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章  环境分析 



2.1  先行案例：苹果公司的沉浮 

 在IT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公司能像苹果
一样，自始至终，哪怕是一条小小的新闻
都能引起世人的关注，也没有哪一个人像
乔布斯（Steve Jobs）一样引起这么多的
争议，更没有哪一种产品像“苹果”那样
深入人心，它已经不是一种产品，而是一
个时代的寄托。 



 苹果设计出绝妙的 Mac 个人电脑，以及 

OS X、iLife、iWork 和专业性软件。苹果
凭借其 iPod 系列产品和 iTunes 在线商店
，引领了一场数字音乐革命。苹果通过革
命性的 iPhone 和 App Store，实现了对移
动电话的彻底改造，并通过 iPad 重新定义
了移动媒体和计算装置的未来。 



苹果公司标识 



 斯蒂夫·乔布斯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几经
起伏，但依然屹立不倒，就像海明威在
《老人与海》中说到的，一个人可以被毁
灭，但不能被打倒。他和史帝芬·沃兹尼亚
克（Stephen Wozniak）创造了“苹果”，
掀起了个人电脑的风潮，改变了一个时代，
但却在最顶峰的时候被封杀，从高楼落到
谷底，但是12年后，他又卷土重来，重新
开始第二个“斯蒂夫·乔布斯”时代。 



Steve Paul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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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创业 

 苹果公司创建于1976年，当时，乔布斯和
沃兹尼亚克在加州库比提诺（Cupertino）
的乔布斯父母家的车库里设计了苹果公司I

型计算机。乔布斯卖了大众牌货车，沃兹
尼亚克卖了程序计算器为制造最初的50块
电路板筹资。 



 这部后来被命名Apple I的电脑有几个显着的特点。
当时大多数的电脑没有显示器，Apple I却以电视
作为显示器。对比起后来的显示器，Apple I的显
示功能只能缓慢地每秒显示60字。 

 



 此外，主机的ROM包括了引导(Bootstrap) 代码，
这使它更容易启动。 

 最后，沃兹尼亚克设计了一个用于装载和储存程
序的卡式磁带介面，以1200位/秒的高速运行。 



 尽管 Apple I的设计相当简单，但它仍然是一件杰
作，而且比其他同级的主机需用的零件少，使沃
兹尼亚克赢得了设计大师的美誉。 

 Apple I 一共生产了200部。  



Apple I  

 



 此后，沃兹尼亚克成功设计出比Apple I 更先进的
Apple II。 

 当时的苹果电脑缺乏资金来源， 乔布斯想将公司
扩充并向银行贷款。 



 乔布斯后来遇到麦克·马库拉 (Mike · Markkula)，
麦克·马库拉注资9.2万美元并和乔布斯联合签署
了25万美元的银行贷款协议。 

 1977年1月，苹果电脑公司正式注册成为“苹果
电脑有限公司”。同年4月，Apple II 在首届的西
岸电脑展览会(West Coast Computer Fair)首次
面世。  



Apple II  



 Apple II与Apple I的最大区别包括重新设计的电
视界面，把显示整合到记忆体中，这不仅有助于
显示简单的文字，还包括图像，甚至有彩色显示， 

还有一个改良的外壳和键盘。 



 Apple II 开辟了台式计算机的新纪元， 在电脑界
被广泛誉为缔造家庭电脑市场的产品，到了1980

年代已售出百万部。Apple II家族产生了大量不同
的型号，包括Apple IIe和IIgs，这两款电脑直到
1990年代末仍能在许多学校找到。  



 1980年，《华尔街日报》的全页广告写着“苹果
电脑就是21世纪人类的自行车”，并登有乔布斯
的巨幅照片。1980年12月12日，苹果公司股票
公开上市，在不到一个小时内，460万股全被抢
购一空，当日以每股29美元收市。按这个收盘价
计算，苹果公司高层产生了4名亿万富翁和40名
以上的百万富翁。乔布斯作为公司创办人当然是
排名第一。 

   



 苹果公司上市比1956年福特上市以后任何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公司(IPO)吸收的资金都要多，而且
比任何历史上的公司创造了更多的百万富翁。 



 1982年，苹果公司成了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年
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第二年它上了《财富》
（Fortune）500强排行榜，排在第411位，这距
它成立还不到8年的时间。 



早年的乔布斯 



2.1.2  挫折 

 1981年，享誉全球的电脑业界真正霸主IBM宣布
进军个人电脑市场。IBM这只猛虎终于嗅到了个
人电脑市场的特殊香味，它要分割这个一直被苹
果公司垄断的市场。 

 



 IBM的IBM-PC型电脑，装有Intel的新型处理
器:Intel 8088 ，并且运行微软的操作系统MS-

DOS(IBM方面的叫法是PC-DOS)。该电脑一经
问世即成为大热门商品(销售量：1981年2. 5万台；
1982年19万台；1983年70万台)。  



 此时的乔布斯真是有点急了。1981年6月，苹果
公司对外宣布它将开发全新的苹果Ⅲ电脑。可是
由于技术和营销等方面的原因，苹果Ⅲ出现了问
题。 



 Apple III的设计师被迫遵循乔布斯的极高和有时
不切实际的要求，据说乔布斯觉得散热扇“不雅
致”因而被省略了，结果导致电脑容易过热，这
迫使最早期的型号被回收。 



 另外，Apple III售价高昂，虽然1983年推出了改
善后的升级型，并随之进行了降价促销，但基本
上仍是无法挽回Apple III在市场中的劣势，这主
要是因为1981年IBM推出的IBM PC及其兼容机
席卷了个人电脑市场。Apple III总共只制造了
90,000台。  



 与此同时，苹果内部的各工作组正在夜以继日地
设计两款完全不同的新款个人电脑， 使用了许多
先进的技术，例如：图形用户界面、滑鼠、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和网络功能。 



 乔布斯认为苹果应在图形集中、图标友善的电脑
上进行开发，并将这种思想贯彻在两个下一代电
脑项目：Lisa和Macintosh上。 



 Lisa在1983年1月以9,995美元的身价初次露面。 

 Lisa计算机的推出，确定了个人电脑新的基本方
向。 



Lisa电脑  



 Lisa是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脑，可以说没有
Lisa就没有Macintosh（在Mac的开发早期，很多
系统软件都是在Lisa上设计的）。它具有16位
CPU，滑鼠，硬盘，以及支持图形用户界面和多
任务的操作系统， 并且随机捆绑了7个商用软件。 



 苹果再次推出了一款超越它所处时代的产品，但
过于昂贵的价格和缺少软件开发商的支持，使苹
果再次失去获得市场份额的机会。 

 Lisa在1986年被终止，余货被埋在犹他州的垃圾

堆填区。  



 尽管Lisa从财务角度看并不成功，但这个里程碑
式的产品却为基于图形用户界面的软件定下了行
业标准。Lisa技术为更先进的麦金托什机
（Macintosh）产品奠定了基础，这款产品于
1984年1月24日推出。麦金托什机有图标，下拉
菜单，视窗和鼠标，它为该行业简化使用确立了
新标准，这些标准沿用至今。 



 Macintosh延续了苹果的成功，但不能达到它最
辉煌时的水平。在一次比尔·盖茨参观苹果位于库
比提诺的总部时，乔布斯展示了Mac GUI的原型。
在之后的1985年，微软发布了Microsoft 

Windows，它让IBM PC拥有了GUI。因为这一点，
许多公司也开始制造IBM PC兼容机，廉价的PC

复制品。 



 不能容忍其他公司复制Mac的苹果向微软提出诉
讼，微软则以中止他们所提供的Macintosh用的
商用软件Microsoft Excel的开发相威胁，诉讼持
续了4年，结果不了了之，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
IBM也在开发仿Mac的图形界面TopView，如果
判决微软侵权就意味着日后苹果也能把IBM拉下
马。 



 尽管首个版本的Windows在技术层面上不如Mac，
但它加上一部PC复制机的价格则比Mac便宜许多，
而且不久以后在Windows上也同样出现了很多的
软件。  



 由于两次重大产品决策的失误，加上前期乔布斯
锋芒毕露，气势逼人，无形中很多人对他极为不
满，也得罪了一些人。董事们便把这所有的失败
全归罪于乔布斯一个人身上，经董事会决定于
1985年4月撤销了他的经营大权。 



 乔布斯几经努力想夺回大权，但均以失败告终，
于是在1985年9月17日他不得不愤然离开苹果公
司。离开苹果的乔布斯并没有沉沦，他又成功地
创办了NEXT电脑公司，继续创造着他的奇迹。
同时沃兹尼亚克也辞职开了一家家用影像产品公
司。  

 



 在苹果公司的员工心目中，乔布斯一直是苹果的
精神领袖。他对技术的追求使得苹果电脑拥有了
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赢得了最忠实的用户，同时
也给公司留下了动荡的种子。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IBM加入个人电
脑市场的竞争以及微软的崛起，美国个人电脑市
场群雄并起。加上经营决策上的种种失误，曾经
是PC技术先驱、最大的PC厂商苹果公司却每况
愈下，市场份额不断萎缩，渐渐陷入重重危机之
中。 

 



 1985年，斯库利（Sculley）成为苹果公司
的领导者。 

 到1990年，市场上充斥着各种配置的个人
电脑克隆产品，苹果公司仍是惟一销售
Mac的公司。5月末，微软推出了Windows 

3.0，这个系统事实上可在世界上所有的克
隆个人电脑上运行。 



 苹果公司遇到了麻烦，它考虑特许经营Mac操作
系统（OS）。也有传言说要将Mac操作系统
（OS）转到基于英特尔的机器上运行。 

 1992年，苹果公司在与微软的官司中败诉，失去
了版权，这使它通过法庭保卫视窗的希望完全破
灭了。 

 1994年，苹果公司首次宣布，它将向其他计算机
制造者特许经营操作系统。 

 



 1995年，苹果公司推出了新系列便携式计
算机，但在两款突然起火之后不得不将产
品全部收回。其他公司都从个人电脑的繁
荣中获利，但元件短缺却使苹果公司的客
户等了很长时间。到该年年中，积压订单
达10亿美元。 



 1996年1月，苹果公司公布了第一季度
6900万美元的亏损，这是它首次在圣诞节
季度中亏损，同时裁员1300名，占员工总
数的8%。 



 1996年2月5日，盖伯特·阿梅利奥（Gilbert 

Amelio）被选为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1996年3月， 7.4亿美元的惊人损失是转变

的标志，一大半损失来自存货账面价值下
跌。 

 阿梅利奥承诺让公司在一年之内盈利，但
这一承诺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 

 



 1997年7月，由于连续5个季度亏损，首席
执行官阿梅利奥只好辞职，当时苹果公司
前景渺茫，十分危险。 



2.1.3  再度崛起 

 危难中人们不禁又想起了昔日的乔布斯，于是在
紧急关头他又被聘任为临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苹果又诚意地邀请在外漂泊多年的乔布斯归来。
当时，苹果公司为了要使用乔布斯的NEXT电脑
公司的新技术，又用4亿美元收购了NEXT电脑公
司。 



 乔布斯于苹果危难之中重新归来，苹果公司上下
皆十分欢欣鼓舞。就连前CEO阿梅利奥也在迎接
乔布斯的欢迎词中说：“我们以最隆重的仪式欢
迎我们最伟大的天才归来，我们相信，他会让世
人相信苹果电脑是信息业中永远的创新者。”乔
布斯重归故里，心中牵系“大事业”的梦想。他
向苹果电脑的追随者们说：“我始终对苹果一往
情深，能再次为苹果的未来设计蓝图，我感到莫
大荣幸。”这个曾经的英雄终于在众望所归下重
新归来了！ 



 受命于危难之际，乔布斯果敢地发挥了首席执行
官的权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首先改组了
董事会，然后又做出一件令人们瞠目结舌的大
事——抛弃旧怨，与苹果公司的宿敌微软公司握
手言欢，缔结了举世瞩目的“世纪之盟”，达成
战略性的全面交叉授权协议。乔布斯因此再度成
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接着，他开始推出了新的电脑。1998年，iMac背
负着苹果公司的希望，凝结着员工的汗水，寄托
着乔布斯振兴苹果的梦想，呈现在世人面前。它
是一个全新的电脑，代表着一种未来的理念。半
透明的外装，一扫电脑灰褐色的千篇一律的单调，
似太空时代的产物，加上发光的鼠标，以及1299
美元的价格标签，令人赏心悦目……不愧是苹果
设计，标新立异，非同凡响。为了宣传，乔布斯
把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变成了iMac的广
告文案Think There for iMac!由此成了广告业的
经典案例。 
   



 新产品重新点燃了苹果机拥戴者们的希望。三年
来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东西出现了，iMac成了当年
最热门的话题。1998年12月，iMac荣获《时代》
杂志“1998最佳电脑”称号，并名列“1998年
度全球十大工业设计”第三名。  



iMac  



 接着，1999年乔布斯又推出了第二代iMac，有着
红、黄、蓝、绿、紫五种水果颜色的款式供选择，
一面市就受到用户的热烈欢迎。 



iMac II  



 1999年7月推出的外形蓝黄相间，像漂亮玩具一
样的笔记本电脑iBook在市场上迅即受到用户追
捧。iBook融合了iMac独特的时尚风格、最新无
线网络功能与苹果电脑在便携电脑领域的全部优
势，是专为家庭和学校用户设计的“可移动
iMac”。1999年10月iBook夺得“美国消费类便携
电脑”市场第一名，还在《时代》杂志举行的
“1999年度世界之最”评选中，荣获“年度最佳
设计奖”。 



iBook  



 在乔布斯的改革之下，“苹果”终于实现盈利。
乔布斯刚上任时，苹果公司的亏损高达10亿美元，
一年后却奇迹般地赢利3.09亿美元。1999年1月，
当乔布斯宣布第四财政季度赢利1.52亿美元，超
出华尔街的预测38%时，苹果公司的股价立即攀
升，最后以每股4.65美元收盘，舆论哗然。苹果
电脑在PC市场的占有率已由原来的5%增加到
10%。 

   



 1997年，乔布斯被评为“最成功的管理者”。越
来越多的业界同仁认同了此观点。甚至连当初将
乔布斯挤出苹果公司的斯库利也情不自禁地赞叹：
“苹果的逆转不是骗局，乔布斯干得绝对出色。
苹果又开始回到原来的轨道。” 

   



 2001年10月，苹果推出了其iPod音乐播放器。自
那时以来，该公司已推出了10多款不同型号的
iPod，其中一些支持视频播放，另一些则体积更
小，如iPod Nano。截止2007年4月底，全球
iPod总销量已突破1亿部。在2007年美国所有出
售的汽车中，70%配备了iPod连接功能。   





 在苹果于2001年推出其iPod音乐播放器的同时，
还开通了与之相配套的网络音乐服务iTunes网上
商店。到2003年时，iTunes音乐商店可供的歌曲
数量已达500万首，电视剧和电影数量分别为350

部和400部。目前iTunes已成为全球最为热门的
网络音乐商店之一。 

   



 通过iTunes®和iTunes在线音乐商店，iPod改变
了几千万音乐爱好者获取、管理和欣赏音乐的方
式。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我们要感谢各地的音乐爱好
者，他们使iPod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苹
果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斯表示，“iPod让世界各
地数以千万的人重新燃起了对音乐的激情，我们
很激动成为其中一部分。” 



 在2007年举行的MacWorld技术大会上，乔布斯
发表主题演讲称：“今天苹果将重新改造手机。”
苹果所说的手机，就是指其iPhone。该产品提供
音乐播放、电子邮件收发、互联网接入等功能。 





 “iPhone是一款革命性的,不可思议的产品，
比市场上的其他任何移动电话整整领先了
五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
斯说，“手指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终极定点
设备，而iPhone利用它们创造了自鼠标以
来最具创新意义的用户界面。”  



 iPhone是一款革命性的新型移动电话，用
户只需点按某个姓名或号码就能拨打电话。
iPhone能够从PC、Mac或因特网服务供应
商（例如 Yahoo!）同步你的所有联系信息，
让你始终拥有完整的最新联系信息列表。
此外，你还可以针对最频繁拨打的电话建
立一个喜欢的电话列表，把这些电话合并
在一起召开电话会议。  



 2009年《财富》评选十年CEO ，苹果公司
乔布斯当选。  



 2010年3月12日，苹果平板电脑iPad在美
国官网正式开始预定，WiFi版本的iPad和
3G版本的iPad均可预定，最低售价499美
元。 



  





 2011年3月3日，苹果公司在旧金山发布了
第二代平板电脑ipad。    

 第二代iPad更薄、更轻、电池容量更大，
并带有摄像头，满足视频会议等功能。 



乔布斯穿着招牌Tee及牛仔裤
主持iPad2发布会  



黑白两色iPad  



 新版iPad的售价仍然保持从499美元起，约
合人民币3279元。 

 发布会当天，苹果股价从开盘的349.96美
元一路冲高至354.35美元，收于352.20美
元。 



2.1.4  逝者乔布斯  

 2011年10月5日，苹果公司宣布，该公司
的创始人和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已经去世，
享年56岁。苹果发声明指出：我们对今天
宣布乔布斯逝世深感痛心。乔布斯无数创
新的源泉、激情和能量，丰富和改善了我
们的生活。世界因乔布斯变得更美好。 







 乔布斯的一生充满跌宕坎坷，他的工作被
人景仰。他不仅让苹果电脑有了漂亮的印
刷字体，以及赏心悦目的字体间距。而且
推出iPod、iPhone、iPad这些颠覆性的现
象级产品，重新定义了音乐播放行业、移
动通讯行业、和娱乐媒体行业的体验模式。  



 乔布斯去世后，全美几乎所有媒体都推出
了特别报道，CNN电视频道用了整整12个
小时播出有关这位传奇CEO的纪录片，并
将它与电灯发明人爱迪生和汽车发明人福
特并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传奇的创新者。 



 

 “记住你即将死去，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
重要箴言。”2005年，乔布斯在参加斯坦
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这样说。 



 

 当时，他罹患胰腺癌，刚刚接受手术不到
一年。“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
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所有的荣誉、
所有的骄傲、所有对难堪和失败的恐惧，
这些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他说。 



 

 乔布斯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活着就是
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乔布斯是在苹果公司处于巅峰状态时离开
的。  



 

 苹果公司截至2011年第三季财报显示，当
期营收增长至285.7亿美元，同比增长82%，
净利润为73.1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为
7.79美元，同比增125%，创下历史最高纪
录。 



 

 在资本市场上，苹果公司股价连续上涨8年，
公司市值先后超越谷歌、微软、IBM，在
2011年8月11日美股收盘后，以市值约
3372亿美元，超过埃克森美孚的3333亿美
元，正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2011年第三季度，苹果公司持有现金达到
762亿美金，甚至超过了美国政府国库存款。  



 

 2011年第三季财报显示，苹果的主要产品
销售情况为：iPhone售出2034万部，同比
增长142%；平板电脑iPad售出925万台，
同比增长183%。  



 

 苹果公司是唯一既做硬件又做软件并生产
全套产品的个人电脑公司。也正是如此，
苹果公司与全球多个科技巨头存在竞争关
系，因此其重大变动牵动全球诸多科技巨
头。 



 

 在手机市场，苹果是诺基亚、摩托罗拉、
三星等的主要竞争对手，尤其是苹果对诺
基亚的冲击甚大。 



 

 IDC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第二季度，
苹果iPhone的出货量一举超过了诺基亚的
1670万部，争得智能手机老大的位置，结
束了诺基亚连续15年占据老大的历史。 



 

 乔布斯的辞世无形中让诺基亚松了口气。 



 

 而三星在资本市场的变化也许更能说明苹
果对这些手机终端厂商的影响。有消息称，
苹果公司股价此番下跌被视作是对乔布斯
辞世的市场正常反应。在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领域主要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公司在
10月6日的韩国市场早盘一度上涨4%，收
盘时上涨1.5%。 



 

 而由于苹果硬件终端采用的是其自己相对
封闭的iOS操作系统，因此其在移动市场与
微软的Windows、谷歌的Android形成竞争
关系。在谷歌宣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后，
全球将形成苹果、谷歌摩托罗拉、微软诺
基亚三大移动阵营之争，事实上也就是这
三家在移动操作系统上的竞争。  



 

 不过乔布斯的辞世使得苹果、谷歌、微软
在移动操作市场的竞争又变得扑朔迷离，
毕竟当下谷歌拥有老牌手机厂商摩托罗拉
做后盾，微软又有诺基亚作为支撑，因此
苹果、谷歌、微软的移动操作市场将如何
演绎更具变化性。 



2.1.5  “库克”时代的开始 

 2012年8月27日，苹果股价再次上涨，最
终收于每股675.68美元，市值达到6334亿
美元，远远超过微软在1999年创下的历史
纪录，傲视群雄，成为市值最大的一家上
市公司。而这一天离现任苹果总裁蒂姆·库
克（Tim Cook）接过帅印只有短短一年的
时间。 



苹果公司2012年8月20日成功打破了微软公司此前创造的市值纪录，
被各大媒体和市场分析人士誉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值钱的公司”  



 回想去年8月24日，当乔布斯辞职时，大多
数人都在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且一度有
人担心没有乔布斯的苹果会失去灵魂、迷
失方向。蒂姆•库克，这个由乔布斯亲自举
荐、与乔布斯身形相似的新总裁，没能得
到所有股东的信任。很多人都在迟疑的目
光中询问一个问题：他能续写乔布斯的辉
煌么？ 



 如今，库克已经成功交上第一年的答卷。回想这
一年，苹果可谓从成功走向成功，从辉煌走向辉
煌。在属于库克的第一年中，苹果相继推出新一
代笔记本电脑，新一代手机，新一代平板电脑，
近期还要推出第六代手机和迷你版平板电脑……

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止。在这一年中，苹果股价从
一年前的372美元飙涨81%，朝千元股继续迈进。
如此骄人的成绩，足以让库克获得所有人的信任。
而如今的苹果已然走出乔布斯离去的伤痛，迈向
崭新的“库克”时代。 



 2012年8月24号，加州联邦法庭的陪审团
判定三星违反了苹果公司的几项专利，判
定三星向苹果公司支付10亿美元作为损害
赔偿，三星被认定故意抄袭了苹果公司非
常流行的iphone和ipad平板电脑的一些特
点。 



 两家公司的大战酝酿了很久，也是苹果对
阻挠安卓系统发展的态度的清楚的证明。
谷歌的安卓系统和苹果的操作系统相互竞
争，三星和很多移动设备都采用了安卓系
统。（Gartner，一家研究公司，说2012年
第一季度2/3出厂的智能手机用的是安卓系
统。）在史蒂夫•乔布斯生前曾对他的自传
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说，他相信安卓系统模仿了苹果ios系统的
重要特点，他将对此发动“核攻击”。 



   

 有数据显示，三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
占据绝对领导地位，2012年第二季度，三
星电子智能手机全球销量约5000万部，是
苹果iPhone系列销量的近两倍。   



 就操作平台而言，尽管人们还在讨论安卓
是否是iOS的二流版本，但毫无疑问，安卓
已经飞速成长为移动市场的第一大平台且
已巩固了这一地位。目前，并没有太多迹
象表明其他的操作系统将很快超过安卓。   



 2012年更是安卓的一场盛宴，按出货量计
算，今年春季，安卓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
额高达64%，其中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则高
达80%；而iPhone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仅为
12%。 



 苹果多数产品在2012年都呈现旺销的局面，
其中iPhone和iPad等产品的销量更是大幅
增长。与此同时，苹果的Macintosh产品线
有着稳固的表现，而且该公司的MacBook 

Pro也成为当前市场最畅销的笔记本电脑。 



 然而，苹果目前将面临一些巨大的挑战，
而且苹果在处理这些挑战方面似乎仍没有
做好充分的准备。苹果的MacBook Pro曾
经是其Mac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已
经被忽视多年，这也是消费者的困惑所在
。另外，苹果地图仍然一团糟。此外，苹
果仍然没有拿出合理的方案来应付Android

的高速增长势头，而且苹果与三星之间的
专利大战仍风起云涌。 

 



 北京时间2013年9月11日凌晨，苹果公司
正式发布iPhone 5c和iPhone 5s， iPhone 

5c售价4488元起、iPhone 5s售价5288元
起。新品发布后，苹果股价即下跌2.28%

，两天市值蒸发逾350亿美元。 

 



 知名市场调研机构IDC发布的全球智能设备
报告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
出货总量达到2.953亿部，较上年同期的
2.40亿部同比增长23.1%，再次刷新纪录
。不过其中，三星苹果所占份额同比骤降
，而以华为和联想为代表的国产手机厂商
则上升迅猛。 



 根据报告，三星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
为7430万部，同比减少3.9%；当季全球市
场份额为25.2%，虽然仍排名第一，但是
与去年同期的32.3%相比大幅下降7个百分
点。排名第二的苹果在第二季度的出货量
为3510万部，同比增长12.4%，所占市场
份额为11.9%，同样低于去年同期的13.0%

。 



 与此同时，华为、联想两大中国手机品牌
的上升势头迅猛，瓜分了三星、苹果让出
来的市场份额。数据显示，华为第二季度
智能手机出货总量达到2030万部，同比增
长95.1%；当季份额升至6.9%，高于去年
同期的4.3%；联想手机的出货总量为1580

万部，同比增长38.7%，市场份额从去年
同期的4.7%升至5.4%。 



 北京时间2014年9月10日凌晨1点，苹果隆
重发布了4.7英寸iPhone6和5.5英寸
iPhone6 Plus手机，以及智能穿戴设备
Apple Watch。 



 2014财年，苹果公司营业收入1709.1亿美
元，增长9.2%；利润370.37亿美元，增长-

11.3%。  



供讨论的问题 

 1、如何评价苹果公司早期的成功和在80年
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遭受的挫折？ 

 2、乔布斯为什么能够领导苹果公司走出困
境，再创辉煌？ 

 3、在后乔布斯时代，苹果公司面临哪些挑
战？是否会被安卓等开放系统所超越？ 



2.2  环境分析的步骤 

 2.2.1  环境分析面临的困难 

（1）环境具有复杂性，它会产生多种不同的
影响。 

（2）环境具有动态性，它会产生许多不确定
性的影响。 



 2.2.2  环境分析的步骤 

（1）评估环境的特点 

（2）分析环境的影响 

（3）确认机会和威胁 

（4）确认关键因素 

（5）战略定位 



2.3  环境分析中的宏观分析方
法——PESTEL分析 

 P－political 

 E－economic 

 S－social 

 T－technological 

 E－environmental 

 L－legal 



 
 

2.4  产业结构分析：波特的“五
种力量模型” 

产业竟争对手 

潜在进入者 

供方侃价实力 买方侃价实力 

替代品的威胁 



 由于影响企业的环境因素非常之多，对某
一行业或某一特定企业来说，试图分析所
有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是不必要的，也是不
现实的，重要的是认清关键影响因素，并
以此为基础去寻找战略性对策。 



 尽管对于竞争战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
纪30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但是只有在迈
克尔•波特在70年代出版一系的文章，并以
他的开拓性著作《竞争战略》（1980）为
高潮之后，关于这些领域的研究才开始对
企业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竞争战略》中，波特为分析影响行业
利润的经济因素提供了便利的框架。波特
的主要创新是把这些因素分为五种主要力
量。五种力量（Five-Forces）的分析，系
统而全面地应用了经济工具来对行业进行
彻底的分析。在今天，五种竞争力量的方
法仍然能够灵活地适应新的经济概念，仍
然是竞争分析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 



 波特认为：形成竞争战略的实质就是将一
个公司与其环境建立联系。尽管相关环境
的范围广阔，包含着社会的，也包含着经
济的因素，但公司环境的最关键的部分就
是公司投入竞争的一个或几个产业，产业
结构强烈地影响着竞争规则的确立以及潜
在的可供公司选择的战略。 



 波特指出：一个产业内部的竞争状态取决
于五种基本竞争作用力。这些作用力汇集
起来决定着该产业的最终利润水平。 



 波特指出：结构分析是确立竞争战略的基
石，一个企业的竞争战略目标在于使公司
在产业内部处于最佳定位，保卫自己，抗
击五种竞争作用力，或根据自己的意愿来
影响五种竞争作用力。 



 战略制定的关键就是要深入到表面现象之
后分析竞争压力的来源。对于表象之后的
压力来源的认识可使公司的关键强项与弱
项突出地显露出来，使公司生机盎然在其
产业中定位，使战略变革可能产生最大回
报的领域清晰化，并且使产业发展趋势中
最具有机遇和危险的领域显露出来。 



 

下面对五种作用力进行逐一讨论 



2.4.1  潜在进入者 

 1、可能的进入者和进入方式 

 2、进入障碍 

（1）规模经济 

（2）差异化 

（3）资金需求 

（4）绝对成本优势 



（5）获得分销渠道 

（6）转换成本 

（7）政府的有关法律和政策限制 

（8）特殊的资产 



（9）进入障碍的其它来源 

 A、长期合同 

 B、专利和专有技术 

 C、学习曲线效应 

 D、首创品牌的优势 



2.4.2  产业竞争对手 

 1、竞争对手分析 

 竞争对手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它的
行为，它告诉企业竞争对手是否能够开展
竞争；其二是它的个性和文化，它说明竞
争对手喜欢如何竞争，它是企业努力分析
竞争对手的最重要的目标。 



 第一个方面包括如下因素： 

（1）产品研究与开发 

（2）制造过程 

（3）采购 

（4）市场 



（5）销售渠道 

（6）服务 

（7）财务管理 

 

 第二个方面：个性和文化 



 2、产业激烈竞争的因素 

（1）工业增长缓慢 

（2）众多的竞争对手 

（3）竞争对手实力相当 

（4）固定成本或库存成本高 

（5）缺少差异化 

（6）生产能力过剩或退出障碍高 

 



 1、辨别替代品 

 2、替代的经济性：替代的威胁主要取决于
三个因素 

（1）替代品与当前产品的相对价值／价格比 

（2）转向替代品的转换成本 

（3）顾客的转换欲望 

 3、替代和防替代战略 

 

2.4.3   替代品的威胁 



 1、作为竞争对手的供应商 

 2、作为合作伙伴的供应商 

 

2.4.4  供方侃价实力 



 1、渠道或顾客的讨价还价能力 

 2、渠道或顾客的购买行为和特性分析 

 

2.4.5  买方侃价实力 



2.5  五种竞争力量的战略意义 

 公司的战略越能够为五种竞争力量提供防
卫，越能够以有利于公司自己的方式改变
竞争压力，就越能够帮助建立持久的竞争
优势，公司的竞争战略也就会越来越有效。 

 



 五种竞争力量模型深入透彻地阐述了某一
给定市场的竞争模式——五种竞争力量的
能力、五种竞争力量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
特性以及整个竞争结构。 



 一般来说，五种竞争力量的影响越强，行业中竞
争厂商的综合利润水平就越低。最无情的竞争情
形是：五种竞争力量所塑造的市场环境异常紧张，
以至于使所有厂商的利润水平都长期低于平均水
平甚至亏损。如果进入壁垒很低，从而每一个新
厂商都可以获得一个市场立足点，替代品的竞争
很强烈，供应商和顾客都有相当的谈判优势，那
么，从利润的角度来看，行业的结构显然是“没
有吸引力”的。 
 



 另一方面，如果竞争力量并不强大，那么，从利
润的角度来看，行业的结构则是“有利的”或者
说是“有吸引力的”。从赢利的角度来看，“最
理想”的环境是供应商和客户都处于谈判劣势，
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进入壁垒相对较高，现有厂
商之间的竞争也比较温和。不过，即使其中几类
竞争力量很强大，对于那些市场地位和战略可以
防御竞争压力、保护其获得平均利润水平之上的
公司来说，该行业仍然是有吸引力的。 
 



 要想成功地与竞争力量展开竞争，管理者
所制定的战略必须做到：（1）尽可能地摆
脱这五种竞争力量的影响；（2）影响竞争
压力使其朝着有利于公司的方向改变；（3）
建立强大的安全的优势。 



 如果管理者不去分辨存在的竞争压力，估
量各种竞争压力的相对强度，深入透彻地
理解行业的总体竞争结构，管理者就不可
能制定出致胜战略。五种竞争力模型是有
助于做到这一点的有力工具。如果不从这
个角度进行分析，战略制定者有可能缺乏
制定一个成功的竞争战略所必须的洞察力。 
 



2.6  战略群体分析 

 战略群体分析可以用来分析行业中各个竞争厂商
所占领的竞争位置。 

 提示行业中各竞争公司的竞争地位的一个方法是
战略群体图。这个分析工具架起了行业整体分析
和行业中公司地位个体分析之间的桥梁。当行业
中的竞争厂商很多，深入地进行个体分析找不出
其实践意义时，这种方法最有效。 

 战略群体分析有助于准确地确定公司最近的竞争
对手。 
 



 一个战略群体中所包含的各个厂商其在市
场上的竞争策略和地位相似。同一战略群
中的各个公司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相似：
产品线的宽度相似，垂直一体化的程度相
似，提供给购买者的服务和技术支持相似，
用来吸引类似购买者的产品属性相似，强
调相同的分销渠道，依赖相同的技术方式，
以及产品的价格或质量处于同一个区间。 



 如果行业中的各个厂商的战略基本一致，
市场地位相称，那么，该行业实际上就只
有一个战略群。相反，在另一个极端之上，
如果行业中的竞争厂商所追寻的竞争策略
互不相同，各自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有着
很大的差别，那么在该行业中，竞争厂商
的数目就和战略群的数目相同。 
 



 将行业中各个厂商区别开来的典型变量有
价格或质量区间（高、中、低），地理覆
盖面（当地、区域、全国、全球），垂直
一体化程度（无、部分、全线），产品线
宽度（宽、窄），对分销渠道的应用（一
个、一些、全部），服务程度（无附加服
务、有限服务、全线服务）。 

 



 在行业的整个战略空间下分配各个战略群的位置
时必须遵循一些指导原则。 

 第一，被选定作为群体图两个坐标轴的两个变量，
不应该具有强相关性。 

 如果它们是两个高度相关的变量，那么群体图上
的各个圆就会沿着一条倾斜线分布，那么战略制
定者从这个图上所获得的关于竞争厂商相对地位
的信息就和依照一个变量所获得信息没有什么大
的区别。 



 如产品线宽的公司往往采用复合分销渠道，
而产品线窄的公司往往采用单一分销渠道，
通过研究产品线的宽窄所得到的信息就和
研究分销渠道的多寡所得到的信息一样，
这样，其中的一个变量就是多余的了。 



 第二，被选定作为群体的坐标轴的变量应
该能体现各个竞争厂商之间所定位的竞争
目的之间较大的差异。 

 毫无疑问，这一点就意味着分析家必须找
出将各个竞争厂商区别开来的那些差异，
然后用这些差异特征作为坐标轴变量，作
为判断哪一家厂商属于哪一个战略群体的
依据。 



 第三，作为坐标轴的变量没有必要非得是
数量性变量或连续性变量，它们可以是离
散变量，或是按类别界定的变量。 



 第四，图形上各个圆圈的半径必须与该战
略群体中各个公司的联合销售额成正比，
以便反映每一个战略群的相对规模。 



 第五，如果比较合适的竞争变量不只有两
个，那么就可以多绘制几幅图从不同的角
度反映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由于一张图未必能完整地说明竞争厂商的
市场地位，所以我们最好用几对竞争变量
来绘制几张图。 

 



 在战略群体分析中，我们要考察的一点是
行业驱动因素及竞争压力是否对其中一些
战略群体有利而对其他一些群体不利。居
于受到负面影响的战略群体中的厂商可能
会尽力向条件更有利的群体移动，这种行
动的难度有多大取决于目标战略群的进入
壁垒是高还是低。 



 竞争厂商试图进入一个新战略群所作的努
力总会加剧竞争。如果已经知道某些公司
会尽力改变其所在群体图上的位置，那么，
我们就可以用箭头来标示其目标方向，以
便更清楚地表示竞争厂商之间的竞争行动。 

 



 还有一点是各个战略群体的利润潜力是否会随该
群体所处市场位置的竞争优劣势而变化。战略群
体之间往往存在利润水平的差异，因为各个群体
内部的竞争程度不一样，各个群体所服务的主要
客户群的增长率不一样。驱动因素和竞争力量对
各个战略群体的作用并不是等同的。 

 有些战略群体通常会比另外一些战略群体能够拥
有更加有利的位置。 

 



 一般来说，群体图上，战略群体之间相距
越近，成员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同一战略集团中厂商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其次是相距最近的两个群体中的成员厂商。 

 一般来说，群体图上两个相距甚远的战略
群内的成员厂商几乎没有竞争可言。 



2.7  理解竞争对手的战略 

 如果一家公司不注意竞争对手的所作所为，
那么它就如瞎子赶路。如果一家公司不去
监测其竞争对手的各种行动，不去理解它
们的战略，不去预测它们下一步最可能采
取的行动，那么，它就不可能战胜竞争对
手。 



 详细地考察竞争对手目前的行动以及其管
理部门发表的有关公司计划的言论是竞争
对手所采用竞争战略的最佳信息源泉。另
外，考察竞争对手地域上的市场战略意图、
市场份额目标、基本的竞争策略以及竞争
对手最近的行动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
也可以提供一些信息。 



 这种信息最好的来源有：公司的年度报告，
公司管理者最近的言论，证券分析家的报
告，商业媒体中刊载的文章，公司的新闻
信息发布，英特网上的信息搜寻，竞争对
手在国际展览会上的展销，访问公司的网
址，以及与竞争对手的客户、供应商及以
前雇员的谈话。 



 许多公司都有竞争情报部门，负责收集有
关竞争对手的信息并使其进入公司的内部
网。 

 如果一家公司能够不断地获得有关竞争对
手更多更好的信息，那么，在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该公司就拥有一个能够取得
竞争胜利的更好的优势。 

 



 现在主要的行业竞争厂商在将来未必就依然很强
大。有些公司可能会失其锐气，或者对未来的竞
争准备得不够充分。小一些的公司可能羽翼渐丰，
相对那些脆弱的大公司来说正处于攻势。长久以
来占据行业领导地位的竞争厂商可能会很快滑落
到行业的平庸之列。其他的公司最后则可能被收
购。今天的行业领导者并不会自动地成为明天的
行业领导者。 

 



 要取得一定的市场地位，公司现在的地位是有利
还是不利取决于如下问题：公司业绩改善或恶化
的潜在原因是什么。一般来说，一家公司维持其
现有市场地位的安全系数是下面几个因素的函数：
面临市场驱动因素及竞争压力时所表观出来的脆
弱性，公司是处于竞争优势还是处于竞争劣势，
以及公司是不是很可能成为其他行业竞争厂商所
发起的进攻性行动的目标。 



 准确地确定哪些竞争厂商有望扩大市场地
位，哪些竞争厂商会失去市场份额，有助
于战略家预测这些厂商很可能会采取下一
轮的行动，并做好应对之策。 

 



 由于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的经营和运作一
般是以其对行业的假设和其对自己公司所
处形势的看法为基础的，所以要深刻地洞
察竞争对手的管理者的战略思想就可以从
他们对以下一些问题所发表的公开观点中
获得信息：行业的发展趋势；行业取得成
功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还可以从他对他们的公司形势所持的观点
中获得信息；可以从各种对他们现在的所
作所为的“小道消息”中获得信息；可以
从他们过去的行动和领导风格中获得信息。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一个竞争厂商是
否有做出重大战略变动的灵活度，或者说
它是不是陷入了继续推行以往基本战略只
作少许调整的泥泽之中。 
 



 要做到成功地预测竞争对手的下一步行动，必须
对竞争对手有一个良好的感觉，对其管理者的思
维方式有一个良好的感觉，对其当前的战略选择
有一个良好的感觉。对信息的审查工作是很有必
要的，也是一项费时的乏味差使，因为信息不仅
来源很多而且很零碎。但是，对竞争对手进行很
好的侦察从而预测出它们的下一步行动能够使公
司的管理者组织有效的反应措施，有时甚至可以
将竞争对手打败。 
 



2.8   行业的关键成功因素 

 一个行业的关键成功因素（KSF）是指那

些最能影响行业成员能否在市场上繁荣的
因素——特定的战略因素、产品属性、资
源、能力、竞争能力以及影响公司盈亏的
业务成果。 



 关键成功因素所涉及的是那些每一个行业
成员所必须擅长的东西，或者说公司要取
得竞争和财务成功所必须集中精力搞好的
一些因素。KSF是取得行业成功的前提条
件。 



 回答下面三个问题有助于确认行业的关键成功因
素： 

 （1）顾客在各个竞争品牌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
是什么？ 

 （2）行业中的厂商要取得竞争成功必须做些什
么——它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和竞争能力？ 

 （3）行业中的厂商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采
取什么样的措施? 
 



 一个健全的战略应该包括这样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行业成功关键因素上有能力，并
且在至少一个行业成功关键因素上拥有卓
越的能力。 

 



 公司的管理者必须很好地了解行业的形势，以便
了解要取得行业竞争的成功，什么最重要。他们
必须知道有价值的资源是哪些。 

 对长远竞争成功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如果分析
时出现错误，就会大大提高制定错误战略的风
险——这种错误的战略会过分强调不怎么重要的
竞争目标，而低估那些有着很高重要性的竞争能
力。 



 另一方面，一个公司如果能够深刻地洞察
行业的KSF，就可以通过将公司的战略建
立在行业的KSF之上，然后竭尽全力在这
些因素的一个或多个之上比竞争对手做得
更好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 



 实际上，关键成功因素是获取竞争优势的
黄金机会——那些能够在某个具体的KSF
上出众的公司可能因为它们所作的种种努
力而拥有比较强大的市场地位。因此，用
一个或多个KSF作为公司战略的奠基石，
并且通过在某个具体的KSF上做得出类拔
萃来获取持久竞争优势的做法就成了带来
累累硕果的策略。 
 



 关键成功因素随着行业的不同而不同，甚
至在相同的行业中，也会因行业，驱动因
素和竞争环境的变化而随时间变化。对于
某个特定的行业来说，在某一特定时候，
极少有超过三、四个关键成功因素。甚至
在这三、四个关键成功因素之中，其中也
有一两个占据较重要的地位。 



 因此，公司管理者不能将那种不够重要的
因素列为关键成功因素的清单之上——确
定KSF的目的是判断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
如果包含那些只起了一点作用的某些因素，
就会破坏管理层对这些关键因素的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