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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亏企业生态系统的管理学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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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分析后工业社会中企业经营由竞争向合作、协同转化的趋势出发，提出了运用企业生态系统的

分析方法研究企业管理的思想。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提出基于企业生态系统的企业协同演化管理研究

纲领。通过与古典管理研究纲领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协同演化研究纲领框架下企业管理研究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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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勒提出“科学管理”开始，现代管理学已有

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从“科学

管理”的确立到“管理理论的丛林”，再到现在的“后

管理丛林”时代，管理学的发展速度远非其他社会

学科发展速度所能比拟。但是这些理论绝大多数是

建立在管理学古典纲领之上的，而该研究纲领又是

建立在工业社会自然观和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

的。在逐步迈入后工业社会的今天，如果还在古典

研究纲领上研究企业管理问题，则最多只是在“管

理理论丛林”里面栽了一颗无足轻重的小树。

要解决后工业社会的企业管理问题，我们必须

认真探讨后工业社会的管理学研究纲领。当代科学

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机械论向有机论的范式转

换，本文将基于有机论范式的企业生态系统的角度

去研究企业管理研究纲领。

一后工业社会企业管理研究的新背景

(一)从竞争到合作

竞争概念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广为倡导，相对

竞争被摆在极为突出的位置上，合作则长期受到置

疑。可以说，西方管理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外部，而

且渗透到企业内部，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倾向于

鼓励人保持利己与敌对的心态去追求卓越表现。然

而，竞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但一心只以竞

争为目的，会使个人主义泛滥，利己主义过度滋长，

导致无谓的争斗。

现代自组织相关理论告诉我们：一体化和合作

原则是生命系统的基本方式。尽管存在着竞争，但

是通常发生在更大的合作背景下，只要这个大系统

能够保持平衡，甚至在双方必须有输赢的情况下，交

易也不一定是战斗，过度侵犯与竞争。“自然并不

总是‘凶残的’⋯⋯它们并非天生就嗜血成性、好斗

和食肉，它们也爱好和平，具有合作精神。”⋯

如今的企业生存环境日益表现出复杂性、不确

定性和不连续的特征，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正日益强

化，产品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这一切都使得企业不

得不重新思考传统企业的管理和战略。“为了在全

球化时代竞争，就必须进行全球化的合作。”尼尔·

瑞克曼在《合作竞争大未来》中指出，“真正的企业

变革，指的是组织之间应以团结合作、合力创造价值

的方法来产生变化；公司发展出新的合作经营方法，

协助企业取得前所未有的获利与竞争力。”L21在瞬

息万变的全球市场中，任何一个企业不再可能做到

完全自给自足。对多数全球性企业来说，完全损人

利己的竞争时代已经结束。驱动一个公司与同行业

其他公司进行竞争、供应商之间、经销商之间在业务

方面不断竞争的传统力量，已不能再确保赢家在这

场非完全达尔文式的游戏中继续拥有最低成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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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产品或服务或最高利润。

(二)从协作到协同

20世纪60年代，“协同”的概念和思想在管理

领域屡有提及，安索夫在《公司战略》一书中提出了

“战略四要素”说，即产品与市场范围、增长向量、竞

争优势和协同。他认为协同模式的有效性部分来源

于规模范围经济带来的好处，也包括其他一些比较

抽象的好处，并将其称为“经理的协同”。【31罗伯特

·巴泽尔和布拉德利·盖尔也对“协同”做了定义，

他们认为，协同是企业群整体的业务表现，是与各独

立组成部分进行简单汇总而形成的业务表现有所区

别的。H1协同创造价值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对资源

或业务行为的共享、市场营销和研究开发的扩散效

益、企业的相似性和对企业形象的共事。

潘开灵等认为，管理中的协同观经历了协

作——协调——协同三个阶段。∞1在早年的管理

中，人们注重的是生产劳动过程的分工与协作，将产

品的生产过程分解成多道工序，再将这些分解工序

在不同的劳动者或不同的时间进行，从而形成多种

劳动要素的协作。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规模的

扩大，仅仅考虑这种劳动分工与协作显得不够精细，

因此，人们进一步考虑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如何提

高劳动效率和减少劳动消耗，从而引发了管理的

“协调”要求。20世纪60年代以来，耗散结构理论、

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突变论为代表的“自组织”理

论，为管理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重要

的科学思维方式。特别是哈肯的协同学作为一门以

研究完全不同的学科中共同存在的本质特征为目的

的新的理论，“突破了以往线性科学着眼他组织的

局限，探讨在突变点上系统如何通过内部各子系统

之间的协同、竞争、自己组织起来形成结构的内在机

制思想”，M1这一协同思想和理论促使管理的协同

观得以产生。

二企业研究新思考——企业生态系统

在一定区域内，没有一个企业个体或单个组织

是能够长期单独生存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别

的企业或组织而存在，并形成一种有规律的组合，即

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对于每一个企业个

体来说，生活在它周围的其他企业个体或组织连同

社会经济环境构成了其生存的外部环境，企业个体

与其外部环境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构成一

个相瓦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整体。这个企业

与企业生态环境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
86

叫做企业生态系统(Enterprise Ecosystem)。¨J

研究企业生态系统复杂性，揭露复杂性的本质，

指导企业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中获得生存与发展，是

企业管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

典型的复杂系统，它由种类繁多、数目庞大的企业以

及复杂的企业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更重要的

是，这一系统还包括最复杂的因素——人，而人类的

理性以及非理性行为更增加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复

杂性。

企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思想来源于自然生态系

统，但是我们绝不能完全照搬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理

与研究方法。因为企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

间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1)可控性方面。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和演化

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企业生

态系统是有“人”参与的人工系统，人可以通过对企

业生态系统内部组成要素和其外部生态因子的调整

来影响整个企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与速度。

(2)生态资源的利用方面。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大多数栖宿于某一特定环境的生物只能利用该

地区的生态资源。而在现代企业生态系统中，高新

技术企业并不只局限于对本地资源的利用，可以利

用全球的技术资源、资金资源、人才资源、知识资源

以及大多数物质资源。

(3)对环境的反作用方面。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是主导性的法则，强调的是

生命个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在企业生态系统中，

企业发展不仅在于适应环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主

动改造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企业在一个地区发展必

然产生聚集效应，并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使

交通、通讯、教育更为完善，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会有

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4)生态容量方面。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容量

由自然环境所确定，而企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容量

则可以由企业自身与环境共同创造。特别现代人类

可以创造人工材料替代自然材料；通过材料的复用

来减少对天然材料的消耗；可以不断推出新产品来

创造新的消费。以技术创新来创造生态容量是当今

知识社会中企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

企业生态系统以自然生态系统为隐喻，用以解

释企业组织及其与企业环境之间的关系。任何企业

组织同样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组织或其所

处的环境之间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组织

的战略行为不仅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而且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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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也影响着环境。要从企业生态系统的角度研

究企业管理问题，必须树立以下基本观念：

(1)层次观，系统是有层次的，这是系统的一种

基本特征。企业生态系统是最复杂的一类系统，与

自然生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在企业中，人

是构成企业最基本的单位，是企业最小的不可分要

素；而在企业生态系统中，企业又被当成这个系统中

最基本的要素。

(2)整体观，每一高级层次都有其下级层次所

不具有的某些整体特性。这些特性不是低级层次单

元特性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时

产生的新特性。整体论要求始终把不同层次的研究

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注意其整体特征。

(3)协同演化观，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

体特性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演化的

产物，这是生态系统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指导原则。

三基于协同演化的管理学研究纲领

(一)基于企业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企业管理

研究纲领

基于协同演化的企业管理研究纲领应首先宣

告：管理学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告诉管理者如何管理，

而是为企业管理者在发现企业问题和问题解决中提

供帮助。管理研究者必须明确认识到管理的目的是

保障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认识到人是自适应契

约人这个假设。一J9企业的本质，一是市场经济的产

物，在一定范围内有自主经营权，为社会提供所需要

的产品和服务的独立法人的社会组织；二是自适应

契约人组成决定企业内部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稳

定性；三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在于对环境的适应。

四是企业及其生态系统是不断发展演化的，演化是

协同的，因而企业与其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是：协同

演化，社会选择，适者生存；五是企业管理研究的根

本问题是保障企业内部的稳定性、充分发挥潜能与

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由上面分析得出下面的协同演化企业管理研究

纲领，其硬核包括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

(1)问题：维持与促进企业内部稳定性，发挥内

部潜能，保障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

(2)方法：生态分析法、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复杂性理论、古典方法的修改与扩展等。

(3)保护带研究：自适应契约人假设、协同进化

理论、古典纲领修正与扩展。

(二)新旧管理研究纲领的对比

我们提出的基于协同演化思想的企业管理研究

纲领与古典管理纲领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见表1)。

襄1 管理研究纲领的对比

古典管理研究纲领 基于协同演化的企业管理研究纲领

启发来源 物理学隐喻 生态学隐喻

自然观 以机械论的自然观为前提 以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为指导

思维方式 简单性思维 复杂性思维

研究思路 从企业个体出发研究企业 从仓、Ip堆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企业以及企业与环境的关系

研究方法 静态的、孤立的分析方法 动态的、整体的、协同的分析方法

研究目的 找出具体的管理方式 提供研究企业和企业管理的方式

对内关注提高效率；对外关注获取竞争 维持与促进企业内部稳定性与发挥内部潜能；保障企业对环境适
核心问题

优势 应性

通过表1我们看到，古典管理研究纲领受经典

科学和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用物理学隐喻来研究

企业和管理，认为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简单的，企业

就像一部巨型机器，只要每一个“零件”运转正常，

企业就一切正常。无论早期的企业管理还是后来的

企业战略研究都是从企业个体的视角来研究。古典

研究纲领研究企业和管理的目的是要找出具体的最

好的管理方式与手段来指导管理者，特别注重企业

内部的命令——控制——指挥，与外部其他企业的

关系也是从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角度来看待；认为

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基于协同演化的管理研究纲领是对古典管理研

究纲领的拓展而非完全替代，涵盖了古典管理研究

纲领。这一思想来源于后工业社会以来的最新科学

思维方式或者说是建立在后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

现代生态学和复杂性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我

们，基于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与世界的现实更加符

合。企业不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机器，而是一个特殊

的生命体。企业研究应该从企业生态系统的角度出

发，因为任何生命体的演化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环境

中进行的，并且与环境是协同演化的。由于企业本

身就是由人组成的，所以企业以及整个企业生态系

统的研究必须从复杂性思维的角度出发。企业管理

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为管理者出谋划策，而是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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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认识企业和企业管理。应该从协同、合作、共

生、互惠的角度看待企业的内外环境，从协同演化的

角度来理解管理与竞争。企业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

最大化，而是重视企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

(三)基于协同演化管理研究纲领的企业分析

新思路

基于协同演化管理研究纲领的企业分析是基于

企业生态系统的，本质上是多层次分析，即协同演化

效应不仅发生在企业生态系统不同层次上，更重要

的是发生在各层次系统之间，不仅强调个体间的协

同，更强调个体与环境的协同。因此，企业“协同演

化”分析方法要求研究者同时考虑企业生态系统中

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强调这些影响作用和

互动效应的相互嵌套性。通过对企业“协同演化”

的多层面分析，可以创造出一种同时包容微观演化

和宏观演化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地理解

企业管理的本质。该分析框架分析具有以下特点：

1．多向因果。企业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是多因

多果的动态关系，很难用传统还原论的分析法为某个

企业找到一个明显的机制。企业演化的动力不仅来

自企业内部要素的相互适应，也来自于企业生态环境

中各种生态因子。这种协同演化系统是相互依赖、因

果循环、递归反馈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

之间的多项因果关系是协同演化的核心概念。

2．多层嵌套。企业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

多层嵌套系统，其协同演化也体现出多层次的特点。

这种协同演化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微观协同演化，

也包括企业与外部环境、企业与其他企业、企业群落

之间的宏观协同演化，各层次的演化交互嵌套、难以

区分。行为主体的微观活动经常会产生宏观效应。

3．非线性。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

统，其演化的关键是各层次主体间的非线性相互作

用。某个企业的演化对企业生态环境与其他企业的

影响是非线性的，这种作用的结果也是不可预知的。

四结语

协同演化的企业管理研究纲领认为成功的企业

是基于两个根本问题的解决：一是确保企业内部的

动态稳定性，充分调动企业内部的潜能；二是使企业

适应外部环境。企业的内部稳定性是根本，只有保

持内部稳定才有可能使企业适应外部环境。保持内

部动态稳定性、发挥内部潜能就是处理好职工与职

工的关系，而提高对外环境的适应性就是处理好与

竞争对手、顾客、供应商、政府、媒体、公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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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trend of change from business competition to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this paper pmposes the idea of doing research on business management with the meth-

od of enterprise ecosystem analysis．and brings up the management programs of enterprise ecosystem CO—evolu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methodology．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classical manage-

ment programs，the paper puts forward new ideas of managment research under the framwork of emerpfise—ecosy$-

tem CO—evolution—based the managem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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