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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集群核心企业的技术溢出是集群创新绩效的

“良药”还是“毒药”，这是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本

文整合技术溢出的“教授逻辑”和“说服逻辑”，结合资

源依赖理论，从双向技术溢出视角试图揭示“有核”集

群的技术溢出效应和集群创新绩效的关系，考察不同依

赖关系情境下二者的变化规律。本文利用调查 168 个科

技特色产业集群获得的 419 个样本数据，就存在合作关

系的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双向技术溢出活动对集群创

新绩效的主效应、组织间依赖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双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具有正向

影响 ；联合依赖越高，双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

促进作用越大 ；非对称依赖越高，双向技术溢出对集群

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小。本文更为细致地刻画了产业集

群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和约束条件，在

确保集群创新绩效提升方面提出重要管理启示，即核心

企业应有意识强化与配套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共享，集群

内企业应构建拥有较高联合依赖和较低非对称依赖的关

系管理格局。

关键词  产业集群 ；双向技术溢出 ；组织间依赖 ；

集群创新绩效

引言

产业集群的技术溢出效应与集群企业创新活动的关

系是创新集群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相当一部分研究

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

技术溢出促进了知识扩散和组织间相互学习，[1] 技术知

识在集群企业之间的共享、整合和应用极大提升了集群

整体的知识容量。[2] 然而，知识容量的提升效应并非技

术溢出对集群企业创新活动的单一影响，尤其在一些针

对集群企业创新失败案例的研究中，技术溢出效应虽然

降低了中小企业应用新技术的成本，但极易导致产品的

同质化竞争，从而损害大企业的创造力，[3] 使小企业产

生创新依赖性，[4] 最终陷入“集体创新动力缺失”的困境。

如林毅夫等指出，[5] 以“长春一汽”为核心构建的吉林

长春汽车产业集群，虽然有实力雄厚的央企作为核心企

业，但由于集群周边中小企业对核心企业溢出的技术进

行简单复制和模仿，导致集群产品整体层次较低，整个

产业集群陷入发展后劲不足的困境。

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对立的观点往往来源于不同的

分析视角。技术溢出的正效应主要是从技术接受方获利

的角度出发，而负效应则主要强调了技术溢出方创新回

报不足对创新动力的影响。[6] 然而，无论对哪种效应的

阐述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溢出方作为创新者，接

受方作为模仿者或复制者，技术创新信息只从溢出方流

向接受方。[7] 这种单向技术溢出的隐含假设，将“有核”集

群中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技术溢出的问题上对立起来。

事实上，将“有核”集群中的技术溢出理解为一个

双向的过程，[8] 即中小企业也能够反向技术溢出给核心

企业，似乎更符合产业集群的实际情况。理论上，除了

地理临近带来的本地技术溢出优势，社会邻近、组织邻

“众乐乐”还是 “独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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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认知（技术）邻近等都是形成集群创新能力的重要

路径，[9] 而技术溢出双方的互动机制、合作机制等是多

维邻近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 ；[10] 此外，产业集群企业实

施开放式创新是“双向技术溢出”的前提，[11] 罗颖等以

整个产业集群实施开放式创新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产业

集群通过加强内外产业链网络合作、搭建政产学研的合

作平台，可以强化边界交互式学习在产业集群开放式学

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2] 因此，产业集群为大企业开放

式创新和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互动机制提供了观测对

象。现实例证更具说服力：截至 2017 年 6 月谷歌已通

过这项计划与 75 家小型公司建立合作，获得超过 200

项专利技术 ；[13] 中国素有“小商品之乡”的浙江义乌产

业集群，吸管行业“隐形冠军”义乌双童借助联合利华

的平台，一举成为全球吸管行业的领军者，实现了企业

之间的双向技术溢出。

根据 G u p t a 等的研究，传统技术溢出理论基于

“教授逻辑”（Te a c h i n g L o g i c），而有紧密合作关系的

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却是基于一种“说服逻辑”

（O ver a rch i ng Log ic），即核心企业有主动识别和吸收来

自合作伙伴且对自身有益的技术知识的能力，中小企业

也向核心企业反向技术溢出，[14] 这种双向技术溢出为阐

释产业集群溢出效应和创新绩效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基于这一认识，现有关于集群技术溢出效应与创

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已有研究多以

单向视角探究核心企业技术溢出对绩效的影响，其隐含

假设仍在于强调核心企业对集群整体创新绩效的带动作

用，无论立足于技术溢出方还是技术接受方，都忽略了

中小企业对扩大集群知识基础做出的贡献。第二，很多

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技术知识的组织

内化过程，考察微观企业个体能力对技术溢出的影响，

而对技术溢出这种组织间双边、多边关系而言，尚缺乏

将组织间关系作为变量进行的考察。即使有研究从社会

资本的网络资源和网络关系进行解读，仍然主要突出核

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对立和博弈关系，[15] 对集群

这个复杂“集体”内部的其他关系揭示不足，企业合作

创新活动中的依赖关系就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种。[16]

集群内的企业，因技术资源禀赋和企业对外部资源

依赖性的差异，形成了彼此依赖的权力关系。根据资源

依赖理论，核心企业作为有依赖优势的一方会倾向于攫

取劣势方的权益来达到提高自身绩效的目的，即所谓的

不对称依赖。[17] 但也有研究指出，企业对合作伙伴的高

度依赖还可能会对这种关系产生高度承诺，为了保持关

系长远、良好的发展，双方甚至愿意牺牲一部分自我利

益，[18] 即所谓的联合依赖。[19] 在较高的联合依赖水平下，

产生依赖关系的企业双方都格外关注对方的态度和行

为，更加愿意从正面解读、回应对方的行为。[20] 基于此，

本文将在技术溢出与集群创新绩效的研究中引入组织间

依赖变量，探讨其在技术溢出与集群创新绩效关系中的

调节作用。本文将加深对集群企业技术溢出的认识，进

一步揭示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核心企业

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企业根据其影响力的差异性和在

产业链上的重要性，可以分为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两类。

由于影响力和重要性的判断依据不断演化，核心企业的

概念也在不断演化。最初对核心企业的认定标准为规模

大、年龄长、在集群网络中从事业务的价值增值较大的

企业。[21] 随着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盛行，很多研究认为

核心企业一定具备核心能力，如 G a y 等认为真正意义上

的核心企业在于具有关键核心技术能力，越是具备难以

模仿和替代的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越可称为核心企业。[22]

而 E s c r i b a n o 更加强调集群网络情境，认为技术能力本

质上要通过学习能力获得，那些吸收能力和利用能力最

强的企业，才是集群网络中的核心企业。[23] 综合以上研

究，本文认为外在形态、内在能力和集群网络情境都很

重要，在产业集群中，那些规模巨大、拥有核心技术和

学习运用能力，并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带动和组织其他

企业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企业即可称为核心企业。

2. 双向技术溢出与集群创新绩效

（1）双向技术溢出

从已有关于技术溢出的研究来看，现有文献大多以

核心企业为分析单元，揭示产业集群背景下核心企业的

技术溢出效应对溢出方、接受方或集群创新绩效的影

响。尽管基于核心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提供了关于

技术溢出的内容与路径、[24] 技术溢出与集群演化过程、[25]

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或集群创新绩效的贡献与阻碍

等的深入解析，[26] 但这种研究范式以核心企业技术位势

高于中小企业为隐性前提，过于强调核心企业对集群发

展的主导作用，忽视了技术实力相对落后的中小企业在

集群创新中的影响。G u p t a 等提出两种技术溢出逻辑分

析框架，认为传统由核心企业到中小企业的技术溢出遵

从“教授逻辑”，而中小企业向核心企业的技术溢出遵从

“说服逻辑”。[14] 该框架下，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的技术

相关性程度代表了中小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强度。由此

可见，产业集群内存在合作关系的核心企业和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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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技术溢出是双向性的，参考 Gupta 等、[14]Yang 等、[27]

刘明霞等 [28] 的研究， 本文称前者为“正向技术溢出”，

称后者为“逆向技术溢出”。

针对双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本文将揭示出集群内部正

向、逆向技术溢出交互作用的实际效应与内在规律。正

向技术溢出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主要内容，对中小

企业的技术创新有着正向激励作用。[29] 逆向技术溢出更

多的是围绕核心企业提供配套设施和服务的中小企业知

识活动，所涉及的溢出技术大多是与自身业务领域紧密

相关的信息、资源，以及产品改良的技术调整性知识。

核心企业获得这些技术知识的投入较低，并且可在此基

础上进行工艺创新，能够避免低端复制产品的出现，降

低颠覆性创新的发生概率。

（2）集群创新绩效

从对创新绩效的一般分析视角出发，创新投入和创

新产出同样是集群创新活动的主要内容，集群企业投入

人财物等各类创新要素，最终获得体现在产品市场的专

利技术、新产品和工艺方法等创新成果。颜克益指出

所谓集群创新绩效是指在特定空间内的产业集群所表现

出来的创新成果。[30] 李卫国等指出，集群的创新绩效主

要是指集群中的多元主体在集群这一复杂系统中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最终所取得的创新成果。[31] 基于此，对

集群创新绩效的客观评价指标本质上就限定了集群范围

的企业创新绩效，包括新产品数、新产品产值占销售额

的比重、专利申请数，尤其是发明专利数占比等，[32] 然

而，因专利的重要程度和创新转化率都较难确定，尤其

在集群网络范畴内，模糊的集群边界使评价创新绩效的

主观指标被越来越多地采用，如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工

艺或流程的改造速度、新产品是否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等，

都是可感知的集群创新绩效主观指标。[33]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集群创新绩效的考察除了集群

企业个体的创新效率，更重要的是集群整体的创新效果。

因此，本文借鉴上述学者对集群创新绩效的界定，将集

群创新绩效视为集群内部企业通过自身的创新行为及与

集群内其他企业合作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创新成果。

（3）双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

作为应对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制度安排，产业集群内

核心企业和中小企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获得技术

知识和互补性资产，新知识也在流动中被创造出来，在

知识系统多元性的前提下贡献了多类型的合作创新机

遇。首先，核心企业拥有的知识储备、技术能力、人才、

信息和设备等创新要素优势在向中小企业正向技术溢出

过程中，携带的上述创新要素弥补了中小企业知识存量

不足、研发能力薄弱及接受和使用先进技术渠道有限的

“短板”，进而在核心企业的带动下以补充要素基础提升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34] 其次，中小企业对核心企业

的逆向溢出，使核心企业以较低的投入获得创新技术，

基于中小企业创新技术的专业性和多样性，核心企业能

够通过“二次开发”或与现有技术、产品结合等方式，

实现技术升级与创新。此外，双向的技术溢出建立了核

心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知识共享界面，集群内的知识积累

速度和知识容量都得到提高，“群内”企业为了实现自

身战略目标利用共享资源，往往倾向于建立长期发展的

合作模式，营造信任互惠的合作氛围，以维持长远的利

益合作。[22]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1 ：正向技术溢出与集群创新绩效正相关，即集

群中的正向技术溢出越多，集群创新绩效越高

H2 ：逆向技术溢出与集群创新绩效正相关，即集

群中的逆向技术溢出越多，集群创新绩效越高

3. 组织间依赖的调节作用

（1）组织间依赖

根据资源基础观，技术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是 ：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越多，则其所掌握的有效资源

越多，创新绩效也越高。集群中的企业相较于集群外的

企业，具有临近群内其他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技术

溢出方的地理优势，从而拥有更强的资源获取能力，但

这些优势要转化为实际的技术创新并非易事。大量研究

表明，集群内企业间的关系及企业自身能力都可能影响

集群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35,36]

关于企业间关系对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基于社

会网络理论，认为集群企业创新网络特征的差异决定了

企业从创新网络中获取知识的非均匀性，关系强度和关

系质量成为集群企业获取网络知识资源的关键特征，[37]

也有学者从竞合关系的角度对技术溢出与创新的关系进

行研究，[38] 但采用的方法都是建模计算，尚缺乏结合中

国产业集群实际情况的实证检验。

从企业自身出发讨论企业能力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

响，认为技术溢出与创新绩效受到来自集群企业网络能

力和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作用，构成了主流研究观点。[2 ,39]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集群内企业因自身技术资源和对外

依赖程度的异质性导致企业间权力的异质性及集群企

业间不同的权力依赖关系，即不同的权力依赖水平决定了

企业间关系结构的属性，而已有研究对企业间关系的认识

仍停留在关系质量、关系强度层面，未针对引起关系属性

变化的深层原因——权力依赖关系展开研究。

现有研究将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区别为联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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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非对称依赖两种。[40] 其中，联合依赖是指关系主体

双方对对方依赖性的加和，代表关系主体间的内聚力水

平。通常情况下，较高的联合依赖程度高说明企业间资

源的互补性强，更容易形成互利互惠的稳定合作关系。

有关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合作伙伴间资源的依赖

性与企业合作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契合性，联合依赖有助

于双方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1] 然而，当双方依

赖关系不对称时，企业间的权力将偏向拥有更多创新资

源的一方，权力失衡导致弱小成员的利益受到侵害，受

到侵害一方采取报复或退出行为，从而加剧合作关系的

不稳定性和合作双方在创新投入上的限制、猜忌，最终

对集群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42] 在产业集群中，企业

间关系是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所

掌握资源的不同导致了权力差异，由此可能形成联合依

赖、不对称依赖两种不同的依赖关系。双向技术溢出本

质上是来自核心企业和中小企业异质性知识资源的分享

和整合，不同类型的依赖关系中表现出的资源共享程度

差异，可能成为影响双向技术溢出效应转化为集群创新

动力的主要因素。

（2）联合依赖的调节作用

联合依赖代表着关系主体间的内聚力水平，如关系

成员企业间的价值取向是否相同，行动目标是否趋于一

致等。因此，企业间的关系中较高的联合依赖水平会产

生高度的协同性。[19,43] 在这种互惠关系相对稳定的环境

下，企业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与合作伙伴更加畅通地交

流、分享经验，[44] 意味着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技术

知识交流更畅通、更频繁，高度的知识共享水平、较快

的知识积累速度都为集群企业突破各自技术创新瓶颈提

供了条件。

高度的联合依赖会产生关系成员企业间态度与结构

的趋同性，[26] 有助于降低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技术合

作中的冲突，降低相关交易成本，产生更高的协同效应。

同时，由于机会主义行为不利于长期关系的维持，核心

企业和中小企业出于对长期互惠和获利的关注，减少了

技术泄露、“搭便车”等破坏关系的机会主义行为，[45] 增

强双方合作的积极性与意愿，有利于技术知识共享，促

进协同创新的实现。因此，企业间的联合依赖性越高，对

核心企业和中小企业异质性技术知识的分享与整合促进作

用越大，更多创造性想法的衍生将促进双向技术溢出效应

转化为集群创新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3-1 ：正向技术溢出与联合依赖的交互与集群创

新绩效正相关，即随着联合依赖水平的提高，正向技术

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强

H3-2 ：逆向技术溢出与联合依赖的交互与集群创

新绩效正相关，即随着联合依赖水平的提高，逆向技术

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强

（3）非对称依赖的调节作用

集群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依

赖关系的不对称性，在较低的非对称依赖水平下，二者

生产条件和价值观的相似性更多。[46] 企业也更容易吸收

与自身已有技术基础比较接近的技术知识，通过较低的

扩散成本增加集群整体的创新绩效。对正向技术溢出来

说，非对称依赖水平越低，中小企业所掌握的技术知识

与核心企业差距越小，能够更好地吸收、整合正向技术

溢出带来的技术知识，产生更高的创新绩效。对逆向技

术溢出来说，较低的非对称依赖水平更有利于核心企业

关注中小企业的新技术，识别它们的潜在好处。非对称

依赖水平较高时，对逆向技术溢出来说，知识位势和知

识基础的劣势使中小企业被核心企业接受和利用的技术

知识有限，不利于整体创新绩效。另一方面，即使与核

心企业建立协作关系，在正向技术溢出过程中，核心企

业也会利用权力地位迫使中小企业接受不利条件并试图

长期锁定协作关系，不利于集群创新氛围的营造和创新

后劲的维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4-1 ：正向技术溢出与非对称依赖的交互与集群

创新绩效负相关，即随着企业间非对称依赖水平的提高，

正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减弱

H4-2 ：逆向技术溢出与非对称依赖的交互与集群

创新绩效负相关，即随着企业间非对称依赖水平的提高，

逆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减弱

4. 模型构建

双向技术溢出本质上是来自核心企业和中小企业异

质性知识资源的分享和整合，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越多，

掌握的有效资源越多，创新绩效越高。然而企业间关系

是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所掌

握资源的不同导致了权力差异，由此可能形成联合依赖、

不对称依赖两种不同的依赖关系。企业在不同的依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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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所表现出资源共享程度的差异可能成为影响技术溢

出转化为集群创新动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前文理论

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双向技术溢出、组织间依赖

与集群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二、研究方法

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对象为产业集群，我们选择了拥有众多核

心企业的制造业集群，主要以 2014-2017 年中国科学

技术部公布的辽宁省国家级、省级科技特色产业集群内

的企业为调研对象，辅以部分浙江、天津科技特色产业

集群内的企业。由于本文既包含规律探索又涉及理论检

验，因此我们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探索性和验证性两种

方法。其中，在获取研究问题的细节形成理论假设方面

采用探索性方法 ；在对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并考察研究

结果的普遍性方面，采用验证性方法。

大规模问卷调研在 2017 年 6 月到 2018 年 4 月进行，

历时 10 个月。对 18 家企业采用了实地走访的形式收集

资料，其他集群企业采用邮件填答问卷的形式。本文主

要选取样本企业或事业部的总经理或负责运营的高层管

理者开展访谈与问卷发放，该类管理者对企业内外部关

系状况了解充分，有助于提升调查所获得的信息质量。

本次调研共回收问卷 694 份，其中核心企业问卷 213 份，

中小企业问卷 481 份。有效问卷 419 份，来自 168 家核

心企业和 251 家中小企业，有效率为 47%。

2. 变量测量

本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级度量方法，受访者将根据自

己对企业实际情况的判断对题项进行打分。

（1）技术溢出。技术溢出可以分为显性技术溢出和

隐性技术溢出两种，其中显性技术溢出相关指标主要包

括技术专利、独特的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等信息和运营

管理制度 ； [47] 隐性技术溢出相关指标主要包括管理技

能、营销技能、生产运作技能和新产品开发技能。[48] 在

问卷题项的设计上，主要借鉴于旭等、李宇等的研究，

包括显性技术溢出（3 个题项）、隐性技术溢出（4 个题

项）两个维度。[24,29]（见表 1）

（2）组织间依赖。企业所掌握资源不同导致权力

差异，由此可能形成联合依赖、不对称依赖两种不同的

依赖关系。按照 E m e r s o n 的建议，[40] 第一步要衡量关

系主体对某种关系的依赖性，再通过对其依赖性分别求

和与求差，作为联合依赖与非对称依赖的度量依据。[19]

在问卷题项设置方面，主要参考了李玲、石乘齐等的研

究，从敏感性（3 个题项）和脆弱性（4 个题项）两个

维度进行测量。[44,49]（见表 2）
表1  技术溢出的测度量表

变量 题项

正向
技术
溢出

显性技
术溢出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经常与中小企业分享专利技术，使中小企业获得所需
专利的有效信息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经常将有关产品设计、制造和工艺等知识通过培训等
方式传授给有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以提高合作效率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经常向中小企业宣传先进的运营管理制度，如采购标
准等

隐性技
术溢出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经常通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开发共同的市场，向中小
企业展示和贡献有关市场开发的技能，以提高合作效率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经常向中小企业展示和贡献有关新产品及服务开发的
技能，以提高合作效率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经常向中小企业展示和贡献有关产品运作的技能，以
提高合作效率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通过选择配套企业、兼并收购等方式向中小企业输出
先进的管理经验

逆向
技术
溢出

显性技
术溢出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能够通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获得新技术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能够通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获得专利技术
等信息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能够通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获得先进的运
营管理制度

隐性技
术溢出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能够通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获得与管理相
关的技能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能够通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获得与营销相
关的技能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能够通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获得与生产运
作相关的技能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能够通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获得与新产品
开发相关技能

表2  组织间依赖的测度量表

变量 题项

核心 / 中
小企业依
赖性

敏感性

集群中的核心 / 中小企业与中小 / 核心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核心 /
中小企业常常会给中小 / 核心企业提一些建议

集群中的核心 / 中小企业与中小 / 核心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核心 /
中小企业的建议容易被中小 / 核心企业的采纳

集群中的核心 / 中小企业与中小 / 核心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核心 /
中小企业的技术策略极少受到中小 / 核心企业的影响

脆弱性

集群中的核心 / 中小企业与中小 / 核心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合作内
容的调整不会受到中小 / 核心企业的影响

集群中的核心 / 中小企业与中小 / 核心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合作方
式的调整不会受到中小 / 核心企业的影响

集群中的核心 / 中小企业与中小 / 核心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与中小 /
核心企业中断合作会给核心 / 中小企业带来极大的不利

集群中的核心 / 中小企业与中小 / 核心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核心 /
中小企业很容易找到新的合作伙伴替代中小 / 核心企业

（3）集群创新绩效。本文借鉴李卫国等 [31] 对集群

创新绩效的界定，认为产业集群创新绩效是集群内部企

业通过自身的创新行为及与集群内其他行为主体合作的

创新成果，包括经济绩效（4 个题项）、科技绩效（6 个

题项）和社会绩效（2 个题项）三个方面来测量。（见表 3）

（4）控制变量。为了准确评估双向技术溢出和组织

间依赖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在性别、职位、工

作年限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了相关控制变

量。考虑到集群内创新合作企业的实际情况与数据的可

获得性，本文结合现有相关研究，选取了集群规模、集

群成立年限、所属行业、产权性质作为控制变量。

3. 聚合检验

本研究定位为集群层面，针对每个集群，选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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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核心企业和与之配套的 1-2 家中小企业进行调研，这

种情况下需要对来自同一集群的 2-3 家企业的数据进行

整合。整合之前需要检验集群内部企业回答的一致性，

以便加总聚合形成集群层面的数据。常用的检验方法有

两种 ：一是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判断集群间的方差高

于集群内部成员企业间的方差，则适合进行数据整合 ；

二是通过测量组内一致性系数（Rwg），当 Rwg 高于 0.7

时，认为一致性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能够进行数据整合。

由表 4 可以看出，各 F 检验值在 0.05 显著水平以上的

Rwg 值均在 0.7 以上，满足变量进行数据整合的要求。

表3  集群创新绩效的测度量表
变量 题项

集群创
新绩效

经济绩效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创新产品销售额占有率（创新产品
销售收入 / 总销售收入）高低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创新产品年利润率（创新产品利润
额 / 总销售收入）高低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投资回报率（年利润 / 投资总额）高
低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孵化企业成活率（集群内每年新增
企业数）情况

科技绩效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创新率（创新产品数 / 集群产品总数）
高低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专利申请及授予数量水平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创新项目落实数情况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研发人员比重（研发人员 / 从业人员）
高低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研发人员的流动性情况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研发投入经费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
高低

社会绩效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创新产品对促进社会就业的作用高
低

与同行相比，企业所在集群的创新产品对社会相关产品的带动作
用高低

表4  样本集群数据聚合检验
变量 因子 One-way ANOVFA值 rwg

正向技术溢出
显性技术溢出 3.82** 0.83

隐性技术溢出 3.24* 0.82

逆向技术溢出
显性技术溢出 3.19* 0.77

隐性技术溢出 3.43* 0.75

核心企业依赖性
脆弱性 4.11** 0.79

敏感性 4.29** 0.82

中小企业依赖性
脆弱性 4.03** 0.84

敏感性 4.12** 0.84

集群创新绩效

经济绩效 4.38** 0.85

科技绩效 6.23** 0.78

社会绩效 3.32* 0.79

注 ：* 表示 P<0.1，** 表示 P<0.05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问卷发放成功收回的问卷来自辽宁省 124 个

科技特色产业集群、浙江省 32 个科技特色产业集群、

天津市 12 个科技特色产业集群，有效问卷共 419 份。

从集群年龄来看，成立 6 年以上的集群比较多，占比

78%，说明群内企业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和稳定的依赖

关系。从集群规模看，包含 50-100 家企业的集群居多，

占比 35.1%，其次是包含 100 家以上企业的集群，占比

27.4%。在所属行业上，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居多，

占比 26.8%，剩下 5 类行业的分布比较均衡。（见表 5）
表5  样本集群的描述性统计（N=168）

属性 类别 样本数（个） 所占比重 有效问卷数

产业集群成立
的年限

2 年以内 14 8.3% 34

2-5 年 23 13.7% 57

6-10 年 100 59.5% 251

10 年以上 31 18.5% 77

产业集群包含
的企业数量

10 家以下 27 16.1% 69

10-49 家 36 21.4% 89

50-100 家 59 35.1% 147

100 家以上 46 27.4% 114

所属的行业

制造 45 26.8% 112

电子信息 27 16.1% 67

新能源、新材料 28 16.7% 70

生物制药 23 13.7% 57

软件开发 18 10.7% 45

其他行业 27 16.1% 68

利用整合后的数据计算均值和标准差，通过 Pearson

分析计算变量的相关系数得到表 6。
表6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N=168）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正向技术溢出 3.78 0.55

逆向技术溢出 3.45 0.53 0.241**

核心企业依赖性 2.21 0.62 0.319** 0.223**

中小企业依赖性 3.77 0.61 0.317** 0.269** 0.214**

集群创新绩效 3.55 0.52 0.327*** 0.305*** 0.244** 0.108

注 ：下三角为相关系数 ；* 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双尾），下同

在表 6 中，正向技术溢出和逆向技术溢出的均值都

较高，表明所调查的产业集群存在双向技术溢出。核心

企业依赖性的均值低于中小企业依赖性的均值，说明核

心企业在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中处于非对称依赖中的优势

地位。同时可以看出，正向技术溢出和逆向技术溢出与

集群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1 和假

设 2 得到初步支持。

2.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所收集数据进

行信度检验，用 C I T C 值对问卷题项进行改进。考察变

量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在 0.7-0.9。从“删除该题项

的 Cronba ch`s A lph a 值”角度分析，小规模的题目删减

不会对 Cronbach`s Alpha 值产生影响，验证了样本数据

量表可靠性较强。

效度检验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两步 ：第一步，对正向技术溢出量表、逆向技术溢出量

表、组织间依赖量表、集群创新绩效量表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所有变量的 KO M 均大

于 0.7，其中中小企业依赖性的 KO M 最小为 0.79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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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创新绩效的 KOM 最大为 0.908。所有变量的 Ba r t le t t

球形检验的相伴概率小于 0.05，各个测量题项的最大

因子负荷量均大于 0.5，且交叉载荷均小于 0.4，每个

题项均落到对应的因子中，证明本研究的各个因子具有

良好的结构效度，如表 7 所示。

表7  各测量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提取因子
特征
根值

方差
解释
量

累计方
差解释

量

KMO取
样适切
性量数

Bartlett球形
检验

近似卡方 df Sig.

正向技术
溢出

显性技术溢出 3.267 39.675 39.675
0.874 1260.640 21 0.000

隐性技术溢出 2.546 31.371 73.046

逆向技术
溢出

显性技术溢出 2.654 37.909 37.909
0.835 1146.937 21 0.000

隐性技术溢出 2.202 28.677 69.372

中小企业
依赖性

敏感性 2.850 40.717 40.717
0.793 1332.985 21 0.000

脆弱性 2.226 31.800 72.517

核心企业
依赖性

敏感性 2.756 41.576 41.576
0.819 1062.886 21 0.000

脆弱性 2.313 31.989 74.564

集群创新
绩效

科技绩效 3.431 28.589 28.589

0.908 2397.647 66 0.000经济绩效 2.885 24.045 52.633

社会绩效 1.914 15.954 68.588

第二步，对各变量执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选取

C M I N / D F、R M S E A、G F I、AG F I 等 8 个指标检验模型

拟合度，各变量验证性因子模型拟合度，如表 8 所示。

表8  各测量变量验证性因子模型拟合度结果

变量名称

拟合
指标

CMIN/
DF RMSEA GFI AGFI NFI IFI TLI CFI

判断
标准

<3 <0.08 >0.9 >0.9 >0.9 >0.9 >0.9 >0.9

正向技术溢出 模型结果 1.969 0.048 0.983 0.964 0.989 0.994 0.991 0.994

逆向技术溢出 模型结果 1.089 0.015 0.991 0.980 0.988 0.999 0.998 0.999

中小企业依赖性 模型结果 1.200 0.022 0.990 0.978 0.988 0.998 0.997 0.998

核心企业依赖性 模型结果 1.174 0.021 0.983 0.994 0.989 0.994 0.997 0.998

集群创新绩效 模型结果 1.177 0.021 0.978 0.966 0.975 0.996 0.995 0.996

由表 8 能够看出，C M I N / D F 均小于 3，R M S E A 低

于 0.08，且剩余指标都在 0.9 以上，证明所有拟合指标

都满足标准化研究要求，模型匹配度方面不存在任何问

题。各测量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9。

总体来看，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可以

通过因子分析将同一变量的各题项合并为一个因子进行

后续分析。问卷项目全部来自已有文献，问卷具有相当

的内容效度，符合构建效度的要求。

由于数据来源、评分者和测量环境趋同，需要通过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排除提取因子存在的系统误差。本文

首先进行 H a r m a n`s 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最大的因子

解释方差为 23.038%，没有任何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超

过 40%。然后进行了更为灵敏的不可测量潜在方法因子

检验，通过检验可能会出现有共同方法偏差的因子模型，

拟合指数见表 10。

表9  各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指标
标准化
负荷

S.E. C.R. P 标准化
负荷

CR AVE

正向技
术溢出

显性技术溢出 1 0.799
0.716 0.559

隐性技术溢出 1 0.693

显性技
术溢出

Q1 1 0.745

0.812 0.594Q2 1.027 0.045 14.593 *** 0.856

Q3 0.904 0.041 13.975 *** 0.703

隐性技
术溢出

Q4 1 0.770

0.833 0.557
Q5 0.978 0.037 14.123 *** 0.766

Q6 0.993 0.038 14.002 *** 0.709

Q7 0.954 0.041 13.258 *** 0.738

逆向技
术溢出

显性技术溢出 1 0.747
0.706 0.545

隐性技术溢出 1 0.672

显性技
术溢出

Q8 1 0.724

0.790 0.556Q9 1.218 0.085 14.370 *** 0.784

Q10 0.899 0.068 13.163 *** 0.728

隐性技
术溢出

Q11 1 0.733

0.811 0.515
Q12 0.972 0.066 14.705 *** 0.729

Q13 0.915 0.067 13.674 *** 0.703

Q14 0.968 0.068 14.224 *** 0.708

中小企业
依赖性

脆弱性 1 0.797
0.711 0.553

敏感性 1 0.686

脆弱性

Q15 1 0.742

0.812 0.592Q16 1.187 0.081 14.238 *** 0.856

Q17 0.878 0.071 13.781 *** 0.702

敏感性

Q18 1 0.770

0.832 0.554
Q19 0.975 0.064 14.625 *** 0.756

Q20 0.913 0.065 13.719 *** 0.711

Q21 0.972 0.067 14.241 *** 0.739

核心企业
依赖性

脆弱性 1 0.803
0.721 0.565

敏感性 1 0.697

脆弱性

Q22 1 0.751

0.818 0.605Q23 1.223 0.087 14.392 *** 0.866

Q24 0.912 0.066 13.233 *** 0.707

敏感性

Q25 1 0.771

0.834 0.556
Q26 0.971 0.065 14.698 *** 0.764

Q27 0.909 0.068 13.655 *** 0.712

Q28 0.971 0.069 14.231 *** 0.735

集群创新
绩效

经济绩效 1 0.722

0.803 0.578科技绩效 1.263 0.103 8.966 *** 0.863

社会绩效 0.908 0.09 9.434 *** 0.684

经济绩效

Q29 1 0.710

0.857 0.600Q30 1.196 0.078 15.406 *** 0.842

Q31 1.129 0.078 14.464 *** 0.777

Q32 1.129 0.079 14.222 *** 0.763

科技绩效

Q33 1 0.722

0.879 0.548

Q34 1.056 0.074 14.304 *** 0.740

Q35 1.122 0.075 15.026 *** 0.778

Q36 1.065 0.074 14.423 *** 0.746

Q37 1.059 0.075 14.145 *** 0.731

Q38 1.104 0.073 13.943 *** 0.721

社会绩效
Q39 1 0.839

0.800 0.667
Q40 0.907 0.076 11.927 *** 0.794

表10  同源偏差检验和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NNFI CFI RMSEA AIC

五因子模型 663.226 542 / 0.907 0.920 0.057 839.226

四因子模型 1133.233 546 470.007*** 0.841 0.865 0.095 1301.233

三因子模型 1276.199 549 142.966*** 0.821 0.848 0.184 1438.199

双因子模型 1429.343 551 153.144*** 0.799 0.829 0.177 1587.343

单因子模型 4648.572 560 3219.229*** 0.348 0.518 0.253 4788.572

适配标准 越小越好 >0.90 >0.90 <0.08 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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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表明，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均达到适配标

准，而其他多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均未达到基本拟合要

求。此外，以 ∆χ2 和 A I C 指数比较五因子模型与其他

多因子模型，测量模型的 ∆χ2 和 A I C 值（所得值越小

越好）也都优于其他多因子模型。由此可见，无共同方

法偏差因子的五因子模型明显优于有共同方法偏差的其

他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数，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同

源方差，上述变量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3. 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层级式多元回归的方法检验研究假设，考

虑到加入交互项可能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分

别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做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计算其

交互项并代入回归方程。

表11  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集群创新绩效

M1 M2 M3 M4 M5 M6

性别
-0.045

（-1.017）
-0.042

（-1.015）
-0.029

（-0.716）
-0.042

（-1.013）
-0.034

（-0.813）
-0.047

（-1.023）

职位
-0.012

（-0.529）
-0.010

（-0.523）
-0.013

（-0.533）
-0.013

（-0.532）
-0.010

（-0.521）
-0.011

（-0.522）

工作年限
-0.063

（-1.139）
-0.040

（-1.126）
-0.048

（-1.131）
-0.043

（-1.128）
-0.031

（-1.112）
-0.029

（-1.109）

所属行业
-0.010

（-0.511）
-0.014

（-0.513）
-0.010

（-0.512）
-0.006

（-0.493）
-0.002

（-0.484）
-0.001

（-0.475）

产权性质
0.072

（1.313）
0.053

（1.112）
0.056

（1.116）
0.061

（1.121）
0.063

（1.125）
0.061

（1.122）

集群规模
0.158**

（4.254）
0.136*

（4.121）
0.139*

（4.132）
0.129*

（4.076）
0.101*

（3.986）
0.103*

（4.021）

集群成立年限
0.106*

（3.636）
0.077

（3.221）
0.071

（3.193）
0.080

（3.214）
0.049

（2.105）
0.055

（2.843）

正向技术溢出
0.309***
（7.719）

0.305***
（7.879）

0.312***
（7.933）

0.291***
（7.675）

0.297***
（8.127）

逆向技术溢出
0.240***
（4.936）

0.245***
（5.009）

0.268***
（5.145）

0.249***
（5.121）

0.275***
（5.912）

联合依赖
0.185***
（5.091）

0.201***
（5.216）

0.184***
（5.088）

0.203***
（5.917）

非对称依赖
-0.151***
（-4.254）

-0.155***
（-4.312）

-0.164***
（-4.495）

-0.172***
（-5.146）

联合依赖×
正向技术溢出

0.127**
（3.375）

0.144***
（4.068）

联合依赖×
逆向技术溢出

0.087**
（2.979）

0.107***
（3.636）

非对称依赖×
正向技术溢出

-0.128**
（-4.073）

-0.147**
（-4.139）

非对称依赖×
逆向技术溢出

-0.066**
（-1.826）

-0.123***
（-2.950）

R 方 0.033 0.203 0.271 0.312 0.307 0.362

调整 R 方 0.017 0.186 0.252 0.290 0.285 0.338

F 0.902** 11.603*** 19.081*** 14.151*** 13.823*** 14.306***

注 ：括号里是估计的 t 值

表 11 列示的是测量变量的层次回归结果。M1 是

控制变量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

明，集群规模和集群成立年限与集群创新绩效正相关

（β=0.158，P<0.05 ；β=0.106，P<0.1），这是因为规模

更大的产业集群往往拥有更丰富的资源，能获得更多的

收益，同时吸引其他企业进驻，为集群带来资金、技术、

人才，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 ；而集群存在越久，积累的

资源越多，群内企业的合作关系也越稳定，长期的稳定

合作能增加群内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强化网络联结，

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绩效的提升。

M2 是控制变量、自变量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回归

模型，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正向技术溢出和逆向技

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09，

P<0.01 ；β=0.240，P<0.01），表明集群中的正向技术溢

出和逆向技术溢出越多，集群创新绩效越高，假设 1 和

假设 2 成立。

M3 进一步增加了对调节变量的回归，实证结果表

明，联合依赖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185，并

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间关系的联合依赖

水平越高，越容易形成稳定互惠的合作关系，共担创新

的成本和风险，共享互补的创新资源。[22] 非对称依赖对

集群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151，并通过 1% 的显著

性检验，说明企业间关系的非对称依赖水平越高，权力

差距越大，企业间的合作关系越不稳定，越难以促进创

新绩效的提升。M3 的拟合优度系数 0.252 大于 M2 的

拟合优度 0.186，说明调节变量对因变量具有一定的解

释作用，可以认为联合依赖促进了集群创新绩效的提升，

而非对称依赖不利于集群创新绩效的提升。

M6 在 M3 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乘积

项，以检验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正向技术溢出与

联合依赖的交互项、逆向技术溢出与联合依赖的交互

项均与集群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其中正向

技术溢出与联合依赖的交互项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

（β=0.144），逆向技术溢出与联合依赖的交互项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β=0.107），表明联合依赖在正向和

逆向技术溢出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3-1、

3-2 得到验证。正向技术溢出与联合依赖的交互项、逆

向技术溢出与非对称依赖的交互项均与集群创新绩效有

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其中正向技术溢出与联合依赖的

交互项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β=-0.147），逆向技术

溢出与联合依赖的交互项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β=-

0.123），表明非对称依赖在正向和逆向技术溢出中起到

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假设 4-1、4-2 得到验证。

综合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关于双向技术溢出与

集群创新绩效正相关的假设得到支持，联合依赖和非对

称依赖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也得到支持。联合依赖水平

高说明企业间资源的互补性强，不同企业间的利益更加

紧密地结合到一起，降低了合作风险和机会主义防范成

本，有利于企业间技术知识的流动与合作创新的开展。

而非对称依赖水平高说明企业间的权力差异大，使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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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配不均，增加了合作中的冲突水平，也降低了关系

的稳定性，不利于协作关系的维持和企业间的技术知识

共享。图 2 至图 5 更为直观地表示了双向技术溢出、联

合依赖、非对称依赖和集群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探究了“有核”集群的双向技术溢出、组织间

依赖与集群创新绩效的关系，采用集群数据对相应研究

假设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有核”集群存在双向

的技术溢出效应，除了核心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外，中

小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也能显著提高集群创新绩效。联

合依赖对正向、逆向技术溢出与集群创新绩效间的关系

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联合依赖

水平较高时，正向、逆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积

极作用更加强烈。非对称依赖对正向、逆向技术溢出与

集群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会削弱正向、

逆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

（1）双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

“有核”集群中存在着双向的技术溢出，虽然逆向

技术溢出（β=0.240，P <0.01）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

程度不及正向技术溢出（β=0.309，P <0.01），但中小企

业同样可以对产业集群的知识基础做出贡献。这一研究

结论挑战了原有技术溢出理论的假设前提 ：首先，技术

溢出并不总是单向的，核心企业具有主动识别和吸收来

自合作伙伴且对自身有益的技术知识能力。在具有合作

关系的集群企业间，各个成员产生的技术溢出构成合作

企业间的共享技术基础，成员利用共享技术基础产生的

收益属于合作内部的共同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将技术溢

出效应的外部性转化为集群合作企业间的内部性。其次，

正向技术溢出和逆向技术溢出明显体现出相互促进的协

同效应，传统的单向技术溢出更适合用来解释不存在合

作关系的企业间技术溢出现象，而双向的技术溢出则更

符合产业集群内具有普遍合作关系的企业间技术溢出。

而合作企业间的双向技术溢出能把企业间技术溢出的外

部性转化为合作的内部性，合作企业共享技术溢出的收

益，对技术共享与技术合作达成共识，扩大了集群层面

的知识容量，为集群创新绩效的提升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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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间依赖的调节作用

集群内部企业间的依赖关系会影响技术溢出转

化为集群创新动力的可能性和大小。联合依赖会强化

正向技术溢出（β=0.144，P <0.01）和逆向技术溢出

（β=0.107，P<0.01）对集群创新的正向作用，而非对称

依赖会削弱正向技术溢出（β=-0.147，P<0.05）和逆向

技术溢出（β=-0.123，P<0.01）对集群创新的作用。与

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这一发现表明，形成不同关系属性

的权力依赖结构仍会对技术溢出向创新的转化效果产

生重要作用。将联合依赖和非对称依赖引入技术溢出与

集群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并验证了其显著作用，弥补了

先前研究过分关注社会网络和企业自身能力对集群创新

活动影响效果的局限性。

联合依赖会带来关系导向的加深和联合行动的产

生，引发关系内聚力水平的提升。在高联合依赖水平的

关系中，核心企业和中小企业会提高自己开放的广度与

深度，更加畅通地交流、分享技术经验，同时关注互惠

共赢合作关系的长期维持，相对降低对合作过程中关系

风险和机会主义的防范。集群企业地理临近性优势虽然

提高了接触与合作的可能性，但无法保障合作关系质量，

尤其是  “小企业群生型”的产业集群，往往因没有实质

性的合作和高水平的联合依赖，缺乏对合作关系的长远

考虑，创新成果容易在短时间内被其他企业抄袭模仿，

严重影响企业的创新动机和方式，由此导致的低端产品

恶性竞争也为集群发展埋下隐患。

非对称依赖体现了关系主体间的权力不对称，从侧

面反映出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的技术实力差距。在高水

平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中，具有权力优势的一方往往拥有

更强的技术实力，而处于劣势的一方技术基础普遍比较

薄弱，对优势方溢出的技术可能无法消化吸收。同时，

具有依赖优势的一方倾向于剥削、掠夺劣势方的利益达

到提高自身绩效的目的，较高的不对称依赖使核心企业

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通过实地调研发现，

在一些不对称依赖水平较高的集群中，虽然中小企业与

核心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向其供应零部件，但协作过程

中小企业很难学到核心企业的技术诀窍和相关知识，反

而由于地位悬殊丧失话语权受到核心企业的压榨。显然，

这种高非对称的依赖关系不仅抑制了技术溢出对中小企

业创新活动的作用，还可能意味着关系套牢和效率损失，

不利于集群创新氛围的营造和竞争力的维持。

2. 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的理论价值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双向技术

溢出更适合用来解释存在合作关系的企业间技术溢出现

象，集群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一旦形成创新利益共同体，

这种双向技术溢出将极大地促进集群创新绩效。这一发

现拓展了集群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视角，也丰富了

技术溢出与创新绩效关系在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第

二，企业间关系是技术溢出的基础，引入组织间依赖变

量从更深层次阐述了组织间关系影响集群创新绩效的作

用机制。产业集群中企业间关系的实质是权力依赖，从

权力依赖角度对组织间关系进行划分，突破了基于关系

质量和关系结构分析框架的讨论，不仅揭示了影响集群

创新绩效的关键要素，而且从资源依赖视角对技术溢出

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做出了补充。

在实践价值方面，本文有助于集群企业结合自身的

关系网络布局寻找利用双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创新绩效

的关系管理机制，根据集群内部权力依赖的关系格局，

找到利用技术溢出提升创新绩效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如

谷歌为获得逆向技术溢出而设立的“扶持创新”计划等，

技术溢出的负面效应没有显现出来，溢出方和接受方反

而通过溢出效应更具有创新活力，对促进我国产业集群

转型与提升创新水平有着现实借鉴意义。

3. 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对集群内企业关系管理实践和区域经济

政策有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加强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

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畅通的技术溢出渠道，创造积极

的创新环境。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应有

意识地培育信任合作观念强、技术共享气氛浓厚的良好

集群文化。对于地方政府，应该构建集群内显性技术和

隐性技术互动的知识平台，引导和协调群内企业将技术

溢出转化为知识生产合作，实现知识生产收益的内部

化。第二，发挥核心企业在产业集群中的示范带头作用，

激发核心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科技特色产业集群内

的核心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

同时带动其他企业共同发展，但也应该注意保持适度的

权力集中，以构建长远稳定的集群网络关系为目标，建

立同中小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避免过多采取强制

命令迫使中小企业服从自己的要求，过分剥夺中小企业

的利益。对于地方政府，应依托核心企业建立产业共性

技术平台，不断促进技术外溢与转移，鼓励参与或主导

产业技术标准制定，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又增强协同

创新能力。第三，对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而言，应结合依

赖关系格局，选择与自身技术基础和吸收能力相匹配的

创新方式。当非对称依赖水平较高时，技术溢出对中小

企业的推动作用并不是非常显著，此时基于非正式交流

的模仿创新更适合中小企业，但这种模仿会导致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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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恶性竞争，不利于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

中小企业在实现一定的技术积累、缩小与核心企业的权

力依赖差距后，谋求与核心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关系，结

合自主研发与技术溢出两种策略，实现自身与集群的良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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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mble or Solo? Bidirec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Clusters with Cores” and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
mance: Regulation of Independence 
 Li Yu, Tang Le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Whether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core enterprises is 

the “medicine” or “poison” of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a 

hot issu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 

logic” and “overarching logic”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resource depen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direc-

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aim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s,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nges in different independent 

contexts. This paper uses 419 samples obtained from 168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dustry clusters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main effects of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ad-

justment effect of independence on the bidirec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activities of core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direc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higher 

the joint dependency, the greater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bidirec-

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the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higher the non-symmetric dependence, the smaller the contribu-

tion of the bidirec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to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e bring out two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we 

believe that two-way technology spillover is more suitable to ex-

plain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phenomenon among enterprises with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his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cluster enterprises,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Secondly,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is the foundation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s in 

industrial clusters is power dependence. The division of interorga-

nization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ependence 

breaks through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nd complements the research on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dependence. So our conclusions are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mechanism and constraints of indus-

trial cluster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cluster innovation activities. 

It has gained important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in ensur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s, that is, core enterprises should 

consciously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exchange and sharing with 

supporting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in the cluster should build 

a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tructure with high joint dependencies 

and low asymmetric dependencies.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Bidirec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Interorganizational Depende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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