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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产业生命周期，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实证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阶段性差

异。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初创期→成长期前期→成长期后期→成熟期的演化过程中，其创新绩

效呈现逐步提高的阶段性特征；产业创新绩效在成长期和成熟期高于初创期，这主要取决于技术效率的

提高，而成熟期规模效率的下降则制约了其创新绩效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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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阶段性差异
——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了经济的转型和发展。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

新绩效低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例如，吕岩威和

孙慧（2014）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19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发现虽然战略性新

兴产业技术进步速度较快，但是技术效率水平较低，

并呈现起伏波动的特征。

刘晖和刘轶芳（2015）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

术创新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

测度，结果表明：纯技术效率较低且先上升后下降；

规模效率水平较高且近两年比较稳定。肖兴志和谢

理（2011）利用SFA模型测算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

率水平整体上偏低。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偏低的原因有多

种解释，且有较大分歧。有人认为R&D投入越多，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越高（梁莱歆、张永榜，

2006；陈林、朱卫平，2008）；也有人认为R&D投入的

促进作用并不明显（Hall和Oriani，2004）。肖兴志和

谢理（2011）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

呈倒U型关系；技术引进和企业自主创新对创新效

率的影响显著；消化吸收和技术改造对创新效率的

影响并不显著。

陆国庆等（2014）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

分析，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类上市公司创新绩效明

显优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类，创新绩效与创新投入

产出、创新环境等因素呈正相关关系，与产品毛利率

显著正相关。显然，这些研究都是将战略性新兴产业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和考量的。那么，战略性新兴

产业创新绩效水平是否与其所处成长阶段有关呢？

如果与成长阶段有关，就应该采取差异化评价标准

和产业政策。

为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不同成长阶段创新绩

效表现出的变化及其原因，本研究将按以下顺序展

开：首先，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借鉴高技术产业成长

指数的概念，运用逻辑曲线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阶段进行划分；然后，运用超效率DEA的理论方

法对各细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各成长阶段创新绩效

进行测算，力图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阶

段性变化规律及其原因；最后，以此为依据提出战略

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评价和提升的政策建议。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划分

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绩

效的变化规律及原因，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

段进行判断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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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逻辑生长曲线来划分产业发展阶段，

借鉴高技术产业成长指数的计算方法计算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成长指数（赵玉林、叶翠红，2011）。结果显

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产业成长指数总体表现出增

长的趋势，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越来越好。

按照研究者归纳出的判断产业成长阶段的逻辑

生长曲线 Y= K
1+ ae-bkt ，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

段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前期、成长期后期和成熟

期，划分依据为 Ŷ /K介于 0 ~ 0.211、0.211 ~ 0.5、0.5
~ 0.789和大于0.789这几个阶段中的任一阶段。

根据计算出来的逻辑生长曲线值，计算各个产

业每年的成长指数估计值，进而得到各个产业每年

的 Ŷ /K值，并将它们与 0.211、0.5和 0.789这几个临

界值进行比较，进而判断得到各个产业每年所处的

发展阶段，如表1所示：

化学品制造业

中成药制造业

生物品制造业

飞机制造业

航天器制造业

通信设备制造业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业

广播电视制造业

电子器件制造业

电子元件制造业

视听设备制造业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整机制造业

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

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初创期

1995 ~ 2004年

1995 ~ 2006年

1995 ~ 2007年

1995 ~ 2000年

1995 ~ 2014年

1995 ~ 2014年

1995 ~ 2004年

1995 ~ 2004年

1995 ~ 2005年

1995 ~ 1999年

1995 ~ 2009年

1995 ~ 2000年

1995 ~ 1996年

1995 ~ 1999年

1995 ~ 2004年

1995 ~ 2005年

成长期前期

2005 ~ 2013年

2007 ~ 2014年

2008 ~ 2014年

2001 ~ 2010年

1995 ~ 1996年

2005 ~ 2011年

2005 ~ 2013年

2006 ~ 2014年

2000 ~ 2008年

2010 ~ 2014年

2001 ~ 2014年

1997 ~ 2005年

2000 ~ 2005年

2005 ~ 2012年

2006 ~ 2013年

成长期后期

2014年

2011 ~ 2014年

1997 ~ 2005年

2012 ~ 2014年

2014年

2009 ~ 2014年

2006 ~ 2014年

2006 ~ 2012年

2013 ~ 2014年

2014年

成熟期

2006 ~ 2014年

2013 ~ 2014年

表 1 各产业各年份发展阶段判断结果

根据上述划分结果，一直处于初创期的有航天

器制造业和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业；经历了初创期

和成长期前期的产业有中成药制造业、生物品制造

业、电子元件制造业、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计算机

整机制造业；经历了初创期到成长期前期再到成长

期后期的产业有化学品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广播电

视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视听设备制造业、计算

机外部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仪

器仪表制造业；经历了成熟期的产业有通信设备制

造业和办公设备制造业。

根据上述划分结果，下文将探讨各个产业创新

绩效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以及产业之间创新绩效的

阶段性变化规律是否存在差异。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阶段性提升规

律

1. 模型的选择：超效率DEA模型。传统DEA模

型的弊端在于只能判断对象的无效率和有效率，不

能对有效率的对象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评价，于是

Andersen和Petersen（1993）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

以解决上述问题。超效率 DEA 模型的评价思想如

下：在对某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时，先将其排除在

外。在测评时，就无效的决策单元而言，其生产前沿

面不变，因此其最终效率值与用传统 DEA 模型测

量出来的一样；就有效决策单元而言，在其效率值不

变的前提下，投入按比例增加，将投入增加的比例记

为超效率评价值，因其生产前沿面后移，故测定出的

效率值要大于利用传统 DEA 模型测定的效率值。

但是，目前还未有学者将这一方法引入战略性

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评价研究之中。基于此，本文采

用超效率DEA模型，即对每个产业每年的创新绩效

进行测评并进行完全排序，从而揭示不同阶段的创

新绩效变化差异。

2. 研究变量的选择。合理地选取投入产出指标

是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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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化学品制造
⑤通信设备制造
⑨视听设备制造
办公设备制造

②中成药制造
⑥广播电视制造
⑩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③生物品制造
⑦电子器件制造
计算机整机制造
仪器仪表制造

④飞机制造
⑧电子元件制造
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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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7

图 1 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创新绩效的阶段变动趋势

0.621
0.697

2.206

初创期 成长期前期 成长期后期 成熟期

平均

而对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创新

投入不应该仅仅是资本的投入，还应该包括人力、土

地的投入；产出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产出，还有科技

成果的产出等。国外学者通常采用专利申请量和新

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创新产出，而从创新投入到形

成新产品销售收入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并且我国现

行专利体系尚不健全，所以本文在考虑创新产出时

综合考虑了这两个变量。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及数

据的可获得性，借鉴刘晖和刘轶芳（2015）构建的指

标体系，本文采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3. 实证与结果分析。根据上述选取的指标整理

数据，采用DEA-SOLVER软件，计算得出各个产业

每年的创新效率值。为了比较并发现不同产业在同

一成长阶段创新绩效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点，将

所有产业的年度数据一次性输入，最后输出所有产

业所有年份综合效率结果（评价结果表暂略）。评价

结果表现出如下规律性：

（1）产业整体创新绩效随产业成长阶段演化逐

级提升。由于每个产业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周期长

短不一致，为了方便比较，计算出各产业在同一阶段

创新绩效的平均值，用以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该

发展阶段的平均创新绩效。根据计算结果，绘出各产

业各发展阶段创新绩效柱状图，如图1。尚未进入某

一发展阶段的产业，在该图的该阶段绩效值空缺。

由图 1可见，除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创新绩

效波动较大以外，各产业创新绩效都随着产业成长

阶段的演变呈现上升趋势。从各产业的平均水平看，

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期创新绩效为0.437，成长期前

期为0.621，成长期后期为0.697，到成熟期上升到有

效值2.206，这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绩效具有

明显的滞后累积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创新绩

效是否存在差异，并以此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

考和指导，本文要研究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

展阶段之间创新绩效变化的规律性差异及原因，因

此下文将分别探讨同一产业不同阶段创新绩效的规

律性差异、同一阶段不同产业创新绩效的规律性差

创新
投入
指标

创新
产出
指标

资本

人力

土地

科 技
产出

经 济
产出

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新产品开发
经费（万元）、技术改造费用（万元）、引进
技术经费支出（万元）、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亿元）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研发机构人
数（人）

研发机构个数（个）、固定资产或投产项目
个数（个）

专利申请量（项）、专利拥有量（项）

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表 2 效率测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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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以及个别表现非规律性的原因。

（2）典型产业创新绩效随成长阶段演化显著提

升。为了进一步验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随成

长阶段演化的提升规律，再选取几个典型产业进行

分析。对照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目录，选取已经历四

个阶段的两个产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办公设备制

造业）；经历三个阶段的四产业（飞机制造业、广播电

视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制造业）；经历两个阶段的四个产业（生物品制造业、

电子元件制造业、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整

机制造业）。仍然用阶段内绩效的年平均值来代表该

产业该阶段的创新绩效。

由经历四个产业发展阶段的两个产业来看，通

信设备制造业和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创新绩效都明显

表现出由初创期、成长期前期、成长期后期再到成熟

期的逐级提升，且到成熟期后其创新绩效显著提升。

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绩效在成长期前期为0.476，到
成熟期上升为1.168；办公设备制造业创新绩效在初

创期为 0.744，成长期后期为 0.883，成熟期为 3.244。
如图2所示。

由经历了三个产业发展阶段的产业来看，几个

代表性产业创新绩效的变化规律较为明显，都呈现

出产业创新绩效由初创期、成长期前期到成长期后

期逐级提升的规律。广播电视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

备及器械制造业的创新绩效分别由初创期的0.184、
0.424，上升至成长期前期的 0.677、0.534，再上升至

成长期后期的1.047、1.608，如图3所示。

由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的产业来看，同样是成

长期前期创新绩效要高于初创期，计算机整机制造

业创新绩效从初创期的0.492，上升至成长期前期的

1.897，如图4所示。

（3）不同产业的差异掩盖了其创新绩效随产业

成长阶段演化提升的显著性。通过典型产业分析发

现，其创新绩效随阶段演化提升的规律更为明显。但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产业之间存在着异质

性，特别是个别产业创新绩效存在波动性，处于成长

期前期或后期时创新绩效存在下降的现象，这就拉

低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在成长期前期或后期

创新绩效的总体水平，从而出现了成长期前期创新

绩效未显著高出初创期，成长期后期未明显高出成

长期前期的状况。

为了比较同一阶段不同产业的创新绩效，选取

已经进入成长期前期、已经进入成长期后期和已经

进入成熟期的产业各两个，采用某阶段的年平均绩 图 5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阶段性变动规律的产业差异

办公设备制造业

通信设备制造业

图 2 成熟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阶段变动趋势

电子器件制造业 广播电视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

飞机制造业

图 3 成长期后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阶段变动趋势

图 4 成长期前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阶段变动趋势

生物品制造业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子元件制造业

计算机整机制造业

计算机整机制造业

办公设备制造业

生物品制造业
飞机制造业

通信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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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值代表该产业该阶段的创新绩效值，绘出趋势图，

如图5所示。

由图 5可知，不同产业在同一阶段的创新绩效

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成长期前期、成长期后期

和成熟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成长期前期，计算机整机

制造业创新绩效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的非有效值，处

于有效水平；成长期后期，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业的创新绩效值为有效，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的非有

效水平；成熟期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办公设备制造

业创新绩效值都处在有效的高水平。而从前面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绩效的阶段性差异分析结果

来看，初创期、成长期前期和成长期后期都是非有效

水平，而且相差不是很大，说明本来存在产业差别的

阶段性差异程度被平均化了。正是这种平均化效应，

影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客观评价和规律

揭示。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低的原因

学术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偏低已达成

共识，但对于创新绩效低的原因分析尚存在较大分

歧。为进一步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低的原

因，下面进一步将各产业创新绩效分解为技术效率

和规模效率。仍然采用DEA-SOLVER软件将创新

绩效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部分，结果如

表3所示。

办公设备制造业

通信设备制造业

化学品制造业

飞机制造业

广播电视制造业

电子器件制造业

视听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电子元件制造业

生物品制造业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整机制造业

中成药制造业

初创期

技术效率

1.654

0.262
0.125
1.448
0.327
0.980
1.365
0.548
0.332
0.270
0.384
0.641
0.556
0.392

规模效率

0.450

0.967
0.967
0.127
0.989
0.734
0.995
0.774
0.978
0.966
0.658
0.444
0.885
0.965

成长期前期

技术效率

1.238
0.506
0.296
0.335
1.143
0.359
0.769
1.184
0.679
0.342
0.308
0.267
0.567
2.956
0.583

规模效率

0.713
0.941
0.983
0.741
0.592
0.977
0.995
0.987
0.787
0.996
0.961
0.987
0.953
0.642
0.992

成长期后期

技术效率

0.835
0.466
0.379
0.386
1.052
0.480
0.730
1.118
4.818
0.258

规模效率

0.859
0.992
0.989
0.974
0.996
0.695
0.958
0.976
0.334
1.000

成熟期

技术效率

3.535
1.409

规模效率

0.918
0.829

表 3 效率分解结果

由表3可知，对于大多数产业而言，产业成长阶

段创新绩效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的差异上，

从初创期到成长期前期、成长期后期，再到成熟期，

其技术效率显著提升，而规模效率则变化不大。如

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化学品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电

子器件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其技

术效率分别由初创期的 0.262、0.125、0.327、0.548上
升到成长期前期的 0.296、0.335、0.359、0.679，再到

成长期后期的 0.379、0.386、0.480、4.818；经历了两

个阶段的电子元件制造业、计算机整机制造业、中

成药制造业，其技术效率分别由初创期的 0.270、
0.556、0.392 上升到成长期前期的 0.308、2.956、
0.583；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办公设备制造业、通信设

备制造业，其技术效率分别由初创期的1.654上升到

成熟期的 3.535，从成长期前期的 0.506上升到成熟

期的1.409。
只有广播电视制造业创新绩效从初创期到成

长期前期再到成长期后期的提升表现为规模效率

的提升。特别是在成长期后期和成熟期，规模效

率还存在下降的情况，如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的规模

效率在初创期为0.885，在成长期前期则降为0.642；
通信设备制造业的规模效率在成长期前期为0.941，
在成熟期则降为 0.829。这说明，对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而言，创新绩效从初创期到成长期前期、成长期

后期，再到成熟期的提升，主要取决于技术效率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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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 SPSS软件，测算出

1995 ~ 2014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成长指

数，依据各产业的成长指数，按照产业生命周期，划

分出各产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前期、成长期后期、

成熟期的时间段；基于产业生命周期，运用超效率

DEA方法测算出 1995 ~ 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各

细分产业各年的创新绩效，揭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绩效的阶段性差异和变动规律；将产业创新绩

效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了其阶段性差

异和变动的原因。具体结论和建议如下：

1.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不仅具有产业间

的差异性，而且具有成长阶段的差异性。同一产业在

产业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其创新绩效存在显著

差别。例如，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绩效在成长期前期

为0.476，在成熟期则为1.168；办公设备制造业创新

绩效在初创期为0.744，成长期后期为0.883，成熟期

为 3.244。这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整体偏

低，主要是因为产业成长阶段上存在差异，创新绩效

低的阶段拉低了产业创新绩效的整体水平。因此，应

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化

标准和创新激励政策。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呈现随产业成长

阶段演化而逐步提高的规律。从各产业的平均水平

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期创新绩效为 0.437，成长

期前期上升为0.621，成长期后期为0.697，到成熟期

上升到有效值2.206。典型产业这一阶段性提升规律

更为显著，如广播电视制造业创新绩效从初创期的

0.184，上升至成长期前期的 0.677，再上升至成长期

后期的1.047；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创新绩效从初创期

的0.492，上升至成长期前期的1.897。但由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细分产业创新绩效的异质性，特别是个

别产业创新绩效存在波动性，拉低了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绩效在成长期创新绩效的总体水平，使成长

期创新绩效未显著高出初创期。这说明，战略性新兴

产业初创期创新绩效低是客观规律，重要的是提高

其创新能力，不宜追求高创新绩效。因此，对于初创

期的产业，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并重点评价其

创新能力，淡化创新绩效评价。

3.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逐步提高的原因，

主要是其技术效率显著提升，而规模效率则变化不

大。如飞机制造业的技术效率由初创期的0.125上升

到成长期前期的0.335，再到成长期后期的0.386，而
规模效率在初创期为 0.967，在成长期后期也只有

0.974；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的技术效率由初创期的

0.556上升到成长期前期的 2.956，规模效率在初创

期为0.885，在成长期前期则降至0.642；通信设备制

造业的技术效率由成长期前期的 0.506上升到成熟

期的1.409，而规模效率在成长期前期为0.941，成熟

期则降为 0.829。这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在成长期和成熟期高于初创期，主要取决于技术效

率的提高，而成熟期规模效率的下降则制约了其创

新绩效的显著提升。因此，对于成长期的产业，要通

过大力提升技术效率来提高产业创新绩效；对于成

熟期的产业，要通过大力提升规模效率来提高产业

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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