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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abil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empirical research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hallenge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analysis,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ability. 

 

 

大学生变革领导行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挑战意识的调节作用 

孙学博 1,a*, 刘惠 2,b 

1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四川，中国 

2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四川，中国 

a1032307344@qq.com, bliuhui@uestc.edu.cn 

*通讯作者 

关键词: 变革领导行为; 创新能力; 大学生领导力; 挑战意识 

中文摘要. 大学生领导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文献研究、问卷分析等方式对大学生的变革领导能力、

创新能力和挑战意识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为大学生领导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在理

论上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建议。 

1．引言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大学生领导力、创新能力发展的现状和

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中提出大学生的领导素质的培养是大学生众多综合素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是

大学生人才素质培养的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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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所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仅有利于大

学生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将满足国家对于未来人才的需要，增强他们解决问题的能

力，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国内外学者认为创新能力是当代大学生的关键的教育目标，21 世纪促进大学生学习和

发展的基本技能，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发展水平（联想力、洞察力、独创

性、兼容性、通感、重点把控、概要解释、评估力、想象力等能力）、专业学习能力和心理

健康具有显著的相关，更关乎于未来社会的科技创新发展。 

1.1  大学生变革领导行为和创新能力的研究述评 

目前中国关于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大学生领导力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介绍西方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的教育途径和方法，通过梳理西方的经验为中国提供参考和借

鉴。第二种是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和领导力进行概念的界定，模型的建构，影响因

素的探索等。对于大学生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的关系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将对大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领导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引入挑战意识的概念。通过对三者关系的研究为未来

大学生领导力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建议。 

2．假设提出 

关于创新能力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定义。Sternberg（1988）提出创新能力是能

够创造新颖性和实用性工作成果的能力，创新能力包括六种基本要素：智力过程、知识、思

维风格、人格特质、动机、环境。当前心理学和教育领域更加倾向于针对人格、过程、情

境、产品这四个方面对创新能力进行操作性定义。Kozbelt 等人（2010）总结了创新环境

（Place）、创新过程（Process）、创造型人格（Person）、创新潜能（Potential）、创新成

果（Product）、说服（Persuasion）的 6P 取向的创造力理论研究。其中“说服”指的是将自己

的创新成果推广出去，让大家接受创新成果。Glăveanu（2013）从行动者(Actor)充分利用现

实环境中的条件（Affordance）与多样化的社会群体(Audience)进行交流互动（Action），相

互影响从而产生创造性的产品（Artifact）的 5A 的角度对创新性进行动态性的定义。[1]结合

大学生群体的特点以及前人智力过程、行动者的人格特质、创新过程、以及知识内容结构等

维度的创新能力研究，本文将从创造性思维、个性特征、创新行为特征、知识构建四个方面

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行定义和研究。 

大学生的领导能力培养和运用主要通过领导力的相关课程学习和学生团体、创新创业团

队环境中的领导力实践。本研究选用了李超平，时勘（2005）的变革领导力的概念模型来测

量学生的领导力，变革领导力包括四个维度：魅力影响（领导者通过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他

人，获得信任和尊重）；动机激励（通过对目标和期待的描述增加被领导者对增加组织利益

的努力）；德行垂范（道德品质的楷模作用）；个性化关怀（针对不同被领导者的不同特质

进行不同的指导帮助）。[2]
 

变革领导行为会增加团队中的创新氛围，例如个性化关怀较高的变革领导，对于被领导

者的不同的工作能力和心理状态进行具有差异性的关注。他们采用智力激发的方式鼓励他们

打破原有工作的惯例，促进员工形成新的工作范式，激发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增加创新行

为。彼得·圣洁（2001）在《变革之舞》中认为变革行为是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持

续学习和创新的过程，类似于创新思维，变革是根据组织的现状，熟悉运用规则、跳出规

则，进行变革领导行为时也促进了思维的创新性活动。王婕（2014）认为积极的心理品质如

“影响欲”对于创造性人格特质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而变革领导行为恰恰是一种通过自身的

魅力和积极的个性化关怀对他人造成潜移默化影响的领导方法。[3]东方哲学性思维中的创新

思维强调因势利导、兼思共赢。因此本文认为，大学生在社团、学生组织、创新创业活动中

进行变革领导力行为的实践，能够促进大学生创新性思维和人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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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变革领导行为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作用。 

挑战意识，指的是有冒险精神的行为，表现为细致观察环境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改

变现状的愿望，并且愿意为自身的探索行为负责任，吸取经验教训。Posner（2003）认为领

导者会在挑战性环境中探索性学习、试错和寻求变革，并且在不断吸收错误中的经验的过程

中提高领导水平。贾香花（2008）通过多元回归法确定了在中学生人格中的挑战性对于思维

的流畅性，冒险性对思维的变通性都具有促进作用。[4]Walumbwa 等人（2017）认为变革领

导行为会促进探索性的团队学习。因此，领导者很可能在行使其领导权力时具有挑战性的意

识和想法，产生具有创新性的行为效果，并且促进其进行下一次的创新思维的形成。[5]
 

H2：挑战意识调节了变革领导行为对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 

3．大学生变革领导行为和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3.1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本研究的分为三个部分，创新能力部分具体设计参考了尤金创造力测试题、威廉姆斯创

造力倾向测量表以及 Jing Zhou（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和 Jennifer M. George（美国莱斯大

学） 2001 年开发的创造力量表，分为四个维度，包括 27 个题项: 创造性思维、个性特

征、创新行为特征、知识构建，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变革领导行为部分采用时勘和李超平

2005 年编制的变革领导力量表，该问卷包括 26 个题项，分为精神激励、领导魅力、德行垂

范、个性化关怀四个维度，该问卷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以上两部分采用 Likert-5 点计

分，从“1”代表完全不一致到“5”代表完全一致。挑战意识改编自 Barry Posner 的领导力实践

问卷中挑战现状的部分共 6 个题项，分为两个维度，勇于尝试、把握机会：从“1”代表完全

不一致到“10”代表完全一致。在数据分析中考虑到人口学因素可能对创新能力、挑战意识、

变革领导行为产生的影响，我们将被试的专业、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本研究选取国内一所大学的本科生作为被试，主要包括在学生团体、科技研发小组、学

生会和创新创业团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大一到大四的学生。所有被调查的同学都采取匿名的

形式进行问卷填写，并且填写的数据遵循保密的原则。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共发放 600 份

问卷，回收 566 份问卷，回收率为 94.30%，经过进一步筛选，最终经过筛选得到有效数据

550 份。采用 SPSS22.0 作为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 

3.2  信度与效度 

创新能力部分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15，其中各维度的系数处于 0.650~0.865 之

间；挑战意识部分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85，各维度的系数处于 0.781~0.844；变革领

导行为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20，其中各维度系数处于 0.749~0.844 之间。各量表

的 Cronbach's alpha 均大于 0.600，表示本研究中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本文采用因子负荷量来检验问卷的建构效度。其中创新能力的各维度因子载荷量为创造

性思维 0.913、个性特征 0.849、创新行为特征 0.878、知识构造 0.826；挑战意识部分的两个

维度，勇于尝试 0.928、把握机会 0.928；变革领导行为各维度的因子载荷量为德行垂范

0.776、精神激励 0.788、个性化关怀 0.901、领导魅力 0.872.因子负荷量系数大于 0.4，认为

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3.2  实证研究结果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学生性别、年龄和专业与创新能力、挑战意识、变革型领导行为

不存在显著相关。创新能力与挑战意识（r=0.520，p＜0.01），创新能力与变革领导行为

（r=0.773，p＜0.01），变革领导行为与挑战意识（r=0.509，p＜0.01）存在显著相关。 

本文采用多层次回归的统计方法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在每次回归中我们对学生的性

别、年龄和专业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控制。共线性诊断显示回归模型的容忍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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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6~0.779 之间，VIF 值在 1.001~2.974 之间，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指标所以模型是有效的。

变革领导行为、挑战意识、变革领导行为与挑战意识交互对于创新能力的回归模型是有效

的。变革领导行为对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作用（β=0.765，t=20.856，p＜0.001），假设 1

得到支持。挑战意识对创新能力的回归并不显著，变革领导行为和挑战意识交互作用的回归

是显著的（β=0.227，t=3.452，p＜0.01），假设 2 得到支持。 

4．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探究了领导者的变革领导行为对于创新能力的正向的影响，挑战

意识对于变革领导行为对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有调节作用。发现了变革领导是创新能力的前

因变量，为创新能力的研究增加了新的理论基础。 

实践层面，大学生在创新创业、学生工作中发挥自己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在领导力培养和形

成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可能得到一定的提升。在未来的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过程

中，领导力方面可以注重培养大学生审时度势的先见力，规避风险把握机会的决断力。这些

具有挑战意识的领导力要素。创新能力方面，教学方面可以采用案例、活动、讨论、游戏等

教学方法，使大学生不只局限与课本和传统的教与学，提升大学生挑战意识，灵活处理问题

的能力，也可以通过领导力的相关活动，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

的挑战性压力的承受能力，领导能力教育和创新能力教育相结合，进行具有交叉性质的大学

生素质教育。 

本研究只考虑了变革领导行为、挑战意识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其实形成创新能力的其他

人格特征、环境因素非常复杂，以后的研究可以对创新能力进行更系统的研究。另外本研究

主要采用了国内普通大学生作为样本采用纸质问卷作为工具，以后的研究采用不同数据来

源、具有差异性的大学生样本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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