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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项目基于协同教育理论，探讨影响我国研究生创业教育效果与质量的根本原因。

构建了社会系统、学校系统和教学系统三个层面的嵌套创业教育协同体系，选取美、英、日、

印四国和国内外典型高校展开案例研究，探讨了不同层面的协同要素及其关系，提炼出社会

系统中学校、政府、家庭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协同；学校系统中，教学单位、管理单位及

学生组织的相互协同；教学系统中，课堂教育与实践学习之间的相互协同。围绕三层面嵌套

协同体系，项目组进行了两阶段三批次的问卷调研，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该体系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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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一）成果清单 

本项目围绕基于协同视角的我国研究生创业教育协同模式构建这一问题，使用案例研

究和实证研究方法，针对各子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目前部分研究成果已

经公开发表，以下将主要学术成果进行列示（在支撑材料中提供了与以下所列编号对应的具

体材料）。 

已发表学术论文 4 篇： 

（1）张淑林,黄颖,古继宝.资本视角下的创业教育主体协同与创业意愿研究[J]. 研究生

教育研究, 2016(4):5-10. 

（2）黄颖,张淑林,古继宝.创业教育、社会资本对研究生创业意愿的协同效应影响研究

[J]. 教育学术月刊, 2016(7):73-80.  

（3）黄颖,张淑林,古继宝.创业教育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创业意愿影响研究[J].研究生教育

研究,2017(1):31-35 

（4）Cuiping Ma, Jibao Gu, Hefu Liu. Entrepreneurs’ passion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Doi:10.1007/s11365-017-

0435-x 

在审学术论文 4 篇 

（5）古继宝,刘迈克,许硕.高校创业教育中“STI+”模式研究[J].教育探索. 

（6）古继宝,李争,张淑林,蔡文鋆.创业教育协同模式与创业机会发现[J].高校教育管理. 

（7）古继宝,蔡文鋆,许硕.我国研究生创业教育嵌套协同体系研究[J].中国高教探索. 

（8）张淑林,黄颖,李争,古继宝.美英日印创业教育模式比较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 

项目结题报告 1 篇 

（9）完成项目结题报告“基于协同效应的研究生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一篇（约

10 万字） 

（二）我国研究生创业教育协同体系构建 



本项目基于大量的文献研究，结合对我国研究生创业教育的现状调研，以协同教育理论

为指导提出了我国研究生创业教育三层面嵌套教育体系。 

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系统协同，主要是指学校与政府、企业、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

协同。社会主体的协同能够通过改善研究生创业环境，丰富研究生创业教育的内容帮助提升

研究生创业教育效果。同时外部环境对创业的支持能够形成研究生所感受到的创业价值认

同，对提升其创业意愿必然影响重大。 

第二个层面是学校系统协同，主要是指学校内部各部门之间协同，协同主体主要包括教

学单位、管理单位和学生组织等。教学单位以院系为主，研究生分属于各个院系；管理单位

则包括研究生院、团委、以及学校各行政管理部门；学生组织主要包括研究生会、学生社团

等。学习系统的各主体是直接参与创业教育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研究生创业实践的重要资

源基础。 

第三个层面是教学系统协同，主要是指课堂教育形式与实践教学形式的协同。创业教育

形式的协同，是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应跳出传统的课堂学习范畴，积极探索更丰富的创业教

育形式，主动开展社会创业教育，与课程教育进行补充。 

（三）创业教育协同模式的案例研究 

（1）美、英、日、印创业教育模式对比研究 

项目组基于大量文献调研为基础，选取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印度创业教育模式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创业教育模式的对比研究。通过研究发现： 

美国创业教育协同体系基本实现了各层面分工协同、相互配合的生态体系。在社会层面，

美国政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与高校积极配合，社会对创业十分认同；在学校层面，

美国各高校联合成立创业教育联盟，学校内部建立各类创业基地；在教学层面，形成了完备

的创业教育培养体系，并制定了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英国的创业教育以政府为主导，以学校和核心。自上而下成立完善的创业教育组织体系，

政府协调社会主体形成创业教育的支持和保障平台；学校为主进行创业教育，在学校内部成

立科技园、孵化中心等支持平台，在学校外部成立联合会等合作平台。 

日本的创业教育中政府、产业、学校高度协同，形成多中心创业教育模式。政府作为创

业教育指导者，提供政策指引和资金支持；产业积极参与创业教育活动，提供实践机会和辅

助教学；学校作为创业教育的基石，针对教育需求制定多元化教育方案和课程体系。 

印度的创业教育体现出独立自主的特点。印度的经济结构十分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

所以在推进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政府自觉地退出，形成弱政府的创业教育格局；社会对创业

认同及高，围绕具体的创业实践需求，各主体自主开展创业教育活动，并形成相互协同。 

（2）国外高校创业教育案例研究 

本项目选取百森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基于“STI”理论，分别对其社会科

学、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在创业教育中的具体做法进行研究。探讨不同学科创业教育

中的协同问题。研究发现： 

社会科学创业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融资能力及市场资源整合能力，鼓励学生积极与各

专业领域创业伙伴寻求合作，弥补自身专业创业的不足，同时发挥领导和管理优势；搭建各

种创业实践和实战平台，提升学生创业所需的各方面能力。 



技术科学创业教育主要培养工科学生的市场意识，以及创业过程中面对内部合作伙伴

和外部竞争环境需要的管理和沟通能力；将创业教育与外部高科技创业环境相结合，培养学

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自然科学创业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为创业项目寻找潜在市场和商业机会；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促进创业意识的培养和创业技能的提升。 

（3）国内高校创业教育案例研究 

本项目选取了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南开大学主要研究其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协同。南开大学创业教育课程的开展形成了

十分完备的协同体系，不仅各类课程形成良好协同，不同教育阶段的创业教育课程（比如

MBA、EMBA、学术性硕博士创业课程）也实现很好的协同。 

清华大学主要研究其学校主导下的创业活动的开展。清华大学率先开展创业赛事，并形

成了丰富多彩的大学创业活动。校内各类组织在各个层面为创业活动提供支撑，多个研究中

心和赛事平台密切合作形成协同。 

浙江大学主要研究其与区域环境的密切协同。浙大依托当地企业（如阿里巴巴等）形成

了十分高效的社会创业协同体系，为学生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创业环境，学校和政府、企业积

极协作，打造多个创业公共平台。 

（四）创业教育协同模式的实证研究 

（1）问卷调研 

为了验证并探讨研究生创业教育协同模式科学性和其中各部分的实现机制，项目组设

计了围绕三个层次的多个实证研究，分别探讨在不同协同教育层面中协同的作用机理和影响

因素。项目组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围绕研究生创业教育协同模式进行了问卷设计，问卷调

研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了问卷的发

放。第二阶段，选取了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数所高校进行问卷投放。 

第一阶段，针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共投放 300 份问卷，回收 256

份，回收率达到 85.33%。其中 25 份为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231 份。 

第二阶段，分别针对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研究生进行问卷发放。 

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问卷发放。调研对象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西南科技

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问卷调研的研究生主要来自理学、工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通过在

线发放，共回收 1010 份。 

针对学术学位研究生问卷发放。调研对象为河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同样涵盖理学、工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通过在线方式发放，共

回收 1029 份。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以上问卷均在已有文献的成熟量表基础上，再根据研究

目的和具体情境加以适当修改。 

（2）实证验证 



围绕研究生创业教育三层面协同系统，本项目构建了整合研究模型，并分解为若干研究

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探讨。 

图 1 我国研究生创业教育协同模式整合模型 

1）研究一、我国研究生创业意愿形成的过程机制 

图 2 我国研究生创业意愿形成机制研究模型 

本研究主要探讨：我国研究生创业教育形成过程中，不同形式创业教育所扮演的不同角

色，并考虑在创业意愿形成过程中学生家庭背景的调节性作用。研究表明，学校创业教育显

著影响创业意愿，不同创业教育形式对创业意愿具有差异性的影响，社会创业教育扮演中介

的作用，同时生源地类别则对后半段起到调节作用。 

2）研究二、多种创业教育形式与社会资本协同对研究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 

图 3 创业教育与社会资本对创业意愿协同影响研究模型 

 

本研究主要探讨：不同形式创业教育及学生社会资本之间的协同效应对创业意愿的影

学校创业教育

社会创业教育

社会资本

创业意愿×

×

×

教学系统协同

学校系统协同

社会系统协同

创业意向×

×

×

创业行为



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社会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校创业教

育对创业意愿影响不显著。三者之间两两交互对创业意愿影响不显著，但三者协同能够显著

提升研究生的创业意愿。 

3）研究三、学校、社会、家庭协同对研究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图 4 创业教育、社会资本、家庭资本对创业意愿协同影响的研究模型 

本研究主要探讨：创业教育、社会资本及学生家庭资本三者的协同效应。研究表明，除

社会资本外，创业教育和家庭资本单独对创业意愿均不产生影响，三者两两协同也不能影响

创业意愿，但是三者协同能够显著提升研究生创业意愿。 

4）研究四、高校、区域与社会环境协同对研究生创业意愿影响 

图 5 创业教育、高校角色模型与区域环境对创业行为协同影响的研究模型 

本研究探讨：教学系统，学校系统和社会系统协同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三者

均对创业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三者协同能够更为有效的促进研究生的创业行为。 

二、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项目围绕研究生创业教育协同模式，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

结论。 

（1）案例研究结论： 

1）国外主要国家创业教育的实践中普遍形成了多层面的协同体系。美国形成了创业教

育生态系统，英国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心聚集式创业教育协同体系，日本形成产学研高度

融合的多中心创业教育协同体系，印度形成了弱政府的社会联动创业教育协同体系。 

2）国内外高校创业教育实践体现出高度的协同。百森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

创业教育

社会资本

家庭资本

创业意愿×

×

×

学校创业教育

高校角色模型

创业区域环境

创业机会发现

×

×

×



基于学科特色践行“STI+”创业教育协同模式。南开、清华、浙大构建丰富的创业教育课程

体系，各部门充分协同组织多种形式创业比赛和创业活动，形成学校与社会系统的高度合作。 

（2）实证研究结论： 

1）创业意愿形成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创业教育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愿，同时社

会创业教育在学校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之间扮演者中介的角色，学生家庭情况起到调节的作

用。 

2）多种创业教育形式与社会资本的协同对研究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学校创业

教育、社会创业教育与社会资源的协同能够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生的创业意愿。 

3）学校、社会、家庭等协同对研究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学生家庭资本、社会

资本与创业教育的协同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生创业意愿。 

4）高校、区域与社会环境协同对研究生创业意愿影响研究，表明学校、社会和区域环

境均有利于对创业机会开发行，同时三者的协同效应将极大的促进研究生创业机会开发行

为。 

综上可以看出，不同创业教育形式，学校教育活动与其他教育活动，社会各类教育主体

之间的协同，对研究生创业意愿的形成和创业行产生会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 

（1）强化政府领导，打造创业教育生态 

强化政府领导，推动多主体参与研究生的创业教育与创业支持；完善有利于创业的法律

法规，引导社会形成崇尚创业的文化氛围；设立创业基金，建造创业孵化平台，给予创业者

以实际的支持；推动官产学研的合作，重视社会因素，打造创业教育的整体生态环境。 

（2）完善创业教育体系，差异化创业教育培养 

学校领导重视，争取社会支持，形式校内各部门间的协同；丰富创业教育内容，形成课

程学习与创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协同；结合专业类型，制定有专业针对性的创业教育培养方

案。 

（3）推动研究生积极参与创业教育、激发研究生创业主动性 

培养研究生的创业精神与创业意识，提升其创业热情；搭建创业者交流平台，增加研究

生社会资本；鼓励研究生参与创业学习，丰富创业知识储备，培养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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