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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理论视阈下众筹网站的运营模式探究

———基于“众筹网”的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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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众筹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依托平台，以汇聚众多个体力量实现梦想为情感基调，以项目的实现为目

的，以“团购 + 预购”为回馈形式。众筹模式引入中国以来，众多企业开始搭建众筹平台试水互联网众筹，但

发展比较缓慢。本文以众筹网为个案，梳理和分析众筹网站在中国的实践，并尝试以长尾市场的三种力量，

即生产工具的普及、传播工具的普及连接供给和需求为切入点，结合市场营销理论，探讨众筹在中国的运营

模式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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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舶来品的众筹模式，自漂洋过海引入中

国以来，就融入了中国元素，在摸索中前进，在悄

然中探索。从第一个众筹平台“点名时间”开

始，国内至今已有二十多家众筹平台。当前，在

少数人间流行的众筹模式正在慢慢蔓延到科技、
娱乐、出版、电影等行业，并对各个领域都进行着

颠覆和重塑［1］。虽然众筹的独特模式带来了网

络营销和新媒体发展的新思路，但是目前其仍只

是在小众群体中流行和发展，市场普及和接受程

度远不如传统的投融资方式，故本文将众筹模式

界定为投融资领域的长尾市场。很多电商、金融

公司、互联网企业看中了众筹模式在中国的发展

潜力，纷纷开设众筹网站，但是综合目前的发展

现状，“搭台容易唱戏难”是众筹平台普遍遇到

的问题，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成为亟需解决的问

题。本文以长尾理论为分析工具，以“众筹网”
为个案，探讨众筹网站的运营模式、尚存问题以

及发展前景。
二、众筹的核心理念: “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
( 一) 对“众筹”的界定

众筹( Crowdfunding) 是一种大众通过互联网

相互沟通联系，并汇集资金支持其它组织和个人

发起的项目的集体行动。众筹模式的核心理念

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涉及筹资者、众筹平

台及出资者三方。筹资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众

筹平台发布项目并介绍情况，出资者根据自己的

兴趣为中意的项目出资，项目完成后筹资者会给

与出资者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回报。众筹模式打

破了传统的融资模式，以其自身所拥有的媒体和

社交属性使得每一个有资金需求的创业者不仅

能够通过众筹模式获得创业资金，同时还能获得

资源、人脉、潜在客户等资源。
( 二) 国内众筹网站现状: 喜忧参半

众筹模式起源于美国，2009 年 Kick st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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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盛况使众筹走入大众和媒体的视野，同时

2012 年奥巴马颁布的《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
( 俗称 JOBS) 促使美国众筹合法化。2011 年国

内众筹网站开始起步，第一家众筹网站———“点

名时间”成立于 2011 年 5 月。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理财的关注热度和接受程

度逐年上升，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迅猛，越来越

多的企业瞄准了国内众筹这片蓝海市场，纷纷投

资进军众筹领域。目前国内众筹网站( 不含 P2P
股权众筹网站) 已达 24 家，其中北京 9 家( 包括

众筹网、追梦网、淘梦网、乐童音乐、摩点网、创艺

网、创投网、原始会以及人人投) 、广州 8 家( 包括

腾讯乐捐、大家投、众投邦、天使客、爱合投、云筹

以及 VCHell0) ，同时国内的互联网巨头腾讯、京
东、阿里巴巴、百度也纷纷涉足众筹市场。

这些众筹网站的定位各有侧重，如“点名时

间”定位于中国最大的智能新品限时预购网站;

“众筹网”定位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型众筹

平台;“追梦网”专注于打造年轻人的新生活众

筹平台; “淘梦网”致力于电影项目的众筹。众

筹网站正在颠覆原始的融资形态，逐步渗透文

化、互联网、制造业、公益、娱乐、旅游等行业，众

筹的项目包含科技、影视、出版、农业、动漫游戏、
公益等类型，吸引了众多网络用户。以国内知名

度较大的“众筹网”为例，从 2013 年 2 月上线至

今，发布的项目总数达 8109 个，支持人数达 288
万，累积筹资金额达 9200 万。据统计，全国 2014
年 1—6 月份发生的奖励类众筹事件为 933 起，

募集金额为 3228． 07 万。众筹模式的兴起掀起

了互联网金融第三波热潮［2］，引起主流媒体的关

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财经频道曾层多次报

道了众筹模式，国家相关部门也非常支持众筹业

态，在规范众筹的同时给予众筹足够的发展空

间，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众筹的好时代。
众筹模式普遍在国内被认为是互联网金融

中最火爆的模式，众筹网站从 2011 年到 2014 年

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用户

规模、项目数量和筹资金额上都与国外相差甚

远。2014 年上半年，美国众筹募资项目达 5600
项，募资金额达到 21508． 61 万美元，而我国募集

总额仅有 3228 万人民币。另外由于国内缺乏相

应的机制和体制，众筹行业在国内尚处于培育

期，影响力大多限于小众群体。最先开设的一批

众筹网站正经历“萌芽—火爆—平稳—沉寂”的

洗牌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内第一家建立的众筹网

站———“点名时间”抛弃众筹模式积极转型成为

限时预购网站，众多网站也陷入筹不到资金的困

境中，众筹网站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众筹模式的特点与优势———基于长尾

理论的解析

( 一) 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由

克里斯·安德森( 2004 ) 最早提出。它指出在网

络经济背景下，我们的文化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

转移，从需求曲线头部的少数大热门( 主流产品

和市场) 转向需求曲线尾部大量产品和市场，［3］

但是这些销量小但种类多的利基产品累积起来

的总收益却能超过主流市场，构成的利基市场也

可与大热门市场相抗衡。根据《小微金融发展报

告 2014 年》，现在的商业银行仍然是小微企业的

融资渠道，通过互联网筹资尤其是众筹只在小众

范围内进行。传统的形式仍然是主流市场，众筹

处于筹资的利基市场，众筹激活了民间资本的活

力，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桥梁，成为融资新渠道。
众筹是互联网金融的产物，其网络商业新模式实

际上是“众包( crowd sourcing) ”的子概念。众筹

近乎于长尾效应中的“短头”经济，即规模经济，

集纳众人的资金实施项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筹

资的固有模式，公众成为了项目的投资主体。［4］

同时众筹的消费方式类似预购，出资者在认

同筹资者的项目内容及回报内容的基础上，根据

不同的回报出资，等项目完成后获得相应的回

报，这如同长尾理论中的定制。众筹显示其长尾

市场的潜力，逐渐渗透众多行业，如“滴滴打车软

件”、“那英演唱会”、电影《我是我》，这些成功的

案例都是对众筹发展潜力的很好的佐证。
( 二) 众筹网站的长尾禀赋

长尾市场的发展潜力依靠生产工具的普及、
传播工具的普及、供给和需求的连接，这三种工

具使生产者的队伍壮大，并创造了新的市场和交

流中心，为 长 尾 市 场 带 来 了 新 的 推 荐 和 营 销

方式［5］。
1． 生产工具的普及导致内容生产的长尾

Web2． 0 条件下的智能终端普及，带来内容

生产的普及，廉价的信息生产得以实现，众多业

余信息生产者为信息市场提供了尾部曲线中的

—69—



无数种多样化产品，导致选择空间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迅速夸大膨胀，这就促使长尾延伸，形成供

给长尾［6］。众筹网站门槛低，注册无限制，项目

无设定，无论是个人或组织，只要在众筹网站平

台上注册，发布项目即可。低门槛激起了用户的

参与兴趣，而项目无设定则保证了项目的多样

化，确保用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以“众筹网”
为例，目前它是综合性众筹网站中知名度最高

的，涵盖的领域包括科技、艺术、设计、音乐、影

视、出版、动漫游戏、公益、公开课以及苏州站和

河南站在内的 10 个频道和 2 个地方站，基本涵

盖了众筹的各个领域。众筹网站为互联网金融

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层次，产品不再限于银行、投

融资机构所提供的种类，延伸了互联网金融的长

尾市场。
2． 传播大众化导致信息传播平台的长尾

随着传播工具的广泛使用，信息的便捷，无

限或趋于免费的传输成本，使得每一个人都变成

传播者，降低了接触到更多人的成本，提高了长

尾市场的流动性，使得获得长尾市场产品的途径

更多，长尾更趋扁平化。众筹网站依托于互联

网，其传播平台天生具有多层级、交互能力强的

特性。众筹网站不仅在网络、移动终端上建立自

己的传播渠道，同时还通过项目筹资人、出资人

的交际圈进行传播。“众筹网”开通了百度贴

吧、新浪微博、豆瓣小站和 QQ 空间，2014 年 7 月

1 日开通众筹 app3． 0，正式上线轻众筹。同时

“众筹网”的众筹项目———快乐男声《我是我》，

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和粉丝力量，大力宣传项目，

成为筹资最多的项目。众筹网站充分利用多元

化的传播渠道，打破了先前投融资模式信息传播

的封闭性，提高了信息的到达率，调动了主体参

与的积极性。
3． 连接供给和需求导致需求的长尾

搜索引擎在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搜索引擎

可以将用户独特的需求，通过智能软件程序化的

方式自动实现供求匹配，按照用户提出的要求，

提供定制服务以满足需求。在互联网背景下建

立起来的众筹网站普遍采用搜索引擎营销，只要

输入“众筹 + 类型”两字，搜索引擎就会推荐符

合要求的网站。同时，众筹网站的项目类型多

样，众筹项目筹资人通过网站及搜索引擎与投资

人分享信息，向公众提供推荐信息，这样便于公

众的选择，拉近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众筹网

站一方面保证了众筹信息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通

过搜索引擎方便快捷地把项目推送给用户，帮助

人们选 择 自 己 喜 欢 的 类 型，让 曲 线 变 得 更 加

扁平。
四、众筹网站的关键力量解析: 以众筹网为

个案

众筹模式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形式，它区别

于现在主流的投融资形式，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

时代产物，是投融资市场的长尾市场。本部分结

合长尾理论及众筹网站的实际情况，解析众筹网

站的三 种 关 键 力 量，进 一 步 提 出 相 应 的 发 展

策略。
( 一) 项目类型

长尾理论中提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指个人

电脑，电脑壮大生产者的队伍，提供更多的利基

市场的产品。众筹网站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电

脑扮演的角色自是不言而喻。在移动客户端时

代，众筹网站还注重各自的 App 开发，采用轻众

筹形式，以迎合用户的消费习惯。但对于众筹网

站而言，生产力量强调项目类型比强调个人电脑

更为实际，更为重要。
众筹平台的关键力量之一就是众筹项目，众

筹网站之间的模式基本无区别，而具有识别度的

则是众筹项目，项目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类型和数

量两方面。
首先，项目类型与网站定位关系密切。网站

的定位要综合衡量企业的实力，尤其是资金和资

源这两方面。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资源是众筹

平台运行的强有力的保障，众筹网站在发展前期

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传播推广、人才引进、完善

项目类型等，若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平台就

很难扩大规模，打响知名度，没有知名度就又会

陷入筹集不到资金的困境中，周而复始众筹网站

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在自身资金和资源的考

量下，网站定位于如综合性平台或专注于一类的

垂直性平台就会对项目类型产生很大影响。综

合类平台项目类型广，涉及科技、影视、设计、音

乐、出版、动漫游戏、农业、公益等行业，投入资金

大。“众筹网”定位于综合类众筹平台，开设了

10 个频道和 2 个地方站，还在发展中不断创新

完善自身的业务体系，尝试众筹公益、众筹电影、
众筹新闻等方式，逐步探索与视频行业、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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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合作。在世界杯期间“众筹网”联合“乐

视网”，推出“我签 C 罗你做主”的众筹项目; 与

本来生活网联合推出农业众筹，再次丰富“众筹

网”的垂直版块。垂直类平台专注于某一领域，

投入资金相对较小，如“乐童音乐”专做音乐众

筹，“淘梦网”致力于电影项目的众筹，

其次，确定项目类型离不开市场调研和数据

分析。众筹网站要在数据的支撑下预测项目类

型的市场前景，结合受众的特点和兴趣、行业发

展动态等，确定重点类众筹项目，在此基础上有

针对性地加大宣传推广。“众筹网”的众筹项目

以音乐、出版及影视类为重点，项目数量占总项

目数的 50%，在宣传上以明星的众筹项目为宣

传噱头吸引用户，为网站积累种子客户，利用明

星自身的信誉为网站信誉背书，如那英演唱会、
快男电影《我就是我》、乐嘉《本色》的众筹 项

目等。
( 二) 推广方式

长尾集合器将数之不尽的各类产品集合起

来，使它们变得易于寻找、唾手可得的公司或服

务，降低了市场的进入门槛［7］。众筹网站将各式

各样的项目集合，用户若想体验众筹模式，只需

进入网站即可浏览各种项目，然后选择项目进行

投资，网站本身就充当了长尾集合器。众筹长尾

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依靠网站集合器，同时还在

于这些网站集合器如何进一步普及众筹模式。
众筹网站是基于互联网平台背景下构建起来的，

在经营过程中要用互联网思维审视用户、产品、
营销、创新等［8］。在传播方面要锁定目标群体，

加强对目标受众的分析和调查，了解目标受众的

特点和兴趣，充分利用网站、微博、微信、APP 展

示企业产品和品牌。例如，在巴西世界杯期间，

“众筹网”充分抓住球迷渴望和明星球星零距离

见面的心理，联合乐视网推出“我签 C 罗你做

主”的众筹项目，吸引了众多球迷的参与。在推

广方式上也要对内、对外宣传双管齐下。
首先，在网站推广方面，对内拓展平台，坚持

“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开设多种传播渠

道，使用户更加便捷地接触众筹平台，降低用户

搜索成本。许多众筹网站也开通了微博、微信平

台，为平台吸取更多的流量，平台用户流量多就

会形成马太效应，多的平台就会吸引更多的用户

访问，而少的平台就会渐渐被用户遗忘。例如，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京东、百度、腾讯本身就积累

了巨大的用户群，它们众筹平台的用户流量就明

显领先于它众筹网站，众筹项目的成功性也会大

大地提高。10 月份“京东众筹”月筹资金额达

2093 万元，遥遥领先“众筹网”的 457． 64 万元。
同时线下的营销传播也很重要，线下活动是网站

维护客户关系的有效途径，面对面沟通能加深用

户的印象，提 高 用 户 对 网 站 的 认 同 度。“众 筹

网”不仅举办 2014 年首届“全球众筹峰会”、河

南首届“众 筹 沙 龙”等 线 下 活 动，同 时 还 通 过

CCTV 新闻联播、财经频道的报道宣传，提高了

在同行业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其次，对外加强与成功网站的合作，进行资

源整合。众筹网站功能的实现是通过一系列的

工具如“支付宝 + 微博 + 视频网站 + 搜索引擎”
等来完成的［9］。因此，众筹网站需要加强与诸如

和讯网、财新网、乐视网等网站的合作推广，这样

不仅能利用合作公司的知名度和传播渠道加大

传播的力度，让更多的用户知道众筹，同时还能

充分发挥合作方的用户资源，实现共赢。“众筹

网”与“乐视网”、“本来生活网”合作推出娱乐、
农业众筹项目，开通新浪微博、豆瓣小站、QQ 空

间，加大宣传力度，也增加与目标群体的沟通渠

道，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众筹项目的成功

率。目前来看众筹网站间还是竞争关系，网站间

的合作缺失，各个网站之间单方作战，这不利于

处于发展初期的众筹行业的发展壮大，行业亟需

各个众筹网站的集合与升级，形成良好的内部集

群，寻找到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 三) 服务至上

克里斯·安德森把长尾的秘诀概括为“生产

它”和“帮我找到它”。长尾市场为用户提供了

无尽的选择，扩大了他们的自由，但是用户选择

的成本却加大了。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根据顾

客的个性化需求，将匹配的产品、需求推送给顾

客，将低成本的信息产品和可能的无限需求迅速

连接起来，使需求曲线向尾部移动，推动需求曲

线向右移动。在网络发展迅速的今天，搜索引擎

发展已经很成熟，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能通过搜索

引擎找到。在百度搜索众筹，相关结果已经达到

1 亿，用户通过搜索引擎就可便捷地找到感兴趣

的项目并出资，但对于众筹平台而言重要的是优

质服务，服 务 扮 演 了 连 接 供 给 和 需 求 的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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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优质服务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现在用户对众

筹网站的信任度不高，即便知道也不敢轻易尝试

众筹模式，除去一些政策等不可控因素，众筹网

站只有以优质服务消除用户的疑虑，才能增强用

户的信心。
其次，众筹模式提高了投资者的参与广度，

体现出强烈的粉丝经济色彩，但是玩好粉丝经济

则非常需要注重口碑。一旦网站招致声誉的负

向评价，为数甚众的消费者则“用脚投票”，只要

听到网站的不好就会迅速转移，取消未来潜在的

投资机会，启动严厉的市场驱逐式惩罚机制，就

会引发蝴蝶效应，给网站带来灾难性后果［10］。
“众筹网”推出的快乐男生《我是我》电影众筹充

分利用明星效应，承诺出资者跟明星零距离接触

的回报，在项目开始 20 天就顺利筹集到 500 万，

引起了主流市场的注意。但是电影上映后，主办

方却没有将承诺变现，引起了粉丝的不满意，影

响了“众筹网”的口碑。
目前，服务营销提出服务包的概念，优质的

服务包包含核心服务、便利性服务以及支持性服

务三个层次的服务。
第一，核心服务是企业为用户提供的最主要

的服务，众筹平台为筹资者提供的核心服务是在

规定的期限内筹集金额，为出资者提供的服务是

兑现出资承诺。这涉及到项目发布人的可信度、
承诺的兑现程度及互动沟通三个方面。因此众筹

网站需要针对这三方面设立严格的审查机制、监
督机制以及沟通机制。审查机制主要指审查项目

发起人的信用情况，判断项目的真实性。只有通

过严格的审查机制，项目发起人才能在平台上发

布项目，这也是预防注册用户被骗的重要举措。
现在很多的众筹网站，项目发起人只要在网站上

注册，即可在平台上发布项目，有些不良居心的筹

资者就会以众筹之名圈钱而不兑现承诺，侵犯出

资者的权益。监督机制是对项目发起人的回馈实

施程度的监督。奖励制众筹要求筹资者在项目完

成后要给予出资者相对应出资金额的回馈，若回

馈低于用户期望会引起用户的不满，对平台造成

不好的影响。若出资者对回馈不满意，网站可以

按严重程度对项目发起人采取金钱惩罚，不允许

其再次发布众筹项目，或者将其不良信誉通报给

其它众筹网站等措施。沟通机制旨在让众筹网站

扮演好中介角色，向上要跟筹资者沟通，确保项目

的真实性和项目的发展情况; 向下要让用户获知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的进程、资金去处等，只有通

过沟通机制，才能让项目透明化，提高出资者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现在众筹网站在沟通方面做得有

所欠缺，用户只能获取项目信息，加之筹资者很少

会更新项目进行状况，出资者很难获取更多的信

息。“众筹网”开通的微博、微信、豆瓣小站等平

台，都是以展示项目信息为主，没有很好地发挥这

些网站的社交属性，其发布微博的转发数和评论

数更是少之又少。
第二，便利性和支持性服务是指为使顾客能

够接受核心服务而提供的，不仅增加服务的价

值，而且能与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众筹网站的

便利性和支持性服务可以以专业投资机构的服

务为参照，例如“众筹网”定位于为用户提供募

集、投资、孵化、运营于一体的综合网站，但目前

只提供了募集、投资服务，因此可以为孵化、运营

提供支持性服务，联合创业网站如“优米网”，为

筹资者提供创业培训，为用户的投资提供专业指

导，根据项目的前景整合网站的线上线下资源包

装宣传众筹项目。
五、众筹网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探索

2014 年 3 月，世界银行发布了《发展中国家

众筹发展潜力报告》，报告称预计到 2025 年全球

众筹规模达到 960 亿元，中国众筹规模达到 460
亿美元至 500 亿美元区间，中国众筹市场发展空

间巨大，渐增的出口投资诉求以及越来越热的创

业浪潮，为众筹网站提供了诸多的发展机会。众

筹看起来很美，但是众筹模式并没有完全在中国

落地生根，监管的缺失、用户的不信任、信用环境

差等问题牵制着众筹网站的发展，众筹模式要想

迎来真正的发展还很遥远。但是众筹模式创新

了互联网金融，引起了主流市场的注意，国家相

关部门也在研究监管制度的具体细则，为网站运

营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当前国内众筹行业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除

了未能利用好上文所提及的三种关键力量: 项目

类型、推广方式以及服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在

发展中逐步探索。
首先，众筹网站的盈利模式何在? 现在国内

众筹网站为了争取项目，迫不得已地采取免费模

式运作项目，实属烧钱行为，但这终究不是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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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计，一直免费会使众筹网站负债运营，最终抛

弃众筹模式。国内第一家众筹网站———“点名时

间”因为盈利模式等原因抛弃众筹模式，积极转

型成为限时预购网站，建立自身的盈利模式而不

失用户市场是众筹网站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如何发展壮大众筹模式? 长尾市场的

三种关键力量是从企业的微观层面切入探讨的，

行业的发展还需要众筹网站的合力发展。网站

间需要积极探索有机的合作模式，充分发挥领头

网站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制定行业保障机制、信

用机制、规范行业游戏规则，为行业的发展提供

信用环境和政策环境，合力把众筹模式从长尾尾

部推向头部。
最后，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 众筹模式

是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和

社交模式上衍生出来的新型的商业模式。众筹网

站是否能抓住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均衡好自身的

经营性质和社交属性，重新审视用户、产品、营销、
创新等来发展自己，也是众筹网站面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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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ng Mode of Crowdfounding Webs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 Tail Theory

———Based on the“Zhongchou． com”Case Study
Zhang Yun

( School of Journal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he core idea of crowdfounding mode is to rely on the platform． Its emotional tone is to attract the individual
strength to realize the dream and its feedback form is“buy and pre-order”． Since the crowdfounding mode is leaded into Chi-
na，many companies begin to build a platform to develop the internet crowdfounding，but the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low．
Based on the study of“Crowd founding Site”，we screen and analyze the crowdfounding sites' practice in China，and try to ex-
plore the crowdfounding sites' model and prospects in China from the three forces of long tail market，namely the production of
universal tools，universal communication tools，and the force to connect supply and demand with marketing theory．

Key words: the crowdfounding sites; long tail theory; oper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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