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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科技型企业在我国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其风险性高、生存率低的

问题不容忽视，科技型企业的创生与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了探究科技型新创企
业创业导向、知识获取与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采用 AMOS 7． 0 构建了创业导向通过知识获取影响成长
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运用 187 个样本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创业导向冒险性、创业导向先动性，以及知
识获取对企业成长绩效有正向影响； 创业导向创新性和先动性对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 创业导向创新
性、创业导向先动性可以通过知识获取对成长绩效产生间接作用。而创业导向创新性对成长绩效、创业
导向冒险性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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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re important for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China． However，the problems that they meet high risk and their existence rate is low can not be ignor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 common concerned issue．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venture growth in technology-based
start-ups，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venture growth using AMOS 7． 0 software was proposed，and a sample of 187 valid data was collect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innovativeness，risk taking and proac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wo of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s dimensions： risk taking and proactiveness，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can affect venture growth positively． Innovativeness and proactiveness can affect knowledge acquisition
positively． Innovativeness and proactiveness have indirect effect on the venture growth through knowledge acquisition． However，the impact of innovativeness on the venture growth，and the impact of risk taking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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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企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创新性高的特
点，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在推进经济结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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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调整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
技型企业的创生与发展是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 。作
为创业研究的核心概念，创业导向从战略管理的角
度对创业过程进行分析，以此来引导企业具体的创
业活动，为组织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从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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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良好的绩效表现 。 创业导向是一种具有创新
性、冒险性以及先动性的战略管理导向 ，对企业资源

影响企业的管理决策，具有创业导向的企业更擅长
调整其经营策略，以大胆创新的行动在动态的竞争

获取产生重要影响，有利于改进绩效，提高竞争优
［2］
势 。对于科技型企业而言，知识是其创业和发展

环境中生存、发展

中的关键资源，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资源和能力十
分有限，作为一个与外部环境互动密切的开放系统 ，
外部知识资源获取是其提高绩效、实现生存和发展
［3］
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
随着企业知识理论的兴起，学者对其的关注主
要集中在知识创造以及所产生的结果上 ，YLI-Ｒenko
［4］

［10］83

。对于科技型新创企业而言，

创业导向的作用更为明显。科技型企业一般所处的
行业具有动荡多变的特点，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较
快，因此创业导向有助于企业把握新出现的机会 ，提
供新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得创业租 。创业租是指企业
在不确定性很高的环境中通过独特的洞察力获取的
超额利润，是对风险和创新的经济回报，从而使企业
获得成长。

等

指出企业的知识已成为一种新的资本，能够有
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运营 、创新能力，从而提

关于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可以从创业
导向的创新性、冒险性以及先动性体现出来。 创新

高绩效水平，而创业导向作为一种战略倾向，会影响
企业知识资源的规划与管理，现有研究从吸收能力、

［11］
活动 被 认 为 是 企 业 最 有 力 的 成 长 方 式 。 Qian
［12］
等 通过研究指出，具有较高创新性的科技型新创

动态能力等视角分析了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绩效的
影响机理，但是从知识的视角出发对外部知识资源

企业，更加强调研发以建立技术领先优势 ，企业对技
术产品试验和战略流程更新更加关注，因而能够提

的探讨还较为缺乏。 因此，本文引入知识获取这个
变量，以探索我国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 、知识获

高创新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冒险性较高的企业，不愿墨守成规，而是通过开拓、

取和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为有效促进科技型新创
企业成长提供参考依据。

［13］
变革，来获取技术、产品或流程的优势地位 ，通过
承担风险，为市场提供全新的价值创造方案 ，以拓展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新的经营领域和市场。创业导向先动性要求企业具
有较高的环境敏感度，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快的发掘

1． 1

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与成长绩效
企业成长是可持续的成长，是企业“由小变大、

潜在机会，企业要具备发现和鉴别市场机遇的洞察
力，这样才能适时的进行变革和创新。 并且企业还

由弱到强”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不断变革、不断
适应外部变化等战略性活动，特别是对于新创企业
［5］

［14］
能够通过主动创造机会，发掘市场潜在需求 ，领
先于竞争对手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取得更好

而言，成长是其最主要的目标

，只有不断增强自
身竞争优势实现规模扩大和实力增强，才能在激烈

的市场表现，在变动的环境中获得成功。 一些学者
的研究证实了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 。企

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存活。

业成长是一个是以创新作为动力，依靠发掘市场机
会和承担风险的动态过程，创业导向能够帮助企业

创业导向是企业识别机会从而进行创业的战略
行为，这种行为贯穿于企业创业管理的整个过程中 ，
创新性、冒险性和先动性是创业导向的特征和核心
内容。创新性是一个企业培育并实施新思想和新方
法的能力，会促进企业产品、服务或流程的创新与改
［6］
进 。这能够通过企业对研发和实验等活动的支
持体现出来。冒险性是企业对风险的态度，是企业
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任务中所持的态度倾向和行动策
［7］
略 。先动性是企业基于对未来市场变动的预期

获取新的机会，创造新的产品，从而有利于企业成
［15］
长 。
基于对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梳理，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H1 ： 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创新性维度对
成长绩效有正向影响；
H2 ： 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冒险性维度对

而采取的行动，体现了企业的洞察力与战略敏捷性 ，

成长绩效有正向影响；
H3 ： 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先动性维度对

先动性可以使企业产生先动优势从而领先于竞争对
手，采取先 动 策 略 的 企 业 能 够 更 好 的 把 握 市 场 机

成长绩效有正向影响。
1． 2 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与知识获取

［8］

创业导向本质是一种成长导向，创业导向可以

企业价值创造在于有效地组织资源，科技型企
业大多处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知识是其最关键的资

反映出企业将创业机会转化为成长动力的意愿和能
［9］
力 。创业导向体现了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能够

源，知识资源的管理问题尤为重要。 特别是对于新
创企业，由于其自身资源存在缺口，又需要以较快的

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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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进行产品或运营模式的调整和创新，因而更需
要通过外部渠道获取更多的市场和技术知识 。

化。该理论指出，知识是企业最关键的投入要素，企
业竞争优势来源于独特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正是企

创业导向与企业的知识获取更新之间存在密切
的联系。创业导向体现在企业捕获并利用市场机

业所拥有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知识； 知识特别是隐
性知识对于企业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知识的创造和

会、积极进行创新的活动中，而知识在这些活动起到
关键作用。创业导向能够提高企业知识管理能力，

利用，是企业创新的关键

［22］

。

。 具有较高创业导向

新创企业现有的经验知识十分有限，因此不仅
要对这些知识进行充分利用，同时也要不断寻求外

的企业可以有效获取知识以分析市场变动趋势 ，从
而发现潜在机会，获得关于产品生产与开发、市场拓

部知识，通过与外界组织的互动来获取知识 ，提高能
力，获得竞争利益。 知识获取是组织学习的第 1 阶

展、经营管理等知识和技能，不断完善自身的能力
体系。

段，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实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
［23］
径 。随着获取的知识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企业

创业导向的创新性维度反映了企业支持并投入
于新想法、新观念以及其他创新性活动的一种倾向 ，

能够提高运营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更有效的推出
新产品和新服务，赢得市场竞争优势。

科技型企业面临剧烈变动的市场和技术环境 ，产品
和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缩短，技术变革、产品研发竞

科技型企业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业
务，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知

争激烈，现有的技术或产品的收益很快会发生贬值 ，
因此企业需要不断获取知识，更新现有的知识存量，

识获取效率是唯一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科技型企业
的主要业务是技术或产品的整合与创新、营销运作

从而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改进自身的技术和管理
能力，不断为市场创造新产品和传递新价值。 冒险

及客户关系管理，通过获取外部知识，企业能够补充
开拓市场、研发与创新等活动所产生的知识缺口 。

性是指企业愿意尝试一些失败代价很高的项目 ，并
［18］
愿意对其投入更多的资源 。 具有冒险性导向的

对于科技 型 新 创 企 业 而 言，通 过 与 外 部 其 他 组 织
（ 如合作伙伴、客户、科研机构 ） 的相互沟通，能够获

企业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知识，一方面，企业的知识获
取行为是一个充满竞争和风险的过程，具有较高冒

取有用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充分认识到某项新技术
或新发明的潜在的商业价值，察觉行业的发展趋势

险性的企业，愿意承担知识获取所带来的风险 ，因此
［19］
能够不断获取新知识 ； 另一方面，冒险并不等于

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从中识别新的机会并快速将
其商业化，从而建立起独特的竞争优势，取得良好的

冒进，企业对风险的决策是以一定的知识和能力进
行判断而形成的，因此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会不断

市场表现

［16 － 17］

对知识获取有积极影响

［24］

。科技型企业知识获取有助于提高企

获取外部的信息和知识，以提高预测和决策能力。

业技术优势，通过获取技术知识能够提高企业的创
新与创造能力，有效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 同时，通

先动性是指比竞争对手更早地对未来市场需求进行
［20］
预测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创造了先动优势 。

过获取有用的信息，企业能够加深对市场趋势的认
识和预测，及时了解市场变化，保持组织的战略敏捷

企业先动性较高时，会以前瞻性的视角，主动搜寻潜
藏于环境中的尚未识别和开发的机遇，体现了企业

性。在获取技术和市场等相关知识后，科技型企业
有效推出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或服务，比竞争对手更

追求机会的行动导向。 创业知识溢出理论指出，新
知识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企业通过对新知识的

早更主动地占领市场，通过创造价值来获取长远利
［25］
益 。并且由于技术决窍、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

探索和开发，识别新的创业机会，同时弥补知识缺口
［21］
突破能力约束，以更好的利用机会 。 基于以上论

科技型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 ，可
以实现快速成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 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创新性维度对

H7 ： 科技型新创企业知识获取对成长绩效有正
向影响。

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
H5 ： 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冒险性维度对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科技型新创企业的创
业导向影响企业对知识资源的获取，而创业导向和

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
H6 ： 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先动性维度对

知识获取会对企业的成长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这 2
部分的假设隐含了以下关系，即创业导向通过对知

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
1． 3 科技型新创企业知识获取与成长绩效

识获取的影响而最终对企业的成长产生作用 ，创业
导向能够通过提升知识获取的有效性，更好地捕捉

企业知识理论是对企业能力理论的继承和演

市场机遇，汲取新观点形成新创意，更有效地完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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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知识技能体系，不断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创造
市场价值，从而取得技术和市场优势，从而推动企业

2． 2

的成长。由此构建了创业导向、知识获取和成长绩
效的理论模型，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

研究中常用的指标，具体包括销售收入增长率、平均
［26］
雇员增长率和市场份额增长率 。 另外衡量新创

图 1 所示。

企业的成长的指标涉及企业的经营业绩，考虑到实
际情况，本研究采用了间接测量法，即采用近 3 年内

变量测量
成长绩效。对企业成长绩效的测量，采用一般

（ 不满 3 年则从创立至今 ） 企业成长指标在行业中
的水平，是对企业经营状况的主观评估。
［10］86

创业 导 向。 创 业 导 向 的 测 量 选 用 Covin 等
的量表，该量表由“创新性”“冒险性 ”及“先动

性”3 个维度 9 个题项组成，该量表经过大量测试，
具有较好的信度。
图1

2
2． 1

创业导向、知识获取和成长绩效的理论模型

研究设计
样本

科技型企业主要指研发及销售高科技产品和服
务的企业，这类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科技含量
高。根据全球创业观察（ GEM） 报告，新创企业指成
立时间在 42 个月 （ 3． 5 年 ） 以内的企业。 因此本文
所指的科技型新创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主
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和服务业务
的企业，其产业领域和技术领域符合我国关于科技
型中小企业认定的范围，成立时间基本符合 GEM 的
规定。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3． 50% 。 调研的对象为企
业创业团队成员或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和经
营情况具有更深刻的了解。 从地域分布来看，样本
企业源自北京市的共 42 户，位于东北三省共 41 户
（ 黑龙江省 11 户、吉林省 19 户和辽宁省 11 户 ） ，浙
江省 34 户，江苏省 15 户，广东省 11 户，以及上海、
天津、河 北 和 陕 西 等 地 44 户，分 别 占 总 体 样 本 的
22． 45% 、22． 44% 、18． 37% 、8． 16% 、6． 12% 和
22. 46% ，基本涵盖了我国科技和科技型企业发展比
较良好的地区； 从行业分布来看，从事机械行业的企
业 65 户，占 34． 69% ，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 42 户，
占 22． 45% ，生物医药企业 15 户，占 8． 16% ，新材料
新能源企业 11 户，占 6． 12% ，其他诸如技术咨询、
电子信息等企业共 54 户，占 28． 57% ； 从企业性质
来看，民营科技型企业数量最多，为 80 户，所占比例

知识获取。本研究关注的是企业与其他组织交
流互动而获得的外部知识，根据龙勇等、陈学光等对
知识获取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 6 个方面考察： 企
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 先进的营
销知识和技能； 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技能； 关于产品研
发和改进的知识和技能； 关于服务理念创新的知识
［27 － 28］
。 以上
和技能； 关于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的知识
量表均采用 5 分制计分，分数从 1 ～ 5 分别代表“完

全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不确定”“基本同意 ”和
“完全同意”5 档。
信度与效度
利用 SPSS13． 0 和 AMOS 7． 0 软件对数据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通过表 1

2． 3

可以得知，量表信度系数 Cronbach’α 值均大于 0．
7，组合信度 CＲ 值大于 0． 7，AVE 大于 0． 5，表明量
表信度与效度较好。
表1
变量

维度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信度

信度 累计方差解释量

创业导向 创新性 0． 819 0． 881
冒险性 0． 864
先动性 0． 877

CＲ

AVE

73． 938%

0． 820

0． 605

78． 616%

0． 863

0． 679

80． 283%

0． 871

0． 696

知识获取

—

—

0． 896

66． 121%

0． 900

0． 603

成长绩效

—

—

0． 769

68． 693%

0． 774

0． 535

3

分析结果与讨论

假设检验结果
利用 AMOS 7． 0 对模型进行拟合和检验，结果
如表 2 所示，成立的假设共有 5 个，分别是 H2 、H3 、

3． 1

H4 、H6 和 H7 ，不成立的假设 2 个，分别是 H1“科技型

为 42． 86% ，国有企业 76 户，合资企业 19 户，外商
10. 20%
独资企业 11 户，所占比例分别为 40． 82% 、

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创新性维度对成长绩效有正向
影响”和 H5“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冒险性维

和 6． 12% 。

度对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 ”。 删除不成立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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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进行修改，如图 2 和表 3 所示。 图 2 为修正
后的模型，表 3 显示了修正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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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180，GFI = 0． 993，NFI = 0． 990，ＲFI = 0． 948，
IFI = 0． 996，CFI = 0． 996，ＲMSEA = 0． 060。

2

影响 系 数。 模 型 的 拟 合 指 标 为 χ / df = 1． 712，
表2
假设

假设检验结果

标准化路径系数

S． E．

C． Ｒ．

P值

结果

H1 创新性→成长绩效

0． 038

0． 080

0． 475

0． 632

不支持

H2 冒险性→成长绩效

0． 278

0． 074

3． 754

＊＊＊

支持

H3 先动性→成长绩效

0． 312

0． 079

3． 940

＊＊＊

支持

H4 创新性→知识获取

0． 293

0． 068

4． 329

＊＊＊

支持

H5 冒险性→知识获取

0． 117

0． 065

1． 796

0． 072

不支持

H6 先动性→知识获取

0． 419

0． 063

6． 664

＊＊＊

支持

H7 知识获取→成长绩效

0． 528

0． 083

6． 365

＊＊＊

支持

表3

修正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影响系数
标准化路

假设

径系数

S． E．

C． Ｒ．

P值

H2 冒险性→成长绩效

0． 295

0． 068

4． 313

＊＊＊

H3 先动性→成长绩效

0． 309

0． 079

3． 854

＊＊＊

H4 创新性→知识获取

0． 344

0． 062

5． 574

＊＊＊

H6 先动性→知识获取

0． 444

0． 062

7． 192

＊＊＊

H7 知识获取→成长绩效

0． 546

0． 077

6． 996

＊＊＊

总和，即 0． 309 + 0． 243 = 0． 552； 而创业导向创新性
对成长绩效的总影响是 0． 188； 创业导向冒险性对
成长绩效的总影响是 0． 295。
3． 2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导向的不同维度对企业
成长绩效作用效果和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
第一，创业导向的先动性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
响最 大 （ 0． 552 ） ，其 次 是 创 业 导 向 冒 险 性 维 度
（ 0. 295） ，最后是创新性维度 （ 0． 188） 。创业导向创
新性维度对企业成长绩效的直接效果不显著 ，需要
通过知识获取对企业成长绩效产生间接作用 ； 创业
导向的冒险性不影响企业的知识获取，而是对企业
成长绩效产生直接作用； 而创业导向的先动性维度
即可以对成长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又可以通过知识
获取对成长绩效产生间接影响。
第二，创业导向的冒险性和先动性维度对成长

图2

修正的路径模型

绩效具有直接作用，这一点本研究结果与以往学者
的研究一致。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具有较高冒险

具体来看，模型中的直接影响路径共有 5 条，分
别是： 创业导向冒险性 → 成长绩效，直接效果 （ 标准

性的企业在风险决策过程中，往往表现得更迅速、果
断，从而能够抓住机会，提高绩效水平； 创业导向先

化路径系数 ） 为 0． 295； 创业导向先动性 → 成长绩
效，
直接效果（ 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 0． 309； 创业导向

动性较高的企业，在市场活动中表现得更加积极主
动，能够比竞争对手更早地采取行动占据有利的市

创新性→知识获取，直接效果 （ 标准化路径系数 ） 为
0． 344； 创业导向先动性 → 知识获取，直接效果 （ 标
准化路径系数 ） 为 0． 444； 知识获取 → 成长绩效，直

场地位。这些活动都有利于企业获得成功 。
第三，创业导向创新性和先动性维度对新创企

接效果（ 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 0． 546。
间接影响路径共 2 条，分别是： 创业导向创新性
→知识获取 → 成长绩效，间接效果 （ 标准化路径系
数） 为 0． 344 × 0． 546 = 0. 188； 创业导向先动性 → 知
识获取→成长绩效，间接效果 （ 标准化路径系数 ） 为
0． 444 × 0． 546 = 0. 243； 因此，创业导向先动性对成
长绩效的总影响是其对成长绩效直接和间接影响的

业知识获取产生直接影响，进而通过知识获取对成
长绩效产生间接影响。 企业对创新的追求，需要以
大量的新的信息和知识为基础，来加深对技术和市
场环境的理解； 具有先动性的企业，通常并不满足于
行业现状，因此会主动打破常规，改变竞争格局，因
此企业需要从外部环境中不断搜寻新的知识 ，从而
不断获得 新 的 技 术 和 市 场 知 识，以 把 握 环 境 的 变
［29］
化 ，进行自身战略和能力的更新与完善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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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研究有 2 个不成立的假设，它们是 H1“科
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创新性维度对成长绩效有
正向影响”和 H5“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冒险
性维度对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假设 H1 未成立的
主要原因为虽然企业的创新战略能够打破常规 ，推
陈出新满足市场需求，但是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创新
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不容忽视，为了实施创新战略，
新创企业不仅要消耗大量组织资源，而且还要求企
业在进行创新伊始就要形成异质能力，对于受资源
约束的新创企业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此企业
在短期内无法实现财务目标。 研究发现，企业创新
性过高，则所付出的成本要高于收益，从而对企业的
［30］
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假设 H5 未成立的原因可能
为对于冒险性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采取率先行动抢
占市场先机，为了抢占先机获得风险收益，企业将精
力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具有风险的新项目中 ，从而降
［31］
低了对市场需求的关注 。 企业为了快速决策而
缩短信息搜寻和分析的时间，在对知识资源的整合
与利用的过程中，忽略了外部信息和知识。

4

结论与启示

科技型企业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高新技术
产品的研发和商业化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实体 ，是技
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载体，体现一个国家
和地区的创新活跃程度和经济增长水平 。本研究针
对科技型新创企业的特点，从战略的视角对创业导
向影响成长绩效的作用程度和作用路径进行了系统
的分析，研究发现创业导向的创新性维度对成长绩
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需要通过知识获取对科技型
新创企业成长绩效产生间接作用； 创业导向的冒险
性维度对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知识获
取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而创业导向的先动性维度既
可以对企业成长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又可以通过知
识获取对成长绩效产生间接影响 。该研究结果为科
技型企业创业和成长提供一定的启示 。
首先，科技型企业要重视创业导向不同维度的
内涵和作用，通过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先动意识和
冒险精神，使企业提高对经营环境的敏感度 ，通过创
新技术、工艺、产品或服务，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其
次，值得注意的是，对冒险和创新的追求要保持在一
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过低或过高会造成企业市场机
会的流失、资源分配失衡和资源不当消耗等问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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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的效率，进而对知识进行转化和利用，补充成长
所需的知识短缺，完善能力结构，从而实现长远发
展； 最后，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企业成长涉
及到内外部多种因素，在某些情境因素的作用下，企
业创业导向与成长绩效的关系会表现出一定的差
异，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将考虑条件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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