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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经济地理学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地理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 分析了知识经济地理

学的产生背景及其在地理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阐述了知识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范畴; 提出知识

经济地理学是应用知识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研究知识产业的资源配置、空间布

局及创新环境的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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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也是一种新的

地理现象. 知识经济的出现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新

的研究空间[ 1, 2 ] , 并将孕育着经济地理学的一门新

兴分支学科——知识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1 知识经济地理学产生的背景

1. 1 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内涵

1. 1. 1 “知识经济”的产生　“知识经济”作为一个

概念正式提出是在 1990 年. 但知识经济思想的产

生却远早于此, 其产生和发展源于战后的科技迅猛

发展所导致的“技术革命 (知识革命)”. 这场革命不

仅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 而且广泛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 并引发了这些领域的深刻变化. 这

场变化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 3, 4 ]. 1972 年美

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称其为“后工业社会”,

1979 年又称其为“信息社会”; 1980 年美国未来学

家阿尔温·托夫勒称其为“超工业社会”; 1985 年

日本经济评论家界屋太一称其为“知识价值革命”

的新社会; 1986 年英国学者福莱斯特称其为“高技

术社会”. 可以说,“知识经济”是这些观点和理论的

系统化和深化.

1. 1. 2 知识经济的内涵　对知识经济概念的理解

一般引用联合国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 ECD ) 的定义, 即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济, 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

上的经济. 在这一定义中,“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是对知识经济比较宽泛的概括, 可特指区别于农业

经济和工业经济等的知识经济, 也可泛指所有的经

济形态, 因为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同样要以知识为

基础, 只是知识的内涵和使用的意义不同而已. 笔

者认为, 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知识经济

的内涵. 广义的知识经济是指知识在所有产业、部

门的生产、分配、传播和应用, 是科技与经济的更加

紧密的结合, 产业发展的知识技术化是其主要标

志. 狭义的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 是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 以高技术产业为

支柱, 以知识创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型经济, 是

现代产业结构中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通常谈的知识

经济主要指其狭义的概念.

1. 2 知识经济带来资源概念的扩大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 无论是农业经济时

代还是工业经济时代, 都是以开发和利用物质资源

为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社会经济活动也主要围绕物

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 因而要求以丰富的物

质资源为基础, 同时由于物质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

用会导致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而知识经济是以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为生产力的

主要特征. 资源是指对人类有用且必需的因素. 知

识资源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 以

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人类所拥有的知识. 知

识的运用能使物质资源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使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小, 产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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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物耗少, 附加值高. 随着自然资源型经济向知识

经济的逐渐过度, 物质消耗会逐渐减少, 而知识、技

术的含量则不断增加, 呈现一种低耗高效型经济.

同时知识的投入可以发掘可再生资源以代替稀缺

的自然资源, 使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发生形态变化.

资源概念的扩大确立起新的资源观. 在知识经

济时代着力开发和利用的信息、教育和知识资源已

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支撑经济发展的三大新的资

源[ 5 ] , 对这三大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将从根本

上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质量. 从动态的角度看,

每一阶段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都是经济发展进入

新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知识经济时代, 技术创

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对信息、教育、知识

三大新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人才资源将成为未

来争夺的第一资源. 因此,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地

理对知识型资源的研究也将更加深入.

1. 3 知识经济带来产业的分化

1. 3. 1 知识产业的出现　在现代社会经济中, 各

产业部门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产业群体,

产业都有发育、成长、成熟和衰退的过程, 任何一个

产业的发展或衰退都会影响其他产业, 而技术进步

是产生这种影响的直接原因. 在知识经济时代, 技

术进步对产业发展和更替的意义更加突出: 一方面

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渗透实现了传统产业的知

识化; 另一方面新技术的产生又会推动高新技术产

业自身的发展, 新兴产业不断出现. 随着新技术在

传统产业中的渗透和新兴产业的出现, 整个产业结

构又会出现调整和重组.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高

新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客

观环境, 知识经济所需要的产业环境也需要知识产

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

因而导致知识产业的出现[ 6 ].

1. 3. 2 知识产业的组成　1962 年美国经济学家弗

里茨·马克卢普就提出知识产业的概念, 他认为知

识产业包括教育、研究与开发、通信媒介、信息设备

和信息服务五大类. 但此后相当一段时间这个领域

没有出现很大的进展. 直至 1994 年, 美国“信息高

速公路”计划的出台和以后各国“信息高速公路”设

想的提出, 使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知识革命浪潮席

卷全球. 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业”就是“高技术产

业”. 但高技术产业只是构成知识产业的主要部分,

知识产业的范围和内涵远比高技术产业要宽, 它应

包括[ 4 ]: ①科学研究: 以发明、生产、销售和设计科

学技术为主的科学技术群体. ②信息技术产业: 以

生产信息硬技术 (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信息

媒介制造等) 和信息软技术 (软件生产、信息咨询、

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等) 为主的信息技术群体. ③文

化教育: 以生产知识载体——人才为主的产业群

体. ④智能性群体: 以生产智能智慧为主的群体 (脑

业工程、人工职能、咨询策划). ⑤其他科技、知识含

量高的产业. 知识产业在围绕知识的存储、管理、开

发、生产、传播、接收和应用等功能展开时, 有的产

业部门以一种功能为主, 有的产业部门则以几种功

能为主. 根据其各自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 知识

产业内又可分为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关

键性产业等不同产业群体. 如科学研究是知识产业

中的基础性群体, 是知识产业发展的动力群体. 文

化教育是解决知识产业代际持续发展的群体, 是未

来知识产业中最有潜力和优先发展的群体. 信息技

术产业在整个知识产业中属于主导性群体和支柱

性群体. 知识的发明产生于人的智慧, 因而智能性

产业是知识产业中的关键性群体.

知识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

点[ 3, 4, 7 ]. 首先, 传统产业以物质资源密集为特征,

而知识产业以智力高度密集和高素质人才资源为

特征; 其次, 知识产业的资产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有

形性而是以无形资产组合为主, 其产品以智力成

果, 即以各种知识的有机融合为特征; 第三, 传统产

业对知识产业的依赖性增强, 知识产业通过渗透到

传统产业中来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层

次; 第四, 知识产业代表产业的发展方向, 能够推动

整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是产业发展的原动力; 第

五, 知识产业间的关联性增强, 原有的横向和纵向

的产业关系被打破, 形成交叉复合式的产业关系;

第六, 与传统产业相比, 知识产业的产业群体构成

发生变化, 对所依赖的生产要素也要重新组合, 传

统产业以土地、劳动、资本等为核心, 知识产业却以

知识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 以创新为第一推动力;

第七, 传统产业在发展中呈现出繁荣、衰退、萧条、

复苏的周期性规律, 而知识产业则呈现可持续发

展; 第八, 相对于传统产业的大型化, 知识产业更趋

向于产业空间结构的两极化, 即组织的大型化和个

体的小型化特点; 第九, 相对于传统产业的外生性

特点, 即对外的依赖性强, 知识产业则更趋向于内

生性特点, 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更高.

1. 4 知识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知识经济的产生, 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

发展, 推动了与之相关学科的进步, 也为经济地理

学研究人地关系开拓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为经济地

理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另一方面,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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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人地关系, 改变了人地关

系系统的环境、内容、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 形成新

的人地关系、新的地理环境和新的地理空间, 使经

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发生巨大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

代, 人类产业活动的方式、内容、方法发生了根本性

转变, 随着资源概念的扩大, 对生产力要素有了新

的诠释, 地理分布也有了新的组合. 这种新的人地

关系、新的产业环境, 使传统经济地理学主要以研

究农业、工业、交通、商业等为主将进一步分化重

组. 顺应这一发展要求, 知识经济地理学应运而生.

2 知识经济地理学在地理学体系中
的地位

在整个地理科学体系中, 经济地理学属于人文

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相应于经济地理学的发

展, 又衍生分化为若干分支, 形成次一级的学科子

体系统 (或体系) [ 8 ] , 并随着知识经济地理学的出

现, 经济地理学的学科体系由单一的纵向体系发展

为交叉的复合式体系 (图 1).

　　部门经济地理学是研究某一产业部门生产分

布的规律性, 随着产业的分化, 新兴产业不断出现,

其研究空间将不断扩大. 知识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

背景下出现的新兴产业, 对这一经济现象的研究应

属于部门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由于经济地理学

所研究的经济现象受到地域 (空间)的制约, 其特点

是跨越地理学和经济学这两门科学研究领域的边

缘, 因此其学科属性比较复杂, 地理学者认为它是

地理学的一个部门, 经济学者又把它看成是经济学

的一个部门[ 9 ]. 知识经济地理学这一特点也非常突

出. 笔者认为, 知识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知识经济空

间规律的学科. 在学科交叉中, 其研究范畴有实影

和虚影之分, 实影就是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而虚

影则是需要了解的内容, 是为解决实影中的问题而

提供帮助的. 在知识经济地理学研究中, 是要了解

知识经济学, 来帮助解决经济地理学中出现的新问

题. 知识经济地理学对经济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

来说是一种全方位的渗透, 对它的研究也有助于解

决农业地理、工业地理中出现的问题. 因此在知识

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间没有

一个绝对的界限, 其中只存在一个过渡层, 并且各

自研究的内容也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 知识经济

地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

工业地理、农业地理所要研究的内容, 而后两者所

要解决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纳入知识经济

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 2. 其实

经济地理学的传统各分支学科也是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的, 只是这种影响并没有像知识经济地理学这

样影响广泛和深入. 知识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的部门

经济地理学相比, 其渗透性更强, 区域研究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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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更加突出, 涉及的领域更宽, 也更具有新意. 知

识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会对传统的部门经济地理学

的发展产生影响, 从而对其会有新的认识和提高.

同时与传统的部门经济地理学相比, 在知识经济地

理学中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发生了变化,

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其更强调区域发展的可持

续性. 此外, 知识经济地理学也更加注重对新经济、

新产业和产业群体的研究. 知识经济地理学改变了

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单一的纵向分支体系结构,

发展成为交叉复合式的多重结构体系.

图 2　知识经济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3 知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3. 1 研究影响知识资源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其

地位日益提高, 研究影响知识资源空间分布的区位

因子则成为知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10 ] ,

因为不同的区位条件对知识的产生、传播、吸收、衍

生及其对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 影

响知识资源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有: ①人口条件:

人口的智力因素、人口的文化构成、职业构成对知

识资源的空间分布影响极大, 因为人是掌握知识的

主体, 是高新技术的载体; ②产业布局的历史基础:

主要指原有的知识基础, 不同的基础条件对知识资

源的拥有、传播、开发、利用的能力也不同; ③知识

地理位置: 指某一事物与具有知识意义的其他事物

间的关系, 如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区毗邻中科

院、北大、清华等科研院所和大学, 因而具有优越的

知识经济地理位置有助于对知识资源的开发、传

播、利用, 推动当地知识经济的发展; ④知识资本:

知识作为资本这种新的形式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人们对资本的再认识, 使知识资源的存在形式更

加灵活多样; ⑤自然资源条件: 在知识经济时代, 自

然资源对知识产业的作用下降, 而知识作为资源,

特别的人的智力资源地位上升. 但在强调知识作用

的同时也不能产生“唯知识论”, 要考虑自然条件,

因为这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⑥其他对知识资源

空间分布有影响的因子.

3. 2 研究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

知识经济地理学主要是对知识资源的功能、类

型、传播规律进行研究, 不同的知识资源有不同的

功能, 根据其功能可以把它划分成不同的类型, 这

种划分又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其功能. 同时研究不同

类型知识资源间的相互关系及在空间的传播规律,

以达到对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资源的有效利

用程度, 这也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创新

特点.

3. 3 研究知识产业的空间布局格局、地区差异及

其形成机制

区域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就知识产业而言, 其

空间布局也有差异[ 11 ] , 这种差异形成的主要机制

有: ①区域知识产业的差异: 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

同, 因而对各自知识产业的扶持和发展也存在差

异, 知识产业的发展在其内部和空间存在一定的梯

度差, 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产业层次, 在空间上表

现为规模大小和水平高低组合的布局格局; ②区位

效应: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蓬勃

发展, 在地域上形成数量众多、规模大小不等的知

识产业密集区, 这些知识产业密集区的形成都与原

有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 在发展中国家, 一方面对

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重

组, 另一方面也在适当区域发展本国的知识产业,

以形成本国本地区的知识产业中心或知识密集区;

③地域分工: 产生知识产业空间布局的地区差异,

也是劳动地域分工的必然要求; ④空间行为: 通过

掌握知识资源的人的流动来带动知识资源在空间

上的转移, 从而形成区域差异; 此外知识经济的发

展也会产生许多新的现象, 对人的行为产生许多正

面或负面的影响, 从而对区域知识产业的空间分布

产生影响.

3. 4 研究知识产业的区域调控策略

地理位置好、交通通信发达、市场条件完备、知

识和人才密集的地区往往是知识产业的首选区位,

但由于知识经济在空间上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和多

变性的特征, 因而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区域调

控策略, 来引导知识产业的发展, 使知识产业的产

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在不断调整过程中得到合理

的发展. 对区域政策创新的研究既是知识经济地

理学的要求, 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发展的内在

需要.

993
　

第 3 期 管卫华等: 知识经济地理学初探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3. 5 研究知识创新和创新环境

就知识产业而言, 良好的创新环境能促进其发

展, 同时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所谓创新

是很多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协同作用而创造 (生产)

技术的过程, 是知识经济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原动

力. 创新环境是发展知识经济所必须的社会文化环

境, 是地方行为主体 (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

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

作与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 包括基

础设施、社会环境、人力资源、企业精神、风险投资

鼓励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 创造和培植良

好的区域创新环境主要有两种渠道[ 12 ]: 一种是自

上而下的政府行为, 其出发点是发展区域经济, 包

括建立物质基础如交通、通讯等和形成创新的文化

氛围; 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企业行为, 其出发点是

利润和各种效益, 包括自发的从企业自身需要而产

生的行为和在政府引导下的行为. 这两种渠道共同

为区域创新环境的营建贡献力量. 创新环境的营建

又可为建立各种层次的区域创新体系提供帮助. 知

识创新体系又是个动态的体系, 在不同的时期, 不

同的区域, 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来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13 ] , 创建良好的创新环境

正好为创新体系的调整和完善提供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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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 ledge econom ic geography is a new b ranch of econom ic geography in

know ledge econom y tim es. T h is paper ana lyzes the background of know ledge econom ic

geography and its po sit ion in geograph ica l sub ject system , sets fo rth the m ain

research ing ca tego ry of know ledge econom ic geography. It pu ts fo rw ard tha t know 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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