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

举措。企业作为重要创新主体之一，其研发投资是实

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据统计，2013年以色列、韩

国和日本企业研发投资占工业增值税的比重分别为

5.92%、4.72%、4.09%，同期我国仅为2.03%，企业研发

投资水平较低。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以促进技术

创新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作为政策激励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手段，

是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制度驱动。然而，制度驱动

仅仅是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外部动因。Peneder、
Woerter（2014）认为，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目的是提

高技术创新能力，最终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因

此，制度驱动应在企业本身具有投资意愿的基础上

发挥效应。根据产业组织理论，融资约束是造成企业

研发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而根据企业行为理论，企

业行为变量如所拥有的组织冗余、面临的破产风险

等，亦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因此，企业研发

投资会受到制度驱动、融资约束以及企业行为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那么，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主要

影响因素是什么？各影响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

响程度如何？作为政府激励研发投资主要手段的所

得税优惠政策能否有效发挥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

励效应？本文从大数据的理念出发，选用代表最新技

术水平及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相关性算法，对以上

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有一定可靠性的结

论，为促进企业研发投资以及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决

策提供了政策借鉴和技术支撑。

二、文献综述

有关企业研发投资影响因素的现有文献主要分

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作为研发投资的主

要制度驱动，是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大量

文献利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我国研发投资的财政补

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我国的财税激励政策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戴晨、刘怡，2008；卜祥来，2014）。然而，亦有研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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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反的结论，如夏杰长、尚铁力（2006）提出，由于

我国所得税优惠政策设计存在缺陷，企业研发投入

增长变化率与企业所得税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

著；李永等（2015）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后指出，由于制度约束，目前我国的政府补助对企业

研发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陆攀、朱和平（2016）从企

业面临的财务危机视角出发，研究了政府财政补贴

对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

其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影响企业研发投资。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在内源资金不足而外源融资获

取困难的情况下，企业容易面临研发投资的融资约

束，造成研发投资不足。卢馨等（2013）以2007 ~ 2009
年披露研发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融

资约束的存在及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证实研

发投资与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曹献飞

（2014）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5 ~ 2007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进一步对企业

研发投资对内源和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进行了实证

检验。

其三，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组织冗余、风险等影

响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针对组织

冗余与研发绩效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而对组织冗余

与研发投资的关系研究并不多见，且得出的结果并

不统一，如连军（2013）提出不同类别的组织冗余对

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同，或存在促进作用或存在挤出

效应。少数国内学者针对研发投资与风险相关性也

进行了研究，如张信东、姜小丽（2008）验证了企业研

发投资与系统风险的相关性；黄曼行等（2014）则以

国外研究中用于衡量破产风险的Z指数为被解释变

量，检验了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行为理论

等视角，采用“理论分析或者提出假设——建立模型

——实证检验”的思路，对影响研发投资的因素进行

研究。然而在相同的假设前提下，若使用的数据或选

取的变量不同，很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若

限于单一视角，难以综合厘清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因素并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本文在借鉴

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的理念，以我国

2010 ~ 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

用相关性分析中经典的关联规则算法对企业研发投

资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表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因素很多，但应重点关注

营运资金、流动比率、管理费用、破产风险、资产负债

率等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的影响，而制度驱动对企

业研发投资决策的影响则远小于其他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在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公司能够全

面、规范地披露其年度研发支出信息，并且年度报告

已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数据具有可靠性。因此，本

文以 2010 ~ 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

研发投资影响因子进行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

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公司年度研发投

资数据根据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整

理。因后期需根据Apriori算法要求对数据进行离散

化处理，因此，仅对缺失数据进行数据清理，为保证

数据的准确性，由于数据的缺失值较少，采用技术方

法填充缺失值。

（二）变量描述

1. 目标变量。研发投资强度，用“企业研发投

资/营业收入”衡量。

2. 自变量。选择可利用冗余、可开发冗余、破产

风险、税收补贴、自由现金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具

体如下：

组织冗余：将组织冗余分为可利用冗余与可开

发冗余。其中：可利用冗余是指若出现闲置可考虑将

其用于研发投资的资金，如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可

开发冗余是指已被吸收利用但可恢复到正常成本中

的资源，如管理费用。借鉴Chen、Miller（2007），用营

运资金收入比（营运资金/营业收入）与流动比率（流

动资产/流动负债）衡量可利用冗余变量，取管理费

用的自然对数衡量可开发冗余变量。

风险变量：用滞后一期修正Ｚ指数（Altman，
2000）衡量破产风险，Z指数越小，企业面临的破产

风险越大。

税收补贴：所得税优惠相当于给予企业的额外

补贴，因此称为税收补贴。以名义税率25%乘以税前

利润，再减去当期所得税费用，然后取其自然对数，

用以衡量企业得到的税收补贴。

自由现金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年末

总资产。

除以上自变量外，还可选取行业、资产回报率、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等作为解释研发投

资影响因子的其他变量。处理后的数据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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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

在大数据相关性分析中，Apriori 算法是一种

比较成熟的算法。该算法是从一个大型的数据集

（Dataset）中发现相关（Correlation）关系，即从数据集

中识别出频繁出现的属性值集（Sets of Attribute-
Values），也称为频繁项集（Frequent Item sets，简称

“频繁集”），然后再利用这些频繁集创建关联规则的

过程。数学描述如下：

设 I=｛i1，i2，…，im｝是m个不同项目的集合，每

个 ik（k=1，2，…，m）为数据项（Item），数据项的集合

I成为数据项集（Item set），其中的元素个数为数据

项集的长度，长度为 k的数据项集称为 k-项集（k-
Itemset）。事务T（Transaction）是数据项集 I上的一个

子集，即T⊂I，每个事务均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符TID

与之相联，不同事务的全体构成了全体事务集D（即

事务数据库）。设X⊂I为数据项集，B为事务集D中

包含X的事务的数量，A为事务集D中包含的所有事

务的数量。在关联分析中，所产生的规则（Association
Rule）可以表示为：R：X⇒Y，其中：X⊂I，Y⊂I，并且

X∩Y=Ф，它表示如果项集X在某一事务中出现，则

必然会导致项目集Y也会在同一事务中出现，其中

X称为规则的先决条件，Y为规则的结果。在产生的

规则中，通常用支持度、置信度和提升度来描述有效

性。其中，支持度定义为：Support（X）=B/A，项集X
的支持度 Support（X）描述了项集X的重要性。置信

度定义为：Confidence（R）=SupportX∪Y/SupportX，

置信度描述了规则的可靠程度。提升度定义为：lift
（R）=conf（X->Y）/supp（Y）=conf（Y->X）/supp（X）=

股票代码

300001

300002

300003

300004

300005

300006

…

年度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

研发强度

2/5：
［0.0331，0.0420］

5/5：
［0.0898，0.9839］

4/5：
［0.0557，0.0898］

3/5：
［0.0420，0.0557］

2/5：
［0.0331，0.0420］

4/5：
［0.0557，0.0898］

…

税收补贴

4/5：
［15.9769，16.4459］

5/5：
［16.4459，18.7293］

5/5：
［16.4459，18.7293］

3/5：
［15.6266，15.9769］

2/5：
［15.1976，15.6266］

2/5：
［15.1976，15.6266］

…

营运资金

4/5：
［1.3333，2.0902］

5/5：
［2.0902，15.1766］

4/5：
［1.3333，2.0902］

4/5：
［1.3333，2.0902］

2/5：
［0.4841，0.8677］

2/5：
［0.4841，0.8677］

…

流动比率

4/5：
［4.8472，9.0005］

5/5：
［9.0005，144］

5/5：
［9.0005，144］

3/5：
［2.9246，4.8471］

3/5：
［2.9246，4.8472］

1/5：
［0.3813，1.8458］

…

管理费用

1/5：
［15.7039，17.1466］

5/5：
［18.3068，20.1551］

4/5：
［17.8477，18.3068］

1/5：
［15.7039，17.1466］

3/5：
［17.5057，17.8477］

3/5：
［17.5057，17.8477］

…

表 1 样本数据情况

注：①实际观测值为1918个，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②元素中的 a/b，a表示该元素在5个区间中的区间排位，a越

大数值越大，b 表示共 5 个区间，“：”后是该元素的区间值，保留四位小数。③行业变量离散化处理后不变，故省略。

表 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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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后一期Z指数

5/5：
［5.3464，39.5162］

5/5：
［5.3464，39.5162］

5/5：
［5.3464，39.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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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54，3.5703］

4/5：
［3.5703，5.3464］

3/5：
［2.6954，3.5703］

…

资产负债率一

2/5：
［0.0979，0.1714］

1/5：
［0.0110，0.0979］

1/5：
［0.0110，0.0979］

3/5：
［0.1714，0.2640］

3/5：
［0.1714，0.2640］

4/5：
［0.2640，0.3906］

…

资产负债率二

2/5：
［0.0096，0.0294］

1/5：
［0.0001，0.0096］

1/5：
［0.0001，0.0096］

3/5：
［0.0294，0.0697］

3/5：
［0.0294，0.0697］

4/5：
［0.0697，0.1526］

…

自由现金流

<=0

5/5：［0.3329，0.4026］

5/5：［0.3329，0.4026］

<=0

4/5：［0.2678，0.3329］

2/5：［0.1119，0.2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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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andY）/（P（X）P（Y）），表示事件XY在X约束下

出现的概率相对XY自由出现的比（一般来讲，Lift>
1，规则就是有效的）。从以上算法介绍中可以看出，

关联规则可以穷举k-Itemset，挖掘出意想不到的信

息，完全由数据推导出结果而不受理论假设的制约，

适合进行数据分析。

由以上算法介绍得知，关联规则所分析的对象

为数据项集的元素，而样本数据中诸多变量为数值

变量，即连续变量。所以必须对样本数据进行离散化

预处理，从而将其转化为可供分析的项集。运用经离

散化处理的数据可使后期模型分析结果更加稳定，

使自变量和目标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在

此将数据变量统一按照数值大小划分为 5个区间

（不包括小于等于 0的数值统一划分为“<=0”的元

素），如表2所示。

进行数据预处理之后，生成可供分析数据集，按

照关联规则算法的原理，运算之前应该做必要的参

数设置。如何做合理的参数设置则需要结合专家判

断和输出结果质量。基于多次试验结果，最终确定支

持度>=0.01、置信度>=0.5、K∈［3，5］，设置Y为研发

强度=5/5：［0.0898，0.9839］，以此来找出与研发强

度“高”与项集X之间的相关性，运行过程如下：

Parameter specification：
confidence minval smax arem aval

0.5 0.1 1 none FALSE
originalSupport support minlen maxlen

TRUE 0.01 3 5
targetext
rules FALSE
Algorithmic control：
filter tree heap memopt load sort verbose
0.1 TRUE TRUE FALSE TRUE 2 TRUE
apriori- find association rules with the apriori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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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0

…

资产收益率

4/5：
［0.0759，0.1084］

5/5：
［0.1084，0.4876］

5/5：
［0.1084，0.4876］

3/5：
［0.0554，0.0759］

4/5：
［0.0759，0.1084］

2/5：
［0.0350，0.0554］

…

滞后一期Z指数

5/5：
［5.3464，39.5162］

5/5：
［5.3464，39.5162］

5/5：
［5.3464，39.5162］

3/5：
［2.6954，3.5703］

4/5：
［3.5703，5.3464］

3/5：
［2.6954，3.5703］

…

资产负债率一

2/5：
［0.0979，0.1714］

1/5：
［0.0110，0.0979］

1/5：
［0.0110，0.0979］

3/5：
［0.1714，0.2640］

3/5：
［0.1714，0.2640］

4/5：
［0.2640，0.3906］

…

资产负债率二

2/5：
［0.0096，0.0294］

1/5：
［0.0001，0.0096］

1/5：
［0.0001，0.0096］

3/5：
［0.0294，0.0697］

3/5：
［0.0294，0.0697］

4/5：
［0.0697，0.1526］

…

自由现金流

<=0

5/5：
［0.3329，0.4026］

5/5：
［0.3329，0.4026］

<=0

4/5：
［0.2678，0.3329］

2/5：
［0.1119，0.2034］

…

表 2 样本数据离散化处理之后的情况

□·48·财会月刊2018.06



version 4.21 （2004.05.09） （c） 1996-
2004 Christian Borgelt

set item appearances ...［1 item（s）］ done
［0.00s］.

set transactions ...［514 item（s），1918 transaction
（s）］done［0.01s］.

sorting and recoding items ...［82 item（s）］

done［0.00s］.
creating transaction tree ... done［0.00s］.
checking subsets of size 1 2 3 4 5 done［0.03s］.
writing ...［272 rule（s）］done［0.00s］.
creating S4 object ... done［0.00s］.
基于以上所设置的条件，运行过程在数秒内生

成了272条规则，信息量很大，但对成本资源的耗费

并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关联分析所产生的诸多规

则容易造成信息冗余、降低规则的可利用率。本文先

后以主观和客观两种方法对关联规则中的冗余信息

进行修剪。首先从主观方法入手，将缺少经济学意义

解释的冗余规则去除。在此基础上，运用ADRR算

法对冗余规则进行修剪。

四、结果输出与解析

（一）结果输出

研发强度作为目标变量，以营运资金、流动比

率、管理费用、破产风险、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税收补贴等为影响因子，运用Apriori算法推导影响

企业研发强度的因子，输出的关联规则如表3所示。

表 3是基于支持度>=0.01、置信度>=0.8，按照

提升度降序排列的关联规则前10名的结果。关联规

则实际为数据推导的过程，即验证了哪些影响因子

影响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以及这些影响因子影响

过程的可信程度。不同于其他的实证研究，本文运用

关联规则算法在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验证了研发投资

强度与其影响因子的相关性。表 3所列示的关联规

则可提供的信息分别为：营运资金充足、管理费用较

高而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研发强度较高；营运资

金充足、流动比率较高且管理费用较高的企业研发

投资强度强高；资产收益率越高，破产风险越小，企

业的研发投资强度越高，然而资产收益率对研发投

资强度的影响受到企业所处行业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10

…

规则

｛营运资金=5/5星级［2.0901606，15.17656］，管理费用=5/5星级［18.306804，20.15508］，资
产负债率=1/5星级［0.0110335，0.09793028］｝=>｛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营运资金=5/5星级［2.0901606，15.17656］，管理费用=5/5星级［18.306804，20.15508］，资
产负债率 2=1/5星级［0.0001217，0.00959036］｝=>｛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营 运 资 金 =5/5 星 级［2.0901606，15.17656］，资 产 收 益 率 =1/5 星 级［0.000679，
0.03501226］，行业=I｝=>｛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营运资金=5/5星级［2.0901606，15.17656］，流动比率=5/5星级［9.00054680000001，144］，
管理费用=5/5星级［18.306804，20.15508］｝=>｛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营运资金=5/5星级［2.0901606，15.17656］，管理费用=5/5星级［18.306804，20.15508］｝=
>｛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营 运 资 金 =5/5 星 级［2.0901606，15.17656］，资 产 收 益 率 =3/5 星 级［0.05540874，
0.0758747400000001］，行业=I｝=>｛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营运资金=5/5 星级［2.0901606，15.17656］，滞后一期 Z 指数=5/5 星级［5.3464064，
39.51617］，行业=I｝=>｛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营运资金=3/5星级［0.8676769，1.3332628］，管理费用=5/5星级［18.306804，20.15508］，
行业=I｝=>｛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滞后一期Z指数=5/5星级［5.3464064，39.51617］，自由现金流=<=0，行业=I｝=>｛研发强
度=5/5星级［0.0898，0.9839］｝

｛资产收益率=4/5 星级［0.0758747400000001，0.10838958］，滞后一期 Z 指数=5/5 星级
［5.3464064，39.51617］，行业=I｝=>｛研发强度=5/5星级［0.0898，0.9839］｝

……

支持度

0.0115

0.0115

0.0110

0.0110

0.0156

0.0110

0.0240

0.0104

0.0120

0.0104

…

置信度

0.9167

0.9167

0.9130

0.9130

0.9091

0.8750

0.8519

0.8333

0.8214

0.8000

…

提升度

4.8037

4.8037

4.7847

4.7847

4.7640

4.5853

4.4640

4.3670

4.3046

4.1923

…

注：实际产生关联规则272条，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表 3 关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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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产生有效关联规则 272条，说明影响

企业研发投资的有效因素很多，从所列举的前10条
规则看，营运资金、流动比率、管理费用、破产风险、

资产负债率等为影响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资

的主要影响因子。在大数据分析方法中，数据的可视

化也是重要的表现形态，数据的可视化可以提高结

论的可读性和逻辑性。现选取提升度较高（>=89%）
的关联规则，如图所示。图的上半部分为有向图，可

直观地体现影响因子、置信度、提升度，以

及最终的结论，其中起点为影响因子，圆

圈表示各影响因子的共同指向（圆圈的大

小表示置信度，置信度较高则圆圈较大；

圆圈的颜色深浅表示提升度，颜色深则提

升度高），共同指向的下一步指向为结论。

其中，管理费用、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

率、营运资金、表示破产风险的滞后一期

的Z指数等共同指向了研发强度。图的下

半部分为平行坐标图，箭头最终指向最终

结论，所输出的平行坐标图仍能体现营运

资金、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管理费用、

资产收益率等为企业研发投资最重要的

影响因子。

（二）结果解析

在大数据分析中，对结果的有效解析

是不容忽视的环节，由以上输出结果可得

出如下结论：

第一，可利用冗余（营运资金、流动比

率）、可开发冗余（管理费用）、破产风险

（滞后一期的Z指数）均体现出与企业研发

投资强度显著的正相关性。以往研究表

明，不同类别的组织冗余对企业研发投资

的影响不同，根据本文中Apriori算法所显

示的关联规则，可开发冗余与可利用冗余

水平高的企业，其研发投资积极性和研发

投资强度较高。企业拥有的组织冗余可以

促进企业研发投资。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

企业研发投资资金来源的首选为内源资

金，若内源资金充裕，则企业更愿意进行

研发投资。破产风险与研发投资强度呈负

相关关系，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影响了企

业的研发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较小时，企

业的研发投资积极性较高。

第二，所处行业不同的企业，其资产

收益率对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不同。可能的解释是，

不同行业对风险的偏好会有不同，风险偏好型企业

的资产收益率较低时，企业倾向于增加研发投资，以

增加资产收益率提高的机会；而对于风险厌恶型企

业，当资产收益率较低时，企业不愿过多地进行高风险

与高不确定性的研发投资，因此研发投资水平较低。

第三，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资产负债率较低时，企业财务风险较

关联规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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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其研发投资积极性较高。可能的解释是，创业板

上市公司或由于风险规避意识而不愿负债进行研发

投资，或由于金融市场失灵而难以获得外源融资进

行研发投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大数据理念的关联规则算法，推导出

企业研发投资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各影响因子的影响

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资

主要倾向于运用内源融资，不同行业风险偏好不同，

企业收益水平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同。在内源融资

充足而负债较少、财务风险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具有

较大的研发动力。当然，从大数据的角度来讲，本文

所采用的数据量偏小，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局限性，在

数据可得的情况下，笔者会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

从现状来看，我国政策激励研发投资的主要手

段——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但影响程度较低，这说明企业对优惠的敏感

度并不高，难以有效发挥其政策效应。鉴于此，本文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国家宏观层面的研发投资促进政策。①重视

企业的主体地位，充分评估政策的有效性。政策激励

企业研发投资的效应，不仅仅取决于政策制度本身

的设计，还取决于企业对政策制度的敏感性，脱离企

业实际情况的激励会由于缺乏着力点而失去政策本

身的效应。②加大财税政策激励研发投资的力度。目

前我国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财税政策尚存在诸

多不完善之处，激励效果有限。因此，应在对企业进

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使

税收优惠落到实处。

2. 企业微观层面的研发投资促进建议。①提高

企业冗余资源的利用效率。企业组织冗余作为研发

投资潜在的、可利用的资源，为企业研发投资提供了

资金缓冲。而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应对冗余资源进行

计划、监督，适时将冗余资源转化为研发投资资本，

提高冗余资源的利用效率。②科学预测企业风险，加

强内部控制。企业面对的风险是企业研发投资的重

要影响因子，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对风险的衡量和预

测，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的精准度。③优

化研发投资决策流程。企业研发投资决策一方面需

要考虑投资项目的资本来源、风险、收益，以及企业

整体面临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利用国

家财税优惠政策，提高企业投资税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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