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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之间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

此需要对中国城市间科技合作创新网络特点进行深入探索。 作者基于高科技

论文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这一认识， 追索跨城市高水平科技论文合作情

况， 构建由此形成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矩阵， 并据此考察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间其网络系统结构特点及其演化趋势。 分析结果表明： 城市科技创

新网络快速发展， 但发展水平仍较低； 网络主导城市对跨区分布， 而联系键

区位倾向性显著， 集中于东部城市之间； 网络主导城市构成相对稳定， 首位

结点城市 （北京） 发展不足； 凝聚子群开始发育， 但不论是全国性还是区

域性的高能级者发展皆不充分， 最大者也仅为 ２５ 城市规模， 三大城市群均

未形成完备凝聚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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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城市是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中心， 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

力。 城市之间通过合作进行科技创新活动， 形成城市科技创新网络， 有利于推动城市

本身乃至区域、 国家整体的科技创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正处于亟待深化区域协

调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之际， 有必要分析、 认识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特点及其演

进动向。 基于合作关系的城市科技创新网络是因科技创新活动跨城市开展而形成的网

络系统， 其结构特点是一个多学科领域交融的研究课题。 城市体系、 区域创新系统、
科技合作等方面的研究为分析、 探讨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提供了有益思路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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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城市体系研究关注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探讨由此形成的城市

体系结构。 城市体系研究不断挖掘城市之间相互联系之证据， 为探索城市交通网络结

构、 企业 （母子） 组织网络结构等城市联系结构进行了有益尝试 （周一星、 胡智勇，
２００２； Ｄｅｒｕｄｄｅｒ， ２００６；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Ａｒａｎｙａ， ２００８；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武前波、 宁

越敏， ２０１２）。 同时， 城市体系研究不断揭示城市之间因联系水平 （能力、 规模等）
或分布差异而呈现的内具结构形式， 如位序 －规模分布、 等级结构、 邻近密集性城市

群、 可跨区性凝聚子群等结构， 为分析和探讨城市体系内在网络结构特点开拓了有益

模式 （Ｃａｒｒｏｌｌ， １９８２； Ｂｒｕｉｎｓｍａ ａｎｄ Ｒｉｅｔｖｅｌｄ， １９９３；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４； 方创琳，
２０１１； 鲍超、 陈小杰， ２０１４）， 也为特定区域、 国家和世界城市体系的 （联系） 网络

结构研究提供了有益框架。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关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创新活动， 探讨其与相关行为主体的相

互作用及关系结构。 国家创新系统、 区域创新系统 （狭义）、 城市创新系统等可泛称

为区域创新系统 （广义）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１９８７；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１９９１； Ｃｏｏｋｅ， １９９６； Ｃｏｏｋ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Ｓｉｍｍｉ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Ｆｌｅ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ｍｉｅ， ２００８； 吕

国庆等， ２０１４）， 通过研究企业、 大学、 研究机构、 政府部门、 中介机构等创新相关

行为主体围绕科技创新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分析其网络结构特点。 由此， 对特定地

域 （国家、 区域、 城市） 创新问题的探讨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１； Ｃａｎ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ｆ， ２００６；
Ｒｕｓｓｏ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 ２００９； 谢科范等， ２００９； 陈子凤、 官建成， ２００９； 钱锡红等，
２０１０）， 为城市体系创新内涵的挖掘和分析， 尤其是从网络视角考察城市体系创新问

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科技合作研究关注论文写作、 技术开发、 课题研究等过程中因合作而形成的社

会关系， 探讨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 其以科研项目、 专利、 科学论文等为基

础， 以合作 （著） 者之间的关系为根据， 探讨跨地域网络结构的演化 （Ｎｅｗｍａｎ，
２００１ａ、 ２００１ｂ； Ｇｌａｎｚｅｌ， ２００１； 尹丽春等， ２００７； Ｍａｔｔｈｉｅ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Ｓｕ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ｓｏｎ， ２０１１； 刘娅， ２０１１； 吴素春、 聂鸣， ２０１３）。 科技论文和专利等是科技创

新的重要成果， 就实质而言， 这类研究把科技创新论题与跨地域系统论题联系起

来， 为整合科技创新研究方法和城市体系研究方法， 研究城市之间的科技创新关系

问题开拓了有益维度。
综上， 城市体系研究、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 科技合作研究为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

构研究在概念、 视角、 路径、 方法、 内容等多方面奠定了必要基础。 同时， 三者又未

能充分融合发展， 仍存在进一步整合的空间。 城市体系研究在通过挖掘和利用创新合

作 （联系） 探讨城市体系 （网络） 结构方面进展不足。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未能拓展

到城市之间关系结构的研究方面。 科技合作研究在结合城市体系研究和区域创新系统

研究相关概念和内涵进行开拓性研究方面进展不足。 总之， 从学术研究现状与动态

看， 基于适宜的科技合作资料， 综合城市体系、 区域创新系统、 科技合作的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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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 实证分析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特点， 有益于对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

结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本理解， 同时可丰富相关研究。

二、 数据与方法

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产物是科技论文。 当科技论文由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写

时， 就在作者之间产生了社会关系， 形成科技创新联系。 通过这一联系渠道将产生信

息交流， 并可伴有物质、 资本、 人力、 技术乃至科研文化等的流动。 当科技论文作者

居住在不同城市时， 通过这些作者在不同城市之间形成科技创新联系， 从而促进城市

之间科技创新网络的形成。 由于不同城市在科技工作者总体规模、 领军能力、 合作文

化乃至基础条件 （如高科技实验设施、 经济支援等） 等方面存在差异， 科技创新网

络在空间上 （即不同城市之间） 将不均衡发育， 最终导致在城市系统层次上表现出

特定的网络结构。 基于以上基本认识， 本文以科技论文合作联系之事实为据， 探讨中

国城市系统科技创新网络结构特点。
为了充分反映中国科技合作联系情况， 同时避免低水平、 重复性、 创新意义不大

的论文干扰， 本文以中国高水平科技论文合作联系作为分析依据， 以全国城市作为分

析对象。 国际研究主要利用 《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ＣＩ） 等数据

库， 鉴于 ＳＣＩ 未能纳入大量中文等非西方语言的科技成果信息， 所以本文采用国内数

据库。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利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ＳＣＤ） 和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数据库 （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ＫＩ）， ＣＳＣＤ 存在一定的学科偏重性 （乐平， ２００６）， 而 ＣＮＫＩ 论文

质量则参差不齐， 所以本文最终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 （以下简称 《总览》）， 并选取各学科排名前 １０％的杂志作为调查对象。 《总览》
科技论文学科分类详细而有利于学科的完备性， 选取学科前 １０％ 的杂志则有利于反

映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特点。 鉴于既有研究存在仅针对少数主要城市的局限性， 本文

把全国地级以上行政区①纳入分析对象。
在析出高水平科技论文方面， 首先以 《总览》 ２００８ 年版 （朱强等， ２００８） 为基

础， 选择自然科学类 （１６ 个子科目）、 医药和卫生类 （１７ 个）、 农业科学类 （９ 个）
和工业技术类 （３５ 个） 等共计 ７７ 个子科目的杂志作为科技领域杂志范畴。 其次， 在

子科目所列杂志中各选取约前 １０％的杂志视作高水平论文载体， 最终在 １３２７ 种杂志

中实际选择 １３７ 种。 再次， 选择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杂志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目的在

于考察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特点和变化动向。 根据上述方法，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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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 本文在追索和计量合作情况时， 以直辖市和地级市为基本单元； 对涉及到地区、
自治州和盟所辖区域的， 以这些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 与地级市同等看待； 另外， 省区直辖县级市也作为地级

市同等看待。



别选出论文 ２９６４６ 篇和 ４８６３９ 篇。
为了便于把论文合作资料转化为城市科技创新网络资料并进行统计和阐释， 本文

从成因和内涵考虑， 借鉴城市体系研究中有关网络基本要素的阐释用语 （金钟范，
２０１０）， 规定科技论文合作所促成的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的基本要素， 即网络联系键

（以下简称联系键）、 网络联结点 （以下简称联结点）、 城市对、 结点城市。 其中， 联

系键为合作完成科技论文所形成的作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联结点为联系键的端点或联

系键间的交点， 相当于科技论文合作者各自所在城市； 城市对为由联系键所跨接

（联系） 的一对城市； 结点城市为联系键端点即联结点所在城市。
在网络基本要素的具体统计方面， 基于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基本要素的内涵， 采取

如下规则量化。 对于参与每篇科技论文的作者， 每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计为一个联系

键， 计算单位取 “人次”； 一个联系键的一个端点计为一个联结点， 计量单位仍取

“人次”。 然后， 通过计算联系键或联结点的密集度 （重叠度）， 确定各城市对或结点

城市在网络中的联系水平。 需要提及的是， 在量化过程中仍需做如下处理： 一是与外

国或中国港澳台地区作者合作的， 其联系部分舍去， 作为本文研究范围之外情况处

理； 二是论文合作计量单位不根据论文作者位序给予权重处理， 因为正常情况下论文

合作者之间应该具有充分的信息交流。
对于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的特点， 本文主要借助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实施如下实

证分析： 一是查明高水平科技论文合作情况， 量化网络基本要素， 并据此建构城市科技

创新网络系统 （矩阵表）； 二是基于此网络系统， 分析和考察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的区域

分布结构； 三是分析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区域凝聚子群组构， 以考察网络内聚群化特点；
四是分析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特点的动态演化趋势， 以考察网络结构发展趋向。

三、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 根据 《中国统计年

鉴》， 政府研发资金投入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６４５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６９６ 亿元， 企业研发

资金投入也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６４３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０６３ 亿元。 在此等利好环境下，
科技创新活动尤其是跨城市合作科技创新活动不断强化， 推动了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的

发展。
从本文所界定的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发表量来看， ２０００ 年为 ２９６４６ 篇， ２０１０ 年为

４８６３９ 篇， １０ 年间增长了 ６４ ０６％ 。① 与此同时， 跨城市合作完成的高水平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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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增长直接源于扩编、 改编等所致收编总量的增多， 但其增长是以中国科技论文总量增长为背景的，
因此可排除以降低 “高水平” 标准为代价的增长之嫌。 相应年份， ＣＮＫＩ 中的基础、 工程、 农业、 医药卫生和信

息领域科技论文分别为 ８０ 万篇和 １５６ 万篇， 增长 ９５ ００％ 。 在相应年份， 本文高科技论文相当于论文总量的

３ ７１％和 ３ １２％ 。



随之增多， 并且合作论文比重呈扩大趋势。 就合作论文数而言， ２０００ 年为 ５８８８ 篇，
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０７４３ 篇， 增长 ８２ ４６％ ， 分别占相应年份高水平科技论文总数的 １９ ８６％
和 ２２ ０９％ 。

另外， 在跨城市合作完成的高水平科技论文数增多的同时， 论文的平均合作率也

有所提高。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８８８ 篇跨城市合作论文， 相关著者之间跨城市合作次数为 ６３１９
人次， 合作率为每篇 １ ０７ 人次； 而 ２０１０ 年合作率为每篇 １ ２７ 人次 （１３６２０ 人次 ／
１０７４３ 篇）， １０ 年间合作率提高了 １８ ６９％ 。

得益于以高水平科技论文为成果的科技创新合作研究活动规模的扩大， 中国城市

科技创新网络形成规模并显著发展。 基于前述网络基本要素规则计算发现， ２０００ 年

形成 ６３１９ 人次联系键、 １２６３８ 人次联结点， 由此促成 １６６２ 个城市对、 ２９５ 个结点城

市； ２０１０ 年形成 １３６２０ 人次联系键、 ２７２４０ 人次联结点， 由此促成 ２８８８ 个城市对、
３１８ 个结点城市 （如表 １ 所示）。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０ 年联系键和联结点增长

１１５ ５４％ ， 城市对增长 ７３ ７７％ ， 结点城市增长 ７ ８０％ 。

表 １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系统———矩阵表

城市 北京 上海 南京 广州 西安 杭州 武汉 成都 沈阳 长沙 重庆 哈尔滨 天津 小计 总计

北京 ２５４ ２２１ １７５ ２２５ １０５ １７９ １８６ １２７ １０３ ９７ １５４ １５３

上海 ２５４ １１１ ５４ ４４ ９４ ５７ ４０ ３９ ２１ ３１ ２３ ２３

南京 ２２１ １１１ ４５ ２５ ７１ ３９ ４３ １３ １８ １９ １６ ２４

广州 １７５ ５４ ４５ ２６ ４３ ４７ ２４ １３ ３０ ３０ １２ ９

西安 ２２５ ４４ ２５ ２６ １６ ２４ ３７ １１ １６ １９ １５ ８

杭州 １０５ ９４ ７１ ４３ １６ ２６ １２ １２ １３ ２１ ９ １４

武汉 １７９ ５７ ３９ ４７ ２４ ２６ ２４ １１ ３５ １８ １１ １６

成都 １８６ ４０ ４３ ２４ ３７ １２ ２４ ４ ９ ７８ １２ ７

沈阳 １２７ ３９ １３ １３ １１ １２ １１ ４ ７ ９ ２５ ２２

长沙 １０３ ２１ １８ ３０ １６ １３ ３５ ９ ７ ８ ９ ６

重庆 ９７ ３１ １９ ３０ １９ ２１ １８ ７８ ９ ８ ６ ６

哈尔滨 １５４ ２３ １６ １２ １５ ９ １１ １２ ２５ ９ ６ １９

天津 １５３ ２３ ２４ ９ ８ １４ １６ ７ ２２ ６ ６ １９

小计 １９７９ ７９１ ６４５ ５０８ ４６６ ４３６ ４８７ ４７６ ２９３ ２７５ ３４２ ３１１ ３０７ ７３１６ １４４７３

其他

３０５ 个

城市

２４１６ ６１９ ６７６ ４５３ ４４７ ４６９ ３９６ ３９７ ３２３ ３０１ ２２７ ２３０ ２０３ ７１５７ １２７６７

总计 ４３９５ １４１０ １３２１ ９６１ ９１３ ９０５ ８８３ ８７３ ６１６ ５７６ ５６９ ５４１ ５１０ １４４７３ ２７２４０

　 　 注： 表内数据为合作人次数， 所列城市限于联结点总计大于 ５００ 人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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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１ 可见， 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发展成为具有 ３１８ 个结点城市规模的

网络系统。 这 ３１８ 个结点城市包含 ４ 个直辖市、 ２６９ 个地级市 （占全国地级市总数

的 ９５ ０５％ ）、 ３８ 个地区、 州、 盟 （占全国地区、 州、 盟总数的 ７６ ００％ ）、 ７ 个省

区直辖县级市等， 涉及中国大部分地级以上行政区。 可见， 中国跨城市科技创新活

动范围较广， 纳入到结点城市范畴的城市较为普遍，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呈现扩大态

势。
可以说， 随着以高科技论文为成果的跨城市科技创新合作的开展， 城市之间形成

了科技创新联系。 这些内嵌于城市之间的联系， 形成了城市科技创新网络， 其规模不

断扩大， 内涵不断丰富， 内部网络结构形成并持续演化。

四、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基本特点

（一）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区域分布结构特点

由于不同城市、 不同区域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内在潜力和合作文化等具有差异性，
导致科技创新活动的跨城市或区域的合作概率和规模也有所不同。 因此， 基于科技创

新活动的创新合作联系键出现差异化态势， 导致城市对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在不同结

点城市的联结点的密集度不尽相同， 形成了特定的分布结构， 并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动

态变化。 如图 １ 所示， 区域分布结构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图 １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区域分布图

注： 只显示联结点 １００ 人次以上、 联系键 ２５ 人次以上者。

１ 联系键和城市对的区域分布结构

第一， 联系键分布广， 跨区域分布显著。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延伸到广泛的区域，
联系键中 ２３８８ 人次在同一省份城市之间分布， １１２３２ 人次在跨省份城市之间分布，
分别占总数的 １７ ５３％和 ８２ ４７％ 。 以省份为基本单元看， 联系键跨接全国 ３１ 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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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城市， 跨省份联系键构成 ６１７ 个省份之间的联系。
同时， 联系键区域分布存在差异性， 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次之。 在

６１７ 个跨省份的联系中， 有 ２２ 个超过 １００ 人次， ３２８ 个小于 ９ 人次。 在 ２２ 个超过 １００
人次的联系中， 有 １９ 个与北京相联系， 主要为东中部省份， 例外的 ３ 个是 “上海 －
江苏” “上海 －浙江” 和 “江苏 － 浙江”。 其中， 联系最为集中的为 “北京 － 江苏”
和 “北京 －山东”， 分别含 ３３２ 人次和 ３２９ 人次的联系键。 按跨省份分布的联系键的

联结点总数计算， 北京、 江苏、 山东、 浙江、 广东、 上海依次居前六位 （超过 ７００
人次）， 涉及这些省份城市的联系键共 ６５２２ 人次， 占联系键总数 （１３６２０ 人次）
的 ４７ ８８％ 。

第二， 联系键集中于部分城市对中， 促成网络 （联系键） 主导城市对的形

成。 承接联系键的城市对共 ２８８８ 个， 广泛分布于全国城市之间。 按联系键由高

到低对城市对进行排序， 第 １ ～ １３ 个城市对具有 １００ 人次以上联系键， 共 ２０９８ 人

次联系键；① 第 １４ ～ ３５ 个城市对具有 ５０ 人次以上， 共 １５２８ 人次； 第 ３６ ～ ２７９ 个

城市对具有 １０ 人次以上， 共 ４５６９ 人次； 其他 ２６０９ 个城市对中只有 ５４２５ 人次联

系键。
２ 联结点和结点城市的区域分布结构

联结点是联系键的一个端点， 结点城市是城市对的一个端点， 所以从整体上看，
联结点和结点城市在分布结构上分别刻画了联系键和城市对在区域分布上的基本特

点。 同时， 由于联结点和结点城市属性为点而非线， 所以在区域分布上又呈现一定的

独特性。
第一， 联结点分布广， 且区域分布差异显著。 ２０１０ 年， ２７２４０ 人次联结点分布于

３１８ 个结点城市， 涉及全国 ３１ 个省份， 几乎遍及全国地级以上行政区。 同时， 联结

点又主要集中于部分省份的城市中， 如北京和江苏最为集中， 分别达 ４３９５ 人次和

２４３３ 人次。 山东、 浙江、 广东、 上海、 四川、 山西、 辽宁、 湖北等也是主要集中省

份， 分布有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人次。 上述 １０ 个省份中分布的联结点共计 １７９６４ 人次， 占总

数的 ６５ ９５％ 。
第二， 联结点聚集于部分结点城市， 形成网络 （结点） 主导城市。 结点城市中

联结点的分布情况表明其集聚差异性显著， 有些城市承接较多的联结点而成为网络主

导城市。 结点城市中联结点的集聚态势在北京尤其突出， 上海和南京次之， 分别达

４３９５ 人次、 １４１０ 人次和 １３２１ 人次。 另外， 广州、 西安、 杭州、 武汉、 成都、 沈阳、
长沙、 重庆、 哈尔滨、 天津也具有较多的联结点数， 均进入 ５００ 人次以上行列。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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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 “北京 － 上海” 城市对中联系键分布最多， 为 ２５４ 人次。 “北京 － 西安” 为 ２２５ 人次、 “北京 － 南

京” 为 ２２１ 人次， 分别居第二、 三位。 另外， “北京 － 成都” “北京 － 武汉” “北京 － 广州” “北京 － 哈尔滨”
“北京 － 天津” “北京 － 沈阳” “上海 － 南京” “北京 － 杭州” “北京 － 郑州” “北京 － 长沙” 等城市对， 依次位

居前 ４ ～ １３ 位。



１３ 个结点城市中分布联结点共 １４４７３ 人次， 占总数的 ５３ １３％ 。 其他结点城市中， 联

结点分布为 １００ ～ ５００ 人次的有 ３３ 个， 共分布 ７４８７ 人次； １０ ～ ９９ 人次的有 １６１ 个，
共分布 ４７４０ 人次； 小于 １０ 人次的有 １１１ 个， 共分布 ５４０ 人次。

（二）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凝聚子群组构特点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不仅呈现区域差异化发展态势， 而且因非区域性内聚化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发展而呈现凝聚子群组构。 在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的发展过程中， 部分城

市之间合作相对更为频繁， 联系键和联结点相对集聚在这些城市之间， 形成关系相对

紧密的、 由 ３ 个及以上结点城市所构成的子群———凝聚子群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随着这些凝聚子群的发展，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呈现一定的内聚结构即凝聚子群组构特

点。 ２０１０ 年的网络凝聚子群组构呈现如下特点。
１ 全国层次总体特点

为了考察凝聚子群组构的基本特点， 实施以完备性为前提的派系 （Ｃｌｉｑｕｅｓ） 分

析， 以鉴别和确认不同规模系列的凝聚子群。 此处， “完备” 是指一个凝聚子群的任

意两个城市之间均有直接 （合作） 关系。 以表 １ 的基础数据为分析对象， 借助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实施分析，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 位列较大规模凝聚子群的城市可成

为较小规模凝聚子群的成员， 而位列较小规模凝聚子群的城市不能成为较大规模凝聚

子群的成员。

表 ２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凝聚子群组构

规模（个） 群数（个）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２５ ２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杭州，
沈阳，济南，青岛，天津，大连，
厦门，石家庄，福州（１３）

武汉，哈尔滨，长春，郑州，合
肥，长沙，太原（７）

西安，成都，重庆，昆明，乌
鲁木齐，南宁（６）

２４ １５ 深圳，海口（２） 南昌（１） 咸阳，兰州（２）

２３ ３ 徐州（１）

２２ １

２１ １ 贵阳（１）

２０ ７ 保定，镇江，扬州（３）

１９ １０ 无锡，泰安（２） 洛阳（１）

１８ １８ 苏州，宁波，烟台，廊坊（４） 绵阳（１）

１７ ２１ 东营，温州（２） 石河子，银川，呼和浩特（３）

１６ １８ 嘉兴（１） 桂林（１）

１５ ２５ 秦皇岛，济宁（２） 芜湖，大庆，新乡，焦作（４）

１４ ４１
唐山，连云港，东莞，湛江，佛
山，沧州，淄博（７）

雅安，西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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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模（个） 群数（个）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１３ ３８ 泰州（１） 开封，南阳，吉林，平顶山（４） 拉萨，滨州（２）

１２ ４５ 葫芦岛，台州，常州（３） 宜昌，湘潭，衡阳，齐齐哈尔（４）

１１ ５３
邯郸，南通，盐城，威海，张家

口，泉州，漳州，锦州（８）
赣州，晋中（２） 库尔勒，柳州，呼伦贝尔（３）

１０ ６５
珠海，江门，潍坊，临沂，金

华，绍兴，淮安，湖州（８）
安阳， 延边， 株洲， 牡 丹 江

（４）
河池，百色，玉林，钦州，贺州，
梧州，北海，德阳，包头（９）

９ １０６
盘锦，鞍山，舟山，汕头，承德

（５）
九江，蚌埠，淮南，荆州，四

平，佳木斯，商丘（７）

凉山，克拉玛依，遵义，抚

州，酒泉，榆林，运城，濮阳，
恩施，林芝（１０）

８ ７１
丽水，三亚，聊城，茂名，三

明，惠州（６）
马鞍山， 岳阳， 滁 州， 黄 山

（４）
天水，延安，赤峰，自贡，庆
阳（５）

７ ９８
邢台，抚顺，中山，衢州，莱

芜，丹东，荷泽，莆田，龙岩，
德州，衡水（１１）

十堰，铜陵，大同，驻马店，邵
阳，宜春，宣城，吉安（８）

伊犁，达州，泸州，攀枝花，
巴音郭楞，塔城，毕节（７）

６ ７８ 韶关，宿迁（２）
信阳，孝感，松原，怀化，安

庆，湘西，咸宁，长治，临汾，
潜江，阜阳，鹤壁（１２）

武威，宝鸡，遂宁，黔南，大
理，安顺，防城港，乐山，宜
宾，吐鲁番（１０）

５ １０５
枣庄，营口，阜新，日照，辽

阳，儋州，肇庆，清远（８）

白城，黑河，襄樊，景德镇，晋
城，淮北，上饶，三门峡，济

源，萍乡，娄底（１１）

渭南，内江，海西，阿坝，西
双版纳，哈密，喀什，红河，
张掖，铜川，永州，文山，崇
左，定西，黔东南（１５）

４ ８８
潮州，朝阳，本溪，铁岭，云浮

（５）

双鸭山，通辽，鄂州，黄冈，绥
化，吕梁，宿州，周口，阳泉，
漯河，益阳，新余，随州（１３）

德宏，巴彦淖尔，鄂尔多斯，
平凉，阿拉尔，吴忠，昌都，
昌吉，安康，广元，昭通，汉
中（１２）

３ ５９ 揭阳，宁德，昌江，乐东（４）

朔州，郴州，许昌，常德，忻

州，伊春，辽源，张家界，鹤

岗，大兴安岭，黄石，通化，鸡
西，六安，鹰潭（１５）

甘南，陇南，那曲，黄南，南
充，阿克苏，玉溪，曲靖，巴
中，中卫，铜仁，商洛，玉树，
广安（１４）

合计 ９６８ ９８ ９７ １０３

　 　 注： 规模指凝聚子群中包含的城市数； 群数指完备凝聚子群的数量； 在同一格中的城市， 并不代表一定同

在一个凝聚子群中， 例如， 规模 １２ 的凝聚子群中的葫芦岛、 台州、 常州， 仅意味着这 ３ 个城市参与到 ４５ 个 １２
规模凝聚子群中的一个或多个之中； 粗体字、 斜体字、 下划线城市依次属于京津冀城市群 １０ 城市、 长三角城市

群 １６ 城市、 珠三角城市群 ９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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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２， 可以得出如下有关凝聚子群组构特点的认识。
第一， 凝聚子群组成丰富。 在全国 ３１８ 个结点城市中， 有 ２９８ 个成为凝聚子群成

员， 即多数结点城市与 ２ 个及以上结点城市实施创新合作， 广泛参与凝聚子群的建

构。 凝聚子群数量多达 ９６８ 个， 且凝聚子群规模多样， 发育成 ３ ～ ２５ 规模的系列凝聚

子群， 丰富了凝聚子群组构。 其中， 较大规模凝聚子群的形成要求较高， 即每个城市

不仅要具有较高的合作频度， 还要具有较广的合作对象， 因此能够反映凝聚子群的发

展水平， 对评价凝聚子群组构的丰富性具有特别意义。
第二， 凝聚子群跨区域构成特征显著。 凝聚子群尤其是大规模凝聚子群本身具有

显著的多区域结点城市构成特点， 而非有限区域构成。 以规模最大的 ２５ 规模凝聚子

群之一 （不包含石家庄） 为例， 由属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 ２０ 个省份的城市构成。
与此类同， 大量凝聚子群也呈现跨区域分布特点。

第三， 凝聚子群相互重叠度高。 有些结点城市成为不同凝聚子群的成员， 促成

不同凝聚子群以部分城市为媒介相互重叠。 例如， 北京成为 ８４７ 个凝聚子群的成

员， 上海成为 ５００ 个凝聚子群的成员， 即包含北京和上海的凝聚子群的数量分别占

凝聚子群总数的 ８７ ５０％ 和 ５１ ６５％ 。 尤其是， 大部分较大规模凝聚子群， 往往与

其他同级规模凝聚子群仅区别于 １ 个或 ２ 个结点城市， 如 ２ 个 ２５ 规模凝聚子群在

组成上仅相差 １ 个结点城市， 一个含石家庄， 另一个含昆明， 其他结点城市则相

同。
２ 三大城市群局域特点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城市集聚、 经济繁荣的主要

城市群。① 城市群中内聚化或凝聚子群的发育是中国科技创新网络凝聚子群组构特点

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一， 完备层面凝聚子群组构特点。 派系分析结果表明， 三大城市群均未能形成

由群内全部城市构成的独立、 完整的凝聚子群。 例如， 在 １６ 规模以上的 ９６ 个凝聚子

群中， 含上海、 南京、 杭州、 无锡、 宁波和镇江 ６ 个城市的凝聚子群成为含长三角城

市最多者； 在 １０ 规模以上的 ３６９ 个凝聚子群中， 含北京、 天津、 石家庄、 保定、 秦

皇岛、 唐山和沧州 ７ 个城市的凝聚子群成为含京津冀城市最多者； 在 ９ 规模以上的

４６９ 个凝聚子群中， 含广州、 佛山和珠海 ３ 个城市的凝聚子群成为含珠三角城市最多

者。 另外， 分布于三大城市群的凝聚子群， 大多呈跨城市群分布， 即群内城市广泛与

群外城市共同形成凝聚子群。 各城市群均未能形成由城市群内城市构成的凝聚子群，
而多与城市群外城市共同形成凝聚子群， 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群内有些城市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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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唐山、 保定、 秦皇岛、 廊坊、 沧州、 承德和张家口共

１０ 个城市； 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 南京、 苏州、 无锡、 常州、 扬州、 镇江、 南通、 泰州、 杭州、 宁波、 湖州、
嘉兴、 绍兴、 舟山和台州共 １６ 个城市； 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肇庆、 江门、 中山

和东莞共 ９ 个城市。



频度低、 合作范围小， 而城市群内大多数城市往往与城市群外的网络主导城市进行创

新合作， 而与城市群内城市创新合作相对不紧密。
第二， 松散层面凝聚子群组构特点。 为了进一步考察三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的内

聚特点， 实施比 “严格” 派系分析相对 “宽松” 的凝聚子群分析， 即围绕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 借助 ＵＣＩＮＥＴ 分析软件， 实施 ｎ⁃派系 （ｎ⁃Ｃｌｉｑｕｅｓ）、 ｎ⁃宗派

（ｎ⁃Ｃｌａｎ） 分析。
ｎ⁃派系分析表明， 当 ｎ ＝ ２ 时， 即以城市之间直接合作 （距离 １） 或者通过 １ 个

共同邻点城市 （第三者） 间接合作 （距离 ２） 作为前提时， 三大城市群所有城市均

可纳入一个凝聚子群范围， 形成一个准派系凝聚子群。 例如， 在 ２４０ 个城市所构成的

２ －派系凝聚子群中， 包含了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全部城市， 在另外 １７７
个城市构成的 ２ － 派系凝聚子群中则包含了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全部城

市。 也就是说， 尽管三个城市群均没有形成所有城市参与的完备凝聚子群， 但是当补

以其他城市作为联系媒介时， 仅借助 １ 个共同邻点城市， 就能很容易形成群内所有城

市参与的一个准派系凝聚子群。
鉴于 ｎ － 派系分析不能保证共同邻点城市均位于考察范围， 为避免过于 “宽

泛”， 进一步实施 ｎ － 宗派分析， 即分析共同邻点城市限于考察范围时的情况。 为

此， 以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作为考察对象范围， 分别实施 ｎ － 宗派分析。
结果表明， 当 ｎ ＝ ２ 时， 均能形成独立准派系子群。 也就是说， 即使在 “子图”
（ｎ － 宗派） 中， 只要通过一个共同邻点城市就能形成城市群内所有城市参与的准派

系凝聚子群。

五、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演化特点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 中国跨城市合作完成高水平科技论文数显著增多。 在此过

程中，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发生变化， 反映出今后一段时期科技创新网络结构的

演化特征。 本文考察了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的动态演化

趋势。
（一） 网络结构基本特征变化特点

随着跨城市合作高水平科技论文数量的增多和合作率的提高 （如表 ３ 所示）， 中

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构呈现如下四方面变化特点。
第一， 网络内实化。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联系键增长了 １１５ ５４％ ， 城市对增长

了 ７３ ７７％ ， 结点城市增长了 ７ ８０％ 。 可见， 与联系键的增长相比， 城市对增长尤其

是结点城市增长缓慢， 这意味着网络系统体量增大的原因在于内实化， 而非外在规模

的扩大。 鉴于到 ２０１０ 年已经纳入网络系统的地级以上行政区占 ９２ １９％ ， 所以外在

规模扩张空间十分有限， 今后联系键如果显著增多， 网络系统的体量增大仍将体现为

内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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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基本特征值及变化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变动率（％ ）

联系键（人次） ６３１９ １３６２０ １１５ ５４

城市对（个） １６６２ ２８８８ ７３ ７７

联结点（人次） １２６３８ ２７２４０ １１５ ５４

结点城市（个） ２９５ ３１８ ７ ８０

二值密度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９ ４９ ４８

多值密度 ０ ０７３ ０ １３５ ８５ ３２

二值平均距离 ２ ３３９ ２ １７９ － ６ ８４

多值中心势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４ １２ ５０

　 　

第二， 网络密度显著增大。 网络的内实化结果体现为网络系统密度的增大。 网络

系统的密度等于实际邻接连线 （直接联系） 之和除以最多可能存在的邻接连线数。①

实际连线数在二值 （有、 无为判据） 层面相当于城市对数， 多值 （赋值） 层面相当

于联系键数。 据此测算 ２０００ 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密度值， 二值下为 ０ ０１９， 赋

值下为 ０ ０７３， ２０１０ 年则为 ０ ０２９ 和 ０ １３５， 分别增长 ４９ ４８％和 ８５ ３２％ ， 均显著增

长， 且后者更为明显。 鉴于二值下密度值最大可能值为 ０ ５， 多值下还要更大， 因此

尽管城市对和联系键的密度较小， 未来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第三， 平均距离有所减小。 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的适宜取向应是每两个城市之间均

可直接合作， 并且合作频度不断增加。 测度这种直接合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平均

距离， 即连接城市之间的最短路径 （测地线） 的长度之和除以最多可能存在的邻接

连线数。② 据此计算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的平均距离， ２０００ 年为 ２ ３３９， ２０１０ 年为

２ １７９， 下降 ６ ８４％ 。 这一变化有两个含义， 一是离平均距离理想状态即最低值 １ 还

有很大差距， 二是尽管平均距离呈现减小态势， 但幅度尚小。 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科技

创新网络中城市对发育还不完善， 同时联系键的增多主要体现为城市对内的合作频度

增大， 即城市对所含联系键的增多， 而非城市对的增多。
第四， 网络中心势有所提高。 网络系统的点度中心势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反映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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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密度值计算公式为 Ｄ ＝ ２
ｎ （ｎ － １）∑

ｎ

ｉ
ｄｉ。 其中， ｎ 为结点城市总数； ｄｉ 为第 ｉ 个城市对所含联系键， 在多

值情况下， 上式分母中的除数应再乘以 ｃ， 即 ｎ （ｎ － １） ｃ， 其中 ｃ 为城市对中含联系键最多者的联系键数。 具体

可参见刘军 （２０１４）。

平均距离计算公式为 Ｌ ＝ ２
ｎ （ｎ － １）∑

ｎ≥ｉ
ｄｉｊ。 其中， ｎ 为结点城市总数； ｄｉｊ为连接两个结点城市的最短途径

（路径） 的长度 （边数）， 即 ｉ 结点城市到 ｊ 结点城市经过的最少结点城市数。 参见刘军 （２０１４） 和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

帮助文档中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的说明。



点在网络系统中的局部集聚程度，① 其值等于网络系统中最大中心度 （所有者） 结点

城市的中心度值与其他任何结点城市的中心度值的差之总和， 除以各个差值总和的最

大可能值。② 据此测算发现，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的中心势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０４８ 提高

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０５４， 提高了 １２ ５０％ 。 中心势指标的可能最大值为 １， 表明中国城市

科技创新网络系统中心势比较低， 但呈现一定的提升趋势， 意味着中国城市科技创新

网络趋向局部集聚化。
（二） 位序 －规模分布结构演化特点

随着联系键和联结点的增多， 城市对和结点城市在位序与规模关系即位序 －规模

分布 （Ｒａｎｋ⁃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上呈现如下变化特点。
第一， 城市对的构成、 位序动态性显著， 同时密集度总体提高。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０ 年的城市对不仅在绝对量上增加， 而且在构成上呈现显著的更替现象。 例如，
在 ２０００ 年 １６６２ 个城市对中有 ６３４ 个城市对消失， 消失率达到 ３８ １５％ ； ２０１０ 年新生

城市对 １８６０ 个， 占当年总数 （２８８８ 个） 的 ６４ ４０％ 。 另外， 城市对的联系键位序也

呈现显著动态变化， 如在 ２０００ 年的前 ２０ 位城市对中， 只有 “北京 － 上海” （第 １
位）、 “北京 －西安” （第 ２ 位）、 “北京 － 南京” （第 ３ 位）、 “北京 － 哈尔滨” （第 ７
位）、 “上海 －杭州” （第 １５ 位） 以及 “北京 －兰州” （第 １８ 位） 城市对没有位序变

化， 其他均有不同程度变化， 变化较大者如 “北京 －杭州” 升 ８ 位成为第 ４ 位， “北
京 －长春” 降 ６ 位成为第 １６ 位。 然而， 处于高位序的城市对构成相对稳定， 除了

“上海 －西安” 从第 １１ 位降到第 ４２ 位、 “南京 －杭州” 从第 ２０ 位降到第 ２３ 位、 “北
京 －长沙” 从第 ２１ 位升至第 １３ 位、 “北京 －青岛” 从 ３６ 位升至第 １７ 位以外， 前 ２０
位其他城市对构成没有变化。 同时， 随着联系键的增多， 城市对所含联系键数即密集

度亦有增加， 平均密集度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８０ 人次 ／城市对提高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４ ７２ 人次 ／
城市对， 增长 ２４ ２１％ 。 在此期间， 含 １００ 人次以上联系键的城市对从 ４ 个增长到 １３
个。 特别是这些高位序城市对所含联系键数显著增加， “北京 － 成都” 增长了

２１５ ２５％ ， “北京 － 广州” 增长了 １２４ ３６％ ， “北京 －南京” 增长了 １００ ９１％， 增长率

最小的 “上海 －南京” 也有 ５２ ０５％。
第二， 结点城市的联结点规模位序有所变化， 但高位序群构成保持相对稳定性。

随着联系键的增多， 联结点在结点城市中的密集度及其位序发生变化。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北京的联结点增长数达 ２２１５ 人次， 南京增长 ７２４ 人次、 杭州增长 ５４３ 人次、
成都增长 ５４２ 人次、 广州增长 ４８８ 人次、 上海增长 ４８５ 人次， 其中成都增长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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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 局部 （Ｐａｒｔｉａｌ） 指网络中的一部分， 如北京、 上海、 西安等； 区别于局域 （Ｌｏｃａｌ） 即网络中

邻接的部分， 如长三角城市群。

系统中心势计算公式为 Ｃ ＝ ∑
ｎ

ｉ
（ｃｍａｘ － ｃｉ） ／ ｍａｘ∑

ｎ

ｉ
（ｃｍａｘ － ｃｉ）。 其中， ｎ 为结点城市总数； ｃｉ 为第 ｉ 结点

城市的中心度值； ｃｍａｘ为中心度最大的结点城市的中心度值； 某一结点城市的中心度值等于与其直接联系的结点

城市数。 参见刘军 （２０１４） 和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帮助文档中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ＤＥＧＲＥＥ” 的说明。



１６３ ７５％ 。 ２０００ 年联结点密集度位序前 ２０ 位的结点城市中， 到 ２０１０ 年只有北京

（第 １ 位）、 上海 （第 ２ 位）、 济南 （第 １４ 位）、 兰州 （第 １９ 位） ４ 个城市保持不变，
而大部分有 １ ～ ２ 位的变化， 也有少数城市排位变化较大， 例如， 长春从第 １２ 位降到

第 １６ 位、 长沙从第 １５ 位升至第 １０ 位。 同时， 从整体来看， 前 ２０ 位几乎保持原有构

成， 只有昆明从第 ２０ 位下降到第 ２２ 位、 青岛从第 ２２ 位提升为第 １５ 位。
第三， 结点城市的位序 －规模分布偏离度扩大， 首位结点城市相对规模下滑。 为

了考察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在规模和位序上的分布结构的变化动向， 本文引进城市体系

研究中城市人口规模与其位序关系模型即位序 －规模律实施分析， 以联结点替代原模

型中的人口。 从基于位序 －规模分布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①和位序 － 规模分布散点图

来看，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斜率 ｑ 值的绝对值分别为 １ ４４１３ 和 １ ４９４６， 均大于 “理
想值” １， 并呈现扩大倾向 （见图 ２）。 这反映联结点主要集中于以网络主导城市为中

心的高位序结点城市之中， 且这种倾向正在扩大。

图 ２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结点城市位序 －规模分布变化图

值得关注的是， 尽管联结点主要集中于网络主导城市等高位序结点城市， 但是在

这一系统下， 首位结点城市即北京实际所含联结点数又远小于 “应有值”。 上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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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市系统位序 － 规模分布基本关系式为 ｐｉ ＝ ｐ１ ｒ － ｑ
ｉ 。 其中， ｐｉ 为第 ｉ 位城市人口数； ｐ１ 为首位 （规模最

大） 城市人口数， 在标准的位序 － 规模分布 “理想状态” 下， 其值即为 “应有值”； ｒｉ 为第 ｉ 位城市的位序； ｑ
为常数， 其在 “理想状态” 下的 “理想值” 或 “应有值” 为 １。 以联结点替代人口， 对中国城市系统科技创新

网络测算的结果为： ２０００ 年， ｐｉ ＝ ８７２０ｒ － １ ４４１３
ｉ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 ＝ ０ ９６６９； ２０１０ 年， ｐｉ ＝ ２４８３３ｒ － １ ４９４６

ｉ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 ＝
０ ９４６４。



分析结果表明， 首位结点城市联结点数 “应有值”， ２０００ 年为 ８７２０ 人次， ２０１０ 年为

２４８３３ 人次， 而现实情况分别为 ２１８０ 人次和 ４３９５ 人次。 同时， 实际值相对 “应有

值” 的比值，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２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１８。 这说明首位结点城市发展相

对滞后于网络系统的整体发展， 而且这种滞后性仍在扩大之中。
（三） 内聚结构演化特点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在内聚化方面保持一定结构的同
时， 在某些方面呈现显著的变化。

第一， 凝聚子群构成与重叠持续。 从派系分析结果来看， ２０００ 年规模最大的凝

聚子群为 １５ 规模， 共包含 ６ 个凝聚子群， 由共同成员北京、 上海、 西安、 南京、 武

汉、 广州、 沈阳、 杭州、 成都、 天津和合肥， 以及非共同成员长沙、 大连、 济南、 郑

州、 太原、 哈尔滨、 重庆和兰州所构成， 呈现跨区域构成特点， 这种特点一直保持到

２０１０ 年。 又如， ２０００ 年 ３ 规模以上的凝聚子群共 ５９９ 个， 北京成为 ５３０ 个凝聚子群

的成员， 上海成为 ３３６ 个凝聚子群的成员， 形成各子群在空间上部分重叠的特点， 这

种特点也一直保持到 ２０１０ 年。
第二， 凝聚子群高能级化趋势显著。 派系层面凝聚子群规模的扩大， 不仅对凝聚

子群成员数的要求提高， 而且对所含联系键数的要求也提高。 从这种意义上说， 派系

层面凝聚子群的规模可作为内聚化水平或凝聚子群能级的指标。 ２０００ 年中国城市科

技创新网络中最大凝聚子群为 １５ 规模， 共 ６ 个， 而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规模凝聚子群共

２５ 个， 而且更大规模者达 ９６ 个， 尤其是具有 ２５ 规模凝聚子群 ２ 个。 可以说， 在此

期间凝聚子群趋向高能级化显著。
第三， 三大城市群内聚化趋势相异。 为了考察三大城市群内聚化趋势， 分别以三

大城市群各自范围作为考察对象， 进行派系分析，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聚化明显， 后者尤为显著， 而珠三角则有所退

化。 京津冀凝聚子群规模最大者从 ６ 规模提高到 ７ 规模， 参与凝聚子群的城市从 ９ 个

到全员 １０ 个。 在长三角， 凝聚子群规模最大者从 ５ 规模提高到 ７ 规模， ２０１０ 年 ７ 规

模凝聚子群共 ７ 个， 除了泰州和舟山之外， 其他城市均参与到 ７ 规模凝聚子群， 此

外， 这 ２ 个城市还参与到 ５ 规模以上的凝聚子群中。 相比之下，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珠

三角凝聚子群均限于 ３ 规模， 而且参与 ３ 规模凝聚子群的城市从 ８ 个减少到 ６ 个。

表 ４　 中国三大城市群内聚化变化特点———派系分析结果

城市群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派系数
最大规模 ／
最小规模

参与城市 ／
全部城市

派系数
最大规模 ／
最小规模

参与城市 ／
全部城市

京津冀 ４ ６ ／ ３ ９ ／ １０ ５ ７ ／ ４ １０ ／ １０

长三角 １５ ５ ／ ３ １６ ／ １６ １３ ７ ／ ５ １６ ／ １６

珠三角 ５ ３ ／ ３ ８ ／ ９ ３ ３ ／ ３ ６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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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层级结构演化特点

随着时间推移， 网络层级结构发生一定变化。 为了考察网络的层级结构， 分别选

取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前 １００ 个主要结点城市实施层次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聚类分析。① 从

整体上看， 层级从 ７２ 个扩大到 ８１ 个， 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 表明城市之间的主

次关系进一步扩大。
从各层级城市的具体构成来看， 出现一定的构成与位序变化， 如表 ５ 所示。 构成

前 １０ 个层级的城市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均为 １３ 个， 但是哈尔滨和天津被济南和泰安所

替代。 其余 １２ 个城市中， 有些保持原来的层级， 如北京和上海保持第 １ 层级， 广州

保持第 ５ 层级， 其余均发生了位阶上的变化， 西安、 武汉、 沈阳和大连的位阶有所下

降， 而南京、 成都和重庆、 杭州的位阶有所提升。

表 ５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层级结构简表

层级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层级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 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 ６ 成都，重庆 武汉

２ 西安 南京 ７ 沈阳，大连 杭州

３ 南京 西安 ８ 杭州

４ 武汉 成都，重庆 ９ 哈尔滨
沈阳，大连

５ 广州 广州 １０ 天津 济南，泰安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高水平科技论文合作联系为据， 考察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

网络结构及其变化特点， 主要结论与启示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 中国的城市科技创新网络快速发展， 但发展水平仍较低。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中国高水平科技论文的跨城市合作明显增强， 科技创新网络的联系键、 城

市对随之增加， 全国 ９５ ０５％的地级市成为结点城市， 网络分布广泛。 与此相应， 出

现网络内实化、 网络密度增大、 平均距离缩小等态势， 网络系统显著发展， 为今后中

国科技创新合作奠定了良好的网络系统基础。 但是， 网络系统的联系键、 城市对的网

络密度还很小， 平均距离与 “理想值” 还有较大差距， 发展水平还较低， 并且网络

中心势、 位序 －规模斜率绝对值在增大， 呈现结点城市局部集聚性。 因此， 今后还需

要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合作， 促进网络发展， 同时有必要适时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合作

模式， 避免结点城市在局域的过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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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类型采用相似型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类间距测量方法采用根据网络规模调整的组间平均距离 （ＷＴ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利用 ＵＣＩＮＥＴ 分析软件计算。



第二， 网络主导城市对跨区分布， 而联系键区域差异分布显著。 如 “北京 － 上

海” “北京 －西安” “北京 －南京” “北京 － 成都” “北京 － 武汉” “北京 － 广州” 和

“北京 －哈尔滨” 等富含联系键的网络主导城市对， 为中国科技创新合作跨区域展开

提供良好网络框架基础。 然而， 网络联系键主要集聚于东部城市之间。 ２０１０ 年， 北

京、 江苏、 山东、 浙江、 广东、 上海之间的联系键占全部联系键总数的 ４７ ８８％ ， 呈

现显著的区位倾向性。 随着网络系统的演化， 这种过度差异的分布局势有待逐步

改善。
第三， 网络主导城市构成相对稳定， 而首位城市发展不足。 联结点集聚的网络主

导城市， 如北京、 上海、 南京、 广州、 西安、 杭州、 武汉、 成都、 沈阳、 长沙、 重

庆、 哈尔滨和天津等， 所含联结点占全部联结点的一半以上， 并构成相对稳定的高位

序群， 为不同区域提供良好的科技创新合作源点 （支撑点）。 但是， 从位序 － 规模律

角度看， 作为中国首位结点城市即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 其中心作用还没有达到应有

的水平， 而且呈现相对下降趋势。 今后北京还要进一步强化对外科技创新合作， 发挥

应有的 “第一合作者” 作用， 成为名符其实的科技创新网络中心。
第四， 凝聚子群已经发育， 但高能级凝聚子群发展不充分。 随着科技创新网络系

统的发展， 大多结点城市参与形成大量的、 由 ３ 个及以上结点城市构成的完备凝聚子

群， 而且这些凝聚子群之间又多重相叠， 为今后进一步实现交叉性科技创新合作

（即大凝聚化） 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凝聚子群的高能级化发展显著， 但是仍有提升

空间。 例如， 即使在三大城市群， 局域性完备凝聚子群仍存在发育不完善的问题， 未

能成为中国科技创新合作凝聚典范区。 再如， ２０１０ 年最大完备凝聚子群规模限于 ２５
规模， 与全国结点城市之间都参与合作而成为一个整体性 “凝聚子群” 的期望目标

差距甚大。 因此， 今后还要持续努力扩大城市之间科技创新合作， 提高合作广泛性。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以高水平科技论文合作联系为据进行分析， 仅能反映科技论

文合作相关创新活动在城市间的联系网络特点。 对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网络的全面认

识， 还有待基于专利资料、 课题合作、 项目合作、 城市政府间科技合作、 科技人员流

动 （如博士就业、 研究机构人员调动） 等多维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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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ｉｎｓｍａ， Ｆ ａｎｄ Ｐ Ｒｉｅｔｖｅｌｄ（１９９３），“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０（６）， ｐｐ ９１９ － ９３４．
Ｃａｎｔｎｅｒ， Ｕ ａｎｄ Ｈ Ｇｒａｆ（２００６），“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Ｊｅｎａ：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５（４）， ｐｐ ４６３ － ４８０．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Ｇ Ｒ （ １９８２），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ｙ⁃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ｆｔｅｒ ６７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６（１）， ｐｐ １ － ４３．
Ｃｏｏｋｅ， Ｐ （１９９６），“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ｖ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２）， ｐｐ １５９ － １７１．
Ｃｏｏｋｅ， Ｐ ， Ｍ Ｇ Ｕｒａｎｇａ ａｎｄ Ｇ Ｅｔｘｅｂａｒｒｉａ（１９９８），“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３０（９）， ｐｐ １５６３ － １５８４．
Ｄｅｒｕｄｄｅｒ， Ｂ （２００６）， “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ａ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３（１１）， ｐｐ ２０２７ － ２０４６．
Ｆｌｅｍｉｎｇ， Ｌ ， ＩＩＩ Ｃ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Ｉ Ｊｕｄａ （ ２００７ ）， “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６）， ｐｐ ９３８ － ９５４．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 （１９８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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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 （１９９１），“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
（５）， ｐｐ ４９９ － ５１４．

Ｇｌａｎｚｅｌ， Ｗ （２００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５１（１）， ｐｐ ６９ － １１５．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Ｒ Ｊ ， 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 Ｄ Ｍ Ｓｍｉｔｈ （ １９９４ ），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Ｍａｒｔｉｎ， Ｒ ａｎｄ Ｊ Ｓｉｍｍｉｅ（２００８），“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Ｃ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０（２ － ３）， ｐｐ １８３ － １９６．

Ｍａｔｔｈｉｅｓｓｅｎ， Ｃ Ｗ ， Ａ Ｗ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ａｎｄ Ｓ Ｆｉｎｄ （ ２０１０ ）， “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７（９）， ｐｐ １８７９ － １８９７．

Ｎｅｗｍａｎ， Ｍ Ｅ Ｊ （２００１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Ｉ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Ｐａｔｈｓ，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Ｅ， ６４（１） －０１６１３２， ｐｐ １ －７．

Ｎｅｗｍａｎ， Ｍ Ｅ Ｊ （２００１ｂ），“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ＮＡＳ， ９８ （２），
ｐｐ ４０４ － ４０９．

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Ｒｕｓｓｏ， Ｍ ａｎｄ Ｆ Ｒｏｓｓｉ（２００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５（１）， ｐｐ ７５ －９９．
Ｓｉｍｍｉｅ， Ｊ ， Ｊ Ｓ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Ｐ Ｗｏｏｄ（２００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Ｆ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６（１）， ｐｐ ４７ － ６４．
Ｓｕｎ， Ｓ ａｎｄ Ｓ Ｍ Ｍａｎｓｏｎ（２０１１），“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Ｉ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 ６３（１）， ｐｐ １８ － ３３．
Ｔａｙｌｏｒ， Ｐ Ｊ ａｎｄ Ｒ Ａｒａｎｙａ（２００８），“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Ｒｏｌｌｅｒ Ｃｏａｓｔ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２（１）， ｐｐ １ － １６．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ｙ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ＪＩＮ Ｚｈｏｎｇ⁃ｆａｎ１，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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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ｌｏｏｋｓ ｕ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 ｂｙ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 ｃａｎ ｄｒａｗ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ｏｗ；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ｘ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ｌｉｎｋ ｂｏ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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