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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地理学内越来越倾向于创新领域的研究，创新的研究具有较大理论意义。知识流动是创新活动

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创新是知识流动的结果，知识流动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经济

地理学视角，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学者们主要从知识流动的影响因子，与创新、经济

发展以及网络的关系等四个个方面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有关知识流动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且研究学者以

经济学、地理学和管理学为主，最后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当前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并指明研究的新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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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推移，知识已取代资本，成为最具战略价值的资源，学习成为最重要的过程，

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知识经济和学习经济时代，区域的发展关键在于区域的创

新能力，区域创新能力又和区域内的知识流动及区域内主体间的集体学习密切相关 [1]。

Howells 指出，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内，关于创新的研究有以下五个核心主题：协调问题、邻

近性与地理环境（包括集群、溢出、合并和网络）、流动和联系（包括交易、贸易和链条）、

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知识[2]。刘燕华，李秀彬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

从地理学的视角就是要加强创新系统的研究，并指出知识交流和扩散的空间过程是重要的研

究方向之一。研究创新的学者越来越关注于知识流动的研究[3]。知识流动的概念最早由Teece

于 1977 年提出，他认为企业通过技术的国际转移，能积累起大量的跨国界应用的知识，马

铭波，王缉慈研究认为知识流动可看作是行为主体之间在水平维度上的知识互动[4]，OECD

在 1997 年发表的《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指出知识流动包括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和科研

机构之间的知识和信息流动、知识和技术向企业的扩散、人才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间的流动[5]。 

总体上看，知识流动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来看，通过对已有文献分

析，知识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一是不同类型知识的流动性及影响因素；二

是知识流动与创新（包括创新能力、创新系统、创新绩效、技术扩散、技术溢出以及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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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三是知识流动与经济发展（包括知识生产函数、知识流动模型、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

长）；四是知识流动与网络（包括知识网络、创新网络、集群网络、企业网络以及跨界网络

等）。本文对上述四个领域进行重点探讨，展示国内外有关知识流动研究的最新进展，识别

当前研究状况的不足之处，探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知识流动的研究线索，以期对未来相关研

究有所启发。 

2   知识流动影响因子 

2.1   知识流动属性 

Michacl Polanyi 于 1966 年首先提出来隐性知识和可编码化的知识的概念，之后被经济

地理学者所采纳，并广泛用于集聚相关研究，他认为隐性知识是基于“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

说出来的多”的思想。编码化知识能够通过不同地理上及具体的消散，用不同方式去表达和

快速的传播，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作“随处可见的表达方式”
[6-7]，而隐性知识获取较难，Arrow

认为获取隐性知识需要示范性操作，经验、实践和模仿，也可以称之为 ”干中学 ”

（learning-by-doing），编码化知识转移的越容易越多，隐性知识越珍贵[8]。隐性知识经常依

赖于环境，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会促进隐性知识的生成[9]。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隐

性知识局限于本地化的区域内[10]，需要通过强联系才能传递[11]，王缉慈认为知识流动按照

交流方式，可分为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12]，与正式的交流相比，非正式交流在许多方面

都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因此非正式社会联系被认为是本地化隐性知识的传播的重要渠道
[13]，Marshall、Krugman、Porter 认为知识流动本地化对于区域优势非常的重要[14-16]，虽然

从地理上来说知识流动是本地化的[17]，但为什么把知识流动本地化放在首位的研究仍较为

缺乏[18]。Bathelt 等则质疑隐性知识转移仅限制于本地化区域内，而编码化知识几乎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顺利传播的观点，强调了隐性知识与编码化知识可以在本地和全球范围内进行交

换的条件，并构建了著名的本地蜂鸣-全球通道模型[19]。 

2.2   知识流动影响因子 

目前对知识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模型，即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和知识创造的 SECI 模

型，在这两个模型中，知识传递方向是确定要素的主要标准。例如，在知识转移过程模型中，

知识的发送方和接收方是两个主要要素。而在 SECI 模型中，知识的内化将显性知识转化为

隐性知识和外化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是两个主要要素[20]。通过文献梳理，知识流

动一般包括知识转移、知识溢出和知识扩散。施琴芬等认为知识转移有三类，第一类是个体

与个体之间，内部组织与内部组织之间，外部组织与外部组织之间的自身体系的转移；第二

类是个体与组织之间的转移，如个体与组织内部，个体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转移；第三类是组

织内部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转移[21]。 

 

图 1 影响知识流动的主体因素 

资料来源：转引自范丹宇（2006） 



1 期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知识流动研究进展 51 

 

一般认为，知识流动是知识从知识源向知识受体传递的过程，涉及的要素有三类，即：

流动主体，包括主体（知识源）和主体（知识受体）；流动客体，即流动的知识，包括可编

码化知识和隐性知识；流动环境，即外部因素所构成的环境[11]（图 1）。多个学者研究表明
[22-25]，影响知识流动的因素综合起来主要包括技术差异、距离和扩散通道，知识的高效转

移依赖于双方是否有适度的“势差”，知识存量的差异倾向于推迟或阻碍知识的吸收，通道则

决定了吸收信息的能力。当前，有关于距离因素的研究多是邻近学派，且讨论较多的是地理

邻近（空间邻近）。 

过去 20 年中，创新地理学聚焦在两个基本问题上：空间相邻近机构比空间距离较远机

构更易产生知识流动吗？什么样的知识流动本地化程度具有知识溢出的特征？地理空间限

制知识扩散的最根本原因是流动的研究者不可能在空间上迁移，因此他们的合作发明网络也

只是本地化的，基于这些结果，我们可以将本地化知识流动理解为外部性的，而且组织更愿

意从个体知识中获益，合作发明网络的根植性受益者仅仅是那些距离较短的本地企业或个体
[13]。知识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知识流动的大小，取决于在不同空间规

模互动的可能性[26]，空间邻近性对于促进知识流动包括以下好处：交流成本低、会面的机

会可能性较高、社会联系的可能性高，社会联系成为知识流动的渠道[18]。Breschi 和 Lissoni

研究认为地理空间关系是技术人员在组织间的流动，不论是其他雇员还是咨询部门，主要原

因是空间限制，实际上地理邻近并没有很大程度上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13]，但是共同的价

值规范和实践的根植性将会被很明显的传播[9]。地理邻近下的面对面的机制有助于隐性知识

的生产和流动，但形成的知识往往也具有高度的隐性，不利于该网络和外界的交流，易形成

“知识的孤岛”，缺乏和全球知识网络相通的管道[19]，距离太近有助于学习知识，但却不利于

忘却知识，忘却学习(unlearning)是学习的重要部分，拥有已经应该忘掉的知识的害处远远

大于没有知识。在没有新知识的冲击下，要进行忘却学习是不太可能的，且距离太近易导致

“联接锁定”
[27]。另外，Breschi 和 Lissoni 运用 Jaffe 等 1993 年提出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选择专利引用指标，来测度知识流动的本地化程度，在控制发明家流动及合作发明网络结果，

发现空间邻近性在知识扩散上的效应大幅度减弱了[13]。因此，地理邻近有利于知识流动，

但也存在“适度邻近”，但组织或关系邻近并未超越距离效应[28]。 

3   知识流动与创新 

经济地理学内越来越倾向于创新领域的研究，创新的研究具有较大理论意义[29]，知识

流动是创新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创新是知识流动的结果[30]，知识流动的实质

是促进创新要素的有效组合[31]，而创新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的知识源及相关知识的流动与碰

撞、知识的整合与学习，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32]。 

学者们从内外部知识对创新的贡献、知识流动的测度以及流动渠道等方面对知识流动与

创新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如 Bode 以西德 1990 年规划区为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

对不同经济区域的知识溢出的空间形式进行分别研究，研究发现由于研究者们缺乏交流和知

识的单向流动，导致对区域创新的贡献中，外部知识的贡献较低，而且只有研发密度较低的

区域才会受益于区域间溢出，高研发密度区域内几乎不受益[33]。杨蕙馨，刘春玉运用 Klaus

的模型，在分析知识溢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发现技术接近性与空间局限性一起促进了企业

间知识溢出效果[34]。Ahuja 从公司自我网络的直接、间接以及结构洞三个方面来分析公司的

后续的创新产出，研究发现直接和间接地关系都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结构洞对于后续创新

产出既具有积极也具有消极的影响，但在国际协作关系网络中，不断增长的结构洞对创新有

负面的影响[35]。范丹宇，金峰通过考察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的路径，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的关键是促进创新系统中各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政府等多个部

门之间的知识流动，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组织与整合[36]。Subramaniam 和 Venkatraman

对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 52 家跨国企业的 90 个新产品开发项目进行调查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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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特量表对知识流动进行测度，结果发现，跨国企业知识转移、利用海外市场中的隐性知

识的能力有利于国际新产品开发的成功[37]。Liu 和 Buck 研究了不同渠道对中国高科技产业

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企业的技术进口和出口活动都会增强企业的创新绩效，而

跨国企业的研发活动与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却受到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38]。曾刚等研

究认为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偏重于对外部科技知识的吸收，而不是创

造新知识，本土企业无法在创造技术方面起到领先作用，但是相互学习的效应却十分明显，

中外企业的技术合作仍然局限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调整，还没有进行真正意义的新技术创新

研究[39]。 

企业是创新主体，企业创新绩效的高低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多少。实际上，Bathelt 等认

为知识本身就是更深层次知识创造的来源，即使共享共同的经历，一些个体的差异仍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随着企业的不断成熟，它的知识存量必然地会以一种不均匀的方式增长，

并且会逐渐地变得缺乏连续性[19]。如果认知差距变得太大或者知识的基础极不相似，那么

企业间学习将会停止[40]，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创新。当企业为了创新开展一项专利发明时，

还需要辅助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隐性的（非常昂贵或不可能编码）或辅助性知识易于编码

但并没有编码[18]，因此如何在企业间进行隐性知识的转移，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显得尤为

重要。知识溢出是企业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本地化大学研究活动和公共研究中心被认为是本

地企业最重要的知识溢出来源[41]，但是如果当大学与其他非盈利机构主导一个区域的发明

活动时，那么本地商业化发明家的知识溢出可能会变弱[42]。 

 

图 2 地理邻近与创新绩效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 Boschma,R.A（2002） 

综上所述，创新是知识流动的结果，知识流动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创新绩效的大小，

有些学者从邻近的视角进行了研究，他们从根植性的研究中，发现地理邻近和创新绩效是正

相关的[43]，但是 Boscchma 等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地理邻近程度之间却存在一

个倒“U”型的曲线关系[44]（图 2），因此为了提高创新绩效，知识流动应当适度，只有这样内

外部知识的碰撞才会真正的促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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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流动与经济发展 

创新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创新和知识产权主宰着经济[45]，在增长

理论中，知识流动扮演着中心角色，知识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石书德等对此做了细致

的研究[46]（图 3）。有学者研究认为知识溢出[47-49]、人力资本[50]、技术扩散[51]、知识扩散[9]

（如美国硅谷与波士顿 128 公路）、知识可达性[52]、联系[19]和知识流动[53]是区域创新系统运

行的动力，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作用。 

图 3 知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资料来源：石书德、高建（2009） 

近年来，国内有关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涉及到知识存量的测度、

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及知识溢出的集群效应等方面的研究[52]。知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

变量，知识溢出、空间集聚与收益递增紧密关联、相互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和新增长理论的

重要概念之一。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知识生产函数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知识生产函数被广

泛用于评估 R&D 投入在区域发明和创新水平上的效应[42,54]。尽管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起步

较晚，但是有许多学者对知识溢出进行了有益探讨，并考虑到经济要素地理空间维的影响，

开始关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应用[54-58]。杨鹏也对我国不同区域 1984-2003 年知识存量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区域知识存量与其区域产出之间

存在很高的正相关性[59]。 

5   知识流动与网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网络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组织和空间发展模式，已逐渐成为国内

学术界和西方研究的热点和关键领域之一，网络结构被认为是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
[60-62]。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与知识流动相关的网络研究主要涉及知识网络、创新网络、集

群网络、企业网络以及跨界网络等。 

5.1   知识流动与知识网络 

知识网络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管理学领域[63]，Kobayashi 等以知识密集型企业

为单元研究了知识传播和交流的时空演进规律[64]；Beckmann 以科学家为单元对学术性知

识流动的经济结构模型作了探讨，并首次提出知识网络的概念，认为知识网络是进行科学知

识生产和传播的机构和活动[65]。之后，国内外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汪涛，曾刚综述了

知识网络的研究进展，认为在知识网络的地理空间尺度、非地理距离的定量计算及知识网络

的演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理论难点和技术瓶颈[63]；Ter Wal 以德国生物技术知识网

络为例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演进，地理邻近的重要性在生物技术知识网络内是不断下

降的[66]；Hennemann 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评估了中国科学知识生产系统融入全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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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中国知识网络已经演化到良性发展阶段，并指出知识网络受到内部和外部动力的共

同影响，内部动力为精英高校的主动融合效应，外部动力为全球知识系统的涓滴效应[67]；

汪涛，Hennemann，Liefner 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运用 UCINET 和 ArcGIS 软件对我

国生物技术知识网络结构演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我国生物技术知识网络经历了萌芽向成

熟阶段转变的过程，知识的扩散方式由接触扩散为主向等级扩散为主转变，知识交流的密集

区在空间上相应地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到再分散过程，网络节点间地理临近和组织临近的相

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化[68]；李丹丹，汪涛等以生物技术的知识溢出为例，

从国际、国家、区域（长三角）3 个层面，在探讨不同时空尺度上知识溢出网络拓扑和空间

结构演变特征基础上，分析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距离与 3 个

层面的相关性都很高；地理距离对国际层面的影响较小，对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影响较大；组

织距离与知识溢出网络高度相关；认知距离在 3 个层面均呈现出负相关性[69]。 

上述研究虽然从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以及知识溢出网络进行了较为详实的研究，但并没

有区分内外部知识网络，更多的强调了内部知识网络，对外部知识网络却未有涉及，一些经

济学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研究。外部知识网络是企业为了实现知识的转移和创造，与各类外部

组织机构持续互动而形成的发展共同体[70]，外部知识网络是企业为弥补知识缺口，与外部

知识主体（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其他企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进行知识交

换而形成的关系集合[71]。王海花等从结构洞理论视角揭示了企业外部知识网络能力的多维

度构成和内部演化机理[72]。李贞等研究认为网络知识传送能力应重点考虑知识外化能力（显

性化）和社交类能力[20]。 

基于以上研究，不论是知识网络内部还是外部，如果缺乏行为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或者

知识深度互动转化程度非常低，那么无论是所谓产业集群还是各种园区，都只能是宏观上的

一个空的骨架，是虚假的知识网络，只有建立微观上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实现知识

的“血液循环”，才能形成真正的知识网络[4]。 

5.2   知识流动与创新/集群网络 

创新网络已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73]，Freeman 较早提出了创新网络的概念[74]，

Cooke 进一步对创新网络的关系进行了界定[75]，构建区域创新网络的最基本原因在于单个

企业创新能力的有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个体通过在创新网络中获得一定的知识流动、外溢

效应，而能够获取更多知识和资源[76]。学者们围绕创新网络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如毛睿奕

等以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网络为例，探讨了创新网络中的集体学习机制[77]（集体学

习机制主要是解决创新过程中知识流动和转化问题），王灏等对集群创新网络与上海张江高

科技园区软件业之间的发展做了深入的分析[78]，王琳等对浦东新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合作网络构成特征进行了研究[79]，另外，还有的学者从产业角度对创新网络进行了研究，

如光电子产业[80]和生物医药产业[81]。 

在产业集群内部，知识的流动是发生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

任意两个或者多个参与主体之间的活动。霍明奎将知识流动过程按先后关系细分为知识找寻

和知识转移两个阶段，产业集群的知识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是产业集群获得持续创新

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知识创新的效率完全取决于知识流动的程度[82]（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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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产业集群内两个主体之间的知识转移过程 

资料来源：霍明奎（2010） 

Lorenzen 和 Mudambi 通过对印度孟买电影娱乐产业集群和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

分析，对于集群作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提供了一个较为广泛的集群联系理论、运用了社会

网络理论[83]。集群式创新网络能够解决：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的问题。集群式创新网络形成

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分工引致的知识分工的深化和创新合作网络的扩展[32]。

Bathelt 等认为集群与知识距离之间的通道越多，本地集群内公司受益于本地蜂鸣的质量和

价值就越高。赵建吉，曾刚以管制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地方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以

技术空间流动为核心，构建了技术守门员分析框架，并以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为案例，

研究发现：技术守门员是集群实现全球—地方联结的重要管道，技术守门员便于集群实现更

为迅速的技术流动[84]。 

5.3   知识流动与企业/跨界网络 

按照结构洞理论，那些只有自我网络的企业搭档更愿意和那些有较好网络关系的企业相

互交流合作。但是通过检验结构洞网络上资源共享带来的利益，所得到的结论与知识溢出或

者对于同样结构网络的信息优势是截然不同的。企业协作带来的资源共享的利益引起企业联

合使用它们的技能、共享知识以及共同完成的联合项目，这些利益可以带来规模经济，规模

经济的实现可以增长各参与企业的合作的信任[35]。Balland 和 Boschma 研究了产业演化不

同阶段的企业网络动力，并指出这是经济地理学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并以全球视频游戏产

业为例，运用 SAOM（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model）模型研究发现，企业间网络的动

力基本上是不变的，但是重要性随着产业不断成熟而发生变化。随着产业的演化，视频游戏

企业更愿意与那些距离较短和认知比较相近的企业进行合作[85]。 

跨国网络结构被认为是有助于知识流动的新型组织形式，有效识别各节点在网络中所扮

演的角色，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则是降低知识流动成本，提高流动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86]，根据知识流动程度和流动方向两个维度，Gupta 将跨国网络结构中各个节点划分为四

种角色扮演者:全球创新者、知识整合者、执行者和当地创新者[10]（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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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跨国网络结构的知识流动框架 

资料来源：Gupta A K（1991） 

Kogut 和 Zander 在一项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发现，知识的默会性越高，其向全资子

公司转移的可能性越大；知识的可编码性和可教授性越强，转移到合作伙伴的可能性越大；

知识复杂性的提高意味着其可教授性的降低，转移到合作伙伴那里的难度增强，流向全资子

公司就是一种常见的选择[87]。Teigland 等以 3 个跨国企业为样本进行案例研究， 从知识流

动的促进因素和障碍因素的角度探讨了如何管理全球研发网络中的知识流动。结果发现：团

队合作的企业价值观、绩效评估过程中对个人知识贡献的评估、执行提高企业总体绩效的目

标、加强岗位轮换等都会促进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流动[88]。另外，Cowan 等基于小世界网

络对产学研间的知识流动特性、结构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小世界网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产学研间知识的交流[61-62]。张云伟以张江与新竹 IC 产业为例，构建了超越产业集群和全球

生产网络理论的全新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跨界产业集群之间合作网络的概念及内涵、发生

机制、前提条件、制约因子、组成结构、合作机制与演化机理等[89]。 

综上所述，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内，企业间网络（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焦点 

[85,90]。最近的研究表明，学者们开始研究网络是如何形成的[91-93]，但是从时间和空间尺度，

对网络形式的应用性研究相对仍然较为匮乏[66]。 

6   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从影响因子、创新、经济发展以及网络等方面对知识流动的

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研究的学者以经济学、地理学以及管理学为主，研究发现知识流

动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仍然存在着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的问题。 

首先，知识流动的影响因子基本达成共识，虽然有学者提出知识的接收能力也对知识流

动产生影响，但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发现核心因子应该包括距离、通道以及技术差异，其中多

维邻近性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主流，地理邻近仍被认为是有利于本地化知识的流动。然而，学

者们并没有深入探讨各个影响因素对知识流动的影响机理，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对知识流

动进行有效的测度，目前关于知识流动的测度还不成熟，有的采用沟通频率这样单一的指标，

有的采用李科特量表，知识流动的测度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94]。同时有关多维邻

近的讨论，多是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实证分析，适度邻近成为下一阶段探讨的重点。 

其次，有关知识流动的研究侧重于知识创新主体之间的流动，随着研究的深入，知识的

空间扩散规律研究应该得到加强，而技术的空间扩散过程一直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可

以作为知识空间扩散规律研究的基础[3]。知识流动与创新（研发）绩效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多以流动的创新工人（发明家）的流动次数来考察创新绩效，未来的研究也将开展发明家在

空间上迁移倾向较低背后的动机方面的研究，这项研究将会帮助区域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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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知识创造，通过协同定位措施与为知识工人制定的劳动市场措施，如政策对流动产生阻

碍或吸引和保持区域内最好的人才[95-96]。 

第三，纵观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于知识流动的讨论多是如何提高流动效率进而提高创

新绩效，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近年来关于网络讨论较多，包括知识网络、创新网络等。研究

发现地理学者们多集中在网络内部结构，经济学和管理学学者们多集中在于外部知识网络，

而对于不同阶段的网络演化动力及机制研究尚少，尤其缺乏研究不同网络间行为主体如何通

过知识转移来提高网络整体的创新能力。另外，知识流动能促进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

缺乏研究知识流动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内在机理尚待深入研究，同时产业升级与知识流动

间是否存在关联？从不同的视角，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展开知识流动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效

应的实证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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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tend to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ical, research 

in innovation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Knowledge flow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basic form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novation is the result of knowledge flow and knowledge flow has 

been becoming the current hot issue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ical, 

review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scholars mainly from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knowledge flow, and inno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twork and so on launched th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es of knowledge flow are 

more fruitful, and researchers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economics, geography and management. Finally,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n the brief review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indicates the new direction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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