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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

复杂性理论和网络分析方法在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问题中的应用
—基于江苏省三个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
吴先华 １， ２， 郭

际 １， 胡汉辉 ２

（ 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２． 东南大学 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６ ）
摘要： 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 应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 对集群的创新能力问题提出了三个理论
命题， 即如果产业集群中各组织成员之间具备中等程度的关联性、中等程度的异质性、产业集群具备内部中等程度的控
制水平（ Ｍｅｄｉｕｍ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的话， 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将更强。采集了江苏省三个产业集群的数据， 借助网络
分析方法， 对命题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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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气、创新环境等问题。然而， 这些文献较少解释为什么有

近二十年来，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公认的区

些产业集群能够随着 环 境 的 变 化 而 不 断 变 化 和 创 新 ， 从

域发展模式， 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成为国内

而保持创新活力， 而有些产业集群却不能， 其原因就在于

外研究的热点。在知识经济时代， 集群的内外部环境日益

这些研究文献往往基于静态的视角和宏观的笼统分析方

动态化， 集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产业集群如何创新和

法。

升级， 成为政界、理论界和实业界高度关注的难点问题。

产业集群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 ， 满足 Ａｘｅｌｒｏｄ 和

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由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上的许

Ｃｏｈｅｎ（ １９９９） 所提出的复杂适应性系统的主要条件。如集

多企业组成的地理范围上的生产系统。这些企业在生产

群中的任何成员都没有足够的技术、约束力和谈判优势

过程的不同阶段高度专门化， 并由组织间相互联系组成

来迫使其他企业遵守公共规范， 但是， 每个成员都能通过

的复杂网络联结起来。一般来说， 学者们认为， 产业集群

相互学习和处理局部复杂性来积累个体经验， 从而促进

创新是指从事同一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及其它地方机构等

整个集群创新能力的增长， 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自组织

主体， 它们在特定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作用

过程； 其次， 集群内部多种因 素 共 同 演 绎 ， 使 集 群 内 部 各

下， 通过正式、非正式的方式， 促进知识在集群内部创造、

认知主体的发展呈现非线性的特征； 再次， 集群在时间和

储存、转移和应用的各种活动和相互关系的总和。

空间上的广度与宽度， 使集群内部各种认知主体和认知

产业集群研究的文献和流派非常多， 如社会学、区域

方式能够保持多样性， 这是集群系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

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学等。这些

力的必要条件。因此， 集群可以被视为一个复杂适应性系

文献较多地通过一些概念和模型来解释产业集群成功的

统加以研究。

原因、灵活的专业化分工、本地 化 的 外 部 经 济 性 、产 业 空

复杂性科学为组织的竞争优势和动态创新能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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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在组织

接线。相互关联性、异质性和控制水平是网络的特性， 因

和战略领域曾出现过复杂性科学的热潮。复杂性科学认

此借用了网络分析方法来度量。

为， 组织的成功在于如何适应和改变环境， 如何创造新的

１．１ 相互关联性

秩序、增强学习和适应等自组织能力。而且， 组织的秩序

复杂性系统（ ＣＡＳ） 理论认为， 系统内部各组织单元之

和自组织的内因在组织内部。如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 （ １９９３ ） 认为， 处

间相互关联的数目是影响系统的自组织和涌现的关键变

于紊乱边缘的组织有利于自组织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具

量。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 １９９５） 指出， 一个生态系统内部各结构之间

备不断创新的能力。 Ａｓｂｈｙ（ １９５６ ） 曾提出， 系统内部具备

的相互关联的数目影响着该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他用

多 样 性 的 必 备 条 件 ， 在 此 基 础 上 ， ＭｃＫｅｌｖｅｙ（ ２００４） 认 为 ，

ＮＫ 模型来描述在特定的环境下， 系统成功的水平和能够

组织内部也必须有多样性以利于自组织和适应环境的改

适应环境的状况。系统对环境的适应类似于在山地上行

变。

走（ Ｗａｌｋ ｏｎ 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在行走过程中， 组织在不断地
下面， 本文将利用复杂性科学理论， 结合网络分析方

调整自身， 以增强其对高度的适应能力。当到达最高峰

法， 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复杂性适应系统（ ＣＡＳ） ， 提出影

时， 组织则达到了最成功的适应状态。山地的粗糙程度影

响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三个方面： 相互关联性（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

响了系统适应环境的状况， 当山地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视

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异 质 性 （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和 控 制 水 平 （ Ｌｅｖｅｌ ｏｆ

域时， 适应性的行走也会将系统引至全球性的广阔视野。

Ｃｏｎｔｒｏｌ ） ， 并提出了相关命题以描述这三个方面对集群创

在崎岖的山地上， 如果有许多不平坦的山峰， 适应性的行

新能力的影响。然后利用调研所取得的实际数据， 对这几

走将使系统局限于一些局部的高度。通过使用可调整的

个命题做出验证。

地形 （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和 ＮＫ 模型的概念，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

１

（ １９９５） 指出， 系统内部相互连接的数目（ Ｋ） 也影响着地形

提出假设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认为， 复杂性系统（ ＣＡＳ） 存在于一

的崎岖程度。当 Ｋ 增加时， 崎岖的程度也会增加， 系统适

个异质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本土性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 和多种机

应环境的能力将会降低。那么， 为保证系统对地形的适应

构相互作用且功能集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性， Ｋ 的值不能过高。

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的网络中， 它们以非线性的形式相互作用、相

这个结果被广泛地应用于组织研究， 以模拟组织的

互适应和学习。复杂性系统（ ＣＡＳ） 具有适应环境并与外部

改变和技术创新过程。在组织研究中， 参数 Ｋ 的值对组织

环境共同演化， 修正环境并不断修正自己的特性。各个组

的创新有显著的影响， 因为组织内部各成分单元之间是

分之间以非线性的方式互动， 相互学习和适应， 以自组织

相互影响的。

的形式演化和发展。

类似地， 该结果也能应用于对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

本研究将从集群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共同演化

研究。集群内部相互联结的程度是由集群内部各组织单

能力等方面来研究集群的创新能力问题。集群的适应能力

元之间的社会和经济联系决定的。当组织单元之间的联

和共同演化能力越强， 其创新能力也越强。事实上， 如果集

结程度高时， 某一特定组织单元的行为将强烈地受到其

群拥有适应和与环境共同演化的能力， 它们将不断地调整

他组织单元行为的影响， 这样可能会导致集群创新行为

自身以适应环境并不断取得成功。因此， 集群不是因为具

（ 如技术、商业、生产等方面的创新） 的“锁定 ”效 应 ， 从 知

有一系列的既定特征才具有竞争优势， 而是因为它们具有

识溢出的角度来讲， 集群内部的知识将出现“僵化”和“粘

演化的能力并自发地适应环境。这种能力不是先入为主

滞”现象 ， 无法顺畅流动； 由于内部联 结 过 密 ， 结 构 固 化 ，

的， 而是在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也就

外部的知识也无法进入集群， 新旧知识之间很难相互转

是说， 产业集群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并不是一些既定条

换。可见， 集群内部各组分之间的联系既不能过密， 也不

件所决定的， 而在于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

能过于稀疏。

为了检验这些命题， 这里采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将
产业集群视为一个网络， 其中组 织 单 元 （ 如 公 司 、科 研 院
所、协会、管理机构等） 是结点， 组织单元之间的关系是连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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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假设 １：
假设 １： 如果产业集群中各组织成员之间具备中等程
度的关联性， 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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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异质性
许多复杂性方面的研究强调， 过多的多样性将会摧

创新管理
络的创新性和好奇性更强。因为存在强联系的网络更容
易导致集体思考（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ｉｎｋ） 。

毁系统的多样性。例如， Ａｓｈｂｙ（ １９５６ ） 认为， 系统的创新性

产业集群的控制水平 （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由 集 群 组

需要系统内部的多样性能够与环境的多样性相匹配。内

织内部结构的监控（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水平决定的。监控（ Ｇｏｖ－

部具有适宜的多样性系统将比不具备多样性的系统演化

ｅｒｎａｎｃｅ） 程度越高， 集群中一个或多个组织单元（ 如公司）

得更好。Ａｌｌｅｎ （ ２００１ ） 和 ＬｅＢａｒｏｎ （ ２００１ ） 也对该问题进行了

对集群中其他组织单元（ 如公司） 的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 水平越

研究。他们提出的代理人模型（ Ａｇ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 认为，

高。

如果系统的多样性变成了同一性， 那么系统中的好奇

同理， 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假设 ３：

（ Ｎｏｖｅｌｔｙ） 、创新和学习等能力都将倒塌（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

假设 ３： 如果产业集群具备内部中等程度的控制水平

Ｄｏｏｌｅｙ（ ２００２） 认为， 一个复杂性系统的主要特性之一

（ Ｍｅｄｉｕｍ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最

在于演化是多样的。该特性认为， 每一个组织都是独特

强。

的， 不仅在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独特， 而在于他们看待这

２

实证分析

个世界和做出反映的行为规则是不同的。在复杂性系统

在研究过程中， 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０７ 年， 我们分别从江

中， 多样性是系统生存的关键要素。没有多样性， 复杂性

苏省无锡市、苏州市采集了三个产业集群的数据， 对数据

系统将会变成单一行为模式的系统， 这样， 系统也不太可

进行了归纳、整理， 并对以上假设进行了检验。下面将首

能具备好的创新能力。

先对案例进行介绍， 然后对实证结果做简要的解释。

对公司而言， 组织多样性的概念与组织的战略、运行

２．１ 案例介绍

模式、竞争规则等行为方式等有关。如果该组织与集群中

案例 １： 无锡市起重机械产业集群。该集群位于江苏

其他成员之间联系较少， “特立独行”， 可以认为该组织的

省无锡市滨湖区华庄镇和惠山区阳山镇等地， 主要生产

异质性更强。类似地， 如果一个集群中异质性较强的成员

各种型号的起重机械。集群内一系列的配套企业如超重

越多， 集群整体的异质性更大。但是， 如果集群中成员的

量限制器、力矩限制器、制动器、防坠安全器、电动葫芦等

异质性过强， 成员之间的联系太少， “老死不相往来”， 将

一批相关配件生产企业，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截止

缺乏足够的知识交流和分享， 同样也不利于集群创新能

２００３ 年底， 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５．８ 亿元， 利税 ５ ０６１ 万

力的提高。

元， 并形成了锡能、回天力、神 鹰 、惠 山 等 ２０ 余 个 知 名 品

因此， 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假设 ２ ：

牌。集群内现有技术人员 ８０６ 人， 技术工人 ２ １５７ 人， 两

假设 ２ ： 如果产业集群中各组织成员具备中等程度的

者占从业人员的 ５８．６％。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８ 月， 研究人员在

异质性， 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最强。

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协助下， 对无锡起重机械产

１．３ 控制水平

业集群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放调查问卷 １００ 份， 实际回收

在描述复杂性系统（ ＣＡＳ） 的自组织和创新能力时， 系
统 的 控 制 水 平 是 一 个 更 为 重 要 的 特 征 变 量 。 Ｌｅ Ｍｏｉｇｎｅ

９０ 份， 回收率为 ９０％， 其中完整有效问卷 ７２ 份， 所获取数
据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 １９９０ ） 研究发现， 复杂性系统（ ＣＡＳ） 并不是一个由等级制

案例 ２： 苏州市乌鹊桥电脑产业集群。该集群位于苏

—命令中心来控制的， 而是显示出了一定
度下的控制——

州市双塔街的乌鹊桥街道内， 由大量的中小型电脑硬件

的自治特征。而后者是系统演化、适应和创新的必备条

的组装、包装、销售以及电脑和电子相关软件程序的开

件。强烈的控制导向将会导致高度的等级制， 从而使系统

发、生产和销售等为主业的企业组成。企业之间形成了较

变化缓慢， 而且可能会减少系统的多样性。系统内部存在

为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 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以电脑研发、

着较弱的但并非可以忽视的联系、近似自治（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销售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集群。２００７ 年， 全苏州市电脑公

的子系统对于组织的长期的适应性和创新是必需的。而

司约有 ４００ 多家， 该集群占 ７０％左右。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上

且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１９７３ ） 的 研 究 也 发 现 ， 存 在 “弱 联 系 ”

午， 在苏州市乌鹊桥电脑街同业公会会长的协助下， 发放

（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 的网络比存在着“强联系”（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ｉｅｓ） 的网

问卷 ２００ 份， 回收 １４４ 份， 回收率为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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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３ ： 苏州市养育巷装饰产业集群。该集群原主要

家、１５ 家和 ７２ 家公司， 这些样本约分别代表了集群中总

位于苏州市南门街的养育巷街道内， 但目前地理位置已

公司数的 ５１．４２％、２０％和 １８％。在采集有关集群网络结构

延伸和拓宽， 东到市机电一条街 ， 南 到 东 大 街 ， 并 延 伸 到

的数据时， 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公司的管理者， 公司与哪

干将路和广济南路， 广济南路也逐渐发展成为装饰企业

些公司之间存在着商业上的交易关系， 然后， 我们用这些

较为集中的街道。集群现有 ７０ 多家装饰企业， ３ ０００ 多员

数据来构建这三个集群中公司之间的网络关系。

工， 设计师总数占全苏州市的 １ ／３ 以上， ２００６ 年产值 ６ 亿

为了对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的三个特征即相互关联

元以上。典型企业有旭日、好人家、水木清华， 红蚂蚁， 浙

性、异质性和控制水平进行实证检验， 我们首先分别对这

江九鼎等。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下午 ２ 点， 养育巷装饰公司特

三个特征进行了描述， 然后采用网络理论对这三个特征

色街中的部分公司在同业公会的组织下， 在养育巷社区

进行了度量。我们主要采用了网络密度、网络异质性和网

召开整体装饰市场的研讨会， 趁此机会， 在同业公会会长

络集中性三种度量方法。

的支持下， 在会议现场 发 放 １５ 份 问 卷 ， 请 各 公 司 代 表 现
场填写， 问卷全部回收， 回收率为 １００％。
从样本的选择来看， 我们一方面通过政府机构和同
业公会的介绍来选择样本， 另一方面， 能够参与会议或主

命题 １ 的检验通过度量网络结构进行分析， 即网络密
度（ ＮＤ） 。网络密度指网络中实际的联结线 Ｌ 与网络中理
论上最大的联结线 ｎ（ ｎ－ １） ①的比率， 其中 ｎ 是网络中结点
的数目。用公式（ １） 表示如下：

动参与答卷填写的样本公司也大多是积极、知名的公司，

ＮＤ＝

按照 Ｓｃｏｔｔ （ １９９１ ） 的样本选择理论， 这些样本能 够 较 好 地

生型（ 或本土型） 产业集群， 结合定性的判断， 可以初步认
为， 这三个产业集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苏州市乌鹊桥

企业的异质性指集群中每一个结点与网络核之间的紧密
程度。得到了成员与核之间紧密程度的数据后， 可以计算
其 Ｇｉｎｉ 系数， 用该系数作为网络异质性的衡量指标。
命题 ３ 的检验采用了网络中心度指数。即标准化程

电脑产业集群可视为处于发展初期， 具备较好的创新能
力； 苏州市养育巷装饰产业集群处于成熟期， 其创新能力
处于其次的水平； 无锡市起重机械产业集群处于衰退期，
其创新能力较差。为了借助这三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
具有不同创新能力的产 业 案 例 来 验 证 前 面 提 出 的 假 设 ，
这里将它们看作不同的网络， 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度量了
产业集群的结构特征， 对以上三个命题做了验证。

度中心值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 平均 ＮＤＣ） ， 一
个结点的程度中心值指该结点联结的边（ Ｅｄｇｅ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的数量。那么， 一个结点的程度中心值指的是其与网络中
其他成员直接关联基础上， 在网络中的中心程度。该值定
义为一个结点与网络中其他结点相互关联的数量。用公
式（ ２） 表示如下：

ＤＣ（ ｎｉ） ＝∑ｘｉｊ

２．２ 实证结果

络， 这三个网络我们分别命名为“Ａ 网络”、“Ｂ 网络”和“Ｃ
网络”。然后用所采集到的数据评价了这三个集群的创新

（ ２）

由于三个集群本身的规模大小不同， 这里采用了标

首先， 将苏州市乌鹊桥电脑产业集群、苏州市养育巷
装饰产业集群和无锡市起重机械产业集群看作三个网

（ １）

命题 ２ 的 检 验 通 过 集 群 中 企 业 的 异 质 性 进 行 度 量 。

代表集群的整体情况。
从调研及访谈结果来看， 以上三个产业集群都是内

Ｌ
ｎ（ ｎ－ １）

准化的度中心值， 它由网络中任意一个结点 ｉ 与其他结点

ｊ 的关联总数 ＤＣ（ ｎｉ） 除以（ ｎ－ １） 表示。即用公式（ ３） 表示如
下：

ＤＣ（ ｎｉ）
（ ｎ－ １）

能力。这里用新产品、新服务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

ＮＤＣ（ ｎｉ） ＝

比例来简要表示集群的创新能力， 计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在考虑了网络特性的基础上， 计算了产业集群的结构

表１

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比较

（ ３）

特征， 这三个网络的特征值的计算结果如 ２ 所示。
每一个网络特征值代表了产业集群一个方面的结构
特征， 这里分别采用了： （ １） 网络密度来度量集群的相互

在研究中， 从以上三个产业集群中分别选择了 １４４
① 各个公司之间的双向联结线， 单向连接线的条数为 ｎ（ ｎ－ １） ／２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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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表２

三个网络特征值的计算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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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外部动态环境， 也利于集群的知识创新。
当然， 本研究也有许多局限。首先， 采用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找到的衡量指标是否能够对应以上所提到的三个
理论命题， 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第二， 案例仅仅局限于
三个产业集群， 未能采用更多的集群的更详尽的数据进

程度中心值代表集群的控制水平。从表 ２ 中的结果可以

行比较分析， 无疑是一个缺憾。第三， 在样本的选择过程

看到， Ａ 网络的网络密度、Ｇｉｎｉ 系数、标准化的度中心性

中， 借助了专家的定性介绍， 这与专家自身的知识水平和

的值处于适中水平， 该集群的创新能力最强； Ｂ 网络的网

学识以及固有看法有很大的关系。另外， 在有的集群中，

络密度、标准化的度中心性的值处于最高水平， Ｇｉｎｉ 系数

样本占总体的比例过低， 可能也不足以代表总体的情况。

处于最低水平， 该集群的创新能力其次； Ｃ 网络的网络密

第四， 在衡量集群的创新绩效 时 ， 为 了 简 要 起 见 ， 选 择 了

度、标准化的度中心性的值处于最低水平， Ｇｉｎｉ 系数处于

集群中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

最大水平， 该集群的创新能力最差。这样便完全验证了前
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

３

小

结

例， 该指标可能过于简单， 因 为 在 不 同 的 集 群 、不 同 的 行
业， 衡量创新绩效的指标是有差异的。以上种种不足， 将
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本文采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
究了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为类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这种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的研究方
法的缺陷。因为集群的创新能力和优势不在于其之前对
集群已有特征的静态描述上， 而在于其适应环境和随着
环境共同演化的动态创新能力。
通过复杂性系统（ ＣＡＳ） 的理论， 这里给出了衡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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