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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叶宝娟 **

方小婷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昌，330022）
摘 要 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创业环境“怎样”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及这种影响“何时”更强或更弱。采用
创业环境量表、创业动机量表、创业意向量表对 647 名大学生进行研究。研究显示：（1）创业动机在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意向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性别调节了创业环境通过创业动机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因此，创业环境对大
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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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

就业岗位已远远满足不了急剧增加的大学毕业生，

大学生创业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内部作用机制，
以期为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
支持。

大 学 生 就 业 问 题 越 来 越 严 峻（ 沈 雪 萍， 胡 湜，

创业环境包括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一切社会文

2015；张云龙，叶宝娟，罗照盛，孙超，刘栋，

化、经济、政治和获取创业帮助的可能性，是影

2015）。为了减轻大学生就业压力，政府部门一直

响创业活动的重要要素组合（张玉利，陈立新，

强调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支持和

2004）。Lüthje 和 Franke（2003）提出的创业意向

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李明，2015；徐小洲，梅伟

模型认为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重要

惠，倪好，2015）。大学生自主创业不仅有利于提

因素，无论是来自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阻碍创业

供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降低社会就业压力和

的环境会降低个体的创业意向，而支持创业的环境

缓解大学生群体严峻的就业形势，而且有利于促进

将会对个体的创业意向起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加快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彭正

创业环境越好，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会越强（赵波，

霞，陆根书，康卉，2012；Gielnik et al., 2015; Katz,

杜 万 恒，2016； 朱 蕾 蕾，2014；Santos, Roomi, &

Hanke, Maidment, Weaver, & Alpi, 2016）。 大 学 生

Liñán, 2016）。为更好的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向，

的创业行为根本上受其创业意向的影响（Trivedi,

应探讨创业环境是“如何”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的。

2016），创业意向是指个体想去创办一个公司，并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创业动机是值得考

且计划在未来某个时间付诸行动的信念（Krueger,

虑的重要中介变量。

2007; Tsai, Chang, & Peng, 2016），创业意向是创业

创业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从事有关创业的活

行为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了解和预测创业行为的中

动，引导个体的创业活动朝向一定目标的心理过

心点，个体拥有创业意向是创业过程中关键的第一

程（曾照英，王重鸣，2009；Kim-Soon, Ahmad, &

步（Arroyo, Fuentes, Sáez, & Jiménez, 2015; Farashah,

Ibrahim, 2016; Sekliuckiene, 2015），由英国伦敦商学

2015; Thompson, 2009）。因此，本研究将深入探讨

院和美国百森学院共同提出的全球创业观察模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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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一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下，创业环境（金

通过创业动机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这一中介过程的

融支持、政府政策等）会影响个体的创业动机，环

前半路径是否受到了性别的调节。

境越支持个体创业，个体创业动机就会越强（高建，
姜彦福，李习保，程源，2006）。当一个人拥有创
业的想法，而且具备创业家的个性特质，但他们还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以鼓励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理

选 取 647 名 大 学 生（M 年 龄 =20.67，SD 年 龄

想， 增 强 他 们 的 创 业 动 机（Greenberger & Sexton,

=1.78）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 301 人，女生 346 人；

1988），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所处创业环境越好

大一 181 人，大二 144 人，大三 157 人，大四 165 人；

的大学生，创业动机会越强（周勇，凤启龙，陈迪，

来自农村有 338 人，来自城市有 309 人；文科 223 人，

2014；Hopp & Stephan, 2012）。创业动机是创业意

理科 132 人，医科 65 人，工科 89 人，农科 67 人，

向的前提条件，
是个体参与创业活动的内在驱动力，

艺体 71 人。

创业动机越明确和越强烈，个体的创业意向就越强

２.２ 工具

烈，而且在创业过程中将会投入更大的精力和更持

２.２.１ 创业环境量表

续的努力（史容，殷红春，魏亚平，2016；Fayolle,

采用朱蕾蕾（2014）编制的创业环境量表，共

Liñán, & Moriano, 2014; Kim-Soon et al., 2016）。因此，

12 个题目，包括行政环境、教育与培训环境、融资

创业环境很可能会通过提高大学生创业动机进而增

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四个维度，其中，题目 1~3 属

加其创业意向。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创业动

于行政环境维度；题目 4~6 属于教育与培训环境维

机在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度；题目 7~9 属于融资环境维度；题目 10~12 属于

虽然创业环境可能会通过创业动机影响创业意

社会文化环境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从“1”
（完

向，但这种影响在不同个体身上所起的作用可能不

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行政环

同，
本研究将考察是否有其他因素调节了创业环境—

境维度 α 系数为 .84，教育与培训环境维度 α 系数

创业动机—大学生创业意向这一中介过程。通过对

为 .83，融资环境维度 α 系数为 .77，社会文化环境

以往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发现性别很可能调节了这

维度 α 系数为 .78，总量表 α 系数为 .82。

一中介过程。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特质（如性别）

２.２.２ 创业动机量表

× 环境（如创业环境）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发展，在

采 用 Phan, Wong 和 Wang（2002） 编 制 的、 张

相同的环境下，不同个体会有不同表现（Greenglass

凯竣和雷家骕（2012）修订的创业动机量表，共 10

& Fiksenbaum, 2009）。同时，前人研究发现，男大

个题目，包括名利动机、精神动机和责任动机三个

学生的创业动机、
创业意向均高于女大学生
（李海垒，

维度，其中，题目 1~5 属于名利动机维度；题目

张文新，宫燕明，2011；朱贺玲，周霖，2010），

6~8 属于精神动机维度；题目 9~10 属于责任动机维

中国文化下的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男女青少年以

度。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从“1”
（极不同意）到“7”

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方式行事，一直有“女主内，

（非常同意）。本研究中名利动机维度 α 系数为 .84，

男主外”的传统思想，男性担负着家庭的主要经济

精神动机维度 α 系数为 .87，责任动机维度 α 系数

来源，男性的经济压力要大于女性，创业是很多男

为 .86，总量表 α 系数为 .90。

性缓解经济压力和实现价值的一种方式，随着国家

２.２.３ 创业意向量表

对于创业环境（如创业金融支持体系、创业社会保

采用李海垒等（2011）编制的创业意向量表，

障体系）的改善，男大学生的创业动机可能比女大

共 12 个题目，有创业目标意向和创业执行意向两个

学生的创业动机提高的速度更快，据此，本研究提

维度，其中，题目 1~6 属于创业目标意向维度；题

出假设 2：性别调节了创业环境—创业动机—创业

目 7~12 属于创业执行意向。量表采用李克特七点计

意向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

分， 从“1”（完全不符合）到“7”（非常符合）。

综上，本研究在全球创业观察模型和生态系统

本研究中创业目标意向维度 α 系数为 .91，创业执

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目的

行意向维度 α 系数为 .92，总量表 α 系数为 .93。

包括两个：（1）考察创业动机是否在创业环境与大

２.３ 研究程序

学生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2）检验创业环境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主试均为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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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专业研究生，并在施测前接受了专业培训，施测时
获得了相关学院领导、教师以及被试本人的同意，
采用集体施测，强调了自愿填写，资料保密，匿名
填写等原则，问卷作答时间约为 20 分钟。对所收集

科

学

的调节效应。

３

结果

３.１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的数据进行筛选剔除无效数据并人工录入校对后，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

采用 SPSS 18.0 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各

显示，8 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第一个因子能解释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统计分析，并使

30.44%，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

用 Mplus 7.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来检验创业动机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熊红星，张璟，叶宝娟，

在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中介效应和性别

郑雪，孙配贞，2012）。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注：样本容量 N =647；**p ＜ .01，***p ＜ .001，下同。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 0，男生＝ 1，均值表示男生所占比例。

３.２ 描述性统计

境和创业意向作为潜变量，借助外显的测量指标来

如表 1 所示，创业环境、创业动机与创业意向

对各变量进行估计。采用吴艳与温忠麟（2011）推

呈显著正相关。创业环境与创业动机呈显著正相关。

荐的题目打包策略对本研究中各个量表的指标进行

３.３

打包和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根据

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关系：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检验

温忠麟与叶宝娟（2014）推荐的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业环境对大学

步骤进行分析，本研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同

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潜变量是指在心理学、教

时进行检验。首先，检验创业环境与创业意向的关系，

育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中，不能直接观

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

测的、需要借助外显的测量指标来估计的变量，由

特，2004），RMSEA=.04，SRMR=.07，CFI=.93，

于考虑到测量误差，基于潜变量得到的结果更能揭

NNFI=.90，创业环境会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创业意

示现象本身的关系（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

向（γ = .35, t = 6.53, p ＜ .001）。

2004；吴艳，温忠麟，侯杰泰，2011；吴艳，温忠麟，

其次，分析中介效应，如图 1 所示，结果显示

林冠群，2009），由于创业环境、创业动机和创业

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等，2004），模型拟

意向是不能直接观测的变量，把创业动机，创业环

合 指 标 是：RMSEA=.08，SRMR=.07，CFI=.87，

图 １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叶宝娟等 ： 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NNFI=.91。创业环境显著正向预测创业动机（γ =.50,

t =12.54, p ＜ .001），创业动机显著正向预测创业意向
（γ =.25, t =5.33, p ＜ .001），因此，创业动机是创业
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假设 1
得到支持。同时，创业环境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仍然显
著（γ = .23, t =3.94, p < .001），因此，创业动机在创业
环境与创业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次，创业环
境 × 性别对创业动机的影响显著（γ = .10, t = 1.99, p <
.05），因此，性别调节了创业环境—创业动机—创业
意向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假设 2 得到支持。
交互效应显著后，画出效应图，以便更直观的
了解性别如何调节了创业环境对创业动机的影响，
取性别的 1（男生）、0（女生）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Dearing & Hamilton, 2006），探讨此时创业环境对
创业动机的效应（称为简单主效应）是否显著，根
据公式：η = γ 0 +（γ 1 +γ 3ξ 2）ξ 1 +γ 2ξ 2+ e（ξ 1
为创业环境、ξ 2 为性别），由图 1 可知，γ 1 为 .50，
γ 3 为 .10。当性别（ξ 2）取 0 时，创业环境（ξ 1）
的斜率（简单效应）为：γ 1 +γ 3×0=.50；当性别（ξ 2）
取 1 时，创业环境（ξ 1）的斜率（简单效应）为：
γ 1+γ 3×1=.50+.10（.60），然后计算出 t 值和临界
值比较，如果 t 的绝对值大于临界值，简单主效应显
著（Aiken & West, 1991; Cohen, Cohen, West, & Aiken,
2003）。图 2 直线斜率反应了创业环境对创业动机的
影响，它衡量了创业动机随着创业环境变化而变化的
大小。从简单斜率检验可以看出，对于女大学生来说，
随着感知到的创业环境支持增多，创业动机变化显著
（γ = .50, t = 8.11, p ＜ .001），创业环境每增加一个
标准差，创业动机仅增加 .50 个标准差；而对于男大
学生来说，随着感知到的创业环境支持增多，创业
动机显著变化（γ = .60, t = 13.21, p ＜ .001），创业
环境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创业动机会增加 .60 个标准
差，因此，改善大学生所处的创业环境，会使男大
学生的创业动机比女大学生的创业动机提升的更快。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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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当大学生得到的创业环境支持越多时，大学生

的创业意向就会越强，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赵
波，杜万恒，2016；朱蕾蕾，2014）。该结果进一
步为 Lüthje 和 Franke（2003）提出的创业意向模型
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本研究还在此基础上考察
了创业动机在创业环境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
以及性别的调节效应，这有助于加深对创业环境与
创业意向之间关系的认识，了解创业环境“如何”
以及“何时”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
在验证了创业环境与创业意向的关系的基础上，
本研究探讨了创业动机对创业环境与创业意向之间
的中介效应。创业动机越高的大学生，其创业意向
会越强，与前人研究结论相同（Fayolle et al., 2014;
Kim-Soon et al., 2016）。在创业环境对创业意向施
加正面促进作用的过程中，创业动机具有部分中介
的效果。创业环境一方面是通过直接的途径影响创
业意向的，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创业动机这一间接途
径实现。在此，创业动机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处于越好创业环境的大学生的创业动机越高，而创
业动机高的大学生，其创业意向会比较高。国家相
关的大学生创业政策和社会网络支持对潜在创业者
的决策过程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为创业者提
供了创业入门经济支持、精神支持和专业技术指导
等，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创业者而言不仅是其获得宝
贵资源的首要渠道，同时也是保证创业者旺盛创业
精神的关键因素（段锦云，王朋，朱月龙，2012；
Shirokova, Osiyevskyy, & Bogatyreva, 2016）。正如全
球创业观察模型认为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外部因
素会影响个体的内部因素，金融支持、政府政策、
专业基础设施等创业环境（外因）会影响个体的创
业动机（内因），环境越支持个体创业，个体创业
动机就会越强（高建等，2006）。本研究进一步发
现外因（创业环境）不仅会对个体内因（创业动机）
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内因（创业动机）进而对个
体的创业意向产生影响。这一结果启示我们，提高
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不仅应从环境因素入手，还应考
虑个体因素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在改善大学生创业
环境的同时，相关部门还可以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创
业方面的培训来提高创业动机，
进而提高创业意向。
本研究基于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
（Greenglass & Fiksenbaum, 2009）构建了一个有调

图２

性别对创业环境与创业动机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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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是有
调节的中介效应。

现，
性别对这一中介过程前半路径的调节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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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Ye Baojuan, Fang Xiaoting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 330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mployment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is becoming ever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alleviate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college students to start a business.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s fundamentally affected b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starting a business.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mediating processes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Mediational analyses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intermediary process that leads from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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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o a dependent variable ( e. g.,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there is few research, if any, examining
whether the mediating effect depends on other factor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o as to design improvement program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among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gender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study not only examined indirect relations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via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but also examined the extent to which gender moderated the indirect relations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647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schools (301 boys and 346girls, Mage=20.67±1.78)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o complete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The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scale,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scale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could directly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s well as
through influenced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ultimately influence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2) Gender moderated this mediation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For 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heir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had an obviously ascending trend (γ = .60, t = 13.21, p <.001).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heir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had ascending trend (γ = .50, t = 8.11, p <.001). In other words, improv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nhanced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more than females.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as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significantly revealed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se findings supported our model that the link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as complex and
dependent on other factor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had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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