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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与创业导向及其组合模式的文献述评

雷沐坤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是战略导向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随着企业外部环境复杂程度的不断加深，结

合两者的优势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在动态环境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两者之间的

相互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提炼出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的核心概念、相互关系和组

合模式，为后续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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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转型发展时期，在“十三五规划”中，我国政府不断

提出新的国家策略，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制造 2025”战略以及“供给侧改革”等，

这些国家政策指导企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并通过各种方式加速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互

联网时代下技术的创新速度不断加快，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企业己经逐渐意识到所处

的行业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广泛的国际化趋势，环境的复杂

性和动态性也在持续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企业迫切需要制定合适的战

略决策，实现更优的资源配置，来应对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企业的战略导向指导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思路，企业自身对所处环境与资源的不同理解

决定了企业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指导企业产生与环境相适应的战略行为，并对其行为类型和

范围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当前日益复杂的环境使得企业的战略制定和执行面临巨大的挑

战，在驱动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中，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的作用持续受到关注，两种导向的

有效协同可能会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目前和将来的顾客、竞争者和其他环境条件，进而在满

足顾客需求方面会有更全面的适应能力和环境管理能力。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的研究来源于

不同的管理学科，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了前人学者的文献，

对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的概念内涵、相互关系和组合模式进行研究述评。

1 市场导向

市场导向来源于“致力于满足顾客需求”这一营销观念，市场导向从一提出就受到了大

量学者的关注。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学者们普遍认同从组织文化和组织行为两个理论角度

的定义。组织文化观认为，市场导向是一种承诺为顾客持续创造高价值的企业文化，在这种

文化氛围下，企业重点关注现有的或潜在的顾客需求、对竞争的动态作出及时反映以及能够

在组织内部实现跨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掌握顾客的需求，并比

竞争对手更为迅速的给予满足(杨智, 2009)
[1]
；而组织行为观则认为，市场导向是一系列的

组织行为活动，是企业对获取的市场信息的具体执行力，包括对市场信息的搜集和分析、在

组织内各部门间对市场信息进行传播以及针对市场信息采取合适的反馈和应对措施三种关

键行为(林嵩, 2015)[2]。尽管不同的流派对市场导向的概念存在争议，但组织文化和组织行

为都认可市场导向最核心的要素是为顾客创造价值，要以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为中心，通过

对市场信息的调查和对竞争对手的及时反应来获取市场份额，同时，主动地建立好品牌意识，

形成客户忠诚度和品牌影响力，维护好良好的客户关系管理，确保公司能够快速的对市场变

化做出应对。不同的学者对市场导向的概念维度有不同的看法，但当前大部分学者都认同

Slater 和 Narver(1994)
[3]
提出了市场导向包含顾客维度，竞争者维度和内部职能协调维度

三个方面。



http://www.sinoss.net

- 2 -

表 1 市场导向的维度内容

导向维度 主要内容

顾客导向
主动积极地搜集和掌握现有或者潜在的顾客需求的基本信息，为他们持续创

造优势的价值。

竞争者导向
通过对竞争企业的情况的了解和战略动态的监控掌握现有或者潜在竞争对

手的信息，识别和分析竞争对手的行为并对其作出回应。

内部职能协同
在企业内部传播顾客和竞争对手的信息并整合和协同组织系统，创新性地创

造和提供高质量的顾客价值，不同职能部门的人为企业目标而共同努力。

2 创业导向

创业导向构念的提出最早来源于创业管理领域对创业企业的系列研究。创业管理领域大

师 Miller(1980)对创业导向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认为创业导向代表了一种企业行为，不同

的企业的创业行为和程度都有所不同
[4]
。而 Covin 和 Miles(1999)则描述了创业导向的几个

基本维度，包括创新性、前瞻性、风险承担性等
[5]
。创新性要求企业通过追求新奇性来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差异化，以获得竞争优势，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能够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员

工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以及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关注度，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资源的识别、获取

环境的相关信息；前瞻性意味着企业更愿意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而非跟随者，愿意凭借新竞争

领域的先入行为获得优势并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风险承担性反映了企业对新进入市场不确

定性的风险承担意愿和倾向，企业往往会在无法预测未来市场的情况下积极地行动，通过不

断寻找、发现并利用新机会来创造先发优势，获取创新收益。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对创业导

向展开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概念术语，包括创业姿态，战略姿态以及创业导向等。但总的来

说，Lumpkin 和 Dess(1996)在战略情境层面中对创业导向的界定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同，即创

业导向是引导企业进行新市场开发和新业务创建的整个动态决策的内容活动和实践过程，由

创新性、风险承担、前瞻性三个维度组成
[6]
。

表 2 创业导向的维度内容

导向维度 主要内容

创新性 企业努力发现新机会、开发新产品和过程改进的活动。

风险承担性 投入资源实施具有较高风险性的决策或项目。

前瞻性 企业通过大胆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先于竞争对手抓住商业机会的行为。

3 市场导向与创业导向的相互关系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企业的战略行为往往是多个战略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孤立单一的

战略导向已经难以指导复杂的环境中的企业决策，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企业必须采用多样

化的的战略导向以克服单一战略导向的局限性和偏差
[7]
。Andriopoulos(2009)指出，仅仅只

采用一种战略类型已经无法适应商业环境的复杂性时，同时实施两种战略才能使企业实现其

战略目标，换句话说，战略的双元其实就是在企业内外环境的互相影响下，外部的复杂环境

迫使企业从单一性战略转向双元性的战略选择[8]；Amonrat(2013)等对 75 家电子商务企业进

行调研，发现只运用单一战略导向的企业难以构建出竞争优势，在市场上的表现比不上那些

联合运用多种战略导向的企业
[9]
。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市场导向体

现了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变化能力，而创业导向是企业积极应对风险，主动创造竞争优势的

价值增值能力。因此，充分利用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的整合和交互作用，能够帮助企业更好

的适应市场的震荡性和需求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形成难以模仿的资源基础，从而带来持续的

竞争优势(Kim,2007)
[10]

。

诸多学者对市场导向与创业导向的相互关系展开了大量的研究。Atuahene-Gima(2001)

认为市场导向在创业导向和产品创新绩效间具有线性调节效应[11]，刘帮成和王重鸣(2007)

认为，组织的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是两个不同的组织战略导向构思，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包含

和被包含的关系，在现实中组织战略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并不一定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
[12].

。

刘训峰(2008)提出尽管单一的战略导向会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当往往存在较大的风险。对

于单一市场导向而言，当竞争不以空间和时间为转移时，竞争对手往往很容易采用相同的策

略来应对，从而很容易在市场上开展同质化竞争。而对于创业导向来说，当创新的内容与客

户的需求发生偏差时，往往会导致创新的失败
[13]
。不同的战略导向会呈现出潜在的内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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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蒋峦等(2010)则基于中国情境得出创业导向通过市场导向这一中介变量对企业绩效产生

间接影响
[14]
。王晓玉(2011)基于多个行业的战略业务单元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市场导向中顾

客导向维度介入时，创业导向才会对产品创新发生作用
[15]
。杜海东(2013)等认为创业导向和

市场导向的结合可能对企业更加有利，在管理的实践中，均衡发展两种类型的导向尤为重要，

市场导向的企业通过适应性和渐进性的活动来满足市场需求，而创新导向倾向于采取风险

的、前摄性的积极活动探索未知区域。企业战略导向类型不同导致不同的战略选择，而企业

会开发出战略决策模式来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
[16]

。魏江等(2014)基于研发网络视角研究战略

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单一的战略导向对产品的创新绩效影响较小，而当高水平的市场导

向和创业导向相结合形成互补协同的多元战略导向组合时，产品的创新绩效更高[17]。

可见，在复杂环境中，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二者之间的均

衡和互补能够给企业带来协同效应已经得到学者们的认同。部分学者实证了市场导向和创业

导向在彼此对组织绩效作用中起到中介或调节的作用，用于指导企业的战略规划，维持战略

重点，并为企业的行为提供判断和选择的框架，企业应该依据自身特征有选择性的侧重或融

合两种战略导向，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同时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创新能力。

4 市场导向与创业导向的组合模式

强调单一战略导向而忽视不同战略导向之间的协同效应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最成功的

可能是那些能够扩展资源并同时应用不同导向的企业。Hakala(2011)分析了近 20 年关于战

略导向的研究文献，总结三大战略导向导向间关系的主流观点，分别是替代、顺序和互补关

系
[18]

。替代观点认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境因素，在不同导向间做出最优匹配，在不同的情

境下企业会选择不同的导向作为最佳战略导向；顺序观点认为某一时间段只存在一个最优导

向，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强调要开发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导向；互补观点强调导

向间的相伴共生，不同导向的有效结合能够形成最适宜企业情境的战略和行为模式，企业具

备同时实施多个战略导向的潜力，因此不用在导向之间做出取舍，其将导向视为一个灵活构

念，主要关注不同导向形成的架构，不同的架构可能适合不同的情境。

朱秀梅（2012）认为，组织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同导向之间会存在争夺组织资源的矛盾，

因此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
[19]
。组织双元理论认为，均衡组织往往具有

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解决战略导向的矛盾并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和绩效

（Raisch，2009）
[20]

，据此，诸多学者开始将组织双元理论的范式引入到对战略导向组合关

系的探讨中。张婧(2010)将均衡分为匹配均衡和联合均衡两个维度，匹配均衡即两种导向的

相对水平，联合均衡即两种导向的组合水平
[21]

，Boso(2013)等认为战略导向的双元性在于企

业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的结合能驱动产品创新的成功，现实企业

往往采用战略导向的组合模式来克服单一战略导向的局限性，兼顾市场状况的同时培育新的

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
[22]

。徐礼伯（2015）指出，不同的战略导向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根据

企业对不同的战略导向的侧重程度不同，可以形成多种战略导向的组合模式
[23]

。企业中存在

强调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致力于巩固已有市场，满足现有顾客的需求的意愿和行为，这是市

场导向的表现，而企业中还存在开发新的市场，着眼于组织的长远发展，探索新的资源和长

期竞争优势的来源的行为，这是创业导向的表现。显然，在企业中战略导向重要程度的差异

意味着不同的企业往往采用不同的战略导向组合模式，而不同组合模式下的企业表现出的战

略倾向会明显不同(张根明, 2015)
[24]

。借鉴 Paladino(2007)使用 x 轴和 y 轴表示导向的强

弱关系
[25]

，学者们认为，以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的差异水平为分类标准，企业中存在平衡型

组合、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市场聚焦型组合、以创业导向为主的创业聚焦型组合，以及对创业

导向和市场导向都不重视的无聚焦组合四种战略导向组合类型。

（1）平衡型组合。平衡型组合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导向的优势弥补另一种导向的不足，

也不是简单的优势相加，而是企业利用战略导向间相互依赖和支撑的关系，对市场导向和创

业导向保持同等的注重(张骁, 2012)
[26]

。企业选择平衡型组合会考虑增强两种导向的绝对水

平，同时加强对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的重视，表现在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可以同时持续地提升

创新能力和创造新的顾客需求，主动开发出新的产品或服务去满足用户需求，以使其保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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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和环境适应性。

（2）市场聚焦型组合。市场聚焦型组合是指倾向于及时收集市场信息，时刻关注顾客

和竞争者的变化，通过已有成熟的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顾客需求的变化。实行市场导向的企业

实时关注顾客需求，依据这些需求准确地进行市场细分和定位，并制定出有效的策略，进而

获得卓越的企业绩效(彭正龙, 2015)[27]。但避免过度关注对现有市场的开发会使企业面临竞

争加剧、市场变化的潜在风险，因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注重产品的创新和研发。

（3）创业聚焦型组合。创业聚焦型组合更加注重创新，重视前瞻性、主动性和快速反

应，同时对于自身的发展壮大具有极其强烈的意愿；实行创业聚焦型企业专注于把握机会，

发展重点放在企业的技术研发和新业务的拓展，提出突破性的创新。但避免过度倾向探索新

产品和市场会使企业没有在现有市场上分配足够的资源来开发核心能力，充分挖掘可能产生

的经济效益(孙永磊, 2014)
[28]
。

（4）无聚焦型组合。无聚焦型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导向或创业导向的行为倾

向，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保持一种被动防御的保守倾向。

5 文献述评

战略导向是引领企业制定适合自身发展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自身对所处环境与资源的

不同理解，决定了企业如何制定战略决策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获取竞争优势(余浩, 2012)
[29]

。

综合学术界对战略导向研究脉络分析，战略导向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在企业如何确定战略导

向类型这一问题。学者们一开始是从关注到企业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导向类型这一现象入手

的，在这一阶段中不断涌现出构建和验证战略导向模型的大量理论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和企业实践的需要，战略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成为了战略导向领域的焦点问题，为了更

加贴近企业状况，使研究更具解释力和预测性，学者们引入不同的调节变量来对战略导向与

绩效的边界条件进行界定，通过精确分析调节变量对关系的强度和方向的影响来严谨的描述

不同情境下的战略导向与绩效的关系。此后，随着技术创新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商业环境

异常复杂多变，跨界竞争成为竞争新常态，对战略导向的组合模式的研究成为了当前的热点

问题。然而，当前的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不同

导向之间的整合作用较少，不同的理论强调不同的战略导向却忽视其他导向的作用与企业的

现实状况不匹配，不利于指导企业的实际发展。第二，对于导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方式

研究不够深入，学者们大量关注战略导向对企业内部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而对于导

向之间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当企业明显具有多重战略导向倾向时该如何影响企

业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的研究明显不足。例如：“为什么在同一行业有的企业比其他的企业

更加注重满足顾客的现实需求，而另外的企业则更加注重对产品技术和质量的提升”，这些

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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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Their Combination

LEI Mukun
(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Market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re the core contents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
research.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ombining the both
advantages can help enterprises to make correct strategic decisions in dynamic environment.More and
more scholars begin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ombs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refines the core concepts, relationships and combination models o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which paves the way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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