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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的发布的《第 2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截至 2010 年 6 月底，手机网民

用户达到 2.77 亿，移动互联网颇具规模。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可借助各种移动通信网络，突破

地域的限制实现对空间的全方位覆盖，互联网由此具备了“移动”的特征，人类将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移动起来的用户带来了对位置信息的需求，围绕附着于空间位置上的信息资源进行开发，无疑具有很

大的价值，移动位置服务（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 的商业化运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基于

LBS 的 Foursquare 移动社交网站的兴起更使人们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本文对基于 LBS 的移动社交传

播模式进行分析，并尝试探索其商业利用价值。
二、移动位置服务（LBS）简述

（一）移动位置服务定义

移动位置服务又叫做移动定位服务，它是指移动网络通过特定的定位技术来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

(经纬度坐标)，在电子地图平台的支持下，为终端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增值业务。[2]

（二）移动位置服务的应用

移动位置服务的具体应用可大致分为：触发服务、信息服务、跟踪服务、援助服务等四大类，具体应用示例见

图 1。[3]

三、基于位置的互动传播概述

本文所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基于 LBS 技术和理念的移动社交传播模式，区别于手机对传统社交网络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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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其简称为 LBSNS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一）技术条件

1.用户终端。用户终端可以是手机、PDA、笔记本电脑、车
载终端，用户终端通过定位平台交互完成定位操作，通过登

录网络信息平台获取信息发布、获取服务。
2.移动定位平台。移动定位平台是集成各类定位技术的

中心，通过各种定位技术实现对用户终端的定位。
3.互联网信息平台。信息平台为用户提供个人信息存放、

用户数据的挖掘及位置信息搜索、匹配等服务。

图 1 基于位置的服务示例

（二）LBSNS 传播过程

图 2 LBS移动社交传播过程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

1.用户将信息上传到互联网信息平台中的“用户信息展

示模块”，进行信息的管理与发布，可以根据需要决定信息开

放的程度和内容，类似各种 SNS 网站和电子商务网站提供

的服务。
2.当用户（图中所示 A 和 B）需要开始基于特定位置的

互动时，首先向网络信息平台开放允许定位搜索功能 （如

Foursqure 的 Check in），向平台开放自己的地理位置信息，

并允许别人对其进行定位。同时，设定详细搜索条件（如符合

自己需求的信息）和搜索区域（如，周围 50 米范围）进行定向

搜索。
3.网络信息平台利用其“移动定位模块”对用户进行定

位，并对用户指定区域进行定位搜索，同时通过“信息服务模

块”向用户提供所在地区的相关服务信息 （如周围酒店、餐

饮、交通信息等）及其他用户信息。用户根据反馈结果决定是

否通过网络平台建立联系，或者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三）LBSNS 商业应用的理论基础

1.机会成本理论

根据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理论，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某

种东西而必须放弃的东西”[4]，而在这一互动模式中，由于互

动参与者的活动可以采用手机等易于携带的移动终端，可以

不必事先花费成本选择对象、选择信息，只在处于特定区域

时，才建立联系进行交流。参与者可以在日常活动的同时，顺

便获取一次交流的机会，增加了行动的附加值却不必付出任

何额外成本。互动参与者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
2.社会网络的“弱联系理论”与“结构洞”理论

经济社会学者格兰诺维特提出“弱联系理论”。他指出，

在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着两种连结即，弱联系与强

联系。弱联系更可能扮演不同团体间的“桥”。这种起桥梁作

用的“弱联系”的存在可以增加其所在团体成员与外界互动

的机会，从而使得资源与信息传播渠道之多样化。他因此认

为群体间的“弱联系”，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
巴特则在格兰诺维特的“弱联系”理论基础上，从社会关

系网络的结构着眼，提出了“结构洞理论”（s tructural hole
theory）。他指出，在两个团体之，由于缺乏起“桥梁”作用的连

结，因此社会网络中会形成一个个“洞”。这些“洞”是由于某

些社会网络的结构缺陷形成的，所以称为“结构洞”。他认为，

若能寻找出这些结构洞，并予以填补，便能有效地创造社会

资本，进而掌握更多的商业契机。[5]

LBSNS 的服务核心就在于，抓住偶然的与陌生人交流

的机会，增加行动的附加值。陌生人之间在特定场合的偶然

互动，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无疑属于弱联系，在两个团体之

间建立起了联系的“桥梁”。通过互动的参与，用户获得了填

补“结构洞”的信息资源，无疑会更有效地创造社会资本，掌

握更多的商业契机。
3.注意力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戈德海伯于 1997 年在美国著名

的《Hot Wired》上发表了《注意力购买者》。文章指出在互联

网时代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相对于过剩

的信息，只有人们的注意力才是稀缺的资源。戈德海伯进而

指出目前正在崛起中的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从本质上讲

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经济状态中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注意力。[6]在传

播手段日益丰富、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的今天，受众注意力真

正成为稀缺资源，面对着越来越个性化、细分化的受众，如何

吸引其注意力，是信息服务提供者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难题。
对于受众来说，如何分配自己的注意力，提高信息获取的效

率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 LBSNS 在海量信息纷繁芜杂

的情势下，提供基于空间位置或者地理位置的相对固定的和

真实的信息，可以提供精准的信息，无疑是具有很大的针对

性，使受众可以方便地获取有效信息，提供信息获取和使用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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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BSNS 商业应用赢利模式分析

（一）收费会员服务

这一模式针对企业、商业用户。通过向这部分集团用户

收取会员费，为其开放移动社交平台。让企业的信息发布在

平台上，对企业的网点和相关部门（如销售、采购）员工进行

定位操作，为其提供匹配的供销信息。当其他需求相关用户

接近企业网点和员工后，建立双方联系，辅助创造商业机会。
（二）广告模式

对于日常消费用户，LBSNS 平台为其提供免费服务，并

基于其位置及需求信息进行精准的广告传播，向广告主收取

广告费用。例如，A计划去甲地旅游，在车站搜寻是否有同去

甲地愿意结伴的“驴友”。他通过手机登陆移动 LBSNS 平台，

发布自己前往甲地旅游的信息，并启动定位功能，定位范围

设定为方圆 500 米（一般车站大小）。平台将搜索结果反馈给

A，可能在车站有 B、C、D 等若干用户有相同意愿，他们可以

建立联系，结伴同行。在提供用户信息的同时，平台可以搭载

推送有关目的地的酒店、旅行社、交通等广告信息。而这些广

告信息则是由广告主付费发布在平台上的。
（三）流量分析、市场调研报告等增值服务

当拥有一定规模的用户后，由于获得了社交网络用户的

活动范围、在某个位置的活动频度、特定时刻的需求情况等

数据，LBSNS 平台就可以提供流量分析、市场调研报告等调

查分析的增值服务。如，可以对一段时期内每个周末出现在

南京新街口的用户的需求和行动路线进行分析，这样的数据

分析无疑对商家的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五、LBSNS 移动社交传播商业前景

（一）促进因素

工信部发布的 2010 年 10 月通信业运行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2010 年 1 至 10 月，全国移动电话用户累计净增

9483.0 万户，达到 84204.4 万户。[7]从现有技术条件上讲，每

一个手机终端都能够实现移动定位的功能，这给 LBIS 业务

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业务环境。近年来，尤其是随着高

速宽带的普及，建设无线城市热潮席卷全球。据报道，伦敦、
芝加哥、巴黎、首尔、新加坡、中国台北等城市的无线城市技

术已投入使用数年。从 2008 年起，我国也在各方争议中迎来

了无线城市建设热潮：北京围绕奥运的无线城市一期建设已

于 3 月底完成；上海提出要在 2010 年建成无线城市；天津、
武汉、杭州、深圳相继确立了无线城市计划，并开始付诸实

施。[8]这就使得基于无线局域网技术的移动定位获得了基础

设施上的支持，进一步扩展了用户基础。
（二）风险因素及规避方法

1.隐私暴露的隐患

基于特定位置的人际互动所赖以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是

使用者允许对自己进行定位。而个人位置隐私无疑是个人隐

私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未经授权的定位、位置公开、强制性的

商业侵犯、不合理的使用都会损害用户的切身利益。运营存

在出于牟取非法利益泄露个人位置隐私的可能，网络平台也

存在被黑客攻击而泄露个人位置数据的可能性。

在这种风险的规避上，一方面，随着国家个人信息保护

法律制度的健全，可以防止运营商泄露个人隐私的行为，网

络安全技术的也发展将大大增加网络平台安全防御能力。另

一方面，LBIS 本身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规避。主

要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后台以实名注册，前台呈现虚拟用户

名。这样做可以保证用户信息不会暴露在其他用户面前，同

时又保证了一旦用户使用平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可以追

究责任。
2.诚信缺失的危机

如同在基于传统互联网的网络交易中一样，信用在基于

特定位置的人际互动中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参与者

故意发布虚假信息，难免会给其他人的利益带来损害。这一

风险的控制根本在于国家信用体制的健全，在此未能很好实

现之前，一些电子商务服务网站的做法可以引入到移动社交

网络服务中来，如像阿里巴巴那样建立自己的信用评价体

系。
六、结语

总的来说，移动社交网络服务属于 LBS 的一个特殊种

类，是一种提供基于位置的互动传播信息服务的新型传播技

术工具。如果说以百度和 GOOGLE 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是互

联网海洋中的港口的话，移动社交网络服务将能够为移动互

联网时代飘荡在信息汪洋中的人们提供指引和导航。在为人

类创造价值的同时，它本身也将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

“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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