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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y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enterprise, and integrating the existing dimension of dynamic cap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dynamic cap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namely perception ability, integration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which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ectric business enterprise. The dynamic capability of electronic commerce enterprise is the ability that enterprises regard the perceiving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as a prerequisite, through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resources
make enterprises adapt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order to ob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inally, we use case study method, and select Jumei Youpin as the case, and analyze its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dynamic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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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电子商务企业动态能力的研究，整合已有动态能力构成维度，结合电子商务企业的特点，提
出了电子商务企业动态能力的三维度构架，即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创新能力。电子商务企业的动态能
力是指企业以感知环境变化为前提，通过整合、创新资源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
力。本文最后通过案例分析方法，以聚美优品为案例分析了其动态能力的构建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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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在逐渐颠覆着企业原有的运作模式，而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运作
模式。相比于传统运作模式，电子商务有节约成本、精简运作程序和提升差别化服务等优势。如此优势
使得电子商务行业急剧发展也使得行业竞争愈来愈激烈。但是，在竞争日益激烈且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
下，有些电子商务企业能够长盛不衰，成为傲立行业的佼佼者。如阿里巴巴集团成立至今仅 16 年时间已
成为“巨无霸”型的行业领导者，是世界上销售收入最大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还有如京东、当当网
等大型电子商务企业，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发展壮大。然而，也有为数不少的电子商务企业曾经风
靡一时，但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盛极而衰，逐渐没落甚至破产。如麦考林、万国商业网、PPG 等。
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命运为何如此不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者们近年来非常关注企业如何获得和保
持竞争优势的研究。80 年代最为主流的分析方法是迈克尔·波特(1980)提出的竞争力分析理论，它强调
企业面临的外部力量，“由外而内”的分析企业竞争优势。近十余年来，随着企业面临环境的动态性和
复杂性特征日益明显，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内部能力的研究。用组织的知识和能力来解释企业的成功和
失败，逐渐成为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新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由内而外”地分析企业持续竞争
优势的来源，其中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概念就是“动态能力”[1]。Teece 等认为，企业需要具备动态能力，
通过感知环境的变化和识别机会与威胁进而捕捉机会，提高、整合必要时重构企业资产来保持竞争优势
[1]。目前对于动态能力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但是具体于电子商务企业则较少，本文将选择电子商务企业
的动态能力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探究电子商务企业动态能力具体含义以及电子商务企业动态能力构
成维度，选取聚美优品为案例分析其动态能力的构建和实现。

2. 文献回顾与整合
2.1. 电子商务企业定义
IBM 认为电子商务是在互联网上开展的商务活动，它包括商品交换、提供服务和信息咨询等各方面。
一般所述的电子商务企业主要是指运营或应用电子商务方式的主体。其模式按商务角色划分，主要有 B2B、
B2C、C2C、O2O、C2B、B2G [2]。其中 B2C 业务又可以分为综合类电子商务，垂直类电子商务和线上
到线下(online to offline, O2O)的区域性生活服务类电子商务。
本文所涉及的电子商务企业，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互联网、企业内部网以电子交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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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开展商业活动的企业，是网络化、信息化、电子化的新型商业组织。

2.2. 动态能力
2.2.1. 动态能力定义
自 Teece [1]等人在 1997 年系统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后续学者对于动态能力的研究主
要有如下四个观点：①资源整合观，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建立和重构内外部胜任力以适应快速变
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3]。其强调企业对自身资源和能力不断整合、重构、更新和重建；②流程观，认为
动态能力是企业使用资源的流程，具体来说是整合、重构、获取和释放资源的流程，以匹配甚至创造市
场的变化[4]；③组织学习观，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种稳定的、集体学习的行为模式，企业可以借以系统地
产生和改变运营惯例，从而追逐绩效的提高[5]；④技术创新观，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在技术范式变化条
件下，为了创造和抓住新的技术机会，建立新的资源与能力结构的战略与组织管理惯例[6]。
尽管学者观点各异，但是综上我们可发现动态能力的如下必要关键点：①动态能力的目的是为了适
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以实现和维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②动态能力不仅包括对自身资源和能力的整合和利
用，还包括对外部资源的整合和利用；③动态能力作为更新能力的能力，需要具有创新能力。
2.2.2. 动态能力维度划分
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动态能力构成并不是单一维度，而是由一些关键能力
构成的一个整体[7]。本文通过相关文献整理，归纳出企业动态能力维度的构成情况，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的文献整理可看出，动态能力的构成维度不仅包括资源整合和创新变革等行为维度，还包括
感知能力等认知维度，其在组织的不同层面存在着，产生形式和路径也不相同。尽管学者对动态能力的
构成维度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但对动态能力中的几个关键维度，如环境感知能力、资源整合能力
和创新能力等学者们有了相当程度地认同，大有趋于融合之势。

2.3. 电子商务企业的动态能力
Sambamurthy 等认为电子商务动态能力包括数字化过程、企业家敏捷性和消费者敏捷性三方面[12]。
Rashidirad 等认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电子商务企业需将动态能力与竞争战略进行战略匹配，这样够构
造出符合电子商务时代的动态能力[13]。相比于传统企业，电子商务企业其运营模式、盈利方式、产品价
值、客户关系、中间流通环节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综合电子商务企业特点和动态能力关键因素，笔者认为电子商务企业的动态能力是指企业以感知环
境变化为前提，通过整合、创新资源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而其维度本文将
其划分为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如图 1 所示)。感知能力是指企业感知、洞察内外部环
境和市场变化进而识别机会与威胁的能力，具体体现为识别环境变化能力、感知市场机会能力、定位客
户需求能力。整合能力反映企业调配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包括内部整合能力和外部整合能力。创新能力
是指企业创新服务和开发新市场等方面的能力。而动态能力的三维度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循环系统，感知
能力在感知到机遇与威胁后，由整合能力做出反应，而创新能力作为后盾能够在资源无法满足当前环境
时，更新现有资源使其与当前环境相匹配，从而持续不断地促使企业获得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

3. 电子商务企业动态能力的实现：以聚美优品为例
3.1. 案例背景简介
聚美优品创立于 2010 年 3 月，前身为美容化妆品的团购网站“团美网”，业务范围涵盖美容护肤化
妆品、美容工具和数十个女装服饰品牌。创立之初，以“100%销售正品”的承诺和“专业女性美容护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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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dimensions of dynamic capability
表 1. 动态能力构成维度回顾
时间

学者

维 度

1997

Teece 等

构建能力、整合能力、重构能力

2000

Eisenhardt & Martin

整合能力、重构能力、获取能力、释放能力

2003

Sambamurthy

数字化过程、企业家敏捷性、消费者敏捷性

2008

焦豪等[8]

环境洞察能力、变革更新能力、技术柔性能力、组织柔性能力

2009

罗珉，刘永俊[9]

市场导向的感知能力、组织学习的吸收能力、社会网络的关系能力、沟通协调的整合能力

2013

刘刚，刘静[10]

感知能力、学习能力、协调整合能力、创新变革能力

2014

董保宝，李白杨[11]

环境适应能力、组织变革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学习能力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文献整理。

Figure 1. The construction dimensions of dynamic capability of electronic
commerce enterprise
图 1. 电子商务企业动态能力构架图

服务提供商”的经营理念，在电子商务领域寻得了创新性的突破口和诱人的空白市场，获得了较快发展。
经营模式上，聚美属于以团购形式来运营垂直类女性化妆品的 B2C。其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净营
收分别为 2180 万美元、2.332 亿美元和 4.83 亿美元，2014 年净交易额(GMV)为 10.7 亿美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30.9%。
2014 年 5 月 16 日晚间，聚美优品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上市[14]。同年 6 月，聚美优品低调上线海淘网
站海外购。9 月，聚美全面发力海外购。2015 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营收为 2.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8%，
第二季度净营收同比增长 99.5%。此为聚美优品连续 13 个季度盈利。至今，聚美优品已是国内目前最大
的跨境电子商务。

3.2. 聚美优品动态能力分析
聚美优品(以下简称“聚美”)自 2010 年成立后四年就成功在纽交所上市，目前已转型为国内最大跨
境电子商务，其成功在于聚美精准的客户定位，在满足客户需求条件下，成功的整合自身的优势，有效
地配置各项资源，拥有强有力的持续创新能力，最终实现了完美转型。这也说明聚美能够敏锐地感知电
子商务行业的环境的变化对其所带来的机会与威胁，并及时利用整合能力将资源配置在最优位置，创新
能力作为更新资源的能力以使其资源能够匹配其所处的环境，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得并保持其竞争优势。
3.2.1. 感知能力
1) 识别环境变化能力
聚美能够较强地感知到国家对于电子商务行业所出台的利好政策给自身所带来的机遇。国家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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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针对电子商务企业的利好政策，从而使得聚美由前生的“团美网”中蜕变出来，在成立之初，
在了解到国家对于电子商务行业的鼓励，聚美优品一路披荆斩棘，由国内最大的垂直类化妆品电子商务
转型为目前国内最的跨境电子商务。聚美自去年转型以来，仅用 4 个月的时间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跨境
电子商务，使得聚美在化妆品和母婴市场抢占了市场先机。聚美能够如此快的实现完美转型主要得益于
其抓住了国家目前有关跨境电子商务的政策风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上，李克强总理将跨
境电子商务单独强调，表示要“鼓励进口政策，增加国内短缺产品进口，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试点”[15]。
还有如《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应用的实施意见》、税收优惠+自贸区试点为核心等跨境电子商务的利好政策。
2) 感知市场机会能力
根据调查，2010 年我国的化妆品市场规模接近 1300 亿，是全球第三大化妆品消费市场，从而为打
造一个物美价廉的化妆品网购平台市场铺平了道路。而团购的商业模式清晰、盈利快，一旦具备较强的
运营能力和市场累计，盈利压力较少，可以快速实现收支平衡。在感知到如此的市场机会，聚美的成立
似乎成为了必然。由于国产化妆品假货风波不断，国内不断出现称之为“水客”、“人肉代购机”等群
体去港澳台和国外代购各类化妆品和母婴产品，中国人所到之处其疯狂的购物行为让聚美发现了海外购
机遇，在酝酿此业务后聚美自 2014 年开始全力发展“极速免税店”业务，仅两个季度后聚美优品就成为
了国内最大的跨境电子商务。
3) 定位客户需求能力
陈欧发现中国的广大女性消费者对于线上购买化妆品的信心不足，线上化妆品行业没有领头羊企业
存在。且中低端女性客户很希望能够消费高端产品，化妆品就是新大陆。他总结出了三个“可行条件”。
首先，电子商务在中国正在高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化妆品需求很大，但市场上还没有一个可信
的化妆品网站；最后，做这个别的男人不好意思做的行业反倒给了自己机会[16]。基于此，高管在了解女
性顾客对化妆品的需求后，聚美其主推产品主要以女性需求为主导，以团购模式经营，目标客户为广大
女性。
3.2.2. 整合能力
内部整合方面，从 2014 年 9 月起，聚美开始业务转型，把第三方平台化妆品业务全部转为自营。转
型后的聚美将增长动力寄托于新开展的海外购业务——极速免税店。其商业模式在于跨过传统的中间环
节，和海外品牌商建立货品直供合作。除了弥补取消第三方平台美妆业务后减少的 SKU，极速免税店业
务吸引了大量新客户，拉动整个平台的业务量[17]。2014 年年底聚美对外宣布转型，其中极速免税店是
聚美全年重点扶持方向，聚美持续投入巨额的财力补贴物流、税收和商品差价[18]，此后每个季度的财报
表明了其业绩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外部整合方面，2015 年 1 月，聚美与美国奢侈品闪购鼻祖 Gilt Groupe，Inc.达成合作协议，在官网
推出 Gucci，Burberry，BV 等奢侈品牌，意在于保证轻奢品类的优质渠道。同年 6 月收购韩国美妆品牌
it’s skin 部分股份在于占据化妆品供应链优势，7 月份聚美再度出手战略投资国内母婴平台宝宝树，主要
目的在于强大其用户群体的流量。结合宝宝树的优势，聚美以其最大能力迅速占领母婴市场。
3.2.3. 创新能力
服务创新方面，2011 年自建物流仓储，通过自有的物流体系来配送货物。聚美率先推出“假一赔三，
30 天无条件退还货、全程保障”三大政策，树立了行业标杆；营销创新方面，聚美作为一家女性电商，
聚美用户群体与时尚娱乐受众高度重合，凭此特点聚美高管不断与时尚娱乐界互动、共同创造话题，其
以独特的娱乐营销方式不但收获瞩目，还建立起了强大的品牌效应，聚美还将继续探索其时尚娱乐媒体
电商道路[19]。经营模式创新方面，以团购形式运营垂直类女性化妆品的聚美主要卖最畅销的 20%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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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妆品，并且聚美具有完整的采购、物流和服务团队，自己掌控从进货到发货的全过程，能够更好的
提升消费者的服务体验。

4. 结论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提出了电子商务企业动态能力的定义和其三维度构架，本文将电子商务企业动态
能力划分为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三维度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循环系统，其中以感知能力作
为前提，感知外界环境的变化并识别出机会与威胁，然后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以做出反应。而在企业的
资源无法满足当前环境的需要时，企业借助创新能力及时整合和更新资源，使其能够及时匹配当前环境
以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最后本文以聚美优品为案例，分析了其动态能力的三维度的建构和实现，
本文认为，电子商务企业在发展历程中，应当首先了解和掌握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和
国家针对该行业的政策方针，否则很难应对发展多变的环境。企业通过对内外部环境的正确评价，发现
自身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在整合资源，决策调整的支撑和保障下，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为企业及时更
新资源，使企业能够紧跟市场，保持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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