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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大学生

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1]。201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

超过765万人[2]，比2015年增加了16万人，再次创下

了毕业生人数的新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

出，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大学

生创业就成为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途径
[3]。创业能够带来技术创新和组织突破，能够为社

会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

位，缓解就业压力，最终促进经济发展[4]。创新是在

创业过程中，对生产流程、产品、经营方式和管理模

式等不断地更新换代或独创[5]。大学是未来创业者

的重要人才储备库，大学生的创业行为根本上受其

创业意向的影响 [6]。要促进大学生的创业行为，首

先要提高新生代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因此，开展大

学生创业意向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业意向是潜在创业者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一

种主观态度，是对人们具有创业者特质的程度以及

对创业的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它是最好的创业行

为预测指标[7]。以往研究将创业意向分为创业目标

意向和创业执行意向两种意向成分，目标意向是个

体去实现某个具体目标的想法，执行意向是个体打

算去实施某事的行为导向 [8]。创业者特质理论认

为，创业者特有的一些心理特质会影响其创业意向
[9，10]。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特质对创业意向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11]。具有主动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喜欢挑

战现状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自己的角色，他们善于寻

找和捕捉机会，能主动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使自己的

创业意向变成现实[12]。职业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倾

向于选择与其人格特点相匹配的职业。与主动性人

格水平较低的个体相比，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个体

和创业活动的匹配性更高[13]。因此，主动性人格水

平高的个体更容易选择创业，其创业意向更高。然

而主动性人格如何影响了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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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并未很好的解决。

研究者最近指出，仅仅探讨变量间的直接联系远远

不够，只有引入中介变量才能探清“主动性人格怎样

起作用”[14]。因此，有必要考察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

创业意向的中介机制，以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创业[15]。

感知创业价值是在特定时点、特定环境下，人们

基于对采取创业行为付出的全部利失和收获的全部

利得的感知，对创业活动作出的总体评价，它包括感

知创业利得和利失两个方面，感知创业利得是指个

体所感知到的在创业活动中可以得到的价值，感知

创业利失是指个体所感知到的在创业活动中失去的

价值[16]。创业活动模型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都认为

个体的感知创业价值影响其创业意向[17]。实证研究

也表明，感知创业价值会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 [16]。

而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个体，更积极主动，更容易感

知到创业的价值。因此，主动性人格水平可能通过

增强个体的感知创业价值，进而影响其创业意向。

1 对象和方法

1.1 被试

选取 5 所高校的 832 名大学生 (平均年龄为

20.4±1.56岁)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404人（约占

48.6%），女生428人(约占51.4%)。大一213人，大二

183人，大三251人，大四185人。

1.2 工具

1.2.1 主动性人格量表 采用 Bateman编制 [10]、冯

缙 [18]翻译修订的主动性人格量表。该量表共包括

2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七点评分，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7分。本次测量中主动性人

格量表的α系数为0.92。
1.2.2 感知创业价值量表 采用吴凌菲[16]编制的感

知创业价值量表，该量表共有 37个项目，分为感知

创业利得和感知创业利失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七

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 1-7
分。本次测量中感知创业价值量表的α系数为0.96。
1.2.3 创业意向量表 采用李海垒[19]等人编制的大

学生创业意向量表，该量表共有 12个项目，分为创

业目标意向和创业执行意向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七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
7分。本次测量中大学生创业意向量表的α系数为

0.92。
2 结 果

2.1 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关

系。各变量相关矩阵见表 1，主动性人格与感知创

业价值、创业意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主动性人格与

感知创业价值的维度感知创业利得和感知创业利失

及创业意向的维度创业目标意向和创业执行意向之

间也呈显著正相关。

表1 主动性人格、感知创业价值与创业意向相关分析

注：样本容量N=832；***P<0.001

变量

1主动性人格

2感知创业利得

3感知创业利失

4感知创业价值

5创业目标意向

6创业执行意向

7创业意向

1
—

0.58***
0.47***
0.58***
0.44***
0.41***
0.47***

2

—

0.71***
0.97***
0.39***
0.43***
0.44***

3

—

0.85***
0.22***
0.26***
0.26***

4

—

0.36***
0.40***
0.41***

5

—

0.69***
0.93***

6

—

0.91***

7

—

图1 中介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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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关系：中介

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及叶宝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20]，对感知创业价值在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创业意

向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采用吴艳、温忠麟[21]

提出的题目打包策略对题目进行打包，使用Mplus
软件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指

数 为 ：TLI=0.96，CFI=0.98，RMSEA=0.08，SRMR=
0.03，因此，模型拟合良好[22]。图 1显示了研究模型

标准化解，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创业意向有显著的

正向预测作用（r=0.38，t=5.74，P<0.001）；主动性人

格对感知创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0.65，
t=16.32，P<0.001）；感知创业价值对大学生创业意向

也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预 测 作 用（r=0.26，t=3.87，P<
0.001）。因为加入感知创业价值以后，主动性人格

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仍然显著，因此，感知创业

价值是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中介变量，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得到支持。根据温忠麟等[23]提出

的计算效果量的方法，本研究的中介效果量为41%。

3 讨 论

本研究探讨了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

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创业意

向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与前人的研究基本

一致 [24，25]。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大学生，在遇到不

理想的就业或工作环境时，愿意主动改变，选择创

业。而主动性人格水平低的大学生，只会消极被动

的适应环境，不愿选择创业[26]。这启示我们在创业

教育中，不要盲目鼓动大学生创业。可选择主动性

人格水平高的大学生，及时给予创业培训，使其在创

业的道路上走得顺畅。

本研究表明，感知创业价值对大学生的创业意

向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再次为创业活动模型

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17]，也再次验证了感知创业价

值是大学生创业意向形成的直接前测变量，也为感

知价值—行为意向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27]。提高大

学生感知创业价值的水平,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

业意向[28]。本研究还表明主动性人格对感知创业价

值也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主动性人格水平高

的个体感知创业价值的能力更强，创业的可能性也

更大。

更进一步，本研究发现，感知创业价值在主动性

人格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主动

性人格既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创业意向，也可以通

过感知创业价值间接预测大学生创业意向。这启示

我们在开展创业教育时，应注意把握感知创业价值

规律，分析感知创业价值的影响因素：增加感知创业

利得,让大学生们觉得能够从创业行为中获得很多；

减少感知创业利失,让大学生们觉得能够承担得起

创业活动遭受的损失[16]。因此，高校、社会、家庭应

该形成合力增强大学生对创业价值的感知，提高其

创业成功率[29]。

本研究对于丰富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促进大学生创业成功也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进行创业教育时，我们要善于

发现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个体，及时给予培训与指

导，提高其创业的成功率。还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

感知创业价值，使其发现更多的创业机会，形成更明

确的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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