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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and for mobile devices and intelligent terminals has increased hugely in recent years,
which creates a great mobile market. In this background, Chinese companies need to know how to
build th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it is worth researching the case
of Apple Inc., which achieves great commercial success in this industry. Based on case study from
Apple Inc. and research on mobile industry ecosystem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two-sided market model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in mobile industry have to build, and also give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advices.

Keywords
Mobile Industry, Two-Sided Market, Open Supply Chain, Mobile Industry Ecosystem

移动产业双边市场的商业模式研究
—以苹果公司为例
李
1
2

娅1，陈

鹏2，林润辉1

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天津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北京

文章引用: 李娅, 陈鹏, 林润辉. 移动产业双边市场的商业模式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15, 4(4): 65-71.
http://dx.doi.org/10.12677/ecl.2015.44010

李娅 等

收稿日期：2015年10月29日；录用日期：2015年11月17日；发布日期：2015年11月20日

摘

要

移动终端市场增长迅速，可观的市场前景为全球移动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利润和发展的空间。国内企业如
何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建立创新的商业模式，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苹果公司所建立
的商业模式值得研究与学习。本文围绕商业模式的问题，基于对苹果公司案例分析，对移动产业生态圈
需要建立的“双边市场”商业模式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为中国移动产业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启示和
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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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移动产业在全球市场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和瞩目的业绩。根据 Gartner 2013 年一季度发布的
数据：仅 2012 年第四季度，全球手机销售量就达到了 4.72 亿部。苹果公司在这一轮产业大潮中依靠其
iPhone 与 iPad 系列等智能终端产品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由此，苹果公司在全球 500 强企业中排名升
至 55 位，在 2012 年市值突破 6000 亿美元，并取代了诺基亚与摩托罗拉成为移动终端行业的领导企业。
同时，移动产业却又是有着极高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技术发展快造就“赢家通吃”
的局面。在移动产业中，领导企业制定技术标准，而技术标准决定了其他企业的技术生态圈。不同的技
术标准聚集着各自相对独立的生态网络。由于资源的限制，企业往往只能选择加入一种标准下的生态网
络，投入资源展开设计研发与市场营销。如果企业选择的标准与生态圈没有成为市场主流力量，则意味
着企业将蒙受巨大的损失，甚至退出市场。目前，在移动产业领导厂商苹果公司在 2012 年就投入了 34
亿美元在研发领域，并宣布 2013 年在在研发领域投入超过 40 亿美元。移动产业的诱惑与风险同在，只
有把握其中蕴藏的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让企业尽可能的避免风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
中国移动产业方兴未艾，正逐渐聚集着一大批优秀企业寻求发展机遇。本文通过对移动产业标杆企
业苹果公司的研究，我们发现：苹果公司正是由于地建立了双边市场的商业模式，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
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基于对双边市场商业模式特征及其理论意义的总结，本文为中国移动产业如何建立
“双边市场”商业模式提供系统性建议。

2. 国内移动产业商业模式的现状与问题
移动产业的巨大市场前景与利润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一线企业。华为、中兴、联想等国内一线企业相
继在 2010 年先后进入了移动终端研发与生产领域。作为传统网络服务设备公司的华为 2012 年移动部门
实现营业收入 75 亿美元，占到全年 350 美元营业收入的 21.4% [1]。同时，还有一批国内企业进入苹果
公司供应链，成为移动终端领域的供应商——如安洁科技，比亚迪等[2]。
目前，国内 IT 产业商业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与电商领域，如阿里巴巴、猪八戒网等
等，都有非常好的聚合或众包实践。然而，在移动产业领域并没有很好商业模式应用。联想、华为、中
兴等国产智能手机在这几年迅速崛起，使智能机迈入“千元时代”；他们在商业模式上也有所创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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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天猫的 C2B 模式成功地嫁接了互联网电商的成功路径。小米手机更以出色的营销策略、以及没有一
平米厂房的特色横空出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在传统眼光中，小米手机缺乏用户粘性，更没有
核心资源与核心技术。但他出色地聚合了供应商，通过兼容性迅速扩大用户群，并与消费者建立了有效
的需求与反馈渠道。这样的商业策略弥补了技术与资源上的不足，取得了商业成功。
然而，更多的国内移动厂商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商业模式、以及移动生态圈中自己的位置。包括华为、
小米也有很大的可提升空间。企业的需求就是学界的动力，让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着手，研究行业
成功者的成功之道。

3. “双边市场”商业模式与苹果
3.1. 双边市场商业模式的提出
双边市场模型由斯坦福大学的谢德荪教授在其著作《源创新》[3]中提出的。文中指出双边市场模型
是相对价值链模型提出的概念。双边市场是源创新的基础，而信息组织和传播技术的水平决定了这一模
式能够让企业达到的规模。在此模型中，企业传统意义上的供应商被放在企业左侧，企业的右侧则是传
统意义上企业的客户。企业在充分了解这双边市场成员需求的基础上，把这种对需求的透彻理解转化为
商业价值。即一面整合市场左侧的成员(传统供应商)满足右面成员(传统客户)的需求，另一面整合市场右
侧成员满足左侧成员的需求，所以其称为双边市场模型。以 APP Store 为例的双边市场模型见图 1。
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下，企业的最大作用是通过对商业知识的创新理解来发掘，分析与预测右侧市场，
即传统意义上的客户的需求；然后通过整合左侧市场，即传统意义上的供应商资源来满足左侧成员的需
求[3]。
伴随知识经济时代而来的社会扁平化与要素市场的透明化，企业能够从传统价值链中获得的价值越
来越少，而通过双边市场模型对透明要素市场的适应与对平台左右市场成员的激励，所有成员都能够从
中获得更大的价值。
双边市场除了能更好的适应信息时代带来的商业变化，其自身的开放与封闭特征更值得创新与移动
行业的研究者关注。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移动行业自身的行业特点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需要其商业
模式同时具备开放与封闭的特征。

3.2. 双边市场的特征之一：开放供应链
开放性是双边市场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双边市场商业模式要求对左右两侧都有很强的兼容性与开放

Figure 1. Bilateral market model of APP store
图 1. 以 APP Store 为例的双边市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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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台的兼容性与开放性不仅能够使平台在初期迅速扩大市场规模、产生聚合效应，更重要的是这种
开放性使平台能够更好地在技术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移动行业中生存下来。
研究表明，创新产业如果不采用开放供应链将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东京大学经济系 SHINTAKU
的研究[4]，分析了近 10 年来日本在 IT 行业中竞争力落后于韩国的原因之一是其封闭的供应商体系。从
历史上看，日本企业凭借封闭供应商模式在汽车行业迅速赶上了欧美，但同样也由于无法适应创新产业
快速发展的要求而丧失了其在电子市场上的领先地位。这是由于在封闭模式下供应商之间高度集成，无
法适应移动产业的技术复杂、供应商数量众多的要求。例如，夏普、东芝、索尼等日本 IT 企业在创新及
应对市场变化能力严重受限于其国内供应商的小圈子。相对而言，三星更好的整合了遍及东亚的供应商
资源，而苹果的供应商更是遍及全球。
在开放供应链中，供应商的范围与准入是开放的。企业不再只从一个关系紧密的本地供应商中挑选
供应商与合作伙伴，而是每次基于特定项目需求在全球相关企业中挑选最合适的合作者。这一特征对于
创新产业非常重要。以移动产业为例，由于移动产业技术发展非常迅速，供应链的任意一环都必须跟上。
移动厂商不可能因某一供应商的短板而延误研发周期与产品上市。HTC 就曾因为一家摄像头的供应商研
发进度缓慢而数度推迟产品发布时间，因此，错过最佳产品上市时机而蒙受了巨大的商业损失。
通过分析苹果公司的公开资料[2]，其供应商名单覆盖 14 大类 156 家来自不同国家，即使同一部件也
有三到四家供应商。比如，iPhone 的处理器即包括 AMD、英特尔、三星、NMDIA 等四家供应商；而基
带芯片部分则至少有博通、英飞凌(无线部门已被英特尔收购)、美满、高通等六家供应商[2]。
双边市场中供应链的开放性既保证了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分散了领导企业的风险：在合作伙伴的选
择上可以随市场时机进行选择，以保障企业的战略利益。例如，当英飞凌的无线部门与英特尔合并时，
苹果公司就选择某阶段产品的基带芯片与高通合作，以避免强势供应商的出现。
通过图 2 和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获得结论：利用双边市场的开放性，企业能够在移动行业取得技术
创新的速度优势并能够保障企业的长期战略利益。

Figure 2. Supplier value distribute chart
图 2. 典型移动企业供应商按行业划分价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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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双边市场的特征之二：封闭的技术标准
在双边市场商业模式中，开放的供应链虽然保证了平台的整体创新效率与多样性，却给系统集成与
平台质量保证带来了非常巨大的风险，移动企业在集成领域有着大量失败的案例作为教训。开放与兼容
的平台系统需要强大的技术与信息安全作为支撑。这就要求企业掌握平台的核心技术。在掌握平台核心
技术的基础上制定平台的标准体系，进而封闭标准保证开放平台的集成质量。移动平台的核心技术来自
软件与硬件两个方面：
软件方面，平台最重要最核心的软件系统是 OS (操作系统)。企业掌握操作系统的核心技术并建立封
闭的技术标准有利于整合系统上层的 APP 供应商，使平台形成统一的交互界面与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粘性。
苹果的 iOS 系统由其自主研发，并支持大量的智能应用，创造了“果粉”这一封闭市场的追随者。无论
iOS、Android、还是微软所坚持的 WP 系统事实上都是封闭的技术体系。企业只有通过掌握核心技术，
进而实施封闭的技术标准才能达到对平台集成质量的严格控制。
硬件方面，平台最核心的硬件是芯片系统，包括 AP 应用芯片与 BP 基带芯片，移动芯片的技术门槛
决定了这是普通厂商难以进入的领域。但企业仍然能够通过投资、结盟等战略手段进行行业渗透并控制
核心技术标准。通过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以帮助企业在硬件技术上实现了绝对控制，也有助于其挤出
移动领域的其他潜在对手，形成封闭市场。比如苹果公司并非芯片制造商，其产品 iphone 4、iPad 的 A4
芯片、iPad 2 的 A5 芯片都是基于 ARM 架构设计开发[5]，在其系列产品上选择高通的无线通信芯片。这
种选择的背后是苹果在 ARM 公司曾拥有大量股份(43%)，并与 ARM 公司保持了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
同时苹果与高通建立了战略联盟合作关系。

3.4. 双边市场模式小结：融合了开放与封闭的生态系统
双边市场的本质是搭建一个完善的企业间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的生命力来自系统的开放与兼容
性，即能否在平台两侧成功吸引供应商与客户的加入，在此基础上使双方获利平台得到成长。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来自系统自身有效的组织与管理系统，在高科技行业，不掌握核心技术标准就无法对
系统实施有效的管理；这也是为什么移动行业的双边市场需要封闭的技术标准。
双边市场的开放与封闭都是为支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互为补充矛锐盾坚。在环境激烈变化的移
动行业中，无论其是否身处平台核心，企业对双边市场及其所融合开放与封闭特征的深刻理解能够帮助
企业理解其所处的商业环境，更好的获得商业机会。

4. 苹果的经验总结
通过前文对双边市场理论与苹果案例的详细分析，我们认为，苹果在移动产业的成功源于它所搭建
的“双边市场”商业模式，并在其商业模式中很好的应用了双边市场的开放与封闭的特征，实现了“开
放供应链”与“封闭技术标准”的融合。
图 3 是作者对苹果公司双边市场商业模式的总结：
在这个商业模式中，苹果公司有效地组织了供应商(左)与客户(右)，为左右两侧搭建了平台。左侧为
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同时苹果将他们划分为核心成员和非核心成员两类，为苹果提供软硬件部件及服务。
苹果公司对核心成员进行投资或结盟，核心成员遵照苹果公司预设的设计标准进行设计、研发，藉此，
苹果公司实现了对核心成员的“封闭技术标准”的管理。对于同样处于左侧的非核心成员，苹果则执行
“开放供应链”的组织形式，灵活地配置供应商数量和部件生产。在平台右侧，客户购买苹果手机、并
对手机应用的持续消费，平台通过与客户的互动了解最新需求，并进一步组织左侧供应商的生产，从而
推动苹果所构建平台的利润最大化。在充分分析与理解了苹果运用双边市场理论取得市场成功之后，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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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pple APP store bilateral market
图 3. 苹果 APP Store 移动行业双边市场

我们将目光聚焦回行业本身。

5. 中国移动产业的启示与建议
5.1. 重视双边市场商业模式，搭建平台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扁平化、要素市场的透明化为双边市场商业模型提供了商业环境。在国内企业
的研发能力上不占优势、普遍缺乏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通过资源投入构建互利的双边市场平台，吸引更
多的成员加入生态圈，提供服务获利是一条可行的商业成功之路。Timo 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在高
科技行业，市场营销创造的价值也多于技术创新创造的价值[6]。所以，在现有能力与资源投入有限的自
身情况下，选择合理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国内移动产业自身优势的最大化。
为了构建双边市场，企业需要“先利人后利己”来搭建平台[6]。首先，企业投入自身资源搭建平台，
引导左右两侧的其他成员投入资源，进而吸引更多的成员进入平台获益。之后通过双边市场的正向效应
使自身获益。平台构建之初，企业提供基于优质的核心业务的服务，而非简单的收取其核心业务的服务
费盈利。试想，如果雅虎、谷歌、百度等起初仅通过收取搜索服务费盈利，而淘宝一开始就对店家进行
入驻收费，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做到今天的规模。在这个阶段，企业与其他成员都获得了网络的正向效应。
互惠的网络是企业获得持续健康成长的内在动力。
互惠网络的持续健康成长的前提是需要平台尊重各方利益，尤其要尊重并鼓励创新。创新是网络拓
展的积极力量，在网络的利益分配上要更多地鼓励创新成员。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的移动运营商事实
上已经成功的构建了双边市场的商业模式。当微信等 OTT 创新服务的出现影响原有网络的利益格局时，
相对收费而言，运营商选择的对其左侧市场的创新技术与创新公司投资与入股，将是鼓励网络创新的更
好方案。这样运营商既能获取利益也放大了网络的正向效应。同样，苹果公司对科技创新企业进行了大
量的培育与投资；其投资对象包括其供应链上游的核心芯片构架供应商如 ARM、与芯片研发公司 PA Semi
等等。而英特尔公司也成立了英特尔投资公司，专注于投资与收购其网络内的创新技术的成员；这样既
获取了技术，也促进了网络拓展。

5.2. 认清双边市场特征，进入中间件领域
如前所述，中国企业要想进入苹果已经建立的双边市场，必须认清封闭的技术标准以及开放的供应
链的特征。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国内企业还无法一蹴而就的进入移动行业中尚属“封闭”的高附加值的
元器件研发与生产领域。除极少数实力与资金雄厚的公司外，中国企业现阶段普遍缺乏诸如基带芯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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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分立器件的研发与制造能力。
而在供应链开放性方面，中国企业积累了长期经验。从参与山寨机系统的设计与制造开始，国内企
业就在显示器件、电源等移动终端中间件领域就展示出了相当强的研发与制造能力[7]。移动产业供应链
的开放，是国内企业从包装代工到中间件研发制造环节，从而提高供应链地位的良好契机。这也是国内
企业在创新能力培养方面与现有创新能力阶段下最为现实的战略选择。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抓住国外一
线企业向国内开放供应链的机遇，国内企业将大有可为。

5.3. 移动产业创新所需要的外部环境
移动产业成长离不开能够促进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认为基于移动产业中的典型案例，金融体
系创新和网络内成员的多样化是推动移动产业“双边市场”商业模式成长的两项关键因素。
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持风险投资与创新。一方面，健康的金融体系能够透过金融市场的机制选
择出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与技术，促进产业与网络的发展，也使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获得公正的估值。
另一方面，健康的金融体系也能够保障企业的经营自由与个人的发展自由，利于创造社会的创新环境。
硅谷的成功源于其创新网络，也源于其背后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
而网络内成员的多样化能够实现创新的聚合效应。以成都为例，成都高新区能够吸引大量国际一线
高科技企业进入，是因为本地供应商能为成员企业提供完整的行业支持服务，涵盖设计研发、制造代工、
人员招聘、厂房与设备租赁的各个环节。本地完整与丰富的产业体系也为网络内成员企业压缩了物流成
本，也吸引更多同业优秀企业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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