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 言

知识转移对企业的生存和生产力的提高非常重

要 [1]。企业网络属性对知识转移有着不同的影响。

伙伴多样性、网络规模可以为企业提供异质性的信

息和资源 [2]。联结强度可以消除知识转移中的不确

定性 [3]，加深成员之间的理解和认知，有利于高效的

知识转移。

网络属性存在动态演化的特征，对知识转移有

着不同影响。随着企业网络的发展，网络规模、联系

密度、持久度等属性动态变化。已有研究大多运用

实证的方法考察静态的网络特征对知识转移的影

响。社会网络分析法将网络中的企业视为同质个

体，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影响要素。成员企业之间地

理距离和知识基础差异也会阻碍知识的成功转移，

即临近性的高低同样影响知识转移绩效[4]。为此，本

文尝试探索网络属性动态变化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

响以及临近性对这一过程的调节。

本文采用计算机仿真方法，运用多智能体构建

模型，研究网络属性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以及临

近性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对仿真结果的统计分

析发现，网络规模、联结密度和联结久度对知识转移

绩效有正向影响，企业间客观存在的临近性差异会

对不同网络属性的作用发挥起到或增强或削弱的调

节效应。主要呈现了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从相对

宏观的层面考察网络属性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

将临近性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网

络属性影响知识转移绩效的作用调节机制。

1 理论基础与假设

1.1 企业网络与知识转移

影响企业间知识转移绩效的网络属性有很多。

这些属性来源于所有与企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结的实

体 [5]，也来源于所有组织内和组织外的资源关系 [6]。

影响知识转移绩效的企业网络因素可以分为三类：

（1）网络结构，包括网络规模和联结密度；（2）网络

关系，包括联结强度和联结久度；（3）网络位置，即

中心性。前两者是从网络整体来看的特征属性，而

网络位置是企业嵌入在网络中的位置，即个体层面

的特征属性[7]。

关于企业间知识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

归纳为表 1所列的五大类因素：接收方属性、发送方

属性、双方关系属性、知识属性、企业所处网络的属

性。

1.2 网络特征属性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网络规模增大能够提高网络成员的多样性，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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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息和知识的获取量 [8]。企业在互动过程中可以

向不同的组织成员学习，分享存在于网络各处的知

识，发现对自身有用的多样化和独特的资源。张志

勇等人结合计算机仿真方法构建了研发团队隐性知

识转移的动态网络模型，发现规模大的网络达到一

定知识水平所需时间较短[9]。网络规模越大，邻接点

数越多，知识状态发生改变的结点的比例也越高[10]。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网络规模对知识转移绩效有正向影响。

H1b：网络规模对知识转移绩效有负向影响。

网络联结密度是指已有直接联结数量与所有可

能直接联结数量之比[11]。拥有丰富且直接联结的网

络能够帮助企业培育相互信任和稳定的关系，发展

知识共享规范[8,12]，提高共识与理解，从而更有效地进

行知识转移。因此，强联结密度的企业网络通过增

强成员间知识的共享与吸收，能够对知识转移产生

显著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网络联结密度对知识转移绩效有正向影

响。

H2b：网络联结密度对知识转移绩效有负向影

响。

网络联结强度指企业间联结的强弱情况，可以

用成员间交互频率或互惠互信程度表示 [11]。关于强

联结与弱联结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存在着不一

致的看法。弱联结不仅能够作为发现新信息的工

具，还可以作为知识扩散的工具。而强联结以牺牲

伙伴多样性为代价，更适用于传递私有信息和复杂

知识。有学者将两者对知识转移的效率进行了对比

研究，认为弱联结有利于公共信息或简单知识在广

泛的范围内传递，而强联结更适用于传递隐性和难

以复制的知识[11,13-14]。关于强度和结构对知识转移共

同影响的研究指出，在个体层面，当信息在传递过程

中损失很小时，具有弱联结的企业网络能更有效地

进行知识转移；在组织层面，当知识转移成本较高

时，具有强联结的企业网络凭借相互间密切的社会

关系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15]。仿真研究也曾指出，联

结强度高的网络能够更快达到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9]。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网络联结强度对知识转移绩效有正向影

响。

H3b：网络联结强度对知识转移绩效有负向影

响。

网络联结久度指成员间关系的持久性或稳定

性。稳定的网络有助于加强成员间的合作关系与相

互信任，促进互动和知识获取[16]，从而促使知识转移，

尤其是使隐性知识的转移更便捷、顺畅。因为隐性

知识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和难以模仿性，通常需

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特定的情景与人员才能很好地加

以吸收应用。所以，联结久度能促进企业间知识转

移绩效。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网络联结久度对知识转移绩效有正向影

响。

H4b：网络联结久度对知识转移绩效有负向影

响。

1.3 临近性的调节作用

临近性涉及到企业的多个方面，如地理临近性

属性属性属性属性 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影响因素 文献来源文献来源文献来源文献来源 

知识接收方属性 
经验（+）、学习意图（+）、学习能力（+）、学习动机（+）、高层领

导的介入（+）、优先性（+）等 
Greve (2005); Simonin (1999) 

知识发送方属性 保护意识（－）、声誉和地位（+）、参与（+）、知识共享的动机（+）等 Dyer和Nobeoka (2000); Greve (2005); Simonin (1999) 

双方关系属性 
组织距离（－）、自然距离（－）、知识距离（U）、规范距离（－）、身份

确认机制（+）、联结密度（+）、联结强度依知识属性而定等 
Cummings和Teng (2003); Dyer和Nobeoka (2000); 
Hansen (1999); Hansen、Mors、Lvs (2005); Simonin (1999) 

知识属性 
缄默性（+、－）、专用性（+）、复杂性（+、－）嵌入性（－）、粘滞性、

编码化知识 & 非编码化知识（调节作用）等 
Cummings和Teng (2003); Hansen (1999); Hansen、Mors、
Lvs (2005); Simonin (1999) 

网络整体特征 

网络规模（+、－） 
网络联结密度（+） 
网络联结强度（+、－） 
网络联结久度（+） 

Bae (2008); Gilsing和 Nooteboom (2005); Hansen(1999); 
Kim和Park (2009); Obstfeld (2005); Uzzi和 Lancaster 
(2003) 企业网络属性 

企业个体嵌入 网络位置（+） Gulati (2000); Tsai (2001) 
注：（+）表示该因素与知识转移绩效正相关，（－）表示该因素与知识转移绩效负相关 
 

表1 企业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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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间地理或空间上的距离，知识临近性是知识

源与接受者所拥有知识的差异，组织临近性是组织

模式上的差异 [4]。知识转移双方的临近性会对网络

属性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如社会资本很难在地理

距离遥远的组织间传递；较短的地理距离有利于组

织双方进行更有效的互动，加深网络联结，获得更为

丰富的信息资讯和隐性知识[17]。拥有显著共同知识

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相关吸收能力，倾向于建立长久

密切的联系以促进组织间学习与知识渗透，否则知识

距离太远就需要更多的步骤才能完成学习过程[18]。相

近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可以促进知识转移双方建立良

好的工作关系，降低转移成本，促进转移绩效[19]。因

此，本文将企业间临近性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考

察其在企业网络属性影响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调节作

用。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a：临近性越低，网络规模对知识转移绩效的

作用越大。

H5b：临近性越低，网络联结密度对知识转移绩

效的作用越大。

H5c：临近性越低，网络联结强度对知识转移绩

效的作用越大。

H5d：临近性越低，网络联结久度对知识转移绩

效的作用越大。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研究模型

2 仿真模型

现有关于知识系统的研究通常是实证性和静态

的，难以获得充分的历史数据，不能完全从整体上解

读系统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计算机仿真建模的研究

方法一方面符合复杂自适应系统特点，适合对社会

网络进行研究[20-21]；另一方面能够模拟企业网络的动

态演化过程，揭示动态过程机制，克服实证研究的局

限。本文将采用计算机仿真方法，利用多智能体构

建模型进行研究。

2.1 变量

本文利用初始化网络中的企业数量来衡量网络

规模；采用企业间直接联结的数量来判断网络是分

散的还是有许多关联的；利用网络中联结分布的均

匀情况来反映联结强度，联结密集分布于少数企业

表示联结强度高，分布较均匀表示联结强度低；运用

网络中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概率表示联结久度，概率

大表示网络不稳定，联结久度差。同时，利用临近性

标准差的大小来表示企业临近性的差异程度，标准

差大表示企业间在地理距离、知识距离、组织距离等

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采用网络平均知识存量和网

络平均联结数量作为知识转移绩效的度量指标[11,22]。

2.2 模型构建

网络系统和企业个体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具有较

大的复杂性，仿真难以进行全方位模拟。已有研究

或者利用企业间的连接方式和连接偏好建模，或者

利用地理距离和知识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建模。本文

在已有研究证明临近性对知识转移绩效影响的基础

上构建模型[23]。

（1）主体描述。包括对企业本身和知识转移影

响因素的描述，主要有知识属性、组织属性、制度属

性、地理标识以及知识转移量等。在初始化过程中，

随机或者按照实证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赋值。

（2）行为规则。对每个主体定义三大行为：知

识发送方的企业选择行为、知识存量转移行为与新

企业建立联结的行为。对这些行为过程均设定：总

距离相对越小的企业，参与知识转移行为的概率越

大，越容易转移到较多的知识，越容易建立联结。总

距离是对地理距离、知识距离和组织距离的度量。

① 建立联结规则：两个主体 i 和 j 之间建立联

结的概率 PL 为：

PL(i, j) =
1/Dij

∑
i≠ j
1/Dij

（1）

 

H1 

H2 

H3 

H4 

H5a H5b 
H5c 

H5d 
网络规模 

网络联结密度 

网络联结强度 

网络联结久度 

知识转移绩效 

临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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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j 为两个主体之间的总距离，即地理距离、知

识距离和组织距离的加权和。

② 知识转移规则：两个主体 i 和 j 之间发生知

识转移的概率 PF 为：

PF(i, j) =
1/Dij

∑
i≠ j
1/Dij

（2）

当发生知识转移时，主体 i 从主体 j 得到的知识

增量 ΔK 为：

ΔK(i, j) =
Kj

Dij
（3）

式中：Kj 为主体 j 的知识存量。

在整个仿真运行过程中，首先计算判断企业是

否可以进行知识转移。若发生转移，则按照知识转

移行为规则进行衡量。若判断该企业没有可以进行

知识转移的对象，则按照建立新联结规则为它寻找

对象并建立联结。如此往复，网络中知识存量和联

结数量有了很大提升。考虑到现实中企业间联系与

合作可能会需要一段很长的交往期，也可能会临时

中断，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增加了联结消亡的设定，使

仿真过程更具现实意义。

3 仿真实验与分析

3.1 实验设计与运行

本文采用NetLogo仿真平台来运行模型，设定仿

真步长为 100，即企业网络中所有结点进行 100次知

识转移活动后演化成新的企业网络形态。

将提取的 4种网络特征属性及临近性标准差的

大小进行组合，共设计出 32种不同的情境。将网络

规模大小分别取值为100和30；联结数量大小取值为

100和 20；分布集中表示网络联结强度高，分布均匀

表示强度低；企业进入与退出概率即联结久度，0.005
表示网络稳定，0.03表示网络不稳定；临近性标准差

高设为 2，低设为 1。图 2显示了某次仿真程序运行

的初始形态和完成形态，图3显示了某次仿真实验输

出的图形结果。

3.2 仿真结果分析

将每种网络情境在NetLogo中运行30次，最后提

取所有数据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

表 2是因变量为网络平均知识存量的多层次回

归结果。模型1将网络规模、联结密度、联结强度、联

结久度4个网络属性纳入分析，观察上述自变量对网

络平均知识存量的影响。模型2至模型5在模型1的
基础上分别将临近性标准差与各个自变量的交互项

纳入回归分析以观察临近性的调节作用。

表2 因变量为网络平均知识存量的多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的分析结果表明，网络规模与平均知识存

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b=0.691，p<0.001)，支持

H1a。从交互项结果判断，临近性对网络规模存在负

向调节作用(b=-0.725，p<0.001)，即临近性越小，网络

规模对知识转移绩效的作用越大，支持假设H5a。模

型中联结久度用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概率表示，两者

 

图2 某次仿真程序的初始形态和完成形态

 

图3 某次仿真实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网络规模 0.691*** 1.190*** 0.691*** 0.691*** 0.691*** 
联结密度 0.002 0.002*** 0.038 0.002 0.002 
联结强度 -0.006 -0.006 -0.006 -0.033 -0.006 
联结久度 0.008 0.008 0.008 0.008 0.069 

临近性×网络规模  -0.725***    
临近性×联结密度   -0.052   
临近性×联结强度    0.039  
临近性×联结久度     -0.089* 

F值 1184*** 1270*** 986*** 986*** 989*** 
R2 0.862 0.889 0.861 0.861 0.862 

调整后的R2 0.860 0.888 0.860 0.860 0.861 
注：显著性水平*P<0.1，**P<0.05，***P<0.001，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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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相反趋势。因此临近性对联结久度存在正向调节

作用(b=-0.089，p<0.01)，即临近性越大，联结久度对

平均知识转移的作用越大，与假设H5d相反。

表 3是因变量为平均联结数量的多层次回归分

析结果。模型 1观察 4个自变量对网络平均联结数

量的影响，模型 2至模型 5在模型 1的基础上分别将

临近性标准差与各个自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分析

以观察临近性的调节作用。

表3 因变量为网络平均联结数量的多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的结果表明，网络规模（b=0.204，p<0.001）、

联结密度（b=0.084，p<0.001）和联结久度（b=-0.891，
p<0.001）与平均联结数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

持假设H1a、H2a、H4a。临近性对网络规模存在正向

调节作用（b=0.830，p<0.001），即临近性差异越大，网

络规模对建立联结的作用越大，与假设H5a相反；对

联结久度存在负向调节作用（b=0.397，p<0.001），支

持假设H5d。
3.3 结果讨论

统计结果表明，网络规模、联结密度和联结久度

对知识转移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联结强度对知

识转移绩效无显著影响。规模越大，网络知识存量

和成员类型越多，企业越容易找到相应对象建立联

结并转移知识。然而当集群网络增加到一定规模

后，由于受到地理位置、文化环境、技术能力等多方

面限制，交易对象和次数会保持在某一稳定水平上，知

识转移绩效也会随之稳定下来[24]。即规模较大的网络

在增加多样性的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噪音”[20]。

网络的初始联结密度与平均联结数量呈正相关性，

支持了Obstfeld等人的研究[25]。在初始联结密度较高

的网络中，结点的平均联结越多，知识系统的联通性

越好，企业就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获取其他成员

的资源，加速社会资本的流动[10]。稳定性高的网络，

有利于建立更多、更可靠的联结，帮助更快地达到一

定的知识水平 [9]。否则频繁波动的网络不但会降低

企业同其他成员建立新联结的倾向和信心，还会削

弱其横向关联扩张的动机，最终导致系统内知识难

以有效流通。本次仿真研究均未支持结构洞理论和

强联结理论。对于单个企业来说，网络中心性越高，

越有利于自身的学习和创新绩效的提高 [26]。而对于

不均衡的网络来说，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更具竞

争优势。可能是由于相同网络分布状态下，存在知

识传播的第二种“噪音”，即知识中包含有难以传达

的“隐性”成分[20]。弱联结有利于公共信息或简单知

识在广泛的范围内传递，而强联结更适用于利用密

切的社会关系传递私有信息和复杂知识[11,13-14]。

临近性对网络特征属性影响知识转移绩效所起

的调节作用各不相同。临近性差异较小时，网络规

模有助于互相之间转移知识，联结久度有助于互相

之间建立联结。当企业拥有相似技术、知识、文化基

础时，网络多样性有助于传递和分享各种知识。在

网络中长期稳定发展的企业由于拥有较高的声誉而

更加容易与其他企业建立联系。临近性差异较大

时，网络规模有助于建立联结，联结久度有助于互相

之间转移知识。意味着即使双方存在某种地理、文

化或组织上的差异，企业也可能会持有开放性的态

度与其建立起丰富的关系，但与那些已经拥有稳定

联结的企业相比，其能转移到的知识还有所不及。

因此，研究临近性在网络属性影响知识转移绩效过

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4 总 结

本文利用多智能体构建仿真模型，分析了网络

规模、联结密度、联结强度和联结久度四种企业网络

特征属性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以及临近性所起的

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网络规模、联结密度和联结久

度对知识转移绩效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支持联结强

度对知识转移绩效存在影响的判断。企业间客观存

在的临近性差异也会对网络属性的作用发挥产生或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网络规模 0.204*** -0.367*** 0.204 *** 0.204*** 0.204 *** 
联结密度 0.084*** 0.084*** 0.119*** 0.084*** 0.084*** 
联结强度 0.007 0.007 0.007 0.023 0.007 
联结久度 -0.891*** -0.891*** -0.891*** -0.891*** -1.164*** 

临近性×网络规模  0.830***    
临近性×联结密度   -0.050   
临近性×联结强度    -0.023  
临近性×联结久度     0.397*** 

F值 1498*** 1911*** 1248*** 1247*** 1358*** 
R2 0.887 0.923 0.887 0.887 0.895 

调整后的R2 0.886 0.923 0.886 0.886 0.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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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或削弱的影响。因此，为保证企业知识转移绩

效的有效提升，企业在选择知识转移对象时不能只

注重网络规模大小，还要甄别伙伴的知识配置水平，

提高知识转移效率，降低“噪音”。

现有的仿真模型虽然有利于观察网络的动态演

化过程，但对现实情况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简化。

未来研究还可尝试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现实影响因

素，如企业声誉、学习能力等，将使仿真研究更具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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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ter-firm network attributes on knowledge transfer performance, a
multi-agent simul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Results of the computerized simulation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Da⁃
ta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network scale, network stability, and the initial network density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in⁃
ter-firm knowledge transfer performance, and the existent differences of proximity between firms may affect the influ⁃
ence of network attributes on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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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R&D Financ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Industr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Idea of Collecting R&D Tax

YANG Ligao1,2, YANG Yanping2, LIU Jianjiang1

（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Changsha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6,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for Vehicle Bod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rticle character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s achievement and the
market character of enterprise investing R&D fund leads to R&D financing is out of market order. And this brings
out the problems of R&D fund serious insufficiency and slowly increases. Based on theory of supplying public arti⁃
cle and theor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is paper suggests carrying out the government intervening behaviors of
collect R&D tax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D market financing inefficiency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automobile industry. This paper also carries out the main contents of R&D Tax and analyses the antici⁃
pated profits of collect R&D tax.
Key words: R&D financing; market inefficiency; R&D tax; automobile industr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上接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