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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界面管理的概念和研究现状及层次，
提出了动态联盟企业界面管理的概念，分析了动态联盟企业的

分工协作方式，
找出了影响动态联盟企业分工协作的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动态联盟界面整合的 ３ 个关键要素，
最后简要地指出了动态联盟界面管理可以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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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成熟理论成果。Ｒｏｂｅｒｔｓ 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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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的步伐，伴随着新的组织体系思想——

９５ 家大公司进行了调查比较研究，分析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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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管理的定义

产与研发界面障碍的原因，总结了日本企业

研究范围和内涵也在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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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联盟是一种新的满足市场需求的

ａｇｅｍｅｎｔ＂，意即交互作用的管理，表现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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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模式，这种以市场机会为导向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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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情报信息的交流与沟通的组织模式及管

销与研发界面管理的一些解决方法 。Ｌｏｕｉｓ

盟企业间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涉及信息、物

理方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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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财务等要素的交流，所以将动态联盟概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对界面管理的

术创新界面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６］。③相同

念引入界面管理的研究中是一种新的界面

统一定义，在综合了文献［１－ ４］后，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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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研究方向。

比较认同的的定义是：为完成同一任务，企

Ｃｏｈｅｎ 等人对 Ｒ＆Ｄ－Ｒ＆Ｄ、研究—开发间界

业需要处理企业之间、企业的各组织部门、

面作了系统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有效的界

有效的界面整合，可以加强各成员之间的合

各有关成员之间在信息、物质、财务等要素

面管理对于加速企业技术创新和保持企业

作，发挥整体资源优势，增强联盟企业竞争

交流方面的相互作用，解决界面双方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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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联盟的企业间通过彼此的销售渠道进

分工与协作需要之间的矛盾，实现控制、协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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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沟通，提高管理的整体功能，实现企业
绩效的最优化［２］。

从现有研究文献的简要回顾我们发现，

动态联盟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的合作可以加快创新速度、缩短创新周期、

以往的研究都是针对传统企业模式进行的

降低研发制造成本，以及降低技术和市场所

界面管理的研究层次

界面管理研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

带来的不确定性，最终顺利实现新产品开发

迄今关于界面管理的研究主要侧重在

统企业界面管理的研究方法已经跟不上新

成功。因此研究动态联盟中的界面管理的意

以下 ３ 个方面：①不同企业间的界面管理研

时期理论研究的步伐。

义十分深远。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回答如下

究。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只有国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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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联盟界面管理的提出

两个问题：①动态联盟企业在哪些方面进行

数学者作了理论探讨。例如 Ａｌｌｅｎｖ、
Ｃｌａｒｋ 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以电子信

专业化分工协作？②影响分工协作的因素有

人对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界面的障碍进行

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了分析。②企业内部职能间界面管理研究，

企业之间以往的竞争模式（生存模式）发生

主要是分析 Ｒ＆Ｄ—营销—生产制造间界面。

了巨大的变化。以往的研究传统企业界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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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理论与实证研究最多，且形成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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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联盟建立在市场机遇的基础上，是

解决的问题。

面整合的关键要素。加强契约管理有利于联

由多个各有专长的敏捷型企业组成的网络

联盟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企业

盟企业间的相互协调以及权、责、利的划分；

组织。动态联盟中的成员利用各自的特长和

带来经营风险、管理难度加大。不同的选择

促进联盟合作中各成员协作关系达到最优，

优势联合起来完成整个项目的全过程，其核

偏好下联盟企业的组织结构也不尽相同，主

维护联盟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联盟企业的

心思想是资源共享，风险共担，通过合作来

要有职能式、项目式、矩阵式、混合式等组

正常运转。

强化和提升竞争实力。动态联盟企业的分工

织。不同组织模式下需要加强管理中的联盟

协作主要分为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两种。横

企业间的横向沟通、协调和学习，以避免管

２ 总结与建议

向合作主要指合作企业间由于资源的互补

理过程中“协同效应”的产生；另外如果各联

将界面管理概念引入动态联盟组织模

而建立起来的利益共同体。每个企业都拥有

盟企业间任务、分工比较笼统，会造成角色

式中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此在分析动态联

一定的资源，但很少甚至不可能拥有所需的

模糊、角色冲突，因此需要明确和调整各联

盟界面整合要素时还不够深入，也不全面。

所有资源，这就迫使企业在某个项目中以完

盟企业的任务和职责。所以联盟企业所选择

动态联盟的界面管理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

成工程项目为目标进行联合。例如不同企业

的组织结构必须是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深化。从现有研究来看，尚待进一步研究的

Ｒ＆Ｄ 部门间进行技术研发合作；不同企业营

还能及时地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有效反

方向包括：①对信息技术在动态联盟界面管

销部门间的营销战略、营销战术的合作等。

应的组织模式［８］。

理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②对不同合作方

而纵向合作是由供求关系建立的合作关系，

（２）跨文化管理。动态联盟是不同企业

主要表现为不同企业间的 Ｒ＆Ｄ 部门与营销

间联结合作的过程，必然会因为联盟企业间

部门、生产制造部门间的合作，属于供应链

文化、专业化分工差异导致界面整合障碍，

上不同企业间的合作。

动态联盟成员跨文化协调整合阶段是全面

式的动态联盟界面进行研究，如基于研发与
营销合作方式的动态联盟企业间界面管理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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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影响动态联盟界面整合的因
素大致可以分为 ４ 点：①组织结构不利于职
能部门信息沟通。②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
部门间合作欲望不强。③信息粘滞，存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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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联盟企业界面整合要素分析
动态联盟界面的整合主要指在联盟企

业内部，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各成员之间需
要进行信息、资源、资金等资源要素的交互
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联盟各方在组
织因素、跨文化管理、契约管理等问题，以实
现控制、协作与沟通，提高联盟的整体竞争
力，
达到联盟企业绩效的最优化［７］
（见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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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盟成员的配置资源，联结组成动态联盟
这一种较为理想的合作模式。
动态联盟的跨文化管理主要是指联盟
企业间要充分尊重个体成员文化差异，努力
实现联盟内文化融合，增强联盟成员间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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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模型能够激励联盟企业努力创新、
减少分配过程中的外部性效应、消除“搭便
车”
现象。

门，是通过契约联结在一起的组织方式。在

契约是联结动态联盟的重要纽带，契约

这一过程中，如何降低管理费用、提高组织

管理是动态联盟的重要因素，也是动态联盟

效率， 怎样实现优势互补是界面整合所需要

界面管理研究中特有的制约并且影响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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