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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技术与创新体系的
专家社群： 文化的维度

〔美〕 康琳娜 （Ａｌａｎｎａ Ｋｒ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引　 言

仅仅在 ２０ 年前， 中国还只是全球空间产业中的小角色。 今天， 中国空

间项目的发展速度空前迅猛， 并且它已经在行业发展中走向前列。 中国是继

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一个独立将人类送往太空以及将探测车降落在月球上的国

家。 中国的空间站不久将成为国际空间站以外的唯一一座环绕地球的人类长

期栖息地。 在未来 １０ 年中， 中国可能是历史上第二个由人类在月球表面登

陆的国家。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射电望远镜而且还在建设更多的大

型装置。 这个国家在航空学上取得的成就不再是令人惊诧的。 一家中国企业

已经搅动了区域性支线飞行市场， 并直指进入民用大型飞机的市场， 以挑战

空客———波音的双寡垄断局面。 中国的企业已经生产出先进的军事卫星去执

行敏感的飞行任务。
这些发展的首要原因来自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 至少从 １９７９ 年开

始，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已经宣布了在政治和思想上致力于科学和技术

（Ｓ＆Ｔ） 现代化的承诺。 但是， 直到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 那些航空航天项目的倡

导者才努力说服最高领导人， 他们的努力值得牺牲一部分公共资金， 并且寻

求让他们的项目生存下来的机会 （Ｌｉ， ２０１３）。 只有在过去 ２０ 年政府财政充

实的情况下， 才允许执政者胡锦涛和习近平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这些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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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ｔｔｍｅｉｅｒ， １９８０；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这就像中国在研发支出上的加速增长

那样 （见图 １）。

图 １　 中国在研发上的支出 （人民币）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７）。

尽管中央政府的实质性支持使得追求提升航天能力成为可能， 但它并没有

解释这些能力是如何获得的。 有关科技研究的大量学者解释， 航天产业的技术

获得和创新存在着多种路径 （Ｚｅｉｔｌｉｎ， １９９５； Ｍｏｎｔｒｅｓｏｒ， ２００１； Ｋｅｌｌｅｒ 和 Ｓａｍｕｅｌｓ，

２００３； Ｐｅｋｋａｎｅｎ， ２００３； Ｈｕｇｈｅｓ， ２００４； Ｐａｖｅｌｅｃ， ２００４； Ｈｉｃｋｉｅ， ２００６；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０６； Ｊｅｏｎ， ２０１０）。 政策、 制度和项目的多重整合可能会带来这项工程的成

功。 事实上， 中国的航天产业解释了中国的创新体系如何适应了多样性的方

法去追求这种充满雄心的科技目标。 这一章检验了中国中央政府为什么以及

如何在具有相似特征的两个临近产业追求截然相反的创新战略以提升国家能

力： 民用飞机制造产业和民用航天器制造产业。 前一个产业强调的方法是吸

取国外的知识和制度， 并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 而后一个产业强调

的方法是优先发展本土技术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力。
为了领会这两个产业发展战略存在的差异， 放眼中国过去 ４０ 年在科

学、 技术和创新体系转型中的大环境变迁， 是十分有利的。 正是这些翻

天覆地的变化， 才允许杰出的专家群体们整合和影响主要创新战略的设

计和执行。 这些专家群体已经成为他们所在领域强大的长期政策制定者，

而他们的政策投入， 也正是造成飞行器制造业和航天器制造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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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主要因素。
本章的第一部分对改变了中国技术和创新体系及该体系中航空与航天产

业的制度变迁， 进行了文献调查。 第二部分从文化的维度研究了促进两个产

业发展的独特专家群体， 以及他们是如何制定政策的， 从而使得两个产业形

成截然相反的发展战略。

制度建立

中国的科研人员和技术人才库是非常庞大的， 并且在整个国家劳动力群

体中的份额持续上升 （见图 ２）。 学者们已经记录到了这些人力资本存量的

转变并开展了讨论， 不仅对新兴技能型工人的投入进行了检验， 还包括他们

的组织如何融合到新的人才结构中去 （ Ｓａｉｃｈ， １９８９； Ｄｉｃｋｓｏｎ， １９９８；
Ｓｕｔｔｍｅｉｅｒ 和 Ｃａｏ， １９９９； Ｌｉｕ 和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０１；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Ｃａｏ，
２００３； Ｓｌｅｅｂｏｏｍ⁃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２００６； 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这些研究检验

了关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如何对科技活动的开展进行了重构， 从而揭示这些

制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图 ２　 中国研发部门的科研人员数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７）。

通常， 这些机构变迁为增强其他投入对创新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这些转

型改善了中国航空科技建设的资源使用效率， 更有效地抓住政府部门扩大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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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采购和整体经济技术升级的机会。 这些趋势多数是在 １９９０ 年代才开始显

现， 并包括了科技活动的制度化、 不同职能和产业科技建设的专业化以及相

关科研人员的职业化。 下面的讨论勾画出了这些转变的大致轮廓， 因为这些

转变发生在大范围的产业中， 其中就包括航空产业和航天产业。

制度化

制度化在此是指创造和发展稳定的正式机构以及其他执行科技政策与项

目的流程。 自 １９７８ 年以后， 中国的创新体系就开始从一个程序特定、 无效

率和高度政治化的项目驱动决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发展为一个系统、 稳健和连

贯的体制机制， 从而制定和执行重大的长期科技战略以及在这些战略下的中

短期政策与规划 （Ｓｕｔｔｍｅｉｅｒ， １９８０； Ｓｉｍｏｎ 和 Ｇｏｌｄｍａｎ， １９８８； Ｓａｉｃｈ， １９８９；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１１）。

这种科技活动的制度化进程， 以一种相互支持的方式， 与中国国内其他

领域政策制定的制度化进程同步发生 （Ｌｉｕ 和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０１）。 这些制度化进

程包括： 经济领域的广泛改革、 公共部门的治理以及国防部门的现代化。
这一制度化进程的许多特征显著提升了技术密集型装备制造业的水

平， 例如飞机制造业和航天器制造业。 长期战略为政策和项目提供了稳健

性和预测性。 专家群体向决策制定者的系统性沟通渠道显著改善了决策的

质量。 整个国家对国有工业集团的监管也更加精细化和统一化。 装备制造

业和终端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得到改善。 这些新制度环境的特征， 还强

化了来自同行业中不同工作单位科研人员的交流， 从而促进了行业中专家

社群的出现。

专业化

随着创新体系的发展， 其内部也在发生分化。 从 ２０００ 年以来， 新的研

发项目迅猛增长， 从而吸收了剧增的科技人员和科研资源。 这些项目主要是

以多样化的课题、 基金、 区域发展推动等形式出现的， 其机构和设施的建立

基本涉及每一个主要的科技分支。 这些领域从核能工程与造船业到人工智

能， 影响面非常宽广。
时至今日， 国家创新机器基本上活跃在所有的科技领域， 从而对经济或

国防的现代化具有重大影响。 许多致力于特种技术领域的科研机构， 跨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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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科技领域建立了起来。 它们的范围也在成倍地扩大 （见图 ３）。 某些

大型的机构还在内部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小型机构， 从而集中突破专门的生产

环节和技术领域。 换句话说， 系统性水平上的扩张和多样化， 与产业、 企业

以及这些实体中的更小单元的专业化和再专业化， 一直在同步发生。 与广泛

的制度化一样， 专业化新型机构的不断发展， 也促进了不同产业与子产业中

专家社群的出现。

图 ３　 中国的研发机构数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７）。

职业化

另一个促进高技术能力发展的因素， 就是科技人员的职业化。 在 １９８０
年代末及以前， 主要的技术项目由精英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完成， 有

时候还是白手起家。 这些人物的贡献， 从他们现有权力来看是非常巨大而且

持久的， 但毕竟还要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地位， 取决于他们与政治和军队领导

人及其所在派别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 科技项目会受到政策风向变动的影

响———当他们遇到非技术性决策者的青睐时， 就会获得帮助、 资金和支持，
而遇到非技术决策者不感兴趣时， 就会在财政支持上被忽视、 被延期甚至被

终止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８８； 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６；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２００３； Ｈａｎｄｂｅｒｇ 和 Ｌｉ，
２００７； Ｓｃｈｍａｌｚｅｒ， ２００８； Ａｎｄｒｅａｓ， ２００９）。

然而， 自 １９８０ 年代以后， 在这种科研人员梯队管理上经历了三个主要

的变化， 从而减轻了政治干预、 个人权威和不规则管理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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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改变是去政治化。 最高领导人在科研人员任命和科技活动中直接

和出 于 政 治 性 动 机 的 干 涉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８８； Ｈａｎｄｂｅｒｇ 和 Ｌｉ， ２００７；
Ａｎｄｒｅａｓ， ２００９； Ｈｕ， ２００９； Ｌｕｋｅ， ２０１５）， 在胡锦涛执政的末期才真正完全

消失。 甚至在习近平主席推动的政治反腐运动下， 虽然直指许多涉及高技术

产业的大型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 但航空和航天制造业避免了领导层的大幅度

变动和受到干扰。 今天， 至少在航空产业， 重大决策争议反映的似乎不再是

国家内部权力的斗争， 而是在技术、 财政和其他层面的斗争。
第二种改变就是去个体化。 相比 ２０ 年以前， 现在科技项目的命运远远

不再与有影响力的个人或者群体的职业或政治命运紧密联系 （Ｌｕ， ２００５ａ；
Ｌｉ， ２０１３）。 许多科技精英已经极大地提升了管理水平和承担了其他的管理

角色 （Ｃａｏ， ２００４）。 在这些项目中， 领导层的变动现在更加标准化。 虽然

高层领导对科技项目的个人关注仍然是这一创新系统中的特点， 就像习近平

不断亲自视察关键的科研设施所传达的那样， 但是最近没有任何大型的航空

项目因为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跌落神坛而受到影响。
第三种改变就是去程序化。 从跟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 科技项目提

出、 采纳和执行的机制得到了更加稳健的发展， 并持续到今天。 项目启动之

前， 要求经过层层的评估才能送达高层决策者那里。① 绝大多数的项目由产

业或下一级产业的领导， 基于中央政府的长期规划目标向上级提出申请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当这种项目涉及一个大型系统时， 例如大型防空计划，
采购单位的领导必须将高层战略中设定的目标， 转化为具体的方案目标， 以

及具体的系统性要求 （Ｐｕｓ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制度化、 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已经重构了创新的设定， 并为更加复

杂、 要求更高的科技活动打下了基础。 这些改变还促进了特定产业专家社群

的形成， 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

专家社群

专家是指在给定技术行业内， 拥有该行业外人群所缺专长的个体。 一个

专家社群是这样专家的集合， 这些专家活跃于给定的行业， 在行业内不仅分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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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这种专业化的技术知识， 而且还分享相关技术的基本假设以及围绕这些技

术的一切 （Ｒｏｕｓｅ， １９９３）。 行业内的专家通常会分享一个包含了基本哲学

信仰的世界观。 这些假设被如此广泛地接受， 从而它们不需要明确地表达出

来。 因为他们常常心照不宣， 所以这些假设通常被称为 “背景知识”
（Ａｄｌｅｒ， １９９２； Ａｄｌｅｒ 和 Ｐｏｕｌｉｏｔ， ２０１１）。 这些心照不宣的理解形成了专家社

群文化的基本原则。 专家社群的成员， 会在一系列的日常职业实践中表达和

强化他们的背景知识， 其中就包括演讲和写作的习惯 （Ａｄｌｅｒ 和 Ｐｏｕｌｉｏｔ，
２０１１）。 行业专家分享背景知识、 以共同方式进行表达的行为， 构成了他们

的专家社群文化 （Ｒｏｕｓｅ， ２００３）。 中国的科技建设融合了无数的专业行业，
从生物科技到纳米科技， 这些专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专家社群。

在这个社群的成员间分享的专家文化元素， 可能会超越国界、 语言壁垒

和职位的差异。 科学家、 工程师、 技术人员、 投资者、 律师和保险人通常属

于一个单一的专家社群。 网站、 教材、 学术期刊、 行业杂志和会议展示， 带

来了世界各个大洲的代表性做法， 并通过跨国界的专家群体将它们扩散出

去， 即使这个群体的成员在地理上是分散的。 于是，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 不

是科学、 技术和创新的中国特色文化， 而是在中国科技建设中存在并向其相

邻领域扩张的许多专家文化。 例如， 在航空领域， 中国专家的实践和理解，
反映了他们与苏联 ／俄罗斯、 美国和欧洲国家专家相互接触的结果

（Ｋｒ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５）。
在每个高技术产业内部， 某些专家并未分享主导性的专家社群背景知识

和实践积累。 尽管持有不同的意见， 但在一个专家社群的主流专业文化还是

可以辨认出来的。 当专家们仅仅在特定政策或项目上而非基本方向存在异议

时， 他们的分歧， 通常是可通过其所在产业及其工作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预

期得到的。
当专家们在向政策制定者描述和界定他们所在产业和政策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会借鉴这种专家文化。 当专家们代表其所在行业进行演讲或写作的时

候， 他们依赖于一系列规范性的做法或者是表述习惯， 从而在其所在社群中

进行分享。 这些话语行为反映和传达了在专家社群中心照不宣地分享的潜在

哲学假设。 规范性的做法是重要的， 这是因为它们绑定了其他实践做法， 例

如规划实践和管理实践 （Ｓｗｉｄｌｅｒ， ２００１）。
专家群体形成了科技建设体系， 因为他们从表述上构成了不同的产业，

８５２



中国航天技术与创新体系的专家社群： 文化的维度

从而形成要求不同类型科技政策的基地。 在向政策制定者描述其所在产业

时， 专家还心照不宣地传达了相关哲学假设， 从而相比其他政策， 对某些政

策给予了特别的支持。 产业专家通常会将其所在产业定义为政策的对象。 他

们的演讲行为和解释不仅是展示性的， 而且对他们所在产业和科技都是具有

实际意义的。

中国的创新体系是扮演这些角色的专家社群的乐园。 在航空产业内， 至

少有五个条件有助于形成和保护专家社群的紧密联系。

（１） 在产业专家与外部人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的交流障碍， 形成了孤岛

式的专家文化。 例子包括保密规则和技术性知识的程序特殊性， 这两点刻画

了中国航空公司隶属的国防工业集团中的特殊工作。①

（２） 某个专家的进入和退出壁垒保留了一个专业社群的内部文化。 中

国的航空和航天专家倾向于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到所在行业里面， 就像

许多其他国家的同行那样， 部分原因是项目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而部分是

因为在这种稀有的大型工业集团外部所存在的吸引人的机会太少了。②

（３） 产业主要由大型企业和机构所主导， 例如巨型的航空航天工业集

团， 相比那些分为许多小型实体的产业， 更具有稳定的内部文化。 大型机构

为这种文化的维持和传播提供了渠道。

（４） 层级结构在组织内部为专家文化的培育和巩固提供了土壤。 层级

结构为个人提供了角色模式和报酬体系， 从而有利于社群文化实践的正确表

现。 大型的国有企业刻画了这种特征。

（５） 那些以师徒关系形式来开展专业培训和互动的组织， 例如， 导

师—学生， 实验室主任—技术员， 管理投资人—客户等， 均在吸引新的进入

者融 入 其 文 化 圈 的 有 效 社 交 模 式 （ 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６； Ｑｉｕ， ２００９；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１）。 航空产业正好刻画了这种互动关系。③

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专家社群值得研究的原因， 就在于他们是中国科技产出最直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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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受访者 ２５ － ４３ － ２０， 向空间部门执行机构的空间专家进行的采访， ２０１０ 年。
受访者 ２０ － ３６ － ４２， 向中国研究机构中的空间专家做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受访者 ２５ － ４３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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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同时， 他们还对政策和项目产生影响， 从而最终形成了中国创新的长期

前景。 多重条件赋予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政策制定中的独特作用。
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政策制定者形成了技术专家库， 并提供咨询意见。 政

策制定者在设计创新战略时， 几乎没有任何具体产业的直接工作经验， 所以

他们依赖于专家群体向他们解释这些创新战略。 政策制定官员指定专家来考

察趋势、 提出问题、 给出政策选择方案和做出政策建议。
当前还存在将专家意见向高层决策者传递的机制。 专家们向领导人介绍

基本情况、 撰写报告和出席会议， 从而为那些制定产业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决

策者提供参考 （Ｈａｌｐｅｒｎ， １９８８； Ｚｈｕ， ２００９）。①

自 １９５０ 年代以来， 那些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就已经受到诸如周恩

来和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的青睐 （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２００３； Ｂｅｓｈａ， ２０１０； Ｌｉ，
２０１３）。 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获得并利用了这种影响力， 追求重大科技项目的

自主设计和主动性。
科技精英们从他们的专家身份中获得了权力和影响力。 这一点几乎到哪

都一样，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技术背景下尤其如此 （Ｃｈｅｎｇ
和Ｗｈｉｔｅ， １９９０； Ｈｕａ， １９９５；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２００３）。 历史上， 这种状况使得空间科

学专家具有显著的政策影响力， 甚至已经延伸到他们所接受正式训练的领域之

外， 例如农业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 （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６；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２００５）。
这些因素联合到一起， 使得中国的航空与航天专家们投入到所在产业的

政策制定中， 并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航空和航天专家社群

航空和航天专家们有时候利用这种影响力并将其归结为自己或者所在利

益集团。 然而， 作为专家社群， 它们确实已经在推动创新项目的格局上， 产

生了最持久和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航空与航天专家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专家

社群， 每一个都被特定的内部文化连接在一起。 当航空和航天专家们向政策

制定者展示其所在产业时， 他们还隐含地传达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处方，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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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访者 ４０ － ２７ － １８， 向中国研究机构中的空间专家做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受访者 ２４ － １９ －
４１， 向中国智库的出口控制专家做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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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产业的总体创新战略。
中央政府发展本国航空与航天产业的时候采取了显著不同的战略。 发展

飞机制造业的方法是在 １９９０ 年代早期就开始与外国企业开展贸易与产业合

作。 与之相反， 航天器产业的发展战略， 是在苏联解体之后， 重视关键系统

在国内的自主开发以及全国范围内产业的垂直整合从而为几十年的发展打下

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差异反映了中国企业和机构在贸易与获得国外帮

助上显著不同的机会， 其中飞机制造业面临的机会比航天器制造产业更多且

更具实质性的影响。 然而， 仔细研读专家们的言论， 就会揭示每个产业采用

不同的做法深度捕捉到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技术的差异。 这种情形表明， 航空

与航天领域的专家们， 在采用几十年截然不同的战略方式之前， 就已经了解

并描述了其所在产业的世界发展形势。

航空专家与政策

在中国内部， 航空专家们就已经出现在一系列跨企业组织中， 其中包括

国防部门的国有企业， 即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ＡＶＩＣ） 及其附属民用企业中

国商业飞机公司 （Ｃｏｍａｃ） 以及政府机构、 军队和工科大学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８； 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ＭＩＩＴ， ２００９； Ｃｌｉｆｆ， ２０１０）。

中国的航空专家属于更大范围的飞行器技术专家群体， 他们享有共同的

基本假设和话语实践。 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 中国的航空专家们倾向于将

航空技术本质上看作一种全球产品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专家们将现代飞行器

定义为融合了不同国家设计与制造的元素。 他们将全球产品网络描述为这一

产业最先进和不言而喻的制造模式。 这些观念植根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和世界

市场良性运转的基础之上。 正如航空专家们解释的那样， 企业和国家产业之

间的竞争驱动了创新， 并最终受益于消费者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８）。
这种理解在航空专家在有关全球航空活动和飞行物理环境的描述中， 具

有相似之处。 航空工程师们倾向于将全球空域看作一个单一的跨国界区域。
他们将空中运输系统和基础设施理想和自然地描述为一个超越了国界的全球

无缝整体。 关于飞行环境的这种观点， 扩展到专家们在飞行器运行、 管制和

生产的一系列表述中， 所有这些都要求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进行跨国整合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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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使得中国航空专家们， 在有关他们国家产业如何发展问题上形

成了相同的预期。 顶尖的专家一致解释， 就像世界上领先的飞机制造商， 空

客和波音那样， 中国的领头企业应该建立全球价值链并致力于为全球的航空

公司提供支持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８； ＡＶＩＣ， ２０１５）。 这些专家还为购买他们飞机

的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做出补偿性的安排， 并将其看作这种自然演变的一

部分。①

这些观点， 与中国以及国际航空专家共有的其他、 更基础的理解相一

致。 他们对全球贸易和跨国分配的生产环节， 建立在什么可以被冠之 “经
济性” 或工具性的技术哲学上。 在这种理解下， 技术实体， 例如航空客机

和航空发动机， 都反映了它们在社会维度的需求以及它们的设计者和制造者

的选择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８）。 航空科技不会随其自身的逻辑演进，
相反， 会依据市场压力、 客户需求和其他人类和社会因素做出反应 （Ｑｉ 和
Ｃｈｅｎｇ， ２００６）。 工程师和发明者们是这些设备的制造者， 然后他们去裁剪，
以满足其时间和位置的需要 （Ｙａｏ， １９９６； Ｌｉｕ， ２００７） 

这些礼节传达到为航空产业制定长期创新和产业化战略的高层决策者那

里。 航空专家们通过分析和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其他技术投入， 传达他们的

理念。 当专家们将产业描述为具有某些特殊禀赋时， 他们隐含地假设国家政

策与这些特征相一致。
当航空专家们将其所在行业和技术描述为具有全球本质特征时， 他们实

际上就将该产业表述为一个需要贸易、 跨国界产业整合和跨政府民间合作等

政策支持的产业 （Ｇｕｏ， ２０００； Ｌｕ， ２００５ｂ）。 这些措施包括促进飞行器相关

的跨国销售和飞行器设施的跨国界投资、 协调产品的全球标准以及支持与国

外先进公司的伙伴关系 （Ｙｕ， ２００９； Ｍｅｃｈａｍ 和 Ａｎｓｅｌｍｏ， ２０１１）。 当航空实

体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 坚持发展使用自主技术以实现国家技术自主， 似

乎会适得其反和自我限制。 相反， 专家的描述是优先放松对航天器件出入境

的管制， 吸引最优的国外合作伙伴并最终确保中国企业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Ｆｒｅｎｋｅｎ， ２０００； Ｂｏｗｅｎ， ２００７； Ｒａｓｋａ 和 Ｋｒ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３）。
这些表述接着以特殊的方式支撑了产业战略。 中国航空产业发展战略的

目标是将中国企业整合到跨国的产业网络的最优结点中去 （Ｇｒｅｖａｔｔ， ２０１２）。

２６２

① 受访者 １８ － ００ － １８， 对中国飞行器工业高级专家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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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避免了飞机制造在国内的垂直整合 （ Ｔｙｒｏｌｅｒ⁃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Ｐｅｅｔ，
２０１１）。 这种战略并不是直接地瞄准进口替代， 因为 ＡＲＪ２１ 和 Ｃ９１９ 等国产

大飞机项目的长期目标， 是零部件国产比率达到 １０％ ～ ３０％ （ Ｌｕ，
２００５ａ）。① 相反， 将中国企业嵌入跨国网络中要求他们选择的专业化生产的

是高附加值产品，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同时还伴随着其他零部件与服务的

进口和外包 （Ｐｅｒｒｅｔｔ， ２００９ｂ）。 理想的最终目标， 是使用本土的合格产品替

代高附加值进口产品， 并在某些领域进口外国产品和与外资开展合作

（Ｐｅｒｒｅｔｔ， ２００９ａ； Ａｎｓｅｌｍ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例如， 其中一项长期目标就是在

商业飞行器引擎制造业方面提升国家实力 （中央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
在此设想下，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会作为全球顶级飞行器制造商， 开发

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生产流程 （ＡＶＩＣ， ２０１５）。 在这种产业发展战略下， 衡量

成功的标准有两个： 中国企业的技术产出和成功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

这些专家来说， 在国内生产能飞起来的飞机， 是这一方法最优先的选择， 但

同时强调了将 ＡＶＩＣ 发展为一个具备盈利能力、 竞争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

体。②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包含了特殊特征的产业发展战略， 即使这一战略采取了

与相近的航天产业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毫无争议。

航天专家社群及其政策

中国的航天专家有属于他们自己特定的社群。 他们工作的单位与航空工

业一样分散在众多的机构中。 这些包括两个大型的国有国防工业集团， 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ＣＡＳＣ） 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ＣＡＳＩＣ）， 一些政府

机构、 军队单位、 工科大学和许多的研究机构 （Ｓｕｎ， ２００７ａ； Ｍａ， ２０１１）。
中国的航天专家们同其他国家的航天专家具有一样的专家文化， 但是他

们的世界观并不像航空专家那么一致。 当航天专家在他们的专业之外进行观

察时，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工业基础之间相互竞争的等级体系， 每个国家

的地位取决于其对关键技术的掌控。③ 在此观点下， 国家能力和工业实力相

３６２

①

②

③

受访者 １８ － ００ － １８， 对中国飞行器工业高级专家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同上。
受访者 １９ － ３６ － ４３， 对一家学术机构航天专家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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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响， 从而工业能力仍然会受到国家边界的分割。① 航天产业的自然状况

就是， 企业致力于在本国境内作为总部进行研发和生产活动， 并且在这些企

业中， 专家们与来自本国或者至多是亲密盟国的同行们一起工作。 不同国家

的工业基地展开了全面的竞争。
这些专家描述， 全球航天产业的预期是不可避免地持续分裂为不同国家

的工业基地。 在航天产业的这种战略角色下， 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发展自

己的产业， 保证其获取和利用空间资源的独立性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这些观念暗示了一个世界政治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 技术因素决定了国

与国之间在安全与话语权上的斗争结果。 对于航天专家来说， 技术突破就是

世界历史的引擎。 航天系统的进步就是在这些技术突破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它们为国际政治和其他社会现象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０４）。 例如， 在这个观点下， 太空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国际体系，
造成了政府和军队无法控制的发展势头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６； Ｄａｉ，
２００７；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２００８ａ）。 于是， 与航空专家们不同， 航天专家们对航天技术

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表述为一种决定性和结构性的假设 （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０２；
Ｄａｉ， ２００７； Ｍａ， ２００８；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２００８ｂ）。 尽管意识到技术变迁具有许多种

来源， 航天专家们假设至少它们中的一种是来自技术本身的力量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９）。 他们经常将技术进步表述为试图脱离人类的控制。 技术变迁会沿着

其自身的内部逻辑发展， 并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人类的管理 （Ｘｕ， ２００７）。 技

术进步发生进步， 紧接着是社会环境对此进行响应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
中国的专家们已经使用这种观念上的敌意， 解释了美国 １９９９ 年收紧对

中国航天零部件出口的限制， 从而作为美国抑制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一部分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６； Ｎ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在这种理解下， 美国对中国航天产品出

口的收紧， 不仅拒绝了这种贸易机会， 而且更是服务于美国封锁中国以阻止

中国民族复兴的更大战略： 一项针对中国发展和安全核心利益的 “空间遏

制政策”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３； 《共产党员》， ２００８）。 这种 “空间禁运” 通过将中

国从世界高技术产品市场排除出去来压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且更坏的是，
扼杀中国在社会发展和国防上的现代化 （Ｍａ， ２００８）。 这些刻画使中国在民

用、 商业、 军事和情报等领域的能力得以飞速发展和自主发展的政策， 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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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访者 ２５ － ４３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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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也更显得合理化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６； Ｓｕｎ，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ｂ；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于是， 长期的理想状况就是国家掌控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制造和运行的关键

过程 （国务院， ２００６）。 根据这一目标要求， 相关制造业在本国企业体系中实现

几乎全部的垂直一体化。 产业政策的目标， 就是在中国国内建立一整套工业基

础， 而选择性地参与能够带来显著收益但风险较低的国际合作项目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 ２００９）。 外国合作伙伴的投入可以作为补充， 但

不能替代或者干扰本土的研发能力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０２； Ｌａｎ， ２００７）。 ＣＡＳＣ 和 ＣＡＳＩＣ

的成功意味着其任务达成， 并在配套技术上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Ｇｕｏ， ２００７）。
经济绩效远远只是次要的目标。① 这些企业集团的改革宗旨， 是提高其技术产

出， 而非提高自身盈利水平或改善公司治理。 出口是追求的目标， 也代表了工

业成就， 但是这不是产业总体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 （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航空航天产业的技术发展与创新战略

特征 航空学 航天技术

全球产业的结构预期 跨国的产业整合 国际产业分割

寻求的产业结构形式

合格的进口替代目标，不绝对

垂直整合并非终极目标

ＡＶＩＣ 在某个特殊的结点进入全

球产业链

完全的国内垂直一体化

国家控制从研发到运营的全部要素和

流程

要在中国建立整套工业基础

与国外技术和供应商

的关系

ＡＶＩＣ 进入全球生产网络

预期修正

在客户所在国实现制造本土化

寻求稳定的供应链———实现该目

标的方法是国际标准

国外投入品作为补充，但始终不能完全

替代国产的投入品

主要企业的成功目标
出口很重要：同时使用技术产出

和经济绩效来度量 ＡＶＩＣ 的成功

ＣＡＳＣ 和 ＣＡＳＩＣ 的成功意味着任务达成

和技术成就

经济利益位于第二位的

　 　

通过他们的表述， 中国的航空与航天专家们将他们所在的产业作为

需要政策的对象。 在航空产业， 这些政策促进了全球贸易与合作。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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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访者 ２５ － ４３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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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天产业， 他们限制了贸易与合作， 反而将发展自主研发能力放到优

先的位置。

结　 论

中国目前可能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空间项目， 并且正准备进入全球航

空工业中技术要求极高的大型运输机行业中。 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创新系统

中， 一群具有共同的专业知识和特定的专家文化的专家们， 联合到了一起。
这些专家社群是科技系统中最重要的行动者， 以及创新政策的塑造者。

中国的专家社群对长期创新战略产生了扩散和间接的影响。 专家们作为

所在研究课题和技术领域的权威， 参与到了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

中， 他们执行规范性的做法， 并将其所在产业变为体现国家行动的具体场

所。 这些做法不仅传达了专家的技术知识， 而且还心照不宣地传达了他们的

政策建议。 它们反映了专家社群的文化。 航空和航天产业的专家们解释了这

些进程。 通过展示， 这些专家创造了对每个产业所用创新战略有利的条件。
航空专家们将他们所在的产业这样描述， 即需要吸取国外知识和制度并将中

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 与此相反， 中国的航天专家们将他们的产业描

述为， 需要优先发展自主技术从而加强国家独立性的发展战略。 于是， 这些

专家就定义了一系列在决策者看来合理而且可行的政策与成果， 并在此过程

中， 为他们所在领域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提供参数设定。 通过这种规范做

法， 专家们对政策目标和实现手段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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