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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与绩效——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的
体育新创企业成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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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业者在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动员网络资源，以缓解企业组织创建早期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是当前创业环

境下我国个体创业类体育新创企业保持存续与实现成长的有效路径，也是体育创业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性

问题。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视域下，从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维度入手，在实证研究验证了社会网络资源在创

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网络结构性的视角指出了这一传导机制

存在的行业性特征：1）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网顶、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传导路径更为清

晰；2）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3）体育创业者高密

度、强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更利于直接网络资源获取，高异质性的网络结构更利于间接网络资源获取；4）高密度、强

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有可能限制体育创业者获取网络“中介利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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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2014年

以来，在国家创新创业政策与体育产业政策双重因素的

驱动下，体育新创企业数量增长明显。但受体育产业发

展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体育新创企业增长数

量与发展质量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制约体育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明显短板。创新是创业活动的核心，是体育产

业实现转型发展的内推动力。然而，从当前我国体育创

新创业的实践效果来看，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

先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再谋求企业创新价值的实现，可

能是体育新创企业更加务实的选择。因而，就体育新创

企业如何在创建早期克服一系列新进入障碍，在保持企

业持续生存基础上实现稳步发展的现实问题开展理论研

究，对于提升我国体育创新创业活动质量，实现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获取必要的创业资源是新创企业创建与发展的基础

条件之一，掌控核心资源是企业在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

的重要因素（Brush et al.，2001）。受制于企业规模小、创

新力不足、资金匮乏、信息不对称、运营能力不强等内部

问题，新创企业在创建早期易面临资源约束问题，从而导

致较高的创业失败率（Larson，1992；Shane et al.，2000；

Shepherd et al.，2000）。体育新创企业①也同样面临如此

困境。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认为，社会行动者的

个体经济行为既是“自主”的，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互

动之中，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创业者自身社会网络中的

资源是促使创业者实施创业行为，走上创业之路的重要

因素。作为一种个体经济行为，新创企业是在创业者个

体社会网络与市场的互动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甚至可

以说是“托生”于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边燕杰，2006）。创

业者社会网络往往能够成为新创企业获取核心创业资源

的替代性路径（Batjargal，2006），从而有效改善创业行为

效果。

转型经济中，市场竞争程度迅速提升，但模糊的市场

规则与不透明的权力运作使得社会网络在政府与市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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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鉴于创业者在个体自主创业类企业创建早期发挥的主导性作用

更为突出，且 2014年以来体育创业市场中的新创企业多为从事体育

服务行业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以个体创业类企业为主。因此，本

文所涉及的体育新创企业是指：以体育服务业为核心业态经营范围

的个体创业类体育新创企业，非公司创业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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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度之外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作用（边燕杰 等，2001b，

2012）。随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体育产业

发展环境日益优化，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

性作用不断凸显。然而，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

题依然存在，产业市场中的正式制度规制能力又相对偏

弱，体育新创企业通过市场正式制度获取必要创业资源

的渠道仍然存在不通、不畅的问题。现阶段，我国体育产

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市场规制仍不清晰，市场

监管体系还不健全、要素市场尚不完备。在这样的产业

发展阶段与创业环境之中，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创业者

社会网络在体育创业活动中的作用空间有可能进一步

加深。

以往有关创业者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组织成长相关

性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网络中创业资源的有效获取问

题而展开。虽然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新创

企业绩效间的传导性作用得到了多数国内外学者的认

可，但也有学者认为两者间具有较为复杂的传导机制（林

嵩 等，2009；Hoang et al.，2003；Pillai et al.，2017）。鉴于

相关研究存在忽视新创企业所处行业差异性的问题，且

缺少对体育创业这一新兴创业市场的关注，为聚焦研究

问题，在开展实证研究之前，笔者首先在体育创业领域开

展了局部探索性的跨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发现：体育新

创小微企业创建初期，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确是企业组织

资源获取的有效通路。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

与体育新创小微企业绩效间能发挥着重要的传导性作

用。在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创业者社会网络某些结构

性特征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获取有可能转化为

一种基于网络结构的资源竞争性优势，促进体育新创小

微企业的早期成长（赵轶龙，2018）。

体育创业者如何在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之中，科学、高

效的动员网络资源，以缓解企业组织创建早期面临的资

源约束问题，实现企业的存续与发展，是产业发展现阶段

体育创业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性问题，也是体

育新创企业创建与成长的必经之路。在前期开展案例研

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社会网络结构的视角，进一步就社

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所

发挥的传导性作用展开实证研究，以揭示体育创业活动

中，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互动对新创企业组织早期成长

的价值与功能。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视域下的个体社会网络

研究主要以自我中心网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个体社会

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关系内涵对处于网络不同位置的个体

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不对称的联系

和复杂的网络结构中蕴涵着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创业者

社会网络的结构性差异性会产生一种基于网络结构的企

业竞争性优势（Birley，1986），促进企业成长。近年来，从

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入手，针对社会网络资源在创

业者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间发挥的传导性作用的研

究，逐渐成为社会学派创业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创

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研究的维度来看，网络规模、密度、网

间距、异质性、关系强度、网顶、中心性等结构性特征是国

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林剑，2006；陈钦约，2010；张秀娥，

2014；Aldrich et al.，1986；Batjargal et al.，2013）。结合现

有研究中创业者社会网络研究的重点方向、网络结构研

究的重点维度以及笔者前期开展的案例研究发现，本文

主要从网络规模、异质性、密度、网顶、关系强度这 5 个结

构维度入手，就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与社会网络资源、体

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文献回顾，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Aldrich

（1986）认为，网络规模是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中唯一与

企业绩效显著相关的变量。陈寒松等（2016）在国内开展

相关研究后指出，创业者（企业高管）社会网络规模与新

创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高异质性的社会网络能够通过

信息获取与信息控制方面的利益提升个体行动效果

（Burt，1992），高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对于创业成功至关重

要（Uzzi，1997）。作为社会网络密度特征最为显著标志的

网络“结构洞”①，能够为创业者有效接触市场中非正式制

度资源提供便利，借助低密度的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者从

网络“结构洞”中获取的商业资源、建议以及情感支持对

新创企业绩效调整的影响作用甚为显著（Batjargal et al.，

2013）。在“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创业者能够利用网络

中高社会地位联系人的名誉、声望和影响力为企业获得

市场合法性提供便利，有利于帮助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

障 碍，促进企业成长（杨俊 等，2009）。与 Grannovetter

（1985）提出的“弱关系强力量”的假设相反，边燕杰等

（2001b）提出了“强关系强力量”的研究假设，并得出中国

社会“人情”比信息更重要的结论。Batjargal（2004）也认

为，中国环境下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持有者更倾向于将资

源提供给自己熟知的创业者。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体育创业领域，创业者社会网

络规模、异质性、密度、网顶、关系强度与体育新创企业绩

效也可能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关系，结合前期开展的

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1：创业者社会网

络规模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H1.2：创业者社会网

络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H1.3：创业者社会

①美国学者布特（Burt R）最早于 1992 年发表的专著《结构洞》

（Structural Hole）中提出了“结构洞”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网络

中行动者个体之间出现关系链接缺失时，网络中就会出现空洞，也

就是所谓的“结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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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密度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负相关；H1.4：创业者社会

网络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H1.5：创业者社会

网络关系强度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

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社会网络资源。社会网

络规模越大意味着网络中与创业者联系的个体数量越

大，有利于创业者从更大规模的网络联系人群体中获取

资源支持（Tanas et al.，2007），而规模较小的社会网络有

可能会限制创业者寻求资源的能力（Cromie et al.，1992）。

创业者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便越有能力“跨越社会结

构等级位置可触及的资源纵向幅度”（Lin，1990）。创业者

与社会网络中具有不同身份、背景的联系人联系的范围、

频率与其从网络中获取资源的数量、质量、多元性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Batjargal，2000）。罗家德（2010）认为，高密

度的网络结构强连带更多，信息传递速度快，但信息冗陈

度也高，创业者无法在自身这个“小圈圈”中享受网络“结

构洞”中的“桥”所带来的中介利益。低密度的社会网络

结构有利于网络主体获得更多的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信

息，特别是知识性信息的传播（Rodan et al.，2004）。林南

（2001）在其社会资源理论三大假设中的地位强度假设中

指出，社会网络联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获取资源的可能

性越大，资源质量越高。高网顶的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

网络主体与资源丰厚的网络联系人结成关系纽带，便于

资源获取（边燕杰，2004；李煜，2001）。费孝通（1998）认

为，中国社会中能为行动者个体提供资源和信息支持的

网络成员往往与网络主体是强关联链接。与没有特定对

象的社会一般信任不同，华人社会更重视两两关系，建立

在信任基础上的强关系链接更有利于个体行动者在其社

会网络中主动获取各类资源（罗家德，2010）。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社会

网络规模、异质性、密度、网顶、关系强度与社会网络资源

可能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关系，结合前期开展的案例

研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2.1：体育创业者社会网

络规模与社会网络资源正相关；H2.2：体育创业者社会网

络异质性与社会网络资源正相关；H2.3：体育创业者社会

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源负相关；H2.4：体育创业者社会

网络网顶与社会网络资源正相关；H2.5：体育创业者社会

网络关系强度与社会网络资源正相关。

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新经济

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视域下，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嵌入于

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每一个创业者都会处

于其社会网络中一定的位置之上。创业者对自己所处位

置的分析、判断和利用能力对创业资源的获取至关重要，

而这种“嵌入性”的网络资源对于创业成功具有积极的作

用（Zhang et al.，2010）。近年来，在创业资源观的基础上，

在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指引下，学者们普遍认

为，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对新创企业的新进入劣势

进行了有效的弥渡，有利于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改善（Al‐

drich et al.，1987；Larson，1992；Chandler et al.，1994；Bat‐

jargal et al.，2013）。基于此，本文认为，个体社会网络互动

中，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有可能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3：创业者社会

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

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

业绩效间存在的中介作用。虽然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认为

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与新创企业组

织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但对于不同结构维度下创业者

社会网络在这一传导作用中功能边界的认识却有所差

异。如 Aldrich（1993）虽然否定了网络密度与新创企业绩

效的相关性，但他也明确了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

网络规模与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的中介作用。近年来，

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创业环境中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性特

征、社会网络资源以及新创企业绩效 3 个变量间的相关性

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虽然他们在个体社会网络

结构维度的选取、社会网络结构测量的方法上有所差异，

但总体上对于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新

创企业绩效间所存在的中介作用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

定（边燕杰，2004；林嵩，2009；张秀娥，2014）。基于此，本

文认为，体育创业活动中，社会网络资源有可能在创业者

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发挥显著的传导性

作用，因而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4：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

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

3 研究数据与变量测量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Wind 金融终端数据显示，2014—2018 年，上海、北京

两座城市的体育新创企业创业融资事件为 295 次，占全国

总体融资事件总数的 69.6%，体育创业活跃度较高。因

此，本文选择上海、北京这两座城市中的体育新创企业的

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研究对象所处创业环境与

经营业态的一致性，且为保证研究对象对相关研究问题

有清晰准确的回忆，本文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的 2014 年为时间节点，

将调查对象限定为 2014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注册成立的，

企业运营时间不超过 5 年，且持续经营时间超过 1 年，以

从事体育服务业为核心业态经营活动①的个体创业类体

育企业的创始人或合伙人。

鉴于调查问卷中部分题项涉及被调查者可能不愿透

露或公开的核心网络联系人信息，易降低调查问卷发放、

回收的效率。本文采取提前确定研究范围便利抽样的方

式开展问卷调查，以保证问卷发放、回收过程的可控性与

①国家统计局 2015 年发布的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中统计分类代

码03至08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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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收集的效率。2018 年 12 月—2019 年 3 月：1）在

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①的支持、协助下，采取小型座

谈会方式发放、回收有效问卷 48 份；2）通过委托专业体育

咨询公司、亲自登门拜访新创企业创业者，采取一对一式

现场辅导或微信视频（语音）辅导体育创业者填写调查问

卷的方式，回收有效问卷 65 份；3）通过发动个人关系网

络，对能够主动配合问卷调查的企业定向发放电子版调

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8 份。研究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41 份，其中，企业注册地为上海的有效问卷 81 份，注册地

为北京的有效问卷 60 份。

3.2 变量的测量

本文在采纳、使用以往引用率较高的实证研究量表形

成初始问卷的基础上，对问卷题项进行了 3 轮修改：1）通

过对上海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共计 5 位相关专业博士

生导师就初始问卷题项开展专家咨询，对问卷进行了

第一次调整；2）与 4 位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进

站博士后，与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 5 位具有良好教育

背景的体育创业者就调查问卷题项分别召开两次专题研

讨会，根据会上意见对问卷题项进行第 2 次调整；3）在上

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小型座谈会的形式，小范围发

放调查问卷 20 份，根据被调查创业者填写问卷过程中提

出的反馈意见，对问卷中较难理解和易产生误解的文字

表述进行最后的调整，形成调查问卷终稿。

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的测量。提名生成法

（name-generator）和职位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是测量

“自我中心网”的两种主要方法。虽然提名生成法在社会

网络规模、关系强度的测量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黄谦

等，2018），但该方法对于自我中心网成员间的相互关系

及网络结构的测量仍然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够产生

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罗家德，2010）。因此，本文采用提

名生成法来测量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并借鉴在美

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和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中广泛使

用的核心讨论网方法，测量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的网

络结构。本文将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界定为：体育新

创企业注册前后 1 年，与创业者探讨过体育创业中重要问

题或在创业过程中向创业者提供过某种实质性支持与帮

助的联系人与创业者所构成的网络。体育创业者个体社

会网络结构各维度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规模是衡量社会网络最直观

的维度指标，Hansen（1995）将创业过程中为创业者个体提

供各类创业资源的人数定义为创业者社会网络的规模。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因此，将

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定义为：排除体育创业者本人以外，

创业者核心讨论网中的具体人数。西方学者在采用提名

生成法测量个体社会网络规模时大都将网络成员限定在

3～5 人。边燕杰等（2001a）认为，中国居民个体社会网络

规模要多于 3～5 人，因此，本文将网络规模限定为最多不

超过 7 人。

网络异质性：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是指网络联系人（除

自己以外）某一类社会特征的差异化程度（张文宏，

2005）。在核心讨论网的研究中，网络异质性是指除“自

我”之外其他核心网络成员联系的相异程度（Marsden，

1987）。本文将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界定为体育

创业者核心讨论网中联系人在职业背景、年龄结构以及

学历层次方面的差异化程度，并采用品质差异指数（index

qualitative variation，IQV）测量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②。

网络密度：社会网络密度是对 Burt（1992）“结构洞”测

量的一个代替性指标。网密度是指“自我”以外网络联系

人的实际联系数量与最大联系数量比率（McEvily et al.，

1999）。本文将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界定为体育创

业者核心讨论网中“自我”以外，网络联系人的实际联系

数量与最大联系数量的比率，并借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3）中个体社会网络密度的测量方法，采用

Mizruchi 等（2001）提出的计算公式③ 来计算。

网络网顶：采用位置生成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通

常以被调查对象的职位高低来反映网顶信息。在中国居

民社会网络资本测量中，王卫东（2009）将社会网络网顶

具体操作化为社会网络中最高社会地位的职业。本文借

鉴个体社会资本测量中职位生成法关于网络网顶的测量

方法，将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网顶界定为体育创业者核

心讨论网中联系人在工作单位管理层级或技术层级的高

低，并依据此标准进行测量。

网络关系强度：Granovetter（1973）认为，社会网络关

系强度的测量较为复杂，应从网络主体与联系人关系久

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内容 4 个构面进行。杨

国枢（1993）将中国人网络联系强度分为情感性关系、工

具性关系和情感与工具交换混合性关系三类关系属性，

罗家德（2006）根据上述观点将这三类关系按照远近亲疏

称之为拟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弱关系。本文将体育创

①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被科技部以及教育部联合评定为“国家

级大学科技园”。截止 2019 年 1 月，该科技园内共注册企业 650 家，

体育类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的近 70%。科技园中的企业以提供体

育服务产品的新创小微企业为主体，企业集聚度较高，体育行业分

散度较广，符合本文研究的要求。

②社会网络异质性计算公式：IQV =

1 -∑
j

P 2
t

1 -
1
k

Pi是某一类型 i在观测

量中出现次数的比率，k 是观测量中出现的种类的类别总数。IQV

的取值在［0，1］区间。

③社会网络密度计算公式：Di =
∑S j k

2 ( )N2 -N
Di表示第 i位创业者核心

讨论网的密度；Sjk表创业者 i的核心讨论网中联系人 j与联系人k关

系的密切程度；N表示创业者核心讨论网联系人的数量，即网络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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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社会网络关系强度界定为体育创业者与网络联系人

关系的密切程度，并借鉴罗家德（2010）关于关系强度的

测量方法，从体育创业者与网络联系人的互动频率、亲密

程度、关系类型 3 个构面对关系强度进行测量。

社会网络资源的测量。本文借鉴 Caves（1980）、Wer‐

nerfelt（1984）、林嵩（2007）等关于企业资源与创业资源的

界定与分类，以及前期开展的案例研究发现，根据创业资

源的获取来源、物理形态和作用方式，将社会网络资源界

定为体育创业者从社会网络获取的与企业创建与经营相

关的直接与间接资源。直接网络资源包括客户、资金、人

才、技术、场地，间接网络资源包括信息、政策、情感支持、

商誉传播。实际测量中，要求体育创业者回忆企业注册

前后 1 年其核心讨论网对上述两类创业资源获取的实际

支持程度，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按照非常低到非常高

的 5 个等级进行主观性评价。

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Murphy 等（1996）发现，

近 50% 的论文在新创企业绩效测量维度的选取上不超过

2 个。Delmar（1997）指出，大多数研究将新创企业绩效时

间跨度限定为 1～3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Cooper（1993）认

为，高度不确定性是新创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创业初

期，新创企业财务绩效不理想，甚至无盈利是正常现象，

仅采用财务绩效衡量新创企业的成长性或者创新价值是

不科学的。因此，用非财务绩效指标来配合财务绩效指

标测量新创企业绩效成为众多学者的选择。本文综合参

考上述观点，采用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两个维度来界

定与评价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鉴于企业组织客观绩效数

据获取的准确性与便利性存在一定问题，且以主观绩效

代替客观绩效不会影响企业绩效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Dess et al.，1984），本文采用创业者主观性评价来测量体

育新创企业绩效。时间维度上，将体育新创企业创建第

1 年年末的绩效作为评价时间节点。具体测量方法参考

以往成熟问卷题项，以企业销售额增长速度、利润率以及

创业者对企业财务绩效主观满意度 3 个指标来测量财务

绩效；以企业员工增长速度、新业务开发速度以及创业者

对于企业生存 8 年可能性来测量非财务绩效。

控制变量的测量。1）将创业者社会人口学特征，即

创业者性别、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列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2）鉴于创业者个体先前经验对创业者创业行为效果会产

生显著影响（张玉利 等，2008，2011），本文将体育创业者

专用职能经验（体育相关专业学习经历、体育行业从业年

限）、通用职能经验（创业前工作年限、创业前工作单位管

理层级）以及体育创业者个体创业经历等先前经验列为

控制变量开展研究；3）创业动机是创业行为实施的关键

性因素，创业行为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异性与创业动机有

关，本文参考全球创业观察（GEM）关于创业动机的定义，

将被动型创业与主动性创业列入控制变量；4）鉴于将新

创企业的存续时间、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置入新创企

业绩效研究框架是创业研究中较为普遍的做法，因此，本

文将体育新创企业存续时间、企业员工人数作为测量对

象对样本企业特征进行控制。

3.3 样本数据有效性分析

对于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本文主要考察测量条目的

均值和标准差。从测量条目统计的数值分析，测量条目

基本服从和似服从正态分布（表 1）。本文采用 CITC（Cor‐

rect Item-Total Correlation）法来筛选测量条款。社会网络

资源量表中删除“情感支持”，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量表中

删去“持续生存 8 年”后，对量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

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配合最大变异法（Varimax）进

行正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条目的

因子载荷均＞0.5，无需删除（表 2-3）。本文通过因子载

荷、平均方差提取值（AVE）、组合信度（CR）评定聚合效

度，表 4 显示，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具有良好的聚合

效度，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聚合效度可接受；利用平

均方差提取值的算术平方根与相关系数绝对值进行比较

的方法来检验维度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 5 所示，可以判

断社会网络资源、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等变量的各维度之

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通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进行效度检验，如表 6 所示，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体

育新创企业绩效各项指标数值皆在标准范围之内，模型

拟合度很好，变量的构念效度良好。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基于方差分析结果，鉴于体育创业者年龄、体育专业学

习经历、体育行业从业年限、创业经历、创业前工作管理层

级、创业动机、企业员工人数对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社

会网络资源、体育新创企业绩效存在显著影响（P＜0.05），研

究将上述创业者人口学特征、先前经验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

为控制变量纳入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之中。

研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分别验证创业者社会网络结

构（X）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Y），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

图1 论文研究框架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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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与社会网络资源（M），社会网络资源（M）与体育新创

企业绩效（Y）间的相关性关系。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本文

对上述 3 个研究变量间具有显著影响的关系进行了汇总

（表 7），汇总结果表明，研究框架可能存在如表 8 所示的

几种中介路径。

鉴于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适用于中、

小样本的中介效应检验，可以直接检验中介效应，且统计

功效较高（方杰 等，2012）。因此，本文以体育新创企业

绩效为因变量，运用 PROCESS 程序，采用偏差校正的非

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来检验社会网络资源在体育创业

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将

直接资源与间接资源同时放入中介模型，采用程序内嵌

的 Model 4 进行验证，其中 Bootstrap 设为 5 000，置信区间

为 95%，当置信区间不包含 0 时中介效应显著，反之不显

著，验证结果如表 9 和表 10 所示。

从研究假设H1.1～H1.5的检验结果来看：1）创业者社会

网络规模、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财务、非财务绩效正相关；

2）创业者社会网络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正相关；

3）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关系强度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未呈

现显著的相关性。研究假设 H1.1、H1.2、H1.4 得到验证，

H1.3、H1.5未通过验证。总体来看，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

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关系。

从研究假设 H2.1～H2.5 的检验结果来看：1）体育创

表3 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量表的CITC和信度分析

Table 3 CITC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ports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Scale

测量项目

销售额增长

利润率增长

绩效主观满意度

企业员工增长

新业务增长

持续生存8年

修正后的项目-

总相关度

0.717

0.696

0.656

0.634

0.643

0.435

删除项目后的

Cronbach’s α

0.803

0.809

0.815

0.819

0.817

0.856

Cronbach’s α

0.846

表6 研究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6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Research Scale

模型

网络资源

企业绩效

χ2

31.626

6.867

df

18.000

4.000

χ2/df

1.757

1.717

＜3

GFI

0.943

0.990

＞0.9

TLI

0.911

0.975

＞0.9

RMSEA

0.074

0.072

＜0.08

0.064

0.027

＜0.08

RMR

表5 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量表、体育新创企业

绩效量表区分效度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n the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of the

Entrepreneur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Scale and the Sports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Scale

网络资源量表

测量变量

间接资源

直接资源

间接资源

0.655

0.42

直接资源

0.42

0.578

企业绩效量表

测量变量

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

0.779

0.689

非财务绩效

0.689

0.751

表2 社会网络资源量表的CITC和信度分析

Table 2 CITC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Scale

测量项目

信息资源

政策资源

商誉资源

情感支持

客户资源

财务资源

技术资源

人力资源

实物资源

修正后的项

目-总相关度

0.463

0.343

0.542

0.242

0.555

0.391

0.479

0.515

0.458

删除项目后的

Cronbach’s α

0.737

0.755

0.724

0.768

0.722

0.748

0.734

0.728

0.737

Cronbach’s α

0.762

表4 研究量表的聚合效度分析

Table 4 Convergent Validity Analysis of Research Scale

测量项目

信息资源

政策资源

商誉资源

客户资源

财务资源

技术资源

人力资源

实物资源

销售额增长

利润率增长

财务绩效主观满意度

企业员工增长

新业务增长

因子载荷

0.702

0.544

0.706

0.672

0.492

0.538

0.593

0.579

0.828

0.812

0.690

0.750

0.752

Cronbach’s α

0.680

0.731

0.813

0.737

AVE

0.429

0.334

0.607

0.564

CR

0.690

0.713

0.822

0.712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search Variables

研究变量

网络规模

网络异质性

网顶

网络密度

关系强度

直接资源

间接资源

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M

4.08

0.59

3.67

0.61

7.37

3.22

3.41

2.98

3.04

SD

1.39

0.17

0.67

0.20

1.12

0.78

0.84

0.8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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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网顶与社会网络直接、间接资源正相

关；2）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与社会网络间接资源

正相关性；3）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关系强度与社会

网络直接资源正相关；4）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有

过创业经历的体育创业者网络直接资源获取水平越好，

创业前工作管理层级越高、主动创业的创业者社会网络

间接资源获取水平越好。研究假设 H2.1、H2.2、H2.4、H2.5

得到验证，H2.3 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

源负相关的研究假设未得到验证，但检验结果提示两者

之间正相关。总体来看，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社

会网络资源的相关性显著。

从研究假设 H3 的检验结果来看：1）体育创业者社会

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研究假设 H3

得到验证；2）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有过创业经历

的创业者所创办的体育新创企业的财务、非财务绩效更

好，企业员工人数越多，企业财务绩效越好。

从研究假设 H4 的检验结果来看：1）体育创业者社会

网络直接、间接资源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与体育新创企

业非财务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2）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

间接资源在社会网络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

间存在中介作用；3）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间接资源在社

会网络规模与体育新创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

总体来看，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

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研究假设 H4 得到验证。

5 讨论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之

中，借助社会网络资源的传导，结构维度下的创业者社会

网络的确能够显著作用于体育新创企业早期绩效的调

整。从社会网络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本文认为上述传导

机制体现出以下行业性特征。

首先，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网顶、

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传导路径更为清晰。实

证检验结果显示，体育创业活动中，借助网络资源的传

导，大规模、高网顶、高异质性的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更

表7 具有显著影响的关系汇总

Table 7 Summary of Relationships with Significant Impact

X

网络规模

网络异质性

网顶

网络规模

网络异质性

Y

非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

P

0.326（0.000）

0.189（0.022）

0.283（0.000）

0.484（0.000）

0.290（0.001）

X

网络规模

网顶

网络密度

关系强度

网络规模

网络异质性

网顶

M

直接资源

直接资源

直接资源

直接资源

间接资源

间接资源

间接资源

P

0.180（0.063）

0.225（0.012）

0.158（0.070）

0.155（0.080）

0.272（0.002）

0.171（0.043）

0.233（0.004）

M

间接资源

直接资源

间接资源

直接资源

Y

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P

0.400（0.000）

0.220（0.009）

0.398（0.000）

0.328（0.000）

表8 可能存在的几种中介路径

Table 8 Several Possible Intermediary Paths

X

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

网络异质性

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

网顶

网顶

网络异质性

M

直接资源

间接资源

间接资源

直接资源

间接资源

直接资源

间接资源

间接资源

Y

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非财务绩效

表9 因变量为财务绩效时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9 Test f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hen Financial Performance

自变量

网络规模

网络异质性

自变量

网络规模

网络异质性

总效应

Effect

0.484

0.301

中介效应 直接资源

Effect

0.014

0.007

SE

0.085

0.087

Boot SE

0.022

0.015

t

5.699

3.463

Boot

LLCI

-0.020

-0.012

P

0.000

0.001

Boot

ULCI

0.074

0.053

LLCI

0.316

0.129

中介作用是否

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ULCI

0.652

0.472

直接效应

Effect

0.395

0.243

中介效应 间接资源

Effect

0.075

0.051

SE

0.085

0.082

Boot

SE

0.037

0.040

t

4.679

2.951

Boot

LLCI

0.018

-0.002

P

0.000

0.004

Boot

ULCI

0.165

0.152

LLCI

0.228

0.080

中介作用是否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ULCI

0.563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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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为体育新创企业带来一种基于网络结构的资源优

势，进而促进企业的早期成长。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的

大小决定了网络中可能为其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人数

的多少。虽然现代化的社交媒体与社交工具能够高效拓

展创业者的线上网络规模，然而，体育市场中资源的相对

稀缺性，体育创新创业效果整体质量偏低的行业现状，使

得愿意为创业者提供实质性帮助的核心网络联系人的规

模，即线下网络规模更具价值。这也是本文基于案例研

究发现，采用核心讨论网测量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的重

要原因。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还需注意网络构建的

效率问题，网络规模只有与企业自身规模、发展阶段同

步，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与功能。林南（2001）在其社会

资源理论中指出，社会网络联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获取

资源的可能性越大，资源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升行动效

果。实证检验结果则在体育创业领域验证了上述观点。

在正式制度规制能力偏弱，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体育

创业环境中，高网顶的社会网络结构更有可能帮助创业

者跨越社会结构等级位置而获得既得利益，借助非正式

制度缓解体育新创企业创建早期面临的资源获取窘境，

促进企业早期成长。在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更多依

赖网络联系人的社会地位获得既得利益，即非正式制度

在资源配置与创业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向，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

升。从“结构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创业商机深深根植于

创业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之中（边燕杰，2006）。本文认为，

在当前我国体育产业“自哺”能力不强、相关产业资源联

结不畅、产业自身商业模式不清晰的发展阶段，基于高异

质性社会网络获取的纵向幅度更广、横向互补性更强的

创业资源，有利于拓宽体育创业者的“视野”，帮助创业者

在产业发展的迷雾中尽快摸清发展方向，把握体育市场

脉动，发掘市场商机。借助网络间接资源的传导，高异质

性的创业者社会网络能够为体育新创企业带来一种基于

网络结构的资源控制性利益，为体育新创企业在创建早

期合理化战略方向，实现稳定成长带来益处。

其次，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

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实证检验结

果显示，体育创业者在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获取嵌入性

资源的能力与其社会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基于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的网络资源传导作

用虽不能对体育新创企业创建初期的财务绩效带来显著

作用，但的确有可能对企业组织在发展规模拓展、业务多

元发展等成长性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认为，与创业

者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相关的网络资源优势与企业竞争

优势，更多的体现在体育新创企业创建初期的成长性方

面，而非财务绩效。2014 年以来，我国体育创新创业活动

曾一度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但经过资本市场投资泡沫的

洗礼，体育创业逐渐回归其应有的节奏之中，体育创业者

也逐渐回归理性。现阶段，我国体育新创企业普遍存在

成长周期长、行业利润率低、进入门槛低等行业性问题。

以薪水替代型、生活方式型为主要创业类型的个体创业

类体育新创企业，既很难如同高新技术类新创企业那般

依靠技术壁垒在市场中迅速确立竞争优势，也很难凭借

商业模式的创新快速实现企业的创新价值（赵轶龙 等，

2020）。相对于财务绩效的快速提升，保持存续与稳步发

展成为多数个体创业类体育新创企业创建初期的务实选

择。案例研究发现与实证检验结果均从一定程度上表

明，在产业发展基础尚显薄弱，市场资源尚不充裕，市场

正式制度下获取创业资源路径尚不通畅的体育创业环境

中，体育新创企业创建与发展所需的资源还广泛存在于

创业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之中，但需要创业者有策略地主

动获取。体育创业者借助自身社会网络的结构性优势，

科学、高效、正向地识别、调动与利用自身社会网络中的

嵌入性资源，是当前创业环境下创业者需要具备的一种

核心创业能力。这样一种创业能力虽不能帮助企业显著

表10 因变量为非财务绩效时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10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wh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自变量

网络规模

网顶

网络异质性

自变量

网络规模

网顶

网络异质性

总效应

Effect

0.32

0.2729

0.2901

中介效应 直接资源

Effect

0.043 7

0.049

0.006 3

SE

0.083 5

0.078 7

0.085 3

Boot SE

0.033

0.035 6

0.015 4

t

3.833

3.469 2

3.400 9

Boot LL‐

CI

0.001 5

0.000 4

-0.010 6

P

0.000 2

0.000 7

0.000 9

Boot

ULCI

0.135

0.143 9

0.058

LLCI

0.154 8

0.117 2

0.121 3

中介作用是否成立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ULCI

0.485 2

0.428 6

0.458 8

直接效应

Effect

0.210 7

0.166 5

0.229 4

中介效应 间接资源

Effect

0.065 7

0.057 4

0.054 4

SE

0.079 6

0.074 8

0.081 4

Boot SE

0.036 8

0.032 1

0.039 6

t

2.645 4

2.226 6

2.817 0

Boot

LLCI

0.009 2

0.012 3

0.001

P

0.009 2

0.027 8

0.005 6

Boot

ULCI

0.153 9

0.143

0.155 3

LLCI

0.053

0.018 5

0.068 2

中介作用是否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ULCI

0.368 3

0.314 6

0.39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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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改善财务绩效，但有利于体育新创企业创建早期实

现稳步成长。

研究发现，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高密度、强关系

的社会网络结构更利于直接网络资源获取，高异质性的

网络结构更利于间接网络资源获取。华人社会中两两关

系间特殊信任的建立是个体行动者取得资源与寻求支持

的主要来源（罗家德，2010）。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较低

的创业环境中，稀缺、有价值的资源的获取更加依赖于资

源供需双方的熟识度，既有信任关系下的强连带能够显

著降低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边燕杰 等，2012）。本文认

为，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关系强度与直接网络资源

正相关的实证检验结果，既与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有关，

也与产业发展不成熟、创业风险高、不确定性因素多、行

业利润率低的创业市场环境有关。这样的创业环境使

人、财、物（场地）、技术、订单等直接网络资源的获取更加

依赖于网络互动中资源供需双方的强连带关系。而网络

联系人相互之间的高熟识度，则进一步为资源供需双方

间建立充分信任关系提供了一种网络结构性的支持，相

对密闭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更有助于降低直接网络资源获

取的交易成本，提升获取效率。高异质性社会网络结构

意味着创业者网络联系人背景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程度较

高，这样的网络结构能够有效平衡网络中强、弱连带关

系，有助于创业者获得更多高效、多元化的创业资源，特

别是信息资源（Uzzi，1997）。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体育

创业领域，高异质性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确更有利于社会

网络中信息、政策、商誉等间接资源的获取。如果说与体

育创业相关的人、财、物（场地）、技术等直接资源是体育

新创企业创建初期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那么，信

息、政策、商誉传播等间接资源则有利于打开体育创业者

的“眼界”，拓展新创企业创业的“边界”。边燕杰（2004）

认为，社会网络异质性越高，网络中潜藏的社会资本质量

越高。对体育创业者来说，与网络异质性相关的高质量

社会资本，更多地反映在高异质性社会网络中获取的非

冗陈性、多元化的间接资源对于企业早期成长所产生的

作用与价值。

研究认为，高密度、强关系的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性特

征有可能限制体育创业者获取网络“中介利益”的能力。

创业初期，体育创业者往往会与和自身具有相同背景、知

识结构以及业务往来频繁的联系人讨论创业问题并寻求

支持。本文 141 个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样本数据显示，

创业者网络密度均值为 0.61（最高值为 1），关系强度均值

为 7.37（最高值为 10）。虽然提名生成法在弱关系测量方

面存在一定的不足（黄谦 等，2018），但上述研究数据有可

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育领域中创业者社会网络存在

高密度、强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如前所述，相对密闭的个

体社会网络结构能够提高创业者在社会网络互动中获取

资源的效率。但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联系人之间的关

系往往会重叠。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中信息传递速度快，

但信息冗陈度也高，创业者与联系人有可能处于一个“小

圈圈”，导致网络主体很难在自身这个“小圈圈”中占据

“桥”的位置，无法享受“结构洞”所带来的中介利益（罗家

德，2010）。而对于那些有志于实现企业创新价值、实现

企业长远发展的体育创业者来说，突破自身网络中的“小

圈圈”，冲出自身封闭的体育创业小网络，在市场大网络

中嫁接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圈子”的资源，坐享网

络“结构洞”中的“中介利益”，不仅有利于体育新创企业

自身的长远发展，而且有利于从企业的层面破解产业发

展整体内生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的现实困境。

6 结论与启示

体育创业领域，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

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确存在中介作用。借助社会网

络资源的传导，结构维度下的创业者社会网络能够作用

于体育新创企业早期绩效的调整。从社会网络的结构性

视角来看，上述传导作用体现出以下 4 个方面的行业性特

征：1）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网顶、异质

性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传导路径更为清晰；2）社会

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

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3）体育创业者高密度、强关

系的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更利于直接网络资源获取，高异

质性的网络结构更利于间接网络资源获取；4）高密度、强

关系的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有可能限制体育创业者

获取网络“中介利益”的能力。

本文对体育创业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充分识

别自身社会网络的结构性特征，是提升网络嵌入性资源

获取效率的重要前提。体育新创企业创建与发展所需的

资源虽广泛存在于创业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之中，但嵌入

于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创业资源需要创业者有策略的主

动获取。创业投资圈里有句行话：投资就是“投人”。而

所谓的“投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投资人对创业者

自身创业思维方式与创业实践能力的一种关注。当前体

育创业环境下，以结构性的网络构建思维，科学、合理的

组织、运营自身社会网络，高效、正向地识别、调动与利用

自身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将自身社会网络的结构

性优势转化为网络资源优势与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正

是体育创业者开放、辩证性创业思维的具体实践，也是其

创业能力的一种展现。成功的体育创业者不应仅满足于

做一个敢于冒险和富有情怀的开拓者，还需学会用一种

结构性的思维方式认识社会网络在资源传递与企业成长

中的价值与功能。此外，从体育新创企业成长的外部环

境来看，研究认为，政府部门除了进一步深化体育管理体

制改革，向市场充分释放资源以外，还有必要从改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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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的环境入手，为体育创业者充分开发、正向利用

社会网络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如为体育创业打通

产、学、研、用的落地通道，打造更多高质量的综合性体育

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畅通体育新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

的互动与交流渠道，便利与相关行业创业者与企业在资

源与信息上的互通、互享。政府部门通过加强体育政务

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搭建高效的体育项目资源对接平

台，进一步完善体育市场管理的体制与机制，能够为体育

新创企业通过政府、市场的正式制度获取必要创业资源

提供更多的便利与支持，有利于理顺体育市场中的政商

关系，弥补非正式制度下获取体育创业资源的缺陷与不

足，提升我国体育创新创业活动的整体质量。

参考文献：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

现［J］.中国社会科学，（3）：136-146，208.

边燕杰，2006. 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6）：74-88.

边燕杰，李煜，2001a.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

评论，（2）：1-18.

边燕杰，张文宏，2001b.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

会科学，（2）：77-89，206.

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

应假设［J］.社会，32（3）：24-37.

陈寒松，陈金香，2016.创业网络与新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以动态

能力为中介变量［J］.经济管理研究，（2）：76-83.

陈钦约，2010. 基于社会网络的企业家创业能力和创业绩效研究

［D］.天津：南开大学 .

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效果量测量：回

顾与展望［J］.心理发展与教育，28（1）：105-111.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谦，张晓丽，2018.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体育研究中的现状、特点

与展望［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3）：17-22.

李煜，2001.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J］.社会学研究，

（4）：52-63.

林剑，2006. 社会网络作用于创业融资的机制研究［J］. 南开管理评

论，9（4）：70-75.

林嵩，2007.创业资源的获取与整合：创业过程的一个解读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6）：166-169.

林嵩，姜彦福，2009.创业网络推进创业成长的机制研究［J］.中国工

业经济，（8）：109-118.

罗家德，2010.社会网络分析讲义（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2-23，88，89，103.

王卫东，2009.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J］.社会，

29（3）：146-158，227.

杨俊，张玉利，杨晓非，赵英，2009.关系强度、关系资源与新企业绩

效：基于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12（4）：44-54.

张文宏，2005.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J］.社会学研究，

（4）：64-81，244.

张秀娥，2014.创业者社会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J］.社会

科学家，（3）：12-17.

张玉利，王晓文，2011.先前经验、学习风格与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

［J］.管理科学，24（3）：1-12.

张玉利，杨俊，任兵，2008.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一个交

互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7）：91-102.

赵轶龙，2018.体育新创小微企业成长研究：基于个体社会网络视角

［J］.体育科学，38（8）：26-37.

赵轶龙，鲍明晓，朱凯迪，2020.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推进体育新创

企业成长研究的方向与路径［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4（3）：

46-54.

ALDRICH H，ROSEN B，WOODWARD W，1986. Social behavior

and entrepreneurial networks［J］. Front Entrep Res，（1）：239-240.

ALDRICH H E，REESE P R，1993. Does Networking Pay off？［C］//

CHURCHILL N C，BIRLEY S，DOUTRIAUX J，et al.. In Fron‐

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Massachusetts Wellesley：A Pan‐

el Study of Entrepreneurs in the Research Triangle：325-339.

BATJARGAL B，2000. Effects of networks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

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The case of russia［D］. Boston，

MA：Babson College.

BATJARGAL B，2006. The dynamics of entrepreneurs’networks in a

transitioning economy：The case of Russia［J］. Entrep Region Dev，

18（4）：305-320.

BATJARGAL B，HITT M A，TSUI A S，et al.，2013. Institutional

polycentrism，entrepreneurs’social networks，and new venture

growth［J］. Acad Manage，56（4）：1024-1049.

BATJARGAL B，LIU M，2004. Entrepreneur’s access to private equi‐

ty in China：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J］. Organ Sci，15（2）：

159-172.

BIAN Y，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 Sociol Rev，（62）：

366-385.

BIRLEY S，1986. The role of network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 J Bus Venturing，1（1）：107-117.

BRUSH C，GREENE P，HART M M，2001. From initial idea to

unique advantage：The entrepreneurial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a

resource base［J］. Acad Manage，15（1）：64-81.

BURT R S，1992. 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

tion［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G，HANKS SH，1994. Market attractiveness，resource

based capabilities，venture strategies and venture performance［J］. J

Bus Venturing，（9）：331-349.

COOPER A C，1993. Challenges in predicting new firm performance

［J］. J Bus Venturing，8（3）：241-253.

CROMIE S，BIRLEY S，1992. Networking by female business own‐

ers in Northern Ireland［J］. J Bus Venturing，7（3）：237-251.

DELMAR F，1997. Measuring Growth：Methodological Consider‐

ations and Empirical Results［M］// DONCKELS R，MIETTINEN

A.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 Research：On its to the Next Millen‐

nium. Aldershot，England：Ashgate：199-216.

DESS G G，JR R B R，1984.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absence of objective measures：The case of the privately-held

firm and conglomerate business unit［J］. Strategic Manage J，5（3）：

265-273.

GRANNOVETTER M，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 J Sociol，91（3）：481-510.

GRANOVETTER M，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 J Soci‐

ol，78（6）：1360-1380.

38



赵轶龙：网络、资源与绩效——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的体育新创企业成长研究

HANSEN E L，1995.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and new organization

growth［J］. Entrep Theory Pract，19（4）：7-19.

HOANG H，ANTONCIC B，2003．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

trepreneurship：A critical review［J］. J Bus Venturing，18（2）：

165-187.

LARSON A，1992. Network dya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J］. Admin Sci Quart，37

（1）：76-104.

LIN N，1990.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M］. Sword

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SDEN P V，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J］.

Am Sociol Rev，52（1）：122-131.

MCEVILY B，ZAHEER A，1999. Bridging ties：A source of firm het‐

erogeneity in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J］. Strategic Manage J，20

（12）：1133-1156.

MIZRUCHI M S，STEAMS L B，2001. Getting deals done：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bank decision making［J］. Am Sociol Rev，

66：647-672.

MURPHY G B，TRAILER J W，HILL R C，1996. Measuring perfor‐

mance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J Bus Res，36：15-23.

PILLAI K G，HODGKINSON G P，KALYANARAM G，et al.，2017．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in organizations：A review and

extension［J］.Int J Manage Rev，19（1）：97-124.

RODAN A，GALUNIC C，2004. More than network structure：How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influences managerial performance and in‐

novativeness［J］. Strategic Manage J，25（6）：541-562.

CAVES R E，1980.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orporate strategy and

structure［J］. J Econo Lit，18（1）：64-92.

SHANE S，VENKATARAMAN S，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

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 Acad Manage Rev，25（1）：217-226.

SHEPHERD D A，DOUGLAS E J，SHANLEY M，2000. New ven‐

ture survival：Ignorance，external shocks，and risk reduction strate‐

gies［J］. J Bus Venturing，15（5-6）：393-410.

TANAS J，SAEE J，2007.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and its linkage to

social capital［J］. J Am Acad Bus，11（1）：179-190.

UZZI B，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 Admin Sci Quart，42（1）：35-47.

WERNERFELT B，1984.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

gic Manage J，5（2）：171-180.

ZHANG J，SOH P H，WONG P K，2010.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ac‐

quisition through indirect Ties： Compensatory effects of prior

knowledge［J］. J Manage，36（2）：511-536.

Social Networks，Network Resource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Research on the Growth of Sports New Ventur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Entrepreneurs’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s

ZHAO Yilong

China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Beijing 100061,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s mobilize network resourc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s to alleviate the resource
constraints faced by the early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which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maintain the existence and
growth of individual sports start-ups in China. It is also a realistic issue that needs attention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ports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ntext of the“embeddedness”theory of new economic soc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structur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s’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ports new ventures, this paper further points out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scale, network top, heterogeneity and sports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s clearer; 2)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s and the n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sports start-ups is more significant; 3)the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sports entrepreneurs with
high density and strong relationship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acquisition of direct network resources, 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with
high heterogeneity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acquisition of indirect network resources; 4)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entrepreneurs’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with high density and strong relationship may limit the ability to obtain network

“intermediary benefits”.
Keywords: sports start-ups; sports entrepreneurs; venture performance;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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