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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化商务社区中买家对卖家的关系构建具有

重要的商业价值。以往的研究多从静态视角探讨买家与卖

家关系的构建与维持，忽略了买家与卖家的关系是动态变

化的，不同关系状态下的影响机制仍不得而知。针对这一

问题，本研究爬取了为期 14 个月的淘宝帮派用户行为数

据，构建出关系涌现和关系维持两个阶段的数据集，基

于网络闭包理论从动态视角探讨了社区中买家对卖家的关

系演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关系涌现阶段，信息性

社会影响和状态同质性社会选择是用户选择关注卖家的

主要驱动因素 ；而在关系维持阶段，规范性社会影响比

信息性社会影响更能够促进买家对卖家关系的维持，基

于价值同质性的社会选择比基于状态同质性的社会选择

更能够促进买家对卖家关系的维持。另外，该研究也探讨

了买家用户的社区经验在关系演化的不同阶段对上述效应

的调节作用。本文从网络动态演化的视角对传统网络闭

包理论的作用边界和场景进一步拓展，相关结论对社会

化商务社区关系的构建与维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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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化商务（Social Commerce）是在 Web 2.0 技术

的支持下，借助社会化媒介（Social Media）等互联网工

具，利用用户之间的链接（Links）和交互（Interact ions）

产生商业价值的一种新型电子商务模式。[1,2] 它的主要功

能是在社交媒体上利用在线社交资本进行各种类型的

商业活动。与传统电子商务所强调的直接交易相比，社

会化商务更注重买卖双方的社交关系发展，如国外的

eBay 社区和 Epinions.com、国内的淘宝帮派和蘑菇街等，

往往是在买卖双方基于网络社区的互动交流和关系构建

的过程中，间接地促成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据中国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100E C . c n）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 月，蘑菇街注册用户达到 1.3 亿，平均每天的独立

访问用户为 1000 万左右，其中高达 90% 的用户交互内

容是关于商品信息的咨询和讨论，成交转化率达到 8%，

平均每月引入淘宝的交易额为 1.5 亿元左右。[3] 在 2016-

2018 年连续三年的春晚节目中，支付宝“集福平分现金”

活动的根本目的也是通过经济刺激的方式来促进支付宝

用户之间形成网络关联、关系构建和内容交互（活动中

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可提前随机获得三张福卡）。

然而，企业通过经济刺激为传统的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所注入的社交因素，真的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的“社

交网络效应”吗？事实上，在这些虚假的社交繁荣背

后，更多的是  “僵尸粉”“潜水”等类型的用户（指长

期不参与任何社区交互）在一些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的大

量涌现。例如，互联网安全公司  Imper va Incapsula [4] 公

布的《2018 年恶意机器流量报告》指出，2017 年人类

在线流量降为  20.4%，而机器人流量则达到了  42.2%。

Nielsen[5] 的研究还发现，在大部分虚拟社区中经常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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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的人数不超过粉丝总数 10%，有将近 90% 的粉丝

长期处于潜水状态。更有一些消费者在企业临时的促销

活动下关注该企业，获取相应的优惠之后马上取消对该

企业的关注。虚假的社交繁荣一方面冲击了社会化商务

社区提供的资源，加大了社区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另一

方面也无法给企业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

大量研究表明，商务社区用户关系的长期维持不是

短暂构建，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6,7]

Ry a l s 等 [6] 发现，当客户的关系保留率提高 5% 时，公

司的盈利能力（即净现值 N P V）从 20% 提高到了 85% ；

Homburg 等 [7] 在对留存客户关系和新建客户关系的对比

中发现，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才是为企业创造长期价值

的关键。那么，究竟哪些因素能够促进社会化商务社区

中买家对卖家构建的关系维持的时间延长呢？回顾现有

研究，学者们通常从静态的视角将社会化商务社区的构

建阶段和维持阶段割裂开来，探讨社会环境、信息、符号、

规范、期望等因素对关系构建和维持两阶段的影响，[8-11]

忽视了实际情境中社会化商务社区中买家和卖家的关系

是动态变化的，然而有关动态视角下社会化商务社区中

买家和卖家关系构建和维持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还

处于空白。

因此，本研究拟从动态视角下的网络闭包理论出发，

探讨社会化商务社区中买家用户对卖家用户的关系构建

和维持机制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探讨以下

问题 ：第一，在社会化商务社区中买家和卖家间关系动

态演化的不同阶段，关系交互的动机是否存在差异 ；第

二，揭示社会化商务社区中买家和卖家关系构建和维持

的影响机制，从而打开社会化商务中买家与卖家网络关

系演化的黑匣子 ；第三，确立不同关系演化阶段中的作

用边界。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社会化商务及社会化商务社区

Ya h o o 公司在 2005 年的创新实践中明确提出了社

会化商务这个概念，S t e p h e n 等 [1] 在其研究中对社会

化购物（S o c i a l S h o p p i n g）与社会化商务进行区分，认

为消费者之间的关联属于社会化购物的范畴，而买家

与卖家之间的关联则属于社会化商务的范畴，通过实

证分析证明了网络平台中买家与卖家之间通过超链接

（Hyperl ink）的形式能够实现社会化商务的经济价值（如

买家与卖家交互形成的“粉丝经济”和“网红效应”）。

因此，本研究对社会化商务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买家与卖

家之间的关系演化，从不同的关系阶段探讨社会化商务

中买家与卖家之间关系交互的内在动机。

本研究所探讨的社会化商务社区是在社会化商务背

景下由买家和卖家自发形成的一些网络社区组织，属于

组织行为相关研究中定义的非正式组织。[8] 尽管 e B a y、

淘宝等平台主要受企业的组织和管理，但针对商品讨论

的社区讨论版块仍然是由用户自发构建并吸引相应的社

区成员参与其中，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满足成员自发

的社交需求（社区成员之间围绕网购产品的日常交互）

和交易需求（获取产品相关资讯、评价和交易信息）。[9,10]

典型的社会化商务社区包括 e B ay 社区、E p i n io n s 社区、

蘑菇街社区及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淘宝帮派社区等。这些

自发形成的社区由于缺少规范与规则的约束，往往很难

形成情感上的归属，成员之间的关系涌现之后很容易归

于平静甚至破裂。 [11] 社会化商务社区与传统营销研究中

的一些典型网络社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自

有的特点（详见表 1）。
表1  社会化商务社区与社交型社区及品牌社区的差异对比

对比维度 社交型社区 品牌社区
社会化商务社区

（本研究）

代表社区
Facebook

QQ
人人网

小米社区
苹果社区

哈雷车友社区

淘宝帮派
eBay 社区

蘑菇街、美丽说

成员角色 亲人、朋友 品牌粉丝 买家、卖家

主要动机
生活、工作、情感交流

为主
围绕品牌的情感分享与信

息交流
围绕多种产品的信息

交流分享

关系演化的
主要驱动因
素

聚类性 (Clustering)
同配性 (Assortative 

Mixing)
规范 (Norm)

共享价值观 (Shared 
Consciousness)

仪式与传统 (Rituals and 
Traditions)

道德责任感 (Moral 
Responsibility）

自适应和涌现
(Adaptation、Emergent)

规范 (Norm) 同质
(Homophily)

信息 (Information)
风险 (Risk)

关系的结构
特性

聚合型 (Convergent) 发散型 (Divergent) 发散型 (Divergent)

关系的性质
基于双方认可的双向关
系 (Bilateral Relationship)

基于单方关注的单向关系
(Unilateral Relationship)

基于单方关注的单
向关系 (Unilateral 

Relationship)

代表文献
Newman 等 [12]

Watts 等 [13]

Ansari 等 [14]

Bhattacharya 等 [15]

Bagozzi 等 [16]

Baldus 等 [17]

Stephen 等 [1]

Allcott 等 [18]

Xiao 等 [2]

首先，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会化商务社区不同于传统

的社交网络社区。例如，在 Fa c e b o o k、腾讯 Q Q、微信

等主流社交网络中，关系的构建往往会有一个“好友认

证”的过程，即关系是在双方认可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

关系结构更易呈现出封闭性聚合型的结构特征 ； [12] 而

在典型的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用户相互之间的关系构建

是通过单方面的关注来完成的，因此关系结构更易呈现

出开放性发散型的结构特征。[19] 另外，社会化商务社区

也区别于单一品牌主导下的品牌社区，[16,17] 往往包含多

个品牌或卖家，而买家用户可以在该社区中围绕不同的

品牌或服务展开互动与交流以降低网络消费过程中的信

息不对称性和风险。[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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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闭包理论及其作用机制

由于复杂网络中成员之间关系性质的复杂性和特

殊性，研究网络中成员之间关系的演化往往需要大量的

观察数据及足够长的观察期。[20,21] 以往关于复杂网络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的领域 ：在数学物理领域中，基于

复杂网络发展起来的图论和拓扑学主要探讨了复杂网络

本身的无标度（Sca le-f r ee）、小世界（Smal l-world）等

结构特性 ；[22] 在计算机领域中，学者们往往从迭代、离

散的视角来探讨仿真网络和真实网络的演化形态，[23]

但关于人际网络中成员间的网络关系演化内在心理机制

并没有相应的讨论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B u r t [24] 与

C ole m a n [25] 是早期提出网络闭包理论的代表学者，他们

将网络闭包定义为在一个最基本的网络结构单元中两两

成员之间的关系构建。随后，Allcot t 等、[18]Kossinets 等 [21]

及 X i a o 等 [2] 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中对网络闭

包理论的内涵和边界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网络闭包的

形成可能来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一方面是处于三

元人际关系中两两成员之间感受到的社会影响（包括信

息性社会影响和规范性社会影响），使得他们会模仿朋

友圈中其他成员的行为而形成新的关系 ；另一方面则有

可能是两两成员之间处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任务目标而

触发的社会选择机制（包括价值同质性和状态同质性）。

（1）网络闭包中的社会影响机制

网络闭包中的社会影响指的是在一个群体网络中，

一些信息性社会影响因素（如信息、符号）及规范性社

会影响因素（如规范、期望）对网络中的成员关系演

化产生的影响。[26] 一些研究指出，社会影响的驱动是

促使非正式组织中的成员相互之间建立关系交互的一个

主要因素，[24,25] 如在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 ional Social 

Inf luence）下，网络关系的演化往往会导致关系资源的集中，

即形成网络结构的无标度性（Scale-free）；[27] 另一方面，当

群体中的成员已经嵌入一个局部网络时（如组织、社区、

特定的地域等），网络中成员的行为会受到其嵌入网络

的规范影响，即通过对群体价值认同（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的过程来达到自我保持和强化的目的，或以行为顺从

（C o m p l i a n c e）的过程获取群体的回报和奖励。因此，

在规范性社会影响（Nor mat ive Social Inf luence）下，网

络关系演化往往出现聚集效应（Clu s t e r i ng）和关系的趋

同（Conformity）。[28,29]

（2）网络闭包中的社会选择机制

在网络闭包理论中探讨比较多的另一种关系演化动

力来自社会选择。[30] 与之前论述的社会影响机制不同，

社会选择强调的是处于社会网络关系中的成员由于自身

的地域、信仰、兴趣及目标等因素自发与其他成员形成

关系交互。L a z a r d s fe ld 等 [31] 发现，一些人际网络关系

的结构与成员之间的人口统计、信仰和行为特征等变量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他们也首次在研究中提出人们会选

择性（Selec t ively）与那些同自己具有类似特质的人（包

括人口统计特征、信仰、行为特征等）构建关系。随着

学术上对社会选择机制研究的发展，也有一些不同的术

语来表示社会选择的作用，如同质性（H o m o p h i l y）和

选择同质性（Choice Homoph i ly）等。[26,32] 在此基础上，

Centola 等 [33] 在研究中对社会选择机制进行更深入探讨，

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选择机制 ：一方面，人们可能

因为价值同质性而构建一些进取型关系（A s p i r a t i o n a l 

T i e s），如网络中的成员会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设立一些

目标（如健身目标、技能训练目标等），选择与自己未来

目标一致的其他成员构建关系 ；另一方面，网络中的成

员也可能因为状态同质性（Stat us Homophi ly）而涌现出

一些相似属性的关系（Homoph i lou s Tie s），如网络中的

成员会根据自身的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一系列属性，

选择那些已经与自己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成员构建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梳理了网络闭包理论关注的主要机制

和相关文献，如表 2 所示。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将从动

态视角对网络闭包理论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基于社会化

商务社区的背景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表2  网络闭包理论主要作用机制梳理
网络闭包
动力来源

作用机制
成员动机
和目标

网络闭包
过程

网络闭包
结果

相关
文献

外部环境影
响下的网络
闭包，
社会影响
(Social 
Influence)

信息性社会影响
(Informational)

信息知识
获取

内部化
(Internalization)

网络关系无
标度性 (Scale 

Free)

Lee 等 [27]

Ahuja[34]

规范性社会影响
(Normative)

自我保持和
强化，

外在回报和
奖励

价值认同
(Identification)

行为顺从
(Compliance)

关系聚类
(Clustering)
关系趋同

(Conformity)

陈爱辉
等 [28]

Lord 等 [29]

内在驱动影
响下的网络
闭包，
社会选择
(Selection 
Effect)

价值同质性
(Value 

Homophily)

基于价值行
为的相互吸

引

群体多样化
(Diversification)

群体划分
(Clan 

Detection)

McPherson
等 [30]

Centola
等 [33]

状态同质性
(Status 

Homophily)

基于相似性
的相互吸引

结构等价
(Structural 

Equivalence)

同配性
(Assortative 

Mixing)

3. 动态视角下基于网络闭包理论的研究假设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关于网络闭包理论的文献往

往从静态的角度探讨人际网络关系的形成机制，尽管

K o s s i n e t s 等 [21] 在其研究中通过长达一个学期的观察

期来分析一所大学内新入学的学生相互之间的人际网

络闭包机制，但仍然只是聚焦于关系的建立阶段，而对

于样本中的成员关系建立之后，网络闭包理论中的相

关机制如何发生动态变化并没有做相应的探讨。本研

究希望能够从动态的视角出发，借鉴前人的研究，将社

区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交互划分为“关系涌现（E m e r g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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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和“关系维持（Ties Persistence）”两个阶段，

进一步探讨网络闭包理论在社会化商务社区背景下及不

同关系演化阶段中的作用边界。[35,36]

（1）关系涌现阶段的社会化商务社区网络闭包机制

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涌现阶段指的是网络社区中

相互陌生的成员出于自身的需求，通过自适应的方式

（Ad a p t a t ion）自发与网络中其他陌生成员构建关系的阶

段，描绘的是社区中的关系从无到有的过程。[36] 在社会

化商务社区中，成员相互之间也是陌生的，作为社区中

的买家往往希望通过加入一些以特定商品品类为主题的

社区，目的在于搜集产品相关的资讯和时尚潮流等以降

低网络购物中面临的高度信息不对称性。[37] 因此，在关

系涌现阶段，由于社区成员相互之间陌生并且稀疏的交

互，社区规范效应很难形成，网络闭包中的社会影响作

用会相对较弱 ；而另一方面，该阶段中的买家用户行为

更加符合自适应的特征，即更多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及

周围环境中一些明显的信号标志做出相应反馈。因此，

在关系涌现阶段，信息性社会影响和社会选择的影响将

是推动社会化商务社区中买家用户关注卖家用户的主要

动力。

进一步，根据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用户可观察到的符

号信息类型的不同，信息性社会影响可能来源于两种不

同类型的信息信号 ：聚集信号（Cluster ing Signal）和知

识信号（K nowle dge Sig na l）。[38] 其中，聚集信号在本研

究中指的是社会化商务社区中公开的用户粉丝数量 ；而

知识信号则指的是用户在社区论坛中通过发帖、回帖的

形式发布的与产品相关的信息。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在关系涌现阶段（用户自适应阶段），社会化

商务社区中的用户在信息性社会影响的作用下，社区中

的（a）聚集信号及（b）知识信号会正向促进社区中买

家用户对卖家用户构建关系的概率

在社会选择因素方面，由于关系涌现阶段中的社区

成员处于一种自适应的状态，缺少规则和规范的引导，

用户更多是依靠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身份属性自主选择与

之建立关系的对象，因此根据 C e n t o l a 等 [33] 对社会选

择机制的分类，本研究认为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的买家会

通过价值同质性和状态同质性，选择性地与社区中的卖

家构建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H2 ：在关系涌现阶段（用户自适应阶段），社会化

商务社区中用户在社会选择的作用下，（a）价值同质性

及（b）状态同质性会正向促进社区中的买家用户对卖家

用户构建关系的概率

社区中用户的加入时间各不相同，用户本身的社区

经验对于其社区行为一般具有较大的影响。大部分社

区成员会在长时间的社区活动中获取相应的经验并相

应地调整自己的社区交互，即产生学习效应（L e a r n i n g 

Ef fec t）。[39] New ma n [12] 指出，从一个动态的视角探讨社

会网络的演化问题，必须考虑网络成员通过社会学习对

关系的演化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在一个动态视角下，

随着社会化商务社区成员长期的参与，积累学习的社区

经验也会对不同阶段的网络闭包产生一定影响。具体来

讲，对于社区经验更为丰富和成长时间较长的买家用户，

他们通过自适应构建社区网络关系的方式会更依赖于自

身的信息沉淀和知识判断。因此，外在的信号和社区规

范等社会影响类因素对于他们的作用可能会更弱，而基

于自身行为特征和属性的社会选择类因素的作用则可能

会增强。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H3 ：随着买家用户社区经验的增加，（a）聚集信号

和（b）知识信号的正向影响会减弱

H4 ：随着买家用户社区经验的增加，（a）基于价值

同质的社会选择对关系涌现的正向影响会增强，（b）基

于状态同质的社会选择对关系涌现的正向影响也会增强

（2）关系维持阶段的社会化商务社区网络闭包机制

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维持阶段指的是，社区中已经建

立了网络关系的成员做出保持关系或结束关系的决策。[35]

与关系涌现阶段不同，社会网络关系在维持阶段体现了

社区成员相互之间从陌生走向了解的过程，也是社区成

员行为规范逐渐形成的过程。[40] 因此，网络闭包机制在

关系维持阶段也会出现较大差异 ：

在社会影响机制方面，买家和卖家不断交互的过

程中会逐渐形成关系规范，决定已经形成的网络关系

是否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例如，社区成员所嵌入

的局部网络（Loca l Net work）在一定的关系结构下可能

产生相应的关系规范，包括关系参照效应（R e l a t i o n a l 

Refe rence）和结构等价效应（St r uc t u r a l E qu iva lence）。

其中，参照效应指的是社区中的成员会参照自己的“朋

友圈”决定是否继续维持已经建立起来的网络关系，形

成一种“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的关系范式； [41]

而结构等价效应则指社区中的成员会认可与自身具有相

似关系结构的其他成员（如共同的好友等）并与其维持

更久的关系。[42] 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H5 ：在关系维持阶段，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的用户在

规范性社会影响的作用下，社区中的（a）关系参照效应

和（b）结构等价效应会正向促进社区中的买家用户对卖

家用户的关系维持（即降低关系终止的概率）

在社会选择机制方面，基于已经形成的网络关系，

39-50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3期第              页 



43

封面主题
关注者通过与被关注者的信息交互能够逐渐了解被关注

者的真实行为和态度（如发帖、回帖的内容信息等），而

在此之前的关系涌现阶段，卖家的个人主页和人口统计

信息的作用则相应减弱。因此，在关系维持阶段，买家

与卖家的关系维持主要受到价值同质性的影响，即买家

选择与其价值同质性更高的卖家维持彼此之间的网络

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H6 ：在关系维持阶段，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的用户在

社会选择影响的作用下，关系双方的价值同质性会正向

促进关系的维持（即降低关系终止的概率）

另外，用户社区成长产生的学习效应同样会对买家

和卖家之间的关系维持具有调节作用。例如，对于社区

经验更为丰富和成长时间较长的买家用户，他们更加了

解社区内关系交互的规范与规则，因此在关系维持过

程中所受到关系规范的影响可能会更强 ；另一方面，他

们也能更及时有效地获取和了解其他成员的动态行为信

息，如更迅速和准确地判断其关注的卖家是否与其有共

同兴趣爱好或者统一的产品诉求等。基于此，我们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

H7： 随着用户的社区经验增加，（a）参照效应和（b）

结构等价的正向影响则会增强

H8 ：随着用户的社区经验增加，基于价值同质的

社会选择对关系维持的正向影响会增强

二、数据获取、测量和模型构建

1. 数据的获取、储存和预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我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

网中的一类社区板块，官方命名为淘宝帮派，由官方于

2009 年下半年正式推出。这是一个依托在淘宝社交网

络应用淘江湖下面的社区产品，帮助用户加强交流与沟

通，试图打造一个集娱乐、网络购物、兴趣互动、经验

交流为一体的大型网络社交平台。淘宝帮派在官方正式

推出至今虽然经历了多次版面设计变更（目前的链接入

口改版为淘宝论坛中的“淘社区”板块），但其促进用

户交流沟通的社会化交互功能一直是其核心属性。在本

研究中，作者以 P y t h o n 中的 S c r a p y 框架为基础，对一

个以服装时尚为讨论主题的淘宝帮派页面设计编写了相

应的数据抓取程序。该帮派在数据抓取期间用户活跃度

较高（属于官方推荐的优质帮派之一），但由于社区用户

的历史行为无法回溯，为了控制成员历史关系的影响（尽

可能降低关系演化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数据抓取前

一个月加入帮派的新成员选定为样本用户。因此，在最

终的数据分析中，样本用户一共 8171 位，其中买家用

户 3822 位、卖家用户 4349 位，且在行为数据抓取开始

时，这些用户相互之间未形成任何粉丝关注或论坛交互

的关系。

本研究的数据抓取时间跨度为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6 月（由于淘宝帮派在 2016 年 6 月之后的版本中取

消了用户互相关注和成为粉丝的功能，社区关系构建和

维持的衡量标准出现了变化，因此本研究设置样本数

据时间窗口的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6 月，以保证社区关

系测量和统计口径的一致）。在储存所有爬取的用户行

为数据时，我们构建了三个矩阵集合 ：U1={A1, A 2…A t}，

U2={B1,B2…Bt} 和 U3={C1,C2…C t}，其中，At 表示在 t 时

刻（单位 ：星期）全部社区用户相互之间的关注粉丝关

系，采用稀疏矩阵储存（对称矩阵，行列均为社区全部

用户的 I D）；B t 表示在 t 时刻全部社区用户的活动（主

要包括发帖、回帖行为），采用稀疏矩阵储存（非对称

矩阵，行表示社区的全部用户 I D，列表示社区论坛中

的全部帖子 I D）；C t 表示在 t 时刻全部社区用户的直接

交互（用户在社区中采用“@ + 用户 I D”形式产生的直

接交互），采用稀疏矩阵储存（对称矩阵，行列均为社

区全部用户的 ID）。

2. 变量的测量

（1）关系涌现的测量

在社会化商务社区中，我们并不能直接观察到买家

用户对卖家用户社会网络关系的动态涌现过程。尽管通

过遍历查询样本社区中买家用户的个人主页关注列表可

以获知该买家是否与社区其他卖家存在社会网络关系，

但这种关系信息只是静态的，只有通过每隔一个时间单

位（如一周）重复遍历样本用户的好友关注列表，才能

够获取样本用户关系涌现的具体时间戳（如某一条关系

形成的周次 t）。具体来讲，我们通过 T i e i , j , t =1 表示买家

i 在 t 时刻关注了卖家 j，否则为 0。

（2）关系维持的测量

相对而言，关系维持的测量则没有关系构建那么直

观。除了“取消关注”能够直观地判断买家与卖家网络

关系的结束之外，社会化商务社区中存在着大量的“僵

尸粉”，即用户虽然保持着粉丝关注关系，但并没有实

质上的交互，如果仅仅依靠“取消关注”进行测量并不

能体现关系结束的实质。因此，在“取消关注”作为关

系结束标准的基础上（与关系构建类型，通过用户每周

的粉丝关注列表变化确定用户取消关注所在的周次），

我们将持续四周（即一个月）未在社区中出现任何交互

行为的关系同样视为关系结束，关系结束的时间为持续

一个月中未发生任何交互的最后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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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影响测量

社会影响主要包括信息性社会影响和规范性社会影

响两类。其中，信息性社会影响指的是个体与他人交互

来确认和获取某些真实可靠的信息。[43] 研究表明，在信

息性社会影响中一些明显的、可观察的信号会产生更为

显著的作用。[44] 在本研究选择的淘宝帮派网络社区中，

这些具有明显特征的信号主要来源于两类 ：一类是体现

用户个人受欢迎程度的粉丝数量信号，出现在用户个人

主页显著的位置，代表了该用户吸引其他用户关注的能

力，我们在研究中将这类用户聚集信号作为信息性社会

影响的测量；另一类信号则体现用户内容知识贡献程度，

在具体的测量中，我们从原始数据集中抽取出用户每一

条发帖、回帖的价值属性，包括阅读量、转发量和评论

量。利用每一条发帖、回帖的阅读量、转发量和评论量

对用户的知识信号进行加权赋值，避免一些刷屏无用信

息带来的干扰。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其中，K S i , t 表示用户 i 截止到 t 时刻在社区中呈现

出的知识信号 ；w1q t、w2q t 及 w3q t 分别表示截止到 t 时刻

用户 i 发表的每一个帖子的阅读量、转发量和评论量 ；

q t 则表示截止到 t 时刻，用户 i 所有贡献的帖子和评论

的总数量。

与信息性社会影响不同，规范性社会影响主要源

于来自群体内部的压力，S h e t h 等 [45] 也在研究中证实了

群体中的成员会感受到来自群体规范压力。在本研究关

注的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的关系演化中，来自社区群体的

规范压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①关系参照，即帮派社

区中的用户会参照其朋友圈的关系网络来构建或维持关

系 ；②结构等价，即帮派社区中的用户会同那些与自身

具有更高关系重合度的用户构建或维持关系。具体来讲，

在测量关系参照时我们统计了社区中某用户关注的关注

（即样本用户的“两步网络”），而在测量结构等价时我

们借鉴了 B u r t [24] 和 C o l e m a n [25] 在研究中统一定义的测

量方法，将关系矩阵计算得到两两用户之间的关系重合

程度，即共同关注数量，作为该变量的测量。

（4）社会选择的测量

参照之前的学者对社会选择的定义，本研究主要

从价值同质性和状态同质性两个方面测量社会化商务社

区中用户的社会选择。Centola 等 [33] 及 Dahlander 等 [35]

在其研究中指出，价值同质性本质上是一种进取型关系

（Aspi rat ional Ties），是用户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价值

主张等形成的交互行为，如共同的运动健身目标、技能

训练目标等。具体到我们的研究情境中，社区用户所感

知的价值同质性体现在一些成员在社区内讨论的内容是

围绕同一主题且相互关联。因此，本研究在测量价值同

质性时，不再是简单统计社区中两两用户之间共同参与

话题讨论的频率，而是结合一些文本挖掘技术对共同参

与话题讨论的文本内容进行筛选。具体来讲，我们在 R 

3.5 中使用中文文本挖掘工具“ jiebaR”对爬取的全部社

区讨论数据进行中文分词，并借鉴 N e t z e r 等 [46] 提出的

文本内容关联度的测量方法，计算两两用户在共同参与

一个帖子讨论时所体现的价值同质性，因此，两两用户

截止到 t 时刻的价值同质性测量如下：

其中，V H i , j , t 表示用户 i 与用户 j 截止到 t 时刻的价

值同质性 ；pt 表示截止到 t 时刻，用户 i 与用户 j 共同参

与讨论的帖子或话题数量；Ncooci, j ,pt
表示截止到 t 时刻，

用户 i 与用户 j 共同参与讨论的帖子中共同出现的关键

词数量 ；N w i , p t
和 N w j , p t

则表示在用户 i 与用户 j 共同参

与讨论的帖子中各自使用词语的总数量（在 R3.5 中利用

“ jiebaR”中文分词工具实现）。

另一方面，网络中的成员也可能因为状态同质性而

涌现出一些网络关系。[30] 我们通过计算社区用户在一系

列个体属性上的欧氏距离测量他们之间的状态同质性。

具体来讲，我们从公开的个人主页中获取到用户的个人

属性并进行相应的编码，如性别、所在城市（我们通过

用户公布的所在的地级市的地理坐标来表示用户在该属

性上的值）、社区等级等，通过计算社区用户在上述这

些属性上的欧式距离，最终获取社区用户相互之间状态

同质性的值。

3. 关系构建和维持的风险模型构建

风险模型（H a z a r d M o d e l）最早应用于医学研究领

域用于探讨特定事件发生概率，例如一些学者运用该

模型来检验某一种治疗方案对患者的治愈效果。[47] 当

前在营销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运用该模型研究

一些市场现象发生的影响因素，如 S i n h a 等 [48] 运用风

险模型对创新扩散过程进行建模，C h i n t a g u n t a [49] 也用

该模型探讨了消费者产品购买时机的影响因素。另外，

一些学者在探讨关系的形成机制中同样运用到了风险模

型，如 B o l t o n [50] 在探讨顾客满意如何影响顾客关系的

维系时，通过风险模型来构建顾客满意和关系维持之

间的回归关系。类似的，本研究在探讨社会化商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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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户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影响因素时，同样采取的是

Cox 风险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如前所述，本研究总结出了影响社区用户相互之间

关系形成的主要协变量，包括社会影响中的信息性社会

影响变量，如聚集信号（C l u s t e r i n g S i g n a l，C S）和知

识信号（K n o w l e d g e S i g n a l，K S）；规范性社会影响变

量，如关系参照（Rela t iona l Refe rence，R R）和结构等

价效应（St r uctu ral Equivalence，SE）；社会选择中的价

值同质性（Value Homophily，VH）和状态同质性（Status 

Homophily，SH）；在探讨用户的社区成长过程中的经验

学习可能对其关系形成带来的影响时，加入了用户的社

区经验（E x p e r i e n c e，E x）作为调节变量。另外，本研

究通过将用户在某关系形成前已经构建的关系数量放入

模型，控制用户本身关系构建习惯的影响（如有的用户

习惯性地关注大量其他用户，而有的用户长期都只是关

注很少的几个），还添加买家或卖家在淘宝页面中的个

人信誉评分，控制个体的网络购物行为所可能带来的影

响。最终本研究构建社会化商务社区关系形成风险模型

如下：

h1(t)i,j=exp(α+β11CSi,j,t+β12KSi,j,t+β13RRi,j,t+β14SEi,j,t+γ11VHi,j,t

+γ12SHi,j,t+θ1ΣInteractions+δ1ΣControls+ε)  （1）
其中，h1( t ) i , j 表示用户 i 在 t 时刻关注用户 j 的概

率 ；α 是用户 i 关注 j 的固定效应 ；从 β11 到 β14 是一

组基于社会影响变量的影响系数，其中包括了聚集信

号（CS）、知识信号（KS）、关系参照（R R）和结构等价

（S E）；从γ11 到γ12 是一组基于社会选择的变量的影响

系数，其中包括了价值同质性（VH）和状态同质性（SH）；

模型中也加入了用户的社区参与时间对社会影响和社会

选择的交互作用（系数θ）；另外，δ 代表的是一组控

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类似地，在对用户的关系维持进行建模时，本研究

仍然运用风险模型构建方法，区别在于将用户的关系结

束而不是涌现作为目标事件。根据前文对关系结束的定

义，本研究将“取消关注”及连续四周内未出现任何交

互的关系均视为关系结束。最终的关系维持风险模型构

建如下：

h2(t)i,j=exp(α+β21CSi,j,t+β22KSi,j,t+β23REi,j,t+β24SEi,j,t+γ21VHi,j,t

+γ22SHi,j,t+θ2ΣInteractions+δ2ΣControls+ε)   （2）
其中，h 2( t ) i , j 表示用户 i 在 t 时刻结束与用户 j 的关

系的概率 ；α是该风险事件的固定效应 ；从 β21 到β24

是一组基于社会影响的变量的影响系数，其中包括了聚

集信号（CS）、知识信号（K S）、关系参照（R R）和结构

等价（S E）；从γ21 到γ22 是一组基于社会选择的变量

的影响系数，其中包括了价值同质性（V H）和状态同质

性（SH）；另外，δ代表的是一组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需要注意的是，风险模型本是用来探讨某风险事件，如

医学中研究的病人死亡概率及一些市场相关的研究中探

讨的产品购买概率，因此建模的对象往往是某风险事件

发生的概率。本研究探讨的是关系的维持，本质上也就

是未发生关系结束的事件。因此，为了让读者更方便地

解读模型检验结果，我们列出了模型中实际影响系数的

相反数，以此更加直接地表示模型中的协变量对关系维

持的影响，而不是关系结束事件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所获取的数据来源于淘宝帮派 2015 年 4 月

到 2016 年 6 月的用户社区参与和卖家的销售数据，在

接近一年的观察期中，我们跟踪搜集了目标社区全部

用户关系行为数据（关注和被关注），并选取了 8171 名

在数据抓取前一个月新加入的社区成员作为样本（包括

3822 名买家和 4349 名卖家），用于相关的社会网络关

系行为数据分析。按照关系涌现阶段和关系维持阶段的

划分，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数据归集为两个独立的数据集，

其中每一个数据集的基本统计信息见表 3。
表3  关系涌现阶段和关系维持阶段数据集描述性统计

关系涌现阶段 
数据集

（数据集1）

关系维持阶段 
数据集

（数据集2）
数据说明

样本量 8171 5869 观察期开始时样本量为 8171 名用
户 (3822 名买家和 4349 名卖家 )，
结束时共有 5869 名用户 (2587 名
买家和 3282 名卖家 ) 相互构建了
网络关系 ( 即相互关注 )

观察期
2015 年 4 月 -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5 月 -
2016 年 5 月

形成 / 终止
的关系数量

498656 134637

平均数
(Degree)

3.40 4.31
样本中第一条关系出现期为 2013
年 2 月

最长路径 13 7
关 系 涌 现 概 率 =0.03,498656/
(3822×4349)

平均路径 5.85 3.67 关系终止概率 =0.27,134637/498656

总发帖数 110820 76518
数据集 1 中计算全部样本 (8171 名
用户 ) 的相关指标

总回复数 17524 12658 数据集 2 中计算相互关注用户
(5869 名用户 ) 的相关指标平均聚类系数 0.26 0.57

如表 3 所示，在为期 14 个月的观察期中，共获取

到了一个淘宝帮派社区中 8171 名新加入成员的相互关系

演化数据作为数据集 1，截至观察期结束，一共有 2587

位买家用户关注了 3282 位卖家用户形成了数据集 2。关

系终止的整体概率接近了 1/3（0.27=134637/498656），

进一步表明社会化商务社区中关系的不稳定性，本研究

涉及到的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展示见表 4、表 5。

2. 假设检验结果

（1）关系涌现阶段的假设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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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矩阵（基于关系涌现阶段数据集）
主要研究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关系形成 0.03 0.13 1.00

聚集信号 (CS) 8.97 5.64 0.12** 1.00

知识信号 (KS) 17.87 16.65 0.27** 0.06* 1.00

关系参照 (RR) 3.18 2.14 0.02 0.07* 0.01 1.00

结构等价 (SE) 4.85 2.76 0.04 0.12** 0.25** 0.11** 1.00

价值同质性 (VH) 0.36 0.14 0.32** 0.03 0.01 0.19** 0.22** 1.00

状态同质性 (SH) 13.24 4.56 0.16** 0.13** 0.31** 0.06 0.03 0.13** 1.00

买家社区经验 (EX) 10.67 5.24 0.14** 0.03 0.12* 0.23** 0.04 0.01 0.16** 1.00

买家历史关注数量 18.38 12.46 0.04 0.01 0.17** 0.22** 0.15** 0.03 0.14** 0.27** 1.00

卖家店铺得分 4.28 1.21 0.03 0.12** 0.26** 0.15** 0.17** 0.22** 0.18** 0.11** 0.23** 1.00

卖家信誉得分 3.39 2.84 0.01 0.08* 0.23** 0.18** 0.02 0.08* 0.04 0.07* 0.19** 0.04 1.00

注 ：*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由于风险模型刻画的是协变量与风险事件的动态演化关系，关系涌现阶段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按照关系形成时取值计算，下同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矩阵（基于关系维持阶段数据集）
主要研究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关系结束 0.27 0.18 1.00

聚集信号 (CS) 13.64 4.13 0.25** 1.00

知识信号 (KS) 19.27 13.14 0.19** 0.08* 1.00

关系参照 (RR) 5.24 3.14 0.29** 0.06* 0.09* 1.00

结构等价 (SE) 6.57 2.13 0.18** 0.16** 0.17** 0.14** 1.00

价值同质性 (VH) 0.65 0.27 0.16** 0.24** 0.02 0.21** 0.19** 1.00

状态同质性 (SH) 16.04 3.22 0.14** 0.23** 0.23** 0.12** 0.16** 0.25** 1.00

买家社区经验 (EX) 13.43 4.18 0.17** 0.16** 0.04 0.18** 0.02 0.02 0.11** 1.00

买家历史关注数量 16.32 8.28 0.05 0.18** 0.16** 0.02 0.14** 0.14** 0.13** 0.04 1.00

卖家店铺得分 4.73 2.65 0.09* 0.13** 0.09* 0.11** 0.18** 0.24** 0.25** 0.06 0.09* 1.00

卖家信誉得分 4.19 2.36 0.02 0.22** 0.03 0.04 0.16** 0.02 0.14** 0.21** 0.17** 0.29** 1.00

本文运用关系涌现阶段的数据集对前文构建的风

险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该数据集共包含 8171 名用

户均为数据抓取初期选定的新加入社区用户。数据分析

结果如表 6。

① 社会影响与社会选择在关系涌现阶段的作用机制

从表 6 的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影响和社会选择在

社会化商务社区的关系涌现阶段普遍存在着显著的正

向影响（β11、β12 及γ11、γ12 的取值显著为正），且这

一部分作为主效应单独可以给回归模型带来 29% 的解

释度（主效应模型线性拟合中ΔR 2=0.29），在考虑了买

家社区经验的调节作用后，模型整体解释度提升至 31%

（全模型线性拟合中ΔR 2=0.31），因此 H1 和 H2 得到验

证。从社会影响和社会选择的作用强度来看，买家用

户在社区中的关系构建初期受到自适应机制驱动（社会

选择的影响）会更强，即买家用户往往从自身属性出发

寻找社区中的“志同道合者”，如模型中内在价值同质

性和状态同质性的影响（γ11=0.379，标准误 =0.004 ；

γ12=0.235，标准误 =0.021）强于外在信号和规范因素

的影响（β11=0.127，标准误 =0.007 ；β12=0.134，标准

误 =0.027）。

②  模型的非线性拟合效果评估

本研究在模型估计时参照了 K o z l e n k o v a 等 [44] 在

运用风险模型进行分析时所作的处理，考虑非线性拟

合的可能性，即在 C o x 比例风险模型中增加了脆弱因子

（Fr a i l t y Te r m）对比非线性拟合模型的拟合效度。具体

来看，表 6 中的第三、四列模型检验结果是增加了脆弱

因子的非线性拟合模型。但从总体结果来看，考虑脆弱

因子的非线性拟合模型在模型整体评价指标上弱于线

性拟合模型（A I C 和 B I C 值均高于线性拟合的结果，模

型总体的解释度也有相应的下降，全模型非线性拟合

ΔR 2=0.27），所以我们最终采用线性风险模型来拟合社

会化商务社区总用户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

③  买家社区成长在关系涌现中的调节作用

将买家用户的社区经验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讨

社会影响和社会选择在关系涌现阶段的影响发现，随着

买家用户在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的成长，他们更依赖自身的

行为特征（价值同质性）和状态属性（状态同质性）等社

会选择类因素（θ13=0.162，标准误 =0.009 ；θ14=0.014，

标准误 =0.001），而不是外在的信号和规范等社会影响类

因素（θ11=-0.046，标准误 =0.012 ；θ12=-0.103，标准

误 =0.004），因此 H3 和 H4 也得到了支持。

（2）关系维持阶段的假设检验结果

运用关系维持阶段的数据集，我们对前文构建的风

险模型（2）进行了实证检验。该数据集包含了 5869 名

社区成员，均为在关系涌现阶段出现过买家关注卖家的

社区成员。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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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关系涌现阶段网络关系形成的风险模型回归结果
因变量: 社会化商务社区网络关系形成（关系涌现阶段）

自变量

主效应模
型（线性
拟合）

全模型
（线性拟

合）

主效应模
型（非线
性拟合）

全模型
（非线性
拟合）

参数估计（标准误）

信息性社会影响

聚集信号 β11 H1a

0.127
(0.007)***

0.124
(0.031)***

0.173
(0.023)***

0.212
(0.006)***

知识信号 β12 H1b

0.134
(0.027)***

0.142
(0.011)***

0.101
(0.021)***

0.077
(0.093)

规范性社会影响

参照效应 β13

0.062
(0.173)

0.037
(0.114)

0.008
(0.029)

0.013
(0.121)

结构等价效应 β14

0.013
(0.027)

0.017
(0.082)

0.004
(0.017)

0.007
(0.039)

社会选择影响

价值同质性 γ11 H2a

0.379
(0.004)***

0.428
(0.028)***

0.383
(0.011)***

0.415
(0.014)***

状态同质性 γ12 H2b

0.235
(0.021)***

0.266
(0.007)***

0.137
(0.003) ***

0.007
(0.033)

调节效应
买家的社区经验×
聚集信号

θ11 H3a

-0.046
(0.012)***

-0.079
(0.082)

买家的社区经验×
知识信号

θ12 H3b

-0.103
(0.004)***

-0.103
(0.041)

买家的社区经验×
价值同质性

θ13 H4a

0.162
(0.009)***

0.121
(0.063)

买家的社区经验×
状态同质性

θ14 H4b

0.014
(0.001)***

0.027
(0.007)***

控制变量

买家社区经验 δ11
0.012

(0.006)***
0.018

(0.004)***
0.014
(0.124)

0.021
(0.167)

买家历史关注数量 δ12
0.018

(0.162)
0.009
(0.071)

0.012
(0.217)

0.013
(0.129)

卖家店铺得分 δ13
0.248

(0.003)***
0.307

(0.037)***
0.325

(0.026)***
0.279

(0.014)***

卖家信誉得分 δ14
0.419

(0.017)***
0.287

(0.026)***
0.461

(0.039)***
0.378

(0.013)***
脆 弱 因 子（Frailty 
Term）

v1 — —
0.042

(0.244)
0.027

(0.105)

模型评价

总样本量 8171 8171 8171 8171

模型解释度 (R2) 0.30 0.33 0.26 0.28

调整后的模型解释
度 (ΔR2)

0.29 0.31 0.24 0.27

极大似然值 -14077.432 -13947.689 -16562.984 -16081.662

Wald 检验 1456.654*** 1678.441*** 1137.112*** 1366.987***

AIC 值 27051.457 24786.234 31875.879 29007.229

BIC 值 29785.129 26125.247 30541.128 27876.138

① 社会影响与社会选择在关系维持阶段的作用机制

从表 7 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关系维持阶段，信

息性社会影响的作用已经变得不显著（β21=0.017，标准

误 =0.126 ；β22=0.012，标准误 =0.053），而规范性社

会影响的作用变得显著（β23=0.028，标准误 =0.003 ；

β24=0.008，标准误 =0.005）。不同类型的社会影响在

关系演化不同阶段出现的反转体现了社会化商务社区中

买家用户构建关系动机的转变，同时也支持了 H5 ；在

社会选择方面发现，在关系维持阶段主要是买家与卖家

之间的价值同质性对二者关系的维持具有显著作用，相

表7  社会化商务社区关系维持的风险模型检验结果
因变量: 社会化商务社区网络关系维持（关系维持阶段）

自变量

主效应模
型（线性
拟合）

全模型
（线性拟

合）

主效应模
型（非线
性拟合）

全模型
（非线性
拟合）

参数估计（标准误）

信息性社会影响

聚集信号 β21

0.017
(0.126)

0.021
(0.095)

0.018
(0.043)

0.015
(0.014)

知识信号 β22

0.012
(0.053)

0.016
(0.033)

0.009
(0.024)

0.011
(0.018)

规范性社会影响

参照效应 β23 H5a

0.028
(0.003)***

0.036
(0.011)***

0.023
(0.004)***

0.031
(0.007)***

结构等价效应 β24 H5b

0.008
(0.005)***

0.017
(0.002)***

0.005
(0.038)

0.009
(0.003)***

社会选择影响

价值同质性 γ21 H6

0.319
(0.004)***

0.402
(0.028)***

0.328
(0.017)***

0.391
(0.016)***

状态同质性 γ22

0.005
(0.042)

0.008
(0.071)

0.001
(0.012)

0.008
(0.051)

调节效应

买家的社区经验
×参照效应

θ21 H7a

0.053
(0.004)***

0.026
(0.049)

买家的社区经验
×结构等价效应

θ22 H7b

0.182
(0.006)***

0.273
(0.084)

买家的社区经验
×价值同质性

θ23 H8

0.243
(0.002)***

0.005
(0.029)

买家的社区经验
×状态同质性

θ24

0.007
(0.035)

0.003
(0.041)

控制变量

买家社区经验 δ21

0.014
(0.062)

0.108
(0.092)

0.092
(0.135)

0.023
(0.072)

买家历史关注数量 δ22

0.009
(0.043)

0.011
(0.031)

0.016
(0.117)

0.016
(0.379)

卖家店铺得分 δ23

0.273
(0.003)***

0.209
(0.006)***

0.181
(0.008)***

0.243
(0.012)***

卖家信誉得分 δ24

0.192
(0.013)***

0.158
(0.011)***

0.113
(0.092)

0.132
(0.079)

脆弱因子
（Frailty Term）

v1 — —
0.045
(0.116)

0.061
(0.122)

模型评价

总样本量 5869 5869 5869 5869

模型解释度 (R2) 0.33 0.35 0.19 0.20

调整后的模型解释度
(ΔR2)

0.31 0.32 0.17 0.18

极大似然值 -15687.581 -15007.871 -16185.129 -15993.285

Wald 检验 1695.893*** 1781.374*** 1428.983*** 1585.341***

AIC 值 23773.473 21096.601 29983.254 26899.231

BIC 值 27098.357 25986.225 30786.361 29075.902

对而言，状态同质性的作用不再显著，因此，该结果也

支持了 H6。

②  模型的非线性拟合效果评估

在考虑模型整体的拟合效度时，本研究同样考虑

了非线性拟合模型的可能性，因此与前一章所做的处理

一致，在 C o x 比例风险模型中增加了脆弱因子（F r a i l t y 

Te r m）对比非线性拟合模型的拟合效度。结果发现，增

加了脆弱因子的模型在模型整体效度上弱于一开始基于

线性拟合的 C o x 比例风险模型（增加了脆弱因子的模型

整体解释度下降且 AIC 和 BIC 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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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买家社区成长在关系维持中的调节作用

将买家用户的社区经验作为调节变量，本研究发

现在关系维持阶段随着买家用户在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的

成长，本身具有显著作用的规范性社会影响会增强。这

一发现也符合一些研究中关于网络关系嵌入度（成员的

社区成长往往意味着更深入的网络关系嵌入度）与群

体规范之间关系的探讨（θ21=0.053，标准误 =0.004 ；

θ22=0.182，标准误 =0.006），因此 H7 得到支持。另外，

随着买家社区经验的增加，在学习效应的积累下，买

家用户更依赖于卖家在实际的社区参与行为中体现出的

价值同质性，而非个人主页中展现出的状态同质性决定

是否与其维持社区关系（θ23=0.243，标准误 =0.002 ；

θ24=0.005，标准误 =0.042），因此 H8 也得到支持。

四、 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网络闭包理论为基础，从动态演化的视角

探讨了社会化商务社区在不同的关系交互阶段的演化机

制。具体来讲，本研究以淘宝帮派社区为样本，跟踪搜

集了一年多（14 个月）的用户行为数据，借鉴以往研究

分别从网络关系涌现和网络关系维持两个阶段构建了相

应的数据集，探讨网络闭包理论在社会化商务社区不同

演化阶段的适用性。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闭包理论中所涉及的社会影响

机制和社会选择机制在买家与卖家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关系涌现阶段，信息性社

会影响和基于状态同质性的社会选择是促成买家关注

卖家的主要因素；而在关系维持阶段，规范性社会影响

和基于价值同质性的社会选择则是维持买家与卖家关系

的主要因素。可见，虽然社会化商务社区中成员彼此陌

生，且以商品交易为目的的信息搜索、咨询和讨论为主，

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社会规范在此类社区中的作用。需

要注意的是，社会规范在买家对卖家关系构建初期作用

不显著，但对于二者关系的长期维持，尤其对于社区经

验更丰富的买家而言，社会规范出乎意料地起着更为显

著和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社区中买家的社区经验变化对买家

与卖家关系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社会影响方

面，随着买家用户社区经验的积累，他们会更依赖于自

身的信息沉淀和知识判断，同时也更了解和遵从“圈内”

的关系规范。因此，他们在关注卖家时所受到的信息性

社会影响会减弱，而在与卖家关系维持的过程中受到的

规范性社会影响则会增强。在社会选择方面，社区经验

更丰富的买家也更擅长通过观察卖家的社区行为（如发

帖、回帖等），而不是依赖卖家在个人主页中公开的个

人状态信息来判断是否与其志同道合。因此，不论是在

关系涌现阶段还是在关系维持阶段，基于价值同质性的

社会选择对他们的正向影响会增强，而基于状态同质的

社会选择对他们的正向影响会减弱。

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出发，以社会化商务社区

为背景，探讨了网络闭包理论在社会化商务社区中的应

用边界，研究结论对相关的理论文献和企业实践都具有

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该研

究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将网络社区的发展划分为关系涌现

阶段和关系维持阶段，研究结果展示了传统网络闭包理

论所涉及的社会影响机制和社会选择机制在网络社区关

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作用的差异性。因此本研究突破了传

统网络闭包理论从网络静态属性出发的研究范畴，不仅

探讨了网络社区的生长性（及关系涌现阶段的特征），也

考虑到了网络社区的稳定性（及关系维持阶段的特征）。

（2）本研究选取社会化商务社区中买家与卖家这一类特

殊的网络关系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了网络闭

包理论在一般网络社区关系中的应用边界，揭示了商务

交易类线上关系发展的特点，因此也从社会网络的视角

拓展了社会化商务和客户关系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3）

本研究详细区分了社会化商务社区与其他网络社区的本

质区别，通过实证数据揭示了信息类因素和规范类因素

如何在社会化商务社区关系发展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

丰富了网络社区领域的相关文献，帮助未来致力于网络

商务社区研究的学者聚焦该类社区的本质特征进行更为

深入的探讨。（4）本研究所关注的线上社区平台的关系

演化对关系营销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拓展，本研

究体现的网络客户关系演化和线下面对面客户关系维系

有本质的区别，即网络客户关系演化初期更注重信息类、

信号类因素的作用机制，而在网络客户关系建立之后则

应该注重规范类因素的作用机制。

在企业实践方面，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相

应的指导意义 ：（1）有助于社会化商务中的企业参与者

更深入地了解社区用户的行为模式，选择合适的策略来

诱发社会化商务社区中买家用户对自己的关系构建。这

些基于社会化商务社区的网络关系涌现和维持机制的探

讨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获取社会网络资源，帮助社会

化商务中的企业用户提升市场绩效和实现社会化商务价

值。（2）本研究采集的数据来源于整个网络社区中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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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开个人主页和行为信息，为企业从公开的平台获

取用户关系和行为大数据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实践中的

企业在合适的时间单位内（如以周或天为单位）可以实

现对网络社区关系演化的实时监控，并根据关系演化的不

同阶段制定和调整相应的关系营销策略。（3）本研究对用

户关系的微观探讨能够指导电子商务企业在与客户网络关

系发展不同阶段对信号类因素和规范类因素的合理利用，

最终达到提升网络关系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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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ommerce creates the economic value from the ti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users with the support of Web 2.0 and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 marketing. Ex-

tant research has realized great potential value of social commerce. 

However, most of the literatures apply a relatively static view on this 

issue. There is few research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ties among users from a dynamic view, and the mechanisms under 

different relationship status are left unknown. Based on the Network 

Closure Theory and the behavioral data of Taobao Bangpai users 

across 14 month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wo datasets targeting on two 

separate stages of relationship evolutions, i.e, relationship formation 

stage and relationship persistence stage, and explores the dynamic re-

lationship among user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ommerce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hazar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relationship formation stage, due to the transactional feature of 

the social commerce community, the buyers-seller ties in social com-

merce community are mainly driven by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Specifically, the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 and social select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driving them to form ties with other sellers. 

While in the relationship persistence stage, the social influence has an 

inverse impact on ties persistence. Specifically, the buyers are affect-

ed by the normative rather than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in this stage. 

Meanwhile, value rather than status homophily is significant in this 

stage. Besides, this research also explores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buyers’ community experience on the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 men-

tioned abov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longitudinal dataset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change of the Network Closur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ommerce community, which has contribution to both the 

Network Closure Theory and the managerial implication of relation-

ship management in firm online community. Our study reviews the 

classic Network Closure Theory and extends it from a more dynamic 

view, an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ies 

formation between ties persist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Facebook and Twitter, our 

study explores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buyers and sellers in a 

community with mixed features, where both social and transactional 

fac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determine the formation as well 

as persistence of any buyer-seller t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vides 

direct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for 

social commerce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Social Commerc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Social 

Influence; Sele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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