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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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2]。企业有

效地进行知识转移, 对企业提高竞争优势至关重要[3]。影

响知识转移的因素很多 , 社会情景能通过对知识源、知识

的接受者产生作用从而影响知识转移活动。本文分析了

社会网络情景对知识转移活动的影响 , 指出不同的网络

结构对知识转移活动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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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根据知识转移活

动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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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分析

1.1 知识源

知识源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 : 一个是知识本身特性

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知识发送者是否愿意转移知识、转

移知识的能力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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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转移知识的嵌入性影响知识转移的难度 , 知识的嵌入

度越深,知识转移难度越大,它的可表达性也就越差[5]。可

表达性差的知识属于隐性知识。Polanyi 认为,隐性知识扎

根于特定情境下的行动、参与和使命 , 是非口语化的、直

觉的和难以表达与编码的[6]。Cummings 和 Teng 通过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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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知识转移对知识的接受者来说是有利的, 而知识源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付出成本的。知识源是否愿意付出时

间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知识转移的发生及其能否

成功。沟通、编码能力是在一定的组织情境中 , 通过合适

的交流行为展示知识的能力, 如清晰地表述本人的想法,

使其易于被人所理解。知识源良好的沟通、编码能力会使

知识接受者非常容易地理解要接受的知识 , 从而促进知

识的转移。

1.2 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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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应用它的能力[2]。接受者与知识源共有知识的程度

越大, 越有利于接受者吸收知识源的知识。接受者不能利

用外部知识与其缺乏吸收能力有直接关系[7]。Szulanski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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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接受知识也要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当接受者对知

识源的知识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时 , 就会影响知识源自觉、

主动投入时间、精力和努力来进行吸收所转移的知识的

意愿, 就会影响接受者吸收知识的效率。在接受者吸收和

网络结构与知识转移
杨玉兵, 胡汉辉

(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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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网络结构; 知识转移; 动机; 能力

中图分类号: F0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0241(2008)02- 012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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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知识管理



使用新知识的过程中 , 就会出现故意拖延、被动应付、虚

假接受、暗地破坏或公然的反抗等行为。这将对知识转移

产生不利的影响。

1.3 社会网络

影响知识转移的情境因素很多 , 我们这里主要考察

知识转移发生的社会网络情境。米切尔对社会网络的界定

是特定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9]。而普特南则认为, 社

会网络是由提供诸如信息等资源的联系所组成[10], 是主体

获取信息、资源、社会支持以便识别与利用机会的机会结

构[11]。网络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法人( 经济组织和

社团等) 。联系强度、网络聚类以及网络规模等网络特点

对知识转移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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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个体之间情感密切的联系或者频繁互动所形成的联系,

弱联系指主体之间比较松散的联系。判断联系强度的标准

有二条: 联系频率和感情方面的接近程度[12]。在认知过程

中, 这两种联系分别起着不同作用。Granovetter 认为, 强关

系网络由于同质性较强 , 可能难于提供有效信息 ; 而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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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聚类 ( cohesion) 就是指一对关系被第三方强 关

系包围的程度。网络聚类和强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们

趋于同时发生。不过 , 网络聚类与强关系也有区别 , 一个

强关系可以在一个聚类里发生, 或跨越一个聚类存在。网

络聚类里的强关系组成了一个频繁互动的密集网络。在

聚类里 , 由于每个成员之间都存在着强关系 , 因此对于第

三方来说 , 其中任何两个关系人之间都存在着冗余性的

关系。网络聚类由于都是强关系, 因而有利于培养内部个

体之间的信任。

网络规模(range)是指处于特定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与

其他成员之间关系的数量。一般说来, 特定成员凝聚的关

系数量越多, 他(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就能获得更高的效

益。关系的数量多少并不是衡量网络有效性和行动者重

要性的惟一指标 , 非冗余性联系(a relationship of nonre-

dundancy)的多少对特定成员也很重要[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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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 , 发现不同的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起着不同的作

用。

2.1 强联系中的知识转移

强弱联系用来表示两个当事人之间关系密闭性和互

动频率的特点[13- 15]。强联系指两个当事人之间情感密切的

联系或者频繁互动所形成的联系。这里的两个当事人就

是知识源和知识接受者。知识源和知识接受者之间经常

交流或他们之间有着很强的感情 , 那将比那些不经常交

流或没有感情人之间更容易分享知识。关系上附着的情

感水平和对关系承担的义务也很重要 , 因为它影响知识

源提供支持或帮助的动机。这个动机可能源于社会因素

的考虑, 如互惠的愿望[13]。两者之间涉及的感情越多,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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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性知识的知识转移需要参与方经常性的大量的交

互作用 [16], 而强关系本身就具有频繁互动,联系密切等特

点 , 因此强关系积极地影响着知识转移 [17], 而疏远的关系

消极地影响着组织的知识转移[2]。

2.2 弱联系中的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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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的联系 , 由于异质性较强 , 可以提供有效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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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联系由于两个节点间互动的频率不高, 联系不

密切等特点 , 使得弱联系中转移的知识主要以显性知识

为主。对隐性知识的转移 , 弱关系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

因为弱关系上附着的情感水平比较低 , 对关系承担的义

务几乎没有 , 这就使得知识源很难花费时间和精力来转

移自己的隐性知识。

2.3 网络聚类中的知识转移

网络聚类对知识转移能起积极的作用 , 它主要是通

过影响知识源帮助他人的意愿来发挥作用。像强关系一

样 , 聚类也是通过影响知识源的动机对知识转移起作用。

在强关系中 , 知识源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机的源头 ,

但在稠密的社会网络中 , 强关系共有的第三方关系是动

机的来源。当一对关系被第三方强关系包围时, 知识转移

行为发生的可能就大[18- 19]。声誉和合作规范解释了为什么

第三方强关系能促进知识转移。

根据声誉理论, 当有第三方强关系包围着的时候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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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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行为的消息将很快传到其他网络成员那 , 这将限制

将来与他们相互影响的能力。另外, 聚类能使第三方根据

不合作行为来调整他们的行动 , 对不合作的行为进行更

有效和有力的制裁[20]。这就促使了网络聚类的成员积极地

与他人合作, 分享自己的知识。

聚类还能促进合作规范的形成[21]。个人的行为是受到

他们认为什么是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规范所指导[22]。人

们之间的合作是因为合作在一个网络中代表了一种价值

的分享。合作规范为知识源提供了这样一些保证, 如果他

们今天和别人分享知识, 别人在将来也会这样对待他。合

作规范增加了知识源的信心 , 有人在将来会帮助他们 , 当

他们处在相同的境地时 , 甚至这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这

么做的[23]。

2.4 网络规模与知识转移

网络规模表示的是处于特定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与其

他成员之间的联系 , 这里面的联系有可能跨越制度、组织

或社会边界。网络规模影响着跨边界的知识转移[12]。网络

规模能通过影响人们形成跨不同主体进行知识表达的能

力来促进知识转移。人们与不同的知识主体联系就会受

到更多观点的影响。从不同的观点来考虑一个问题是网

络规模主体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可以用使每个联系

都能理解的一种语言来进行交流[24]。一个生活在同质网络

的人被用同样方式看问题的联系包围着 , 不需要考虑不

同的观点 , 因为大部分网络成员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

编码毫无意义 , 因为大部分网络成员使用一个共同的语

言。这些因素促进了组织内部的交流与知识转移。同样,

让这些人与组织外面的人交流自己的知识就困难了[25]。相

比之下 , 具有网络规模特点的人将发现跨组织转移知识

比较容易 , 因为跨组织进行知识转移是他们每天知识活

动的一部分。习惯与不同实践社区进行接触的个体, 比那

些只是在一个知识体内进行接触的个体更有机会学习如

何表达复杂思想。

3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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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过去了 , 奇瑞通过集聚和培养各类创新人才 , 坚持走

自主创新之路 , 已成为拥有完全自主研发能力、自主品牌

产量最多、综合实力排名居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

牌轿车企业。2006 年, 奇瑞产销轿车突破 30 万辆, 跃居全

国第四位。

奇瑞今天的成就得益于走自主创新之路 , 而自主创

新的成功主要来源于奇瑞公司在其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

有效地进行了知识转移。奇瑞公司通过在内部组织网络

中培养共同的愿景 , 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 ; 在外部 , 与世

界著名研发公司建立联系 , 构建内部与外部双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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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强关系, 培养共同的愿景 , 促进内部的知识转

移。组织内部的网络结构相对于组织外部的联系来说是

一种由强关系组成的聚类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非常

有利于信任和共同愿景的培养。奇瑞公司在成立之初就

利用这种网络结构在组织内部培养共同的企业愿景 : 振

兴民族汽车工业, 全心全意打造中国的自主品牌。这个企

业愿景不仅得到组织内部员工的广泛认同 , 还吸引了大

批已经年迈的老专家、老工程师和合资汽车企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及海外人才的加入[26]。他们有着丰富的汽车设计、制

造经验, 共同的愿景使他们在奇瑞毫无保留地发挥着“传、

帮、带”的作用, 为奇瑞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在奇瑞内

部, 公司也为年轻的开发人员提供了大量参与各种项目

开发的机会 , 利用强关系促进内部的知识转移 , 通过“干

中学”, 实现了组织内部知识的有效转移。目前, 全公司已

经有超过 4 000 名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 , 不少工程师已

经成为技术骨干。

建立广泛的外部联系 , 扩展网络规模 , 提高跨组织知

识转移能力。为获得大量的汽车设计与制造技术, 掌握汽

车发展的前沿技术 , 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 , 奇瑞企业与国

内的高校和国外的研发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国内,

奇瑞与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进行合作办学和项目合

作 , 积极参与国家的各项科技计划。在国外 , 奇瑞主动与

国际顶尖的专业设计公司和工程公司合作。例如, 在整车

设计领域 , 奇瑞选择了意大利、宾利法尼亚、英国、日本等

的著名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 在发动机领域,与奥地利著名

的 AVL 公司合作 ; 在混合动力领域 , 与英国里卡多 ( Ri-

cardo) 合作; 在涂装线上, 与德国杜尔( Dürr) 合作。通过与

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 , 提高了奇瑞进行组织间知识转

移的能力, 增强了奇瑞把握和吸收汽车前沿技术的能力。

变弱关系为强关系, 有效地促进组织间隐性知识的

转移。通过建立广泛的外部联系, 使奇瑞有机会接触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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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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起着决定的作用 , 这就需要奇瑞有选择的与外部建

立强联系 , 把需要的技术转移过来。为此 , 奇瑞加强了与

相关研发机构与个人的交流与合作 , 通过不同的方式 , 把

原来的弱关系变为强关系 , 促进隐性知识的跨组织转移。

首先 , 通过直接引进人才 , 促进隐性知识的跨组织的转

移。2002 年以来, 奇瑞陆续从国际著名汽车公司、零部件

企业及国内各大汽车企业中 , 引进 30 多名“高、精、尖”的

海外人才 , 分别在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领域担当重

任。其次 , 在北京、上海以及意大利的都灵等地设立研究

所 , 招聘当地的高级研发人员 , 并把公司人员选派送去共

同进行研发 , 目前 , 公司已送到国外培训的达 1 000 多人

次。最后 , 奇瑞以联合设计小组的方式 , 与国外大型设计

公司合作, 培养自己的设计队伍。通过参与联合研发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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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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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接受者的意愿和编码与吸收能力来实现的。强关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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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群体的术语来进行表达 , 增强了知识源的编码知识

的能力。这就便于接受者理解自己未接触过的知识。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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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的理解能力, 即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也就增强了。

网络规模的作用与网络聚类的作用是互补的。通过

案例分析 , 可以发现一个组织最佳的网络结构应该把网

络聚类与网络规模有机地结合起来。Reagans, Zuckerman

和 McEvily 发现, 生产效率最高的团队内部具有聚类的特

点, 而外部网络充满了由弱关系构成的结构洞[27]。所以, 一

个组织在保持组织内部网络聚类优点的同时 , 应积极拓

展外部的网络规模 , 通过与相关组织保持弱联系 , 扩大自

己的网络规模。这不仅可以减少与外界保持强关系的成

本, 还可以及时了解组织外部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当组

织通过弱联系发现有自己需要的知识的时候 , 尤其是对

组织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隐性知识的时候 , 组织可以在能

为自己带来隐性知识的联系上加大投入 , 把原来的弱联

系变成强联系, 以吸收自己需要的隐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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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YANG Yubing, HU Hanhui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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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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