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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战略选择。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

用数字技术的组合触发组织属性的重大变革并改进组织的过程，其深刻复杂性对相关理论的发展

提出了挑战。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将为企业、产业、国

民经济和社会进步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可以分为个体（团队）、组织和

产业三个层面。个体层面包括具有数字领导力的管理者、具备数字化思维的员工和科学合理的数

字化转型团队；组织层面包括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权、匹配的组织设计和有价值的数据；产业层面包

括新的顾客价值、新的包含数字化特征的生产函数和完善的转型生态体系。在系统阐述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内涵、动因和关键因素基础上，根据“认知—战略定位—战略实施”逻辑构建了一个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动态过程模型，据此提出评估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明确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战略定位，平衡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中人与技术的关系，保持数字化转型认知、战略定位和战

略实施的一致性，把控数字化转型的节奏等管理策略，以保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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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

济增长的新动力。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

2023年数字经济产值将占到全球GDP的 62%，全球将进

入数字经济时代。同时，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和关键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

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

在建设“数字中国”的宏伟蓝图中，产业数字化是驱动数

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中国

产业数字化规模达 31. 7 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

80. 9%，占 GDP 比重为 31. 2%。“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数

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

革，在顶层设计中明确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打造数字经济

新优势中的战略地位。国家及地方政府也加紧出台了

各项政策意见，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赋能各行

各业，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方向和新路径。

企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是

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为了应对后疫情时代经营

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经济恢复的要求以及

宏观政策的驱动下，数字化转型加速成为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必然选择，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

字技术不断探索转型路线和变革突破点。但是，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之路仍充满挑战。普华永道在 2018年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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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数字化运营调研中发现，全球仅有 10%的制造企业在

数字化转型上取得了成功。另据《2021中国企业数字转

型指数研究报告》①显示，仅有 16%的中国企业数字化投

入已转化为经营绩效，成为 2021 年的“转型领军者”②。

况且，正因为数字化转型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具有

高度不确定性，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未踏上数字化

转型之路。许多传统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基

础和能力薄弱，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处在摸索阶段。同

时，数字原生企业③正凭借全新的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

获得强大的市场支配地位[1-2]，威胁传统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倒逼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传统企业不

仅要面临转型成功率低的挑战，还要应对数字原生企业

的跨界竞争威胁，身处“转不好找死，不转型等死”的两

难境地。

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的复杂性对相关理论的发展

提出了挑战。对比实践探索和学术研究的主题后发现，

在强调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

相关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主要体现在：（1）未系统明确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动因和关键因素等基本问题，造

成一定的观点混淆和认识误区；（2）缺乏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具体管理策略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实践的指导性不足。为了弥补理论研究的不足并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本文系统地阐述了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内涵和动因，并从个体（团队）、组织和产业三

个层面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进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认知—战

略定位—战略实施”逻辑，构建了一个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动态过程模型，并提出相应的管理策略，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实践的“再出发”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帮助企业

开展更加平滑顺畅的数字化转型。

一、实践探索与学术研究对比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重大

课题。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企业实践以及学术研究对数

字化转型的探索，本文通过关键词识别以及内容分析对

学界和业界所关注的数字化转型主题进行比较。为此，

本文首先搜集和整理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新闻和文献

数据④，并使用R语言和 jieba词包⑤分别对新闻标题和文

献摘要进行分词，识别相关关键词，以体现企业实践和

学术研究中关注的数字化转型主题。

通过对关键词的比较以及对相关新闻和文献的内

容分析发现：（1）新闻报道关键词中，除“数字化”和“转

型”两个搜索关键词外，“企业”“助力”“科技”“推动”“加

速”“技术”“创新”等关键词的频率较高。可以看出，数

字化转型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业界非常明确地突出了

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和侧重点，即企业在科技创新和数字

技术的助力下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学术文献关键词

中，“发展”“企业”“产业”“创新”“数据”“研究”“理论”

“社会”“治理”等关键词的频率较高，说明学界所关注的

数字化转型主体更加广泛，除企业外，还有政府的数字

化治理、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等，强调数字化转型助

推中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为了对接业界，

学界应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力度。（2）在实践

探索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传统企业以及阿里巴巴、

京东、腾讯等数字原生企业，与创新、组织变革、商业模

式、竞争合作、高质量发展等话题息息相关。业界鼓励

所有企业都加速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强调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生存发展和建立核心竞争力的紧迫性，关注企业落

实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情况和行为措施。在学术研究中，

学界不侧重强调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而是聚焦传

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构建，具体的研究主题包括数

字化转型战略的制定[3]，数字化转型与绩效的关系[4]，数

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的影响[5]，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机制和路径[6]，等等。

一方面，业界不断强调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但大部分企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数字

化转型实践亟需相关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虽然学者

们通过调研剖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路径和模式，但

根据典型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无法作为其他企业

成功转型的依据。因此，现有研究缺乏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一般性和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认知和实践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和指导。为此，有必要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动因、关键因素及管理策略

等基础问题进行系统归纳和探究。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及动因

（（一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1.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什么？

Vial[7]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义进行了高度概括，认为数

字化转型是指通过信息技术、计算技术、通信技术和连

①2021年，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与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

合作发布《2021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报告》。

②埃森哲公司于 2018年提出领军企业的定义：在持续深耕传统业务的

同时，不断打造新的增长引擎，过去 3年中开展的新业务带来的营收在

企业总营收中占比超过50%。

③数字原生企业是指基于数字技术构建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的组织，

例如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1-2]。

④借鉴动态竞争研究中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来识别企业竞争

行为和战略；新闻和文献数据分别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

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

⑤jieba词包是一个使用广泛、分词效果较好的分词库，它的开发者经

过反复大量的训练，已将两万多条词组收录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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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技术的组合触发实体属性的重大变革，以期改进实体

的过程。该定义包含了数字化转型四个方面的属性：目

标实体（target entity）、手段方式（means）、变革的范围和

程度（scope）以及预期的结果（expected outcome）。目标

实体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行业和社会。因此，本文将

企业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的组合触发

组织属性的重大变革并改进组织的过程。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内涵应该聚焦企业这一实体，关注数字技术的应

用、转型范围与价值创造模式、转型的目标和结果等关

键属性。重组的数字技术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

体现为数字化应用、数字化产品、数字化平台（社交媒

体、移动设备和云计算）等基础设施[8]。转型范围与价值

创造模式的改变体现在企业需要重塑愿景、战略、组织

结构、流程、能力和文化[9]，改变价值创造路径[7]，更新商

业模式、业务模式和协作方式[10]，等等。企业利用重组

的数字技术改进价值创造模式，从而实现产品和服务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提升等[11-12]。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是什么？

首先，数字化转型不等同于数字化或数字化升级。

数字化转型从字面意思上包含两方面：“数字化”和“转

型”，数字化是动力，转型才是目标。数字化是在企业内

部运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运营方式和工作方式

等，侧重降本增效。数字化转型以企业创新发展和用户

价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侧重于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

能力，推动传统业务创新变革，构建数字时代新商业模

式，探索价值创造新路径等。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一个

传统的互联网技术后端过程，更重要的，它影响整个组

织，重新定义战略、创业过程、创新和治理机制[13]。

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一定要颠覆已有的价值主

张。Furr等[14]指出，数字化转型最好的结果来自适应而

非再造，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意味着通过渐

进性变革传递核心价值主张，而非根本性破坏。价值主

张是否会被颠覆，取决于企业所要满足的顾客需求是否

有重大改变。如果和新进入的颠覆者相比，在位企业可

以使用数字化工具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就不必颠覆价

值主张，换句话说，数字原生企业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

传统企业都可以在数字经济时代生存。传统企业不必

复制数字原生企业的商业模式，为了数字化一味地拓展

新业务而忽略原有业务。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不在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15]，而是取决于数字技术的适

用性以及与企业商业模式的契合程度。企业盲目引进

颠覆性技术，会大大提高转型成本和试错成本。

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关键的不是技术，而是

人[16]。企业数字化转型要“以人为本”。数字技术迭代

迅速，数字化的效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无法预

测未来的关键技术是什么。此外，技术无法完全取代人

的作用，技术颠覆（如自动化）会使某些岗位消失，但也

会创造新的岗位，技术与人的结合才是更有效的。因

此，企业能否适应更加数字化的未来，最关键的是投资

具备数字化思维和掌握应用数字技术能力的人，以缩小

数字化人才供需之间的差距。这些人具备极强的适应

性和求知欲，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数字化环境，如具

有数字领导力的管理者、具备数字化思维的员工等。

（（二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内外因的推动使企业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从外

部原因来看，在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推动下，数据和算法成为赋能经济增长的新资

源，这类新型资源由于其丰富性、价值性、先进性等重要

特征，将为企业业务增长提供新的发展利器，决定企业

经营水平的新高度，引领企业未来竞争的新方向。因

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时代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近

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总体上有所下降，面对经济放缓或

下行的国际新常态，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能够为GDP增长提供新动力。

从内部原因来看，随着企业数字管理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走在行业前列的企业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之路，

并且通过数字化转型，确定了行业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因此从企业自身来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向高水平发展

的必经之路。同时，企业在以往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

关键流程和产品的突破式创新发展较慢，绝大多数的创

新以对现有技术的改良为主。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

型，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找出创新的关键

节点，通过数字化学习找出突破现有技术瓶颈的新路

径，为企业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注入新的学习模式，从而

使企业创新迈向新台阶。综上所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数字化

转型将为企业、产业、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带来新的发

展动力。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

现有学术文献对成功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路径和模

式进行了探究，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一定的

指导，但研究主题相对分散且结论缺乏通用性。为此，

有必要系统地分析和归纳哪些关键因素能够促进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本文利用 R软件对文献摘要进行

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分析[17]，生成由企业

数字化转型领域中出现频次较高且相关联的特征词所

构成的集合，结合特征词所在文献的内容归纳每个集合

的主题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题（见表 1）。本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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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根据研究主题对学术文献和新闻报道进行归类，通

过新闻和文献的内容分析，总结每一主题下有利于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并从个体（团队）层面、组织层

面和产业层面[8]分别进行论述。

（（一一））个体个体（（团队团队））层面层面

1. 具有数字领导力的管理者

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比通常的流程优化或系统更新

更深层次的变革，也是自上而下驱动的变革[8,12]。为了应

对数字化转型的新挑战，企业管理者应具备“数字化思

维（digital mindset）”[7,12]和“数字领导力”[18-19]。数字领导

力是对“信息化领导力（e-leadership）”[20]这一理论概念在

数字经济时代新的诠释，是指在数字经济时代，管理者

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作用下，促使个体、团体及组织在态

度、情感、思维、行为及绩效方面发生变化的社会影响过

程和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力[19]。管理者的数

字领导力将成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区别于其他

竞争对手的关键，决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成败。具备数字

领导力的管理者能够积极开放地拥抱数字化环境中的

变化和颠覆，深刻洞见数字技术对企业的价值；在转型

过程中能够制定合适的转型战略，把握正确的转型节

奏，坚持长期的战略承诺和投入，如注重数字化人才培

养、建立专门的数字化转型团队等。数字化转型是企业

自上而下的深层次变革，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

因此需要管理者的全力支持和推动，以保障数字化转型

战略从顶层设计落实到涉及业务的有效行动上，加快企

业数字化转型。

2. 具备数字化思维的员工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深刻的组织变革，需要全体员工

的共同参与。但当员工意识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威

胁到他们的工作时，会有意或无意地抵制这种变革。在

引入数字技术和开展数字化转型项目之前，领导者应该

专注于改变员工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文化等[18]。至关重

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员工的担忧并向其强调数字化转

型是提升专业技能以适应未来市场的机遇，以引导员工

接受和采用新技术，通过赋能员工最大限度释放数字技

术的价值。员工对技术变革的信念，即“数字化思维”决

定了他们参与或退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计划。具备由

“成长导向信念（growth-oriented beliefs）”和“可扩展和信

念（expandable-sum beliefs）”构成的数字化思维的员工

更可能积极地改善自身知识结构和提升数字化技能，更

能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新环境[21]。他们将数字技术视为

组织战略支柱，并将数字化思维方式与业务和流程紧密

结合，通过高效协作、知识共享和创新变革等使行为与

企业数字化转型目标保持一致。

3. 科学合理的数字化转型团队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一个具有跨职能授权和强大

支持力的团队，能够应用数字化工具或系统改进企业的

价值创造模式。许多企业倾向于在营销或技术领域直

接建立团队（业务和信息技术一体化），这会限制数字化

转型的全面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团队可以由技术、数

据和流程人员组成，让具备数字领导力和组织变革能力

的管理者来领导。管理者确定企业的转型需求和目标，

团队中的技术人才负责评估哪些数字技术有助于企业

转型，保障所引入技术对业务的适用性以及与现有数字

化基础设施的兼容性。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

关键要素资源。因此，企业需要数据人才深度挖掘新型

的非结构化数据，收集、分析和转换高质量的数据，为管

理者智慧决策提供依据。流程领域的人才具备以客户

为中心的战略意识，知道何时只需要渐进地调整和改进

现有流程，何时必须进行彻底的流程再造和设计。科学

合理的数字化转型团队中，技术是发动机，数据是燃料，

流程是导向系统，组织变革能力是起落架①，四个领域的

人才形成一个整体，才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二二））组织层面组织层面

1. 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权

为了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常采取外包模式。第三方服务公司丰富的行业案例

经验可以帮助数字化基础薄弱、转型经验缺失的企业选

择合适的数字化工具和转型方案，降低前期试错成本和

失败风险，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但是，外包模式通常

要求企业成立独立的业务部门，聘用外部数字化团队，容

易忽略员工对于数字技术引入和组织变革的抵触和焦虑

情绪，无法了解领导和客户的真正需求。这就导致数字

①DAVENPORT T H，REDMAN T C.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mes down

to talent in 4 key areas[EB/OL].（2020-05-21）[2021-10-15]. https://hbr.

org/2020/05/digital-transformation-comes-down-to-talent-in-4-key-areas.

表 1 学术文献的主题模型分析及关键因素识别

编号

1
2
3
4
5
6

特征词

领导、职业、员工、指导、信息、主动、逆向、精益、知识、自我

服务、外包、业务、建立、社会、优化、博物馆、加强、功能、不断

消费、广告、流通、程序化、户外广告、互联网、精准、供给、消费者、变革

创新、生态系统、技术创新、框架、知识、研究、理论、相关、概念、文献

创造、价值、平台、场景、商业模式、用户、赋能、产品、演化、生态圈

治理、数据、开放、国家、现代化、税收、要素、劳动、共享、壁垒

研究主题

领导/员工

外包服务

消费者

生态系统

价值创造

数据治理

关键因素

领导者、团队、员工、组织设计

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权

新的顾客价值

完善的转型生态体系

数字化特征的生产函数

有价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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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缺乏企业自上而下的全面支持。因此，企业需要

掌握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权，由内部人士主导数字化转型。

内部人士更了解客户和企业的需求，能够更好地与公司

内部员工和外部客户进行沟通，有利于营造推进数字化

转型的企业文化。在Furr等①研究的 50个企业数字化转

型案例中，由几乎没有数字化转型经验的内部人士担任

负责人的项目的成功率约为 80%。因此，企业数字化转

型最好的途径是由内部人士领导数字化转型，同时聘请

外部专家进入团队，并在这一过程中注重对内部人才的

培养和再利用，这才是确保数字化转型可持续性的核心。

2. 匹配的组织设计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的具体过程，以及

用以实现组织目标的子任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创

造了新的任务需求，因而对组织设计提出新的要求[13]。

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任务分解、分组、指派、监控和重组

五个步骤影响组织设计[22]。企业首先根据预期的产出

和目标对任务进行分解。数字化工具提供的丰富数据

有助于企业淘汰冗余任务和新增缺失任务。例如，工业

物联网（IoT）系统通过联网传感器和智能设备来收集库

存周转率、工程进度、员工效率等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

技术进行优化和预测，高效地确定产出所需的子任务。

任务分解完成后，利用数字系统提供的关于任务的丰富

信息和数据，企业能够精确地挖掘任务之间新的相互依

赖关系，并自动生成任务分组的最佳方式。任务分组

后，数字工具通过分析员工的技能水平和任务完成情况

的历史数据，向管理者推荐匹配分组任务的最佳员工或

团队，减少实验试错成本。同时，员工能够胜任被分配

的任务，并被赋予更多的自主决策权，降低了员工对数

字化转型的抵触情绪，提高了工作效率。企业需要实时

监督员工和团队的任务完成情况，数字化提供了低成

本、实时的监控手段。分组的任务完成后会被重新组合

并转化为最终产出，数字化能够减少任务重组的实验成

本，帮助领导者做出低风险和高效率的决策。

3. 有价值的数据

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数据确认为劳动、资本、

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之后的第七种生产要素，反映了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关键作用。企业与数字经济的契

合点就在于如何在数据的支持下进行转型升级。有效

发挥数据（用户数据、供应链数据、竞争者数据等）的赋

能作用，能够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智能制造与生产以

及智慧管理和决策。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更

强的适应性和融合能力，为企业的跨界发展奠定了基

础。但是，目前企业在数据治理上还存在数据流向不

明、“简单粗暴”存储、计算资源闲置等问题[23]。企业需

要有足够的洞察力将有价值的数据转化为帮助企业决

策的知识，以作为企业行动的依据。企业首先要识别不

同业务的数字化场景，不断收集新数据，以支持反馈循

环中的分析和数据模型的运转。一旦数据被收集、清理

和安全存储，就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处理，针对现有

问题开发更好的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新价值[24]。

（（三三））产业层面产业层面

1. 新的顾客价值

为顾客创造新价值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目标[25]。

管理者先要深入了解顾客需求，并仔细评估能否通过企

业数字化转型来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随后，管理者要

思考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利用数据和数

字化能力为顾客提供个性化和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不

断增加新的顾客价值。大部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只是

提升了顾客交易价值，而非顾客体验价值，因而在增加

顾客新价值的转型道路上停滞不前。如传统零售商的

数字化转型，企业首先应该思考能提供什么样的体验与

顾客进行更有效的沟通，更重要的是发现企业在哪些方

面还没有利用数字技术来创造这种体验。苏宁易购作

为传统家电零售商，在房租、员工工资和库存费用的成

本压力下，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与电子商务巨头京

东商城和淘宝网抗衡，倒逼其进行数字化转型。通过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段，苏宁易购将线

上线下进行有机融合，为消费者提供全渠道体验，在“开

店、进店、逛店、离店”四个环节中，提供会员营销、交易

支持、互动体验、人工智能应用等解决方案，实现了商品

陈列智能化、体验流畅化、购物方式多样化以及购物过

程准确化，提高了顾客体验价值。

2. 新的包含数字化特征的生产函数

企业生产经营和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就是建

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Schumpeter[26]65-66提出引入新的

生产要素，或将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并将其引进到

生产体系中，包括推行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

场等。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生产函数也发生了

新的变化。首先，数据将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基于机器

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作用于数据，同时产生新的变

量，加入生产体系中。其次，通过数字化转型，借助数据

和算法，可以降低生产体系中企业的相关成本，包括企

业的生产成本、管理成本、研发成本以及交易成本等[27]。

最后，企业建立和完善包含数字化特征的生产函数，这

一生产函数也将为企业的数字化运营和管理提供精准

分析、科学决策、生产优化和管理升级等，从而提升企业

①FURR N，GAARLANDT J，SHIPILOV A. Don’t put a digital expert

in charge of your digital transformation[EB/OL].（2019-08-05）[2021-10-

15]. https://hbr. org/2019/08/dont-put-a-digital-expert-in-charge-of-yo-ur-

digital-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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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包含数字化特征的生产函数进行价值创造的能力。

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产业内可以更好地突破企业边

界，进行产业内的协作和融合，形成更具优势的产业生

产函数，为产业发展带来新活力。

3. 完善的转型生态体系

数字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改变了企业为顾客

创造和交付价值的方式，企业单打独斗往往无法为顾客

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允许其他利

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共享价值创造的

过程。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都在积极构建以解决

方案为中心的生态体系，利用群体竞争优势巩固自身在

行业中的优势地位。生态体系中的企业具有开放的、可

渗透的边界，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的企业间惯例提供了新

的治理机制来规范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和价值创造机制[13]。

此外，面对数字原生企业的跨界竞争威胁，传统企业与

之抗衡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生态体系或生态链进行数

字化转型。传统企业更了解顾客，与供应商有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相比于数字原生企业，传统企业能够为顾

客提供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与顾客共同生

产定制化的产品，提供更高价值的服务，这是传统企业

自建平台和生态体系的优势。而与数字原生企业相比

的成本劣势，传统企业可以通过重塑生态关系、价值共

创等弥补。

四、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模型及其管理策略

明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动因和关键因素等基

本问题，能够深化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以

往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的

脱节是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24]，而管理

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面认知有利于明确适合企业

发展的战略定位，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措施，同时保障

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一般过程逻辑：认知—战略定位—战略

实施。同时，结合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13，24]、数字化转

型与组织设计[22]等战略定位、战略实施相关研究，本文

构建了一个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态过程模型，如图 1所

示。该模型融合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动因，以及

员工、团队、数据、组织设计、顾客和生态体系等关键因

素，同时反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态调整过程：在进

行数字化转型的一般过程（认知—战略定位—战略实

施）之后，企业会根据数字化转型的实施结果不断调整

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进一步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认

知；在新认识的驱动下重新定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范围

以及价值创造模式，进而实施更加适合企业发展的数字

化转型方案和措施；在“再认识—再出发”“动态调整”的

原则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管理要贯穿整个过程，包括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认知、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各

节点及节点之间关系的管理，以及时间层面数字化转型

节奏的把握。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模型，本文总

结出以下管理策略，以保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实施。

（（一一））评估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评估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

在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之前，管理者需要审慎地评

图 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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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即管理者是否意识到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是否有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和

能力。首先，管理者是否意识到数字技术渗透、用户需

求变化、竞争环境加剧、产业转型升级等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推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数字技术和

数据已成为赋能企业创新发展的新资源。面对用户日

益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消费需求，企业亟需审视自身是否

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同时，竞争

对手和新创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数字化能力，给

企业造成竞争压力。政策支持、产业升级等也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合法性压力。另

外，管理者是否意识到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内部阻

力。市场领导者会因为不想改变已经长期盈利的商业

模式而对数字化转型更加谨慎。同时，成功企业的高管

会对可能影响他们在公司地位的高风险变革持怀疑态

度。其次，管理者是否有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

虽然管理者深刻地感知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力，但更

重要的是，管理者需要明确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解

决哪些问题，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为顾客创造新的价

值。企业不能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管理者要从企业的

生存能力、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来

评价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综合能力提升。最后，管理者需

要明确企业是否有能力和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

化转型需要引入新的数字技术，拓展与伙伴的合作关

系，甚至改变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一方面，企

业需要具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基础资源，协调和

整合资源的动态能力，以及领导者的组织变革能力、数

字领导力等；另一方面，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报

期长、失败率高，还需要企业具有足够的韧性和抵御风

险的能力。管理者对企业现有数字化基础资源和能力

的评估能够有效降低转型风险。

（（二二））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

不同行业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重点和

路径不同，企业应该根据自身行业特点以及业务发展需

要，明确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定位。战略定位明确了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范围和价值创造模式，指导企业在战

略制定和数字技术上选取匹配的方案。转型范围是指

数字化转型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也可以拓展到企业之

间以及行业中。价值创造模式指企业既可以通过数字

化转型提升现有产品和服务质量，也可以提供互联的产

品和服务构建生态体系，或者成为数字平台聚合多种产

品和市场[13]。根据不同的转型范围和价值创造模式，本

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划分为数字化转型陪

跑者、数字化转型参与者和数字化转型领导者三类：（1）

数字化转型的陪跑者主要通过数字化来解决企业内部

的降本增效问题，以提升利润空间。通过数字技术的引

入提升生产运营效率和组织响应能力，并转化为高质量

的产品和服务以增强竞争优势。但是，以企业内部为中

心的转型会使企业逐渐丧失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价

值共创的能力，最终被行业淘汰。（2）数字化转型的参与

者会加强与消费者、供应商、竞争对手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的联系和合作，建立价值网络协同生态体系。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超越了企业边界，企业之间活动和产品的依

赖性和互补性促进了企业间新的共享信息和资源机制

的建立，以生态合力赋予客户新的价值主张。（3）数字化

转型的领导者善于利用数字平台内化合作方的资源与

能力。基于平台的数字市场正在极大地改变企业为客

户创造和传递价值的方式，价值逐渐从独立产品向平台

系统转移，如通过平台促进产品和信息交易，提供集成

的产品解决方案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改

变竞争规则，重塑自己在整个行业中的角色和影响，逐

渐成为行业领导者。

（（三三））平衡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平衡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中人与技术的关系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平衡数字技

术和人的关系。数字技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极

大地提高了企业管理、运营和决策的效率，助力企业更

新价值创造模式，构建新的竞争优势。技术不能完全取

代人，虽然自动化技术会导致某些劳动密集型岗位的消

失，但颠覆性技术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技术只有与

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匹配，才能最大化技术的价值。任何

最新的数字技术都可以被引进，但企业适应未来数字化

及变化的能力取决于培养具备数字化技能的人。因此，

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并重

点在两个方面平衡人与技术的关系。一方面，企业需要

塑造员工与技术相适应的数字化思维。员工对技术变

革的信念，可能会影响他们参与或退出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计划。具备成长信念的员工会认为技术能够帮助

其提高工作能力和提供新的学习机会[21]，因而会积极拥

抱数字化转型。员工接受和采用新技术有利于企业成

功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在组织设计中适度

地使用技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时监控员工的

工作情况，但过度的监督实际上可能适得其反，对员工

的积极性、幸福感以及最终的绩效产生不利影响[22]。

例如，亚马逊公司使用电子手环追踪仓库工人的工作状

态引发争议。因此，组织设计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

数字监控提高效率和保护员工隐私中取得平衡。

（（四四））保持数字化转型认知保持数字化转型认知、、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的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的

一致性一致性

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必要性、重要性以及资源

能力的全面认知利于明确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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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切实可行的转型措施，同时保障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

的一致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率较高，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数字化转型战略定位和实施之间脱节[24]。数字

化转型战略定位主要是对企业转型范围和价值创造模

式的界定，明确企业商业模式中必须根据新战略进行修

改的要素，这是有效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起点。数字

化转型战略实施是指企业将制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转

化为具体的计划和行动，严格的实施过程对于确保企业

行动计划和战略定位之间的一致性至关重要。战略实

施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保持行动计划与业务发展的关联

性，不匹配的数字化行动难以触及和改善企业的业务核心。

因此，只有清晰地界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范围和价值创

造模式，严格管控战略实施过程，确保战略定位与行动

的一致性、行动与业务的关联性，数字化转型才能成功。

例如，通用电气公司数字化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企业

负责数字化转型的部门需要每季度汇报营业收入和损

失，导致它的行动计划专注于创造短期收入，致使数字

化部门逐渐沦为服务企业内部的部门，这与企业最初的

战略定位即面向市场创造新价值不符。此外，有些企业

会设置首席数字官（chief digital officer, CDO）。CDO在

阐明、发展、实施数字行动逻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保

数字技术应用与转型战略定位一致，推动数字业务战略

实施[12]。

（（五五））把控数字化转型的节奏把控数字化转型的节奏

把握好战略活动的节奏，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具有

重要作用[28]。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且循序渐进的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企业有足够的耐心把控转型

节奏。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始的时机很重要。转型

太晚，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变化的数字化需求，会逐渐丧

失竞争力和发展机遇；转型太早，可能会因为数字化能

力的不匹配导致供应链摩擦，增加数字化转型成本。企

业实现新的价值共创模式需要行业上下协调一致，当上

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尚未实现数字化转

型时，企业应该战略性放缓转型进程，实现更加平滑的

数字化过渡。其次，企业可以先从具有战略重要性且能

快速产生价值的环节入手，渐进式地进行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期望短期解决

所有的问题。企业可以先在局部试点数字化转型，如数

字化营销，运用数字管理工具进行数据采集、管理和分

析，实现精准营销。通过局部数字化项目，建立领导者

和员工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再推广到其他部门或项目

中，由点及面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后，通过竞争绩

效适时调整数字化转型的节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

值可以通过财务绩效和竞争绩效来衡量。但是，财务绩

效具有滞后性，相对实时的竞争绩效如企业声誉提升、

用户满意度提高、市场份额扩大等可以作为企业加快或

放缓数字化转型节奏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CHANIAS S，MYERS M D，HESS T. Digital transforma-

tion strategy making in pre-digital organizations：the case

of a financial services provider[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9，28（1）：17-33.

［2］ 刘意，谢康，邓弘林 . 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组织惯

例适应性变革视角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20（3）：

164-183.

［3］ 王永贵，汪淋淋 .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类型识别

与转型模式选择研究[J]. 管理评论，2021（11）：84-93.

［4］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 .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

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1

（7）：130-144.

［5］ 孟韬，赵非非，张冰超 .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商

业模式调适[J]. 经济与管理，2021（4）：24-31.

［6］ 王子阳，魏炜，朱武祥，等 . 商业模式视角下的天虹数字

化转型路径探索[J]. 管理学报，2020（12）：1739-1750.

［7］ VIAL G.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

tion Systems，2019，28（2）：118-144.

［8］ 曾德麟，蔡家玮，欧阳桃花 . 数字化转型研究：整合框架

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5）：63-76.

［9］ GURBAXANI V，DUNKLE D. Gearing up for successful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MIS Quarterly Executive，2019，

18（3）：209-220.

［10］ WARNER K S R，WÄGER M. Building dynamic capa-

bilit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an ongoing process of

strategic renewal[J]. Long Range Planning，2019，52（3）：

326-349.

［11］ KOHLI R，MELVILLE N P. Digital innovation：a review

and synthesis[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19，29

（1）：200-223.

［12］ 韦影，宗小云 . 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一个文

献综述[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11）：152-160.

［13］ CENNAMO C，DAGNINO G B，DI MININ A，et al.

Manag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scope of transformation

and modalities of value co-generation and delivery[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20，62（4）：5-16.

［14］ FURR N，SHIPILOV A. Digital doesn’t have to be disrup-

tive：the best results can come from adaptation rather than

reinven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9，97（4）：

94-103.

［15］ ANDRIOLE S J. Five myths ab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17，58（3）：20-22.

8



姚小涛姚小涛，，亓晖亓晖，，刘琳琳刘琳琳，，肖婷肖婷 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再认识与再出发再认识与再出发httphttp:://skxb//skxb..xjtuxjtu..eduedu..cncn

［16］ KANE G. The technology fallacy：people are the real key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Research-Technology Mana-

gement，2019，62（6）：44-49.

［17］ 王博，刘盛博，丁堃，等 . 基于LDA主题模型的专利内容

分析方法[J]. 科研管理，2015（3）：111-117.

［18］ 李燕萍，苗力 . 企业数字领导力的结构维度及其影响：

基于中国情境的扎根理论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20（6）：126-137.

［19］ 门理想 . 公共部门数字领导力：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J]. 电子政务，2020（2）：100-110.

［20］ 霍国庆，孟建平，刘斯峰 . 信息化领导力研究综述[J]. 管

理评论，2008（4）：31-38.

［21］ SOLBERG E，TRAAVIK L E M，WONG S I. Digital

mindsets：recognizing and leveraging individual belief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

view，2020，62（4）：105-124.

［22］ KRETSCHMER T，KHASHABI P.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design：an integrated approach[J]. Cali-

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20，62（4）：86-104.

［23］ 陈其齐，杜义飞，薛敏 . 数字化转型及不确定环境下中

国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创新发展：第 11届“中国·实践·管

理”论坛评述[J]. 管理学报，2021（3）：337-342.

［24］ CORREANI A，DE MASSIS A，FRATTINI F，et al.

Implementing a digital strategy：learning from the experi-

ence of thre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jects[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20，62（4）：37-56.

［25］ 蔡春花，刘伟，江积海 . 商业模式场景化对价值创造的

影响：天虹股份 2007—2018年数字化转型纵向案例研

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20（3）：98-108.

［26］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27］ 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 .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

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 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28］ 唐继凤，肖宵，李新春．企业战略节奏与竞争优势：一个

理论框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7）：3-21．

（编辑：张园，高原）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Understanding and Re-Sta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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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key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enterprises use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trigger

significant changes in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 and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Its profound complexity challeng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theories.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which will bring new

development power for enterprises, industries,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key factor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individual（team）level, organization level, and industry level.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re are managers with digital

leadership, employees with digital mindset, an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am.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there are

the autonom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tching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valuable data. At the industry level, there are new customer

values, new production functions with digital features, and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ecosystem.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describing the connotation, motivation, and key factor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dynamic process model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cognition—strategy positioning—strateg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is model,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uch as evaluating managers’cognition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king clear the

strategy positioning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keeping the consistenc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gnition, strategy positioning, and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ling the pa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leadership; digital mindset; organization design; customer value;

dynamic proc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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