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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双重知识网络嵌入
与协同创新绩效
曾凡益，青平 *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协同创新是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实现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消费有效衔接和农
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湖北、江西和浙江 3 省 358 家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运
用多层次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分析方法，分析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
新绩效间的关系，探究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和
协同创新绩效处于较高水平，双重知识网络嵌入、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均处于中等水平。地理集中度、
双重知识网络嵌入、资产专用性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环境不确定性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农产
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双重知识网络嵌入在地理集中度与协
同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资产专用性正向调节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环境不
确定性负向调节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双重知识网络嵌
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存在联合调节效应。因此，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要加强与集群内外部企业合作创
新，注重数字技术设备的投入和更新，构建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善于发现不确定性环境的发展机遇，
实现高质量协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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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ZENG Fan-yi, QING 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scale production and
large-scale consump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a micro survey data of 358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in Hubei, Jiang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ulti-leve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bootstrap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and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sset specificity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are
at a high level, while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asset specificity,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re at a
medium level.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and asset specificity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t.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positively affect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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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sset specific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Meanwhile, asset specificity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jointly moder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refore,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rms of
cluster, pay attention to the input and renewal of digital technology equipment,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ased
on knowledge resources, grasp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high-qual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asset specificity;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我国农产品流通面临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
矛盾，农产品供应格局总体呈现总量平衡和丰年有
余，但仍然面临诸多的供求困境，主要表现为局部
的供求失衡带来的农产品滞销、价格周期性波动和
不对称带来的“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双重困
局 [1]。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以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关注点，明确提出要实
现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农产品流
通现代化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振兴的关键
要义，也是农产品价格稳定和质量安全等国计民生
的重要内容。实践表明，电子商务的出现为农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和流通各环节有机整体的构建提
供了可能，是小农户与大市场实现高质量对接的有
效途径 [2]。农产品电商集群作为电子商务与农业农
村农民结合形成的新兴发展模式，是推动农村地区
经济增长和促进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和重
要方式，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在数量增长、空间分
布和交易额等方面都呈现裂变式增长、集群化发展
和大规模复制的特点 [3]。当前，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和数字化变革的发展打破了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的
管理边界，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依靠内部资源独立
进行创新管理已经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协同创新管理成为整合内外部资源、协调内外部利
益、提升创新效率的关键举措。
基于产业集群理论，地理集中度是企业有效
获取外部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的重要战略手段。学
术界普遍认同集群地理集中度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
响，但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有
学者提出产业集群地理集中度直接导致协同创新绩
效的提升 [4]，但也有学者认为地理集中度对协同创
新绩效不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是基于产业集群建
立起来的强关系网络 [5-6]。已有关于地理集中度与
协同创新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给本文较大的启发，然
而双重知识网络嵌入的引入为集群企业协同创新研
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分析视角。已有研究主要关

注地理集中度对协同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忽视中
介机制的探究，对地理集中度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影
响机制的探讨也大多停留在理论演绎和案例分析。
知识资源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核心要
素，关于集群内知识资源嵌入对协同创新的影响路
径研究较少 [7-8]。数字化变革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
的进步使得线上知识资源在创新发展中的驱动作用
尤为明显，关于线上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
关系的探讨较少 [9-10]。本文还深入剖析情境因素对
地理集中度、双重知识网络嵌入和协同创新绩效关
系的影响。资产专用性反映企业内部有形资源和无
形资源的投入与占有状况 [11]，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作
为企业获取知识资源的关键途径，受到专用性资产
的影响。同时，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知识
资源转化的过程和效果 [12-13]，影响企业双重知识网
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因此，为了进一步
厘清地理集中度、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
效间关系的作用边界，将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
性两个情境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
本文以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湖
北、江西和浙江 3 省为研究区域，利用 358 份实地
调研数据，构建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
双重知识网络嵌入、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与
协同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分析框架，采用多层次回归
分析和 Bootstrap 分析方法，分析农产品电商集群企
业地理集中度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检验双重知
识网络嵌入的中介作用，探讨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
确定性的独立调节作用与联合调节作用。研究充实
了产业集群与协同创新的理论研究空间，以期为农
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实现协同创新管理和我国农业实
现高质量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与协同创新绩效
集群是相互联系的机构和组织聚集在一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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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集合 ，我国农产品电商集群主要表现为各
县市的电子商务产业园 [14]。本文关注微观层面的农
产品电商集群企业，采用地理集中度来刻画集群，
将其操作化为企业间的地理距离。学术界关于协同
创新绩效的概念界定缺少统一的标准，解学梅等 [15]
提出狭义的协同创新是两个或以上企业共同开展新
产品研发和新技术开发而建立的合作关系，广义的
协同创新是两个或以上企业通过知识共享和技术转
移活动进行创新行为而形成的稳定合作关系 [16]。本
文从协同性和创新性两个维度界定协同创新绩效。
早期研究主要探讨距离（或位置）对营销组合
决策和分销渠道设计的影响，重点关注买卖双方的
空间分布和物流成本。近期研究探究了地理集中度
对企业关系的作用，发现地理距离接近的企业面临
着较低的交易成本，创新效率较高 [17]。地理集中度
是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提升协同创新绩效的有效途
径，首先，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依赖于地理和气候
自然资源，呈现地域分布特征，特殊的地缘关系是
企业间建立协同创新关系的基础。其次，农产品电
商集群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数字技术信息环境，
集群为企业间数字技术知识和互联网市场信息的交
流提供了场域支持，是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管理的关
键支撑。第三，地理上接近的企业容易产生模仿行
为和协同效应，有利于企业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运
营的协同创新效率 [14]。因此，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
地理集中度对其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2 双重知识网络嵌入的中介作用
网络嵌入性是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及主体间的
关系，包含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和认知嵌入三个维
度 [18-20]。魏江和徐蕾 [21] 提出产业集群企业知识网
络嵌入包含本地知识网络嵌入和超本地知识网络嵌
入两个维度。王新华等 [22] 提出互联网时代的知识
网络既嵌入企业间实体互动的线下网络中，也嵌入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线上网络中，将双重知识网络嵌
入界定为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和线下知识网络嵌入两
个维度。
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会提升线上知
识网络嵌入程度，进而提升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地
理集中度降低了有形物资运输的交通成本，缩小了
信息搜索范围，有利于企业突破本地知识网络的资
源限制，实现异质性信息的共享，提升线上知识网
络嵌入的深度和广度 [23]。线上知识网络嵌入有利于
实现实时沟通，增强沟通协调效率，优化显性知识
共享的速度，实现高效协同创新管理 [24-25]。因此，
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在地理集中度与协同创新绩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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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介作用。
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会提升线下知
识网络嵌入程度，进而促进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地
理距离的接近增加了企业面对面交流频率，增强了
线下实体互动，有利于合作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而
促进本地知识的传递，提升线下知识网络嵌入的强
度和密度 [26]。线下知识网络嵌入有利于企业隐性知
识共享和发掘集群本地优势，促进企业突破内部资
源限制的壁垒，利用更少的学习成本实现更高效的
技术交流和知识共享，实现企业本地隐性知识和超
本地显性知识的协同创新管理 [27-28]。因此，线下知
识网络嵌入在地理集中度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发挥中
介作用。
1.3 资产专用性的调节作用
资产专用性是特定资产能够被重新投入其他用
途或被其他使用者重新分配的可调配性 [29]。专用性
资产投入有利于企业形成独特的资源竞争优势 [11]。
本文关注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资产专用性对知识网
络嵌入和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而将资产专用性
分为无形的人力资产、知识资产和技术资产专用性
以及有形的互联网设备投入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影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
间的关系。资产专用性有利于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
创新绩效正向关系的增强。首先，资产专用性投入
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形成竞争企业难以模仿的核心
竞争力和难以超越的持续竞争优势，强化知识网络
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第二，资产专用
性投资具有锁定效应，有利于降低机会主义行为，
避免寻租耗费，增强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
的正向关系。第三，企业能够依托专用性资产投资
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增强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
绩效的正向影响 [11]。但有学者认为资产专用性投资
的增加导致企业无法将更多的财务资源投入到协同
创新活动中，降低了财务资源的灵活性，不利于协
同创新管理 [30]。然而，本文关注的研究对象为农产
品电商集群企业，企业成立年限较短、规模较小，
尚处于初级创新阶段，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较小，由
此衍生的资产冗余较低，资产冗余带来的负向影响
还未形成。因此，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资产专用性
正向调节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
关系。
1.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强调市场和竞争环境变化的不可
预测性 [31]。营销学界重点关注市场交易环境带来
的不确定性，强调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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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环境波动，其中包括竞争对手策略的易变性、
合作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顾客需求的难以预测
等 [32]。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数字化变革的发展为企
业环境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强化了技术波动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基于复杂性和多变性共生
的互联网环境，将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面临的外部
环境归结为技术波动和市场竞争等不确定性因素。
环境不确定性阻碍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协同创
新绩效的提升，对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
的关系产生影响。首先，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市
场竞争程度较高，数字化技术更新换代快，知识网
络嵌入带来的技术知识共享会产生滞后和延迟效
应，企业无法迅速做出反应，不利于知识网络嵌入
对协同创新效率正向作用的发挥。第二，环境不确
定性较高意味着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机会主义行
为增加，削弱了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正
向作用。第三，企业在面临技术波动大的外部环境
时，为了保证生存与发展，无法兼顾内外部企业的
协同关系，不利于内外部协同创新，知识网络嵌入
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降低。第四，环境不确
定性较高时，企业对环境的感知难度增加，降低了
决策准确性，无法实现知识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的
促进作用 [12-13]。因此，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农产
品电商集群企业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
的正向关系。

1.5 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联合调节作用
企业内部资产专用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对知
识网络嵌入和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组合影
响。郭文钰等 [11] 强调要通过组合的方式探讨在不
同内外部因素配置下的绩效变化，企业在不同的环
境变换中选择相对应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对企业实现
高效协同创新管理至关重要。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
时，企业依靠投资专用知识设备资产创造利润的风
险加大，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不易形成持续
稳定的竞争优势，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的
正向作用发挥不充分 [33]。同时，数字技术变动大，
企业专用性资产更新换代较快，用于知识网络嵌入
的有形设备资产投资成本提高，导致企业用于维护
协同关系和维持创新行为的资金减少，从而削弱了
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正向关系 [34]。因
此，环境不确定会缓解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资产专
用性对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关系的
正向调节作用。即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且资产专用
性较低时，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
正向关系最弱，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且资产专用性
较高时，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正
向关系最强。
综合上述分析，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
度、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
框架如图 1 所示。
资产专用性

环境不确定性

协同创新绩效

双重知识网络嵌入

地理集中度

线上知识网络嵌入

Fig. 1

线下知识网络嵌入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于 2020 年 6—10 月前
往湖北、江西和浙江 3 省 16 个电子商务产业园进
行调研，调研对象为园区内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
问卷由农产品电商企业负责人或主管填写，在负责
人或主管填写问卷之前，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简单的
访谈，确保问卷填写者对企业近一年的运营状况足
够了解，保证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为避免共同

方法偏差和自我报告等问题，研究采用封闭式问题，
并采用配对调研法，即 A 问卷完成农产品电商集群
企业地理集中度、双重知识网络嵌入、资产专用性
和环境不确定性等题项的测量，B 问卷完成协同创
新绩效的测量。2 份问卷要求问卷填写者分别独立
填写。问卷 A 和 B 按照 1 ∶ 1 比例发放，共发放问
卷 480 套，经整理和筛选，回收有效问卷 358 套，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74.58%。样本基本特征见表 1。
2.2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研究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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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类型
性别

年龄
（岁）

企业前 1 年
收入（万元）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选项

样本数

占比（%）

男

312

87.15

女

46

12.85

≤ 25

12

3.35

解释变量

样本数

占比（%）

55

15.36

高中或中专

147

41.06

大专

118

32.96

75

20.95

本科及以上

38

10.62

109

30.45

≤ 25

193

53.91

(45, 55]

131

36.59

＞ 55

31

8.66

员工人数
（人）

(25, 50]

63

17.60

(50, 100]

52

14.53

≤ 50

96

26.82

＞ 100

50

13.96

(50, 100]

116

32.40

≤3

170

47.49

(100, 200]

103

28.77

(3, 5]

171

47.77

＞ 200

43

12.01

＞5

17

4.74

变量名称

协同创新绩效

地理集中度
线上知识网络嵌入

线下知识网络嵌入

资产专用性

JX

DL
OL

FL

ZC

调节变量
环境不确定性

技术使用年限
（年）

布的偏斜度，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对地理距离进行对
数转换来刻画地理集中度，具体方法为 ：

DLι = 1/ ln GLι

SC

（1）

式中，DL 表示地理集中度，是 [0, 1] 之间的连续型
数值变量 ；GL 表示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与关键知
识提供企业的距离（km）
。
3）中介变量。研究关注的中介变量为双重知
识网络嵌入。借鉴王新华等 [22] 编制的量表，主要
从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和线下知识网络嵌入两个维度
测量双重知识网络嵌入。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和线下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符号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文化程度

选项
初中及以下

(25, 35]

Table 2

被解释变量

类型

(35, 45]

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协同创新绩效。本文借鉴解学梅
等 [15] 的研究，主要从协同性和创新性两个维度测
量协同创新绩效。量表共包含 4 个题项（表 2）
。
2）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为地理集中度。主要考察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
集中度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根据 Ganesan 等 [5]
的研究，通过要求研究对象报告他们认为是关键知
识提供企业的位置和距离来测量地理集中度。通过
距离计算应用程序计算研究对象企业和关键知识提
供企业间的实际地理距离来确认这一自报距离，并
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调整。为了控制实际地理距离分

变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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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标准差

与其他企业合作使产品开发速度比行业平均水平快

变量题项

3.90

1.15

与其他企业合作使产品开发成本降低

4.27

0.75

与其他企业合作使技术开发速度比行业平均水平快

4.09

0.88

与其他企业合作使技术开发成本降低

4.27

0.81

与关键知识提供企业距离（km）
，取对数的倒数

0.86

0.78

在互联网平台进行知识沟通的强度

3.78

1.35

在互联网平台进行知识沟通的频率

3.71

1.32

在互联网平台进行知识沟通的效果

3.05

1.56

与集群企业进行面对面知识交流的强度

3.10

1.46

与集群企业进行面对面知识交流的愿望

3.06

1.47

与集群企业进行面对面知识交流的效果

3.02

1.44

投入资金改善经营条件

4.22

0.91

购买电子商务经营专用设备资料

4.14

0.94

花钱学习专业的电子商务技术

3.60

1.31

消费者需求难以预测

3.39

1.24

同行竞争状况难以把握

3.36

1.17

数字技术更新换代快

3.77

1.31
101.73

员工人数

YG

企业员工人数（人）

62.13

成立年限

NX

企业成立年限（年）

2.70

1.06

前 1 年收入

SR

企业前 1 年经营收入（万元）

166.49

279.31

技术使用年限

JS

企业互联网技术使用年限（年）

2.82

1.59

注 ：除解释变量地理集中度和控制变量，其他变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5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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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网络嵌入量表各包含 3 个题项（表 2）
。
4）调节变量。研究关注的调节变量为资产专
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采用 Anderson 和 Weitz [29] 编
制的量表对资产专用性进行测量，量表包含 3 个题
项。采用彭珍珍等 [31] 编制的量表对环境不确定性
进行测量，量表包含 3 个题项（表 2）
。
5）控制变量。研究控制了企业员工人数、成
立年限、前 1 年经营收入和互联网技术使用年限等
4 个可能影响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变量。
变量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
2.3 计量模型设定

处于中等水平，原因在于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的成
立年限较短、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对专用性资产
的投资尚未达到高水平阶段，同时也验证了专用
性资产冗余较低，资产冗余带来的负向影响还未形
成。环境不确定性的平均值为 3.507，由消费者需
求、同行竞争和技术波动共同构成的外部环境处于
中等不确定性水平。协同创新绩效的平均值为 4.132，
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与集群企
业合作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研发实现了较高水平的
协同创新管理。
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地理集中度与协同创新
绩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83（表 3）
，地理
距离越接近，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越容易开展合作
创新活动，协同创新绩效越好。线上知识网络嵌入
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511，线
上知识网络嵌入程度越深，协同创新绩效越好 ；线
下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为 0.544，线上知识网络嵌入程度越深，协同
创新绩效越好，总的来说，双重知识网络嵌入程度
越高，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从外界所能获取的信息
和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协同创新管理的实现。资
产专用性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564，专用性资产投资越多，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
越容易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协同创新绩效越高。
环境不确定性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
数为 -0.461，环境不确定性越大，农产品电商集群
企业面临的消费者需求变化越快、同行竞争越激烈、
技术波动越大，协同创新活动投入越少，协同创新
绩效越低。以上相关性分析结果为进一步的假设检
验提供了支撑，具体关系有待后续回归分析的验证。
3.2 量表信度、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分析

基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构建检验变量间关
系的计量模型为 ：

JXι = β 0 + β 1DLι + β 2Μ Eι + β 3MOι
+ β 4Μ Eι MOι + β 5CONι + ει

（2）

式中，JX 表示被解释变量，DL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ME 表示中介变量，MO 表示调节变量，CON 表示
控制变量，β 是待估计系数，ε 是随机误差项，i 代
表第个 i 样本。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分析
由表 3 可知，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
的平均值为 0.859，处于较高水平，原因在于农产
品电商集群企业受到农业自然资源的限制，具有较
强的地域分布特征，地理集中度较高。线上知识网
络嵌入的平均值为 3.512，线下知识网络嵌入的平
均值为 3.061，均处于中等水平，线上知识网络嵌
入的平均值略高于线下知识网络嵌入，原因在于农
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开
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活动，通过线上知识网络嵌入获
取信息较为便利，线上知识网络嵌入程度要高于线
下知识网络嵌入程度。资产专用性的平均值为 3.985，
Table 3

信度分析结果显示，线上知识网络嵌入、线下
知识网络嵌入、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和协同
创新绩效的 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 0.7（表 4）
，说

表 3 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相关性结果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e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firms

变量

DL

DL

1

OL

FL

OL

0.209**

1

FL

0.267**

0.470**

1

ZC

0.256**

0.380**

0.461**

1

SC

-0.169**

-0.283**

-0.517**

-0.287**

1

JX

0.283**

0.511**

0.544**

0.564**

-0.461**

均值

0.859

3.512

3.061

3.985

3.507

4.132

标准差

0.776

1.263

1.375

0.859

1.073

0.705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

ZC

SC

J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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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各变量的 AVE 值均大于 0.6，
表明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同时，量表均来
源于国内外学者验证通过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
效度。

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效度分析结果显示，线上知识网络嵌入、线下
知识网络嵌入、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和协同
创新绩效的 KMO 值均大于 0.6（表 4）
，说明量表

表 4 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of the scale

Table 4
Cronbach’s α 值

变量

KMO 值

AVE 值

因子载荷
0.936

0.869

线上知识网络嵌入

0.691

0.893

0.800

0.853
0.968
0.942

线下知识网络嵌入

0.732

0.942

0.895

0.929
0.885
0.728

资产专用性

0.637

0.832

0.673

0.739
0.931
0.833

环境不确定性

0.643

0.863

0.756

0.812
0.804
0.777

协同创新绩效

0.800

0.765

0.616

0.791
0.745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一共有 4 个因子
特征根大于 1，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值为 31.909%，
小于临界值 40%，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
3.3 地理集中度和双重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
效的影响分析
运用 SPSS 22.0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多层次回
归分析和 Bootstrap 分析方法逐步对假设进行检验，
Table 5

变量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VIF 值均小于 2，不存在明显的
多重共线性问题。随着变量的逐步引入，模型 R2
显著改变，且 F 值均显著，说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
应存在。
由表 5 可知，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
显著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β=0.218，P<0.001）
。
地理集中度显著正向影响线上知识网络嵌入
（β=0.322，P<0.001）
，线上知识网络嵌入显著正

表 5 地理集中度和双重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and 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ing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线上知识网络嵌入
系数

标准误

协同创新绩效

线下知识网络嵌入
系数

标准误

模型 1
系数

模型 2

标准误

系数

模型 3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YG

-0.143**

0.060

-0.073

0.062

-0.073**

0.032

0.027

0.034

0.048

0.033

NX

-0.115*

0.061

-0.240***

0.062

-0.015

0.032

0.019

0.029

0.063**

0.028

SR

-0.186**

0.085

-0.478***

0.087

-0.050

0.045

0.002

0.035

-0.043

0.033

JS

0.181***

0.042

0.147***

0.043

0.161***

0.022

0.114***

0.020

0.141***

0.019

DL

0.322***

0.083

0.514***

0.084

0.218***

0.044

0.142***

0.040

0.094**

0.039

0.247***

0.026
0.267***

0.023

2.388***

0.164

OL
FL
_cons
R2
Adj R2
F

4.687***

0.889

7.064***

0.135
0.122
10.854***

注 ：所有系数均为非标准化系数（下同）。

0.913
0.228
0.217

20.748***

3.698***

0.473

0.217
0.206
19.290***

2.35***

0.179
0.361
0.350

32.629***

0.427
0.418
4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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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影 响 协 同 创 新 绩 效（β=0.247，P<0.001）
。模型
2（β=0.142，P<0.001） 相 比 于 模 型 1（β=0.218，
P<0.001）
，地理集中度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降低
但仍然显著，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
介作用。Bootstrap 分析法分析结果显示，线上知识
网络嵌入的中介效应值为 0.091，标准误差为 0.021，
95% 的置信区间为 [0.052, 0.136]，不包含 0，线上
知识网络嵌入在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与
协同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地理集中度正向
影响线上知识网络嵌入，进而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绩
效。同理，线下知识网络嵌入在农产品电商集群企
业地理集中度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3.4 资产专用性与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分析
表 6 结果显示，线上知识网络嵌入与资产专用
性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β=0.138，
P<0.001）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当资产专用性
较低时，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
影 响 不 显 著（β=0.046，T=1.038，P>0.1）
，当资产
专用性较高时，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
的正向影响显著（β=0.257，T=8.348，P<0.001）
，资
产专用性对线上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
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资产专用性越高，线上知
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农产
Table 6

品电商集群企业资产专用性正向调节线上知识网络
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同理，农产品电
商集群企业资产专用性正向调节线下知识网络嵌入
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
线上知识网络嵌入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
显著负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β=-0.099，P<0.001）
。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
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
（β=0.291，T=9.011，P<0.001）
，当环境不确定性较
高时，线上知识网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
响显著（β=0.112，T=2.871，P<0.01）
，环境不确定
性对线上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发挥
负向调节作用，即环境不确定性越高，线上知识网
络嵌入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弱，环境不确
定性负向调节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线上知识网络嵌
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同理，环境不确定
性负向调节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线下知识网络嵌入
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
线上知识网络、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
的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β=-0.171，
P<0.001）
，即资产专用性对线上知识网络嵌入与协
同创新绩效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减弱，环境不确定会
缓解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资产专用性对线上知识网

表 6 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对协同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sset specificity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协同创新绩效
模型 1

变量

模型 2
系数

模型 3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YG

0.017

0.025

0.025

0.024

0.038

0.025

0.024

0.024

NX

0.018

0.025

0.042*

0.024

0.031

0.025

0.054**

0.025

SR

0.011

0.037

0.036

0.010

0.035

0.096***

0.017

0.078***

0.016

0.034

0.005

0.032

-0.027

JS

0.104***

0.017

0.096***

0.017

DL

0.038

0.035

0.008

0.034

OL

0.112***

0.023

-0.134

0.134

FL

0.108***

0.027

ZC

0.252***

0.035

SC

-0.117***

0.028

0.050*

系数

模型 4
标准误

-0.006
0.064***

系数

标准误

-0.005

0.035

0.024

-2.505***

0.494
0.521

0.028

-0.018

0.101

1.514***

-0.127

0.093

-0.011

0.062

-0.517***

0.112

-0.483***

0.078

-0.376***

0.064

-0.353***

0.080

OL×ZC

0.138***

0.030

0.726***

0.127

OL×SC

-0.099***

0.021

0.592***

0.126

FL×ZC

0.110***

0.023

-0.401***

0.136

FL×SC

-0.089***

0.021

-0.560***

0.144

-0.171***

0.032

0.148***

0.037

4.162***

0.639

OL×ZC×SC
FL×ZC×SC
_cons

1.335***

0.385

2.353***

0.547

1.739***

0.416

R2

0.570

0.610

0.606

0.653

Adj R2

0.559

0.597

0.593

0.638

F

50.652***

48.575***

47.743***

4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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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即
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且资产专用性较低时，线上知
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正向关系最弱，当
环境不确定性较低且资产专用性较高时，线上知识
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正向关系最强。线下
知识网络、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显
著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β=0.148，P<0.001）
，即
资产专用性对线上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
的正向调节作用增强。可能的原因在于线下知识网
络嵌入依赖于企业与合作企业间社会关系的建立，
这种社会关系有效减少了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机会
主义行为，因而环境不确定性的负向调节作用被抵
消，呈现出正向联合调节效应。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集中度正
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农产品电商集群作为新兴的
产业集群模式，内部产品竞争和区域竞争效应尚未
形成，集群内部企业间地理距离的接近有利于企业
提升协同创新绩效。双重知识网络嵌入在地理集中
度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线上知识
网络嵌入强调企业基于互联网平台进行的超本地化
显性知识、信息和技术资源获取，是数字经济时代
地理集中度发挥作用的关键路径 ；线下知识网络嵌
入强调企业基于实体合作信任关系进行的本地化隐
性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交流，是集群发挥协同创新
作用的关键介质。
资产专用性正向调节双重知识网络嵌入和协同
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是企业维持竞
争力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边界条件，有利于企业
线下实体合作信任关系的维护，也有利于企业线上
互联网设备的保存，优化协同创新效率。环境不确
定性负向调节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
的关系，数字经济时代环境不确定性包含技术波动
和市场竞争两个鲜明特征，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不
利于线上知识网络显性的技术知识交流，也不利于
线下知识网络隐性的市场信息共享，对协同创新绩
效的提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和资产专
用性对知识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
联合调节作用，一方面，线上知识网络嵌入需要互
联网设备资源的投入，专用设备资源的投入和线上
知识网络嵌入存在较强的重叠效应，环境不确定性
在其中发挥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呈现负向联合调
节效应 ；另一方面，线下知识网络嵌入的加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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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持企业间的合作信任关系，降低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对环境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资产专
用性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因而呈现正向联合
调节效应。
4.2 建议
1）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要突破组织边界，加
强与集群内部企业合作创新，发展松散耦合的协同
创新环境，借助集群地理集中的产业优势和区位资
源，内化吸收集群关系资源和知识资源，形成资源
获取与协同创新的良性循环，实现效益最大化。要
突破空间限制，获取集群外部产业资源和知识资源，
提升数字化技术水平和互联网信息能力，形成集群
吸引资源与促进创新，资源积累和协同创新又带动
集群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谋求集群效
益最优化。
2）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在进行专用性资产投
资的过程中要注重数字化技术设备的投入和更新，
一方面通过合理配置降低专用性资产转化的风险，
提高风险管理建设能力，规避专用性资产不可转移
带来的劣势。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红利，
利用数字化变革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展互联网
信息共享渠道，提升大数据运用成熟度，利用数字
化技术实现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提升产品开
发能力、技术开发速度和市场响应能力，实现协同
创新管理，发掘专用性资产投资带来的不可模仿的
优势。
3）知识网络嵌入是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构建
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要营造
良好的知识共享环境氛围并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
强化企业间知识共享意愿。通过定期举行企业参观
和现场观察等活动，搭建线上线下知识共享平台，
营造浓厚的知识共享氛围，为知识流动提供硬件支
撑。通过构建多层次知识交流渠道，将不易编码和
不易传递的隐性知识通过网络视频和电话会议等线
上形式进行学习与探讨，增强知识吸收和转化的效
率，以更新完善知识系统。同时，政府要高效采集
具有层次性和地域性特点的知识资源，构建系统有
序的知识资源保存体系，将有价值的显性知识以文
档的形式存储在知识库，助力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
实现知识资源的高效存档、获取和利用。政府还可
以对孤立分散的知识资源进行有序整合，构建具有
公共产品属性的知识地图，建立日趋成熟的知识组
织和服务模式，为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提供知识资
源索取便利，提升知识获取效率。
4）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要善于发现和创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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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确定性中的发展机遇，规避不利风险和挑战，
做到积极作为、英明决策和高效规划，坚持以数字
技术变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力图在动态多变复杂
的互联网技术时代获得更多的数字技术收益和市场
风险收益。通过建立内外部责任协调沟通机制，提
高经营的透明度，获取利益相关企业的认可和支持，
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综合利用数字化技术实
现农产品投融资和保险基础数据的积累、整合和开
放共享，提升农产品投融资风险评估和农产品保险
精算可信度，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产品电商保险
手段，同时要制定合适有效的社会责任发展战略，
建立并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协作机制，充分发挥企业
社会责任承担行为赢得经营稳定性保险效应，降低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进而提升协同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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