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在知识快速更新尧 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袁知
识和技术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1]袁对专

有性知识和技术的保护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所在遥 因此袁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

响企业绩效袁以及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知识产权与企

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探讨袁必将为政府相关

部门和企业的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和重要参考遥
虽然现有文献肯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区

域尧行业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2][3][4]袁但却仍然存

在以下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院首先袁关于知识产

权保护对于企业的价值袁 前人更多地是围绕知识

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展开探讨袁 而对于知

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的研究则

相对有限曰其次袁在上述相对有限的研究中袁对于

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情境因

素及其权变机理的探究明显匮乏遥 显然袁对情境因

素研究的不足不利于政府充分了解如何通过知识

产权保护来更好地推动企业发展袁 也不利于企业

明晰应当如何提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用效率遥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袁 本文同时从内部和外部

环境两个层面袁 基于市场环境和营销导向视角对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了探

究遥 其中袁本文选择市场环境的两个重要方面要要要
竞争强度和技术动荡性 [5][6]作为情境因素袁将其纳

入概念框架之中曰 营销导向则由两个典型的构念

构成袁即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7][8]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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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市场导向在满足的需求目标以及对目标需求的

满足方法上均存在着明显差异 [9][10]袁本文将深入探

究两者对知识产权保护效用的发挥是否也存在着

显著不同的影响遥
综上袁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院第一袁知识

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机理是什么钥 第

二袁 竞争强度和技术动荡性将对知识产权保护与

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怎样的调节作用钥 第三袁
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对于知识产权

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和调节机理

是什么钥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袁本文深入剖析了

市场环境要素和营销导向要素在影响知识产权保

护效用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袁 进而探究了知识产

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边界问题袁 尤其是对反

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的引入袁 弥补了

现有文献对于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微观层面情境

因素探究的不足袁从而丰富并拓展了相关研究遥

二尧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的概念框架如图 1 所示遥 具体而言袁本文

认为袁知识产权保护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袁竞争导向

和技术动荡性分别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和

负向调节作用袁 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

向也分别强化和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遥

图 1 概念框架

渊一冤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

知识产权保护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相关政府部

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和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的惩罚力度袁其具有制度和法律的双重属性[3][11]遥知
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以下几种主要途径对企业绩

效产生影响遥
首先袁 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有效地防止竞争对

手对企业专有性知识和技术的模仿与窃取袁 增加

了专有性知识和技术对企业的价值[12][13]遥 一方面袁
企业可以利用专有性知识和技术创造差异性产

品袁提升竞争优势袁进而为企业抢占市场尧提升市

场份额提供保障[14]遥 另一方面袁这些无法被竞争对

手模仿的专有性知识也为企业创造具有更大价值

的新知识提供了基础袁 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

差异性的创新探索袁由此形成更丰富的知识累积袁
扩大企业的知识池袁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创新袁并增

强企业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袁 进而有利于企业绩

效的提升遥
其次袁 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

力袁促使企业为创新投入更多的资源[3][11]袁例如人力

资本尧研发设备和研发资金等遥 这为企业创造更多

的具有市场适应性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提供了保

障袁在此基础上袁企业可以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遥
此外袁 企业也将在创新动力的驱动下不断提升创

新能力袁进而促进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遥 综上袁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院

H1院知识产权保护正向影响企业绩效遥

渊二冤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

竞争强度是指企业在行业中所面临的竞争程

度[5][15]遥 当竞争强度较大时袁市场中充斥着模仿袁同
行之间的模仿程度较为严重[5]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知
识和技术被窃取的可能性增加了袁 对企业竞争优

势的形成产生了严重威胁袁因此袁此时对专有性知

识和技术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由于知识产权

保护在有效阻止竞争对手的模仿方面能够发挥重

要作用袁降低了知识产权价值损失的潜在风险[4][13]遥
因此袁在高度的竞争强度下袁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

企业利用专有性知识和技术创造更大价值产出的

可能性袁 进而为企业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更强的保

障袁 即竞争强度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

提升的重要作用遥 由此袁提出如下假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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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院 竞争强度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

效之间的关系遥

渊三冤技术动荡性的调节作用

技术动荡性是指行业中技术变化的速度[6][16]遥当
技术动荡性较高时袁 市场上快速的技术更新迫使

企业对技术进行快速升级袁 以应对市场环境所带

来的挑战[16]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市场上的技术会快速

迭代袁 一项技术创新可能很快会被另一项新技术

所取代袁 而受到产权保护的知识和技术可能会很

快失去价值遥 因此袁此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绩

效的影响作用将被弱化遥 相反袁当技术动荡性较低

时袁市场上的技术更新速度将明显减慢[17]袁受到产

权保护的技术将不会被其他新技术快速取代遥 此

时袁 企业可以利用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专有性知

识和技术完成更多的差异性创新袁 且这些新产品

或新服务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被市场所淘汰遥 即

当技术动荡性较低时袁 知识产权保护将为企业创

造更大的持续性价值袁 进而为企业绩效的进一步

增加提供可能遥 因此袁提出如下假设院
H3院 技术动荡性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

绩效之间的关系遥

渊四冤反应型市场导向的调节作用

反应型市场导向意味着企业更关注顾客表达

出来的需求袁并利用现有的知识体系来对这种需求

进行满足[10][18]遥 通常来讲袁顾客能够表达出来的需

求是最容易被供应商所发现和理解的袁 进而使这

种表达出来的需求在市场上得到更广泛的满足[9]遥
即当企业以反应型市场导向为战略导向时袁 意味

着企业在为满足与同行所要满足的相同或相似的

需求而努力遥 由于竞争对手会在顾客的这种表达

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探索满足需求的方法[7][9]袁而满

足相同或相似需求方法往往具有较高的趋同性遥
因此袁 此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将

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袁 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增加

专有性知识和技术的排他性袁 降低同行通过使用

相同或相似知识或技术与企业形成直接竞争的可

能性袁由此增加了企业的获利空间遥 综上袁提出如

下假设院

H4院 反应型市场导向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

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遥

渊五冤先动型市场导向的调节作用

与反应型市场导向形成对比袁 先动型市场导

向意味着企业更关注对顾客无法表达出来的潜在

需求的满足袁是利用新技术尧新产品和新服务创造

和引导市场需求的一种战略导向[7][10]遥首先袁在先动

型市场导向下袁企业会通过实验法尧试错法和与领

先顾客亲密接触的方式来了解顾客需求[19]袁在这一

过程中袁企业实现了隐性知识的获取袁这种隐性知

识是竞争对手无法轻易模仿的遥 其次袁基于对顾客

潜在需求的了解袁在满足潜在需求时袁企业需要突

破现有的知识体系袁进行跨边界知识搜索 [20]袁这种

可应用于解决顾客潜在需求的知识通常具有复杂

性尧超前性和模糊性等特征 [9]袁不利于被竞争对手

所掌握袁极大地降低了被竞争对手模仿的可能性遥
基于以上两点袁在先动型市场导向下袁用于为企业

创造价值的知识是无法被竞争对手所轻易获取

的袁这增加了专有知识和技术的自我保护能力袁对
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产生了替代遥 此时袁知识产权

保护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将被削弱遥 综上袁提
出如下假设院

H5院 先动型市场导向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

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遥

三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服务外包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袁 在实地

访谈的基础上袁通过问卷调研法收集数据遥 结合服

务外包企业的地理分布以及不同区域的服务外包

企业对外包行业发展的驱动作用袁 本文的样本范

围涵盖了北京尧江苏尧深圳和广州等地遥 在开发问

卷之前袁首先通过实地调研对部分企业的中尧高层

经理进行了访谈袁 以进一步明确研究问题的可行

性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问卷的初步开发曰其次袁展
开预调研袁 并基于预调研反馈的结果对问卷进行

调整和修订曰最后袁形成双边问卷袁面向选定的服

务外包企业发放配对问卷要要要一份问卷发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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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包项目经理尧一份问卷发给企业的战略经理遥
本次调研中袁共发放了 271 份配对问卷袁问卷总数

为 542 份遥 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袁在剔除了

无效问卷之后袁 最后得到 172 份可用于最终分析

的有效配对问卷袁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63.5%遥 在本

研究中袁由于企业绩效尧知识产权保护尧反应型市

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的数据来自于外包项目

经理袁 而竞争导向和技术不确定性的数据来自于

战略经理袁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同源方差问

题遥 此外袁本文还借鉴 Armstrong 和 Overton[21]的方

法袁对未反应偏差问题进行了检验院对先回收和后

回收的问卷进行了对比分析袁 发现两者在本研究

的关键构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遥 因此袁问卷不存在

显著的未反应偏差问题遥

渊二冤变量的测量

本文借鉴已有成熟量表袁 并结合研究背景和

访谈的结果袁对测量题项进行微调袁由此完成了对

各变量的测量 渊各变量的具体测量题项如表 1 所

示冤遥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其中袁 企业绩效量表改编自 Manu [22]曰 参考

Ginarte 和 Park[11]的研究袁本文设计了知识产权保

护的量表曰 竞争强度和技术动荡性量表改编自

Jaworski 和 Kohli[6]曰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

导向量表改编自 Narver 等人[7]遥 此外袁本文还控制

了发包方与最重要顾客的关系长度尧 外包业务类

别尧 外包企业性质和承接服务外包的年限等 4 个

变量遥 根据前人的研究袁这些控制变量也会对企业

绩效产生影响作用遥

渊三冤测量模型

本文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测量模型进行检

验袁并由此完成对构念信度和效度的分析渊相关结

果见表 1 和表 2冤遥 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院x2

(137) = 167.425袁NFI =0.90袁NNFI=0.97袁CFI = 0.98袁
IFI= 0.98袁RMSEA=0.036袁 所有指数均在理想范围

内袁表明该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遥

表 2 相关系数矩阵

注院N=172袁* p<0.05袁** p<0.01.

关于构念信度的检验袁本文参照了 Bagozzi 和
Yi[23]对信度的判定标准要要要组合信度渊CR冤应不低

于 0.6 的临界值尧平均提取方差渊AVE冤应不低于

0.5 的临界值遥 如表 1 所示袁在本模型中袁所有构念

的 CR 最小值为 0.77袁AVE 最低值为 0.53遥因此袁所
有构念的信度均较好地达到了要求遥 同时袁本文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企业绩效 1
2.知识产权保
护 0.34** 1
3.竞争强度 0.28** 0.15* 1
4.技术动荡性 -0.12 0.23** 0.08 1
5.反应型市场
导向 0.26** 0.09 0.25** 0.18* 1
6.先动型市场
导向 0.15 0.30** 0.08 0.22** 0.41** 1
7.关系长度 -0.01 -0.02 -0.09 0.02 -0.09 0.12 1
8.业务类别 0.02 -0.05 0.06 -0.08 0.02 -0.16* -0.09 1
9.企业性质 0.18* 0.07 0.02 0.08 0.13 0.09 -0.02 0.01 1
10.承包年限 0.19* 0.10 0.11 -0.12 0.12 0.02 -0.10 0.23** 0.29** 1
均值 3.26 3.43 3.51 3.33 3.60 3.53 0.45 0.38 0.66 0.37
标准差 0.87 0.71 0.80 0.79 0.72 0.79 0.50 0.49 0.47 0.48

变量构念 测量题项
标准
载荷 T 值 琢 CR AVE

企业绩效

1. 在过去三年里袁我们公司的利润水平超
出了行业平均水平
2. 在过去三年里袁我们公司的市场份额高
于主要的竞争对手
3. 在过去三年里袁我们很好地实现了既定
的销售量目标

0.81
0.94
0.88

12.23
11.54

0.91 0.91 0.77

知识产权保
护

1. 对专利的保护可以有效阻止竞争对手
的模仿
2. 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所涉及的保护范
围很广泛
3. 对违反知识产权的处罚很严厉
4. 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可以有效阻止竞争
对手的模仿

0.55
0.68
0.85
0.83

5.50
6.136.07

0.81 0.82 0.55

竞争强度

1. 我们所在行业中的竞争异常激烈
2. 我们所在行业中袁只要推出了有特色的
产品袁竞争对手很容易就可以模仿
3. 价格竞争是我们所在行业的一大特征

0.70
0.89
0.75

7.49
7.33

0.82 0.83 0.61

技术动荡性
1. 在我们经营的市场上袁技术变化得很快
2. 我们很难预测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3. 技术突破催生了一系列新产品

0.59
0.75
0.83

5.76
5.75

0.76 0.77 0.53

反应型市场
导向

1. 我们持续地努力致力于树立服务顾客
需求的正确市场导向
2. 各个业务部门之间自由地讨论有关成
功与失败的顾客体验
3. 我们经常系统地测量顾客满意水平

0.77
0.85
0.73

8.44
7.73

0.82 0.83 0.62

先动型市场
导向

1. 我们努力进行创新袁使自己的现有产品
趋于淘汰也在所不惜
2. 我们努力在顾客难以表达其需求的领
域寻找机会
3. 我们与领先用户密切合作袁以提早认识
到未来的市场主流需求

0.87
0.89
0.81

12.02
10.89

0.89 0.89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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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从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两个方面对构念的效度

进行了检验遥 首先袁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

荷均为正袁而且显著遥 因此袁各构念具有较好的收

敛效度[23]遥 其次袁根据 Fornell 和 Larcker[24]的方法袁
通过对所有构念的 AVE 与每个构念与其他构念

的相关系数的平方进行对比袁 进而对区分效度进

行判定院如果前者大于后者袁则说明构念具有较好

的区分效度遥 本模型中袁所有构念均较好地满足了

上述条件袁因此区分效度也较为理想渊见表 2冤遥

四尧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技术对研究假设进行检

验遥在回归之前袁借鉴 Aiken 和 West[25]的方法袁先对

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袁 以避免多重

共线性遥 通过对方差膨胀因子渊VIF冤进行计算发

现袁VIF 的最大值为 1.47袁远远低于经验值 10遥 因

此袁多重共线性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遥 回归结果

如表 3 所示遥
模型 1 将企业绩效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遥 模

型 2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袁 同时放入了自变量和

调节变量袁 由此对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袁回归结果表明袁知识产权保护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为正袁且显著渊茁=0.421袁p<
0.01冤袁假设 1 得到支持遥

模型 3 对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袁
从回归结果发现袁 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强度的交

互项的系数为正袁且显著渊茁=0.168袁p<0.05冤袁说明

竞争强度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的

关系袁由此假设 2 得到支持遥
模型 4 检验了技术动荡性的调节作用袁 回归

结果表明袁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动荡性的交互项

的系数虽然为负袁 但是并不显著 渊茁=-0.070袁p>
0.1冤袁因此假设 3 未得到支持遥

模型 5 对反应型市场导向的调节作用进行了

检验袁根据回归结果袁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应型市场

导向的交互项的系数为正袁 且显著 渊茁=0.250袁p<
0.01冤袁 说明反应型市场导向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

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袁由此假设 4 得到支持遥
模型 6 检验了先动型市场导向的调节作用袁

回归结果表明袁知识产权保护与先动型市场导向交

互项的系数为负袁且显著渊茁=-0.229袁p<0.01冤袁说明

先动型市场导向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关系袁由此假设 5 得到支持遥
模型 7 对自变量尧调节变量尧交互项和控制变

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同时进行了检验袁 结果

表明袁在 4 个交互项中袁除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

动荡性的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之外袁 其他 3 个交

互项的系数均仍然显著袁且方向与模型 3尧模型 5
和模型 6 中的结果相一致袁因此假设 2尧假设 4 和

假设 5 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遥

表 3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注院N=172袁括号内为 T 值袁* p<0.1袁 ** p<0.05袁 ***

p<0.01.

变量
企业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自变量

知识产权保
护

0.421***
渊4.75冤 0.448***

渊5.09冤 0.429***
渊4.81冤 0.415***

渊4.80冤 0.335***
渊3.72冤 0.369***

渊4.18冤
调节变量

竞争强度 0.204***
渊2.85冤 0.221***

渊3.11冤 0.198***
渊2.74冤 0.182**

渊2.59冤 0.176**
渊2.51冤 0.172**

渊2.49冤
技术动荡性 -0.280***

渊-3.59冤 -0.268***
渊-3.47冤 -0.292***

渊-3.67冤 -0.258***
渊-3.36冤 -0.242***

渊-3.15冤 -0.221***
渊-2.89冤

反应型市场
导向

0.256***
渊2.76冤 0.208**

渊2.23冤 0.253***
渊2.73冤 0.214**

渊2.33冤 0.288***
渊3.18冤 0.200**

渊2.20冤
先动型市场

导向
-0.026渊-0.31冤 0.0001渊0.00冤 -0.019渊-0.22冤 -0.032渊-0.37冤 -0.032渊-0.38冤 -0.004渊-0.05冤

交互项

知识产权保
护伊竞争强

度

0.168**
渊2.39冤 0.168**

渊2.40冤
知识产权保
护伊技术动

荡性

-0.070渊-0.78冤 -0.048渊-0.54冤
知识产权保
护伊反应型
市场导向

0.250***
渊2.92冤

0.218**
渊2.54冤

知识产权保
护伊先动型
市场导向

-0.229***
渊-3.20冤

-0.215***
渊-3.04冤

控制变量

关系长度 0.007渊0.05冤 0.084渊0.71冤 0.099渊0.85冤 0.086渊0.72冤 0.065渊0.56冤 0.073渊0.63冤 0.074渊0.66冤
业务类别 -0.019渊-0.13冤 -0.005渊-0.04冤 -0.030渊-0.25冤 -0.015渊-0.12冤 -0.016渊-0.13冤 0.007渊0.06冤 -0.034渊-0.29冤
企业性质 0.254*

渊1.76冤 0.251*
渊1.94冤 0.244*

渊1.92冤 0.248*
渊1.92冤 0.213*

渊1.68冤 0.270**
渊2.15冤 0.227*

渊1.86冤
承包年限 0.266*

渊1.82冤 0.073渊0.55冤 0.071渊0.55冤 0.071渊0.54冤 0.062渊0.48冤 0.071渊0.55冤 0.058渊0.47冤
R2 0.053 0.286 0.310 0.289 0.322 0.329 0.384

吟R2 0.233 0.024 0.003 0.036 0.043 0.098
模型 F 值 2.328* 7.207*** 7.244*** 6.531*** 7.643*** 7.882*** 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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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清楚地观察调节变量对知识产权保护

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袁 本文绘制了调

节效应图袁具体如图 2尧图 3 和图 4 所示遥图 2 为竞

争强度的调节效应图袁从图中可知袁当竞争强度处

于低水平时袁 企业绩效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加

而上升渊茁=0.28袁p<0.01冤曰而当竞争强度处于高水

平时袁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加袁企业绩效的上升

速度变得更快袁 即此时两者之间存在更强的相关

性渊茁=0.62袁p<0.01冤遥因此袁竞争强度调节了知识产

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袁 由此假设 2 得到进一

步验证遥
图 3 为反应型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图袁 从图

中可以发现袁当反应型市场导向处于低水平时袁知
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较小渊茁=0.17袁
p>0.1冤曰而当反应型市场导向处于高水平时袁随着

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加袁企业绩效随之而快速上升袁
即此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变得

更强渊茁=0.67袁p<0.01冤遥因此袁反应型市场导向对知

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

节作用袁该结论与假设 4 相一致袁假设 4 得到进一

步验证遥
图 4 为先动型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图袁 通过

观察发现袁当先动型市场导向处于高水平时袁虽然

企业绩效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加而增加袁 但两

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渊茁=0.11袁p>0.1冤曰而当先动

型市场导向处于低水平时袁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作用变得显著渊茁=0.56袁p<0.01冤袁即随

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加袁 企业绩效快速上升遥 因

此袁 先动型市场导向显著地调节了知识产权保护

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袁该结论与假设 5 相一致袁
假设 5 得到进一步验证遥

图 2 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图

图 3 反应型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图

图 4 先动型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图

五尧结论与讨论

渊一冤研究结论与贡献

本文在对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袁 重点揭示了市场环境因素

渊竞争强度与技术动荡性冤和营销导向渊反应型市

场导向与先动型市场导向冤 对知识产权保护价值

创造效用的调节效应袁 具体研究结论及相应贡献

如下院
首先袁 知识产权保护在防止专有性知识和技

术泄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袁 通过降低竞争对手对

专有性知识和技术的模仿袁 增加了专有性知识和

技术对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遥 此外袁知识产权保护

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动机袁 并且在这一内驱

力的基础上袁 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将得到持续性强

化遥 通过以上作用机理袁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地促进

了企业绩效的提升遥 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效用方面袁
现有文献更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和区域

经济的影响袁 而在微观层面对知识产权保护与企

业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的研究则相对有限袁 本文

深入地剖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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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袁并在此基础上袁为进一步探究影响两者之间关

系的调节变量及其调节机理提供服务遥
其次袁知识产权保护效用的发挥受到市场环境

的影响遥 本文发现袁由于竞争强度增加了同行之间

对产品和技术的相互模仿袁因此强化了知识和技术

泄露的可能性袁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防止知识和技

术泄露的有效机制袁在竞争强度较大时袁知识产权

保护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遥即
竞争强度显著地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正向关系遥在有关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效用的

情境因素的研究中袁前人更关注行业特征和区域特

征等情境因素袁而对于竞争强度这一构念的调节效

应的分析则尤为匮乏袁本文通过对以同行之间激烈

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环境及其对知识产权保护在抑

制同行之间模仿方面的影响作用的探讨袁 揭示了

竞争强度的调节机理袁 由此对现有文献进行了丰

富和补充遥
最后袁本研究还发现袁反应型市场导向显著地

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袁而
先动型市场导向则显著地弱化了两者之间的关

系遥 具体而言袁反应型市场导向增加了企业所满足

需求的趋同性和应用于满足显性需求的知识和技

术的相似性袁 这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造

价值的重要作用遥 先动型市场导向则旨在挖掘顾

客的潜在需求袁无论是潜在需求本身袁还是用于满

足潜在需求的知识袁均具有隐性尧复杂性和模糊性

等特征袁这无疑增加了竞争对手的模仿难度袁进而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知识产权保护所起到的作

用遥 由此袁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被弱化

了遥 本文率先从营销导向的视角对知识产权保护

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权变关系进行研究袁 弥补了现

有文献对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微观层面情境因素

探究的不足袁在此基础上袁深入剖析了知识产权保

护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边界问题袁 这是对现有文献

做出的重要拓展和深化遥

渊二冤实践启示

首先袁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袁竞争强度增强了

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遥 因此袁对
于政府相关部门而言袁应该充分认识到袁当市场上

的竞争强度较大时袁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对微

观层面的企业提升其自身绩效起到更强的带动作

用遥 因此袁在竞争强度较大的市场环境下袁一方面袁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制定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袁强化相关法律的监督与执行曰另一方面袁要
加强对企业申请知识产权的引导袁 提升企业对专

有性知识和技术进行保护的意识袁 由此强化企业

申请知识产权的行为袁 以保证企业和市场的健康

有序发展袁进而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遥
其次袁对于反应型市场导向的企业而言袁应该

更加重视对于专有性知识和技术的保护袁 以在与

竞争对手满足相同或相似的市场需求时袁 能够获

取更大的价值收益遥 具体而言袁在反应型市场导向

下袁企业应该积极申请知识产权袁并加强对员工知

识保护意识的宣传袁 以使员工充分了解保护专有

性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袁 强化严防知识泄露的行

为袁这在组织间合作愈加频繁和深入的当下袁对于

企业利用专有性知识创造更大的价值产出具有更

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此外袁企业应该组建知识产权专

有部门袁专业化地了解和掌握知识产权相关知识袁
并通过对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应用来保护

自身的合法利益袁 以充分降低知识产权纠纷所带

来的风险和损失遥
最后袁与反应型市场导向相反袁本文的研究结

果表明袁 先动型市场导向削弱了知识产权保护与

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遥 一方面袁知识产权的申

请和维护需要资源投入袁 而当知识产权项目繁多

时袁将会产生大量的资源消耗袁尤其是知识产权保

护的生效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袁因此袁申请知识产

权存在机会成本的问题遥 另一方面袁在先动型市场

导向下袁 企业用于创造价值的知识和技术是竞争

对手无法轻易模仿的遥 综合上述原因袁对于以先动

型市场导向为战略导向的企业而言袁 可以降低对

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袁相反袁企业应该为探索顾客

潜在需求和探索能够满足顾客潜在需求的方法投

入更多资源袁 因为这样的资源倾斜可能会更好地

服务于企业绩效的提升遥

渊三冤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袁本文仅从市场环境和营销导向的视角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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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情境

因素进行了研究袁而从理论和现实出发袁影响两者

之间关系的情境因素可能还有很多遥 因此袁未来可

以从更多元化的层面对知识产权保护与价值创造

之间的权变机理进行探究曰其次袁本文采用问卷调

研法袁通过测量题项来对企业绩效数据进行收集袁
所得数据是外包项目经理主观评价的结果遥 而根

据前人的研究袁 当因变量采用客观数据进行测量

时袁可以更好地反映预测变量对其的影响遥 因此袁
在因变量的测量上袁 未来应该更关注对客观数据

的收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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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ffecting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Market Environment and Marketing Orientation

WANG Yong-gui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to protect their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nd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corporate values. However, in available literature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172 paired questionnaires from service outsourcing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ket environment and marketing orientation by us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echnique and taking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technology volatility, responsive market orientation and proactive market orientation as regulatory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and responsive market orientation both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but proactive market
orienta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echnology volatility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data.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technology volatility;
responsive market orientation; proactive marke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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