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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

摘要  商业模式是描述企业创造、传递和分配价值

的基本原理或框架，商业模式场景化是将场景元素嵌入

商业模式形成场景型商业模式的创新过程。本文旨在探

讨商业模式场景化动因、路径及其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和

作用机理。首先，运用案例研究与扎根分析的方法，识

别出四个驱动商业模式场景化的价值动因，即环境场景

（时间、空间等元素）、基础场景（用户画像、待办事项、

目的等元素）、情感场景（服务型诉求和情感型诉求等元

素）及网络化（连接属性、实时互动等）；归纳出三条商

业模式场景化路径，即用户场景化、价值主张情感化和

基础设施网络化。其次，结合天虹案例，应用价值共创

和服务主导逻辑等新的理论基础，深入探讨各价值动因

对价值创造影响的内在机理，即商业模式场景化的“来

龙去脉”。最后，归纳出商业模式场景化动因、路径与价

值创造间的关系模型，将环境场景和基础场景嵌入用户模

块有助于实现用户场景化，将情感场景嵌入价值主张有助

于实现价值主张情感化，将基础设施网络化能正向促进

价值创造。

关键 词  商业模式场景化 ；价值动因 ；价值创造 ；

纵向案例研究

引言

2016 年 10 月，阿里巴巴马云在云栖大会上提出“新

零售”概念，引发零售行业的新一轮商业模式创新浪潮。

比如，阿里巴巴的盒马鲜生、银泰百货的 O N M I N E、京

东的 7F r e s h、永辉超市的超级物种、美团的掌鱼生鲜、

美宝莲在天猫直播平台的“边看边买”等。类似地，天

虹商场则打破原有零售逻辑，转变以“商品群”为导向

的售卖思维聚焦顾客基于生活区块的不同场景，从单一

的实体百货渠道，发展成为以顾客为中心、线上线下相

融合的立体生活零售服务平台。分析这些实例发现，价

值的创造源于对特定用户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地点、

特定的事件背景需求的精准满足。尤其是在数字化环境

中，消费者的消费诉求改变巨大，对数字化体验的依赖

度和需求越来越高，呈现出需求个性化、场景多元化等

特征。面对千人千面的需求，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需要越来越精准。因此，商业模式场景化成为了必然趋

势，且已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新范式和新路径，[1] 进而对

其创新过程、特征、路径及动因等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学界，场景（C o n t e x t）原指戏剧、电影中的场

面，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发生的一定的任务行动，

或因人物关系所构成的具体生活画面。[2] 在价值创造领

域，场景则是指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场

合、特定的情感等元素构成的特定场景中，即时提供产

品或服务满足用户需求并增强体验，由企业、用户及其

他相关主体间的关系、行为所构成的具体画面或特定过

程，[2 ,3] 也即 5W1H（W h o 何人、W h e n 何时、W h e r e 何

地、W h a t 何事、W h y 为何、H o w 如何）。可见，场景

商业模式场景化对价值创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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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设计和验证产品原型或者商业模式时最重要的依据。

而商业模式是描述企业创造、传递和分配价值的基本原

理或框架 ；商业模式创新则指企业遵循新的主导逻辑来

创造、传递和分配价值的创新范式。[4-6] 由于场景化是

将场景元素嵌入某个载体的过程，所以商业模式场景化

是将场景元素嵌入商业模式形成场景型商业模式的创新

过程。因此，场景型商业模式就是描述企业在特定场景

中创造、传递和分配场景价值的基本原理或框架。然而，

与交易价值（用户交易产品或服务时实际支付的货币数

量）和使用价值（用户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体验或感知

而产生的支付意愿）不同，[2 ,7,8] 场景价值是指用户在特

定场景中对客观产品或服务的收益感知或支付意愿，具

有主观性特点。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智能互联网技术和消

费升级趋势下商业模式场景化的研究议题。现有文献指

出 ：第一，用户价值主张从功能型向情感型升级，[9] 体

验、情怀、调性成为价值主张的关键词，[2,10] 商品已超出

“物”的产品范畴，更多是源于场景的独特体验，商品的

必需属性被大大降低，个体的“体验”成了新标准。[1] 第

二，价值创造主体由企业主导转向企业与顾客共同主导，[11]

甚至是核心企业与需求侧的顾客和供给侧的利益相关者

共同结成的服务网络，[12] 价值网络、平台、服务生态系

统等成为关键词。第三，价值创造过程由价值创造转向

价值共创，[12 ,13] 去中介化、去中心化和去边界化成为关

键词。第四，价值动因由资源或能力要素转向商业模式

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联系。[14,15] 第五，价值创造客体

由交易价值转向使用价值或场景价值。[2 ,10,16,17] 但是，现

有文献很少研究商业模式场景化的过程和特征，也很少

研究其创新的价值动因和作用机理，即动因→机理→功

效仍然是一个“黑箱”，商业模式场景化的形成机制和

创新路径的相关研究仍然是碎片化、不系统的。

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商业模式场景化对价值创造影

响的“来龙去脉”，提出场景型商业模式的形成机制和

创新路径。具体来说，尝试回答以下关键问题 ：（1）驱

动商业模式场景化的价值动因是什么？（2）商业模式场

景化有哪些路径？与价值创造关系如何？

一、研究方案设计

1. 案例研究方法及扎根分析

与验证理论的实证研究不同，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

在于构建理论，[18]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主要有以下几

点原因 ：第一，案例研究适用于不容易界定、藏于过程

之中且难以观察的问题。第二，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典型

案例的研究，能确保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所得结论也

有助于对同类事件更深入的理解，而且在深入调查新现

象及动态过程时具有明显优势。[19] 第三，扎根分析，是

一种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中进行归纳性

分析，分析类属直接“扎根于”数据。扎根分析自身是

开放的、互动的并依赖于生产过程，而且研究者对概念

的不断生成性建构既形成了过程，也形成了产品。[20] 因

此，本文采用扎根分析对数据进行编码，提炼出类属，

辅助案例研究，提出相关命题，再通过理论和案例相结

合印证命题，进一步归纳理论模型。  

2. 案例对象企业选择及资料收集

（1）案例对象企业选择

本文兼顾案例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典型性，最终选取

深圳市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虹”）作为

案例研究对象。

数据可获取性。天虹始于 1984 年，2010 年 6 月 1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连锁零售

企业，拥有天虹、君尚、Sp@ce、微喔四大品牌，形成百货、

超市、购物中心、便利店四大实体业态及以创新型零售

A P P 虹领巾为统领的数字化业务，是中国领先的线上线

下融合的零售商。截至 2018 年底，天虹在北京、广东、

浙江、四川等 25 个城市开设了综合百货 68 家、超市 81家、

购物中心13 家、便利店 159 家。我们从 2017 年 11月开始，

通过人物访谈、公司官网、年报、企业内刊、数据库、

新闻媒体访谈、报刊杂志等渠道搜集到大量该企业与本

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可用资料。

案例典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行业代表性。

消费与技术两股力量的绞合带来零售基础设施的变化，

引发了第四次零售革命。与前三次零售变革（百货商店、

连锁商店、超级市场）不同，消费者要求的不仅仅是“低

价”“便捷”，而且呈现出需求个性化、场景多元化、价

值参与化的趋势。因此，新零售是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

的人、货、场三大要素高度统一的一种新业态，通过数

据与商业逻辑的深度结合重塑价值链，真正实现了消费

方式逆向牵引生产变革。第二，企业代表性。天虹连续

17 年入围中国连锁百强企业、深圳特区 30 年最具影响

力零售品牌、全球战略执行明星组织；2018 年荣获“2018 

CCFA 零售创新奖”“中国零售业员工最喜爱公司”“2018 

C C FA 优秀企业大学——最佳创新实践奖”，2019 年荣

获“2018 年度北京商业创新大奖”（图 1 可看出 2007-

2018 年天虹和行业净利润及股东权益变化情况）。32 年

来，天虹不断创新零售业态和内容，其商业模式转型可

分为两个阶段 ：2012 年以前为实体百货模式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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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在行业内率先借助数字化技术突破传统百货购物

模式，重构“人、货、场”，深入到用户的生活方式和应

用场景，转型升级为集百货店、大型购物中心、便利店

为一体的多零售业态（图 2），从而从单一的实体百货渠

道发展成以顾客为中心、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立体生活零

售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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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料收集

本文遵循“证据三角”原则，[21] 尽可能采用多种数

据来源获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数据。其中一手数据主

要来自：第一，深度访谈。深度访谈是本研究的重要信

息来源。团队成员对天虹战略总监进行 3 小时访谈（标

记为 F）。第二，参与式观察。通过实体店（天虹商场西

丽店、天虹商场龙华店和天虹商场松岗店）、天虹微信、

天虹微品、虹领巾、PC 网店等渠道，亲身参与获取体验，

并搜集用户线上（虹领巾 A P P、天虹微信服务号、天虹

微店）购物评价，随时做好笔记（标记为 C，2 人 12 页

Wo r d 文档，共 8721 字）。二手资料来源主要包括 ：第

一，天虹官方网站（标记为 G，共 743 个可用条目，共

98750 字）。第二，通过数据库收集关于天虹商场的报

刊与视频，其中关于天虹商场的内刊 4 本（标记为 K），

招股说明书及年报 10 份（标记为 N），高层采访视频 9

个（共 425 分钟，标记为 V）。第三，跟踪天虹商场的

媒体报道（标记为 M，共 31 条）。不同来源的数据之间

形成三角验证，从而提高信度和效度，使本研究结论具

有说服力和准确性。

3. 数据编码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归纳和分析采用卡麦兹、S u d d a b y 及

S t r a u s s 等 [20,22,23] 提出的程序化编码方法，以保证结论

的严谨性和可靠性要求。数据分析过程包括开放式编

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由 3 名成员共同

进行，不同意见会反复讨论以达成共识。在数据归纳、

分析过程中，由于已形成的概念和范畴会指导后面的编

码，因此当有新的发现，需要与先前的编码结果持续比

较并不断修正，以保证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和研究结论的

准确性。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搜集到的所有质性文本资料进行

聚敛分析的过程，是扎根分析的首要环节，目的是现象

归纳、概念界定及发现范畴。编码过程中要求研究者能

够带着理论触角，对数据中识别任何可能的理论保持开

放，[20,23] 研究者在全面捕捉数据关键信息的同时，又要

对原始数据进行提炼和抽象，不断比较分析，逐步对一

些有共性的现象进行抽象化和命名。

首先，研究团队将从各处搜集到的所有质性资料进

行分类压缩，将访谈的录音资料标记为 F，视频标记为 V，

将参与式观察标记为 C 等。其次，3 名研究成员共同确

定初步编码方案，比如对于访谈、参与式观察搜集到有

关用户数据的部分，不是按传统的年龄、职业、收入等

人口统计学特征贴标签，而是深入到用户的生活方式和

使用场景，即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于什么目的

购买或使用了什么产品。比如，对访谈资料 F 中的数据

“有的顾客喜欢宅在家，对购物的便利性要求较高 ；有

的顾客又不喜欢花太多时间逛电商；有的喜欢现场试穿，

不喜欢购买触摸不到的商品……”，可直接贴两个标签：

时间和地点。再如，对年报资料 N 编码时，分章节和段

落对历年重复出现的词或具有相近语义的语句可直接贴

标签作为概念，如在“核心竞争力分析”中，高频出现“报

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经营管理数字化，通过数字化提

升服务顾客能力，打造为公司核心竞争力……”，可将“数

字化服务能力”归为“核心能力”范畴等。编码方案是

为帮助识别主要构念、关键过程和重要逻辑关系，该方

案会不断调整。最后，对具有相同本质属性的概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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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和命名，最终得到了 12 个范畴（见表 1）。

表1  开放式编码结果

范畴
包括的
概念

具体引用例证 标记结果

时间
用户使用产
品时间

①喜欢在家进行网上购物，便利性是这类用户关
注的焦点。② 效率购物，质量和效率是这类用户
关注的焦点。③ 喜欢现场试穿、体验，不喜欢购
买触摸不到的商品

F(4);C(2);K(2);
G(236);N(5);
V(4);M(12)地点

用户产品使
用地点

人

用户画像、
需求痛点、
用户接触点

（渠道）、客
户关系

①高书林，“应该说零售发展这几十年来，每次转
型升级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消费升级……重
品质，对商品品质和速度、时尚度要求较高，希望
购买全球化商品”。②家庭各个方面都有消费需求，
希望能够一次性解决综合需求。③购物的目的性较
强，单次买大量商品，希望得到整体解决方案。④
售前：购物停车入场取卡、排队耗时 80% ；不了解
促销信息的详细情况 82%。⑤售中：人多排队支付
很麻烦，走很远的路去交款 80%。⑥售后：购物完
停车缴费不方便 95%。⑦在现场，无法购买到其他
门店或者渠道的商品 80%。⑧门店连接 WIFI 步骤
繁琐 60%。⑨未收到与已购买商品的优惠券 50%。
⑩未收到与已购买品牌有关的推荐商品 50%

F(2);C(0);
K(2);G(169);

N(5);V(2);
M(4)

事
用户的待办
事项

目的

用户是出于
怎样的目的，
为解决哪些
问题或满足
哪些需求才
使用产品

服务型
诉求

用户不仅需
要单个产品
而是产品背
后的服务或
解决方案

①多位访谈高管都提到说：“……出售生活方式和
解决方案。天虹不止是提供购物、满足功能性需
求的场所，更是一个给顾客体验消费、满足情感
需求，让顾客生活更有品质、更富情趣……”。②
希望有综合一体化的休闲娱乐设施。③希望在休
闲的过程中完成购物。④不方便已购商品分享给好
朋友 50%。⑤积分吸引力不够、兑换不便 75%。⑥
不方便了解促销信息和新品信息 82%。⑦无法得到
定制的优惠券 90%。⑧无法得到会员积分 / 消费
详情等 90%。⑨暂时无货的商品，无法送货到家
或者到货提醒 60%。⑩在现场，都是冷冰冰的购物，
没有一些适当的娱乐化体验 30% ；离店后，无法享
受关怀，人走茶凉 60%

F(2);C(0);K(2);
G(360);N(4);

V(2);M(0)
情感型
诉求

用户不仅仅
追求产品的
功能，还有
有趣的体验

核心
资源
和能力

能为企业带来
竞争优势的
资源和能力

①公司持续强化供应链能力和服务顾客能力，打造
为公司核心竞争力。②深入推进“数字化”“体验
式”“供应链”三大业务战略，81% 会员数字化、
90% 营销数字化、80% 商品数字化、73% 服务数
字化、52% 经营数字化。③战略总监揭超，“天虹
的购物中心被旅行团当作购物景点参观……”。④
线上线下全力融合，多渠道发展。⑤公司致力于打
造品质更好、价格更低、速度更快的优质供应链，
主要表现在自营商品方面，建设全球采购网、生鲜
直采基地。⑥ 2018 年 4 月 25 日，与深圳市腾讯计
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了《天虹—腾讯战略合作谅
解备忘录》，就零售数字化、智能化等领域达成战
略合作

F(4);C(2);
K(3);G(347);

N(5);V(6);
M(15)

关键活
动与重
要伙伴

企业通过执
行关键业务
活动运转商
业模式、通
过与伙伴合
作从外部获
取关键资源

用户层
面参数

用户数量、
会员数、获
客成本、用
户粘性等

① 2013 年 9 月，天虹联手微信打造行业首个微信
服务号，2015 年 5 月，会员突破 250 万；2017 年 7
月微信会员数达 420 万，实体会员 500 多万；截至
2018 年底，整体会员达 1800 万；数字化会员1644 万；
虹领巾会员人数逾 840 万，微信粉丝 645 万，微信
小程序会员159 万。②用户粘性：人均单日启动次
数约 2.3 次，日均活跃人数 8.1万。③高顾客满意度

F(2);C(2);K(3);
G(460);N(7);

V(4);M(5)

运营过
程参数

拉粉成本、转
化 率、 营 销
成本、年平均
活跃数等

①拉粉成本低至 0.5 元。② 2016 年 5 月到 2018
年 5 月，引流转化销售逾 22 亿。③节约营销费用
1500 万 +。④年平均活跃人数 83.74 万人，日均新
增会员约 7000 人、月活约 200 万

F(2);C(2);
K(3);G(460);

N(7);V(4);M(5)

结果性
参数

核心资源和
能力培育、
企业设店规
模、净利润、
所有者权益
等传统财务
指标

①核心资源↑：如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与供应商
深度联营；供应链上下游数据共享等；核心竞争力
↑：如柔性供应链、数字化服务能力等；天虹领先
行业的质量监管能力和服务能力，在品质与服务上
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连续三年获“中国食品健康
七星奖品质卓越奖”、国家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等。② APP 供应宝 E-Supply Express，重塑供应链。
③在北京、广东、福建等 8 省 25 市开设综合百货
68 家（含 2 家社区生活中心）、超市 81 家、购物中
心 13 家、便利店 159 家。④其他财务指标：如净
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逐年递增
且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图 1）

F(3);C(0);K(2);
G(273);N(7);
V(3);M(12)

（2）主轴编码

为了对缩减和编码后的数据进行有组织地整理，以

新的方式重新排列，需要对前期开放式编码所形成的范

畴进行聚类分析——主轴编码，形成更大的类属，以进

一步探究它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22]S t r au s s 等认为，主

轴编码回答的是“哪里、为什么、谁、怎样及结果如何”

的问题，[23] 利用典范模型，即产生某个事件（主范畴）

的条件、这个事件所依赖的脉络（具体维度指标）及在

事件中行动者采取的策略和形成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

解该事件（主范畴）。本着尽量“悬置”个人“偏见”和

既有“定见”的原则，3 名研究成员多次讨论发现，开

放式编码所形成的 12 个范畴存在一定的范畴归类以在

不同的范畴间建立联系。比如，根据“在时间、地点、

场合、情感等构成的特定场景中，即时提供产品或服务

来满足用户需求并增强体验，是由企业、用户及其他相

关主体间的关系、行为所构成的具体画面或特定过程”，

可将涉及用户的范畴——人、时间、地点、事、目的（即

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于什么“目的”

做了什么“事”）归纳为环境场景和基础场景，与价值主

张相关的范畴归纳为情感场景，与价值网络中其他相关

主体间的连接关系和在线互动归纳为网络化，而结果层

面的参数则归纳为场景价值等（见表 2）。
表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内涵 副范畴 内涵

环境场景 用户使用产品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时间 用户在什么时间会使用该产品

地点 用户在什么地点会使用该产品

基础场景
什么人（用户画像）出于“什么目
的”做了“什么事”

人
用户是谁，基于特征标签对其
画像

事 用户行为或待办事项

目的
用户完成这项任务达到的预期
或渴望收益

情感场景
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体验要求，
具体体现为价值主张的情感化

服务型
诉求

用户对产品背后的服务或解决
方案的需求

情感型
诉求

用户不仅追求产品的功能，还
有有趣的体验

网络化

一方面是指企业借助移动互联网
和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实现基
础设施在线化；另一方面是指重
构价值网络的连接关系、网络结
构、运营和交易方式来创造价值

核心资源和
能力

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
和能力

关键活动
与重要伙伴

企业通过执行关键业务活动运
转商业模式、通过与伙伴合作
从外部获取资源

场景价值

用户在特定场景中对客观产品或
服务的收益感知，由于其主观性
和场景依赖性，使得捕捉其中的
信息较为困难，故从用户层面、
运营层面、财务绩效三方面探索
度量参数

用户层面
参数

包括用户数量、获客成本、用
户粘性、用户满意度等

运营过程
参数

包括转化率、营销成本、年
平均活跃数等

结果性
参数

包括为获取下一阶段竞争优势
培育核心资源和能力及一般财
务指标

（3）选择性编码

对主轴编码中发现的所有范畴进行系统分析以后选

择一个“核心范畴”（选择性编码），其中“用户模块”“价

值主张模块”和“基础设施模块”这三个核心范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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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向性及其所属范畴举例
主范畴
关系
结构

关系结构的
内涵

代表性的原始资料

环 境 场
景 → 用
户 模 块
→ 场 景
价值

将环境场景和基
础场景嵌入用户
模块，实现用户
场景化，使企业
的商业模式深入
用户的生活方式
和应用场景，更精
准地捕捉用户需
求，从而创造更
好的用户体验和
价值（商业模式场
景化路径一）

①开发虹领巾 APP，实现了线上线下全力融合，多渠道发
展。公司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不断迭代虹领巾 App，升
级顾客购物效率和顾客服务体验。虹领巾会员人数逾 840
万，过亿人次通过虹领巾交互获取信息或消费。②天虹购
物中心定位于家庭欢乐式购物中心，导入天虹购物中心“彩
虹共和国”“YES! 街”系列特色主题街区，全方位满足家庭

“吃喝玩乐购”的需求。③天虹微信平台社交化的CRM系统，
使用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精准营销，微信粉丝达 645 万，
微信小程序会员 159 万。④首创“百货 + 超市 +X”的业态
组合模式，根据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情况灵活配置“X”部
分（如电器、家居、银行、餐饮等），满足了顾客的“一站式”
购物需求。⑤ Sp@ce 百脑汇店定位都会生活超市，从零售
逻辑上打破以“商品群”为导向的思维，建立以顾客生活
需求为导向的“生活区块场景”，推出多款 2R 商品（Ready 
to cook 半成品、Ready to eat 即食），免去了买菜、择菜、
洗菜、切菜的麻烦，为上班族的高效、健康生活加分。而“今
日份鲜蔬”更是考虑到城市家庭买菜量贩装吃不完的痛点，
小份包装，按份售卖，1 元一份、2 元一份、3 元一份。⑥
顾客可以轻松享受在家下单、门店送货到家的服务，超市
商品“天虹到家”年订单量同比增加逾 6 倍，年销售额同
比增加近 9 倍

基 础 场
景 → 用
户 模 块
→ 场 景
价值

情 感 场
景 → 价
值 主 张
模 块 →
场 景 价
值

将情感场景嵌入
价 值 主 张 模 块，
实现价值主张场
景化，增强顾客
体验感和心理满
足，实现“比你懂
你”的同时，促进
价值创造（商业模
式场景化路径二）

基于服务诉求布局：①即时服务：会员消费积分实时同
步，80 人的客服团队提供售前售中售后解决方案，社交化
CRM 客服关系管理。②微信客服 150 人，7 天×9 小时在线，
日均接入近 2000 用户；客服 60 秒以内接入，让互动更有
温度。③不断创新业态，围绕顾客生活方式打造生活美学
服务、主题街区等丰富的体验式内容。④ Sp@ce 超市聚焦
现代都市生活，提升品质、强化服务，充分运用数字化技
术为顾客带来更便利的服务。基于情感型体验布局：①运
用“情感曲线”工具，不断深入了解顾客在接受服务过程
中的心理感受。②“天虹”的品牌形象从视觉直观印象上讲，
是一抹极简的彩虹，同时也是一丝纽带，意在构建一座通
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桥梁，营造和客户之间平等、亲和、
互相信赖的客群关系，表示天虹不仅满足顾客对购物的功
能需求，更满足他们心理体验的需求。③ Sp@ce 百脑汇店
在围绕目标顾客一日三餐所需进行商品结构配置，精心打
造了一个“现切工坊”，给消费者更生动的体验、更新鲜的
食材，有眼见为实的体验感……大大提升了购物的乐趣。
④创新购物体验方式，率先引入“服饰 O2O 购物体验店”；
改进服务流程，40% 左右的面积是消费者体验区，提升顾
客购物体验，获得了高顾客满意度

网 络 化
→ 基 础
设 施 模
块 → 场
景价值

将核心资源和能
力、关键活动等
基础设施网络化

（在线化），企业
通过与用户、供应
商等合作伙伴的
互动连接、连接
的广度、连接密度
等创造出网络效
应和价值（商业模
式场景化路径三）

①开发供应宝 APP，实现供应商在线化管理。为了寻找最
安全的食品，天虹的供应链管理向上延伸到最源头的种植、
养殖地，涉及种植、养殖基地、屠宰加工、生产到物流仓
储的每一个环节。②全渠道配送方式（自提、邮寄、送货
上门）；“……全渠道的核心就是我们要把线上线下能够很
好地融合起来，按照消费者所需要的方式，我们给消费者
提供他所需要的内容，包括商品和服务”。③形成了“网上
天虹 + 天虹微信 + 天虹微店 + 天虹微品”的立体电商模式，
以及开始通过跨渠道服务解决顾客消费的痛点，为顾客构
建新的购物模式，全年达成全渠道合作品牌 60 个。④零
售经营综合管理信息系统（R3）；累计实现 59 个国内生鲜
基地的源头采购，同时实现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德国、
丹麦等 20 个国家的国际直采，满足顾客消费升级的需求，
2016 年全球直采销售同比上升 392%。⑤为提升经营效率，
确保肉类分割商品及果蔬包装商品的标准化，公司于 2016
年 8 月建立畜禽肉 PC 厂、果蔬 PC 厂。畜禽肉 PC 厂配送门
店共计 23 家，果蔬 PC 厂配送门店共计 37 家。目前公司
拥有 4 个自有品牌，分别为天优、菲尔芙、奥百思、天口
味，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签订全国供应商协议 42 家。⑥ 
2018 年 4 月 25 日，与腾讯基于双方资源和能力的互补与
结合，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上达成战略合作。⑦连
续 17 年入围中国连锁百强企业，2017 年行业排名第 23 位，
2018 年第 20 位

引入 O s t e r w a l d e r 的研究 [4]（见表 3）。将所得的核心范

畴系统地与其他范畴以“故事线”的方式联系起来。比

如天虹商业模式场景化的一条路径是将环境场景和基

础场景嵌入用户模块，实现用户场景化，使企业的商业

模式能深入用户的生活方式和应用场景，更精准地捕捉

用户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好的用户体验和价值（通过虹

领巾 A P P，顾客可轻松享受在家下单、门店送货到家的

服务，超市商品“天虹到家”年订单量同比增加逾 6 倍，

年销售额同比增加近 9 倍）。选择性编码结果见表 3。

二、天虹商业模式场景化对价值创造影响

的关系分析

商业模式是描述企业创造、传递和分配价值的基本

原理或框架，其构成包括 9 个要素。[4] 本文将顾客细分、

渠道通路和客户关系归为“用户模块”；价值主张归为

“价值主张模块”；关键活动、核心资源和重要伙伴归为

“基础设施模块”。由于场景价值具有主观性和场景依

赖性，使得捕捉其中的信息较为困难，因此本文将从三

个方面度量场景价值：第一，用户层面参数，如用户数量、

获客成本、年平均活跃数、用户粘性等 ；第二，运营过

程参数，如转化率等；第三，结果性参数，如行业地位、

净利润、股东权益等传统财务指标。相对而言，前两者

更为直接，后者较为间接。本文重点探讨商业模式场景

化的具体路径，与价值创造间的关系及背后的作用机理。

1. 用户场景化与价值创造

用户场景化是指将场景元素嵌入用户模块。数字

化时代，用户洞察和画像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

年龄、区域、收入状况等）遇到了挑战，企业的商业模

式需要深入顾客的生活方式和应用场景，才能创造更好

的顾客体验和价值。天虹从 1984-2015 年近 30 年累积

了400 万会员，但 2015-2018 年数字化会员却迅速达到

1800 万。通过对天虹的案例研究和扎根分析发现，驱

动用户场景化的价值动因主要体现在 ：

第一，基于时间、地点等元素的环境场景。天虹定

位于为城市中产消费者提供有品质的生活服务，对目标

用户群的洞察和画像并非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而是考

虑了在不同时间、地点场景下的消费需求。比如，有的

消费者不喜欢出门，喜欢网上购物，具有送货到家等便

利性诉求 ；而有的消费者又不喜欢网上购物，认为看不

见摸不到的商品品质没有保障，还有的消费者对购物的

趣味性要求又较高，希望能在吃喝玩乐中解决购物的需

求等。

第二，基于用户痛点、待办事项、目的等元素的基

础场景。天虹对用户购物环节中存在痛点的具体场景进

行分析，通过满意度调研深入洞察其需求。如购物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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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问题，80% 的用户指出购物停车入场取卡、排队耗时；

95% 的用户认为购物完停车缴费不方便，加上忘记带卡

无停车优惠、刷卡够不着、缴费拿着购物小票来回跑、

出口大塞车等 ；用户购物中的排队交费问题，买单 2 分

钟排队却要 2 小时，还有提着大包小包翻遍包包都找不

到钱包……都直接影响了用户的满意度和体验感。再如，

通过观察调研，天虹发现顾客家庭各个方面都有消费需

求，希望能得到一次性综合解决方案。随着消费升级，

用户希望购买全球化商品，同时品质要更好、价格更低、

速度更快等。可见，深入用户群的生活方式和应用场景

的洞察有助于更加精确地识别并满足用户需求。因此，

结合编码资料（表 1、表 2 和表 3），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1 ：用户所处的环境场景和基础场景驱动了用

户场景化，有利于企业更加精准地识别并满足用户个性

化需求，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促进价值创造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以上命题寻找证据。第

一，价值共创开始于顾客体验，而深入用户生活方式的

用户场景化有助于实现企业产品与顾客需求间的精准匹

配，以提高顾客满意度。“精”是精细，场景化是精细

化的一个方向 ；“准”是准确，精准就是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将合适的产品以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合适的

人，从而不断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建立稳定的忠实顾

客群。数字技术改变了顾客与企业的互动方式，其中价

值嵌入服务和产品个性化体验中而不仅仅是产品中。[24]

从实践层面看，首先，天虹根据环境场景将用户分为宅

在家、效率购物和家庭欢乐购三类。针对前两类用户，

开发出虹领巾 A P P，并联手微信融合线上渠道，最终形

成“天虹微品 + 网上天虹 + 天虹微信”的“实体店 + P C

端 + 移动端”全渠道模式。截至 2018 年底，虹领巾会

员人数逾 840 万、天虹微信会员人数近 645 万，超过 1

亿人次通过虹领巾交互获取信息或消费，累计发展数字

化会员 1800 万。针对第三类用户，则打造出畅享欢乐时

光的亲子主题街区、导入“彩虹共和国”“Y E S! 街”系

列特色主题街区，全方位满足家庭“吃喝玩乐购”的需

求。访谈中，战略总监揭超说，“旅行团甚至将天虹的

购物中心作为带游客参观的旅游景点……”其次，天虹

针对用户在购物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需要完成的任务或

工作等基础场景，也推出了相应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

案。根据顾客购物前后的停车耗时、缴费不便等问题，

天虹开发了虹领巾智慧停车场 A P P，使顾客在店购物更

加高效与便利，仅 2017 年全年使用就突破了400 万单。

针对顾客购物中“买单 2 分钟排队 2 小时”问题，天虹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A P P 自助收银，2017 年，仅超市手

机自助收银使用量就超过 1000 万单，最高当日近 8 万单。

第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坚持“价值总是由受益人

独特的用现象学（体现价值因人因时因场景而异）的方

法决定”的原理，[2 ,12] 因此以大数据为基础，深入用户

个性特征的场景化能提高顾客总价值。在产品和服务的

设计及销售过程中，基于特定场景纳入顾客需求的个性

特征，能更精准地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提高顾客满意度

和忠诚度。比如，天虹的微信平台社交化的 C R M 系统

及顾客行为分析体系，针对客户购买习惯、个性体验、

购买倾向及个人喜好等，以大数据为基础精准推送产品。

采访中，电商事业部副总谭晓华说，“后台数据的打通

能够对会员更精准地定位、更精确地分群，然后包括在

前台通过微信更针对性地营销。其实从前零售行业说

什么精准营销基本上都是口号，因为连顾客是谁、顾客

分群、顾客绑定都没有做到的话，是很难去实现这一点

的……”华中区总经理黄国军说，“线上线下会员数据

整合带来的会员 3.0 时代，让精准不再只是口号，把实

体会员销售的数据和在线上交互的数据结合起来给会员

做标签化的管理，接下来通过微信营销平台做针对性营

销，真正能做到同一个促销活动可以给 20 个不同的群

体顾客发送 20 个不同内容的宣传……”天虹总经理高

书林指出，“点开天虹的微信号，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

商品的强推，而是一些美好的具体生活场景。比如父亲

节，微信有温情的父亲盼你回家的场景 ；根据不同的星

座，为你推荐穿衣搭配风格 ；使用大数据记录分析不同

顾客的消费习惯，贴上不同的标签，以此推送给每个顾

客更加定制化的内容……”

综上，数字化时代，顾客的消费诉求呈现需求个性

化、场景多元化等特征，深入用户生活方式和个性特征

的场景化，有利于更加精准地识别并满足用户需求，增

强数字化体验，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促进价

值创造。

2. 价值主张情感化与价值创造

价值主张情感化是将情感场景嵌入其中的过程。价

值主张描述的是“顾客从产品和服务中所期望得到的收

益，是企业给顾客的内在承诺，以传递某种特定的价值

组合，比如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性能、便利等”，[4]

在需求侧的用户与供给侧的企业或利益相关者网络之间

起着“纽带”作用。消费升级使消费诉求从以往的产品

功能、价格诉求转变为要兼具高颜值、高品质、随时待

命的个性化贴心服务和方便灵活的体验和交付等。天虹

连续 17 年入围中国连锁百强企业，连续 3 年获得“中国

食品健康七星奖品质卓越奖”，也被评为国家级“放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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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示范超市”。结合表 1 和表 3 分析发现，驱动天虹价

值主张情感化的价值动因主要体现在 ：

第一，情感型诉求。在顾客调研中，有 30% 的顾

客认为在现场都是冷冰冰的购物 ；没有娱乐化体验 ；希

望有综合一体化的休闲娱乐设施 ；60% 的顾客觉得离店

后无法享受关怀，人走茶凉 ；50% 的顾客认为不方便将

已购的商品分享给好朋友 ；希望能在休闲的过程中完成

购物等。访谈中，天虹总经理高书林和战略总监揭超均

提到 ：“天虹不仅是提供购物，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场所，

而是通过带给顾客体验消费、满足情感需求，使顾客生

活更有品质、更富情趣……”

第二，服务型诉求。在顾客满意度调研中，60% 的

顾客对暂时无货的商品，希望能送货到家或收到到货提

醒 ；82% 的顾客希望了解促销信息和新品信息 ；顾客家

庭方方面面都有消费需求，希望能一次性解决 ；有的顾

客购物的目的性较强，单次买大量商品，希望得到整体

解决方案，比如顾客买女装的时候，希望立马有合适的

女鞋与之搭配，再如都市生活的白领，常把晚餐吃成宵

夜，她的愿望只想每天早一小时吃上晚饭，柴米油盐酱

醋茶、水果蔬菜鲜肉虾能一次性整体解决等。因此，天

虹在原有标准化“商品群”的价值主张中嵌入情感场景，

实现了价值主张情感化的转变，新价值曲线如图 3所示。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编码资料（表 1、表 2、表 3），提

出如下命题 ：

命题 2 ：用户以情感和服务诉求为基础的情感场景

驱动了价值主张情感化，从而提升用户感知价值、提高

顾客信任度和忠诚度，促进价值创造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以上命题寻找证据。第

一，根据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企业在价值主张中嵌入体

贴友好、令人愉悦的服务等情感元素，有利于在具体场

景下的顾客体验中打造新的价值增长点。数字技术可

帮助企业创造新的价值主张，[26] 天虹采取了多种途径满

足用户情感诉求。首先，天虹革新了传统商场一楼鞋包

化妆品、二楼少熟女装、三楼男士精品，四楼电器餐饮

的模板，取而代之的是 40% 左右面积的各种消费者体

验区，有喝茶聊天的角落、孩子们欢乐嬉戏的乐园等更

丰富的美好生活场景。其次，天虹融合行业前沿的数

字技术手段，为用户量身打造融合了网上购物和商场购

物场景的创新型 A P P 虹领巾，并率先引入“服饰 O2O

购物体验店”，为用户带去全新的购物体验。针对服务

性诉求，天虹在全国推广“7 项品质保证”服务且微信

150 名客服团队提供即时服务，小天客服 60 秒以内接

入，以便为用户提供最佳体验解决方案 ；天虹超市面积

在 2000-10000 平方米，通过加工切配和现场烹制服务，

为消费者提供品质健康生活解决方案。再者，天虹将“情

感曲线”工具分别运用在重点接待服务项目、顾客满意

度纠正预防措施制定、神秘顾客检查表修订等过程中，

深入了解顾客的心理感受，发现痛点并针对性改进，从

而提升顾客购物体验。

第二，数字化时代，“场景 + 产品”可以通过建立

以情感差异为基础的隔绝机制来实现价值创造。[3]“场

景 + 产品”的有机组合是“互联网 +”模式中建立隔绝

机制的关键路径，互联网连接了企业与顾客，依托情感

性互动提升关系价值并形成正反馈机制。[3] 以场景占领

顾客生活时间、以“接口”实现产品使用价值丰富化，

特定的场景会触发特定类型的主导情感，以此吸引和

服务于特定类型的顾客，基于顾客的独特情感形成隔离

机制并产生“粘性”，提高顾客感知收益和消费者剩余，

建立竞争或模仿壁垒，保护利润。由于“情感与关系”

具有非消耗性特征，因而能够形成正反馈循环推动商业

生态圈的报酬递增。[3,27] 天虹的用户粘性可通过某些具

体参数来反映，如虹领巾 A P P 人均单日启动次数约 2.3

次，日均活跃人数约 8.1 万，日均新增会员约 7000 人，

月活跃人数约 200 万，年平均活跃人数约 83.74 万人。

综上，将情感场景元素嵌入价值主张中，实现价值

主张情感化，能够提升用户的感知价值、信任度和忠诚

度，从而促进价值创造。

3. 基础设施网络化与价值创造

作为基础设施的关键活动、核心资源和重要伙伴不

仅是商业模式的组织基础，也是整个商业模式价值创造

的运作载体，本文将这些构成要素统称为价值网络。基

础设施网络化，一方面是指企业借助移动互联网等数字

化技术，与用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建立“在线”连

接，实现实时互动，进而产生新的连接红利和价值源泉；

另一方面指重构价值网络的连接关系、网络结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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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易方式来创造价值。比如在核心资源和核心能力的

网络化培育方面，天虹在行业内率先打造数字化平台官

方 A P P，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网络，并提升数字

化服务能力，为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在广告营销上，

电商副总谭晓华说，“原来的广告可能就是一维的看到

信息而已，而基于扫码购可以实现多维，我们的 DM 单、

海报还有报纸广告都可通过这种互动方式实现在线直

接支付购买，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虚拟货架延展了实体店

购物时空……”天虹也开发了供应宝 E-Su p ply E x p r e s s 

A P P 实现对供应商的在线化管理 ；搭建了全球采购网、

生鲜直采基地，以冷链运输实时监控等方式持续强化供

应链能力。这些基础设施的变革奠定了天虹的行业地位，

连续17 年入选中国连锁百强，2018 年排名第 20 位。因此，

结合编码资料（表 1、表 2、表 3），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3 ：基础设施实现在线化和网络化，能够为企

业培育带来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和能力，从而促进价值

创造

第一，服务主导逻辑理论强调企业向顾客开放价值

链而共创价值，[25-31] 其中直接互动是共创价值的重要条

件，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是共创价值的重要方式。[32] 互

联网消除了企业与顾客的距离，使顾客由原来的消费者

成为价值的共创者。顾客可以借助其拥有的资源，如品

牌知识、说服力（通过社群平台分享自己对产品 / 服务

的使用体验，提出疑问或解决别人的疑问）、创造力和

网络资产（通过网络互动完成知识转移、整合并创造新

的知识）等资源，实现产品 / 服务使用价值和体验价值

的增值。[33] 如通过天虹推出的微信服务号，用户可获取

最新的购物资讯和即时的线上服务；通过互动游戏平台，

形成粉丝活跃的移动社交生态。基于社交场景，天虹推

出能满足顾客生活方式的消费提案，实现精准营销。

第二，学界和业界从“连接”的视角阐述场景价值

的源泉。比如罗珉等提出“连接红利”的概念，刻画移

动互联网时代社群平台作为新的隔离机制所创造的新价

值 ；[14] 江积海等发现连接属性及其锁定效应，有助于价

值创造 ；[34] 廖建文等认为商业关系正在被移动互联网和

社交网络所改变，有必要改变连接强度、连接交互性、

连接清晰度属性重构价值网络。[35] 连接会带来数据，而

对数据的实时管理（无缝对接、实时流通、调整和反

馈）有助于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动态协作以优化资源，

及时高效、精准地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天虹的虹领巾

A P P 实现了实体零售会员、营销、商品、服务的全面数

字化，而零售经营综合管理信息系统（R3）和供应宝

E-Su p ply E x p r e s s，则推进了营采一体化和实时连接互

动的 C2B 柔性供应链管理，提升了企业运营能力和盈利

能力。

第三，根据服务生态系统理论，价值由服务系统中

的成员通过资源整合的互动过程创造，并由系统的环境

或场景所决定。[17]Va r g o 等应用服务生态一词表明价值

创造的网络化，数字技术能绕过中介并使价值网络的参

与者之间直接交换，基于数据的平行互动，不断地迭代

优化，加强各参与者间的耦合，实现更密切的协作，并

带来低成本的外部经济性。[26,29]A m i t 等指出，核心企业

与供应商、伙伴、分销渠道商等利益相关者结成网络，构

建价值生态系统，通过跨界连接集成各自优势资源，通过

价值互动形成价值的共同创造，[15] 其中价值创造逻辑更

加强调网络关系、互补性资产及协同效应。[5,6,15,36,37] 天

虹不断强化供应链整合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以此打

造企业竞争优势。比如为顾客严选国内外优质商品、满

足顾客健康快速便利的生活需求，截至 2018 年底，天

虹建设了全球采购网，累计与 106 个海外厂家、59 个生

鲜直采基地直接合作并推广 2R 商品（即食即烹商品），

均不同程度促进了销售增长。截至 2018 年底，在深圳、

东莞、厦门等地共有 9 个实现了无纸化及可视化作业的

自营物流仓库，且可对冷链运输实时监控。在数字化、

智能化探索方面，2018 年 4 月天虹与腾讯成立智能零售

实验室，在智能识别、AI、大数据等领域逐步开展合作。

综上，基础设施实现在线化和网络化，有利于为企

业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和能力，从而促进价值

创造。

三、模型构建、管理启示与研究不足

1. 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案例讨论，本文构建相关理论模型，以期

简单直观反映研究脉络，同时为企业商业模式场景化提

供实践参考。如图 4 所示，本文识别出四个商业模式场

景化的价值动因：环境场景（时间、地点等）、基础场景

（用户待办事项、目的等）、情感场景（服务诉求、情感

诉求等）及网络化（连接属性、实时互动等），分别驱动

了用户场景化、价值主张情感化和基础设施网络化三条

路径，得出了如下结论 ：

第一，将环境场景和基础场景嵌入用户模块实现

用户场景化，有利于深入用户的生活方式和应用场景，

更加精准地识别并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顾客满意

度和忠诚度，从而促进价值创造。用户场景化是场景型

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起点。新零售情境下，“人、货、场”

实现了互联互通，企业需要深入顾客的生活方式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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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如天虹根据购物的时间、地点、待办事项、购物

过程中遇到的痛点等场景元素，将顾客分为宅在家、效

率购物和家庭欢乐购三类 ；根据顾客的服务诉求、情感

诉求等情感场景，提出情感化价值主张。针对不同的场

景，借助数字化技术，为用户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创造极致体验，增加客户留存和粘性，促进了价值创造。

第二，将情感元素和服务诉求嵌入价值主张实现价

值主张情感化，能够提升用户感知价值、顾客信任度和

忠诚度，从而促进价值创造。价值主张情感化是商业模

式场景化的最重要路径。价值主张（产品或服务）是商

业模式的核心要素，在需求侧的用户与供给侧的企业或

利益相关者网络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天虹将情感场

景嵌入价值主张，革新了传统零售模式。同时，借助数

字化技术，虹领巾 APP、微信服务号等为实体业务赋能，

实现产品“在线”，基于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营销，通

过员工“在线”实现与用户实时互动，提供最佳体验的

整体解决方案等，满足了顾客多样化诉求，提升了用户

感知价值和粘性，增强了信任度和忠诚度，促进了价值

创造。该结论也拓展了现有研究，如 Clau s s 及 Joh n son

等只强调更新顾客价值主张有利于企业创造、传递及获

取价值，[38,39] 并未从场景化的角度研究价值主张创新。

该结论也支持了某些现有研究，比如江积海等指出基于

生活细节的情感体验、有着情感主张的深度连接是创造

场景价值的核心要素。[2 ,10]

第三，基础设施（价值网络）实现在线化和网络化，

能够为企业培育可带来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和能力，从

而促进价值创造。价值网络是商业模式的组织基础，是

其价值创造的运作载体。一方面，价值网络的在线化，

与用户、供应商等重要伙伴深度连接并实时互动，缩短

了顾客响应时间，提高了效率，增强了顾客体验。另一

方面，数字化时代，企业需要开放价值链吸引顾客参与，

并在服务系统成员通过互动整合外部核心资源和能力的

过程中共创价值。再者，用户场景化和价值主张情感化，

会驱动企业的资源、网络组织及关键运营活动的变化，

如天虹的全渠道变革和数字化供应链网络变革，其数

字化服务能力、数字化经营管理能力、C2B 的柔性供应

链成为了天虹的核心竞争力。

价 值 动 因（Va l u e D r i v e r s） 与 价 值 创 造（Va l u e 

C r e a t i o n）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商业模式研究领域非常核

心的议题，也是较为困难的议题。[11] 本文所构建的理论

模型刻画了商业模式场景化的动因和过程，描述了场景

型商业模式创造场景价值的“来龙去脉”。本文的理论

贡献如下：第一，现有文献将商业模式创造价值主要归

于构成要素视角的结构动因，以及商业模式整体特征的

属性动因，如 Amit 等提出的 NICE 属性（新颖性、锁定性、

效率性、互补性）和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和匹配性

等，[15] 本文分析识别出的四个驱动商业模式场景化的价

值动因丰富了现有研究。第二，与 A m i t 等提出的新颖

型或效率型商业模式不同，[15] 本文提出场景型商业模式，

并创造性地构建“用户场景化、价值主张情感化、基础

设施网络化与场景价值”间的价值创造理论框架，验证

价值动因与场景价值的作用关系和机理，有效揭示了商

业模式场景化的功效或场景价值的源泉，得出价值创造

主导逻辑的新规律和新原理，深化和补充了商业模式创

新中价值创造的主导逻辑的理论知识。第三，数字化时

代出现的新的商业现象，与工业化时代底层的商业逻辑

有所不同。因此，理论基础上，在论证商业模式场景化

的价值动因对价值创造影响的作用机理时，不同于以往

文献基于虚拟市场、价值链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企

业资源观、战略网络理论等，本文引入价值共创和服务

主导逻辑等新兴的理论基础，结合天虹实践，全面探讨

场景化现象背后的微观机理，进而提出动因→机理→功

效的具体路径，丰富了场景型商业模式的现有研究。

2. 管理启示

第一，企业在对用户画像时，需在年龄、职业、收

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基础上，进一步刻画用户的生活方

式和应用场景，实现精细化和精准化。一方面，企业可

借鉴天虹的做法，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

对顾客购买习惯、个人喜好、个性体验等进行多方位分

析，实现精准画像，不断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建立稳

定的忠实顾客群。另一方面，应从“企业为中心”向以

企业与顾客间的交互和价值共创转变。互联网等数字化

技术消除了企业与顾客的距离，重构了“人、货、场”，

顾客在价值创造中的角色已由价值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

主动创造者。

第二，企业在进行商业模式设计或场景化创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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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加关注情感化价值主张。随着消费升级，产品或服

务不再以单一功能为中心（功能变成了最基本的参数），

顾客更需要的是整体解决方案。在洞察消费者的应用场

景时，企业应更多关注体验、情怀、调性等基于生活细

节的情感体验，有着情感主张的深度连接是创造场景价

值的核心要素。比如，天虹运用“情感曲线”工具，不

断深入了解顾客在接受服务过程中的心理感受。

第三，数字化时代，企业核心资源、关键合作等基

础设施的在线化、网络化成为了趋势。在技术和消费升

级的双重驱动下，中国零售商已达成数字化转型的共识。

这就需要企业主动培育数字化服务能力，打破静态稳固

的组织边界，形成跨组织的动态合作关系，用需求和场

景去连接，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价值创造。如天虹打造了

贯通上下游和合作伙伴的数字化合作平台，供应链的各

个节点之间可实现互联互通，通过对场景数据的积累和

解读，能够实现“知人、知货、知场”，从而使供应链的各

个环节能够围绕消费者需求进行高效、精准、个性化的运

营，在提升整体效率的同时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3. 研究不足

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研究

方法和案例选择上，尽管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在零售行

业具有代表性，但不同行业存在一定差异，所以研究结

论的普适性存疑。今后可以运用多案例或跨行业的大样

本实证模型对本文命题进一步论证。第二，为保证研究

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了三角测量法，也严格遵循了

扎根分析的程序化步骤，但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判

断等干扰因素很难避免，所以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程

度的偏差。第三，在研究内容上，场景型商业模式的特

征属性是什么及是否有新的价值创造源泉，仍有待进一

步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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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usiness Model Contextualization on Value 
Creation: A Case Study of RAINBOW’s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from 2007 to 2018
 Cai Chunhua, Liu Wei, Jiang Jihai
Schoo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usiness model is a kind of behavior logic or framework 

for describing the creation, delivery and distribution of value of the 

enterprise. The business model contextualization is an innovative 

process of embedding scene elements into the business model to 

form a context-based business model.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value drivers, various paths, the impact and mecha-

nism of business model contextualization on value cre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uses a combination of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RAIN-

BOW DEPT.STOR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2007 to 2018 

and carries out a rooted analysis to identify four value drivers that 

drive business model contextualization,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scenarios (such as time, space, etc.), and scenarios (such as user 

portraits, job-to-be-done, goals, etc.), emotional scenarios (such 

as service-oriented appeals and emotional appeals, etc.), and net-

working (such as connection attributes and real-time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specific paths for 

business model contextualization, including user contextualization, 

value proposition emotionaliz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networking. 

Secondl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RAIN-

BOW DEPT.STORE, this paper uses new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value co-creation and service-dominant-logic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various value driv-

ers on value creation. Third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y model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lue drivers, various paths of 

business model contextualiz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Fourthly, this 

paper deduces th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model 

research and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paper,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embedding environmental scenarios and 

basic scenarios into user modules to achieve user contextualization 

can positively promote the value creation of enterprises; embedding 

emotional scenes into value propositions to realize value proposi-

tions can positively promote the value cre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networking infrastructure can positively promote value creation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Business Model Contextualization; Value Drivers; Val-

ue Creation;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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