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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式创新关键维度、机制
与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海尔创业“ 小微” 的多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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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式创新脱胎于互联网行业新兴的敏捷迭代
开发，是对互联网时代创新模式的精炼总结。 迭代
式创新并未遵循传统的产品开发流程，而是基于快
速试验、反复试错、不断调整的方式进行产品与技术
创新。 依靠这一创新模式，诸如谷歌、阿里巴巴、腾
讯等企业对传统的创新方式和运营逻辑进行了冲击
与颠覆，在短时间内构筑起竞争优势。

互发现“ 痛点” ，从用户中获取创意。 如免清洗洗衣

机小微团队通过互联网初步了解到用户对于洗衣机
清洗问题的烦恼，在专门的交互平台中明确了这一
“ 痛点” ，并向用户征求创意方案，经过多轮筛选之
后确定了物理清洗方案。 在试错阶段，快速生成原

型，交付小 部 分 用 户 “ 公 测” ， 基 于 反 馈 进 行 调 整。
雷神游戏电脑最初产品并不完美，其游戏元素也不

迭代式创新应涵盖如下要素：用户参与，即始终

够丰富，当产品交付“ 公测用户” 之后，后者提出了

与用户进行持续深度的交互，习得用户真实需求；每

很多意见，正是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雷神团队快速

次迭代都是一种具有超前性的微创新，这种超前性

修改产品计划，改进产品设计。 在市场化阶段，通过

包括超越现有技术、现有产品、现有用户与竞争者；

与用户交互调整商业计划与服务方案，如雷神电脑

快速试错与调整，即不求完美、不做过多预测，快速

的定价就是与网友互动的结果。

开发原型并投放市场，基于用户反馈迅速调整、纠正

超前性体现为两方面：超越用户知识和现有技

或放弃，持续改善用户体验；由量变到质变，即不求

术路线。 雷神创始人认为“ 与用户的交互不是为了

一次性产生重大突破，而是通过不断积累突破现有
技术轨迹，最终形成颠覆性的创新，实现价值创造。

一、迭代式创新的基本维度
对数据进行一级编码，识别出迭代式创新的两

个基本维度—
—
—创新源和创新演化过程，进而验证
了朱晓红提出的概念框架，即迭代式创新是一个动
态、循环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展现出开放性和互动

达到目标，而是为了超越目标” ，在每次迭代中，雷
神团队既基于用户反馈快速改进，又通过出色的设
计能力和对品质的严格要求走在用户前面。 另外，
这些小微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现有技术轨道的
超越，如空气魔方将耦合技术引入产品设计，开发出
全球首款可以模块化组合的智能空气产品。

二、迭代式创新的关键机制

性、动态性和循环性、迅捷性和持续性。 对于迭代式

交互性和超前性反映出创新源和创新演化过程

创新，用户是最重要的创新源，演化过程呈现出反复

的本质，既是界定迭代式创新的基本维度，又是迭代

迭代的“ 循环” 模式。

式创新的关键特征。 但是，创新若要展现出交互性

在一级编码基础上进行二级编码，目的是进一

和超前性两种特征，还需相应的机制保障。 通过编

步找出创新源和创新演化进程的本质，从而发现迭

码识别出迭代式创新的三种关键机制：用户交互、快

代式创新的基本维度或关键特征。 研究发现，以用

速响应和跨界整合。 用户交互机制有两大关键因

户主导的创新源体现了交互性特征，即与用户进行

素：交互平台和交互团队。 海尔商城、海立方等自建

持续、深度的交互。 演化过程体现出迭代式创新对

平台为小微提供了大量的用户交互资源，此外，如雷

现有技术轨迹和用户的超越，即超前性。 交互性和

神等小微公司还自己打造了涵盖线上与线下渠道的

超前性是迭代式创新的两大基本维度。

交互平台，发展出具有自运转功能的粉丝圈。 快速

通过对案例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小微与用

响应机制的要点有：第一时间内完成资源对接、快速

户的交互可划分为三阶段：创意生成阶段、试错阶段

推出产品并迭代，尽量缩短从需求提出到产品问世

和市场化阶段。 在创意生成阶段，小微通过用户交

的周期。 跨界整合是资源整合机制，表现为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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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跨越组织边界，从组织外部寻找资源和技术方
案，并有效整合；二是跨越行业边界，洞察本领域外
的技术趋势、搜索本行业外的技术方案和资源。 空
气魔方团队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引入德国材料、日本
电机、耦合技术以及豪华汽车部件。 水盒子团队则
引入了英国的水质检测技术。 通过海尔采购中心、
海尔 ＨＯＰＥ 等资源平台，小微可以对内外部资源进
行快速、跨界式整合。

建立用户交互机制，创新团队需掌握不同角色

材料—
—
—智慧球，利用物理摩擦原理有效解决了问
题，推出了市场中首款可以给机器本身“ 洗澡” 的洗
衣机，用该创新团队负责人 ＳＣＢ 的话说：“ 我们创造
了一个新的产品品类。”

案例分析给了我们一些重要启示：迭代式创新
是一个组织学习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演化过程。

四、迭代式创新的理论模型
综合有关学者研究，某类创新的理论模型通常

的转换—
—
—包括需求探索者、创新发布者、产品提供

涵盖如下因素：驱动因素、过程因素、结果变量。 典

者、产品营销者，并引导用户发挥积极作用，还应善

型的创新驱动因素包括市场环境、技术发展、行业属

于借助企业—用户交互平台，通过平台进行创意获

性等外部因素，企业规模、战略、组织结构、动态能

取、原型投放、产品迭代、方案调整等环节。 快速响

力、文化等内部因素。 这些驱动因素也构成了创新

应要求创新团队摒弃传统的线性开发流程，基于对

的情境。 过程因素一般包括创新的特征、机制，是定

需求的理解和现有资源快速开发最简化可行产品以

义某类创新模式的关键。 结果变量表现的是企业通

验证初始假设，随即获取用户反馈，根据反馈调整方

过创新获取的成果。

案，如此不断循环、快速迭代。 跨界整合要求企业主

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环境不确定

动打破组织边界，培养环境洞察能力和跨界学习能

程度提升、顾客需求呈现个性化及关注用户体验的

力，以开放心态进行创新，擅长从外部获取解决方案

趋势，成为迭代式创新的外部驱动因素。 根据相关

与资源，并进行有效整合。

研究，迭代式创新的内部驱动因素涉及互联网思维，

三、迭代式创新关键机制与基本维度的关系

以学习能力、设计能力和整合重构能力为核心的动
态能力组合，容许失败、鼓励尝试、重视差异的组织

首先，用户交互机制促进了交互性。 在雷神、空

文化，以及去中心、扁平化和团队式的组织结构。 外

气魔方等案例中，创新团队（ 即小微公司） 坚持用户

部驱动因素会引发那些具有高度学习热情与能力的

全流程参与，从了解需求到寻找方案、征求反馈、产

领导者改变环境认知，调整对竞争优势来源与实现

品改进与营销，各种交互平台保证了团队—用户间

途径的看法，发起并推动内部变革，形成驱动迭代式

的持续性交互，这种用户全流程参与的方式以及交

创新的内部情境。

互平台使创新表现出深度交互的特征。
其次，快速响应机制促进了交 互 性 和 超 前 性。
快速响应的关键是对于用户需求、市场反馈的快速
响应，这推动了创新团队—用户间的即时交互，由此
使创新表现出快速交互的特征。 正如雷神创始人之

一的 ＬＹＢ 所说：“ 在推出一款产品前后我们都会与

迭代式创新的过程因素包括特征、机制以及其
独特的流程。 通过案例研究，本文识别出迭代式创
新的基本特征（ 维度） —
—
—交互性和超前性、关键机
制及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价值创造过程，这些是理
论模型的核心。 在用户互动、快速响应、跨界整合三
种机制的作用下，迭代式创新过程表现出交互性和

用户进行交互，这种交互的速度与质量决定了迭代

超前性的基本特征。 与此同时，迭代式创新既是一

的效果，又进一步促进了用户参与交互的热情。” 快

个组织学习的过程， 又是一个非线性演化的过程。

速响应机制使小微公司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推出产

迭代式创新的发展过程会伴随着对现有价值区间的

品。 在调研中，雷神、水盒子和空气魔方均将快速推

脱离，因此会开辟出新价值区间，实现价值创造。 创

出产品与迭代和抢占市场先机作为建立竞争优势的

新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最终通

重要途径。

过经济绩效体现出来。 对于迭代式创新，组织适应

最后，跨界整合是超前性的重要保障。 创新史

力是另一个结果变量，因为利用迭代式创新，企业一

学家阿特拜克指出，重大创新往往来自于对已存在

方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与用户需求，从而提升

于主导设计元素之外的多种技术的整合，如取代煤

时基绩效，另一方面， 又可以有效应对市场不确定

油灯的白炽灯就建立在电力、抽空技术、碳丝等已有

性。 雷神、水盒子、空气魔方的案例都表明，迭代式

技术的基础上，而这些技术却来自于煤油灯行业之

创新使企业更能掌握市场需求，能够比竞争对手更

外。 白炽灯的发明是一个跨界整合的过程，而免清

快更成功地推出产品从而抢占市场先机并在短时间

洗、空气魔方等小微公司的产品创新过程也反映出

内获得良好回报、构建竞争优势，快速迭代的方式也

这一特征。 免清洗小微在探索解决洗衣机二次清洗

使企业可以有效应对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这一问题的技术方案时，整合了中科院研发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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