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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策略是影响门户网站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分 析了门户 网站的竞争 特点, 探讨了门户 网站在生 命周

期各阶段的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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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Forrester 预测, 2004 年 美国的

正的网络外 部性。组建门户网站本身具

务策略、
锁定策略等。门户网站的竞争方

B2B 交易额将达 2. 7 万亿美元, 而其中的

有高固定成本、
低边际成 本的特点, 组建

式不同于传统企业间的竞争, 出现了一些

53% 将 来自 B2B 门户 网站。由此 可见,

网站的初期投入较大, 而在网站建成后,

新型的适合网站竞争的策略。

B2B门户网站是实现 B2B 交易的最主要

每吸纳一个 用户入 网的边 际成本 很低。

1. 4

的站点, 门户网站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

另一方面, 从网站对用户 的价值来看, 用

网络无国界, 门户网站的竞争是一种国

的关注。所谓门户网站, 就是引导互联网

户数越多, 网站对用户的价值越高。门户

内竞争与国际竞争相融合的竞争。尤其

用户探索互联网世界的网站, 是用户迈向

网站所拥有的用户越多, 其虚拟社区对用

是提供跨国信息、跨国交易的门户网站,

网络社会信息、资源及服务的大门。随着

户更有吸引力, 而且买卖双方的选择余地

其用户遍布世界各地, 这种竞争必然是全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门户网站的概念已

越大, 达成交易的可能性越 高。所以, 用

球性的竞争。很多门户网站已认识到了

从原来的搜索引擎式门户扩展到集内容

户在选择网站准备加入时, 必定非常看重

这种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相融合的趋势,

服务、信息服务、网上交易、
虚拟社区于一

网站所拥有的用户数。对门户网站而言,

除了在国内继续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之

体的综合型 门户。因此, 从广义来理解,

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用户数, 以强化正的

外, 也积极实施了 国际化战略, 推出国际

门户网站是搜索的起点, 向用户提供易用

网络外部性, 这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网站, 而网站的文 字、风格也要适应各国

的个 性化界 面, 帮 助用户找 到相 关的信

1. 2

竞争中强调服务的用户化和灵活

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融合在一起

的文化习俗。

息。由于门户网站被众多分析家所看好,

性 服务是门户网站竞争的主要内容, 提

而且该行业的进入障碍低, 因此, 门户网

供的服务包括信息查询、网上交易、在线

险的竞争

站的数量迅速增 加。但在众多的门户网

娱乐等。用户通常具有不同的需要, 对服

种风险投资, 而门户网站的竞争也是一种

站中, 只 有少 数门户 网站 能够盈 利。在

务有着不同的要求, 因此, 网站应提供用

高风险的竞争。网站面临着很多不确定

2000~ 2001 年的网络泡沫大洗礼中, 更有

户化的服务, 只 有服务适应用户的需求,

因素, 包括市 场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

一些门户网站陷入 壮志未酬身先死 的

才能提高用 户的忠诚度。服务的灵活性

的、
金融的、
管理的等多方面的风险因素。

境地。门户网站应如何发挥竞争优势, 如

则强调服务应适应变化的技术环境, 在平

各种风险因素又具有复杂性、动态性、
多

何运用各种竞争策略,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

台中及时加入新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增值

变性、互动性、扩散性 等特点。作为一种

问题。本文将在分析门户网站的竞争特

服务, 如信 息收集、电 子邮箱、电 子公告

新生事物, 门户网站的盈利模式和商业模

点的基础上, 探讨门户网站在生命周期各

板、
聊天室、
新型的在线游戏等。

式是不成熟的、有待检验的。因此, 企业

阶段应采用的竞争策略, 为门户网站的发
展提供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的参考。
1 门户网站的竞争特点
门户网站是电子商 务发展过程中的

1. 3

竞争激烈且方式多样

电子商务

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企业纷纷建立门户网
站, 门户网站的数量急剧 增加, 网站之间
的竞争也日 益加剧。网络时代的竞争方
式呈现出多样化, 既有价 格竞争, 又有非

1. 5

门户网站之间的竞争是一种高风
对门户网站投资本身就是一

必须培养自己相应的管理能力, 如风险管
理能力、
危机管理能力。
2 门户网站的竞争策略
在门户网站之间 的竞争加剧的情况

新生事物, 门户网站之间的竞争具有不同

价格竞争。价格竞争包括渗透定价策略、

下, 门户网站的竞争策略成为影响其生存

于传统竞争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

歧视定价策略、
版本划分 策略、多渠道定

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此外, 门户网站的竞

方面:

价策略、
捆绑定价策略和顾客生命周期价

争策略应与其所处的生命周期相适应, 因

值定价策略 等。非价格竞争策略包括先

而本 文将针 对门户 网站的 初建期、成长

占策略、
品牌策略、战略联盟策略、增值服

期、
成熟期 和衰退 期探讨 相应的 竞争策

1. 1

强化正的网络外部性是取得竞争

优势的关键因素

门户网站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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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2. 1

门户网站初建期的竞争策略

一

些门户网站正是因为在初建期没有采取

能对其进行评价, 因而用户在购买网络服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选择未知门户网站所

务之前很难判断其价值, 而品牌恰好能克

带来的风险。此外, 一些用户所具有的惰

服经验产品的难题。

性和忠诚, 也提高 了用户的切换成本, 强

正确的竞争策略, 从而导致网站无法维持

b. 战 略联盟策略。战略 联盟是指两

化了门户网站 对用户的锁定。d. 基于顾

而倒闭, 因而初建期的竞争策略显得尤其

家或两家以上企业为了达到某些共同的

客忠诚计划的锁定。忠诚顾客计划是目

重要。门户网站初建期的竞争目标是获

战略目标而结成的一种联盟, 联盟成员各

前较流行的锁定用户的一种管理策略, 航

取用户, 快速建立用户安装 基础, 以取得

自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 相互合作, 共担

空公司运用得较多。门户网站同样也可

网络效应。只有在门户网站的用户数达

风险, 进而能更好地为用户服务。在科技

采用忠诚顾客计划, 通过信用评定体系、

到一定数量之后, 网站才能成长起来。因

发展迅速、
竞争激烈的时 代, 企业必须保

用户积分体系来实施忠诚顾客计划。忠

此, 门户网站应在初 建期采取先占策略,

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难以在多个方面做

诚顾客计划所带来的锁定是一种人工锁

以取得先行者优势。

到优于竞争对手, 因而必须与合作伙伴分

定, 完全由企业的策略构造出来。

互联网中的竞争是速度的竞争, 采用

享技术, 取长补短, 互 惠互利。对门户网

先占策略能令网站获得早期的市场份额,

站而言, 为了方便用户实 现网上交易, 通

求的急剧 下降就表 明市场 进入衰 退期。

建立行业先锋的威望, 确立 标准, 并与用

常需要提供物流、
网上支 付等服务, 而物

虽然目前门户网站正处于旺盛的成长期,

户建立良好关系, 更早地取得收入。先占

流和网上支付不是门户网站的核心优势,

何时会出现衰退期尚不明确, 但门户网站

策略的具体措施是采用渗透定价策略, 以

所以门户网站应与物流企业和银行等相

仍需掌握自己在衰退期应采取的竞争策

吸引用户入网。渗透定价以牺牲短期收

关企业组成战略联盟。

略。建立门户网站的固定成本高, 而边际

2. 4

门户网站衰退期的竞争策略

需

益为代价, 目的是扩大市场 份额, 为未来

c. 增值服务策略。门户网站要增强自

成本低, 因此网站首先应考虑是否很容易

的盈利打好基础。门户网站在采用渗透

身在竞争中的实力, 就要重视增值服务的

把固定资产调整到其他用途, 如调整到新

定价策略之前, 必须对网站的未来收益进

开发。增值服务能提高网站带给用户的

型的网站形式。如果无法调整, 则应采取

行准确的评估, 确保未来的收入高于前期

收益, 赢得用户的忠诚。用户价值是用户

以下三种竞争战略之一: 紧缩战略、收割

的投资。而且网站必须有巨额资金, 能够

的认知利益与认知成本的差额, 而用户对

战略和巩固战略。紧缩战略是全部或部

负担网站初建期的亏损, 而这正是门户网

于利益的认知一般来源于网站所提供的

分地放弃一些细分市场, 将资源重新集中

站能否成长起来 的关键。一些网站由于

服务。增值服务能提高用户的认知利益,

于网站更有优势的市场上, 使自己在保留

盲目地采取渗透定价策略, 另一方面又大

从而提高用户价值, 并提高网站的收益。

的市场上获利更大。收割战略则是逐步

把烧钱, 用于市场推广, 最终网站无法承

门户网站可通过建立虚拟社区来提供增

退出行业, 先放弃 一些薄弱的市场, 直至

担巨额的亏损而倒闭。因此, 门户网站在

值服务, 提供的增值服务 包括聊天室、游

放弃所有市场, 并利用退出时获取的资金

运用先占策略时, 必须结合网站自身的经

戏、
电子邮箱、
短信定制、
金融服务等。

转向其他行业。巩固战略适用于财力雄

营条件和发展前 景。网站的成本应控制

门

厚的企业, 而且企业确信此行业仍能继续

在企业能够负担的范围之内, 可采用付费

户网站处于成熟期时, 其用户数增长减缓

发展, 只是遇到了偶然性的衰退。此时企

和免费相结合的 方法。在免费服务的基

或用户数保持平稳。此时若失去用户, 则

业应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通过削价打败

础上, 通过增加服务项目, 提高服务质量

意味着市场 份额的减少。成熟期门户网

弱小的竞争者, 占领它们的市场。

来推出收费项目。

门户网站成熟期的竞争策略

站的主要竞争目标是留住老用户, 可采用
当

锁定用户的 竞争策略。锁定来源于切换

门户 网站处 于成长期 时, 已 取得 网络效

成本, 它使得被锁定用户的未来选择受制

应, 用户数增长较快。此时的竞争目标仍

于当前的选 择。锁定用户的方法有以下

为获取用户, 应采取的竞争策略是品牌策

几种: a. 合同式锁定。通过与用户签署合

略、
战略联盟策略和增值服务策略。

同可达到锁定用户的目的, 尤其是对一些

2. 2

门户网站成长期的竞争策略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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