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战略及其与绩效的关系：
综述与后续研究构想 *
朱敬恩 莫长炜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组合战略是相对于纯战略而言的，它建立在通用战略的分类机制基础之上。组合战略是指在一定
条件下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纯战略以寻求更高的绩效水平。理论上存在着两种研究倾向，一类从
静态竞争的角度侧重于组合战略存在的可能性，另一类则从动态竞争的角度侧重于实施组合战略的必要
性。还有很多经验研究表明组合战略在现实中的确存在并且能够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绩效水平，但由于各
研究选取的行业、变量和方法的不同，其结论也有所差别。文章的最后部分对组合战略理论进行了简短
的评论，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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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Porter(1980, 1985)淤于提出的三种通用战略选择框架，学术界存在着两类观点：一种支持 Porter
的论断，即只有纯战略才能获得较高的绩效水平；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组合战略也可以给企业带来较高
的绩效水平。随着以动态性为特征的超竞争日趋激烈，
组合战略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甚至被认为是超竞
盂
争企业的必然选择（Thomas, 1996）。D’Aveni(1994)指出，处于超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现存优势会连续地
被侵蚀榆，市场越来越趋向于差别产品的完全动态竞争（翁君奕，
2005）虞，企业在提供低价格的产品和服
务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差异化以满足消费者偏好的日益个性化。笔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本文的研究
主题的，即从组合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支持组合战略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并进行研
究综述。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组合战略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构想。
一、
组合战略与通用战略的分类机制
组合战略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纯战略以寻求更高的绩效水平，它是相对
于单一的通用战略而言的。组合战略也被称为混合战略（
hybrid strategy），它是建立在通用战略的分类
机制(taxonomy)基础之上的。通用战略的划分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也有可能为各种不同的业
务层战略派别找到贯通的桥梁。
在现存的分类机制中，
Porter(1980)的通用战略模型被认为是业务层战略中最完整、最成熟的代表，
是很适合于经验研究的划分(Dess, Newport & Rasheed, 1993)。当前的组合战略理论也多考虑 Porter
(1980)的通用战略中低成本和差异化的组合及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分类机
制。其中，最典型的是 Miles & Snow (1978)愚和 Mintzberg(1988)舆的框架。Miles & Snow (1978)区分了四
种战略类型，即探索者、防御者、分析者和反应者。探索者关注灵活性，防御者寻求稳定性，分析者既强
调稳定性也强调灵活性，
而反应者在战略选择上缺乏一致性。Mintzberg(1988)认为成本领先战略是价格
差异化，Porter(1980)的差异化战略可以分解为市场形象差异化、产品设计差异化、质量差异化、支撑差
异化和无差异化几种情况，它们分别强调广告、R&D 与产品开发、可靠性与性能、系列产品和模仿的作
用。Miles & Snow (1978)虽然也认为某些战略不能带来高绩效，但却明确提出了一种组合战略即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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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带来较高的绩效水平；相对于 Miles & Snow(1978)，Mintzberg (1988)的分类更为完整、细化，更能够
把握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Parnell (1997) 等对 Miles and Snow (1978) 的框架进行了检验余，Kotha &
Vadlamani(1995)对 Mintzberg(1988)的分类也进行了经验考察，他们分别提供了支持这些划分的证据，但
是这些分类机制还不像 Porter(1980)的模型那样广为接受(Hudson, 2001)俞。因此，本文的后续内容也主
要基于 Porter(1980)的分类机制。
二、组合战略选择的理论研究
在理论上支持组合战略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学者强调在相对静态的环境下企业可以通过组合
战略获得竞争优势（Hill, 1988; Murray, 1988; Jones & Butler, 1988）逾员员 员圆 。另一类学者则强调环境的动态
性。他们认为在以动态性为特征的超竞争下，企业传统的单一竞争优势越来越难以维持，企业必须灵活
地采用低成本和差异化的组合以通过不断地累积短期竞争优势而赢得竞争（Thomas, 1996; D’Aveni,
1994; Thomas & D’Aveni, 2004; Sengupta, 2002）。盂榆员猿 员源
（
一）静态环境下的组合战略选择
这类研究提出的时间比较早，多数在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间，它们主要围绕四个命题展开。
第一，差异化与低成本的来源不同且二者外生独立，并不存在必然的此消彼长的关系。Hill (1988)
认为差异化对需求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差异化能力、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质和消费者对竞争企业产品的
承诺；
而成本的降低有赖于学习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逾。Murray(1988)则认为成本领先的源泉来自
于规模经济以及其他独立于规模的经济性等产业结构特征，而产品差异化的先决条件主要来自于消费
者对质量、可靠性和服务的偏好 员员 。Jones & Butler(1988)指出交易成本是差异化的主要构成要素，而生产
成本是成本领先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两个战略的差异是程度问题而不是类型问题 员圆 。Ward (1996)认
为产品差异化强调产品质量特征以及准时配送等，而低成本是制造效率（如标准化）和规模经济的函
数，从而，企业可能同时强调质量和低成本 员缘 。
第二，在比较静态条件下，
差异化可以是降低成本的一条途径。产品差异化可以使企业在给定的价
格下增加销售量，
进而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这样，因为学习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长期效应，可
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Hill, 1988; Jones & Butler, 1988; Miller, 1992)逾员圆 员远 。
第三，差异化与低成本战略二者最终能否协调有赖于企业的独特能力。这些独特能力主要在于对
独特原材料、生产与加工技术和分销渠道的掌控，对全面质量管理、灵活制造等现代管理工具的把握。
如 Motorola 通过质量改进和更低的成本维持并强化了其竞争地位；西南航空利用特定的组织能力以低
成本、
高质量的服务创造竞争优势；Toyota 和 Kellogg 通过全面质量管理分别在汽车产业和食物加工业
成功地对纯战略进行了组合(Hill, 1988; Miller, 1992)逾员远 。
第四，在某些条件下组合战略是企业的必然选择。Hill (1988)认为在某一产业中可能存在一群企业
已经实现了显著的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和范围经济。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差异化才能够创造出某企业特
有的而很难被其他企业模仿的持久资产。这就意味着，
在都已经获得了最小化成本的群体里，持续的竞
逾
争优势可以基于差异化和对某个最小成本地位的维持 。
（
二）超竞争环境下的组合战略选择
这类研究特别强调超竞争环境下企业选择组合战略的必要性，同时对竞争优势的含义进行了重新
界定。
Thomas 与 D’Aveni 等人认为垄断竞争和资源依赖的竞争都关注竞争优势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
在超竞争下战略定位所能获得的竞争优势正以逐渐加快的速度丧失 (Thomas & D’
Aveni, 2004; D’
榆员猿
Aveni, 1994) 。在超竞争环境下，竞争优势更多地基于无形资产、创新效率、获取效率、动态资源效率和
消费者偏好的极端个性化。在供给一方，以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与商务
模式创新可以使更多的企业更容易地降低内部管理费用、与战略伙伴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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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与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创新还能使很多企业反应更快更灵活更具有柔性、所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更高。而在需求一方，在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促进下消费者很容易接受新事物
并迅速获得相关的信息，消费者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还需要个人情感与心理的满足从而
导致消费者的偏好复杂多样且个性化突出。在超竞争环境下，
差异化不仅体现在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
体验、
参与、
功能、
方便性、
快捷服务等质量之外的因素上。这样，
企业不仅要提供低价格低成本的产品和
虞员源
。
服务而且要通过不断的差异化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翁君奕，
2005; Sengupta, 2002）
因为超竞争下的无形资产流动性更强、更容易被模仿，行业进入壁垒降低，产品的开发周期和生命
周期越来越短，消费者需求日益个性化，长期维持某一种竞争优势越来越困难，所以，超竞争企业必须
利用它们的资产赶在竞争对手之前建立起下一轮暂时的优势而不是对前一轮优势徒劳的维持(Thomas,
差异
1996; Sengupta, 2002)盂员源 。从而，在超竞争下企业必须向消费者提供低价格（低成本）的个性化产品（
化），并且要不断地改变低价格与个性化的结合方式以不断获得短期优势的累积。
三、组合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经验研究
由于选取的行业、变量和方法不尽相同，组合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
太一样。
（
一）纯战略与组合战略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高绩效
Hall(1980)通过对 ROE、ROA、每股收益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等指标的考察发现钢铁、轮胎、卡车、
建筑设备、家具、烟草和啤酒等产业的 64 家大企业的战略选择中，许多企业要么选择成本领先战略要
么选择差异化战略，但有三个使用组合战略的企业在财务绩效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员苑 。Phillips,
Chang & Buzzell(1983)利用 PIMS 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认为：一方面，结论支持 Porter(1980)关
于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是可能的战略选择的观点，另一方面发现，更好的质量实际上促进了低成本地位
的获取 员愿 。Hudson(2001)通过探索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美国汽车零部件业的 ROA 和 Tobin’Q 的考察
发现在汽车零部件业中三种纯战略都存在，同时也发现特定的企业会同时实施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
略。样本中有 12 个企业既采用低成本战略也采用差异化战略俞。
（
二）组合战略要优于纯战略
White(1986)对 PIMS 数据库中 69 个企业的研究表明在样本总量中，有 19 个企业同时采用成本领
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且它们的投资回报率最高，在销售额增长上也只比那些采用纯差异化战略的企业
差 员怨 。Helms, Haynes & Cappel(1992)通过对美国零售百货店、
杂货店和日用品店等零售业态中 40 个零售
企业的聚类分析和 ANOVA 检验得出了三个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的不同战略群：低成本战略
企业、
差异化战略企业和组合战略企业。采用组合战略的企业有 12 家，它们有较高的销售利润率，
那些
圆园
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的零售企业比那些采用纯战略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Whight,
Kroll, Tu & Helms (1991)的样本包括 56 个生产机械螺丝的企业。通过聚类分析，他们也得出了三个战
略群：
低成本企业、差异化企业和采用组合战略的企业。而在他们的 5 个假设中，只有“
同时采用低成本
圆员
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要比那些采用纯战略的企业有更好的绩效”得到了支持 。Parker & Helms
(1992)对纺织产业中的组合战略进行了分析，其结论认为纺织产业中的企业如果同时追求成本领先战
略和差异化战略能够比采用纯战略的企业获得更高的绩效水平 圆圆 。Parnell(1997)的研究结论也表明低成
本和差异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余。
（
三）只有特定的组合才能带来较高的绩效
Miller & Dess(1993)发现在所有战略群中，宽广领域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组合最具有盈利能力，但与
较窄战略目标相联系的战略组合盈利能力更差圆源 。Parnell, O’Regan, & Ghobadian(2004)利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对美国设备制造产业和电子制造产业的 218 个企业的考察发现 “差异化—市场营销”、“低成
本—市场营销”这两类组合战略的影响在 95%的置信区间内都显著，“差异化—低成本—市场营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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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维的组合战略的影响在 90%的置信区间内显著。其他的组合战略都不显著 圆缘 。Spanos, Zaralis, &
Lioukas(2004)定义了两种差异化形式，一是通过市场营销（主要是广告）而获得的差异化；另一种是基于
创新和科技的差异化。通过对希腊国家统计局对制造业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最优的战略为基于市场
营销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组合。包括三个维度的混合战略也非常成功。对于所有的组合战略，低成本是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 圆猿 。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组合战略的选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是状态依存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得
出不一样的结论。
四、
评论与后续研究构想
以上研究表明，组合战略被很多企业采用，并可以给许多企业带来较高的绩效水平。组合战略可以
与纯战略并存，甚至优于纯战略。上述文献的研究结论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实施组合战略的可能性和必
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
Porter(1980, 1985)的分类机制无疑为业务层战略的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框架，基于此分类机制的
静态组合战略观如 Hill(1988)、Jones and Butler(1988)等人提出的“差异化因为可以降低企业产品的需求
弹性、
增加需求、提高市场份额进而因为学习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长期效应而降低产品的单位
成本”
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
Porter 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产品（包括有形实体与无形服务）这一企业与消
费者的连接界面的，它主要强调产品的价格和特质这两种属性。产品的价格属性通常反映成本高低，而
产品的特质属性是企业差异化的源泉，D’Aveni (1994) 把这一领域的竞争称之为成本与质量方面的竞
争。但实际上，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仅仅源于企业的产品属性。资源依赖观和核心能力观就认为竞争优
势来自于企业独特的、不可模仿的资源和能力。如果各企业都能以相同的成本提供同等质量的产品，那
么，企业原有的低成本与高质量就不能成其为优势了。D’Aveni(1994)认为，除了产品与质量(cost and
quality)方面的竞争外，传统上的竞争还涉及另外三个领域，即进入时机和技术诀窍(timing and knowhow)、受进入壁垒保护的势力范围(stronghold)和雄厚的资源基础(deep pockets)。企业通常主要在某个领
域进行竞争，但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在该领域可能获得的优势越来越小，进而，企业可能会转向另外一
个领域的竞争，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完全取决于成本与差异化。而且，即使在成本和差异化（
或者
质量）
领域，
超竞争特性也使得各竞争对手通过反复的行动与反行动而相互削弱对方的优势。各企业不
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只能不断削弱竞争对手的优势并不断建立新的短暂优势。榆Thomas & D’
Aveni
(2004) 对美国制造业 1950-2002 年的数据研究表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多数产业都有超竞争加剧的
趋势 员猿 。在超竞争环境下，竞争是动态的而且日趋激烈，很多企业都能够获得一定的成本地位和差异化
能力，从而，某企业想要持续保持总成本领先或者差异化领先，其边际投入将不断递增，运作也越来越
困难。竞争对手会不断地通过连续性破坏来频繁侵蚀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会造成企业竞争优势的不连
续性和短暂性，成功的企业会从一个竞争位置转向混乱中的另一个。因此，企业必须对差异化和低成本
进行灵活的组合。企业需要明确，在超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目标是对一个个短暂优势的不断积累从而获
取累积优势，而不是对单一战略的持续优势的追求。企业对这种累积优势的获取有赖于企业的优势资
源、组织文化、核心能力等相关领域的紧密配合。
后续研究需要对这种动态的持续的战略组合进行关注。既要包括对这种战略演变过程的案例分
析，以求弄清楚企业战略组织演变的依据和动机；也需要对这种战略组织的演变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
行实证分析。笔者认为，
为了与前人的研究保持较好的延续性，该阶段的初始研究依然以成本和质量两
个领域的动态战略组合的演变为起点较为合适。
管理是实践中的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在经验研究中，由于所选取的方法、行业、变量不一致，得出的
结论差异较大。后续研究需要着重要考察组合战略能够带来更高绩效的基本条件。文献研究表明，
并不
是所有的组合战略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探讨组合战略适用的具体条件很有必要。特别是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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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个巨大而又特殊的市场，消费者消费习惯与消费能力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较低、缺
乏对垄断力量的有效制约，弄清楚组合战略存在的条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需要格外关注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消费者偏好的日益个性化和基于
此的技术创新与商务模式创新不断加快与渗透，既为组合战略提供了更大的实施空间，也促使了组合
战略的加速动态发展。D’
Aveni(1994)所描述的超竞争现象越来越普遍深入，企业要想依靠单一的业务
战略选择来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必须以更低的成本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强的个性
化需求。因此，对选择组合战略的企业数量变化的考察，以及选择时机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对组织与
环境的关系进行窥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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