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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流动和关系平台视角的临时性集群研究

——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案例

单双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中国 上海 200062)

摘要：当前，各种博览会的数量和规模稳步提高，同时也显示出企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企业参加

博览会不仅是追求销售目标，而且还通过参展进行信息交流，寻求建立潜在关系。博览会作为一种临时性

集群，其作用已经更多是为知识流动提供关系平台。本文认为，需要以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博览会，其重

要性不仅由企业的销售成果来体现，还应以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机会、以及发挥关系营销等方面进行衡量。

本文分析了博览会的功能，以及参与者的参会动机，并选取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作为案例，为研究当今博

览会的作用和关键功能提供了一些经验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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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各种博览会的数量和规模稳步提高（见图 1，表 1）。作为一种强大的交流平台，
在博览会的演化过程中，企业的重要性也随着其参展的频率和普遍性而逐渐突显[1]。

早期的博览会无非只是普通样品的展示，其作用也仅仅只是向公众推销本国产品。但到

了今天，参与者越来越专业化，博览会对他们正发挥着其特定的交际功能，其范围也在逐渐

全球化。近年来，企业利用博览会的方式正在改变，企业参加博览会不仅只是追求销售产品，

而且还通过博览会建立潜在关系和进行信息交流。无论是“销售”还是“促销”，都已经不

足以准确地描述博览会的功能。在当代经济中，企业间的关系建立和信息交流已经成为企业

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策略。由于博览会将不同的经济活动聚集到一起，能够在相关的市场中

形成关系平台并获取信息，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基于这些原因，当今的博览会并不仅仅意味着销售产品，更为知识和信息流动提供了关

系平台，可以被视为一种“临时性集群”[2]。基于博览会的这一新的理解，本文运用案例研

究法来分析企业参展行为，试图验证这一概念的可靠性。本文选取的案例，是一个国际化、

主要针对企业间的博览会——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该博览会在各自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本文主要分析企业的参展动机和目标，试图验证博览会对企业的作用和重要性，

这种作用不仅是在商业销售层面，更在于知识和关系层面。

收稿日期：2014-09-23
作者简介：单双(1986-)，女，湖北黄石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单双 9卷68

图 1 国际展览联盟（UFI）近年展览数量

资料来源：UFI报告，2012年

表 1 各国室内展览面积总量增长情况

国 家 2011年总面积（平方米） 与 2006年相比(%)

美 国 6,712,342 +5

中 国 4,755,102 +48

德 国 3,377,821 +2

意大利 2,227,304 +3

法 国 2,094,554 +3

西班牙 1,548,057 +13

荷 兰 960,530 +15

巴 西 701,882 +6

英 国 701,857 +13

加拿大 684,175 +6

俄罗斯 566,777 +17

瑞 士 500,570 +1

比利时 448,265 +1

土耳其 433,904 +25

墨西哥 431,761 +15

资料来源：UFI报告，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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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临时性集群的博览会

现有研究中，已把博览会视为一种临时性集群，这种“集群”通过商业行为和关系将企

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博览会具有产业集群的典型特征[3]，下文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2.1 纵向和横向联系

博览会让每位参与者不仅与已经熟悉的对象相互交流，而且与新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此外，为了对效率低下的匿名随意交流进行弥补，博览会主办方纷纷推出各种网络服务，让

参观者可以提前获知会议安排、产品展示、专题研讨会等相关信息。为满足参展商需求，博

览会主办方还通过举办圆桌会议、研讨会以及会后聚餐等形式，逐步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因此，博览会的这种发展趋势以关系为导向，能够增强与会者之间的关系建立。

2.1.1 与客户的纵向联系

与客户交流是企业参加博览会的主要动机，企业不仅旨在接触新客户，而且还重视加强

与现有客户的联系。通常，企业在展前就开始接触各种客户。同时，企业安排专门人员举办

发布会和研讨会，发布产品、价格、供应条件等信息，并帮助客户解决具体技术问题。参展

商通过与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的接触交流，从而推广产品，了解市场的发展趋势，及时更新

技术知识，并通过讨论新的供应合同扩大业务范围。

通过每次的交流互动，参展商能够不断积累客户需求的知识信息、迅速定位新的市场趋

势。双方通常将这种联系维持多年以建立信任关系，这有利于交换进一步的详细信息。参展

商也可通过与其他客户或合作伙伴的互动交流，获取潜在新客户的相关信息。在博览会上产

生的大量信息、意见、或是传言，使得企业一方面能够快速获取有关客户需求和市场发展趋

势的信息，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与合作伙伴保持进一步的联系[4]。

在特殊情况下，若企业总部离博览会举办地不远，企业也会考虑组织客户去总部参观产

品生产过程。然而，参展商很多时候更倾向于通过非正式场合与客户进行交流，以期在这种

更为轻松的氛围下，加快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关系。通常，咖啡厅、餐厅、酒吧等是产生这些

非正式信息交流的聚会场所。当然，并非所有的活动都由博览会主办方举办。在这些场合下，

空间距离的临近性，也催生了行为者接触交流的机会（无论是计划性还是自发性）。因此，

博览会成为促使知识和信息交流的催化剂，而这些知识和信息来源于博览会期间各种正式和

非正式渠道。

2.1.2 与供应商的纵向联系

企业通过参加博览会，与现有和潜在供应商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利于了解市场发展和未来

前景，为技术难题寻求解决方案，从而把握新的机遇。与上文探讨的建立客户关系相同，各

种聚会活动也可在会议期间举办，因此使得交流更具自发性。

2.1.3 横向联系

在与同行业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建立或加强关系上，博览会对企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博览会为参与竞争的企业提供各种技术、管理、市场趋势、促销活动等信息。对于工业

机械类博览会，技术信息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以促进产品销售为宗旨的博览会上，展示新产

品、分析流行趋势和新兴生活方式则发挥着主要作用。对大多数参展商而言，参加博览会是

必要的。特别对许多小企业而言，参加博览会有助于紧跟市场发展趋势。久而久之，博览会

有助于分享经验、进行直接地言语交流、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建立信任关系，以及提升并

扩大企业声誉。

博览会为参展企业提供了一个直观且快速的平台以了解市场行情和竞争环境。企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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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获取信息：

（1）通过直接接触。在博览会期间，一般通过派专门人员参观竞争对手展台的方式进
行。当然，并非所有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能够派专人去参观对手展台，观察其最新产品和

营销策略。同时，这些接触也会产生大量信息溢出，往往不知不觉间有泄漏战略信息的风险。

（2）通过第三方。通过与广泛客户群的接触交流，可获知有关竞争对手商业行动和营
销策略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从而使企业调整其竞争策略。

（3）通过观察和比较。这也许是获取竞争对手信息最有效的方式。在临时性集群中，
创新信息、技术知识扩散的渗透性很强，这点与永久性集群十分相似。这也使得企业能够时

刻与其他参展企业的营销策略进行比较，以不断探寻最佳营销策略。

2.2 本地蜂鸣

通过博览会上各种有关新产品的展台演示、研讨会、以及信息咨询等活动，参展商以及

参观者能够有意无意地促进知识和信息交流。通常情况下，从博览会上获取的最重要的附加

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非刻意地获取新知识、了解隐含行为准则、把握新的市场发展趋势。

博览会期间，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在这个有限的时间段内，分享着各自的经

验和专业知识。一些学者把所产生的这种信息场称为“本地蜂鸣”（local buzz）[5]。“蜂鸣”

(buzz)给予了博览会参与者们一种集体归属感。博览会上产生的“本地蜂鸣”实际上是一种
信息交流的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了参与者之间的空间临近性、以及面对面交流(face to face)
的可能性。面对面交流所带来的优势，使得参与者之间的对话，通过视觉和附加肢体语言的

方式，互相得以充分理解（而不是单靠远程的电话或摄像头进行沟通）。在信息不完善以及

市场行情迅速变化的情况下，面对面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际工具[6]。当然，由于存在复

杂的非结构化信息，即使没有发生面对面交流，“蜂鸣”也会出现。正如 Grabher (2002)所
述，参与者“并非刻意地审视贸易环境，而是通过周围的传言、个人印象、商家推荐、战略

信息和贸易习惯等获取信息”[7]。人们仅仅通过“在场”来获取信息和知识，有时也可通过

观察而获取这个临时性集群中有关其他参与者的新闻、信息和传言。由于临时性集群在某种

程度上属于一个学习型社区。因此，只有在这个集群中的参与者才可从“本地蜂鸣”受益。

在“蜂鸣”中，参与者之间可快速获取感兴趣的企业信息，并建立联系。总的来说，“本地

蜂鸣”有助于降低本地关系和外部联系固有的不确定性，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建立经济合作

伙伴间的信任，从而促进合作，帮助分析市场发展趋势。它构造了一种社会交流机制，大大

减少了交易成本[8]。

2.3 全球通道

中小企业通常在进军国外市场上相对较难，而博览会使一些中小型企业通过“全球通道”

(global pipeline)的方式，与地理上相距较远的合作伙伴创建联系。在这种方式下，外部知
识的流动，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水平。相对于永久性集群而言，临时性集群可以

在付出相对较低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促进跨区域全球通道的建立。对企业而言，除参展成本

外，基本没有其他开支，从而节省了为建立新联系而进行的昂贵投资，例如建立国外办事处

等。空间临近性不仅有利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而且还降低了形成不良关系的风险[9]。总之，

“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是两个紧密相连的现象，这两种现象有利于组织间的学习、以

及知识转化的形成。

在临时性集群的网络内，每个参与者彼此交流，获取诸如新兴市场机会和新技术的信息，

从而产生信息场效应。这种“本地蜂鸣”使各企业能获取来自远距离的信息，便于企业优化

对重要的创新信息的选取，抛弃用处不大的信息。临时性集群的任何一个参与者事实上都被

融入到了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氛围（类似于马歇尔的“产业氛围”），这种氛围以一种独特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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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培育着信息传播和新产品的诞生。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博览会的集群方式有别于一般性网络概念，它既包括主要在于销售

合作的正式网络，还包括通过引起本地蜂鸣来传递知识的非正式网络。博览会作为一种临时

性集群，为我们理解知识创造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3 博览会功能与企业参会动机

如今，博览会的主要功能可以被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销售；二是关系；三是知识。

一般的销售作用正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关系平台的建立，其中进行的知识交

流来源于价值链的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知识传递过程一方面是正式的，即与正式的交易联

系紧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非正式的，伴随着本地蜂鸣。博览会的国际化使得企业建立“全

球通道”成为可能：长距离的跨区域通道有利于空间上相距遥远的参与者之间进行知识传递。

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特征使得博览会可以被视为一种临时性集群。根据博览会的三个主要功

能，企业参与博览会的动机也可以被纳入这个框架中进行解释。以下，就以此来讨论企业的

参会动机。

3.1 进行销售的动机

（1）直接销售。博览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销售渠道。在博览会中，可以洽谈并
实施大量的销售业务。

（2）发布新的创新产品。博览会中的企业展台想要具有吸引力，有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显现出创新性，至少要有新产品的展示。因此，参展商都充分利用博览会提供的机会来推

广新产品。

（3）进军新市场。特别是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通过博览会将有机会接触到新的、在
地理上距离遥远的客户，大大降低了其进入新市场所需的开销。

3.2 建立关系的动机

（1）推广企业形象。博览会在企业交流上起着特定的作用。在贸易杂志等媒体上做广
告，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搜寻、评估产品和供应商的过程中，博览会可能是最适合的方

式。首先，由于供应商和竞争对手在博览会上的同时出现，使得企业可以对较大范围内的商

品进行比较，节省了大量时间，大大减少了信息检索成本，优化了选择。第二，访客积极地

与展商互动以了解展品和商家实力，由此，展商具备了不必寻求顾客的优势。那些寻求供应

商的潜在买家，对于他们自行选定的目标，会比在其他情况下更积极地去寻求信息。另外，

在这种情景下，买卖双方的角色还可能发生互换。显然，博览会具有的这种空间临近性，既

有利于相互接触又有利于企业交流。

（2）构建并加强和潜在/现存客户之间的联系。博览会为客户和供应商提供了方便交流
的环境和机会，以巩固现存的关系并创造新的关系，这有利于对价值链的前后段有一个总体

把握。

3.3 获取知识的动机

（1）研发新产品。由于有大量的参与者（无论是展商还是访客），博览会成为了一个
重要的产生新理念和新产品的场所。企业可以据此来筛选现有产品和技术，以测试一项新产

品的吸引力。此外，许多不同的参与者在这种环境下，加强彼此间相互作用，沟通对新产品

的想法并发展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关系成为了潜在的创新源泉。

（2）把握竞争趋势。观察竞争者的状况，是企业参与博览会的一项重要收获。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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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览会举办的短暂期间内，企业通过实行快速有效的分析，可以较为廉价地获得大量它所

在竞争领域的信息。

（3）逆向工程。这是一个企业购买竞争产品（如某个设备，电子零部件，软件程序等），
并对其进行详细分析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会催生对新设备的研发或现有程序的更新。博览

会中有着大量的展出产品，是进行逆向工程的合适场所。

也就是说，博览会的三项功能，即销售、关系和知识，有助于实现企业参与博览会所预

期达到的八个主要目标。从临时性集群的视角来看，垂直和水平的协同效应对“关系”和“知

识”功能效果显著；本地蜂鸣对于“销售”和“知识”功能尤为重要；全球通道对“销售”

和“关系”功能则具有战略意义[10]。总之，整个体系可以被视为是临时性集群的一种表现

形式。

4 中国工博会实证分析

4.1 工博会概况

为了解释博览会的功能、分析企业参展行为，需要选择一个面向企业、具有较高国际化

程度和代表性的博览会作为案例。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工博会）创办于 1999年，
于每年 11月在上海举办，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工业品牌展之一，也是中国
工业领域面向全球的一个重要窗口和经贸交流合作平台。从主办机构来看，工博会由中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协办。从国际化水平来看，工博会已通过 UFI认证，是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的顶
级博览会。从涵盖领域来看，以 2012年举办的第十四届工博会为例，有数控机床与金属加
工展、工业自动化展、环保技术与设备展、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展、新能源与电力电工展、

科技创新展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等七个领域，其中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为工博
会（CIIF）中规模最大且最繁忙的展会。同样是以 2012年为例，工博会展览总面积达到
140,000平方米，共有来自全球 1648家展商参展，来自 8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 31个省区市
的 119,947人次参与者参观，同时还举办了 60场专题会议或论坛。综上所述，工博会影响
广泛、主办机构权威、国际化水平高、专业性强、展览规模大、参与者数量多，选取工博会

作为案例，能够很好地反映博览会发展的前沿动态。

本文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和系统性观察的定性研究方法，选取中国工业博览会（CIIF）中
的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为具体研究对象，对 2011年和 2012年举办的该展会
（MWCS）进行了实地调研。所访谈的公司都为随机选取，其中，可将其分为两类：第一
类分为小型公司和大型公司；第二类分为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在 2011年到 2012年期间，
共进行了 52份访谈，平均每个深度访谈用 10—15分钟。对选取企业的访谈过程中，89%
的企业非常配合，只有 6家企业拒绝采访。调研过程采用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对博览会上
的高层决策者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管理者、销售经理和工程师。涉及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

面：第一，博览会的性质以及参展商参加的主要原因。第二和第三，博览会期间参会者与参

展商之间的沟通交流，包括参展商的类别以及展会主题。第四，受访企业评价其参展后所获

得的收益。第五，受访企业的规模、创办年限、所属国家以及所有制结构。

4.2 参与者来源

工博会参展商的地理来源，可以从城市、国家和全球三个尺度来观察。2012年工博会，
来自于举办城市（上海）本地的参展商占 29.25%；来自于中国境内，除上海以外地区的参
展商有 43.33%；而来自境外地区的参展商则占到了 27.43%（见图 2）。值得注意的是，在
境外参展商中，最多的是来自于日本和德国，分别有 122家和 121家，两者也正是当前全
球装备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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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会参与者方面，最多的是来自生产厂商的代表，占参与者总人数的 53.61%；其次
是来自代理商和分销商的代表，占 14.78%；其余的，还有来自研究院所、协会、政府部门
和媒体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从参会参与者的业务领域来看，涵盖了技术服务、管理、销售采

购和研发等多个方面。其中，负责工程、技术服务和质量管理的工作人员最多，占参与者总

人数的 21.66%（见图 3）。

可以看到，工博会的参与者构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关系网络，包括整个价值链的横向（行

业协会、合作伙伴）和纵向（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在这样的博览会中，可以通过本地

蜂鸣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流动，同时，也为建立全球管道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企业参加博览

会，能够超越地域界限地扩展其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为信息知识传递提供支持，也有

助于企业扩大市场。

图 2 工博会参展商来源分析（2012年）

数据来源：工博会展后报告，2012

图 3 工博会参与者业务领域分析（2012年）

数据来源：工博会展后报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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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会动机

从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参与者的参会动机来看，最多的是构建并加强和
潜在/现存客户之间的联系（见图 4），2011年所占比例为 70.59%，2012年所占比例增长
至 94.12%，两年平均为 82.36%。其次，推广企业形象所占比例位居第二，两年平均为
80.88%。在参与者参会动机的前三位中，把握竞争趋势所占比例位居第三，2011年为
44.12%，2012年为 52.94%，两年平均所占比例为 48.53%。

显然，在以工博会为代表的现代博览会中，直接的销售功能已经被弱化，两年平均比例

仅为 10%左右。其中，所占比例较多的两项均为前文所述的企业建立关系范畴。而把握竞
争趋势正是获取信息知识、研发创新的主要途径。可以看到，博览会在建立关系平台和促进

知识流动上的重要性已经十分突出。

图 4 2012-2013年中国工博会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参与者参会动机分析

数据来源：调研材料整理

5 结论

博览会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加强销售、关系营销以及获取新信息和知识的有效手段。依托

面对面的信息交换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以临时性集群的方式运行，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价值链

横向及纵向维度中的联系，还使得博览会成为交流市场信息的理想场所。目前，大部分关于

关系营销的著作，都将重点放在了信息交流技术所带来的益处上。但是博览会案例打破了这

个框架，用传统的“市场空间”，也就是面对面社交的实体场所，来取代现代远程的交流平

台。贸易博览会创造了一个高关联度的产业氛围，是建立新关系和保持长期关系的理想场所。

由于面对面交流也可发生在展前或展后，因此，这种取代现代远程技术的交流方式成为社交

和创造跨组织合作团队的理想工具。在远程联系方面，虽然互联网为产品的电子拍卖和电子

交易市场创造了许多新机会，但是，也对企业提出了相当高的标准化要求。而且，对于产品

和流程认证的昂贵投资，通常使中小企业难以承受。正如上文已经提到，在贸易博览会中，

则可以进行有效和相对廉价的信息交换。

本研究在重新评价博览会功能的基础上，关注了企业利用博览会这个渠道所产生的附加

值。国际博览会使我们能够解决贸易中“数量”和“质量”的权衡问题。即，一方面，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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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了高水平参与者的数量，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企业所获取信息的质量。

未来，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来更有效地发挥博览会的贸易增长机会：一、促进本国企

业参与行业中重要的国际性博览会。二、基于贸易博览会，在企业间组织开展相关的培训课

程。其中，第一种途径加强了生产和销售的国际化进程，对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企业的增

长十分有价值。通过鼓励信息交换和远程合作，有助于利用“吸收型能力”模式进行创新活

动[11]。第二种途径则注重博览会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影响，除了优质的培训服务，还能促使企

业和其它组织的成员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合作社区”的概念[12]，作为一种非正式、扁平

化管理的学习方式，促进了组织间社会资本的积累。总的来说，博览会既有利于产品和生产

流程的创新，也有利于发展国际化的销售渠道。

本文强调了贸易博览会全新的重要性。必须重新考虑博览会的价值，这不仅关系到企业

的商业策略，也是一种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机会，并能够开发新的营销关系。博览会举办的广

泛性和频繁性、以及从中产生的优势，目前还很难被虚拟的远程交流技术所取代。空间临近

性产生了各种积极的外部性，这来自于博览会中关系的集约效应、以及信息的扩散和知识溢

出效应。如今，对于高度国际化的专业目标参与者而言，博览会正履行着特定的交际功能。

依靠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中所展示的案例，对文中博览会的解释框架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提

供了对现今博览会关键作用的实践依据，为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对于企业

参与博览会的动机和主要结果的分析，符合文中讨论的临时性集群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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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ry cluster study from knowledge flow and relationship platform

perspective：Empirical evid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SHAN Shuang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ays, trade fairs have shown dynamicall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enterprises there has been growing as well. Nowadays, enterprises

participate trade fairs not only to do the marketing, but also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to establish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Therefore, a new perspective is needed to analyze the function of trade fairs as

knowledge exchange, knowledge creation and relationship marketing. This paper analyze the function of

trade fairs and the motivation of participant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We find out that trade fairs, as temporary cluster, has performed as a platform

of knowledge exchange and relationship building. The findings provide new evidence of deeper analysis

on the key function of trade fairs.

Key words: Temporary clusters; knowledge flow; relationship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