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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PC市场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特点 ,构建了扩展的豪泰林模

型 ,研究了 PC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形成机理及厂商的不同商业模式:在规模经济明显

和网络外部性强的 PC互补品市场上往往呈现出双寡头竞争格局 ,先进入 PC 市场的厂商

较传统产业享有更大的成本优势和网络外部性优势 ,后来厂商不得不强化传统的价格和

产品差异化等竞争手段 ,采取不同的商业模式参与竞争;在规模经济不明显和网络外部性

弱的 PC互补品市场往往呈现出多家企业进行垄断竞争的格局 ,双寡头市场上的厂商则

根据不同的比较优势与垄断竞争市场的相关厂商进行合作或竞争。

关键词:规模经济　网络外部性　商业模式　豪泰林模型

一 、导　论

随着 PC市场中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各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如 Linux)的出现 , PC市场结构

问题再次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 。除了网络外部性与 PC 市场结构的关系(Katz和 Shapiro , 1985;

Shy和 Thisse ,1999)和 PC市场的反垄断(Evance和 Schmalensee ,2001;Gilbert和Katz , 2001)等传统研

究领域 ,PC市场的商业模式成为新的研究重点。PC硬件市场的商业模式竞争可划分为组件竞争

和系统竞争:组件竞争是指在组成系统产品的各个互补品市场上 ,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展开竞争 ,又

可称为开放组织竞争;系统竞争是指在互补品(或中间产品)市场上外部厂商由于协议或知识产权

限制难以进入 ,厂商仅只在最终产品市场上展开竞争 ,又称为封闭式竞争 。PC 软件市场则有三种

主要的商业模式:基于公司的控制模式(Firm-based control)、混合模式(Hybrid)和基于网络的模式

(Network-based),在实际商业运作中的对应模式的代表分别是 Microsoft 、Netscape、Linux 。这三种模

式的区别在于软件厂商对于其知识产权控制的不同 ,采取封闭源码策略的基于公司的控制模式创

新成本高 ,但获利能力强 ,采取开放源码策略的基于网络的模式创新成本低 ,但获利能力弱 ,源码开

放程度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模式的创新成本和获利能力也介于两者之间。不同的厂商根据市场环

境和自身比较优势选择不同的商业模式(Monroe和 Saloner ,1998;Mckelvey ,2001)。

鉴于以往对 PC市场结构的研究大都着重于 PC市场的局部分析(如软件市场),因而难以揭示

出PC 市场的整体竞争格局和发展态势。本文试图将网络外部性 、商业模式及产品纵向差异化等

因素引入传统的豪泰林模型 ,对 PC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形成机理做出更为全面的阐释 。本文

的第二部分描述 PC市场运行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借助扩展的豪泰林模型分析了硬件标准(CPU)

和软件标准(操作系统)的市场结构;第四部分借助扩展的豪泰林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其他 PC互补

品的市场结构;第五部分则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 PC 各互补品市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二 、PC 市场的运行机制

IBM于 1981年推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同时采用了一种开放的架构:把操作系统交给Microsoft

开发 ,把CPU交给 Intel去开发 ,对于 PC其他部件 ,只要厂商的产品符合 IBM开放体系的标准 ,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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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兼容的 PC 系统中使用 。这种开放策略一方面带来了个人电脑市场的繁荣 , 造就了像

Microsoft和 Intel这样的巨人 ,另一方面也使得 IBM丧失了对 PC技术的控制权 ,难以从PC市场中获

得高额利润。

PC市场主要由 PC 软件市场 、PC硬件市场和系统整合产品市场组成 ,软件市场又分为操作系

统市场和应用软件市场。目前在 PC操作系统市场上主要有Windows和 Linux两类操作系统 , PC操

作系统市场又可分为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和桌面操作系统市场。近年来自 IDC的统计数据表明 ,

在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 , Linux 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稳步上升 ,Windows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相对变

化不大 。在桌面操作系统市场 ,Linux 桌面操作系统近年开始有所增长 ,但Windows操作系统仍占

据了主要的市场 。PC 应用软件也相应分为Windows应用软件和 Linux应用软件 ,Windows应用软件

市场往往呈现出双寡头竞争或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 ,而在 Linux 应用软件市场 ,由于开放源码降低

了进入壁垒 ,往往更多地呈现出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 。从操作系统市场和应用软件市场的关系来

看 ,在Windows软件内部 ,Microsoft一方面通过提供 API函数和编程语言等软件标准吸引应用软件

厂商加盟 ,另一方面积极介入办公软件等应用软件市场 ,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在 Linux 软件内

部 ,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平台的开放性和兼容性 ,操作系统厂商和应用软件厂商更多地呈现出一种

合作关系 。

基于产品的特点的不同 ,PC 硬件市场可分为 CPU市场和其他 PC硬件市场 。CPU市场上主要

厂商是 Intel和 AMD , Intel在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上都比AMD占有优势。其他 PC硬件市场上 ,

由于 IBM 建立了一个开放的技术标准 ,进入壁垒较低 ,往往呈现出垄断竞争的格局 。从 CPU市场

和其他PC硬件市场的关系来看 ,CPU 厂商一方面通过改进技术标准等方法吸引 PC硬件厂商加

盟 ,另一方面CPU市场中的优势厂商(Intel)还积极介入能发挥其垄断优势的芯片组等 PC 硬件市

场 ,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而劣势厂商(AMD)则极少介入其他 PC 硬件市场。

PC是一种系统产品 ,消费者必须购买足够的硬件和软件才能满足其效用 。消费者既可以从系

统整合厂商处购买软硬件 ,也可以分开购买不同硬件 ,然后自己再组合成系统产品。常见的方式是

由系统整合厂商(例如戴尔和联想)提供硬件系统 ,并在该系统上预装操作系统 ,计算机应用水平一

般的消费者从系统整合厂商手中购买硬件和操作系统 ,再根据自己的偏好购买相应的应用软件 ,而

计算机应用水平较高的消费者往往自己购买所有的软硬件 。

PC市场的运行机制表明 ,PC市场有两种主要的市场结构:双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 。在规模经

济和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下 ,双寡头标准厂商之间会呈现出商业模式的竞争 ,商业模式的不同又内生

出产品差异和成本差异;而在同一种商业模式内部 ,标准厂商介入的市场中往往呈现出双寡头垄

断 ,甚至完全垄断的市场格局 ,在标准厂商不介入的市场则常常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 。

三 、不同商业模式的竞争

PC标准生产商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不同商业模式的竞争:硬件标准(CPU)市场上 ,除了商业模

式 ,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影响市场结构的两个重要因素;软件标准(操作系统)市场上 ,除了商业

模式 、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 ,网络外部性对市场结构也产生重要影响 。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 ,可

以通过构建扩展的豪泰林模型来分析 CPU市场结构和操作系统市场结构 。

1.模型的基本假定前提

1)厂商空间距离分布。假设一个长度为1 的线形城市坐落在一条线的横坐标上 ,两个标准厂

商位于城市的两个极端:厂商 1位于 x =0 ,厂商 2位于 x=1 ,厂商 1和厂商 2销售同样的产品 。消

费者以密度1均匀分布在同一空间 ,且消费者具有单位需求及其保留效用足够大 ,以致市场完全被

覆盖。消费者为每个单位长度支付运输费用 t(亦可代表了两个厂商之间的产品差别),位于 x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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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到厂商 1购买的运输费用为 xt ,去厂商 2购买的运输费用为(1-x)t 。

2)厂商的知识产权保护 。标准厂商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选择会影响其获利能力及产品质量

和创新成本。标准厂商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 ,虽然能使其从自身知识产权中的获利能力增强 ,

但也会降低其他互补品厂商与其合作的积极性 ,影响到该厂商的产品质量 ,同样也不利于借助其他

厂商的资源来改进自身产品 ,导致该厂商创新成本的提高。标准厂商的商业模式的不同主要体现

在它们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程度的不同。传统的豪泰林模型表明 ,当运输成本为一次函数时 ,厂商往

往选择产品差异最小化。借用扩展的豪泰林模型来考察厂商的商业模式 ,有必要假设运输成本为

一次函数时 ,厂商会选择产品差异最大化 ,这一假设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 PC 标准产品市

场上 ,厂商的商业模式差异和进入市场先后顺序内生了产品差异 ,这使得厂商难以模仿对方的产品

比较优势 ,即厂商选址是内生的;二是在这类市场上 ,产品选择是厂商的一种长期战略决策 ,一旦做

出决定就要付出高昂的沉淀成本 ,厂商难以在短期内进行新的选址 ,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传统豪泰林

模型中选址无成本的假设 。在 CPU市场上 ,考虑到CPU厂商的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程度对它的获利

能力和创新成本的影响较为明显 ,而对产品质量的影响较小 。假设CPU厂商 1和 CPU厂商 2的知

识产权自我保护程度分别为 Z 1 , Z 2(0≤Z 1 , Z 1≤1 , Z 1 , Z 2 ,愈大保护程度越高),两家厂商的边际成

本均为零 ,固定成本分别为 , F1(Z 1)=KFZ
2
1+F0 , F2(Z 2)=KFZ

2
2 +F0(KF 为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

成本的影响因子 , F0 是不受源码保护影响的固定成本);两家厂商的获利能力分别表示为 , p1=P1

(p
＊
1 , Z 1)=KPp

＊
1 Z 1 , p2=P2(p

＊
2 , Z 2)=KPp

＊
2 Z 2(0<K p<1 ,K p 为知识产权保护对厂商获利能力的

影响因子 , p
＊
1 , p

＊
2 为市场均衡价格)。在操作系统市场上 ,厂商的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程度对其获利

能力及创新成本和产品质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获利能力看 ,开源模式使 Linux 操作系统厂

商的获利能力大为降低 ,且低的进入壁垒使得 Linux 操作系统市场形成垄断竞争的格局;反之 ,而

基于公司的控制模式使得 Windows 操作系统厂商(Microsoft)获利能力强 , 且高的进入壁垒使得

Microsoft在Windows操作系统市场获得了垄断地位。从创新成本看 ,商业模式的不同使得 Linux操

作系统厂商的创新成本远低于 Microsoft。从产品质量看 ,商业模式的差异和进入市场先后的不同 ,

使得 Linux操作系统往往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而Windows操作系统则有更好的易用性和功

能性 。相应假设操作系统市场上有两家厂商 ,厂商 L(即厂商1)代表 Linux 厂商 ,厂商 W(即厂商2)

代表Microsoft ,厂商W 的固定成本为FW ,边际成本为零;厂商 L 是由m 家垄断竞争的 Linux 操作系

统厂商组成的 ,每家厂商的固定成本为 FL , FL 远小于FW ,边际成本为零 。

3)厂商的进入顺序与优势。假设在CPU市场上厂商 2(Intel)先进入市场 ,成为优势厂商 ,后进

入市场的厂商 1(AMD)则为劣势厂商 。具体来看 ,与厂商 1的产品相比 ,所有消费者对于厂商 2的

产品有一个大于零的品牌偏好值 θ0 。在操作系统市场上 ,网络外部性强度为 α,并且产品差异对用

户效用的影响比网络规模的影响更大(t-α>0),这表明在市场均衡时即使存在网络规模差异 ,也

总有用户选择不同的操作系统 。厂商 W先进入市场 ,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NW ,从而获得了网络

优势 αNW 。

2.拓展的豪泰林模型与CPU市场结构

从现实看 ,厂商 2(Intel)难以阻止厂商 1(AMD)进入 ,一方面是生产CPU的固定成本很高 ,凭借

一家厂商的资源难以供应整个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是厂商 1可以通过降价和制造产品差异 ,甚至采

取不同商业模式与厂商 2竞争 ,降低进入壁垒 。厂商的博弈过程为:厂商 2先进入 CPU市场 ,获得

了一定的品牌优势 θ0 ,然后厂商1进入市场 ,第一阶段厂商 1和厂商2选择各自的知识产权保护程

度 ,第二阶段厂商 1与厂商 2展开价格和产品差异化竞争 。

逆向求解厂商 2的知识产权最优保护程度 ,即先求得第二阶段两厂商的最优价格 ,再求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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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两厂商知识产权最优保护程度:

市场均衡时 ,距离厂商 1为 x 的消费者 ,当 p
＊
1 +xt=p

＊
2 +(1-x)t-θ0时 ,从任一厂商购买是

无差异的 , 那么有:x =[(p
＊
2 -θ0 -p

＊
1 ) t +1] 2;厂商 1 的利润函数为:II1 =p1 x -F 1(Z 1)=

(KPp
＊
1 Z 1)[ (p

＊
2 -θ0 -p

＊
1 ) t+1] 2-KFZ

2
1-F0 ,二阶条件满足 ,利润函数对 p

＊
1 求导为零得厂商 1

的反应函数:(KPZ 1)[(p
＊
2 -θ0-2p

＊
1 ) t+1] =0。

同理可得厂商 2的反应函数:(KPZ 2)[(p
＊
1 +θ0-2p

＊
2 ) t+1] =0

联立两反应函数得:p
＊
1 =t-θ0 3 , p

＊
2 =t+θ0 3 ,

解得均衡时厂商的市场份额:x1=x =1 2-θ0 6t , x2=(1-x)=1 2+θ0 6t

相应厂商 1的利润:II1 =p1 x -F1(Z 1)=[ KP(t-θ0 3)Z 1 ](1-θ0 3t) 2-KFZ
2
1-F0

二阶条件满足 ,利润函数对 Z 1 求导为零得到:Z
＊
1 =KP(t-θ0 3)

2
 4tKF

同理可得:Z
＊
2 =KP(t+θ0 3)

2
 4tKF

命题1:产品差异度 t 愈大 ,厂商的均衡价格就愈高 ,市场份额差异就愈小 ,反之 ,厂商 2的品牌

优势 θ0 愈明显 ,厂商的市场份额差异和均衡价格差异就愈大;知识产权保护对获利能力的影响因

子KP 愈大 ,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成本的影响因子 KF 愈小 ,厂商 1和厂商 2的知识产权最优保护

程度 Z
＊
1 和 Z

＊
2 就愈高;若厂商 2的知识产权最优保护程度 Z

＊
2 高于厂商 1的知识产权最优保护

程度 Z
＊
1 ,且厂商2的品牌优势 θ0 愈明显 ,厂商 1的知识产权最优保护程度 Z

＊
1 就愈低 ,厂商 2的

知识产权最优保护程度 Z
＊
2 就愈高 ,厂商的知识产权最优保护程度的差距就愈大 。

命题 1的分析表明:产品差异度增大 ,可以避免激烈的价格竞争 ,有利于寡头厂商提高均衡价

格。消费者的品牌偏好愈强 ,厂商 2愈能提高价格 ,厂商的均衡价格差异就愈大;消费者的品牌偏

好愈弱 ,产品差异度愈大 ,厂商越难去挤占对方的市场份额 ,均衡时市场份额的差异就愈小 。现实

市场中 , Intel和AMD的竞争正如命题 1所显示:对于相同档次的 CPU , Intel凭借其品牌优势价格总

是高于AMD ,并且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而AMD凭借低价 、制造产品差异等竞争手段获得了一

定的市场份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与 Intel竞争 ,AMD采取了更开放的策略 ,降低了知识产权

的保护程度 ,这种开放策略类似于组件竞争的商业模式 ,即通过公开技术标准和不介入相关市场等

开放手段吸引更多的硬件厂商与之合作 ,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 ,减小了与 Intel的品牌差距 ,降低了

创新成本 。而 Intel则采取类似于系统竞争的商业模式 ,即采取控制技术标准和介入相关市场等手

段与其他硬件厂商竞争 ,以获取垄断利润。因此 ,CPU市场的双寡头垄断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模式的

竞争 。

3.拓展的豪泰林模型与 PC操作系统市场结构

操作系统厂商的博弈过程为:第一阶段 ,厂商 W 先进入市场 ,获得网络优势 αNW ,然后厂商 L

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 ,如果厂商 L 进入 ,就与厂商 W 展开价格和产品差异化及争夺用户安装

基础的竞争。

厂商博弈的第一阶段中 ,距离厂商 L 为 x 的消费者 ,当 PL +xt=PW+(1-x)t -αNW 时 ,从任

一厂商购买是无差异的 ,那么有:x ={[(PW-PL -αNW) t ] +1} 2;当 x ≤0 ,即 αNW≥(PW-PL)+t

时 ,所有消费者都选择厂商 W 。进一步考虑到厂商的定价策略 ,由于 PL ≥mFL ,那么只要 PW ≤

mFL+αNW-t ,所有消费者就会选择厂商 W 。并且 PW =FW NW 时 , 厂商 W 利润为零 ,因此当

FW NW<mFL +αNW-t时 ,厂商W 可以在利润为正的前提下 ,阻止厂商 L 进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 ,随着购买厂商 W的产品的消费者的增加 , NW 会逐渐增大 ,厂商 W能在提高价格的同时保证阻

止进入 ,当厂商 W 占据所有市场份额时 ,如果 FW<mFL+α-t ,厂商 W 阻止进入的最优价格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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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L +α-t 。

命题 2:厂商W 网络优势αNW 愈大 ,固定成本 FW 愈低 , 厂商 L 数量m 愈多 ,固定成本 FL 愈

高 ,产品差异度 t 愈小 ,厂商 W 越容易阻止厂商L 进入 。

命题 2的分析表明:厂商 W降低产品差异度有利于阻止进入 ,但由于厂商 W难以模仿厂商L

开放源码的商业模式 ,从而使得其很难模仿 Linux操作系统的比较优势 ,如高稳定性和能赋予消费

者源码控制权。也就是说 ,双方的产品差异是由于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内生的 ,因此厂商 W难以

通过降低产品差异度来阻止进入。同时 Linux操作系统厂商的数量愈多 ,厂商 W越容易阻止进入 。

因此 ,为了与Microsoft竞争 ,Linux操作系统厂商应当统一标准 ,积极联合 ,以减少重复创新引起的

效率损失 。

厂商博弈的第二阶段为:如果厂商 L 进入 ,部分消费者会选择厂商 L ,那么市场均衡时 ,距离厂

商 L 为 x 的消费者 ,当 PL +xt-αx =PW+(1-x)t-α(1-x)时 ,从任一厂商购买是无差异的 ,那

么有:x=[(PW-PL) (t-α)+1] 2。

现实的市场竞争中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市场 ,厂商的价格竞争机制不同 ,例如桌面操作系统市

场中 ,相对厂商 W 的高价 ,厂商 L 的价格很低 ,即 PL 远小于PW ,因此 ,厂商 W 定价时往往不考虑

厂商L 的价格及其变化 ,并且厂商 L 的价格对市场份额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这样在考察厂商 W 的

决策以及市场份额时 ,可以把厂商 L 的价格视为零 。

厂商 L 的市场份额:x =[(PW-PL) (t-α)+1] 2≈[ PW (t-α)+1] 2

厂商 W的利润函数:IIW =PW(1-x)-FW

=PW [ 1-(PW-PL) (t-α)] 2-FW≈PW[ 1-PW (t-α)] 2-FW

易知二阶条件满足 ,上式对 PW 求导为零得:P
＊
W =(t-α) 2 ,那么有:xL =x ≈[ 3 2] 2=3 4 ,

xW=1-x =1 4。再根据 PL=mFL x ,可得:P
＊
L =mFL x =4mFL 3。

命题 3:桌面操作系统市场中 ,如果厂商 L 进入 ,均衡时厂商 L 的市场份额为 3 4 ,厂商 W 的市

场份额为 1 4;并且产品差异度 t愈大 ,网络外部性强度 α愈小 ,厂商 W 的均衡价格就愈高;厂商 L

的价格与产品差异度 t和网络外部性强度α无关 ,且 Linux厂商数量 m 愈多 ,固定成本 FL 愈高 ,厂

商 L 的均衡价格就愈高。

命题 3的分析表明:在桌面操作系统市场上 ,当产品差异度 t 足够大 ,而网络外部性强度 α足

够小 ,使得 9(t-α) 8>mFL 时 ,与阻止厂商 L 进入相比 ,容纳厂商 L 时厂商W 的利润更高 。一旦

厂商 L 进入 ,最终两者的市场份额是固定的 ,厂商 L 和厂商W分别占据 3 4和1 4的市场份额 。

这一结论与模型的两个重要假设有关:一是假设厂商 L 的价格远低于厂商W 的价格 ,厂商 W

决策时可将厂商L 的价格视为零 ,这样厂商 W 的价格就成为市场份额的唯一决定因素 ,由模型可

知厂商W 在市场份额 xW=1 4和 PW=(t-α) 2时实现利润最大化。市场竞争的现实表明 ,这一

假设在PC桌面操作系统市场是适用的 。但是 ,在 PC 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 ,由于 Linux 服务器操作

系统的价格对Windows操作系统厂商(Microsoft)的定价和市场份额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 ,研究

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仍需对模型做进一步完善。二是假设消费者对操作系统的独立价值的偏好是

均匀分布的 。这一假设是为了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分析商业模式对操作系统市场结构的影响 ,与现

实并非完全对应 。例如 ,在 PC 操作系统市场上 ,按照用户类型可划分为个人桌面操作系统用户 、

政府和公司桌面操作系统用户及服务器用户 。个人桌面操作系统用户更偏好操作系统界面的友好

程度和功能的多少 ,并且个人用户由于能使用盗版操作系统 ,因此该类用户可以看作厂商 W的强

偏好者 ,在该类用户市场上厂商 W 可以阻止厂商L 进入。政府和公司桌面操作系统用户也重视操

作系统的易用性和功能性 ,但相比个人用户更偏重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并且政府和公司只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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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版 ,因此这类用户可以看作厂商W 的弱偏好者 ,厂商 W 在这类用户市场上往往难以阻止厂商

L 进入。但是 ,厂商 W 仍可凭借产品的网络价值高和产品的易用性好等特点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

额。服务器用户非常强调获得源码的控制权 ,并且在这类用户市场上 Linux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价

格优势明显 ,因此该类用户可以看作是厂商 L 的偏好者 ,在该类用户市场上厂商 L 的市场份额在

逐渐上升 ,并有超过厂商 W 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与硬件市场不同 ,操作系统市场强的网络

外部性使得 Microsoft具有更大的垄断势力 ,Linux 厂商为了与 Microsoft 竞争采取了开源的商业模

式 ,将自身转变为垄断竞争市场 ,这大幅度降低了软件的开发成本 ,并且内生了Microsoft难以模仿

的产品比较优势 ,给Microsoft造成直接的威胁 。因此 ,操作系统市场的双寡头垄断也是一种商业模

式的竞争 。

四 、同一商业模式内的竞争

除了 CPU和操作系统等市场 ,大多数的硬件市场和应用软件市场及系统整合产品市场中的竞

争主要体现为同一种商业模式内部的竞争 ,这种竞争模式下的市场呈现出两种竞争格局:一种竞争

格局是在标准厂商(如 Intel和 Microsoft)介入的市场中标准厂商和其他 PC 厂商的竞争 ,另一种竞争

格局是在标准厂商不介入的市场中其他 PC 厂商之间的竞争 。

1.扩展的豪泰林模型与标准控制商介入的市场结构

标准控制商介入的市场中 ,标准控制商通过绑定 、提高对方创新成本 、控制互补品厂商等各种

手段打击竞争对手 ,使得在同一种商业模式下其他 PC厂商很难与之抗衡 ,以致不得不转变商业模

式。例如 ,在 Intel介入的芯片组市场中 , Intel和威盛是两家主要厂商 ,威盛在 Intel采取控制互补品

厂商 、限制授权 、法律诉讼等手段的打压下 ,不得不采取了公开技术等开放策略与之竞争。在

Microsoft介入的浏览器市场中 , Microsoft进入市场后 ,利用其在操作系统市场的垄断优势 ,并在模

仿对方产品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逐渐将双寡头市场变为垄断市场 ,Microsoft的对手 Netscape 不得不

转向 Linux 开源商业模式 。下面以Microsoft和Netscape 的竞争为例来分析同一种商业模式内部标

准控制商和其他 PC厂商的竞争:

假设浏览器市场有两个厂商:厂商 1代表 Netscape 和厂商 2代表 Microsoft ;浏览器市场的网络

外部性强度为 αA ,厂商 1先进入浏览器市场 ,并在浏览器市场获得了网络优势 αAN和产品质量优势

θ0;此时如果厂商 2进入 ,并且凭借其在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 ,从绑定中获得了来自操作系统市场

的网络优势 λ,同时凭借其控制软件标准降低了创新成本 ,使得其固定成本 F2 小于厂商 1的固定

成本 F1;与操作系统市场不同 ,由于两厂商都采纳了封闭源码的基于公司控制的商业模式 ,它们可

通过相互模仿来降低产品差异度 t(其他假设与操作系统市场类似)。

在厂商博弈的第一阶段 ,厂商 2力图进入浏览器市场。距离厂商 1为 x 的消费者 ,当 P1 +xt

-αAN-θ0=P2+(1-x)t-λ时 ,从任一厂商购买是无差异的 ,那么有:x ={[(P2-P 1-λ+θ0+

αAN) t] +1} 2 ,当 x≥1 ,即(P2-P1)-λ+θ0+αAN-t≥0时 ,所有消费者都选择厂商 1。

命题 4:厂商2的价格愈低 ,厂商 1的价格愈高 ,产品差异度 t愈大 ,品牌优势 θ0 愈小 ,厂商 1

的网络优势 αAN 愈小 ,厂商 2的绑定优势 λ愈大 ,厂商 1越难阻止厂商 2进入。

命题 4的分析表明 ,从竞争现实看 ,Microsoft采取了三方面的策略使得 Netscape难以阻止其进

入浏览器市场:免费提供浏览器;努力模仿 Netscape 的产品特点 ,降低产品差异程度 ,弱化 Netscape

的品牌优势;将浏览器与操作系统绑定增加自身竞争优势。

在厂商博弈的第二阶段 ,厂商 2进入浏览器市场与厂商 1竞争 ,并且在对厂商 1的产品模仿的

基础上加以创新 ,致使厂商 1逐渐失去品牌优势。同样地 ,可以利用与分析操作系统市场类似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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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豪泰林模型 ,得到下列命题:

命题 5:厂商 2的绑定优势 λ愈大 ,两家厂商的均衡价格差异就愈大;产品差异度 t 愈小 ,网络

外部性强度 α愈大 ,厂商2的绑定优势 λ愈大 ,两家厂商的市场份额差距也就愈大 。

命题 5的分析表明:在Windows模式内部 ,当出现一种对其构成较大威胁的(或发展潜力巨大

的)软件产品时 ,Microsoft一方面通过模仿加创新的手段使得其产品质量很快与竞争者的产品接

近 ,甚至超过对方的产品;另一方面则利用其在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给竞争者制造障碍 ,增强自身

的竞争实力 。并且其他软件厂商难以模仿Microsoft先入市场带来的强大垄断优势 ,上述原因使得

即便是早进入市场并获得一定产品优势和网络外部性优势的强大的 Netscape 公司也难以与

Microsoft抗衡 ,不得不转变商业模式。

2.扩展的圆形城市豪泰林模型与PC市场的垄断竞争

同一种商业模式内部 ,除了少数标准控制商介入的市场 ,大多数硬件市场和部分应用软件市场

及系统整合市场都呈现出多家厂商进行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 , PC 市场的垄断竞争中 ,与市场结构

相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厂商数量 。

运用典型的圆形城市豪泰林模型分析垄断竞争的硬件市场(或系统整合产品市场),可以知道 ,

规模经济愈显著 、产品差异愈小 ,厂商数量愈少。考虑到软件市场的网络外部性 ,可以利用扩展的

圆形城市豪泰林模型分析垄断竞争的软件市场:

假设消费者以密度 1均匀地坐落于周长为 1的圆周上 ,厂商也沿着圆周分布 ,消费者只能沿着

圆周旅行去购买产品;网络外部性强度为  ;垄断竞争厂商的固定成本都为 f ,边际成本为零 ,厂商

之间的价格差距不至于使得任一厂商面临无需求的状况(其他假设与操作系统市场类似)。

厂商的博弈过程为:第一阶段 , n家厂商作为潜在的进入者同时抉择是否进入。这些厂商并不

选择地址 ,而是自动地一个个等距离地坐落在圆周上 ,即产品最大差异化是外生给定的。第二个阶

段 ,在地址给定的情况下 , n家厂商在价格上进行竞争 。

对任何一家厂商来讲 ,真正的竞争对手是在其左右两边的厂商。如果厂商 i选择价格P i ,对于

距离厂商 i 为 x ∈(0 ,1 n)的消费者 ,当 P i +tx-αx=P+t(1 n-x)- (1 n -x)时 ,其从厂商 i

或者临近厂商购买是无差异的 , 可得:x =
P +(t-α) n-P i

2(t-α)
;厂商 i 的利润函数:II i =Pi

P+(t-α) n-P i

t-α
-f ,对 P i 求导等于零 ,并根据对称性 P=Pi ,可得:P=

t-α
n
;由于市场是可

以自由进入的 ,因此厂商的利润均为零 ,那么有:
P
n
-f =

t-α
n
2 -f=0。根据上述两式亦可解出相

应的厂商数量和市场均衡价格 。

命题 6:产品差异度 t愈大 ,厂商固定成本 f 愈高 ,网络外部性强度 α愈小 ,市场均衡价格愈

高;产品差异度 t 愈大 ,固定成本 f 愈低 ,网络外部性强度 α愈小 ,市场均衡时厂商的数量就愈多 。

命题 6的分析表明:与垄断竞争的硬件市场和系统整合产品市场相同 ,垄断竞争的软件市场的

规模经济愈明显 、产品差异愈小 ,厂商数量就愈少 。与垄断竞争的硬件市场不同 ,一方面 ,网络外部

性使得垄断竞争的软件市场的价格竞争更加激烈 ,网络外部性愈强 ,软件价格往往就愈低 ,甚至一

些软件厂商为了获得安装基础 ,在网上发布免费的共享软件 。另一方面 ,网络外部性也提高了市场

的进入壁垒 ,使得垄断竞争的软件市场的厂商数量更少 ,甚至垄断竞争市场最终转变成双寡头垄断

市场 。考虑到该命题是基于各家厂商同时进入 ,且一家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设得出的 ,如果放

松这一假设 ,不同厂商进入市场的先后时间间隔愈长 ,市场上已有厂商生产的差异化产品愈多 ,产

品之间差异愈大 ,其他厂商就越难以进入市场 ,市场中的厂商数量就会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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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PC 互补品市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进一步看 ,除了各个互补品市场自身的各种因素 ,各互补品市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也会对 PC

市场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产品特性看 ,PC互补品市场可分为硬件 、软件和系统整合产品三个领域 ,这三个领域之间的

厂商往往是合作大于竞争 。一方面 ,合作带来的系统产品整体价值的提高 ,有利于厂商获取更高的

利润 。另一方面 ,由于硬件与软件(或系统整合产品)之间的技术相关性弱 ,一个领域内的厂商在其

他的领域难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因此 ,介入其他的领域对厂商往往不是最优的。不同领域的厂

商各司其职 ,发挥专业化优势和相互合作更有利。

从市场结构看 ,PC互补品市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双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的关

系 、垄断竞争市场之间的关系 、双寡头垄断市场和双寡头垄断市场的关系。

双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双寡头厂商和不同领域的垄断竞

争厂商之间相互合作 ,另一方面双寡头厂商通过垄断竞争厂商来扩充自己的垄断势力 。例如:

Microsoft与康柏等系统整合厂商的捆绑销售协议不仅增强了Microsoft的垄断地位 ,而且使OEM渠

道成为Microsoft利润的重要来源。双寡头厂商和同一领域的垄断竞争厂商之间相互合作以提高系

统产品价值的同时 ,双寡头厂商也面临是否进入垄断竞争市场的抉择 。一般来讲 ,双寡头厂商的进

入主要有两方面的收益:一是双寡头厂商通过进入能扩充自己的垄断势力 ,把垄断竞争市场变为寡

头垄断市场 ,甚至垄断市场 ,以获得高额利润 。例如:Intel进入芯片组市场 ,将芯片组市场变为寡头

垄断市场;Microsoft进入办公软件市场 ,将办公软件市场变为接近垄断的市场 。二是双寡头厂商通

过进入可以获得新的榨取消费者剩余的手段 ,这是因为 PC 产品是一种系统产品 ,双寡头厂商在保

持系统产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 ,可以降低垄断竞争市场的产品价格 ,提高双寡头市场的产品价格 ,

借此榨取垄断竞争市场的消费者剩余。当然 ,双寡头厂商的进入也是需要考虑成本因素的。首先 ,

双寡头厂商自己生产的产品种类越多 ,其需要投入的资源就越多 ,企业的管理成本也就越高。其

次 ,自己生产就难以利用其他厂商的专业化优势和资源 。最后 ,双寡头厂商介入垄断竞争市场会使

得这些市场上的厂商转而支持它的对手 。例如 , Intel介入芯片组市场 ,使得一些芯片组厂商转向生

产支持 AMD的 CPU的芯片组。Microsoft介入浏览器市场 ,使得 Netscape开放源码 ,转向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权衡进入的成本-收益 ,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双寡头厂商(如 Intel和Microsoft)往往倾向

于进一步将垄断势力扩充到垄断竞争市场 ,以获取更高的垄断利润;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双寡头厂

商(如AMD和 Linux 厂商)往往较少介入垄断竞争市场 ,以吸引更多的厂商与之合作对抗优势厂商 。

与此同时 ,垄断竞争厂商面临着是支持劣势双寡头厂商或是支持优势双寡头厂商的抉择。从现实

市场看 ,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垄断竞争厂商往往更倾向于支持优势双寡头厂商 ,这是因为它们可以

借助优势双寡头厂商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利;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垄断竞争厂商往往更倾向于支持

劣势双寡头厂商 ,因为它们可通过与劣势双寡头厂商合作 ,来对抗处于优势的垄断竞争厂商。

垄断竞争市场之间的关系:生产同类产品的垄断竞争厂商在标准厂商提供的开放标准(如 Intel

的即插即用 、Microsoft的 API函数)下从功能竞争转向价格竞争 ,而生产不同类产品的垄断竞争厂

商之间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合作关系。

不同领域的双寡头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领域的双寡头厂商之间相

互合作提高系统产品价值 ,并扩充双方的垄断势力 。例如 ,Microsoft和 Intel在产品开发等多个方面

相互支持 ,结成了著名的Wintel联盟;二是不同领域的垄断厂商积极与对方的竞争对手合作 ,以钳

制对方。例如 , Intel不仅与 Microsoft结成Wintel联盟 ,还积极与 Linux 厂商合作以钳制Microsoft ,同

样 ,Microsoft不仅与 Intel合作 ,也积极支持AMD;三是与垄断竞争市场和双寡头市场的关系类似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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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优势的双寡头厂商往往更倾向于支持其他领域处于优势的双寡头厂商 ,而处于劣势的双寡头厂

商则更倾向于支持其他领域处于劣势的双寡头厂商 ,形成“强-强”和“弱-弱”的合作竞争格局。

总体上看 ,在双寡头垄断厂商的竞争中 ,处于优势的垄断厂商采纳了一种相对封闭的商业模

式 ,处于劣势的垄断厂商采纳了一种相对开放的商业模式 ,这使得 PC市场的总体竞争格局转变成

开放的商业模式和封闭的商业模式的竞争。从对用户安装基础的控制看 ,处于优势地位的垄断厂

商倾向于与劣势厂商不兼容 ,并试图提高对方与之兼容的成本 ,以保持自己的网络外部性优势 ,而

处于劣势地位的垄断厂商倾向于兼容 ,以利用优势厂商的网络外部性优势 。从技术层面看 ,处于优

势的垄断厂商往往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技术革新策略 ,即倾向于小的创新 ,因为小创新容易内部化外

在收益 ,并且与劣势厂商相比 ,较高的垄断地位使其进行剧烈创新的激励相对较小。而处于劣势的

厂商往往选择了一种革命性的策略 ,倾向于剧烈创新 ,通过给消费者提供全新的革命性技术来增强

自己的竞争实力 。例如 , Linux 厂商和AMD在革命性的 64位技术上领先于 Microsoft和 Intel。从知

识产权看 ,处于优势的垄断厂商强调对自身知识产权的控制 ,以保持垄断利润 ,如Microsoft采取源

码保密策略。而处于劣势的垄断厂商更倾向知识产权的开放 ,以降低创新成本 ,吸引更多的厂商加

盟 ,如 Linux采取开源策略。从与互补品厂商关系来看 ,处于优势的垄断厂商往往倾向于介入互补

品市场 ,以扩充自己的垄断势力 ,而处于劣势的垄断厂商则与互补品厂商展开全面的合作 ,以提高

自己的竞争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 ,面对 Intel凭借规模经济和先入市场取得的优势地位 ,AMD采取

了对互补品厂商开放和低价的策略与之竞争 ,而面对网络外部性影响下更强大的Microsoft的优势

地位 , Linux 厂商不仅采取了对互补品厂商开放和低价的策略 ,而且不得不提高自身市场的竞争性 ,

转变为垄断竞争市场 ,以与Microsoft竞争。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下 ,PC市场呈现出两种主要的市场结构:

双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 ,并且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影响的 。在双寡头垄断市场中 ,处于优势的标准厂

商有凭借垄断优势将垄断竞争市场转变为寡头市场 、甚至垄断市场的倾向 ,处于劣势的标准厂商则

倾向于保持和促进垄断竞争市场(或寡头竞争市场)的竞争性 ,甚至将自身转变为垄断竞争市场 。

这两种倾向促使 PC市场的竞争事实上转变为开放的商业模式和封闭的商业模式的竞争。当然本

文只是一项初步的研究 ,倘若考虑引进技术革新和兼容性等因素 ,将可以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PC的

市场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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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Firms with Two Consecutive Annual

Losses be Specially Treated(ST)?

Guohua Jiang &Hansheng Wang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Based on accounting 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the firm , we study the special treatment policy (ST)on Chinese stock

market.We propose a simple econometric model , which can reflect both a firm' s earnings-generating ability and the earnings

volatility.Based on our model , we find that whether a firm will suffer loss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irm' s long-term earning

ability.Instead , it is decided by an index , earning stability index , which combines the firm' s earnings-generating ability and

earning volatility.Based on the data of U.S.stock market from 1975—2003 , we find a rather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U.S.

firms with good long-term earnings ability tend to have very low earning stability and a non-trivial probability to suffer consecutive

losses.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 a short discussion is provided for ST policy' s past experience , current

status ,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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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Economy ,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PC Market Structure

Shi Jin-Chuan &Liu Xiao-D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combining with scale economy and network externalities of PC markets , and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of PC firms , authors construct patulous hotelling models , study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and formative mechanism of

PC market structure , and analyze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of PC firms:in the scale-economy-obvious and network-externalities-

strong PC markets there always is duopoly ,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 the forerunners of PC markets possess

the greater cost advantage and the network externality advantage , the subsequent firms not only have to enhance traditional

competitive means , for example , price competition , product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on etc , but also have to adopt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to compete with the forerunners;in the scale-economy-unobvious and network-externalities-weak PC market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of several firms often come into being.According as the differ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 the firms in

duopoly cooperate or compete with the firms in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Key Words:Scale Economy;Network Externalities;Business Model;Hotelling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L1 , L2 ,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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