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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构与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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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转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进行的。分析了社会网络情景中的知识转移活动， 指出不同的网络结构对
知识转移的作用是不同的。通过案例分析， 进一步得出， 组织在维护好组织内部强关系网络的同时， 要积极建立范围广阔
的外部网络， 并根据知识转移的需要， 把外部的弱关系适时变成强关系， 转移组织需要的隐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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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和难以表达与编码的 ［６］。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和 Ｔｅｎｇ 通过实证

言

Ｔｅｅｃｅ（１９７７）最早提出了知识转移的思想［１］。知识转移
是组织内或组织间跨越边界的知识共享 ，

即知识以不同
［２］

研究认为， 知识的可表达性越差， 知识转移越难 ［５］。
知识源的意愿、沟通及编码能力也能影响知识转移

的方式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 。企业有

活动。知识转移对知识的接受者来说是有利的， 而知识源

效地进行知识转移 ， 对企业提高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３］。影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付出成本的。知识源是否愿意付出时

响知识转移的因素很多， 社会情景能通过对知识源、知识

间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知识转移的发生及其能否

的接受者产生作用从而影响知识转移活动。本文分析了

成功。沟通、编码能力是在一定的组织情境中 ， 通过合适

社会网络情景对知识转移活动的影响 ， 指出不同的网络

的交流行为展示知识的能力， 如清晰地表述本人的想法 ，

结构对知识转移活动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通过案例分

使其易于被人所理解。知识源良好的沟通、编码能力会使

析， 进一步得出， 组织在维护好组织内部强关系网络的同

知识接受者非常容易地理解要接受的知识， 从而促进知

时， 要积极建立范围广阔的外部网络， 并根据知识转移活

识的转移。

动的需要， 把外部的弱关系适时变成强关系， 转移组织需

１．２ 接受者

要的隐性知识。

１

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分析

１．１ 知识源

在知识转移过程中， 接受者主要通过它的吸收能力
及意愿和信任来对知识转移活动产生影响。
吸收能力是知识接受者认识和估价外部信息、消化

知识源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知识本身特性

吸收、应用它的能力 ［２］。接受者与知识源共有知识的程度

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知识发送者是否愿意转移知识、转

越大， 越有利于接受者吸收知识源的知识。接受者不能利

移知识的能力等方面的影响。

用外部知识与其缺乏吸收能力有直接关系［７］。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 认

知识的特性对知识转移有影响。知识通常不是独立存
在， 它通常嵌入在个体、工具（产品）和惯例中［４］， 即知识源的
知识具有嵌入性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和 Ｔｅｎｇ 认为，

为， 在知识转移的执行阶段， 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影响知识
转移的效率 ［８］。
接受者愿意维持知识转移 ，能对知识转移发生影响 ［７］。

被转移知识的嵌入性影响知识转移的难度， 知识的嵌入

因为接受知识也要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当接受者对知

度越深 ， 知识转移难度越大 ， 它的可表达性也就越差 ［５］。可

识源的知识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时， 就会影响知识源自觉、

表达性差的知识属于隐性知识。Ｐｏｌａｎｙｉ 认为 ，隐性知识扎

主动投入时间、精力和努力来进行吸收所转移的知识的

根于特定情境下的行动、参与和 使 命 ， 是 非 口 语 化 的 、直

意愿， 就会影响接受者吸收知识的效率。在接受者吸收和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７－ ０７－ １９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资金项目 （７０６７３０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 杨玉兵 （１９７３－ ），男 ，安徽人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知识管理与战略管理。

２００８．０２

１２３

知识管理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使用新知识的过程中， 就会出现 故 意 拖 延 、被 动 应 付 、虚

的研究， 发现不同的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起着不同的作

假接受、暗地破坏或公然的反抗等行为。这将对知识转移

用。

产生不利的影响。

２．１ 强联系中的知识转移

１．３ 社会网络

强弱联系用来表示两个当事人之间关系密闭性和互

影响知识转移的情境因素很多， 我们这里主要考察

动频率的特点 ［１３－ １５］。强联系指两个当事人之间情感密切的

知识转移发生的社会网络情境。米切尔对社会网络的界定

联系或者频繁互动所形成的联系。这里的两个当事人就

［９］

是特定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 。而普特南则认为， 社
［１０］

是知识源和知识接受者。知识源和知识接受者之间经常

会网络是由提供诸如信息等资源的联系所组成 ， 是主体

交流或他们之间有着很强的感情 ， 那将比那些不经常交

获取信息、资源、社会支持以便识别与利用机会的机会结

流或没有感情人之间更容易分享知识。关系上附着的情

［１１］

构 。网络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法人（ 经济组织和

感水平和对关系承担的义务也很重要， 因为它影响知识

社团等） 。联系强度、网络聚类以及网络规模等网络特点

源提供支持或帮助的动机。这个动机可能源于社会因素

对知识转移都有影响。

的考虑， 如互惠的愿望 ［１３］。两者之间涉及的感情越多， 他们

联系强度是指 网 络 中 联 系 的 力 量 ， 可 分 为 强 联 系（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ｉｅｓ）和弱联系 （ｓｅａｋ ｔｉｅｓ）。按照 Ｂｕｒｔ 的看法， 强联系

就越愿意为对方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包括以转移知
识为形式的努力。

指个体之间情感密切的联系或者频繁互动所形成的联系 ，

隐性知识的知识转移需要参与方经常性的大量的交

弱联系指主体之间比较松散的联系。判断联系强度的标准

互作用 ［１６］， 而强关系本身就具 有 频 繁 互 动 ， 联 系 密 切 等 特

有二条： 联系频率和感情方面的接近程度 ［１２］。在认知过程

点， 因此强关系积极地影响着知识转移 ［１７］， 而疏远的关系

中， 这两种联系分别起着不同作用。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认为， 强关

消极地影响着组织的知识转移 ［２］。

系网络由于同质性较强， 可能难于提供有效信息； 而弱联

２．２ 弱联系中的知识转移

系——
—那些疏远不经常的相互作用——
—更可能是创新信
息的源泉， 它发挥着提供非重复信息的桥梁作用［１３］。

按照 Ｂｕｒｔ 的看法， 弱联系指主体之间比较松散的联
系。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认为， 弱联系——
—那些疏远不经常的相互

网 络 聚 类 （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就 是 指 一 对 关 系 被 第 三 方 强 关

作用的联系， 由于异质性较强 ， 可 以 提 供 有 效 信 息 ， 更 可

系包围的程度。网络聚类和强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们

能是创新信息的源泉， 它发挥着提供非重复信息的桥梁

趋于同时发生。不过， 网络聚类与强关系也有区别， 一个

作用 ［１３］。弱联系由于两个节点间互动的频率不高， 联系不

强关系可以在一个聚类里发生， 或跨越一个聚类存在。网

密切等特点， 使得弱联系中转移的知识主要以显性知识

络聚类里的强关系组成了一个频繁互动的密集网络。在

为主。对隐性知识的转移， 弱关系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聚类里， 由于每个成员之间都存在着强关系， 因此对于第

因为弱关系上附着的情感水平比较低， 对关系承担的义

三方来说， 其中任何两个关系人之间都存在着冗余性的

务几乎没有， 这就使得知识源很难花费时间和精力来转

关系。网络聚类由于都是强关系， 因而有利于培养内部个

移自己的隐性知识。

体之间的信任。

２．３ 网络聚类中的知识转移

网络规模 （ｒａｎｇｅ）是指处于特定社会网络中的成 员 与

网络聚类对知识转移能起积极的作用， 它主要是通

其他成员之间关系的数量。一般说来， 特定成员凝聚的关

过影响知识源帮助他人的意愿来发挥作用。像强关系一

系数量越多， 他 （她 ）在网络中就越重要 ，就能获得更高的效

样， 聚类也是通过影响知识源的动机对知识转移起作用。

益。关系的数量多少并不是衡量网络有效性和行动者重

在强关系中， 知识源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机的源头，

要 性 的 惟 一 指 标 ， 非 冗 余 性 联 系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ｎｏｎｒｅ－

但在稠密的社会网络中， 强关系共有的第三方关系是动

ｄｕｎｄａｎｃｙ）的多少对特定成员也很重要［１２］。

机的来源。当一对关系被第三方强关系包围时， 知识转移

２

行为发生的可能就大 ［１８－ １９］。声誉和合作规范解释了为什么

网络结构与知识转移
社会网络理论家已经在网络的结构特点， 如在两元

层次的联系力量 ［１３］和网络层次的结构 洞 ［１２］方 面 做 了 大 量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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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倾向与同事合作。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不合作， 不

国第四位。

合作行为的消息将很快传到其他网络成员那， 这将限制

奇瑞今天的成就得益于走自主创新之路， 而自主创

将来与他们相互影响的能力。另外， 聚类能使第三方根据

新的成功主要来源于奇瑞公司在其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

不合作行为来调整他们的行动， 对不合作的行为进行更

有效地进行了知识转移。奇瑞公司通过在内部组织网络

［２０］

有效和有力的制裁 。这就促使了网络聚类的成员积极地

中培养共同的愿景 ， 激发员工 的 内 在 动 机 ； 在 外 部 ， 与 世

与他人合作， 分享自己的知识。

界著名研发公司建立联系， 构建内部与外部双重不同的
［２１］

聚类还能促进合作规范的形成 。个人的行为是受到
［２２］

他们认为什么是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规范所指导 。人

网络， 有效地促进了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和组织间的知
识转移， 大大提高了奇瑞公司的创新能力。

们之间的合作是因为合作在一个网络中代表了一种价值

通过强关系， 培养共同的愿景， 促进内部的知识转

的分享。合作规范为知识源提供了这样一些保证， 如果他

移。组织内部的网络结构相对于组织外部的联系来说是

们今天和别人分享知识， 别人在将来也会这样对待他。合

一种由强关系组成的聚类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非常

作规范增加了知识源的信心， 有人在将来会帮助他们， 当

有利于信任和共同愿景的培养。奇瑞公司在成立之初就

他们处在相同的境地时， 甚至这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这

利用这种网络结构在 组 织 内 部 培 养 共 同 的 企 业 愿 景 ： 振

［２３］

么做的 。

兴民族汽车工业， 全心全意打造中国的自主品牌。这个企

２．４ 网络规模与知识转移

业愿景不仅得到组织内部员工的广泛认同， 还吸引了大

网络规模表示的是处于特定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与其

批已经年迈的老专家、老工程师和合资汽车企业的工程技

他成员之间的联系， 这里面的联系有可能跨越制度、组织

术人员及海外人才的加入［２６］。他们有着丰富的汽车设计、制

或社会边界。网络规模影响着跨边界的知识转移 ［１２］。网络

造经验， 共同的愿景使他们在奇瑞毫无保留地发挥着“传、

规模能通过影响人们形成跨不同主体进行知识表达的能

帮、带”的作用， 为奇瑞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在奇瑞内

力来促进知识转移。人们与不同的知识主体联系就会受

部， 公司也为年轻的开发人员提供了大量参与各种项目

到更多观点的影响。从不同的观点来考虑一个问题是网

开发的机会 ， 利用强关系促进 内 部 的 知 识 转 移 ， 通 过 “干

络规模主体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可以用使每个联系

中学”， 实现了组织内部知识的有效转移。目前， 全公司已

都能理解的一种语言来进行交流 ［２４］。一个生活在同质网络

经有超过 ４ ０００ 名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 不少工程师已

的人被用同样方式看问题的联系包围着， 不需要考虑不

经成为技术骨干。

同的观点， 因为大部分网络成员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

建立广泛的外部联系， 扩展网络规模， 提高跨组织知

编码毫无意义， 因为大部分网络成员使用一个共同的语

识转移能力。为获得大量的汽车设计与制造技术， 掌握汽

言。这些因素促进了组织内部的交流与知识转移。同样，

车发展的前沿技术， 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 奇瑞企业与国

［２５］

让这些人与组织外面的人交流自己的知识就困难了 。相

内的高校和国外的研发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国内，

比之下， 具有网络规模特点的人将发现跨组织转移知识

奇瑞与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进行合作办学和项目合

比较容易， 因为跨组织进行知识转移是他们每天知识活

作， 积极参与国家的各项科技计划。在国外， 奇瑞主动与

动的一部分。习惯与不同实践社区进行接触的个体， 比那

国际顶尖的专业设计公司和工程公司合作。例如， 在整车

些只是在一个知识体内进行接触的个体更有机会学习如

设计领域， 奇瑞选择了意大利、宾利法尼亚、英国、日本等

何表达复杂思想。

的著名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在发动机领域 ， 与奥地利著名

３

的 ＡＶＬ 公 司 合 作 ； 在 混 合 动 力 领 域 ， 与 英 国 里 卡 多 （ Ｒｉ－

案例研究
奇 瑞 汽 车 公 司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在 滨 江 小 城 芜 湖 成 立 ，

ｃａｒｄｏ） 合作； 在涂装线上， 与德国杜尔（ Ｄüｒｒ） 合作。通过与

十年过去了， 奇瑞通过集聚和培养各类创新人才， 坚持走

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 提高了奇瑞进行组织间知识转

自主创新之路， 已成为拥有完全自主研发能力、自主品牌

移的能力， 增强了奇瑞把握和吸收汽车前沿技术的能力。

产量最多、综合实力排名居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

变弱关系为强关系， 有效地促进组织间隐性知识的

牌轿车企业。２００６ 年， 奇瑞产销轿车突破 ３０ 万辆， 跃居全

转移。通过建立广泛的外部联系， 使奇瑞有机会接触到世

２００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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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汽车发展的前沿技术， 但由于汽车的研发主要是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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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理解能力， 即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也就增强了。

知识起着决定的作用， 这就需要奇瑞有选择的与外部建

网络规模的作用与网络聚类的作用是互补的。通过

立强联系， 把需要的技术转移过来。为此， 奇瑞加强了与

案例分析， 可以发现一个组织最佳的网络结构应该把网

相关研发机构与个人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不同的方式， 把

络聚类与网络规模有机地结合起来。 Ｒｅａｇａｎｓ，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原来的弱关系变为强关系， 促进隐性知识的跨组织转移。

和 ＭｃＥｖｉｌｙ 发现， 生产效率最高的团队内部具有聚类的特

首先， 通过直接引进人才， 促进隐性知识的跨组织的转

点， 而外部网络充满了由弱关系构成的结构洞 ［２７］。所以， 一

移。 ２００２ 年以来， 奇瑞陆续从国际著名汽车公司、零部件

个组织在保持组织内部网络聚类优点的同时， 应积极拓

企业及国内各大汽车企业中， 引进 ３０ 多名“高、精、尖”的

展外部的网络规模， 通过与相关组织保持弱联系， 扩大自

海外人才， 分别在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领域担当重

己的网络规模。这不仅可以减少与外界保持强关系的成

任。其次， 在北京、上海以及意大利的都灵等地设立研究

本， 还可以及时了解组织外部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当组

所， 招聘当地的高级研发人员， 并把公司人员选派送去共

织通过弱联系发现有自己需要的知识的时候， 尤其是对

同进行研发， 目前， 公司已送到国外培训的达 １ ０００ 多人

组织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隐性知识的时候， 组织可以在能

次。最后， 奇瑞以联合设计小组的方式， 与国外大型设计

为自己带来隐性知识的联系上加大投入， 把原来的弱联

公司合作， 培养自己的设计队伍。通过参与联合研发和不

系变成强联系， 以吸收自己需要的隐性知识。

断实践， 奇瑞自己培养的工程师也迅速成长， 他们中有的
已在发动机研发、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方面发挥了担纲

参考目录

［１］ Ｔｅｅ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ｔｈｅ ｒｅ－

作用。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 ｈｏｗ［Ｊ］．Ｔｈｅ

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７（８７）：２４２－ ２６１

结束语
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知识源

［２］ 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Ｇ．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和接受者的意愿和编码与吸收能力来实现的。强关系能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

使对方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知识转移活动。为加强
对隐性知识的转移， 应在知识源和接受者之间培养强关
系， 增强双方关系的情感因素， 这将会使双方投入时间和
精力来完成知识的转移。聚类作为强关系的集合体， 它也
主要是通过影响知识源的意愿来促进知识的转移。它与
单个的强关系作用机制又有所区别。网络聚类主要通过
双方共有的强关系来起作用。声誉与合作规范是网络聚
类影响知识源进行积极的知识转移的两个主要机制。聚
类这样的网络结构能促进知识的转移 ， 尤其是嵌入程度
较深的隐性知识的转移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具有网络规模特点的成员拥有的联系较多， 异质性
联系也就比聚类的多得多。特定成员因此也就有机会吸
收异质的知识。这有利于他把自己的知识用不属于自己

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１９９６（１７）：２７－ ４４
［３］ Ｋｏｇｕｔ ，Ｂ． ，Ｚａｎｄｅｒ ，Ｕ．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３（３）：３８３－ ３９７
［４］ Ａｒｇｏｔｅ， Ｌ．， ａｎｄ Ｐ． Ｉｎｇｒａｍ．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ｆｉｒｍ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００，８２： １５０－ １６９
［５］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Ｊ．Ｌ．，Ｔｅｎｇ， Ｂｉ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Ｒ＆Ｄ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
２０（２）：３９－ ６８
［６］ Ｐｏｌａｎｙｉ，Ｍ．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ａｃｉｔ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６６，４１：
１－ １８
［７］ Ｃｏｈｅｎ，Ｗ．Ｍ．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 ，Ｄ． Ａ．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 ｎｅｗ ｐｅｒ－

知识群体的术语来进行表达， 增强了知识源的编码知识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能力。这就便于接受者理解自己未接触过的知识。从知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８，３５：１２８－ １５２

识接受者的角度来看， 具有网络规模特点的接受者由于
接触异质性的知识机会多， 其对不属于自己知识群体里

１２６

２００８．０２

［８］ 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 ，Ｇ．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 Ｄｉａｃｈｒ－
ｏｎ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知识管理
［１９］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Ｊ． 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００，８２（１）：９－ ２７
［９］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Ｃｌｙｄｅ Ｊ．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８，９４：Ｓ９５－ Ｓ１２０

［Ａ］．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Ｃ．Ｍｉｔｃｈ－

［２０］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Ｊ． 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ｌｌ．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ｎｇ：Ｍａ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
［１０］ Ｐｕｔｎａｍ Ｒ．，Ｂｏｗｌ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１１ｔｈ Ｆ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２１］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 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Ｎ． Ｎｏｈｒｉａ ａｎｄ Ｒ． Ｇ． Ｅｃｃｌｅｓ（ｅｄ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２
［１１］ Ａｌｄｒｉｃｈ，Ｈ．，＆Ｚｉｍｍｅｒ，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 Ｄ．Ｓｅｘｔｏｎ＆Ｒ．Ｓｍｉｌｅｒ（ｅｄｓ．），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３－ ２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ｌ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８６
［１２］ Ｂｕｒｔ，Ｒ． 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１３］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Ｍ．Ｓ．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２５－ ５６．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２２］ Ｐｏｒｔｅｓ，Ａ．， ａｎｄ Ｊ． Ｓｅｎｓ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９８：１３２０－ １３５０
［２３］ Ｕｚｚｉ， 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３，７８： １３６０－ １３８０
［１４］ Ｈａｎｓｅｎ， Ｍ． 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
ｕｎｉｔ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９ ，４４：８２－ １１１
［１５］ Ｍａｒｓｄｅｎ， Ｐ． Ｖ．， ａｎｄ Ｋ． Ｅ．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ｉ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７，４２：３５－ ６７
［２４］ Ｐａｄｇｅｔｔ， Ｊ．， ａｎｄ Ｃ． Ａｎｓｅｌ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 １４００－ １４３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３，９８： １２５９－ １３１９
［２５］ Ｂｕｒｔ， Ｒ． 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ｇｏｏｄ ｉｄｅ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１９８４，６３：４８２－ ５０１
［１６］ Ｎｏｎａｋａ ，Ｉ．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４，５（１）：１４－ ３５
［１７］ Ｂａｕｍ， Ｊ ． Ａ． Ｃ． Ｉｎｇｒａｍ ， Ｐ．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ｈｏｔ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８，４４：９９６－ １０１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２
［２６］封凯栋 ，尹同耀， 王彦敏 ．奇瑞的创新模式［Ｊ］．中国软科学，
２００７（３）： ７６－ ８４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２７］ Ｒｅａｇａｎｓ，Ｒ．， Ｅ．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Ｂ． ＭｃＥｖｉｌｙ ″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ｖ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１８］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３

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５，９１：４８１－ ５１０

（责任编辑

殷得民 ）

Ｎｅｔｗｏｒ ｋ 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 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 ａｎｓｆｅｒ
ＹＡＮＧ Ｙｕｂｉｎｇ， ＨＵ Ｈａｎｈｕ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ａｋｅ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ｐｌａｙ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 Ｂ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ｅ ａｌｓｏ ｂｒ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ａ－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 ｓｃｏｐｅ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ｎｅｅｄ，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ｗｅａ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u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u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u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０８．０２

１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