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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etwork sites, the network features and resources of the 
enterprise nodes are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 enterprise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knowledge “homolo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knowledge, this paper opens up the 
operation channel between network layer and enterprise layer,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enterprises move from the marginal areas of social network to the middle areas or core areas. 
In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echnology network, market network and enterprise's search ability, 
absorptive ability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enterprises embed into the network core areas. In different 
network sites, enterprises choose different ways of inno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Xiuzheng 
Pharmaceutical Group Company Limited as an example to further verify the research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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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位置嵌入与企业技术创新选择 

--基于修正药业为例 

李文丽 1 

1.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网络位置不同，企业所处节点的网络特征及知识资源存在差异。社会网络、企业能力及技术创新三者具有知识“同

源性”。以社会知识理论为基础，打通网络层和企业层之间运行通道，揭示企业从社会网络边缘区域，嵌入到中间区域、核

心区域位移的内在机理。在技术网络、市场网络与企业的搜寻能力、吸收能力及应用能力良性互动中，企业网络位置向中心

嵌入。在不同网络位置，企业选择不同创新方式。以修正集团为例， 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关键词：位置嵌入；社会网络；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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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已经逐步突破组织边界，由传统封闭组织逐渐发展为开放式创新，凭借所处的复杂社会网络

突破创新资源限制已经成为企业技术创新重要发展路径，这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共识
[1]
。社会网络是组

织在某一群体中正式或非正式的交互关系
[2]
。嵌入性是衡量组织融入社会网络重要指标，是构建网络成员

互动的网络结构及活动机制
[3]
，根据嵌入网络中的特征将社会网络划分为三个维度，即位置嵌入、结构嵌

入和关系嵌入。学者们对关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方式、绩效的研究比较多，而关于位置

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乏善可陈。一般从静态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在社会网络中某确定位置的发展问

题。随之环境、资源及市场竞争压力，企业要不断地调整网络位置。企业如何从网络中的非中心节点向中

心节点位置嵌入，嵌入动力是什么样的？处在不同网络位置中企业选择什么方式进行技术创新？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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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颖及亟需解决的命题。本文挖掘网络层与企业层之间内在联系，从动态角度刻画网络嵌入过程位置

嵌入与技术创新选择关系，丰富社会网络理论和实践。以吉林省中医药企业—-修正集团发展为例，印证

上述研究结论，以达到促进医药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1 文献回顾 

1.1  网络嵌入与位置嵌入 

学者们对网络嵌入维度、网络嵌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等展开深入研究。Granovetter 将社会网络划分

为联系嵌入和结构嵌入；Fletcher和 Barrett 进行三维度划分：即时间、空间及表象
[4]
。Zukin 和 DiMaggio

进行四类划分：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政治嵌入。维度分类目的是便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

同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法。Gulati 和 Granovetter 对社会网络分类中，位置嵌入是指企业在网络中的所

处位置及声望。结构嵌入更多指网络整体连接方式。Ibarra 认为位置嵌入具有优势，即越靠近网络中心位

置，企业获得更多资源。 

1.2 位置嵌入与技术创新关系 

嵌入性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Stuart 和 Gulati 在研究中都论证了网络位置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网

络位置，会获得不同资源，中心位置嵌入企业吸收能力强，获得技术创新知识机会多
[5][6]

。企业嵌入有利

位置能够获取多样信息和丰富资源，对于技术创新形成具有显著作用
[7]
。强调位置和结构对信息流动和资

源获取的影响。企业创新与创新网络资源密切相关，企业创新可以基于自身资源基础上，通过网络获取资

源进行创新活动
[8]
。组织的技术创新组织模式选择也会受到自身所嵌入网络位置、结构及关系影响

[9]
。 

2 研究框架 

社会网络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得到学者们广泛认同，但是跨越企业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尚

不多见。本文借助企业知识学理论，以知识为连接企业层和网络层的纽带，揭示企业处于不同位置的网络

特征，揭示网络位置移动内在机理，探究网络位置、企业内部能力及技术创新方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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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力

搜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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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网络、企业能力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从知识理论出发，社会网络、企业能力及技术创新具有知识的“同源性”。社会网络本质是不同主体

间的一种交互关系，处于节点主体能够获得组织外的资源。资源基础理论及企业能力理论认为：资源是能

力的基础，能力是资源外在表现。能力本质是累积性知识。知识资源的管理就成为企业能力最为普遍和关

键的表现形式，技术创新是企业对现有知识的重新排列组合。如图 1所示，知识成为社会网络、企业能力

及技术创新联结到一起的纽带。 

不同网络位置呈现不同网络特征，依据获取资源类型不同，将社会网络划分为技术和市场为联结纽带

的技术网络、市场网络。技术网络以获取技术知识为目的，市场网络以获取市场、品牌知识为目的。企业

是综合知识体，从知识视角，将企业能力划分为知识的搜寻能力、吸收能力和应用能力。搜寻能力是指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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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知识过程；吸收能力是指内化知识的过程；应用能力强调对知识的整合运用。社会网络是企业外部的“知

识源”，搜寻能力绝定了获取知识的“量”，吸收能力和运用能力体现运用知识的“质”。累积的知识最

终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方式和水平。随着企业能力的提升，能够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选择不同的技

术合作方，与各个节点间联结方式和联结强度都发生变化，网络结构与企业能力互促中使企业在社会网络

中位置发生变化。因此，企业能力是社会网络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条件，也是拉动企业主体在社会网络形

成位移的决定力量。社会网络位置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其实质是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3.网络位置嵌入过程及技术创新选择分析 

依据社会网络理论，不同网络位置获取及控制资源不同，如图 2 所示，我们将整体社会网络，划分为

三个区域，即核心区域、中间区域及边缘区域。越靠近核心区域（或接近节点 O处）获得位置优势越大，

三个区域位置优势呈现核心区域>中间区域>边缘区域。 

OAB

边缘区域

中间区域

核心区域

 
图 2 社会网络位置嵌入示意图 

3.1 边缘区域网络位置嵌入及技术创新方式 

处于网络边缘区域内企业，与之联结网络节点单一，联结比较松散，节点间联结不够持久稳定。以技

术购买与专利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及技术贸易等活动建立交互联系。市场需求量不大，产品及顾客

类型单一。在成熟市场里，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获得生存空间。在低成本战略指导下，对技术进行消化—吸

收—模仿创新，通过“微创新”获得成本优势。因此，技术网络、市场网络联结弱。这样网络结构特征决

定获取的网络知识是明确的、简单的，同质性比较强。同质性知识一般只能增加企业内部现有知识存量。 

边缘区域企业一般竞争力不强，企业面临巨大生存压力，首要任务是找寻有效市场需求，低成本高质

量成为打败低端竞争的重要手段，市场网络逐渐得到发展。市场联结成为边缘区域企业强化内部能力、获

取网络知识的重要渠道。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着力打造搜寻能力，在内部知识严重不足情况下，提升从外

部获取知识的能力。反过来，强大搜寻能力又能够加速技术网络建设，增加联结范围，密切节点关系。企

业从重视市场网络转化为强化技术网络联结。因此，搜寻能力和强化技术网络相互影响中，推动边缘区域

企业逐渐嵌入到中间区域，完成从 B→A 的位置移动。 

3.2 中间区域网络位置嵌入过程及技术创新方式 

网络中间区域，网络联结持久度和作用强度都好于边缘区域。在此区域，企业网络移动过程中，已经

累积一定市场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技术合作范围和深度。市场网络强化过程中，以利基市场

为对象，在原有技术范式下采用功能性改进为主的渐进式创新方式。由于细分市场容易被大企业忽略，市

场竞争不大激烈，很容易构建起市场网络关系。在较强市场网络格局中企业扩大了知识源，企业内部市场

搜寻能力逐渐增强。在搜寻能力引领下，企业通过引进人才、加强培训等方式，知识吸收能力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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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发合作、技术合作等较强技术联结下，获得更多的技术同质性知识；在市场网络协同下，知识缄默

性和复杂性都有所增加，知识存量大量累积，促进知识从量变到局部质变的转化，创造出面对新市场的新

产品。搜寻能力和逐渐强化的吸收能力，为市场网络和技术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二者相互影响中，

企业实现了从 A→O 的位移。因此，此阶段通过强化技术网络链接和提升吸收能力，促进二者有效互动是

推动企业网络位移的关键动力。 

3.3 核心区域网络位置嵌入过程和技术创新方式 

核心区域网络优势明显，通过国际技术合作、国际并购、技术联盟形式等，搜寻国内外技术、产品开

发等相关信息，市场范围扩大，构建全国销售与服务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营销中心等，在全球范围内

选择供应商及原材料，技术、市场网络呈现多主体多样化强弱链接。搜寻范围扩大，搜寻能力增强，增加

了企业知识存量。从网络上获取了更多有利于创新缄默性、复杂异质性知识，改变了企业知识结构。经过

长期企业能力累积，经过知识吸收及转化运用，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此时，在全方位战略指导下，

企业具备了针对主流市场进行突破性创新的条件。 

另外，克服技术锁定及能力刚性问题，企业需要具备为适应市场变革而创造性地使用内外部知识资源

的能力。市场发生变异刺激，及时捕捉搜寻到这种变化，并能够将外网知识传导到企业内部，运用企业吸

纳知识、整合知识、运用知识能力，企业能力跃迁在更高台阶上，企业位置才有可能从 B→O跨越式挺进

到核心区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此时，位置移动是技术网络、市场网络和搜寻、吸收及应用知识能力良

性互动，共同发展的结果。 

4 案例分析---以修正药业为例 

第一阶段：社会网络边缘区域---低成本改进创新 

修正药业于 1995 年创立，是吉林省一家民营制药企业。创立之初，总资产不足 20 万，负债达 400 多

万元。当多数企业以偷工减料低价恶性竞争时，修正选择了天麻丸这种造价低、工艺简单，销量大的“短

平快”产品进入市场，以高质量、低价格、药效好获得患者好评，出现了供货商排队等货局面，年底盈利

利润 100 多万元。随着市场范围扩大，企业运营资金的增加，企业又与北京钻研肝药的资深专家共同研发

新药，“太和圣肝”胶囊问世，当年就实现产值 3700 万元。1997 年，销售额突破了 1 亿元。聘请北京专

家和博士开发的“斯达舒”胶囊，以其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强大广告宣传攻势，突破全国市场。到了 2010

年，仅仅斯达舒单品销售额已经超过 33 亿。 

从上述发展可以看出，从吉林省逐渐拓展到全国，市场网络发展迅速，为企业搜寻市场及技术信息特

供了空间。虽然此时企业综合能力还比较弱，但是逐渐扩大的市场网络为企业提升搜寻能力提供了条件。

购买成方并对其进行技术改进，与北京等专家进行技术合作，技术网络联结比较简单、薄弱。因此，低成

本改进创新成为此时修正主要技术创新方式。 

第二阶段：社会网络中间区域---二次开发合作创新 

此阶段修正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开发，与长春中医学院联合建立了“吉林省中正中医药工程中心”。

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东北师大遗传与细胞研究所联合组建国家现代化中药研究中心，在中药有效部

位提取分离、发酵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与吉林大学、沈阳药大等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扩大合作与交流的范围，吸收消化国际先进的科技成果。二次开发培育了肺宁、消糜栓、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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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颈腰康、益气养血等十几个药品。开辟覆盖全国的三级市场营销网络，以行政区域划分省、市、县

级细分市场，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自己拥有较强竞争力的细分市场上，产品销量及品牌知名度大幅度提升。 

从上述发展看，市场网络强化过程中，在企业搜寻能力推动下，社会网络与企业能力互动中，修正药

业已经从边缘区域嵌入到中间区域。在中间区域中，技术从剂型改造的二次开发，逐渐转变为药效研究的

内涵式二次开发。从与专家教授合作扩大到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紧密式技术合作开发，技术网络得到发展

和强化。技术合作使企业内部知识吸收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此时技术创新方式主要是与高校、科研院所

建立的合作创新。 

第三阶段：核心区域---集成自主创新 

修正集团化发展，重组了 8 家企业，集团形成了拥有一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六大制剂基地、四大

原料基地、十大销售平台的发展格局。建立集团科技创新中心，旗下拥有北京修正新药物研究院、修正生

物医药（杭州）研究院、北京药膳研究院等 6个研究院所。自主研发了国家级两个一类、四个二类、四个

三类、三个四类新药。集团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 10 亿元左右。加强国家合作集成开发与国家合作，与印

度联合开发门冬胰岛；与 Swabplus环球施普乐的强强联合，与台湾华玺建合资公司，与日本宫越集团成

立隆邦修正医药有限公司。与 20 余万家终端和 800 多家经销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建起全国最大的 OTC

和医疗渠道营销网络，建起全国最大的 OTC 和医疗渠道营销网络，并大力拓展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从“制

药企业”逐渐向集药材种植培育、药品、保健品、食品、化妆品、医药物流、医药卫材等于一身的“大健

康产业”发展。 

从上述发展看，市场网络及技术网络逐渐强化过程中，由搜寻能力先导发展，引发企业吸收能力及应

用能力大幅度提高，在社会网络与企业能力良性互演中，将修正药业从社会网络中间区域逐渐推进到中心

区域。企业内部建立起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开放式集成创新模式已经初见成效，此时技术创新方式主要是

集成式自主创新。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动态社会网络中，企业所处的网络位置会发生变化。由边缘区域经由中间区域向核心区

域嵌入，会获得更多网络资源。形成企业网络位置移动的内在机理是：技术网络和市场网络，为企业发展

提供“知识源”，提升企业内部搜寻能力，搜寻能力进一步激活并拉动企业吸收能力和应用能力。企业能

力反过来改变企业所处的市场及技术网络结构特征，网络层和企业层良性互动中拉动企业由边缘区域渐次

内嵌到网络核心区域。当然，克服企业能力刚性过程，也会实现从边缘区域跨域到核心区域情况。不同的

企业能力促使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企业技术累积情况而选择低成本合作创新、针对细分市场的差异化

创新和全方位集成自主创新三种不同方式。修正药业从吉林省一个资不抵债的民办小药厂发展到全国知名

的集团化公司，也经历了从社会网络边缘逐渐嵌入的过程，技术创新方式随着所处的网络位置差异而采取

不同方式，单一案例印证了本文研究结论。如果能够对技术网络、市场网络及搜寻、吸收及应用能力进行

量表设计及定量分析，将拟补定性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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