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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权变思想，分析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关系冲突应对决策机制与行为逻辑，构建感知
冲突、关系权变价值、关系压力与应对行为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感知冲突负向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

正向影响企业的退出行为，关系权变价值在感知冲突与回应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关系压力负向调节

关系权变价值与退出行为的关系。不仅从中国关系文化角度揭示了中小企业在关系冲突情境下的混合决策

逻辑与二阶扩展决策机制，而且对中小企业的关系冲突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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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坚持还是退出？这是企业面对关系冲突时必然要做出的抉择。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企业在回应

关系冲突时不是唇枪舌剑，就是一拍两散。然而，在强关系筑基、差序化布局、抱团式发展的中国关系

网络中，中小企业的冲突反应行为却呈现出“两极化”的奇怪态势，常常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团和气

变为恩断义绝，形成企业在网络关系冲突情境下的“偏好反转”之谜。

当前针对关系冲突下企业行为决策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消极角度开展的，多数学者认为关系冲突

会抑制企业共享信息、投入资源等合作行为（Ｋｅｌｌｙ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ｓ，１９７７［１］；Ｃｒｏｎ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２］；Ｆｒａｚｉｅｒ，
１９８３［３］），激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退出倾向。不过，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却表明，关系冲突也可能是
建设性的，关系冲突反而会促使企业抛弃分歧，加强合作（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ｄＨｕｎｔ，１９９４［４］；Ｌｅｏｎｉｄ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５］）。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表明，现有研究并不充分，还存在某些关键变量并未被考虑到。

关系营销理论认为，企业间建立关系的初衷是为了获取持续的关系租金超额收益，关系的价值是企

业行为意图的决定性前因（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６］；Ｇａｓｓ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７］）。冲突的爆发和升级
势必会影响企业对关系价值的感知和评估，进而影响企业的选择，但是却鲜有研究关注关系价值在冲突

情境下企业行为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关系规范会约束企业在冲突情境下的关系破坏行为已成为

学界共识（Ｌｕｓｃｈａｎｄ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６［８］；Ｐａｌｍａｔ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９］；Ｓ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ｎｄＢｉｒｌｅｙ，１９９８［１０］）。然而，某些学
者的研究却表明，关系规范在冲突的高级阶段收效甚微（ＡｎｔｉａａｎｄＦｒａｚｉｅｒ，２００１［１１］），正式的契约和惯例
并非是冲突情境下企业行为的唯一约束因素。Ｐｒｅｓｓｅｙ和Ｘｕａｎ（２００７）［１２］发现，在中国的商业关系中，介
绍人的参与和人情、面子等社会规则会形成一种内生的网络压力机制，迫使企业采取更加温和的冲突应

对行为。因此，要建构充分的理论合理解释企业在关系冲突情境下的行为逻辑与行为决策过程，必须将

关系价值和关系压力纳入企业冲突回应行为的研究框架。

·２８·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决策都是在理性评估了行为的价值和成本以及综合考虑了社会

规范之后做出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客观制约因素共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选择。本研究认为，中小企业

在关系冲突下的行为逻辑并非因循唯利是图的市场逻辑，而是综合考虑了利益和关系的混合逻辑，中

小企业在关系冲突下的决策过程也并非简单的刺激 －反应模式，而是在利益判断基础上结合社会环
境的综合考量。本文以中国文化为研究背景，从关系压力视角研究中小企业在关系冲突情境下的价

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分析中小企业面对冲突时的决策机制与行为逻辑，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关系冲突管

理实践提供指导性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投资与退出：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冲突回应行为的异变

关系冲突是企业感知到合作伙伴会阻碍其目标实现后的紧张状态，是一种主观的判断（Ｇａｓｋｉ，
１９８４［１３］）。也就是说，企业间是否存在关系冲突是知觉问题，如果企业没有意识到，那么就不存在关
系冲突（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ａｎｄ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３［１４］）。因此，当前对于关系冲突的测量大多从感知角度开展，测
量的是企业感知到的冲突水平（ＢｏｄｔｋｅｒａｎｄＫａｔｚ，２００１［１５］）。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关系冲突是一种
外生的强烈刺激，会引发企业的回应行为（Ｋｅｌｌｙ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ｓ，１９７７［１］；Ｃｒｏｎ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２］；Ｆｒａｚｉｅｒ，
１９８３［３］）。Ｊｒ（１９９３）［１６］将心理学领域经典的ＥＶＬＮ理论引入营销领域，将企业面对关系问题时的行为
选择根据主动／被动、建设／破坏划分为呼吁（Ｖｏｉｃｅ）、退出（Ｅｘｉｔ）、忠诚（Ｌｏｙａｌｔｙ）、忽视（Ｎｅｇｌｅｃｔ）４种行
为。ＥＶＬＮ框架受到营销学者的广泛认可，给出了企业在关系冲突情境下的基本行为逻辑。其中，呼
吁和退出属于主动行为，忠诚和忽视相对被动（ＧｅｙｓｋｅｎｓａｎｄＳｔｅｅｎｋａｍｐ，２０００［１７］）。相较于被动的忍
受，主动的呼吁和退出对于关系的影响更加明显，也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回应行为。

但是ＥＶＬＮ框架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提出的，中国人崇尚的儒家思想是集体导向的，高度重视关
系，强调和谐的价值（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１９８９［１８］；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１９］）。虽然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呼吁”是
解决关系问题的一种流行方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１９７０［２０］；Ｊｒ，１９９７［２１］），但是中国人往往不喜欢表达自己的
意见或感受，尤其是负面的意见，因为会伤了“和气”。因此，相较于西方的口头“呼吁”，中国企业更

崇尚“舍小利取大义”，通过投入资源和提升互动水平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联结，借助关系治理机制

的强化和利益的深度绑定来抑制关系冲突升级和爆发的风险，本研究称之为投资行为。

中国人的冲突预防实践是以礼为原则，崇尚“先礼后兵”。企业在解决争端时会尽力保全对方的

面子，倾向于将破坏和谐关系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来争取第三方的道义支持。因此，中国企业一旦在

冲突情境下表现出退出意图，就表明企业已经忍无可忍，打算“撕破脸皮”和“壮士断腕”，不但意味着

放弃经济合作，同时也意味着放弃这段关系。西方学者将退出定义为“企业间停止交易的经济现象”，

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退出不仅仅意味着企业间经济合作的中止，还意味着企业间在各个层面关系

互动的减少乃至停止。

冲突是企业间关系发展过程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Ｓａｍａ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２２］），会干扰正常的业务合
作进程，还可能导致过多的精力和资源被用于讨论、解决或忽略冲突，增大关系的维护成本，降低企业

对关系的投资和维护意愿。冲突还会显著降低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Ｗｅｉｔｚ，１９９２［２３］；
Ｇｅｙｓｋｅ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２４］），影响企业对关系的忠诚度（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Ｗｅｉｔｚ，１９９２［２３］），增加企业退出关
系的可能性（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Ｎａｒｕｓ，１９９０［２５］；Ｄｗｙ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２６］；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ｄＨｕｎｔ，１９９４［４］）。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感知冲突会负向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
Ｈ２：感知冲突会正向影响企业的退出行为
（二）网络正态效应与关系冲突风险：关系权变价值的理性计算

关系营销学派认为，关系价值是企业感知到的合作关系所带来的积极经济影响，是关系收益和维

护成本之间的差值（Ｐｏｕ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７］）。然而，随着企业间的合作模式由二元的双边互动演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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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络化的群体协作，关系价值的价值根基和创造环境已经悄然被颠覆。合作规模的扩大和关系互

动的深入使得企业内部的资源、信息、知识、能力以关系网络为平台，跨越企业边界汇聚成“网络要素

池”，在协作过程中重新分工组合，外推生产曲线边界，形成独特的经济正态效应，构成网络环境下关

系价值的根源。然而，对协作效率的高度依赖也决定了网络化生产模式内生的脆弱性。关系冲突的

爆发和扩散会造成资源整合失败、群体认知混乱、网络结构失衡、能力体系破裂、规则约束失效，严重

影响网络化生产体系的效率，使得原本持续贡献租金收益的关系资本突然变为严重拖累企业的关系

负债，关系的价值也会随之反转，具有权变性特征。

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企业对于关系价值的计算和评判不能简单地沿袭二元范式研究的结论对收

益与成本进行权衡（ＣｏｒｓａｒｏａｎｄＳｎｅｈｏｔａ，２０１０［２８］；Ｅｇｇ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９］），还必须将关系冲突的破坏
性影响纳入考量。由于关系冲突爆发的突然性、波及范围的不确定性、后果的不可预测性，企业只能

依赖主观判断来评估关系冲突的危害，即关系冲突的风险感知。所以，在网络环境下，关系的“真实”

价值实质上是网络经济正态效应抵消了关系冲突风险感知之后的净值，本研究称之为关系权变价值。

Ｂｏｄｔｋｅｒ和Ｋａｔｚ（２００１）［１５］认为，企业的感知冲突水平直接影响决策过程。本研究认为，感知冲突
会激发决策者的负面情绪，不仅会干扰决策者对于关系网络相关信息的加工和提取过程，使其提炼更

加消极悲观的信息要点来作为认知和判断的依据（ＲｅｙｎａａｎｄＢｒａｉｎｅｒｄ，１９９１［３０］），降低对网络关系价
值的预期，而且还会影响决策者的主观概率判断，低估积极结果的发生概率，高估消极结果的发生概

率，增加对关系冲突破坏性的担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感知冲突会负向影响关系权变价值
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关系的经济价值与企业的行为意图密切相关（ＧｒｉｓａｆｆｅａｎｄＫｕｍａｒ，

１９９８［３１］）。关系权变价值是企业权衡网络关系价值与关系冲突感知风险之后得出的“净价值”，从成
本收益和框架效应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行为逻辑：首先，关系权变价值决定了企业行为选择的收益与

成本。关系权变价值体现着企业对网络未来经济潜力的估计，网络关系价值越高，企业就越倾向于采

取投资行为来对抗关系冲突风险，与此同时，企业退出关系蒙受的经济损失就越大（ＬｅｗｉｓａｎｄＬａｍ
ｂｅｒｔ，１９９１［３２］）。其次，关系权变价值是企业对关系产出的总体判断，决定了企业进行行为决策时的
“得失”框架。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风险决策时，对于“得利”状态与“损失”状态的不同界定会

影响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当关系权变价值高时，决策者处于“得利”状态，会更加厌恶消极行为带来的

价值损失，高估消极行为的风险性，更倾向于采取投资行为来避免损失的发生。当关系权变价值低

时，决策者处于“损失”状态，会低估退出行为的后果，并更看重短期的确定性收益。因此，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４：关系权变价值会正向影响投资行为
Ｈ５：关系权变价值会负向影响退出行为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是人们采取某种行为的最主要动因，而价值判断是行为意愿的决定

因素。对于天生逐利的企业来说，关系冲突对于经济利益的影响是决策的起点，经过理性评估的关系

价值决定了企业的基本行为意愿。企业感知到的关系冲突水平越高，对于网络合作前景的判断就越

悲观，对于网络价值创造潜力的预估就越低。这会改变企业对投资行为和退出行为的价值预期，影响

企业的承诺水平和忠诚度，使企业不愿意进行关系投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Ｗｅｉｔｚ，１９９２［２３］），更倾向于选择
以消极的方式提前退出网络。所以，除了直接影响，感知冲突还会通过降低企业对关系的价值判断来

影响企业的行为逻辑。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关系权变价值在感知冲突和行为逻辑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威吓效应与权变决策：关系压力下企业的行为偏好反转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基于价值判断的行动意愿是人们采取某种行为的主要动因，但外在的客观条

件却是在做出最终行为选择之前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网络组织是基于强关系建构的（罗珉

和高强，２０１１［３３］），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文化规则导致在关系网络内部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内生的压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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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制，具有显著的“威吓效应”，深刻影响着企业的行为选择，本研究称之为关系压力。

熟人介绍是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关系的基本方式（ＰｒｅｓｓｅｙａｎｄＸｕａｎ，２００７［１２］），并
且介绍人的影响会贯穿整个合作关系的生命周期。当合作伙伴间发生冲突时，介绍人通常会介入，充

当调解人或仲裁人，如果一方希望在某一时刻解散关系，往往也要征求介绍人的意见。当企业判断关

系权变价值较高时，会产生积极的行为意向，希望维护合作关系，而介绍人的干预会化解企业间的负

面情绪和利益争端，降低企业对关系冲突破坏性的预估，进一步提升关系权变价值感知，提升企业投

资和维护关系的意愿。当企业判断关系权变价值较低时，会产生消极的行为意向，希望退出合作关

系，而介绍人的存在则增加了企业退出后果的不确定性（Ｒｏｗ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３４］）。企业如果在合作过
程中突然单方面采取退出行为，不但会损害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引发合作伙伴的反击，而且还会损害

与介绍人的关系，甚至有可能引发介绍人的制裁（Ｗａｌｋ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３５］）。介绍人通常拥有相当的地
位和声望，或是与被介绍人之间存在着亲缘、友缘之类的紧密关系，企业与介绍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具

有较高价值。第三方关系价值的或有损失降低了企业采取退出行为的收益期望，会抑制企业的退出

倾向。

中国式关系网络通常是围绕着强关系建构的，和谐是网络演化的序参量，人情和面子是网络运行

的规则，成员企业通过自组织形成内生秩序。当企业基于较高的关系权变价值希望维护合作关系时，

会倾向于服从和谐的大局，参照网络内部其他成员企业的关系状态调整自身行为，增加关系往来，提

升资源投入水平，加深网络的经济正态效应，稳定关系价值的变现通道。当企业由于过高的关系冲突

风险而单方面采取退出行为时，会引发连锁反应，产生网络负态效应。企业单方面的退出行为通常会

被视作 “不讲人情”和“不给面子”，降低其他成员企业对退出者的评价和信任，使得退出者无形中错

失诸多合作机会，令退出行为的损失更加难以预测。如果企业的退出行为引发了合作伙伴或介绍人

的声讨，那么还有可能引发其他网络成员的同仇敌忾和集体抵制，出现“失去一个人，得罪一大片”的

群体制裁现象。这种核裂变式的连锁反应极大地增加了企业退出行为后果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

对退出行为后果的价值评判，抑制企业的退出倾向。

因此，关系压力机制的存在使得企业的关系行为特别是退出行为的后果带有显著的外部性和强

烈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进行风险与收益的再权衡。当关系压力水平足够高时，退出行为引发的不确

定性会超过退出行为带来的收益，颠覆企业对退出行为的价值判断，迫使企业改变行为意愿，由退出

倾向转变为合作倾向，在行为表现上出现突然转变，形成偏好反转的奇特现象。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７：关系压力会正向调节权变价值与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
Ｈ８：关系压力会负向调节权变价值与退出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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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以天津、河南、安徽３个省份的制造业、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的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问
卷以纸质问卷、电子邮件和手机问卷形式于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１１月期间发放，由被调查企业中熟悉对外
合作情况的中高层管理者填写。在天津委托合作银行发放４０份，回收３７份，利用 ＭＢＡ学员发放６０
份，回收５４份。在河南委托合作银行发放１００份，回收９６份。在安徽利用滚雪球抽样发放问卷６０
份，回收４１份。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２６０份，回收２２８份，回收率为８７７％，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
有效问卷１９２份，问卷有效率为８４２％。对样本进行ｔ检验，不同来源的样本之间未显示出显著的差
异性，因此可以合并分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描述性统计

地区分布 天津 河南 安徽

样本比例 ７７（４０１％） ８１（４２２％） ３４（１８０％）

行业分布 制造业 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其他行业

样本比例 ６５（３３９％） ５１（２６６％） ４４（２２９％） ３２（１６６％）

企业规模 微型 小型 中型

制造业 ２１（３２３％） ３１（４７７％） １３（２００％）

零售业 １８（３５３％） ２５（４９０％） ８（１５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６（３６４％） １９（４３２％） ９（２０４％）

其他行业 １０（３１３％） １５（４６９％） ７（２１８％）

　　注：企业规模以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８日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第四条规定为依据

（二）变量测量

量表设计借鉴现有中外文献中使用的成熟量表，并且对问题的表述进行了本土化处理。为保证量

表的信度和效度，于２０１７年６月与天津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系的３位教授和６位负责对外合作的企业中
高层管理者就初步调查问卷进行了深度访谈和试填讨论，历经２轮调整和修改，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所有项目均采用李克特５分量表。其中，感知冲突（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来源于 Ｋｕｍａｒ
等（１９９５）［３６］以及Ｋｏｚａ等（２００７）［３７］的研究；关系权变价值（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Ｖａｌｕｅ）来源于杨娟
和阮平南（２０１５）［３８］以及Ｄｅｌｅｒｕｅ（２００５）［３９］的研究，其中对关系冲突风险感知的测量题项采取反向计
分；投资行为（Ｉｎｖｅｓ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来源于武志伟和陈莹（２００８）［４０］的研究；退出行为（Ｅｘｉ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来源于
Ｋａｎｇ等（２０１２）［４１］的研究；关系压力（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来源于 Ｒｏｏｓ（１９９９）［４２］和 Ａｌａｊｏｕｔｓｉｊａｒｖｉ等
（２０００）［４３］的研究。

（三）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测量题项与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感知冲突（ＰＣ）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３７

ＣＲ＝０８２７
ＡＶＥ＝０５６６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抱有敌意 ０７３４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互不信任 ０７１２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经常发生意见分歧 ０６３４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经常公开指责对方 ０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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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权变价值（Ｃ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７８６

ＣＲ＝０７９８
ＡＶＥ＝０５１３

通过合作，我们在技术方面有了大幅改进 ０５９８

通过合作，我们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有了大幅改进 ０６２４

通过合作，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了大幅改进 ０５１２

通过合作，我们扩大了生产规模 ０６３６

通过合作，我们扩大了销售额 ０７０１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冲突会减少合作伙伴的资金和设备投入 ０７５６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冲突会减少合作伙伴的技术共享 ０７１５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冲突会降低销售额的增长 ０７２３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冲突会升级 ０６５４

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冲突会涉及其他企业 ０６６７

投资行为（ＩＢ）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７７９

ＣＲ＝０７９２
ＡＶＥ＝０５０６

我们愿意投入时间、人员和资金解决关系中的问题 ０８１２

当合作出现问题时，我们会扩大合作范围来留住合作伙伴 ０６９４

当合作出现问题时，我们会与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来解决问题 ０７８８

退出行为（ＥＢ）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１１

ＣＲ＝０９０７
ＡＶＥ＝０６３３

有时候，贵公司会考虑结束和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易关系 ０７５１

当合作出现问题时，贵公司会停止与合作伙伴的交易 ０７１９

当合作出现问题时，贵公司会结束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０８１３

关系压力（Ｒ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２７

ＣＲ＝０８３５
ＡＶＥ＝０５７９

贵公司与合作伙伴是经人介绍才建立合作关系的 ０６３８

贵公司解除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会引起介绍人的不满 ０６９７

介绍人对于贵公司非常重要 ０６７４

贵公司解除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会影响贵公司在当地的口碑 ０７４３

贵公司解除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会影响贵公司与其他企业的合作 ０７１６

模型拟合指数：ＣＭＩＮ／ｄｆ＝１０７２，ｐ＝０１７６，ＲＭＳＥＡ＝００２１，ＩＦＩ＝０９８３，ＣＦＩ＝０９８１，ＴＬＩ＝０９８１，
ＮＦＩ＝０８７３，ＲＦＩ＝０８４９，ＧＦＩ＝０８６６

从表２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和 ＣＲ值均大于０７，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
好，具有较高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模型拟合度良好。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高于

０５，且变量的平均炼方差（ＡＶＥ）均高于０５，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
对各个变量进行皮尔逊（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均值、方差与相关系数

ＰＣ ＣＲ ＩＢ ＥＢ ＲＰ

ＰＣ ０７４１

ＣＲ －０３８１ ０６８４

ＩＢ －０３４３ ０３８４ ０６９５

ＥＢ ０１９８ －０２３８ ０００４ ０７９６

ＲＰ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３ ０２６９ ０２８４ ０７１２

均值 ３５５７ ３７４１ ３９２３ ４１２５ ３６８３

标准差 ０８０６ ０７５６ ０４８５ ０４８６ ０７８２

　　注：Ｎ＝１９２；对角线上的数字是平均炼方差（ＡＶＥ）的平方根；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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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３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平均炼方差（ＡＶＥ）均高于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四、实证分析

（一）直接效应分析

分别以投资行为、退出行为和关系权变价值为因变量，以感知冲突、关系权变价值为自变量，构建

三个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回归分析结果：标准系数

ＩＢ ＥＢ ＣＲ

（Ｉ） （Ⅱ） （Ｉ） （Ⅱ） （Ｉ）

ＰＣ －０２７７ ０２２９ －０３４４

ＣＲ ０４２６ －０２６５

Ｆ值 ５９３７ ７４４９ ４６３３ ６４７６ ６２２５

Ｒ２ ０１７９ａ ０２１３ａ ０１６１ａ ０２２６ａ ０１８４ａ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ａ表示调整后的Ｒ２

ＩＢ（Ｉ）模型（感知冲突→投资行为）的分析结果显示，Ｆ值显著不为０，且系数为－０２７７，证明感知
冲突对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Ｈ１得到验证；ＩＢ（Ⅱ）模型（关系权变价值→投资行为）的
分析结果显示，Ｆ值显著不为０，且系数为０４２６，证明关系权变价值对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Ｈ４得到验证。

ＥＢ（Ｉ）模型（感知冲突→退出行为）的分析结果显示，Ｆ值显著不为０，且系数为０２２９，证明感知
冲突对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Ｈ２得到验证；ＥＢ（Ⅱ）模型（关系权变价值→退出行为）的
分析结果显示，Ｆ值显著不为０，且系数为 －０２６５，证明关系权变价值对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假设Ｈ５得到验证。

ＣＲ（Ｉ）模型（感知冲突→关系权变价值）的分析结果显示，Ｆ值显著不为０，且系数为 －０３４４，证
明感知冲突对关系权变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Ｈ３得到验证。

（二）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Ｐｒｅａｃｈｅｒ和Ｈａｙｅｓ（２００４）［４４］的ｂｏｏｔｓｒａｐ检验法和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０）［４５］的中介分析程序，对关系
权变价值（ＣＲ）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构建“感知冲突→关系权变价值→投资行为”和“感知冲突→关
系权变价值→退出行为”两个模型，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标准系数

ＰＣ→ＣＲ→ＩＢ ＰＣ→ＣＲ→ＥＢ

置信区间 作用大小 置信区间 作用大小

ＣＲ中介作用ａ×ｂ （－０２１３，－００１７）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９，０１１９） ００７８

主效应作用ｃ′ （－０１９５，－００６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２，０２１０） ０１５９

结论 部分中介 部分中介

从表５可以看出，在模型“感知冲突→关系权变价值→投资行为”中，关系权变价值中介作用 ａ×
ｂ的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２１３，－００１７），不包含０，表明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同时，感知冲突对投
资行为的主效应ｃ′的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１９５，－００６９），不包含０，表明感知冲突对投资行为的作
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４１％（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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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感知冲突→关系权变价值→退出行为”中，关系权变价值中介作用 ａ×ｂ的９５％置信区
间为（００１９，０１１９），不包含０，表明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同时，感知冲突对退出行为的主效应ｃ′的
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１２，０２１０），不包含０，表明感知冲突对退出行为的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比例约为３４％（ａｂ／ｃ）。因此，假设Ｈ６得到验证。

（三）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法检验关系压力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标准系数

ＩＢ ＥＢ

（Ⅱ） （Ⅲ） （Ⅳ） （Ⅱ） （Ⅲ） （Ⅳ）

ＣＲ ０４２６ ０２８５ ０２８５ －０２６５ －０２０７ －０２１４

ＲＰ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８４

ＣＲ×ＲＰ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５

Ｆ值 ７４４９ ４０６７ ３３６６ ６４７６ ５１２３ ５５４３

Ｒ２ ０２１３ａ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９ ０２２６ａ ０１５８ａ ０１９６ａ

从表６可以看出，以投资行为作为因变量，以关系权变价值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关系
权变价值对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交互项的 ＩＢ（Ⅳ）模型中，交互项（ＣＲ×ＲＰ）对投资
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关系压力在关系权变价值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中未起到调节作用，假设 Ｈ７未
被验证。

以退出行为作为因变量，以关系权变价值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关系权变价值对退

出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加入交互项的 ＥＢ（Ⅳ）模型中，交互项（ＣＲ×ＲＰ）对退出行为的影响
显著，作用系数为 －０２０５，表明关系压力弱化了关系权变价值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假设 Ｈ８得到
验证。

（四）假设检验结果讨论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第一，感知冲突会妨碍企业的投资行为（假设Ｈ１成立），会促进企业的退出行为（假设Ｈ２成立）。
过往研究表明，冲突是关系发展过程中最普遍和最具破坏性的事件（Ｄｗｙ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２６］；Ｓａｍａｈ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２２］），诸多研究已经证明冲突与关系终止之间的相关性（ＨａｌｉｎｅｎａｎｄＴｈｔｉｎｅｎ，２００２［４６］；Ｌａｎ
ｄｅｒｏ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４７］；Ｐｌａｎ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４８］）。本文的研究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这一结论。高水平的感
知冲突会降低企业对合作关系的忠诚与承诺，削弱合作意愿，使企业的行为倾向于更加消极，不愿意

投入资源和精力解决关系问题。

第二，感知冲突会降低企业对关系价值的判断（假设 Ｈ３成立）。高水平的感知冲突意味着网络
成员之间总是充满敌意，并且经常会发生恶性互动，这不仅会妨碍网络成员之间的通力协作，抑制网

络的价值耦合效应，增加成员企业用于自我保护的支出，而且还会使关系冲突爆发、升级和扩散的概

率大大提升。因此，高水平的感知冲突显著降低了企业对网络合作前景的预期和信心，增加企业对关

系冲突爆发的担忧，最终影响决策者对关系权变价值的认知和判断。

第三，关系权变价值会促进企业的投资行为（假设Ｈ４成立），会抑制企业的退出行为（假设Ｈ５成
立）。从回归模型来看，关系权变价值对投资行为的作用系数是０４２６，而对退出行为的作用系数是
－０２６５，表明关系权变价值对投资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关系权变价值代表着企
业对关系的经济满意度，经济满意度决定了企业的计算性承诺，而承诺是企业选择维持某段关系的核

心因素（Ｈｏｃｕｔｔ，１９９８［４９］；ＲｕｓｂｕｌｔａｎｄＦａｒｒｅｌｌ，１９８３［５０］）。关系权变价值越高，企业对合作关系就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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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忠诚度和承诺也会随之提升，企业就会更倾向于通过积极的投资行为来回应关系冲突，而不会采

取具有破坏性的退出行为。

第四，关系权变价值在感知冲突和反应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Ｈ６成立）。这说明感知
冲突对企业的行为逻辑具有两条影响路径：一是直接影响；二是通过关系权变价值的中介影响。这是

因为关系冲突会引发企业对关系价值的重新评估，评估结果会改变企业在面对冲突时的行为逻辑。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关系权变价值在感知冲突与投资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４１％）要高于在感知冲
突与退出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３４％），表明企业在投资行为决策中会更多地考虑关系的未来价值，获
取关系价值收益是企业合作的出发点。企业对关系权变价值的判断越高，对冲突的容忍度就越高，就

越希望保持和维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努力解决问题而不是退出，甚至愿意

承受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来绑定具备价值创造潜力的合作者，以期能够在未来的关系交易合作中收

获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回报。企业对关系权变价值的判断越低，退出行为的成本就越低，关系价值在

企业退出行为决策中所占的权重就越小。

第五，关系压力会弱化关系权变价值对退出行为的负向作用（假设Ｈ８成立），但对关系权变价值
对投资行为的正向作用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假设 Ｈ７不成立）。假设 Ｈ８的成立可能是因为当网络内
部存在强大的关系压力时，如果企业强行采取退出行为，这不但会损害与介绍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

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形成网络负态效应，最终由双方的利益纷争演化为网络的群体制裁。关系压力机

制的存在大大增加了退出行为的不确定性，会引发企业针对退出行为的风险－收益再权衡，改变企业
先前的价值判断，使企业的行为逻辑出现变化甚至反转。假设Ｈ７不成立可能是因为关系的价值才是
企业投资行为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因，第三方的影响效力有限，而且投资行为是二元关系层面的积极行

为，外部性和衍生不确定性较低，不会干扰企业先前的价值判断。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中小企业在面对关系冲突时采取的是一种二阶的权变决策机制。关系的经济社会二重性

决定了中小企业在面对关系冲突时遵循的既不是利润至上的冰冷市场逻辑，也不是不讲回报的纯粹

关系逻辑，而是一种先利后义的混合逻辑，其决策模式也并非简单的刺激 －反应模式，而是先考虑关
系内生因素，然后再结合网络外部性的二阶扩展型决策。中小企业面对关系冲突时的一阶决策机制

是依据市场逻辑的双边关系决策，通过衡量网络关系价值和冲突风险得出合作关系的“真实价

值”———关系权变价值。关系权变价值的高低决定了企业最根本的关系行为意愿，即“想做什么”的问

题。中小企业面对关系冲突时的二阶决策机制是依据关系逻辑的网络化决策，是在权变价值判断基

础上结合网络内部关系压力水平选择最终的回应行为。关系压力的大小决定了企业行为选择的空

间，即“能做什么”的问题。中小企业在关系冲突下的最终行为是在利益 －风险权衡基础上结合关系
网络内生的不确定性做出的理性选择。

第二，关系权变价值是由网络经济正态效应和关系冲突风险感知构成的，决定了企业的行为意

愿。在复杂动态的网络环境下，网络协作带来的价值要素耦合效应构成了关系价值的主要来源。高

水平的整体协作是网络价值的基础，也决定了网络生产体系对于分歧和摩擦的天生脆弱性，关系冲突

的爆发、升级与扩散会显著干扰网络价值创造体系的运行效率，降低关系的价值。因此，关系的真实

价值要受到关系冲突风险的修正，综合考量网络关系价值和关系冲突风险感知之后得出的关系权变

价值才是企业行为决策的依据。

第三，关系压力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是影响企业行为逻辑的关键因素。西蒙

认为，人的行为选择必然会受到与其他个体之间关系的影响，对人类理性决策的研究必须要在相应的

社会背景下进行。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和独特的关系文化，使得网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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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种内生性的关系压力，深刻地约束和规范着企业的行为选择。一方面，关系压力构成了关系的

内在稳定机制。关系压力增加了企业退出行为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网络层面的关系退出壁

垒，迫使那些具有退出意向的企业维持合作关系，增强了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持续性，是中国中小企业

实现网络化成长的先天禀赋和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关系压力的存在也决定了中小企业在冲突回应

行为上呈现出“两极化”特征。关系压力带来的外生不确定性与关系冲突的内生风险形成了对冲，使

得企业在面对关系冲突时表现得更加“隐忍”与“温和”，通常会选择舍小利而取大义。但是当关系冲

突的风险远远大于关系价值并且超过了关系压力所带来的退出成本时，利益至上的市场逻辑就会压

倒关系逻辑，企业会突然停止经济合作和关系互动，行为风格的跳跃式转变就呈现出“偏好反转”的怪

现象。

（二）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将关系权变价值与关系压力纳入企业冲突反应行为的研究框架中，分析了关系权变价值

和关系压力对中小企业投资行为与退出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将关系价值的影响从关系的建构和发展领域拓展到关系冲突领域，深化了关系价值在关系

研究不同领域中的认识，同时也丰富了关系价值在网络情境下的理论内涵。

第二，有助于深入理解关系压力对企业冲突反应行为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关系压力在企业行为决

策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管理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一，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对关系价值的理解和评价应立足于未来，由关注过去的收益与成本衡量

转变为关注网络经济的正态效应与关系冲突风险。

第二，关系压力可以抑制企业在冲突情境下的退出倾向，因此，企业在进行关系网络管理时应当

重视关系压力机制的构建，以保持网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三）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仅仅从关系压力角度探讨中小企业在关系冲突下的行为逻辑，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提出

的假设，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样本收集的数据有限，样本分布不够广泛，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其次，只研究了关系权变价值与关系压力对主动的冲突回应行为的影响，未探讨被动的忠诚与忽

视行为在中国关系文化下的异变，留待后续研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再次，企业在冲突情境下的关系行为决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还涉及到决策者个体特征和心

理因素，未来应将研究视角扩大，将心理学理论纳入研究框架，这样做可能会取得更有意义的研究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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