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工业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

工业生产的分布特征、空间组织和空间活动基本规

律的科学[1]。工业地理学的基本任务是探寻各类工

业部门生产活动在一定地域发展环境下的空间分

布特征、演进规律以及相关要素的影响与作用，为

工业生产活动的有效空间组合及合理发展提供可

靠的理论指导和规划依据[2]。以描述和分析各国各

地区工业分布状况和演变过程为特征的工业地理

学早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萌芽，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工业生产过程和工业部门的

空间组织模式，包括工业布局的一般性规律、部门

工业空间组织、区域工业空间组织等；②影响工业

空间组织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劳动力因素、
市场因素、社会因素等。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

代的到来，人类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业区

位的形成要素不断向前推进，从简单到复杂，从分

离到融合，从外生到内生，从全球化到地方化[3]。对

工业区位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有

助于深刻认识新时期产业区位的形成机制，对指导

我国工业布局实践，促进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研究者曾对工业地理的相关研究领域进

行过回顾。李文彦、刘毅等系统总结了 1950 年代以

来中国工业地理学的研究进展[1，4- 5]；张雷回顾了 20
世纪我国工业地理学的发展情况，认为实现向市场

主导布局的理论思维转变、强调空间扩散和空间重

组协调发展和实现布局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我国工

业地理学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向和任务[6]；李

小建也从学科整体建设发展的角度，系统总结了改

革开放以来至 1999 年中国工业地理学研究的特

点[7]。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工业地理学中的部分研

究内容进行过梳理，如贺灿飞等总结了国内外产业

地理集中的研究进展 [8]，讨论了资源投入、市场需

求、企业规模、外部经济等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
上述研究从宏观层面、多角度的对 20 世纪我国工

业地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归

纳总结，但并未过多涉及西方工业地理学进展和 21
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对工业空间特征、空间

变化动力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其外部效应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创新空间、学习能力、劳动力市

场、信息化和全球化等新视角对引起工业空间分布

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本文目的是从理论和

实证两个方面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工业地理学的研

究进展。首先，跟踪工业区位研究的理论渊源及其

发展过程，重点回顾工业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派

和文化、制度学派对工业空间变化的解释；其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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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方面梳理在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制度转

向”的背景下，西方工业地理学从网络、嵌入、学习、
创新和劳动力市场等新视角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

阐释；第三，回顾我国工业地理学中对制造业空间

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当前我国工

业地理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分析未来发展方向。

2 工业地理学的理论发展

2.1 工业区位理论

工业区位论是工业布局的经典理论，其发展经

历了古典区位论、新古典区位论、行为区位论、结构

区位论等过程。①古典区位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区

位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 Weber。Weber 吸

收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提出最小成本理论[9]。他认

为费用最小的区位就是最佳区位，交通是影响工业

布局的最重要因素，工业企业的最佳区位就是运费

最小的区位。②新古典区位论与韦伯的成本—供给

学派不同，1930—1940 年代，Ohlin[10]、Losch[11]等在新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古典工业区位

理论，使工业区位理论从企业层面提升到城市和区

域层面。他们引入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对企业最佳

区位的思考不仅涉及交通运输成本，而且还包括收

益要素，形成了由总成本曲面和总收益曲面构成的

利润空间。1950 年代，美国学者 Hoover[12]、Isard[13]等

人提出了对工业区位可变成本因素的综合分析方

法，这一方法不仅使成本分析更为全面，同时也使

工业区位理论从单个工业企业布局的研究转向城

市或区域的工业布局研究。③Pred 等提出的行为区

位论以决策者为理论核心，认为企业区位是决策者

经过分析决策之后的结果。传统经济区位论认为从

事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都是“经济人”，但事实上由

于企业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和知识，决策者最终所

选择区位只能为“次最优区位”，而并非是利润最大

化或费用最小化的区位[14- 17]。④结构区位论认为，随

着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的不断创新，企业为了更好

的利用不同区位的竞争优势，通常会将生产过程片

段化，不同片段将依据其功能选择最佳区位[18]。
2.2 新经济地理理论

1990 年代，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与世

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趋势有关，其最大的

特点是吸收了区位论中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

用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

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

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分散力，

并强调这两种“力”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19]。
新经济地理理论探讨了经济活动 （工业生产）

的空间集聚问题。其认为工业空间集聚核心内容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报酬递增、空间集聚和路径依

赖[20- 22]。首先，报酬递增是指经济上互相联系的产业

和经济活动，由于规模经济或空间临近性而带来成

本节约。其次，空间集聚主要指由于成本节约而带

来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新经济地理学家的大

部分著作主要是讨论产业如何在某些区域集中分

布。如 Krugman 建 立 的 动 态 多 区 域 模 型（Race
Track EconomyModel）揭示了在空间结构均衡时，动

态力量区域形成沿地形约等距离分布的集聚点（城

市）。他认为制造业的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
然而由于地平面并非稳定不变，集中的区域环形分

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

个制造业群。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

发展到两区域的集中布局[23]。第三是路径依赖，大多

数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在区域聚集和城市发展中

存在着路径依赖。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最初

由 Paul David 于 1985 年提出，由 Krugman 等发展

完善。他们认为，某个历史偶然性将使某一区位在

产业集聚方面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从而形成某种

经济活动的长期积聚过程。历史偶然因素所确定的

模式一旦建立，这一最初的区域或城市就有可能通

过在报酬递增基础上的聚集过程得到进一步强化

而进入“锁定”（Lock- in）状态。而 Fujita 对路径依赖

有新看法，他认为：在特定的活动发生地，存在着大

量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一旦空间差异定性，他们

就变得具有刚性。路径依赖主要用来解释国家与地

区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活动[24]。
2.3 工业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制度转向”
“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是当代西方经济地理

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5]。工业地理学视角认为，如果

不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多样的社会

文化、制度环境给予应有的关注，就无法对经济活

动景观的形成与演变充分理解。
文化转向学派认为经济生活是融入文化和社

会的，经济过程应当被置于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

中理解[26]。文化转向涵盖了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

义、女性主义等多个思想流派，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该学派在分析和理解经济活动空间差别时，高度关

注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性质，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内在

双向关系。学派从劳动力分工、劳动力市场、女性主

义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制造业空间变化的机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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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是指在突破对数量、空间科学二分法的计量地

理、行为地理以后，在地理研究中强调制度作用的

学派[27]。制度主义学派试图阐明各种正式与非正式

的制度在塑造经济空间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

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锁定”（Lock- in）机制

作用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区域和

地 方 发 展 的 社 会 管 制 （Regulation） 与 治 理

（Governance）机制。在产业区位方面，制度转向主要

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寻求识别不同制度对工业

空间的影响，主要研究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经济组织

的存在及演化。对区域经济及产业空间的影响是制

度工业地理关注的中心问题；②强调不同地区经济

（工业）景观的研究。制度是历史的携带者，不同地

区制度路径不同，导致经济或工业景观产生差异，这

种差异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③制度环境（Milieu）如

何促进工业区的发展，揭示技术创新和扩散的制度

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④研究工业空间存在的文

化基础和文化过程。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认知对

地区工业发展有重要影响，文化过程是决定制度路

径依赖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的文化会形成不同的

社会经济体制空间；⑤研究区域经济管制。不仅要

研究证实合法的经济关系，如货币管理形式、工资

构架以及竞争形势，并揭示这些关系的地区制度安

排，同时也研究包括地区网络、文化、传统的非正式

关系，研究这些关系的规制形式及地区安排[28]。
2.4 理论研究进展评述

2.4.1 区位理论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为早期工业区

位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理论假设与现实情况差

距较大，同时缺乏宏观视角分析。20 世纪前半叶，西

方经济学界对工业区位问题研究的前提假设与现

实情况具有较大差异，如 Weber 的理论就是将工业

分布地域看成是均质平原，很难分析异质空间结构

条件下的工业布局规律。后期的最小成本理论与现

实更为贴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市或区域异

质空间结构中工业的布局规律。但总体而言都是运

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一时期工业区位分析

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分析个别生产要素的供给价

格和需求价格之间的均衡关系，分析个别生产要素

价格变动及其对工业区位移动趋势的影响。缺乏宏

观视角的探讨，且研究对象都是针对企业个体，无

法对某一个产业的整体分布格局进行解释。
2.4.2 新经济地理理论虽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但却

不能摆脱模型的限制，忽视了地方制度和文化的作

用。Krugman 等人所倡导新经济地理理论具有较强

的创新性，丰富了有关跨国企业的区位选址问题。
尽管某些模型过于抽象，但是这些模型的建立毕竟

相对于传统的区位科学模型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改

观。他们提出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假

设条件来研究产业布局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

近现实。同时，从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考察产业布局

和经济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将问题纳入到国家体

系，而是放在更大的全球化的空间。但新经济地理

理论同样也具有一定的不足：第一，空间研究的模

糊性，空间聚集模型以及区域收敛模型都陷入了空

间均衡及稳态的数学分析之中，忽视了区域间结构

差异；第二，缺乏实证研究，仅仅是抽象、简化的数

学建模，与现实相去甚远，数学建模存在着认识论

和本体论的局限，现实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能用简

化的数学符号代替的；第三，区域过分抽象化，新经

济地理学家知道区位、区域和场所常常代表某种经

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制
度、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很少或

没有找出一个实际的区域规模；第四，外部性的片

面性，过度强调市场规模经济而忽视了技术外溢在

产业集聚中的作用；第五，产业区位决定的历史偶

然性，Krugman 认为初始条件、偶然性、路径依赖在

产业区位的形成上起决定作用，然而，分析之中忽

略了地方制度、社会和文化结构在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
2.4.3 工业地理学的“文化、制度转向”具有重要意

义。与以往的理论相比较，工业地理学的文化、制度

转向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①强调区域历史、文化

及制度背景的作用。事实上，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

一种社会行为，经济过程、个人动机等必须放在社

会经济、文化传统、政治规则的过程中去理解；②强

调多元主体的作用，重视政府、企业、私人等所有区

域主体的集体动员，关注结成“集体”的文化制度形

式；③从重视文化制度形式及构造到强调文化制度

过程。Amin 等指出，重要的不仅是文化制度网络的

存在，而是文化制度的影响过程，强调制度、经济、
文化、政治形成的共同演化，以此来理解区域发展

的体制动力[29]，这对于在现实情况下，客观、综合的

理解工业区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工业地理学的实证研究

在“文化、制度转向”的大背景下，工业地理学

的实证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视角。近年来，学界在对

于影响制造业空间分布因素的探讨中引入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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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社会资本、学习创新、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等

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角度，对工业空间重组、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行业竞争力增强等起到了重要

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
3.1 网络（Networks）和嵌入性（Embeddedness）

社会学的网络理论被 Yeung 和 Malmberg 引入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之中[30- 31]。近年来，对于公司和网

络的研究显示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工业企业和

企业建网络的空间重构现象[32]。近期许多工业地理

学研究都在论证网络和企业地理的关系[33- 38]，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①网络的组织

形式；②企业和网络的地理集中；③网络对灵活生

产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工业空间集聚和地

方性生产网络的形成是网络对企业空间分布产生

的最主要的两个地理结果[39- 41]。对此结论也有佐证，

如实证研究发现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金属制造业、
丹麦的家具制造业和英国的机械制造业都呈现出

了有知识和技能嵌入网络之中而引发的集聚现象
[42- 44]。

虽然本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

的共同作用，但嵌入性（Embeddedness）仍被认为是

本地网络形成和演化的重要原因。嵌入性最早由美

国学者 Granovetter 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

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提出[45]，现

指企业的经济活动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许多本

地企业、机构之所以能够在特定地理空间内集聚并

稳定发展，相同的或近似的区域社会文化因子起到

了重要作用。因为社会文化因子能够增强彼此信

任，促进紧密合作，创造共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

式，从而极大地减小了由机会主义带来的风险。这

种在特定区域内被广泛接受的行为模式是由显性

的编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隐性的隐含

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共同构成，其中隐含

经验类知识在创新和传播关键性资源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Grabher 等在《嵌入性企业》一文中指

出，企业与周围区域内的相关企业、供应商、客商、
地方政府、中介机构、研究机构等行为主体结成网

络，这种网络深深地根植于特殊的区域社会人文环

境之中[37]。Saxenian 将硅谷的成功归功于本地网络

的发展，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发

挥了重要作用[46]。Harrison 也指出，本地网络的嵌入

性对于产业区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区内企业

的合作基础不稳固。在此过程中，经济性因素和地

方公共部门的支持也对本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47]。
3.2 学习与创新（Learning and Innovation）

1990 年代中期，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全球化

浪潮的冲击带来了学习与创新研究的兴起。许多学

者集中讨论了学习能力、创新环境等对企业空间分

布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是用企业所处的区域环境

（Local Milieu） 差异解释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48- 50]，

工业集聚现象[51- 52]以及区域专业化的模式[41]等。研究

者普遍认为，传统意义上对于“一个地区如何吸引

企业”问题的探讨可以被更好的演化为如何解答

“一个地区能够为企业提供怎样的区域环境，推动

企业创新或学习能力的进步”[53]。追踪分析研究文献

可以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可归结为三个主要

的学说：①产业结构形态说。认为工业结构、专业化

程度和地区相关工业的基础共同决定区域环境，从

而影响企业学习创新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工业经济集聚[39]。产业结构形态说对工业集聚现象

的研究多以交易活动频繁的小企业集聚区，特定类

型的集聚区如第三意大利[54]，或特定的工业行业如

服装或家具制造业为案例。在此基础上，Markusen
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三种工业空间分布模式：包括

中心—辐射型产业区、卫星型产业区和政府主导式

产业集聚区[55]。②区域科技基础设施条件说。学说认

为大学、研究所、科研机构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间学习氛围的构建，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

作用[56- 57]。Feldman 和 Florida 认为工业企业创新能

力和地区科技资源及创新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区域建立具有外部性科技资源（如科研机构、
研发部门等）对制造业企业集聚和企业间贸易网络

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48]。Hermelin 和 MacPherson 的

研究也表明区域科技基础设施的供给对制造业企

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企业集聚都具有推动作用[58- 59]。
③制度文化说。这一学说从制度、文化视角阐释学

习、创新环境对企业空间的作用[60]。具有代表性的研

究是 Saxenian 对美国硅谷和 128 号公路地带进行

比较时发现导致这两个起点、技术和市场相同的信

息产业集群在 1980 年代以来竞争能力大相径庭的

根本原因可归结于它们在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上

的显著差异[49]。硅谷因为具有集体学习、网络合作和

鼓励冒险的创新文化而适应了剧烈变动的竞争环

境，相反 128 公路地区则因为崇尚集权和传统、鼓
励稳定和自力更生的僵硬文化而急剧衰落。由此可

见良性文化的氛围营造对企业集群竞争力培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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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然因素、经济技术因素、运输与运费因素、地
理位置因素、社会发展政治要求和决策者意识因

素。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工业企业的

区位。同时，部分学者还论述了制造业在不同尺度

上布局的重点因素。陆大道认为工业布局过程分为

三个地域层次，即地区布局、地点布局和厂址布局，

也可分别称为宏观布局、中观布局和微观布局。不

同尺度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并不一致[76]。
4.2 制造业空间变化的新因素

自 1990 年代初期起，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矿

产资源、水资源、交通等传统因素的作用就逐渐下

降。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技术创新及体制创新在促

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明显改变着

我国的制造业空间发展格局，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

展的新因素[79]。这些新因素主要涵盖了经济全球化、
信息化和文化制度因素中的部分视角。

1970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和贸易自

由化促进形成了新的全球分工，在经济全球化诸多

的影响因素中，外商直接投资是主要载体之一[80]。工
业地理学中针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

表 1 我国工业布局理论专著

Tab.1 The theory of China's industr ial layout monograph
年份 学者 专著名称 影响制造业空间分布因素

1981 魏心镇 工业地理学 社会经济、技术经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

1981 刘再兴 中国工业布局学

1990 陆大道 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

1990 李文彦 中国工业地理

1994 王辑慈 现代工业地理学

为重要[49]。同时，也有学者关注于对学习创新环境产

生影响的其他制度因素，如习惯[61]、信任[62]、公众文

化[63]、民族精神和企业文化[64]等。
3.3 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

工业地理学从 1990 年代中期起，开始关注劳

动力市场，主要研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生产

系统对工业重组的影响。Herod 指出，学界不仅应认

识到劳动力市场会对产业区位产生影响，更应充分

认识到劳动力（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正在通过

其行为创造和改变经济空间[65]。在这一概念框架下，

工业地理学中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

两 个 方 面 ：①劳 动 力 市 场 重 组 （Labour market
restructuring） 及 其 对 工 业 空 间 产 生 的 影 响 [66]。
Ettlinger 以日本、德国和瑞典作为案例区，发现劳动

力结构变化将对区域生产系统和竞争力产生重要

影响[67]。如新移民和女性的进入将为原本劳动力单

一化的生产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法规和

生产习惯需要为此而做出改变。同时，弹性生产系

统也对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提出了新的要求。②劳

动力市场分割（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及其对

工业空间的影响[68- 72]。在此讨论中，学者更多关注于

劳动力的不均衡布局对工业空间分布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Fan 以中国为例，揭示了户籍制度对移民和

劳动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进一步作用于工业

空间重构[73]。Ettlingger 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

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出台了相应的措

施以应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67]，为了稳定现有的

工业分布情况，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

剧劳动力的不均衡现象，形成了工业空间不易被轻

易改变的局面。

4 中国工业地理学研究进展

4.1 制造业空间变化的传统因素

以工业区位论为核心的工业地理学是指导我

国近现代制造业分布的基础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

前制造业布局影响较大的是原苏联工业地理学理

论，对工业布局特点和因素的研究是其主要的研究

内容之一。普罗波斯特、萨乌什金以及苏联生产力

委员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原则成为当时

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主要因素，奠定了我国现代制造

业空间分布的基础。1970 年代末，我国经济地理学

者开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正确认识和掌握生

产力布局客观规律的问题。1980 年代国内学者对于

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提出了系统的论著，成为影响改

革开发后我国制造业布局的主要理论（表 1）。
传统工业地理研究将影响制造业的因素划分

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人口（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密度等）

自然因素（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水资源、地形、土地、天然航道与港湾、气候等）、经济技

术因素（原有经济实力、协作条件与集聚效果、基础设施装备水平、技术水平、市场潜

力、人口素质与数量等）、社会发展、政治要求和决策者意识、运输与运费因素、地理位

置因素

自然因素（自然资源、自然地理条件）、技术因素（技术水平、技术进步）、社会因素（人口

数量及其劳动素质与生活习惯、已有经济基础、社会制度与经济管理体制等）、政治因

素（国家政策、国际环境）和地理位置等

入门因素（原料地与市场、交通运输、劳动力与资本、土地、水、能源、环境）、最活跃因素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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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开：一方面的主题是探讨外商投资在我国的

分布特点[81- 84]；另一方面的研究是关于外商投资进

入后，对当地制造业空间分布所产生的影响[85]。与此

同时，近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信息化已经成为促

进工业化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愈来愈重要的因素。
信息网络的日益普及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

带来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转变，更使得空间组织关系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79，86]。刘卫东等学者认为，信息

化对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表现为对区域空间重

组、城市空间演化以及企业空间组织等多尺度的综

合作用[87]。其中，对城市尺度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

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高科技工业园区空间布局

变化上[88]。而从企业的微观层面研究看，信息技术的

广泛应用将导致制造企业的产品开发、业务流程、
管理体制和生产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主要表现为制

造业生产方式由实体制造向“虚拟制造”转变、由完

全制造向网络化总装制造转化、本地制造向转移制

造转化、由单纯制造向制造服务业转化、由封闭型

技术研究向全球化合作研究转化[89]。此外，我国学者

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嵌入、学习等文化制度因素

对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王缉慈认为网络这种经

济组织模式将日益成为国家、区域、企业、个人经济

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90]。刘卫东运用网络理论对外

资进行揭示，指出网络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工业空间

集聚现象[91]。由于地理上接近或文化、历史和社会心

理状态相近，网络关系可能会集中于特定的区域，

而不是均质化。就此而言，一个地方产业系统不能

理解为单独公司的产业活动（即使是一个大的跨国

公司），而是众多公司的集体行为。

5 结论

工业地理学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

发展与转变（图 1）。理论发展上经历了从利用微观

经济学分析单个企业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区位论、
到重视模型，从全球化视角下考察产业布局与经济

发展新经济地理理论、再到近年来文化制度转向的

转变。实证上，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由

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化，在全球化及新信息技

术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地理学分析视角由传统的自

然因素、运费因素向网络、嵌入、学习、创新、劳动力

等影响产业区位的新因素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获得了较

大进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第一，西方理

论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本土化研究相对薄弱。我

图 1 工业地理学研究主要发展历程

Fig.1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 ial
geography research

国工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并未摆

脱西方的研究框架，本土化的研究还相对滞后。近

年来，西方工业地理学对文化、制度因素的理解更

多地集中于非正式制度的内容，如网络、社会资本

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政治

体制和社会文化特点所决定的。但由于我国和西方

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上的异质性，对文化、制度的

理解和研究方向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文化、制度

研究的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需求，对其理解也必须

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重视政府、国家政策、规制

和管制的作用。第二，适合国内特色的理论与实证

研究仍然欠缺。文化、制度等对产业区位影响的研

究尚未形成体系，仍停留在“前理论”的阶段。近年

来，国内研究通常只注重到国外现有的理论、模式

应用到国内进行分析与诊断，研究过程中缺乏结合

中国国情，对我国工业经济现象的理论创新性分

析。因此，深入研究适合国内特色的理论框架与实

证内容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对文化、制度作用机制

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文化、制度的作用过程是社

会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博弈和利益权衡的过程，反

映了“计划与市场平衡”的思想。我国具有与西方国

家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深入研究

挖掘文化、制度的作用机制，对丰富工业地理学实

证研究范围、推动学科理论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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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DISCIPLINARIA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R&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EVELOPMENT

ZHANG Zhan - ren，DU De - bin，HUANG Li - yun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ke up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R&D investment make more and
mor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 science and economy of hosting country. It is be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R&D investment not only has a close relation with regional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show a high spatial relev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 by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disciplinaria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R&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from multi-spatial scale. The international R&D investment has already been the Granger, causal of
Shanghai economy development, but urban economic has not the causal for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R&D
investment.
Key words:international R&D investment；urban economy；spati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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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INDUSTRIAL GEOGRAPHY

GAO Bo - yang1，2，LIU Wei - dong1，LI Ming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2.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3.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geography has been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al firms. Research on
industrial geography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regarding the guidance o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ndustrial geography, points out
the weaknes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and prospects main topics in the future. Our study shows
that industrial geography focuses on industrial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Theories on industrial geography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location theory to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and then to ‘cultural turn’ and ‘institutional turn’, whil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factors
affecting industr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have changed a lot as well, with the decreasing role of traditional factors
lik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ransportation and an increase of the role of a number of new factors, such as networks,
embeddedness,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labour market and so on. However, domestic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pproach are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research system is still unformed.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dustrial geography；industrial location；institutional turn；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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