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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the technology is convergent or discrete among enterprises has a profound meaning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view of the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research, integrating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co-o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ata such as invention patents of 

240 GEM listed companies reveals the phenomenon of convergence / discretion among enterprises Internal 

mechanism.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ology dispers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on technology convergence 

effect; institutional distance enhanc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of geographic distance on technology 

dispersion, and weak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and the discrete effect of 

technology. Institutional distance positively regulated the effect of cooperation on technology convergence 

amo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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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之间在技术上是趋同还是离散，具有产业成长的深刻含义。针对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整合企业

间地理距离、竞合关系和制度距离三个视角，基于 232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发明专利等数据的实证研究，

揭示企业间技术“趋同”/“离散”现象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地理距离与竞争关系对企业间技术离散效

应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合作关系对技术趋同效应呈正向关系；制度距离增强了地理距离对企业间技术

离散效应的正向关系，削弱了竞争关系对技术离散效应的正向关系，正向调节了合作关系对企业间技

术趋同效应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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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仅是新兴技术、创新

产品的拥有者，更是产业格局的构建者。党的十九大报

告进提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将经济增长从重视量的增

长转变为重视质的提升。要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

创新体系，提升产品价值与创新效率。但由于研发的成

本高、门槛高且风险大，而市场竞争激烈、价值回报要

求快，以及研发和市场等多个层面的激烈约束条件下，

中国企业普遍倾向于实施“平推型”的市场导向战略，即

通过技术许可、模仿甚至侵权等方式从外部获取现成技

术，进行“平推型”的技术升级。成为中国相当部分产业

的技术和产品同质化发展的重要原因。由“平推式”向

“攀升式”转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企业以创

新为基石，进行个性化的技术定位和研发策略，在产业

层面上形成差异化的技术分工和协同化的研发合作。那

么企业技术趋同/离散式发展策略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

理是什么？ 

企业的知识基础观（KBV）认为，知识是决定企业

技术能力的关键资源（Grant，1996）[S2]。底层的知识

基础是构成一家公司拥有的特质资源之一。知识基础的

构成包括知识的深度与广度（Venturini 等，2019）[1]，

而知识基础的构建拥有两个途径：一是对企业固有知识

的重新组合，产出新的有价值的知识（Grant，1996）[S2]；

二是通过外部探索，获取新的知识元素，实现新技术突

破（Moenaert 等，1990），然而受企业自身资源约束、

环境限制和市场竞争，知识基础的迭新与重构难以短期

实现突破（Teece，2000）。专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技

术信息源，体现了企业知识的拥有水平。同时，很大程

度体现技术之间的关系。Sapienza 等[6]提出利用专利分

布情况代表两个企业技术和知识基础的重叠度。同时，

专利分布能代表同产业企业在技术重点和分布上的差

距程度（Petruzzelli，2011）[7]，代表着企业间技术趋同

/离散分布现象。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技术趋同/“离散

现象的研究聚焦于对各类绩效的影响，且多从经济发展

水平（Xiong 等，2020）、市场环境、创新政策出发，

将技术趋同或离散作为前因变量，探讨其对创新绩效的

影响；或单从主体邻近性出发，探讨技术创新轨迹与策

略。都未能考虑到企业是社会经营的产物，同一时空内

受资源、市场、位势等多方位因素影响，同时忽视了对

企业技术发展策略选择的内在机理探讨。 

面对上述研究的局限，本文基于知识基础理论，探

讨并检验地理距离、竞合关系对企业间的技术趋同/离散

现象作用的背后机理及效用差异。同时引入制度视角，

针对以往研究对企业行为中制度因素研究鲜少，导致对

企业技术研发策略中制度环境很难找到相应的理论支

撑的问题，以及研究视角、市场和位势因素研究的缺乏。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1）揭示不同区域企业间制度

差距带来的情境作用，有利于制度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整合和边界拓展。（2）结合国

内学者关于知识丰富性与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

成果，做进一步理论与实证推进，丰富企业技术研发方

向差异背后的成因研究。并为我国不同区域企业间知识

转移和技术研发策略选择方面提供更具情境匹配的理

论支持。同时，具有破解国内企业技术发展由“平推式”

向“攀升式”转型的实践指导意义。 

2. 理论文献与研究假设 

2.1 地理距离与技术趋同/离散效应 

在地理位置对企业行为影响方面，“地理距离”作为

影响企业间活动的重要自然属性，不断被学者关注。现

有研究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地理距离与知识转移、溢出的

关系。首先，从邻近企业知识溢出角度，在其他条件相

同时，地理邻近的企业间信息传输效率高，特别是隐性

知识更易产生溢出，并随着地理距离增大这种现象逐渐

削弱。其次，从企业技术学习的角度，同领域企业地理

邻近拥有基础设施共享及信息外部性等优势，利于企业

间的互动学习和知识获取。以及企业内部网络结构特征

在地理邻近时对知识互换的促进作用。再者，从非正式

联系角度，地理邻近使得企业间文化、习俗、人员结构

属性相近，有效提升企业间互动学习、知识溢出效率，

继而影响企业间的技术发展趋势（Bessonova 等，2019）。 

然而，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便利化，

不少学者做出“地理无碍”的判断，认为地理距离对企业

技术发展的影响正在不断弱化甚至消失。原因在于，信

息技术在企业的知识基础观中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信息系统可被用于整合、促进和加强企业内与企业间的

大规模的知识管理（Kogut 等，1992）[3]。同样，国内

学者得出相比较地理距离，交通时间的影响更为根本。

Wang and Lin[甚至得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出发展，地理

距离的影响效应会逐渐消失的结论。但 Buenstorf and 

Schacht[2]利用美国 159 家公司的商业化数据，实证得出

企业间地理临近并未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原因

可能是在企业知识传递中，可编码的显性知识易被接收

主体理解，但隐形知识这类难以编码的知识在难以通过

信息技术传递（Petruzzelli，2011）[7]。 

虽然上述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性结论，但基于理论推

理和文献研究，本文认为目前地理距离对企业技术研发

趋势影响依旧显著。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地理距离与企业技术离散效应呈正向相关，

即地理距离增加，企业间技术离散现象显著。 

2.2 竞合关系与企业技术趋同/离散效应 

竞合关系是由竞争与合作两种相互矛盾的混合行

为组成，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是紧密联系，且交织发生

的，两者间是动态博弈的存在（Lado 等，1997）[1]。有

学者断言，市场关系中最好的合作伙伴是强大的竞争对

手（Deligianni，2019）。竞合过程中，企业与众多内、

外部组织组成竞合网络，包括供应商、竞争企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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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值网络成员的多方博弈，因自身利益企业会较多与

竞争对手产生动态博弈（Deligianni，2019）。竞争企业

间因共同利益目标而进行合作，共担成本和风险；但因

考虑自身核心资源被窃取或产生利益分歧等因素，企业

间会出现由合作向竞争关系转变（Kafouros 等，2015）
[3]。因此竞争企业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根据相互之间

的利益关系进行转变。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间竞合关系根植于市场关系，

企业因所具备的知识、能力、资源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

求，向外寻求其他关系方进行合作以获取所需要的知识

与资源。其中，最为高效的途径是与竞争企业的合作交

流。因为竞争企业中的知识已经包含筛选、整合后的供

应商和用户的知识（Fernandez 等，2014）[2]。但由于市

场复杂性，合作伙伴之间的依赖关系因利益变化、资源

依赖改变等存在的潜在竞争风险和机会主义风险，而影

响合作关系，进而发生演变（Kafouros 等，2015）[3]。

这就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与其他企业的

合作获取成熟知识，使企业快速了解当前行业发展格局

与技术发展趋势，降低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彼此

共同面对当前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潜在风险（Wu，2014）
[2]；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坚守已掌握的核心知识与技术诀

窍，加强自身知识独占性，在合作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Fernandez 等，2014）[2]。 

然而，随着竞合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竞合行为在

均衡性、知识转移特征和表现时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企业间竞合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可能出现合作中有

竞争，也可能由合作转变成竞争，但在一段时期内企业

间只会出现一种主导关系 Chiambaretto 等[3]。当企业间

竞争强度增大会抑制合作关系，遏制伙伴间互动学习和

知识溢出，促使企业间技术差离散式发展。这是因为：

（1）企业竞争的本质在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有限的

资源条件下，竞争成为必然。即使是在企业间资源共享

的情况下，竞争关系依旧存在。企业经营活动的本质是

获利，只有在满足一定利益条件下，合作关系才会得以

开展；（2）市场份额是企业竞争的关键动因，所占市

场份额能直接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更能体现其行业地

位。因此，为获得高占比的市场份额与资源，保持可持

续竞争优势和自身知识独占性，企业更倾向采取保守的

知识战略。以抑制核心知识与技术诀窍的泄露，刻意降

低知识转移的深度和速度。 

组织学习理论的相关研究认为，企业乐于采取合作

行为扩展自身知识基础。首先，企业初始阶段存在与外

部组织之间的联系不紧密、互动不频繁，影响组织间技

术资源的转移的问题。若彼此间建立合作关系，无疑能

够增进企业与外部知识来源间的信任和沟通，通过获取

合作伙伴的成熟知识展开技术升级，能降低成本与风险

（Fernandez 等，2014）[2]；其次，同产业企业往往有相

似的知识基础与市场重合度，面临相同的困境与挑战，

广阔的市场并未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彼此间合作

做大“蛋糕”往往是共同的利益目标（Nalebuff 等 ，

1996）。竞争者之间进行深入交流合作能有效降低企业

的试错成本与风险；再者，企业隐性知识因其特殊性质，

难以轻易在企业间溢出和吸收，而深入合作关系能成功

克服这一难题。隐性知识的运用能快速帮助企业掌握彼

此间新技术、新产品中的核心知识。综合上述分析，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竞争关系与企业技术离散效应呈正向相关，

即企业间相互竞争促使技术的差异化发展。 

假设 3：合作关系与企业技术趋同效应呈正向相关，

即企业间合作促使技术趋同发展。 

2.3 制度距离对地理距离和技术趋同/离散效
应的调节作用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基于规范、价值观

和文化意义系统的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

束（Li 等，1990）。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

正式制度中法律支持、市场监管条例等，体现了政府部

门为规范市场运营、营商环境所采取的有强制性、约束

性的管控，主要表现形式有：产权制度、合同法、各类

政策等（Xin 等 1996）[6]；非正式制度中包含道德规范、

文化、价值观等不依赖政府强制行政执法机构而形成的

某一区域全体社会成员的认知约束，具有很强的地域特

征，不易被外部成员理解。 

制度距离是指不同区域间制度环境差异。目前国内

外学者研究聚焦于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跨国并购等所

面临的制度障碍（Lee 等，2019），仅有少量学者对国

内地区制度差距导致的企业行为展开探讨与研究。实际

上，由于文化、历史和自然禀赋条件的差异，以及地区

间制度演化进程的差异，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存在迥

异。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正式制度占的比重越高，

非正式制度占比越小。此时，企业的各项权力（如知识

产权与契约权力）得到高效的保护，企业经营成本和交

易成本降低，学习交流的效率提升。而当企业所处的制

度环境越较差，文化、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占比提升，

企业行为的不可控性也随之提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

度的作用是交叉产生影响，看的见的手（正式制度）和

看不见的手（非正式制度）共同构建完整的情境依赖作

用。由此，当企业间制度距离过大时，企业间正式制度

与非正式制度占比差异会影响地理距离和竞合关系对

知识交流的效果，进而影响技术发展趋势。 

企业间地理位置的不同，制度环境也存在差距。当

制度环境差距较大时，企业间在进行知识、信息的互换

前，需投入相应的研究工作（如资料收集或向咨询公司

寻求帮助），以解读对方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法律、规

则等正式制度。隐性程度高的非正式制度难轻易掌握，

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成本。使得本就因地理距离较大的

企业主体间较弱的知识的转移效率进一步受到限制。出

于各类效益权衡，企业会放缓，甚至放弃本就低效率的

知识、技术互动（Wright 等，2005）[1]。因此，制度距

离加剧了因地理距离导致的技术发展差异化现。例如，

东部地区的法律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造成西部地区

的非正式制度运用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双方地区的企业

难以有效利用当地规范与认知构建关系网络，进一步遏

制企业间知识、技术的交流与传递。由此，提出如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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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假设 4a：制度距离在地理距离与企业间技术离散效

应起正向调节作用。 

竞合过程中，当制度距离较大时，制度环境较好的

一方，正式制度较为健全，市场规范性较高，市场交换

体系中法制监管的完备程度较高，企业行为主要受市场

机制调控。法律支持程度的提升能有效抑制企业交流过

程中出现的如技术侵权和恶意侵占等行为的发生。此时

企业坚守基本的信任机制，积极参与竞合网络。而制度

环境较差的一方因非正式制度占比较高，受规则约束有

限，机会主义行为加剧。即使制度优势方企业有意降低

构建合作联系的动机（Ritala 等，2013）[1]。但本着以

击败竞争对手为目的；获取高额市场份额为目标

（Tomlinson，2010）[6]，制度劣势方通过采取价值认同、

规则“擦边球”等方式，以较低成本充分了解竞争企业所

处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行业自律规范，以此获取优势

方的知识、技术，快速拓展自身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因

此，企业间因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削弱了企业间竞争

关系与知识转移与溢出效应的关系，进而减弱了竞争关

系与企业技术离散效应的正向相关性。 

当企业间制度距离较小时，制度环境邻近使合作企

业具有共同的价值认知，有效减少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冲

突和协调成本，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

性因素。同时，对企业合作创新有激励和制约作用，一

方面正式制度中相似法律规则能激励企业合作创新；另

一方面又具备制约作用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规范。企业间

以信任为基础，解除了戒备心理，有助于形成合作共赢

的良性循环。而当企业制度距离增大时，正式/非正式制

度的差异导致交易、沟通成本增加，知识转移效率下降，

竞争优势方更易判定合作过程中风险系数过大。此时企

业间容易产生信任危机，知识、技术共享过程中有所保

留。因此，当制度距离越大，企业间合作产生的技术“趋

同”现象会有所削弱。结合上述内容，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b：制度距离在竞争关系与企业技术离散效应

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 4c：制度距离在合作关系与企业技术趋同效应

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3. 数据与变量 

3.1 样本与数据 

使用 stata14 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选择 2010-2014 年

中国创业版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依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中的两位数行业编码，本

文样本企业为 8 个行业 232 家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剔除

数据不全观察值后，最终得到 11552 个观察值。样本公

司的基本性质数据根据年报和网络资料手工整理得到，

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同花顺数据库。 

3.2 变量测度 

3.2.1 因变量 

技术趋同/离散效应，衡量行业内二元企业间技术水

平接近程度，本文以企业间技术距离远近代替衡量技术

水平接近程度，技术距离越大，离散效应越明显，反之

趋同效应越明显。本研究借鉴 Jaffe 等[3]利用专利分类号

的测算方法，获取专利具有申请时间的窗口期，在此做

了一年的滞后处理。用其表示企业间技术的趋同和离散

程度，： 

𝑇𝐷𝑖𝑗 = 1 −
∑ 𝑃𝑖𝑘𝑃𝑗𝑘
𝑁
k=1

√∑ 𝑃𝑖𝑘
2 ∑ 𝑃𝑗𝑘

2𝑁
k=1

𝑁
k=1

                (1) 

i，j 代表公司；k 代表公司所在行业所申请的所有

专利类别；N 为类别总数；𝑃𝑖𝑘代表 i 公司申请的 K 类专

利在样本公司申请 K 类专利总数的比例。𝑇𝐷𝑖𝑗介于 0 和

1 之间，0 代表技术完全一致，技术趋同程度越高；1

代表技术完全不同，技术离散程度越高。 

3.2.2 自变量 

（1）地理距离。采用广泛认同的经纬度坐标测得

企业间地理距离[2]，计算方法如下： 

D=R×arccos[sin𝛽1sin𝛽2+cos𝛽1cos𝛽2cos(𝛼1-𝛼2)]  (2) 

企业 A 的经度和纬度分别为𝛼1和𝛽1，企业 B 的经

度和纬度分别为𝛼2和𝛽2（经度和纬度均为弧度），R 为

地球半径，为 6370 千米。 

（2）竞合关系（JZ）。衡量二元企业间的合作、

竞争关系。竞争关系用产品市场竞争的测量方式作为替

代变量，表现为同领域企业间市场份额的差距，反应企

业间竞争关系。 

合作关系（HZ）采用两种测量方式加权所得来表

示：第一，企业间合作申请专利数量。但在现实企业经

营活动中，只有当企业间展开深层次，并且双方都有着

较为丰厚的研发实力时才会合作申请专利。在实际数据

统计时发现合作申请专利数据出现“零膨胀”现象，难以

准确体现企业间真实合作关系。因此引入第二种测量方

式，采用与相似的文本分析方法，通过筛查网络资源企

业主体间合作活动相关的报道、词频等进行分析，用以

补充合作关系。 

制度距离，通过使用市场化指数的分指数计算制度

距离。采用欧式距离方法[1]。计算公式如下： 

𝐼𝐷𝑖𝑗 = √∑ (𝐼𝑘𝑖 − 𝐼𝑘𝑗)
25

𝑘=1                     (3) 

𝐼𝐷𝑖𝑗是指省份 i 和 j 之间的制度距离，其中𝐼𝑘𝑖是省份

i 在制度维度 k 上的得分，𝐼𝑘𝑗是省份 j 在制度维度 k 上

的得分，k 的取值是 1 到 5。这是因为市场化指数包括 5

个分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

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

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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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控制变量 

为了有效控制其它因素对技术趋同离散效应的潜

在影响，本研究引入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

研发投入(R&D)作为控制变量。一般情况下，企业成立

年限越久，积累的经验优势、学习能力和知识转化能力

就越强，以企业间成立年数差额绝对值表示。企业规模

以期末资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表示。研发投入为每年投入

研发总额/资产总额，研发投入决定企业每年在研发环节

的投入。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专利数量”是离散的非负正数，泊

松模型可能低估参数的标准差，无法较好拟合数据，而

选择 OLS 回归处理数据时更具灵活性。同时，结合

Hausman 检验中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结果，最终选择

OLS 回归固定效应模型。 

4.2 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采用 Stata14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所得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1。在进行定量研究时，调节变

量的检验要求先进行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产生新

变量，再进入方程后回归系数达到显著。为避免变量间

的共线性问题，对交互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同时在

回归分析时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VIF，所得值均小于５，

进一步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1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Variable Mean Std.Dev. 1 2 3 4 5 6 7 8 

1.TD .948 .151 1.000        

2.GD 6.445 1.234 0.074*** 1.000       

3.JZ .021 .020 -0.015 -0.017* 1.000      

4.HZ 1.079 4.853 -0.043*** -0.054*** 0.026*** 1.000     

5.ID 5.822 5.147 0.117*** 0.325*** 0.003 -0.049*** 1.000    

6.SIZE .697 .516 -0.001 -0.020** 0.344*** 0.065*** -0.027*** 1.000   

7.NL 4.013 3.182 0.042*** 0.002 -0.071*** -0.039*** -0.018** -0.035*** 1.000  

8.RD .053 .064 -0.047*** 0.001 -0.077*** 0.337*** -0.082*** 0.014 -0.025** 1.000 

注：1)***、**和**分别表示在.001、.0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 

4.3 实证研究结果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模型的设置有随机

效应和固定效应两种，依旧 Hausman 检验结果，确定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本文

所使用的变量进行 1%水平上的缩尾（Winsorize）处理。

实证结果如表 2 所示： 

模型 1 基本模型，仅包含因变量、控制变量。模型

2、3、4 在基本模型（模型１）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地理

距离、竞争关系、合作关系测度指标，模型 2、5 中加

入地理距离后效果显著，其中模型 2 中所得回归系数为

0.0082 且在ｐ＜0.1 的条件下统计显著。表明地理距离

越大，企业技术离散效应越显著，假设 1 得到验证。模

型 3、5 中加入竞争关系后效果显著，其中模型 3 中所

得回归系数为 0.2692 且在 p＜0.05 的条件下统计显著。

表明竞争关系越激烈，企业技术离散程度越显著，假设

2 得到验证。模型 4、5 中加入合作关系后效果显著，所

得回归系数为负 0.0014 且在 p＜0.01 的条件下统计显

著。表明当企业间合作关系紧密时，技术离散效应负向

显著，即企业间技术趋同效应越显著。 

假设 4a- 4c 预测制度差距在地理距离、竞合关系对

企业技术趋同/离散效应的影响中有调节作用。为检验假

设 H4a-H4c，本文构造跨制度距离与地理距离、市场竞

争以及市场合作的交互项，再进行回归分析。为避免引

入交互项可能导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中心化处理

后的变量构造交互项。模型 6 的回归结果表明地理距离

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0002 且在 p＜0.01

的条件下统计显著。说明假设 H4a 得到了实证支持，即

企业间制度距离越大，地理距离与企业技术离散效应越

显著。其次，模型 7 的回归结果显示市场竞争与制度距

离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 0.0204 且在 p＜0.05 的条件

下统计显著，假设 H4b 得到了实证支持。表明当制度距

离越大时，市场竞争与企业技术离散效应的正向相关性

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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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理距离、竞合关系与技术趋同/离散效应实证分析图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8 

GD 
 

0.0082* 

(0.072)   

0.0086* 

(0.067) 

0.0093* 

(0.093)   

JZ 
  

0.2692** 

(0.048)  

0.2791** 

(0.045)  

0.2677** 

(0.045)  

HZ 
   

-0.0014*** 

(0.001) 

-0.0015*** 

(0.001)   

-0.0010*** 

(0.005) 

ID 
     

0.0243*** 

(0.004) 

0.0235*** 

(0.004) 

0.0240*** 

(0.004) 

GD × ID 
     

0.0020* 

(0.100)   

JZ × ID 
      

-0.0204** 

(0.028)  

HZ × ID 
       

0.0002* 

(0.090) 

SIZE 
-0.0049 

(0.101) 

-0.0049* 

(0.099) 

0.0058* 

(0.077) 

-0.0053* 

(0.071) 

-0.0064* 

(0.052) 

-0.0049* 

(0.094) 

-0.0058* 

(0.076) 

-0.0053* 

(0.071) 

NL 
0.0029* 

(0.099) 

0.0029* 

(0.097) 

0.0030* 

(0.087) 

0.0029* 

(0.094) 

0.0031* 

(0.080) 

0.0032* 

(0.067) 

0.0033* 

(0.057) 

0.0029* 

(0.094) 

RD 
-0.0308 

(0.121) 

-0.0310* 

(0.089) 

-0.0327 

(0.063) 

-0.0277* 

(0.061) 

-0.0295* 

(0.088) 

-0.0324* 

(0.077) 

-0.0353* 

(0.056) 

-0.0277* 

(0.061) 

cons 
0.9411 

(0.000) 

0.8881 

(0.000) 

0.9358 

(0.000) 

0.9427 

(0.000) 

0.8818 

(0.000) 

0.7348 

(0.000) 

0.7978 

(0.000) 

0.9427 

(0.000) 

R-squared 0.0008 0.0009 0.0014 0.0012 0.0019 0.0020 0.0025 0.0025  

obs 11552 11552 11552 11552 11552 11552 11552 11552 

注：1)***、**和**分别表示在.001、.0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 8的回归结果显示合作关系与制度距离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为 0.0002 且在 p＜0.1 的条件下统计显著，

假设 H4c 未得到实证支持。原因在于当制度距离较大

时。处于制度环境好的企业，为了充分地利用自身资源

的独占性，需要将不同视角(如竞争对手、政府部门)的

知识信息进行整合和相互印证，以发掘可能的市场需求

和符合未来宏观发展趋势的新机会。此时，企业会利用

地域间制度差异的契机，加深合作联系以转移更多有益

的异质性、多样化知识。处于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由于

政策支持有限，谋求发展需要依赖更多外部技术的支

持，相比较采取不正当手段方式所面临的风险问题，企

业可能愿意采取合作策略。因此，当制度距离越大，合

作关系越强的企业间互动学习，知识转移的效率越高，

进而促使技术的趋同效应越明显。 

 

 

 

 

5. 结论与启示 

5.1 理论贡献与研究启示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与竞争关系对企业间

技术离散效应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合作关系对技术趋同

效应呈正向关系，并受制度距离调节。当制度距离越大，

地理距离对企业间技术离散效应的正向关系越强，但削

弱了竞争关系对技术离散效应的正向关系，增强了合作

关系对企业间技术趋同效应的正向影响 

本文中地理距离与企业间技术离散效应关系与以

往研究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证实了地理距离对于技术

离散发展的影响。但与以往研究中竞合关系均能显著促

进企业间知识转移，影响技术研发略有不同，本研究厘

清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企业知识转移效果不同

的作用机理，证实了企业间竞合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差异

性结论（Shou 等，2014）[2]。同时增加了制度环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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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企业间情境影响效应，而这一情境因素的作用在

以往的研究中是被忽视的。理论分析表明，制度距离加

大导致企业跨地区的知识转移与交易成本的难度上升。

但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在已经建立竞合关系的企业

间，制度距离的增大能促进二者间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

挥，使劣势方有可趁之机，向优势方进行“窃取式”知识

转移。促使企业间知识基础同质化，并加强技术研发趋

同化现象。通过技术模仿、甚至侵权等方式虽能从外部

获取现成技术快速获利，但挫伤了企业技术创新积极

性，限制产业技术创新格局发展，使得企业技术由“平

推式”向“攀升式”的发展模式转变愈加困难。因此，本

文研究意义在于破解企业在何种关系与情境因素下技

术发展的内在机理，同时也丰富了知识基础理论与国内

制度环境相关研究。 

同时，本研究对政府和企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对

政府而言，可以通过适度提高制度环境落后地区的制度

执行程度和透明度，实施有地域特色的制度环境，激发

企业差异化发展的积极性，提高中国企业自主研发效

率；对企业而言，企业需要熟悉本地制度与其他地区的

制度环境。在构建跨地区企业间竞合关系时将制度环境

列入评估因素，充分利用不同地区间制度差异带来的创

新研发动力。制度邻近的企业间，尤其是与同领域的龙

头企业相邻近时，通过互动学习、知识转移等能快速提

升技术研发水平。制度距离较大的企业间可以通过差异

化技术研发策略开拓蓝海市场，并尝试新技术领域的标

准制定，实现技术创新领跑。同时也有助于构建企业战

略格局和创新精神，有利于稳步推进创新发展战略实

施。 

5.2 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之处，这也构成未来可能的研究方

向。第一，制度环境采用市场化指数的五个维度测量得

来，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区分模糊，无法证实何

种比重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相应关系的影响；第

二，在竞合关系的分析中，现有研究将竞合关系构建矩

阵，分为高竞争高合作、高竞争低合作、低竞争高合作、

低竞争低合作四种类别，该类分析有效区分了企业在市

场中的竞合位势，也是本研究未来可能进行的研究方

向；第三，研究样本仅采用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

据，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未能完整地检验上述结论

在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变迁轨迹，未来研究可采用

完整的上市公司数据和更丰富的变量进行重新验证，以

增加结论的稳健性。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基于

多层次组织内生动力模型的战略性新兴技术

突破机理研究：中美生物制药企业实证 ”

（16NDJC029Z）；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异质性全球创新链知识溢出机理：二元关

系视角下基于 mvQCA 方法的跨层次实证研

究”（7197312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中国高端制造业价值链跃迁路径研究：多

重嵌入视角”（7177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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