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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战略节奏旨在刻画企业战略活动随时间变化而展现的速度、变异性等动态

特征。由于竞争优势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战略活动
来获取竞争优势。然而，即使是相同类型的战略活动，也会因实施过程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
果。因此，基于时间视角考察战略节奏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
战略管理领域基于时间视角的45篇文献，对战略活动过程中的战略节奏展开理论研究。首先，
界定了企业战略节奏的概念，将企业战略活动过程中随时间变化而展现的动态特征概括为“战
略节奏”；其次，从速度和变异性两个维度将企业战略活动划分为“低速度低变异、高速度低变
异、低速度高变异、高速度高变异”四种基本的战略节奏类型；再次，从管理者、企业、外部环境
三个层面梳理和分析了企业战略节奏产生的原因，进而从速度和变异性两个时间维度剖析了
战略节奏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由此形成企业战略节奏与竞争优势的研究框架；最后，提出
未来研究方向，为进一步研究企业战略节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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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以实现持续发展，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核心话题。然而，在变化
迅速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Eisenhardt和Martin，
2000），因此企业往往需要采取系列性的战略活动来获取竞争优势。其中，时间是影响战略活动
效果的基本因素，即使是相同类型的战略活动也可能因实施过程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Tang等，2012）。时间由此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充分发挥时间的作用，把握好战略
活动的节奏，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作用（Davis等，2002）。
这就引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哪些因素塑造了企业的战略节奏？随着时间的延伸，企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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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活动既需要根据管理者的偏好、能力以及企业自身条件塑造合适的战略节奏，又需要根据环
境的动态变化做出及时响应。第二，战略节奏如何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由于企业自身资源和能
力的异质性，即使是同一种战略节奏，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例如，Vermeulen和
Barkema（2002）发现，企业国际扩张的不规律性对海外子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相
反，Lin（2012）基于家族企业的研究则表明，企业规律性的国际扩张不利于其适应国际市场的
动态变化。可见，剖析战略节奏产生的原因，探究不同战略节奏类型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是
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
尽管战略节奏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该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目
前关于战略节奏的分析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与框架，无论是其概念的界定还是理论框架的构
建，都值得进一步研究。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战略管理领域基于时间视角的45篇文献，
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战略节奏的研究：第一，引入时间视角，对战略节奏进行概念界定，将
企业战略活动随时间展开的动态特征概括为“战略节奏”；第二，从“速度”和“变异性”两个时间
维度划分战略节奏的基本类型；第三，从管理者、企业、外部环境三个层面因素剖析战略节奏产
生的原因，以期分析企业如何从根源上把握适合自身资源条件的战略节奏；第四，进而从“速
度”和“变异性”两个维度分析战略节奏如何影响企业战略活动的效果，即战略节奏如何帮助企
业塑造和获取竞争优势；第五，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战略节奏未来有待探索的研究
方向以及具体可行的操作建议。
本文的主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说明本文的文献检索方法；第三部分提出战略节奏的
概念并划分其基本类型；第四部分构建战略节奏的理论框架；第五部分分析战略节奏产生的原
因；第六部分进一步分析战略节奏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第七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
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 评述基础：文献检索方法
战略节奏主要用来刻画企业战略在执行过程中随时间变化而展现的动态特征。已有的相
关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对战略节奏形成统一的定义。为了系统地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本
文首先从时间的角度切入，选取企业战略层面的相关关键词进行基本检索，然而通过人工阅读
识别出发表在国内外企业管理和战略管理等领域期刊上具有代表性的综述研究、理论研究、案
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评述与总结。
长期以来，时间一直是一个隐藏的和未被认识的战略维度，虽然具有创造竞争优势的潜力
（Davis等，2002），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直到2001年，Ancona等才在其发表于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的《Taking time to integrate temporal research》一文中，清晰地
总结了组织活动中的时间概念、组织活动随时间而展现的多种形式以及行动者对时间的感知
与行动，并指出组织活动随时间而产生的动态变化特征包括“pace/speed”“frequency”和
“rhythm”。Ancona等（2001）的研究为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时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与范
式，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社会科学学者对时间研究的共同认知。鉴于此，本文进一步以这篇文
章所提到的以上三个动态特征为关键词，并参考该文章的发表时间，以2000年为时间起点进行
文献检索。
具体来说，在英文文献检索方面，本文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对已经发表且收录在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条件为：TI=（strategy rhythm OR rhythm OR
time OR temporal OR intertemporal OR pace OR pacing OR speed OR frequency）AND
SU=（BUSINESS OR MANAGEMENT），文献类型限定于Article，文献语言限定于英文，发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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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2000年1月至2020年12月。经详细阅读题目、摘要和正文，筛选出28篇具有代表性的英文文
献；在此基础上，通过引文溯源的方法得到12篇高质量的英文文献，最后总共获得40篇符合研
究主题的英文文献。在中文文献检索方面，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CSSCI检索（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条件为：篇名=“战略”和篇名=“时间”或“速度”或“节奏”或“频率”，
文献类型限定于期刊，发表时间为2000年1月至2020年12月。经详细阅读题目、摘要和正文（包
括引文溯源检索），共筛选出5篇符合研究主题的中文文献。在最终获得的45篇中英文文献中，
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94年，该文建设性地提出了战略变革的两种节奏：基于时间的节奏和基于
事件的节奏（Gersick，1994），并得到广泛的认可，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这45篇
样本文献发表的年份跨度为1994—2020年，其中实证研究25篇，理论研究11篇，案例研究6篇，
综述研究3篇①。
三、 战略节奏的概念界定与基本类型
（一）战略节奏的概念界定
节奏本指音乐中长短不一的音符的组合，也用于比喻事物有一定规律的进程。当节奏被采
用到管理学中，节奏则是指组织活动强度和频率的一种变化形式，或企业在特定时期内频繁调
整的时机（Klarner和Raisch，2013），其典型特征是特定时期内企业活动的加速或减速（Huy，
2001），以及周期性的重复（Ancona和Chong，1996）。在具体应用方面，Vermeulen和
Barkema（2002）将节奏运用到企业国际化战略中，并首次提出了国际化节奏，用于形容企业国
际扩张模式的规律性。Shi和Prescott（2012）将节奏运用到企业并购与联盟战略中，将节奏定义
为特定时期内企业收购和联盟活动频率的变化。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节奏已被运用到企业
战略的不同领域，用于形容各种具体的战略活动随时间而产生的变化，不仅能捕捉特定时期内
变化的数量，还能捕捉这些变化的时间模式（Kunisch等，2017）。但是战略节奏（strategy
rhythm）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
“战略节奏”一词最初来源于Dieleman（2008）提到的“the rhythm of strategy”。该研究基于萨
利姆集团的案例研究，发现企业战略经常在“基于关系的”战略和“基于市场的”战略之间摇摆，
并且是与企业内外部的制度因素共同演化的，由此认为企业战略是一个不规则的振荡过程。而
国内学者朱恒源等（2018）将战略节奏定义为：“企业的一种节律性活动，即企业通过追踪市场
需求的变化，在产品市场中动态调整自己的战略行为，在资源市场中改变自己的资源能力组
合，借助股权市场收获价值并进一步更新资源基础，应对产品市场的未来挑战。”以上两种对战
略节奏的认知各有其侧重点，前者通过单案例研究，以事后视角探究萨利姆集团战略的变化，
足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出企业战略如何与企业内外部的制度因素共同演化；后者则是基于一种
未来视角，强调企业如何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其在未来产品市场中的战略。尽管如此，这两
种界定均未强调战略节奏本身的动态特征是如何影响战略效果的。本文结合节奏在战略领域
的应用以及现有战略节奏的概念，基于过程视角，将企业战略节奏界定为：在实施战略的过程
中，企业因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主动调整或被动适应而产生的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战略动态特
征，当该动态特征与内外部因素匹配时，企业战略则能够产生最佳效果，进而帮助企业获得竞
争优势。
（二）战略节奏的基本类型
现有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对战略节奏的类型做了划分（Amburgey等，1993；
Gersick，1994；Klarner和Raisch，2013）。然而，从本质上看，不同类型的战略节奏都是基于时间
①这45篇文献的作者、年份、发表期刊、文章类型、战略研究领域、理论分布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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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上的动态特征如何影响企业战略活动效果而言的，而这些动态特征又体现了企业及其管
理者的相关能力，具体来说，体现了企业将时间作为一种关键资源进行管理的能力（Doob，
1971）。例如，有规律的节奏和无规律的节奏通过企业战略活动在特定时间内的变异性影响了
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Vermeulen和Barkema，2002），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快节奏和慢节
奏则决定了一定时间内企业及其管理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需要处理的信息，快节奏存在信息
过载的风险（Levitt和March，1988），从而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执行战略的速度、强度、时
机以及采取战略行动的顺序，都会影响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进而决定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Derfus等，2008；Ferrier，2001）。因此，依据时间维度上的动态特征划分战略节奏的基本类
型，有利于从本质上剖析战略节奏及其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在管理实践中，时间通过多种“角色”对企业战略活动的结果产生影响，Shi和Prescott
（201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七种时间角色：“when，frequency，speed/pace，experience，
learning，sequence/order，rhythm”。本文认为，这些时间角色可以归结为速度和变异性两个维
度。理由是，在一次战略活动中，企业首先面临的是对战略时机的把握，企业对战略时机的反应
速度通常决定了战略活动的起点，而战略
速度
执行的速度则影响整个战略活动过程中的
经验积累和学习效果，进而决定战略活动
（高速度，低变异）（高速度，高变异）
的终点；在系列性的战略活动中，多个战略
活动交替的速度则构成频率。另外，变异性
A
也体现多次战略活动发生的次序交替的情
（低速度，低变异）（低速度，高变异）
形，决定企业对经验知识的学习和吸收效
果。因此，从速度和变异性这两个时间维度
的动态特征划分战略节奏的基本类型能够
B
变异性
更好地探究不同类型战略节奏对企业竞争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优势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战略节奏划分
图 1 战略节奏的四种基本类型
为四种基本类型（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本文根据战略执行速度以及时间间隔分布的变异性这两个维度对战略节奏进
行划分。坐标轴的实心原点代表了企业是否进行战略活动的点，纵轴代表了多次战略活动的交
替速度的快慢即频率，仅在纵轴上移动时，代表了单次战略活动的速度，越往上移动，代表该次
战略活动速度越快。横轴代表了多次战略活动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变异性。据此，本文将战略节
奏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低速度低变异，高速度低变异，低速度高变异，高速度高变异。在图
1中，A点作为低速度与高速度的分界点，B点作为低变异与高变异的分界点。但如何定义速度
和变异性的高低，实际上是由企业当时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以及企业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决定的。
比如，根据吸收能力理论（Cohen和Levinthal，1990），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够处理更多的复
杂性，从而承受的速度与变异性就越高，A点就会上移，B点就会右移。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
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需要具备与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相适应的更新能力（Teece等，1997），这时
候企业能够承受的速度与变异性取决于其所面临的动态环境，如果环境变化剧烈，企业就需要
做出高速度和高变异的战略调整，此时A点就会上移，B点就会右移。因此，四种基本战略节奏
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企业可以根据当时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对战略节奏加以主动调整或者采取
被动适应，企业的战略节奏可以落到坐标轴内的任何一点。本文划分的四种战略节奏类型是基
于时间维度的最基本的划分，有利于企业在战略行动中充分发挥时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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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战略节奏与竞争优势理论框架
竞争优势是一个涵盖诸多维度和层次的概念，通常被概念化为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有
利条件和战略优势，它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Barney，1991；Peteraf和Barney，2003）。
企业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一轮一轮的战略分析、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前
一轮战略过程结束后又会开启新一轮的战略活动过程。不言而喻，时间必然是一个植入企业战
略活动之中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时间是一种稀缺的、有价值的和不可模仿的资源，恰当的时间
战略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竞争力（Stalk，1988）。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企业将时间因素纳入战
略管理之中，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是其竞争力的最终体现（曹瑄玮等，
2011）。因此，恰当的战略节奏是企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企业通过调整战略执行过
程，找到合适的战略节奏，才能使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发挥出最大效用，获得更优异的战略绩效。
换句话说，企业通过适当的战略节奏来实施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至关重要。
在迅速变化的动态环境下，时间是一种关键的战略资源，企业只有找到与自身资源与能力
相匹配的战略节奏，才能借助时间的作用让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发挥到最大或者最优的用处。那
么，企业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战略节奏以获取竞争优势？这成为快速变化情境下的关键问题。
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战略活动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找到合适的战略节奏
的第一步，就是要准确地识别产生或影响战略节奏的原因。首先，在企业内部的个体层面，管理
者作为战略决策者，其时间观念与节奏风格影响着企业战略执行过程的总体倾向；而管理者自
身所具备的资源与能力则影响其战略决策能力：一方面直接影响企业战略方向的选择，另一方
面决定着管理者对自身节奏风格偏好的支撑程度；因此，管理者的时间观念、节奏风格及其自
身的资源与能力是个人层面影响企业战略节奏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企业自身层面，企业自身
的资源与能力是支撑企业战略活动的基础，而战略活动自身性质与内容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
了企业战略执行过程中相关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因此资源和能力是产生战略节奏的企业层面
的重要原因。最后，在企业外部层面，由于企业是在动态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因此企业需要
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活动进程。其中，商业网络的发展使企业与其他企业通过
商业网络联结并进行信息交流与资源合作，随着交流强度的增加，其战略的紧密性越强，对战
略节奏产生的影响越大。因此，企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与其他企业也是企业战略节奏产生的重要
原因。
对战略节奏产生原因的分析有利于企业从根源上主动塑造其战略节奏类型，但是战略节
奏的不同类型如何影响企业战略的效果以及竞争优势的获取，才是把握企业战略节奏的首要
意义所在。因此企业找到与自身资源能力相匹配的战略节奏的第二步，就是要深入理解战略节
奏类型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企业战略节奏与竞
争优势理论框架（见图2），该框架涵盖了战略节奏的产生原因、所对应的战略节奏类型，以及战
略节奏影响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等方面，可用来分析企业如何致力于寻找契合于自身的战略
节奏，并充分借助时间的作用来开发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基于本部分构建
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第五、第六部分将进一步阐释该理论框架：第五部分分析战略节奏产生的
原因，第六部分剖析战略节奏影响竞争优势的机制。
五、 战略节奏产生的原因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本文从管理者、企业、外部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企业战略节奏产生的原
因。本部分将就此展开详细分析，并总结相应的战略节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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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原因

·战略节奏类型

影响机制

管理者层面

低速度，低变异

速度

·时间观念

·先发者优势

·节奏风格

·不确定性

·资源与能力

低速度，高变异

结果

·时间压缩不经济
·吸收能力

企业层面

·组织学习能力

竞争优势

高速度，低变异

·资源与能力
变异性

·战略活动内
容与性质
高速度，高变异

·弹性
·动态性

外部环境层面

·路径依赖

·宏观环境

·吸收能力

·其他企业

·组织学习能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归纳整理。
图2

企业战略节奏与竞争优势理论框架

（一）管理者层面
管理者作为企业战略活动的主要决策者，其时间观念是一个过滤器，塑造了企业对决策情
境的感知、预期和评估，形成了企业战略行为的基础（Ancona等，2001），进而决定了企业发起
新的战略活动的总体倾向（Chen和Miller，2012）。管理者的时间观念主要包括时间焦点
（temporal focus）、时间深度（temporal depth）、紧迫感（urgency）。时间焦点是指个人对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关注程度（Nadkarni和Chen，2014），时间深度是指管理者在考虑已经发生或可能发
生的事件时通常考虑的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距离（Bluedorn和Martin，2008）。这两种时间观念虽
然表述不同，对战略节奏却有相似的影响。强烈关注过去或时间深度聚焦在过去的管理者偏向
于反思过去经验和在决策过程中重复使用过去记忆（Clark和Collins，1993），容易建立常规，形
成路径依赖，从而比那些更愿意接受新体验（关注现在和未来）的管理者更缺乏战略灵活性
（Nadkarni和Herrmann，2010）。强烈关注现在、与过去或未来的时间深度较短的管理者具有较
高的灵活性和快速适应能力，因此所塑造的企业战略节奏往往会跟随当时的条件而变化。强烈
关注未来或时间深度聚焦在未来的管理者善于对未来进行计划，会为未来能遥遥领先于竞争
对手而提前做准备，从而会迅速采取大量的行动来增强企业的竞争攻击性（Nadkarni等，
2016）。紧迫感是指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持续关注，时间紧迫感较高的人通常在各种情况下都很
匆忙（Chen和Nadkarni，2017）。具有较高紧迫感的管理者习惯性地匆忙行事，试图在自己创造
的最后期限前实现所有的抱负和承诺，并且会带动团队的工作节奏，激励他人在指定的时间内
完成承诺。因此有高度紧迫感的管理者执行的战略活动会更有序地进行，前期执行速度会更
快。此外，管理者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其紧迫感，情绪也能够缓解时间限制对管理者的作用，并
通过影响管理者的认知过程而影响其战略决策（Treffers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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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观念反映了管理者思考问题的时间视角，节奏风格则反映了管理者如何分配任务开
始到结束之间的时间（Mohammed和Nadkarni，2011），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Chen和
Nadkarni，2017）。按照在工作截止日期前管理者如何分配他们的努力，可将管理者的节奏风格
分为三类（Blount和Janicik，2001）：早期行动型（early-action）、截止日期行动型（deadlineaction）、稳定行动型（steady-action）。早期行动型管理者在一开始就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工作上，
但接近截止日期时往往不那么活跃，因此战略节奏表现出前期速度更快，后期趋于平缓。截止
日期行动型指开始得非常晚，只有在截止日期接近时才会加倍努力，因此战略节奏在前期平
缓，后期速度加快。稳定行动型管理者倾向于在工作活动中均匀地分配努力，有很强的方向感，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督其他人的工作进展，因此战略节奏一直趋于平缓。稳定行动型管理者在
战略实施的时间顺序结构上保持一致性和清晰性，因此战略节奏比早期行动型和截止日期行
动型管理者更具有规律性，变异性更小。
时间观念与节奏风格反映了管理者的个人战略节奏的偏好，然而管理者的资源与能力会
影响和限制其个人偏好。资源与能力强的管理者可以对战略活动起主动作用，往往比资源与能
力较弱的管理者更能使企业形成快速且稳定的战略节奏。例如，管理者的信息沟通能力决定了
下层员工对新战略重要性的理解和参与意愿，从而决定了战略执行的速度（王龙伟等，2007）。
而资源与能力较弱的管理者容易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Brown和Eisenhardt，1997），其时间观念
也容易被外部事件改变（Staudenmayer等，2002），在战略决策过程中是“跟随者”“反应者”和“随
波逐流者”，从而导致企业战略节奏容易因环境变化而变化，因此变异性较高。
（二）企业层面
企业是实施战略的主体，企业的性质、年龄、规模等组织特征给企业带来不同的资源与能
力组合，决定其战略活动的执行状况，这是形成企业战略节奏的主要原因。值得特别说明的是，
家族企业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家族与企业相互融合的特殊性，为其创造了独特的
组织特征以及资源与能力，对战略速度和变异性等动态特征的影响也具有独特性，因此基于家
族企业探究企业特征对战略节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本部分从家族
企业切入，分析家族企业独特组织特征塑造下，兼及一般企业的战略活动随内容和性质变化所
形成的战略节奏。
家族企业是由家族与企业两个系统相互嵌入、共同发展而来，这决定了家族企业的战略节
奏有别于一般企业。首先，家族企业的主动性并不简单地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而降低。一般而
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企业已经具备成熟的发展模式，这导致企业发展的主动性
逐渐降低，不太可能发生较为频繁的战略节奏变化。然而，家族的不同追求往往决定着家族企
业的战略诉求。当家族与企业具有共同发展目标，其主动性就较高；当家族的异质性诉求增多，
主动性则会降低。因此，家族企业的年龄与其战略主动性是非线性关系，甚至呈“S形”关系（De
Massis等，2013），这导致家族企业的战略节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不规则的变化，因此变异
性较大。其次，除了一般企业普遍关注的财务目标之外，家族企业还会追求非财务目标。家族企
业通常因受到家族所有者的非财务或情感禀赋方面的激励而致力于维护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
财富（Berrone等，2012）。为了保护和传承社会情感财富，家族企业通常具有长期导向
（Zellweger，2007），这使其企业战略具有未来性、连续性和持续性（Lumpkin和Brigham，2011）。
最后，家族企业历代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家族企业为了将企业的控制权转移给下一代家
族成员，其继承规划往往清楚地表达了未来的方向，并致力于为家族成员的长期利益而努力创
建具有长久使命和声誉的企业。在家族企业中，创始人以及家族早期的经历都会持续影响其战
略决策过程（Breton-Miller和Miller，2014），使家族企业的战略活动容易与之前保持一致，因此

企业战略节奏与竞争优势：一个理论框架

9

战略节奏将更具有规律性和一致性。当然，家族企业的战略能否在历代之间保持持续性，在很
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继承者对前任管理者的接受程度（Miller等，2003）。
除了企业的组织特征所决定的资源与能力会影响战略节奏外，企业战略活动自身的性质
和内容也会对战略节奏产生影响。一方面，单个战略活动的性质发生变化，会影响战略执行的
难度与经验的积累，从而决定了战略节奏的快慢。战略往往具有长远性和计划性，当单个战略
活动的性质发生变化时，会导致企业准备好的计划方针无法继续沿用，降低了已有经验的适用
性，同时还需要在各个战略执行层进行协调沟通，这对管理者的决策能力、管控能力提出了挑
战（王龙伟等，2007）。另一方面，多个战略活动若内容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战略活动，不同
类型的战略活动之间的节奏又会相互影响。企业在从事一种类型的战略活动时，经常也需要从
事其他类型的活动，以获取互补的资源。例如，并购和联盟作为企业应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
来的环境不确定性并实现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活动（Ireland等，2002），产生了强弱不同的战略
节奏。Shi和Prescott（2012）基于步调协同理论（entrainment theory）①发现，当并购与联盟的节奏
实现同步时，每个战略活动分配相应的管理资源，组织可以通过减少闲置的管理资源和利用现
有资源来提高绩效。因此，企业为了获得这类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需要管理战略活动的性质
和调整多种战略活动的节奏，这就使企业战略活动的性质与内容也成为形成企业战略节奏的
重要原因。
（三）外部环境层面
外部环境一般指所有企业共同面对的宏观环境，比如新政策的颁布、新法律法规的实行
等。企业对宏观动态环境的适应被认为是保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Greenwood和Hinings，
1996）。在瞬息万变的行业环境中，企业需要及时把握事态的发展，甚至需要从应变者转化为求
变者（朱恒源和杨斌，2019）。企业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应该选择哪种节奏，因不同的选择各有优
劣，因此尚未有定论。基于事件的节奏的优势在于，当环境变化发生时，它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
潜力，但是战略活动间隔与环境变化速率的关系太过紧密，管理者可能会因过于关注“树木”而
无法感知“森林”。基于时间的节奏的优势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常规的、明确的机会来重新评估
行动，同时可以限制对过时行动方针的过度承诺（Gersick，1994），但是它难以根据环境的变化
及时做出反应。对于在动态环境中运营的企业来说，以适应环境的正确速度采取行动是保持战
略有效性的关键（Huy，2001），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则会加速信息和知识的流动，迫使企业改
变自己的步伐（Li和Mitchell，2009；Turner等，2010；Allison等，2013）。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契合
会产生卓越的组织绩效（Souza等，2004；Pérez-Nordtvedt等，2008），如果一个节奏错拍，就可能
导致后续多个周期的相位错拍（Venkatraman和Camillus，1984），从而降低企业绩效。为了获取
竞争优势，企业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战略活动。从长期视角来看，组织适应环
境的过程本身是循环的，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被概念化为两个相互作用的循环系统
（Donaldson，1999），因此，宏观环境是企业战略节奏的一个重要成因。
Whetten（1989）指出，企业外部环境是指除了目标企业以外的所有实体或力量，如客户、供
应商、竞争者等。换言之，外部环境包含了宏观环境以及宏观环境中的其他企业。在社会网络
中，这些企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战略节奏。战略联盟伙伴，作为能够为企业带来资
源与帮助、共同面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合作伙伴（Ireland等，
2002），与企业的战略节奏相互影响、相互塑造。Standifer和Bluedorn（2006）以共享心理模型理
论为框架，认为共享的时间模型帮助联盟成员就联盟的主导节奏形成共识，可以使团队围绕特
①Ancona和Chong（1996）将“entrainment theory”定义为一项活动的步伐（pace）或周期（cycle）的调整，以使其与另一项活动的步伐或周期
保持同步，并且指出弱节奏会受到强节奏（主导节奏）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其翻译为“步调协同理论”，体现两种节奏在步调方面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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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中心时间机制协调活动，这为联盟提供了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从而实现了企业与战略联盟
伙伴之间战略节奏的相互塑造与影响。除战略联盟伙伴之外，由于企业内部的技术发展来源往
往不足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环境和技术变化的速度，因此需要依靠与合作伙伴的研发合作来获
取外部知识来源（Belderbos等，2018）。由于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企业在社会网络中
也会受到其他企业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自身的战略节奏。但是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对企业战
略节奏的影响不同：社会关系的范围可以为企业提供多方面的差异性资源，从而促进战略执行
速度；而社会关系的强度虽然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转移效率，但是由于资源重叠问题，关
系强度超过一定节点后则会降低企业的战略执行速度（王栋等，2011）。
综上，企业存在于一个动态的环境当中，与宏观环境节奏不匹配意味着企业战略的低效或
无效，继而导致企业绩效低下，甚至被淘汰（Ancona和Chong，1996；Gersick，1994），因此企业在
环境压力下，会对战略活动做出调整，从而形成战略节奏。同时，企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
于商业网络中，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网络中的其他企业都会沿着关系网对企业的战略活动产
生影响，从而塑造了企业的战略节奏。环境的动态性、复杂性也会影响企业对战略合作伙伴的
选择，环境变化越快，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短期的合作伙伴（Bakker和Knoben，2015）。因此，外部
环境变化与企业战略节奏息息相关，是企业战略节奏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为了寻求长期发
展，必然要形成与环境相匹配的战略节奏。
六、 战略节奏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
时间作为一种未被深入探索的战略资源，决定着企业及其管理者的资源与能力如何被运
用，这是本文强调战略节奏的关键所在。上文从速度和变异性两个时间维度区分了战略节奏的
四种基本类型，分析了战略节奏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并指出战略节奏通过速度和变异性会对企
业竞争优势产生影响，本部分将从速度和变异性两个维度具体剖析战略节奏对企业竞争优势
的影响机制。
（一）速度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
速度在被用于描述一个战略活动的快慢时，主要体现为战略活动的决策速度和执行速度。
战略决策速度决定企业战略活动的初始速度，反映企业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在很大
程度上为整个战略节奏奠定了基调。战略执行速度则影响企业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和最终绩效，
反映战略节奏的显示过程。决策速度和执行速度都会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
速度影响了管理者的能力。古典经济学的先发者优势观点认为，当企业面对市场机遇时，管理
者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抢占宝贵且有限的资源（Gersick，1994），企业的快速行动有利于抓住
机会，抢占先机（徐敏等，2014）。但是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认知范围意味着搜索和决策是
不完美的，快速的战略行动也要求管理者在短时间内做出许多决策，这增加了信息超载的风
险。此外，强调快速反应容易掉入“快速陷阱”，即一旦形成快速的战略节奏就很难跳出来，进而
可能导致考虑不周，降低决策效果（Perlow等，2002）。另一方面，速度影响企业的能力。吸收能
力是企业识别和理解新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创造业务产出的能力（Lane等，2006）。快速的战略
行动可以进一步帮助企业适应变化的环境（Teece，2007），降低客户在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Homburg和Bucerius，2005），但是学习过程在本质上往往是连续的，投入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每
个战略活动的全部过程，可以使企业充分利用积累的知识和能力，快速的战略执行过程可能超
越企业充分利用和理解这些变化能力的极限，即超越企业的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
1990）或组织学习能力（Hull和Covin，2010）。因此，战略节奏速度对企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获
取竞争优势，取决于管理者与企业在时间维度上把握战略节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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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在被用于描述多个战略活动交替的快慢时，是指战略活动的频繁程度，即频率，表示
单位时间内发生战略活动的次数。一个战略活动不是单独存在，往往会对后续的战略产生影
响，时间压缩不经济（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y）①、吸收能力、组织惯例、经验等则是经常假
设的逻辑机制。然而，频率对战略效果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原因在于战略活动交替的
快慢影响了管理者和企业的能力，若超出管理者和企业能力范围，就会造成负面影响。从企业
方面分析，战略活动交替的快慢影响了企业惯例的形成、经验的学习和知识的吸收。在多次重
复的战略活动中，企业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惯例（Amburgey等，1993），而这些惯例反过来又减
少了启动新的战略活动所需的时间。此外，战略活动被认为能激发组织学习，从而削弱组织惰
性。但是频率过高，即战略活动交替过快，会增加信息超载的风险，使企业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和建立新的惯例（Levitt和March，1988），换言之，快速的战略节奏会破坏企业已有的惯例
（Klarner和Raisch，2013；Vermeulen和Barkema，2002），而建立新的组织惯例需要时间，执行新
战略活动的企业在寻求开发新资源和能力上面临着巨大的适应成本和较高的复杂性，造成时
间压缩不经济（Dierickx和Cool，1989；Hutzschenreuter和Voll，2008）。从管理者的学习过程角度
分析，学习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Argote和Miron-Spektor，2011）。当频
率过高，战略活动交替过快，可能无法给管理者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反思他们的早期经验，从而
使管理者没有足够的时间磨练管理技能。而当频率过低，管理者则无法保留他们所学到的知识
（Bergh和Lim，2008）。
综上，本文剖析了速度对竞争优势的理论解释机制，速度主要通过影响管理者与企业本身
的能力来影响战略活动的效果。在当今变化剧烈的竞争格局中，企业能否快速反应并抓住时机
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并不是所有管理者以及企业都有能力迅速反应，当高速度所要求的能力超
出力所能及的范围时，反而会导致管理者或企业做出错误的决定，损害战略活动的效果。因此
时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而速度是利用时间的一个重要维度，企业只有在做到速度与自身
资源能力相匹配时，才能将时间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从另一角度，即使是在资源能力有所欠缺
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在时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战略节奏，改变战略执行过程来获得竞争优势
（Tang等，2012）。
（二）变异性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
变异性是指一次战略活动到另一次战略活动发生的时间跨度的变化程度，也指时间间隔
的规律性，变异程度的高低代表着战略节奏的规律程度。关于战略节奏变异性能否让企业获得
竞争优势尚未得到统一结论：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有规律的节奏比无规律的节奏更有效
（Klarner和Raisch，2013），因为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有规律的战略节奏有助于
企业形成相应的学习能力或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企业减少反应时间，降低相关的探
索成本；但另一些研究从动态能力和企业弹性角度发现，有规律的战略节奏使企业难以应对环
境的动态性，因此企业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来应对环境的变化（Lin，2012），且企业花费精力建
立起来的反应机制可能由于环境的飞速变化而无法适用。
由此可见，变异性如何影响战略效果，主要取决于经验知识再运用和环境适应之间的权
衡，然而这两者均对管理者与企业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没有规律的战略节奏可以根据环境的变
化及时做出调整，但可能会破坏战略活动的可预见性，前期积累的经验会被突然的战略活动打
乱，管理者因此也需要较高的管理能力（Laamanen和Keil，2008）。有规律的战略节奏使企业能
够按照以往的经验和规则来应对战略活动，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预见战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
①参照李庆华和王文平（2011）、潘奇和朱一鸣（2017）以及邰鹿峰和闫林楠（2020）等的研究，“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y”翻译为“时间
压缩不经济”。该概念来源于Dierickx和Cool（1989），用于形容资产存量累积过程的特征之一，决定了资产存量的可模仿性，即当企业可以在更
长的时间内以更经济的方式积累资产存量时，企业寻求快速达到给定的资产存量水平所产生的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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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战略实施的效果，同时，随着战略活动的持续进行，企业可以形成一种动力，促进后续战略
活动的顺利完成（Turner等，2013）。但是，规律性可能损害管理者的警觉性，容易被提前设定的
预期所左右，不愿做出超出计划的战略改变。因此，过度的规律性也会导致企业以线性和连续
的方式分配资源，这可能会抑制创造性的资源分配方式。
综上，变异性作为利用时间的另一重要维度，企业如何权衡经验知识的重复利用与适应环
境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企业要想从变异性这个时间维度获得竞争优势，需要对企业经验知识
进行分类管理，及时梳理出通用性较高的知识并形成惯例，将之用于指导后续的战略活动。尤
其对于专用性强且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需要注意知识的实效性（Kok等，2019）。企
业处在动态环境中，必然要设置监控组织与环境一致性的机制，并给新的战略活动一定的试用
期（Sastry，1997）。因此，管理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克服因规律性带来的惰性与盲点，适时且
适当地应对环境变化。
（三）速度与变异性双重作用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
速度和变异性作为利用时间的两个重要维度，它们的双重作用使各自单独的作用受到了
一定的抑制或促进，从而对管理者或者企业的能力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并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竞
争优势的获取。
首先，变异性会影响速度对管理者和企业能力的影响。战略节奏速度过快会导致企业和管
理者能在短时间内对经验知识进行吸收，因此管理者与企业的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
1990）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够承受多快的速度。然而，一个企业的吸收能力并不一定是恒
定的，它受到被利用程度的影响。当战略节奏过快时，高速度引起的信息过载会降低企业进一
步吸收的能力，而当长期不进行战略活动时，企业的吸收能力因未能得到锻炼而降低
（Vermeulen和Barkema，2002）。与战略节奏不规律的企业相比，遵循恒定的、规律的战略节奏
的企业更能从战略活动中受益，充分利用但不过度扩大其吸收能力。因此，变异性被认为能够
调节速度对企业能力的影响（Hashai等，2018），当企业保持有规律的战略节奏，使企业能够利
用其对类似组织惯例和业务的知识，这种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利用快速行动产生竞争优势
的能力，同时减少了时间压缩的不经济性及其相关的管理成本，从而会降低速度可能带来的负
面后果。
其次，速度也会影响变异性对管理者和企业能力的影响。当企业能够顺利运用规律化带来
的经验知识与能力之后，速度的加快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多次重复相同的战略活动，从而积
累更扎实的经验，甚至通过启发式学习，进一步转化为常规化的知识（Bingham和Eisenhardt，
2011）。经验知识累积越多的企业越有能力应对节奏的变化（Gao和Pan，2010）。同时，有规律的
战略节奏能够发展企业的吸收能力，使企业实现更快速的战略节奏（Hilmersson和Johanson，
2020）。但是在另一方面，过快地进行规律性的战略活动，更容易导致企业使用过多的资源去维
持不必要的组织进程。因此，速度过快或者过慢的低变异性的战略节奏需要与企业的战略内容
相适应。例如，企业为了促进生产性（generative appropriability），需要频繁地进行创新，将以前
的知识不断重新调用（Ahuja等，2013）。换言之，对于企业频繁进行的主要战略，可以采取高速
度低变异性的战略节奏。
七、 总结及未来研究方向
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采取一系列的战略活动来获取竞争优势，想要理解一个
企业为何会在相同类型战略活动中获得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则需要从时间视角切入，
对战略活动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与把握。本文在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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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战略节奏的概念、类型、成因，以及战略节奏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优
势。本研究凸显了战略节奏在企业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中的关键作用，有助于为未来企业竞争
优势的分析提供思路。
（一）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的理论贡献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从时间视角对战略活动过程进行了解
析并界定了战略节奏的概念，这有助于分析企业战略管理中的以下问题：一是为何不同企业采
取相同类型的战略活动却取得不同的效果；二是为何不同的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呈现不一
样的成长模式，比如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一些较为传统的企业是渐进的、阶段性的
（Johanson和Vahlne，1977），而另一些天生全球化企业和国际创业企业呈现出激进的、跳跃的
国际扩张模式（Oviatt和McDougall，1994）。因此，不同的战略节奏对不同的企业具有不一样的
适用性，企业应当重视战略节奏的作用，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以实现竞争优势。
第二，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的基于时间视角的战略研究，划分了战略节奏的四种基本类型。
已有研究大多从管理者主动性（Gersick，1994）、节奏的规律性（Klarner和Raisch，2013）等角度
对企业的战略节奏类型进行划分，但是未能从时间角度进行深入剖析。事实上，时间是所有战
略活动发生的基础，因此从时间角度对战略节奏进行分类能够实现对企业战略节奏的根本性
的认知。本文从速度和变异性两个维度划分了低速度低变异、高速度低变异、低速度高变异和
高速度高变异四种战略节奏类型，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战略节奏的内涵及其对企业竞争优势
的影响机制。
第三，本文从管理者、企业以及外部环境三个层面梳理了战略节奏产生的原因，这三类原
因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活动过程，并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使用何种战略节奏。从管理者因
素来看，管理者的感知对环境变化具有过滤作用，其时间观念决定了战略活动实施过程的快
慢，同时管理者的资源与能力也影响了战略节奏。从企业因素来看，企业自身的资源与能力是
企业战略活动的另一重要限制因素，比如年轻的初创企业会呈现更快的战略节奏，而成熟的企
业由于已经形成一定的规则与惯例，战略节奏的变化程度较低。从企业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基
于步调协同理论（entrainment theory），企业的外部宏观环境、外部环境中的其他企业都有自己
的节奏，并且这些节奏会相互影响，随着时间发展会逐渐演变得趋于同步（Standifer和Bluedorn，
2006；Pérez-Nordtvedt等，2008；Shi和Prescott，2012）。当两种节奏实现同步时，可以提高效益
（Ancona和Chong，1992，1996）。本文梳理了产生战略节奏的三个层面的原因，有利于未来研究
继续深入探讨企业战略节奏的形成。
第四，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战略节奏影响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通过梳理速度和变异性对
竞争优势的影响及机制，深化关于速度和变异性对企业双面影响的理解，即过快或过慢的速
度，过大或过小的变异性，都可对企业的战略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且速度和变异性的不同组合
也会对企业的竞争优势构建产生不同的作用。本文的理论机制分析一方面有助于企业了解自
身在战略管理中的时间能力，即对战略节奏的把控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从不同的理论视
角继续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企业战略节奏对其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
（二）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战略节奏概念、类型、产生原因及其对竞争优势影响机制的剖析，本文提出未来值
得深入研究的方向如下。第一，在战略节奏的基本维度方面，本文从速度和变异性角度对企业
战略节奏进行了解析，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时间维度的动态特征目前尚未得到重视，未来
研究可以通过更加细致地剖析企业的战略活动动态过程以捕获其他时间维度的表现形式，并
分析不同的形成原因以及表现形式对战略活动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战略节奏界定的清晰化和

1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3卷第7期）

丰富化也能够为测量战略节奏奠定理论基础，由此推动未来实证研究的发展。
第二，在战略节奏的类型划分研究方面，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分类能够对战略节奏有一个更
加全面的认识，因此未来研究值得在战略节奏的类型划分上作进一步拓展。首先在分类依据
上，未来研究可以从其他时间维度进行划分，如按照战略活动持续时间分类，或按多个战略节
奏的强度分类等。其次在对各个战略节奏类型的分析上，可以尝试对不同战略节奏类型背后的
原因和机制进行剖析，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不同战略节奏类型对战略活动效果和企业绩效的影
响，由此对战略节奏形成更加深入的理解。
第三，在战略节奏产生原因的分析方面，本文总结了管理者、企业和外部环境三个层面的
主要原因，但可能尚未涵盖所有可能影响战略节奏的因素，未来研究可以对此进一步探索，如
在家族企业中，继任管理者如果是创始人的家族后代成员，是更容易因为共同的家族非经济目
标、相似的家族文化和价值观而继续遵循原有的战略节奏，还是会因为家族后代成员需要建立
自己的权威而打破原有的战略节奏？这是家族企业战略节奏中非常有趣并且有意义的研究，值
得战略管理和家族企业领域的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在战略节奏的理论研究方面，未来可以引入更加多元并且契合的理论视角，包括战
略选择理论等。战略选择理论是指外部环境中的力量和变量是动态的，企业的战略受到这些因
素相互作用的影响，管理者在政策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在环境
中保持自主权。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促使决策者对其竞争战略进行调整，在做出这些调整时，
考虑的选项范围会被过滤和限制，以便与关键决策者心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信念保持一致
（Child，1972）。
第五，在战略节奏的研究方法方面，未来研究需要将理论研究、案例分析与定量研究等多
种方法结合。此前由于对战略节奏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加之战略活动过程难以测量，因此已有
的大部分研究都倾向于采用案例研究或理论研究的方法，尽管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实证研究，
但总体来看数量依旧有所欠缺。对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发展战略节奏的测量方式，不仅是
基于二手数据的有效测量，还包括开发新的量表，以期进一步丰富实证研究。此外，企业在面对
不同条件时，可能选择完全相反的战略节奏，可以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进行多条件
分析，也可以采用元分析方法为实证证据不一的研究寻找最终结论。最后，本文鼓励研究者将
战略节奏相关理论与最新的企业战略实践相结合，为战略节奏提供最具前沿性的案例基础，由
此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掘战略节奏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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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Strategy Rhythm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ang Jifeng1, Xiao Xiao2, Li Xinch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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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45 domestic and foreign arti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in
the strategy management field,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rhythm of the process of
strategic activities. Firstly,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rhythm is defined, and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ecution process of strategic activities are summarized as “strategy rhythm”. Secondly, from the
speed and variability of tim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basic types of strategy rhythm: low speed and
low variation, high speed and low variation, low speed and high variation, high speed and high variation.
On this basis, the main causes of the strategy rhythm of enterprises are analyzed from managers,
enterprise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trategy rhythm on the
strategic effect is further analyzed from the two temporal dimensions of speed and variability, so as to
form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strategy rhythm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inally, the future direction
is put forwar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strategy rhythm.
This paper mainly has four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it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strategic activitie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rhythm, which help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enterprise strategy management, such as why the same type of strategic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enterpris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and why different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present different growth patterns. Secondly, it classifies four basic types of
strategy rhythm, which is helpful to have a fundamental cognition of strategy rhyth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strategy rhythm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s. Thirdly, it sorts out the causes
of strategy rhythm at the three levels of managers, enterprise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three
reasons directly affect the process of strategic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and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e
what kind of strategy rhythm enterprises use. By sorting out the main causes of strategy rhythm at three
levels, this paper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enterprise strategy rhythm.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mechanism of strategy rhythm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explanatory theory of the influence of speed and variability on strategy results, it
is helpful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ouble-sided influence of speed and variability on
enterprises. The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mechanism in this paper, on the one hand,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s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time management ability in strategy management, that is, the
ability to control strategy rhythm;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 strategy rhythm o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strategy rhythm; time perspectiv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competitive advantage;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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