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 言

对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水平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价是集

群企业知识管理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随着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一些地区产生了产业“极化

效应”。 这些区域通过产业集群的不断成长促进地方经济

的发展，并取得地区竞争优势，成为产业发展的领先者，

如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的艾米利亚产业区、 美国加利福

尼亚的硅谷、我国广东专业镇[1]和浙江块状经济[2]等。 这些

地区产业的成长不仅依托区域内外的物质、资金资源，更

依赖于本地产业专有知识的积累、带动。 能否进行知识的

快速积累、转移、扩散、创新，已经成为衡量产业集群发展

潜力大小的重要标准。 集群企业作为产业集群的基本组

成单元， 其有效的知识管理活动不仅决定着企业自身的

竞争优势[3]，而且直接影响其所在集群的知识系统运作状

态。 对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水平科学客观的评价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4]，通过评价可以使企业认知自身的知识管理

水平，发现知识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帮助

企业寻找有效的措施促进知识管理水平的提高， 同时也

有助于推动整个集群知识系统的成长。

近年来， 关于知识管理评价方法的研究引起了许多

专家、学者的关注。 例如，颜光华和李伟进运用 AHP 法和

模糊数学建立知识管理的绩效评价模型 [5]，李顺才和常荔

等运用灰色关联系统对企业知识存量进行评价 [6]，王军霞

和官建成借助于复合 DEA 方法对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进

行测度[7]，Fairchild A M 运用平衡积分卡对企业知识管理

进行测度[8]，朱启红和张钢采用人工神经网络对企业知识

管理进行综合评价[9]，Tiwana A 从客户知识管理的角度探

讨了绩效评估问题[10]，王君和樊治平将模糊多指标决策方

法引入知识管理绩效分析[11]。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对企业知

识管理的评价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然而，上述研

究都是对独立企业进行的，没有考虑产业集群知识系统对

企业知识管理的影响。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江

苏省常州市湖塘纺织产业集群和苏州市吴江纺织产业集

群的特征，从集群知识环境和企业内部知识管理优势两个

角度进行评价，并借用文献[12]中的企业竞争力评价函数，

建立了一套能够反应集群特性的企业知识管理评价系统。

1 集群企业知识管理评价指标的建立

影响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水平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企业所

在的集群知识环境和企业内部的知识管理优势两个方面。

一方面， 因为集群为企业的知识管理营造了一个超

越企业本身的大知识环境， 这一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了

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活动能力的高低，因此，集群知识环境

成为企业知识管理评价不可或缺的外部指标之一。

另一方面， 企业内部的知识管理优势主要取决于企

业内部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知识管理资源建设状况。 首先，

文献[13]在对野中郁次郎 SECI 批判修正的基础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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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动态知识价值链的知识创新模式， 并将知识的创

造和共享两个环节确定为知识创新的核心环节， 主导着

知识价值链的其他环节。 本文讨论的是集群企业的知识

管理活动， 集群本身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准市

场或准科层组织形式，企业间存在着密切相互依存、相互

协作的关系，集群中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共享性，企业从所

在集群获取知识的能力成为影响企业知识创新活动的重

要因素。 因此，本文在此将集群企业知识创新活动的战略

确定为知识获取、知识创造和知识共享三个环节。 其次，

企业的知识创新活动是在企业内部知识管理资源建设的

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企业知识管理活动的组织资源和基

础设施资源也将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 图 1 描述了集群

企业知识创新模型。

图 1 集群企业知识创新模型

最终本文从集群知识环境、知识获得、知识创造、知

识共享、 组织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六维度建立集群企业知

识管理评价框架， 并在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企业知识

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科学性、系统

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吸纳修订了文献[3－12]中的

部分评价指标，并增添了能够反应集群特性的新指标，经

过三轮专家意见调查， 最终建立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水平

评价的六个一级指标，对应 23 个二级指标。 本文选择的

单个指标， 虽然只反应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水平的某一方

面， 但整个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反应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水

平的真实状况，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1） 集群知识环境。 反应产业集群内知识活动的整

体状况，对企业内部知识管理影响深刻，成熟的集群知识

环境能够有效地推进和带动集群企业内部的知识活动。

（2） 知识获得能力。 反应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的能

力，表现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搜寻、购置、员工招募和对

外的交流学习等方面。 知识获取能力越强，企业获取知识

的流量越大。

（3） 知识创造能力。 反应企业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是

知识创新活动的核心环节，即野中郁次郎提出的 SECI 模

型所描述的隐性知识的创造能力。 知识创造能力越强，企

业拥有的原始创新知识越多。

（4） 知识共享水平。 反应知识在企业内部传递的能

力，表现为知识通过教育培训、解读和应用在企业内部普

及的能力和知识社区的建设水平。 知识共享水平越高，企

业内部的知识存量越大。

（5） 知识管理组织资源。 反应企业知识管理组织机

构的建设情况，是知识创新活动存在的组织基础，是实施

知识管理的关键因素。 组织资源越丰富，企业的知识管理

活动越受重视。

（6） 知识管理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

进行知识管理活动的基本条件， 是运用技术手段支持企

业知识管理的核心问题， 也是企业推行知识管理活动最

容易着手的地方。

2 集群企业知识管理评价模型的构造

2．1 评价模型

集群企业知识管理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多层次、 多目

标的活动， 本文从集群知识环境和企业内部知识管理优

势两个角度构建知识管理水平 （Knowledge Management

Level，KML）评价模型，具体如下：

KML＝ θπ姨 （1）

其中：π 为集群企业知识管理内部优势的度量；θ 为

表 1 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水平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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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部集群知识环境的度量，在公式中表达为内部优势

的调整系数，隐含的意义是企业知识管理内部优势的发挥

受企业所在集群知识环境的影响，当集群特有的知识创新

环境失去时，企业将因不能正常地从外界获取知识创造的

活力与动力而导致原有的内部优势难以表现出来， 即 π

变小，因此要准确地评价 KML，需要通过 θ 对其调整。

建立集群企业知识管理评价模型后， 就可以根据该

模型对集群企业的知识管理水平进行评价。 评价的主要

目的是为集群企业提高知识管理水平指明方向， 因此需

要对集群企业知识管理水平评价做进一步的区分， 以便

于企业根据当前知识管理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实际知识管理水平 KMLA＝ θAπA姨 （2）

相对知识管理水平 KMLB＝ θBπA姨 （3）

企业的实际知识管理水平 KMLA 为集群企业知识管

理实际内部优势和实际外部集群知识环境的总效应。 相

对知识管理水平 KMLB 是企业以现有的内部优势处于其

他企业集群环境中所得到的知识管理评价水平。 θA 为企

业 A 的集群知识环境系数，θB 为企业 B 的集群知识环境

系数。 πA 为企业 A 的知识管理内部优势水平。

2．2 评价步骤

在上述 23 个评价指标中，有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之

分。 为了最终评价的结果客观合理，必须对各个指标进行

预处理，即进行定性指标定量化、指标类型一致化和归一

化处理。 从集群企业知识管理评价模型可以看出，计算一

个企业的知识管理水平关键是确定各项参数的值。 具体

评价过程如下。

第一步：定性指标定量化。 定性指标由专家或调查得

到结果，指标的评价分为五个刻度，按照表 2 的对应关系

分别给出各指标的对应评估值。

表 2 定性评价指标的评价标准

第二步：指标的一致化处理。 从指标的组成来看，包

括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 评价过程中，集群知识环境属于

逆向指标，即企业所处的环境越好，企业的实际知识管理

水平应该比其在知识创新过程中表现的评价低，θ 越小。

在此使用公式 X＝1 ／ x 将逆向指标转化为正向指标。 企业

内部优势使用正向指标。

第三步：指标的归一化处理。 指标归一化处理的方法

有级差化处理、均值化处理、中心化处理、极大化处理、极

小化处理。本文在此采用了应用相对广泛的级差化处理方

式，具体处理方式如式（4）。 式中 M 和 m 分别为行业各指

标观测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通常由行业分析专家给出）。

g（xi ）＝
xi －m
M－m （4）

第四步：计算系数 θ 和指数 π。 首先，通过专家咨询

法确定各一级指标所对应的二级指标的权重， 并根据二

级指标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值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各一

级指标的值。 其次，同样先通过专家咨询法确定集群知识

环境和企业知识管理内部优势所分别对应的一级指标评

价权重，然后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集群知识环境系数 θ

和内部优势指数 π。

第五步： 根据公式计算集群企业的实际知识管理水

平和相对管理水平。

3 应用实例

为了使集群企业知识管理评价过程更清晰， 本文在

江苏省两个纺织产业集群内各选取了一家纺织企业作为

实例进行评价分析，一家是常州武进湖塘纺织企业 A，另

一家是苏州吴江纺织企业 B。 2006 年 A 企业全年销售额

2 300 余万元，B 企业全年销售额为 7 000 余万元。 其各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通过行业协会及其企业的现场调查和

行业年鉴获得。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一致化、 归一化处

理，然后计算出各一级评价指标的值，在本示例过程中，

需要通过专家咨询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均假设权重相

等。 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一级评价指标值

根据表 3 的指标值计算集群知识环境系数 θ 和内部

优势指数 π，集群知识环境所对应的一级指标只有一个，

其权重为 1，因此系数 θ 可以从表 3 中直接获得，内部优

势对应的 5 个一级指标按等权重加权平均， 由此计算出

指数 π，计算结果如表 4。

表 4 集群企业知识管理评价指数（％）

根据式（3）、（4）可以计算得到 A、B 两个企业的实际

知识管理水平和相对知识管理水平，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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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集群企业知识管理的评价结果（％）

由计算结果可见， 企业 A 的集群环境系数远远大于

企业 B，说明 B 企业所在的集群是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

集群知识环境运行良好， 而 A 企业所在的集群知识环境

相对较差。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企业 A 不仅实际知识管理

水平高于企业 B 的相对知识管理水平， 而且其相对管理

水平也高于企业 B 的实际知识管理水平，也就是说，即使

两个企业处于同一产业集群， 企业 A 的管理水平也将领

先于 B。另外从表 3 中还可以看出，A 企业在知识共享、知

识创造和软环境建设方面优势明显， 而 B 企业相比只有

硬环境建设方面稍有优势。

4 结 论

本文所讨论的集群企业知识管理评价系统充分考虑

了集群的特性， 不仅考察了企业知识管理活动的内部优

势 （包括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知识管理资源状况），而

且考察了企业所在集群的知识环境。 本文通过相对知识

管理水平的计算， 增强了处于不同产业集群的企业知识

管理活动的可比性， 而且在评估过程中对企业内部优势

的五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评价比较， 有利于企业寻找知识

管理活动中的不足，明确后期的改进方向。 可见，本文提

出的评价框架和评价方法是具有较强科学性、 可操作性

和实用性的。 本文在二级评价指标的设定上还有诸多不

够完善之处，需要日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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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Cluster Enterprises＇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HU Xuhua1,2，HU Hanhui1，LV Kui1

(1．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2．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activitie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an help cluster enterprises dis-

cover the main problems and affecting factors i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activities, and they can also help enhance

the growth of the whole knowledge system of enterprise cluster ．Based on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cluster knowledge

environment and the advantag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side enterpris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which could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cluster enterprises，to evaluate comprehensively the prac-

tical and rela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level and analyze comparatively in different clusters． The final part demon-

strates the evaluation process based on two enterprises in two textile clusters in Jiangsu province．

Key words: cluster enterprises; knowledge management;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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