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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回顾了零售业态演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系统梳理和评价了西方和中国的零售业
态演化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涵盖动因、内容、结果和机理 4 个方面的中国零售业态
演化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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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comprehensivel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retail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valuates systematically these theories established by scholars from both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Based on it，it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tai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hich covers four aspects including driving factors，contents，outcomes and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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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零售业态的大变迁几乎每次都既有预兆，又令人突然，因此常被称为零售革命。零售公
司对之反应不及时或其行动方向发生错误就会导致零售创新失败。零售领域的研究者长期关
注零售业态演化理论，期望探索并发现零售业态的演化规律，使零售企业的决策者可据此进
行预判并采取恰当的创新反应行动，从而避免企业在零售革命中被淘汰。纵观世界零售业态
演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发现一个较清晰的脉络：20 世纪 30 年代，欧美学者提出零
售演化的思想；50 年代，相关理论（如零售轮理论等）出现；60 年代至 90 年代，欧美及日
本学者对零售演化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90 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开始引入并开展一些验
证性研究；此后，国际上关于零售业态演化的文献零星出现，但再也未形成新的研究热潮。
在实践中，零售业态仍在不断演化，特别是受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动的线上零售业的发展
带来了零售业态演化的新问题：线上零售如何占领线下零售的已有阵地；线下零售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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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零售的挑战；两者融合的演化趋势如何；等等。这些为零售业态演化理论开辟了新的研
究空间。
虽然零售业态演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一方面，庞杂的理论
缺乏系统和条理，尽管曾有人对之进行梳理，但是所梳理的文献或年代久远，或局限于欧美
地区，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已有的相关理论大多数基于实体零售店铺过去的演化，是否
适用于未来实体零售和线上零售业态的演化有待进一步验证。综上，有必要对零售业态演化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更系统、更全面的回顾，为线上、线下零售业态创新提供依据，并发
现未来理论研究的方向。
下文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归纳西方零售业态的演化理论；二是归纳中国零售业态
演化理论；三是评价已有的研究成果、建立理论体系，并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需要说明的
是，学者们在论文和教材中使用最多的词组是“theories of retail institutional change”
，准确
的译文是“零售机构演化理论”。也有一些欧美学者使用“theories of evolution of retail
competition”
，可将之翻译为“零售竞争演化理论”
。可见，零售机构演化理论主要依据竞争
规律而建立。还有一些文献交替使用“retail format”
（零售形态或业态）和“retail institution”
（零售组织或机构）
。中国学者更多使用“零售业态演化”概念，简称为“零售演化理论”。
在本文中，这些概念是通用的，其含义相同。

2 西方零售业态演化理论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末期，作者来自欧美的零售业演化理论研究的论文有 150


篇 ，演化理论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重新引起学者们的兴趣[2]。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零售业演化理论是营销研究中发展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3]。90 年代末
期以后，相关文献变得非常稀少。日本对零售业态演化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久保村
隆祐和荒川祐吉在合著的《商业学》中介绍并讨论了零售轮和真空地带等零售演化理论。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日本出现了研究零售业态演化理论的小高潮，有学者开始系统介绍欧美
零售业态变迁理论，并进行了一些创新研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英国 Ulster 大学的学者 Brown 曾对西方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过详
细综述，将零售组织演化的基本理论归纳为环境理论、循环（或周期）理论和冲突理论三大
理论，并认为这三大基本理论互相渗透、会形成新的混合理论。本文主要参考 Brown 的综
述成果，并补充一些新的、未包含的文献，经梳理后得到表 1。

表 1 零售组织演化理论表
理论分类
宏观零售理论

提出者和时间
Schiffman（1981）

（macro ret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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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概括
宏观环境变化影响零售组织的变迁

环

生

调适理论

Gist （ 1971 ）； Roth 和 Klein

越适应环境的零售组织越不会被淘

境

物

（adjustment theory）

（1993）
；Evans 等（1993）

汰

理

进

组织进化论

Dreesman（1968）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提出零售业

论

化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论

生态进化论

“物竞天择”学说
Markin 和 Duncan（1981）

用生态观念解释零售组织演进

（ecological model）
循

零售手风琴理论

Hower（1943）
；Brand（1963）
； 以手风琴推拉引起风囊宽窄变化说

环

（retail accordion）

Hollander（1966）

明产品线宽窄变化

理

零售轮理论

McNair（1958）

新业态以低价策略进入市场，随后

论

（wheel of retailing）

逐渐提升价格，又有更新的业态以
低价策略进入市场

零售生命周期理论

Davidson、Bates 和 Bass（1976） 运用生命周期说明零售业态演进

（retail life cycle）
两极理论

Dressman（1968）
；Schary（1970）
； 零售组织存在两极化现象

（multi-polarisation）

Kirby（1976）

冲

危机反应模型

Fink、Baek 和 Taddeo（1971）

突

（crisis-response model）

理

辩证发展理论

论

（dialectic hypothesis）
真空地带理论

新业态出现，现有业态出现危机感
反应，随之发生变化
零售组织变迁源于新旧机构的冲

Gist（1971）

突，新业态扬弃旧业态
Nielsen（1966）

（vacuum hypothesis）

用顾客对零售商服务和价格的偏好
空隙解释新业态的产生

混

环境-循环混合理论

McNair 和 Cox（1957）
；Deiderick

零售业态的周期演化是在一定的政

合

（environment-cycle）

和 Dodge（1983）

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技

理
论

术等环境下进行的
循环-冲突混合理论

Martenson（1981）
；Izraeli，
（1970） 零售业态的周期演化与新旧业态冲

（cycle-conflict）

突相伴随

环境-冲突混合理论

Alderson（1957）
；McNair 和 May

环境影响竞争优势，而优势导致业

（environment-conflict）

（1976）

态间的冲突，最终带来业态变化

环境-循环-冲突混合理论

Ageragaard 、 Olsen 和 Allpass

零售业态的变化是由环境、周期和

（environment-cycle- conflict）

（ 1970 ）； Beem 和 Oxenfeldt

冲突共同推动的

（1966）
；中西正雄（1996）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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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环境理论
零售组织演化的环境理论（environmental theory）认为，零售业态变革是政治、法律、
文化、经济、技术和自然等宏观环境以及消费者、竞争者和合作者等微观环境变化的反映。
一些学者将百货商店的产生作为环境理论的佐证，认为 19 世纪中后期百货商店在欧美得到
发展源于环境的变化——中产阶级的新需求、高效率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以及顾客对固定价
格（非讨价还价）的偏好。环境理论可细分为宏观零售理论和生物进化理论，后者包括
调适理论、组织进化论和生态进化论等。
2.1.1 宏观零售理论
Rosenbloom 和 Schiffman 将宏观环境对零售业态变革的影响分析总结后提出了宏观零售
（macro-retailing）理论。主张宏观零售理论的学者不仅研究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口
增长率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等因素对零售业态演化的影响，而且考虑政治、法律、
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有些关注若干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
有些关注单一因素的影响。例如，Thomas 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认为新形成的中产阶级既
脱离了社会底层，也无法进入上层，因此产生不安全感，而百货商店的一流服务令他们获得
了身份认同感，宽敞的店堂给他们提供了交往的空间，是中产阶级催生了百货商店。学
术界就宏观环境对零售业态变革的影响已基本达成共识，一些国际流行的教材（如《零售学》
）
都将宏观环境分析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讨论。
2.1.2 生物进化理论
该理论主要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零售业变革分析中。与宏观零售理论不同，它
更强调零售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调整，更突出企业组织自身的主动性。生物进化理论可分为
调适理论、组织进化论和生态进化论等。
调适理论也被译为调整理论或自我选择理论。该理论的创始人 Gist 认为，零售业态只
有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免遭淘汰——这是一种自然选择，适合的
零售“物种”才能生存下来。Roth 和 Klein 认为，零售业态演化是生存环境与企业家行动
决策互动的结果。Evans、Barnes 和 Schlacter 认为，零售业态是有生命的和开放的系统，
会在环境中搜集威胁和机会信号并采取适应性行动，从而导致业态发生变化，因此管理决策
和信息系统的引入对于管理零售业态变革而言非常重要。
组织进化理论也被称为自然淘汰理论，由 Dreesman 德瑞斯曼于 1968 年提出。他认为，
零售组织进化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相吻合，都强调适者生存，和生物进化一样，零售组
织进化中新业态的产生也是突然而猛烈，并且会持续较长时间。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零售业的发展变化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如生产结构、技术革新、消费增长及竞争态势等
——相适应。零售业态越能适应这些环境变化，越能生存久远，否则自然地被淘汰或走向衰
落。
生态进化理论由 Markin 和 Duncan 于 1981 年提出。他们认为，与生物物种一样，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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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之间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并存在 3 种生态现象：一是寄生，即一种业态的存在依赖于另
一种业态的存在；二是共生，如不同业态共享一个购物中心或商业街；三是互利，例如独立
零售商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建立采购联盟。零售企业必须调整战略策略适应环境变化，从而引
起零售组织变革。零售组织演化的生态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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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零售组织演化的生态模型

2.2 循环理论
零售组织演化的循环理论也被称为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零售业态的演化具有周期性，
新业态具有旧业态的一些特征。循环理论包括 4 个重要理论——零售手风琴理论、零售轮理
论、零售生命周期理论和两极理论。
2.2.1 零售手风琴理论
1943年，Hower注意到零售业态的商品组合变化。Hall、Knapp和Winsten于1961年
以及Brand于1963年先后提出用商品组合宽度解释零售形态的思想，Hollander于1966年将
该思想命名为零售手风琴理论。
零售手风琴理论的具体内容是：零售商品经营范围的变化显示出轮回的规律性，导致业
态变化。在一定时期内，经营商品范围较广的综合商店较流行；在一段时间后，综合商店向
专业商店转化，而后又回归至综合商店。这种扩张—收缩—扩张的规律性变化如同拉手风琴
时的风囊变化，因此称之为零售手风琴理论。图 2 显示了美国零售业演化的手风琴风囊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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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化

杂货店

百货店

商业街

专业化
专业店

便利店

图 2 零售手风琴理论示意图

2.2.2 零售轮理论
美国哈佛商学院的 McNair 于 1958 年提出了著名的零售轮理论。他认为：新旧零售
业态的变革和交替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恰似车轮旋转具体而言：一种新的零售业态在出
现时总以低档定位、低毛利率、低价格切入市场，据此与旧有的、成熟的零售业态进行抗争；
在获得成功后，新的零售业态会引来众多仿效者，从而形成新业态之间的低价格竞争；进而，
各新业态被迫开展价格以外的竞争，如改善设施、美化店堂和增加服务等，而这无形中增加
了投资和经营费用，零售商不得不逐渐提高商品售价，导致其价格水平逐渐趋近于旧有业态，
最终进入高档定位、高毛利率、高价格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又有新的业态抓住空档和机
会，仍以低价挤入市场，于是轮子重新转动而进入下一轮循环，这样循环往复，新的业态不
断产生（见图 3）。

弱化
阶段

革新零售商

进入

成熟零售商

-地位低

阶段

-压力较大

-低价格

-变得保守

-服务少

-收益下降

-设施差
-种类少

传统零售商
-设施好、租金高
-服务好、产品多
-时尚化、价格高

上升阶段

图 3 零售轮旋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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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
“该理论以零售企业经营的高级化为基础，可以较好地解释百货商店、超
市和廉价店三种零售业态的出现，但是，方便商店、郊外购物中心在刚出现时却都是以高成
本、高差价率挤入市场的”。可见，该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3 零售生命周期理论
1976年Davison、Bates和Bass共同提出了零售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零售业态演化经历了
产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发展过程。
该理论的具体内容是：零售生命周期包括产生、成长、成熟和衰落 4 个阶段。在产生阶
段，变革旧有的传统零售业态、创造新的零售业态，一般着眼于降低费用或为顾客提供便利
等；在成长阶段，新业态在市场中的占比上升，传统业态受到冲击；在成熟阶段，新业态的
市场份额基本稳定、利润增加速度趋缓，新业态可能遭遇更新业态的挑战；在衰落阶段，新
业态的市场份额大大减少、利润下降，新业态无力与更新业态竞争，呈现出不景气状态。零
售生命周期示意图见图 4。
早期成长

快速发展

成熟

衰退

市场份额

盈利能力

图 4 零售生命周期示意图

2.2.4 两极理论
Dressman和 Schary最早发现了两极现象，Kirby 于 1976 年命名了该理论。该理
论认为：零售业态呈现出大型店铺和小型店铺并存发展的态势，各自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
间，大型店铺靠规模取胜，小型店铺靠填补空隙生存，一个典型例子是大型超市与小型便利
店并存发展。
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两极现象不仅存在于店铺大小方面，而且存在于零售业态的多
个方面。例如，零售轮理论揭示了价格两极化并存发展，零售手风琴理论揭示了商品种类两
极化并存发展等。零售两极理论模型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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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铺

价格低

货品多

服务好

货品少
小店铺

图 5 零售两极理论模型

2.3 冲突理论
零售组织演化的冲突理论认为，零售业态演化部分上是由各业态之间和同一业态内部发
生的一系列冲突引发的。例如，折扣商店的出现使百货商店产生两方面变革——一是进行模
仿，开设折扣专区或独立的折扣商店，二是进行新的差异化设计，向更高端的百货商店发展。
零售冲突理论包括 3 种理论观点，即危机反应模型理论、辩证发展理论和真空地带理论。
2.3.1 危机反应模型理论
危机反应模型理论认为，一种业态在受到竞争威胁而感到压力时就会采取反应行动，寻
求生存和发展机会，挑战和反应两方面的行为形成了现有的零售组织结构。Fink、Baek 和
Taddeo 提出的危机反应模型将现有业态在面对革新业态时的危机应对分为 4 个阶段——震
感、防御、认知和适应。在第一阶段，现有业态在面临业态革新现象时会感到震感，但
不会感到太大威胁。在第二阶段，现有业态会感到压力和威胁，进而采取舆论攻击、督促政
府出台限制政策等防御措施，如独立店铺面对连锁店的发展会实施诸如建议政府实施反垄断
法案等防御性撤退策略。在第三阶段，面对防御性措施的有限性，现有业态意识到必须直接
反击才不能被动防御，因此开始采取直接的应对措施。在第四阶段，形成现有业态与革新业
态的均衡态势——这孕育着下一次冲突的发生。
2.3.2 辩证发展理论
1968 年 Gist 提出了辩证发展理论，以冲突理论为基础，运用黑格尔哲学中的正、反、
合原理说明并揭示了零售组织的变化规律。其中：
“正”是指现存的零售类型；
“反”是指其
对立面；
“合”是指两者竞争的结果。零售组织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向前变化、发展着。
Maronick 和 Walker 在合著的《零售企业的辨证演变过程》一书中，基于美国汽油零售
业的发展历史验证了正、反、合的辨证发展定律。百货商店和折扣商店的演变也证明了
这一定律。有学者认为，超级市场的产生也是百货店（正）和廉价店（反）综合的结果（见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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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商店
高毛利
正

低周转
高价格

超级市场

多服务

平均毛利
平均周转

廉价商店

平均价格

低毛利

有限服务

反

合

高周转
低价格
少服务

图 6 零售辩证发展理论

2.3.3 真空地带理论
1966 年丹麦学者 Nielsen 创立了真空地带理论。该理论假设消费者具有多样化和多变性
的消费偏好，并称新产生的、未被现有零售业态满足的偏好为真空地带，它是新型零售业态
产生的原因。真空地带理论的具体内容是：绝大多数消费者偏好于中档价格和中档服务，
这使低价格-少服务的零售商和高价格-多服务的零售商向中价格、中等服务靠拢，最终导致
高服务-高价格的零售商与低服务-低价格组合的零售商消失，从而产生两个方向的真空地带
即空白部分，而新进入者正是以这个真空地带为目标，从而导致新业态产生——或出现低价
店，或出现高价店。图 7 显示了真空地带理论的作用过程。

偏好分布曲线
消
费
者
偏
真

真

空

空

好

图 7 零售真空地带示意图

价格和服务水平

2.4 混合理论
尽管有学者认为环境理论、周期或循环理论和冲突理论是各自独立的三大理论，但是不
少学者认为这三大理论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有时是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存在诸多融
合，据此提出混合理论。混合理论主要包括环境-循环理论、循环-冲突理论、环境-冲突理论
和环境-循环-冲突理论。这 4 个理论的形成是前述三大理论融合的结果。本文在借鉴已有
图示的基础上，经补充和完善形成图 8。从图 8 可看出各零售演化理论之间的融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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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循环-冲突理论

环境-冲突理论
宏观零售理论与在

环境、冲突共同引起周

真空地带理论融合

期变化

环境理论

冲突理论

1.宏观零售理论

1.危机反应理论

2.生物进化理论

2.辩证发展理论
3.真空地带理论

循环理论
环境-循环理论

1.零售手风琴理论

零售轮理论与宏观零售

2.零售轮理论

理论和生物进化理论的

3.零售生命周期理论

融合

4.两极理论

循环-冲突理论
零售轮理论与辩证发展
理论、零售生命周期与危
机反应理论的融合

图 8 零售业态演化混合理论形成脉络

2.4.1 环境-循环理论
环境-循环理论认为零售业态存在周期变化，这种变化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
化、技术和自然等宏观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该理论融合了环境理论、零售轮理论以及生命
周期理论。
Cox 将环境理论与零售轮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1958 年他对零售轮理论进行评价时指
出：零售轮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向前行进，不会回到原来位置，零售轮的转动受到环境变
化的影响。
Deiderick 和 Dodge 将环境理论与零售轮理论、零售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他
们认为：零售轮理论从价格、产品线和空间变化 3 个方面分析周期变化，而若将这些变化与
零售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则会发现新业态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挑战、消费者
的变化是零售轮转动的核心。
2.4.2 循环-冲突理论
面对一些学者对零售轮理论和零售生命周期理论“忽视传统零售商反应”的批评，周期
理论倡导者在后续研究中引入了基于竞争视角的冲突理论。例如，Gist 将归属于循环理论的
零售轮理论和归属于冲突理论的辩证发展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旧有业态代表正方、革新业
态代表反方，而合方形成的更新业态就是正反双方融合的结果。又如 Izraeli 提出了零售
三轮理论，揭示出零售轮的周期变化源于传统零售业态对新进入业态冲击的反应：面对竞争
对手的影响，高端零售业态会向下调整、低端零售业态会向上调整，从而出现趋同现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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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端业态出现空档给新型的高端零售业态和低端零售业态的产生带来了机会，同时这三
个轮子不断重复轮转（见图 9）。

B
2

C
3
D

图示说明
A.低端创新
B.高端创新
C.低端传统零售商

3
A

D.高端传统零售商

图 9 零售三轮理论示意图

2.4.3 环境-冲突理论
环境-冲突理论将环境与冲突理论相结合解释零售业态的演化，主要有竞争优势理论和
简单化-复杂化理论。
1）竞争优势理论。Alderson 认为，新旧业态企业都会努力地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这些优势来自技术、法律和经济等的变化，旧有业态会遏制革新业态的优势以形成自己的优
势，新业态也会如此，这种根据环境打造自身竞争优势的追求会带来零售业态的演化。
2）简单化-复杂化理论。Regan 提出了零售业态变革的简单化-复杂化模型，其具体内容
是：一种新业态率先选择简单化的服务和商品组合模式，即高档产品和高服务、低档产品和
低服务、中档产品和中档服务（见图 10 的上部分）；随着经营环境发生变化，需要不断调
整产品与服务的对应关系，可能出现高档产品、中档产品和低档产品与低价、中价和高价 3
个价格水平的搭配，从而构成复杂模型（见图 10 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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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高

中

中

低

低

产品

服务

高

高

中

中

低

低

产品

服务

图 10 零售演化理论的简单化-复杂化模型

2.4.4 环境-循环-冲突理论
一些学者尝试将环境理论、循环理论与冲突理论融合在一起解释零售业态的演化。这种
理论认为：当零售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时，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灵活型企业家就会进行
业态变革；这进而对传统业态产生冲击，传统业态会进行业态内部变革以实现与革新业态的
平衡，而这种平衡又会导致新的外部力量带来业态革新。环境-周期-冲突理论有 3 个代表性
理论——螺旋式上升理论、市场演进的多元化理论和新零售轮理论。
1）螺旋式上升理论。Ageragaard、Olsen 和 Allpass 认为，零售业态的演化过程不具有
周期性，更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特点。零售组织迫于竞争冲突的压力而会过分强调营销组
合在某一方面的发展，导致方向相反的发展空间出现，如发展扩增产品线的综合经营会带来
抑制产品线的专业经营的出现，而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又会使新的
业态在更高水平上形成，这是一个螺旋式演化过程。例如，小卖铺演化为便利店，小超市演
化为食品折扣店，室内店铺街演化为购物中心等。
2）市场演进的多元化理论。Beem 和 Oxenfeldt 认为，零售业演化由长周期和短周期构
成



。在长周期变迁中，新业态——如百货商店、购物中心和折扣商店等——产生，它们

在刚出现时具有竞争优势，随着模仿者越来越多，其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在短周期变迁中，
同一业态内部出现竞争转化，零售商为了取得竞争优势而不断调整营销组合，从而导致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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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新业态出现。这些变化都与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变化有关。显然，这种分析涉及了环境、
冲突和周期等多方面理论。
3）新零售轮理论。日本商学研究学者中西正雄认为：零售轮理论无法解释便利商店等
以较高价格进入市场，虽然真空地带理论对之进行了完善，补充解释了高价格-高服务业态
产生的原理，但是仍不能解释服务与不同价格水平的匹配，如为何不会出现中价格-高服务
或高价格-中服务的新业态，因此零售轮理论和真空地带理论都是不完善的。随后，他引
入技术边界线概念（为保证某一服务水平而设立的最低零售价格水平线）和消费偏好因素，
提出了新零售轮理论。其具体内容是：新业态因技术革新而突破原有的技术边界线，从而获
得更多顾客的亲睐；其他企业继而模仿，使得竞争激烈化，进而使得新的技术边界线形成；
新技术边界线的上下两端延伸而与旧边界线相连接，从激起新的竞争，最终导致新旧业态费
用结构差异消失、新技术革新动机产生，如此循环往复。

3 中国零售业态演化理论
虽然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就出版了《零售学》，但是西方零售组织演化理论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末才被引入中国大陆。1987 年，美国学者 Robert·F·Lucas 著述的《零售商业企
业经营管理》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其中第 5 章第 5 节介绍了西方零售演化理论，包
括零售轮理论、手风琴理论、自然淘汰理论、辩证发展理论、零售生命周期理论等 。但
是，当时这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随着 90 年代初期中国出现零售业大变革，一些中
开始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零售业态演化理论，曹晓春、庄贵军、金永

，41-50]

国学者[31

生、吴小丁、周文仓、李飞、夏春玉、孙明贵、赵萍、刘向东、叶翀
等。2000 年以后，在介绍和学习国外学者各零售业态演化假说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对
零售业态的演化理论进行多方面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这
些成果也可以被前面归纳的环境理论、循环理论、冲突理论和混合理论等理论解释和概括，
但是具体表现有所不同（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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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学者对零售组织演化理论的研究文献归纳表
理论分类

提出者和时间

内容

沈蕾和于炜霞（2000）
；方虹（2001）
； 宏观环境变化对零售业态演化
宏观环境

戴 黎 燕 （ 2006 ）； 杨 宜 苗 和 夏 春 玉

具有影响

（2007）；刘晓雪（2009）；卫海英和
环境

高庆伟（2009）等

理论

赵伟，白长虹（2000）
；晏维龙（2003）
； 微观环境变化对零售业态演化
微观环境

孙 明 贵 （ 2004 ）； 张 鸿 雁 ， 李 程 骅

具有影响

（2004）
；朱涛（2009）等
综合环境

李飞（2001）
；徐少丹（2014）等

综合环境变化对零售业态变化
具有影响

循环

零售轮理论

晏维龙（2002）

检验和完善零售轮理论

理论

零售生命周期理论

庄 华 强 （ 2002 ）； 汪 建 成 和 任 丽 霞

用生命周期说明零售业态演进

（2006）
冲突

辩证发展理论

芮明杰和李想（2007）

零售业态源于新旧机构的冲突

环境-循环理论

刘星原（2004）
；彭娟（2012）

环境和循环变化引起业态变化

环境-冲突理论

沈建和刘向东（2011）
；黄漫宇（2011） 零售业态演化是环境、竞争冲

理论

混合
理论

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环境-循环-冲突理论

陶伟军和文启湘（2002）

零售业态变化由环境、周期和
冲突共同推动

多理论综合模型

李飞（2006）
；鲍观明和叶永彪（2006） 建立零售业态演化的综合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3.1 环境理论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环境理论可解释零售业态变革的原因。大多数成果集中于外部环境
驱动方面，个别学者的研究涉及内部环境的驱动，还有些学者强调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综
合影响。
3.1.1 宏观环境
沈蕾和于炜霞以中国服装零售各业态的发展历程为基础，运用业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量
化分析，发现经济水平、人口结构、可支配收入、消费模式和消费心理的变更都不同程度地
影响整个服装零售业的市场格局和各业态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其中经济水平是决定性因
素。方虹认为，零售业态演化源于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方式变革、
技术进步和社会文明等。戴黎燕认为，中国零售业态变革的原因来自6个方面，即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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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需求多样
化、管理和科技水平提高、零售业竞争激烈和外资零售企业大举进入。杨宜苗和夏春玉
认为，人口密度对超级市场适应性和便利店适应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业水平对专卖店
适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对超级市场适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对
专业店适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对百货商店适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刘晓雪、卫海英和高庆伟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导

致了新业态的产生。
3.1.2 微观环境
赵伟和白长虹认为：中国零售业态的变化源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和零售企业的适应性选
择，各种业态分别代表满足不同性质消费需求的有效经营方式；一种业态的出现必定是以具
有某种特征的市场需求的形成为先导的，且这类特定需求的规模决定了该业态的外部空间—
—它是相对有限且不断变化的。晏维龙也持类似看法。孙明贵提出了零售业态变革的
生活方式理论，认为“为满足消费者的不同生活方式而不断调整业态是零售业态变革的基本
原因”。
也有学者认为，竞争环境和企业自身决策也是导致新业态产生的因素。黄漫宇认为，零
售业态的发展往往是不规则的，推动零售业态变革的主要因素是现有零售业态间及某一零售
业态内部的竞争和冲突、零售环境和消费者偏好。张鸿雁和李程骅认为，“商业业态发
展和提升的历史过程就是与人的消费行为互为里表、相互促进的过程”。朱涛认为：业
态演化的原动力并非技术革新，而是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机；以企业家才能为核心的组织能
力主导着零售业态的演化，正是企业家对原业态构成要素的革新和重组，才使之不断接近“技
术边界线”并为顾客带来新的价值；
“企业家才能”在业态的产生、主流业态的形成以及业
态的“二次生命周期”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3.1.3 综合环境
李飞认为，零售业态的演化除了受业态自身因素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外部因素变化的影
响，从大的方面看有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两个因素，从小的方面看有顾客变化、生产变化和
竞争变化等因素。彭娟也认为：零售业态的形成或演变主要受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因素
的影响，其中宏观因素对零售业态的形成和演变具有决定性影响；宏观因素具体包括地区消
费者需求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零售业的政策、零售行业的技术成熟度以及各业态间
的竞争状况，微观因素是指零售企业自身因素，如经营理念、管理水平和资金状况等，这些
因素虽然不会对业态形成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是会影响业态发展的质量和规模。徐少丹
也提出了各种环境的不同影响作用，认为消费者满足是根本、社会发展环境是背景、技术革
新是基础、精细化管理是关键，并据此解释了日本和中国各阶段的零售业态发展变化规律及
中日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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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循环理论
一些中国学者研究了循环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主要是在中国背景下对零售轮理论和零
售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检验。
1）对零售轮理论的检验。晏维龙在分析零售轮理论、真空地带理论、核心与周边市场
理论、新零售轮理论的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者偏好理论，从而得出各零售业态应
相互促进、发展的结论，并指出了零售轮理论的不足。
2）对零售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庄华强通过研究中国百货商店的周期性变化论证了零
售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汪建成和任丽霞在分析中国零售业环境指数的基础上，
运用零售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中国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便利商店和仓储商店的生命周期


。

3.3 冲突理论
芮明杰和李想认为，零售业态的演进受到主动和被动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方面，零售企
业借助业态差异化能够获取垄断利润和市场势力、弱化价格竞争，特别是那些具有成本劣势
的企业在有能力实现业态差异化时往往会主动实施差异化战略。当差异化水平（量变）达到
一个临界点后，质变将随之发生，，新的业态出现。另一方面，率先采用新业态并获得成功
的企业具有一种示范效应，会引来大批仿效者——这也是一定时期内某种业态会居于零售业
主导地位的原因。然而，由于一个零售市场容纳某种业态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当这种业态
的门店达到一定数量后再增加就会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数量的增加，相同业态间的竞争
日趋激烈，它们不能再凭借之前的优势取胜。这促使它们不得不通过业态差异化寻找获得新
竞争优势的途径，具有成本劣势的企业更需要通过业态创新以免被淘汰，于是新的零售业态
被引入市场，两种力量共同驱动零售业态不断地演进和发展。上述被称为零售业态演进
动力机制理论（见图11）。

图 11 零售业态演进动力机制模型

3.4 混合理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中国学者发现零售业态演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需
要应用多种理论解释——这与西方已有的混合理论相匹配。
3.4.1 环境-循环理论
刘星原认为零售业态和经营模式演变的规律性公式为：在社会综合经济基础不断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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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环境下，零售业态和经营模式的主导体系必然不断地在“扬弃—异化—趋同—再扬弃
—再异化—再趋同”的过程中演变和发展——这简称为零售业态的“异化与趋同的演化规律”


。彭娟认为：零售业态发展与各业态在中国所处的生命周期有关，而不同经济水平下的

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地区业态的发展程度；消费需求的适应性使得各业态的要素
投入在地区内发生规模转移，从而直接影响业态规模的变化。
3.4.2 环境-冲突理论
沈建和刘向东通过分析中国家电零售业态的历史变化，提出了一个零售业态价格梯度模
型，认为价格梯度与业态竞争分布相联系，并引入“消费者偏好”概念来刻画零售业态中服
务、价格与成本三者间的关系，指出影响业态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满足消
费者偏好以及管理创新带来的成本下降。黄漫宇也认为，推动零售业态变革的主要因素
是现有零售业态间及业态内部的竞争和冲突、零售环境和消费者偏好。
3.4.3 环境-循环-冲突理论
陶伟军和文启湘提出了螺旋演化理论，将企业知识理论用于分析零售企业及业态，发现
零售知识螺旋是业态生成的微观基础，“业态新生期—业态成长期—业态成熟期—业态蜕变
期”是一个螺旋循环过程。与车轮理论相比，螺旋理论兼顾了业态运行中的竞争与合作、
成本与收益，并揭示了业态竞争优势的源泉。
3.4.4 多理论综合模型
李飞认为，在新的零售业态产生前，同一业态的不同特征是由零售营销要素的不同组合
来体现的。如何组合或调整零售组合要素，取决于目标顾客的选择、竞争对手的优势、
零售商店的营销定位以及通过营销要素组合实现定位的过程。鲍观明和叶永彪认为我们有必
要系统、全方位地回答零售业态演化规律，他们在文献回顾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指出了零售
业态演化的内容和动因，并建立了综合模型（见图 12）。该模型由 3 个层面组成，分别
是业态演变的逻辑起点、单一业态的演变和群体业态的演变。群体业态的演变内含了单一业
态的演变，业态演变的逻辑起点也是单一业态演变的起始点和群体业态演变的扰动点。业态
演变的特征由新业态的呈现方式或切入点、演变速度和演变方式等角度体现。业态演变动因
包括外部环境、零售行业内的竞争和可能出现的外来者的人侵—主要是跨国零售巨头的进入
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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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零售业态演变综合模型

4 中国零售业态演化理论展望
由前述分析可知，已有理论解释了西方零售业态的一般演化规律，部分理论在中国零售
业态演化中的适用性也得到了验证。然而，已有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已有研究
大多基于西方零售企业，反映的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零售业的演化情况，而目前中国
正处于高速变革的发展阶段，零售业可能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化轨迹和机理，且这种独特性随
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将更加明显，因此已有理论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零售业态的演
化。第二，针对中国本土的研究较少，大多数成果仅是在中国情境下验证西方的已有理论，
同时现有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指引，多是对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鲜有学者对中国零售
业态演化轨迹及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更没有描绘出演化轨迹及相应的形成机理。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的零售业态演化理论将朝着混合理论中的综合模型方向发展，这一
理论发展之路能更好地解释中国零售业态的演化。前人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
例如，Christopher 等建立了一个服务经济演变模型。该模型的逻辑是：政府政策、消费者、
企业发展、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导致新需求和新竞争出现，进而催生了创新的服务产品和传递
系统，这使消费者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力，服务企业要想成功就必须创新商业模式。鲍观
明和叶永彪也提出了零售业态演变的综合模型，部分揭示了零售业态变革的动因 。在借
鉴已有的业态变革理论和上述两模型的基础上，笔者进行一定的补充，建立了中国零售业态
演化的理论框架（见图 13）
。本节对该理论框架进行简单说明，具体包括中国零售业态形成
和演变的动因、内容、结果和机制。未来中国零售业态演化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部分，
最终我们将展示框架中全部内容的研究发现和发展完善情况，具体包括动因、内容、结果和
机理 4 个方面的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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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动因（为何）
宏观（外部）环境：
政治、法律和政策、

企业（内部）环境：

微观（行业）环境：零售竞争者（国际性、全国性或地区性；

机会威胁、经营机

同业态和异业态）、合作者（供应商和房东）和消费者等变

经济、技术、文化等

制、学习能力等
化

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内容（什么）
产生前阶段

产生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未来预测

顾客层面：顾客特征；营销定位特征；营销组合 6 要素特征；购物、娱乐和社交功能组合状态
供应商层面：自营或联营；采购模式；付款账期；厂商或代理商
内部层面：厂房、店铺和资金等有形资源；人力、信息和组织等无形资源
综合层面：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路径；店铺要素及特征

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结果（怎样）
盈利模式改变

业态内变革

变革为新业态

购销差价、进场费、销售额返点、

综合百货店和传统百货店、专业

购物中心、专业店、超级市

规模经济等

和综合百货店等

场等

百货商店形成和演变的机理（为何、什么、怎样）
各阶段“动因—内容—结果”的形成和演化机理

图 13 中国零售业态演化理论框架

4.1 中国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动因
中国零食业态形成和演化的动因包括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 3 个方面的因
素。宏观环境方面的因素有政治、法律和政策、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微观环境方面的因素
有零售饱和度、零售竞争者（国际性、全国性或地区性；同业态和异业态）、合作者（供应
商和店铺房东）和消费者等变化；企业内部环境方面的因素有学习机制即模仿和创新能力。
假设中国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变动因的逻辑是：宏观环境通过影响微观环境来影响企业进
行业态创新或变革，或直接影响企业进行业态创新或变革；微观环境的变化影响企业进行业
态创新或变革；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都没有巨大变化，企业自发而主动地进行业态创新或变
革。以上几种情况的出现都是源于零售企业感知到了一定的威胁或机会。
4.2 中国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内容
中国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内容包括顾客层面、供应商层面、内部层面和综合层面等四
个层面。在顾客层面的内容包括顾客特征、定位特征、营销组合 6 要素（产品、服务、价格、
店址、店铺环境和沟通）特征以及购物、娱乐和社交功能组合状态。供应商层面的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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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或联营模式的选择、采购模式（订购或随机采购、集中式或分散采购、送货或自取等）、
付款账期以及厂商或代理商的特征等。企业内部层面的内容包括厂房、店铺和资金等有形资
源以及人力、信息和组织等无形资源。综合层面的内容包括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路径以
及百货商店的品牌要素和特征。
未来需要分别研究上述内容在中国各零售业态的产生、成长、成熟和后成熟 4 个阶段的
特征和变化情况。
4.3 中国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结果
需要分析 3 种演化结果：第一，盈利模式是否发生改变，需要分析购销差价、进场费、
销售额返点、规模经济等；第二，零售业态内是否发生变化，需要分析某种零售业态的裂变
导致该业态多种类型的产生，如超级市场分裂为综合超市、生鲜超市和便利超市等；第三，
现有零售业态本身是否发生变革，如百货商店演变为购物中心、专业商店等。
4.4 中国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机理
中国零售业态形成和演化的机理主要是回答中国各种零售业态在产生、成长、成熟和后
成熟等阶段“动因—内容—结果”形成和演变的路径和机制。
未来研究不应再以检验西方零售演化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为主，也不应再进行简单的描
述性分析，而应基于中国零售业态演化的过程研究，涉及线下和线上等多种零售业态（全渠
道）形式，采用质性或案例的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中国的零售业态演化理论，为完善世界
零售演化理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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