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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系统研究国内技术转移研究的发展进程及趋势，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工

具 CiteSpace 对 1992~2021 年中国知网收录的 3617 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绘制了科
学知识图谱。结果表明：技术转移领域学者之间沟通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
作；1992~2021 年技术转移领域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主要研究热点包括技术转让、技
术创新、跨国公司等；科技创新、专利转让和成果转化将会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可能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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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断增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技术转移这一

引言
技术转移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实现社会经济价值

的重要方式，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手段，更是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性任务[1]。技术转移一词来自于英
文“Technology Transfer”，最早出现于 1964 年联合国第
一届贸易发展会议上，作为协商合理解决南北问题的一
个重要策略而被提出[2]。唐允斌是我国最早提出技术转
移理论的学者，他引用了 H. Brooks 研究中对技术转移的
阐释，即：技术转移是指在一个机构或者组织中发展起
来的某一或某些技术，通过转移合理地体现在其他机构
和组织所做的事情中，并将技术转移划分两类，纵向技

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对促进技术转移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内对于技术转移领域的综合性研
究综述较少，缺乏对其研究热点及演化趋势分析。基于
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中 1992~2021 年有关技术转移的
3617 篇文献进行分析解读。分析国内技术转移领域的
热点主题与研究前沿，再现我国技术转移研究的主题动
态变化过程、探究技术转移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技术
转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设计

术转移和横向技术转移。纵向技术转移是指知识从共
性领域到专业领域的转移，一般理解为从基础科学领域

1.1 研究方法

转移为应用技术领域，也即技术从研究室流向市场；横

科学知识图谱以科学知识计量为研究对象，属于科

向技术转移是指技术从一个应用地点转移到另一应用

学计量学的范畴，它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

[3]

地点，也即技术在不同应用地点的水平移动 。
我国技术转移领域的研究热点较高，相关研究文献
*

以及图形绘制将现代科学知识以图形的方式显示科学
知识发展过程及科学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它用可视

张京京（通讯作者），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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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图像生动直观地展现出研究的前沿领域、知识演化

关研究的发文时间节点和数量分布情况。2002 年我国

规律和知识结构关系，是科学计量学领域重要的发展与

加入世贸组织，2003 年《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4]

制若干个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

CiteSpace 软件的英文全称为 Citation Space，中文译

进资源合理配置，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图 1），学者们从

为“引文空间”，是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它是一款以数

2003 年开始对技术转移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开

据和信息可视化、科学计量学为背景，可以进行引文的

始显著增长；2011 年，财政部与科技部发布了《国家科技

分时、动态多元可视化分析的软件，主要用于分析文献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之后科技部开始试

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其设计理论是“改变看世界的方

行《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

式”。大数据的蓬勃发展，为分析已有数据生产出新知

要以加速技术转移作为主线。技术转移发文量在 2011

创新 。

识提供了可能 。CiteSpace 通过对某领域文献统计数据

年到达峰值，之后进入规范发展阶段，每年相关文献发

和文本进行跟踪和处理，进而发现关键路径和知识拐

表数量均在 100 篇以上，截至 2021 年，技术转移领域仍

点，分析相关领域发展最新趋势。

旧保持着较高产出。从以上分析发文情况可知，技术转

1.2 数据来源

移领域的研究受到宏观政策与环境的影响，是我国技术

[5]

本研究数据库选取为中国知网（CNKI），以“技术转

经济方面的重要议题。国内学界对技术转移的研究能

移”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22 日，来

够紧密结合社会热点和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讨论，具有较

源期刊为 CSSCI 期刊以及北大核心期刊，时间跨度为

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992~2021 年，共检索到技术转移相关文献 4367 篇。为

2.2 主要发文期刊及高被引论文

了保证样本质量与技术转移主题的相关性，对初次检索

2.2.1 主要发文期刊分析

到的文献进行了筛选，剔除了部分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

我国技术转移领域发文量位列前 10 的期刊如表 1

3617 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集。

所示，其中《科学学研究》刊文量最多高达 118 篇。有关

2

技术转移的文献较集中分布于管理及经济类期刊，这些

国内技术转移研究的文献统计与分析

期刊的影响因子都较高，是该领域的核心期刊，对技术

2.1 发文时间与数量分析

转移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同构建了技术转移

我国技术转移领域发文年度分布如图 1 所示。文献

研究的基石。其中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的发表数量和该领域的发展状况及趋势有着密切的联

与科研管理目前仍每年以相对较高频率波动刊发技术

系，能够反映出其在不同时间段的受关注程度。本研究

转移相关文章。而中国工业经济 2014 年后一直没有技

通过对上述 3617 篇文献进行分析，得到我国技术转移相

术转移文献刊发，管理世界则从 2012 年之后就不再有技

250

219
204
191192
173
170 173
169
164
161159 156158
147
138
119
108

200
150

发
文
数
量
（
篇
）

90

82 87

100
61
47

50

82

58 58 61 58
42 40

50

0

图1

1992~2020 年技术转移研究领域发文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知网检索文献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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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2~2021 年国内技术转移研究主要发文期刊统计

中人才的重要性、技术进步路径以及产业升级情况。这

复合影响因子

些高被引文献为技术转移的后续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

（2021）

基础和研究框架，具有很强的借鉴性和引导性。关注高

序号

刊名

载文量

1

科学学研究

118

4.752

被引论文和高被引期刊，对后续进行技术转移研究具有

2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11

4.114

重要的意义。

3

科研管理

79

4.523

2.3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4

情报杂志

34

3.03

5

图书情报工作

14

3.199

前 10）如表 3 所示，可知清华大学遥遥领先，位列第一梯

6

中国工业经济

13

20.793

7

12

9.043

队；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发文量次之，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8

世界经济与政治

10

5.376

9

世界经济

9

8.125

10

经济研究

8

19.013

11

管理世界

8

13.374

资料来源：根据知网检索文献数据整理

我国技术转移领域研究领域核心机构（发文量位列

位列第二梯队；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位
列第三梯队。这些研究机构在技术转移领域具有重要
的影响力。为进一步发展应该加强各高校之间的科研
合作，促进机构间学术的交流共享，拓展技术转移研究
的深度与广度。从机构性质上看，国内高校为技术转移

术转移文献刊发。

研究主要发文机构，是技术转移研究的主要力量。从发

2.2.2 文献高被引分析

文机构的地域上看，十个中有三个位处北京，原因在于

表 2 列举了我国技术转移领域相关研究被引用前 10

北京是中国科技资源最丰富，研究成果最多的地区，北

的文献。通过表 2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献在时间上主

京技术转移发展也较好。排名前九位的机构中，目前清

要集中 2002 年到 2012 年，被引次数均在 200 次以上，其

华大学对技术转移的关注度仍较高（2020 年有 10 篇），华

中被引次数最高的是何郁冰学者在 2012 年发表在《科学

中科技大学 2020 年发文 1 篇，2021 年没有，发文量较少，

学研究》上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
（1304 次）。

对技术转移的关注度下降。中国科学院大学虽然总体

在内容上既有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讨论，也有关于 FDI

发文量排在第 10 位，但是其在 2019、2020 年分别发了 13

对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技术转移

篇相关论文，说明中国科学院大学对技术转移的关注度

表 2 1992~2021 年国内技术转移研究高被引量前 10 名文献统计
篇名

作者

刊名

1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

何郁冰

科学学研究

2

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代谦; 别朝霞

经济研究

2006-04-20

405

经济研究

2010-06-20

391

中国工业经济 2014-09-17

324

3
4
5
6
7
8

FDI 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

傅元海; 唐未兵; 王
展祥

发表时间

被引

序号

量

2012-02-15 1304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

傅元海; 叶祥松; 王

分析

展祥

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刘常勇; 谢洪明

科学学研究

2003-06-15

318

罗思平; 于永达

管理世界

2012-11-15

300

科研管理

2007-01-30

276

中国工业经济 2002-06-17

264

技术转移、
“海归”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光伏产业的实证
研究
FDI 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中加速升级换代——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升
级状况分析

陈劲; 陈钰芬; 余芳
珍
潘悦

9

对科技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若干基本概念的辨析与思考

贺德方

中国软科学

2011-11-28

243

10

协同创新的驱动机理

陈劲; 阳银娟

技术经济

2012-08-25

240

资料来源：根据知网检索文献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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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表 3 1992~2021 年国内技术转移研究核心机构统计

2.4 主要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将 CiteSpace 参数设定 Node type 为 Author，时间切

1

清华大学

133

片为 1 年，时间跨度为 1992~2021，得到如图 2 所示技术

2

华中科技大学

74

转移领域研究的作者共现知识图谱。图 2 中节点较大的

3

浙江大学

73

有何建坤、孟宪飞、饶凯、傅正华等几位学者，分析作者

4

南京大学

72

发文情况可知，一些作者属于前期发文较多，但后期转

5

上海交通大学

67

换了研究，如何建坤 2008 年之后就逐渐改变了研究方

6

中国人民大学

65

向。康旭东和丁堃是 2016 年后技术转移领域新起的学

7

南开大学

59

8

西安交通大学

58

9

大连理工大学

55

10

中国科学院大学

49

者。，康旭东的主要研究主题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
“专利转让”；丁堃的主要研究主题为“专利”、
“ 知识产
权”和“高校技术转移”。图 2 中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较
少，高产作者中单独节点的学者较多，如肖国华，段德忠

资料来源：根据知网检索文献数据整理

等，其中肖国华的研究主要涉及“四螺旋”、
“ 技术转移效

领域内相关文献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挖掘领

率”和“专利”。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学者在技术转移领域

域内的研究热点与焦点。本研究对技术转移领域文献

的沟通合作意识不足，学者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待加

进行关键词分析，通过关键词分析该领域研究动态。在

强。学者之间进行科学研究合作是适应技术转移研究

CiteSpace 中将时间切片设为 1，设定 Node type 为 Key‐

新需要、推动技术转移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word，运行程序对文献进行词频分析，得出技术转移研

3

究的关键词共现分布图谱，如图 3。

国内技术转移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图谱中节点与字体的大小是由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3.1 关键词分析

决定的，代表了技术转移领域的研究热点。技术转移领

3.1.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域高频关键词主要有：技术转移、技术转让、技术创新、

关键词是对一篇论文内容的核心概括，对技术转移

图2

高校、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知识产权、影响因素、自主创

1992~2021 年技术转移研究作者共现分布图谱

资料来源：CiteSpace 输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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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2~2021 年技术转移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布图谱

资料来源：CiteSpace 直接生成

图4

1992~2021 年国内技术转移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资料来源：CiteSpace 输出截图

新、技术进步。
3.1.2 关键词聚类分析

#0 技术转移和#1 技术转让：技术转移和技术转让都
源于英文 technology transfer，最初翻译时技术转让与技

为了解我国技术转移研究领域热点，本研究对关键

术转移被混翻使用，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目前技术转

词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在 CiteSpace 中采用对数似然比算

移的定义包含了技术转让的概念范围。从图 6 中可以看

法(LLR)，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形成如图 4 所示的我国技

出技术转让在 1999 年后更多作为技术转移的一部分，较

术转移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根据得出的聚类结果，结

少单独出现。表 4 中技术转让关键词中核心有一个技术

合上面的高频关键词以及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我国技术

转让费，可以看出技术转让主要表示技术权利的变化。

转 移 领 域 的 研 究 热 点 主 要 集 中 在 技 术 转 移 、高 校（大
学）、技术转让、跨国公司以及技术创新。

#2 高校、#7 大学和#3 跨国公司：高校、大学和跨国公
司既是技术转移的研究对象也是技术转移的参与主体。

表 4 列出了所显示聚类中的主要关键词。为了更深

横向技术转移指技术从一个应用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应

入的了解技术转移相关研究，本研究对几个聚类进行了

用场所；跨国公司所涉及的技术转移大多是横向技术转

简要分析。

移。高校和大学更多的涉及纵向技术转移，偏向于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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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92~2021 年国内技术转移研究关键词聚类列表（前 10）
子聚类

LLR 对数似然率

轮廓值

标签名

123

0.705

技术转移

#1

106

0.912

技术转让

技术转让; 技术转让费; 三资企业; 国际市场价格; 法律分析；同类产品

#2

86

0.789

高校

技术转移; 科技创新; 激励政策; 区域经济发展；知识产权; 技术转移办公室;

#3

84

0.833

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 技术转移; 消化吸收; 技术引进; 经济发展；自主创新;

#4

61

0.821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 演化博弈; 有限理性; 军民融合; 转移机制；中小企业;

#5

56

0.939

技术转让费

技术转让费; 综合成本; 研发行为; 技术开发 | 技术市场; 产品成本;

#6

50

0.914

技术出口

技术出口; 外贸出口; 高科技产品; 技术转让; 出资比例; 动因分析;

#7

36

0.85

中国

技术转移; 国际合作; 专利转让；专利转移; 高校专利; 技术流动

#8

35

0.839

大学

学术创业; 知识图谱; 文献特征; 热点趋势; ；技术转移; 科技园区;

#9

34

0.925

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 影响因素; 技术知识; 研发团队;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联盟;

序号

数量

#0

关键词（部分）
技术转移; 专利申请; 专利使用费;创业计划；科技成果转化; 知识流动;

注：资料来源：根据 CiteSpace 输出结果整理

研，是从基础科学向应用技术的转移。国内高校技术转

2021 年技术转移研究热点的变化。

移的研究方面很广，从微观层面来讲，涉及参与主体的

3.2.1 时间线图谱分析

经济行为；从中观层面来讲，研究倾向于关注产业发展；

图 5 各节点所在的位置表示了该关键词第一次在文

宏观层面上看，更多涉及财税政策、科技政策、知识产权

献出现的时间，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

法等法律法规。由于具有全景式的研究方面，所以涉及

多，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而连

案例分析、专家访谈、实证计量以及理论建模等多种分

线的颜色则表示这对节点出现在同一文献中的时间。

析方法。高校为技术转移提供支持，但高校技术转移存

对图 5 进行切片分析，可以得到技术转移领域每年新出

在一些问题：专业技术转移机构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不

现的关键词，以及各个关键词的时间跨度等信息，能够

[6]

足、产学研融合度不够等 。与美、英及欧盟相比，中国

使研究者更清晰地把握技术转移的研究热点与重点。

大学在企业合作研发收入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成果转

如“技术转移”作为核心关键词贯穿始终与大多关键词

化规模成效可期；与此同时我国在成果转化体系、专利

都有连线关系。
“ 知识转移”出现在 2005 年，主要与技术

管理制度以及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有

能力、吸收能力、组织结构、技术联盟、知识创造等关键

[7]

待进一步的改进优化 。

词相连。知识转移是指组织或机构可以通过合作研发、

#4 技术创新：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技术创

专利引用和专利转让等方式获取创新网络中的科技成

新。技术在转移的同时，也能够促进新的技术产生，由

果相关知识，这使得知识创造和知识转移的过程被加

于不同创新主体的目的和需求不同，技术创新会产生不

速，通过这种合作、引用和转让弥补了单个组织技术创

同的效果[8]。技术创新是技术转移的根源，如果没有技

新能力的不足[11]。从知识的角度来分析技术转移可以

术创新那么技术转移也将不复存在，技术创新使地区、

在理论的层面上更好的理解科研人员在技术转移中的

行业之间技术发展水平不一从而形成技术阶梯，处于高

重要作用，科研成果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

水平阶梯的技术不断被转移到低水平阶梯以弥补差距，

识指科技成果中形成的专利文本，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

[9]

技术转移加快了技术创新过程 。国内学者研究技术创

科研人员头脑中的相关科技成果思想与知识；技术转移

新大多考虑中小企业的行为，主要研究技术创新的传导

的难题在于显隐性知识的分离，有效破解难题的关键在

路径以及技术创新的模式；其中技术创新模式主要分为

于合理实施技术转移效益分配的激励机制[12]。

三种：引进、模仿或者自主技术创新[10]。
3.2 我国技术转移研究热点演化分析

“产学研”也出现于 2005 年，主要与高校、协同创新、
校企合作、学术创业、产业创新、自主创新、专利分析等

识别技术转移研究的演变趋势有助于发现并分析

关键词相连。产学研是将一个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复

研究热点的变化。本研究运行 CiteSpace 中的 Timeline

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管理、资本、技术和市场融合

View 和 Timezone View 得 到 图 5 和 图 6，展 示 了 1992~

到一起[13]。王毅等认为产学研合作的过程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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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92~2021 年国内技术转移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资料来源：CiteSpace 直接生成

上就是知识转移的过程，即如果将大学和研究所的知识

3.2.3 突变词分析

成功的转移到企业，那么产学研也就获得了成功。然而

突变关键词探测可以展示技术转移领域研究相关

知识具有“粘滞性”，即不易流动的特性。其通过分析知

主题的活跃度，有助于了解学界的关注点以及在某一段

识源和知识受体特性确定了粘滞知识的成因及机制，指

时间内某个主题研究文献的爆发式增长。不同于高频

出利益分配是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关键 。产学研系统

关键词的分析，突变词探测可以识别出现在短时间内频

创新体现了系统的思想，技术创新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

次变化较大的词汇，对时间和频次进行双重维度的分

[14]

重要模式，是对自主创新的丰富，反映了科技改革发展
的趋势[15]。根据切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与某一关键词
相关的研究热点。
3.2.2 时区图谱分析
图 6 是将技术转移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投射到以时间
为横轴的图谱，我们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更清晰地看到关
键词的演进发展，了解 1992 年以来技术转移领域的关键
词。与时间线图类似，关键词固定在首次出现的年份，
与图 5 互为补充。通过时间线图和时区图可以观察到最

析[16]。突变度代表某一突现词在短期内受关注的程度
以及频次的变化率；突变度越高代表该突现词在某一时
间段内受到的关注程度越高，频次的变化率越大。本研
究采用突变词的探测可以反映出技术转移研究发展的
变化趋势，也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发展的前沿。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技术转移文献进行关键词突变分析得
到图 7，图中红色线图（加粗）表示所研究关键词成为技
术转移领域研究热点所持续的时间区间；
“begin”表示该
关键词成为研究热点的初始年份，
“end”代 表 结 束
年份[17]。

开始出现的几个关键词如技术转移、技术创新、知识产

根据图 7 结果，本研究将 1992~2021 年技术转移研

权、技术市场、产学研等在后续研究中也都有所涉及，这

究领域的研究前沿划分为 3 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研究

些关键词的词频较大，在技术转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

热点前沿进行分析。

位，是学者们在后续研究中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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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92~2021 年国内技术转移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资料来源：CiteSpace 输出截图

内容主要集中在技术转让、技术出口、中介费、乡镇企
业、技术市场和经济信息等方面。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
巡和十四大的召开，明确了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这一时期技术交易、技术市场发展较为活跃，学
者对技术转移的研究初步发展，夏国藩提出加快城市技

网络的空间变化[21]。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对技术转移领域 1992~2021 年的 3617 篇文

术向农村转移的观点[18]，刘铁兵提出技术中介是技术进

献进行了发文量分析、重点期刊分析，文献高被引分析、

入市场的桥梁[19]。

主要发文机构分析、主要发文作者分析、关键词共现与

（2）2001~2009，这一阶段技术转移发文量开始呈现
快速增长（见图 1），突变词数量有所增加，说明这一阶段

聚类分析、时间线和时区图谱分析以及突发词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

技术转移领域研究理论，方法和应用正迅速发展。在这

第一，对技术转移重点期刊、文献高被引的分析可

一阶段初期我国技术发展依靠跨国公司、技术引进以及

以在进行技术转移相关研究时快速确定目标期刊以及

FDI 来提升创新能力，随着科技发展，研究逐渐转向自主

研究范式等信息，如在进行技术转移期刊选择时，根据

创新，这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前文对技术转移主要发文期刊的统计可以首先选择的

（3）2010 至今，这一阶段技术转移发文量逐渐稳定，

期刊有：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研管

研究主要对象为高校、政策、科研机构；主要研究内容从

理。对技术转移主要发文机构、主要发文作者的分析可

知识转移、知识产权到专利许可、成果转化、科技创新。

知，自 1992 年以来技术转移领域的作者之间、机构之间

这一阶段基本上每年都会有新的突变词出现，表明我国

都缺乏沟通与合作，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科研

技术转移研究热度不减，学者们不断研究技术转移细化

合作。因此要为技术转移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搭建科

领域，明晰研究内容体系，对技术转移的研究更加深入。

研交流的平台，并且积极推动跨学科、跨领域交流合作，

刘佳和钟永恒从专利许可的角度研究技术转移，建议要

以促进我国技术转移研究质量稳步提升。

通过搭建技术转移平台，优化专利许可路径，提升技术
[20]

转移速度 。何喜军等利用社会网络研究了专利转让

第二，对技术转移关键词共现与聚类、时间线和时
区图谱以及突发词的分析，确定了技术转移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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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92~2021 年国内技术转移研究关键词突变图谱

资料来源：CiteSpace 处理结果输出截图

趋势和热点领域。高频关键词包括技术转移、技术转

围绕自主创新。此外专利是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随着

让、技术创新、高校、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知识产权、影

研究的细化，专利网络结构特征、专利转让也是技术转

响因素、自主创新、技术进步，这些是我国技术转移的研

移研究前沿。

究热点。分析突发词，可以明晰研究前沿，从突发词随

第三，技术转移领域经历了 3 个阶段的发展，其理论

时间的变换可知我国技术转移研究的侧重点从国外引

成果和实践价值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 3 个阶

进技术、跨国投资到自主创新，这说明我国逐步从技术

段的递进过程中，技术转移研究的对象越来越丰富，研

输入国转变为技术输出国。如何使我国成为技术强国

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研究逐渐细化并深入，与

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因此未来技术转移研究将更多的

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成功的技术转移既是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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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经济发展推动的单向过程，也是需求反馈的逆向推进

建协同创新网络的过程中起着统筹布局和全面投资的

过程，一方面需要优化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另一方面

主导作用，研究政府要如何为创新网络的规划、设计以

[22]

需要合理规避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虽然目前技术

及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指导、制度设计、公共设施和资

转移研究已经逐步涉及各个领域，但是我国技术转移仍

源配置也很有意义。二是技术收益分配的问题，涉及技

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根据国内外各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术转移过程中技术价值的评估以及国有资产管理的问

平台和管理体系的现状，可知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的一

题。三是研究细分的领域的问题，如专利转让、专利许

个重要原因在于科技成果供给侧的众多信息无法与需

可、专利网络机构特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也是当前研

求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较高的技术需求实时精准对接，

究前沿问题。

因而导致了转化实施难、转化效率低以及管理体系很难
完善的问题，阻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23]。
4.2 研究展望
从文献分析结果上看，我国技术转移目前研究内容
逐渐丰富，一方面从宏观上研究对产业、对经济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聚焦于对细分领域的研究，如专利转让，专
利许可。
首先，技术转移仍在不断发展，存在很多值得研究
的问题。一是技术转移的体制机制问题，体制机制问题

其次，技术转移与我国科技发展密切相关，从前文
可知，我国技术转移的研究内容从跨国公司、技术扩散、
FDI 向自主创新、技术能力、技术联盟转变，表明我国技
术转移研究从向国外引进技术、引进投资逐渐转向自主
创新，之后的研究开始转为对技术转移细分领域的研
究。但是随着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技术如何向外
转移将会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方向。
最后，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文献数量庞大，

中涉及知识产权、法律、金融，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技术

虽然对技术转移研究全貌进行了大致描绘，但是难以对

从小试，中试到放大推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死亡之

每一个细分主题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因此在未来的

谷”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法律、金融的问题很有意

研究中可以继续优化数据，对技术转移的某些细分领域

义。这里面还涉及到对政府角色作用的研究，政府在构

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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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Chinese
Technology Transfer Research Based on Knowledge Map
ZHANG Jingjing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Center for Space Ut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4
Abstract: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rend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bibliometric
tool CiteSpac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3617 literatures collected by CNKI from 1992 to 2021 and draw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transfer was
insufficient, and further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From 1992 to 2021,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transfer mainly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the main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d technology
transf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etc.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tent transfer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could be the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 technology transfer; CiteSpac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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