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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理论与实践】

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学机理与仿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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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基于动力学理论与新旧动能转换

的内在联系，以企业变革这一内生变量作为切入点分析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战略变革和行为
模式变革在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要注重渐进式变革与激进
式变革同时进行，以渐进式变革为基础和前奏，循序渐进地朝激进式变革过渡。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动力学机理；算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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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然而，也暴露出区域持续性创新动力不足、内生创
新和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企业转型升级成功率低、外资依赖
度高等问题，严重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旧动能转
换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 企业是经济的基石，国民经济新
旧动能的成功转换以企业新旧动能转换为基础。 新旧动能
转换是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必然阶段和关键阶段，也是企业
克服路径依赖、资源依赖的必经过程。 企业要实现新旧动能
的转换，需要获取新技术，构建新模式，发展新产能，创新生
产方式，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快自身运营模式与生产模式、生
产资源、生产要素以及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新
旧动能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良性循环，最终推动其所在行
业的转型升级。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１８－０３
织和结构的调整和过渡 ② ；有学者提出通过提升企业价值链
的生态效率推动企业的生态创新，从而实现企业升级 ③ ；有
学者认为通过环境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生态创新模式来提
升生产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转变生产方式 ④ ；有学者从
空间异质性角度证实了财政分权与财政效率之间的相互作
用对促进企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⑤ 。 国内关于新
旧动能转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创新的
过程和环节来研究。 余东华认为“ 创见” “ 创新” “ 创业” “ 创
造” 是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因素 ⑥ ； 张文、 张念明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将新旧动能转换划分为器物
层、技术层、产业层、制度层、观念层五个维度 ⑦ ；张银银等认
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当包括前端驱动、中端驱动以及后端
驱动 ⑧ ；屠年松等把创新驱动的过程和环节进一步细化区
分，他们指出创新驱动应当涵盖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以及创
新产出三个阶段 ⑨ 。 另一方面是从不同层面的创新对产业
转型升级的作用来研究。 赵丽娜从发展本质、发展规律、发

目前，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转型升级，但对企

展方式和发展阶段四个维度对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

业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较少。 有学者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

级两者之间的联系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是经

的演变趋势，探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在劳动力分配新趋势下

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外在表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是产

面临的新机遇，提出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路径 ① ；有学者
认为传统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始于企业内部的产品升级，要通
过推动企业规模变化的企业间资源库的流动来推动企业组

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同时产业转型升级又为新旧动能有
序转换提供强大支撑，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经

 ； 吴丰华等指出创新

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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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学机理与仿真
 ；盛朝迅指出创新驱动产业升

对产业升级存在着推动作用 

级是由工业化发展、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市场需求、创新生
 ；黄少安将改革开放和体制创

态这五个要素联合驱动的 

。

新、技术创新、产业的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概括为新动能 

根据牛顿力学第二定律和非惯性系质点组的动量定理、
角动量定理和动能定理，本文将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划分
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旧动能依然在企业运营中占据
主导地位；第二阶段旧动能和新动能在企业升级演变过程中

同时，有少数学者开始把新旧动能转换与企业转型升级结合

共同起作用；第三阶段新动能在企业升级演变过程占主导地

起来进行研究。 孙彦明提出通过加强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

位，这一阶段新动能已基本取代旧动能。 每个阶段新旧动能

机制和运行体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科技要素服

动量大小都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通过重构新需求动力、新要素动力、结构动力、制度动力，重

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可以通过动力学理论中力的相互

 ；来佳飞、杨祖增等提出

务供给，加快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涉及多种不同的变量，变

 ；辜秋琴等在

塑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的转换路径 

作用反映出来。

。

化升级的牵引原理 

及作用于质点的外力等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数量关系，这一

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因素，缺乏对企业新旧动能转化

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反映新动能取代旧动能的变化过程。

新常态背景下，阐述了企业自主创新对实现企业产业结构优
纵观已有研究，一是多从创新、产业等宏观视角分析推

过程的阶段性和演化研究；二是多集中于外生环境因素、生
态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少考虑内生变量对企业升
级的影响和推动；三是多为定性研究，缺乏必要的定量研究，
解释力不够强。 针对以上缺陷，本文以企业变革这一内生变
量作为切入点，运用动力学理论分析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演
化过程及其关键推动因素，揭示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演化机

动力理论学中质点运动与质点动量、其所受的惯性力以
数量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变革在新旧动能转换

三、企业新旧动能转换仿真及算例分析
企业在第一阶段，以渐进的变革方式为主，并且随着渐

进变革程度的加深，旧动能动量不断增加，但以 ＩＲｇｒａ 达到

１８０ 为转折点，在此之后，旧动能动量随着渐进式变革的进一
步加强逐步变小，并逐渐失去其效应。 企业在第一阶段新动
能动量总体水平随着渐进变革强度的增加变化不明显。 但

理和轨迹。

二、动力学理论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
企业新旧动能转换是企业转型升级的特殊表现形式，这
一过程涉及到的新动能与旧动能之间的交替变化与物理学
传能动力学理论中相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存在很大
的一致性。 本文基于物理学中的动力学理论，将质点在一个
惯性系、非惯性系中的运动与企业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变革
对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的作用机制相对照。 物理学参照
系中的质心代表某一行业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 下文简记为
ＭＲＥ） ，具有代表性企业是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参照对象，将企
业记为 Ｇ，质点组中任意质点 ｍ ｉ 代表产业中某一企业。 设

→

→

质心转动角速度ω Ｍ 和质心转动角加速度μ ＭＲＥ 分别对应 ＭＲＥ

→

→

行为模式变革能力ＢＲ ＭＲＥ 和 ＭＲＥ 变革趋势ＴＲ ＭＲＥ ，转动角速

是渐进式变革强度在这个区间段新动能动量有较大幅度的
增加，之后新动能动量又急剧减少。 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在这
一阶段的渐进式变革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新旧动能转换冲突，
但是新动能动量未能克服旧动能惯性，这一阶段通过对旧动
能的改良对企业转型升级依然具有积极效应。
企业在第二阶段，新动能动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加，渐进
式变革和激进式变革在这一过程中都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
在变革强度达到 １００ 之前，新动能动量随激进式变革增长的
速度要快于渐进式变革带来的新动能动量增长的速度，在此
之后，渐进式变革带来的市场新动能动量增速又超过了激进
式变革带来的市场新动能动量增速。 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最
初靠激进式的市场创新吸引市场的注意力，以获得一定的市
场份额和市场地位，通过耳目一新、与众不同、具有独特优势
的产品和服务开辟主流市场以外的利基市场，在此之后，产

度越大，ＭＲＥ 变革幅度、力度就越大，加速度越大，ＭＲＥ 变革

品与服务的变革程度和强度又会减缓。 激进式变革在企业

的路径依赖就越小，变革的趋势和方向越长远。 转动角速度

资源新动能增加过程中相较于渐进式变革作用更加明显。

→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ＭＲＥ 变革的特征和动向。 ｒ σ 表示非
惯性参照系相对于静系的位置矢量，反映出 ＭＲＥ 新旧动能

→
转换前后变化情况；ｒ′ 表示质心 ｃ 相对于 Ｏ′点的位置矢量，
ｃ

→

能够体现出 ＭＲＥ 变革的发展水平；质心速度ｖ ＭＲＥ 与质心加

企业在第三阶段，新动能逐渐取代旧动能，渐进式变革
和激进式变革共同起作用，体现出“ 双轮驱动” 效应，企业新
动能动量在两种变革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稳步增加。

四、结语

→
速度ａ ＭＲＥ 反映出 ＭＲＥ 战略变革与行为模式变革的能力。 质

企业在第一阶段的行为变革强度大于战略变革强度，这

心运动速度越快，ＭＲＥ 变革能力越强；ｒ ｉ′ 表示质点组内任意

期间变革加强的是企业的旧动能动量，因为这个阶段企业通

普通企业相对于 ＭＲＥ 变革水平的变革能力。

变化的新要求。 到了第二阶段，企业的战略变革强度超过行

→

质点相对于非惯性参照系的位置矢量，能够反映行业内某一

过自身的变革优化旧动能，强化其正向效应，适应企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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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式变革强度，在这一阶段企业实行战略变革的频次明显
要高于实行行为模式变革的频次。 企业在第三阶段实行的
战略变革和行为变革共同推动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
从算例仿真的结果来看，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要
注重渐进式变革与激进式变革同时进行，以渐进式变革为基
础和前奏，循序渐进地朝激进式变革过渡。 第二阶段企业处
于新旧动能转换和交替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变革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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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克服旧动能惯性来推动新动能对旧动能的取代，其中观

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 Ｎｏ．４４， ｐｐ．１８１－１９６．⑥余东华：《 以“ 创” 促“ 转” ：新常态

念变革和激进式变革带来的惯性效应较为显著。

文、张念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

就企业整体变化而言，战略变革和行为模式变革依然在
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要发挥行业
内代表性企业的带头示范作用，政府扶持某行业的新旧动能
转换可以从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入手，积极鼓励其率先
实施变革，大胆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达到行业内其他企业
效仿追赶的效果，形成良好的学习—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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