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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技术创新是提高一国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优

势的重要途径遥 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带来了我国科技

投入的大幅增长和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袁 然而袁创
新能力与创新效率并没有随着创新投入同比增长袁
技术创新路径的不当选择所导致的低效制约了技

术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袁 企业是应该自主研发尧
技术引进还是合作研发钥 由于不同的创新模式对于

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着不同的影响袁因而袁技术创新

路径与创新效率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遥
技术创新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

热点之一遥 国内外不少学者研究了不同的技术创新

模式的影响遥 Criscuolo 等对英国企业的研究表明袁
自主研发中的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袁[1]

Griffith 等运用英尧法和西班牙等国的企业数据也得

到相似的结论遥 [2]Belderbos尧Faems 等发现合作创新

对企业投入产出效率有显著正影响遥 [3][4]Hu 等指出

自主研发尧 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明显正影响袁
国内技术引进的作用不显著遥 [5]李小平的研究也表

明自主研发尧 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

用袁 国内技术引进的作用不明显袁 并且地区差异明

显遥 [6]Hall 等以意大利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袁发现产品

创新和工艺创新对高技术企业与非高技术企业的绩

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遥 [7]于明超和申俊喜对 1998要
2007 年我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袁知识的

内部获取尧外部获取对创新产出有不同影响袁自主研

发尧技术消化吸收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而国内外

技术引进存在的影响则为负遥 [8]上述文献考察了不

同技术创新路径对生产绩效的影响袁 大多数文献采

用总产出作为技术进步成果的衡量指标袁 而总产出

指标不能完全反映技术创新的活动成果遥
近期的研究深入到技术创新效率层面遥 Aghion

等的研究表明机构所有权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正

影响遥 [9]吴延兵的研究显示袁所有制结构尧企业规模尧
对外开放度尧 行业异质性对知识生产效率存在较大

影响袁产权性质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遥 [10][11]

白俊红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表明袁创新主体关系尧
金融支持力度尧 政策支持力度对创新效率有重要影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6.03.005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6 年 5月 第 14 卷 第 3期

Vol.14 No.3 May. 2016

收稿日期院2016-04-08
作者简介院罗小芳渊1968-冤袁女袁湖北武汉人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袁经济学博士袁主要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曰范新垒

渊1989-冤袁男袁河南安阳人袁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职员袁主要从事技术经济学研究遥

摘 要院本文运用 1998要2012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 5 大行业 15 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袁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模型袁将技术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研发与技术成果转化两个阶段袁实证分析了自主创新尧国内技术购买尧国外技术

引进与外资研发四种技术创新路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四种技术创新路径与技

术创新效率之间并不完全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袁自主创新尧国内技术购买尧外资研发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 U 型或倒 U
型关系曰自主研发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袁而且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采用多种技术途径相结合的方式比单纯依赖一种

技术方式的效率更高遥
关键词院技术创新曰创新路径曰创新效率曰高技术产业

中图分类号院F124.3曰F26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6冤03-0030-09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路径与效率实证分析

罗小芳 1袁范新垒 2

渊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袁湖北 武汉 430073曰 2.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袁河南 郑州 450000冤

30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创新路径指标

变量 变量 变量 测算方法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渊RDL冤
知识获取经费渊KAF冤
外资研发经费渊FRD冤
R&D 经费内部支出渊RDK冤

发明专利有效申请数量渊P冤
专利革新生产总值渊Q冤
新产品产值渊Y冤

自主原始创新强度渊OII冤
国外技术引进强度渊TII冤
国内技术购买强度渊TBI冤
外资研发强度渊FRI冤

研发经费/渊知识获取经费+外资研发经费冤
国外技术引进经费/渊知识获取经费+外资研发经费冤
国内技术购买经费/渊知识获取经费+外资研发经费冤
外资研发经费/渊知识获取经费+外资研发经费冤

表 1 变量说明

响遥 [12]钟廷勇和安烨对中国1998要2009 年文化创意

产业的实证分析表明袁经济发展水平尧社会资本尧信
息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等多维区域异质性对文化产

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影响且效率差异收敛遥 [13]

陈建丽等将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袁 运用

DEA 模型对我国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动

趋势作了研究遥 [14]上述文献大多是基于创新环境对

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袁而从创新路径的视角研究技

术创新效率的文献还比较少遥
基于此袁本文采用两阶段方法袁通过建立超越

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袁比较四种创新路径对

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遥 本文不仅分析了四种技术创

新路径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尧U 型关

系袁 还考察了不同路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交互影

响遥 与以往的分析结论不同袁本文发现技术创新路

径与技术创新效率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正向或者负

向相关袁而是存在着 U 型或者倒 U 型的关系曰在技

术创新的两个阶段袁同一种技术创新路径对创新效

率呈现出不同的影响遥 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与丰富了

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遥
二尧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依照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袁一个价值链就是从资

源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的一个完整过程遥 技术创新

的实质就是从知识获取的经费投入到新技术产业

化应用产生经济效益的价值创造过程袁技术创新过

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袁第一阶段是野知识获得要新

技术产生冶袁 是以发明专利为代表产出的技术研发

阶段曰第二阶段是野新技术要新产品冶的技术成果转

化阶段遥 本文分别考察技术研发与技术成果转化两

个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遥
目前袁学界主要采取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分析技

术效率遥 非参数法以数据包络分析渊DEA冤为代表袁
参数法则以随机前沿分析渊SFA冤为代表袁本文采用

参数法中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遥与非参数方法 DEA

相比袁随机前沿 SFA 方法将生产函数估计的误差项

分为随机误差与技术非效率两个部分袁这使得模型

更加贴近现实遥
假设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为院

= 渊 袁 袁 袁 冤 vit- it 渊1冤
公式 渊1冤 中 表示 i 行业 t 期的技术创新产

出曰 尧 分别表示 i 行业 t 期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曰
尧 为待估计参数曰 表示非效率因素袁 即能够控

制的因素产生的技术非效率误差项袁 非正表示产

出不能超出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缘曰 是由外界不

可控变量决定的随机扰动误差项遥
从函数性质上看袁C-D 生产函数要求替代弹性

不变的技术中性假设袁而超越对数形式生产函数的

普遍性能更好遥本文分别对 C-D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与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袁实证分

析的结果表明院SFA 的分析方法是适合的袁而且袁超
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效果更好遥 因此袁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袁公式渊2冤与
公式渊3冤分别为技术研发阶段与技术成果转化阶段

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遥 公式渊4冤是技术非

效率模型袁各公式中的变量含义参见表 1袁 为时间袁
表示技术变化遥

ln = 0+ 1ln it+ 2ln it+ 3ln it+ 4 + 5
渊ln it冤2+ 6渊ln it冤2+ 7渊ln it冤2+ 8ln itln it+

9ln itln it+ 10ln itln it+ 11 2+ 12 ln it+
13 ln it+ 14 it+ 1- 1 渊2冤

ln = 0 + 1ln it + 2ln it + 3ln it + 4 + 5
渊ln it冤2+ 6 渊ln it冤2+ 7 渊ln it冤2+ 8ln itln it+

9ln itln it + 10ln itln it + 11 2 + 12 ln it +
13 ln it+ 14 ln it+ 1- 1 渊3冤

= 0 + 1 it + 2 it + 3 it + 4 it + 5 2it +
6 2it+ 7 2it+ 8 2it 渊4冤

此外袁本文采用广义似然统计量来检验超越对

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 C-D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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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性袁以 LR 表示广义似然率袁那么院
LR=-2[ln 渊 0冤-ln 渊 1冤] 渊5冤
上式中 渊 0冤尧 渊 1冤分别为在原假设 H0尧备择

假设 H1 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遥如果 LR 大于临界值袁
则拒绝原假设袁接受备择假设袁即接受超越对数随

机前沿模型遥 检验结果表明袁本文应该选择含有技

术进步变量 t 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遥
三尧数据说明与指标测算

本文选取 1998要2012 年的医药制造尧 航空航

天器制造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尧电子计算机及办

公设备制造尧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5 大高新技

术产业 17 个细分行业的统计数据袁 本文数据来源

于 1998要2012 年 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尧叶中国人口年

鉴曳尧叶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曳尧叶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曳和
叶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曳遥 由于航空航天制造

业尧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 FDR 数据无法获得袁
本文只选取了其他的 15 个分行业袁 观测样本数为

225 个袁各类指标的测算方法如下遥
1援 专利革新生产总值的测算遥技术研发阶段的

产出指标采用发明专利有效申请数量 P遥 由于新产

品产值并不一定全部是新技术带来的纯技术增值袁
为了更准确地估算技术创新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

献袁本文采用专利革新产值 Q 作为技术转化阶段的

产出指标袁它的计算方法见公式渊6冤遥 在技术转化阶

段的投入指标中袁 人力投入采用研发人员全时当

量袁资本投入采用 R&D 经费内部支出袁为了避免重

复计算袁在 R&D 经费内部支出中扣除了 R&D 人员

劳务支出渊见表 1冤遥
专利革新生产总值=生产总值伊技术经济贡献

率伊专利技术贡献率 渊6冤
渊1冤专利技术贡献率的测算遥 影响只有发明专

利才对技术专利革新有深刻袁将有效发明专利数占

专利申请数的比值作为专利贡献估计值是可行且

合理的袁1998要2012 年高技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占总专利申请数的算术平均估计值为 64.02%遥
渊2冤技术经济贡献率的测算遥 本文将从业人员

的人力资本存量 Hit 引入到高技术产业生产函数

中袁根据索罗余值法构造公式渊7冤计算技术进步率院
ln = 0+ 0 + 1ln + 2ln + 3ln + 渊7冤
其中 L 表示某产业从业人员袁 0 为技术进步

率袁它与技术经济贡献率的关系参见公式渊8冤院

技术经济贡献率=技术进步率
产业增长率

= 0 =35.5207%
渊8冤

其中袁产业增长率=
渊 2012 年的产业实际成产总值1998 年的产业实际成产总值
14姨 -1冤伊100%=

22.3388%
2援 从业人力资本投入 H尧R&D 人力资本投入

RDH 的测算遥 人力资本存量 袁其中 L 表示某

产业从业人员袁 = 6

n = 1
移 是知识智慧水平袁 表

示各类学历受教育年限袁小学 6 年袁初中 9 年袁高中

12 年袁大专学历 15 年袁大学 16 年袁研究生及以上

20 年曰 表示不同学历占从业人员平均数的比值曰c
是高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高新区所在省域行业

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比值遥 由于统计年鉴中缺少高

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数据袁本文首先获

得全国的高技术产业所属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袁
然后乘以全国 54 个高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其所

在省域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比值袁间接求得高

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行业平均受教育水平遥
RDH 表示自主研发中的人力资本规模袁是标准

人有效劳动的投入量袁而非自然人的投入量袁可从

知识智慧水平尧 技术人才丰度和技术研究强度尧机
能健康水平四个维度来测量袁用数学公式具体可以

表示为院
= 渊9冤

其中袁 为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曰 技术人才丰

度 用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重来

衡量曰技术研究强度 用国际通用的研发活动人力

规模 R&D 人员全时当量与科技活动人员的比值来

衡量曰相对知识智慧水平 用受教育年限经过处理

获得袁 具体公式为院 =
4

n = 1
移 袁 1 尧 2 尧 3

表示研究人员中本科学历尧硕士学历尧博士学历受

教育年限袁分别为 16 年尧19 年尧22 年曰 4 表示其他

学历受教育年限袁为小学学历尧初中学历尧高中学

历尧 大专学历受教育年限的算数平均数曰 1 尧 2 尧
3 尧 4 表示研究人员中不同学历者占全部研究人

员 RDL 的比重曰 表示科技活动人员机能健康水

平袁为简化计算袁取值为 1遥
3援 K 存量尧KAF 存量尧FRD 存量与 P 存量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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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遥 KAF 为知识获取经费袁以自主研发的 RD 经费

和包含技术改造尧技术消化吸收的非研发经费 NRD
以及国内技术引进经费 DT 和国外技术购买 IT 组

成袁由于 RD 与 NRD 存在滞后效应袁本文参照吴延

兵[11]的做法袁采取永续盘存法测算 RD 与 NRD 的存

量资本袁参见公式渊10冤遥
RD=渊1- 冤 -1+ 渊10冤
其中袁 表示年 支出袁 表示 支出折

旧率袁 的经验值为 15%袁有学者用专利数据计算

的折现率为 25%袁 本文取这两个数值的平均值袁为
20%遥

测算存量时还应该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遥 本文

设定 支出价格指数= 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
设备工器价格指数+ 3 其他费用价格指数遥 其中袁

1尧 2尧 3 表示三种价格指数的权重袁 分别用劳务费

支出尧仪器设备支出尧其他费用支出占科技活动经

费内部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曰其他费用价格指数是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尧设备工器具价格指数尧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四者的

平均值遥
1998 年以前 R&D 支出增长率为 1998要2012

年 RD 支出经平减之后实际数值增长率的算术平均

袁那么 RD 支出基期存量为院 1= 渊1 冤 1+ 遥
K 存量尧NRD 存量的测算方法同此袁 但是测算

K 存量时袁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袁折旧率

为 =12%袁该值是王小鲁尧樊纲等[15]计算的 8%与张

军等[16]计算的 15%渊假定设备的寿命期为 20 年所算

得的折旧率冤的平均值遥 增长率 为 1998要2011 年

K 支出实际增长率的算术平均数曰而测算 NRD 存量

时采用 NRD 支出价格指数平减袁NRD 折旧率 =
20%袁NRD 增长率 为 1998要2012 年 NRD 支出

实际增长率的算术平均数袁NRD 支出分为技术改造

经费支出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袁 那么 NRD 支出价

格指数的计算公式为院
NRD 支出价格指数=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设备

工器具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冤/4
K 支出与 NRD 支出的基期存量分别为院

1= 渊1 冤 1+ 渊11冤
1= 渊1 冤 1+ 渊12冤

那么由 KAF 的定义袁 利用 1= 1+ 1+
1+ 1袁便得到 KAF 存量的数值遥其中袁DT尧IT 存量

的测算参照吴延兵[11]的做法袁按照当年经费投入量

对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袁折旧率分别为25%尧15%袁
平均增长率都设定为与 相同的增长率袁 另外袁
FRD 的计算方法参照 RD袁折旧率设为 15%遥

P 存量代表的是一种技术知识存量袁 其核算方

法与 RD尧NRD 等类似袁考虑到我国技术的平均使用

年限为 14 年袁P 存量的折旧率可以取为 1/14 渊等于

0.0714冤袁依旧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衡量以专利申请量

表示的技术知识存量遥
四尧实证分析

本文以发明专利有效申请数量为技术研发阶

段产出袁 以专利革新生产总值为技术转化阶段产

出袁 将技术创新路径作为技术非效率项的影响因

素袁 利用 Frontier4.1 分别对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成

果转化阶段的模型进行了拟合遥 由于假设检验表明

存在技术进步袁 因此应该构建包含技术进步因素 t
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遥

渊一冤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

对模型渊2冤尧模型渊3冤的估计结果参见表 2袁方差

的估计值表明袁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阶段与成果转

化阶段都存在无效率袁效率偏差主要来源于技术非

效率效应袁模型的误差项是包含无效率因素的复合

结果遥 在只考虑技术创新路径一次项的情况下袁不
管在研发阶段还是在转化阶段袁技术非效率函数中

TII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袁 意味着国外技术引进

模式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正的影响袁其技术溢出效应

对技术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遥 FRI 的系数均为负

数袁但是不显著袁说明外资研发对企业的技术效率

提升作用不大遥 因为袁外商资本进入中国的目的是

为了获得中国的市场而不是转让技术袁也不会系统

地投资于研发遥 TBI 系数在两个阶段中均显著为正袁
表明国内技术购买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袁依
赖国内购买获得的技术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遥 这

与其他学者的结论相似袁可能是因为国内企业的技

术水平比较接近袁技术引进空间较小袁对技术创新

效率的提高意义不大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技术创新的两个阶段自主创

新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遥 在研发阶段自主创新是

负面影响袁 而在技术成果转化阶段它是正面影响遥
自主创新投入越大袁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袁创新效

罗小芳，范新垒：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路径与效率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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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阶段 技术转化阶段

随机前沿模型 技术非效率函数 随机前沿模型 技术非效率函数

常数项 -7.190***
渊-6.957冤

常数项 4.340***
渊6.446冤

常数项 -10.271***
渊-3.681冤

常数项 1.758**
渊2.299冤

lnRDL 2.043**
渊2.384冤

OII 2.780***
(3.884)

lnL 1.614**
渊1.930冤

OII -0.018***
(6.342)

lnKAF -0.070
渊-0.078冤

TII -0.099***
(-5.883)

lnK 4.319***
渊5.413冤

TII -0.030***
(-5.796)

lnFRD 2.578***
渊3.585冤

TBI 0.023*
(1.558)

lnP -1.214**
渊-2.207冤

TBI 0.098**
(2.952)

t 0.593***
渊4.595冤

FRI -0.010
渊-1.240冤

t -0.400**
渊-2.522冤

FRI -0.002
渊-0.611冤

lnRDL* lnRDL 0.090
渊0.897冤

判定参数 lnL* lnL 0.175*
渊1.528冤

判定参数

lnKAF* lnKAF 0.106
渊0.977冤

滓2 0.414***
(3.861)

lnK* lnK -0.102
渊-0.848冤

滓2 0.199**
(10.444)

lnFRD* lnFRD 0.019
渊0.567冤

酌 0.470**
(2.609)

lnP* lnP -0.048*
渊-1.374冤

酌 0.999***
(4.195)

lnRDL *lnKAF -0.005*
渊-1.281冤

对数似然函数值 -165.245 lnL*lnK -0.307*
渊-1.449冤

对数似然函数值 -127.650

t*t -0.388**
渊-2.117冤

样本数量 225 t*t 0.015***
渊3.554冤

样本数量 225

lnRDL *lnFRD 0.111***
渊1.440冤

lnL*lnP -0.167*
渊-1.559冤

lnKAF*
lnFRD

0.106**
渊1.291冤

lnK*lnP 0.356***
渊3.453冤

t*lnRDL 0.063***
渊2.132冤

t*lnL 0.141***
渊5.010冤

t*lnKAF -0.051*
渊-1.779冤

t*lnK -0.090**
渊-2.960冤

t*lnFRD -0.020*
渊-1.410冤

t*lnP -0.032*
渊-1.390冤

注院括号内为 t 值曰鄢尧鄢鄢尧鄢鄢鄢分别表示显著性为 10%尧5%尧1%曰假设检验临界值为显著性水平为 1%下的临界值遥 下表同遥

表 2 只考虑技术非效率函数一次项时的估计结果

率高是当然的袁因此袁自主创新的正向影响合乎常

理遥 令人存疑的是为什么自主创新在技术研发阶段

是负向影响钥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自主创新前期投入

较大袁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重复投资现象曰另一方

面袁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效率太低袁高技术产业各

行业的技术转化效率都高于研发效率袁而且两个效

率差距拉大袁 这是我国高技术企业重视应用研发尧
忽视基础研究的结果遥

自主创新与技术创新效率是否为简单的线性

关系钥 变量的二次项或者交叉项是否对创新效率也

有影响呢钥 为此袁本文有必要考察不同路径的二次

项和交叉项的影响遥
渊二冤不同技术创新路径与创新效率的 U 型关

系检验

为了减少行业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误差袁本
文在控制行业特征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技

术创新路径与创新效率的关系袁分析结果见表 3遥
表 3 中袁 在技术研发阶段袁OII尧TII 的一次项系

数为负袁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袁因而 OII尧TII 与技

术创新效率呈现倒 U 型关系袁FRI 一次项系数的估

计参数不显著遥 TBI 的一次项系数为负袁二次项系数

不显著袁这说明国外技术购买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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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阶段渊控制行业环境冤 技术转化阶段渊控制行业环境冤
随机前沿模型 技术非效率函数 随机前沿模型 技术非效率函数

常数项 7.479***
(7.529)

常数项 0.233
(0.216)

常数项 -11.058***
(-9.927)

常数项 0.181
(0.462)

lnRDL 2.529**
(2.743)

OII -0.041**
(-6.925)

lnRDL -0.689
(-0.934)

OII 0.122***
(6.257)

lnKAF 0.754
(1.018)

TII -0.021**
(-2.707)

lnRDK 4.772***
(6.848)

TII -0.065**
(-2.386)

lnFRD -3.624***
(-4.775)

TBI 0.218***
(6.385)

lnP -1.065**
(-2.487)

TBI -0.061
(-0.907)

t 0.463***
(3.151)

FRI 0.034
0.435

t -0.227*
(-1.403)

FRI -0.002
(-0.224)

lnRDL*lnRDL 0.042
(0.402)

LnRDL*lnRDL 0.269**
(2.344)

(OII)2 -0.002***
(-5.814)

lnKAF *lnKAF 0.011
(0.100)

(TII)2 0.002
(1.015)

lnRDK *lnRDK -0.061
(-0.557)

(TII)2 0.001
(0.592)

lnFRD*lnFRD 0.059
(1.312)

(TBI)2 -0.042**
(1.805)

lnP*lnP -0.100**
(-2.445)

(TBI)2 0.009*
(1.483)

t* t -0.008**
(-1.857)

(FRI)2 -0.002***
(-5.060)

t* t 0.007*
(1.508)

(FRI)2 -0.001*
(-1.326)

lnRDL*lnKAF -0.320*
(-1.702)

判定参数 lnRDL*lnRDK -0.423**
(-2.195)

判定参数

lnRDL*lnFRD 0.071
(0.707)

滓2 0.566***
(5.548)

lnRDL*lnP -0.069
(-0.654)

滓2 0.145***
(7.506)

lnKAF*lnFRD 0.153
(1.288)

酌 0.676***
(4.432)

lnRDL*lnt 0.117***
(3.295)

酌 0.079***
(9.461)

t*lnRDL 0.066**
(1.828)

对数似然函数值 -170.807 lnRDK*lnP 0.307***
(3.269)

对数似然函数值 -100.920

t*lnKAF -0.014
(-0.459) 样本数量 225 t*lnRDK -0.094***

(-3.306) 样本数量 225
t*lnFRD -0.043**

(2.359)
t*lnP 0.001

(0.031)

(OII)2 0.004***
(-3.979)

表 3 不同技术创新路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罗小芳，范新垒：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路径与效率实证分析

向影响遥 从参数的估计值来看袁在研发阶段袁自主创

新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袁它是提高技

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袁国内技术购买尧国外技术

购买对企业提高技术效率也都有积极意义遥 因此袁
企业在注重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袁还可以多方

利用国内外的技术创新成果来降低成本尧实现规模

效应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采用多种技术途径相结合

的方式比单纯依赖一种技术方式的效率更高遥
在技术转化阶段袁OII 一次项系数为正袁而二次

项系数为负袁 因而 OII 与技术创新效率呈 U 型关

系遥 TII 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袁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袁
因而 TII 与技术创新是线性关系遥 TBI尧FRI 的一次

项系数都不显著袁可见 TBI尧FRI 对技术创新效率的

影响不大遥
探其究竟袁我们不难理解袁在自主研发之初袁企

业的自主创新非常艰难袁创新效率不增反降袁但是

当技术投入达到一定水平袁量变引起质变袁企业技

术创新的困境会有大的突破袁同时企业也具备了一

定的研发实力袁技术创新活动的规模经济收益使得

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大幅提高遥 相比之下袁购买外

部的新技术带来的收益在短期中见效快袁投入却比

较小袁因而短期中的技术创新效率相对高袁但是长

期的重引进尧轻研发会形成企业对技术购买的路径

依赖袁不利于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袁其技术创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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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长期增长乏力遥 这样的分析结论与现实契合袁
由于自主研发的投入大尧风险大尧见效慢等原因袁很
多企业更倾向于购买技术袁加以外型尧包装等方面

的简单改造后就投入生产环节袁企业仍然缺乏核心

技术遥 可见袁自主创新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袁企业在

选择技术创新路径时应该具有更长远的发展眼光遥
渊三冤不同创新路径对创新效率的交互影响分析

由于自主研发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

的双重属性袁吴延兵[11]通过 R&D 与国外技术引进和

国内技术引进的交互作用来考察 R&D 吸收能力对

生产率的影响遥 受此启发袁本文分析了不同技术创

新路径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遥 分析结果参

见表 4 与表 5遥限于篇幅袁表 4 和表 5 的数据只选取

了关于技术非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遥
由表 4 可知袁在技术研发阶段袁OII*FRI 的参数

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袁说明自主研发与外资研

发的结合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袁 而 TII*FRI
的参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袁 即国外技术引进

与外资研发的结合不利于创新效率的提高遥
由表 5 可知袁在技术转化阶段袁OII*TII尧OII*FRI尧

TII*TBI尧TII*FRI尧TBI*FRI尧OII*TBI 的参数估计值均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袁但是包含 TBI 的交叉项系数

均为正遥 这说明国内技术购买不利于创新效率的提

高袁因为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含量偏低袁相关配

套技术存在短板袁从国内购买技术无法有效提高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袁对其投入过大反而会导致资源浪

费袁制约了对其他技术创新路径的选择袁阻碍了创

新效率的提高遥 以上结果表明袁除国内技术购买以

外袁其他创新路径的结合均有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

提高遥
渊四冤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袁本文将所有影

响创新效率的技术创新路径因素都考虑在内重新

做了实证分析袁所得结论与前文一致袁因此本文的

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遥
五尧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我国高技术产业 1998要2012 年 15
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袁 运用随机前沿的分析方

法袁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袁分两个阶段研究

了四种不同创新路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技术非效率函数

常数项 -16.306
(-0.158)

0.458*
(1.415)

2.457***
(7.056)

-13.649
(-0.774)

-0.931
(0.909)

0.441
(0.985)

OII*TII 0.018
(0.174)

OII*TBI -0.011
(-0.803)

OII*FRI -0.001***
(-4.581)

TII*TBI -0.065
渊-0.820冤

TII*FRI 0.002*
(1.432)

TBI*FRI -0.004
(-0.771)

判定参数

滓2 0.507***
(17.555)

0.401**
(2.023)

0.344***
(6.771)

0.551***
(8.879)

0.343***
(7.719)

0.356***
(4.905)

酌 0.951***
(3.393)

0.227***
(3.931)

0.510**
(2.110)

0.954***
(17.672)

0.368***
(3.995)

0.001***
(4.357)

对数似然函数值 -192.851 -191.729 -176.474 -194.115 -181.508 -189.262
样本数量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表 4 技术研发阶段不同技术创新路径交互作用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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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技术非效率函数

常数项 2.537***
(9.585)

4.981
(1.183)

1.974***
(6.373)

-0.503***
(-7.557)

1.535***
(8.975)

6.337*
(1.607)

OII*TII -0.002***
(-5.689)

OII*TBI 0.010***
(8.891)

OII*FRI -0.001***
(-5.383)

TII*TBI 0.037***
渊7.794冤

TII*FRI -0.003***
(-5.846)

TBI*FRI 0.010***
(8.446)

判定参数

滓2 0.431***
(10.295)

0.349***
(10.031)

0.443***
(7.797)

0.377***
(10.439)

0.358***
(6.663)

0.354***
(10.198)

酌 0.999***
(6.210)

0.996***
(5.021)

0.444**
(2.459)

0.398***
(5.327)

0.353**
(2.797)

0.995***
(4.687)

对数似然函数值 -208.944 -187.455 -198.943 -195.567 -182.708 -189.070
样本数量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表 5 技术转化阶段不同技术创新路径交互作用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罗小芳，范新垒：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路径与效率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袁两个阶段中技术创新路

径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关联不尽相同袁不能都简单地

概括为线性关系遥 无论在哪个阶段袁自主研发对技

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力度都是最大的袁而引进国外技

术和购买国内技术对其均有正向影响袁所以袁技术

创新的关键仍在于内因袁 若完全依赖外部力量袁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难以提高遥

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袁同一创新路径对技术

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别遥 比如袁自发原始创新在

技术研发阶段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倒 U 型关

系袁在技术成果转化阶段则为 U 型关系遥 因此袁在技

术研发的初步阶段袁适当引进国外技术可以避免在

自主原始创新上的过度投入造成的资源浪费袁减少

技术非效率损失袁应该保持开放的姿态袁发挥不同

创新路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遥
此外袁国内技术购买并不能够对创新效率的提

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袁 审慎引进同行业技术袁减
少在国内技术购买上的投入是理性的袁这可能是因

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上技术水平偏低袁在技术转

化阶段袁购买国内技术带来的市场价值较少袁这也

反映了我国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难的问题遥
根据上述分析袁本文对于技术创新政策的建议

为院第一袁高技术产业应该坚持自主创新袁为此袁政
府可以优化企业创新环境袁给予中小企业财政与金

融支持曰第二袁企业应合理引进外资袁避免外资引进

过度遥 在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袁国外技术的

引进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不确定袁其影响取决于引

进技术的溢出效应与挤出效应遥 当技术引进过度

时袁它对本土技术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袁从而

不利于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曰第三袁政府在鼓励技

术创新袁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袁应当发挥政

策调控作用袁引导企业对不同创新路径做出合理选

择袁实现创新资源在不同路径的合理分配袁避免因

对某一路径的过度依赖而导致的非系统性野偏食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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