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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色创新能够在保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社会进步，有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转型。文章从关系型

视角拓展绿色创新相关研究，基于中国３３６个城市相互间的绿色专利联合申请信息构造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弥补了现有研究多

基于属性数据的缺陷。进而基于网络分析技术考察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并构造了一种新的嵌套分解方法对网络嵌套

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最终，揭示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结构以及个体节点网络位置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中所发挥的作

用。研究发现：①样本城市间绿色创新合作关系平均数为２．０４项，而北京市与样本内其他城市的绿色创新合作关系平均数约为２２８

项。②网络内仅北京、南京、杭州、上海、武汉等少部分城市拥有较强的影响力，而样本内７８．９％的城市度数中心度小于１，位于网络

边缘位置。③我国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典型嵌套性结构，通过将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分解为不同的子网络，进一步

识别了不同子网络的网络密度以及各城市在不同子网络内的中心度特征。④通过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各类创新主体能够吸收更

大空间范围内的资源、知识与技术经验，从而超越自身认知局限而提升其创新能力。根据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绿色创新空间关联

网络密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⑤创新网络中占据不同位置的创新主体所接收到的信息和知识是不同的，占据核

心位置的成员相比非核心成员拥有更强的信息优势，由此可能加剧网络内各成员的非均衡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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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提出“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再次强调了“构建市场导

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

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绿色创新又被称为环境创新、生态

创新或可持续创新，指能为消费者和企业创造价值并且能

显著降低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新产品或新工艺。与传统创

新相比，绿色创新更加强调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

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与环境

代价，有助于构造环境友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伴随对

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关注不断提高，绿色创新日益成为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已有文献对绿色创新的概念

内涵［１－２］、指标测度［３－５］与影响因素［６－８］等进行了深入研

究。虽然现有文献已经对绿色创新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

多是从属性数据的视角展开，在考察各类主体（企业、大学

与科研机构等）绿色创新行为的过程中仅从自身属性特征

展开研究，而忽视了来自其他区域的创新主体的影响。当

前文献已经揭示出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

的相互关联会对创新活动产生重大影响［９－１０］。现有文献

缺少从关系型视角对我国城市绿色创新展开研究，由此无

法深入分析各城市间的绿色创新合作关系以及由此形成

的复杂空间关联网络对我国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所发

挥的作用。考虑到上述缺陷，该研究基于绿色专利联合申

请信息构建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并利用网络分析

方法对整体网络结构特征与嵌套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最

终，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影

响效应，考察了整体网络结构以及个体节点在网络中的位

置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根据国际权威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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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制定的“国际绿色专利分类清单”，绿色创新共涉

及七大技术领域：替代能源生产、交通运输、能源节约、废

弃物管理、农林、行政监管与设计、核电。依照上述绿色专

利分类清单，通过专利检索与数据分析网站（ｈｔｔｐ：／／ｐ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采集并整理了 ３３６个城市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绿色专利授权信息。

根据采集得到的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３３６个样本城市

累计绿色专利授权量约８５．０７万项。基于专利授权数据，

并进一步通过绿色专利的联合申请信息构造城市绿色创

新空间关联网络，主要处理步骤如下：①剔除仅有一位申

请者的绿色专利数据；②考虑到个人申请者流动性较强，

难以确定其所在城市，因此剔除样本中的个人申请者；③
如果某一专利存在三位以上的申请者，则采用两两交叉的

方式，统计各对申请者之间的合作关系；④统计各城市间

的专利联合申请信息，进而构造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

络。经过上述处理步骤，共计获得３３６城市１８．３５万条绿

色专利联合申请信息，基于这一结果构造城市绿色创新空

间关联网络。区别于二值网络，这一空间关联网络为无向

加权网络，节间点权重衡量了各城市之间合作关系的紧密

程度。

１．２　复杂网络分析方法

网络是描述由诸多相互关联的个体所形成系统的自

然而形象的概念［１１］。一个典型的网络可以通过图论中节

点（ｎｏｄｅ）与连线（ｔｉｅ）的概念进行分析，对于加权网络 Ｇ

而言，所有节点可以由向量 ν＝ ν１，ν２，…ν{ }
ｎ 表示，而节

点间的连线则需要通过两个矩阵进行描述，其中联系矩阵

Ｅ＝［ｅｉｊ］ｎ×ｎ包含节点间是否存在联系的信息，即如果 ｅｉｊ
＝１则节点ｖｉ与ｖｊ之间存在联系，如果ｅｉｊ＝０则ｖｉ与ｖｊ之

间不存在联系；权重矩阵Ｗ ＝［ｗｉｊ］ｎ×ｎ包含节点间联系的

强度信息，权重ｗｉｊ数值越高则对应节点间的联系越紧密。

１．２．１　整体网络特征

网络密度。式（１）给出了无向加权网络中网络密度

的测度公式。式中Δ（Ｇ）为网络密度，网络密度衡量了网

络中节点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越大，则整体网

络对个体节点的影响越强［１２］。

Δ（Ｇ）＝∑
ｉ，ｊ∈ν；ｉ≠ｊ

ｗｉｊ／｜ν｜（｜ν｜－１）＝
ｗ′Ｗｗ

｜ν｜·（｜ν｜－１）
（１）

网络结构熵。现实中的多数网络都体现出了高度的

异构性，网络结构呈现不均衡特征。网络结构熵能够根据

网络中边的分布，测度网络的异构性特征［１３］，具体测度公

式见式（２）。式中ｋｎ代表节点ｎ的度数中心度。

Ｈ（Ｇ）＝－∑
ｎ∈ν

ｋｎ
∑
ｎ∈ν
ｋｎ
ｌｏｇｋｎ／∑

ｎ∈ν
ｋ( )ｎ （２）

１．２．２　个体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
加权网络中个体节点的位置与作用可以通过如下各

类中心度指标进行测度［１４］，中心度越高的节点对于网络

的影响与支配能力更强，往往在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

度数中心度。度数中心度衡量某一节点与网络中其

他节点的总体联系程度，如果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总体联

系较强，则该点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式（３）给出了加
权网络中节点度数中心度的计算公式。其中 ｗ是与 ｖ同
型的向量，其中元素全为１，ｂ与向量ｖ同型，与ｖ中节点ｎ
对应位置元素为１，其余元素均为０。

ＲＤｎ（Ｇ）＝
∑
ｉ∈ν，ｉ≠ｊ

ｗｉｊ

｜ν｜－１
＝ ｂ′Ｗｗ
｜ν｜－１

（３）

介数中心度。介数中心度的计算基于考察节点是否

位于网络中其他点对的最短路径上，如果某一节点承担了

较多的其他点对相连的“中间人”角色，则该节点具有较

高的中介中心度。式（４）给出了绝对介数中心度的测度
公式，式（５）则给出了标准化的介数中心度。式中ｓｍｏ表示

节点ｍ、ｏ的最短路径数，ｓｎｍｏ表示节点 ｍ、ｏ的经过点 ｎ的

最短路径数，ｓｎｍｏ／ｓｍｏ衡量的是ｎ位于节点ｍ、ｏ之间捷径的
概率。式中同时给出了矩阵符号下的测度公式，其中矩阵

Ｓｎ由ｓｎｍｏ／ｓｍｏ组成，Ｓ
ｎ ＝［ｓｎｍｏ／ｓｍｏ］。

（４）

（５）
１．２．３　整体网络的嵌套结构分解

现实世界的网络往往具备一定的嵌套性特征，即网络

内各节点对与其相连的不同节点的相互作用模式有差异，

和其中一部分本来就已充分连接的节点更容易产生相互

联系。由此整体网络能够被分成多个内部连接紧密的子

网络，子网络内部节点相互连接的概率要大于不同子网络

节点之间的连接出现的概率。在无向加权网络 Ｇ中，ｖ代
表网络中所有节点的集合，将整体网中的节点集合分解为

多个不同的分组（ｇｒｏｕｐ），由此形成整体 －分组的嵌套结
构。首先将向量ｖ分解为不同的子集合｛νｉ，νｊ，…｝，使得

ν＝∪ｉνｉ，且νｉ∩νｊ＝Φ，ｉ≠ｊ。进而基于上述节点分组
将联系矩阵Ｅ与权重矩阵Ｗ进行分块（式６），其中Ｅｉｊ＝
［ｅｎｍ］，ｎ∈νｉ，ｍ∈νｊ。子矩阵Ｅｉｉ表示组群内部的连接关
系，而子矩阵Ｅｉｊ（ｉ≠ｊ）表示组间的关联关系。

Ｅ＝［Ｅｉｊ］＝

Ｅ１１　Ｅ１２　…　…

Ｅ２１　Ｅ２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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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嵌套结构分解，能够将整体网络Ｇ进一步分

解为多个子网络。由此可以针对各类网络指标进行嵌套

结构分解，式（７）报告了度数中心度的分解公式。其中

Ｗｉｉ为组内网络的权重矩阵。ｂｉ是与ｖｉ同型的向量，与ｖｉ中

节点ｎ对应位置的元素为１，其余元素均为０。ｗｉ与向量ｖｉ
同型，其中元素均为１。ＲＤｎ（Ｇｉｉ）报告了节点ｎ在组内网络

与其他节点的连接情况。节点ｎ的值越高则表明该节点与

同组群节点的连接关联越紧密。ＲＤｎ（Ｇｉｊ）报告了节点ｎ与

组间网络中其他节点的连接情况。式中ｗｊ与向量ｖｊ同型，

其中元素全为１。节点ｎ的ＲＤｎ（Ｇｉｊ）值越高表明该节点与

外部组群的连接关系越紧密。

ＲＤｎ（Ｇｉｉ）＝
ｂ′ｉＷｉｉｗｉ
｜νｉ｜－１

，　ｎ∈ｖｉ

ＲＤｎ（Ｇｉｊ）＝
ｂ′ｉＷｉｊｗｊ
｜νｊ｜

，　ｎ∈ｖｉ

（７）

２　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

２．１　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

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来看，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

络的网络密度为２．０４，即在３３６个样本城市之间发生协作

关系的平均数为２．０４。从这一结果可以发现，总体来看

样本城市之间的绿色创新合作关系数量较少。整体网络

的结构熵测度结果为３．４８，结构熵值非常小，意味着整体

网络各部分间的差异较大，异构性比较强［１５］。结合上述

结论可知，尽管网络整体较为稀疏，但在部分城市间仍存

在较为活跃的绿色创新合作关系。

从个体节点中心度的测度结果来看，北京市的度数中

心度最高达到２２８．４８，意味着北京市与其他城市发生的绿

色创新协作关系平均数约为２２８项，北京市与样本内绝大

多数城市间均存在极为密切的协作关系与绿色创新知识

溢出。此外，南京、杭州、上海、武汉、深圳、广州、天津、济

南等城市具备相对较高的度数中心度，说明这些城市在绿

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样本城市度数中

心度均值为２．０３９６，约有８５％的城市度数中心度低于这

一数值，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发生的协作关系数不足北京

市的０．５％。由上可见，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现

典型幂律特征与极化分布趋势，仅少部分城市拥有较强的

影响力，样本内绝大多数城市则位于网络边缘位置，绿色

创新的城市间合作关系数量较少，绿色创新知识的相互间

溢出渠道不畅。

相较于度数中心度，介数中心度在样本城市中分布的

右拖尾现象更加明显，仅极少部分城市在整体网络中能够

发挥中介作用。北京市介数中心度为０．４１７，远高于其他

样本城市，说明北京是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中介

城市，网络中形成了大量以北京为中介的城市间创新协

作。南京、上海、武汉、深圳、西安、长沙、广州等城市也具

备相对较高的介数中心度，在网络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知识

转移中介作用。超过９５％的城市介数中心度低于０．０１，

在网络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中介作用。由此可见，相较于度

数中心度，介数中心度分布的非均衡特征更加明显，仅少

部分城市能够在网络中发挥绿色创新知识转移中介作用。

２．２　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嵌套结构特征分析

依照八大地区的空间尺度将３３６个样本城市进行分

组，由此将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分解为区域内空间关联

网络与区域间空间关联网络。表１报告了网络密度的嵌

套分解结果，表格中对角线元素给出了每一区域内部空间

关联网络的密度，非对角线元素则给出了区域间空间关联

网络的密度。由表１可知，北部沿海地区城市更倾向与同

区域城市形成绿色创新合作关系，其次则是与东部沿海、

东北地区城市，而与西南、西北地区城市的关系较弱；对于

表１　网络密度的嵌套分解结果

区域 北部沿海 东北地区 东部沿海 黄河中游 南部沿海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长江中游

北部沿海 ７０．９７ ８．８８ ３１．７９ ６．５６ ６．６４ ２．８３ １．９４ ５．２６

东北地区 ８．８８ １．９７ ０．５８ ０．１６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８

东部沿海 ３１．７９ ０．５８ ５６．６１ １．１６ ３．５５ ０．６０ ０．６４ １．９３

黄河中游 ６．５６ ０．１６ １．１６ ２．２２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０７ ０．２２

南部沿海 ６．６４ ０．２２ ３．５５ ０．３５ １７．８９ ０．０６ ０．３８ ０．９７

西北地区 ２．８３ ０．１０ ０．６０ ０．３２ ０．０６ ０．８４ ０．０３ ０．０９

西南地区 １．９４ ０．０５ ０．６４ ０．０７ ０．３８ 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１８

长江中游 ５．２６ ０．０８ １．９３ ０．２２ ０．９７ ０．０９ ０．１８ １．９２

　　注：表中对角线元素为各区域内部网络的网络密度，非对角线元素则报告了相应区域间网络的网络密度。

·３２·

王　婧等：中国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效应



东北地区的城市，无论是区域内部空间关联网络还是区域

间空间关联网络的密度均较低，绿色创新合作主要来自与

北部沿海城市之间的区域间联系；东部沿海城市的绿色创

新合作关系，主要来自区域内部联系以及与北部沿海城市

的区域间联系，而与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城市的关联较

少；黄河中游地区的绿色创新合作关系主要来自与北部沿

海城市之间的区域间联系；南部沿海地区的合作关系则主

要来自区域内部以及与北部沿海城市的区域间联系。综

合上述结果可见，在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中，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内部的城市间合作比较频繁，而

北部沿海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紧密的协作关系，南部

沿海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关联关系相对较弱。对于东北、

西南、西北等绿色创新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区域内部的

城市合作关系较少，而受到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城市的影

响较深，而南部沿海城市对于这些落后地区的影响较弱。

表２报告了度数中心度前１０位城市的嵌套结构分解

结果，其中报告了每一城市在区域内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

度数中心度，同时报告了其联系最为密切与最为稀疏的外

部区域。北京市在区域内部空间关联网络的度数中心度

为５１３．７６，即平均而言北京与北部沿海地区其他城市的合

作项目数超过５１３项。而北京市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的

区域间平均合作数量为８９６．９２，相较于同区域城市北京市

与东部沿海城市的合作交流更为频繁。对于样本内的多

数城市，与北部沿海地区的区域间合作往往超过了与同区

域内城市的合作，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北京市在绿色创新

空间关联网络中所发挥的核心效应。此外，西南、西北地

区城市位于网络边缘位置，这些城市不仅与同区域内城市

的合作数量较少，区域间合作同样较为贫乏。

３　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识别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是否对我国城

市绿色创新产生影响，将网络结构变量与空间计量模型相

结合，从网络整体结构、个体节点位置等方面实证考察绿

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对我国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

首先构建如下包含网络结构变量的空间滞后模型：

ｙ＝α＋ρＷｙ＋∑
ｑ

ｉ＝１
Ｘｉ＋∑

ｋ

ｉ＝１
ｎｅｔｉ＋ε （８）

式（８）中，被解释变量ｙ为样本期内各城市绿色专利的

累计授权量，α为截距项，空间权重矩阵Ｗ为行标准化后的

创新合作权重矩阵，Ｗｙ为空间滞后项，Ｘｉ为控制变量，ｎｅｔｉ
为网络结构变量，ε为误差项。网络结构变量与控制变量

的选择如下所述（由于存在数据缺失问题，本部分在模型估

计过程利用了２７６个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的样本数据）。

３．１　网络结构变量

网络密度ｄｅｎ是衡量网络连接紧密程度的变量，网络

结构熵ｓｅ能够衡量网络异构性（为衡量不同网络密度与

结构熵对于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论文选择以每一城市在

其所属区域内部网络中的网络密度与网络结构熵作为解

释变量）；度数中心度ｒｄ与介数中心度ｒｂ是衡量个体节点

在整体网络中重要程度的变量，中心度高的城市具备较高

的信息优势从而有助于对外部信息与内部知识进行整合，

从而有助于提升自身绿色创新水平。

３．２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ｒＧＤＰ，以各城市实际ＧＤＰ年均值进行

表２　代表性城市度数中心度嵌套分解结果

城市
区域内空间关联网络

度数中心度

区域间空间关联网络

联系最密切的

外部区域

度数

中心度

联系最稀疏的

外部区域

度数

中心度

北京 ５１３．７６ 东部沿海 ８９６．９２ 西南地区 ５２．９０

天津 １１４．００ 东部沿海 １４．１２ 西北地区 ０．７４

石家庄 ８０．４５ 东部沿海 ３．７２ 西南地区 ０．２６

太原 ２．３９ 北部沿海 ２２．５７ 西南地区 ０．１８

呼和浩特 ０．６１ 北部沿海 ５．２０ 西北地区 ０．０９

沈阳 ７．３１ 北部沿海 ７３．８３ 西南地区 ０．３０

长春 ４．４０ 北部沿海 ２１．４０ 西北地区 ０．１１

哈尔滨 １．３１ 北部沿海 ２０．７７ 西北地区 ０．２６

上海 ７９．５８ 北部沿海 １１９．０７ 西北地区 ２．５５

南京 １７１．１７ 北部沿海 ３４９．５０ 东北地区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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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人力资本 ＨＣ，以各城市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

生人数的年均值进行表征；政府财政科技投入 ｇｏｖ，用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表征财政科技投入，以

此衡量政府创新扶持力度；城市绿色环境意识ｇｒｅｅｎ，以各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表征。

表３报告了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各类模型均具有较

高的Ｒ２，拟合效果较好。根据模型估计结果，网络密度

ｄｅｎ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值，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表明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显著

的影响，空间关联网络密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

创新水平。网络密度的提升意味着网络中合作关系增加，

城市间绿色创新知识的相互溢出渠道增加，区域交流和联

系增多，这将有助于提高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

度数中心度ｒｄ的回归系数较高，且通过了１％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伴随各城市在绿色创新空间关联

网络中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越密切，将有助于其绿色创新水

平的提升。介数中心度 ｒｂ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较高，且通

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伴随介数中心度的提升，城

市绿色专利数量将大幅增加。介数中心度提高的城市拉

大了与其他城市的优势，能够通过城市空间关联网络更加

准确的引导绿色创新协作关系的形成，有助于强化网络整

体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促进空间关联网络中各城市绿色

创新水平的提升。因此，对于介数中心度较小且绿色创新

水平较低的城市，可以通过提升自身在创新空间关联网络

中的活跃程度，加强与其他省份之间的间接联系，以此提

升自身的绿色创新水平。

对比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介数中心度的回归系数

远大于度数中心度，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①介数中

心度衡量的是在其他城市间发挥中介作用的能力，度数中

心度衡量的是与其他城市连接关系数，相比之下介数中心

度的提升更加困难而度数中心度的提升相对容易。②伴

随度数中心度的提升，个体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加强，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空间溢出效应。而伴随介数中心

度的提升，不仅是个体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增强，而且

由于介数中心度高的城市能够发挥中介平台的作用，促进

其他城市间创新协作关系的产生，提高了整体网络的连接

强度与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更加有效的提升城市绿色创新

水平。

表３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截距项 １４９１．８４８

（２６２９．１１７）

２０６１．４１０

（２６１０．４３２）

－１４７３．４４８

（１４６６．４６６）

－１２０５．４４７

（１５４２．４５２）

Ｗｙ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ｄｅｎ ３４．４９４

（９．７８２）

３９．３７４

（９．６６４）

１７．５６６

（５．２８１）

２０．６４５

（５．５４９）

ｓｅ ３２．２５７

（８８３．６３７）

２６１．５８０

（８７７．４５１）

－２２２．９９７

（４７４．５４４）

－５５．２６０

（４９８．５１２）

ｒｄ ２３３．０９０

（１１．０２５）
－

１２１．１０２

（８．９６７）
－

ｒｂ －
３４１６．３６７

（１５９．９１８）
－

１６８０．９６５

（１４３．１５９）

ｒＧＤＰ － －
１．８４２

（０．２１０）

１．７３７

（０．２２０）

ＨＣ － －
０．５９１

（０．２１１）

０．５９１

（０．２２３）

ｇｏｖ － －
１１２．６０５

（２０．１２３）

１２０．７５６

（２１．６１５）

ｇｒｅｅｎ － －
３０１０．６６８

（１３５２．６８２）

３６４６．０２３

（１４２２．０７６）

Ｒ２ ０．６７２０ ０．６７６７ ０．９０７７ ０．８９８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圆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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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绿色专利联合申请信息，构建了城市绿色创新空

间关联网络，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网络整体结构特征

与嵌套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揭示了绿色创新空间

关联网络的影响效应，识别网络整体结构与个体节点网络

位置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结

论如下。

４．１　城市绿色创新合作呈现典型的网络结构，网络中存

在较为活跃的绿色创新协作关系

在整体网络中，样本城市间绿色创新协作关系的平均

数为２．０４，整体网络的结构熵测度结果为３．４８。从度数

中心度的分布特征来看，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现

典型的幂律特征与极化分布趋势，网络中仅少部分城市

（北京占据核心主导位置以及南京、杭州、上海、武汉、深圳

等城市）拥有较强的影响力，绝大多数城市则位于网络边

缘位置。介数中心度分布的非均衡特征更加明显，仅少部

分城市能够在网络中发挥绿色创新知识转移中介作用。

４．２　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典型嵌套性结构

研究构造了一种新的网络结构特征嵌套分解方法，能

够将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分解为不同的子网络，进而可

以考察不同子网络以及各城市节点在其中的位置。通过

嵌套结构分解，识别了不同区域内部关联网络与区域间关

联网络的网络密度，并分别考察了每一城市在不同子网络

中的度数中心度与介数中心度，确定了与每一城市关联关

系最为紧密的外部区域。

４．３　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

影响效应

从网络整体结构、个体节点位置等方面实证考察绿色

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对于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对城市

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的影响，绿色创新空间关联

网络密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度数

中心度与介数中心度的提升能够使各城市在创新空间关

联网络中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越密切，更加有效的汇集来自

其他城市的创新资源，进而有助于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

提升。

上述研究结果对于我国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具

有一定启示作用。①为推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在相关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考察各城市自身的属性特

征，也要更加重视绿色创新的城市间合作。对于度数中心

度较小且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可以通过加强与其他

省份的创新联系有效促进其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于

介数中心度较小且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可以通过构

建区域创新协作平台的方式提升自身在空间关联网络中

的作用，加强与其他省份之间的间接联系，以提升自身的

绿色创新水平。②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需要根据城市创
新发展现状以及基础背景的不同，积极引导高水平城市与

低水平城市之间开展各类形式的创新协作交流，协助创新

发展滞后的地区消化吸收核心城市辐射效应，形成良好的

区域间协同创新机制。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示范效应”

与“带动效应”，通过核心城市带动边缘城市、优势地区带

动落后地区的方式为我国绿色创新的整体提升打下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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