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是否提升了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来自中国企业数据的证据

蔡震坤　 　 綦建红

摘要：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匹配

数据， 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作用机制与动态效

应。 估计结果发现，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 这一结论在经过

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 基于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 使用工业机器人能够

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降低边际成本， 从而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这种提升

效果在大规模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基于动态视角的拓

展研究进一步发现，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会带来贸易拓展效应， 但新建贸易关系的产

品质量相对较低； 也会带来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 低质量产品将从中高质量产品中

抢夺市场份额， 引发激烈的竞争效应； 还会带来先发优势效应， 即率先使用工业机

器人的企业获得的质量提升效果远高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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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出口产品质量一直是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问题。 长期以来， 中国出

口产品的低质化特征明显， 在国际市场中的拓展主要依靠出口规模的扩张。 然而，
仅依赖出口规模的扩张难以推动一国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增长， 稳步提升出口产品质

量才是长久之计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０６） ［１］。 出口产品质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和企业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Ｈａｌｌａｋ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１［２］；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１４［３］ ），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市场地位、 改变目前 “大而不强”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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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途径， 也是改善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微观基础。
反观现实， 由于各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自身技术的保护， 发展中国家难以在短

时间内依靠自身条件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０３） ［４］；
与此同时， 中国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成本上升、 外需不确定性加剧等诸多

不利状况， 内外双重困境为产品质量的提升带来了重重阻碍。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现代化的工业机器人 （下文简称为机器人） 应运而生，
作为现代制造业中集诸多学科先进技术于一体的重要装备， 工业机器人凭借其对企

业生产率的显著促进作用 （ Ｊä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５］； Ｇｒａｅｔｚ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２０１８［６］；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７］）， 为打破上述困境、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新的可能

和机遇。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 “双循环” 发展格局对企业出口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

要求的背景下， 研究工业机器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工业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经济学家的关注， 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囿于

企业层面数据的缺乏 （Ｆｅｌｔ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８］；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９］ ）， 对工业机器

人经济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 劳动收入份额、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等宏观层

面。 在就业方面， 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自动化技术不会对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Ｇｒａｅｔｚ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２０１８）， 即使降低了制造业就业水平， 也会将岗位转移至服务

业 （Ｄａｕ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１０］； 但是， 以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１１］为代表的学者

则认为机器人会降低就业人口比率和实际工资水平。 尽管尚无定论， 但学者们逐渐接

受了机器人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观点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９［１２］；
郭凯明， ２０１９［１３］）， 研究的焦点也逐渐转变为二者孰强孰弱。 在劳动收入份额方面，
Ｈｅｍｏｕｓ和 Ｏｌｓｅｎ （２０１４） ［１４］的研究发现机器人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经历一个先加剧、 后

逐渐恢复的过程， 这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８ａ） ［１５］的结论不谋而合。 在技术进

步与经济增长方面， 有的学者认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应对老龄化

的冲击， 促进经济增长和益贫式发展 （陈彦斌等， ２０１９［１６］； 杨飞和范从来，
２０２０［１７］； 杨光和侯钰， ２０２０［１８］）；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在新技术和劳动者技能不匹

配、 机器人与劳动力过度竞争等情况下， 机器人反而会阻碍生产率的提升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８ａ）， 甚至导致经济停滞 （Ｇａｓｔｅ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ｔｔｎｅｒ， ２０１７） ［１９］。

近 年 来， 以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 ２０１８ｂ ） ［２０］、 Ｂｌａｎａｓ 等 （ ２０１９ ） ［２１］、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 等 （２０２０） ［２２］为代表的学者另辟蹊径， 将企业进口机器人金额作为使用

机器人的代理变量， 这一创新性做法将机器人绩效的研究迅速带入了微观层面。 已

有文献主要从企业规模、 生产率、 市场份额等角度出发， 考察了机器人的微观经济

效应。 Ｋｏｃｈ等 （２０１９） ［２３］、 Ｃｈｅｎｇ等 （２０１９） 和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等 （２０２０） 均发现， 规

模更大、 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使用机器人的可能性更大。 在使用机器人后， 企业生

产率往往会得到显著的提高 （Ｊä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Ｇｒａｅｔｚ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２０１８； 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进而对其他企业乃至整个行业产生显著影响。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 等
（２０２０） 发现机器人在提高企业生产率、 降低可变成本的同时， 会从未使用机器人

的企业手中抢夺市场份额。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 （２０２０） 亦发现使用机器人的企业总体就

业增长加快， 但其扩张是以牺牲竞争对手的就业率为代价的。 然而， 已有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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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发达国家， 并鲜少涉及企业出口。 当前，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应用

市场， 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在可预见的将来， 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

化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中国的贸易格局 （贾根良， ２０１６） ［２４］。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 其一， 在研究视角方面， 在当前中

国 “双循环” 格局对企业出口提质增效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 本文以中国出口

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从出口产品质量的视角研究了机器人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影

响，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其二， 在研究内容方面， 以机器人使用的虚拟变量作为

核心变量， 不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了使用机器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作用

机制， 而且探究了机器人在贸易拓展、 产品竞争和先发优势等方面对出口产品质量

的动态效应； 其三， 在研究结论方面， 本文证实了机器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

用， 并进一步验证了机器人会带来贸易拓展效应、 产品竞争效应和先发优势效应，
从而为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尽早启动机器人应用计划提供理论依据。

二、 理论基础

本文首先在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８ｂ， ２０１９） 基于任务层面的理论基础

上， 参照 Ｂｌａｎａｓ等 （２０１９） 的做法， 将企业生产函数表示为：

Ｑ ＝ α
１
σＫ

σ－１
σ ＋ （１ － α）

１
σ Ｌ

σ－１
σ( )

σ
σ－１ （１）

其中， 自动化任务由资本要素 Ｋ 生产， 份额由 α 表示。 未自动化任务由劳动

力要素 Ｌ 生产， 份额可表示为 １ － α 。 σ∈（０， ¥） 表示不同任务间的替代弹性。 若

以 ｗＫ 代表资本要素价格， ｗＬ 代表低技能劳动力要素价格， 则 Ｑ 对 α 求导， 可得：
Ｑ
α

＝ １
σ － １

α
１－σ
σ Ｑ

１
σＫ

σ－１
σ １ － （

ｗＫ

ｗＬ
）

σ－１
æ

è
ç

ö

ø
÷ （２）

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导致价格下降， 从而使 ｗＫ ／ ｗＬ 低于原均衡水平， 此

时企业提升自动化任务的份额 α ， 将使产出 Ｑ 得到提高。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９） 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机器人提高了企业生产率。 在此基础上， 本文参照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等 （２０１３） ［２５］、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Ｍｅｊｅａｎ （２０１４） ［２６］的做法， 将产品质量纳入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７］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 得到企业面临的由产品质量表示的需

求函数：

ｑ（ω） ＝ λ （ω） ρ－１ ｐ （ω）
－ρ

Ｐ１－ρ０
Ｙ （３）

其中， λ（ω） 、 ｐ（ω） 和 ｑ（ω） 分别代表产品 ω 的质量、 价格和需求量， Ｙ 为目

的国总支出， 替代弹性 ρ ＞ １。 若企业出口某产品时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质量和价

格组合， 来达到出口利润最大化， 则企业将产品出口至某国的利润函数为：

π ＝ ｐ（ω） － ｃ（ω）λ （ω） ε

φ
æ

è
ç

ö

ø
÷ λ （ω） ρ－１ ｐ （ω）

－ρ

Ｐ１－ρ０
Ｙ － ｆ（ω）λ （ω） η （４）

其中， ｃ（ω） 表示不同企业在生产标准质量产品时的平均边际成本， φ 代表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 ε ＞ ０代表边际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 则 ｃ（ω）λ （ω） ε ／ φ表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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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生产率调整后的边际成本； ｆ（ω） 代表未以加价形式体现在 ｐ（ω） 中的出口成

本， η ＞ ０代表出口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 则 ｆ（ω）λ （ω） η 表示经质量调整后的出

口成本。 求解最大化 （４） 式的一阶条件， 可得：

ｐ（ω） ＝ ρ
ρ － １

ｃ（ω）
φ

λ （ω） ε （５）

ｑ（ω） ＝ λ （ω） ρ－１－ρε （ ρ
ρ － １

ｃ（ω）
φ
）

－ρ Ｙ
Ｐ１－ρ０

（６）

为保证需求的质量弹性为正， 需满足 ε ＜ （ρ － １） ／ ρ ， 由于 ρ ＞ １， 故 ε∈ （０，
１） 。 将 （５） 式带入 （４） 式后， 前半部分 λ（ω） 的次数为 （ρ － １）（１ － ε） ， 为保证

利润函数不发散， 需进一步满足后半部分 λ（ω） 的次数 η ＞ （ρ － １）（１ － ε） ， 否则企

业所选质量将趋向于无穷， 不存在最优解。 此时， 利润最大化的质量条件可表示为：

λ （ω） η－ ρ－１( ) １－ε( ) ＝ １ － ε( ) Ｙ
ｆ（ω）ηＰ１－ρ０

ρ － １
ρ

æ

è
ç

ö

ø
÷

ρ φ
ｃ（ω）

æ

è
ç

ö

ø
÷

ρ－１

（７）

在满足 ε∈（０， １） ， η ＞ （ρ － １）（１ － ε）的前提下， 出口产品质量与生产率 φ成

正比， 与经生产率调整的边际成本 ｃ（ω） ／ φ 成反比。 根据前文的讨论， 可做出如下判

断： 企业使用机器人可以提高生产率， 降低边际成本， 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三、 典型化事实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在匹

配前， 本文删除了两库中关键指标缺失以及明显异常的观测值。 按照联合国统计司

网站提供的转码表， 本文将各年份海关出口数据的 ＨＳ８ 位编码统一对应至 １９９６ 版

的 ＨＳ６位编码， 并合并至企业—产品—目的国—年份维度。
在判断企业应用机器人方面， 本文参照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８ａ）、 Ｂｌａｎａｓ等

（２０１９） 的做法， 采用企业的机器人进口数据作为机器人使用的代理变量。 首先， 按

照机器人产品的 ＨＳ８位编码①， 从进口数据中检索出机器人的进口记录， 共得到 ５５４９
家企业； 然后， 将工业企业数据与机器人进口数据进行匹配， 识别出 ２６８３家企业有

过机器人进口记录； 最后， 将识别后的工业企业数据与上述海关出口数据进行匹配，
得到四维观测值 １５５０８５５５条。 其中， 使用过机器人的企业有 ２５１０家， 观测值 ８２８０３８
条。 换言之， 在 ２６８３家进口过机器人企业中， 仅有 １７３家未参与出口。 该特征事实

表明， 企业进口机器人与自身的出口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出口产品质量测度

为了测算 ｉ 企业在 ｔ 年对 ｃ 国出口的 ｈ 产品的质量， 将下标带入 （３） 式后，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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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产品编码， 机器人在 ＨＳ８位编码体系中涉及 ８４８６４０３１ （工厂自动搬运机器人）、 ８４２８９０４０ （搬运

机器人）、 ８５１５２１２０ （电阻焊接机器人）、 ８５１５３１２０ （电弧焊接机器人）、 ８５１５８０１０ （激光焊接机器人）、
８４２４８９２０ （喷涂机器人）、 ８４７９５０９０ （其他机器人）、 ８４７９５０１０ （多功能机器人） 共 ８种。 ＨＳ８位编码在判断机

器人方面， 要比 ＨＳ６位编码更为准确。



边取对数得： ｌｎｑｉｃｈｔ ＝ （ρ － １）ｌｎλ ｉｃｈｔ － ρｌｎｐｉｃｈｔ ＋ （ρ － １）ｌｎＰｃｔ ＋ ｌｎＹｃｔ ， 以此构建如下回

归方程：
ｌｎｑｉｃｈｔ ＝ ψｃｔ － ρｌｎｐｉｃｈｔ ＋ ｅｉｃｈｔ （８）

其中， ψｃｔ ＝ （ρ － １）ｌｎＰｃｔ ＋ ｌｎＹｃｔ 代表目的国的固定效应； ｅｉｃｈｔ ＝ （ρ － １）ｌｎλ ｉｃｈｔ 中包

含出口产品质量的信息。 据此， 产品质量可表示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ｃｈｔ ＝ ｌｎλ ｉｃｈｔ ＝
ｅ
＾

ｉｃｈｔ

ρ － １
（９）

本文参照施炳展 （２０１４） ［２８］等的做法，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每种 ＨＳ 产品进行

逐一估计， 并测算残差。 为消除未知参数， 且使测度出的产品质量可以在不同产

品、 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比较， 对公式 （１０） 中的产品质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得到

取值区间在 ［０， １］ 的、 可在各层面进行加总的无单位质量指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ｃｈｔ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ｃｈｔ －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ｃｈｔ

ｍａｘ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ｃｈｔ －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ｃｈｔ
（１０）

（三） 企业使用机器人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初探

为了初步观察企业使用机器人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 本文在图 １ 中绘制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每年使用机器人的企业数量、 进口机器人的数量， 以及使用和未使

用机器人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图 １　 机器人进口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整理。

在图 １中， 产品质量由各年份所有产品的质量按照出口金额加权得出。 可以看

出， 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在整体上高于未使用机器人的企业。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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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依照是否使用机器人， 将企业分为未使用机器人、 使用机器人前和使用机器人后

三种情形， 在表 １ 中展示了每种情形下企业规模 （Ｌａｂ， 以企业员工数量对数衡

量）、 生产率 （Ｔｆｐ， 使用 ＬＰ 法估计） 和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的基本统计特征。 考

虑到高质量产品的出口金额通常较大， 可能导致加权后的质量无法充分反映质量较

低产品的信息， 故此处使用产品质量的算术平均值。 通过对比表 １中各指标的均值

和分位数， 大体可总结出以下特征事实：
（１） 使用过机器人的企业的规模和生产率明显高于未使用过的企业， 这可能

意味着企业在使用机器人的决策上具有自选择效应； 此外， 机器人的使用还伴随着

企业规模的扩张和生产率的提高， 这与现有文献的结论基本一致 （Ｋｏｃ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２） 关于出口产品质量， 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在均值和中位数方面均明显低于

未使用机器人的企业， 但这一情形在高分位数发生了逆转。 这可能意味着企业使用

机器人的动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其产品质量较低， 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

位， 期望通过使用机器人来改善当前处境； 另一类则是产品质量较高、 竞争力较

强， 期望通过引入机器人来巩固和扩大自身优势。 结合图 １的信息， 可发现产品质

量的加权平均值明显高于算术平均值， 表明高质量产品的确拥有更高的金额权重。
（３） 企业在使用机器人后， 出口产品质量的均值和各分位数普遍有所提升，

其中高分位数的提升幅度更大。 但机器人是否真的能够提升企业产品质量， 并不能

完全由分布的变化来反映， 准确的结论需要通过更严谨的计量分析来证实。

表 １　 机器人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基本关系

指标
Ｌａｂ Ｔｆ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９０％分位数 ９９％分位数

未使用机器人 ５ ４７ ５ ５２ ６ ９７ ６ ８８ ０ ５４８７ ０ ５５７７ ０ ７２３６ ０ ８５３５

使用机器人前 ６ ２８ ６ ２１ ７ ５４ ７ ４６ ０ ５０９４ ０ ５１２０ ０ ７３０４ ０ ８７５４

使用机器人后 ６ ６２ ６ ５５ ７ ６４ ７ ５２ ０ ５１０６ ０ ５１２０ ０ ７３０５ ０ ８８００

四、 实证设计与结果

（一） 变量与模型设定

为了比较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使用机器人前后发生了何种变化， 本文将出口产

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作为被解释变量， 是否使用过机器人 （Ｒｏｂ） 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 在企业第一次进口机器人之前取值为 ０， 之后 （含进口当年） 取值为 １。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选取参照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２９］的做法， 包括： 员工

工资 （Ｗａｇｅ）， 以企业应付职工薪酬与在职员工之比的对数形式衡量， 反映了生产

要素的质量； 资本劳动比 （Ｃｌ）， 以企业总资产与在职员工之比的对数形式衡量，
反映了企业的生产技术； 职工人数 （Ｌａｂ） 的对数用于反映企业的雇佣和规模情

况； 固定资产 （Ｃａｐ） 的对数反映企业的资产结构；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以观测年度

２２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期



与企业成立时间之差表示， 反映企业经验和创新动力等无形特征。 上述变量的统计

性描述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８２８ ０３８ ０ ５１１ ０ １６８ ０ １
Ｒｏｂ １７ ６２８ ０ ６８３ ０ ４６５ ０ １
Ｗａｇｅ １７ ６２８ ３ ４６９ ０ ８０７ １ １７３ ７ ８１２
Ｃｌ １７ ６２８ ５ ９８９ １ ０６０ ２ ９６０ １０ ２９６
Ｌａｂ １７ ６２８ ６ ５１１ １ ２３２ ３ ０４５ １０ ３０９
Ｃａｐ １７ ６２８ １１ ２９９ １ ５７４ ６ ５２６ １６ ３３９
Ａｇｅ １７ ６２８ ９ ８９８ ７ ０５５ ０ １０２

无论是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检验， 还是 ＶＩＦ （方差膨胀因子） 检验， 均证明各变

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据此， 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ｃｈｔ ＝ α ＋ βＲｏｂｉｔ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ξｉｃｈ ＋ μｔ ＋ εｉｃｈｔ （１１）

其中， ξｉｃｈ 为个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固定效应； μ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ｃｈｔ

为随机扰动项， 包含其他未被观测到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汇报了基于模型 （１１） 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 第 （１） — （２） 列为全

样本下的回归结果， 第 （３） — （４） 列仅保留使用机器人的企业样本。 结果显示，
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和是否加入对照组， 核心解释变量 Ｒｏｂ 均在 １％的水平上高

度显著， 这表明机器人的使用确实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对比第 （１） 和第 （３）
列的结果， 可发现企业在使用机器人后， 产品质量 “相对提高” 了 ０ ０１１８， “净提

高” 了 ０ ００７６。 第 （２） 和第 （４） 列情况也与之类似。 导致 “净提高” 小于 “相
对提高” 的可能原因在于， 在机器人逐渐普及的环境中， 未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将

直面更加严峻的竞争， 其出口产品质量可能会因竞争对手使用机器人而降低， 从而

成为内生的对照组。 因此， 如无说明， 本文后续的分析将仅保留使用机器人的企业

样本。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 雇用质量越高、 资本劳动比越高， 员工人数越

多， 其产品质量越高， 与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等已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三）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核心变量

为方便比较， 前文对出口质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表 ４ 第 （１） 列参照 Ｂｒｏｄａ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３０］、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的做法， 使用未中心化的出口

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 弹性系数设定为 １０。 表 ４第 （２） 和 （３）
列将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企业每年进口机器人金额的对数 Ｒｏｂ＿ ｆｌｏｗ 和累计进

口机器人金额的对数 Ｒｏｂ＿ ａｃｃｕ， 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上结果均与基准结论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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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体样本 使用机器人的企业样本

（１） （２） （３） （４）

Ｒｏｂ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６０∗∗∗

（２１ ４３） （１９ ５７） （１２ ２４） （９ ７８）

Ｗａｇｅ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８∗∗∗

（８１ ８７） （１４ ８４）

Ｃｌ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１４９∗∗∗

（７１ ５７） （１９ ４１）

Ｌａｂ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２４７∗∗∗

（１２９ ６８） （２９ ８８）

Ｃａ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４
（１ ９４） （０ ６７）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２
（－３ ３９） （－０ ２１）

Ｃｏｎｓ ０ ５２２４∗∗∗ ０ ３５３９∗∗∗ ０ ４７１６∗∗∗ ０ １８５２∗∗∗

（１ ７９３ ３６） （２８８ ７１） （３６１ １８） （２２ ８５）
年份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５ ６０５ ９３７ １５ ６０５ ９３７ ８２８ ０３８ ８２８ ０３８

Ｒ２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２６８

注： 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 下同。

２． 更换数据维度

与基准模型基于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的贸易关系进行估计不同， 本文还基

于其他两类贸易关系 （企业—目的国、 企业—产品） 分别进行检验， 同时将被解释

变量替换为相应层面的加权质量， 并对个体效应做出相应调整， 结果见表 ４第 （４）
和 （５） 列， 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为正， 再次验证了本文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ｏｂ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３０∗∗

（９ ９７） （７ １１） （２ ３９）

Ｒｏｂ＿ ｆｌｏｗ ０ ０００４∗∗∗

（６ ４０）

Ｒｏｂ＿ ａｃｃｕ ０ ０００９∗∗∗

（９ ７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 ＦＥ Ｙｅｓ

企业—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Ｎ ８２８ ０３８ ８２８ ０３８ ８２８ ０３８ ２３３ ４８７ ２２７ ７３４

Ｒ２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５４７ ０ ０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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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内生性处理

企业使用机器人有可能存在 “自选择” 效应， 即规模越大、 生产率越高， 使

用机器人的可能性更高， 因此， 样本选择可能存在偏差； 此外， 遗漏变量、 逆向因

果等原因同样可能产生内生性， 即产品质量越高 （或越低） 的企业， 越有可能使

用机器人。
（１） 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对使用机器人的企业样本选择偏差进行校正。

首先使用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企业层面的全体样本进行估计， 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保

持一致， 将计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 （ＩＭＲ） 匹配至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 并加

入基准模型。 结果见表 ５第 （１） 列， 核心解释变量不仅依然显著为正， 且系数大

小也与基准结果接近。
（２） 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机器人使用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冲击， 且

不同企业开始使用机器人的时点不尽相同， 本文还采用广义 ＤＩＤ 中的多时点 ＤＩＤ
模型对全样本进行估计。 在模型 （１２） 中， 将使用过机器人的企业划入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 取值为 １， 反之则为 ０； Ｐｏｓｔ 为处理期虚拟变量， 仅当处理组个体进入处

理期后取值为 １， 其余均为 ０， 其他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限于篇幅， 表 ５ 第 （２）
列仅报告了当期平均处理效应， Ｆ统计量为 ０ １３， 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验证了本

文结论的稳健性。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ｃｈｔ ＝ α ＋∑
２

ｓ ＝ －２
βｓＴｒｅａｔｉｃｈ × Ｐｏｓｔｉｃｈｔ＋ｓ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ξｉｃｈ ＋ μｔ ＋ εｉｃｈｔ （１２）

表 ５　 内生性处理

变量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 多时点 ＤＩＤ ２ＳＬ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ΔＲｏｂ Δ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Ｒｏｂ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５１∗∗

（９ ８８） （２ ５３）

ΔＲｏｂ ０ ０２４６∗∗∗

（４ １８）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４７∗∗∗

（６８ ９０）

Ｒｏｂ＿ Ｐ －０ ０２７０∗∗∗

（－２４ ３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１ １０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Ｆ ２６８３ ３４

Ｎ ８２８ ０３８ ５４９ ８７０ ３１６ ４８６ ３１６ ４８６

Ｒ２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２４

（３） 基准回归中选取机器人进口作为机器人使用的代理变量， 并使用固定效

应模型，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行业和企业的内生性。 但为稳健起见，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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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来进一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 参照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等 （２０２０） 的做法， 选取企业所在行业对机器人的适应

性指标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 即每个行业 ｊ 内机器人资本占行业总资本之比的对

数。 由于适应性指标为行业层面变量， 故可视为外生， 其计算公式为：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ｔ ＝ ｌｎ
１ ＋∑ ｉ∈ｊ

ｒｏｂ＿ ｓｔｏｃｋｉｔ

∑ ｉ∈ｊ
ｆａｓ＿ ｓｔｏｃｋｉｔ

（１３）

其次， 考虑到国际市场上机器人价格的波动是由全球技术进步所驱动， 与单一

企业不相关， 故选取机器人进口价格水平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 将行业 ｊ 内的 ｍ 类

型机器人年均价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后， 按照其进口金额占当年该行

业机器人进口总金额的权重进行加总， 最后取其对数形式。 计算公式为：

Ｒｏｂ＿ Ｐ ｊｔ ＝ ｌｎ∑
８

ｍ ＝ １

Ｐ ｊｍｔ

Ｖ ｊｍｔ

∑ ８

ｍ ＝ １
Ｖ ｊｍｔ

æ

è

çç

ö

ø

÷÷ （１４）

最后， 本文参照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 等 （２０２０） 的做法， 使用 ２ＳＬＳ 对组内一阶差分后

的数据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５ 第 （３） — （４） 列。 第一阶段结果显示，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系数显著为正， Ｒｏｂ＿Ｐ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行业对机器人的适应程度越高、 机

器人进口价格越低， 越有利于机器人的普及， 符合理论预期； 第二阶段的结果中，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其中， 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
计量显示不能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工具变量均外生” 的原假设； Ｋｌｅｉｂｅｒ⁃
ｇｅｎ－Ｐａａｐ Ｆ统计量均远大于临界值，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因此工具变量的选

择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约束， 总体上合理有效。
（四） 影响机制检验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企业使用机器人能够提高自身生产率， 从而降低边际成本，
而前文中的理论分析也表明， 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据此， 本

文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和边际成本 （Ｍｃ） 作为中介变量， 在控制产品价格

的前提下采用常规的中介效应模型加以检验。 其中， 前者采用 ＬＰ 方法测算； 后者

则在企业层面计算企业加成率后， 将其匹配至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 从而测算

出边际成本。 鉴于 ２００７年以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中间品投入等指标缺失， 为避免

估算带来的偏差， 此处仅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样本。
表 ６第 （１） 列首先报告了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样本的基本结果， 尽管样本量骤

减， 但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旧显著。 第 （２） 和 （４） 列中的结果表明， 企业使用

机器人提高了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 降低了企业的边际成本， 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

相一致。 第 （３） 和 （５） 列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 分别加入了 Ｔｆｐ 和 Ｍｃ。 其中

Ｔｆｐ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生产率越高， 企业的产品质量就越高； Ｍｃ 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在相同的价格下， 产品的边际成本越低， 产品质量也越高。 此外， 第 （３） 和

（５） 列中， Ｒｏｂ 的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均明显下降， 由此可判断提升企业生产率和降

低生产成本是机器人提高产品质量的主要渠道， 验证了理论基础部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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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ｆ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ｏｂ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６９１∗∗∗ 　 ０ ００３２∗∗
（３ ８０） （５ ３１） （３ ４２） （－１８ ００） （２ ４４）

Ｔｆｐ ０ ０２１８∗∗∗
（１６ ４９）

Ｍｃ －０ ０２６１∗∗∗
（－１８ ６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６ ７５４ ２０６ ７５４ ２０６ ７５４ ２０６ ７５４ ２０６ ７５４
Ｒ２ ０ ０３６５ ０ ４０２６ ０ ０４０２ ０ ９１９５ ０ ０４１７

五、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组检验

前文验证了机器人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与理论基础部分

相吻合。 本文进一步从企业规模、 技术特征、 所有权类型等不同特征出发， 探讨机

器人对异质性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１． 基于企业规模。 不同规模企业的实力、 经验、 要素构成和决策模式均有较

大差异， 这些因素将决定企业是否有能力、 有必要引进机器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印

发的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２０１７） 》， 本文将工业企业中营业收入在

４亿元以上、 且从业人员在 １０００ 人以上的企业归为大型企业， 其余则归为中小企

业， 并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了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７ 第 （１） 和 （２） 列所示。
不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 使用机器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但

对大型企业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可能的原因在于， 大型企业在运用先进生产技术

方面经验更多， 更倾向进行大批量生产， 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 有效利用机器人的

可能性更大 （Ｊä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使用机器人一方面可以替代中低技能劳动力以

节省成本，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高技能劳动力形成互补， 优化企业内部结构， 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根据自身情况调整传统要素的投入比

例来控制成本， 可能较之使用机器人更有优势。

表 ７　 异质性检验

分组标准
大型 中小型 高新 非高新 国有 私营 外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Ｒｏｂ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５９∗∗∗

（８ ９７） （３ ０１） （１ ６１） （８ ９６） （１ ０９） （２ ３５） （６ ９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９７ １４９ ２３０ ８８９ ２１４ ７６２ ６１３ ２７６ １９２ ４９ １１７ ７９５ ４７６ ０８０
Ｒ２ ０ ０２５６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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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基于行业技术特性。 不同技术特性的企业技术先进程度和劳动力素质存在

较大差异， 使用机器人的影响可能不同。 依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和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本文按照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行业分类进行甄

别， 将满足 《办法》 标准的企业归为高新企业， 否则归为非高新企业。 表 ７ 第

（３） 和 （４） 列的结果显示， 高新企业系数并不显著， 非高新企业系数则显著为

正。 可能的原因是， 一方面， 高新技术企业的典型特征是研发投入占比较高， 对要

素的需求偏向于高技能劳动力， 其从事的工作往往具有较高的不可替代性， 而机器

人受当前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 尚不适宜在这类企业全面普及； 另一方面， 即使采

用机器人， 高新技术企业也往往更倾向于利用机器人带来的效率提升， 来培育企业

的技术优势， 以寻求在长期内增加其市场力量， 逐渐在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３１］， 而非在短期内以降价的形式将利益传递给消费者 （Ｂｏｎ⁃
ｆｉｇｌ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３． 基于所有权类型。 企业在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水平上因所有权的不同存在

较大差异， 因此， 本文以企业各类资本金中占实收资本比重最高的资本类型 （相
对控股） 作为判定依据， 选取国有、 私营和外资三类企业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见

表 ７第 （５） — （７） 列。 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的系数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通常人员变动程度较小， 机器人替代低技能劳动力、 提升生

产率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

六、 动态效应拓展

机器人的应用除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外， 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动

态效应。 本文从贸易拓展效应、 产品竞争效应和先发优势效应等方面着手， 更加完

整地考察了机器人的应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影响。
（一） 贸易拓展效应： 既有关系 ＶＳ新建关系

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将提高自身的价值函数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从而达到某些出

口市场的最低生产率水平， 因此， 机器人的使用可能会促使企业开启对新市场的出

口。 据本文统计， 企业在使用机器人后出口目的国个数和产品种类平均分别增加了

４ ８和 ９ 个， 贸 易 关 系 数 量 平 均 增 加 了 ３９ ２ 个。 此 外， 本 文 参 照 胡 翠 等

（２０１５） ［３２］的做法， 采用常用的赫芬达尔指数形式， 从企业层面出口多样性 （Ｄｉｖ）
的角度进行了验证。 该指标取值范围为 ［０， １］， 取值越小代表出口多样性程度越

高。 其计算公式为：

Ｄｉｖｉｔ ＝∑
ｃ
∑

ｈ

Ｅｘｐｏｒｔｉｃｈｔ
∑ ｃ∑ ｈ

Ｅｘｐｏｒｔｉｃｈｔ

æ

è

çç

ö

ø

÷÷

２

（１５）

表 ８第 （１） 列的结果表明， 机器人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多样性， 证实了机器

人为企业带来的贸易拓展效应。 为进一步探究贸易拓展效应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

文根据贸易关系建立于使用机器人之前还是之后， 将其划分为既有贸易关系和新建

贸易关系两类， 并据此生成虚拟变量 Ｎｅｗｒｅｌ， 前者赋值为 ０， 后者赋值为 １。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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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贸易关系的 Ｎｅｗｒｅｌ 取值要么全部为 ０， 要么全部为 １， 且新建贸易关系的 Ｒｏｂ
取值均为 １， 故以 Ｎｅｗｒｅｌ 为解释变量， 使用组间估计量 （ＢＥ） 代表二者间的质量

差异。 第 （２） 列的结果表明新建贸易关系的产品质量显著低于既有贸易关系。 而

第 （３） — （４） 列报告的贸易关系持续到 １ 年后和 ３ 年后的情况， 表明二者间的

质量差距随时间推移缩小到一定程度后， 会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

表 ８　 贸易拓展效应

变量
Ｄｉ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ｏｂ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０７５∗∗∗

（－５ ０２） （１０ ９４）

Ｎｅｗｒｅｌ 　 －０ ０２４６∗∗∗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１５８∗∗∗

（－４４ ３９） （－２１ ０２） （－１６ ４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 ＦＥ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Ｎ ７０１ ８２１ ８２８ ０３８ ５１６ ７９９ ３０５ ８１２ ３７８ ９１７

Ｒ２ ０ ０２８０ ０ ０２５１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３３５

究其原因， 企业对新市场的出口通常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 为确认自身在该市

场的盈利能力， 往往会在出口初期进行试探性质的 “出口试验”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３３］， 而 “出口试验” 的失败概率通常较高， 因此规模较小， 质量普遍偏低。
与此同时， 即使企业生产率在使用机器人后得以提高， 可能也仅达到新市场的准入

门槛， 产品质量难以与既有贸易关系相比， 但成功进入新市场仍能使企业获利。 鉴

于新建贸易关系可能影响估计结果， 且既有贸易关系的质量变化能够更加完整地反

映机器人所带来的影响， 第 （５） 列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剔除了新建贸易关系，
结果显示机器人对既有贸易关系的提升效果高于基准回归结果， 进一步印证了新建

贸易关系产品质量相对较低的结论。
（二） 产品竞争效应： 低质量产品 ＶＳ中高质量产品

机器人在提高企业生产率、 降低可变成本的同时， 还可能从其他未使用机器人

的企业手中夺取市场份额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呈现出竞争效应。 本文使用

的质量测度方法意味着， 在相同的价格下出口数量越多则质量越高， 若某种产品的

出口总规模不发生较大变化， 部分产品质量的上升必然伴随着其他同类产品质量的

下降， 故上述竞争效应可能在产品质量层面得到体现。 考虑到竞争带来的此消彼长

最可能发生在初始质量差异较大的产品之间， 本文以每个贸易关系初始年份的质量

在当年所有样本中所处的分位数水平为判断标准， 将贸易关系划分为低质量

（＜５０％）、 中质量 （５０％～９０％）、 高质量 （ ＞９０％） 三组， 使用既有贸易关系样本

进行分组回归。 由于分组不随年份变动， 故可排除动态分组带来的内生性。
表 ９第 （１） — （３） 列的样本中仅包含使用机器人的企业， 其中低质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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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显著为正， 且远高于基准回归水平， 这表明对于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来说， 机

器人带来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然而中高质量组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尽管使用

了机器人， 其产品质量依旧出现了下滑， 这证明了机器人的使用确实会带来市场份

额的重新分配， 同样使用机器人， 低质量组将从中高质量组中抢夺市场份额。 尽管

中高质量组在使用机器人后出现了质量下滑， 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机器人产生了不

好的影响。 本文在 （４） — （６） 列中分别加入了相应分位数的对照样本， 再次进

行了分组检验， 结果显示， 除低质量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外， 中高质量组的系数也

均由负转正。 这种质量绝对降低、 相对提高的现象隐含着一个事实： 初始质量在中

高分位数范围、 但未使用机器人的企业的贸易关系 （即对照组）， 其产品质量遭受

了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而使用机器人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负面影响。

表 ９　 产品竞争效应

分组标准

绝对质量变化 （无对照组） 相对质量变化 （有对照组）

＜５０％ ５０％～９０％ ＞９０％ ＜５０％ ５０％～９０％ ＞９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ｏｂ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４２∗∗

（１３ ５１） （－３ ２３） （－３ ７３） （９ ０４） （２ ７７） （２ ０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４５ １０４ １０３ ３８９ ３０ ４２４ ８ ３４９ ２５９ ５ ７３２ ２１７ １ ０７２ ７８６

Ｒ２ ０ ０９９６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６４９ ０ ０８５８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９５６

（三） 先发优势效应： 先行者 ＶＳ跟随者

企业应用机器人的先后顺序， 同样可能对质量提升效果造成影响。 为了验证在

机器人的使用上是否存在先发优势， 本文将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

在行业内率先使用机器人的先行者； 第二类则是察觉自身出口产品质量受到负面影

响， 也开始使用机器人的跟随者。 在保持质量分位数分组的情况下， 使用既有贸易

关系样本， 对先行者和跟随者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１０第 （１） — （２） 列首先报告了全样本下的结果， 先行者的更高系数验证

了先发优势的存在。 而第 （３） 和 （７） 列中的先行者， 相较于第 （４） 和 （８） 列

的跟随者， 也均有明显优势。 具体而言， 与未区分先行者时的系数 （０ ０１１８） 相

比， 低质量组的先行者获得的提升效果再度大幅增加 （０ ０１７３）； 高质量组在质量

绝对降低的背景下 （ － ０ ００８４）， 先行者的产品质量却能够实现逆势大幅增长

（０ ０２２５）； 中质量组的变化并未显示出典型特征， 可能是因为率先使用机器人的

企业在内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资源再倾斜， 由于低质量产品的边际投入产出比更

高， 高质量产品则代表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更倾向于 “两端抓”， 而选择性

地放弃中等质量产品。 竞争效应和先发优势的存在， 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在特征事

实中 “不同企业使用机器人动机不同” 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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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先发优势效应

分组标准

全样本 ＜５０％ ５０％～９０％ ＞９０％
先行者 跟随者 先行者 跟随者 先行者 跟随者 先行者 跟随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Ｒｏｂ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２２５∗∗ 　 －０ ００９８∗∗∗

（４ ２６） （８ ５９） （３ ８３） （１１ ６９） （－１ ９６） （－２ ４３） （２ ３９） （－４ ０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目的国—产品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８ ９０２ ３３０ ０１５ ３３ ３１８ ２１１ ７８６ １２ ２７１ ９１ １１８ ３ ３１３ ２７ １１１

Ｒ２ ０ ０６９９ ０ ０３０１ ０ １３６９ ０ ０９４２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７００ ０ ０６７９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匹配数据，
通过更换变量、 数据维度、 估计方法和模型等多种方式， 在尽可能克服内生性的前

提下考察了机器人的使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准估计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均表明， 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分析表

明， 机器人的使用主要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降低企业边际成本的途径来影响出

口产品质量。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机器人对大型企业、 非高新企

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基于动态视角的拓展研究进一步

发现， 机器人的使用将会带来贸易拓展效应， 但新建贸易关系的产品质量相对较

低； 还会带来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 提升幅度更大的低质量产品将抢夺中高质量产

品的市场份额， 从而引发激烈的竞争效应； 而率先使用机器人的企业获得的提升效

果远高于平均水平， 存在明显的先发优势。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其一，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 高效

率、 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将成为主流， 机器人的使用能够赋予企业更强的产品质量

竞争力， 尤其是率先使用机器人的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 因此， 有条件的

中国企业应当未雨绸缪， 尽早启动机器人的应用计划， 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势

所趋。 其二， 机器人的本质是一种具有替代技术特征的高价值固定资产， 由于不同

的企业的规模、 实力、 技术水平、 市场和所处行业等特征各有千秋， 并非所有的企

业都适合使用机器人， 且使用效果也不尽相同， 产品质量处于较低水平的企业， 使

用机器人获得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 这也为深陷 “低价低质” 泥潭的中国企业提

供了摆脱困境的一个思路。 其三， 尽管当前许多未使用机器人的企业依旧能够在国

际市场中生存， 甚至还拥有一定的优势， 但为了在将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企

业应当在明确自我定位的前提下， 敢于打破传统的生产模式， 抓住当前机器人普及

的机遇期， 在借助机器人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 争取在贸易拓展、 产品竞争和

先发优势等方面收获更多的自动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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