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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虚拟企业伙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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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企业看成是一组属性的组合，
从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互补性、
兼容性和协同性标准出发，
将企业的属

性划分为互补、兼容和协同 ３ 类，再运用联合分析法对候选企业的互补属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按照综合属性值进行
分类，然后在分类的基础上建立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离散选择模型，将企业的互补性、兼容性和协同属性结合起来
分析，从而得到盟主企业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候选企业的概率，
在虚拟企业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虚拟合作的最佳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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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虚拟企业（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是 ２１ 世纪
竞争、合作、动态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进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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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认为在针对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

虚拟合作对象的选择需要依赖候选企业所

的研究中，
必须同时考虑互补、
兼容和协同 ３

表现出的属性信息。候选企业的属性成为企

方面的标准，才能正确选择合适的合作伙

业虚拟化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根据虚拟选择

伴，实现虚拟企业的整体目标。

合作伙伴的标准，将企业属性分为 ３ 种类

产经营和市场竞争最有效的运行模式。虚拟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虚拟企业选择合作

型：

企业的运作效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

伙伴的互补性出发，运用联合分析法（Ｃｏｎ－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的正确选择，因此能否准

ＣＡ） 对候选企业进行效用评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意义上企业应具有的属性，可以认为是候选

确、迅速地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直接关系到

价，并相互比较候选企业的各自效用，从而

企业的内部属性，即企业本身的核心能力及

虚拟企业的合作绩效和虚拟企业整体目标

对合作市场上的候选企业进行分类；然后基

资源竞争优势的描述。根据文献［９］中所研究

［２－ ４］

（１）互补属性。互补性属性也就是一般

的实现。国内外大量文献对虚拟企业的伙伴

于合作伙伴兼容性、协同性的原则，建立虚

的影响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关键决策

（２００５）根据以往
选择进行了研究，叶永玲 ［１］

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离散选择模型（Ｄｉｓ－

因素，可以归纳为：时间、质量、成本、服务、

文献及国内外成功的虚拟合作经验归纳出

ｃｒｅｔ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ＤＣＭ）［５－ ８］，在联合分析和

机遇实现能力、先进性、创新、后勤、环境等

选择虚拟合作伙伴的 ３ 个重要标准：互补

对候选企业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确定候选企

方面。

性、兼容性和协同性。然而我们发现以往关

业在互补性、兼容性和协同性 ３ 个标准下的

于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定性、定量研究

合作伙伴的选择概率。

以及系统化的研究仅仅都是通过定性、定量
的方法，从判断比较候选企业的生产能力与

１

企业的效用属性分类

（２）兼容属性。在资源和能力满足互补
性标准的前提下，成员企业之间能否相互兼
容是虚拟合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战
略、人员、文化，实力、财务、管理体制等方面

资源优势等方面来寻找合作伙伴，片面地追

盟主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无法对企

求资源或竞争优势的互补。这仅仅体现了选

业虚拟化效果作出准确判断。根据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择合作伙伴的互补性标准，而忽略了对兼容

的分析框架，假设盟主企业所需要的并不是

员企业之间，如果缺少兼容性，那么不管业

性的考虑，因此也不可能体现协同性标准，

候选企业本身，而是存在于候选企业中的核

务关系在战略上有多重要，也不管彼此有多

因为不兼容的虚拟合作将导致负向协同效

心能力，把候选企业看成是效用空间上的投

强大的能力，都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因为

应，从而导致虚拟企业目标的无法实现。因

影，并作为一组属性的组合加以分析。因此

兼容性及分析解决矛盾的能力是保持合作

的匹配兼容，同时考虑企业利益分配要求、
沟通等方面的非功能性因素。虚拟合作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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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的这些属性来确定各个属性水平，

合作市场上的盟主企业只是把每个属性的

（３）协同属性。虚拟企业的成功取决于

这些决定性的属性以及不同水平效用会对

效用值加起来就得到某种属性组合，即企业

成员企业的组合是否具有整体优势，这要求

盟主企业的选择决策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

的整体效用。因此，我们结合上文计算出的

成员企业树立协同竞争的观念，实现企业之

响。

企业属性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计算企业的

各方良好关系的基石。

间优势资源的共享和协同运作，共同营造具

一般，各属性所含的水平数目应尽可能

有竞争优势的虚拟企业。因此，盟主企业除

平衡。研究表明：一个属性的水平数目增加

了需要考察合作对象资源能力互补、企业匹

时，即使起点保持不变，该属性的相对重要

整体效用来比较盟主企业对不同候选企业
的偏好。企业整体效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Ｊ

ｕｉ＝!$ｉｊ·"ｉｊ

（３）

配兼容以外，还要考察合作对象的协同效

性也会提高。在典型的联合分析中，合作市

应。一般情况下协同效应用销售收入的增

场上候选企业的属性应有 ６～７ 个，每个属性

其中：
ｕｉ 为候选企业 ｉ 的整体效用值；"ｉｊ

加、运营成本的降低和投资需求的压缩 ３ 个

的水平数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一般是 ３ 个

为候选企业 ｉ 的第 ｊ 个属性的水平效用；$ｉｊ

变量来描述。

左右。属性及其水平数目不宜过多，因为过

为企业 ｉ 的第 ｊ 个属性的相对重要性；
Ｊ 为企

２ 联合分析

多的属性及其水平会加重盟主企业的负担，

业属性个数。

ｊ

使得盟主企业的选择过程复杂化，或者降低

在针对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联合

（６）候选企业分类。根据上述联合模型

模型预测的精确性；属性过少则会严重降低

分析中，合作市场上的候选企业都是由能描

对候选企业效用值的计算，按照建立离散选

模型的预测能力，因为模型中将丢失一些关

述企业核心能力的属性以及不同水平属性

择模型分析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需要，

键的信息。

值从小到大
我们将 ｎ 个候选企业的 ｕ（ｉ∈ｎ）
ｉ

的组合构成。盟主企业对拥有组合属性效用

（３）属性水平效用模型。企业属性水平

的企业进行评价，运用统计技术对评价结果

的效用描述了虚拟企业在合作市场上赋予

进行处理，估计各属性水平的“效用值”，在

候选企业每个属性的各个水平的重要性，由

确定企业属性及其水平效用的基础上，得到

联合分析的模型估计得到。一般根据盟主企

离散选择模型应用于虚拟企业的合作

企业不同属性的相对重要性。那样盟主企业

业对候选企业的偏好或评价，即估计模型的

可以得到 ＴＱＣＳＥ 等属性在虚拟企业合作伙

伙伴选择是基于企业互补、兼容和协同属性

因变量，分解成为候选企业所有属性水平的

伴选择中的相对重要性，而且可以得到各影

效用的综合评价，以形成虚拟企业的整体效

效用，水平作为预测变量（即自变量）
，并采

响因素下不同水平的效用值，从而确定盟主

用函数作为约束条件，来判断盟主企业选择

用哑变量的 ＯＬＳ 回归得到回归系数，该参数

企业对企业 ３ 类属性的效用评价。

合作企业的概率，从而进行选择合作伙伴的

即为企业属性的水平效用。我们运用传统的

行为。盟主企业对合作伙伴的选择是寻找组

联合分析模型：

建虚拟企业的最佳组合，即达到虚拟企业效

首先运用联合分析根据合作市场上获
得的相关企业的互补属性水平的效用值，计

Ｙｉ＝!ｉ＋!"ｉｊ#ｉｊｋ

算属性的相对重要性和企业效用，从而可以

（１）

排列，
将 ｎ 个候选企业划分成 Ｇ 组类别。

３ 离散选择的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

用的最大化。因此准确的伙伴选择分析应该

其中：
Ｙｉ 为候选企业 ｉ 的偏好得分；!ｉ 为

考虑互补性、兼容性和协同属性之间的交互

同一类别，形成若干不同的候选企业集合。

相应的截距；
"ｉｊ 为估计的企业 ｉ 某个属性 ｊ

作用。由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为代表建立和发展起来

根据上述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联合分

的水平效用；#ｉｊｋ 为指定的企业 ｉ 不同属性水

的离散选择模型不仅仅是测量决策主体的

析原理，现在给出互补类效用属性的联合分

平的哑变量；且 #ｉｊｋ＝｛０，
，
１｝
１ 表示某个属性

评价偏好，而且还在具体的选择对象集合中

析的一般步骤：

的水平出现，
０ 表示某个属性的水平未出现。

进行选择。基于联合分析对合作市场上候选

将在各效用值的评价得分相近的企业归到

（１）确定研究对象。盟主企业根据机遇

（４）属性相对重要性。根据联合分析法

企业的分类，应用离散选择模型可以在群体

类型和经营过程，分析企业所需要的外部核

的基本原理，企业属性相对重要性的计算基

层面上得到影响盟主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

心能力，确定合作伙伴选择的范围，并从潜

于这样一个假定：对于候选企业水平效用估

企业属性水平的效用值，进而可以在模拟的

在的合作伙伴当中缩小范围，剔除不合格的

计的差值越大表示该属性在整体企业效用

市场竞争环境下构造不同的候选企业选择

侯选伙伴，挑选出可供选择的伙伴群，减少

中的重要性越高，差值越小表示越不重要。

集，计算候选企业被选择频次比率和选择概

后面阶段联合分析和建立离散选择模型所

属性相对重要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率，获得盟主企业在不同企业属性水平效用

需要进行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工作。
（２）确定属性及水平层次。根据确定的

$ｉｊ＝

ｍａｘ（"ｉｊ）－ ｍｉｎ（"ｉｊ）
×１００％
!ｊ＝１ ［ｍａｘ（"ｉｊ）－ ｍｉｎ（"ｉｊ）］
Ｊ

（２）

下的选择行为。因此，离散选择模型在虚拟
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运用中也更符合实际。
根据离散选择模型的相关理论，规范的

研究对象，确定能描述候选企业特征的重要

其中：
$ｉｊ 为企业 ｉ 的第 ｊ 个属性的相对

互补属性是联合分析最重要的一步。盟主企

重要性；ｍａｘ（"ｉｊ）为企业 ｉ 的第 ｊ 个属性的最

离散选择模型一般形式为 Ｐ（ｘ｜ｚ），其中 ｘ 为

业应根据市场机遇的不同，确定虚拟企业的

大水平效用值；ｍｉｎ（"ｉｊ）为企业 ｉ 的第 ｊ 个属

有限选择集 Ｃ 中的一个备选元素，
ｚ 为刻画

不同市场目标，从而根据虚拟企业的使命来

性的最小水平效用值。

选择集和决策者特征的实向量，
Ｐ 给出了在

完成合作伙伴的选择。由于企业的互补属性

（５）
选择确定效用函数的 ＣＡ 模型。计算

由 ｚ 所描述的选择背景下，备选方案 ｉ 被选

较多，因此需要选择出最重要的既有代表性

联合分析模型的整体企业效用，最常用的模

中的条件概率。通常假定具体的 Ｐ 与参数向

又在盟主企业评估能力范围内的属性。然后

式是加法模式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该模式认为

量 % 一一对应，所以离散选择模型一般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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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 Ｐ（ｘ｜ｚ，!）。假定在虚拟企业合作市场中，

即：
就成为一个多项式 ｌｏｇｉｔ 模型，

有 ｎ 个盟主企业欲组建虚拟企业，每个盟主

Ｐｒ（ｙ＝ｉ｜ｇ）＝

企业至少选择一个候选企业来组建虚拟企

（７）

关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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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协同属性的时候，根据组建虚拟企业的

在一个两层次的嵌套 ｌｏｇｉｔ 结构中，我们

需要来选择其中部分属性因素来设计兼容

根据上文合作伙伴的联合分析得到的各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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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组，然后才是从每一组企业集合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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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候选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则得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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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次的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选择概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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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散选择模型中，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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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合作伙伴的选择。该模型将合作市场

哪个类别的企业集合时，最终选择某一品牌

上的候选企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分为不同的

具体企业的条件概率。然后盟主企业选择某

小组，同一小组中的随机扰动项，即候选企

一类别企业的概率：

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允许属性效用相似的候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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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盟主企业选择某一具体企业的概率
等于其在每个选择阶段依次作出每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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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乘积。在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中估计效用函
数的参数以及合作市场上的需求，是分阶段
估计的，估计的顺序是从最后一个选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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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Ｓｇ 表示对全部候选企业分组后
（由上文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联合分析
可以得到候选企业的分组）企业 ｋ 所在的

开始。根据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离散选择，最终
得到盟主企业选择某具体企业作为合作伙
伴的概率，
实现企业虚拟化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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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可以证明处于同一组中的选择项两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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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扰动项相互独立，并服从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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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选择的思路方法；不足之处是未涉及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