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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结构及其邻近性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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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 29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和负二

项重力模型，对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邻近性机理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①拓扑结构上，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范围广密度低，大多数城市间合作强度较低，网络连接较为松
散；网络等级层次清晰，发育出以北京为强核心，上海、南京、武汉等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
②空间结构上，以胡焕庸线为界，网络联系东密西疏、东强西弱，城市等级东高西低；不同等级的网
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核心、次核心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点；③邻
近性机理上，负二项重力模型回归显示，制度邻近性与技术邻近性对我国城市间创新合作均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阻碍了我国城市间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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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知识和技术创新逐步取代传统物

质资本的主导地位，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1]。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
段，国家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日益重视。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科技创
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2016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再一次强调新时期、新形势下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意义。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表明，创新驱动是新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必须采
取的发展战略，而城市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因而创新型城市建设成为
战略推进的关键[2]。
当今，技术和产品的生产周期不断缩短，创新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竞争环境变得愈加
复杂多变，传统封闭、线性的创新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积极
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成为城市提升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城市间协同创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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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趋势[3-4]。 在此背景下，城市创新空间格局呈现由等级化向网络化的演
变趋势，网络化的视角逐渐被引入城市创新研究。 其中，创新网络结构是影响区域创新资源
整合利用、城市创新功能优化互补的重要因素，直接关乎整个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成为经
济地理学者关注的重点[5-6]。 国内外学者运用社会网络 / 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空间相互作用
模型（重力 / 引力模型）等对省级、城市群、国家甚至全球空间尺度的区域间创新网络的结构
特征及演化过程展开了大量研究[7-9]，并借助计数模型（泊松 / 负二项回归模型）、多元回归
分析（QAP）、纵向网络数据分析（SIENA）等对创新网络研究背后的邻近性机理进行了深入探
讨[10-11]。
弄清中国城市间的创新合作网络并分析其背后的邻近性机理对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
率、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现有的研究，虽不乏对中国城市间创新
联系与交互作用的实证探索，但囿于流数据大量采集的困难，大多数研究都选择采用修正的
空间相互作用模型（重力 / 引力模型）测度城市间的创新联系。 牛欣等对经典引力模型进行
修正，建立城市创新引力模型，并结合网络分析法，对中国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创新
联系及创新网络空间结构进行深入探讨[12]；蒋天颖等采用传统城市相互作用理论模型及其
扩展模型对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格局展开分析[13]；吕拉昌等在对国内外城市创新
联系综述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界定了城市外向创新联系规模，并采用
引力模型，测度了中国主要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强度及格局[2]；张惠璇等运用空间相互作用模
型对广东省 2003、2012 年 21 个地级城市的创新联系空间格局进行测度， 分析空间格局演
变的特征，并探讨广东省创新联系空间格局的发展与优化策略[14]。然而这类研究往往难以准
确地测度城市间的创新联系，不能真实地反映城市间创新合作的复杂交互关系[15]。 同时，目
前的研究在对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结构进行分析时，忽略了对其结构等级层次性的关注，导
致对中国城市创新等级层次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维度的邻近性是影响
创新主体开展合作交流的重要因素[16-17]，然而目前国内学者侧重分析地理邻近性对创新的
影响，对其他维度的邻近性关注较少[18]，并且鲜有研究从城市层面探讨邻近性对创新合作的
影响。
专利是技术成果产出的重要表现形式，被广泛用于评估国家、区域或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和创新竞争力。其中，发明专利代表着原创技术，被认为是技术含量最高、最能体现技术创新
的专利类型。联合申请专利能够直接反映知识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转移，是衡量区域间创新
合作的重要指标[4]。 基于此，本文选择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开展中国 290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间的创新合作网络分析，试图揭示中国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的结构及其特征，客观地考察
城市创新结构布局，并找出中国城市间创新合作的制约因素，以期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创
新政策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由社会学家根据数学方法﹑图论等发展起来的定量分析方法，其不仅
可以刻画网络整体的形态、中心性、集聚性等结构特征，还可考察节点间的互动关系[19]，为洞
察城市间创新网络结构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运用[7,15,20]。 网络结

138

世

界 地

理

研 究

27 卷

构分析可从整体和节点两方面入手[20]。
对于整体网络，常用网络规模、关系数和中心势等拓扑指标来描述。 网络规模和关系数
是描述整体网络最基础的指标。 本文网络规模指参与创新合作的城市数量， 参与的城市越
多，网络规模越大，涉及范围越广；网络关系数则指城市间创新合作的次数。网络中心势是衡
量整个网络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指网络的实际点度变异值与相同规模的网络可能出现
的最大点度变异值之比，该值越接近于 1，说明网络集中趋势越明显。
对于网络中的节点，网络密度、平均度中心性和平均路径长度常用来衡量网络中节点关
系，度中心性常用于直接刻画节点的中心性。 在本文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中，网络密度指网
络中实际存在的联系总数与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最大联系总数的比值，值越大，表明城市间创
新合作越紧密，知识转移行为越多；平均度中心性指所有节点度数的平均值，反映整体网络
中城市的平均合作强度；平均路径长度为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距离的平均值，反映
城市间合作的难易程度；城市的度中心性指该城市与其他 289 个城市的直接联系总数，城市
的度中心性越高，说明城市在网络中占据的创新资源越多，地位越重要。
2.1.2 负二项回归
Scherngell 等指出在多区域情境下分析区域间的创新合作影响因素时需考虑区域间
的空间交互作用，并提出了基于重力模型的空间交互作用模型[7]。 该模型得到了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认可和借鉴，Kunze 运用该模型深入探究了欧洲地区创新与贸易之间的关系[21]；Montobbio 和 Sterzi 借助重力模型分析了国际技术合作的影响因素[22]；刘承良等借鉴该模型
对全球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邻近性机理进行了探讨[23]。 参考上述学者的做法，借鉴该模型，
本文的城市间创新合作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COLij=琢+茁1PATi+茁2PATj+茁3DISij+茁4INSij+茁5TECij+着
（1）
其中，COLij 为 2014 年城市 i 和城市 j 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数， 表征城市间的创新合作联
系；PATi、PATj 分别为 2014 年城市 i 和城市 j 的发明专利申请总数，用于衡量城市的创新能
力。DISij 为城市 i 与城市 j 球面距离，表征城市间的地理邻近性；INSij 为城市间制度邻近性
的虚拟变量，借鉴 Ejermo 和 Karlsson 的测度方法，如果两城市同属一个省份则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24]；表征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参照 Jaffe 的测度办法[25]，其计算公式如下：
8

TECij=

∑m=1 PATimPATjm
8

（2）

姨∑m=1 PAT2imPAT2jm
其中，PATim、PATjm分别为城市 i 和 j 第 m 个国际专利分类号（IPC）下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需的专利数据均获取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SIPO)。 由于国内专利从
申请到公布需要 18 个月，兼顾数据的完整性与时效性，本文提取了 2014 年全国 290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由 2 个或 2 个以上主体合作申请的发明专利信息。根据本文研究需要，数据筛选
及主要处理步骤如下：①筛选出 2 家及以上机构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②因申请人为个人，
难以确定其所在城市，剔除余下专利中的个人申请人；③因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大陆各城市间
的创新联系，剔除位于港澳台及国外的申请机构；④对于由 3 家及以上机构联合申请的发明
专利数据，采用两两交叉的方式，计算机构间的合作关系；⑤将创新主体归并入所属城市，构
建城市间的创新合作网络，本文界定科研合作网络为无向网络。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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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中城市间制度邻近性为虚拟变量，属于同省份的联系频数为 376,不属于同省份的联系
频数为 1736。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1 The descriptive variables
变量符号

定义

单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Lij

2014 年城市 i 和城市 j 联合申请

件

20

104

1

3109

PAT

2014 年城市发明专利申请总数

件

2646

7400

10

82810

DISij

城市 i 与城市 j 球面距离

千米

869

613

19

3451

-

0.808

0.151

0.254

0.998

的发明专利数

8

TECij
TECij=

∑m=1 PATimPATjm

姨∑
3

8
m=1

PAT2imPAT2jm

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结构特征

3.1 创新网络范围广密度低，大多数城市间创新合作紧密度偏低
2014 年，中国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共涉及了除玉林、三沙、铜仁、嘉峪关 4 市外的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覆盖了中国 98.6%的地级及以上城市， 城市间共产生 42921 条创新联
系，网络涉及范围广，规模大（图 1）。 但对网络的整体密度、平均路径长度、平均度中心性等
指标进行考察发现， 中国城市间创
表 2 2014 年中国城市间创新联系强度
新合作网络的整体密度仅有 0.05， Tab.2 Intensity of Chinese intercity innovation linkage in 2014
平均路径长度为 2.07，大于同等规
联系强度
联系强度范围
联系数量
占比
模随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
高强度
1149-3109
3
0.14%
度中心性仅有 15，城市平均合作强
中高强度
362-1149
16
0.76%
中等强度
89-362
69
3.27%
度较低。 进一步考察中国城市间的
低强度
1-89
2024
95.83%
创新联系强度， 运用 Jenks 最佳自
然断裂点法将其划分为四
个等级： 高强度、 中高强
度、中等强度和低强度（表
2）。 随着联系强度等级的
提升， 城市间联系数量迅
速下降， 绝大多数城市间
创新联系强度处于低强度
水平，其中联系强度在 10
次以下的联系数量高达
1626 组，占了联系总数的
76.99%。 反观处于高强度
和中高强度水平的联系数
量分别仅有 3 组和 16 组，
均不到联系总数的 1%。 这

图 1 2014 年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拓扑结构示意图

反映出目前中国大多数城

Fig.1 Chinese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s topological structure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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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创新合作紧密度偏低， 仅有少数城市间的创新合作关系较为紧密， 城市创新网络虽规模
大、覆盖范围广，但还明显存在联系松散、通达性较差、知识溢出不畅的问题，城市创新合作
有待进一步增强，网络功能有待进一步完善。
3.2 网络联系东密西疏，东强西弱
为刻画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的空间格局，借
助 ArcGIS 按表 2 分类标准绘制中国城市间创新
网络空间图谱（图 2）。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间创新
联系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均衡性， 以胡
焕庸线为界， 城市间创新联系呈现出明显的东密
西疏的地理分布特征。 进一步考察不同强度等级
的城市间创新联系地理分布特征发现， 高强度的
城市间创新联系发生在北京—南京 （3109）、北
京—天津（1514）、北京—上海（1490）三组城市对
之间； 中高强度的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地理空间格
局表现出“单中心放射”的特征，以北京为中心朝
南放射； 中等强度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地理空间格
局表现出
“单中心放射、局部网络化”的特征，仍然
主要以北京为中心呈放射状，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
区域呈现出复杂交互的网络连接格局。总的来看，
高强度、中高强度和中等强度的网络联系都主要
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胡焕庸线以西的城市除兰
州与北京建立了中高强度的联系， 乌鲁木齐、鄂
尔多斯、 银川与北京建立了中等强度的联系外，
其余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均为低强度联系。
3.3 网络等级层次清晰，“核心 - 边缘”结构明显
计算网络度中心势发现， 其值高达 0.95，表
明整个网络具有十分明显的向某个节点或某些节
点集中的趋势，存在着“
核心 - 边缘”结构。 Pajek
中的块模型分析技术可有效探测网络的“核心 边缘”结构。本文采用块模型分析中的层次聚类算
法，将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划分为 5 个层级：强核
心层、核心层、强半边缘层、弱半边缘层和边缘层
（表 3）， 并借助 VOSviewer 绘制中国城市间创新
网络的等级层次结构图（图 3）。 图中节点大小与
其度中心性成正比， 连线粗细与节点间合作强度

图 2 三种强度的城市间创新联系空间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ree types of

intercity innovation linkage
成正比，色调冷暖与层级高低相对应。
北京处在网络的强核心层，为全国性的创新合作中心，创新合作伙伴涉及中国 255 个城
市，创新合作次数总计 25829 次，最大创新联系强度为 3109 次，均位于全国首位，是整个创

新网络的动力引擎。 上海、南京、武汉等 17 个城市占据了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的核心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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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层级
Tab.3 The hierarchy of Chinese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
层级

城市

强核心层（1 个）

北京

核心层（17 个）

南京、上海、武汉、郑州、天津、西安、重庆、成都、长沙、深圳、苏州、杭州、广州、沈阳、长
春、济南、青岛

强半边缘层（30 个） 合肥、无锡、大连、东莞、宁波、昆明、厦门、兰州、佛山、常州、太原、徐州、烟台、贵阳、南
宁、南昌、镇江、乌鲁木齐、南通、银川、福州、珠海、扬州、洛阳、泰州、宜昌、盐城、石家
庄、哈尔滨、连云港
弱半边缘层（75 个） 岳阳、北海、荆门、吉安、开封、宜春、中卫、惠州、江门、泉州、安阳、秦皇岛、赤峰、焦作、
淮南等 75 个城市
边缘层（163 个）

固原、三门峡、巴中、双鸭山、随州、呼伦贝尔等余下的 163 个城市

些城市创新能级较高，对外合作能力强，合作
关系广泛，平均度中心强度达 76，无论是创
新合作伙伴数量、 创新合作次数还是创新联
系强度均位于全国前列， 是全国性的创新合
作次中心。 强半边缘层包含合肥、无锡、大连
等 30 个城市，该层城市拥有较为丰富的创新
资源， 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对外辐射
能力，平均度中心强度为 34，在区域创新合
作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是区域性的创
新合作中心。岳阳、北海、荆门等 75 个城市处
在网络的弱半边缘层，城市创新水平较低，对
外创新联系较少， 平均度中心强度下降至

图3

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等级结构图

13， 为区域性的创新合作次中心。 余下的固 Fig.3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intercity
原、三门峡、巴中等 163 城市落入了网络的边
innovation network
缘层，普遍自身创新水平和创新资源有限，或
囿于地理距离、制度等原因，难以和其他城市
建立创新联系，平均度中心强度已不到 5。 图
3 可明显观察到强核心层城市与核心层城市
相互之间建立了稠密的创新合作联系， 联系
数量多、强度大，形成高连通网络。越往外，城
市间创新联系越少，强度越低，到最外的边缘
层，城市间联系已相当稀疏。
3.4 城市等级东高西低，核心、次核心城市呈
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
参照上述层级将城市划分为 5 个等级：
强核心城市、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边缘城
市和外围城市，并借助 ArcGIS 对其进行可视

图 4 中国城市等级空间分布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city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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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图 4）。 与网络联系地理空间分布情况类似，城市等级也大致以胡焕庸线为界，在东西部
出现明显分化。 核心城市和次核心城市大多位于该线以东，整体分布较为分散，少数集中在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呈现出“
大分散小集聚”的地理分布特征，而该线以西除兰州、银川、乌
鲁木齐外其余城市均为边缘或外围城市。 总的来看，在网络中高等级地位的城市均为行政
等级较高的城市，处在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顶端的是首都北京，核心城市除深圳、苏州外也
都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Andersson 等指出，中国国家创新系统根植于强势政府的土壤中，
很多重要高校和研究机构都位于首都北京以及上海、杭州、广州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因而
行政中心城市也就成了城市间创新合作的重要指向地[26]。

4

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邻近性机理分析

邻近性概念最早源于 Marshall 提出的集群经济的概念，指同一集群内部经济活动主体
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关系，主要强调的是地理空间的邻近[27]。该概念一经提出即受到了经济
地理学界的高度关注， 并被广泛应用到知识溢出、 协同创新和合作创新绩效等问题的探讨
中。 20 世纪 90 年代法国邻近动力学派提出了多维度的邻近性概念，将组织邻近性和制度
邻近性纳入分析研究中，使邻近性概念拓展到了地理空间之外的其他维度。 此后，邻近性概
念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拓展，认知邻近性、文化邻近性、技术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关系邻近
性、网络邻近性等其他维度的邻近性概念被陆续提出[28-30]。 由于研究视角、研究目的和研究
主体的不同， 不同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对邻近性维度的选择和不同维度邻近性的概念界定都
有所不同。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形成的邻近性机理，城市间地理距离的远近、
技术知识基础以及文化、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都会对城市间的创新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基于
此，本文选择三个维度的邻近性——
—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分析其对中国
城市间创新合作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地理邻近性指两城市地理距离的远近；技术邻近性指城
市间技术知识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制度邻近性指两城市制度环境的相似程度，包括文化、语
言、社会价值和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区域发展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相似程度。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城市间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为非负整数， 因此回归模型需选择计
数模型泊松回归模型或负二项回归模型。经检验，被解释变量的方差明显大于期望,存在“
过
度分散”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的邻近性机理进行
检验。 借助 Stata 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 4），估计结果显示，Alpha 参数均不为 0，各解
释变量估计参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拟合度较高，具较好的解释力，回归结果可信。
地理邻近性变量在模型 1-3 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地理邻近性对中国城市间
创新合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两城市间地理距离越大，越不利于其开展创新合作活动。 创
新过程是一个强烈互动的过程，以交换和转移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为特征，需要经常面对面
的互动接触[31]。 因此，地理邻近为两城市开展创新合作活动提供了天然的优势，而随着地理
距离的增加，进行面对面互动接触的时间及经济成本都会随之增加，对城市间创新合作造成
阻碍。 这一发现有力地驳斥了 Cairncross、Friedman 等学者所提出的“地理邻近死亡论”、
“地理已死”的观点[32-33]，证明了尽管在交通、通信技术发达的今天，地理距离在中国城市间
创新合作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地理邻近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从模型 2、3 中发现，制度邻近性对中国城市间创新合作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市不是
简单的地理空间单元，是各种自然、人文要素的综合体。 不同城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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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模型的负二项回归估计结果

Tab.4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negative binomial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s
模型 1
城市 i 发明专利申请数 PATi
城市 j 发明专利申请数 PATj

模型 2
***

0.0000402

0.0000421

(0.000)

(0.000)
***

0.0000419
(0.000)

地理邻近 DISij

-0.0006358
(0.000)

制度邻近 INSij

-

0.0000461

模型 3
***

(0.000)
***

(0.000)
***

0.0000469***
0.000044***
(0.000)

***

-0.0003237

-0.0003017***

(0.000)

(0.000)
***

0.8184047

0.8323621***

(0.000)

(0.000)
1.331339***

技术邻近 TECij

-

-

常数 CONS

1.624494***

1.098791***

-0.0539307

(0.000)
(0.000)

(0.000)

(0.882)

N

2112

2112

2112

Alpha

1.368768

1.316351

1.290238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0

Log pseudolikelihood

-6825.9385

-6777.7932

-6756.9447

注：*：p＜0.10；**：p＜0.05；***：p＜0.01。

制度环境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会对创新合作造成制度壁垒。 而两城市在文化、语言、规范、区
域发展政策等制度环境方面的相似有利于增进两城市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信任， 有效减少创
新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流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提升城市间创新合作的可能性。
这一发现印证了 Maillat 和 Kebir 的研究， 区域特殊的非正式惯例和规范对区域创新主体
之间协作关系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似的制度基础是区域间创新合作的基石[34]。
模型 3 结果显示，技术邻近性变量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技术邻近增进中国
城市间创新合作的可能性。 技术上的趋同使得两城市在技术专业化方面有相似之处，同时也
保障了两城市拥有相似的认知水平，能够在创新合作中有效流畅地沟通，识别、挖掘和吸收
新知识。 这一发现与 Guellec 和 Ponds 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类似，Guellec 在对国际创新合作
的实证研究总发现具有相似技术专长的国家更有可能进行创新合作[35]；Ponds 等通过分析荷
兰跨区域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因素发现，技术邻近性是跨区域企业、科研机构与大学之间开展
创新合作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显著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36]。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 2014 年中国 29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
据，借助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和负二项重力模型，对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
局及其邻近性机理进行分析，主要发现结果如下：
（1）在拓扑结构上，中国城市间创新网络范围广密度低，大多数城市创新合作紧密度偏
低，网络连接较为松散，有待进一步增强；网络中心势较大，集聚趋势明显，等级层次清晰，发
育出以北京为强核心层，以上海、南京、武汉等 17 个城市为核心层，以合肥、无锡、大连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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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为强半边缘层，以岳阳、北海、荆门等 75 个城市为弱半边缘层，以固原、三门峡、巴中
等 163 个城市为边缘层的
“核心—边缘”结构。
（2）在空间结构上，以胡焕庸线为界，城市间创新联系密度、强度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
质性。 胡焕庸线以东，城市间创新联系密度大、强度高，形成了复杂高效的创新网络；胡焕庸
线以西，城市间创新联稀疏微弱，创新合作有待进一步增强。与网络联系地理分布特征相似，
城市等级也大致以胡焕庸线为界，在东西部呈现显著差异。 胡焕庸线以东，北京是创新网络
的强核心，核心和次核心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胡焕庸线以
西，绝大多数城市均为边缘或外围城市。
（3）在影响机制上，通过负二项重力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地理距离仍会阻碍城市间的创
新合作，地理终结论在中国城市间创新合作中并不成立；制度邻近通过促进两城市创新主体
间的相互信任，减少创新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流和交易成本，从而对城市间的创
新合作产生显著积极的作用；技术邻近也是影响城市间开展创新合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技术上的相似能够保障在创新过程中高效通畅地沟通，进而促进城市间创新合作。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我国城市协同创新发展提出如下建议：培育壮大西部创新中心，
加强边缘、外围城市的对外创新联系，缩小东西城市创新能力差距，促进城市之间的融合，促
进均衡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间的可达性，从时间和经济上缩短城市间距离；制
定鼓励城市间创新合作的政策，促进区域制度一体化以降低创新合作的制度壁垒；充分发挥
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增强产业间分工协作进而便于城市间开展创新合作。
城市间创新网络结构不断发展演变， 各个维度的邻近性对城市间创新合作的影响也在
改变。 囿于数据获取和处理的困难，本文仅选取了一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 未来可进一步
开展较长时间尺度的研究， 深入探讨城市间创新网络结构及其邻近性机理的动态演变。 此
外，城市间进行创新合作不仅只有联合申请专利一种途径，还包括合著论文、合作科研项目、
共同研发新产品等。 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综合考虑多种合作方式，更加真实地反映城市
间创新合作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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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feature and proximity mechanism of Chinese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
XIAN Guo1, ZENG Gang1,2, CAO Xian-zh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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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joint applications of invention patent of 290 Chinese
cities in 2014 mined from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SIPO),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gravity model approach,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proximity mechanism.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as to topological structure, Chinese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 is extensive but low-density and the network connection is relatively loose. Most intercit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s of
low-intensity, needing further enhancements. In addition, the entire network
has an obvious clustering trend and presents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with
hierarchies, of which the center core layer contains only Beijing but the periphery layer contains more than half of the cities. Secondly, as to spatial
pattern, taking Hu's line as boundary,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hinese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 is significant. The network connections are dense
and strong in the east but sparse and weak in the west. Similar t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twork, the city grade is high in the
east but low in the west. Moreover, different levels of network flow intensity
have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Core and sub-core cities are featured
by a "big scattered and small gathering" spatial patter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test results of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show that geographical
distance is an impediment to Chinese intercit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which
is a powerful refutation of the claim that geography has died. Meanwhile,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and technical proximity both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cities.

Key words: innovation network; invention patent; network structural feature;
proximity; gravity model appro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