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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多样化的顾客需

求等因素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竞争模式的转变，动态竞争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逐渐成为理
论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动态竞争行为是动态竞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本文从行
动次序、行动级别和行动内容三个视角对动态竞争行为的维度划分方式和适用性进行了梳理
和评价，并分析总结了结构内容分析法、调查访谈分析法和二手数据计量法三种动态竞争行为
测量方法的优缺点，然后对动态竞争行为前因和后果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最后在剖
析现有研究局限的基础上，从测量方式的完善与优化、动态竞争行为决策动因的新探索、动态
竞争行为实施效果的新思考和动态竞争行为分析范式的新设想四个方面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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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信息技术的发展、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顾客需求的多样化等因
素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竞争模式的转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复杂
多变，采取的竞争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例如，我国电商巨头京东与阿里从“双十一”的价格促
销到分别与腾讯和苏宁达成战略联盟合作；小米、VIVO和OPPO等手机制造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的短兵相接；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企业之间的竞争模式已经逐渐演变为动态竞争（competitive
dynamics）。因此，动态竞争条件下的企业生存和发展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的重
要课题（徐鹏等，2016；Chen，2018）。
理论界关于动态竞争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战略管理领域
最重要、讨论最热烈的主题之一，迄今已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理论视角和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中活
跃的研究方向（谢洪明等，2003a；Chen，2016；陈明哲等，2018）。动态竞争的基本思想认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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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者某些企业采取的一系列竞争行动，会引起竞争对手的一系列响应行为，这些响应行为又
会影响先动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程度和进一步竞争行为的选择与实施（皮圣雷，2014）。与其他
战略分析理论和框架相比，动态竞争理论更加强调同一行业内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性，主要基
于竞争战略是动态的这一前提，对行业内企业的竞争行为之间表现出的互动关系与规律性进
行思考（陈志军等，2014；Menon和Yao，2017）。
自动态竞争理论诞生以来，学术界对竞争过程中企业所采取的动态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实施动因及结果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随着动态竞争领域研究文献
的不断积累，谢洪明等（2003b）、韩炜（2007）、皮圣雷（2014）、Chen和Miller（2015）、陈明哲和陈
天旭（2019）等学者陆续对动态竞争理论的产生、演进历程和研究框架进行了归纳和评述，为推
广动态竞争理论和推进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些文献并未就动态竞争行
为的维度划分、测量方式、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等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综述。动态竞争行为是
动态竞争理论的核心要素，近年来，随着企业实践中竞争行为的快速演化以及动态竞争理论研
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动态竞争行为的研究视角、层次和维度有了很大的拓展，系统地回顾和整
合动态竞争行为的研究文献十分必要。
鉴于此，本文以动态竞争理论为基础，从相对微观的分析视角对国内外动态竞争行为的研
究文献进行分析和评述。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从行动次序、行动级别和行动内容三个视
角梳理和评述了动态竞争行为的维度划分方式及其适用性，归纳总结了结构内容分析法、调查
访谈分析法和二手数据计量法三种动态竞争行为测量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并针对动态竞争行
为前因和后果的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归纳和评述。第二，在剖析现有研究局限的基础上，从测
量方式的完善与优化、动态竞争行为决策动因的新探索、动态竞争行为实施效果的新思考和动
态竞争行为分析范式的新设想四个方面展望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力争在进一步丰富动态竞争
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为实践中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和效果评价提供参考。
二、 动态竞争行为的维度划分与测量方式
（一）动态竞争行为的维度划分
动态竞争环境是指企业所处于的一个自身与竞争对手之间不断互动所组成的竞争态势和
氛围，是由一系列侵略性行动构成的序列，包含了攻击者、反击者、动态竞争行为、行业环境几
个要素（白贵玉等，2015；Chen和Miller，2015）。处在动态竞争中的企业并非简单地以产品差异
或者低成本在竞争中取胜，竞争优势是暂时的，主要来自竞争对手彼此发起攻击行为和实施响
应行为的竞争互动中（Nair和Selover，2012；陈明哲等，2018）。动态竞争行为作为动态竞争理论
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指企业在动态竞争框架下，为了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而发起的主动攻击或
者被动回应性质的所有竞争手段和动作，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特征，有并购、联盟、推出新产
品和价格行动等，包括从采购、产品开发和生产到营销和服务等多个价值链环节（Chen和
Miller，2012；皮圣雷，2014）。
关于动态竞争行为维度的划分经历了一个由粗放到细致的演进过程。本文基于对已有文
献的梳理，从“行动次序、行动级别和行动内容”三个视角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动态竞争行为的分
类进行梳理，并归纳三种划分视角的优缺点，具体的维度名称和内容如表1所示。
1. 行动次序视角。最初关于动态竞争分析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是从行动次序视角将动态竞
争行为划分成攻击行动和响应行动两类，行动次序是指行业内企业发起竞争行动的先后顺序，
攻击行动来源于率先实施竞争行动的企业，是指焦点企业为了提升或保持其竞争地位而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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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的一个具体而可观测的动作，响应行动则来自于行业内其他竞争企业，是指为反击焦点企
业的攻击行为所发起的竞争性行动（Grimm和Smith，1997；邓新明等，2017）。
表1

视角
行动次序
行动级别

行动内容

维度
攻击行动
响应行动
战略行动
战术行动
研发竞争行动
营销竞争行动
市场行动
非市场行动
成长性行动
联合性行动

动态竞争行为的维度划分

内涵
竞争互动中焦点企业率先发起进攻的竞争性动作
响应企业反击焦点企业所发起的响应性竞争行动
实施过程中需要重大资源保障的竞争性动作
实施过程中不需投入过多资源的竞争性动作
参与技术竞争而实施的强化研发投入行为
快速销售产品而实施的强化市场营销行为
包括推出新产品、促销等市场行为
包括公益行动、媒体行动等非市场行为
发布新产品或进入新市场等
合并、收购或其他建立合作关系形式

代表文献
Grimm和Smith（1997）；
邓新明等（2017）
卢安文等（2017）
白贵玉等（2015）
Shaffer等（2000）；邓新
明等（2017）
Yang和Meyer（2015）

从行动次序的角度划分动态竞争行为，较为清晰地刻画了竞争互动过程的对偶性，可以对
焦点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发生的“攻击—响应”行为的互动规律性进行分析，但是鉴于企业竞
争互动行为的复杂性，在企业数量较多的行业中或者外部环境动荡性较高的情境下，确定动态
竞争行为对偶关系的可操作性面临较大挑战。
2. 行动级别视角。随着动态竞争行为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在管理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学者
们逐渐重视竞争行动实施过程中的资源需求与投入情况，基于行动级别将动态竞争行为分为
战略行动和战术行动两类（卢安文等，2017）。其中，战略行动是指实施过程中需要重大资源保
障或者有特殊的资源需求的竞争行为，企业实施战略性竞争行动要付出较大的努力，比如并
购、合作联盟、固定资产重大投资或激进式创新等；战术行动在实施过程中则不需要投入过多
资源或者只需要一般资源，且由组织内中、低级别管理者即可完成，比如促销、宣传等。
从行动级别视角进行类别划分可以对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难度进行客观评价，目前很多
研究考察了资源和能力分布对企业选择不同级别竞争行为的影响，并由此总结出了焦点企业
和响应企业互动过程中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决策规律性（Chen和Tribbitt，2017）。但这种方法
未能充分重视动态竞争行为的内容本质，不利于探索内容要素差异化情境中动态竞争行为的
决策动因，而且以资源投入水平作为划分的依据，在不同规模和资产级别的企业中，战略行动
和战术行动界限的区分难以标准化。
3. 行动内容视角。近年来，部分学者进一步根据行动内容进行细分。例如，Yang和
Meyer（2015）将发布新产品或进入新市场等形式的动态竞争行为称为成长性行动，将合并、收
购或其他建立合作关系形式的动态竞争行为定义为联合性行动。白贵玉等（2015）基于竞争行
为的职能特征将动态竞争行为分为研发竞争和营销竞争两类，其中研发竞争是企业强化技术
开发，以获取技术或产品优势为目的而发起的竞争行为，营销竞争行为是指企业为了快速销售
企业产品或服务，通过促销或售后服务等营销创新手段攻击或反击竞争对手，以快速占领市场
份额。Shaffer等（2000）和邓新明等（2017）则将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分为市场竞争行动和非市场
竞争行动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推出新产品、促销和进入新市场等，后者主要包括支持教育与
慈善事业的公益行动、强调与政府和行业协会构建良好关系的公关行动和利用媒体造势的媒
体行动等。
与前两种划分方式相比，从行动内容视角进行分类的优势是可以基于对竞争行动内容和
方式特征的剖析，较为细致地考察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决策动因的差异化，而且能进行大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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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检验；缺陷是在分析过程中难以对竞争互动过程中的“对偶”关系进行准确描述。
（二）动态竞争行为的测量
在关于动态竞争行为的实证分析中，学者们根据研究需要采取了差异化的测量方式，本文
结合已有文献，从结构内容分析法、调查访谈分析法和二手数据计量法三种类型对动态竞争行
为的测量方式进行梳理，并对各种测量方法在以往研究中所解决的问题、适用性和优缺点进行
评价，如表2所示。
表2

方法

实施要点

动态竞争行为的测量方法

优/缺点

适用性
适用于行业内企业
优点：可以反映对偶关系
结构内容 依据二手文本信息
数不多，且企业间
缺点：测量结果受研究者主观
分析法 进行数据挖掘
竞争信息的披露较
影响，难以大样本实证
为充分
优点：可以跨行业相对充分地 适用于不考察竞争
设计调查问卷对动 描述竞争行为的特征
企业对偶关系的前
调查访谈
态竞争行为的特征 缺点：仍然无法摆脱主观限
提下，评价企业竞
分析法
进行调查
制，样本量有所改善但仍不全 争行为的数量和要
面，且难以进行面板检验
素的情形
通过挖掘公开的经 优点：大样本、可面板检验
适用于进行大样本
二手数据
营数据，设计相应 缺点：刻画准确度有待提高， 分析或者面板数据
计量法
指标进行测算
互动特征体现不足
检验的情形

代表文献
Chen和
Hambrick（1995）；
程聪等（2015）
Yang和
Meyer（2015）；
邓新明等（2017）
白贵玉等（2015）；
Markman等（2016）

1. 结构内容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基于二手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即通过对报纸、网络等媒
介公开披露的信息进行逐条判断，提取反映竞争行为的条目，并根据经营决策的发生时间和语
句内容判断竞争行为的因果性。陈明哲等人（Chen和Hambrick，1995；Chen等，2007）率先在关
于美国航空公司动态竞争行为的系列研究中使用了这种测量方法，以美国《航空日报》中披露
的航空公司的经营信息为初始文本资料，挖掘产业中的所有竞争性行动，比如：通过“反击、跟
随、一来一往、在……的压力下”等关键词来区分攻击行为和响应行为，以厂商公告实施某竞争
行动与执行该行动的时间差衡量竞争行动的执行速度，以报道竞争行动的行数反映竞争行动
的明显程度等，以此分析美国航空行业中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特征和行为规律性；谢洪明等人
（谢洪明等，2003；谢洪明，2005）也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通过《中国高新技术产
业导报》《人民日报》《信息时报》等报刊检索中国彩电企业竞争行动相关的资料，从中挖掘包
含“推出新产品、扩大生产、进入新产业、合作联盟、收购兼并、对外投资”等关键词的信息，并成
立3人研究小组，对这些行为的内涵、外延以及行为性质（进攻还是回应、战略还是战术）进行判
定，以此考察中国彩电行业竞争态势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互动特征；程聪等（2015）采用这种
方法对阿里与腾讯之间的“攻击—回应”竞争行为的因果逻辑进行了分析，具体步骤是通过网
络媒体、平面媒体、中国知网等多渠道搜集关于阿里和腾讯竞争行动的报道信息，然后对所收
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类分析，当资料中出现了“率先”“主动”“攻击”“封杀”“颠覆”或类似意思的关
键词或语句时，则界定为攻击行动；当出现“应对……威胁”“迫于…… 压力”“围剿”“抵御”或类
似意思的关键词或语句时，则界定为回应行动。邓新明等（2017）通过这种方法对中国家电企业
的市场进攻与非市场进攻行为进行识别，初始信息主要采集于中国电子信息网数据库、中国家
电网、《家电市场》、《电器》等行业重要网站和权威期刊，筛选出包含“推出新产品、重要促销、
联盟并购、进入新市场/行业、降价和扩大生产”等信息的行为定义为市场行动，包含“公益行动
（比如支持教育、环境与慈善事业等）、公关行动（指与政府、媒体、行业协会等积极构建良好关
系的行动，例如邀请官员来企业视察、邀请官员参加剪彩仪式等）、参与行动（指企业高管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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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比如政协、人大代表等参与政府决策活动）和媒体行动（指利用媒体给自己的产品造
势或打压对手）等信息的行为定义为非市场行动，然后通过简单地加总进攻行动数量的方式来
计算在某一给定的年份内企业全部的市场与非市场进攻行动，据此探索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
动因。
结构内容分析法不但能够基于对偶视角较为清晰地展现竞争行为的因果关系和互动规
律，还可以对动态竞争行为的本质特性进行全面描述，比如攻击范围、持续时间等。但是，竞争
行为识别与分析过程中的人工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评价者知识储备和主观倾向的影响，
而且对所选行业限制较大，比如因为人工判断行业内企业数量受到较大限制，而且行业内公开
信息的披露要求完善。所以，通过结构内容分析法对动态竞争行为进行测量难以进行大样本的
实证研究，也不适合进行跨行业的比较分析。
2. 调查访谈分析法。该方法基于所要分析的问题设计调查问卷或进行访谈，了解被调查企
业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状态与特征。相关文献包括：Yang和Meyer（2015）在研究企业采取动态
竞争行为实施速度的影响因素时，采取该方法对110家样本企业在“引入新产品、引入新服务、
市场扩张、建立联盟和并购行为”五个方面的表现进行调查，以此评价动态竞争行为的决策速
度；邓新明等（2017）利用李克特7级量表，采用“与同行业其他竞争者相比，贵企业在市场扩张
中发动更多/更快的竞争行动”等题项对动态竞争环境下企业实施竞争行动的进攻性进行评
价，以此分析其与高管团队社会网络的关联性。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调查访谈分析法作为结
构内容分析方法的补充，进行案例分析时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状态。
总体来看，经过现场访谈了解或者进一步设计调查问卷获取信息这种方法能够对企业动
态竞争行为的情况进行相对准确的反映，尤其是能够尽可能挖掘不同行业的竞争特征。其缺点
在于一定程度上仍然无法解决样本量的问题，而且调查结果的客观性有待提高，即调查问卷的
答题者或者访谈对象可能无法准确且实事求是地回答提问。
3. 二手数据计量法。鉴于结构内容分析和调查访谈分析在样本数量上难以突破限制，同
时，随着研究深入，对跨行业的比较分析和大样本实证检验的需求与呼声与日俱增。逐渐有学
者将注意力转移到通过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数据构建计算与评价体系，以分析动态竞争行为
的决策动因及效应。例如，Markman等（2016）以上市公司年报为基础，挖掘企业应对侵权现象
提出诉讼的时间，以此评价该企业在要素市场上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特征；白贵玉等（2015）基
于动态竞争行为内容将企业的动态竞争行为分为研发竞争和营销竞争两类，并分别以研发投
入和营销投入与当年经营成本的比值进行评价，分析不同类型的竞争行为对绩效影响的差异化。
通过二手数据对动态竞争行为进行计量评价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或专业数
据库对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速度与数量进行大批量计算和分析，可以跨行业、跨年度地进行大
样本实证检验，且二手数据的客观性极大程度上规避了人工判断的主观误差。其缺点在于数据
的获取受限于公司信息披露完备度的限制，对竞争行为测量的精确度与科学性有待探讨，且目
前这种测量方法的研究刚刚起步，评价体系相对粗糙，暂时尚未充分体现动态竞争中的“互动”
特征，是未来对动态竞争行为进行深入分析亟需攻克的研究方向。
三、 动态竞争行为的前因及影响机理
互动性是动态竞争的基本特征，不同性质的攻击行为会造成竞争对手回应行为的差异，企
业也会基于所处环境的特征有意识地选择和调整动态竞争行为，以尽量降低竞争对手的回击
和报复风险（Yu等，2009）。本研究从组织内部特征和组织外部环境两个层面，对学术界关于动
态竞争行为前因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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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内部因素
基于目前学术界对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决策动因的研究，组织内部因素可以归纳为组织结
构特征、组织资源状态和组织目标差异三个方面。
1. 基于组织结构特征探索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倾向。组织结构特征包括组织规模、组织结
构的复杂性等，文献的主要研究逻辑是：首先，组织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实施动态竞
争行为可能产生的边际效益和风险，企业会基于收益与风险的综合考虑决定实施动态竞争行
为的时机与方式。例如，Hughes-Morgan等（2018）的研究表明，更大的企业规模和年龄会促使
企业在动态竞争中实施更加积极的主动进攻行为；白贵玉等（2015）研究了组织规模差异化情
境下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选择倾向，认为随着规模的增加，组织在动态竞争中会更加倾向于选
择研发竞争行为、减少营销竞争行为；Haleblian等（2012）从动态竞争视角分析企业实施并购行
为的影响因素，提出小规模企业更倾向于率先发起并购行动。其次，组织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内
部知识流动形式和效果的差异化，会影响企业在竞争互动过程中的觉察能力，继而影响企业实
施动态竞争行为的积极性。例如，Chen和Miller（2015）的研究表明，组织结构复杂性会对企业
参与竞争互动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主要原因是分权式和扁平组织结构的企业比拥有更多
等级化和官僚结构的企业更可能拥有参与竞争所需的知识。
2. 基于组织资源状态考察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特征。资源是企业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基
础条件，不仅会影响企业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积极性，还对企业选择竞争行动的方式有重要影
响（Gianiodis等，2019）。目前，从组织资源视角考察动态竞争行为实施特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
如下两方面：一是人力资源与财务资源决定了企业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能力，企业在竞争互动
中会基于资源分布的不同做出差异化的动态竞争决策。比如Ferrier（2001）和Marcel等（2011）
的研究均表明，组织内高管团队资源的异质性和过去的业绩表现会影响企业与竞争对手互动
的竞争序列；Yang和Meyer（2015）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对动态竞争行为的驱动
因素进行研究，发现领导战略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成长性竞争行动，但是当企业处于财
务压力中时，会更倾向于实施联合性竞争行动；Dyer和Chu（2011）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物质资
源和人力资源会通过影响参与竞争互动的态度和目的继而影响动态竞争行为的选择；Yang和
Meyer（2015）认为，当企业财务资源短缺或面临财务压力时，更倾向于实施与其他企业的战略
联盟行动。二是市场占有率是企业现有竞争优势和未来成长潜力的综合反映，会影响企业参与
竞争互动的主动性。例如，Mizutani（2011）和王强等（2014）分别以日本和中国的航空行业作为
研究对象，得出了随着市场占有率的增加，企业发动攻击行为可能性越强的结论；田志龙等
（2007）以我国家电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验证了市场占有率较低的企业
会倾向于发动非市场的竞争行为攻击对手，以图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3. 基于组织目标差异分析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规律。组织目标是企业实施动态竞争行为
的动力来源，动机的不同决定了企业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意愿和途径存在差异化。例如，
McCann和Vroom（2013）认为，市场的经济吸引力会刺激企业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积极性，但
非财务目标的存在会弱化企业主动实施进攻行为占领新市场产生的动机；Yang和
Meyer（2015）的研究表明，在新兴经济体中，企业所制定的市场份额目标会显著地提高企业实
施进攻行为的积极性和速度。
可将这方面的研究归纳如图1所示，即组织内部因素对企业实施动态竞争行为影响的研究
主要是在经典的AMC（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y，察觉—动机—能力）框架下分析企业实
施动态竞争行为的前因变量，聚焦于组织结构、组织资源和组织目标差异化情境下，管理者基
于组织特征和主观感知决定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动态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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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Hughes-Morgan等，2018）
结构复杂性（Chen和Miller，
2015）……

组织结构

变量与代表文献

决策路径与体系的不同导致动态

研究焦点

竞争行为的差异化
行动次序
行动类型

高管异质性（Marcel等，2011）
财务资源等（Yang和Meyer，
2015）……

非财务目标（McCann和Vroom，
2013）
市场占有率（王强等，2014）……
图1

组织目标

变量与代表文献

行动资本与能力的不同导致动态
竞争行为的差异化

动态竞争行为

组织资源

变量与代表文献

行动速度
行动范围
行动复杂性
……

行动意愿与动力的不同导致动态
竞争行为的差异化

影响动态竞争行为选择与实施的组织内部因素及影响机理

（二）组织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指的是会影响组织的行为和决策，却又不受组织支配和调节的要素。目前学
术界对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两个方面，研究
框架与逻辑如图2所示。

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市场份额的
分布特征（Chenet等，2007；
Czarnitzki和Toole，2013）
图2

行业格局

变量与代表文献

外界提供的优越条件是否可以强

研究焦点

化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频率

行业竞争格局的动态演化是否会

动态竞争行为

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环境
的优越性（Derfus等，2008；
Berroneet等，2010）……

宏观环境

变量与代表文献

互动频率
行动可能性

提升企业参与竞争互动的可能性
……

影响动态竞争行为选择与实施的组织外部因素及影响机理

首先，宏观环境主要包括企业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主要聚焦
于对宏观环境的优越性是否会强化企业实施动态竞争行为动力的探讨与分析。例如，Derfus等
（2008）和Berrone等（2010）分别对企业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与其竞争行动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认为优越的宏观环境会增加企业实施响应行为的可能性；Lamberg等（2017）的研
究表明，制度规则对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选择与实施有重要影响。
其次，更多的研究关注于企业所处行业环境对其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影响，包括了行业内
竞争者、上下游企业的经营特征，以及市场份额的分布状态等，并且主要聚焦于考察市场竞争
格局的动态演化是否会提升企业参与竞争互动的倾向性与可能性。例如，Chen等（2007）认为，
企业是否主动实施进攻行为主要受竞争对手的规模和竞争行为攻击的范围等多个因素的独立
和交互作用的影响；Gimeno和Woo（1996）基于竞争对手之间的相对特征对企业实施动态竞争
行为的倾向和规律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两个竞争企业的市场重合度较高，会弱化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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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攻击行为频率，一旦有企业发生攻击行为，另外一方发起反击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很高；谢洪
明等（2003b）的研究成果支持了上述结论，认为同一行业内企业对与自己市场地位相似企业发
起的攻击行为更加敏感；Chen和Miller（2010）的研究表明，具有可靠的供应商会强化企业主动
实施竞争行为的可能性；Czarnitzki和Toole（2013）认为，当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回报率的不确
定性增加时，会弱化企业的研发竞争行为，且该逻辑关系会受到市场集中程度和公司规模的权
变影响。
四、 动态竞争行为的结果及作用逻辑
动态竞争条件下企业的先动优势和快速响应行为是企业获得利润的重要手段，竞争对手
在进攻和响应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将成为影响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目前关于动态竞
争行为效果评价指标的选取相对单一，基本都是围绕企业的经济绩效指标进行衡量，包括企业
销售额增长情况、股东的收益回报情况或者市场份额的变化等。梳理已有研究中的理论演绎过
程，归纳动态竞争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关联逻辑如图3所示，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作用逻辑

1. 进攻行为可以有效为企业塑造先发优势，快速占
领新市场，获取超额利益
2. 响应行为可以削弱对手的竞争行动利益，避免自
身市场份额受损，并可以与竞争对手共享新市场
3. 竞争行动的数目与比率、中心性与攻击强度、行
动级别和复杂性等特征影响价值创造

动态竞争行为
代表文献

组织绩效
邓新明等（2017）；Chen和Miller（2012）；
Hughes-Morgan等（2018）；邓新明等（2015）
图3

动态竞争行为的效果及作用逻辑

首先，主动性的进攻行为可以有效塑造企业的先发优势，快速占领新市场份额，在竞争对
手做出响应之前获取超额利益，为组织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例如，谢洪明等（2003b）和HughesMorgan等（2018）的研究均表明，动态竞争背景下企业主动发起竞争行为是企业获取竞争优
势、提升经营绩效的重要途径；邓新明等（2017）从市场扩张、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推出、降价以及
联盟与并购四个方面界定竞争互动过程中企业的行动进攻性，验证了行动进攻性对企业绩效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次，竞争互动过程中快速实施响应行为能够有效削弱竞争对手主动性进攻行为的利益，
增加其行动成本的同时避免自身市场份额受损，甚至可以与竞争对手共享新市场，对企业发展
有积极意义。例如，Chen和Miller（2012）认为对于先动企业来讲，攻击行为所能创造的绩效会
受到被攻击企业是否采取反击行为的影响；张庆垒等（2014）的研究表明行业竞争互动可以促
使企业不断地去模仿和学习，借以弥补自身技术多元化的缺陷，提高企业绩效。
最后，动态竞争行为价值创造的效果会因行动的数目与比率、中心性与攻击强度、行动级
别和复杂性等特征要素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即竞争行动的力度越强、行动的级别越高越容易
创造更大价值。例如，Pfeffer（2010）认为具有战略特质的动态竞争行为会提升企业声誉，继而
为企业创造财务资源；Alarcón和Sánchez（2013）的研究继续深化了以上结论，提出研发决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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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战略特质的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邓新明等（2015）基于市场与非市场的综
合视角考察动态竞争行为与绩效的关联性，认为动态竞争行为的数量越多，越能为企业带来良
好的绩效表现，且动态竞争行为的复杂性、异常性、明显性对行为数量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
显著差异化。
五、 结论、启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作为动态竞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动态竞争行为的深入研究对于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意
义重大。本文对动态竞争行为的维度与测量、影响因素与实施效果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进行
了梳理，总结出动态竞争行为目前的研究框架（如图4所示）。本研究发现，动态竞争行为的研究
现状和发展趋势呈现如下特征：首先，实证研究中对动态竞争行为的测量主要包括结构内容分
析法、调查访谈分析法和二手数据计量法三种方式，但仍存在难以进行大样本检验、客观性和
准确性有待提升、难以对不同行业竞争互动规律的差异化进行比较分析等局限。因此，基于竞
争互动关系的本质对动态竞争行为的测量体系进行完善仍是未来应当努力的方向。其次，学术
界对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诸多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推
进，对影响因素的探索愈加细化和深入，但多数研究仍是基于企业运营特征的某一方面探索其
与动态竞争行为的关联性，所进行的分析不够系统和全面，尤其是缺乏对不同层次情境的影响
因素交互效应的探索。再次，关于动态竞争行为结果变量的关注点相对单一，主要聚焦于对经
济效益影响的分析，缺少关于动态竞争行为实施效果的综合评价，而且，在对动态竞争行为价
值创造分析过程中缺乏对作用路径的中介变量和多种动态竞争行为协同效应的考察。最后，随
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动态竞争理论的分析范式逐渐由“对抗”向“竞合”发展，
但目前关于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实施与回应机制的实证研究仍主要聚焦在对抗竞争领域，尚未
随着动态竞争分析视角和理论的发展进行相应创新与完善。

组织资源：高管异质
性、财务资源

组织内部因素

组织结构：组织规模、
组织结构复杂性

进攻行为可以有
效为企业塑造先
发优势，快速占
领新市场份额，
获取超额利益

维度划分
行动次序视角
行动级别视角
行动内容视角

组织目标：非财务目
标，市场占有率
动态竞争行为

行业格局：竞争对手、
供应商和市场份额的
分布特征

组织外部因素

宏观环境：政治、经
济、社会和技术等环
境的优越性

组织绩效
响应行为可以削
弱对手的竞争行
动利益，避免自
身市场份额受损，
并可以与竞争对
手共享新市场

测量方式
结构内容分析法
调查访谈分析法
二手数据计量法

影响因素

内涵、维度与测量
图4

结果

动态竞争行为现有研究的整合框架

（二）管理启示
随着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动荡性不断增加，以往基于宏观环境和行业结构制定企业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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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战略规划，以图创造长期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不断降低。动态竞争理论认为竞争优
势是暂时的，并从互动视角为企业通过创造短期竞争优势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参考，也
是企业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环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企业之间的竞争互动过程往往会存在过度攻击或者回应不足的情况，由此导致资源
浪费或市场份额的缩减。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发现不同资源分布以及互动方式和
时机的选择均会影响企业创造短期竞争优势的效果，并厘清了动态竞争行为决策逻辑的复杂
性和不同竞争行为的适用条件，相关规律可以作为企业根据行业互动状态实施适度（实施攻击
或回应行为涉及的范围）、适量（实施攻击或回应行为的数量）和适时（实施攻击或回应行为的
时机）动态竞争行为的参考，对提升子公司动态竞争行为决策的科学性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动态竞争观优化了企业应对行业竞争的思维和模式。与传统的从对抗视角分析同行
业的企业间关系不同，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动态竞争认为企业间的竞争方式和本质是
不断发生变化的，主张在互动竞争中由对抗竞争向关系竞争和互利共赢转变，这与我国强调
“协调、开放和共享”的新型发展理念相符。所以，基于动态竞争思想选择与实施竞争行动对于
促进企业间关系向良性竞争转变、继而推动整个行业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三）研究展望
虽然学者们基于动态竞争理论对动态竞争行为做了一系列研究，近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成
果也不断发表，但在研究体系上和内容上仍存在空间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探索，未来研究可以通
过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测量方式的完善和优化
首先，以结构内容分析法为基础，结合大数据分析和互联网技术提升企业间经营与竞争信
息的搜索和挖掘能力，突破结构内容分析法难以实现大样本分析的障碍，比如运用网络爬虫技
术快速定向抓取网络资源，提供动态竞争行为的初始信息和数据，使动态竞争行为的测量实现
“以相对客观的二手数据刻画竞争互动规律的同时可以进行大样本验证”。
其次，聚焦中国情境，开发本土化的测量指标。与美国航空业竞争信息比较透明不同（Chen
和Hambrick，1995），我国很多行业的竞争信息披露不充分，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隐蔽性较高。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营信息，建立一套操作性较强的动态竞争行为测量体系对推动中国情境
下动态竞争行为的研究意义重大。为此，本文建议开展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的研究，利用资本
市场对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政策规定，从公司年报、公告和其他专业数据库（如国泰安、
万德等）挖掘企业竞争互动信息。
2. 动态竞争行为决策动因的新探索
首先，继续挖掘动态竞争行为的前因变量，比如从公司治理视角出发，分析股权结构、董事
会结构、经理层激励契约体系以及公司治理制度对实施动态竞争行为的影响机理。同时，还可
以考察不同层次因素对动态竞争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交互作用，进一步丰富动态竞争行为前因
变量的研究框架。
其次，基于组态视角，利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技术对动态竞争行为的决策动因组合进
行系统化探索。组态视角研究的是各元素组合起来对结果产生的影响，相较于传统实证研究对
解释变量存在独立作用的论述和检验，组态视角的研究能够保留更多信息，更加符合事实，得
出的结论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动态竞争行为的发生机理，理论和实践价值更强。
最后，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决策动因与实施规律的差异化。虽然近年
来学术界从全球化视角出发使用西方管理理论分析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不断增多，但不容忽
视的是，仍有不少研究发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的决策逻辑具有一定
特殊性。动态竞争理论作为除了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理论体系之外指导中国企业创造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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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可能的来源之一，动态竞争行为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受到组织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因
此，未来非常有必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分析企业的动态竞争行为，一是验证起源于西方研
究体系的动态竞争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二是考察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企业参与
行业内竞争互动的规律性，比如分析当企业家分别处于主张“中庸思想”的儒家文化和“无为而
治”的道家文化体系中时，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选择与实施倾向是否存在差异。
3. 动态竞争行为实施效果的新思考
首先，构建多维度的动态竞争行为实施结果的评价体系。因为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动态
竞争行为（比如慈善捐赠、环保治理等）不但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还有可能会为企业带来
良好的外部评价，所以，建议未来对动态竞争行为结果的分析应纳入非财务指标，比如投资者
认可度、企业声誉和顾客满意度等。
其次，基于非线性视角考察动态竞争行为的实施效果。网络理论认为，组织在网络中的嵌
入性在阈值点以下才能产生正面的回报，一旦超过该点，嵌入性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后果。动态
竞争行为的数量和波及范围可以理解为企业在行业竞争网络中的嵌入程度，过于积极的动态
竞争行为可能因为资源投入过度和边际效用递减等为企业带来损失。未来可从非线性视角考
察动态竞争行为的适度性，以及动态竞争行为的价值创造是“多多益善”还是“过犹不及”。
最后，进一步考察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对结果变量影响的中介机制和协同效应，即分析企业
动态竞争行为对组织发展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并检验不同类型动态竞争行为价值创造过程
中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以为管理实践中动态竞争行为的选择与实施提供借鉴。
4. 动态竞争行为分析范式的新设想
Chen和Miller（2015）从“竞争（rivalrous）、竞合（competitive-cooperative）、关系（relational）”
等角度概括了动态竞争的三种典型观点，其不同之处在于对互动模式、参与者的参与性质、目
标和实施工具所做出的差异化描述。与其他观点相比，“rivalrous”更加强调同行业竞争者之间
发生的“攻击与回应”的敌对互动关系，主要目的是通过获取短期竞争优势为企业的发展做贡
献，也是目前对企业动态竞争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的主要分析范式。但是，随着企业所面临竞争
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管理实践中企业间的竞争关系更多表现为“competitivecooperative”，即动态的“竞合”模式。“竞合”分析范式认为，竞争互动过程中的参与者不仅是存
在敌对关系的竞争对手，还是具有联盟性质的合作伙伴，竞争与合作两类行为如同太极八卦中
的阴阳两极，共同创造企业的中长期竞争优势。与敌对竞争的分析范式相比，“竞合”分析范式
下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选择与实施规律性均会发生改变，比如互动行为会越来越具有战略色
彩，短期的战术性对抗行为（如价格竞争等）可能逐渐被摈弃，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或者其他具
有合作共赢性质、有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行为会越来越受企业的重视。
总之，虽然学术界对于“动态竞争”的理解已逐渐由“非此即彼”转向“互相依赖生存”，但围
绕“动态竞争行为”进行的多数实证研究仍然是从对抗视角出发，鉴于“竞合”分析范式对动态
竞争行为实施过程中“相生相克”“共生共享”“同群效应”等现象的描述更加充分，也更加符合
企业未来的竞争互动方式，该分析范式下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决策动因、表现形式与实施效果
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和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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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Xu Peng1, Bai Guiyu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2.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02, China）

Summary: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celerated product life cycle and diversified customer needs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competition mod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under
dynamic competition condition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to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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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industrial circles.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dynamic
competitive theo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review and prospect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nterprise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from the aspects of dimension division and measurement, function logic
of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ce variables, and future research proposals.
Firstly, this paper combs and evaluates the dimensiona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action order, action level and action content.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di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 order can clearly depict the duality of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process. Di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 level can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y of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The advantage of di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 content is that we can exam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cision-making motiv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in detail.
Second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measurement methods: structural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survey interview
analysis method and second-hand data measurement method. Structural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can
reflect the duality of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process, but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are vulnerable to the
subjective influence of researchers; survey interview analysis method can be cross-industry and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ve behavior relatively adequately, but the sample size is limited. Secondhand data measurement method can analyze large samples and panel data, but the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Thirdly,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omment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ce of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The internal influenced factors of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mainly inclu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status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s. The external influenced factors of
organization mainly include macro-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 The consequences of
dynamic competition are basically measured around the enterprise’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 sales, shareholders’ returns and so on.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prospec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rom four aspects: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measurement methods,
new exploration of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motivation, new think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and new assumption of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analysis paradigm.

Key words: 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 competition and interaction; offensive behavior;
response behavior
（责任编辑：宋澄宇）

1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2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