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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对知识创新区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愈发重要。基于
创新理论和创新地理研究文献的梳理,从城市在创新地理中的作用和评述和城市区域创新的驱动模式
总结了知识创新区建设的要点和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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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urban Knowledge Innov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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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in big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make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Zon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f innovation theory and innovation geograph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and starting
poi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zone from the role and comments of cities in innovation
geography and the driving mode of urban reg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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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文献汗牛充栋,总体看来分两类：一

景下,对知识创新区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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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微观出发,研究创新主体之间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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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二是从宏观出发,通过国际间

1 知识创新研究的理论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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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的研究,使“创新生态”得到了

(J．Schumpeter)的“技术发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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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重视。与一般系统科学的研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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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究阶段。
1.2创新生态的要素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色列裔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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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是一个产业或地区形成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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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的必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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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视角,更

程。创新是知识流动的结果

要素。创新生态的营造至关重要,普遍认

加强调创新主体之间互动机制的有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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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加关注所有创新主体包括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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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兴机构等的成长和繁荣,关注创业

等方面,也包括高品质的生活条件、对

和创新并重。在这个系统中,任何的合力

识能够在各种产业间和产业内自由流动,

社区的高度认同感等等。而这些要素之

都不会被偏废,都处于创新生态的价值

大大提升了区域内知识的外在性,最终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创新生

链上,构成完整的网络。系统中多主体之

推动了创新和经济增长

态系统。

间共享共存共荣的可持续性,又推动了

有两点认识更为重要,一是创新生

创新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有效促进

态系统的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各种创新

产业转型升级、新兴创业成长和不断价

生态要素自身水平,也取决于各种要素

值攀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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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样化和专业化产业集聚,提升
知识外在性
城市产业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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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托良好的知识基础,大城市比
小城市更具创新性
创新地理研究表明,人口密度更大
的大城市或区域,比人口密度较小的城

的不同组合；二是不同尺度、不同产业、

(3)空间性特征

市或区域更具有创新性。创新活动比经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创新生态要素不

创新生态系统也需要良好的空间环

济生产体现出了更加明显的集聚效应,

同,对创新生态系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境和自然环境。而且无论是政策,包括财

析,结合产业特点、地域特点、文化特点

政和税收政策,还是环境都具有明显的

和规模尺度,找到影响创新活动的关键

空间性特征,所以创新生态系统都是依

要素。

附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的,虽然它的空

1.3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创新生态系统更强调的是创新主体
与创新环境(包括政策、机制等)自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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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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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性特征

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创

创新生态系统还特别突出了“文化”

新人才成为最为重要的创新资产之一。

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有机系统。创新生态

的作用,它直接关系到了系统的不可复

吸引人才的能力,对于城市和区域的创

系统与创新系统有重大的区别,是创新

制性。与系统性的资源配置、生态性的

新发展至关重要

理论在系统范式下的高级形态,兼具了

竞合互动以及空间性的支撑背景等相比,

(5)创新型城市和创意城市的出现

系统性、生态性、空间性、文化性等四

文化因素更具有非正式的暗示作用。这

进入21世纪以来,创新驱动成为了

大特征。创新生态系统超越于了创新系

个非正式结构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一种全新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式,同时也

统,是基于实践所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新

巨大,直接涉及到了地区中创新主体关

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成为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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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思想。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发展,

括政策环境等方面。创新环境需要足够

创意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推动城市

标识性的创新资源来吸引创新人才,在

3.2社区驱动型的区域创新

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成为城市可持续

进行创新活动前,创新人才往往要评估

世纪之交伴随着全球知识经济时代

发展的新趋势。

当下自身需求和创新环境中的创新要素

的到来,城市在创新地理中的作用日益

2.2知识创新区的形成机制

水平的匹配度。这种创新资源的识别性

凸显,而社区在创新中的作用也越来越

知识创新区是城市型创新区,是一

不但有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如特

清晰。社区不但成为了知识流动的媒介,

定人群的归属感等。

创新也会在社区中产生。从全球创新经

种产业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城市发展模

“城市”特征开始凸显。

式。在产业发展上,强调把知识经济纳入

3 城市区域创新的驱动模式

济发展的成功案例来看,社区的角色在

城市整体产业发展的一部分。在城市发

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

创新体系建设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知

展上,强调创新驱动。知识创新区是一种

发展,城市深度参与到创新活动中。在

识溢出的增加,使知识在整个城市范围

知识经济时代中,创新驱动产业和城市

众多类型的城市区域中,基于本地的大

内流动,社区从创新环境的背景,成为了

可持续发展的全新发展模式,其形成机

学和社区对创新活动的开展作用日益

创新知识的覆盖对象,进而有了越来越

制的核心,是在创新区内形成了完善的

突出,表现出很强的创新驱动力。也有

主动成为创新活动主体的趋势。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一种由多种创新主

国际或国家大型企业通过纵向的创新

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在创新生

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知识与技术

网络,带动本地创新活动的案例,主要

态系统中的功能属性,对社区的角色进

体现在新兴城市的建设初期,如深圳发

行“再认识”
。有着丰富创新资源、充沛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有以下四个要点：

展早期大型央企的对创新发展的带动

创新动力、广阔创新空间、浓厚创新热

(1)开放性系统

等。本文重点关注基于本地的大学和社

情的创新型社区,将极大的提升地区的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与外界环

区的驱动模式。

创新生态水平,和其他创新主体一起更

[18-21]

集聚扩散的网络系统

。

境紧密相连的开放性系统。不同于以往

3.1大学驱动型的区域创新

好的开展创新活动,推动知识创新经济

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的相对封闭性,知识

以大学为中心的知识创新区,城市

的发展。

经济发展与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紧密结

的作用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合,创新活动体现出多元化和社会化的

其演化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

4 结语
创新实践对创新理论的发展起到重

一种是大学主导驱动,以位于美国

大的推动作用。当前创新系统的研究更

(2)创新主体

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帕罗奥多市的斯

加重视动态演化和自组织性,进入了创

特点。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内的创新主体是

坦福大学推动的“硅谷”(斯坦福工业

新生态系统研究阶段。创新生态系统更

参与创新活动的机构,一般包括创新企

园)为代表。依托大学的学科优势,产学

强调的是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包括政

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种平台性

研紧密结合,产生适合市场的新型科学

策、机制等)自身与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有

的服务机构,其中创新企业是最重要的

技术,再配套相应的创业孵化和技术转

机系统,体现出系统性、生态性、空间性、

。创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

让机制,形成了大学周边的产业集群。

文化性等四大特征。知识创新区是城市

于创新人才的集聚,并且在创新知识个

随着企业的成功,更加促进了大学与企

型创新区,是一种产业发展模式,也是一

体化、大众创业的情况下,创新人才也成

业的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大学在科技创

种城市发展模式。其形成要点在于对开

为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之一。

新的优势,将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得

放性系统、创新主体、创新网络、创新

(3)创新网络

到资金回报,有力的支撑了自身的可持

环境的营造。而在众多类型的城市区域

[22]

创新主体

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相互作用形成

续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和企业本

中,基于本地的大学和社区对创新活动

网络连接结构。通过这个网络,参与创新

身创新和吸引人才能力的增强,而大学

的开展作用日益突出,是形成知识创新

活动的创新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与企业之间基于校友纽带的创新体系

区的重要驱动力。

和各种平台性的服务机构乃至个人,可

也初步形成。

以通过一定的运行机制相互连接合作,

另一种是大学和城市合力驱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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