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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双边市场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并从双边市场的概念界定、特征、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

场绩效等五个方面进行评述 ,认为双边市场理论研究将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 :双边市场的市场绩效研究范围将

进一步扩展 ;双边市场的政策制定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 ;双边市场的实证分析及动态研究将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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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 21 世纪以来 ,学者们逐步从传统的单边市场理论转向双边市场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 ,一个

新的理论的出现 ,必然与一个或者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和现象相关联 ,双边市场理论是从现实问题中

抽象、演化而来的。双边市场理论与实践伴随平台交易的完成应运而生。我们认为双边市场理论的

产生及其发展的意义在于 :社会分工的明细、服务技术的提高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对平台企业产生了

需求。这些平台企业通过一些策略性行为向产品或者服务的买卖双方提供产品或服务 ,促进双方用

户在该平台上达成交易 ,而且在交易中 ,买卖双方中具有数量优势的一方对另一方数量的增加具有吸

引作用。现实中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平台企业数量较多 ,如大卖场一边向商家收取进场费用 ,另一边

向消费者提供免费停车业务 ;操作系统平台企业既向应用软件的开发商提供技术性支持等免费服务 ,

又向消费者收取高额的使用费用等。

目前 ,学术界对双边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单边市场到双边市场的市场形态演进的动因和条

件分析、双边市场的概念界定和特征及其对传统单边市场理论的挑战、双边市场视角下的产业效率和

福利分析及其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规制等问题。基于此 ,本文在借鉴传统单边市场理论的基础上 ,

就双边市场的概念界定、基本特征、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评

述 ,最后对双边市场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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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组织的双边市场概念界定与特征

(一)双边市场的概念界定

双边市场这一概念自 1833 年美国掀起的“便士报纸”运动以来已有 170 多年的历史。Rochet 和

Tirole 对双边市场的定义为 :“当平台向需求双方索取的价格总水平 P = PB + PS 不变时 ( PB 为用户

B 的价格 ,PS 为用户 S 的价格) ,任何用户方价格的变化都会对平台的总需求和交易量产生直接的影

响 ,这个平台市场被称之为双边市场。”[1 ] Rochet 和 Tirole 认为在价格结构上的任何变动都将影响到

双方对平台的需求及其参与规模 ,并影响到交易总量。因此 ,他们在界定双边市场时 ,仅仅考虑了价

格结构在平衡双边用户需求时的作用 ,而忽视了双边市场的间接网络外部性特征。Armst rong 根据

对双边市场的特征分析 ,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定义了双边市场 :“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平台进行

交易 ,并且一方的收益决定另一方参与者的数量。”[2 ]黄民礼在对上述两种定义进行综合的基础上 ,把

双边市场界定为 :若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的供求双方之间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而使得平台企业将买卖

双方同时凝聚到一个交易平台 ,如果平台企业向买卖双方收取的总价格为 P = PB + PS ( PB 和 PS 可

以为零或者负数 ,P 大于零) ,这说明 PB 或 PS 直接影响平台企业的总需求和平台实现的交易量[3 ] 。

在实际分析中 ,价格结构的变化对平台交易量的影响应建立在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基础上 ,因此 ,笔者

比较赞同黄民礼对双边市场的界定。

(二)双边市场的特征分析

平台企业的存在使双边市场具有独特的经济特征 ,这些经济特征与传统单边市场有着显著的区

别。在对双边市场的特征进行研究时 ,程贵孙、陈宏民和孙武军重点强调了双边市场具有交叉网络型

和相互依赖性的特征[4 ] 。杨冬梅在分析传统的单边市场与双边市场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的基础上 ,

认为双边市场与单边市场的平台企业的竞争行为是有差异的[5 ] 。Roson 在分析具体平台产业的基础

上 ,重点指出了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性[6 ] 。Evans 和 Schmalensee 从双边市场特征的角度对平台产

业的产业组织进行了分析[7 ] 。

综上所述 ,学术界对双边市场的特征问题分歧不大 ,观点基本趋于一致。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

梳理的基础上 ,认为双边市场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

第一 ,交叉网络外部性。传统的网络外部性可以认为是 :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与该种产品或服

务的消费规模正相关。然而 ,双边市场中的网络外部性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网络外部性存在显

著差别 ,它是一种交叉网络外部性。所谓交叉网络外部性是指一方的用户数量将影响另一方用户的

数量和交易量。交叉网络外部性是双边市场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 ,也是判断该市场是否为双边市场

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 office 的开发商对 windows 的需求取决于有多少用户使用 windows 操作系

统 ,而消费者对 windows 操作系统的需求取决于与该系统相配合的软件数量。

第二 ,价格的非对称性。一笔交易的达成涉及平台企业、买者和卖者三方。由上述分析可知 ,对

平台企业收取的价格总水平 P = PB + PS ,并且总价格水平需在双边市场的用户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

而不是按照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确定 ,因此 ,在价格水平上会呈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从而保障企

业的利润水平及社会福利水平。

第三 ,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双边市场的买方对平台卖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存在需求 ,同样 ,卖

方对平台中买方的产品和服务存在需求。只有双边用户同时对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产生需求时 ,平

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才具有价值 ,否则只有一方有需求或双方均无需求 ,那么平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将不具有价值。

　　三、产业组织的双边市场理论分析

(一)双边市场的市场结构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对市场结构的界定主要沿用杨治的定义 ,即市场结构是指构成市场的卖者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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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买者之间以及卖者和买者集团之间等诸关系的因素及其特征。笔者认为 ,市场结构是指在特定

产业内市场主体 (主要是企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竞争或垄断程度。

衡量市场结构的指标较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以及所有权结构。

1.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般用产业内前几家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与产业

内所有企业市场之和的比值来表示。目前 ,用市场集中度来计算双边市场的市场结构的研究十分匮

乏 ,因为不同性质的双边市场的平台功能和规模存在差异 ,体现出的市场集中度也不一样。Evans 根

据交易平台的功能和规模将双边市场分为市场制造型和需求协调型[8 ] 。其中属于市场制造型的双边

市场有房产中介和婚姻介绍所等 ,这些产业具有较低的投资成本和较低的市场集中度 ,但竞争程度较

高 ,尚未呈现出垄断特征 ;属于需求协调型的有 windows 操作系统平台、银行卡支付网路平台和电信

服务网络平台等 ,这些平台企业对技术和投资成本具有较高需求。笔者认为 ,这种产业的市场集中度

比较高 ,按照贝恩依据市场集中度指标对市场结构的划分基准可知 ,该市场格局具有寡头垄断或垄断

的市场结构特征。我国学者程贵孙和陈宏民指出 ,中介型平台企业的竞争程度较高 ,而网络型特征的

平台企业占有较高的甚至全部的市场份额。

2. 进入壁垒

在市场结构分析中 ,进人壁垒也是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之一。进入壁垒是指阻止新企业进入产

业的不利因素或障碍。它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市场关系的变化 ,主要通过考察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企

业间的竞争关系 ,来反映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笔者认为 ,进退无障碍与潜在竞争能够更好地补充

双边市场平台企业的进入壁垒问题。如果进入壁垒为零 , 这势必给在位企业带来极大压力。一个具

有高集中度的产业 ,即使在位企业具有合并的动机 ,该产业的市场竞争程度也会因为进入壁垒因素的

存在而不会降低。杨冬梅认为在房产中介、酒吧、电子商务等双边市场平台行业中存在较低的市场进

入壁垒。众多的潜在进入企业保持着对在位企业较大的进入压力 ,只要该平台产业内的利润率较高 ,

就会吸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入该平台产业 ,参与该市场的竞争。程贵孙的观点与杨冬梅的不同 ,程贵孙

认为银行卡支付平台、电信网络运营平台、操作系统平台等平台产业的投资成本很高 ,存在较高的进

入壁垒 ,该平台产业呈现出“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特征。

3. 所有权结构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更多探讨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存在性问题 ,以及若存在因果关系

其传导机制如何。但大量的经验结果表明 ,单纯的所有制的转变不能解决市场绩效问题 ,所有权和市

场结构的相互作用共同引导市场绩效的变化。任何关于市场结构的研究 ,将所有权结构作为外生变

量而片面研究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间的传导机制是有失偏颇的。因此 ,笔者认为 ,将所有权结构作为

内生变量纳入双边市场的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

Nocke、Peitz 和 Stahl 指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特征 ,所

以具有垄断所有权结构的平台企业比垂直一体化所有权结构的平台企业的稳定性更强[9 ] 。Roson 认

为平台企业可以分为垂直一体化平台和独立拥有平台两大类 ,垂直一体化平台是指那些中间层和两

端层都可拥有的平台[10 ] 。笔者认为 :在垂直一体化平台的基础上 ,销售商和消费者可根据自身建立

的平台来促成交易 ,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交易费用。而独立拥有的平台是指仅由中间层组织的

参与者拥有的平台 ,其中开放平台所有权、封闭平台所有权和垄断平台所有权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

这些不同性质的所有权的划分 ,必然会影响双边市场的市场结构格局 ,从而也更有利于研究双边市场

的制度环境。Thomas、Parker 和 Alstyne 将所有权形式和技术兼容作为研究重点 ,其分类标准与

Roson 不同 , Thomas、Parker 和 Alstyne 将平台划分为私有平台和联合赞助两种类型。私有平台具

有的特征为 :仅有一个平台提供商提供服务 ;联合赞助商可由几个不同公司通过技术兼容的形式来分

享平台提供的服务 ;主要强调投资激励和投资水平的所有权差异[11 ] 。Kat samakas 和 Bakos 将网络

效应和所有权结合起来 ,对双边市场的三种网络所有权结构逐一进行分析 ,指出无论采取何种网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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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制度 ,充分发挥平台优势的必要条件是该平台应该尽可能地使自已所拥有的网络效应达到最优 ,

只有这样才能拥有最佳的所有权结构和投资结构[12 ] 。

(二)双边市场的市场行为研究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 :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市场上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赢得更多的市场占

有率所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企业行为主要包括 :以控制和影响价格为基本特征和直接目的的定价行

为 ;以产权变动组织调整为主要特征的并购行为 ;以提高竞争力、开拓市场为目的的促销行为等。笔

者将以双边市场为出发点 ,逐一对双边市场的定价行为和促销行为进行分析。

1. 双边市场的定价行为

双边市场具有非对称价格结构和价格倾向的特征 ,这一特征对传统单边市场的定价方法构成了

巨大挑战 ,目前学术界对双边市场的定价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Rochet 和 Tirole 在考虑了双边市场需求弹性对平台定价影响的基础上 ,就市场创造型的双边市

场平台向双边平台收取交易费的定价策略问题进行研究 ,并认为 :在垄断市场结构下 ,某方的需求弹

性越大 ,则对其定价越高 ,弹性越小则定价越低 ;如果一个因素导致市场一方被收取高价 ,必然会导致

向另一方收取低价 ,从而通过较低的价格来吸引更多的用户 ,获取较高的利润[13 ] 。Caillaud 和 J ullien

将交叉补贴策略运用到双边市场的实践中 ,认为应根据不同客户群体实施不同的价格模式[14 ] 。

Armst rong 认为竞争性交易平台将对产品或服务差异程度较小、间接网络外部性较强的一方收取低

价甚至免费。与单边市场不同的是 ,用户间的间接网络外部性使得双边市场的均衡价格通常与边际

成本之间存在差异。双边市场中的交易平台面对价格弹性不同且相互之间存在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双

方用户 ,定价的焦点是将用户的网络外部性内部化 ,为交易平台的双边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用户的

需求价格弹性越高 ,间接网络外部性越强 ,对产品的差异化要求越高 ,平台就倾向于对该用户制定较

低的价格 ,用户间网络外部性的存在限制了交易平台运用市场势力进行价格加成的能力。

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双边市场的定价问题研究逐渐升温 ,其中 ,杨冬梅、程贵孙、陈宏民等的观点

极具代表性。杨冬梅从垄断定价策略和掠夺性定价策略的视角具体分析了双边市场的企业定价行

为 ,研究认为 :尽管某些平台企业拥有在该平台产业中的“垄断”市场地位 ,但双边市场的需求的相互

依赖性限制了平台企业实施垄断的能力。同时 ,平台企业对某边用户低于边际成本的定价策略并不

符合单边市场中掠夺性定价的基本特征 ,它的定价策略目标是解决双边用户的平台参与问题。当然 ,

在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价格结构向哪边用户倾斜取决于平台的性质 ,一些平台向消费者进行价格

倾斜 ,以低于边际成本甚至负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程贵孙认为平台企业的捆绑销售策略行为不

属于传统单边市场意义上的捆绑销售。双边市场中的平台企业的目标在于网络外部性内部化 ,从而

实现最低的交易费用和最高的利润。岳中刚对双边市场的特征与类型、定价策略、定价的影响因素及

其机理进行了分析 ,最终得出双边市场的价格结构并不反映其成本结构[15 ] 。与杨冬梅的分析视角不

同 ,胥莉、陈宏民和潘小军通过两阶段模型 ,对平台企业的间接定价策略进行研究 ,分析得出 :在双边

市场中 ,具有初始规模优势和较高品牌价值评价的平台企业将设定更加倾斜的价格结构 ,同时通过这

种倾斜价格结构的强化机制削弱竞争对手。但是 ,当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比较弱的时候 ,弱势

平台企业可以不断提高双边市场用户的价值评价来获得更多的市场[16 ] 。

2. 双边市场的促销行为

企业促销行为是一种重要的非价格竞争行为 ,主要有产品差异化行为、广告行为和多样化经营行

为。目前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产品差异化行为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双边市场中的平台差异和

归属差异是对传统单边市场中仅仅提出产品差异的扩充。不同平台企业的结构应该具有异质性 ,比

如淘宝网和 E 趣网。同样 ,不同的平台也需要根据自身产品或服务的特点 ,来培育消费者和厂商的

需求 ,以此促使交易达成。Rochet 和 Tirole 认为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单归属和多归属 ,

单归属用户仅仅在一个平台企业进行注册和交易 ,如杀毒软件平台 ;多归属用户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同类平台企业中进行注册和交易 ,如门户网站和搜素引擎[17 ] 。笔者认为 ,双边市场的平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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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是影响用户采取多归属和单归属行为的关键因素 ,归属数量、交易平台的

市场势力与平台对用户的价格呈正相关关系。Choi 分析了具有多归属性质的双边市场搭售问题 ,认

为如果平台产业多归属的性质是合理的 ,那么搭售就能够提高社会福利[18 ] 。黄民礼认为 ,平台差异

会导致形成正网络外部性平台和负网络外部性平台。
(三)双边市场的市场绩效研究

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 ,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的价格、产量、费用、利润、

质量、品种以及技术进步等达到的现实状态 ,它既包括在一定市场结构条件下企业市场行为的效果 ,

也包括政府对市场进行组织与调节的结果。

学者们对双边市场的市场绩效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其中 , Evans 认为 :像所有处于集中市场

的企业一样 ,处于集中双边市场的企业也有机会获得超额利润 ,因此有必要对竞争引起的福利问题进

行分析 ,并且当竞争比较激烈时 ,吸引消费者进入平台所导致的损失可能显著地抵消在产业成熟阶段

所丧失的利润。Bergman 分别从竞争、片面的垄断、双侧垄断等不同的市场结构分析了双边市场的

福利效应[19 ] 。李泉和陈宏民从技术运用及进步的角度 ,认为当两种技术不兼容时 ,商业专用型技术

标准下的企业内部化市场间存在交叉网络外部性 ,所提供的价格更低 ,市场份额和获得的利润更大 ;

技术兼容时 ,产业整体利润上升 ,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20 ] 。

　　四、产业组织的双边市场理论述评及研究展望

(一)双边市场的市场绩效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产业组织的双边市场理论是在 21 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 ,目前 ,对双边市场理论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可喜的研究结果 ,经济学家们就一些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和认知。但是笔者通过分析发

现 :双边市场理论在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方面的研究相对完善 ,但是在市场绩效的研究上 ,学者们仅

从市场行为对衡量市场绩效的指标进行分析 ,如在某一产业价格、产量、费用、利润以及技术进步等方

面进行了比较具体的探析 ,而在政府对市场进行组织与调节的结果方面研究较少。笔者认为 ,未来一

段时间 ,学术界将针对双边市场的市场绩效问题等薄弱环节进行深入研究。

(二)双边市场相关政策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双边市场中的平台产业具有间接网络外部性、非对称价格属性和互补依赖性等特征 ,这些特征不

同于单边市场中企业的定价、投资和竞争策略 ,因此 ,笔者认为 ,为了出台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必须要系

统地研究双边市场的竞争和规制问题。而规制包括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和反垄断规制 ,就双边市

场而言 ,Evans 对双边市场的反垄断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 ,并建立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但他

并没有从反垄断视角提出的具体规制双边市场企业的政策。国内学者尚秀芬等进一步强调从双边市

场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反垄断与规制的必要性[ 21 ] 。同时 ,在分析具体双边市场的企业时 ,经济性规制

和社会性规制的文献十分匮乏 ,这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三)双边市场实证研究和动态分析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与理论研究相比 ,学者们对双边市场的实证研究和动态分析成果较少 ,而且不够深入。朱振中、

吕延杰指出 :目前对双边市场的实证研究 ,仅仅停留在双边市场的价格结构决定方面 ,但是由于研究

数据的局限性 ,对一些价格估计效应也缺乏显著性[22 ] 。而在动态分析中 ,双边市场理论正处在研究

的开端 ,笔者认为 ,对双边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尝试性地选择动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将具有广阔的研究

前景 ,这可能成为学术界对双边市场理论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基于此 ,笔者认为应将动态分析

理论合理运用到双边市场理论研究中 ,为更加深入研究双边市场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服务。同时 ,笔

者认为研究范围不应仅停留在简单的双边市场理论上 ,应将其研究范围扩展到复杂的双边市场理论

研究之中 ,甚至是多边市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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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 rol right s and residual claim right s under t he balance among responsibility ,right and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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