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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基于区域学习的低碳发展机制创新研究

倪外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 上海 200020）

摘要：区域学习是欠发达地区以低碳经济发展为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分析了区

域学习的基础，低碳知识的类型特征，异质性及积累特性，指出区域低碳意会知识的学习是欠发达地区低

碳发展的关键。通过分析欠发达地区低碳发展学习的主体框架、学习机制及学习过程，研究发现在学习过

程中，区域不同主体之间和不同层次之间低碳编码知识和低碳意会知识通过 SECI模式交流与转化，形成

区域低碳知识学习与创新的主要来源；区域学习过程包含三个层次：核心企业间交互式学习，区域低碳知

识生产系统、中介服务系统与核心企业间的交互式学习，区域外围网络向核心网络的低碳知识流动及跨区

域的交互式学习；企业、区域、国家等不同类型主体面对低碳发展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不完全相同，在学习

主体、学习性质、学习类型以及合作方式等各方面差异较大。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低碳经济;区域学习;机制

中图分类号： F127;F224 文献标识码： A

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研究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

城市规划等领域学者关注的热点[1]，相关研究涉及特定区域低碳发展[2]，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模式与路径等[3]，专业技术与行业领域低碳发展[4-5]，以及低碳发展全球及地方合作与治理等
[6]，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低碳发展机制研究不足。欠发达地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按照传统的发展规律，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产业发展以大量的资

源要素投入为基础，发展资源能源消耗型工业，发展的负资产之一就是碳排放水平的急剧上

升。欠发达地区要转变发展方式，基于发展的现实基础，在区域产业结构，低碳技术研发，

区域低碳治理等方面需要借鉴引入外部先进的低碳发展技术与治理手段等。因此，欠发达地

区低碳发展的基本战略即是学习与模仿，进而达到区域低碳创新发展的目的。基于引进——
吸收——创新战略，欠发达地区基于低碳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过程，核心的就是区域学习，引
进学习的对象，吸收转化为区域内在的发展动力并最终形成区域低碳创新发展，学习能力是

整个过程的关键所在。

1 欠发达地区低碳发展区域学习基础

区域低碳学习的基础即是区域不同类型的低碳知识，知识的特性和类型特征决定了区域

低碳学习的特征。企业、产业及区域的发展是复杂的知识体系在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行

的结果，区域发展需要专业技术知识及相关辅助性知识和社会人文知识[7]。区域产业发展、

空间布局、社会治理方式的低碳转变等，除了必须的硬件需求，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区域低碳

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基础上的低碳技术，制度、理念、社会意会知识等。知识属性决定了区

域低碳发展主体在地理空间的集聚，促进区域低碳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和社会创新，形成欠

发达区域低碳发展的由区域低碳学习与模拟向区域低碳创新的跨越式发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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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低碳知识类型多样性

依据知识的可传递性，知识可划分为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低碳知识即有低碳编码知识

和低碳意会知识之分。低碳编码知识容易扩散，构成了外在的事实低碳知识、因果关系等。

低碳意会知识是高度个性化且难于格式化的知识，是在长期生产活动中留存下来的经验、教

训等的积累，只能通过身临其境，直接地接触获得，包括主观的理解、直觉和预感等[8]。在

区域学习系统中，可编码化知识相对容易获取，意会知识，特别是根植性意会知识难以扩散。

在企业层次，以意会知识为基础形成企业文化，影响企业发展与创新能力。在区域层次，根

植性意会知识促成区域创新空间分异，形成区域独特的竞争优势，区域创新政策、制度和标

准等可以模仿，但无法形成企业根植于特定区域而形成的创新能力。因此，区域低碳意会知

识的学习是区域低碳发展的关键，见图 1。

图 1 隐性知识对区域发展与创新的作用

1.2 低碳知识的异质与积累特性

不同产业和技术在与创新关联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过程中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低碳知识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可获取性，产业内部较高的低碳知识获取性决定了较低的专业门槛，竞争

对手可能会获取关于低碳新产品和低碳生产新工艺知识。低碳产业外部知识的可获取性与外

部环境相关，外部环境通过人力资源、企业，或合作组织影响企业。其次，低碳知识具有积

累的特性，积累性是低碳学习的关键。主要的低碳知识累积来源有三种：1）认知，一方面
学习过程和既有的低碳知识限制了当前的研究，另一方面产生新问题和新知识；2）企业及
其组织能力，组织能力使企业具有低碳知识生产能力；3）市场利润，低碳创新产品在市场
转化的利润再次投入低碳创新。低碳知识积累在产业层面及区域层面存在，区域的隐性机制

决定了低碳知识的高积累性。技术和企业层面的低碳知识积累创造了先行优势，企业在学习

与积累低碳知识的基础上创新低碳知识，进入持续的渐进的区域低碳学习与创新循环。

1.3 知识决定的空间临近

隐性低碳知识根植于所处的社会和制度环境，具有较强的情景依赖。经济体之间的互动

和知识流动，要求区域具有良好的交流与学习机制。隐性低碳知识的情景依赖和“黏滞”的

特点决定了空间临近对区域低碳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性。互动性、集体性的学习基于区域内外

一致性的惯例、隐性的规范和调节集体行为的习俗以及吸收编码化知识的隐性机制，需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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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学习主体对“本地代码”共同的理解。

2 欠发达地区低碳发展区域学习框架及机制

2.1 区域低碳学习的组织结构

区域学习强调组织之间的集体学习，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式学习在欠发达地区低碳发展

学习与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企业作为低碳知识生产、扩散、应用系统的交叉点，

其学习能力与动力强弱是制约低碳知识生产系统和中介服务系统效率的关键。大学、科研院

所及研发型企业在区域学习过程中，进行低碳知识重组与创新。区域内中介服务体系，包括

低碳产业转化平台、低碳风险投资、法律咨询、会计服务、低碳信息服务等，促进了区域官

产学研合作，沟通区域不同主体之间低碳知识的流动，即是区域学习的脉络，也是欠发达地

区区域学习成熟的标志。政府的职责是制定适合的低碳发展政策制度，构建和维护区域低碳

学习网络，保障欠发达地区区域低碳知识生产、创新、扩散的有序进行。同时，在大学及科

研院所、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三重螺旋模式中，地方根植性学习文化为区域学习奠定了文

化环境与基础。低碳意会知识的传递与共享基础促进了区域低碳显性知识的学习，发挥着重

要作用。由此，结合区域学习系统组织关系，建立区域低碳学习的组织结构，见图 2。

图 2 区域低碳学习组织结构图

2.2 区域低碳学习的机制

2.2.1 交互式学习

交互式学习是欠发达地区低碳学习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区域各主体间进行集体交互学

习，形成地方知识网络，通过低碳产品、中介服务、低碳技术交易或交换等，对区域低碳发

展急需的及外部的低碳知识体系进行整合、共享与交流，获取互补性资源，打破区域低碳意

会知识的非贸易依赖局限，促进低碳意会知识及低碳编码知识的扩散。由此，不同主体通过

学习提高地区整体低碳发展与创新能力。总结影响欠发达地区区域低碳学习的主要因子，包

括知识中心，产业机构，制度环境、政府政策和市场需求等，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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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影响区域低碳学习的主要因子

2.2.2 关系网络

企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主体，企业关系网络是区域关系网络的核心。在区域低碳发展过

程中，以企业为主体形成外部关系网络、内部关系网络及企业间关系网络[9]。企业不同层次

关系网络间具有开放、渗透及交叉的特性。企业关系网络促进企业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

及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直接联系企业内外的低碳社会、低碳制度、低碳政策、低碳文化及

低碳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及要求，为企业低碳创新发展提供直接的途径。另外，企业发展的

路径依赖一方面为企业低碳发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可能使企业陷入惯性陷阱或核心刚性，

即熟悉陷阱、成熟陷阱和临近陷阱。区域中企业关系网络内的低碳知识流动促进企业动态的

学习、吸纳、组合、综合和创新低碳知识，增强企业低碳化发展能力。

区域内部建立官产学研关系网络，建立区域集体学习的硬件基础与制度软环境，促进区

域低碳发展。区域外部关系网络与同层级，更高层级区域网络的连接沟通，实现地方与地方，

地方与国家间关系合理化，在区域低碳治理模式、低碳组织制度等方面实现创新，在不同区

域尺度上实现区域低碳化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中观尺度区域的低碳发展。区域尺度关系网络

关键要点，见表 1。

表 1 地方关系网络特点

类型 性质 方式 核心内容 主要学习途径

区域内部 意会、自由 区域网络组织 地方企业联盟 集体学习

科技、教育产业

化发展

交互式学习

区域之间 互补性或竞争性分工

与合作

区域联合 市场准入 规模经济、网络经济

及社会文化效应

区域外部 地方制度、区域与国家

关系

区域治理、冲突与谈

判、区域交易

区域扩张

国家权力下放

区域治理、组织结

构、政策制度创新

国家关系网络通过建设不同层次的低碳发展战略网络，促进不同经济因素、不同经济部

门和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与聚集，以发挥国家竞争优势，提高区域低碳竞争能力，为区域低

碳发展创建良好的宏观环境，见表 2。区域不同层次、尺度的企业关系网络、区域关系网络
和国家关系网络，在性质、方式、内容、创新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10]，见表 3。

低碳知识中心

产业结构 低碳发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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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学习

低碳发展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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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关系网络特点

类别 性质 方式 内容 创新

国家内部 低碳制度改革 国家创新系统 官产学研网络、统一

市场

市场机制、交互式

集体学习

国家之间 新区域主义、竞争与合作、

分工与协作

新区域关系

国家联合

区域性联盟、区域性

市场一体化、自由贸

易区

投资与贸易、市场

开放

国家外部 国际贸易新体系、超国家组

织、国际碳交易

谈判与冲突 非经济关系、国际影

响力

组织创新、制度创

新与关系创新

表 3 不同尺度区域关系网络特点对比

类型 企业关系网络 区域关系网络 国家关系网络

学习主体 企业为核心 官产学研网络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

学习性质 经济优先 经济与社会协调 经济、社会、文化综合

学习类型 技术学习为主 组织学习为主 制度学习为主

知识扩散 专业知识为主 强调非贸易的、社会知识 所有类型的知识

合作方式 以业务为中心的契约合

作

契约与非贸易依赖并存的网

络合作

以谈判和解决矛盾为核心的

制度治理

2.2.3 不同类型低碳知识转换

区域学习机制强调知识的转化。区域不同主体之间和不同层次之间低碳编码知识和低碳

意会知识的交流与转化是区域低碳知识创新的主要来源。Nonaka和 Hirotaka指出在区域低
碳发展过程中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之间转换的 SECI模式[11]：社会化模式（S）：社会化模式
通过经验的共享实现低碳意会知识向低碳意会知识的转换与传递，一般在互动的实践领域中

进行；外部化模式(E)：以显性的低碳概念和低碳技术手段将低碳意会知识明朗化，实现低
碳意会知识向低碳编码知识的转变，由于主体之间的理解和接手的差异，这种转化通常不完

整不充分，需要主体间互动学习和集体响应，一般发生在概念创造过程和和集体学习与合作

过程；联合化模式(C)：以低技术手段和系统综合的概念把不同的低碳编码知识联合在一起
实现低碳编码知识向低碳编码知识的转变，低碳知识以不同的联合方式在学习主体之间交

换；内部化模式(I)：区域主体通过“干中学”，以自己的内在需要吸收外来资源，将低碳编
码知识转化为低碳意会知识，低碳知识的内部化转化才能为主体真正所掌握应用，见图 4。
区域内不同类型低碳知识的互补与匹配在提高区域和企业的低碳发展核心竞争力同时，实现

低碳知识的市场价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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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低碳隐性知识与低碳显现知识的相互转变

资料来源：在 Nonaka&Hirotaka（1995）基础上改进

3 欠发达地区低碳发展区域学习过程

3.1 企业学习

在欠发达地区，区域碳排放主要来自经济生产活动，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的低

碳发展成效直接决定了区域低碳发展的成败，因而是整个欠发达地区低碳发展的关键所在。

企业低碳发展的方式转变，建立在企业的低碳学习与创新发展基础上。

3.1.1 低碳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

霍夫曼认为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知识生产主要由科研院所组织，以学科内部的、基于

正式编码知识的，线性的生产模式为主导[12]。在现代的生产模式中，知识生产转向以社会

公开组织，基于意会知识和编码知识混合的，开放式的终身学习，跨学科与部门的知识交流

与生产，非线性的知识生产模式主导。对新旧知识生产模式从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对比
[13]，见表 4。由此，新的低碳知识生产模式突破传统低碳知识生产体系和模式的局限，强调
社会整体及知识生产支持体系的综合作用，转变传统低碳知识生产模式中知识生产与应用脱

节的局面，且在实际问题解决过程中逐步积累低碳技术、低碳社会人文知识。低碳知识生产

主体也由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等向社会整体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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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知识生产模式的对比

对比指标 现代知识生产模式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

知识类型 思想、价值、标准、技术、方法的综合体 思想、价值、标准、技术方法的综合

体

生产方式 柔性生产 福特制规模化生产

生产标准 地方化特定标准，由知识需求者评价 普遍意义的认知和科学标准，由知识

创造者评价

生产范围 跨学科多样性组织 单一科学和认知范围内

生产机构 生产和应用的各种知识团队 科研院所等专业研发机构

产品特征 异质性、非等级性及可转换性

意会知识与隐性知识比例高

同质性、保守性和等级性

编码知识与显性知识比例高

3.1.2 企业低碳知识生产

企业是区域主体的主要构成之一，也是最基本的低碳知识生产单元。企业低碳生产的重

点是低碳知识的创新和积累，不同主体之间和不同层次之间低碳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的交流

与转化是企业低碳知识创新的主要来源。基于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之间转换的 SECI模式，
企业低碳知识生产首要任务是实现低碳意会知识与低碳显性知识的四种转化。企业知识生产

可划分为 5个阶段：共享意会知识，产生新概念，判断新概念，建立模型及知识创新与扩
散[11]。据此分析，企业低碳发展需要在互动学习中实现低碳意会知识的共享，共享的意会心

理模式通过演绎、归纳和综合，以低碳技术方式表达形成低碳概念创新，新的低碳概念经过

企业以市场标准、创新标准、文化标准检验判断后确认低碳新概念的价值，新概念与现有低

碳编码知识结合，转化为具体的低碳知识、低碳产品、低碳生产工艺或者低碳管理创新。低

碳知识模型的建立及其市场价值的确立促使知识在不同层次类型企业及区域扩散，并进行下

一轮的低碳知识创造，见图 5。

低碳意会

知识共享

低碳新概

念创造

低碳新概

念判断

知识模型

建立

低碳知识

扩散

企业合作或市场

输入低碳编码知

识、低碳意会知识

向市场提低碳供

技术、低碳产品、

服务等编码知识企业、市场内部化

企业低碳知识生产

低碳意会知识 低碳编码知识

图 5 企业低碳知识生产过程

3.1.3 企业低碳知识价值实现

沙利文认为企业知识价值的实现是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创新知识以知识产权为主要的

价值实现形式 [14]。由此，企业低碳知识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途径包括：低碳创新知识通过

将创新植入产品，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实现价值链套现与增值；低碳创新知识通过直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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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转让、租赁或置换，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直接实现价值；低碳创新知识以专利、商标等

不同知识产权形式巩固领先企业的技术领先地位，确保企业低碳知识资产价值增值；创新知

识确立企业的行业领先企业的地位，以低碳创新知识优势建立行业标准，获取战略价值利益。

3.2 区域学习

欠发达地区通过多维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基于学习的区域低碳发展网络，区域学习过程包

含三个层次，见图 6：

图 6 欠发达地区低碳发展区域学习过程示意图

第一层次，区域内核心企业间地交互式学习过程。区域核心企业间在空间临近、产业关

联、社会文化等因素作用下，通过垂直方向“供应——生产”关系网络，水平方向“竞争
——合作”关系网络建立复杂多维的区域低碳学习网络，区域低碳知识在网络中流动，核心
企业通过交互式学习实现低碳知识与技术的共享与再创造。基于区域内企业个体人员在情

感、知识结构、社会共识和语言等方面的共性基础，企业个体通过关系网络的非正式交流渠

道共享区域内的低碳发展隐性知识，促进了区域低碳发展意会知识的流动与学习。此外，企

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促进了低碳知识与技术的扩散，外部劳动力的流入为低碳知识与技术的传

入及其与区域低碳知识系统内部原有知识的重新组织提供可能。

第二层次，区域低碳知识生产系统，中介服务系统与核心企业间的低碳知识交互式学习

过程。区域内科研院所等组成的低碳知识创新中心，以及区域内低碳技术中介、信息中心、

风险投资等中介服务机构构建的专业服务通道实现创新性的低碳知识持续的向以企业为核

心的区域生产体系流动，实现区域生产方式的转变，向着以创新主导的低碳化生产模式转变，

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第三层次，区域的外围网络向核心网络的低碳知识流动及跨区域的交互式学习过程。第

三层次区域学习体现了欠发达地区低碳发展向先行领先发达地区在低碳技术创新、低碳政策

制度突破，低碳社会治理革新的学习与引进过程，体现了基于学习的欠发达地区在低碳发展

方面的学习与模拟的精神。区域政府在组织跨区域的学习与交流过程中发挥重要重要作用，

以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交互式学习为主要途径，在跨区域的人员流动与培训，低碳技术扩

散，低碳文化融合，低碳产业连接，市场连接等过程中进行区域主体间的交互式学习。区域

外部低碳知识的融入，以及内部相应低碳知识的调整与重组，构成了区域低碳知识的再生产，

产生新的低碳知识进入区域内外的流通。由此，促进区域低碳发展，实现欠发达地区基于学

习的低碳跨越式发展。

企业 企业

交互式学习

区域低碳知识

生产创新中心

区域学习

服务系统

第一层次学习

第二层次学习

第三层次学习

政府低碳发展制度文化系统

交互式学习

交互式学习

跨区域交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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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欠发达地区不同类型主体低碳发展学习对比

在欠发达地区区域低碳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主体面对低碳发展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不完

全相同，在学习主体、学习性质、学习类型以及合作方式等各方面差异较大。企业低碳发展

以企业网络为核心，注重产业经济实效，以能转化为直接经济利益的低碳技术和专业性低碳

知识为主要对象，主要方式是商业合作。地方低碳发展以区域性官产学研网络为核心，着重

建设能促进区域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发展的政策、制度、文化软环境，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组

织学习，以区域交流和贸易联系为主要方式。在国家层次，低碳发展以国家政府及其相关职

能部门为主体，在国家内部引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低碳社

会、文化的培育与发展，在国际社会争取最大的低碳发展国家利益，主要的学习包括政策制

度的借鉴、低碳技术的引进，人才的培养、制度管制与国家谈判等，不同类型主体低碳学习

的对比总结，见表 5。

表 5 欠发达区域不同类型主体低碳发展学习比较

企业 地方网络 国家政府

学习主体 低碳企业网络 以低碳产业为核心的官产学

研网络

政府

学习性质 低碳产业经济活动 低碳经济、低碳社会 低碳经济、低碳文化及国际政

治

学习类型 低碳技术学习 低碳组织学习 低碳政策制度学习

知识流通 专业性低碳知识 低碳社会共性知识 所有类型低碳知识

合作方式 契约式合作方 契约和非贸易依赖合作 引导、制度管制与谈判机制

4 结论

在学习对象或基础方面，不同类型的低碳知识及其特性决定了区域低碳学习的特征。其

中，区域低碳意会知识的学习是区域低碳发展的关键。在企业层次，以意会知识为基础形成

企业文化，影响企业发展与创新能力，在区域层次，根植性意会知识促成区域创新空间分异，

在区域融入全球产业网络体系时，形成区域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学习机制方面，区域学习强调组织之间的集体学习，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式学习在欠

发达地区低碳发展的学习与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关系网络促使欠发达地区持续获得低

碳文化、低碳技术、低碳制度、低碳治理等方面的学习与创新。在学习过程中，区域不同主

体之间低碳编码知识和低碳意会知识通过 SECI模式交流与转化，形成区域低碳知识学习与
创新的主要来源。不同类型低碳知识的互补与匹配在实现知识市场价值转化同时，提高区域

和企业低碳发展核心竞争力。

区域学习过程包含三个层次：企业间交互式学习，区域低碳知识生产系统、中介服务系

统与企业间的交互式学习，区域外围网络向核心网络的低碳知识流动以及跨区域的交互式学

习。不同类型主体低碳发展的要求和目标不完全相同，在学习主体、学习性质、学习类型以

及合作方式等各方面差异较大。企业学习注重产业经济实效，以能转化为直接经济利益的低

碳技术和专业性低碳知识为主要对象，主要方式是产业合作。地方学习着重建设能促进区域

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文化等软环境，以区域交流和经贸联系为主要方式。在国家层

次，主要的学习包括政策制度借鉴、低碳技术引进，人才培养等，主要形式为制度管制与国

家谈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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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based on regional learning

NI Wai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s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low-carbon economy t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It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accumulation on low-carbon knowledge, and pointes that the learning of tacit

knowledge is the key to the region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for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t finds three

conclusions on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by analyzing the main frame of

learning, the learning mechanisms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Firstly, the study found that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coding low-carbon knowledge and tacit low-carbon knowledge has been

communicated and transformed through the SECI model, and formed the main source of region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on low-carbon knowledg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Secondly, it found that the

regional learning process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between the core business;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during the regional low-carbon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s, intermediary services

systems and the core business;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between the regional perimeter network to the

core network of low-carbon knowledge flows and inter-regional learning.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and

goals are not identical for corporate, region, nation and others on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ymore, the

learners, the nature, the types and the methods of cooperation on learning in all respects are quite

different.

Key words: underdeveloped areas; carbon economy; regional learning;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