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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袁但一项技术创新

本身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袁只有借助

于扩散袁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才能充分发挥出

来遥 正如斯通曼所指出的袁野一项新的技术袁除非得

到广泛应用和推广袁否则它不以任何物质形式影响

经济冶遥 [1]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技术创新扩散比技术创

新出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遥
技术创新及其扩散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

作用有目共睹袁 世界各国对此均重视有加袁 技术创

新政策主要以促进技术创新的出现及其扩散为目

标遥 然而袁各国技术创新扩散的实际表现却迥然不

同袁主流经济理论预期的技术水平趋同现象与经验

观察大相径庭袁均衡理论范式下的技术相关政策饱

受诟病袁技术创新扩散问题似乎仍然迷雾重重遥 演

化研究范式的兴起与发展为技术创新及其扩散问

题思考提供了有益的视角袁本文旨在应用演化理论

范式基本逻辑和框架分析技术创新扩散所包含的

两种不同的演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袁以期更好地理

解技术创新扩散的基本原理与微观机制袁从而有利

于技术创新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遥

二尧技术创新扩散的含义及两种演化机制

关于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创

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遥 熊彼特认为袁技术创新者能

够获得高于正常利润的垄断利润袁这种垄断利润会

诱发其他主体纷纷野模仿冶袁随着模仿规模的扩大袁
垄断利润逐渐减少袁经济运行最终趋于一种均衡状

态袁直到下一个野创造性破坏冶出现遥 在熊彼特看来袁
技术创新的完整过程可以划分为发明尧创新和扩散

3 个阶段袁而扩散就是技术创新的大规模野扩张冶和
大面积野模仿冶过程遥 熊彼特以后袁随着技术创新理

论研究的推进袁技术创新扩散也逐渐成为一个相对

独立的重要研究领域遥
渊一冤技术创新扩散的含义

目前袁对于技术创新扩散的含义国内外尚无统

一的标准定义袁较为流行的技术创新扩散界定主要

可分为以下几种院一是传播论袁将技术创新扩散与

传播等同起来袁强调技术创新扩散的渠道和空间范

围袁熊彼特尧斯通曼尧舒尔茨尧罗杰斯以及国内学者

傅家骥尧许庆瑞等均持这类观点曰二是学习论袁强调

技术创新扩散的本质是一个学习过程袁曼斯菲尔德

等人是这种表述的典型代表曰三是效益论袁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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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演化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扩散包括野扩冶和野散冶两个方面袁分别对应着野自然选择冶和野适应性学习冶两种不

同的演化机制袁二者在对个体的假设条件尧是否需要野记录冶中介尧对适应性差个体的淘汰和复制成功的标准上均有

所不同袁但是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重要作用袁时间上不分先后袁空间上难分你我遥 因此袁完整

的理解技术创新扩散过程需要综合研究这两种演化机制袁偏废和混淆均不可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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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扩散与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效应联系起来进

行理解和界定袁以梅特卡夫为典型代表遥 [2]虽然不同

学者对技术创新扩散含义的表述不尽相同袁但对于

技术创新扩散的内涵和本质的理解分歧并不大遥
概括而言袁技术创新扩散是技术创新成果通过

生产规模的扩张尧学习或模仿等途径得以推广和应

用袁逐渐发挥经济效应的过程袁其本质是一个技术

创新与环境相互影响尧 相互作用的互动演化过程遥
从微观机制来理解袁技术创新扩散包括野扩冶和野散冶
两个方面遥 所谓野扩冶是指技术创新主体通过自身规

模的扩张而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应用该技术创新袁
不断发挥和扩大该技术创新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

响遥 例如对一个产品创新成果袁由技术创新主体渊比
如企业冤不断扩大这种产品的生产规模袁如果该企

业生产多种产品或者从事多种经营袁这可能是通过

新的活动替代旧的活动来进行袁也可能是通过吸引

新的资源来扩张该创新产品的生产规模实现袁总之

最终会使这种产品在市场上的覆盖面和占有率越

来越大袁对该产品的社会需求不断得到满足遥 所谓

野散冶袁是指技术创新成果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或传

播袁其本质是一个学习过程遥 一项技术创新从一个企

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袁从一个经济体传播到另一个

经济体袁不断地在不同企业尧不同产业尧不同区域和

国家得到复制和应用袁都是技术创新野散冶的表现遥
渊二冤技术创新扩散的两种演化机制

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成果虽然近些年来在不

断增加袁甚至有从技术创新研究中分离出来形成一

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之势袁但从演化理解视角对

技术创新扩散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遥
正如纳尔逊和温特所言院野在我们所知道的研究里袁
都没有试图一起考察创新者的扩张和模仿者的双

重作用袁这也是令人十分惊讶的遥 冶[3]

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出发袁技术创新的野扩冶和野散冶
是二个完全不同的微观过程袁意味着二种截然不同

的演化机制遥 技术创新的野扩冶依赖于技术创新个体

自身规模的扩大袁并不涉及到不同个体间的学习和

模仿袁预设了个体的停滞袁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达

尔文自然选择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袁笔者称之为作

为野自然选择冶过程的技术创新扩散遥 后者则主要依

赖于技术创新系统中不同主体间的学习和模仿袁预
设了个体的发展袁 强调人类学习能力的重要作用袁
往往被认为是生物进化与技术变迁之间最主要的

区别之一袁笔者将之称为作为野适应性学习冶过程的

技术创新扩散遥
作为野自然选择冶过程的技术创新扩散强调的

是技术系统由于各种技术个体适应度不同而产生

的份额组合的演化袁高适应度的技术将不断扩大自

身规模和比重袁低适应度的技术则会不断萎缩直至

消失袁描绘的是技术群体的变化发展袁对应的是群

体动力学遥 现实世界中袁 技术创新扩散的 野自然选

择冶机制中的具体选择机制主要包括市场选择和政

府选择尧文化选择等非市场选择遥 市场选择机制以

经济利益为中心袁以利润率为适应度标准对所有参

与市场的技术进行甄别袁技术创新能否被选择取决

于市场评价袁直接反映和体现消费者需求袁这有助

于消费者福利的增加袁具有需求导向性尧客观性和

低成本性等优点袁应当在技术创新选择过程中发挥

主导作用遥 但是袁市场选择以经济利益为唯一标准袁
带有短见性和盲目性的明显缺陷袁有可能导致路径

依赖和市场锁定于劣技术的结局遥 因此袁作为野自然

选择冶过程的技术创新扩散并不能单纯依赖市场选

择袁需要与政府选择尧文化选择等其他非市场选择

机制积极互动和有机结合遥
作为野适应性学习冶过程的扩散强调的是技术

创新在不同主体间的传播演化过程袁技术主体通过

满意判断尧技术信息搜寻尧内化技术知识尧技术创新

模仿和创新惯例化的一般野适应性学习冶过程使自

身不断演化和发展袁[4]描绘的是技术个体的变化袁对
应的是个体动力学遥 技术创新扩散野适应性学习冶过
程的每个阶段都对技术主体有一定的知识存量和

能力要求袁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基础的主体

才能成功地完成技术创新的模仿和学习袁每一阶段

的知识存量和能力不足都可能导致技术创新扩散

的中止遥 除技术主体因素外袁适应性学习过程能否

顺利完成还受到技术自身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袁完
善技术创新扩散的野适应性学习冶机制不仅需要理

解技术创新扩散的野适应性学习冶的 5 个阶段袁也需

要综合考虑影响学习过程的各种因素遥
三尧技术创新扩散两种演化机制的关系

技术创新扩散的野自然选择冶和野适应性学习冶
二种机制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逻辑关系袁在技术创新

现实过程中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袁以至于不少学者

都未能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遥 正如弗罗门指出的院
野看来西蒙是把这两个机制混为一谈了袁 就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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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的袁那是一个多么常见的疏忽呀浴 甚至温特

也搞混了这两种演化机制遥 冶[5]渊P159冤事实上袁这两种演

化机制既有紧密联系袁但也有明显差别袁从理论上

对二者进行区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扩散

的微观机制与客观过程遥
渊一冤野自然选择冶和野适应性学习冶机制的区别

自然选择与适应性学习都涉及现有物质的复

制渊或称再现冤袁并且都需要通过互动反馈环节来运

行袁有着相同的野向后看冶而非野向前看冶的运行模

式袁即都是通过已经实现的尧过去行为产生的结果

来发挥作用的袁因而都是一种演化的机制遥 [6]但是袁
这并不是说二者的功能是相同的袁适应性学习与自

然选择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明显不同院
首先袁 适应性学习机制暗含了个体的改变袁而

自然选择并不需要以此为暗含条件遥 个体在学会可

以导致满意结果的方式的意义上典型地改善了他

们的行为袁 或者说个体是被预设为不断变化发展

的遥 学习主体通过事后反馈认识到什么样的行为方

式能够产生满意的结果渊奖励冤尧什么样的方式不能

产生满意的结果渊惩罚冤袁最终会形成一种新的行为

模式遥 适应性学习带来的结果与自然选择相比较而

言属于另一个层次袁自然选择在一个群体层次上产

生了改变袁而适应性学习则在个体层次上产生了改

变遥 正如笔者前文中已经论及的袁自然选择机制作

为一种解释性概念袁它预先假设了个体的停滞和稳

定袁 即预设了群体中的个体具有稳定的可遗传特

征遥 用达尔文主义的术语来讲袁基因信息因为野魏斯

曼屏障冶的作用从而是基本稳定和惰性的袁个体被

认为是稳定的和不发展的渊注意将此和生物个体的

生长发育区别开来冤遥 适应性学习却恰恰相反袁它解

释了个体的非稳定性袁解释了个体行为模式的改变

和发展遥 如果说自然选择改变的是群体内的个体遗

传特征的集合袁那么适应性学习改变的是个体遗传

特征袁前者涉及的是群体动力学概念袁后者涉及的

是个体动力学概念遥
其次袁与自然选择有所不同袁适应性学习要求

学习主体野记录冶渊Register冤各种行为模式与其所产

生的结果渊满意化程度冤之间的关系遥 这种行为模式

及其结果关系的野记录冶是适应性学习过程赖以完

成的必需中介遥 但需要说明的是袁这种野记录冶并不

需要以对因果关系原理的认知理解为基础和前提袁

虽然有意识的原理认知有助于学习主体进行行为

模式与结果因果关系的野记录冶袁也就是说袁因果关

系原理虽然大大有利于因果关系野记录冶袁但野记录冶
并非一定要以原理认知为前提袁就如同我们使用相

机记录画面但并不需要理解其工作原理一样遥 但

是袁在自然选择演化机制中袁则根本不需要野记录冶
这样一个中介袁复制成功的差别被直接传递到群体

基因频率的改变中袁群体的变化直接表现为因为适

应度差别而产生的基因频率的改变袁野记录冶中介没

有必要存在遥 具体到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袁作为野适
应性选择冶的扩散要求技术主体对各种技术采用及

其产生效果的关系有所野记录冶袁以此为基础进行判

断和选择袁学习行为与该野记录冶紧密相关遥 而作为

野自然选择冶的扩散其实并不需要这种野记录冶袁技术

及其效果的因果关系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技术市

场份额的变化上遥
再次袁适应性学习对适应性差的变异渊创新冤的

淘汰与自然选择有所不同遥 自然选择的淘汰是强制

性的袁那些无法适应选择环境的个体逃避不了自然

选择的严酷后果袁它们不能获得复制成功或复制成

功率低袁最终难逃灭绝的结局遥 经济生活中袁那些不

能获得利润的技术创新渊变异冤最终将会被清除出

市场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阿尔奇安尧弗里德曼尧
贝克尔等人坚持认为自然选择能够产生标准的新

古典结果遥 [5]渊P47冤但是袁自然选择只是经济变迁的演化

机制之一袁在适应性学习过程中袁对于学习主体而

言袁不能产生满意结果的行为模式可以通过降低期

望水平来加以维持和拯救遥 如此一来袁不满意的结

果可能变成满意的遥 也就是说袁适应性学习演化中袁
对于非适应技术的淘汰和清除是可选择的袁行为主

体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袁这与自然

选择有着明显不同遥
最后袁适应性学习与自然选择复制成功的标准

有所不同遥 自然选择中袁复制成功的标准就是更高

的基因占有率袁这对于群体中所有的个体而言都是

相同的袁因而这个标准可以被认为具有客观性遥 具

体经济生活中袁拥有一定的物质资源是经济主体维

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袁不管经济主体主观上是否追求

利润最大化袁为了能够继续在市场中生存袁它们就

必须获取一定的物质资源袁否则终将被淘汰遥 但是袁
在能够维持生存的基础上袁适应性学习的经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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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拥有不同的期望水平袁并不一定追求最大

化袁而是追求野满意冶袁经济主体完全可以有不同的

动机和目标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相对于自然选择中

的相对频率客观标准而言袁在适应性学习中复制能

否成功的标准有着相当程度的主观性质袁主观能动

性在适应性学习演化中的作用非常重要遥
渊二冤野自然选择冶和野适应性学习冶机制的联系

自然选择与适应性学习是二种迥然不同的演

化机制袁前者典型地产生了群体层次的改变袁后者

典型地产生了个体层次的改变袁在技术扩散过程中

两种演化机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袁对二者不加区分

容易造成理论上的错误和混乱袁但将二者完全割裂

而无视其紧密联系同样是不可取的遥 在纳尔逊要温

特渊1982冤的经典著作中袁两种演化选择机制被假定

为具有不同的时间范围袁即假设自然选择机制启动

滞后于适应性学习袁只有在学习过程结束后自然选

择才发挥作用遥 但是袁这种假设仅仅是为了模型处理

的方便袁并不切合实际遥 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袁自然

选择与适应性学习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袁二者不仅在

时间维度上难分先后袁在空间维度上也难分你我遥
现实的情况是袁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袁自然选

择机制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袁每一个技术个体都

面临着一定的市场选择尧政府选择尧文化选择和自

我选择袁这些选择机制都同时发挥着改变技术群体

中个体频率组合的作用袁推动着技术系统的演化和

发展遥 各技术主体的适应性学习过程也时刻在进行

着袁总是处于不断的满意判断尧信息搜寻尧内化知

识尧创新模仿尧惯例化和再次满意判断的学习过程

之中袁而非发生于自然选择之前或之后遥 作为个体

动力学的适应性学习与作为群体动力学的自然选

择同时发挥作用袁时间上难分先后遥 而且袁技术创新

扩散的自然选择机制发挥作用时袁在某种技术创新

因适应度高而不断扩张其自身比例渊如某高新技术

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冤的过程中袁该项技术创新一般

而言并非一成不变的袁而是会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得

到改善和发展袁或者说个体并非停滞的袁而是伴随

着一定的适应性学习过程曰同样的道理袁适应性学

习过程也常常伴随着自身市场份额的扩张遥 因此袁
现实世界的技术创新的野扩冶和野散冶往往是交织在

一起的袁不仅时间上不分先后袁空间上也难分你我袁
不能截然分割开来遥

四尧结语

技术创新出现后袁需要借助扩散才能不断发挥

经济效应遥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袁技术创新扩散包括

野扩冶和野散冶两个方面袁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演化

机制袁即野自然选择冶和野适应性学习冶机制遥 正是由

于技术变迁过程中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的共同

作用袁而非自然选择的单独作用袁人类才能获得比

生物进化快速得多的技术进步速度袁才能获得快速

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遥
技术创新扩散的野自然选择冶和野适应性学习冶

两种演化机制在对个体的假设条件尧是否需要野记
录冶中介尧对适应性差个体的淘汰和复制成功的标

准上均有所不同遥 但是袁二者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

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袁相互交织袁时间上不分先后袁
空间上难分你我遥 完整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理解和

完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政策需要综合两种演化机制袁
不可偏废和混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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