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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ly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B2B cross-border e-commerce websites has increasingly occupied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study of evaluation system of B2B cross-border e-commerce websites has 

triggered a discussion.This paper studies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of B2B cross-border 

e-commerce website. The study based on the AHP model,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and 

the improved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B2B cross-border e-commerce website with 15 basic indicators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expert evaluat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optima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bsites and provide strategic guidance for policy maker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uch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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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和电子商务发展日益蓬勃的大环境下，B2B跨境电子商务网站在行业的地位

日益凸显，B2B跨境电子商务网站的评价体系研究成为了多方关注热点，本文对B2B跨境电子

商务网站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本文基于AHP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在一定基

础上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改进了模型，使用了用问卷调查，专家打分、定量分析结合定性分

析的方法，构建了具有15个基础指标的B2B跨境电子商务网站绩效评价体系，旨在通过对该

类网站的绩效评价研究，给网站的发展提供优化建议，给决策者提供战略指导。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风潮到来，“外贸+互联网”模式出现，许多企业开始依托互联网技

术进行跨国贸易。随着行业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相关网站也逐渐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人们也开始关注如何去评价一个电子商务网站。从一个网站的经营管理角度，网站绩效评价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绩效是企业在一定的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完成任务的出色程度，

是对目标实现程度及达成效率的衡量与反馈，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和反馈工具，网站绩效评

价有利于企业的规范化发展，将网站的战略目标融入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 

本文通过构建B2B跨境电子商务网站绩效评价模型，对该类网站绩效情况进行分析，并

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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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HP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总体借鉴AHP层及分析法的思想与综合分析评价法相结合的思想，同时在逐层分析

中，采取模糊综合评价法并结合定量、定性方法具体分析评价。 

首先对问题进行分解，构建出一个层次化结构体系：第一层“目标层”：B2B跨境电子商

务网站绩效；第二层“判断层”：分为“资金与财务”“社会与市场”“服务与管理”；第三层“措施

层”：根据指标的可获取性，对上一层进一步分解细化为15个部分，各层级的分析方法及指标

权重具体如下（图1）： 

 

图1  指标层次图 

2.1  资金与财务 

本文选择三个方面的财务指标，鉴于财务数据具有易获取和易统计分析的特点，所以该

部分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指标属性均为客观，数据来源为公司财务报表信息。 

2.1.1 资产周转率 

计算方法：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资产平均余额，其中：资产平均余额=(初期总资

产+期末总资产)/2 

资产周转率是网站一定时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与资产总额的比率，是反应资金流转速度指

标。在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资金周转速度越快，说明该网站资金利用效果越好。 

2.1.2 成本费用净利率 

计算方法：成本费用净利率＝净利润/成本费用总额×100％ 

它反映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耗费与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比率越高，说明

企业为获得收益而付出的代价越小，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因此，通过这个比率不仅可以评

价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也可以评价企业对成本费用的控制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2.1.3 交易额环比增长率 

计算方法：（本期交易额的值-上一期交易额值）/上一期交易额 

该指标能够反映出网站的成长和发展能力，是衡量网站经营状况预测网站经营业务拓展

趋势的重要指标，也是网站扩张增量资本和存量资本的重要前提。该指标越大，表明其增长

速度越快，该网站的发展前景越好。 

2.2  社会与市场 

2.2.1 市场份额 

客观指标。数据来源：市场调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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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销售量（额）在其目标市场，即它所服务的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市场份额具有两

个方面的特性：数量和质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网站竞争地位和盈利能力。  

2.2.2 客户获得率 

客观指标。计算方式：客户数量增长率= 本期客户数量-上期客户数量/上期客户数量 

它是网站在争取新客户时获得成功部分的比例，它反映了网站挖掘潜在市场、扩大市场

占有率的能力。同时，网站开发新顾客的能力是网站提高市场份额的关键。 

2.2.3 网站国际认知度 

主观指标。指标数据获取方法：问卷调查。 

它是衡量消费者对网站品牌内涵及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度的标准。B2B跨境电子商务网站

的国际认知度是网站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有时会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 

2.2.4 品牌忠诚度 

客观指标。计算方式：客户保持率=上期成交客户数在统计期间成交客户数/上期客户数
*100% 

品牌忠诚度最直观地表现在客户保持率上，它是品牌价值的核心，也是衡量网站社会效

益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企业留住老顾客的能力是企业保持市场份额的关键。 

2.2.5 进出口贸易均衡性 

客观指标。指标衡量方法：进口贸易额与出口贸易额的比值。 

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在进出口贸易中应发挥积极的中间作用，应尽量减少贸易失衡问

题，不仅要把控进出口贸易的质量，也需要平衡好进出口贸易额度。充分吸引境内境外的商

家客户，匹配和对接双边供需信息，尽可能地缩小供需差距。 

2.3  服务与管理 

2.3.1 个性化定制能力 

主观指标。指标数据获取：问卷调查。 

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不同于传统的区域性B2B电子商务网站，“跨境”这一性质，会使

其面临更复杂的交易环境。网站能够根据不同的买家情况提供不同的个性化方案是该类网站

重要的能力。应考虑到国际市场客户层次结构和地域政策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推荐方案，合

同条款，支付选择、购买授权规则、审批流程、产品组合和营销策略。同时，基于不同地域

的文化背景，网站呈现出不同的商品展示方式，也显得十分重要，比如多种语言环境下的动

态的推荐和搜索功能等，允许买家只选择符合需求且适应多方法律政策的产品。 

2.3.2 外汇支付与结汇方式 

主观指标。指标衡量方式：专家打分。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方式，与传统贸易方式存在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交易

和支付方式上，跨境电商是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线上交易和支付。该网站是否支持跨境外

汇支付，是否有稳定且合法的结汇渠道，能否做到在短时间内支付和结汇，以及如果支持第

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对于支付平台是否有相应的规范制度等都是重要的评判方向。 

2.3.3 交易安全性 

主观指标。指标衡量方法：第三方评估机构或专家打分。 

支付安全方面：对网站选取的支付方式进行评估，评判方向可由网站的支付方式具体确

定，分为直接支付和间接支付。而客户支付过程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欺骗和盗用信息，以及网

上木马病毒威胁，该网站是否有相应的措施来规避或者减小支付风险是十分重要的评判标准。 

交易保障方面：评判该要素时应考虑网站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去监管供应方用户供应的

产品质量，以及需求方需要退换商品时，网站是否有保障供应方利益的措施。 

2.3.4 信用管理 

主观指标。指标数据来源：第三方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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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B2B跨境电子商务活动，用户的区域覆盖面广，不同的区域政治因素或者不同的商

业文化背景下，用户会有不同的商业行为习惯，而信用评级就显得尤为重要，是保障B2B供

需双方利益，和网站自身正常运营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该网站是否有相关制度或借助第三

方信用评估机构对用户的信用等级进行测评，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不同用户不同的权限，显

得十分重要。 

2.3.5 信息系统建设 

主观指标。指标衡量方法：专家打分。 

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贸易活动的开展必须依赖于良好的网站信息体统建设。客户的供

求信息，物流跟踪监管信息，库存信息，质量监管信息等应该被即时关注。 

2.3.6 跨境争端解决机制 

主观指标。指标衡量方法：专家打分。 

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服务地区涉及文化和法律的差异，网站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是

否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声明，是否有法律应急预案，或者当不同国家的交易主体发生争端时，

网站是否能够较快地明确解决程序并推出解决方案等都是评判该指标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2.3.7 跨境物流的成本和周期 

主观指标。指标衡量方法：专家打分。 

B2B跨境电子商务，涉及到国际物流，网站对于物流方案的选择应该被充分考虑。它直

接反映了该电子商务网站的物流体系和配套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网站的物流配送方案主要分

为两个大类：（1）供应商自行配货模式，该方案使物流方式变得多元化，但是也存在物流效

率得不到统一，给规范化管理增加了难度，评估的时候寻找其中的一个平衡点十分重要。（2）

网站提供配货方案，在该模式下网站能否协调好与国际物流公的合作关系、网站是否有针对

不同地域的仓库管理以及通关清关方案是重要衡量标准。 

2.4  确定指标权重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运用T.L.Saaty提出的“1-9标度方法”，采用发放专家问卷的形式

获取判断矩阵，并根据指标因素的重要性分析构造出判断比较矩阵。综合成功收回的7分专家

问卷结果，利用YAAHP软件获取模型计算结果并进行一致性微调，可以得到各项指标权重，

经检验均符合一致性要求，得到如下指标权重表（表1）： 

表1  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合成权重 

 

跨境B2B电子商

务网站绩效 

 

1 

资金与财务B1 0.6301 

资产周转率C11 0.4673 

成本费用净利率C12 0.0474 

交易额环比增长率C13 0.1153 

社会与市场B2 0.1085 

市场份额C21 0.0561 

客户获得率C22 0.0178 

网站国际认知度C23 0.0096 

网站品牌忠诚度C24 0.0165 

  进出口贸易均衡性C25 0.0085 

服务与管理B3 0.2614 

个性化定制能力C31 0.0180 

外汇支付与结汇方式C32 0.0743 

交易安全性C33 0.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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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管理C34 0.0555 

信息系统建设C35 0.0168 

    跨境争端解决机制C36 0.0147 

    跨境物流成本及周期C37 0.0177 

通过对各个层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到B2B跨境电子商务网站绩效影响中最值得

关注的是网站的资金与财务情况，从底层指标来看，资金周转提高率、交易额环比增长率和

外汇支付与结汇方式的权重值分别位居前三，另外，网站交易的安全性、市场份额和信用管

理同样不容忽视。 

3．评价方法与步骤 

基于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绩效评

价体系做出一个总体的直观评价。本文将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绩效评价指标划分为了三个

等级，所以需要构建三级模糊综合评价体系。 

3.1构建评价因素集、权重集和评语集 

根据上文AHP层次分析模型结果分别建立因素集和权重集： 

一级评价因素集：  1 1, 2, 3B B BF 。二级评价因素集：  11, 12, 13C C C
21

F ， 

  21, 22, 23, 24, 25C C C C C
22

F ，   31, 32, 33, 34, 35, 36, 37C C C C C C C
23

F 。 

一级指标权重集：    1 1 2 3 , ,   0.6301,  0.2614,  0.1085w w w W 。 

二 级 指 标 权 重 集 ：    211 212 213 , ,  0.7418,  0.0752,  0.183w w w 
21

W ，

   221 222 223 224 225, , , ,   0.5168,  0.1644,  0.0885,  0.1518,  0.0785w w w w w 
22

W ，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 , , , , ,   0.0688,  0.2842,  0.2465,  0.2124,  0.0641,  0.0563,  0.0676w w w w w w w 
23

W

评语集：  1 2 3 4 5 ( , , , ,  )E E E E E  很好,好,一般,差,很差E 。 

3.2 构建模糊评价矩阵 

构建第一级模糊评价矩阵：针对三个层次的评价指标，采用自底向上的顺序，先在三级

指标与评语集E之间构建一级模糊评价矩阵A1-A3。矩阵A1如表2所示，同理可得A2，A3。 

表2  一级模糊评价矩阵A1 

        
E1 E2 E3 E4 E5 

C11 e111 e112 e113 e114 e115 

C12 e121 e122 e123 e124 e125 

C13 e131 e132 e133 e134 e135 

构建第二级模糊评价矩阵。根据公式 n n n
r = W A ，将二级指标权重集与其对应的一级模

糊评价矩阵做乘积运算，可以得到二级指标B1-B3的评价结果集，分别对应为
1 2 3r ,r ,r 。例如

将二级指标资金与财务的权重集  0.7418,  0.0752,  0.183
21

W 与其对应的模糊评价矩阵A1做

以上运算，可得该指标的评价结果集  11 12 13, , , ,14 15r r r r r
1

r ，其余二级指标同理。 

构建第三级模糊评价矩阵。第一级模糊评价矩阵R由第二级评价结果集  
T

1 2 3R = r r r

组成,再次根据结果集公式 n n n
r = W A ，可以得到一级指标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绩效的评价

结果集  01 02 03  , , , ,04 05r r r r r
0

r 。 

3.3 确定评价结果集 

E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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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 百 分 制 ， 并 由 加 权 平 均 法 确 定 绩 效 水 平

01 02 03 04 05

100

80

=  100* 80* 60* +40* +20*60

40

20

r r r r r

 
 
 
    
 
 
  

0
M r  

如表3，本文将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绩效水平分为四个级别“较好”“中等”“较差”“很差”。 

表3  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绩效水平等级评价表 

绩效水平等级 较好 中等 较差 很差 

绩效得分M M≧80 80>M≧65 65>M≧60 M<60 

最后根据M分值所在区间，可以得到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绩效水平评价结果。 

4．总结 

本文针对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的特性，以评价网站绩效水平为最终目标，从资金、市

场和服务管理的角度分析总结出3个二级指标和15个具有特色的三级指标，采用AHP层次分析

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主要使用YAAHP软件整合分析专家问卷及评审数

据，经过优化和调整，最终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跨境B2B电子商务网站绩效评价方法体系，

最终可以得到直观的绩效水平评价结果，并可以根据不同指标的权重和得分，从多个方面发

现网站绩效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找出改进或提升绩效水平的着手点，从而帮助网站向更好的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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