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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标准的市场路径与中国企业的战略联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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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产业技术标准的形成是技术路径和市场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路径体现为技术先进性及其与现有主流技

术的兼容性，市场路径则包含技术的使用厂商扩散以及技术的消费者扩散两个方面。企业在技术标准战略选择过程

中，应该主要考虑技术联盟或市场联盟模式。技术联盟强调了技术共享，而市场联盟则强调了技术领先者的技术授

权或许可。企业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联盟模式，则应根据其所处产业结构特点、企业自身与联盟企业的技术条件及规

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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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引言

早期有关技术标准的研究认为，产业技术标准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和兼容性。

比如Reddy & Cort（1989）研究了技术标准的形成过程，强调了技术兼容性对技术标准形成的重要

性[1]。Carmen & Pierre（1996）认为技术兼容性具有双重作用，即一方面促进了技术进步，另一方

面又增加了进入壁垒，使得转向新技术的协调变得更为困难 [2]。Antonelli等（1994）也从技术创新

层面，认为技术标准对于交易成本、专业化、劳动分工以及技术的引进和扩散率都会产生长期重要

的影响，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3]。随着技术先进性和兼容性等因素在技术标准形成中的

作用逐渐被认识，如何使企业拥有的技术成为技术标准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比如Choi等(1999)研
究指出，大多数跨国公司通过组建合资企业提高发展中国家对于技术兼容的兴趣，促进技术标准的

普及，从而赢得技术标准竞争的优势 [4]。

随着技术标准形成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标准作用的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技术先进

性与兼容性本身已不构成产业技术标准形成的充分条件。相关研究也开始关注标准形成过程中的其

他决定因素，如产品市场需求、政府作用、互补品、技术开放程度等。比如Arthur（1992，1996）

的研究认为，市场对某种技术的选择具有偶然性，即可能由于某个“小事件”锁定在某种技术上。

而这种选择过程具有刚性，锁定一旦发生，主流技术就继续被选用。这是由于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

常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学习效应、流行预期等先占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相反，某

些与之相比更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困境，即技术具有市

场选择的路径依赖特征 [5][6]。在通信产业技术标准决定问题研究中，J.L.Funk等(2001)发现，技术标

准可以减少供应商和用户的不确定性，节约交易成本，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产品的客户需求以及

标准的数量和开放程度，从而影响标准的形成 [7]。在另一篇文献中，J.L. Funk(2003)研究认为企业

通过与零部件供应商的合作以及互补性资产的供给，可以获取长期的技术标准先行者优势 [8]。除了

产品市场需求等因素外，技术市场也是企业标准竞争的关键。比如Hemphill（2005）的研究发现，

存在投机倾向的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专利陷阱战略，即将企业专利嵌入技术标准中，一旦标准被采

纳并广泛使用，专利持有者就可获得排他性的权利占有市场份额，或者通过向竞争对手收取专利许

可费而从中牟利[9]。

综上所述，技术标准形成不仅与技术兼容性等纯粹技术因素有关，还与诸如市场选择等非技术

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从目前来看，后者对技术标准的形成往往更为重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产

业技术标准的形成路径问题研究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文献，大多倾向于用现实案例进行分析，

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又缺乏企业在技术标准竞争中的现实策略选择。为此，本文提出了产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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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形成的技术和市场路径理论，并且指出在现实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技术标准战略实施中，应

该基于所处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根据不同的战略联盟合作伙伴规模及实力，选择相应的技术或市

场联盟模式。

2222 产业技术标准的技术及市场选择路径理论

产业技术标准最初衍生于市场需求作用下的系列技术，这些技术被进一步普及形成若干试行技

术标准，而后由标准化机构或产业协会组织等对这些试行标准进行协调，形成技术标准的最后认定。

当标准制订完成后，随着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变化，又面临着新标准的修订或重新制订。从上述生成

过程来看，产业技术标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产品为载体，以技术为支撑，通过市场获得价

值实现。

技术标准的一般生成路径主要包括技术和市场选择两个维度。前者体现为技术的先进性和与现

有主流技术兼容性，后者则包含技术的使用厂商扩散以及技术的消费者扩散两个方面。技术本身的

先进性以及与现有主流技术的兼容性最终决定于企业自身的研发实力；而技术的使用厂商扩散以及

技术的消费者扩散则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技术市场中使用该种技术的厂商数量及规模越大，技术的

扩散程度越大。技术的消费者扩散则反映了用户对基于此类技术所创造产品的最终需求，需求越大，

表明该技术成果转化的影响力越大。大多数企业都想凭借掌控的先进技术而成为某类技术标准的主

导者。然而以目前的形势看，产业技术标准形成的技术路径并不是保证技术标准形成的充分条件，

如何在技术市场中提高自身技术的普及程度，以及拥有数量众多的客户群，即产业技术标准的市场

选择路径往往更有价值。

在技术标准的市场选择实践中，首先，企业要在产业内的厂商间争夺技术市场份额，即尽可能

多地让产业内其他企业使用自己的新技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企业甚至采用很少或干脆不收取技

术转让费的手段，而甘愿暂时独自承担研发成本。而一旦成为事实技术标准，该项技术的普及就成

为企业一项有价值的资产，企业必将在长期技术竞争战略中获益。其次，企业要充分利用“网络效

应”作用，尽快达到具有优势数量的用户规模。“网络效应”也就是网络外部性，简单地理解就是一

种新产品或服务，使用的人越多，每个人从中获益越大，典型如电话和电子邮件 [10]。“网络效应”本

身对于企业占有技术市场也具有积极正反馈效应，即消费需求越大，厂商越倾向于提供该种技术产

品。存在强大网络效应的产业，如互联网、消费电子产业等，随着厂商兼容性标准竞争的抢先锁定，

技术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消费者逐渐增加，最终会促使大量事实技术标准形成。某些国际标准化

组织，如国际通讯联盟（ITU）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订的标准，往往只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标

准的翻版，甚至干脆不制订标准，如ICE的无限局域网标准不过是将英特尔公司制订的标准简单上升

为国际标准。

按照产业技术标准的市场选择路径，企业若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超越竞争对手，形成事实上

的技术标准，必须采取有效手段同时去影响技术市场和产品市场。而且从长期来看，只有通过市场

选择路径形成的，具有广泛市场基础的标准才会最终被市场所采纳。例如，围绕在信息、通讯行业

中的中美WAPI(无限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标准之争，最终以我国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实施而

告一段落。这一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之所以遇到困难，一方面与技术因素有

关（如Lee等研究认为中国WAPI标准失败原因在于技术开放程度不足，没有对国际社会公布其安全

算法[11]），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中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 [12]。然而，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

WAPI标准制定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缺乏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没有形成广泛的市场基础，因此缺乏标

准推行的根本动力。

3333 产业技术标准市场选择路径的案例分析

技术标准形成的市场选择路径是通过技术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交互作用实现的。这种交互作用本

身也容易形成正反馈的回路，即使用技术生产的厂商越多，消费者数量越多，反过来又鼓励了厂商

的进一步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影响技术市场还是控制产品市场，技术领先企业依靠单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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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很难达成目标，而采取各种形式与其他企业达成战略联盟，则不仅能够加快自身主导技术在技

术市场的普及，而且能够锁定更多的消费需求，更容易促成其所主导的技术成为产业事实技术标准，

从而在技术标准竞争中获胜。

在企业技术创新战略选择过程中，产业内技术领先企业总是通过技术授权使用等方式普及自身

主导技术，从而影响技术市场。索尼和松下之间关于磁带播放机的标准争夺战就是一个通过市场选

择路径形成产业事实技术标准的经典案例。

索尼先向播放机市场上投放其Betamax技术，之后松下投放了它的VHS技术。索尼希望由自己

来生产所有的播放机，因此没有授权他人使用Betamax技术。而松下公司则采取了广泛的战略联盟，

允许任何一家消费电子企业在获得授权后生产VHS制式的播放机。结果市场上的VHS播放机的数量

大大超过了Betamax制式的播放机。随着VHS播放机销售数量的上升，电影公司制作了更多的VHS
制式的租赁录像带，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对VHS制式播放机的需求，最终使得索尼公司的

Betamax制式播放机和录像带不得不退出市场，而松下的VHS技术成为磁带播放机技术事实上的标

准[13]。可以看出，具有先发优势的索尼公司却失去了技术标准制订中的主动权，而松下公司通过授

权的形式和其他企业结成战略联盟，从而形成互补品正反馈回路，显然是其赢得标准大战的重要因

素。

通常情况下，技术领先企业除了授权同类厂商使用该技术，促进技术的扩散之外，还应该充分

利用技术产品“网络效应”的正反馈机制来影响消费者选择，从而控制产品市场。这是由于技术标

准之争与一般的技术竞争不同。一般技术竞争往往是拥有技术优势者取得最终的胜利，而技术标准

之争的结果往往并不是那些功能最强、效率最高的技术或产品成为市场标准，而是那些拥有众多厂

商和用户使用的技术和产品。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Devok键盘性能优于QWERTY键盘[14]，但由于

众多用户已经熟悉QWERTY设计，不愿意支付转换成本，因此，目前除法国外， QWERTY键盘已

经成为打字机和计算机键盘设计的事实标准。由此可见，要想在技术标准竞争中获胜，企业应当尽

快为自己的标准建立庞大的客户群体，先发制人，使得消费者不愿意承担使用其他企业产品的转换

成本，从而锁定客户群，最终将市场锁定在自己的技术上。

4444 基于技术标准形成的中国企业战略联盟模式选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标准和竞争规则的制定有趋于集中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首先，掌控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通过专利战略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维护自身的技术垄断优

势，其次，这些公司又通过市场选择路径来促进技术标准的形成，其所属国家也借此设置国际市场

竞争的无形壁垒，这样，少数主导技术标准的企业就可以从中坐享其创设标准的好处。

根据产业技术标准形成的技术和市场选择两个维度，企业在实施技术标准战略过程中，应该主

要选择技术联盟或市场联盟模式。这里技术联盟强调了技术共享。具体是指企业集中技术力量突破

某些技术壁垒，在此期间共同承担研发成本，共享研发成果，其目的是提高标准制定过程中的话语

权。市场联盟则强调了技术领先者的技术授权或许可，借此促进该技术的使用厂商扩散和消费者扩

散，从而锁定客户群体，进而成为产业事实技术标准。但是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联盟模式，则应根据

所处产业结构特点、企业自身与联盟伙伴的技术条件及规模而定。

一般来说，如果联盟企业之间规模及技术实力相当，则应倾向于采取技术联盟的方式。这样，

合作企业相对条件比较均衡，采取合作研发方式可以避免重复投入，同时可以实现技术互补，优势

共享。

以彩电业为例，美国于2007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强制数字电视标准，中国每台出口至美国的彩

电被征收15至30美元的专利费。这意味着我国彩电出口美国将毫无利润可言，并可能因此退出美国

市场。欧盟、日本等市场也酝酿对我国数字电视大规模征收专利费用。专利收费的基础是技术标准，

而我国彩电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核心技术、缺失知识产权，已成为制约国内彩电出口的严重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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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背景下，中国单个企业已没有能力抵制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布局。2007年7月，由TCL、长

虹、康佳、创维、海信、厦华、海尔、上广电、熊猫、西湖、新科、万利达、夏新等13家中国彩电

骨干企业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数字电视“专利池”，并为此合资成立专业公司。然而，如果一项

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局限在一个公司内部，不存在联盟协议稳定性问题，但要把自己的研发成果与多

家公司共享，就需要有一套清晰、有效的机制作保障。从短期利益看，这些企业本身就是竞争对手，

但从长远角度看，组建战略联盟最终会使大多数企业受益。否则就会由于集体非理性陷入研发投入

不足的困境，最终使得专利池形同虚设。除彩电业之外，中国的DVD、机顶盒、手机等电子产业由

于缺乏共享的核心专利技术产权等，导致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向其他技术标准掌控者支付专利费，这

使得这些企业始终是技术标准的执行者，很难改变“代工者”的身份。

市场联盟模式更多强调了技术垄断者扩散其技术，如果联盟企业规模及技术实力相差比较悬殊，

这种扩散更容易进行。比如，某个企业已经掌握了相对先进的核心技术，即在该产业中出现了“龙

头”企业，该核心技术的所有者对其他企业进行技术授权及许可，共同生产基于该技术的产品。如

复印机市场上佳能公司成功对抗施乐公司，就是采用了市场联盟的方式，导致施乐公司不是在和佳

能一家公司，而是同时在和十几家日本公司争夺市场。最终结果是基于佳能公司技术的复印机技术

成为新一代的技术标准 [15]。而技术标准的这种市场战略联盟模式选择对于目前中国通信行业的“3G”

技术标准战略极具启发。

通信行业目前存在着“3G”标准之争。其中ITU规定的三大主流标准之一的TD-SCDMA标准是

由大唐集团和西门子公司共同主导开发的。2006年1月，3G标准TD-SCDMA率先成为我国通信行业

标准。而到了2007年5月，另外两大国际标准WCDMA和CDMA2000也获得了“中国通行证”，标志

着3G三大标准都成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 [16]。大唐应该抓住这个掌控核心技术的契机，对中国电信设

备制造商华为、中兴等进行广泛的技术授权与许可，从而在“3G”标准之争中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

中国企业在技术标准创新战略选择过程中，无论将要采取哪种战略联盟方式，都要考察产业结

构、市场结构以及拟联盟企业的市场地位等因素，在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基础上，设计和选择风险

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组建适合的技术或市场战略联盟，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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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y technical standards is the result of co-effect of technical and market path. The

technical path shows as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its compatibility with existing mainstream technology,

and the market path includes two sides as the proliferation of technology among manufacturers and consumers.

During the selection process of technology standards strategy, the enterprises should primarily consider

technology alliances and market alliances. Technology alliances strengthen share-in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alliances stress on the license to other enterprises by enterpris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On choosing the

alliance mode,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decid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enterprise and its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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