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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 Ｂｏｓｃｈｍａ 提出的邻近性理论ꎬ以陕西泾阳茯茶产业为例ꎬ结合实地调研数据ꎬ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

析法、ＩＢＭ ＳＰＳＳ２２.０ 描述性统计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陕西泾阳茯茶产业集群

的邻近性特征及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邻近性对陕西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创新
的影响最为显著ꎬ其对促进集群内创新氛围形成、提高新知识及新技术在产业集群内部的扩散流通起着明显的
正向影响作用ꎻ认知和制度邻近性对陕西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的创新有一定正向影响ꎬ其影响效果高于地理邻近
性ꎬ但弱于社会邻近性ꎻ而地理邻近性对陕西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不显著ꎬ过度的地理邻近还会导致企
业出现一定程度的“ 路径锁定” ꎬ对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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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１－３] . 由于创新活动具有空间集聚特征ꎬ学术界提出各种概念以强

调邻近性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ꎬ包括国家或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环境、产业集群或工业区等 [４－５] . 其
中ꎬ产业集群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ꎬ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热点之一. 邻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４２００１１３２) 、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２１ＫＲＭ１５２)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
基金项目( ＳＹＪＳ２０１８２８) .

通讯作者:孙鹏ꎬ博士ꎬ教授ꎬ研究方向: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旅游规划与管理等. 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ｐｅｎｇ＠ ｘｉｓｕ.ｅｄｕ.ｃｎ

— ３４ —

张

华ꎬ等:多维邻近性对陕西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研究


性与产业集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６] . 近年来ꎬ随着邻近性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ꎬ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以
“ 邻近性” 概念解释工业区网络和创新集群的形成ꎬ对除地理邻近性之外其他维度的邻近性进行分析ꎬ极
大程度丰富了产业集群创新理论. “ 多维邻近性” 概念的不断完善和拓展ꎬ标志着社会经济地理学相关领
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７] . 目前ꎬ“ 邻近性” 已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创新经济学等多学科研
究集群创新的新视角ꎬ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领域 [８－１０] .

与制造业不同ꎬ农业产业因在空间范围上受本地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而更具地理根植性 [１１] ꎬ农业

产业更加本地化ꎬ邻近性对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２] . 目前ꎬ学术界基于邻近性视角对农业
发展影响的研究已有所涉及. 其中ꎬＧｅｌｄｅｓ 等 [１３] 指出农业企业间营销合作主要依赖于社会邻近性ꎬ地理邻
近性的相关程度较低ꎻＮｇ 等 [１２] 发现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ꎬ社会邻近性是嵌入的主要维度ꎬ地理邻
近性提高了社会资本ꎻＧｅｌｄｅｓ 等 [１４] 通过研究农业综合企业集群阐明了认知和组织邻近性对农业企业与其
他组织合作是积极的决定因素ꎬ而社会和制度邻近性则是消极的决定因素ꎻ国内学者基于邻近性对农业发
展的研究较晚ꎬ仅有史焱文等 [１１] 探究了地理和关系邻近性对山东蔬菜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影响ꎬ对邻近
性其他维度( 如认知、制度、社会邻近性) 还未提及. 基于此ꎬ本文从多维邻近性( 地理、认知、制度、社会) 的
视角出发探讨邻近性对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ꎬ对多维邻近性理论与农业产业集群理论的融合进行拓
展深化.
此外ꎬ“ 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ꎬ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ꎬ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策
略. 农业产业集群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板块和中坚力量ꎬ扮演着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 目前ꎬ我国学
术界关于农业产业集群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 东部地区ꎬ 如河南鄢陵花木产业、 山东寿光蔬菜产
业 [１５－１７] . 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群鲜有学者关注 [１８] . 近年来ꎬ西部地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ꎬ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ꎬ形成一定数量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ꎬ陕西泾阳茯茶是西部地区特色农业产业之一. 在此背景下ꎬ以陕
西泾阳茯茶产业为例ꎬ探究邻近性对中国西部农业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影响ꎬ全面把握农业产业集群创新
发展的本质影响因素ꎬ为“ 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陕西省乃至西部地区农业集群的创新发展探寻可实现
路径.

１

多维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基于 Ｂｏｓｃｈｍａ 提出的邻近性理论ꎬ将邻近性主要划分为地理、认知、制度、组织和社会共 ５ 个维度ꎬ并

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可 [１９] . 组织邻近性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ꎬ与社会、认知等其他维度邻近性概念有所
重叠 [２０－２１] . 因此ꎬ本研究主要考虑地理、认知、制度和社会邻近性ꎬ构建多维邻近性影响产业集群创新发展
理论框架( 图 １) .

１.１

地理邻近性与产业集群创新

企业本地化学习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２２－２３] . 地理邻近性是促进集群产生正外部性效应的

先决条件 [１３] ꎬ其对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作用表现为:(１) 地理邻近允许企业间“ 面对面” 的互动ꎬ促进企业
相互紧密联系ꎬ推动集群内隐性知识的学习、传播和转移ꎻ特别是ꎬ地理邻近可优化企业间合作和竞争的水
平、垂直和对角关系 [２４] ꎬ这使得潜在合作伙伴之间正式或非正式互动更加有效ꎻ(２) 地理邻近易引起相邻

企业间的模仿学习ꎬ促进技术创新和传播ꎬ增加产业效益ꎻ(３) 地理邻近促使集群企业充分利用区域优势ꎬ
如技术、地理、文化和社会环境等ꎬ集群企业可在同一领域共享多个核心服务设施以节省生产和运输成本ꎬ
产生规模经济 [２５] ꎬ同时便于企业发现资源与潜在人才ꎬ最大限度获取金融和人力资本ꎬ利于集群企业专业
化生产.

１.２

认知邻近性与产业集群创新
Ｂｏｓｃｈｍａ 将认知邻近性描述为“ 具有相同知识库和专业知识的人可能相互学习” [１９] . 其对产业集群创

新发展的作用表现为:(１) 认知邻近意味着企业可能与拥有相同知识库的其他企业建立联系ꎬ这是由于企
业间知识库的相似能够增强企业的吸收能力以对新知识进行识别、解释和利用ꎬ从而更有效交换和获取外
部知识 [２６] ꎻ(２) 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组成认知邻近性ꎬ促进信息流动ꎬ并将属于企业网络内的新知识整合在
一起 [１３] ꎻ(３) 在集群中ꎬ共享技术经验和相似教育背景可促进不同经济部门间的知识转移ꎬ从而实现现有
技术的重新组合 [２７] ꎻ(４) 共同的文化有助于加强企业对复杂市场信息的交流和理解ꎬ推动集体工作 [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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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Ｆｉｇ １

１.３

多维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的作用机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制度邻近性与产业集群创新
制度邻近性与 宏 观 层 面 的 制 度 相 关 [２９] . 企 业 间 的 合 作 关 系 通 常 会 因 缺 乏 制 度 邻 近 性 而 受 到 阻

碍 [３０] . 制度邻近性被广泛认为是创新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无论是正式制度( 法律和规则) 还是非正式制
度( 文化规范和价值观) ꎬ在决定参与者之间如何进行相互联系、如何学习和使用知识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其对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作用表现为:(１) 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体现在集群内政策、法规和管
理措施的相似性. 在集群创新发展中ꎬ共同制度的建立对提高竞争力和创新非常重要ꎬ有利于维护企业间
竞争秩序ꎬ增强企业间相互信任ꎻ(２) 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涉及文化与社会规范、企业价值
观的相似性. 良好的集群文化可促进集群企业间的知识共享与合作ꎬ提高创新效率.
１.４

社会邻近性与产业集群创新
企业间营销合作主要依赖于社会邻近性 [１３] . 社会邻近性可以解释产业集群的空间溢出效应ꎬ是促进

产业集群创新的关键因素ꎬ主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反映. 社会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的作用表现为:
(１) 社会邻近对创新资源的流向产生影响ꎬ为集群提供方便的创新渠道ꎬ有利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快速传
播ꎻ(２) 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在“ 血缘、亲缘和地缘” 关系基础上ꎬ使企业间拥有相互信任、共同经验和共
同外部知识源ꎬ降低知识转移的难度ꎬ为组织间知识交换提供了有效途径ꎬ从而促进创新 [１９] ꎻ( ３) 社会关
系网络的建立可降低交易成本ꎬ促进信息和技术在该地区的传播ꎬ形成其他产业集群所不具备的强大协同
效应ꎻ(４) 社会关系网络被认为在调动信息和资源、企业间合作方面至关重要ꎬ这些网络促进信息传播ꎬ加
强个人与组织间联系ꎬ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２
２.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概况
泾阳县地处关中平原中部ꎬ泾河下游ꎬ是中国茶马交易与丝绸之路重要贸易地点、南茶北上必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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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泾阳茯茶” 距今有千年历史ꎬ是泾阳县优质农产品之一.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全县( 包括泾河新城) 茯茶生
产企业已达 １００ 余家ꎬ销售企业 ２００ 多家ꎬ产量超 １ 万 ｔꎬ总产值突破 ２０ 亿元. 近年来ꎬ泾阳茯茶产业体系
不断完善ꎬ已形成典型生产加工型农业产业集群.

２.２

研究方法与思路
参照 Ｇｅｌｄｅｓ 等 [１３] 和史焱文等 [１１] 的研究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进行拓展深化ꎬ具体研究思路为:(１) 分

析陕西泾阳茯茶产业集群企业( 以下简称“ 企业” ) 邻近性特征. 利用 ＸＧｅｏｃｏｄｉｎｇ 软件获取主要调研对象

的空间区位坐标ꎬ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测度企业在空间上的邻近距离ꎬ分析泾阳茯茶集群的地理邻近性特征ꎻ
结合调研数据ꎬ运用里克特五点量表测量相关指标ꎬ采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２２.０ 描述性统计分析集群内企业间认
知和制度邻近性特征ꎻ利用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对集群内企业创新网络关系进行定量模拟和刻画ꎬ分析社会邻近

性特征ꎻ(２)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ꎬ通过 Ｓｔａｔａ１３ 软件分析多维邻近性对泾阳茯茶集群创新的影响.
２.３ 数据来源

为确保数据真实性及有效性ꎬ本文以实地调研( 问卷调查和访谈) 所获数据为主ꎬ政府与企业所提供
资料及互联网查询为辅ꎬ收集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 因受疫情影响ꎬ线下调研受到限制ꎬ后期又针对性地
对调研对象进行电话和邮件咨询. 调研对象基本涵盖茯茶产业各层面ꎬ包括茯茶生产加工企业、销售企
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及其他支撑服务机构等. 调研日期:２０２０ － １０ － ０３—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７. 调研期
间共投放调查问卷 １０８ 份ꎬ最终收回有效问卷共 ７４ 份.

３

３.１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邻近性特征分析
企业总体分布特征

基于企业空间分布( 图 ２) 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ꎬ企业具有明显地理集聚特征ꎬ主要表现为两个核心集

聚区( 图 ３) ꎬ即泾阳县政府和茯茶小镇. 关中环线泾阳茯茶产业科技示范园和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有小范围
集聚. (１) 泾阳县政府. 县前街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是泾阳茯茶制茶及交易的聚集地ꎬ该地区因靠近政府主
管部门而拥有便利交通及优惠政策ꎬ吸引了大量初创茯茶企业集聚ꎻ(２) 茯茶小镇. 近年来ꎬ受“ 旅游 ＋农业

＋文化” 发展模式的影响ꎬ地方政府提出打造以“ 茯茶” 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小镇ꎬ并集聚了大量茯茶企业ꎻ

(３) 关中环线泾阳茯茶产业科技示范园. 该园区借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技资源优势ꎬ依托泾阳茯茶研
发中心打造而成ꎬ在提供技术援助、扩大产业链和提高产品附加值、产业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ꎻ(４) 西
咸新区沣东新城. 沣东新城作为陕西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ꎬ重点发展现代农业
等产业. 该区企业借助靠近西安市的地理优势率先从集群中走出来进入大都市并逐渐做大做强. 其中ꎬ领
头企业在集群发展中充当核心技术守门员作用ꎬ是集群内外部企业建立知识联系的桥梁ꎬ为陕西泾阳茯茶
产业未来发展提供引领作用ꎬ如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

图２
Ｆｉｇ ２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主要企业点及相关机构分布图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ｎｇｙａｎｇ Ｆｕ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图３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主要企业点及相关机构核密度分析图

Ｆｉｇ ３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ｎｇｙａｎｇ Ｆｕ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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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２.１

邻近性特征分析

地理邻近性特征

为深入了解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的地理邻近性特征ꎬ

以 ５ ｋｍ 空间范围内邻近的企业数量、企业到主要交通
线的空间距离作为分析指标 [１１] ꎬ经分析ꎬ泾阳茯茶产业
集群的地理邻近性有如下特征( 图 ４) :( １) 以县政府为
中心ꎬ由“ 家庭式作坊” 演化为“ 前店后厂” 模式生产的
中小型企业集聚地是集群形成的发源地ꎬ地理邻近程度
高. 图中深绿色和浅绿色企业点多位于泾阳茯茶产业
发源地ꎬ以茯茶生产加工与销售为主ꎬ如陕西泾阳元顺
茶业有限公司、陕西鼎盛祥茯茶有限公司、陕西茯馨源
茶业有限公司等ꎻ(２) 以茯茶文化为主题的企业地理邻

图４

近程度高. 深绿色企业点主要依托当地茯茶文化ꎬ具有
较强地域根植性ꎬ如陕西泾阳泾砖茶业有限公司、泾阳

Ｆｉｇ ４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地理邻近空间分布特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ｎｇｙａｎｇ Ｆｕ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县茯兴源茶业有限公司、陕西省泾阳县裕兴重茯砖茶业

有限公司等ꎻ(３) 领军企业和处发展前沿的企业地理邻近程度较低. 图中红色和橘红色企业点ꎬ此类企业
规模较大ꎬ产品种类多样ꎬ年产值及附加值高ꎬ属品牌企业ꎬ如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西咸新区墨君茯茶
有限公司、陕西北极宫茶业有限公司等.

３.２.２

认知邻近性特征

认知邻近性是决定企业理解、进入商业环境和合作的重要因素ꎬ通常用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类型、人员

间学科专业的相似程度衡量[３１] . 参考已有文献ꎬ设置 ５ 个问题探索泾阳茯茶产业集群认知邻近性特征并作
为分析指标(表 １). 从得分情况来看ꎬ集群内企业倾向于同处于相同学科或专业领域、企业负责人有过共事
或共同学习经历的企业合作ꎬ企业有相同项目经验和技术水平、沟通商议时能较快达成共识对促进企业间合
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ꎬ而创新能力水平相等对促进企业间合作的影响水平较低. 目前ꎬ就处发展前沿的企
业而言ꎬ如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陕西北极宫茯茶有限公司、西咸新区金叶茯茶有限公司等ꎬ内部设有独立
部门或机构负责产品生产研发ꎬ为保护知识产权ꎬ企业会保持独立性ꎬ与具有同等发展水平的企业持竞争关
系ꎬ合作创新的意愿不高. 相反ꎬ一些中小企业为在行业内生存发展ꎬ同其他企业合作意愿较强.

３.２.３

制度邻近性特征

制度邻近性通常以法律和规则、文化规范和价值观衡量. 本文主要设置 ４ 个问题探究泾阳茯茶产业

集群的制度邻近性特征并作为分析指标( 表 ２) . 从得分情况来看ꎬ企业倾向于同具有共同理念、信仰、地方
文化、价值观或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相似的企业合作. 商业惯例和企业运作机制的相似及遵循相同的法
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对企业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该分析结果与实地调研现状相符. 从宏观政策环境来看ꎬ
随着近年« 陕茶复兴计划» 的提出及泾阳茯茶的复兴ꎬ陕西省、咸阳市及泾阳县等各级政府均陆续出台政
策支持泾阳茯茶产业的发展ꎬ如« 咸阳市关于做大做强做优茯茶产业实施意见» « 泾阳茯茶产业发展规划»

« 咸阳茯茶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等ꎬ并对泾阳茯茶生产进行统一规范管理. 微观层面ꎬ政府通过建立
茯茶产业园ꎬ给标准化生产企业进行补助并提供优惠入驻政策ꎻ泾河新城通过制定« 泾河新城茯茶产业扶
贫项目方案» ꎬ确定了“ 茯茶企业 ＋贫困户” 的模式ꎬ鼓励支持泾阳茯茶产业的发展.
表１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认知邻近性相关指标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ｎｇｙａｎｇ Ｆｕ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表２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制度邻近性相关指标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ｎｇｙａｎｇ Ｆｕ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认知邻近性

均值

标准差

制度邻近性

均值

标准差

相同学科或相同专业领域

４.４３

０.７７３

共同理念、信仰、地方文化、价值观

４.３６

０.８９０

２.３２

０.７７０

２.３６

０.７４６

负责人曾有过共事、共同学习经历
相同的项目经验或技术水平
企业沟通商议时能较快达成共识
企业创新能力水平相等

— ３８ —

３.５４
１.８２
１.１４

０.７３８
０.７５９
０.７０３

相似的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
相似的商业惯例和企业运作机制
相同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

３.０７
１.２９

０.７３２
０.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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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社会邻近性特征

社会邻近性主要通过关系网络来体现ꎬ包括整体关系网络(企业与相关机构之间)与企业间关系网络(集

群内企业与企业之间)ꎬ这些网络促进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和扩散ꎬ为企业间合作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通
道[１２] . 根据与产业集群创新联系程度的不同ꎬ设置了国外企业、区外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协会
组织、金融机构共 ６ 个独立关系主体ꎬ在问卷中通过设计“贵公司与本地 / 外地哪些企业有过合作或交流关
系?”“贵公司与以下哪些企业有过技术、知识、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交流?”等问题ꎬ调查了不同的独立关系主
体与笔者所调研的 ７４ 家企业是否存在联系? 存在何种联系? 是否促进创新? 用英文字母将 ６ 个独立关系
主体进行编码ꎬ通过对集群内各个关系赋值ꎬ分析后得到 ８０×８０ 整体关系网络矩阵和 ７４ × ７４ 企业间关系网络
矩阵. 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０ 软件分析矩阵ꎬ得出泾阳茯茶产业集群整体关系网络和企业间关系网络的相关指标
(表 ３)ꎬ利用所得关系指标ꎬ运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 软件绘制集群整体关系网络(图 ５)和企业间关系网络(图 ６).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社会关系网络相关指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Ｊｉｎｇｙａｎｇ Ｆｕ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网络类型

网络密度

网络集中度

企业间关系网络

０.０４４ １

２０.５４％

整体关系网络

图５
Ｆｉｇ ５

０.０９８ ４

５９.７５％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整体关系网络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Ｊｉｎｇｙａｎｇ Ｆｕ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点度中心度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１８

０

３.４０８

５４

图６
Ｆｉｇ ６

１

７.９７８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企业间关系网络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Ｊｉｎｇｙａｎｇ Ｆｕ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社会邻近性特征总体表现为:

( １) 通过网络密度对比可知ꎬ整体关系网络高于本地企业间关系网络ꎬ分别为 ０.０９８ ４ 和 ０.０４４ １. 说明

集群内本地企业间联系不够紧密ꎬ企业更倾向于同区外企业、政府及行业组织等进行联系且联系较紧密.

(２) 企业间关系网络集中度为 ２０.５４％ꎬ比整体关系网络集中度 ５９.７５％低ꎬ说明集群的企业外部节点

集中性程度较高ꎬ企业本地合作关系网络较松散. 总体来看ꎬ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的协作关系网络较为分
散ꎬ同行企业之间的协作意识较差.

(３)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社会邻近性可通过点度中心度体现. 集群的( 整体与企业间) 关系网络均具有

多个核心关系节点ꎬ但整体关系网络核心节点明显较多. ①整体关系网络中ꎬＱＷ 节点中心度为 ７７ꎬ是最
高中心度值ꎬ说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倾向于同区外企业联系. 企业生产茯茶所需原料均由外地市场供应
是重要影响因素ꎻ②ＺＦ、ＤＸ 节点中心度分别为 ５１、３１ꎬ处较高水平ꎬ说明企业注重同政府、大学及科研机构
合作. 调研发现ꎬ部分企业倾向于同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进行新产品研发ꎬ具代表性的有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陕西中医药大学等ꎻ③企业 ３、８、３２、４０ 是集群内核心企业ꎬ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陕西怡泽茯茶有限公
司、陕西北极宫茶叶有限公司、西咸新区金叶茯茶有限公司ꎬ然而中心度分别为 ９、７、８、８ꎬ处较低水平. 调

研发现ꎬ企业为保护自身知识产权ꎬ不倾向于同本地企业合作ꎻ④企业间关系网络中ꎬ核心节点 ２２、１７、５０、

４２ 的中心度分别为 ２２、１９、１２、１２ꎬ这些节点可分为 ３ 个组团:一是以泾阳茯茶传承人之一“ 朱老” 成立的泾

阳县茯兴源茶业有限公司为中心. 据了解ꎬ各企业会主动就制作技艺请教朱老或聘请朱老作为企业顾问ꎻ
二是以陕西泾河茯茶有限公司为中心ꎬ众多中小型茯茶企业为该公司代加工生产茯茶产品ꎬ进行贴牌销
售ꎻ三是以陕西聚众创新实业有限公司为核心ꎬ该企业致力于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及创新产品的研发.

— 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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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多维邻近性对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引入控制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１２] ꎬ探讨不同维度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ꎬ

并结合调研实际情况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

４.１

４.１.１

指标选取
因变量

选取 ２０２０ 年度集群企业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

４.１.２

自变量

(１) 控制变量. 鉴于产业集群创新投入产出的关系ꎬ选取企业属性、生产新产品人员投入、研发新产品

资金投入 ３ 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ꎻ(２) 地理邻近性作为空间维度易被测量. 本文借鉴史焱飞等衡量地理邻
近性的方法 [１１] 选取指标ꎻ(３) 认知、制度和社会邻近性作为非空间维度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文参照
Ｇｅｌｄｅｓ 等提出的衡量非空间维度邻近性的指标体系 [１３－１４] ꎬ选取相关衡量指标. 具体见表 ４.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研究指标选取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创新因素

解释变量

指标选取

解释变量

指标选取

地理邻近

Ｘ１

企业在 ５ ｋｍ 范围内其他企业集聚的数量

Ｇ１

企业在集群整体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

合作企业为相同学科或相同专业领域

Ｇ３

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联系紧密程度

Ｇ５

与政府机构、协会组织的联系紧密程度

Ｇ７

与金融企业、银行等的联系紧密程度

Ｔ２

研发新产品资金投入 / ( 万元)

Ｓ１

个体工商户、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企业( 创新属性值分别为 １、２、３)

Ｘ２
Ｃ２
Ｃ３

企业负责人曾有过共事、共同学习经历

Ｃ４

企业创新能力水平相等

Ｉ１

共同理念、信仰、地方文化、价值观

Ｉ３

相似的商业惯例和企业运作机制

Ｉ２

创新投入

相似的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
相同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

与国内区外企业的联系紧密程度

Ｇ４

与国外企业、机构的联系紧密程度

Ｇ６

相同的项目经验或技术水平

Ｉ４

４.２

社会邻近

企业沟通商议时能较快达成共识

Ｃ５

制度邻近

Ｇ２

企业距交通线邻近距离

Ｃ１
认知邻近

创新因素

企业性质

与亲戚、朋友等的联系紧密程度

Ｔ１

生产新产品人员投入 / 人

回归模型构建

基于多维邻近性理论ꎬ结合指标选取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ꎬ见式(１) :
Ｙ ＝ β ０ ＋β １ Ｘ １ ＋β ２ Ｘ ２ ＋β ３ Ｃ １ ＋β ４ Ｃ ２ ＋β ５ Ｃ ３ ＋β ６ Ｃ ４ ＋β ７ Ｃ ５ ＋β ８ Ｉ １ ＋β ９ Ｉ ２ ＋β １０ Ｉ ３ ＋β １１ Ｉ ４ ＋β １２ Ｇ １ ＋β １３ Ｇ ２ ＋
β １４ Ｇ ３ ＋β １５ Ｇ ４ ＋β １６ Ｇ ５ ＋β １７ Ｇ ６ ＋β １８ Ｇ ７ ＋β １９ Ｔ１ ＋β ２０ Ｔ２ ＋β ２１ Ｓ １ ＋εꎬ

(１)

式中ꎬＹ 为因变量ꎻＸ １ ꎬＸ ２ ꎬＣ １ ꎬＣ ２ ꎬＣ ３ ꎬＣ ４ ꎬＣ ５ ꎬＩ １ ꎬＩ ２ ꎬＩ ３ ꎬＩ ４ ꎬＧ １ ꎬＧ ２ ꎬＧ ３ ꎬＧ ４ ꎬＧ ５ ꎬＧ ６ ꎬＧ ７ 为自变量ꎻＴ１ ꎬＴ２ ꎬＳ １ 为控
制变量ꎻβ ０ ꎬβ １ ꎬβ ２ ꎬβ ３ ꎬβ ４ ꎬβ ５ ꎬβ ６ ꎬꎬβ ２１ 为模型待估系数ꎬε 为随机扰动项.

４.３

研究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计算ꎬ可得分析结果如下( 见表 ５) :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创新因素

解释变量

地理邻近

Ｘ１
Ｘ２
Ｃ１

认知邻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０.２１５
－０.１２６
０.３４４ ∗∗

０.３６１ ∗
０.８５３
－０.６８８
－０.３６３

ｔ

Ｐ值

２.４６８
－０.７５０

０.０１２

３.１２０

３.４２０
－１.７４０
－１.３６６
－０.８０９

Ｉ２

０.２０７ ∗∗
０.１６７

１.７８１

Ｉ４

０.１４４

０.９９９

Ｉ１
制度邻近

Ｃｏｅｆ

Ｉ３

０.２５２

２.７２２
３.３３８

回归分析结果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创新因素

０.１１９
０.１４２
０.４５５
０.００９
０.７４２
０.３２９
０.３６４

０.２７０

Ｇ７

０.１２２ ∗
－０.０１２

２.３６２
－３.４６２

Ｔ２

０.２３６

Ｇ４
Ｇ５

Ｔ１

企业性质( 控制变量)

Ｓ１

常量

ε

注: ∗∗∗ 代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ꎬ ∗∗ 代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ꎬ ∗ 代表 ０.１ 水平上显著.

— ４０ —

１.２３９
－３.３５８

创新投入

( 控制变量)

Ｐ值

０.３１５
－０.２４０

Ｇ３
Ｇ６

０.２３０

ｔ

０.８５７

Ｇ２
社会邻近

Ｃｏｅｆ

０.１９０

Ｇ１

０.４８７
０.０２６

解释变量

０.０７６
０.５１３

１.９２７

０.２１８

０.３４６
０.１６４

－３.６６２

∗∗∗

２.１３６

３.０３３
２.５３４
１.８１３

－１.０１５

０.１１２
０.３２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６５
０.９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３５７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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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

地理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影响结果分析

(１) 地理邻近性对集群企业创新贡献率为 ０.２１５ꎬ表明地理邻近影响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ꎬ

但效果不显著. 结合调研结果显示ꎬ集群内具创新水平的企业在空间上分散分布ꎬ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影
响作用较弱ꎬ甚至逐渐退散. 这是由于各企业处于创新发展初期ꎬ邻近企业在相互交流中学习、模仿并形
成集群内竞争ꎬ部分企业为保护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ꎬ与同行企业交流合作意愿不强.
(２) 企业距交通线邻近距离影响不显著ꎬ贡献率为 － ０.１２６. 调研了解到ꎬ多数企业以泾阳县政府为中
心产生集聚ꎬ这是由于泾阳县为茯茶产业的发源地ꎻ而部分企业分散分布于主要交通线的位置ꎬ主要是为
了便于产品运输和与外部交流联系.

综上ꎬ企业间地理邻近对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影响不显著ꎬ甚至产生一定的负向阻碍作用ꎬ
阻碍了集群内创新知识的溢出ꎬ不利于集群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

４.３.２

认知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影响结果分析

(１) 在认知邻近因素中ꎬ合作企业为共同学科或专业领域对集群创新影响显著ꎬ贡献率为 ０.３４４. 调研

发现ꎬ企业更易与具有相同文化或知识水平的企业达成共识. 文化和知识水平相似激发了企业间沟通交
流的意愿ꎬ对企业间知识和技术溢出产生促进作用ꎬ增强企业间的交流合作.

(２) 企业沟通商议时能较快达成共识及企业负责人曾有过共事、共同学习经历对集群创新影响显

著. 这是因为有过共事或共同学习经历的企业能在互相熟悉并了解对方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与对方达成共
识ꎬ降低获取信息的难度ꎬ从而取得进一步合作.
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合作对象是否懂茶ꎬ这是必须的条件. 我们与其他企业进
行合作ꎬ一般也是建立在企业相互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企业间是竞争关系ꎬ合作关键在企业ꎬ需要两个企业核心人物的文化素质来决定.

———企业经理 Ａ
———企业经理 Ｂ

(３) 企业有相同项目经验和技术水平贡献率较低. 通常情况下ꎬ不同的、互补的信息对于知识构建较

为重要ꎬ这些资料可通过从事其他相关行业的业务而获得. 但若仅与在同一领域的企业交往ꎬ当地企业可
能会错失积累新想法和知识的关键机会. 在泾阳茯茶产业集群中ꎬ具生产资质且规模较大的企业为了降
低成本及上新生产线的风险ꎬ利用自己掌握的“ 关键核心技术” 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ꎬ控制销售渠道ꎬ委
托其他同类小规模企业进行“ 贴牌生产” .

４.３.３

制度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影响结果分析

(１) 在制度邻近因素中ꎬ拥有相同价值观 ( 理念、信仰、地方文化) 对集群创新影响显著ꎬ贡献率为

０.２０７. 这是因为相似的语言和文化利于企业间建立和谐的氛围ꎬ助于企业间多维度、深层次地开展合作ꎬ
为企业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调研发现ꎬ各企业在发展理念、信仰、地方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能
够促进企业间彼此理解ꎬ协调相互行动ꎬ增进知识交流ꎬ促进产业创新发展ꎬ如由西咸新区茂盛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鼎盛祥茯茶有限公司、陕西道道香茯茶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右任故里茯砖茶有限公司共同成
立的陕西聚众创新实业有限公司ꎬ是共同发展文化和理念促成企业合作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

(２) 相似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商业惯例和企业运作机制对集群创新影响不显著. 这是由于现在泾阳茯

茶企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ꎬ同类型企业均希望自身能发展为龙头ꎬ从而拒绝与相类似企业进行交流合作.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ꎬ我很喜欢跟与自己企业发展模式相同的企业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ꎬ会激起我的竞
争意识ꎬ想要在某些方面超越对方ꎬ从而促使我不断去尝试创新产品.

———企业经理 Ｃ

(３) 企业遵循相同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在集群创新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ꎬ但就泾阳茯茶产业集

群而言ꎬ对集群创新贡献率很低. 结合实地调研可知ꎬ在西咸新区发展背景下ꎬ泾阳县部分行政区划分为
泾河新城管委会ꎬ形成了泾阳县和泾河新城同时对区域内茯茶企业进行管理ꎬ产生市场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ꎬ阻碍了产业创新发展.

４.３.４

社会邻近性对产业集群创新影响结果分析

(１) 集群内企业关系对集群创新影响不太显著ꎬ贡献率为 ０.０７６ꎬ表明企业间社会邻近与集群创新呈现不

显著相关关系. 调研了解到ꎬ集群内企业较少与其他同行企业针对泾阳茯茶创新发展的问题进行交流.

我们想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ꎬ与他们交流技术创新方面的问题ꎬ但很多人比较保守ꎬ交流氛围不好.

———茯茶企业销售经理 Ｄ
— 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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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企业与国内区外企业联系对集群创新影响显著ꎬ贡献率为 ０.５１３. 这是由于泾阳自古不产茶ꎬ茯茶原

料源于陕南及南方等地区ꎬ不同原料供应商提供的茶品质不同ꎬ使茯茶种类及茯茶品质不断创新. 此外ꎬ企业
倾向于同上下游企业合作ꎬ如与创意公司合作进行包装设计ꎻ并且本地企业与国内区外企业在市场竞争上较
少ꎬ合作多集中在新产品、新技术引进上ꎬ对集群创新产生的影响显著ꎬ如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陕西朴道
茯茶有限公司等同广药集团“１８２８ 王老吉”进行合作ꎬ生产开发茯茶的衍生产品“茯茶饮料”.

(３)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联系紧密程度对集群创新影响显著ꎬ贡献率为 ０.３１５. 大学、科研机构拥

有科研技术知识ꎬ集群内部分企业同其存在良好而持久的合作关系ꎬ对研发新产品产生影响. 许多高水平
发展的企业通过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生产衍生产品ꎬ如茯茶眼贴、茯茶含片、茯茶饮料、茯茶挂面、茯茶酒
等. 但仍有一些企业因规模小、实力不足、缺乏平台而无法提升发展水平ꎬ从而导致客户流失.

(４) 企业与政府机构、协会组织的联系对集群创新影响显著ꎬ贡献率为 ０.２１８.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在市

场经济背景下快速演化与发展ꎬ既有自身优越的发展条件ꎬ也离不开本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与推广. 调研了
解到ꎬ当地政府机构多以资金、政策鼓励ꎬ在企业创新中起积极促进作用.

(５) 企业与亲戚、朋友的联系对集群创新影响显著. 在调研中获悉ꎬ集群内有家族式企业ꎬ部分企业间

的联系建立在亲戚、朋友关系基础之上ꎬ企业的创新信息在整个企业关系圈内传播较快.

(６) 企业与国外企业 / 机构、金融企业等联系紧密程度对集群创新影响不显著ꎬ原因是泾阳茯茶产业

集群刚刚起步ꎬ产业链搭建仍不成熟ꎬ与国外建立联系的主要是一些发展规模较大的企业ꎬ如泾渭茯茶有
限公司、西咸新区墨君茯茶有限公司等ꎻ此外ꎬ企业间多为贸易合作关系ꎬ在新知识、新技术方面的交流少.

５

结论
本研究基于多维邻近性理论对陕西泾阳茯茶产业集群邻近性特征及其对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剖

析. 研究结果表明:

(１) 社会邻近性对集群创新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 一方面ꎬ在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内部ꎬ企业主要通过

亲友圈与从事相关行业的企业进行交流沟通ꎻ另一方面ꎬ在集群外部ꎬ企业更倾向于与同行业企业外的其
他组织部门联系ꎬ从外部获取更积极的有效信息ꎬ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社会邻近性在促进集群创新氛围的
形成、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在集群中的传播和流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２) 认知邻近性相比于制度邻近性ꎬ对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产生更加积极的正向影响作

用. 知识的复杂化和创新网络的发展ꎬ使得创新主体更倾向于访问特定的知识与利用他人经验来获取知
识 [２６] . 同时ꎬ企业间文化程度的相似性ꎬ降低企业吸收复杂知识的难度ꎬ降低企业沟通和协调的成本ꎬ促进
企业间交流与合作. 但尝试与不同领域的企业交流合作ꎬ更易激发新想法ꎬ更新知识结构ꎬ促进企业创新.

(３) 制度邻近性对泾阳茯茶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这强调了相同制度环境对企

业发展观念塑造的重要性. 就泾阳茯茶产业而言ꎬ在集群发展的过程中ꎬ政府应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
对集群内企业进行统一管理ꎬ规范竞争秩序ꎬ培养企业间的信任ꎬ增强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意识ꎬ促进企业
的共同发展.

(４) 在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ꎬ地理邻近性在集群创新中所起影响不显著ꎬ甚至出现一定的

“路径锁定” . 这不同于史焱文等 [１１] 研究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地理邻近性特征所得结论ꎬ即创新效率
较高的龙头企业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ꎬ地理邻近仍然起到正相关作用. 泾阳茯茶产业集群位于西北内陆
地区ꎬ地方文化与环境相对保守ꎬ企业担心知识与技术外溢会威胁自身ꎬ降低在行业内部的竞争力ꎬ因而合
作创新发展意愿不强.
[ 参考文献]
[１]

ＨＡＬＬ Ｂꎬ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 .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０.

[３]

ＧＵＮＤＡＹ ＧꎬＵＬＵＳＯＹ ＧꎬＫＩＬＩＣ Ｋ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

[２]

ＢＯＥＨＬＪＥ ＭꎬＲＯＵＣＡＮ Ｋ ＭꎬＢＲＯＲＩＮＧ 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ｇｒ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ꎬ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１１ꎬ１４(５) :５３－８２.

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１１ꎬ１３３(２) :６６２－６７６.

— ４２ —

张

华ꎬ等:多维邻近性对陕西泾阳茯茶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研究


[４]

ＣＯＯＫＥ ＰꎬＵＲＡＮＧＡ Ｍ ＧꎬＥＴＸＥＢＡＲＲＩＡ 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

ＫＯＦＬＥＲ ＩꎬＭＡＲＣＨＥＲ ＡꎬＶＯＬＧＧＥＲ Ｍ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６]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ꎬ１９９８ꎬ３０(９) :１５６３－１５８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Ｔｙｒｏ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８ꎬ３７:６８－７５.

ＤＡＶＩＤＳ Ｍꎬ ＦＲＥＮＫＥＮ Ｋ.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ꎬ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５２(１) :２３－３４.

[７]

ＺＡＭＹＡＴＩＮＡ Ｎ ＹꎬＰＩＬＹＡＳＯＶ Ａ 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Ｊ] .

[８]

叶琴ꎬ曾刚ꎬ陈弘挺. 组织与认知邻近对东营市石油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演化影响[Ｊ]. 人文地理ꎬ２０１７ꎬ３２(１):１１６－１２２.

[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ꎬ２０１７ꎬ７(３) :１９７－２０７.

李琳ꎬ邓如. 产业生命周期视角下多维邻近性对集群创新的动态影响———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 Ｊ] . 软科
学ꎬ２０１８ꎬ３２(８) :２４－２７ꎬ６２.

[１０] 周灿.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化研究:格局、路径、机理[ Ｄ]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８.

[１１] 史焱文ꎬ李二玲ꎬ李小建. 地理邻近、关系邻近对农业产业集群创新影响———基于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实证研究[Ｊ]. 地
理科学ꎬ２０１６ꎬ３６(５):７５１－７５９.

[ １２] ＮＧ Ｂ ＫꎬＭＡＧＬＩ Ａ ＳꎬＷＯＮＧ Ｃ Ｙꎬｅｔ ａｌ. Ｌｏｃａｌｉ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ｒｉ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ꎬ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２) :１６３－１８５.

[ １３] ＧＥＬＤＥＳ ＣꎬＦＥＬＺＥＮＳＺＴＥＩＮ ＣꎬＴＵＲＫＩＮＡ Ｅꎬ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
ａｇｒ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１５ꎬ６８(２) :２６３－２７２.

[１４] ＧＥＬＤＥＳ ＣꎬＨＥＲＥＤＩＡ ＪꎬＦＥＬＺＥＮＳＺＴＥＩＮ Ｃ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 ａｇｒ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ꎬ２０１７ꎬ３２(１) :

１６７－１７８.

[１５] 朱纪广ꎬ李二玲ꎬ史焱文.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共同演化分析———以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为例[ Ｊ] . 人文地理ꎬ
２０１４ꎬ２９(３) :１０９－１１４.

[１６] 史焱文ꎬ李二玲ꎬ李小建.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通道及溢出效应———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Ｊ] . 地理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９ꎬ３８(６) :８６１－８７１.

[１７] 李二玲.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以“ 寿光模式” 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Ｊ]. 地理科学ꎬ２０２０ꎬ
４０(４):６１７－６２７.

[１８] 丁瑞ꎬ李同昇ꎬ李晓越. 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化阶段与形成机理分析———以宁夏中宁县枸杞加工产业为例[ Ｊ] . 干旱区
地理ꎬ２０１５ꎬ３８(１) :１８２－１８９.

[１９] ＢＯＳＣＨＭＡ Ｒ.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００５ꎬ３９(１) :６１－７４.

[２０] 李琳ꎬ韩宝龙. 组织合作中的多维邻近性:西方文献评述与思考[ Ｊ] . 社会科学家ꎬ２００９(７) :１０８－１１２.

[２１] ＫＮＯＢＥＮ Ｊꎬ ＯＥＲＬＥＭＡＮＳ Ｌ Ａ Ｇ.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２００６ꎬ８(２) :７１－８９.

[２２] ＢＡＬＬＡＮＤ Ｐ Ａ.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Ｎ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０１２ꎬ４６(６) :７４１－７５６.

[２３] ＰＯＥＴＥＲ Ｍ 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１９９６ꎬ１９(１ / ２) :８５－９０.

[２４] ＨＡＲＤＥＭＡＮ ＳꎬＦＲＥＮＫＥＮ ＫꎬＮＯＭＡＬＥＲ Ｏꎬ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２０１５ꎬ４２(４) :５３０－５４８.

[２５] ＢＲＯＥＫＥＬ Ｔꎬ ＢＯＳＣＨＭＡ 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２０１２ꎬ１２(２) :４０９－４３３.

[２６] ＮＯＯＴＥＢＯＯＭ Ｂ.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ｎｅｗ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ꎬ１９９９ꎬ２８(８):７９３－８０５.

[２７] ＣＡＳＳＩ ＬꎬＰＬＵＮＫＥＴ Ａ.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ꎬ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Ｊ].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４ꎬ５３(２):３９５－４２２.

[２８] ＢＥＬＬ Ｇ ＧꎬＺＡＨＥＥＲ 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ｌｏｗ[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０７ꎬ１８(６) :９５５－９７２.

[２９] ＢＯＳＣＨＭＡ ＲꎬＦＲＥＮＫＥＮ Ｋ.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Ｍ].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ꎬＵＫ: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０.

[３０] ＣＯＡＴＥＳ 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０２ꎬ９６(３) :６６１－６６２.

[３１] 赵逸靖. 广州生物医药集群合作创新网络动态演化研究[ Ｄ] . 广州:广州大学ꎬ２０１９.

[ 责任编辑:丁

蓉]

— ４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