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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网络经济发展步伐的日益加快, 网络融合问题已经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本

文梳理了网络融合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从网络融合的内涵、融合形式、商业模式以及竞争策略等几个

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网络融合理论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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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电视、电信和互联网等具有典型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产业而言,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替代性和互补

性决定了网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具体表现为网络融合( netw or k conver gence)。进入 21世纪以

来,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的迅猛势头进一步加快了网络融合的进程, 业界出现了大量的诸如跨媒介竞

争、商业模式趋同和规制机构整合等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与此同时,现有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大多只关

注同一产业内部企业间的关系,无法合理解释隶属于不同产业的网络之间的竞合关系。因此, 实践和理

论两方面都要求我们针对网络融合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

一、网络融合的内涵

  尽管网络融合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迄今为止,网络融合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综观现有研究,

学者们大多从产业边界、基于供给侧的功能组合和基于需求侧的功能组合视角来界定网络融合的定义。

  11 产业边界视角。有学者认为,网络融合是产业融合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 应该把网络融合研究

纳入产业融合研究框架。Greenstein和 Khanna( 1997)把计算机、电信和广播电视之间的融合定义为

/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收缩或者消失0[ 1]
。Lind( 2005)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把产业融

合定义为/独立产业之间的合并过程,以及产业边界间进入壁垒的消失0[ 2] 。Pagani ( 2006)把产业融合

表述为由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推动的产业结构动态调整的过程。[ 3] 在方法论上,产业边界论者主张采用

产业演化思想来分析融合问题。根据产业边界来定义融合,虽然有简明的优点, 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由于产业边界的概念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基于产业边界视角的融合定义必然会陷入 19世纪初引发激

烈争论的/张伯伦悖论0;同时, 这种视角的定义忽略了网络的基本经济属性 ) ) ) 网络外部性, 从而影响

了它在分析网络间多维空间竞争等问题上的解释力。

  21 基于供给侧的功能组合视角。采用功能组合来定义网络融合的视角源自于 Lancaster 产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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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型的基本思想, 这种视角把由网络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视为一组功能属性的组合。Ono 和 Aoki

( 1998)最早从该视角对网络融合进行了定义, 他们将网络的功能界定为交换和传输,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从专有平台到非专有平台的转换以及从低带宽要求到高带宽要求的转换,是/网络融合0的实质。类似地,

New bery( 2002)也从数字技术和带宽扩展的角度,将网络融合解释为网络间的技术功能整合。
[ 4]
虽然交换

和传输是所有网络共有的两大基本功能,但现实中的各种网络却服务于不同的市场和目的;换言之,从供

给侧定义网络融合的视角试图界定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功能组合空间, 但却忽略了需求效用与功能组合之

间的联系,只是停留在供给侧的技术层面,从而限制了融合概念对于多类网络的普遍适用性,致使后续研

究陷入了无休止的融合动机和成因讨论,几经周折后又回到了数字化和宽带化的原点。

  从研究对象来看,产业边界论和基于供给侧的功能组合视角研究,大多将产业整体作为基本的研究对

象,主要关注技术与融合的动态关系。虽然它们都没能给出/网络融合0的完美定义,但促使人们逐渐意识

到了网络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和现有产业组织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并为随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共识基础:

网络融合的前提是技术和需求的替代性及互补性,它们共同决定了融合网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31 基于需求侧的功能组合视角。早期的研究过分强调技术因素的作用, 但事实上, 需求因素也会

对网络融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采用分层次的方法来讨论融合的内涵。St ieg lit z ( 2003)认

为,网络融合可以分为技术层面的融合与产品层面的融合,而产品功能组合由技术功能组合所决定。尽

管其结论最终没能超越产业演化的框架,但其试图跨越供给侧技术和需求侧效用之间横亘的尝试还是

为后续研究打开了思路。近期的研究开始弱化对技术的讨论,把重点转向从需求侧定义网络的功能组

合,并进一步采用不同网络之间功能整合的基本思想来阐明网络融合的内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Evans和 Schmalensee( 2007)为刻画网络间的竞争关系,根据需求侧的网络功能组合维度构建了网络平

台的三维功能结构模型,并且认为功能分布相同的网络在相关功能所对应的需求侧的市场上展开竞争,

而无重叠功能的网络之间则可以展开合作。[ 5]无独有偶, 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 Eisenmann 等( 2007)指

出,网络平台可以利用通用网元和共享的用户来整合竞争性网络的功能,从而以/创造性破坏0的替代形
式/平台包络0( plat fo rm envelopment )策略来进入目标市场并撼动在位者的地位。[ 6]

  综上所述, 从用户需求维度划分网络功能组合的视角能够有效地建立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联系。这

其中又包含三层递进的关系。首先,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用户对于特定网络的特殊偏好,用户的效用主要

取决于网络的功能组合。其次,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在用户的不同功能需求之间建立了联系,并以此构成

了多维需求功能组合空间。最后,原来分布在多维空间中的不同维度的网络平台,通过功能整合来/包

络0更多的功能,进而通过内部化用户需求间的网络外部性等手段来实现获取更多收益的目的。由此可

见,网络融合可被视为网络间需求功能整合的过程,它要求功能组合不同的网络平台进行商业模式的融

合化发展, 并进一步决定网络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二、网络融合的形式

  随着概念的深化,网络融合的研究对象也逐渐由产业层面降低到企业层面, 从此, /网间关系0就成
为研究的重点内容。由于融合中的网络功能组合会发生空间上的错位,因此,采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

框架就难以准确描述网络间的多维度竞争与合作关系。受分层次思想的启发,我们可以首先根据需求

功能的替代和互补关系来划分网络融合的形式,然后阐明网络在多维需求功能空间上的关系。通常,网

络由网元(包括硬件元、软件元和服务元等)和关联(包括协调网元互动的各种标准、协议、政策和条款

等)组成,用户之间通过网络来进行互动, 并在互动过程中产生正向(或负向)外部性。[ 7]在明确了网络结

构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需求的功能组合维度把网络融合统一划分为四种基本的形式。[ 6]

  11 功能无关型网络融合。顾名思义,功能无关型网络融合是指融合网络之间的功能不相关,也就

是网络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初始目的不同,如有线电视和固定电话。必须指出的是,功能独立并不排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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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之间存在共用网元或共享用户的可能性。例如,有线电视和固定电话都需要传输光纤、信号压缩和接

入终端等设备, 但并不妨碍很多用户同时接入有线电视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这说明两者可基于通用网

元和共享用户展开竞争。

  21 功能替代型网络融合。根据功能替代性的强弱,我们可以把这类融合分为强替代型融合和弱替

代型融合。强替代型融合是指网络提供的服务功能非常类似,两类网络服务于相同的目的,如数字电视

对于模拟电视具有强替代性; [ 8] 而弱替代型融合则是指网络提供的基本服务目的基本相同,但采用不同

的技术手段来满足不同类型的互动要求,如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之间就有这种弱替代关系:两者均以满

足用户通话需求为目的,但前者强调移动性, 而后者能提供质量更高的通话服务。
[ 9]

  值得注意的是, 功能替代型融合类似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模式间竞争0( intermodal compet-i

t ions) ,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需求, 而后者强调供给。另外, 模式间竞争研究通常不考虑网络外部

性的影响( Loomis和 Sw ann, 2005)。

  31 用户嵌入型网络融合。网络通常具有层次性, 对于某一特定网络而言, 它在为用户提供服务的

同时, 自己可能还是另一个网络的用户。例如,易趣网为用户提供在线拍卖服务, 但同时又是万维网的

一个用户; 进一步,万维网和其他/应用层0网络(如电子邮件)同样嵌入于/传输层0的互联网平台。类似

地,频道运营商在充当联系内容提供商、广告商和受众的网络平台的同时, 自身也是各种传输网络(直播

卫星或有线电视)的用户。[ 10]

  41 网元嵌入型网络融合。有些网络只能满足用户对网络的主要需求,其自身的网元并不足以满足用

户所需的全部网络平台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平台通常需要求助于第三方为网络用户提供网元和服

务;有时,这些网元自身也是网络平台。例如, 易趣网为其拍卖用户提供维萨和万事达两种信用卡的支付

服务,它们在充当易趣网第三方网元(支付系统平台)提供商的同时,自身也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

  实际上,明确网络融合形式的过程, 就是一个界定融合网络需求功能空间结构的过程, 由此可以确

定融合前网络在空间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融合后网络所包络的维度: 功能无关和功能互补(用户嵌入和

网元嵌入) ,意味着网络在融合前处于不同的维度组合平面,融合要求它们整合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的

功能维度, 而功能替代则表明融合发生在相同的维度组合上, 因此,甚至不必整合新的功能就能进行融

合。此外, 用户行为也会对/网间关系0产生影响: 当用户为获得更多的网络外部性收益而采取多平台接

入策略时, 网络间的融合关系就会得到加强。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融合网络的功能整合过

程,以及网络在由更多功能维度组成的复合市场( multiplex market )上的竞争策略。

三、网络融合下的商业模式

  从动态的角度看,网络的功能整合过程, 实质上就是一个网络商业模式的融合过程。如前所述,网

络外部性的存在起到了维系用户需求功能组合空间结构的作用, 因而在网络商业模式的融合过程中也

将起到核心作用:若以用户的需求为研究起点,那么,网络的用户数量和互动数量将成为用户衡量网络

价值的重要效用参数。这意味着多维需求功能空间隐含着一个由网络外部性组成的价值体系, 它要求

融合中的网络以此为依据寻找合适的增值方式,进而实现商业模式的重新构建。[ 11]

  网络外部性的多样性增加了探讨商业模式融合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先确定划分网络外部性

的维度。这里, 我们根据网络用户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把网络外部性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 然后根据这两

种不同的网络外部性来说明网络商业模式的异同。例如, 传统电信网络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用户间直

接网络外部性的基础上的( Hausman和Wr ight, 2006) ,而免费电视网络的商业模式则建基于广告商与

受众间的间接外部性。[ 5]据此,我们可将网络融合过程中的商业模式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

  11 单边商业模式( one-sided business model)。单边商业模式又称/经销商模式0。[ 12] 在这种商业模
式下, 网络平台只能通过产品或服务在纵向产业链上的流动来实现价值增值, 而上下游企业互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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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关联。在单边商业模式中,网络平台必须根据自身与上下游发生互动的成本来设定最优的价格结

构;同时,较高的价格成本加成,意味着网络具有市场势力,而低于边际成本的定价则相当于掠夺性定

价。通常, 单边商业模式在制造业比较常见, 如个人电脑制造业( Bresnahan 和 Greenstein, 1999) ,其原

因在于用户间的网络外部性并不明显。然而,近期也有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可通过网元嵌入融合到外部

性更加显著的网络中,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二次增值。例如, Casadesus和 Yof fie( 2007)考察了在功能

上存在互补关系的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结果表明:英特尔公司利用微软公司

偏好安装使用自己的部件这个特点对用户设定较高的价格。[ 13]

  21 双边商业模式( tw o-sided business model)。双边商业模式又称/平台模式0( plat fo rm model) ,

是网络融合中最典型的商业模式。[ 5, 12] 一般而言, 具有双边(或多边)市场结构、跨网络外部性和价格结

构非中性的网络平台,都可称为/双边市场0。双边商业模式大多建立在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基础上; 而

且,存在于各个市场用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 都可被网络平台作为增值方式。网络可同时向各边市场收

取费用,也可只向一边市场收费,甚至还可以通过价格补贴等手段来鼓励某一边市场的用户接入网络。

这些貌似掠夺性定价的模式非但没有违背网络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反而可能增加网络价值。Hagiu

( 2007)比较了单边商业模式与双边商业模式的异同,并指出了各自的成立条件,其中包括间接网络外部

性的强度、卖方与平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及用户需求的不对称性等因素。
[ 12]

  31 网状商业模式( netw ork-st ructure business model)。网状商业模式是网络融合后的发展方向。

当以网络为媒介的各边市场用户之间的外部性呈现网状结构时, 网络便可以建立起基于/ 外部性网络0

的商业模式: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对网络外部性进行内部化, 继而实现增值。由此可见, 双边商业模

式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网状商业模式。由于网络上存在多边市场,且相互之间均存在网络外部性, 这时

网络就成了联系各边市场的核( co re) ,而各边市场以中心核为圆心分布在中心核的周围, 进而形成一种

网状拓扑结构。在融合过程中,功能无关的网络核之间可通过互联形成双核,从而为各自的用户提供更

多的功能; 而功能相关的网络核之间则可以通过用户和网元嵌入来实现功能互补,并采取设定不对称的

价格结构等手段对网络外部性进行内部化, 从而实现增值的目的。Charles 和 Fjeldstad ( 1998)以及

Feng 和Whalley( 2002)都运用网络思想分析了电信业的商业模式重构问题,但他们都忽略了存在于多

边市场间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及其影响。
[ 14, 15]

  由上可见, 网状商业模式的融合过程是建立在网络的基本经济属性 ) ) ) 网络外部性的基础上的,它

会影响功能间的联系, 并进一步影响功能整合过程。例如, 本地固话网络在整合了视频播放功能(如

IPTV)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商业模式,而有线电视网络则通过整合语音传输功能(如

IP 电话)构建了基于直接网络外部性的商业模式; 整合后的功能重叠导致这两类网络的商业模式趋向

于共同的双边特征; 在网络充分融合的极端情况下,两大网络将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网状商业结构,包括

类似的技术服务、呼叫中心和计费系统等。[ 6]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产业边界视角和基于供给的功能组

合视角均忽略了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不过,由以上分析可知, 当用户间的网络外部性为正, 且强度较大

时,对网络外部性进行内部化, 能够为网络平台带来更多的收益; 而网络平台就会有充分的动机去整合

其他维度的功能。换言之,对网络外部性进行内部化,以获取更多的收益, 就成了网络融合的动因。

四、网络融合中的竞争策略

  在明确了融合网络间的关系和功能整合过程以后,就可以较准确地分析融合网络之间的竞争策略

选择。与传统的竞争大多基于一维(或二维)功能组合空间的情况不同, 融合网络间的竞争大多发生在

由多个需求功能维度构成的立体空间中,因此网络间会展开/多维空间竞争0。在这种多维空间中, 网络

将根据融合前后的得失和对手的行为来决定相应的竞争策略,即融合策略和反融合策略。在讨论竞争

策略之前, 首先有必要明确网络融合过程中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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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网络融合过程中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传统的竞争环

境相比,融合网络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征。首先是多维空间性。融合网络间的竞

争通常发生在用户需求功能的多个维度上, [ 5]并将直接决定网络竞争策略选择的决策变量。网络平台

需要同时考虑多个维度上的竞争状况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选择, 同时还可以利用杠杆效应在多

个维度上动用市场势力。据此,就可以解释现实中大量貌似无关联的网络之间的/错位0竞争问题, 例

如,微软公司(操作系统)通过联合 AMD 与英特尔公司(芯片生产)展开竞争。[ 16] 其次是网络外部性。

传统的网络大多基于二维结构,其网络外部性亦呈现平面结构的特征; 而融合网络通常有多个层次

( mult-i layer) ,其网络外部性会构成一个多维体系。当融合网络所在功能维度的用户需求呈现较强的

正网络外部性时,网络就有动力通过功能整合来对这种网络外部性进行内部化。最后是系统竞争性。

一方面,融合网络间的竞争体现了传统系统竞争的纵向特征, 如硬件企业可以兼并软件企业, 进而采取

不兼容竞争性硬件企业的设备策略,对竞争对手封闭市场;
[ 17]
推广数字收费电视商业模式的成败,不仅

取决于传输网络本身,还取决于嵌入其中的内容集成商所提供的节目质量。
[ 8]
另一方面,网络外部性反

馈环路的存在会放大融合网络间的功能不对称性,加速网络规模和价值的变化,从而在动态中导致/赢

家通吃0的竞争结果。例如,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上增加流媒体播放器功能( WMP) , 从而取代原在位者

RealP lay 公司而成为播放器网络的主导平台。
[ 6]

  21 网络的融合策略 ) ) ) /平台包络0。在使网络外部性内部化等动因的驱使下,融合中的网络平台

会利用网络间的重叠维度或交集(如共享用户和共享网元)进入对手的市场,而传统的进入壁垒(如网络

外部性、转换成本、沉没成本等)不再能有效阻止进入。在复合市场上进入者只须/包络0在位者所具备

的功能维度,便可与在位者展开竞争。换言之,在位者将面对来自多个能提供更多维度功能的进入者的

竞争。可见,所谓的/平台包络0策略是指网络通过增添功能来进入其他网络所在功能维度的竞争策略。

采取这种策略的网络并不需要实施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0,就能将竞争对手逐出市场。[ 6]

  在网络融合所特有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网络的/平台包络0策略可以发生在多个层次的功能维度上。
同层次的/包络0常发生在功能无关型融合中,如电信网络和有线网络通过/平台包络0同时在电话、电视和

互联网三个/传输层0功能领域展开竞争,这时包络功能的不对称性会产生市场关闭效应, [ 18]并将在长期内

导致/赢家通吃0的竞争均衡结果。不同层次的/平台包络0常发生在功能互补型融合中,例如个人电脑产

业就可分为芯片生产、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等层次,
[ 16]
应用层软件 Google 通过嵌入 Linux 操作系统来与

微软展开竞争,而微软则采取类似的/平台包络0策略(收购应用层软件 Yahoo)进行回击。

  /平台包络0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改变传统网络所处的市场结构, 形成由更多功能维度构成的

复合市场。此时,原先具有不同功能组合的网络得以在多维需求功能空间上展开/ 跨媒介竞争0( cross-
media compet it io n) ( Atkin等, 2006)。对于网络而言, /包络0意味着网络能够提供更多维度的功能组

合,因此,网络需要设定相应的多维度销售形式。现实中,网络普遍采用捆绑销售策略,如微软公司把操

作系统和 IE浏览器等捆绑在一起。由于捆绑销售模式符合基于需求侧的功能组合视角的多维度思想,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捆绑销售模式来构建统一的网络融合分析框架。虽然网络融合的多

维度特征加大了分析的难度,但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例如, Shy( 2001)对电信网捆绑互联网的效

应进行了分析, 而 Kramer( 2007)则讨论了/三网融合0( t riple play )捆绑销售的杠杆效应问题。但遗憾

的是, 他们为简化分析,在量化融合特征的过程中有顾此失彼之嫌,不是忽略了网络外部性的影响, 就是

简化了需求功能间的联系。

  31 网络的反融合策略 ) ) ) /平台专享0。尽管网络融合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但也有学者指出, 在

位网络可以采用一定的竞争策略来达到拖延并阻碍融合的目的。[ 7] 从/平台包络0反过程的角度看,所谓

的/平台专享0策略, 就是通过提高网络平台的专用性来缩小网络间的交集,从而动摇融合功能基础的策

略。采用反融合策略的网络可以通过提高竞争对手的功能包络成本来达到反融合的目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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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 当用户对特定网络的特殊偏好较小时,网络无法通过在同一功能维度实行差异化的手段

来实施/平台专享0策略,但可通过与用户签订排他性协议来锁定用户和网元。排他性协议大多发生在

网络平台的两边,也就是说,在单边商业模式中的上下游之间以及在双边商业模式中的多边市场之间。

Rey和 Tirole( 2007)指出: 在单边市场上, 排他性协议能为网络带来提高效率和封锁市场两种相悖的效

应。[ 19]在双边商业模式下,排他性协议能够增进网络在市场另一边的市场势力,还可以对竞争对手封锁

市场。[ 5] 这意味着排他性协议能够阻碍融合过程中网络对网络外部性收益进行内部化的进程。例如,收

费电视网络通过与内容集成商签订排他性协议,能够产生显著的市场封闭效应,并导致用户福利(多平

台接入创造的更大规模的网络外部性收益等)损失( Armstrong 和Wright , 2007)。

  除此之外, 不愿融合的网络还可通过其他手段来实施/平台专享0策略, 如提起反垄断诉讼[ 6] ,主动

诉求规制保护[ 20] 等。其实, 这些手段都是通过提高功能整合成本来阻止或推迟融合。另外, /平台专

享0策略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网络外部性的方向和强度、多平台接入成本和转换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五、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综观现有文献, 我们有理由认为,网络融合下的商业模式融合和竞争策略问题将成为这个领域未来

研究的重点。今后的研究与其无休止地讨论网络融合的准确定义、成因及趋势,还不如更多地关注网络

的功能整合过程与网络间的竞合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将会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 网络融合

中的商业模式重组与创新。网络融合的功能整合过程要求各相关网络根据对手的功能维度进行商业模

式的重组与再造。在现实中,网络之间的功能存在何种关系、它们的功能维度如何重构、网络如何对网

络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命题。其次,基于多维空间的网络竞争。尽管现有研究已

经超越了早期网络融合研究的技术层面,但大多仍局限于线性或平面空间。事实上, 融合网络之间的竞

争已经表现出典型的多维度属性,因此有必要在多维空间的框架内讨论网络的竞争策略选择问题。最

后,网络融合趋势下的规制机制设计。近年来,欧美等国的实践已经表明: 网络融合需要一个有利于融

合的政策环境, 而网络的功能整合要求相应的政府部门进行职能整合。在网络融合极端充分的情形下,

传统的规制政策将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以规范竞争行为为目标的反垄断政策。[ 20]

  综上所述, 尽管网络融合研究的现有分析框架并不完善、理论基础尚未臻熟、研究方法有待丰富,但

这丝毫无法掩盖研究网络融合这个命题的现实意义。在现实中, 我国的电信业正处在新一轮改革和重

组的风口浪尖, 而有线电视产业正处于市场化和数字化改革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 政府相关部门已经

多次明确提出相应的/网络融合0目标和要求。因此,在此背景下探讨网络融合的理论问题,对于我国网

络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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