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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s’ non-self is the object of enterprise’s immune system, is a kind of event or state that
causes the enterprise to suffer loss or face the threat of loss, and increases the uncertainty of enterprise’s operation.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ive existence, contagion, latent, duality,
suddenness, unpredictability, variability, uncertainty, and persistence. Enterprise’ non-self includes enterprise virus, enterprise abnormal cells and enterprise vulnerabilities. Its incentives
have interest friction, psychological expected domino effect, moral hazard, internal management
mis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mutation and so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 non-self have
different evolutionary life cycle. The enterprise’ non-self is triggered by the event, as long as more
than a certain threshold value begins to pass and spread by certain transmission medium, and
through different path to the dissident recip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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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异己是企业免疫系统作用的客体，是一种使企业遭受损失或面临损失威胁的事件或状态，异己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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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增加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具有客观存在性、传染性、潜伏性、双重性、突发性、致损性、不可预
见性、变异性、不确定性、持续性。企业异己包括企业病毒、企业异常细胞和企业漏洞，产生的诱因有
利益摩擦、心理预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道德风险、企业内部管理不善、环境突变等。不同类型的企业
异己演化的生命周期是不同的。企业异己由事件触发异己源而产生，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开始借助一定的
传染媒介进行传递和扩散，经由不同的路径传递给异己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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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异己的内涵
异己是生物医学上的术语，是免疫系统的客体，包括病原微生物及其毒性产物，无致病性的异物，
引起过敏反应的异物，机体内出现的衰残细胞和癌变细胞[1]。“异己”是相对于“自己”而言的，从定
义可以看出来免疫学上的异己是特指能够使肌体致病或引起不良反应的异己，因此，从词性上来讲，免
疫学上的异己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
企业免疫系统作用的客体就是企业异己，组织免疫理论最先提出者清华大学王以华(2006)将企业异己
分为四种类型，如图 1 所示[2]。
对此分类，笔者有两个见解：第一，既然是异己，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不好的东西，会给企
业损失或不好的影响，至少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益处，与免疫学上对于异己词性的本意应该是一致的。
其次，企业病毒可以由企业外部传染，也可以由企业自身繁殖。很多异己很难从根源上来判定到底是内
部的还是外部的，也就是说很难对企业异己有个明确的划分。第二，上述分类理解没有从本质上回答企
业异己到底是什么。鉴于此，笔者遵循免疫学上的定义，认为企业异己是一种使企业遭受损失或面临损
失威胁的事件或状态，异己的出现增加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异己包括企业病毒、企业异常细胞和企
业漏洞。
1) 企业病毒
在免疫学中，病毒是一种介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微小物质形式，是一种具有遗传、变异、共生和
干扰等生命现象的感染体，可以在一定的活细胞内增值、传染，可以在生物体之间传播并能相互感染，
造成生命体死亡或损害[3]。企业病毒跟生物病毒一样，也可以引起企业肌体的损害和死亡。对于企业病
毒的定义及种类，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研究，主要观点如表 1 所示。
从以上学者的定义和分类可以得出，企业病毒给企业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卢加元和顾瑞的定义最
全面，李建民的分类最广泛，邱昭良和张剑光的分类比较具体，是对李建民分类的有益补充。不管是哪
种类型的病毒，都具有传染性、隐蔽性、潜伏性、破坏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
2) 企业漏洞
漏洞也叫系统脆弱性，是系统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代表着系统对外来异己的敏感性，也表明
了异己进行攻击的可能性。王小丹(2003)认为，脆弱性是任何一个系统的一个基本属性[10]，不可避免，
无法消除。同样的，漏洞也伴随着企业的创立而存在着。刘燕华和李秀彬(2001)认为企业漏洞又叫企业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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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enterprises’ non-self
图 1. 企业异己的分类
Table 1. Existing research of enterprise virus
表 1. 企业病毒的已有研究
学者

定义

种类

影响企业正常运作的模式或机制。

盲目行动、专注于个别事件、归罪于外、习而不察、习惯性防
卫、拒绝创新与学习、自我设限或自卑、骄傲自大或自满、胸
无大志、官僚主义、相互猜疑、离心离德等

李建民(2005) [5]

影响企业健康成长的因素。

经营战略方面的病毒，如战略病毒、公司治理与多元化病毒、
模式病毒、文化病毒、合资病毒、联合病毒、扩张病毒和强权
病毒等；经营要素方面的病毒：资本病毒、产品病毒、品牌病
毒、资金病毒、环境病毒、危机病毒和人力资源病毒(又分为企
业家病毒、自负病毒、心智病毒)等；成长创新方面的病毒：创
新病毒、大企业病毒和成长病毒等。

程国平(2011) [6]

对企业造成破坏性影响的“有害异己”。

张剑光(2012) [7]、
徐新(2012) [8]

企业在与外界环境的能量交换过程中，
外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顾客需求的变化、盲目多元化、兼并收购来的不良资产、合资
双方的文化冲突、竞争对手的策略改变、原材料的供应中断、
商业间谍、替代品的威胁、金融危机、不可抗力等

企业源“病毒”：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
程中遭遇的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危机和
风险。

法律法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技术因素、不确定性因素，管
理因素、财务风险、研发因素、企业文化因素等

邱昭良(2005) [4]

卢加元、顾瑞
(2013) [9]

企业衍生“病毒”：企业源“病毒”经
传播、扩散而产生的新病毒。

弱性，是企业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包括正常运作能力缺陷与应对不良状况时的能力缺陷，表明了企业内
部的不稳定性、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和易受攻击的可能性[11]。
高华(2006)从决策、制度、执行、用人、生产、营销、服务、财务、合同等九个方面总结了企业存在
的 77 个漏洞[12]，李毛、周阳敏(2007)从战略、营销、生产、财务、人事、品牌、合同、跨国管理八个
方面总结了企业漏洞的表现形式[13]。
3) 企业异常细胞
企业异常细胞指功能紊乱甚至功能丧失的细胞，会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行，包括企业突变细胞、企业
损伤细胞、企业衰老细胞、病毒感染细胞和企业肿瘤。以人的管理为例，衰老细胞可以是人的思想僵化，
损伤细胞可以是人力短缺，突变细胞可以是关键人物的离职，病毒感染细胞可以是不实的谣言在员工中
的传播，肿瘤可以是机构冗余。企业异常细胞最终都将演变为企业肿瘤，良性肿瘤可直接“切除”，恶
性肿瘤只能逐步变革。

197

张剑光，宋蕾

企业异己具有客观存在性、传染性、潜伏性、双重性、突发性、致损性、不可预见性、变异性、不
确定性、持续性[14]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得各类异己之间存在着动态联系，如图 2 所示。

2. 企业异己产生的诱因
企业异己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五大方面：
1) 利益摩擦
这一诱因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利益分配不公。趋利的本性决定了个体在做决策时会朝着个人利益最大化努力，某一个体利益的最
大化意味着团队中其他个体的利益受损，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就会导致冲突，从而使企业的整体利益受损。
因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摩擦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内部，如高层之间的冲突、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冲突，还包
括企业对外的利益摩擦，如与合作企业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与社区居民产生的冲突等。
利益相关者目标的不相容。比如围绕企业发展常常遇到的一些战略问题，是否多元化、是否上市、
是否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高管之间、高管与股东之间常常爆发冲突，导致家族企业拆分、职业经理人出
走、企业并购失败等事件时有发生。如 2016 年 11 月份，格力收购银隆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利益相关者自利行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机会主义的发生，最终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例如
合同欺骗行为、员工出卖公司机密、核心员工跳槽等。
2) 心理预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某个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产生不好的心理预期时，恐惧心理会驱使其采取一定的风险规避
措施，单个利益相关者表征出来的恐慌会迅速传染给其他利益相关者，也随着采取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
多米诺效应由此产生，最终导致企业进入无序运作状态。2008 年三鹿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食品行业爆发的安全恐慌时有发生。
3) 道德风险
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用信息不对称隐藏自己的行为而使另一方利益受损，就会产生道德风险。如企业
夸大产品功能、供应商夸大生产能力、经销商虚报资信水平、消费者恶意差评等。
4) 企业内部管理不善
企业管理不善又叫管理无能，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破产占据了所有破产企业的大多数。笔者认为，
管理无能是企业异己产生的最直接原因。John Argenti (1976)深入分析了企业陷入危机的原因，全面系统
的列举了企业管理不善的方方面面[15]。
5) 环境突变
对于不可预期的和难以改变的环境，不管是人类还是企业只能选择适应。温和的环境变化会给企业
充足的时间来适应，但骤然突变的环境所带来的巨大杀伤力会让许多企业瞬间消失。恐龙是由于环境突
变灭绝的，每一次的全球经济危机犹如环境大的突变，而使许多企业一夜之间灭绝。

3. 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异己的演化
企业异己演化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潜伏、爆发、加剧和消退，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知，企业异己是由触发事件的触发而产生，刚产生的异己处于潜伏期，虽然不停波动，但
还不会给企业带来危害，企业免疫系统还无法将其识别出。直到爆发某一突发事件使异己的负面影响呈
现出来，由于突发性和免疫系统的时滞效应，使得异己处于爆发期。随着事态的逐渐恶化，企业异己的
破坏作用急剧增加，直到企业免疫系统在与异己的对抗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异己的破坏程度开始衰退，
直至被清除。但某些异己的突发性、不可控和灾难性远远超出了企业承受的范围，致使免疫系统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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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terprises’ non-self
图 2. 企业异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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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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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evolution Lifecycle diagram of enterprises’ non-self
图 3. 企业异己演化生命周期示意图

并非所有的异己都遵循图 3 演化的规律，不同属性的异己演化规律也是不同的。根据企业异己演化
的规律，笔者还总结出了无破坏型企业异己、肿瘤型企业异己、突发型企业异己和顽固型企业异己四种
类型异己的演化规律，分别如图 4、图 5、图 6 和图 7 所示。

4. 基于过程的企业异己的演化
一次完整的异己入侵企业并被清除的过程是很复杂的，笔者借鉴物理学上绘制电路图所需的一些元
素和符号，描述了企业异己的演化过程，如图 8 所示。
异己源是引发企业异己的初始起因，是滋生风险事件的温床。触发器是由一系列触发异己源产生异
己的条件或事件组成，事件是触发异己源释放出异己流的直接原因。当异己积累到临界点时开始传递和
扩散，这个临界点就是异己控制阀。承载或传染异己的介质就是传染媒介。包括事件、市场、信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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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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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程度
T
时间
终止
触发事件

Figure 4. The evolution Lifecycle diagram of non-destructive
enterprises’ non-self
图 4. 无破坏型企业异己生命周期示意图

D
对企业的
破坏程度

T
时间

Figure 5. The evolution Lifecycle diagram of tumor-based enterprises’ non-self
图 5. 肿瘤型企业异己生命周期示意图

D
对企业的破
坏程度

T
时间

Figure 6. The evolution Lifecycle diagram of sudden enterprises’
non-self
图 6. 突发型企业异己生命周期示意图
D
对企业的破
坏程度

T
时间

Figure 7. The evolution Lifecycle diagram of intractable enterprises’
non-self
图 7. 顽固型企业异己生命周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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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阀

扩散路径

Figure 8.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enterprises’ non-self
图 8. 企业异己的演化过程

流、产品、制度和人等。异己因子在传染过程中经过的渠道和途径就是异己传染路径，分为接触式传染
和非接触性传染两种类型。
满足触发条件的触发事件促使触发器合上，异己源开始释放企业初始异己，此时的异己处于潜伏期。
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控制阀打开，异己借助资金、物流、信息、产品等载体开始传递和扩散，触发企
业异己报警系统，接下来有三种情况：预警系统失效，异己继续传递；预警系统报警，免疫系统没有识
别出，异己继续传递；预警系统报警，并且被免疫系统识别出，采取相应的措施后异己继续传递。不管
是上述哪种情况，异己在传递过程中在强度、概率和性质上会发生变化，也可能无任何变化继续传递。
一旦再次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就会通过控制阀，借助一些传染媒介开始扩散。通过不同的路径，传染给其
他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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