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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户是社交网络平台的基石，用户的活跃行为为平台创造内容、带来价值，因而用
户活跃度一直是社交网络平台的关注重点。 已有研究仅关注用户是否存在持续使用意向或
行为，将持续使用行为定义为二元变量，未对持续使用行为细分，忽略了对用户活跃行为的研
究。 此外，社交网络中用户活跃行为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互影响，而受制于用户的关系网
络数据难以获取，少有研究从该角度对社交网络中的用户行为进行研究。

将持续使用行为进一步细分为个体活跃和沉默行为，从网络外部性视角探讨同伴活跃行
为对焦点个体活跃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网络规模与活跃行为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个体间关
系强度和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 以超过百万用户的真实关系网络、个体特征信息和使用行为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Ｔｏｂit模型验证上述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同伴活跃度和个体网络规模对个体活跃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同时关系
强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个体特征在同伴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女
性用户和年轻用户受同伴活跃行为的影响更强。

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探讨用户活跃行为的影响因素，拓展了关于在线社交网络用户持续
使用行为的研究和网络外部性测量方式，关注不同节点对于网络外部性贡献的差异性，对今
后网络外部性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中国数百万真实用户的数据集，结果更具普适
性，同时反映出中国在线社交网络中用户的行为特征，可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研究结
果可以帮助社交网络平台的管理者更加了解用户活跃度的影响机理以及用户行为之间的内

在联系，从而能以更科学合理的方式激发用户活跃度，保持社交网络平台的持续运营。
关键词：社交网络；持续使用；活跃行为；网络外部性；Ｔｏｂ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490.６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６9／ｊ.iｓｓｎ.1６72 -0334.2017.05.007
文章编号：1６72 -0334（2017）05 -0077 -10

 收稿日期 ：201６ -12 -19  修返日期 ：2017 -0６ -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1301128，9154６119，71331005）

 作者简介 ：冉晓斌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交网络和大数据等 ，E-ｍａil：rａｎxiａｏｂiｎ@ｓtｕ.xｊtｕ.ｅｄｕ.
ｃｎ
刘跃文 ，管理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大数据与电子商务 、社交网络等 ，代表性学
术成果为 “ Nｅｇａtiｖｅ priｃｅ prｅｍiｕｍ ｅffｅｃt iｎ ｏｎliｎｅ ｍａrｋｅt——— thｅ iｍpａｃt ｏf ｃｏｍpｅtiti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ｙｅr iｎfｏrｍａtiｖｅｎｅｓｓ ｏｎ thｅ
priｃiｎｇ ｓtrａtｅｇiｅｓ ｏf ｓｅllｅrｓ with ｄiffｅrｅｎt rｅpｕtａtiｏｎ lｅｖｅlｓ ” ，发表在 2012年第 1期 《 Ｄｅｃiｓiｏｎ Ｓｕppｏrt Ｓｙｓtｅｍｓ 》 ， E-ｍａil： li-
ｕｙｕｅwｅｎ@ｍａil.xｊtｕ.ｅｄｕ.ｃｎ
姜锦虎 ，管理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等 ，代表性学术成果为
“ Ｔhｅ ｅffｅｃtｓ ｏf trｕｓt ａｓｓｕr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rｓ′iｎitiａl ｏｎliｎｅ trｕｓt ： ａ twｏ-ｓtａｇｅ ｄｅｃiｓiｏｎ-ｍａｋiｎｇ prｏｃｅｓｓ pｅrｓpｅｃtiｖｅ ” ，发表
在2014年第 3期 《 Iｎtｅrｎａtiｏｎａl Jｏｕrｎａl ｏf Iｎfｏrｍａtiｏｎ Mａｎａｇｅｍｅｎt 》 ，E-ｍａil：ｊiａｎｇｊiｎhｕ@ｍａil.xｊtｕ.ｅｄｕ.ｃｎ

第 30卷第 5期
2017年 9月

管理科学 IＳＳN 1６72-0334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Vｏl.30 Nｏ.5 77-8６
Ｓｅptｅｍｂｅr，2017

万方数据



引言

用户是社交网络的生存之本，用户创造的内容、
建立的社会关系都为社交网络带来源源不断的活

力，也是其盈利能力的重要支撑。 然而，并非所有用
户都能为社交网络带来价值，其中大量用户处于沉
默状态，即在一定时间内未使用社交网络，他们为网
站的贡献极为有限。 研究表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用户中沉
默用户接近一半［1］ ，关于Ｔwittｅr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
的结果［2］ 。 而活跃用户会更多的产生社会互动 、创
造内容，这都会为社交网站带来社会化关系的增长、
增大网站流量，从而提高网站收益［3］ 。 由此可见，对
于社交网站而言，提高用户活跃度、延长活跃期是提
高用户忠诚度和防止用户流失的重要手段 ［4］ 。 因
此，对用户活跃行为的理解和研究，对于社交网络的
发展意义重大。
关于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的相关研究 ，学者们从

过程视角将其分为采纳前和采纳后 ，即用户采纳行
为和持续使用行为。 从过程视角看 ，用户活跃行为
属于持续使用行为的一部分。 但已有的相关研究一
般将持续使用行为定义为二元变量 ，即用户持续使
用或流失，而对用户从活跃到沉默这一动态过程的
关注较少。 此外，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使用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受其同伴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聚焦于个
体活跃行为研究，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探讨个体活
跃度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同伴活跃度对个体活跃
度的影响以及个体特征属性对活跃度的直接效应和

调节效应；采用的数据集来自于中国最大的在线社
交网络，共120余万用户的实际数据 ，包括用户活跃
行为、特征信息和完整的社会网络数据。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社交网络的活跃行为

个体的采纳是社交网络成功的第一步 ，而个体
的持续使用行为更为重要。 已有对持续使用的研究
主要分为内因论和外因论。 基于内因论的持续使用
行为的研究方法最初由采纳行为发展而来 ，普遍认
为持续使用也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行为 ，可在技术
接受模型 （ tｅｃhｎｏlｏｇｙ ａｃｃｅpt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l，ＴAM）的基础上
加以研究。 之后，学者们认为持续使用并不只是采
纳行为的简单延续，ＴAM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用户
在采纳前后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因而有学者提出期
望确认模型，将用户的态度、满意度等非理性因素加
入到模型中［5］ 。 此后，李倩等［６］ 认为习惯也是影响

持续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MＯＵAKKEＴ［7］认为习惯会

调节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 ，对期望确
认模型进行了补充。 然而，从外因的角度开展的研
究相对较少，主要包括网络外部理论 ［8］ 和社会影响

理论［9］ 。 ＣHIＵ ｅt ａl.［8］认为网络外部性包含感知网络
规模、外部声望、相容性和互补性 4个部分，其中感
知网络规模负向影响用户对社交网络的认同，其他 3
个部分起正向影响。

已有研究忽视了个体持续使用行为的差异 ，不

同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贡献是有所区别的。 对于在
线社交网络而言，用户登录平台、参与交互及贡献内
容的质量和频次称之为活跃度。 活跃度是平台运营
中的重要指标，体现了用户为平台所带来的价值，活
跃用户对在线社区的贡献远远超过非活跃用户［10］ ，
个体的活跃程度对在线社交网络的成功有显著正向

影响［11］ 。 因此，对个体活跃行为的研究十分必要 ，
是对持续使用研究的进一步细化。 已有关于活跃行
为的研究主要关注用户生成内容［12］ ，但个体在社交
网络上的活跃行为不仅限于此 。 ＣHEN ｅt ａl.［13］对社
交网络的活跃行为进行分类，认为社交网络的活跃
行为主要包括内容生成、内容传播、关系建立和关系
维护。 这些行为都是以用户登录为前提的，因此，本
研究以登录行为的频率作为测量活跃度的指标。

综上所述，①已有关于用户活跃行为的研究较
少，但该问题对于社交网络管理来说至关重要，平台
希望增强用户活跃度以提高用户粘性 ，防止用户转
入沉默期进而流失；②已有研究主要从内因解释持
续使用行为的机理，而较少探讨外部因素，特别是好
友行为对用户的影响；③已有研究对于持续使用行
为的测量不准确，主要测量其行为意向而非实际使
用行为，且未对活跃行为进行有效的测量 。 本研究
关注用户活跃行为，并进一步探讨同伴之间行为的
相互影响。
1.2 社交网络的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是指当消费同样产品的使用者数量

增加时，单个使用者从消费该产品中获得的效用会
随之增加［14］ 。 网络外部性可以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
和间接网络外部性两类［14］ ，网络规模和互补性可以
代表这两类网络外部性。 直接网络外部性来自于使
用同一产品的用户。 例如，电话是典型的网络产品，
用户使用电话的目的是为了与他人沟通 ，只有当你
的好友使用时，电话才会产生价值 。 使用电话的人
数越多，其产生的效用就会越大 。 间接网络外部性
主要来源于互补性的服务 ，并非网络规模 。 以手机
平台为例，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吸引第三方的开发者
进入，用户因此会得到更多的服务 。 存在网络外部
性特征的产品或服务称为网络产品 ，如社交网络 。
社交网络爆炸式的发展引起大量研究者的关注，LIN
ｅt ａl.［15］认为网络外部性会影响个体使用信息交互技
术的意向。 学者们对网络外部性影响机制进行深入
探讨，研究表明感知网络规模会影响社交网络的感
知有用性、感知交互性和感知流 ［1６］ 。 此外，网络外
部性对个体的使用行为有显著影响 ，ＢAＣKＳＴＲＯM ｅt
ａl.［17］研究发现，用户参与一个在线社区的行为，与已
经参与到这个社区中的好友数之间有显著的相关

性，同时也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
已有研究说明了网络外部性对社交网络的影响

机制，但存在一定的不足。 ①研究者通常将网络外
部性定义为网络规模，并没有关注网络中个体的差
异性；②已有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法，难以获取个体间
社会关系连接的数据，因而无法将网络中的个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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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连接，难以有效测量个体获得的网络效用 。 本
研究从网络外部性视角，借以大量客观的网络关系
数据和使用行为数据来填补该研究的空白。
1.3 社交网络大数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每天产生大量的数据 。
因此，近年来大量研究者利用大数据展开研究，特别
是关于社会计算、社会网络等主题的研究［18］ 。 得益
于在线社交网络的发展，研究者可以获取大规模社
交网络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探究在线社交网络中
网络外部性对用户行为的影响。 关于采纳行为的研
究，AＲAL ｅt ａl.［19］采集2 740万个即时通信服务的用户
数据，研究发现接近一半的采纳行为的扩散是由个
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的。 关于社交网络活跃行为
的研究，KＲAMEＲ ｅt ａl.［20］设计了包括６8万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用
户的实验，结果表明个体的情绪受好友发布状态的
影响。 此外，ＢＯNＤ ｅt ａl.［21］认为个体的选举投票行为
受到好友投票行为的直接影响，该影响可达到用户
的二度好友（用户的直接好友称为一度好友，好友的
好友称为二度好友）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大数据研究个

体在社交网站上的使用行为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
①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的采纳、生成内容、信息传播等
行为，忽视了对个体活跃度的研究；②研究对象主要
基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Ｔwittｅr，这些社交网站在包括中国在
内的一些国家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 本研究将聚焦于中国某在线社交网络 ，
对个体的活跃行为展开研究。

2 研究假设

2.1 网络外部性

开发在线社交网络之初的目的是为了能使朋友

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快捷，因此用户使用在线社交网
络获得的效用与其他用户的使用行为密切相关。 已
有研究表明，在线社交网络是一个典型的网络产品，
用户的效用随平台中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大。 但
与其他网络产品相比，在线社交网络仍有一些特殊
之处，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主要基于其自身的
社交网络，因此用户的效用与个体网络规模最为相
关，而不是整体的社会网络规模［8］ 。
已有研究探讨个体网络规模对个体持续使用行

为的影响，表明个体网络规模对个体的持续使用行
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22］ 。 相关研究对其作用机理
进行了探究，个体网络规模通过影响个体的感知有
用性和感知趣味性［23］ 促进其持续使用行为。 同时，
感知趣味性会增加个体的正向情感响应 ，对持续使
用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4］ 。 个体使用社交网络
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社区依恋和人际依恋而持续
使用［25］ 。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个体网络规模对个体活跃度有正向影响。
已有关于网络外部性的研究大多是将网络规模

作为其唯一的指标，而社交网络不同于手机等网络
产品，个体间的交互需建立在其活跃的基础上，同时

只有活跃用户才能为平台贡献内容。 对社交网络的
网络外部性的研究不应只关注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
还应考虑将节点的质量作为网络外部性的指标。 社
交网络中不同个体对网络外部性的贡献是有差异

的，活跃用户对个体效用的提升更为显著。 此外，好
友间频繁的交互和情感支持会形成社交氛围 ，增大
个体间的相互影响力［2６］ 。 因此，个体行为通过社会
性影响机制对网络中其他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27］ 。
即在社交网络中，个体的网络外部性不只受到同伴
数量的影响，还受到同伴活跃度的影响。 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

H2 同伴活跃度对个体活跃度有正向影响。
邓巴理论提出，由于认知的局限性，个体可以稳

定维持的社会关系的数量将被限制在 150个。 这只
是稳定维持的关系数量，而与个体频繁接触、关系紧
密的同伴更是少之又少，只是个体整个社交网络的
一小部分。 由于维持亲密关系需要很高的时间和精
力成本，个体接触频繁的核心社交网络一般只有 5人
～8人［28］ 。 而在线社交网络的出现使个体之间联系
更加便捷，一般来说，效率的提高会使用户更便于扩
大其社会网络。 但情况并非如此 ，虽然个体的社交
网络得以扩大，其好友列表平均包括约 200人；但同
样的，只有一小部分的朋友会与个体产生联系，使用
即时通信服务的用户每天联系的好友数大多不超过

5人［15］ 。 ＤＯNAＴH ｅt ａl.［29］的研究表明，在线社交网络
并不能使强关系的数量增加，但会增加更多的弱关
系。

因此，个体社交网络中的同伴对于个体的重要
性并不完全一致，即不同连接之间的关系强度有所
差别，其中关系密切、感情维系较强的关系被称为强
关系。 而关系强度会正向影响个体之间的交互行
为，如信息分享意愿［30］ 。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强关
系作用下个体之间的影响力显著增强［31］ 。 而关系强
度的调节作用也得到验证［32］ ，特别是处于在线网络
社区的背景下，关系强度正向调节个体行为之间的
影响作用［33］ 。 因此，在强关系的连接下 ，同伴的活
跃行为会对个体产生更高的效用 ，从而影响其活跃
行为。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关系强度能够正向调节同伴活跃度与个体

活跃度之间的关系。
2.2 个体特征

无论是在现实环境还是虚拟环境中 ，个体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其个体特征。 人口统计特征
是描述个体特征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等。 研
究表明，不同人口统计特征总是呈现不同的行
为［34］ 。 本研究探讨性别和年龄对个体活跃行为的直
接效应，以及它们在同伴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之间
的调节效应。

社会角色理论揭示了男女劳动的历史分化 ，女
性倾向于承担家庭责任，男性更倾向于参与社会活
动。 由于社会行为伴随的性别差异 ，男性和女性的
期望开始分化，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对两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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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 ［35］ 。 社会角色理论在实际
环境中被反复验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研究人员发
现社会角色理论有助于解释虚拟环境中的性别差

异。 已有研究证实，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存在
性别差异［3６］ 。 性别差异会造成个体交友行为的不
同，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愿意参加社会互动［34］ ，其个
体活跃度较高。 此外，也有研究指出性别对个体的
使用行为存在调节作用。 LIN ｅt ａl.［37］认为性别对个
体的持续使用行为有调节作用，女性对感知易用性
和感知有用性更敏感。 因此，对女性用户而言，同伴
活跃度对其效用的影响更大 。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4ａ 性别对个体活跃度有显著影响，女性个体活
跃度高于男性；

H4ｂ 性别能够调节同伴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之
间的关系，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个体活跃度受同伴活
跃度的影响更强。
在社交网络的使用行为上也存在年龄的差异 ，

年轻人更愿意使用社交网络进行沟通 ，而老年人的
接受程度较低。 许多研究者揭示了其背后的原因 ，
ＧＲEＧＯＲ ｅt ａl.［38］认为，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各类
功能下降，出现认知问题，所以大多数老年人不能像
年轻人一样容易接受新技术。
年龄差异同样会造成同伴网络的不同 ，ＰＦEIL ｅt

ａl.［39］的研究表明，年轻用户的同伴网络规模相对较
大；ＤＯNＧ ｅt ａl.［40］利用超过700万用户和10亿条通话
记录的手机网络数据，发现年轻用户更倾向于建立
新关系。 这说明与老年用户相比 ，年轻用户与同伴
的交流频率更高，关系更紧密。 从效用的角度看，年
轻用户使用社交网络的效用受到同伴行为的影响更

明显。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ａ 年龄对个体活跃度有负向影响；
H5ｂ 年龄能够调节同伴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之

间的关系，与年长用户相比，年轻用户的活跃度受同
伴活跃度的影响更强。
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构建概念模型，见图 1 。

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集来自于中国某在线社交网

络平台，包含数百万用户在线行为的数据 。 本研究
使用的数据抽样方法是滚雪球法：首先，确定抽样的
种子用户；其次，抽取种子用户所连接的好友 ，称为
一度好友；最后，再抽取一度好友的好友，即二度好
友。 这样由20名种子用户出发 ，以滚雪球的方式抽
取其所连接的所有二度好友用户，既能有效控制样
本总量，又能保证所获取用户的社会网络的完整性。
数据收集时间为2013年 ６月，共包括该月120余万用
户和1 800余万条关系连接，其中5 788名用户为一度
用户，其余为二度用户。 本研究回归分析中采用的
样本为5 788名一度用户，而同伴的活跃度则来自于
全部120万二度用户。

数据集包括多种用户信息，具体见表 1。 ①个体
特征包括性别和年龄；②控制变量包括使用经验和
城市规模，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城市信息经过脱敏
处理，只有数字代码，可以根据代码计算每个城市的
用户数，表示该城市的大小；③网络外部性包括个体
网络规模（同伴数量）和同伴活跃度，同伴活跃度的
测量是根据各用户好友的活跃度计算活跃度均值 ；
④关系强度的调节作用 ：首先基于共同好友算法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ｕｍｂｅr，ＣN）测量用户间的关系强度，再据此
计算出经关系强度调节的同伴活跃度 ；⑤个体活跃
度：用月活跃天数 （ADM）测量，即一个月内用户登录
的总天数。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2，除同伴活跃
度与用关系强度调节的同伴活跃度的相关系数为

0.793，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300，说明因
子间区分度较高，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本研究对数据进一步处理，得到如下各图。 图 2
为某用户的自我网络，图中节点大小表示每个用户
活跃度的高低，男性为蓝色，女性为红色。 由图 2可
知，①高活跃度的用户相对聚集，因为高活跃度用户
会给与其连接的其他用户带来高效用 ，提升其活跃
度，这体现了网络外部性的作用；②同性别用户相对
聚集 ，且活跃度相近 ，说明性别与活跃度及网络外

图 1 概念模型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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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说明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Gender 性别（男性取值为 0，女性取值为 1） 5 788 �0  1 �
Age 年龄 5 788 �10  59 �25 [.403 2６ 4 �.948

Tenure 使用经验 5 788 �1  1６4 �83 [.951 85 33 �.888

Citysize 城市规模 5 788 �2 ⅱ.207 5 �.51６ 4 [.777  4 D.929 0 �.６６4

Friends 个体网络规模 5 788 �3 ⅱ999 �243 [.542 213 D154 �.841

Aveadm 同伴活跃度 5 788 �2 ⅱ.950 29 �.104 21 [.117 21 D.382 2 �.825

Cnadm 经关系强度调节的同伴活跃度 5 788 �0 ⅱ30 �23 [.071 23 D.429 2 �.781

表 2 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Gender Age Tenure Citysize Friends Aveadm Cnadm

Gender 1  

Age -0 �.075*** 1  

Tenure -0 �.1６2***  0 �.188*** 1  

Citysize -0 �.023 -0 �.0６9*** 0 崓.003 1  

Friends -0 �.111*** 0 �.050*** 0 崓.253*** 0 R.04６*** 1  

Aveadm 0 �.049*** -0 �.120*** -0 崓.110*** 0 R.149*** -0 �.051*** 1   

Cnadm 0 �.03６*** -0 �.08６*** -0 崓.141*** 0 R.122*** -0 �.001** 0 Q.793*** 1

     注 ：***为 p ＜0.010，**为 p ＜0.050， 下同 。

图 2 某用户的自我网络

Figure 2 A User′s Ego Network

部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图3 ～图 ６为基于本研
究的全部样本120万用户绘制的。 图 3为网络规模的
分布情况，柱状图和折线图分别表示用户数和累计
百分比。 由图 3可知，网络规模主要集中在 10 人～
100人的区间 ，并符合长尾分布的特征 。图 4为个体

图 3 网络规模分布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Network Size

活跃度的分布情况，柱状图和折线图分别表示用户
数和累计百分比，个体活跃度在两侧的分布较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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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活跃度取值范围所限，月活跃天数的取值范
围为0～30，这类因变量被称为限制因变量。

图 4 个体活跃度分布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 Activity Degree

图 5给出个体网络规模与活跃度的相关关系，根
据活跃度将用户划分为 4个组，最低活跃组是指活跃
度为 0天的用户，最高活跃组是指活跃度为 30天的
用户，较低活跃组是指活跃度为 1 ～14天的用户，较
高活跃组是指活跃度为15 ～29天的用户。 较高和最
高活跃度的用户比例随网络规模的增大呈现较强的

增大趋势，较低和最低活跃度用户则相反，说明网络
规模与活跃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图 ６给出城市规
模与用户数和活跃度的相关关系 ，当城市规模大于
3 ，即具有一定用户样本时，用户活跃度与城市规模
呈正相关关系。

图 5 个体网络规模与活跃度

Figure 5 Network Size and
Activity Degree of Individuals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

Ｔｏｂit模型是Ｔｏｂiｎ于1958年在研究耐用品需求时
首先提出的计量经济模型 ，Ｔｏｂiｎ观察到大多数家庭

图 6 个体所在城市规模与活跃度

Figure 6 City Size and
Activity Degree of Individuals

在一定时期内关于耐用品的支出通常为0，而因变量
的分布堆积在 0处，不具有正态分布的条件，那么此
时普通最小二乘法就不再适用于系数的回归 ，这时
遵循最大似然法的Ｔｏｂit就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Ｔｏｂit
模型的重要特征是被解释变量有上限 、下限或者存
在极值等问题［41］ 。 由于本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个体
活跃度是受限制的观测变量，其取值范围被限制在0
～30之间。 因此，本研究采用 Ｔｏｂit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

ADMi ＝α0 +α1Tenurei +α2Citysizei +α3Agei +
α4Genderi +α5Friendsi +α６Aveadmi +

α7Cnadmi +α8Genderi· Aveadmi +

α9Agei· Aveadmi +ε i （1）

其中，ADMi为第 i个体的活跃度，取值范围为0 ～30；α0

为常数项，α1 ～α7为自变量回归系数，α8 和α9 为交互

项回归系数， ε i 为误差项。根据（1）式中变量的系数
可以验证提出的假设，Friends、Aveadm和Cnadm可作为
关于网络外部性假设的检验依据， Gender和 Age及其
与Aveadm的交互项可作为关于个体特征假设的检验
依据。
4.2 结果分析

4.2.1 网络外部性

H1 、H2和H3均为关于网络外部性的假设，表 3给
出检验结果，因变量为个体活跃度。 模型 1给出网络
规模与个体活跃度的回归结果，网络规模对个体活
跃度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６1， p＜0.010，H1得到验

证；模型 2给出同伴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的回归结
果，同伴活跃度对个体活跃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0.474， p ＜0.010， H2 得到验证；模型 3给出同伴活跃
度与关系强度的交互项对个体活跃度的回归结果，β
＝0.334， p ＜0.010， 加入同伴活跃度与关系强度的交
叉项，同伴活跃度的系数从模型 2 的 0.474 下降到
0.210，表明关系强度在同伴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之
间起正向调节作用，H3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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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网络外部性的检验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for Network Externality

个体活跃度

模型 1 O模型 2  模型 3 �
自变量

网络规模
0 R.2６1***

（0.01６）

同伴活跃度
0 #.474***

（0.015）
0 �.210***

（0.023）

交互项

同伴活跃度×
关系强度

0 �.334***

（0.023）

控制变量

使用经验
-0 �.034**

（0.01６）
0 #.082***

（0.014）
0 �.099***

（0.014）

城市规模
0 R.097***

（0.015）
0 5.03６**

（0.015）
0  .034**

（0.014）

常数项
0 R.134***

（0.015）
0 #.134***

（0.015）
0 �.132***

（0.014）

样本数 5 788 :5 788  5 788 苘
R2 00 v.0552 0 G.1590 0  .1912

调整后 R2 ^0 v.0547 0 G.158６ 0  .190６

  注 ：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 ，下同 。

4.2.2 个体特征

H4和H5都是关于个体特征影响的假设 ，检验结
果见表4，因变量为个体活跃度。 由表 4可知，模型 4
给出性别对个体活跃度的回归结果 ，性别对个体活
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4６， p ＜0.010，说明女
性的整体活跃度高于男性， H4ａ得到验证；模型 5给出
年龄对个体活跃度的回归结果，年龄对个体活跃度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６4， p ＜0.010， 说明年轻
用户的整体活跃度较高，H5ａ得到验证。
模型 ６给出同伴活跃度与性别的交互项对个体

活跃度的回归结果，β＝0.024， p＜0.100， 性别的回归
系数从模型 4 的0.04６ 降到 0.030，显著性也有所下
降，表明性别在同伴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之间起正
向调节作用，即与男性相比，女性用户的活跃度受同
伴活跃度的影响更大，H4ｂ得到验证。 模型 7给出同
伴活跃度与年龄的交互项对个体活跃度的回归结

果，β＝-0.034， p ＜0.050， 年龄的回归系数从模型 5
的-0.0６4变为-0.007，且不再显著，表明年龄在同伴
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即与年
长用户相比，年轻用户的活跃度受同伴活跃度的影
响更强，H5ｂ得到验证。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虽然学者们对社交网络中个体持续行为进行了

表 4 个体特征的检验结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fo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个体活跃度

模型 4 d模型 5 刎模型 ６ L模型 7 �
自变量

同伴活跃度
0 O.473***

（0.015）
0 �.473***

（0.015）

调节变量

性别
0 g.04６***

（0.01６）
0 `.030**

（0.015）

年龄
-0  .0６4***

（0.01６）
-0 +.007
（0.01６）

交互项

同伴活跃度×
性别

0 r.024*

（0.014）
同伴活跃度×
年龄

-0  .034**

（0.014）

控制变量

使用经验
0 x.038**

（0.01６）
0 圹.050***

（0.01６）
0 O.08６***

（0.015）
0 �.080***

（0.015）

城市规模
0 g.10６***

（0.01６）
0 圹.105***

（0.01６）
0 `.03６**

（0.015）
0 �.038***

（0.015）

常数项
0 g.13６***

（0.01６）
0 圹.13６***

（0.01６）
0 O.133***

（0.015）
0 �.127***

（0.015）

样本数 5 788 N5 788 �5 788 65 788 *
R2 �0 　.011 0  .011 0 墘.1６0 0 �.103

调整后 R2 �0 　.010 0  .010 0 墘.159 0 �.102

  注 ：*为 p ＜0.100。

一定的探索，但对于个体活跃行为的研究仍相对较
少，特别是通过网络外部性的视角探究个体行为之
间的内在联系。 本研究以网络外部性的视角 ，研究
同伴活跃度对个体活跃度的直接影响 ，以及关系强
度和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并以超过百万用户的实
际社交网络数据，通过 Ｔｏｂ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 研
究结果表明，在社交网络中，个体网络规模和同伴活
跃度均正向影响个体活跃度，关系强度正向调节同
伴活跃度与个体活跃度之间的关系 ；个体特征对个
体活跃度有直接影响，个体特征在同伴活跃度与个
体活跃度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女性用户和年
轻用户受同伴活跃度的影响更强。
5.2 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从 3个方面丰富了已有研究 。 ①本研究
关注个体活跃度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仅关注用户
是否存在持续使用意向或行为，而本研究将持续使
用行为进一步细分，探究个体活跃和沉默行为的影
响因素，拓展了关于在线社交网络用户持续使用行
为的研究。 ②本研究利用大规模的社交网络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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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体间的持续使用行为连接 ，检验网络外部性 。
同时拓展了网络外部性测量方式。 已有研究大多使
用网络规模作为网络外部性的测量变量 ，网络规模
只能反映出节点的数量，但不同节点对于网络外部
性的贡献并不完全一致。 而本研究将同伴的个体活
跃度纳入网络外部性的指标中，并采用共同好友算
法测量关系强度，这对今后网络外部性的研究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③本研究基于中国数百万真实用户
的数据集，与已有使用问卷法进行的持续使用行为
的研究相比，其结果具有普遍性，同时反映出中国在
线社交网络中用户的行为特征，可为今后的研究者
提供参考。
本研究为社交网络平台如何提高用户活跃度提

供了一定的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 ，同伴活跃度显著
影响个体活跃度，同时关系强度在这之中有调节作
用。 基于此，平台应引导用户之间产生更多、更深的
联系，如优化好友推荐系统，扩大个体网络规模 ；激
励用户共同参与线上活动，增强用户关系；将用户参
与活动向其他用户展示，利用该用户的影响力进行
扩散，同时提高用户间的关注度。 此外，个体特征对
用户活跃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平台应针对不同特
征用户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
5.3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还有不足之处。 ①样本的局限性。 本研
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单个数据集，虽然样本数达到了
百万余个，但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 。 而且基
于该平台数据的研究结论是否能扩展到其他社交网

络平台需要进一步探讨，建议收集来自多个数据来
源的数据。 ②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与大多数已有研
究一样，由于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本研究只获取了
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因此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并不
明确，特别是同伴行为与用户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不
容易解释其因果关系，因为其中混杂了同质性和社
会影响的作用，同质性相似的人之间更容易建立连
接［42］ ；同时个体行为会在社会网络中相互影响 ，也
会通过社会关系影响他人，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也
在致力于揭示这一现象［43］ 。 对于后续研究，建议采
用随机试验等试验方法验证其因果关系 ，可以更好
地控制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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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nalysis of the Active Behavior in Social Network：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Exter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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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Ｕｓｅrｓ ａrｅ thｅ ｃｏrｎｅrｓtｏｎｅ ｏf 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plａtfｏrｍｓ.Ｕｓｅrｓ′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 ｃａｎ ｇｅｎｅrａtｅ ｃｏｎtｅｎt ａｎｄ ａｄｄ ｖａlｕｅ fｏr
plａtfｏrｍｓ.Ｔhｅrｅfｏrｅ， ｕｓｅr ａｃtiｖａtiｏｎ iｓ ａlwａｙｓ ａ ｇrｅａt ｃｏｎｃｅrｎ ｏf 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plａtfｏrｍｓ.Exiｓtiｎｇ ｓtｕｄiｅｓ ｍａiｎlｙ fｏｃｕｓ ｏｎ thｅ
iｎtｅｎtiｏｎ ｏr ｂｅhａｖiｏr ｏf ｃｏｎtiｎｕｏｕｓ ｕｓａｇｅ ｏf 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ｕｓｅrｓ.Mｏrｅｏｖｅr， thｅｙ ｄｅfiｎｅ ｃｏｎtiｎｕｏｕｓ ｕｓａｇｅ ａｓ thｅ ｂiｎａrｙ ｖａriａｂlｅ，
whiｃh hiｎｄｅrｓ thｅ ｓｕｂｄiｖiｓiｏｎ ｏf ｃｏｎtiｎｕｏｕｓ ｕｓａｇｅ ｂｅhａｖiｏr ａｎｄ fｕrthｅr iｇｎｏrｅｓ rｅｓｅａrｃh ｏｎ ｕｓｅrｓ′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Althｏｕｇh thｅrｅ
iｓ ａｎ ｕｎｄｅｎiａｂlｅ iｎtｅrａｃtiｏｎ ｂｅtwｅｅｎ ｕｓｅrｓ′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ｓ iｎ 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fｅw ｓtｕｄiｅｓ ｅxplｏrｅｄ ｕｓｅr ｂｅhａｖiｏr iｎ ｓｏｃiａl ｎｅt-
wｏrｋ frｏｍ thｅ pｅrｓpｅｃtiｖｅ ｏf pｅｅr ｅffｅｃt ｄｕｅ tｏ thｅ lｏw ａｃｃｅｓｓiｂilitｙ ｏf ｕｓｅrｓ′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ｄａtａ.Ｔhｕｓ， thｅ ｃｕrrｅｎt ｓtｕｄｙ ａiｍｓ tｏ
fill thiｓ rｅｓｅａrｃh ｇａp.

Ｄiｖiｄiｎｇ ｃｏｎtiｎｕｏｕｓ ｕｓａｇｅ ｂｅhａｖiｏr iｎtｏ ａｃtiｖｅ ａｎｄ iｎ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 thiｓ ｓtｕｄｙ ｅxplｏrｅｓ thｅ rｅlａtiｏｎｓhipｓ ｂｅtwｅｅｎ ①pｅｅrｓ′
ａｎｄ ｅｇｏｓ′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 ａｎｄ ②ｕｓｅrｓ′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ｓiｚｅ ａｎｄ 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 frｏｍ thｅ pｅrｓpｅｃtiｖｅ ｏf ｎｅtwｏrｋ ｅxtｅrｎａlitiｅｓ.
Ｔhｅｎ， thiｓ ｓtｕｄｙ iｎｖｅｓtiｇａtｅｓ thｅ ｍｏｄｅrａtiｎｇ ｅffｅｃtｓ ｏf tiｅ ｓtrｅｎｇth ａｎｄ iｎｄiｖiｄｕａl ｃhａrａｃtｅriｓtiｃｓ.Ｆiｎａllｙ， hｙpｏthｅｓｅｓ ａrｅ ｅxａｍ-
iｎｅｄ ｂｙ Ｔｏｂit ｍｏｄｅl with ａ lａrｇｅ ｓｃａlｅ 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ｄａtａｓｅt ｃｏｎtａiｎiｎｇ pｅrｓｏｎａl fｅａtｕrｅ ａｎｄ iｎｄiｖiｄｕａl ｂｅhａｖiｏr frｏｍ ｍｏrｅ thａｎ
ｏｎｅ ｍilliｏｎ ｕｓｅrｓ.

Ｒｅｓｕltｓ ｓhｏw thａt pｅｅrｓ′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 ａｎｄ iｎｄiｖiｄｕａlｓ′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ｓiｚｅ ｂｏth hａｖｅ ａ ｓiｇｎifiｃａｎt pｏｓitiｖｅ ｅffｅｃt ｏｎ iｎｄi-
ｖiｄｕａl ａｃtiｖitｙ， ａｎｄ tiｅ ｓtrｅｎｇth hａｓ ａ pｏｓitiｖｅ ｍｏｄｅrａtiｎｇ ｅffｅｃt.Iｎ ａｄｄitiｏｎ， iｎｄiｖiｄｕａl ｃhａrａｃtｅriｓtiｃｓ hａｖｅ ａ ｍｏｄｅrａtiｎｇ ｅffｅｃt
ｏｎ thｅ rｅlａtiｏｎｓhip ｂｅtwｅｅｎ pｅｅrｓ′ａｎｄ ｕｓｅrｓ′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Ｓpｅｃifiｃａllｙ， fｅｍａlｅ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ｅr ｕｓｅrｓ ａrｅ ｍｏrｅ ｓｅｎｓitiｖｅ tｏ pｅｅrｓ′
ａｃtiｖｅ ｂｅhａｖiｏr.

Ｔhiｓ ｓtｕｄｙ ｅxpａｎｄｓ rｅｓｅａrｃh ｏｎ ｃｏｎtiｎｕｏｕｓ ｕｓａｇｅ ｂｅhａｖiｏr iｎ ｓｏｃiａl ｎｅtwｏrｋ ｂｙ ｄiｓｃｕｓｓiｎｇ fａｃtｏrｓ thａt ａffｅｃt ｕｓｅrｓ′ａｃtiｖｅ ｂｅ-
hａｖiｏr frｏｍ thｅ pｅrｓpｅｃtiｖｅ ｏf ｎｅtwｏrｋ ｅxtｅrｎａlitｙ.It ａlｓｏ ｅxtｅｎｄｓ thｅ ｍｅａｓｕrｅｍｅｎt ｏf ｎｅtwｏrｋ ｅxtｅrｎａlitｙ.Ｄiffｅrｅｎt frｏｍ priｏr rｅ-
ｓｅａrｃh thａt ｕｓｅｓ ｎｅtwｏrｋ ｓiｚｅ（ i.ｅ.， thｅ ｎｕｍｂｅr ｏf ｎｏｄｅｓ） ａｓ thｅ ｎｅtwｏrｋ ｅxtｅrｎａlitｙ ｖａriａｂlｅ， thiｓ ｓtｕｄｙ f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thｅ ｄiｖｅrｓｅ
ｃｏｎtriｂｕtiｏｎｓ ｏf ｖａriｏｕｓ ｎｏｄｅｓ tｏ ｎｅtwｏrｋ ｅxtｅrｎａlitｙ， whiｃh ｍａｙ ａlｓｏ iｎｓpirｅ fｕtｕrｅ rｅｓｅａrｃh ｏｎ ｎｅtwｏrｋ ｅxtｅrｎａlitｙ.Ｏwiｎｇ tｏ thｅ
ａｎａlｙｓiｓ ｏf ｄａtａｓｅt ｃｏｎtａiｎiｎｇ ｍilliｏｎｓ ｏf rｅａl ｕｓｅrｓ iｎ Ｃhiｎａ， thｅ rｅｓｕlt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rｅ ｕｎiｖｅrｓａl ａｎｄ ｃｏｕlｄ rｅflｅｃt ｕｓｅrｓ′ｂｅhａｖiｏ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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