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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出发，探索创业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利用

124位创业者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创业激情对新创企业绩
效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创业激情通过影响创业自我效能而进一步对新创企业绩效产
生影响。本研究将心理学领域中的激情与自我效能理论延伸至创业研究领域，拓展了对于创业
激情与创业自我效能的实证研究进展。研究的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新创企业绩效提升的形
成机制，推动积极心理学因素与创业研究相结合，促进创业者心理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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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2014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以来，国内掀起了一股创业热潮。
创业者们怀揣着极大的创业激情投入到了创业的实践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创业公司。时至今
日，双创政策提出已有五年的时间，其间诞生了诸如摩拜、抖音和滴滴等快速成长的创业项目。
通过回顾项目创始人的创业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胡玮炜、梁汝波还是程维，都在创业过
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创业激情。被誉为“创业教父”的马云曾经说过：“创业需要激情，而且只是
有短暂的激情还远远不够，它需要持久地支持着创业者的灵魂。”这不禁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创
业者的创业激情是否能够影响新创企业的发展，其中又有着怎样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对于心理因素的探索正在吸引创业领域研究者的注意。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新兴领
域，积极心理学由Seligman（2000）教授提出，主要研究使生命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物，是揭示
人类的优势和促进其积极技能的应用科学（Carr，2011）。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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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将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与创业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作为积极心理
学与创业研究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创业激情近年来受到了来自创业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关注。现
有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激情对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创业意图、创业努力程度和创业坚持等心
理和行为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De Clercq等，2012）。而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的目标是提高企
业绩效，实现创业成功。Cardon等（2009）曾指出创业激情会影响创业成功，也有研究发现创业
激情会带来企业的快速成长（Baum和Locke，2004）。而近年来有学者开展了一些关于创业激情
对于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谢雅萍等（2016）、马翠萍等（2017）分别探索了机会获取和
创业学习在这一作用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然而无论是机会获取还是创业学习，都是创业
者在行为层面上的具体表现，而创业者的行为往往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
创业激情会通过某种心理学因素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效能的形成及作用机制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自我
效能源自Bandura（1977）的社会学习理论，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有能力在某个领域有效完成任
务，实现某个目标的信念。自我效能与创业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创业自我效能。
Bandura（1977）曾提出情绪唤起是自我效能的重要前端影响因素，而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唤
起，创业激情也可以被视为创业自我效能的前端影响因素。此外，创业自我效能让创业者相信
他们有能力可以完成创业所需的工作，在创业过程中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从而不断尝试直至
成功。因此本研究将创业自我效能视为介于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变量，探索创业自
我效能对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将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拓展至创业研究领域，创造性地运用心理学因素——创业自
我效能以联接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延续了Cardon等（2013）的研究从发明激
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三个部分对创业激情进行了解构。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创业激
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将介于两者间的中介因素由行为因素拓展至心理因素，丰富了
新创企业绩效提升机制的研究，推动了积极心理学因素与创业研究相结合，促进了创业者心理
研究的深入与发展。研究也为创业者通过调整心理状态从而提高创业绩效提供参考与建议。
二、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自我效能”一词源自于Bandura（1977）的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1997）把自我效能定义
为人们对于其具备通过自身行动产生合意效果这种能力的信念，自我效能是通过复杂的认知、
社会、语言或身体技能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自我效能是一种习得的人类思维模式，而不是遗传
赋予的，在任何一个领域，自我效能感都决定着行动结果预期。Chen等（1998）和De Noble等
（1999）曾尝试把自我效能理论引入创业研究，探讨自我效能在创业领域的内涵和维度。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创业者在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创业环境时，自我效能可以帮助他们
克服压力、不畏险阻，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创业目标而奋斗，因而产生了创业自我效能。创业自我
效能是自我效能在创业领域情境化的表现，指的是基于个人对创业技能的评估而相信自己有
能力成功从事创业活动（Chen等，1998；De Noble等，1999），从而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效
能。对于创业自我效能的研究，当前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分别是创业者身份识别，对创业行为和
意图的影响以及与企业绩效的关系。Chen等（1998）曾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可以作为识
别创业者身份与特质的有效依据。Markman等（2002）也发现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要大于
非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行为及意图的影响受到学者们的持续关注，现有研究表明，拥
有更高创业自我效能的人更有可能开始并坚持与风险创造相关的实际行为（Hmieleski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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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ett，2008）。丁明磊等（2009）以及李大为和乐国安（2013）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
的影响，Pihie和Bagheri（2013）也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创业意图。而
关于创业自我效能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中，Forbes（2005）通过实证研究第一次探索了创业
自我效能对企业的整体绩效有着显著的相关性。Hmieleski和Corbett（2008）也在研究中发现了
创业自我效能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调节作用。现有研究中关于创业自我效能的前端影响因素
鲜有探索，更多的是沿袭Bandura（1977）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论的前端影响因素，而缺乏在创业
情境下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创业自我效能视为中介变量，探索创业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
用机制，有助于揭示创业激情作为创业自我效能的前端影响因素。
创业激情是激情在创业领域特有的表现方式，是创业者所具备的特性。对于创业激情的研
究最早追溯到1951年，Schumpeter（1951）提出创业激情可以解释创业者的行为。后来随着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创业激情，创业激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定义。Baum和Locke（2004）将创业
激情定义为创业者对创业所持有的热爱。Bierly Ⅲ等（2000）则将创业激情定义为创业者克服
个人、社会和制度障碍的动力，从而制定正确的策略。Cardon等（2009）在总结前人的定义后将
创业激情概括为一种强烈的积极的情感，发生在探索创业机会、实现创业目标的创业过程之
中，激励创业者克服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保持创业的参与感。此后，他对创业激情进行了
进一步的提炼，认为创业激情与两个方面相关联，一方面与强烈的积极情感所产生的影响有
关，另一方面则是与自我角色认同相关联（Cardon等，2013）。
早期研究发现，对创业的激情会促进更大的坚持、努力、投入和整体的成功（Baron，2008；
Cardon等，2009），创业激情也被发现与驱动力、韧性、乐意长时间工作、勇气、高自觉性，以及面
对困难时的毅力相关（Bierly Ⅲ等，2000）。因此，早期关于创业激情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创业者
本身的特性与创业激情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对于创业激情的研究逐渐侧重于对创业者的
认知和行为以及企业发展的影响，并发现拥有创业激情的创业者往往能够更好地识别创业机
会，给企业带来更快的增长，同时能够更好地获得投资人的投资，从而为企业更长远的发展奠
定基础。创业激情也被证明会促使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付出更多的努力（Cardon等，2009），是
产生创业意图的重要前端影响因素（梁祺和王影，2016），会对新创企业的成长和绩效产生影响
（周键，2016）。
Cardon等（2013）提出的根据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内容，将创业激情分为发明激情、
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不同的创业者虽然创业内容不同，但是无外乎经历发明新产品和服务、
创建企业和发展企业三个阶段（Cardon等，2009）。拥有发明激情的个体表现出更主动地探索新
机会、享受为产品和服务提出新想法的过程，并且期待通过发明来解决重要的需求和问题。拥
有创建激情的个体享受创立一个企业的过程，并且高度认同作为企业创始人的身份（Katz和
Gartner，1988）。拥有发展激情的个体则有着发展和扩大企业的强烈渴望（Cliff，1998）。本研究
认为创业激情可以通过创业自我效能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并在Cardon等（2013）的研究
基础之上，具体探索由以上三个部分组成的创业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二）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创业激情会提升新创企业绩效
激情作为强烈的积极情感，是积极心理学的组成部分，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而作为积极心理学与创业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创业激情对于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有着重要的驱
动作用。创业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更多的时候创业者需要面对复杂的环境，以及经受各种
挫折的考验。在创业激情的驱使下，创业者能够形成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创业中的困难，也能
够在遇到挫折时保持韧性，而不会轻易放弃对于创业的尝试。除了在心理层面之外，在行为层
面创业激情也能够促使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实现创业成功（周键，2016），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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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企业绩效因此得到不断提升。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创业激情会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假设沿用创业激情的三个部分，（Cardon等，2013）分析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创业者拥有较高程度的发明激情通常表现在创业的最初阶段，此时创业者对于创业仍处
于计划和雏形阶段。创业者受到发明激情的影响，努力发明新产品并提供新服务，从而解决市
场中存在的痛点，满足市场的需求。对于仍处于这一阶段的创业者而言，他们并不急于创建企
业抑或是考虑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而更多的将注意力投入到寻找市场机会之中（Foo等，
2009），并通过产品与服务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不断抢占市场份额，提高新创企业的绩效。
创业激情之所以能够驱使创业者积极地开展创业活动，很大程度上源自创业者对于自身
创业者身份的自我认同，这在创建激情上有着非常显著的体现。创建激情驱使创业者将创业活
动由一个组织转变为实际的企业并开始日常的运营。创业者出于对“企业创始人”身份的认同
而创建企业（Katz和Gartner，1988），并将自身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受到身份认
同的影响，创业者会不断提高对于自身的要求，也会提出对于企业发展更有挑战的目标并为了
实现目标而全力以赴。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绩效随着创业者受到创建激情的不断推动而提高。
创业激情作为一种强烈的积极情感，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创业激
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激情主要影响着企业创建之后更加长远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
段，区分一个创业者是否拥有足够的发展激情主要取决于他是否会不断为企业设置具有挑战
性的目标并逐步实现。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创业者会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Baron，2008），并
充分利用手头的资源以及开拓新的资源从而为企业寻找良好的发展机遇（Shane和Venkataraman，
2000）。此外，创业激情也具有强大的渲染力，在这一阶段，创业者的发展激情可以对企业的员
工产生情绪上的鼓舞，从而促进员工工作效率的提高（Cardon，2008；Chen等，2009）。长此以
往，企业的绩效得以提升。综上，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1：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创业激情会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
H1a：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发明激情会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
H1b：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创建激情会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
H1c：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发展激情会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
（三）创业激情通过创业自我效能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
创业自我效能是创业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De Noble等，1999）。很多学者认为创业
自我效能是影响创业行为和结果的重要因素。创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创业自我效能感的
驱使，在创建和经营一个企业时面对许多障碍和挑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研究已经发现，那些
相信自己有资源且有毅力可以成功的人们往往会表现出更好的成绩（Bandura，1989）。对于创
业者而言，创业自我效能感较高意味着创业者对于自身的能力有着充分的信任，且在创业之前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以应对创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随着创业活动的展开，创
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驱使其为了推动企业发展、实现创业目标而努力。而新创企业绩效便是企
业发展状况最直接的反映。
Bandura（1977，1989，1997）曾经指出，过往成就、替代经验、口头说服和情绪唤起是自我效
能的四个重要来源。在创业的特定情境下，创业自我效能也同样受到这四个因素的影响。作为
情绪唤起在创业领域的特殊表现，创业激情能够使得创业者产生积极的情绪唤起。
Bandura（1977）认为个体在受到消极情绪影响时不太会期待成功，比如在压力和恐惧的情况
下，因为负面的情绪唤起会破坏他们的表现。反之，积极的唤起会使个体更可能期待成功，从而
提高创业自我效能，而创业自我效能的提高则进一步促进了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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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发明激情使得创业者积极主动地进行市场机会的探索，发明新产品并提供新服
务。创业者要面对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对于仍处于创业起步
阶段的创业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事实上在一个创业项目开始之前，创业者都依靠强大的
信念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功并且实现自己的创业目标，从而选择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发明激情在
这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业者受到发明激情的影响，在面对不确定性和竞争时并不会产生
厌恶与恐惧。相反，发明激情可以使创业者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强大的动力，从而形成积极的情
绪唤起，提高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进一步影响新创企业绩效。
创建激情不同于发明激情，是创业者所拥有的对于建立企业实体的重要动力。在创建企业
的过程中，创业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筹集人力、资金和社会资源的过程，也需要考虑企业的实
际架构等诸多问题，这对于大多数创业者而言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然而，创建激情使
得创业者在创建企业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Katz和Gartner，1988），这种身份认同
感使得创业者并不排斥在企业创建过程中实际遇到的问题，反而享受这一过程，从而产生了积
极的情绪唤起。积极的情绪唤起引起了创业自我效能的提高，并进一步提高了新创企业绩效。
发展激情与企业创立之后的增长和扩张相关联。创业者受到发展激情的影响，对于企业的
发展与扩张充满渴望（Cliff，1998）。在这一阶段，创业者要面对产品更新换代以巩固市场地位、
扩大企业规模以及企业的日常运营等诸多压力。然而发展激情可以促使创业者就企业的发展
规划与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Baum和Locke，2004），并积极制定组织的发展策略。尽管企
业的发展是一个长远而充满波折的过程，但是拥有发展激情的创业者仍可以以积极的心态和
高昂的斗志投入到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激情引发了创业者积极的情绪唤
起，从而提高了新创企业绩效。综上，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2：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创业激情会通过提升创业自我效能而进一步对新创企业绩效的提
高产生促进作用。
H2a：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发明激情会通过
提升创业自我效能而进一步对新创企业绩效的
提高产生促进作用。
H2b：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创建激情会通过
提升创业自我效能而进一步对新创企业绩效的
提高产生促进作用。
H2c：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发展激情会通过
提升创业自我效能而进一步对新创企业绩效的
提高产生促进作用。
综上，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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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问卷调研的形式展开，主要研究对象为创业企业的创始人。为了使得样本数据具
有多样性，本研究通过各地校友会、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器以及创新创业大赛等渠道，向创业企
业的创始人发放问卷。通过历时8个月的样本数据采集，本研究范围覆盖了北京、天津、上海、广
州、深圳、青岛等主要城市。调研采用线上电子版问卷与线下纸质版问卷相结合的形式，共发放
问卷350份，收回问卷142份。剔除所收集到的数据不完整、创业年限超过十年的企业数据，最终
获得有效样本数为124个。Bagozzi和Yi（1988）认为结构方程模型所要求的样本数量必须在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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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Boomsma（1982）以及Hair等（1998）则认为样本量至少要大于100个。Gorsuch（1983）的观
点应用比较广泛，他认为测量问项与样本量的比例在1∶5以上。本研究共有22个测量问项，所
以总体研究样本应该在110个以上。本文的有效样本量是 124个，满足样本数是测量题项数5倍
的最低要求，因此收集到的样本可以用来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样本的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在创业者性别上男性创业者居多，共有85人，占总数的
68.5%；女性创业者共39人，占总数的31.5%。创业年限在3年以内的共有83人，占总数的66.9%；
创业年限在3—10年之间的共有41人，占总数的33.1%。在所有参与问卷调研的创业者中，大部
分都没有过创业经历，共75人，占总数的60.5%；而其余49人曾经有过创业经历，占总数的
39.5%。通过对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发现2人学历为博士及以上，占总数的1.5%；
28人为硕士学历，占总数的22.6%；本科学历的创业者最多，共有77人，占总数的62.1%；17人为
专科及以下学历，占总数的13.7%。综上，样本分布合理，可基于所收集的数据开展进一步的
研究。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创业激情所包含的三个部分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以及创业自我效能
和新创企业绩效5个变量进行测量，测量量表均来自于国内外权威期刊相关文章所开发的较为
成熟的量表。原始量表经过翻译之后向五位创业者发放填写进行预调研。根据问卷填写情况以
及创业者的反馈，对问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从而使得量表更加贴近创业者的实际经历，
最终提高创业者填写问卷的质量。
1. 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
关于发明激情的测量，本研究采用的是Cardon等（2013）开发的量表，用以测量创业者所拥
有的对于发明新产品和服务、探索新的市场机会的激情。发明激情共包含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五级记分法。关于创建激情的测量，本研究采用的也是Cardon等（2013）开发的量表，用以测量
创业者在建立企业组织过程中所产生的激情。该变量共包含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
发展激情被认为是在企业得到初步建立之后，在企业正常发展阶段创业者所拥有的激情。该变
量共包含4个题项，采取由Cardon等（2013）开发的量表，同样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
2. 创业自我效能和新创企业绩效
关于创业自我效能的测量，由于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的测量创业自我效能的量表，且自我
效能本身对于情景具有依赖性，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目前普遍接受的Chen等（2001）开发的针对
企业家的自我效能的量表，并根据创业实际情景进行了一定调整，共包含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五级计分法。新创企业绩效是创业企业发展状况的主要依据。不同于上市公司会主动披露公司
的运营状况等信息，新创企业绩效信息的搜寻存在较大的难度。而当前国内对于中小企业以及
创业企业绩效的测量也主要通过主观评估的形式。因而本研究借鉴了Stam和Elfring（2008）开
发的量表进行测量，主要包含销售增长、毛利润、市场份额、产品和服务创新、成本控制和客户
满意度六个方面。该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5个变量的测量均采用了李克特五级计分法，创业者需要对问题做出
主观的评估。为了避免出现共同方法变异的现象，本研究采用Podsakoff等（2003）所提出的方
法，在问卷所有题项前说明，本研究不会涉及企业的核心信息，所有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且保
证不会对外披露，所有题项无对错之分，请创业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认真填写。除此之外，本研
究在对量表的翻译上也尽量采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翻译以便创业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从而
一定程度上降低可能造成的误差。通过进行Harman单因子测试发现如果只提取一个因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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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解释 39.0%的变异，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以忽略。对于收集的样本数据，本研
究采用SPSS22和AMOS21等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分析，从而检验数据运行结果是否符合模型的
假设。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载荷因子的标准化系数。研究发现，所有题
项的标准化系数均大于0.6。表1展示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表1

变量
发明激情

创建激情

发展激情

创业自我效能

新创企业绩效

题项的标准化系数

题项
我发现为产品或服务寻找新创意的过程充满乐趣
用新的解决方案服务未满足的市场需求，让我很兴奋
为问题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积极寻找改善现有产品或服务的方法
成为企业的创始人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
呵护新创企业并取得初期成功令人开心
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让我精力充沛
创建新企业激发起了我的热情
招募合适的人来为我的企业工作是一件让人激动的事
我非常喜欢将我的产品或服务出售给需要它们的人
我动力十足地督促员工和我自己让我们的企业更好
创建企业并使之成长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相信我能够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我相信我能够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
我确信我能够识别新的商机
我能成功地将创意或新的研发成果进行商业化
销售增长
毛利润
市场份额
产品和服务创新
成本控制
客户满意度

标准化系数
0.808
0.747
0.684
0.744
0.675
0.745
0.798
0.833
0.763
0.744
0.741
0.816
0.774
0.809
0.753
0.761
0.706
0.723
0.679
0.735
0.684
0.748

随后，本研究检验所有变量的信度与效度。研究发现，5个变量的Cronbach’s α均在0.8以
上，高于0.7的阈值。这表明调研所设计的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也就说明了变量的测量
具有较强的信度。在检验变量的效度上，本研究计算了所有变量的AVE值和CR值，发现所有变
量的AVE值均大于0.5的阈值，CR值均大于0.8（参见表2）。
表2

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及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 量
Cronbach’s α AVE
CR
1
2
3
发明激情
0.833
0.558
0.834
0.747
创建激情
0.559**
0.842
0.585
0.849
0.765
发展激情
0.345** 0.415**
0.851
0.588
0.851
0.767
创业自我效能
0.572** 0.615** 0.427**
0.855
0.600
0.857
新创企业绩效
0.472** 0.500** 0.467**
0.860
0.508
0.861
*
**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对角线数字为该变量AVE值的平方根。

4

5

0.775
0.613**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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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Fornell和Larcker（1981）提出的建议，所有变量的AVE值应该在大于0.5的基础上进行
平方根运算，将所得出的结果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前者应大于后者的绝对值。因
此通过SPSS22，本研究将AVE值的算术平方根放入相关性矩阵中进行比较，得到的结果如表2
所示，对角线上AVE值的算术平方根大于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除此之外，本研究进行验证性因子模型对比，发现五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如表3所示。
在五因子模型中，χ2/自由度=1.379，为各因子模型中最小，CFI=0.944，大于0.9的阈值，为各因子
模型中最大，NNFI=0.935，大于0.9的阈值，为各因子模型中最大，RMSEA=0.056，在指标范围
之内。因此，该模型具有较强的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
表3

模型

χ2

自由度

因子模型对比

χ2/自由度

CFI
五因子
274.517
199
1.379
0.944
三因子
487.828
206
2.368
0.791
双因子
536.638
208
2.580
0.756
单因子
624.747
209
2.989
0.691
注：三因子将三种激情合并，双因子将创业激情与创业自我效能合并。

NNFI

RMSEA

0.935
0.765
0.729
0.659

0.056
0.105
0.113
0.127

（二）假设检验
1. 创业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关系检验结果
表3给出了本研究所有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由表3可知，发明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β=0.472，p<0.01，假设H1a得到初步验证。创建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β=0.500，p<0.01，假设H1b得到初步验证。发展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β=0.467，p<0.01，假设H1c得到初步验证。
在此基础上首先对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
创业激情
效的关系进行检验，图2给出发明激情、创建激
情和发展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
发明激情
0.268*
结果。标准化路径系数显示，发明激情对新创企
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68，p<0.05，
0.213*
新创企业
创建激情
绩效
H1a得到验证，这意味着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发
0.287**
明激情会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此外，创建
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13， 发展激情
p<0.05，H1b得到验证，这意味着创业者拥有较
高的创建激情会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图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的结果也表明发展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显著
图 2 创业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关系结果
正向影响，β=0.287，p<0.01，H1c得到验证，这意
味着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发展激情会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综上，H1得到验证，创业者拥有
较高的创业激情会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以上结果说明作为包含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
展激情这三个部分的创业激情，会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2. 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检验结果
现有研究表明，结构方程模型是适合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Cheung和Lau，2008），因此本
研究采用AMOS21软件中的Bootstrap方法分析模型中创业自我效能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Bootstrap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有效减少第一类错误，尤其适用于样本数量较小的实证研究
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运用Bootstrap随机抽取样本数为2000，置信区间选择为95%，运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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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似然法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检验

路径关系
发明激情→创业自我效能→新创企业绩效
创建激情→创业自我效能→新创企业绩效
发展激情→创业自我效能→新创企业绩效

直接
效应
0.101
0.038
0.199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0.184 0.420
−0.225 0.332
−0.011 0.385

间接
效应
0.169
0.169
0.085

95%置信区间
总效应
下限
上限
0.010 0.427 0.270
0.036 0.459 0.207
0.001 0.241 0.284

通过表4可以发现，在路径“发明激情→创业自我效能→新创企业绩效”中，间接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且具有显著性（p<0.05），因此该路径中的中介效应存在。进一步观察
发现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包含0，且不具有显著性（p>0.05）。这表明发明激情通过创业自
我效能而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在路径“创建激情→创业自我效能→新创企业绩效”中，间
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且具有显著性（p<0.05），因此该路径中的中介效应存在。进一
步观察发现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包含0，且不具有显著性（p>0.05）。这表明创建激情通过
创业自我效能而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在路径“发展激情→创业自我效能→新创企业绩
效”中，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且具有显著性（p<0.05），因此该路径中的中介效应
存在。进一步观察发现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包含0，且不具有显著性（p>0.05）。这表明发展
激情通过创业自我效能而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综上，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激情的三个部
分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均发挥着中介作用，假设H2a、H2b和H2c得到验证，假设H2成立。
创业激情的三个部分分别通过创业自我效能而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得出创业
自我效能在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的结论，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创业激
情会促进创业自我效能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新创企业绩效。
五、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意义
创业者心理的研究是当前创业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本研究结合自我效能理论，从
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探索了新创企业绩效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由发明激情、创建
激情和发展激情组成的创业激情会对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就意味
着创业者拥有较强的创业激情会将激情转化为实际行动来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另一方
面，创业者积极的情感会通过影响积极的认知进而影响新创企业绩效。具体而言，创业自我效
能在创业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桥梁作用，这也意味着创业激情是创业自我
效能的重要前端影响因素，创业激情会影响创业自我效能，而创业自我效能会进一步对新创企
业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两点。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拓展了当前关于创业激情对
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在现有研究中，创业激情被认为会对企业的成长和成功产生重
要的影响，然而当前无论是创业激情对企业的成长与成功，还是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起到
中介作用的因素更多的都是行为层面的因素，例如管理强度（周键，2016）、创业学习（谢雅萍
等，2016）和机会获取（马翠萍等，2017）。创业者的行为往往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当前鲜有
研究探索心理层面的因素在这一作用机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创造性地通过积极
心理学的视角引入创业自我效能，并发现创业激情通过创业自我效能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
响，从而将行为层面的因素在心理层面上找到解释。除此之外，现有关于创业激情对于新创企
业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创业激情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测量。Cardon等（2013）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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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根据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内容，将创业激情分为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因
此本研究以此为参考，从创业激情三个不同域对创业激情进行了测量与检验，进一步揭示了创
业激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
本研究也揭示了创业自我效能在联接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中所发挥的桥梁作
用。在现有研究中，创业激情被认为对组织绩效和企业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对于作用于
两者之间的中介变量的探索非常有限。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引入创业自我效能，用以联
接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一方面，当前对于创业自我效能前端因素更多的还是采用了
Bandura（1977，1989，1997）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论的前端影响因素，而鲜有结合创业研究的实际
情景进行探索。本研究根据Bandura（1977，1989，1997）提出的情绪唤起是自我效能的前端影响
因素，将可以引起积极情绪唤起的创业激情作为创业自我效能的前端因素。Cardon等（2009，
2013）也曾指出，创业激情会影响认知，因此创业自我效能会受到创业激情的影响。研究结果也
验证了创业激情对创业自我效能存在着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在揭示创业自我效能前端影响
因素的同时也延续了Cardon等（2009，2013）的观点。另一方面，创业自我效能对新创企业绩效
也存在着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功创业的概念，它结合了个
性和环境因素，并被认为是创业者意图和最终行动的强有力预测因素。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中，自我效能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绩效预测指标（Bandura，1982，1986；Wood和Bandura，1989）。
在创业研究领域，创业自我效能作为创业者所特有的心理，在实证研究中已被证明影响着创业
意图和创业行为（Hmieleski和Corbett，2008）。本研究则验证了创业自我效能对新创企业绩效
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因此综上所述，创业自我效能联接了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强烈的创
业激情可以带来更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而更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提升新创企业绩效。
（二）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也引发一定的实践启示。从创业团队的内部来看，团队成员尤其是负责人要及时关
注团队的情绪和士气，不定期地开展团建活动以促进团队成员在创业过程中不倦怠、充满激
情。当企业的发展面临重要机遇或者实现重大突破时，负责人要及时向团队传递利好信息，以
振奋团队士气，保持激情，使得团队成员相信自己所在的团队有能力不断实现突破取得成就，
也相信自己可以作为团队的重要成员，可以实现创业成功的最终目标。
对于高校的众创空间以及社会的各种创业孵化器而言，培育和发展创业项目不仅仅要在
项目本身上提高质量，更应该关注创业团队的心理和情绪。发挥众创空间和孵化器的服务作
用，对于初创企业，要定期开展必要的与心理学相关的培训，开设相关的课程辅导，在提高创业
团队内部创业激情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同时，使得他们能够意识到创业激情和创业自我效能
对企业的成功的影响。
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来看，社会对于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应当多一些包容和支持，尤其是对
于创业失败的创业者，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即使创业失败也值得尊重的氛围，从而使得创业者哪
怕经历创业失败，也能够快速调整与恢复，对于创业继续充满激情，相信自身在经历失败之后
便会更加接近成功。为此政府也应当在最大程度上给予创业者以政策性的支持，例如税收、办
公场地以及创业资源对接等，减轻创业者的创业负担，从而使得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甩掉不必
要的包袱，保持创业激情，在不断取得突破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认知，并最终推动企业绩效的
提升。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研究属于截面研究，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
未来可以考虑通过纵向研究来完善本研究的结论。其次，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来源于经济较发
达的城市，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未来可以将地域范围进行进一步扩大，从而进行更加具有
普遍性的研究。最后，本研究并未探索情境因素对创业激情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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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激情是基于欧美学者针对发达经济体的创业者研究后提出并发展，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则
是新兴经济体的创业者。未来可以开展对比研究，探索情境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创业激情与
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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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effort and entrepreneurial persistence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Emotional arousal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triggering factor of self-efficacy. As a positive emotional arousal,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triggering factor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s
also considered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suc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link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with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In this study,
AMOS21 is used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1）Entrepreneurship
passion composed of invention passion, foundation passion and development pas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2）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entrepreneurs can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by influencing the positive cognition. Specifically,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plays a bridge role in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s considered t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But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is
mechanism. Therefore, this study creatively introduc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finds that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nfluences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n turns it finds the explanation of behavioral factors in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In addition,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bout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s more regarded as a whole to
measure. This study measures and tests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from three different domains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positive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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