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缄默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互动转化

根据知识能否清晰地表述和有效的转移!可以

把知识资源可分为显性知识"!"#$%&’( )*+,$-./-#和

缄默知识"(0&’( )*+,$-./-$%显性知识又称编码化知

识"&+.’1’!. )*+,$!.2-$!可以比较容易地整理&编码!
具有单一的含义和内容% 缄默知识是很难编码&隐含

的知识!它往往被偶然发现!并且这种知识不能和

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地分开% 缄默知识3(0&’(
)*+,$!.2!4是当代知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野中郁

次郎"567080 98:;%<6$认为缄默知识与显性知识之

间是可以互动转化的! 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过

程!并提出了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简称为 =>?9 模

型"(@- =>?9 A+.-$$’"B$社会化"=+&%0$%C0(%+*$% 从

缄默知识到缄默知识!也是个体交流共享缄默知识

的过程% 用(社会化)一词主要是强调缄默知识的交

流是通过社会或团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来进行的% 最

常见的就是工厂和学校中惯用的(师徒模式)% *D#
外在化*>"(-<*0$%C0(%+*#% 从缄默知识到显性知识%
通过努力!个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缄默知识转化

为显性知识!并将之传授给他人% 外在化是知识创

造的关键!因为知识的发展过程正是缄默知识不断

向显性知识转化和新的显性知识不断生成的过程%
这个过程常需要使用一定的技术来帮助个体将自

己观点和意象外化成为词语&概念&形象化语言*如

比喻&类比或描述#!或者图像% *E#融合化3?+FG%H
*0(%+*#% 从缄默知识到显性知识!是一种把概念综

合成知识系统的过程% 这个知识转换模型包括组合

不同显性知识躯体% 个人抽取和组合知识的方式是

通过文献&会议&电话交谈等媒体!或计算机通信网

络来实现! 学校中的教育和训练通常采用这种形

式% *I#内在化*9*(-<*0J%C0(%+*#% 从显性知识到缄默

知识!是把显性知识应用为缄默知识的过程% 内在

化意味着新创造的显性知识*组织知识#又转化为

组织中其他成员的缄默知识% 经过融合过程!新知

识得以在组织成员间传播% 组织中的成员接收了这

些新知识后!可以将其用到工作中去!并创造出新

的缄默知识% 内在化与通过做来学习密切相关!是

一个(干中学)和(用中学)的过程% 这四个模式互为

一体&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企业组织知识创新与积

累的机制% 野中郁次郎认为组织知识创造是缄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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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显性知识持续互动的结果!组织本身不能创造

知识!个人的缄默知识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础" 缄

默知识经过社会化#外在化#融合化和内在化四个

阶段!实现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知识的传

递!并最终又产生了新的缄默知识" 知识的转化#传

递和创造是一个动态的#递进的过程!当个人的缄

默知识完成一次知识螺旋运动并转化为新的缄默

知识时!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知识螺旋"
二!缄默知识是产业集群更重要的知识资源

产业集群内大量同质化企业的存在使集群内

部进行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产业

集群内部存在着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两类知识" 与

显性知识相比! 缄默知识是更重要的知识资源!在

企业的知识管理中占绝大部分!它具备即时产生和

实践中的特征! 适应了知识经济下技术更新迅速!
创新速度加快的趋势"

$缄默知识论%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非编码化

知 识&缄 默 知 识’的 传 播 和 扩 散!从 而 促 进 技 术 创

新"持该观点的学者主要用不同类型的知识传递的

特征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但由于交通通讯及信

息技术的发展!显性知识易于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交

流与扩散!基于这类知识之上的创新活动通常对区

位选择的要求相对不是特别严格" 然而!占据整个

集群知识的绝大部分且对创新极为重要的是不能

编码#难以扩散的缄默知识!它是由集群成员长期

以来所共同经历的生产过程#时间#心理和认知体

验构成的!集群创新主体之间通过人员流动与私人

之间的交流等形式建立稳定和持续的关系!为组织

内部及不同组织之间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准确#快速

地传递与扩散提供了基础条件!从而形成了集群缄

默知识! 并且这种知识在集群空间上具有粘滞性"
这类知识通过教育学习不是那么容易传播!它们通

常隐藏在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脑中 !个人属

性极强" 通过区域内的人才流动!通过在实践中积

累经验获取隐含知识! 而不必要首先经历学习!掌

握编码化知识后再应用到实践中去!形成学习!创

新!竞争优势的不断演化的自我激励动态过程!通

过在$干中学%使得隐含经验类知识在整个地区传

播开来" 根据阿罗&"##$% &!’()*’建立的$边干边

学%模 型!他 认 为 边 干 边 学 是 经 验 的 产 品!经 验 具

有递增的生产力!随着经验的积累!单位产品成本

随生产总量递减" 所以在扩大资本投入的同时!知

识水平也随之变化!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就有可能

出现递增收益" 缄默知识也常常具有社会根植性"
它与企业家特殊的生活环境#历史根基以文化蕴涵

有关!存在于特殊的地区或企业里"一方面!区域内

长期形成的合作关系和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有利于

知识的传播和扩散!促进了创新(另一方面!缄默知

识和交互作用的思想在地理上的不断集聚!增加了

企业外部学习的机会! 促进了信息的循环和反馈!
加快了技术转移#扩散的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推

动 了 创 新 " 托 林 和 考 夫 曼 &+$,-./012&34563007
8(((’ 在对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时曾得出结论)$知

识的溢出构成了集群创新能力的本质特征%" 缄默

知识的流动只有具有共同实践和专业化技能的专

业人士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实现!集群中地理上的靠

近提供了这种可能" 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知识

机构#中介机构之间!由于地理上的靠近性和经济

上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产生知识外溢!促进了相

互间的模仿!降低了创新成本!加快了创新"为了提

高创新收益!创新主体需要在地理上与相关知识源

邻近从而能够与之进行频繁互动来获得所需的缄

默知识" 这一逻辑在费尔德曼&9:.,630!8((;’的

创 新 地 理 学#伦 德 维 尔&<40,=3..!8((*’的 互 动 学

习论以及冯*希培尔&>$0 ?/@@:.!8((;’的$黏性信

息%&A-/BCD E05$#63-/$0’概念中都有所体现" 希培

尔认为在信息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黏性信息!这些

信息因为转移的交易成本过大而难以转移"缄默知

识的存在是技术转移中$知识黏性%的一个重要原

因"表现为技术诀窍#经验#技能等的缄默知识由于

其难以言说#难以编码等特征!很难以专利技术#设

计图纸或者关键设备等形式进行流动!而只能依赖

于开发者个体实现流动! 这往往使其转移成本很

高!制 约 和 影 响 着 技 术 转 移" 杰 夫&F355:78(()’认

为)知识溢出是指模仿者通过与知识创新者之间的

信息交换而获得知识G知识收益H!而知识创新者却

没有得到直接的补偿!或所得补偿低于创新知识的

价值" 杰夫的研究还表明!知识溢出更可能在地理

上相互靠近的地区内发生!而不是跨区域的自由流

动"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交流!能激发新思想#新方法

的产生和应用!促进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使新产

业和新产品不断涌现" 在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中!
知识和信息在上下游之间可以迅速而准确的传递!
同时上下游之间的合作也由于地理上的接近而变

!"



得更加容易!这样的合作使得分散的企业实质上合

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更加具有创新能力和更加灵活

的整体! 正是这种集群内知识的外溢效应"使得企

业能够最大程度的获取技术创新所需的各种知识"
从而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犹如#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进行"大大加快了创新的速率"这反过来又使

得整个集群的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一个极强

的正反馈过程% 通过非正式交流"缄默知识在集群

内企业之间得以传播" 形成区域性的缄默知识"由

于这种缄默知识根植于区域内共同的社会文化背

景"集群外的企业不能轻易模仿"因此它成为整个

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在集群内部"知识溢出机制的

存在以及非正式交流网络的形成"强化了相关行为

主体间的知识整合与碰撞效应"激发和聚集了集群

内部的创新活动"使集群在有限的空间内积聚高密

度的创新活动! 帕士和尤萨&!"#$ "%& ’("$)*+,,’
的研究表明"创新比生产具有更高的集聚程度% 近

来学者开始注意到由于创新所涉及的知识类型不

同" 不同的产业在集群化程度和形态上存在差异%
-"..$%#"/0"12 等 &*++3’指 出 456 存 在 区 域 上 的

外溢效果"企业选择 456 中心地点亦偏向考虑其

他厂商选择研发的区位"这种 456 区位聚集的原

因可归诸于技术整合复杂性与技术变迁的复杂性%
相关研究指出"产业 456 活动区位主要偏向于生

产活动的地点"就在于求取 456 与生产密切的互

动关系与外溢效果% -"..$%#"/0"12 等&7,,8’发 现

企业技术源在空间上接近程度随着学习难度()
以技术复杂性和合成复杂性衡量**的增加而提

升"那些涉及新兴技术和复合技术的创新活动尤其

具 备 地 理 集 聚 的 内 在 动 力 + 巴 普 提 斯 塔 和 斯 旺

&9":;$(;" "%& <="%%>8??@’也曾指 出"技 术 的 可 编

码化程度越低" 相关创新主体的地理集聚就越迫

切! 也就是说"产业的聚集程度与技术的复杂程度

正相关"与技术的可编码化程度负相关! 上述观点

很好地解释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 比如"计

算机产业的集聚是因为跨行业效应的存在**创

新活动的关键界面位于不同行业的企业间"所涉及

的技术知识是多元的,生物科技产业则倾向于在知

识中心&大学-公共实验室’附近集结**创新活动

的关键界面在产学研之间"所涉及的知识处于不断

更新中!
三!缄默知识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成功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变量

AB-6&8???’认为"当代技术创新活动是在生

产厂商和用户在交流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的互动

过程中不断向前推动的! 同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
技术创新就是用知识生产新知识"技术创新是通过

企业内外知识的识别-获取-流动转化形成的% 那

么"如果把技术创新视为是一种重要的知识创造过

程"技术创新就成为知识创造主体"即在一定环境

条件下"充分创造-利用和扩散组织内外缄默知识

与显性知识的一系列活动的综合%
产业集群作为新经济形式下一种极具活力的

产业组织形式"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创新所需的组

织架构-产业文化基础-知识积累和扩散的内在机

制"并形成了技术创新的系统优势% 产业集群作为

现代企业外部网络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技术创新方

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种优势表现在/产业集群创

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良好氛围,产业集群是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的有效载体,产业集群提供了技术创新

的一种有效的支持网络,产业集群提供了加快企业

技术扩散的有效渠道% 产业集群中的技术创新能有

效地提高集群的竞争力"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推

动力量% 缄默知识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而产业集群是技术创新的有效形式"因

而缄默知识就成为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成功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变量% 技术创新过程是从根本性创新开

始"经历渐进性创新"然后再进行根本性创新组成

的螺旋发展过程% 如果核心产业出现根本性创新"
并且创新与区域因素结合"例如创新依托于大量的

缄默知识"形成移植的障碍"出现产业集群的概率

会大大增加% 产业集群一旦形成"会诱发大量的渐

进性的技术创新"促进该地区的迅速发展"经济发

展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刺激创新" 从而进入良性循

环"形成高效的区域创新系统"形成产业集群% 例如

半导体技术的出现"衍生了大量的公司"又出现了

大量的渐进性创新"直接推动了硅谷的繁荣% 王缉

慈C7D,8E认为"从创新学的角度看"产业集群内相关

企业集聚可以促进专业化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尤其

是缄默经验类知识的交流"能激发新思想-新方法

的应用"促进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从而不断创新%
在产业集群的环境下"相关产业企业在地理上集聚

而居"有利于企业间进行经常互动交流"而且在长

期互动中还渐渐形成与地缘-亲缘相关的人文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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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植根性魏江!!""#"# 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
产业集群的地理接近和社会根植性等特征为企业

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渠道$使得缄默性知识更易于转

化为显性知识# 因此$产业集群不但有利于集群企

业之间的知识转移$同样也促进集群企业之间的知

识溢出# 集群环境下大量知识溢出活动加速了知识

在企业间的流动$ 也为企业间的学习提供了便利#
产业集群中知识传递的显著特点在于缄默知识的

大量溢出# 缄默性知识的溢出载体主要是个人# 集

群企业内部的个人可以分为高层团队%关键管理和

技术人员%一般人员和熟练工人$而且越是高层的

和关键的人员$其掌握的知识越丰富%越具有稀缺

性$ 以他们为通道溢出的知识也就越具有经济价

值# 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认为区域内知识扩散能力

是产业集群竞争力优势的重要部分# 企业地理集中

会产生一种&网络’效应$就是指企业之间的面对面

的交流机会# 产业聚集形成了一个特定人才库$并

且有技术创新者$有技术应用者# 这个系统对于缄

默知识的交流是很重要的条件# 因为特定人才聚集

在一起$技术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促进了缄默知识

的扩散# 如何把缄默知识显性化对于企业技术创新

的成功非常重要# 只有通过显性化的过程$企业中

的个体知识才能转变为组织拥有的知识# 所以知识

经济条件下$企业技术创新和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

重要关键就是将个人拥有的缄默知识转化为组织

拥有的显性知识# 我们知道$技术创新是学习知识%
转化知识的过程#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

力#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是包括 $%& 活动%设计%生

产%市场投放以及与此相关的管理活动等的一个完

整过程# 在知识经济中$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是

互动并双向循环的集体化学习过程$是信息流动与

企业内外部资源知识的融合过程$本质是&知识(
技术(工程化(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 由于技

术知识资源具有专用性%隐含性%生成性%累积性%
路径依赖性%更新性%组织依赖性%转移成本和收益

难以独占性等特征$增加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过程

效率和效益的难度# 缄默知识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

的关键环节(((创新研究开发’$%&(阶段具有重要

的作用$那就是缄默知识对企业新产品的开发设计

具有促进作用$缄默知识对企业新产品试制起一定

的决定作用# 同时$产业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是一个知识积累过程$而集群知识积累是一个动态

性和途径依赖性特征结合的过程# 集群通过各种互

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集群学习获得的知识以

动态增长的方式不断积累$同时$由于集群以往积

累的知识会对其以后的技术活动选择产生影响$从

而使集群知识存量表现出具有途径依赖性的动态

增长过程# 因此$集群学习就构成了获得创新所需

知识的有效途径# 创新所需知识除显性知识外$还

有缄默知识# 在产业集群中$本地化知识大量以缄

默知识的形式存在于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技术创新

通过在&干中学’而得到传承# 产业集群为企业提供

更多的创新机会$而基于共同文化基础的企业通过

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可以促进知识特别是缄默知

识的交流和传播# 由于空间的聚集使交流变得相对

比较容易$从而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 而且产业集

群内部知识具有企业特性和集群特性兼容性# 产业

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增长是以成员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增长为前提的$产业集群成员企业拥有具自身

特点的知识$是构成该成员在产业集群内部得以生

存和发展的前提# 但产业集群内部的知识更具有集

群特性$由集群学习的社会性互动$使嵌入在产业

集群内部的知识赋予了集群特性$由此$使产业集

群内部成员对知识学习更为快速和低成本$但对于

产业集群外部组织$却具有不可模仿性# 此外$它们

在长期合作中可以鼓励创新的特有的创新文化$使

得许多知识%经验%信息便于传播$特别是缄默知识

由于空间的接近$使得非正式交流成为其最有效的

方式# 对产业集群内企业知识管理是解决企业技术

创新过程中效益和效率问题的有效手段# 缄默知识

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源泉$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缄默知识显性化$ 即充分发掘和应用这些知

识# 知识管理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对现存的%零散

的%片段的知识按照一定的目的或者用途$来进行

归集%分类和分析$以便将其提升到可以和谐运作

的层面上来# 在集群环境下的知识管理$由于存在

上述的特性$所以也有着不同于一般环境下的知识

管理的独特步骤# 在产业集群中$相对成熟的知识

在网络中流动和扩散$ 并在有效的协同环境下$被

不同的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加以吸收和改进# 存在

于人们头脑中的和隐藏于习俗下的缄默知识往往

是精华所在$所以有必要对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

的和隐藏于习俗之下的缄默知识进行充分的挖掘$
并经过细致的筛选和加工形成企业的显性知识# 由

!"



于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使得知识技术在集

群内可以充分流动!而这种流动反过来又进一步促

进知识技术的发展" 由于产业集群内部存在集群学

习!尤其是缄默性知识学习" 而且!这种学习主要通

过非正式网络完成" 正是由于正式或非正式互动学

习的存在!使得集群内部各个成员的研究开发活动

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了集群成员创新水平

的提升!而且这种有形或无形的创新网络在不断的

联贯中得以强化! 产生成员之间更为密切的互动"
这样!在产业集群内的上下游企业也能使知识在上

下游的工序中得到共享!使得上下游结合式的创新

成本降低"
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动力" 技术创新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 产业

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也是一种复杂化网络模式!创

新过程不同阶段彼此之间通过信息技术直接进行

信息#知识和技术积累的传递和分享" 企业技术创

新过程各个阶段的人员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缄默

知识和显性知识针对技术创新过程提供的关于创

新工作进展的信息!向创新系统提出自己的建议和

想法!不断修正正在进行的创新活动" 这样!企业在

技术创新过程中!其知识库能够不断整合创新过程

中的知识流!从而增加创新成果的知识含量" 产业

集群内通过交易网络#技术网络#社会网络所构成

的集群内复杂而紧密的网络! 模糊了企业的边界!
提高了集群内企业间的知识与人才的流动!使创新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享!同时产业集群内由

于大量生产同一产品企业的存在!以及相关辅助企

业的集群!使集群内企业的关系呈现既竞争又合作

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其他区域内更强烈#更密

切"
产业集群与知识和技术扩散之间存在着相互

促进的自增强关系" 知识资源可分为显性知识和缄

默知识两类!其中占据整个知识绝大部分且决定创

新能力的是后者" 比较两类知识传播的途径!前者

从思想# 理论的成熟到正式传播需要较长时间!往

往相对滞后!后者甚至在启蒙或构思阶段就可以通

过网络关系!$面对面% 地交流扩散与进一步提炼&
同时一些重要类型的知识通常具有非正式#隐含的

特性!这种知识不能和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

地分开!且难以编码化#难以通过正式的信息渠道

传播" 在产业集群区域内!大量从事相似或相关产

品生产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企业间在经济#技术#知

识等方面的联系十分密切!具有许多正式或非正式

的信息交流渠道和良好的互动学习氛围!这不仅可

以加强显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而且更重要的是可

以加强缄默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并通过缄默知识的

快速流动进一步促进显性知识的流动与扩散" 当一

种技术处于其其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时!通常具有

较高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在这种条件下!缄默知识

对新技术的应用或传播是非常关键的" 产业集群内

由于同类企业较多!竞争压力激励着企业的技术创

新!也迫使员工相互攀比!不断学习&企业间邻近!
带来了现场参观#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种学习#竞

争的区域环境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集群内领先

的企业会主导产业技术发展方向!一旦某项核心技

术获得创新性突破!在集群区内各专业细分的企业

很快会协同创新!相互支持!共同参与这种网络化

的创新模式" 事实也已经证明!产业集群内知识和

技术的扩散要明显快于非集群化的企业" 尽管产业

集群在知识的移转和扩散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

是由于各个产业集群在专业领域# 劳动力市场#环

境#社会网络#成熟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加

之创新这个渐进过程中上述其他重要因素的共同

作用! 其对产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因

此!我们在产业集群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要予

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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