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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标准竞争已经成为领先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新途径，
而且成为一种根本性的竞争战略。从战略角度研究了

标准竞争，
并探讨了企业在竞争过程中采取的不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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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在市场竞争发展的历程中，企业之间的
竞争已经逐步由产品、服务和品牌上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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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传统 ＤＶＤ 的代工企业纷纷倒闭。不仅

业标准的形成和转化相关的组织活动方式。

如此，因在标准上受制于人的现象在 ＭＰ３、

标准竞争战略并不是非常关注在现有的标

高清晰电视、数码相机等电子行业中正在一

准体系下如何赢得竞争优势，而是如何影响

次又一次出现。

行业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一种战略上的

发展到标准的竞争。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才逐渐认

有利地位。标准竞争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如

家，各种社会利益团体（主要是企业或者企

识到标准竞争的重要性，并开始在国内和国

何将自己的技术建立成为行业标准或者成

业联盟）
一直积极参与到标准竞争之中［１］。在

际领域参与到标准竞争中去。但是与西方企

为行业标准的一部分，从而以标准拥有者的

近代竞争史上，标准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业参与标准竞争的成熟技巧和运作能力相

身份获取高额的利润以及长远的竞争优势。

从铁路标准、电力传输标准，到微机架构、微

比，中国企业这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除了

机操作系统等领域都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标

在中文编码、ＥＶＤ 和第三代移动通信等领域

企业战略的主要特点，例如全局性、长远性、

准竞争。参与标准竞争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

略有成就以外，在多数领域的标准竞争中鲜

动态性等特点。但是标准竞争战略与一般的

一个新特征，也是企业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

有作为。

一个重要途径。国外众多领先企业已将标准

标准竞争战略作为一种战略，具备一般

企业战略或者竞争战略相比，也有不同之

标准竞争虽然不是单纯的市场竞争，而

处。

竞争作为一种基本的竞争战略 ［２］，并通过标

是综合了技术、市场、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复

首先，战略的具体目标和重点不同。对

准竞争建立其它方式难以获取的核心竞争

杂竞争过程，竞争的复杂性决定了参与竞争

于企业战略或者竞争战略而言，具体目标在

力。

的企业或者企业联盟必须从战略角度来考

于通过资源配置而开展竞争，竞争是在一定

近些年，中国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

虑这一问题，这也是诸多领先企业将其作为

外部环境
（主要是制度环境）
之内的行为。而

基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标准成为一种制

根本性竞争战略的原因所在 。本文试图从

标准竞争战略的目标却在于如何影响外部

约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据计

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标准竞争，探索企业在竞

—行业标准，通过影
制度环境的典型代表——

算，我国约有 ６０％的出口企业遭遇过国外技

争过程中采取的不同战略，并分析这一研究

响甚至控制行业标准而建立领先的竞争优

术壁垒，每年由此造成直接和潜在的出口经

的启示与意义。

势。由于目标不同，
战略重点也不相同，企业

济损失约 ５００ 亿美元

。在具有代表性的

［４］

［３］

ＤＶＤ 行业，由于技术标准主要由国外企业所

１

标准竞争战略的内涵

掌握，中国企业每年必须为此付出多达 ３０

所谓标准竞争战略指的是企业为了能

亿元人民币的专利费。在巨额专利费的压榨

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对影响行业标准的行为

下，国内企业已普遍停止传统 ＤＶＤ 的出口，

和策略进行的长远和全局性的规划，是与行

战略（竞争战略）的重点在于调整企业行为，
不断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环境。而标准竞争战
略的重点在于采取各种行为去改变外部环
境中的行业标准。
其次，战略涉及的领域也不同。竞争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０８－ 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０５ＢＪＹ０７７）
作者简价：张泳（１９７５－ ），
男，湖北人，
博士，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市场学系讲师，
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
电子商务、营销管理；郭炜（１９７４－ ）
，男，湖北人，
博士，
华中科
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４９

科技管理创新

略主要涉及企业内部，即如何在企业内部合

的方式，即标准产权的开放性使用和限制使

额上存在很大问题。ＩＢＭ 虽然是微机架构标

理调配资源、实现战略目标。而标准的竞争

用。标准的开放性使用指的是标准持有者开

准的拥有者，但是却一直未能在微机市场上

更具系统性，不仅仅涉及到企业内部，而且

放或大部分开放其标准，放弃专利使用费。

占据主导地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涉及供应链的不同环节。在参与竞争的过程

标准的开放性使用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快

限制性标准战略指的统一标准但是限

中，大多数企业均会与供应链中不同环节的

速、最大份额地占有市场，着眼于在市场形

制使用标准的战略。在录像机市场上的标准

企业联合，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参与标准竞

成后期大量获取利润和通过对标准本身的

竞争中，
ＪＶＣ 就采用了这种战略。ＪＶＣ 在与

争。例如 ＤＶＤ 标准竞争中的 ３Ｃ、
６Ｃ 联盟就

技术发展来控制市场 ［５］。标准的限制使用是

ＳＯＮＹ进行竞争的过程中，采用了限制使用

是由相关行业中的不同企业所组成的联盟。

标准持有者出售标准的使用权，收取专利

标准的方式，其他厂商必须付费才能够使用

再次，标准竞争战略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和

费。标准的限制使用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场形

ＶＨＳ 标准的录像机，通过这种方式，
ＪＶＣ 迅

动态性。标准竞争战略的目标在于影响企业

成前期回收成本并努力做到盈利，在后期与

速收回成本并盈利，最后击败 ＳＯＮＹ 的 ＢＥ－

外部的行业标准，而行业标准会受到政治、

标准购买者分享市场利益。标准制定中的技

ＴＡ 标准而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准。

技术、市场等诸多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因

术开发成本往往非常高，很多标准持有者为

限制性标准战略可以有效避免开放性

此战略活动的成效也难以被企业控制，具有

了尽早收回成本而采用标准限制使用策略。

标准化战略所面临的“克隆化”问题，可以通

高度的不确定性，而战略本身也具有高度的

标准的使用方式
开放使用
限制使用

动态性，需要根据相关因素的变化不断进行
调整。

２ 标准竞争战略的分类
在过去的标准竞争中，众多领先企业采
取了不同的战略与策略来获取竞争优势。一
般而言，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标准竞争战略
时，会考虑到目标定位、标准特点、企业实
力、竞争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在这些因素中，
标准竞争的目标定位与标准的使用方式是
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标准竞争的目标定位
直接影响战略的规划、选择与实施，不同的
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战略。而标准的使用方式
取决于标准本身的特点与属性，企业既可以
开放使用标准，又可以限制使用标准。以下
将以标准竞争的目标和标准的使用方式作

附图

开放性标
准战略

限制性标
准战略

标准转换
战略

差别化专
用战略

份额，有利于保护开发技术的积极性。限制
性标准化战略通过出售标准专利，获取标准
的产权收益，达到回收开发成本和快速盈利
的目的。标准的持有者不仅可以获取产权收
益，而且相对于竞争者而言，具有一定的成
本优势，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

企业的标准竞争战略分类

但是这种战略独立使用的效果有限，在很大

以标准竞争的目标和标准的使用方式

程度上依靠其它方面的市场手段和战略方

作为两个维度，可以将标准竞争战略划分成

能取得成功。限制性标准战略面临着用户数

４种，开放性标准战略、限制性标准战略、标

量增加缓慢和标准扩散慢的问题，必须采取

准转换战略、差别化专用战略，如附图所示。

其它策略才能在标准竞争中获胜。例如，
ＪＶＣ

在图中，横轴代表标准的使用，即开放性使

在录像机标准竞争过程中，与包销商 ＲＣＡ

用和限制使用。纵轴代表标准竞争的目的，

合作，由 ＲＣＡ 大量制售影片录像带而加速

即统一标准和差别化标准。
开放性标准战略指的是采用统一标准

产品的投放。这种市场策略是 ＪＶＣ 成功的一
个关键因素。

并且开放标准使用的战略。在微机系统架构

差别化专用战略指的是采用差别化标

市场上的标准竞争中，ＩＢＭ 就采用了开放性

准并限制标准使用，最终占据某些细分市场

从标准竞争的目标上来看，存在两种目

标准战略。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与 ＡＰＰＬＥ

的战略。ＡＰＰＬＥ 公司的 ＭＡＣ 机虽然在与

标，即统一标准和差别化标准。所谓统一标

公司竞争的过程中，ＩＢＭ 推出 ＩＢＭ 兼容 ＰＣ

ＩＢＭ 兼容 ＰＣ 机的标准竞争中处于劣势，但

准就是瞄准总市场，成为市场上的统治性标

机的构架，并开放标准产权。虽然当时 ＩＢＭ

是 ＡＰＰＬＥ 公司采用差别化专用战略，使用

准。统一标准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是一种

是微机市场上的后来者，但是 ＩＢＭ 通过这种

了与 ＩＢＭ ＰＣ 机不兼容的标准，最终仍然能

具有进攻性的目标。所谓差别化标准是瞄准

战略取得了成功，ＩＢＭ 兼容 ＰＣ 构架的标准

够占据市场中的某些细分市场。ＡＰＰＬＥ 公司

某一个细分市场，采用差别化和不兼容的标

成为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准。

前期的 ＡＰＰＬＥ ＩＩ 和后期 ＭＡＣ 微机在世界

为两个维度来划分和探讨不同的标准竞争
战略。

准，并通过差别化来保护自己在目标细分市

开放性标准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开放

场上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这是一种带有防御

标准使用，通过放弃标准专利费，使得标准

是其成功采用差别化专用战略的一个例证。

性质的标准化策略。差别化标准的出现一般

能够为众多企业采用，快速发展庞大的用户

作为一种防御性战略，差别化专用战略对于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上存在数种标准共

数量，最终达到在标准竞争中获胜的目的。

一些中小公司而言更具有积极意义，一些中

存，没有一种标准能够获得统治性地位，例

但是这种战略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容易受

小公司虽然难以在标准竞争中使用统一标

如彩电的多种制式；另外一种情况是在标准

到“克隆化”的困扰，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市场

准获得成功，但是仍然可能通过差别化专用

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标准，但是这种标准依然

分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企业开发产权技

战略成功占据一定的市场。

微机市场上仍然能够占领 １２％市场份额就

具有一定抵抗能力和用户基础，例如 ＡＰＰＬＥ

术的积极性。ＩＢＭ 虽然在微机标准竞争中获

标准转换战略指的是在市场上存在数

公司的 ＰＣ 机标准。

胜，但是由于开放标准，导致竞争对手能够

种标准而且标准开放使用的情况下，企业开

方便使用标准专利，因此在保护自身市场份

发了可在不同标准之间转换的技术，通过标

从标准的使用上来看，也存在两种不同

５０

标
准 统一标准
竞
争
的
目 差别化标准
标

过标准专利费而直接获益，保护自身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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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转化实现价值最大化（兼容）
的战略。在

采取措施去影响外部环境。但是，管理者又

恰当规划和实施标准竞争战略，就能够通过

一些市场存在多种标准，由于各种竞争技术

必须认识到行业标准所具有的制度结构性

标准竞争而有所作为。

已经各自拥有相当多的用户以及大量的投

质不可避免地使变化难于产生。管理者同样

资，企业统一市场标准的行为难以成功，而

必须认识到标准竞争战略与一般竞争战略

且废除某些标准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有所不同，标准竞争战略比一般竞争战略更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一些转换技术是企业更

不稳定，一般竞争战略的意图是在现存的标

为明智的选择。例如在彩电市场上存在多种

准下获取竞争优势，而标准竞争战略的目的

标准，标准的统一是非常困难的，而使用彩

是瓦解和改革标准和制度结构。但是标准竞

电制式转换器是一种更为经济、更可行的方

争战略将导致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更深远的

法。在未来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竞争中，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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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Ａｐｒｉｌ），

３ 启示

虽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但是相对于

［３］春明．闪联模式扛起中国标准大旗［Ｎ］．中国知
识产权报，２００５－ ０３－ １０．

１－ ２６．

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使得标准竞争成为

西方较成熟的标准竞争理论以及企业参与

［５］Ｋａｔｚ Ｍ Ｌ， Ｓｈａｒｐｉｏ Ｃ，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

越来越多企业的一项根本性竞争战略。在实

标准竞争的成熟技巧和运作能力，我国在理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
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践上，很多企业通过标准竞争获得其它竞争

论和实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中西方存在

ｖｅｓ， １９９４，８（２）：９３－ １１５．

方式难以获得的优势，而标准竞争也日益成

的显著差异又使得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

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战略角度来研究标

论与实践，必须在清楚把握国内现状的基础

准竞争不仅在实践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

上，发展适合国内情况的标准竞争战略与策

在学术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略以指导国内企业参与标准竞争。

在学术上，标准竞争战略的研究赋予战

最后，企业需要从战略高度进行规划，

略研究以新的含义并且拓宽了战略研究的

根据自身特点和环境制定合理而恰当的标

范围。行业标准作为一种企业与其它企业、

准竞争战略以积极参与标准竞争。标准竞争

消费者、供应商以及其它组织之间约定俗成

的历史已经反复验证，成功的标准竞争战略

的规则和标准，它不仅对企业的行为产生约

为众多企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竞争优势。因

束作用，而且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将这

此国内企业需要认识到标准竞争的重要性，

些规则和标准视为是社会构建的内容以及

从战略上进行规划并积极、主动参与标准竞

可进行管理的因素，丰富了战略研究的内

争，使自己的产品／技术能够成为行业标准，

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因此具有

或者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使自己的

广阔的发展前景。

产品／技术能够融入行业标准之中，
通过标准

在实践上，标准竞争战略同样具有重要

（责任编辑：
胡俊健）

竞争战略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虽然技术

的意义。首先，标准竞争战略的概念扩大了

上的落后是国内企业参与标准竞争的重要

管理者的战略视角。管理者必须更为重视外

障碍，但是国内企业只要充分利用国内巨大

部因素，不仅要适应外部环境，还必须考虑

的市场规模等优势，通过与领先企业结盟并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 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 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 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 ｐｒ ｉ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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