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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创业成功取决于诸多条件。从本质上讲，
创业是创业者对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进行整合以创造商业价值的

过程，这些资源包括创业者自身的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以及不容忽视的社会资本。企业家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解释
创业成功的问题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试图对企业家网络与创业成功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一个综述，以了解这一
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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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利的，其内在的机理是什么；以及什么

思路是从“网络”的研究中逐渐凸显了“企业

样的企业家网络对创业成功的推动作用最

家”的地位，从原来对企业网络或者组织网

大。本文试图对目前讨论的结果做出综述，

络的研究过渡到对企业家的个人网络的研

中，问题的发端是企业家网络对创业成功究

并探讨了目前这一领域中研究的难点和发

究；另一些研究者的出发点则刚好相反，是

竟有没有推动作用，这个问题激发了研究者

展趋势。

在关注“企业家”的过程中逐渐引入了“网

在研究企业家网络与创业成功的关系

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两个变量做相关性分析。
尽管统计分析的结果还存在争议，但是大多

１

企业家网络的理论渊源

络”
的维度。
首先，从“网络”到“企业家网络”的思

数研究者认为企业家网络对创业成功有正

企业家网络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两条研

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最早的对网络的研究

向推动作用。这一结果要求研究者进一步从

究思路的交汇和融合。从字面上看，企业家

是针对组织的网络展开的，这些研究启发了

理论上解释，企业家网络为什么对创业成功

网络是“企业家”和“网络”的结合，一条研究

企业家网络研究的思路。①经济学科研究了

实验室技术员、实验室管理员等密切配合，

展动态，才能保持项目研究的国际领先水

式，
所以必须与时俱进，
不断进行改革创新。

团结一致，形成科研纵向多层次大联合，发

平。

扬团队作战精神，建立高质量课题的科研工
作平台。目前正在进行的＂９８５ 工程＂二期建

４

参考文献：

小结

设论证工作的核心就是科研平台的组建，这

科研组织是一种开放的社会系统，环境

种平台建设的着眼点之一，也在于资源的共

因素对其生存、发展及社会功能的实现，有

享。

着重要影响。高校科研组织创新是一个永恒
同时，研究项目的成果必须强调时效

的课题，其目的是提高高校的科研创新能

性，必须注意相关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

力，降低科研成本，提高科研成果产出率，与

国内外此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此来进一步完

高级人才培养相辅相成，提高高校对国家科

善项目的总体规划和实施。只有加强课题组

教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率。科研组织没有

成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掌握国内外科技发

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成不变、长期高效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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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网络以及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不同的

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对网络结构分析的语言，

交换关系，这些研究认为组织之间有持久的

比如，网络规模、密度以及参与者在网络中

信息接触、交换关系或者两者皆有。这种持

的位置等都是社会学理论中的“舶来品”
，它

模、用于维持和扩大网络的时间、网络密度

Ｏｓｔｇａａｒｄ ａｎｄ Ｂｉｒｌｅｙ（
１９９６）的研究则用 ４
个变量来刻画企业家网络的特征，即网络规

久的而不是“一锤子买卖”的关系可能源于

们直接构成了企业家网络中的核心概念。网

和使用网络的强度，而以 ３ 年中的销售增长

交易费用的节省。②管理学产生了对企业网

络与网络化的作用不再限制在社会学中，而

率、雇员的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作为测量创

络研究的大量文献，主要考察了公司之间的

是日益被当作理解新企业启动阶段与新事

业成功的指标［８］。其主要结论是：
企业家网络

长期关系，比如合作、战略联盟、合资经营和

业开发和成长中的企业家行为的一种途径。

的规模和用于维持和扩大网络的时间都显

其它形式的合作。管理学的研究者考察了进

附图勾画了企业家网络理论来源。

示出与雇员增长率的显著正相关（但是与其
它两个成功的变量不相关）［９］。

行合作的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通过企业董

在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 “网络成功假

事会成员“互锁”的董事会所形成的较大规
模的合作网络，或者中小企业的信息网络 。

定”的同时，其它一些研究者却得到了一些

总的说来，企业网络的框架对企业绩效甚至

令 人 沮 丧 的 结 果 。 Ｃｏｏｐｅｒ，
Ｆｏｌｔａ ａｎｄ Ｗｏｏ

产业集群和区域的竞争力方面有重要的解

（
１９９１）通过跟踪研究掌握创业者的结网活

［１］

释力，但是事实上网络中交流信息、运作资

动和信息来源，考察这些活动与企业 ３ 年之

源的主体主要是各个层次的企业家，只有对

后是否存活的关系，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没
有发现两个变量之间有任何显著的相关性

嵌入在这些网络中的企业家的行为有清楚
的认识，才真正有可能准确地把握网络运行
的内在机理，因此在原来的企业网络中引入

企业家网络理论来源

。Ａｌｄ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ｅｓｅ（
在分析了来自美
１９９３）

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企业家时通过网络规模、

企业家网络能否推动创业成功

用于发展和维持商业接触的时间考察了企

关于企业家网络是否能推动新事业的

业家网络的特征。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两年

其次，从“企业家”到“企业家网络”的思

发展和成功，研究者提出了 “网络成功假

之后的生存企业（在同一业主下的同一企业

路。企业家建立组织，并使他们能抓住市场

定”
，即认为企业家网络与创业成功存在正

的维持）以及作为企业家成功标志之一的收

的机会［２］。他们和业已建立的公司进行竞争

向关系。这一假定的提出吸引许多学者从实

入的增长与结网变量之间没有相关性［１０］。

时面临着至少两个劣势：他们的企业在发展

证的角度给予验证，但是验证的结果还存在

３ 企业家网络如何推动创业成功

过程早期规模狭小（小规模的障碍）
，他们的

争议。

了“人”的因素，引发了对“企业家网络”的关
注。

公司缺乏名声和公司历史（新公司的障碍）。

２

Ａｌｄｒｉｃｈ，
Ｒｏｓ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
１９８７）做

所以企业家精神研究传统上试图解释至少

了一个第一手的研究，他们观察了企业家的

一些创业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能繁荣和增

结网活动对各自的创业企业成功的影响 ［６］。

长。研究者从企业家本身特征的差异、企业

他们采用的解释变量包括：企业家个人网络

家所具备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

的规模、密度以及接近网络资源的容易程

差异进行解释。企业家网络则作为社会资本

度。其结论是对网络资源的接近程度是重要

的一种被引入到对企业家创业和经营绩效

的，而且和开始一项新的商业的决定正相

的解释中来，从而形成了“企业家网络”的分

关。在创业不到 ３ 年的企业中，网络密度与

析视角。比如企业家网络帮助企业家接触风

创业企业的盈利负相关，对网络资源的接近

险投资者、关键的竞争信息以及潜在客户

与创业企业的盈利正相关。

尽管在企业家网络是否能推动创业成
功的问题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是也有一部
分研究者相信“网络成功假定”是成立的，并
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企业家只能从他
们的感知、资源以及技能范围内提取价值。
研究一个成功的创业过程需要检验机会如
何被感知与评估，执行战略如何被提出与实
施，
以及资源如何被整合［１１］。一般说来，社会
资本提供了有助于发现机会以及对稀缺资
源进行识别、
收集与配置的网络［３，１２］。企业家
网络有助于创业的开拓过程，也与提供和扩

等。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企业家研究中出现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５）从 ３ 个方面测量了创业

了将企业家和网络结合起来解释创业成功

者的结网活动：创业团队中有多少成员来自

的大量文献［３］，这种研究思路被称作是“企业

创业者的个人网络；企业家网络的规模；与

业成功的第一步是对市场机会的认知和判

［４］
。
家的网络方法”

网络交流的频率。他发现来自创业者个人网

断。管理学者认为通过社会关系而进行的知

络的创业团队成员与创业成功之间有显著

识、信息以及其它资源积累产生了新的“生

旦发现了企业家网络的重要性，管理学者便

的正向关系。但是和前项研究所不同的是，

产性机会”
，并且构成了新事业开发与成长

积极地从其它的学科中引入合理的研究方

他的结论认为企业家网络的密度与创业成

中的驱动力。在发现机会的过程中，
Ａｌｄｒｉｃｈ

法，试图将这些研究推向深入。社会学在这

功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７］。这里虽然产生

ａｎｄ Ｒｅｅｓｅ（
１９９３）认为企业家网络使新生企

方面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网络理论中的

了争议，但是 Ａｌｄｒｉｃｈ 等人和 Ｈａｎｓｅｎ 实际上

业家接触新的不同思想、世界性观点，从而

社会学的方法比经济网络有更长的传统，它

都站在企业家网络会支持创业成功的立场

为他们对潜在思想或事业的选择提供了参

们将单个的个人视为网络的节点，将交流或

上，只不过他们对什么样的网络更有利于推

考。Ｕｚｚｉ（
认为个人网络对企业家发现
１９９９）

者信息联系视为是这些人之间的连接线 ［５］。

动创业成功持有不同的见解。

机会的支持直接来自于信息的传递和扩散。

主要源于管理学的企业家精神研究一

１７２

附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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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了关键信息以及其它必要的资源相关。
首先，企业家网络有助于发现机会。创

综 述

企业家往往处在 Ｂｕｒｔ（
１９９２）所描述的“结构

及对其内在机理的分析，帮助我们认识了这

过程取决于因素的整体整合。因素的性质与

［１３］
的位置上，拥有至少两个不重叠的网
洞”

对关系的实质，但是离有效的政策含义还有

混合将往往是因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变

络，分别来自单个网络的信息都不能提供完

一段距离。研究者还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化，会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

整的商业价值，而将信息整合起来便能体现

样的企业家网络有助于创业的成功，这样才

Ｗｅｌｓｃｈ（
２００３）研究了不同的产业中企业家

出商业价值。结构洞往往是市场特征以及产

能为企业家有目的地管理网络带来启发。

网络结构的差异。他们认为技术性企业的创

。Ｌｉａｏ ａｎｄ

［１７］

品与资源信息流动的通道。Ｌｏｗ ａｎｄ Ａｂｒａ－

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使研究深入到企业

立与成长尤其依赖于把企业本身特有的知

１９９７）提供了一个企业家通过个人
ｈａｍｓｏｎ（

家网络的结构问题上。单个的企业家及之间

识与外部合作伙伴的知识进行联合，因此基

网络发现机会的生动事例：一个相当成功的

的联结关系构成了网络。网络的结构特性是

于技术的企业家从联系的嵌入性中得到了

瑞典企业家精心的维护了一个管理咨询专

社会网络理论家关注的焦点 。对企业家网

更多的好处，能与非冗余的信息进行更多、

家的网络，这些专家提供的信息使他了解了

络结构的分析可以从以下 ４ 个方面展开：规

更自由的交换，因此技术型企业家应该建立

ＣＡＤ／ＣＡＭ 技术可以解决的顾客问题，即提

模、联系的力量、
密度和范围。规模由联结的

一个充满弱联系的网络以有效率地获取知

供他需求的信息。而他所维持的另一个网络

数量衡量，联结的数量越多，说明网络规模

识［１８］。基于非技术的企业家从结构的嵌入性
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这些企业家的个人网

［１６］

中的专家能提供信息帮助他判定市场上所

越大。一般说来，有较多联结的人们能获得

需的这种技术是否可行。通过对这两个网络

更高的收益；联系的力量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络具有广泛性，并且充满了强联系，这为非

的细心发展与管理，他在 １５ 年中成功地建

ｔｉｅｓ）是指依赖这种联系进行接触的频率与

技术型的企业家动用资源提供了帮助。

立 ３０ 多个领先的公司［１４］。
其次，企业家网络有助于整合资源。创

强度；密度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节点之间
联结的数量相对于所有可能联结的百分比，

５

当前研究的难点

业企业成长的前景可能取决于企业家捕获

这个比例的高低说明了网络的密集和稀疏

尽管对企业家网络与创业成功之间的

外部资源（包括诸如资本、供应商等有形资

的程度；范围指的是这些网络联结的多样

关系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但是我们应该看

本以及信息和知识等无形资本）的能力。

性，这里的多样性具有功能和空间位置的双

到目前对“创业成功假定”的验证在逻辑上

Ｊｏｈａｎｎｉｓｓｏｎ（
１９８８）指出，企业家是一个具有

重含义。一方面，功能上的多样性可能由于

还是非常粗糙的，这使得深入研究中碰到了

网络的人，他的个人网络是现有企业家从环

跨越了不同功能的网络而实现，比如企业家

一系列难题。

境中获取资源而交换信息的手段［１５］。实际上

既拥有人才网络，又拥有投资者网络；另一

５．１

许多研究都观察到企业创始人依靠个人网

方面，网络的多样性也可能通过渗透到不同

络动用融资及其它商业资源的现象。企业创

的空间位置而得到。

如何解决企业家的异质性问题
目前大部分的相关研究都（明确地或者

隐含地）假定企业家是给定的，而且是同质

办者利用自身的私人和商业接触的个人网

Ｌｏｗ 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ｎ（
１９９７）发现成功企

络获得市场上无法获得 （或者不能低价获

业家的网络特征因环境而不同，创业成功的

同质的。这个假定掩盖了企业家本身的差

得）的资源和信息。由于网络伙伴的朋友或

一个关键环节是对组织的设计和实施，而这

异，而事实上企业家特征和意图在考察结网

者亲戚关系，通过个人网络以优惠的价格获

种“实施过程的性质因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

活动和创业成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是非常

得资源的机会就会产生。这些网络伙伴免费

环境而变化，也就是说在一个环境中有效的

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家有不同的渴望和

地或者低于市场价格为企业家提供特殊的

过程可能会在另外一个环境中遭到失败”
。

不同的营销能力。

资源仅仅是给企业家帮一个忙，或者为了他

—尽管他们的网络伙伴可以是不
的个体——

在新生产业中，成功的企业家具有对两个不

企业家本身在结网能力和吸收能力方

们以前从企业家那里获得的好处还一个人

重叠网络的强联系。在成长阶段，成功企业

面也有差异。虽然观察到的是企业家网络差

情。现实的例子包括，其配偶在创业公司中

家具有弱联系网络。而在成熟阶段，成功企

异对创业成功的影响，但是到底是什么造成

工作而没有获得薪水，由生意上的朋友免费

业家具有强联系网络。在解释新生产业中的

了网络差异呢？一些研究者认为个人网络的

提供的新的或者二手的生产设备。企业能从

成功企业家网络特征的时候，他们认为新组

差异以及运用网络的能力差异本身就是企

网络中获得市场上得不到的资源的例子包

织的奠基人在两个或多个不重叠的网络中

业家能力高低的反映。这样就给企业家网络

括声誉，比如，从一个一般不向创业公司订

具有强联系。来自这些强联系的深入知识与

的研究造成了一个难题：企业家本身的能力

货的大企业那里所获得的订单，或者从朋友

了解，以及这些网络是不重叠的事实，使得

确实体现在企业家现存的网络特征中，那么

那里获得新的、难于购买关于技术的信息

这个创业者能通过连接这两个或者多个网

建立了良好网络关系的企业家得到成功是

等。很显然，企业家通过自身的个人网络获

络创建了一个新组织形式。尽管企业家网络

不是可以归结到企业家本身有更高的能力

得资源越便宜、越频繁，他实现超越竞争的

与企业家利益、经历甚至个性相关，但是企

呢？也就是说，如何剔除企业家网络中可能

业家确实可以通过对网络的有效管理和整

包含的企业家本身的能力因素成为一个难

合增加创业成功的概率。

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人们宁愿

成本优势的机会就越好。

４ 企业家网络与创业成功的关系深
入探讨
对企业家网络与创业成功的关系判定

研究者观察到企业家网络对创业成功

仅仅从企业家能力的角度解释创业成功，而

的推动作用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就像

并不需要企业家网络理论。

Ｔｉｍｍｏｎｓ（
１９９９）所强调的，一个动态的创业

５．２

如何剔除创业的起始条件对创业成功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１７３

综

述

的影响
研究者发现创业企业的规模、战略和产
业对企业家网络（或者结网活动）进而对创

ｕ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１９８５，（１）：１０７－ １１７．

Ｓｉｘ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ｍ－

［４］Ｂｒｕｄｅｒｌ，Ｊ． ａｎｄ Ｐｒｅｉｓｅｎｄｏｒｆｅｒ，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６．
［１２］Ｕｚｚｉ，Ｂ．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ａｎ－

业成功有密切的关系。Ｌｅｅ ａｎｄ Ｔｓａｎｇ（２００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对新加坡的华人企业样本的企业家成功进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８，（１０）：２１３－ ２２５．

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５］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Ｍ．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Ａｍ－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ｉｒｍ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

行了经验研究。他们认为企业家交流的网络
规模与各自的创业企业的增长率正相关，但
是这种影响对大企业的作用比对小企业的
作用更为显著。即使创业企业在发展过程的
同一阶段，创业企业在规模上也很不同，但

１３６０－ １３８０．
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３，（７８）：
［６］Ａｌｄｒｉｃｈ，Ｈ．Ｅ．，Ｒｏｓｅｎ，Ｂ．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ｉ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Ｎ．

４８１－ ５０５．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６４）：
［１３］Ｂｕｒｔ，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Ｂ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Ｃ．，Ｈｏｍａｄａｙ，Ｊ．Ａ．，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Ｂ．Ａ．，Ｋｒａｓｎｅｒ，Ｏ．Ｊ．

［１４］Ｌｏｗ Ｍ．Ｂ． ＆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ｎ 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Ｂａｎｄ－

是许多经验研究都没有控制企业规模造成

ａｎｄ Ｖｅｓｐｅｒ，Ｋ．Ｈ．（ｅｄ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

ｗａｇｏｎ，Ａｎｄ 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的影响。

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ＭＡ：Ｂａｂｓ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另外，企业家在可以获得的自身的资源

１９８７．１５４－ １６８．

方面也可能很不同，比如金融资本、技术诀

［７］Ｈａｎｓｅｎ，Ｅ．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ｎｅｗ

窍、
专利等。所以 Ｂａｙｅｒ（
１９９１）批评了网络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

功假定，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弥补自身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９９５，（１９）：７－ １９．

足的假定” 。这一假定认为仅有那些资源配

［
８］
Ｏｓｔｇａａｒｄ，
Ｔ．Ａ． ａｎｄ Ｂｉｒｌｅｙ，
Ｓ．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备不全的企业家才会建立大型的网络，并且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

［１９］

密集地从网络合作者中获得支持。如果在创
立时企业家拥有的资源数量对生存有直接
和正向的联系，那么企业家的结网活动仅仅
是为了弥补较差的起始条件。这些研究都说
明在更为细致的研究中控制创业的起始条
件的差异是十分必要的。

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６，（３６）：３７－ ５０．
［
９］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Ｃ．，
Ｆｏｌｔａ，
Ｔ． ａｎｄ Ｗｏｏ，
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ｆｉｒｍｓ，ｉ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Ｎ．Ｃ．，Ｂｙｇｒａｖｅ，Ｗ．Ｄ．，Ｃｏｖｉｎ，Ｊ．Ｇ．，Ｓｅｘ－
ｔｏｎ，Ｄ．Ｌ．，Ｓｌｅｖｉｎ，Ｄ．Ｐ．，Ｖｅｓｐｅｒ，Ｋ．Ｈ． ａｎｄ Ｗｅｔｚｅｌ，

［１］Ｗｉｔｔ，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
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Ｃｕ－
ｌｔｕｒｅ，１９９９，（７）：２１３－ ２３１．
［２］Ｌａｒｓｏｎ，Ａ．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ｒ，Ｊ．Ａ．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３．５－ １５．
［３］Ｂｉｒｌｅｙ，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ｃａｎｄ． Ｊ．Ｍａｎａｇｅ． １９８８，４，（３／４）：８３－ ９９．
［１６］Ａｄｌｅｒ，Ｐ．，＆ Ｋｗｏｎ，Ｓ．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２７（１）：１７－ ４０．
［１７］Ｔｉｍｍｏｎｓ，Ｊ．．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
ｅｕ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Ｂｏ－
ｓｔｏｎ，１９９９．
［１８］Ｌｉａｏ Ｊｉａｎｗｅｎ ＆ Ｗｅｌｓｃｈ Ｈａｒｏ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 ｃｏｍｐａ－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Ｊｒ．（ｅｄ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

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ｎ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ＭＡ：Ｂａｂｓ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９１．

ｎａｓｃｅ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７６－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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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ｉｎ，
Ｊ．Ｇ．，
Ｓｅｘ－

Ｇａｔｅｗｏｏｄ，
Ｅ．Ｊ．，
Ｈｏｙ，
Ｆ．Ｓ． ａｎｄ Ｗｅｔｚｅｌ，
Ｄｏｕｔｒｉａｕｘ，Ｊ．，

Ｋ．Ｈ． ａｎｄ Ｗｅｔｚｅｌ，
ｔｏｎ，Ｄ．Ｌ．，Ｓｌｅｖｉｎ，Ｄ．Ｐ．，Ｖｅｓｐｅｒ，

Ｗ．Ｅ． Ｊｒ（ｅｄ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

Ｗ．Ｅ． Ｊｒ．（ｅｄ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

ＭＡ：
Ｂａｂｓ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９３，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ＭＡ：Ｂａｂｓ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９１．

３２５－ ３３９．

２９１－ ３０５．

［１１］Ｋｏｄｉｔｈｕｗａｋｋｕ，Ｓ．Ｓ．，Ｓｃｏｔｔ，Ｍ．Ｇ．．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
责任编辑：
赵贤瑶）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ｒ ｅｐｒ ｅｎｅｕｒ ｓ!
Ｎｅｔｗｏｒ 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ｒ ｔ－ｕｐｓ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ａｌ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ｏｗ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ｖｅ ｇａｉｎｅ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ｎｅｔ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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