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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对企业价值获取的研究焦点已经从双边伙伴情境拓展到产业情境，进

而延伸到商业生态系统情境。本文在明确平台及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概念的基础上，从竞
争、资源观和动态能力以及网络这三个视角，对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文献进行了全面回顾，
并结合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对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若干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资源观和动态能力；网络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16)06-0038-13

一、引

言

竞争的边界正在不断模糊。学术界对企业价值获取的研究焦点已经从双边伙伴情境
拓展到产业情境、进而延伸到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BES）情境。“刻画
更宽的战略研究边界可以鼓励更多地关注现在还鲜少被关注的研究问题。例如，企业的
商业模式以及更广泛企业参与的商业生态系统如何影响其战略成功和持续性”
（Priem等，2013）。商业模式和商业生态系统正是由这一思路延伸出来的有意义构念
（龚丽敏等，2011）。
平台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有调查显示，以市场价值进行排序，世
界前100家最大的公司中，其中60家公司一半以上的利润来源于平台市场。加上微软的反垄断
案吸引了实践界和理论界的关注，使得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日趋重要和急迫。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SSCI的相关统计数据
间接证明了这一点（见图1）。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近五年刊
登了4篇标题中明确包含“平台”一词的文章。而我国似乎尚未融入这一研究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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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认定的A类期刊进行的简单文献检索结果如图2所示。仅从
数量上看，这些期刊发表的与平台相关的研究仍然较少。

注：检索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数据库更新时间为2016年3月12日。精炼依据为：类别
（MANAGEMENT OR BUSINESS），文献类型（ARTICLE），研究方向（BUSINESS ECONOMICS），
出版年份（201X，其中X=1-5），语种（ENGLISH）。
资料来源：ISI数据库。
图1

以平台为主体的SSCI发表数量（2011—2015年）

注：搜索范围为篇名。搜索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与SSCI数据库中采用精炼搜索的方式不同，我们并
未进行筛选。其中，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情报学报以及农业经济问题等期刊
从未发表过相关文章。
资料来源：CNKI。
图2

部分国内期刊对平台研究的关注情况（2011—2015年）

平台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三种基本架构之一（Stabell和Fjeldstad，1998），为拓展
传统战略管理理论提供了可能。最新研究指出，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突破传统线性交易
逻辑，提出的全新企业间战略互动模式（Adner和Kapoor，2010），以及将用户基础
（user base）作为资源（Eisenmann等，2011）等特性，对拓展创新理论、资源观和动态
能力理论以及网络理论等具有重要意义。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对我国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说，平
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作为新兴经济中国企业常常需要面对的全新组织结构与成长情境，对
企业成长和竞争优势的获取至关重要。从政策和实践层面来说，“互联网+”战略的载
体——网络平台，正是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关注的对象。因此，对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
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对于我国企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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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及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

平台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①：前者是指具体的物体或特征，如跳水平台、飞机起飞
平台等；后者指技术、共享的组件或框架（framework），如汽车平台、技术平台和电
脑平台等。显然，虚拟平台的特征是可共享、可作为基础的虚拟场所。管理学研究对平
台的定义分别是从组织角度、共享角度以及网络角度三个方面展开。相应地，理论
研究也主要是从组织理论、资源观及动态能力理论以及网络理论角度出发（见表1）。
表1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本质

平台的本质
平台是一种结构和惯例的形式情境（formative context），是
一种元组织（meta-organization），它在不同情况下可以产生
不同的组织形式，例如层级制、矩阵制甚至网络等组织形式
平台被视为要素组，在功能可被应用程序拓展的产品族中，
可共同使用
平台被视为部件，在不同产品族中被使用。它的存在使得通
过网络效应实现产品族功能拓展成为可能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理论归属

代表文献

组织理论

Ciborra（1996）
Pierce（2009）

资源观及动
态能力

Shankar和
Bayus（2003）
Armstrong（2006）
Boudreau（2010）

网络理论

平台现象非常普遍，Zhu和Iansiti（2012）就曾给出了一些典型的平台型商业生态系
统的例子，并明确指出了平台连接的双方。我们在其基础上，补充了部分中国的例子，
总结如表2。从平台定义和平台的例子可以发现，传统的价值创造逻辑是线性交易逻辑
（见图3左边），而平台逻辑是一种三角形交易逻辑（见图3右边），这为拓展传统的战
略管理思路提供了可能。
表2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平台及其连接的双边

市 场
平台连接的一方
平 台
电脑操作系统
电脑用户
Windows，Mac，Linux
网络浏览器
上网用户
IE浏览器，火狐、360浏览器
便携文件
文件阅读者
Adobe，CAJViewer
在线交易
买方
eBay，淘宝
视频共享
看视频片段的用户 Youtube，优酷，爱奇艺
网上（约会）婚介 男人
Match.com，百合网，珍爱网
信用卡
卡主
Visa，银联
流媒体
内容使用者
Windows media player，暴风影音
股票交易
股票购买者
NYSE，NASDAQ，沪市、深市
广告搜索
搜索者
Google,Bing,百度
家庭视频游戏
游戏者
Xbox，Wii，Playstation
招聘网站
求职者
Monster.com，51job
资料来源：在Zhu 和Iansiti (2012)的基础上补充中国的例子整理得到。

平台连接的另一方
应用开发商
插件开发商
文件写作者
卖方
视频片段制作者
女人
商户
内容创造者
上市公司
广告商
游戏开发商
雇主

对平台的普遍关注催生了对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兴趣。对平台型商业生态系
统的定义多数以商业生态系统本质为基础、兼顾平台特征和功能。Moore（1993）提出
的商业生态系统包含了顾客、市场、产品或服务、经营过程、组织、利益相关者、社会
① 来源：维基百科。地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Platform。具体而言，汽车平台是指一些模型共享的一套组件；技术平台是一
种使得支持现有和未来发展的产品和过程创造成为可能的技术；电脑平台是应用可以于其上运行的框架（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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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政府政策七个维度。以此为基础，Mäekinen等（2014）明确指出，平台型商业生
态系统（platform-based BES，PBES）是建立在相互连接的供应商、互补商、分销商以
及（新产品）开发企业等所构成的平台周围，其竞争能力依赖于成员企业利用共享平台
来为绩效提升服务，特别是为终端客户开发新的、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可见，平台型
商业生态系统强调：（1）平台的作用，（2）围绕在平台周围的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图3

传统逻辑v.s.平台逻辑

（3）对终端客户（end user）的关注。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是以平台为媒介（platform-mediated）的商业生态系统。商业
生态系统的研究将核心企业所定义的技术架构（technological architecture）作为生态系
统的基础（Pierce，2009）。而基于技术的价值创造逻辑指出，企业技术类型
（Thompson，1967）决定价值创造的类型（Stabell和Fjeldstad，1998）（见表3）。
因此，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方式是基于中介技术的价值网络型，这与现在战
略管理研究主导范式主要关注基于长关联技术的价值链价值创造模式不同
（Eisenmann等，2011）。
表3

价值创造模式

企业价值创造逻辑的核心内容

相应技术类型

价值创造来源
技术通过将投入转化成产出来创造价值，主
价值链（value chain）
长关联（long-linked）
导者是装配商（Gawer和Phillips，2013）
通过解决独特的顾客问题来创造价值，如技
价值商店（value shop）
密集（intensive）
术市场中的咨询机构（Lichtenthaler和
Ernst，2008）
通过使然客户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交易来创造
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 中介（mediating）
价值
资料来源：基于Stabell和Fjeldstad (1998)和Thompson (1967)的研究总结得到。

三、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视野

（一）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企业的竞争
按照是否在同一个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PBES）以及是否在同一个产业这两个特
征，所有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竞争类型可以分为四类（见图4）：A类是同一个平台
型生态系统中同类企业的竞争，这既可能是争夺平台领导地位的核心企业，也可能是提
供类似服务的平台小企业；B类是不同平台系统下同类企业的竞争，他们的顾客基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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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因此，他们的竞争本质是平台之间的竞争。C类既不定位于平台系统，又不关注相
同产业的企业竞争，因此，此类竞争与普通的市场竞争无差异，也就不是本文关注的焦
点。D类是同一商业生态系统内部不同产业企业的竞争，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为了争夺
商业生态系统的领导权。显然，A和D的竞争虽然都在平台内部展开，但只是目的和竞
争方式、手段等存在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图4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层次竞争分类

因此，我们对竞争视角的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关注从平台竞争和平台内部竞
争两个方面展开。平台层次的研究认为，平台成功多归因于内部力量，主要是延续
Moore（1993）在普通的商业生态系统以及Ceccagnoli等（2012）在平台型生态系统中提
出的领导地位带来竞争优势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明确提出了管理控制和
技术控制两种机制。管理控制认为平台的管理者（或者核心企业）是实现平台成功的关
键，因为他们推动平台企业协同，调和成员的竞争和合作，并最终实现系统成员能力和
价值的共演（West和Wood，2013）。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则是平台管理者的存在可以
保证平台各方的均衡价格低于边际成本从而避免出现一方利润率高于整个平台利润率，
进而导致整个平台竞争力丧失的情况出现（Economides和Katsamakas，2006）。这些可
以解释诸如Windows等专有型（proprietary）平台，而不是Linux等开源平台最终成为主
流的原因。而开源平台的持续发展也需要财务激励才能实现（Krishnamurthy和
Tripathi，2009）。技术控制则是通过对平台中第三方、互补方或供应方专业技术的控
制（Perrons，2009）或构建平台技术标准架构（West和Wood，2013）等方式来实现。
而在考虑平台失败时，则多从打破平台惯性角度出发，关注外部力量对平台的颠
覆。这一研究相对较新，因为传统研究大多认为在现有平台很稳固的情况下，竞争者或
者新进入者的挑战不容易撼动平台，这种假设的前提是平台的终端消费者并未变化，或
者他们并未有新的需求。这一假设显然不是必然的。许多研究基于寻找全新消费者或者
发现和引导消费者新需求的思路，指出“平台的废黜者（dethroner）”出现是可能的
（Suarez和Kirtley，2012），Apple的iPhone、Facebook以及Gmail等后进者的成功就是很
好的例子。事实上，大部分商业模式创新都是基于新消费需求产生的全新价值主张而产
生的（龚丽敏等，2011）。
平台内部方面，焦点集中在对平台领导权的竞争上，因为平台领导企业对整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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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以及对互补产品的生产方面都有相当的影响力（Cusumano和Gawer，2002）。
平台的领导地位不必然一成不变，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任何规模的企业都可能成长为平
台领导者。原因有二：（1）平台领导企业可能由于惯性原因难逃创新窘境（Gawer和
Cusumano，2014）。对于领导企业而言，当他们有数以百万计的顾客以及成百上千的
生态系统伙伴来帮助他们持续这个平台地位时，他们更难去演化他们的平台。可能的解
决方案是平台领导者在演化他们自己的内部能力、技术创新方法以及商业战略的基础
上，引导和协调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顾客和合作伙伴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来实现持续创
新。因此这类研究也可以看做是间接地关注了平台不同企业之间的竞合行为。（2）那
些想成为平台领导者的企业（wannabes）为自己赢得其他平台企业没有，却对终端客户
或者其他平台企业有益的做法，吸引其他企业团结到自己周围来。例如新的、难以模仿
的技术特征的引入，对互补者定价或补贴等激励方式（Gawer和Cusumano，2008）等。
（二）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企业的竞合
与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类似，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中更强调竞合（co-opetition）的
伙伴关系（Hamel等，1989）。这种竞合表现在，作为硬件或软件平台所有者
（owners）的平台企业，一般都会设立合作程序供平台成员使用，通过开发可用于平台
的应用和解决方案共同创造价值。这对于拓展作为战略管理研究主导范式的资源观的传
统研究逻辑和核心关注点具有重要意义（Eisenmann等，2011）。
更为具体地，从平台核心企业的角度来说，为了满足使用者的异质性需求，并利用
间接网络效应，平台所有者常常鼓励企业利用外部资源来进行第三方创新。这些第三方
包括客户、研发公司、商业伙伴以及大学（Linder和Cantrell，2000）。这种互补创新的
方法导致了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模型的产生，也推动创新网络去产生让平台更有价值的
互补品（Gawer和Cusumano，2002）。从小企业的角度来说，他们通过加入平台来实现
销售收入的提升和IPO可能性的增大。当这些小企业具有更多地IPR或者更强的向下游延
伸的能力时（downstream capability），这个关系变得更明显。这说明，在进行企业间合
作时，价值共同创造和独占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战略（Ceccagnoli等，2012）。从顾客的角度
来说，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平台中实现价值共同创造（Joo和Marakhimov，2012）。
（三）环境对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企业的作用
政策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迁会改变平台企业的竞争态势，甚至改变平台系统的整体
结构。环境变迁对平台影响的作用方式类似，都是抑制平台领导企业，给平台其他企业
机会。政策环境的改变可能抑制平台领导企业对整个平台的控制能力，从而间接导致了
平台其他企业对领导地位的成功竞争（Gawer和Phillips，2013）。例如，20世纪60年代
IBM在反垄断法的压力下开放系统架构后，丧失了对个人电脑架构的控制，使得微软和
Intel得以崛起，而IBM只能依靠其在数据处理解决方案中的专业性，在电脑平台系统中
扮演一个特定角色。技术环境的变迁也可能给非领导企业机会，使其通过内部和外部的
制度工作完成向平台领导的转变（Gawer和Phillips，2013）。龚丽敏（2013）还详细考
察了政策转型过程中，制造业平台企业技术环境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商业模式的作用。
事实上，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相关研究对技术环境的关注并不多。原因在于平台
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与环境关系以及企业间关系的作用，往往大于技术创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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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Chesbrough，2007）。传统的熊彼特创新思路认为，新产品提供者一般而言都需要
提供革命性的功能（Henderson和Clark，1990）。但在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中，平台的
兼容性特征可以帮助撬动共享的用户关系和共同部件，从而进入新市场，提供了不依赖
于熊彼特创新的新平台进入路径（Eisenmann等，2011）。
四、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视角的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研究

（一）传统资源观在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延续
资源观的核心观点是企业需要占有那些有价值的独特、稀缺的资源，从而获得良好
的绩效和竞争优势（Barney，1991）。在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中，资源观研究大
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顺着传统资源观的思路，从平台可能具有的关键资源及其取得持续
竞争优势的逻辑出发，认为在平台这一双边市场中，平台所联系的两方中任意一方加入
平台市场的价值取决于另一方参与者的多少。资源获取方面，作为生态系统中心的平台
企业需要培养那些作为互补的伙伴小企业。而小企业选择是否进入平台则取决于平台中
心的声誉和提供整合系统的能力这两项关键资源和能力（Kude等，2012）。这整合了平
台企业与互补性小企业关系形成过程中的投入导向观和产出导向观。资源积累方面，传
统的资源观理论指出了资产储备积累（asset stock accumulation）对于持续竞争优势的重
要意义（Dierickx和Cool，1989），而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中的资源积累完全符合资源
观传统定义的特征，认为现有网络的不同规模所代表的资源异质性为双边市场持续竞争
优势的来源，并且对长期竞争动态性具有显著影响（Sun和Tse，2009）。也就是说，跨
群组（cross-group）的网络效应能将双边市场网络参与者变成关键资源，这强调了将市
场情境纳入资源观的重要性。
（二）资源特性角度的资源观拓展研究
资源观的另一类研究拓展了资源观中对“有价值资源”的定义。传统资源观研究者
常忽略的一种对平台非常有价值的资源——用户基础（customer base）。事实上，最初
的RBV文献提到，用户基础可能是有价值的资源（Barney，1986），但资源观的研究似
乎并未找到一个合适的情境将这一思路有效拓展。直到Shankar和Bayus（2003）再次强
调企业的顾客网络是网络市场中的重要战略资产。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只是为这一思路
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益的情境。例如Eisenmann等（2011）的研究就给出了一个极好的
例子。他们关注了平台企业通过撬动它现有的用户基础的覆盖（envelop）方式来进入另
一个平台市场，从而将与平台客户基础相近的小的平台或企业产品打败。对平台型商业
生态系统中的用户基础这一有价值资源的管理过程就可以被看成是动态能力
（Eisenmann等，2011）。动态能力需要重新组合资源来产生新的价值创造战略，在平
台型商业生态系统中，系统核心企业通过梳理用户基础的重叠部分来考虑对其他企业或
平台进行攻击。微软、苹果、Google等企业都攻击了很多邻近的平台，且正在建立战略
惯例（strategic routines）。
事实上，用户资源也符合资源观“成功孕育更成功”（success breeds success）的定
律。其逻辑是，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一个平台积累更为广阔的用户基础，就可以传递
更多的价值。由于网络效应带来的积极反馈，平台资产基础的增加会进一步加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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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具有网络效应的用户资源本身也能帮助企业建立自我复制的资源位置障碍。
最新研究挑战了资源观将独特、稀缺的资源作为获得竞争优势来源的有价值资源的
观点。过去三十年的研究都认为一个稳固的战略应该依赖于对有价值的和稀缺资源的排
他性控制，并认为战略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不可替代的资源和不可模仿的能力（Barney，
1986），且竞争优势来源于独特、稀缺的资源。但显而易见，获得和保护这样的资源需
要相当的成本，毕竟，一个产业的大部分企业都想获得这样的资源。而事实上，关键资
源或战略性资源仍然是通过撬动普通资源（ordinary resources）来实现效用发挥的
（Fréry等，2015）。而平台型商业模式下，那些一度被认为是相对而言没什么价值
（useless）或者价值很小（trivial）的资源所产生的价值，反而可能超越部分独特的战
略资源所产生的价值。
五、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网络效应研究

针对多边市场（multisided markets）的网络经济学理论（network economics
theory）认为，安装用户基础成长以及互补产品的可得性是驱动平台价值和市场份额的
主要机制。这与网络理论视角中间接网络效应的假设一致。对网络效果的传统研究大多
聚焦于企业采用技术的决策（technology adoption decisions），因此，与主流的战略理论
相关性很小。而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因为其具有的弥漫性（pervasive），从而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意义，且具有重要的价值创造的特性（Eisenmann等，2011）。
（一）关注利用网络效应的研究
关注利用网络效应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连续性的行为步骤：快速变大（扩大用户基）
——锁定用户——破坏竞争对手采用同样方式的能力。其中，“快速变大战略（get-bigfast，GBF）”是通过快速并购战略以提高其平台的用户安装基础（即安装这个软件平
台的用户数量），常见的是使用定价战略（pricing strategy）（Hagiu，2006），不直接
收用户的钱。例如众所周知的社交平台快速成长大多采用这一策略。这种平台盈利模式
常常是针对希望通过接入平台来接触其潜在顾客的开发者和应用。这类研究大多分别检
视不同战略的作用，而忽视多个战略间的协同作用。因此，Armstrong和
Wright（2007）同时考察了平台竞争和使用排他性合同的共同效果，发现了多个战略对
网络效应更好的撬动作用。
锁定用户则是通过为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来实现。这类研究通常考察平台内
部企业相互之间的创新影响，例如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对于互补品的创新和多样性的影响
效果（Armstrong，2006；Boudreau，2010）。这些研究常关注核心企业外部创新对其
影响效果的数量级。进一步地，Adner和Kapoor（2010）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这些外部
创新者相对于目标企业的位置，区分了上游部件供应商和下游互补品提供商创新对目标
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其结果显示，更多上游部件创新挑战（上游部件技术发展会碰到
很多问题）会增强技术领导者的优势（benefit），而更多下游互补品创新挑战（互补品
创新碰到的问题）会腐蚀技术领导企业的优势。可见，纵向整合作为一个管理生态系统
相互依赖的战略在技术生命周期过程中都是有效的。破坏竞争对手采用同样方式的能力
则是使用排他性的合同作为一个战略来避免对手平台获得有价值的产品（Mantena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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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单一平台生态系统网络动态性的自增强效应的研究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网络效应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其中，直接网络效应是消费
者价值直接与其他消费者联系在一起。间接网络效应是消费者们期望。平台用户更多
（安装的人更多），平台就能提供更大数量的和更为多样化的互补产品和服务，平台越
流行，其可用的部件（components，如APP程序）就更广泛，也就会更加流行。Chen和
Xie（2007）将间接网络效应进一步区分为正循环效应（virtuous cycle）和跨市场网络效
应，前者强调在同一个平台中不断强化的效应，也就是单一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网络
自增强（self-reinforcing）效应，后者则强调了跨平台可能性。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网络自增强（self-reinforcing）效应与RBV中“成功孕育更
成功”的定律类似，研究中最为常见的是赢者通赢（winner-take-all，WTA）（Arthur，
1989），以及在位者优势（incumbency advantage）。WTA假设企业同时在几个平台型
商业生态系统中竞争会获得加强的网络效应。通过提供更大数量和独特的应用程序来增
加顾客基础，可能会促进平台的竞争位置，并帮助赢得市场。当一个平台累积了一定的
客户基础后，会吸引更多地应用程序厂商进驻平台，或者已经在平台的应用程序厂商投
入更多进行研发，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应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或用户体验，从而
吸引更多地顾客，进而形成在位者优势（Venkatraman和Lee，2004）。苹果的App
Store和Android程序市场都是这样。这一效应在技术平台也同样适用（Schilling，
2002），即有较大用户基础的技术平台可能吸引更多的互补应用程序开发商，并反过来
增加安装平台的用户基础。这些研究背后的逻辑都是来源于不同用户的兼容性，以及来
源于与其他顾客进行互动或交易，或利用相同的互补产品而产生的使用者收益
（Farrell和Klemperer，2007），并要求平台互补产品的繁荣作为前提或补充
（Clements和Ohashi，2005）。
但网络自增强效应被诟病的核心也正是对这种相互增强效应的过度强调
（Liebowitz和Margolis，1999）。批评者指出，这个假设抑制了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独
特定位，忽略了不同平台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和情境限制带来的风险。一方面，
WTA逻辑对不同平台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求平台进入具有最大消费者数量的空间而非
独特定位。但事实上，独特定位可能提升平台绩效，因为通过成功差异化，可以避免与
对手平台进行高成本的WTA式竞争，这样既可能且有效（Cennamo和Santalo，2013）。
另一方面，同时追求相同强度的多个旨在促进应用程序和内容平台生态系统成长的不同
市场战略，可能触发对应用程序提供商的冲突激励，摧毁绩效，进而降低一个平台系统
的竞争地位（Cennamo和Santalo，2013）。进一步地，网络自增强效应本身就受到社会
网络特征的调节（Lee等，2015）。
（三）关注跨市场网络效应的研究
跨市场网络效应是一种间接网络效应，其核心逻辑是客户基础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
资产，同时又是一种非独占性的资源，允许企业通过撬动对一个市场而言有价值的客户
基础来进入使用共享资源的另一个市场（Wernerfelt，1984）。跨市场网络效应的一个
典型研究就是面对相同或类似用户基础的新市场进入、竞争以及整合研究等。
这些研究关注进入顺序对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先进入者相对于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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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会有持续竞争优势。这样的例子包括eBay、YouTube以及中国的淘宝等。甚至认为
由于间接网络效应的存在，平台在市场的两个方面（消费者和应用程序）已经具有一定
优势时，就有可能吸引更多地消费者和更多地应用程序开发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就能获得整个市场，即便平台产品质量比他的竞争对手略差（Park，2004）。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后进入者有可能夺过先进入者手中的市场领导优势，如Google和
正在中国城市中崛起的Uber。他们是通过创新来实现市场领导地位的获取（Tellis等，
2009）。事实上，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赋予了平台核心企业全新的进入方式。如寻找新
的消费群体、撬动现有平台以及基于新兴需求的差异化等（Suarez和Kirtley，2012）。
特别地，Eisenmann等（2011）提出了平台包容（platform envelopment）的平台进入方
式，由包容者针对其已有用户基础，重新整合资源，在多平台束中进行竞争且获得战略
优势。比如微软、苹果、谷歌等大型平台巨头攻击一些小型、单一功能平台的现象。这
些新的平台进入方式使得大型平台企业很快地进入新的、具有类似客户基础的平台领
域，将间接网络效应的自增强效应的范围从单一市场进入存在重叠的多个市场。
Zhu和Iansiti（2012）通过引入了间接网络效应的市场动态性（market dynamics）作
为权变因素，调和了上述两种观点，并将传统产业情境影响进入决策的研究结论拓展到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情境。他们的研究指出，在平台市场中，已安装的客户基础是否
能传递持续的先进入优势，关键取决于市场条件，当间接网络效应的市场折扣因素
（discount factor）的强度显著时，即便在位企业有巨大的用户安装基础，其优势仍然无
法持续。这推翻了无条件放大的间接网络效应。
六、结论与展望

商业生态系统同时聚焦于存在竞合特征的交易网络各方参与者（Adner和Kapoor，2010），
将他们之间战略互动研究中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范围从双边伙伴情境和产业情境拓
展到生态系统层次。即便如此，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逻辑仍然是价值链逻辑。本文通过
对管理学中的平台以及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考察，明确指出平台逻辑本质是与传统价
值创造线性逻辑不同的三角形交易逻辑，其价值创造方式是基于中介技术的价值网络。
综述的结果发现，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竞争，对其内部竞合的
关注仍然是研究的主流，且政策和技术环境都对系统企业发挥作用。平台型商业生态系
统的资源观研究除了循着资源观的研究脉络进行深入之外，还为资源观的研究提供了更
有利于拓展理论发展的研究对象和土壤，并为夯实资源观研究基础假设的稳固性提供可
能。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网络效应主要来源于用户基础，这类研究分为对网络效应实
现步骤以及网络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关注。直接效应研究从赢者通赢的初始假设开
始，经历了对自增强效应过度强调的反思，并逐渐开始研究情境对这一效应的影响；间
接效应研究主要关注跨市场网络效应，分别从先入、后进的角度阐述竞争优势来源，最
新研究则明确了这两种方式获得竞争优势的情境。
基于综述结果可知，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研究可以着重关注以下方面：首先，从文
章对平台系统中企业层次竞争的分类矩阵中可以知道，对平台中小企业的研究十分值得
关注。一方面，现有对平台内部竞争的研究聚焦于对平台领导地位的获得，即便承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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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规模企业追求成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仍然忽视中小企业的力量。另一方面，现有绝
大多数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关注核心企业（Cusumano和Gawer，2002；Iansiti等，2004；
Gawer和Cusumano，2008；Adner和Kapoor，2010；Gawer和Phillips，2013；Kapoor和
Lee，2013）。考虑到核心企业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运作，离不开其他众多非核心企业即生态位企业的支持。而事
实上，对平台中小企业的关注，既符合理论发展，也符合我国实践。理论方面，平台系
统为创业企业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境，例如，关注同时处于不同平台的中小企业对于
推动组织理论发展大有裨益。实践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注中
小企业创业，结合“互联网+”的发展现实，互联网背景下的创新创业将受到关注，这
正是平台创业的一个来源。这类研究不仅丰富了该领域有限的经验研究，还有助于改善
现有文献对商业生态系统运作微观过程的有限理解（Brusoni和Prencipe，2013）。
其次，平台领导者对于平台创新的决策研究值得深入。现有平台研究似乎存在一个
前提假设，即企业创新，则很有可能会创造或进入一个新的平台，而不是在原来平台的
基础上进行。因为平台整体商业模式具有一定的惯性，无论是商业模式本身的创新，还
是因为技术更新而需要进行的商业模式更新。但这对于平台领导者而言，则需要一个权
衡。那么他们到底是采取进入新平台的方式还是对既有平台进行革新，是个有趣的研究
问题。进一步拓展这一问题，即关注平台领导者本身的创新决策是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再次，平台特定情境的研究值得拓展。一方面，对用户基础、平台型特殊市场的研
究。从现有研究来看，许多都是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而数据支撑的研究寥寥无几。因
此，学者们大多建议用仿真（Eisenmann等，2011）以及大样本（Zhu和Iansiti，
2012）的方式进行相关研究。可见，对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本身也具有一定
的挑战性。另一方面，从传统的研究视角入手对于整合现有不同理论领域的研究大有裨
益。例如，Robinson等（2007）从集聚的角度切入有助于资源观与网络理论的交叉。
总之，本文关注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现状，梳理了竞争视角、资源观和动态
能力视角以及网络效应视角下的相关研究。我们希望，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的回顾，能
促进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这一与战略管理理论和中国实践都息息相关的研究情境受到足
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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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dextrous Corporate Culture：A New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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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ontextual ambidexterity leads to a gradual shift of the focus
of organizations on deal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to individuals
level. By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f contextual ambidexterity，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more clear definition of connotation and antecedents of contextual ambidexterity.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contextual ambidexterity，i.e.，discipline，stretch，support and trust，it establishes a
perspective of ambidextrous culture research，elaborates the endogen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ambidextrous culture and context，and constructs a model about the outline and cultivation of
contextual ambidexterity. Finally，it points out the guidance significance of ambidextrous culture to
management theory & practice and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ambidextrous culture；contextual ambidexterity；code of conduct；ment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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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Frontier of Platform-based
Business Ecosystems：Perspectives and Themes
Gong Limin，Jiang Shis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focus of corporate value acquisition in academia has been extended from
bilateral partnership context to industrial context and then to business ecosystem context.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platform and platform-based business ecosystem，this paper sorts out
systematically the literature of platform-based business eco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etition，resource-based view & dynamic capability，and networks，and then provides several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platform-based business
ecosystems to theory & practice.

Key words: platform-based business ecosystem；resource-based view and dynamic
capability；network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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