值共创、运用自媒体改善价值链活动的案例对接和理论深化。

同时，基于案例企业的做法及理论模型，对同行业企业乃至其他传统制造业提出建议：(1 )密 

切关注用户需求，以用户体验为核心，实现用户从产品被动接受者向价值共创者的跨越式转变。在 

创意来源方面，对于用户提出的明确需求，企业应当及时反馈;同时，企业应当善于挖掘用户痛点背 

后的需求,深入分析产品创新研发的可能性。在研发设计、生产测试方面，重视用户的反馈和建议, 

邀请用户参与产品生产全过程# (2)合理运用自媒体,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家电行业以及其他 

传统制造业应当注重互联网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媒体是用户传达需求、表达创意的重 

要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自媒体互动机制能够消除传统创新模式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壁垒，降 

低信息沟通传递成本。企业自媒体应当注重与用户的日常互动，通过话题发起、问卷调查、方案征 

集、试用邀请等互动方式培养用户参与创新的积极性#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案例企业类型和数量较为单一，只选取海尔、小米两家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理论框架多有薄弱之处。同时,所获取资料均为二手资料,无法获得企业真实调研的一手资料。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选取多个案例或大样本数据，进一步验证并完善基于价值链角度的“用户 一 

企业协同创新”模型，同时深入探究自媒体媒介的催化作用。

参考文献

波特,迈克尔(1997 )：《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

邓新民(2006 )：《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特点》,《探索》，第2期。

代玉梅(2011)：《自媒体的本质: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云南社会科学》，第6期。

丁志慧、刘伟、黄紫微(2014)：《产品开发中客户参与程度对企业竞争力影响分析》，《科技进步对策》，第9期。

黄宏斌、郝程伟(2018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国有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一一以中石化微信公众号为例》，《财会月刊》，第 

19期。

郝金磊、尹萌(2018)：《分享经济:赋能、价值共创与商业模式创新一一基于猪八戒网的案例研究》，《商业研究》，第5期。 

牟超兰(2015)：《顾客知识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第7期。

屈玉阁(2015 )：《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一一基于绿色增长视角》,《科技管理研究》，第3期。

王海杰、宋姗姗(2019)：《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业平台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一一基于企业价值生态系统构建的视角》，《管理 

学刊》，第1期。

吴伟(2011)：《产品创新中用户参与的动力机制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第6期。

王卫星、左哲、张佳佳(2017)：《新媒体信息披露对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一一基于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会计之友》，第19期。

100



金"评论2019年第5期

王小娟、万映红(2017)：《企业协同能力、客户知识管理过程与服务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研究》"《软科学》"第5期#

肖静华、吴瑶、刘意、谢康(2018)：《消费者数据化参与的研发创新一一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视角的双案例研究》"《管理世 

界》"第8期#

肖利平、蒋忱璐(2017)：《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动态演变》"《商业研究》"第10期#

喻信东(2017)：《组织生态视角下中小企业群网络结构演进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张洁梅、李丽珂(2015 )：《顾客知识管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一一基于营销动态能力视角的案例研究》，《技术经济》"第 

9期#

张震宇、陈劲(2008 )：《基于开放式创新模式的企业创新资源构成、特征及其管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1期#

Anderson,N. , C. De Dreu and B . Nijstad (2004)： “The Routinization of Innovation Research: A Constructively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Science" , Journal of Orfanizahoo BeCavior,25,147-173.

Bendle, N. and X. Wang (2016 )： “ Unccvering the Message from the Mess of Big Data" , Busiess Hof zoo ,59,115-124.

Chesbrough, H.( 2006 )： Opec /nnuahon： The New Imeeratiec for Creating and Prof ting from Technolof-y, Harverd Business Press.

Cui, A. and F. Wu (2016)： “ Utilizing Customes Knowledge in Innovation: Antecedents and Impact of Customes Involvement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 journal o the Acadewy o MarOefng ScOocc,44,516-538.

Du,R. and W. Kamakura (2012)： "QuantFative TrendspOing" , Journal oMarOefng Research ,49 ,514-536.

Eisenhardt, K.( 1989 )： “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wy oManagewent Review , 14,532-550.

Gallan, A., C. Jarvis, S. Biavn and M. Bitnes ( 2013 )： “ Customes Positivity and PaVicipaVon in Services: An EmpiVcai Test in a 

Health Caro Context" , Jouroal othe Acadeey oMarOeting ScOocc,41 ,338-356.

Gillmor,D.(2003 )： “Hero Comes ' We Media' " , Columbiz Journalism Reee, January/Febaaa.

Heyitt-Dundvs,N.(2006 )： “Resource and Capability Constraints to Innovation in Smali and Larae Plants" ,Small Business EconomOs, 

26, 257-277.

Johnson, W. and C. Luo (2008 )： “ NPD Project Timelines: The Project-Level Impact of Eariy Engineering Efort and Customes 

Involvemen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 ProdusS Development ,6,15-34.

Matthing, J.,B. Sanden and B. Edverdsson (2004 )： “ New Seaico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and with Customers" , Intemahonal 

Journal o Sedce endustoo Management, 15 ,479-498.

Poetz, M. and M. Schaies (2012 )： “ The Value of Crowdsourcing: Can Users Really Compete with Pafessionais in Generating New 

Product Ideas?" , Journal o ProoucS enooahf Management, 29 ,245-256.

Schweisfurth, T.( 2017 )： “ Comparing Internai and External Lead Isers as Sources of Innovation" , ResearcS Polics ,46,238-248.

Silverman, G.( 2011 )： The Secrets O Word~O~Mouth MarOeting: Hoo t Trigger Expooenhal Sales Through Runaway WorO O Moutt,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Subramaniam, M. and M. Youndt (2005 )： “The InUuenco of Intellectual Capitai on the Types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Acedefy O

Management Jurnal,48 ,125-136.

Varao,S. and R. Lusch (2008 )： "Service-Dominant Lovic: Continuing the Evolution" , Journal Othe Acedefy OMarOeting Scgnce,

35,1-10.

Xie,K.,Y. Wu, J. Xiao and Q. Hu (2016 )： “ Value Co-Lreation between Firms and Customers: The Role of Big Data-Lased 

Cooperative Assets" , InfounaOop & Management ,53,1034-1048.

Ziraer, B. and M. Maidique (1990)： & A Model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Test",Management Scgnce,36,867-883.

(责任编辑：程炼)

101



CONTENTS

employment effects and skid structure of China's foreign demand with 1995 - 2009 WIOT and SEA in WI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foreign demand takes an upward trend during the whole research period, especially after 

China's entg into the WTO in 2001. The employment proportion stimulated by foreign demand increased from 15% in 2001 

to 23% F 2007. Then due to globai financiai crisis in 2008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foreign demand has weakened.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foreign demand on africulture, textile mdustg and other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s significant. 

However, the effect is relative weak for high skied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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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Intrnet era,We-media creates chances to realize open R&D in cWmboation with externai resources.

This article budds a “User-Enterprise Coeaboative Innovation" modei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e-media of 

Haier Group and Xiaomi Tech and theiz customer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user participation on the velue chain 

activities. At idea creating stage, enterprises discover potential demand of the users by We-media interaction, which creates 

added velue for human resouac management activities. At the designing stage, We-media creates an online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integrates design resources to create added velue fo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human resouac 

managementactieities.Atthepeoduction and testingstage, useesand enteepeiseswoek togetheetoimpeoeepeoductdesign 

and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gain value. At the stage of promotion and launch, We-media expands marketing 

channels, while users continue to give feedback on problems, marketing and service activibes gained value.

Key Words:We-Media;Collaborative Innovation；Value-added(Muei-cas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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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et and Analysis of MELT c Ch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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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Business,Guanyt University,Nanning,536004,China；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1500,China；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Guanycl Normal Universiq, Gudin ,541004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a's economic data from 2004 to 2016,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MELT ( Monetaa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 during the period. It finds an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ELT and productivity

level. It alse uses the RDLV ( Realization Degree of Labor Value) index to evaluate the accumulation ratio of social wealth 

F China and finds the current income distibution system generafy efficient and stable.

Key Words: MELT ； Social Labor Integration ； China Innovation Index ； Realization Degree of Labo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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