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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石油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初探

顾娜娜, 曾刚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中国 上海 200062)

摘要：伴随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区域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集

群内、外部联系的相互作用对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十分重要。本文以东营市石油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

例，对集群内 6家领先企业内、外部联系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东营石油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没有技术守门员。集群的内、外部联系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实现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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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创新已成为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创新是知识的创造、

扩散和应用等一系类互动过程的结果[1]。Todtling和Kaufmann（2002）认为区域的内部联系
和外部联系是企业互动创新的重要来源[2]。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引起了大

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集群内相关经济主体的地理邻近为面对面互动和知识扩散

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观察、模仿、互动，集群企业相互学习，创新能力不断提高[3]。尽管

大量研究都强调本地联系对创新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无法证明“与外部联系相比，

本地联系具有优越性”。通过实证研究，Bathelt（2002）和Gertler（2003）对本地化学习
的主导地位提出质疑[4-5]。通过对波士顿生物技术产业的研究，Owen-Smith和Powell发现新
知识不仅可以通过本地互动获取，也可以借助外部合作来获取[6]。Oinas(1999)认为本地化
学习在创新过程中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新知识的创造是本地互动与外部互动共同作用的结

果[7]。Owen-Smith和Powell(2004)认为本地联系与全球联系的互动是集群的重要特征[6]。

Saxenian认为本地联系网络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如果切断本地联系与外部联系的互动，
本地联系的价值就会丧失[8]。集群嵌入到更大的互动网络为知识创新、集群更新与重组提供

了可能[9]。Malmberg和Maskell认为本地蜂鸣与全球管道互相促进。全球管道具有强化本地
蜂鸣的潜力，同时本地蜂鸣也强化了集群对外部知识的选择和转换能力，即全球管道越发达，

本地蜂鸣越显著[10]。

Bathelt等认为成功的产业集群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某些经济主体能够意识到集群
可能面临的发展困境。它们利用区域内外部知识创造新知识，将本地蜂鸣与全球管道联系起

来[11-12]。Allen（1977）最早提出“技术守门员”的概念，守门员能够识别、理解、吸收、
扩散外部知识和技术[13]。Giuliani（2003）将在集群内外部进行知识联系过程中发挥桥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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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企业和组织称为技术守门员[14]。守门员不仅要有较强的吸收能力，还要有丰富的关系

资本。守门员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联系，保持与内部信息源和外部信息源的紧密联系[15-17]。领

先企业对产业区的组织结构，包括企业的竞争、合作、获取外部资源与市场的方式产生重要

影响。大量实证研究强调产业集群或本地生产系统内的领先企业在技术及知识的扩散中发挥

主导作用 [8,18-19]。Andrea Morrison发现领先企业在搜索、转换外部知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13]。Lazerson和Giuliani等认为技术领先的大型企业是本地创新系统的技术守门员，它
们具有筛选和开发外部资源的能力，并且它们可以将外部的新知识引进本地生产系统[19-21]。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普遍认为产业集群是一个开放的生产系统，本地联系与外

部联系对企业创新和集群发展十分重要[22-23]。Bathelt、Maskell等学者认为本地蜂鸣与全球
管道相互强化，技术守门员搭建起两者互动的桥梁。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具有资金和技术实

力，有能力与全球技术领先企业建立联系，并且能够在集群内进行技术扩散的领先企业扮演

集群的技术守门员[24]。

内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基于认知距离、成本收益、区域竞争等因素，集

群内的大型领先企业能否发挥技术守门员的作用？对于产业集群来说，本地联系与外部联系

的互动是集群发展的必备条件？目前学术界偏好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研究，对传统装备制

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机制却知之甚少。本文以山东省东营市石油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例，探

究集群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及大型领先企业对集群发展的作用。

2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区域概况

作为胜利油田的主产区，东营市集聚了胜利油田80%的石油储量和85%的石油产量。
20世纪60年代，胜利油田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为石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契机。早
期，胜利油田自建机械厂（如胜利油田总机械厂、工程机械总厂）成为油田的主要装备供应

商。同时，部分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逐渐进入该行业。21世纪，胜利油田由高产期
进入稳产期。为实现区域持续发展，油田不断延伸产业链，加大对石油装备制造业的投入力

度。伴随中石化的上市，油田内非原油开采单位从主业剥离，并进行了所有制改革。其中，

胜利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孚瑞特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胜利高原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4、2005、2006年进行改制，所有制变革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凭借国有企业多年
的技术积累和关系资本，这些企业在改制后发展迅猛，一跃成为区域石油装备行业的领头羊。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营市现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空间密度最高的石油装备制造产业

基地。截至2012年底，区域内从事石油装备研发、制造和油田工程服务的企业达1300余家，
形成了集装备研发、制造、服务及内外贸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培育了科瑞、胜动、胜机、孚

瑞特、胜利泵业等国内外知名的大企业，以及海蓝钻具公司、金地伟业公司等一批科技型中

小企业。通过专业分工，相关企业在技术研发、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建立了互补、

共生、竞争的关系。中国石油大学、胜利油田的“五院一中心”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经营管

理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依托东营经济开发区、胜利经济开发区、垦利经济开发区和河口

经济开发区，东营市现已初步形成4大石油装备集聚区，尤以东营经济开发区和胜利经济开
发区的企业空间集聚特征最为显著。通过东营市产业集群查询平台，获取了一部分石油装备

制造企业的信息，其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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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营市部分石油装备制造企业空间分布概况

资料来源：东营市产业集群查询平台

与国际知名的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相比，东营石油装备制造业在技术、市场、规模等方面

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东营市石油装备制造业迅速崛起。企业发展不限于本地市场，

产品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营石油装备制造业的产业规模占全省的80%、全国的1/3，
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成为国内同行业的“领头雁”。图2展示了2006-2012年东营石油装备
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出口情况，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连年攀升。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

影响，2008-2010年对外出口额出现明显下滑。自2011年起，对外出口恢复良好发展势头。

图2 东营市2006-2012年石油装备制造业发展情况

2.2 数据来源

基于华东师范大学与德国吉森大学联合研究项目“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研究”，调

研组已对东营石油装备产业开展了2次实地调研，搜集了东营石油装备产业集群的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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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其中，2013年6月7日—9日，调研组对东营市17家装备制造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主要采
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间控制在30—60分钟。2013年9月17—19日，借助中国（东营）
国际石油装备与技术展览会这一平台，调研组通过发放问卷搜集信息，共向东营当地企业发

放26份问卷，回收26份，回收率100%。实地访谈和调查问卷都以企业创新策略、创新伙伴
及其空间分布为重点。为保证调研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优先选择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

员作为调研对象。综合2次调研成果，剔除重叠与不完整信息，最终获取35家石油装备制造
企业的有效信息。

根据被访企业的行业地位、规模、研发水平、内外部关系网络等因素，选取山东科瑞、

胜利高原等6家大型企业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科研实力、资本积
累有限，且产品多直接面向本地油田，外部联系匮乏。石油装备行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依

托特殊的“出身背景”，大部分油田改制企业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领军企业。作为土生土
长的民营企业，山东科瑞集团已成为东营石油装备行业的标杆。2012年，6大企业的主营业
务收入占东营石油装备主营业务收入的31.1%。基于本地油田市场容量有限，通过购买国外
核心产品或向国外油田供应设备，6家企业与全球很多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从而实
现了东营石油装备产业集群的外向式发展。

表1 东营6大石油装备企业基本情况（2012年）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职工人数/

技术人员
研发支出 外部联系

山东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80 6000/3600 3%-3.5%
美、加、澳、俄、哈、

印等

胜利高原石油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70.6 2300/300 \ 美、俄、哈、苏丹、阿

曼等

孚瑞特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50 1763/200 \ 美、加、澳、德、俄、

日等

胜利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30 2800/600 2%-3% 美、德、意、澳、捷克

等

胜利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8 1021/305 \ 美、印尼、委、苏丹等

胜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5.7 1500/350 >3% 美、加、哈、埃、印等

资料来源：课题组调研资料

3 东营石油装备工业集群特征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仅仅依靠集群内部行为主体间低技术水平的联系

和互动对技术创新的实质性推动作用有限（赵建吉、曾刚，2013）。在产业集群获取外部知
识过程中，技术守门员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新技术、新方法的早期应用者，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把复杂的、高度编码的知识转化为本地企业易于理解的知识（樊钱涛，2007）。吸收能
力、资金支持、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企业获取、转化外部知识的能力，认知距离、互动效益、

行业竞争等则影响企业扩散外部知识的能力。根据已知定义，领先企业必须具备吸收、转化、

扩散外部知识的功能，必须将本地联系与外部联系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产业集群的技术守门

员。通过分析领先企业的本地联系与外部联系，确定它们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其中，

本文对6家企业的外部联系分析，主要强调外部联系的建立机制、新技术的获取及转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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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地联系的分析则关注本地互动机制及互动内容。

3.1 集群外部联系

世界能源短缺、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升高，各国加大石油开发力度，导致石油装备需求旺

盛。石油工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际安全的特殊行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石油装备制造

业具有显著的市场指向性，即产品直接面向油田。经过21世纪初的所有制变革，部分胜利
油田下属企业完全转变为民营企业。胜利油田的市场容量有限，改制企业依托巨大的本地市

场份额和特殊的政策优势而迅猛发展，民营企业的本地发展空间则遭受极大限制。基本上，

国内每个油田都具备一套完整的装备供应系统。与其本地石油装备企业相比，东营石油装备

企业的比较优势不显著，导致东营企业进入国内其他油田市场的难度较大。与欧美发达国家

的同行企业相比，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差。与非洲、中亚

等地相比，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业企业则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抢占国

际市场，在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下，东营市一批实力较强的大企业实施“走出去”的发

展战略。

外部联系的建立和维持需要巨大的资金、时间等方面的投入。近年来，展会为国内外同

行企业展示实力、合作交流、共同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通过国际（美、俄）、国内（东

营、北京）的石油装备展会，企业一方面可以了解最新的行业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企业获取

与国际同行技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为提高东营石油装备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在

各级政府部门的联合支持下，东营市自2008年起已连续举办6届“中国（东营）石油石化装
备与技术展览会”。其中，2013年第6届石油装备展会共签订31个外贸合同，协议金额达1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签订内贸合同68个，协议金额达15.7亿元，比去年增长26%。
基于特殊的区位优势和行业发展目标，东营石油装备企业每年都会积极参加本地的展会。此

外，6大企业每年还会参加美国、俄罗斯等地的国际石油装备展会，其中山东科瑞集团每年
参加的展会数量超过20个。作为东营市的支柱产业，石油装备产业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
度关注。东营市政府每年组织本地企业到国外参观学习，这也为本地企业建立外部联系创造

了条件。

石油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旨在解决实践问题（采油），依据客户需求和市场发展趋势，企

业通过干中学、用中学、互动学习等方式实现技术创新。行业内相关供应商、客户、科研机

构是企业创新的主要知识来源。东营石油装备企业主要通过国际采购、联合研发、设立分公

司或科研机构等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6家领先企业具有生产大型成套设备的能力，但是
由于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偏低，无法满足企业需求，导致相关的核心零部件主要依托于

国外进口。胜动集团与美国伍德沃德和斯蒂，德国heinzmann、捷克科迈等多家国际知名发
动机及相关技术领先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产品汇集了各公司的最新技术，整

机水平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通过设备采购以及后期的回访，科瑞集团与喀麦隆公司建

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胜利高原公司与美国AVOL联合研制新产品，长期的技术交流促进
其创新水平的进步。目前，高原公司每年会推出2-3个新产品。在新产品研发方面，科瑞集
团主要与德国泵派克、美国喀麦隆等企业合作，孚瑞特与美国、加拿大的客户进行合作。为

及时获取市场信息、满足客户需求，科瑞、高原、胜动、胜机等在国外建立办事处或分公司，

实现本地化经营。国外新技术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科瑞、高

原在美国休斯敦设立研发机构，组织企业专门研发人员从国外引进行业前沿技术。因为油井

深度不同、油区地质构造及地上条件差异很大，所以石油装备的品种和规格呈现多样化特征。

不同的客户需求导致相关技术的调整和产品的差异。针对多渠道获取的国外先进技术，企业

内部研发人员相互交流，并结合客户实际需求对技术进行调整改进，最终生产出满足客户需

求的新产品。胜利泵业最初从美国引进技术，通过多年的消化吸收，现已转化为企业核心技

术基础。泵派克公司为科瑞集团提供了德国本土的先进技术，由于缺乏抗高寒技术，无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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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俄国客户的需求。通过内外部技术的整合，企业最终开发出具有抗高寒性能的新产品。

综上所述，6家领先企业主要通过国际展会、核心部件采购、设立海外分公司或研发机
构、联合研发等方式建立外部联系。其中，展会主要是国内外企业建立联系的平台，其对技

术交流与合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基于石油装备产业的行业特性，6大领先企业与国际合作
伙伴通常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长期合作带来的信任关系为企业获取先进技术提供了有

利条件。良好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储备，使6大领先企业具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的能力。

3.2 集群内部联系

6家企业中有5家属于胜利油田的改制企业，此外，山东科瑞集团的董事长杨宪，原来
也是胜利油田的职工。总体来说，东营市绝大部分的石油装备企业都是由本地人创办的。地

理邻近、关系邻近、组织邻近为本地同行企业建立联系奠定了基础。成功的技术创新需要企

业具备优越的资源储备和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一般来说，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具备创新所需

的全部资源。凭借专业优势和区位优势，中国石油大学、胜利油田的“五院一中心”成为东

营石油装备企业重要的技术合作对象。在产品改进或新项目开发过程中，企业会根据自身需

求与相关高校及科研机构展开合作。针对“氮气泡沫流体”专门课题，2001年科瑞集团与
石油大学联合成立专门实验室，研制生成制氮器。通过与石油大学联合开发耐磨油管，胜机

公司借助大学的研发实力提高了自身的研发水平。人员招聘是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技

术交流的一种有效方式。高原公司、科瑞集团与大学签订就业协定，每年从石油大学招收大

批本科毕业生，其中科瑞集团的研发人员大部分来自石油大学，而且胜机、胜动、孚瑞特等

企业也偏向于招收本地高校毕业生。石油装备制造行业强烈的市场指向性，导致本地油田的

实际需要成为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在创新过程中，油田的工艺技巧、实践诀窍等隐性

知识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企业定期指派员工到油田施工现场，通过与采油工的直接

交流，了解产品的使用情况以及客户的最新需求。根据客户的反馈信息，一方面企业对原有

产品进行外观、工艺、功能等方面的创新，以更好的满足油田需要。另一方面，企业根据现

状预测行业发展趋势，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开展一些储备项目的研发设计。

3.3 集群内外部联系的关系

东营市石油装备制造业的重复建设率很高且产品主要面向本地市场，胜利油田有限的市

场容量加剧了同行企业的竞争强度。大多数中小型石油装备企业的技术基础较差，它们与领

先企业之间的认知距离导致它们很难有效的吸收、消化先进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企业维

持技术优势的有效途径，6家领先企业十分重视新产品、新技术的专利申请。凭借雄厚的资
本、技术积累，领先企业与国外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国际采购、联合研发、设

立分公司或实验室等方式，领先企业掌握了石油装备制造行业的先进技术，根据客户需求，

结合自身技术基础，领先企业将外部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产品。基于市场竞争、认知距离等

因素，领先企业很少与集群内同行企业共享外部先进技术。如，东营市政府和石油装备协会

定期组织召开会议，与会人员主要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并且交流的主要内容是行业发展

趋势、产品定价、企业发展方向等，企业间实质性的联合研发、技术交流则极其匮乏。东营

石油装备领先企业具有识别、获取、消化、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但是缺乏本地技术扩散的

能力。东营石油装备产业集群的领先企业没有发挥技术守门员的作用，即产业集群的本地联

系与外部联系是相互独立的。外部联系对东营石油装备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作用有限，仅对

少数领导企业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4 结论及展望

通过对东营市石油装备产业6大领先企业的本地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建立机制及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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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本文认为东营市6家大型领先企业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且能够进行有
效的消化吸收。为构建并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领先企业没有将外部

先进技术扩散给集群内其他企业，东营石油装备产业集群的内外部联系没有实现良性互动，

这限制了集群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本地联系与外部联系的互动并不是东营石油装备产业集群迅

猛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国内其他油田相比，东营石油装备制造业之所以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

石油装备产业集群，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区位优势与空间集聚效益。与东北、西北、西南

等地的油田相比，胜利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并且位于东部沿海地区、

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作为战略性产业，石油装备产业享受各级政府部门的优惠政策支持。

胜利油田相对稳定的地质条件导致采油厂所需设备的规格和品种相对固定，目前东营石油装

备企业的产品相对成熟，基本上能够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与国内市场相比，国外市场更大、

更规范，并且行业技术处于领先水平。领先企业通过引进外部技术、研制高端产品，进而更

好的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因此，企业空间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和本地化学习是东营石

油装备产业集群快速崛起的核心动力。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东营石油装备产业集群

的发展对外部联系的依赖程度会逐渐加强，本地联系与外部联系的互动将成为必然，如何实

现领先企业的技术守门员作用将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

有些学者认为除领先企业之外，公共研发机构也会扮演区域的技术守门员，而本文仅仅

分析了集群内的领先企业，忽视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分析。面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巨大潜力，

中小型企业也逐步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外部合作伙伴。因为文章主要以领先企业为研究对象，

所以忽视了中小型企业的外部联系。在6个研究对象中，科瑞集团没有胜利油田的特殊背景。
与其他企业相比，其内外部联系的建立机制可能一定的差异。针对区域特殊的制度环境对东

营石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这一命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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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luster in Shandong Dongying

GU Na-na, ZENG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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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links and external link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overal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industrial cluster. Presenting a case study of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luster in Dongy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l links and

external links of 6 leading firms in the cluster.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no technological gatekeeper

in the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luster of Dongying at present. The internal links

and the external links are independent and they don’t achieve effective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internal links; external links; technological gatekeeper;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