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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external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The most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net economy and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is that the externality is no longer a special case, but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analysis of supply and demand. This paper
st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 describes its impact on the Internet economy, analyzes
various path-dependence in the “Port” of it, and points out that path-dependence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then the “Port Economy” argument is put forward, which describes the organization mode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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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外部性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外部性

不再是一个特例，而是必须纳入供求分析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其
对互联网经济的影响，分析互联网经济中各个“接口”中存在的路径依赖，并指出路径依赖是互联网
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提出“接口经济”的说法，来描绘互联网经济的组织模式。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组织模式；接口；路径依赖；网络外部性

1. 引言

与制度变迁[1]，本文的角度稍有不同，结合网络外部

路径依赖，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

性，从互联网的组织形态出发，去分析路径依赖在互

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某种制约因素(类似于物理学中

联网经济中有何新表现，以及如何影响互联网经济的

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

未来。

依赖，很难从此路径中走出去。
传统关于路径依赖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技术进步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本文分为 5 个章节，其中第一个章节为引言，对
文章起了一个总体性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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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对网络外部性的理论做出了梳理，为第三
章提出“接口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2.1.3. 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网络产品的新经济学特征


在传统经济学中，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消费

第三章介绍了“接口经济”的含义、基本属性及
其涉及的新市场特征。
第四章则针对“接口经济”中企业的竞争策略选
择进行了探讨。
第五章对全文作了总结，同时还指出了该课题的
研究展望。

2. 网络外部性理论基础
2.1. 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问题公认最早是由罗尔夫斯(J. Rohlfs)[2]
在 1974 年研究消费者消费电信服务时发现的。Rohlfs
发现，要安装电话的新用户更愿意选择原来用户多的
电话网络商，网络中用户越多，使用该网络用户的效
用就越高，这种消费者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构成了
“正的消费外部性”
，即“网络外部性”
。
2.1.1. 网络外部性的产生原因

网络外部性对需求曲线的影响

者对某一商品的需求会随着价格的降低而增加。然而
这仅仅是对静态的单期行为的描述，一旦我们加入理
性预期的因素，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就可以发挥出来。
网络外部性则强调了预期的作用，反映了预期数量对
价格的作用。这样，需求曲线依然向下倾斜，但在存
在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又将随着其预期销售数量的
增加而上升[4]。


网络外部性对边际收益的影响
在传统经济学中，边际收益是递减的。然而网络

外部性的存在，却往往意味着收益递增：企业生产、
销售出的产品越多，网络的价值就越大，因此增加的
最后一单位的产品带来的收益是增加的。收益递增规
律不仅慢慢地被经济学家所认可，而且它成为当今经
济学中最热门和最重要的观点之一[5]。


网络外部性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体现出网络外部性的网络产品具有高固定成本、

网络外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自身的系

低边际成本的特性，因此它天然地符合“生产更多产

统性和网络内部组成成分之间的互补性。首先，无论

品时固定成本被逐渐摊薄越来越小”的规模经济的定

网络如何向外延伸，新增多少网络节点，它们都将成

义[6]。

为网络的一部分，同原网络结成一体。因此整个网络

另一方面，网络外部性也被称为“基于需求方的

都将因为网络的扩大而受益，其次，在网络系统中，

规模经济”[7]，基于供应方规模经济的收益递增有企

网络内的任何两个节点之间都具有互补性，即使网络

业规模和管理边界等自然限制，最后将导致收益的递

中的一部分节点消失了，也不影响网络其他节点之间

减；而需求方规模经济在生产足够大的时候却不会分

的正常联系[3]。

散，因此收益递增以一种新的、更强烈的形式出现。

2.1.2. 影响网络外部性大小的因素

2.2. 网络外部性与网络产品

从网络系统本身的物理性质来看，影响网络外部

罗尔夫斯(J. Rohlfs)在对电信网络的研究中首次

性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网络的规模和网络内部物质

发现了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现象，并于 1974 年

的流动速度。

发表该领域的奠基性论文，指出“一个用户从通信服

网络规模越大，外部经济性就越明显，并且在网

务所获得的效用随着加入这一系统的人数而增加”。

络规模超过一定数值(称为临界容量)时，外部性就会

夏皮罗和瓦里安[8](C. Shapiro & H. Varian, 1998)指出：

急速增大。同时，网络外部性与网络内物质流的速

“不管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网络都具有一个基本的

度同样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流速越大，外部越经

经济特征：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

济。

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并明确指出这个基本的价

相比较而言，在对网络外部性大小的影响中，网

值定理即网络效应。

络的规模所起的作用更占有主要地位。而从经济的角

后来的学者针对网络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异同

度来看，影响网络外部性的大小的因素还有正反馈，

进行了探讨，虽然有不同的见解，但基本上都同意其

锁定等。

本质是描述“当一产品对一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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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可兼容产品的用户增加而增加时产生的效

“路径依赖”被阿瑟(Arthur)[12]用来描述技术变迁

应”，因此本文将网络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统称为网络

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阿瑟认为，新技术的

外部性。

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
[9]

卡茨和夏皮罗 (M. Katz & C. Shapiro, 1984)最先

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

区分了直接与间接的网络外部性，这种区分也是后来

规模效应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导致的

经济学者对网络外部性进行分类的主要依据。

学习效应和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

任何产品的价值都可以分为自有价值和协同价

应，致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人们也就相信它会

值，自有价值则是产品本身固有的价值，而协同价值

更流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相反，一种

则指由网络中同样使用此产品的其他消费者带来的

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为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迟到

价值。因此，从广义上说，协同价值占总价值高的产

一步，没有获得足够的跟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

[10]

品，称为网络产品

。传统市场所说的产品和网络产

品没有绝对的界限，其区别只是在于协同价值占产品
总价值的比重不同，后者更高。为了表述的方便性，
本论文中所称网络产品即指具有网络特性且表现出
网络效应的产品。

至“锁定”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

3. 互联网中的“接口”经济
了解了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之后，我们可以结合
互联网的特性进行讨论。

事实上，任何网络产品都会产生外部性，因为其

过去，互联网常常被比喻为一个认识世界的窗

价值取决于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

口，而我们绝大部分人使用的操作系统正是“视窗”

种外部影响，这正是外部性的定义。所以协同价值就

(Windows)[13]；而浏览器也被公认为互联网的入口。

是网络外部性的经济学本质。

然而，
“入口”的说法仅仅揭示了互联网的冰山一角。

2.3. 网络外部性与路径依赖

接口，是指两个不同系统(或子程序)交接并通过
它彼此作用的部分。所谓“接口经济”是指，互联网

网络外部性影响了厂商之间竞争的特性，形成

可以看作由不同的子系统以接口层的形式组合，层与

“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的正反馈机制，简单来

层之间由一套既定的标准规范连接在一起，最终形成

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自我反馈，在边际收益

一种多层次的结构，而以这种多层次结构构筑起来的

递增假设下，局部自增强，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其

互联网经济形态，就称为“接口经济”。

最终结果很有可能是“赢者通吃”
。
针对这样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
(D. North)[11]第一个提出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他
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有二：制度的收益递增和网络

3.1. 接口介绍
首先第 0 个层面为虚拟的数据中心，或称云端接
口，负责保存各种用户数据和使用数据；

外部性；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着显著的交易成本。诺思

第 1 个层面的接口是网络运营商提供的，可以简

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

单地理解为网络接口：在我国，互联网的接入绕不过

入某一路径(而无论路径的优劣)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提供的网络支持；

生依赖，这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

第 2 个层面的接口是互联网的接入设备，也称为

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

终端接口：PC、平板、智能手机、PDA、智能电视或

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

其他电子产品；

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企业发展因而进入

第 3 个层面的接口是互联网的接入系统，也称为

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

系统接口：主流的 PC 操作系统有 Windows/Unix/

就如厄运循环，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

Linux/Mac 等 ， 主 流 的 手 机 、 平 板 等 操 作 系 统 有

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

Windows Phone/Android/IOS/Symbian OS 等；

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第 4 个层面的接口是互联网的接入程序，也称为

73

新式路径依赖：接口经济

软件接口：包括我们常用的浏览器，以及其他的一些
直接访问互联网的软件(比如 QQ、电子邮件客户端
等)；

3.2.3. 垄断与竞争关系的变化
接口经济中，“垄断消除竞争”的现象将大大减
少。网络产品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成本特性

如果在第四个层面选择浏览器作为软件接口，有

决定了其天然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且其平均成

可能存在第 4.5 个层面的接口，可以称为途径接口：

本递减，边际成本趋向于零。但生产者不会随意限制

通过搜索引擎、或者是通过导航类网站、或者是直接

产量，提高价格。因为生产者一旦缩减产量，其产品

输入网址访问等；

的网络规模就会变小，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会降低。

互联网的第 5 个层面为应用接口，根据使用网络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由于网络产品的需求具有时

的目的选择具体的网络应用：如淘宝网、优酷网、人

效性和长尾性，使得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却依然保持

人网等。

着很强的技术创新动机。一方面，作为基本资源的信

3.2. 接口经济市场特征

息和知识，具有扩散性和共享性，使得生产者无法长
久地独占这些资源而形成垄断，其他企业很有可能在

接口经济的组织形式为接口相互连接，接口层当

很短的时间内就复制了企业的核心资源，又或者其他

中的节点形成各种网络。这样一种经济形式，有着较

企业能够比自身更快地做出反应提供服务，因此企业

为独特的市场结构特征。

必须不断保持创新和对市场迅速的反应；另一方面，

3.2.1. 市场结构呈寡头垄断特征
节点当中的企业，占有各自的市场份额。拥有较
先进技术或者最早进入市场的企业，由于网络外部性
的存在以及预期的作用，使得其在较快时间内占领较

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是自由无障碍的，长尾市场很可能
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别的企业占领。这使那些即使暂时
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不敢高枕无忧，而必须不断进
行技术创新，并形成垄断、竞争与技术创新三者的互
为激发、相互促进的态势。

大的市场份额并产生一定的锁定作用，占据着市场的
主导地位也不等同于不正当竞争，这是理性预期的结

3.2.4. 路径依赖与市场结构的动态演变

果；在进入门槛较低的接口层，自由的进出并不能保

我们使用互联网产品，就必定是每个接口层当中

证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它给了后入者进场的机会，

某一个产品的用户，当我们把每个接口层当中的自己

后入者有可能凭借差异化和技术改进打破了前者的

使用的产品用一条线连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条完整

垄断，也占有一部分市场份额，使市场处于一种技术

的“路径”(如图 1 所示)。

替代和持续创新的动态均衡当中，最终呈现出寡头垄
断的市场特征。

这条“路径”可以被称为我们的“产品使用路径”，
从第 1 层出发，一直延伸到后面的接口层。它的深刻
含义是：我们在选择使用互联网产品的时候，可能存

3.2.2. 垄断形式多样化

在某种最初使用选择的随机性，这样的随机选择在网

在接口经济中，垄断的形式也向多样化的方向发

络外部性的作用下，使我们锁定在了该网络中，而随

展。不同于传统的垄断，有实力的企业可以选择入股

着各个接口层的连接，我们最终将被锁定在一条“看

或兼并同一个接口层的其他企业，将两个本来不相容

得见”的接口路径中，高昂的转移成本最终形成了我

的网络合并，由于理性的预期，合并后的网络规模会

们对其的“依赖”。这便是接口经济中路径依赖的新

远大于原来的两者相加。

含义。

实力雄厚的企业还可以同时进入不同的接口层，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讨论的“产品使用路径”使

又或者以入股和兼并的手段达到同样目的，这样，企

用的是序数概念，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多个产品，但是

业就可以对不同接口层的自家产品实施捆绑。此种形

我们在对这些产品的使用选择上有各自不同的优先

式与传统的兼并上下游厂商的不同之处在于，网络外

级，不同的优先级也形成了不同的“产品使用路径”
。

部性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样不仅能够迅速增大网
络规模，还能够形成转移成本，打压竞争者[14]。
74

不难发现，越是低层的接口其进入门槛越高，因
此转移成本也越高，所以更加稳定；相对应的，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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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品的情况下，转移成本很低。但是，企业并不
是这样认为的。
出于对市场控制的目的，那些有能力的企业就能
要制定这个接口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接口标准。
接口的标准一般由市场的先入者提出，而先入者
也很容易因为制定了接口的标准而成为市场的主导
者，最终占领市场，这里再一次印证了路径依赖。而
在已经形成了市场规模之后，其他追随者的选择就是
与此标准兼容或者不兼容。
Figure 1. Ports of the Internet
图 1. 网络接口示意

层的接口进入门槛越低，竞争也越为激烈。所以，路

兼容类似于经济学中结盟的概念，但这种结盟是
不牢固的。企业愿意兼容，但不会愿意永远地兼容，
因为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兼容意味着其产品的替代品

径的底端较为稳定，路径的中上端常常处于变化之

有很多，很难和其他企业的产品拉开差距，让用户忠

中，这种路径的摇摆反映在市场结构上，就是市场份

诚于自己。兼容意味着产品能够迅速进入市场，能够

额的动态变化。

增强协同产品的外部性但降低了路径依赖的粘性(即

4. 接口经济中的竞争策略
4.1. 纵向接口之争——路径贯通
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有远见的企业都希望从
接口入手，去左右网络消费者的行为。因为一旦消费
者使用了自家的产品，就很有可能形成路径依赖，成
为企业的忠诚用户，企业才能够深度开发这群用户，
为企业带来不菲的收益。如果企业能够打通纵向接
口，这企业产品线就形成了一条价值链，这就相当于
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这条路径。
一些企业或网站开发软件客户端(在智能手机上
称为“应用”)，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路径贯通，因
为当用户使用客户端的时候，相当于直接将本在第 5
层的接口拉到了第 4 层的位置，不但绕过了第 4.5 层，
而且缩短了使用前的准备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各
种各样的手机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原因。
至于 IT 企业往上游或者下游拓展自己的接口，
需要衡量的就是拓展所耗费的各种成本之和与拓展
接口之后依靠路径依赖形成的收益之和两者之间孰
高孰低。

4.2. 横向接口之争——标准与兼容

转移成本)；选择不兼容会降低网络外部性但增强路径
依赖的粘性，这也意味着要在已形成的市场中开发出
另一个新的市场，难度相当大，而一旦成功，收益也
将非常丰厚。
究竟要选择兼容还是不兼容，简单而言，就是要
衡量兼容后的网络效应与竞争效应之间的大小，若是
网络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应该选择兼容；反之，若网
络效应小于竞争效应，应该选择不兼容。
一般而言，在市场尚未形成之前，很难去衡量这
两者之间的大小，这就对决策者的判断力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4.3. 竞争手段
4.3.1. 免费
由于网络产品平均成本递减、边际成本趋于零。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竞争条件下，价格最终将等
于边际成本，于是接口经济中有了免费定价的理论基
础[15]。
企业实施免费策略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推动
网络规模尽快达到临界规模，这其实是网络如何启动
的问题。免费策略形成了推动网络规模扩大的初始动
力，它能够迅速吸引消费者的加入。一旦达到了临界

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而言，都希望所有的接口标

规模，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网络外部性就能够起到

准都是统一的，所有的产品之间都是兼容的，那么在

正反馈的自我促进作用。在此之后企业就能够灵活地

使用它们的时候就能拥有极大的便利，因为有足够多

定价，企业可以继续推行免费策略使网络扩张速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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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快；转移成本的存在也使得企业有逐步从免费

它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方向。
目前而言，该方向的研究层次尚浅，还处于一个

模式过渡到收费模式的可能性。
4.3.2. 捆绑销售
接口经济中，企业的产品能否占领市场，要取决
于消费者对该产品的网络规模的预期。如果企业已经
有一个具有一定网络规模的产品，将新产品与旧产品
捆绑销售，将会给消费者一个关于新产品网络规模的

描述和定性分析的阶段，关于网络外部性条件下企业
横向兼容竞争策略和纵向贯通或兼并策略等，或是相
应的定量分析研究，都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题目。
本文仅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希望能为研究互联网产业
提供一个较为崭新的视角。

积极信号，此举能够让新产品分享原有网络，在短时
间获得市场的认知和认可。
如果是将相关性(包括互补性和替代性)很强的两
个或多个产品捆绑销售，能够产生交叉的网络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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