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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it is more urgent for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innovation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provide enterprises with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backbon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business innovation can help enterprises achieve profitability and strategic goals. In a
dynamic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hav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is critical to business inno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composi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by comb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discusses the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regulat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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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开展创新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显得更为迫切。技术创新能提供企业
持续的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营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实
现盈利和战略目标。而在动态竞争环境下，拥有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文献，
将企业创新分解为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进行论述，并探讨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和竞争优势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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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和挑战，唯有变革创新才能顺应时代潮流。但是，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现代企业仅依靠已
有的资源来提升创新绩效已变的越来越困难，如何在激烈竞争环境中创造并维持竞争优势，一直是企业
关注的核心问题。纵观已有文献，发现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以应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是企业获取超额利润、
树立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动态能力作为组织的一种能力，通过不断改变企业资源基础，以及在企业中不断实施新价值创造战
略，去适应外部竞争环境，促进企业获取持久竞争优势和良好绩效，其具体分为 3 部分：机会识别能力、
整合重构能力、创新开发能力。企业通过不断增强动态能力，及时敏锐捕捉市场机遇，获取最新的技术
支撑和管理方式，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最终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2. 理论回顾与概念界定
(一) 动态能力
Teece 等[1]是最早研究动态能力并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认为动态能力可以定义为“企业整合、
建立和重组内部和外部组织技能、资源和职能能力的能力”。
根据 Teece 等[1]的界定，整合能力被 Teece 学派认定为动态能力的理论内核，可以划分为内部整合
和外部整合两个维度。再后来，Teece 继续通过对前期研究的的重新审视，明确提出动态能力可以进一步
分解为对机会的感知和把握能力，以及重构能力。
在 Teece 等的基础上，Wang 和 Ahmed [2]对动态能力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动态能力不是简
单的过程，而是内嵌在组织运行的过程中。同时提出，动态能力包括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分别是吸收能
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三种能力相互联系又各不相同。这三种动态能力的构成要素均是外部技术获
得转化为多元化产品过程中所需的关键因素。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将动态能力分为 4 个部分进行论述，分别为：机会识别能力、整合重构能力、
创新开发能力。从而探讨动态能力对于企业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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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创新
经济学家 Romer (1986)与 Lucas (1988) [3] [4]曾指出，内生技术的变化是导致增长的根本原因，且内
生技术方面的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机制，这一成果不仅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坚持的技术
外生性的假设，同时为约瑟夫·熊彼特[5]的创新理论奠定了基础。
熊彼特[5]最早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阐释了创新理论，不同于以往的创新概念，他所指的“创新”
是经济和科技相结合的行为，不仅仅是以往意义上关于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创造，更是通过有效组合生产
要素与生产条件，将生产体系引入到企业的技术体系上，进而引发技术变革，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最终达到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的目的。由此可见，熊比特“创新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
突出强调了生产方法与生产技术革新的重要性，指出了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创新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与发展。Mansfield (1968) [6]指出，技术创新指的是在原
有市场的基础上，引进新工艺、新产品，并为社会所接受。同时强调了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家的主体
地位，通过构建创新周期与创新扩散等模型，分析研究了市场结构、企业的行为等因素对创新所产生的
影响。傅家骥(1998) [7]则认为创新是企业通过开发新工艺或新流程、开辟新市场或与新的供应商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构建科学、高校的生产运作体系，有助于企业把握商机，以此获取利益的过程。
由此可见，技术创新理论充分说明了企业创新投入在企业形成、巩固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发挥了内生
性决定作用，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绩效及对企业创新投入活动效果的反馈。
(三) 经营创新
商业企业经营活动体现的是商业本质，即盈利模式依赖于占主导地位的销售毛利增长及对消费者和
供应商的价值增值服务，并提供顾客所需的质优价廉、售后放心的商品，其主要体现在商业业态经营组
织方面。
对于商业企业而言，经营创新包括两种模式：一是业态组合，二是业态整合，每种基本类型又可以
再次衍生出更多商业业态模式，并且着两种基本类型也可以交叉协同，共同实现商业对顾客服务的满足。
业态组合是指一家商业企业采取多个业态策略，且多个业态中的每一个业态均肚子完成商业环境中的所
有功能。而业态整合则是指每个业态仅完成商品从“卖者–消费者”过程中的一个功能或部门功能，不
承担所有商业功能。
(四) 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是指企业拥有可以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一种能力，这种价值超过了成本，使得企业获得战略
先机，可以更好地在市场中进行有效竞争。每个企业拥有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差别因素，而要形成竞争优
势仅靠差别因素是不够的，更需要这些因素助力企业与其他企业开展有效竞争，进而帮助企业获取竞争
目标。

3. 企业创新与公司竞争优势关系的理论分析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创新对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方面，技术创新活动是企业
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也将直接关系到企业创新之路是否顺利，以及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顺利完
成。而公司经营方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创新研发投入向企业绩效的转化，只有公司经营创新与企业技
术创新活动保持一致时，才不会成为企业创新研发的阻碍。
(一) 技术创新对形成公司竞争优势的影响分析
竞争优势内部理论表示，技术创新能够为公司竞争优势的维持、公司绩效的提升提供内在支持。公
司通过技术创新，一方面能够简化产品的生产流程，提高公司在日常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帮助公
司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形成公司价格竞争优势，也就是成本领先优势；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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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能对产品的性能进行相应的改善，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也就是通过产品的差异化提升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公司构建成本优势，在形成经验曲线效应之余，还能够为公司
带来一定的技术垄断，增强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的技术优势，使其竞争能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并最终从众
多的市场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此外，公司的技术创新成果还可以为公司构筑异质性技术壁垒，使得公司
的竞争对手较难在短时间内复制或模仿出与公司相同的产品。创新技术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相关产品
市场的进入壁垒，限制了潜在竞争者进入现有市场，使公司市场份额能够保持不变。因此，技术创新可
谓是公司构建或维持自身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技术创新能够帮助公司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为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二) 经营创新对形成公司竞争优势的影响分析
朱舜楠[8]指出，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只有进行经营创新与转型，
才能走出符合自身特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企业要增强竞争力，实现跨越式
发展，必须开展经营创新，并运用求异思维[9]。从商业企业实际看，可运用业态组合和业态整合两种经
营创新形式，而每一种创新形式又可衍生出多种业态商业模式，同时两种形式又可以交叉协同，共同实
现商业企业对顾客服务的满足。业态组合是指通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引进不同业态实现收益增加
进而形成竞争优势；业态整合则强调加强内部系统革新以提升竞争地位。当企业不断创新内部系统特别
是创新竞争战略方法时一般不易为外人知晓，其所构建的隐形知识，外部竞争者通过直接模仿较难获得，
这样可使企业竞争优势得以建立并长期保持。因而，无论是业态组合还是业态整合表现出来的经营创新
均能够影响商业企业绩效，从而促使企业建立竞争优势。
Barry 和 Shawn 认为[10]，企业采用多种业态能获得增加资产的机会，进而吸收更多顾客带来销售额
和利润增长。Kumar 等[11]认为，多种业态经营能够促进企业利润增长。张武康、郭立宏[12]以网络商业
为研究背景，提出多业态经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并且对商业企业业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汪
旭辉、张其林[13]以苏宁公司为例，发现苏宁易购网店业态增长并未妨碍实体店发展，二者组合运用反而
促进了企业发展。王剑钊、吴甦[14]发现，当连锁超市业态种类不断增加时，导致绩效提高。从企业发展
及优势建立看，业态组合有助于增强企业对现有市场的满足，扩大商圈和顾客满意度，只要运用得当就
能帮助企业重建竞争优势。因此本文认为，业态组合这种创新形式对企业竞争优势培育具有正向影响。
同时各业态联合向相同顾客提供给不同商品或服务，彼此间相互影响。Dorman [15]分析了在全渠道
零售整合理念下，线上与线下实体商业运营互为补充，相互融合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孟迪云、王耀
中[16]在研究京东商城竞争优势时认为，资源与能力在不同成员间的交互、协同、补充有助于获取网络商
业企业竞争优势。洪涛、李国玉[17]提出兼并并整合将成为商业领域的自然规律，并有助于商业企业崛起。
王举颖[18]认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商业企业通过加大互联网技术应用，实现与多种业态整合，构建起
全新的多变平台式商业模式，能够保证在未来商业行业发展中寻求优势。业态整合能够建立人力和技术、
服务等方面的隐形知识，使得业态效率最大化，合力促进企业绩效发展，从而甩开竞争对手。因此，本
文还认为，业态整合这种创新形式对企业竞争优势培育具有正向影响。

4. 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和企业竞争优势的调节作用
根据上文所述，本文认为动态能力包括机会识别利用能力、整合重构能力、创新开发能力这三种能
力。这些能力都对企业创新能力和形成企业竞争优势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
其中，机会识别能力的建立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能够从外部发现并获取创新机遇，因而能帮助企业
建立创新信心和提高企业创新成果率。企业机会识别能力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来提升创新绩效形成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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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一方面，较强的机会识别能力意味着企业善于通过多种渠道从外部搜索知识和信息，包括分析
顾客需求、竞争者技术发展战略、供应商行为、以及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战略合作等。这些信息对于
企业制定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条件的创新战略、推动创新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能极大地提高企业的
创新成功率。另一方面，机会识别能力强的企业往往拥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依据消化吸收理论逻辑，企
业在过去一段时间所搜集的创新知识能够帮助企业识别现今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技术并预测未来技术和
市场变革的趋势。因此，可以推测机会识别能力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创新动力和更高的成功率。
在识别外部机会之后，企业需要利用机会，在关键创新投资问题上作出战略决策。首先，内部的整
合和重构过程能够帮助企业更小创新观念和认识，这对于推动企业创新进具有战略意义。其次，企业内
部的资源整合和重构过程能够增强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从而能够快速推动加速企业创新。最后，通过
资源整合和重构以利用机会的过程必然充满了合作的争辩，企业能够通过头脑风暴法和民主决策以在建
设性冲突中做出最优的战略选择。因此，可以推测机会利用能力强的拥有更高的创新绩效。
从技术创新角度来说，技术创新具有系统性、成长性、可操作性等特征，是一个企业进行资源集成、
技术积累、技术再创造、成果产出的过程。技术创新流程是“技术支撑–资源投入–研究开发–成果产
出–价值实现”5 个阶段，它们组成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要素的概念模型。基于动态能力的企业技术创
新要素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必须的基本要素，各要素之间只有相互作用，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
创新动态能力。
从经营创新的角度来说，新建一种业态是出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所以机会识别能力非常关键，
商业企业这方面能力越强，则新业态建立就越容易实现。同时，新业态会带来新的经营只是，将促进商
业企业形成一些独有知识，这些专业知识能帮助企业构建新竞争优势。同时，企业只有不断增强组织变
革能力，才能对市场竞争迅速作出反应，进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整合重构能力是企业优化和组合其使
用或控制业态的能力，不仅可根据自身工作模式调整业态组合，还可以整合业态实现战略转型，从而对
企业竞争优势产生重大影响。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内容创新，通过对已有资源和经营操作习惯展
开再重构与新组合，企业可获取短期绩效并建立竞争优势。在企业经营活动创新中，机会识别能力作为
一种动态能力，将凭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积极识别和捕捉业务发展机会，为改善企业未来绩效做好准
备。整合重构能力则通过加强资源整合、协调和重构，改变商业业务运营能力，加速业态协同，促进商
业绩效有效提升。而创新开发能力通过灵活调整服务和组织结构，使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更新，
实现对顾客需求的满足。

5. 结论
动态能力是企业对运作能力进行管理的能力，即整合和更新运作能力以创造和持续竞争优势的高层
次能力。对于动态能力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动态能力分解为三个部分，即机会识别
利用能力、整合重构能力、创新开发能力，由此研究探讨了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优势的
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拥有越强的动态能力，企业就能够从外部环
境中识别并获取和利用更多、更丰富的创新知识、技术和发展机会，企业为了利用这些资源和机会就会
再次发挥动态能力对内部结构和经营管理进行创新整合和重构，最终导致企业利用机会的能力不断增强，
最终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动态能力对形成企业创新能力以及竞争优势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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