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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创业人群中，大学生无疑是渴望成才、勇于创新、最具活力和最

有潜力的创业群体。调查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具有明确创业意愿的人数比

例不高，不同群体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意愿之间存在差异。同时研究还发现

应届大学毕业生具有较好的心理资本水平，且心理资本水平对个体创业意愿具

有积极影响。高校应从加强对大学生的创业活动分类指导、建设自选菜单式创

业教育课程群、重视创业实训和社会实践、开设积极心理学课程等方面提升大

学生的创业意愿和心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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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活跃的创业人群中，大学生无疑是渴望成才、富于创造、最充满活力和最有潜力

的创业群体。无论是微软帝国的缔造者比尔盖茨，还是苹果公司的传奇教父乔布斯，或是 Face-
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们的创业活动都始于大学阶段，充分体现出大学生创业群体所特有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作为创新创业队伍中的潜在生力军，大学生的创业活动不仅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创业意愿作为创业行为的先导性指标，对于个

体开展创业活动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作为高校中最接近市场的大学生群体，应届大学毕业生

的创业意愿情况如何? 他们对创业行为持什么样的评价态度? 他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创业环境?

他们对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怎么样? 上述问题都是关系大学生创业活动的现实热点。与此同

时，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可以开发的积极心理能力，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存在积极的影响。那么

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水平状况如何? 他们的心理资本水平又会对其创业意愿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本课题组以北京地区高校应届毕业生作为分析对象，开展了调查

研究。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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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我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逐年提升。据《201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国内大学

生创业比例已从 2013 届的 2． 3%上升到 2015 届的 3． 0%，虽然成绩喜人，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

近 20%大学生创业的比例相比，我国大学生的创业比例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意愿，鼓励他们开展自主创业已成为高

校人才培养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创业意愿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将来愿意开展创业行动的信念［1］。对于大学生而言，它就像是

一颗深埋心底的创业种子，只有遇到适宜的条件才会生根发芽，进而推动大学生开展创业实践。
一般而言，创业意愿强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实施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较高; 创业意愿弱的大学生则

不太可能开展创业活动。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大学生的创业意愿界定为大学生是否愿意从事创

业活动的一种主观意愿开展调查。在关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的研究更多的

是关注政策背景和环境因素层面 ( 叶映华，2009; 彭正霞等，2012; 夏人青等，2012; 徐小洲等，

2015) ，而往往忽视大学生心理因素对于创业意愿可能存在的影响。大学生心理资本作为继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之后研究大学生行为活动的一个新视角，它关注的是个体心理活动中的

积极向面。近年来，心理资本理论逐渐被应用于创业问题的研究，如关培兰( 2009) 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心理资本对女性的创业发展有推动作用，柯江林( 2013) 、彭伟( 2014) 、田硕( 2015) 等人则从不

同角度就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程度上验证了

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其创业意愿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研究设计

结合研究主题，本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 一是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意

愿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二是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水平状况进行调查分析; 三是针对

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和创业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进行探讨。
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由创业意愿调查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和学生个人基本

信息三部分组成。在关于大学生创业意愿调查方面，鉴于国内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创业意愿测量

量表，考虑到大学生对创业行为的态度、对创业环境的评价以及创业准备情况( 如对创业政策

的了解情况等) 都会对他们的创业可能性产生影响，所以本研究除了使用李克特量表对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程度进行测量外，还对大学生关于创业行为的态度、创业环境的评价和创业准备情

况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在对心理资本的界定和测量方面，目前学者卢桑斯( Luthans) 关于

心理资本的定义和测量获得了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可，他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成长和发展过

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2］，并将心理资本划分为自信、乐观、希望和韧性四个结构维

度进行测量，其中自信是指个体面对充满挑战的工作时有信心并能付出努力来获得成功; 乐观是

指个体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 希望是指个体对目标锲而不舍，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

能够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 韧性是指当个体身处逆境和困扰时，能够迅速调整、恢复并超越自

己［3］。本研究采用卢桑斯的心理资本通用量表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进行调查。此外，问

卷涵盖了大学生性别、学历、政治面貌、学生干部任职经历和家庭经济状况等个人基本信息，被试

均以单一方式作答，在后期分析中，笔者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立足于北京地区高校，针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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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中国石油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联

合大学 10 所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展开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2 400 份，回收问卷 2 246 份，其中

有效问卷 2 092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3． 14%。回收的有效问卷中，专科生 200 人，本科生

1 380名，研究生 512 名; 男生 878 名，女生 1 214 名; 理科专业 767 人，文科专业 978 人，工科专

业 347 人; 担任过学生干部的 1 451 人，没有担任过的 641 人;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18 人，非贫困

学生 1 574 人。研究采用 SPSS21． 0 对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
( 一) 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意愿状况分析

通过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创业意愿水平、创业行为的态度、对创业环境的评价和创业

准备情况等相关问题的调查和分析，笔者发现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意愿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应届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具有明确创业意愿的人数比例不高。本研究通过直接询问应

届毕业生“您毕业后是否会参与创业活动”来衡量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情况。在被调查的 2 092
名学生中，有 340 名应届毕业生选择“是”，约占总人数的 16． 3% ; 910 名应届毕业生选择“否”，

约占总人数的 43． 5% ; 842 名应届毕业生选择“不确定”，约占总人数的 40． 2%。总体来看，目

前应届毕业生群体中有明确创业意愿的人数并不多。
第二，不同群体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意愿存在差异。就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具体情况而

言，在选择“毕业后愿意参与创业活动”的应届毕业生群体中，从性别上看，男生所占比例要高

于女生。从学历上看，在选择“毕业后愿意参与创业活动”的毕业生群体中，专科生所占比例的

人数最多，本科生次之，研究生最少，这说明专科生的自主创业意愿最高，本科生次之，研究生最

低，这也印证了麦可思研究报告关于“大学毕业生的学历层次与其自主创业意愿成反比”的研

究结论［4］。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应届毕业生的学历越高，在实现稳定就业和成功就业方面越有

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其参与创业的意愿。从学科类别看，在选择“毕业后愿意参与创业活动”
的毕业生群体中，理科生所占比例最高，工科生次之，文科生最少。究其原因，可能因为理科和

工科多属于应用型和技术型专业的学科，而文科多为基础性专业，理科和工科学生在大学期间

所学的专业知识在技术市场化方面较文科更具有优势，所以导致了理科和工科专业的毕业生参

与创业的意愿较高。此外，在选择“毕业后愿意参与创业活动”的 340 名应届毕业生群体中，有

303 人选择了“有创业意愿，但是会等合适的时候才开始创业”，只有 37 人选择为“在毕业后立

即开展创业活动”或者“已经开始着手创业”。说明即使在有明确创业意愿的应届毕业生群体

中，愿意直接或立即开展自主创业活动的人数也不多，大部分毕业生在创业时机选择方面都相

对比较谨慎和理性，希望等待合适的机会才开始自主创业。对于选择“毕业后不愿意参与创业

活动”的应届毕业生群体而言，“希望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创业相关经验”和“没有好的

创业项目”三个原因是应届大学毕业生顾虑最多的因素。
第三，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环境持积极评价态度。在对创业行为的评价方

面，本研究从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创业行为的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正反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调查

将“创业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创业是对人生规划的实施”和“创业是成功人生的基石”三个选项

作为对创业行为的积极评价向面，采用李克特七级计分法进行测量，用 1 － 7 分表示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的不同态度，在对创业行为的积极评价方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得分

为 5． 11，高于理论中值( 4 分) ，说明大学生对创业行为的评价比较积极，对创业行为持肯定态

度，究其原因可能与近年来国家不断鼓励和营造的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有关。同样，调查将

“创业是一种赌博”“创业是梦想破灭的开始”和“创业是就业环境造成的无奈”三个选项作为对

创业行为的消极评价向面，同样采用李克特七级计分法进行测量。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创业行

为的消极评价方面，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得分为 3． 79，低于理论中值( 4 分) ，说明大学生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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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业行为看作是一种消极行为。此外，就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创业环境的直观评价而言，针对

“您认为当前的社会创业环境如何”选项，49． 7% 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的创业环境一般; 29． 1%
的大学生认为创业环境较好; 5． 7%的大学生认为创业环境很好，13． 2%的大学生认为创业环境

较差，2． 3%的大学生认为创业环境很差。从总体情况来看，应届毕业生对于创业环境的肯定性

评价要高于否定性评价，说明他们对于当前的创业环境比较认可。
第四，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不高。就“您对于国家和地方出台的创业政

策的了解程度”而言，调查显示，有 8． 4% 的应届毕业生认为自己“很不了解创业政策”，有 42．
9%的应届毕业生认为自己“不太了解创业政策”，有 34． 9% 的人认为自己“对政策一般了解”，

10． 9%的应届毕业生认为自己“比较了解创业政策”，只有 2． 9% 的学生认为自己“非常了解政

策”。该结果说明，目前应届毕业生对于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并不高。从人口学变量情况看，

虽然性别、学历和学科背景在相关结果方面的差异性检验并不显著，但就性别而言，男生对政策

的平均了解程度比女生要高; 就学历而言，研究生对政策的平均了解程度最高，专科生次之，本

科生最低; 就学科背景而言，理科生对政策的平均了解程度高于文科生，文科生高于工科生。就

“您了解创业政策的主要渠道”而言，有 52%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了“通过报纸、电视和互联网”;

有 19． 7%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了“通过学校的宣传活动”; 有 13． 7% 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了“通过

创业论坛和身边同学的创业活动”; 有 13． 4% 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了“通过家人和朋友介绍”; 仅

有 1． 2%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了“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创业政策”。
此外，本研究还就大学生在校期间接受创业教育和指导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当问及“您在

校期间是否接受过创业教育( 或指导) ”时，仅有 17． 62% 的应届毕业生选择“接受过”，80% 以

上的应届毕业生选择“没有接受过创业教育和指导”，说明高校目前的创业教育和指导工作还

比较薄弱，覆盖范围不够广。此外，本研究还就应届毕业生关于自主创业的一些认识情况进行

了调查。对于“如果自主创业，您最可能采取的创业形式”选项，有 61． 8% 的学生倾向于选择与

朋友合伙创业的方式，有 23． 7%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在家庭支持下创业，有 14． 5% 的大学生倾向

于选择依靠个人力量或其他形式来进行创业。就“您认为开展自主创业最重要的条件”而言，

超过 50%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认为资金是决定自主创业最重要的条件，其次是创业者的能力和

经验、相关知识和技术，最后是政策支持和其他因素。结合该调查笔者发现，高校在日后的创业

指导工作中，可以重点在帮助大学生提高创业投融资能力方面多下功夫。
( 二) 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水平及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

课题组在对应届毕业生创业意愿开展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卢桑斯的心理资本通用量表对应

届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水平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具有较好的心理资本水

平。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总体水平为 4． 88 分，由于本研究关于心理资本测量采用的是

李克特 7 点计分法，理论中值为 4 分，这表明首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水平相对较好。
从心理资本的各维度来看，应届毕业大学生“自信”维度得分为 4． 89 分;“乐观”维度得分为 4．
87 分;“希望”维度得分为 4． 85 分;“韧性”维度得分为 4． 88 分，说明应届毕业生在心理资本的

各维度上均有良好表现。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存在显著性差

异，且女生的心理资本水平高于男生; 不同学历层次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

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最高，本科生次之，专科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最低; 就学科类型而言，理科生的

心理资本水平最高，其次是文科生，工科生最低，但是他们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本次

调查还分析了学生工作任职经历和家庭经济情况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就

学生工作任职经历而言，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心理资本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

学生; 就家庭经济情况而言，非贫困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显著高于贫困生。

·701·



研究发现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对其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从心理资本和创业意

愿之间的关系来看，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与创业意愿显著相关( Sig =
0． 002) ( 见表 1) 。其中自信( P = 0． 001) 、乐观( P = 0． 001 和) 希望( P = 0． 034) 三个维度对创业

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
表 1 心理资本与创业意愿、创业环境评价的相关性分析( N =2092)

自信水平 希望水平 韧性水平 乐观水平 心理资本总水平

创业意愿
Pearson 相关性 0． 073＊＊ 0． 047* 0． 036 0． 071＊＊ 0． 068＊＊

显著性( 双侧) 0． 001 0． 034 0． 103 0． 001 0． 002

注: 系数*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

为了深入分析应届大学毕业生心理资本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影响关系，笔者以大学生心理资

本水平为自变量，创业意愿为因变量，对心理资本和创业意愿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探索心理资本

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 见表 2) 。该回归分析模型判定系数 Ｒ2 为 0． 006，统计检验 F 值为

3． 818，且显著性水平为 0． 004，说明该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意义。分析结果表明，应届大学毕业

生心理资本总水平对其创业意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212，说明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

不仅对创业意愿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而且心理资本对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关系，这意味着

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所具备的创业意愿程度也相对较高。根据这一关系，在实

践中，高校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来增强其创业意愿。
表 2 心理资本与创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B 标准系数 t 显著性 调整 Ｒ 方 F 显著性

希望

韧性

乐观

心理资本总水平

－ 0． 082
－ 0． 077
0． 007
0． 240

－ 0． 085
－ 0． 094
0． 006
0． 212

－ 1． 587
－ 1． 950
0． 154
2． 142

0． 113
0． 051
0． 878
0． 032

0． 006 3． 818 0． 004

此外，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中，希望和韧性两个维度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 0． 085，－ 0． 094，

乐观维度的标准化系数为 0． 006，自信维度被排除在模型以外。模型内的希望和韧性两个维度

标准化系数均为负数，表明它们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是反向的，而乐观维度则对创业意愿产生正

向影响。笔者认为，这与本研究调查的研究对象有关，对于一般高校应届毕业生而言，学生对于

毕业去向更多考虑的是直接就业或升学留学。心理资本水平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往往对职业

期望的稳定性会更加重视［5］，对创业活动的预期会较为保守。这也与张云川、柯江林的研究结

果相印证，张云川研究发现就业压力越大，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越强［6］，柯江林的研究则认为，心

理资本较高的学生就业压力相对较小，在短期来看也不会选择创业［7］。

四、讨论与建议

本次调查发现，在创业意愿方面，目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具有明确创业意愿的学生人数并

不多。具体来看，男生的创业意愿要高于女生; 专科生的创业意愿要高于本科生，研究生的创业

意愿最低。虽然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创业行为持积极评价态度，对创业环境也较为认可，但是对

于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还比较低。在心理资本水平方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总体水平

相对较高，在心理资本的各个维度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性别、学历层次、担

·801·



任学生干部工作的经历和家庭经济情况都会对他们的心理资本水平产生显著性影响。从心理

资本和创业意愿的关系来看，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水平与创业意愿呈显著性相关，且心

理资本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研究发现，高校可以通过采取相关措施进一步提高

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意愿和心理资本水平。
一方面，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意愿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可采取以下措施。( 1 ) 继续

做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宣传发动工作，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高校要坚持将创新创业

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以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为

核心，努力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将创业理想的种子植入大学生心底。针对大学生对于创

业政策知之甚少的情况，要配合政府和社会做好创业政策的普及和宣讲工作，让大学生更加清

晰地了解创业政策。( 2) 针对不同大学生群体的特征，对大学生创业提供分类指导。高校在大

学生创业指导工作中要结合大学生的年级、学历和学科背景等情况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创业指

导。尤其对于有明确创业意愿的应届大学毕业生，高校就业创业指导部门要对他们进行跟踪指

导，如聘请知名企业家和投资人作专题讲座; 为毕业生提供资金项目双选平台; 对优秀的创业项

目提供孵化帮助; 邀请专业老师指导解决创业初期的融资、法务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助力大学生

创业。( 3) 加强自选式创业课程群教育。目前国内高校创业教育不仅课程门类少，而且教学形

式单一，很难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和积极性，也无法满足不同群体大学生对创业教育的需求。
高校要努力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由两张皮向有机融合转变，进一步挖掘专业课程教育

资源，建立涵盖税务、营销、法律和管理等各方面创业知识的菜单式课程群，帮助学生根据需求

选择创业课程，实现创业知识储备。同时高校还要将创业实训作为创业课堂教育的延展，通过

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大赛、论坛及模拟创业活动，消除他们对于创业的神秘感

和陌生感，让他们以更加理性的心态认识和看待创业行为，增强创业意愿。
另一方面，针对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对其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的因果关系，高校要重视

对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的干预。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 ) 开设积极心理学课程，帮

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增强自信心，启发他们乐观思考人生和规划职业生涯; 要重视对经济困难

等特殊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在挫折面前正向归因，提高其抗压能力。( 2 ) 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学生工作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协作精神，帮助他们提高沟通能

力、表达能力和协调能力等社会化技能，提升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3 ) 结合应届大学

毕业生的特点，将毕业实践与创业实践融合开展。在应届毕业生毕业实践环节，高校不仅要为

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接更多的企业资源，为他们提供近距离观摩企业运行、感知创业环境、了解创

业政策和参与创业实践的机会，还可以为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配备经验丰富的创业指导老师，

帮助他们开展市场调研，支持他们以专业带动创业，在市场中寻找创业契机。( 4 ) 高校还可以

通过组织应届大学毕业生参加创业训练营和素质拓展训练等活动，磨炼他们的意志品质，提高

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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