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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冗余一直是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30年

中，有关资源冗余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在对资源冗余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本
研究剖析了资源冗余的内涵、分类结构与测量方法，围绕外部环境、风险倾向、组织以往绩
效、组织规模与年龄等探究了资源冗余的影响因素，重点阐释了资源冗余与企业经济绩效之
间的机制，包括技术创新、社会责任以及多元化战略的中介作用，行业动态性、风险资本等
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为组织资源冗余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丰富了资源基础理论，也为组织
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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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了降低不确定性风险、确保战略决策的及时性等，资源冗余成为现实企业管理中
的一个普遍现象；然而，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部分企业大幅度甚至过度缩减冗余资
源。因此，冗余资源是否对企业有必要存在大量的争议。以往关于资源冗余对企业绩效
作用的研究也未得出一致的结论，Singh（1986）认为资源冗余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
响，Davis和Scout（1992）、Greenley和Oktemgil（1998）等得出负向影响的结论，而后
续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例如，正U形（Bromiley，1991）、倒U形
（Nohria和Gulati，1996；Tan和Peng，2003）、转置的S形（蒋春燕和赵曙明，
2004）以及受情境因素的影响（Bradley等，2011；Vanacker等，2013）等。此外，资源
冗余的具体构成，如何测量资源冗余，以及究竟哪些因素会导致组织资源冗余的差异
性，也缺乏统一的结论。因此，开展组织资源冗余的研究，挖掘资源冗余的成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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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冗余作用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而言，通过梳理资源冗余的相关研究成果，整合形成清晰的研究框
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同时，丰富了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在资源冗
余研究领域的运用。从实践意义而言，在对资源冗余的构成进行区分的基础上，研究影
响资源冗余的因素，例如，从外部环境、组织的风险倾向等方面深入剖析资源冗余对组
织绩效的作用机理，有利于组织合理的配置各类资源，实现竞争优势的提升。本研究基
于对文献的系统梳理，从资源冗余的概念界定出发，采用组织理论和代理理论对其内涵
进行了阐释；厘清了资源冗余的类型，以及各种资源冗余的测量方法，在此基础上探究
了影响资源冗余的各类因素，重点剖析了资源冗余对企业绩效、技术创新、多元化战略
的作用结果；最后得出了研究结论，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四个方向。本研究可能具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创新点：系统的梳理了资源冗余的内涵、分类与测量方式，有利于清晰地认
识资源冗余的构成及其测量方法；挖掘了资源冗余的前因和资源冗余作用于企业行为、
能力及绩效的作用机制，为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二、组织资源冗余的概念辨析与结构分类

（一）组织资源冗余的概念辨析
资源是被半永久地捆绑在公司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它由公司控制，并用于使公司能
够制定和实施提高效率与效益的战略（Wernerfelt，1984）。资源冗余又称冗余资源，
在字面上指的是企业中过剩的、暂时闲置的资源，例如，Bromiley（1991）将其界定为
“在既定的规划周期内，组织存储的可用的过剩资源”。从资源冗余对企业的作用出
发，国内外学者对资源冗余的内涵界定可以分为两个方面（Richtnér等，2014）。
一方面，组织理论认为资源冗余具有积极的作用，当企业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它
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为企业战略的制定提供灵活性。例如，Greenley和Oktemgil
（1998）、Gentry等（2016）认为资源冗余是指那些还没有被充分部署的资源，但它使
得公司能够适应环境变化，为公司制定战略选择以寻求机会提供了灵活性的手段；
Levinthal和March（1993）指出它是一种知识库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最终面对
不确定和动态环境时是可用的；George（2005）将其界定为“潜在的可利用资源，为实
现组织的目标，可被转移或重新部署”。
另一方面，代理理论认为资源冗余对企业具有消极作用，代理理论从委托—代理关
系出发，提出组织是由委托人和代理人通过契约所构成的综合体，而冗余资源的存在仅
仅对作为管理者的代理人有利，对于整个企业而言冗余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低效。其
中，Nohria和Gulati（1996）、Zona（2012）等认为冗余资源是超出生产既定水平的产
量所需最低投入的那部分资源存积 ， 例 如 ， 额 外 的 人 员 、 闲 置 资 本 等 ； Ch e n g 和
Kesner（1997）提出冗余资源是闲置在企业中增加成本、降低运营效率的资源，组织有
必要减少或消除一定的冗余。将主要学者对资源冗余的界定进行了整理，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资源冗余做出了界定，既
有正面的界定，也有负面的界定，但它们主要围绕“过剩、闲置”的作用展开。组织理
论侧重资源冗余中“过剩、闲置”的未来作用，认为资源冗余对企业应对环境变化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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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类

资源冗余的内涵

别

界 定
那些还没有被充分部署的资源，但它使得公司能够
适应环境变化，为公司制定战略选择以寻求机会提
供了灵活性的手段
组织理论观点 一种知识库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最终面对
不确定和动态环境时是可用的
潜在的可利用资源，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可被转移
或重新部署
超出生产既定水平的产量所需最低投入的那部分资
源存积
代理理论观点
闲置在企业中增加成本、降低运营效率的资源，组
织有必要减少或消除一定的冗余
其他观点
在既定的规划周期内，组织存储的可用的过剩资源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作

者

Greenley和Oktemgil（1998），
Gentry等（2016）
Levinthal和March（1993）
George（2005）
Nohria和Gulati（1996），
Zona（2012）
Cheng和Kesner（1997）
Bromiley（1991）

有利；而代理理论的关注点在于“过剩、闲置”的当前作用，认为其会增加企业目前的
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等。因此，结合上述文献，本研究将资源冗余界定为：满足企
业正常经营业务需求后暂时闲置的，但未来可能被利用的资源存积。
（二）组织资源冗余的结构分类
冗余的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企业之中，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其分类，主要包括
资源是否被用于实现战略目标、资源的易恢复程度、资源流动性和使用灵活性等。
首先，多余资源与战略目标。根据多余资源是否被用于实现战略目标，Cyert和
March（1963）将资源冗余划分为未被吸收的冗余与已被吸收的冗余两个类别。未被吸
收冗余指的是未被利用的流动资源，例如，手头现金、可利用的融资或应急团队被暂时
或故意闲置，但可以迅速转移到用于提高产量或满足其他一些目标；吸收冗余是被利用
的资源发挥一种有意的作用，但产生多余的组织费用，例如，闲置产能或过剩人员
（Thomson和Millar，2001）。
其次，资源的易恢复程度。另外一个分类是基于“易恢复程度”将资源冗余分为未
被吸收的冗余、已吸收的冗余和潜在的冗余（Bourgeois，1981；Singh，1986）。未被
吸收的冗余大部分是流动的，并可用于替代方案；已吸收的冗余已经被利用，但经有效
调配后可被最终利用；潜在的冗余与企业用于将来吸引更多的财务资源的能力相关
（Esposito De Falco和Renzi，2015）。
最后，冗余资源还存在其他的分类方式，例如，基于流动性和使用灵活性两个维度
水平的高低，Sharfman等（1998）将冗余资源分为非沉淀性和沉淀性冗余资源两类（李
晓翔和刘春林，2011）；按照资源的性质，Mousa和Reed（2013）将资源冗余划分为财
务冗余、创新冗余和管理冗余。
三、组织资源冗余的测量

（一）财务指标测量
参照不同的分类方法，资源冗余的测量也不尽相同，已有研究中大多利用财务指标
来测量各类资源冗余。Bourgeois（1981）综合早期研究中的测量方式，将资源冗余分为
三类对其进行测量，此类方法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并被广泛采用。流动比率（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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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流动负债）用于测量可用的资源冗余，它表明企业的流动资源满足当前债务的能
力；股权资产负债率，表明企业的闲置借贷能力，用于测量潜在的资源冗余；管理费用
占销售额的比例，用于测量可恢复的资源冗余（Cheng和Kesner，1997）。
其他类似的研究也同样采用财务指标来衡量资源冗余，例如，财务冗余可采用公司
的年度流动比率衡量−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Malen，2015）；不同的财务指标也
被用于测量可用的、可恢复的、潜在的资源冗余。其中，财务冗余采用现金存量测量、
可恢复的冗余采用应收账款和库存测量、潜在冗余采用资产负债率的对数测量
（Bradley等，2011）。Singh（1986）直接使用现金及现金证券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来表
示企业的未被吸收冗余，成本费用率及运营资本占销售收入的比率表示已吸收的冗余。
蒋春燕和赵曙明（2004）用流动率（当前资产/当前负债）、资产负债率（所有者权益/
总负债）、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对销售收入的比率来整体表示企业的资源冗余。
此外，Geoffrey Love和Nohria（2005）将资源冗余分为绝对冗余和相对冗余，并指
出绝对冗余资源是嵌入于组织内部的可量化的，能够用财务指标来直接测量，而相对冗
余资源则是难以识别的，测量时需要对其进行适度处理。
（二）问卷与非财务指标测量
多题项问卷、员工数量等也被广泛用于测量企业的资源冗余，尤其在问卷测量方
面，Troilo等（2014）、Moreno等（2009）、Nohria和Gulati（1996）等展开了大量的研
究。Troilo等（2014）基于Atuahene-Gima（2005）的研究，采用3项条款测量企业的资
源冗余：有未使用的资源以在短时间内为战略举措提供支持；有大量可用的资源以在短
期内为举措提供支持；在短时间内获取资源以支持新的战略举措，没有任何问题。该量
表的信度值为0.82，各个测量条款的因子载荷值也都大于0.75（5点量表）。Moreno等
（2009）采用Nohria和Gulati（1996）中的2项条款测量资源冗余，以管理者主观判断打
分的形式来测量企业冗余（1表示该产出不受影响，7表示产出会下降20%或更多）：假
设企业的发展情况突变，你的部门所有人的10%的时间都必须花在与部门的任务和职责
完全无关的事务上，你的产出在明年会受到影响的程度；假设由于类似的发展，你部门
的年度经营预算减少了10%，你明年工作受到影响的程度。
其次，非财务指标测量。除了问卷测量，客观的非财务指标测量也被用于测量资源
冗余。例如，Lecuona和Reitzig（2014）在研究资源冗余时采用普通员工数量衡量低嵌
入性冗员、专家数量衡量高嵌入性冗员；Hendricks等（2009）采用库存天数衡量操作性
冗余；Mousa和Reed（2013）对创新与管理冗余采用研发投入/公司资产-行业平均研发
投入/行业平均资产、专利数量/公司资产-行业平均的专利数量/行业平均资产、高管数量/
公司资产-行业平均高管数量/行业平均资产等指标测量。
将资源冗余的财务指标、问卷及其他测量方法进行归纳，见表2。
四、组织资源冗余的影响因素

首先，行业外部环境。按照组织理论的观点，企业储备大量的资源是有必要的，当
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资源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起到缓冲的作用。Sharfman
等（1988）识别出了外部环境中影响企业资源冗余的因素：外部环境变化越快、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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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越需要更多的资源冗余；市场越易于盈利，企业越会降低资源冗余；行业类别对资
源冗余也具有影响，与制造行业的企业相比，服务行业的企业通常需要更多的资源冗
余；就行业生命周期而言，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通常保持更低的资源冗余。
表2

资源冗余的测量

测量方法

测量指标
作 者
流动比率、股权资产负债率、管理费用占销售额 Bourgeois（1981），Cheng和
的比例
Kesner（ 1997），Malen（2015）
财务指标
现金存量测量、应收账款和库存测量、资产负债
Bradley等（2011）
率的对数测量
3项条款（5点量表），信度值为0.82
Troilo等（2014）
2项条款，以管理者主观判断打分的形式来测量
问卷测量
（1表示该产出不受影响，7表示产出会下降
Moreno等（2009）
20%或更多）
普通员工数量、专家数量
Lecuona和Reitzig（2014）
库存天数
Hendricks等（2009）
其他指标
研发投入/公司资产-行业平均研发投入/行业平均
资产、专利数量/公司资产-行业平均专利数量/
Mousa和Reed（2013）
行业平均资产等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其次，组织规模与年龄。规模始终被认为是战略和组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变量，
这意味着更大的组织具有更丰富的资源。这些潜在的和现有的资源可以用来实现组织的
目标，并通过转移或重新分配以确保理想的组织绩效（Ho和Peng，2016）。随着企业
年龄的增加，企业逐渐认识到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更倾向于将资
源冗余以低流动性冗余的形式储存，其沉淀冗余数量可能较多；而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
则可能倾向于维持较多的高流动性冗余，其非沉淀冗余数量可能较多（李晓翔和刘春
林，2010）。
再者，组织前期绩效。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理论，资源冗余会随着企业的
绩效增加，从而防止期望水平的过度上升；但逆境中，资源冗余下降，期望水平维持不
变。因此，资源冗余用来稳定期望水平和吸收环境的波动（Singh，1986）。Singh
（1986）进一步发现良好的前期绩效与已吸收、未吸收的资源冗余相关，已吸收的资源
冗余在组织绩效对风险承担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即良好的前期绩效会导致已吸收的
资源冗余增加，这又会导致更大的冒险行为。
第四，组织风险倾向。风险倾向描述的组织采取或规避风险的倾向（廖中举，2015），
企业决策活动具有不确定性，资源冗余作为企业的一项决策活动受其风险倾向的影响，
企业风险倾向程度的不同也会造成对资源冗余持有的不同。风险规避型企业更倾向于存
储较多的资源冗余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而风险偏好型企业则更可能减少资
源冗余并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由于各种类别的冗余资源的作用存在差异，也导致
风险倾向的影响作用。例如，相比起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低流动性冗余资源能够更直接
和更有效地缓冲环境变化，保护企业的核心活动免受影响，风险倾向高的企业常常维持
较多的低流动性冗余资源（李晓翔和刘春林，2010）。
最后，部分研究发现企业的决策类型、长期导向、管理者的特征等也对资源冗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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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作用。例如，方润生等（2009）研究证实，非程序化决策对物质资源冗余和人力
资源冗余具有正向影响，程序化决策与关系资源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reton-Miller和
Miller（2015）提出长期导向的家族企业在构建与使用冗余资源方面要优于其他企业。
五、组织资源冗余的绩效作用机制

（一）资源冗余对组织经济绩效的直接作用
现有文献中关于资源冗余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十分丰富，早期的研究认为资源冗余与
企业绩效呈线性相关，但研究结果却有正有负，存在较大争论。也有学者提出受时间序
列、企业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冗余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
即正U形、倒U形、转置的S形关系等。
首先，资源冗余对组织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组织行为学家认为，资源冗余将
增加实验、创新和冒险，并允许企业尝试新的项目，例如，产品进入市场，虽然这样的
项目可能会有风险，但对企业的绩效至关重要。此外，资源冗余保护公司免于动荡的环
境（O’Brien，2003；George，2005；Sapienza等，2006；Vanacker等，2013），因此，
资源冗余对企业的经济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例如，Miller和Leiblein（1996）研究发
现可恢复冗余与资产回报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李文君和刘春林（2012）研究表明非沉淀
性冗余、沉淀性冗余正向影响企业的资产净利率。
其次，资源冗余对组织经济绩效的负向影响作用。一些学者认为，资源冗余造成了
低效和浪费，不利于企业的经济绩效，它减少了对有效项目的投资，尤其是减少了创业
的独创性；资源冗余容易导致管理者利用冗余资源来进行过度的分散投资和多元化，也
可能使企业家过度自满和过于乐观，安于现状，从而削弱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因而
资源冗余可能降低企业的经济绩效。Davis和Scout（1992）、Greenley和Oktemgil（1998）
等研究也表明资源冗余对企业的经济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最后，资源冗余对组织经济绩效的非线性影响作用。部分学者综合行为理论、资源
限制理论的观点，提出资源冗余与企业的经济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例如，李晓翔
和刘春林（2011）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在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中，资源冗余
和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均存在正U形关系，而在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中，资源冗余和企业
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蒋春燕和赵曙明（2004）选用中国278家上市公司从
1994年至200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综合了先前研究中关于资源冗余和绩效关系的结论，
结果证实资源冗余和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均存在转置S形的关系。
（二）资源冗余与组织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在研究资源冗余与组织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Troilo等（2014）、Voss等（2008）、
Kang等（2016）学者选取技术创新、社会责任行为、多元化战略等中介变量，尝试着以
“资源—行为—绩效”与“资源—能力—绩效”的逻辑打开两者之间的黑箱。
首先，技术创新。资源冗余为企业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以抓住用于产生突破性创新
的市场和技术机会，这些企业有更大能力去获得和开发需要降低与激进型创新相关高风
险的知识，并有助于确保持续投资和支持激进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因此，资源冗余对
激进型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Troilo等，2014；Hugh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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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为检验企业的创新行为是否是资源驱动，Malen（2015）采用2000年至2014年
间的2 231家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冗余与高水
平创新活动有关，而当企业同时具有更广泛的未被吸收财务冗余时，两者之间的关系更
强。针对利用型和探索型创新，Voss等（2008）研究发现，已吸收的、一般性的资源与
利用型创新正相关，与探索型创新负相关；然而，未吸收的资源，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稀
缺的，均会导致高水平的探索型创新、低水平的利用型创新，但只有当感知环境威胁高
的时候才成立。
其次，社会责任行为。资源冗余为短期绩效的需求提供了缓冲，使管理人员能够采
取长期的观点，并尝试新的战略；由于环境投资往往被视为显著的支出，是长期的回
报，因此，具有冗余资源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这样的投资，Leonidou等（2013）也证实资
源冗余对企业的绿色产品、绿色定价、绿色分销等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活动具有促
进作用。然而，Kang等（2016）却发现资源冗余实际上在几年后可能会导致企业社会责
任行为的下降，事后采访了11位高层管理者给出的原因是：当公司的业绩突然增加，即
资源冗余增加时，他们一般不会增加与业务非相关的投资，例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
为以努力避免危及其丰厚的年薪。
最后，多元化战略。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对企业资源的数量、类别等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当企业具有过剩的资源时，为了更好地配置资源，企业往往实施多元化战略，可用
冗余、可恢复冗余与潜在冗余越多，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刘冰等，2011）。资源冗
余也会影响企业的战略转型，贾晓霞和张瑞（2013）发现专用性冗余资源对企业的战略
转型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一般性冗余资源与企业战略转型之间存在正U形关系，而且这
两类资源对进行战略转型的影响受市场导向和企业家导向的差异性的调节。
（三）资源冗余与组织经济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
针对资源冗余与组织经济绩效之间的不确定关系，Bradley等（2011）、Vanacker等
（2013）等考虑了情境因素的影响，环境敌对性、风险资本投资者等在资源冗余对企业
经济绩效影响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资源冗余对组织经济绩效的影响受外部环境所调
节，虽然财务冗余确实提供了缓冲能力（在敌对和动态环境中），以及用于实验的灵活
性（在宽松和动态的环境中），但就新成立的企业而言，财务冗余和绩效之间的正相关
关系在敌对的环境中要更强（Bradley等，2011）。此外，风险资本的调节作用也被证
实，风险资本投资者正向调节财务资源冗余、人力资源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而
天使投资人仅仅正向调节人力资源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Vanacker等，2013）。
资源冗余还被其他研究当作重要的调节变量，并得到了证实。例如，Moreno等
（2009）基于202位质量管理者的数据发现资源冗余调节组织学习对质量管理的正向作
用；Su等（2011）基于中国企业的调查，结果发现创业战略制定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但为实现创业战略制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既需要灵活的人力资源，又
需要未吸收的资源冗余，而不是其中之一，即灵活的人力资源和未吸收的资源冗余两者
同时在创业战略制定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可以清
晰地形成组织资源冗余的研究框架，包括资源冗余的成因及其作用结果机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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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1

组织资源冗余研究整体模型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先前学者围绕资源冗余的内涵界定、维度构成与测量方法、资源冗余的前因与结果
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对深入了解资源冗余的特点，以及更好的利用冗余、优化资源
配置提供了依据。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资源冗余的构成与测量研究日益成熟。依照多余的资源是否被用于实现战略
目标（Cyert和March，1963）、资源的易恢复程度（Bourgeois，1981；Singh，
1986）、资源的流动性和灵活性（Sharfman等，1998）等，资源冗余被划分为了多个类
别。在测量方面，Malen（2015）、Bradley等（2011）、Geoffrey Love和Nohria
（2005）等采用现金存量、流动率、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对资源冗余进行测量；除了
财务指标，Troilo等（2014）、Moreno等（2009）、Nohria和Gulati（1996）等采用多题
项问卷、员工数量等测量企业的资源冗余。
其次，外部环境、风险倾向、以往绩效等因素对组织资源冗余具有影响作用。现有
研究主要从企业层面考查资源冗余的前置因素，包括企业的年龄、规模、以往绩效
（Ho和Peng，2016；Singh，1986）等，少数研究也涉及外部环境（Sharfman等，1988）、
风险倾向（李晓翔和刘春林，2010）等因素的影响，这也为未来研究在剖析资源冗余的
相关问题时，将企业的规模、年龄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提供了实证依据。
最后，资源冗余与企业行为、绩效等因素之间具有不确定性关系。资源冗余的作用
结果是先前研究关注的重点，大量学者研究了资源冗余对企业技术创新（Troilo等，
2014；Voss等，2008）、社会责任（Leonidou等，2013）、多元化战略（刘冰等，
2011）以及企业绩效（Vanacker等，2013；Greenley和Oktemgil，1998；李晓翔和刘春
林，2011）等的作用，得出了丰富的结论。其中，资源冗余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经济绩
效等是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以往的研究未给出一致的结论，尤其是资源冗余与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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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负相关、U形、S形等关系，这也使得企业是否有必要储备大量
的冗余资源，缺乏一致的实证结果支持；然而，部分研究也发现资源冗余受企业经济绩
效的影响，导致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模糊。
（二）未来展望
以往的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几个方面的不足，构成了未来研究的方
向。其一，关于资源冗余的构成还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资源冗余的具体构成是什么缺
乏清晰的答案。部分学者对资源冗余的分类与测量并不一致，或者对资源冗余进行划分
后，缺乏相应的测量量表，少数学者也采用单一财务指标或单一题项测量整体资源冗
余，使得量表的内容效度偏低。因此，在对资源冗余的构成清晰划分的基础上，特别在
中国情境下，开发出信度和效度良好的资源冗余测量量表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其二，
资源冗余的前因研究相对偏少，处于起步阶段，以至于难以认清资源冗余是如何形成
的。先前的研究在分析外部环境、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等因素对资源冗余的影响时，也
未充分考虑调节因素的作用，即这些因素对资源冗余的影响受哪些潜在因素的调节，不
同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效应等，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方向。其三，
在资源冗余的作用结果方面，多数关于资源冗余的研究未充分考虑中国情境的影响，需
要未来加以深化。此外，由于资源冗余与组织行为、绩效等存在不确定的关系，未来的
研究也可采用纵向数据，充分识别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四，随着企业战略情境的动
态变化，资源冗余的形成因素与绩效作用机制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这对未来的实证研
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研究在检验资源冗余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不仅需
要对具体情境进行限制，也需要获取动态数据，以使得研究结论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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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Slack Resources: Definition, Measurement,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Liao Zhongju, Huang Chao, Yao Chunx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slack resource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agency theory and so
on.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research on slack resources has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slack resources, and explor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slack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risk propensity, previous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size & age. And it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ck resources and corporate
economic performance, especially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ustry dynamism and venture capital. It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research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resources, enriches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also offers useful reference for reason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slack resources; innovation slack; managerial slack; venture capital; econo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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