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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家创新是企业提高竞争力从而赢得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企业家创新行为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系

统, 本文借用物理学中的熵及耗散结构理论来分析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的熵变过程,为研究企业家创新行为系

统所处状态及不同演进阶段的有序化程度提供定量分析依据,为企业创新管理决策提供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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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 t: Enterpr ise. s innovation is a basic way to improve the compe titive power of en terpr ise, furthermore, to win the

competitive edge. Entrepreneur. s creative behavior is a dynam ic nonlinea r system. Th is paper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entropy change based on entropy and diss ipative struc ture theory in phys ics, so that we can research the tense and the

degree of order of entrepreneur. s creative behavior system at different evolu tion stages quantitative ly, and make dec i2

s ions on innova tive management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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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的本质在于创新,企业家创新是企业

提高竞争力从而赢得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企业

家创新行为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系统, 且呈熵变

过程, 运用熵增原理、耗散结构理论, 将熵变作为

研究对象可以分析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不同演进

阶段的有序度的变化, 为催生企业家创新行为、提

高创新绩效提供指导依据。

一、企业家创新行为 /系统范式0的提出

企业家创新行为是一种系统性极强的创新

性、开拓性行为过程, 是一种以意识和行为为特质

的人工的非线性系统, 其系统性的特点体现在两

个方面:

从宏观角度分析, 企业家创新行为涉及创新

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法等多种因素,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 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

家创新的行为方向、行为路径和行为绩效。同时,

企业家创新行为还涉及到创新活动的外部空间即

创新环境。能否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 对企

业家能力的发挥, 对创新过程和效果都起着重要

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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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微观角度分析, 伴随现代科技的高度专业化

和高度综合化,企业家创新行为演变为系统性极强

的活动。在这种条件下, 企业家创新行为不再仅仅

是个人行为、单一的专业行为、行业行为, 而是由技

术创新、文化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等

多种行为因素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同时,近年来

有关学者对创新行为 ( innovat ive behavior)进行了大

量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 Kanter( 1988)的历程观点,

他认为个体创新性的初始阶段是由个体对问题的认

知及观念的产生开始;接着则由拥有创新性的个体

将其创意寻求赞同者的资助及试图让支持者结盟;

最后,则是由有创新性的个体将创意加以实践,使之

成为一项创新的原型或模型,经由量化生产,并推出

商品化的产品或服务。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家的各

种创新是一个多阶段的行为过程,且每一个阶段又

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子系统。

二、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耗散结构模型

1969年,以普利高津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提

出了一个崭新的科学理论 ) ) ) 耗散结构理论。普

利高津认为熵增原理描述的是孤立系统。对于开

放系统,通过不断地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

交换, 从周围环境中引入负熵,以抵消系统熵的增

加,其系统熵的改变 dS由两部分组成: ( 1)系统内

部的不可逆过程所引起的熵的增加 dS;i ( 2 )系统

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所引起的熵流 dSe,即有

dS= dSi+ dSe

若能提供足够的负熵流 dSe< 0, 使 r dSer

> r dSir 时,可使 dS< 0。即在不违反热力学第

二定律的条件下, 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系统可以

通过负熵流来减少总熵即耗散运动, 从而使系统

从无序态变为有序态,即耗散结构状态。

要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形成耗散结构, 必须

具备如下 3个条件: ( 1)系统必须是开放的,能与

周围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 ( 2)远离平

衡态, 在平衡态或近平衡态不能发生突变使系统

从无序走向有序; ( 3)是不稳定的非线性系统。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具有耗散结构性, 具有

自动适应外界和自动维持系统内相对平衡的能

力, 能根据系统内外各要素的变化自动调节,扬长

避短,从而使系统不断优化和发展。

1.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其运作要受到政府行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科技

发展、市场需求、客户要求、资源等内外环境因素

的影响。既要不断的根据外界环境因素的变化,

合理调整系统内部要素和结构, 使系统自觉朝着

合理化的方向前进, 又要不断接受外界挑战和压

力, 打破系统内部的稳定和平衡状态, 最终取得创

新行为的成功和实现可持续性创新。

2.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处于一种远离平衡态

 企业家在其角色扮演过程中,面临着多种角色
¹

的冲突和错位, 而角色冲突与角色错位问题解决

的程度直接影响企业家的行为方向与行为规范。

这与处于平衡态的各要素单一、无序、熵值极大等

特征相比,显然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在时间、空间

及功能上保持着相对的有序性。

3.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内部要素和子系统之

间是非线性结构  企业家的各种创新行为以及各

种创新行为的不同阶段之间不是孤立和简单线性

的、序列式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 它们之

间有着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正反馈的倍增效应

及负反馈的饱和效应等非线性关系, 企业家创新

行为系统不断受到外界和企业内其他创新主体创

新行为的影响而产生无数个 /小涨落 0, 当涨落影

响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结果时,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

统就会产生 /巨涨落0,从而发生跃迁,从当前的状

态跃到更有序的状态,形成新的耗散结构, 从而促

动企业家不断地创新, 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4.根据耗散结构理论我们可以建立企业家创

新行为系统耗散结构的形成模型º为:

dS= dsi+ dse < 0

¹在创新行为过程中,企业家需要协调各种人际关系,为此他需要扮演挂名首脑角色、领导者角色和联络者角色;他也需要进行各种

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为此他扮演着监听者角色、传播者角色和发言人角色;另外,他必须进行各种决策,为此他扮演着企业家角色、故障处理
者角色、资源分配者角色和谈判者角色。而实际生活中的企业家创新行为角色关系比上述角色关系还要复杂。

º本模型借鉴了周柏翔等人构建的区域创新系统耗散结构的形成模型,并做了一定的修改。参见:区域创新系统综合评价研究 [ J].

现代管理科学, 2006, ( 7): 75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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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i= - k1E
n1

i= 1
k iE

m1

j= 1
pij ln pij> 0 k1 = ( lnn1 )

- 1

( 1)

dse = k2 E
n
2

r= 1
IrE
m

2

t= 1
pr t ln p rt< 0 k2 = ( lnn2 )

- 1 ( 2)

其中: dsi、dse分别表示各影响因素对企业家创

新行为系统发展提供的正、负熵流大小, i、r分别

表示导致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熵变的各种因素,

n1、n2表示各种因素的个数, j、t是每个影响熵值因

素所包含的子因素, m1、m2表示各种子因素的个

数。P ij、Prt是每个子因素影响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

熵值变化的概率。

三、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的熵值评估法

(一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的熵值计算公式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内外部存在着大量因素

影响其系统熵值的产生, 把这些因素看成一级指

标,而每个因素又由许多子因素构成, 把这些子因

素看成二级指标。在熵和耗散结构作用下, 各类

指标项都将会产生一定的正熵或者负熵, 使系统

的总熵值发生变化。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一级指标的熵值计算公

式。系统内单个一级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ds1 = E
n

i= 1
k idsi ( 3)

其中: i为指标体系中的各个二级指标项; n为

指标体系中的各个二级指标项的个数; k i为系统

在特定环境, 特定阶段时, 某类一级指标下的第 i

项二级指标的权重; dSi为第 i项二级指标所产生

的熵值。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二级指标熵值计算公

式。系统内单个二级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dSi= - kBE
m

j= 1
Pj lnP j kB = ( lnn) - 1 ( 4)

kB是创新行为系统熵系数; j为第 i项二级指

标所包含的各项指标; m为第 i项二级指标下的各

项指标的个数; Pj为每个子因素影响系统熵值变

化的概率, 此处表示二级指标体系中所包含的各

项指标值与取定标准值的比值。

(二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熵值的计算标准

由于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本身及创新环境的

复杂性、非线性, 存在大量因素影响其熵值, 为尽

量准确的反映企业家创新行为的绩效, 在构造影

响因素指标体系时, 一方面, 要综合全面考虑, 保

证其完备性;另一方面, 还要尽量保证各影响因素

指标的互斥性。

评价指标主要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 两

种指标在进行熵值计算时, 需采用不同的计算标

准, 标准值由专家组进行确定。定量指标可根据

给定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用某项指标值除以给

定的标准值得出该项指标的当年比值。将比值代

入公式 ( 4)中, 计算出该因素的熵值。由于定性指

标的自身特点,因此, 在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定性

指标分析评估中, 通常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指

标进行打分, 将调研结果进行数据预处理并统计

分析。将各因素的评分除以标准值, 将比值代入

公式 ( 4)中计算熵值。

若指标体系中包含 3个或 3个以上级别的指

标项,则最低一级别的指标项计算按照公式 ( 4)计

算, 再进行重要程度加权平均算出上一级类别指

标项的熵值, 最后, 最高一级别的指标按照公式

( 3)进行计算。

(三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熵值的计算

步骤 1:建立评价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的指标

体系。

步骤 2:构造指标水平矩阵 A, 其元素 a i为企

业家创新行为系统各种影响因素子指标体系的熵

值 dsi, 此值根据公式 ( 3 )及公式 ( 4)计算得出

结果。

A= ( a1, a2, a3, L, ai- 1, ai )

步骤 3:构造各影响因素的权重矩阵 C, 其元

素 Ci为矩阵 A中的第 i个因素的权重。以某项一

级指标值除以所有一级指标值的和为该一级指标

项的权重 C i。

C=

C1

C2

L

Ci- 1

Ci

 其中 C1 + C2 + L+ Ci- 1 + Ci= 1

步骤 4:综上,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的熵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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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 A @C= ( a1, a2, L, ai- 1, ai ) @

C1

C2

L

Ci- 1

Ci

(四 )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的熵值分析

情形 1: ds= 0,即 dSi = dSe,系统在一个时期内

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创新行为系统内部产

生的正熵值与耗散结构从系统外部引入的负熵值

相等, 此时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的有序度最高, 创

新行为效率最高。同时, 也是其效率开始衰减的

临界点。因此,这也是企业家行为进行调整、改善

的良好时机。

情形 2: ds> 0, 表明开放状态的企业家创新

行为系统吸取的负熵不足以抵消系统内部形成

的熵增, 即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出现了低效率状

态, 阻碍了企业家的创新。此时, 企业家只有不

断从外部环境引入物质、能量与信息的 /负熵 0

流, 并不断排出 /代谢 0产物, 吐故纳新, 才能使

自身的创新观念、创新行为在开放条件下不断

进化。

情形 3: ds< 0, 这是负熵过程, 企业家创新行

为系统处于有序度上升状态,处于良性发展状况

发展。系统可通过进一步开放来实现负熵流以促

进创新行为向更加有序方向发展, 增强有效创新

行为的持续性。

(五 )计算出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评价指标体

系中各项一级指标产生的熵值的最大值 Smax和

最小值 Sm in

Smax= max﹛ C1 a1, C2 a2, L , Ci- 1 ai- 1, C iai﹜

Sm in= m in﹛ C1 a1, C2 a2, L , Ci- 1 ai- 1, Ciai﹜

通过各项指标产生熵值的最大值可以判断

出影响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各项因素中导致企业

家创新行为效率低下的是哪项因素;通过各项指

标产生熵值的最小值可以判断出影响企业家创

新行为的各项因素中, 哪项因素对企业家创新行

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了指

导依据。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企业家创新行为是

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 且具有开放性, 这是企业

家实现成功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不断开放自

己, 开阔视野, 从各种知识的激烈冲突与碰撞中,

产生创新冲动与创新火花, 通过各种非平衡产生

的势差, 才能推动创新行为朝着有序的方向演化。

企业家的任何一项创新活动都不是独立进行的,

必须不断从外部环境引入人才、信息、资金等 /负

熵0流, 多层次、多角度激发创新思维, 培养自己的

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同时, 本文所建构的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熵

变模型及熵变计算公式, 为研究企业家创新行为

系统所处状态及不同演进阶段的有序化程度提供

了定量分析依据。根据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熵值

的正负及大小可以判断企业家创新行为的有效

性, 若整个行为系统的熵值为负, 则表明企业家的

创新行为效率高;反之, 则表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

处于低效率状态。通过比较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各

项影响因素产生熵值的大小, 找出产生最小熵值

的影响因素和产生最大熵值的影响因素, 可以为

进一步催生企业家创新行为、提高创新绩效提供

科学依据。

当然, 对企业家创新行为系统熵变模型的

实证分析将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推进的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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