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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究了神经创业学这一新兴领域。主流的创业学研究已经在全球、国家、地
方、个人和认知等层面进行了探究。随着科技和商业经济领域中神经科学方法论的发
展，创业学者必然需要将研究深入到创业者奇特的大脑。但问题是，从哪里入手呢？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创业学的研究揭示了其研究主体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行
为。我们发现创业者拥有各种背景、经历，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化环境，其复杂性
延伸了学术研究中常见的深入而精专的研究极限。由于在创业者的大脑中既有着察
觉到的和未察觉到的化学和物理作用，又伴随着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对这些作用
的 解释和反应，即使专注于像“认知”这样“狭窄”领域的研究也会很快变得复杂
起来。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创业已经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概念在如今被广泛
接受。我们不再教授创业，而是尝试去教授创业思维（参见 Kriewall and Mekemson，
2010）。但是，我们还没真正定义这种“思维模式”及其正确的衡量方式。认知和神经
科学领域可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可以对构成创业者思维和行为的更深层结构进行
研究。直到现在，我们才有了开始认真探索这种“思维模式”并得出其定义的技术。
在过去 10 年中，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对研究这些察觉到的和未察觉到的作用和反应
的兴趣日益增加。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神经科学途径获得了研究大脑的工
具（参见 Krueger and Welpe，2008 ；Stanton et al.，2010 ；Krueger and Day，2010）。
事实上，就像在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和其他行为科学领域的类似研究一样，创业研究
者试验性地开始涉足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然而，研究者们面对着诸多令人生畏的障碍，
例如缺乏对神经科学研究设计和实施的经验与相关培训，以及无法解释在实验室实验
中大脑对刺激做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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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创业研究的实验研究虽然十分有价值，但目前仍然罕见。大多数社会科学
家根本没有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磁图（MEG）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PET）的经验。神经科学研究是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需要训练有素的专家来设置
和运行设备，然后协助解释结果。在我们希望成为神经创业学实验领域专家的同时，
这种类型的研究可能会拓展许多创业研究者目前所掌握的方法论。我们强烈建议你与
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联系，以开发和实施合理的、可推广的研究。
本书各章都是一些研究方法的介绍，这些方法是神经创业学这一新领域的先驱者
已采取或计划采取的方法。从这些先驱者身上可以看到创业研究者能够利用的专业知
识的广泛程度。书中有关技术介绍的章节，是针对研究人员可利用的各种研究类型和
方法的介绍，以及能通过这些方法检验的各种研究假设的示例，还有不同理论领域的
具体例子，例如风险、决策、认知等能够利用神经科学方法有效检验的领域。
在我们开始之前，重要的一点是考虑一些我们只能通过脑科学研究才可能获得
答案的哲学问题。事实上，神经科学家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大脑是否以及如何与思维相
关。玛丽·哈林顿（Mary Harrington，2011）在《神经科学实验设计》（The Design of
Experiments in Neuroscience）中写道：“在我看来，弄清楚思维是如何从大脑产生的，
是神经科学中最大和最持久的问题。”
关于神经创业学，我们是对创业思维、创业大脑或两者都感兴趣吗？在本书中，
我们是对创业者的思维或大脑感兴趣。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某种类型的思维或某种类型
的大脑具有创业精神。事实上，我们可能无法为此找到证据。早期的创业研究者认为，
存在可衡量的人格特质能够预测谁更可能会成为创业者，但至今没有找到证据。怀疑
论者认为，神经创业学的研究者正走在类似的道路上。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非创业
者与创业者在大脑思维上存在一些区别。
设想一种类似医学教育中的“模拟人”，通过对创业者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脑部扫描
和其他实验创建一个“模拟创业者大脑”，然后在各种环境和方式下进行研究，这将会
很有趣。这是一条将人工智能用于模拟创业者的大脑并预测模拟反应的道路吗？设想
建立一个虚拟测试数据库，扎根于各种从创业经历中发现的理论，如成功、失败、自
主权、利他、损失，然后研究者可以使用来自真实创业者的数据来测试各种各样的假
设，使这些假设变得更容易研究。1
尽管建立一个模拟创业者很有意思，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种设计总是受到指
令的管理和控制，而非受限于真实人类身上存在的生理限制（Epstein，1984）。不过，
这并不能阻止科学家试图创造出一个类脑的计算机。例如，日本科学家正在采用一种
新的“超越图灵”的方法，提出一种“多层次种子结构”来完成过滤感官输入、“自学”，
并编写自己的程序来解决问题（Ghosh et al.，2014）。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能
拥有一个可以识别机会并创造解决方案的模拟创业者。
重新在大脑内创建过去创业成功或失败的情境看起来不太可能，然而，在竞争激
烈的流行音乐世界中，大部分唱片公司都拥有的算法，可以在之前的热门歌曲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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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试图重现这种成功。创业者与歌曲当然不同，但联想到歌曲行业的发展，创业是
否可能是另一个有待深入理解的领域，并让我们能够利用类似“模拟创业者”这样的
工具呢？

1.1

创业思维，创业大脑
我们站在一种法理学而非还原论的立场，即思维与大脑不同，但思维源于大脑。

在第 3 章中，科洛西奥、贝拉维蒂斯和戈兰介绍了心理生理学领域，探讨了思维和大
脑（身体）之间、化学和电子信号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率、动作、情绪或风险寻求行为
变化等生理活动。是信号引发生理活动，还是生理活动引发信号？哪种适用于解释思
维呢？
还原论者会说大脑中的神经活动完全可以解释行为。2 在第 5 章中，沃德、雷克和
贝克尔讨论了还原论的几种变更以及与之相关的批判。库斯（Kurthen，2010）对几种
哲学立场进行了彻底的分析：还原论（遵循唯物主义的“精神还原为大脑”和遵循平
行主义的“精神和大脑之间没有相互作用”）、二元论（精神事件是身体事件带来的附
带现象，且前后关系不可倒转），以及库斯自持的立场，也就是非还原性的物理主义论
（“精神不对称地依赖于大脑，而不是可以还原为大脑……精神事件是由大脑事件‘实
现’的”）。
举一个例子：“……很容易发现我的手臂抬起是由我抬起手臂的意图导致的，但如
果说我抬起手臂的意图导致被抬起手臂的对侧大脑半球的主要运动区域建立了某种激
活模式，这并不属于我们的常识性理解（除非我们是神经科学家）。但总的来说，是我
的意图在控制我抬起手臂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Kurthen，2010）。”
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是：大脑某一部分的化学和 / 或电信号，是否可能在某些类
型的创业实验中被激活，进一步影响大脑的其他部分并以某种方式引起精神反应的发
生？这样的问题虽然在神经科学领域看起来很基本，却是实现神经创业学实验的第一
步。作为一名神经创业研究者，你可以设计自己的方法论，或者根据你对思维 - 脑因
果关系的哲学假设，对你的结果进行不同的解释。如果库斯的手臂抬起不是故意的，
而是由于大脑中的错误电脉冲，或者是由于响应在本能水平上可能存在的战斗或逃跑
意图的激活。这一行为可以由大脑“实现”，但不一定在意识水平上被感知。对神经创
业研究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吗？或者说，无论以哪种方式，只要知道行为与大脑反应
存在并发性就足够了吗？
如果因果方向很重要，那么就需要一个基本的因果关系概念。库斯（2010）认为，
“神经科学只能证明并发性，但如果能再加上解释并发性的理论来说明因果关系，那么
神经科学可以为因果关系提供证据”。这种类型的基础工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和
传播我们的神经创业理论和研究方法。哈林顿（Harrington，2011）解释说，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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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似因果关系”相关的假设将解答“如何”的问题，与“终极因果关系”相关的假
设将解答“为什么”的问题。
这种脑 - 思维关系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我们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发现的因果关
系，但它并不是全新的。例如，福多尔（Fodor，1983）提到了智力理论，其起源可以
追溯到古代。这些是构成思想能力的因果机制结构的“理论”。引用斯皮尔曼（Spearman，1930）的话：“能力理论中的一般意图……是用少数相对永久的（特别是天生的）
不同的原则来代表无数短暂的精神体验。”
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了大脑及其部件、功能和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然而，理论构建
的本质是将复杂性降低到可控的启发式算法，即还原论的另一种类型和过程。在第 5
章中，沃德、雷克和贝克尔展示了它如何与神经创业学理论建构和研究设计方法论相
结合。
刘等人（Liu et al.，2014）进行了一项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部分资助的实验，该
研究测试了“人脸空想性错视中的神经和行为相关性”。3 在他们名为《看见耶稣在祝
酒……》
（Seeing Jesus in toast …）的文章中，作者发现那些能够在随机像素中辨别出人
脸的人，其大脑不同部分之间的交流活动水平高于那些在相同的随机像素中看不出人
脸的人。沿着类似的思路，也许导致或促进创业者识别机会的因素不是创业者大脑特
定位置的特征（即 fMRI 扫描发现的“ BOLD ”模式 4），而可能是电和化学模式特征的
水平，也可能是上述所有因素的组合。
在我们能够模拟创业者之前，需要先回答好上述问题，因果方向或因果关系也需
要得到处理和控制。卡特和谢（Carter and Shieh，2010）指出：“视觉皮层中的活动不
只在被试暴露于视觉刺激时增加，还在被试被要求想象视觉刺激时增加”（强调他们的
视觉刺激）。斯托克斯（Stokes，2013）5 深入讨论了视觉、感知和认知之间可能存在的
关系，以及一个人与一种特定感知现象之间的关系如何随着熟悉程度而变化。虽然看
见的不一定可信，但人们相信的东西可能影响人们看到的东西。弄清楚这是由于条件
反射（学习）还是某种天生的“认知 - 感知”能力，也是进行神经测试的基础。
如果机会识别与面部识别产生相同的反应，那么随机像素就可以对应于只有创业
者看见而其他人看不见的环境。想象本身（如果不是创业者的想象）是一种或一系列化
学和电模式的表现吗？弄清激活是同时发生的就足够了吗，还是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问
题—因果方向重要吗？这些是神经创业研究潜在的丰富领域。
在最近的一个具体例子中，罗宾逊和海耶斯（Robinson and Hayes，2012）检验了
用经验、社会、制度因素解释机会识别模式的命题。他们在纽约哈莱姆的一个破旧的、
满是涂鸦的、被木板封起来的商店前的角落拍摄了一段视频。然后，他们向熟悉该地
区的创业者以及不熟悉该地区的创业者（作为对照）展示了影片，测试他们能否以及如
何在该地点感知创业机会。由于机会的感知和识别因个人与文化而异，因此可以猜想
可能产生的电和化学的差异或模式。像这样的受控制的神经创业学实验，将是另一个
应用本书提到的神经实验研究方法的大有可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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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书
在仔细阅读本书时，我们希望你能在设计神经科学实验方面找到指导和灵感来提

升自己的研究。本书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 2 章：佩雷斯 - 森特诺对神经科学方法能够贡献于创业研究的各种方式进行了
有益的概述。作为创业研究者的神经科学家很少见，佩雷斯 - 森特诺带来了这两个领
域的有益整合。他首先概述了现有基于大脑的创业研究。值得说明的是，本章引导读
者了解了从基本的实验设计到创业认知和基于大脑的研究等诸多内容，然后介绍了其
优势和局限性。
接着，佩雷斯 - 森特诺对神经创业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回顾。具体而言，
本章从优势、局限性和研究机会等方面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神经科学方法适用的创业
研究领域和特定神经科学方法（fMRI、EEG 等）。本章在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的议程，
以及一些可能的研究问题。
第 3 章：科洛西奥、贝拉维蒂斯和戈兰做出了两项重要贡献。一是他们总结了各
种生理问题和可能与创业决策相关的神经作用过程。这可以帮助神经创业研究者看清
并明确表达研究问题。对于不熟悉生理学或神经科学的创业研究者，本章将是很好的
入门读物。
二是概述了可以测量这些物理过程的各种方式。特别是对于没有生理学或神经科
学背景的创业研究者，本章很有帮助。他们总结了哪些技术和工具最适合测量哪些过
程，以及相关的益处和限制。
第 4 章：德霍兰和卡夫描述了通过脑电图（EEG，一种神经影像技术）进行创业研
究的潜力。对那些正考虑将这种技术作为几种选择之一或对其特别感兴趣的学者来说，
本章会很有帮助。具体而言，他们的观点是，使用 EEG 技术的研究，既可以将 EEG 用
作有效的三角测量工具，也可以用作中心工具。然后，他们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 EEG，
以及未来研究的优势、局限性和想法。
第 5 章：就那些对通过 fMRI（一种神经影像技术）进行研究特别感兴趣的学者（尤
其是社会科学家）而言，本章首先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并深入探讨了 fMRI，既有
用又方便。具体而言，本章有几个主要贡献。
第一，本章作者在总体上介绍了使用 fMRI 的主要益处和局限性。对于使用神经影
像技术（特别是 fMRI）的研究者，这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沃德、雷克和贝克尔进一步详细定义与描述了 fMRI。他们讨论了 fMRI 研
究中假设和设计的类型以及它们如何用于神经创业学的研究，还探讨了每种设计的益
处和局限性。这些讨论有助于神经创业学研究者获得成功。
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分析的介绍，这对 fMRI 研究来说是普遍且明确需要的。
创业研究者应该熟悉一些技术，如回归分析。对于不一定需要熟悉的技术，作者也给
出了明确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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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同样重要的还有 fMRI 结果交流部分。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研究者在对方法不
熟悉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因疏忽或偶然原因而在报告结果时没有精准地体现出自己的
研究发现。我们强烈建议使用 fMRI 研究的研究者在说明研究结果前再次查阅本书的结
果交流部分。
第 6 章：本章围绕以下假设展开，创业和神经科学之间的融合是由创业促进的方
法论和技术优势证明的。佩雷斯 - 森特诺首先提出，联合使用神经科学工具，如实验
室实验和大脑驱动技术，有利于创业研究，因为它们可以进行更深层次（如创业大脑）
的分析。其次，针对这些工具中的实验室实验，他提出了在大脑驱动的创业研究中完
成好的实验设计需要考虑的九项原则。
第 7 章：戴和博德曼介绍了一系列旨在确定个人在决定成为创业者时无形地进行
投资回报计算的研究。这类研究将 33 个成本和收益决策变量削减到少数几个显著解释
模型中变量的构念。针对本书中的要点，他们提出了若干假设，并使用神经实验方法
测试模型。这些在预备创业者心中的内部计算可能不是有目的的，而是由潜意识产生
的，然后由大脑“实现”。然而，如果有“创业大脑”这样的东西，那么电和化学冲动
会在这时（或可能一次又一次）聚集在一起，从而影响它评估识别出的机会。
第 8 章：谢弗、施约德特、帕萨雷里和雷克对将神经科学方法应用于企业决策和
风险方面做出了补充。具体而言，他们讨论了神经影像学和电生理学方法之间的差异，
以及何时同时使用两者。重要的是，作者补充了科洛西奥、贝拉维蒂斯和戈兰撰写的
第 3 章内容，介绍了与神经创业学有关的各种方法。他们还通过对戴和博德曼提出的
广泛概念的特定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补充了戴和博德曼有关创业投资回报率（ROI）
的内容（第 7 章）。
由于实验设计是神经创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对该主题进行了详细的
回顾。具体而言，本章包含方法选择、方法论和研究设计以及技术和人为因素的概述。
然后，本章向读者介绍与神经创业学有关的具体实验设计。值得一提的是本章的多个
实验例子，它们既适用于创业风险，也可以利用神经科学进行测量。
第 9 章：苏德对实验设计进行了概述，讨论了大脑的可塑性，然后倡导基于干预
的方法进行这项研究。最后，本章总结了基于干预方法探索创业认知的神经实验例子。
第 10 章：特莱弗斯对神经创业学的研究设计进行了讨论，重点关注了创业认知和
情感。本章首先提出了使用神经科学方法探索这些现象。其次，本章对相关神经科学
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回顾。最后，本章的主要贡献是介绍了五种与创业认知或情感有关
的神经创业学研究设计。
第 11 章：佩雷斯 - 森特诺介绍了能为特定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神经科学工具进行
指导的七种神经科学技术和四项标准。
第 12 章：盖尔利、博德曼和戴对前文中所讨论主题进行了快速的概述，并将其贯
穿起来。具体而言，本章讨论了神经创业研究的益处和局限性，并列出了研究者在决
定投入时间和资源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前应该评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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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导

论

注释

1. 示例请参阅 ASA Experiment Manager(pdf)，http://human.cbtc.utoronto.ca/tutorials/ANT-PDFs/ ASA_
Experiment_Manager.pdf。
2. 相关分析请参阅 Sullivan, J. (2009),“ The multiplicity of experimental protocols: a challenge to
reductionist and non-reductionist models of the unity of neuroscience ”, Synthese, 167, 511–39。
3.“ Face pareidolia is the illusory perception of non-existent faces ”
（Liu et al.，2014）。
4. BOLD 代表血氧水平依赖，在本书第 5 章对此有更详细的解释。
5. 请另见 Mathen（2005）关于视觉、行为和认识的讨论。

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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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c h a p t e r 2

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
回顾与展望
维克多·佩雷斯 - 森特诺

2.1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创业研究一直是社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焦点（Land-

ström，2004）。尽管创业研究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但仍存在当前方法难以解决
的挑战性的研究问题。为了推动创业研究的发展，创业研究者开始关注神经科学领域
的技术和方法（Blair，2010 ；de Holan，2014 ；McMullen et al.，2014 ；Nicolaou and
Shane，2014；Smith，2010）。虽然创业研究者似乎很关注创业者的大脑及其运作机制，
但创业研究领域的现有工具难以充分解释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de Holan，2014）。对
此，创业认知研究成果是这一方面智慧积累和探索的主要代表。已有研究关注了创业者
的认知 1（R. K. Mitchell et al.，2002）、知识（Shane，2000）、直觉（J. R. Mitchell et al.，
2005）、心智（Haynie et al.，2010）等在创业者大脑中发生的现象（de Holan，2014）。
目前，大多数学者仍然在探索创业者是什么样的人或拥有哪些属性、他们有哪些
行为，却没有关注创业者在思考什么、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以及
他们为何能这样思考。如果说创业研究的重点是探索创业者如何思考并做出决策，这一
事实就令人惊讶（de Holan，2014）。对此，德霍兰（de Holan，2014）强调了神经科学
对于创业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只是知道自己对于创业者的思维和决策知之甚少，
却还没有开始探索神经科学可以为创业研究做什么。这些研究空白应当被填补，并且很
有必要将创业研究与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Nicolaou and Shane，2014）。
为了从概念上解决这些问题，本章力求通过文献回顾，从神经科学的视角展望创
业研究的研究议题，在已有关于创业现象的研究和知识的基础上评估神经科学对创业
研究的潜在贡献。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回顾文献并开发未来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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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系统回顾了基于神经科学的创业研究，强调了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这
一概念。其次，我讨论了创业研究者如何应用神经科学来开展研究工作。最后，为了
更好地明确创业研究的未来议题，我们对创业研究利用脑科学的方式和可能性进行了
学术讨论。我们对采用神经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从脑科学驱动的
创业研究视角描述了该领域的现有知识。现有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表明，这种研究方法
的潜力尚未在创业研究中得以充分发挥。我们以这些观察为基础提出未来研究议题。
我们建议对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进行定义，并提出一系列策略以更深入地应用和扩
展该研究方法。

2.2

脑科学驱动创业研究的概念化
我先从神经科学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出发，讨论该领域的关键概念。这一部分

的结尾还讨论了创业认知研究的进展，这对理解如何将神经科学应用于创业领域的源
头是必不可少的。神经科学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是一个新兴领域，因此，本章首先
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了讨论。正如我们常说的，新技术是创新和创业机会的主要来源
（Drucker，2014 ；Schumpeter，1934），科学也同样如此（Sanders，2007）。神经科学
在 20 年前甚至都不存在，但由于技术的进步，它目前已经成为生物科学中发展最快的
领域之一。同时，它还是社会科学的一股革命性力量，对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学科提出了挑战（McMullen et al.，2014）。鉴于创业研究与这些学科的融合，创业研
究不太可能不受神经科学的变革性影响（McMullen et al.，2014）。简单地说，神经科
学致力于研究神经系统的发育、结构和功能（Nordqvist，2014）。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科
学，与数学、语言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化学、哲学、心理学和医学等学科紧密
联系（Nordqvist，2014）。
除 了 表 2-1 中 的 基 本 概 念 以 外， 还 有 八 个 神 经 科 学 分 支 领 域 可 能 会 给 创 业 研
究 带 来 新 洞 见， 它 们 分 别 是： 认 知 神 经 科 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 情 绪 神 经 科
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 行 为 神 经 科 学（behavioral neuroscience）、 文 化 神 经 科
学（cultural neuroscience）、 计 算 神 经 科 学（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神 经 信 息
学（neuroinformatics）、系统神经科学（systems neuroscience）、社会神经科学（social
neuroscience）。诺德奎斯特（Nordqvist，2014）简洁地定义了这些分支：认知神经科学
研究人类高级认知功能及其潜在的神经基础；情绪神经科学研究与情绪相关的神经元
行为；行为神经科学研究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文化神经科学着眼于不同时期信仰、实
践和文化价值如何被大脑、思维和基因塑造；计算神经科学试图理解大脑是如何计算
的，利用计算机模拟大脑功能；神经信息学集成了神经科学各个子领域的数据，以帮
助人们理解大脑和治疗疾病，包括数据的采集、共享、发布以及信息的存储、分析、
建模和仿真；系统神经科学遵循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数据流路径来定义进行信息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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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并使用这些信息来解释行为功能；社会神经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致力于
理解生物系统如何实现社会过程和实施社会行为（Nordqvist，2014）。
表 2-1
概

基本概念

念

特

征

神经科学

研究神经系统如何发育及其结构和功能

认知神经科学

利用行为和大脑的证据来理解人类的认知

脑成像

一种专注于大脑的医学影像学分支。它可以用于研究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以及
不同的活动会如何影响大脑

认知心理学

通过行为证据来理解人类的认知

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

结合实验和脑成像技术来探索创业现象

创业认知
实验创业

旨在了解人们在机会评估、新企业创建和成长中用于评估、判断或决策的知识
结构
在创业研究中使用自然的、经济的和假设的实验

当将上述神经科学分支的新知识整合起来研究创业现象时，至少包括两个非常关
键的基本要素：一个是实验研究范式，另一个是脑成像技术。一方面，尽管创业研究
成果中仅有少数研究采用了实验方法（Patel and Fiet，2010 ；Schade and Burmeistar，
2009 ；Simmons et al.，2016），但实验设计和脑成像技术是神经科学开展研究的基本
范式。实验法通过控制进行假设检验（Huettel et al.，2009），借助严谨的实验设计，研
究者可以通过在实验中设置操纵变量和测量变量来进行有效的假设检验（Huettel et al.，
2009）。当然，实验法既有好处又有弊端（Coolican，2014），但是对创业研究而言，实
验法的好处可能多于弊端（Krueger and Welpe，2008 ；Schade and Burmeistar，2009 ；
Shepherd et al.，2015 ；Simmons et al.，2016）。这是因为大多数创业研究聚焦于个体
层面，所以实验法可以对个体水平的行为和过程进行最可靠和有效的评估（Patel and
Fiet，2010）。
因此，精心设计的实验是成功应用神经科学方法研究创业问题的前提。另一方面，
技术要素同样重要。人类思维已经被研究了几千年，但是关于人类大脑的研究大约只
有一个世纪（Carter and Shieh，2015）。150 年前，研究人类神经系统的能力仅限于直
接观察和检查大脑损伤对人体机能的影响（Carter and Shieh，2015）。随着技术的高
速发展，现代神经科学家已经有数百种技术可以用来回答具体的科学问题（Carter and
Shieh，2015）。
神经科学领域众所周知的是全脑技术，它们既可以是结构性技术，又可以是功能
性技术。结构性技术生成大脑的解剖结构图像，而功能性技术生成神经活动的生理过
程图像（Carter and Shieh，2015）。例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磁图（MEG）
是功能成像技术，因此适用于创业领域。
虽然这些技术可以通过提高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对大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Carter
and Shieh，2015），但是它们对于创业研究的适用性仍存在着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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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可以推进创业研究发展（Blair，2010 ；de Holan，2014 ；Krueger and Welpe，
2014）， 帮 助 我 们 更 好 地 理 解 创 业 者 的 决 策 过 程（Smith，2010）、 创 业 认 知 和 情 绪
（Krueger and Welpe，2008 ；Wargo et al.，2010）等因素在大脑中如何产生和表现。其
他学者对神经科学和创业之间的交叉则持谨慎态度（Beugré，2010 ；Tracey and Schluppeck，2014）。
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是指使用实验设计和脑成像技术的创业研究。尽管术语仍
然通用，但脑科学的创业研究不同于神经创业学或创业神经科学。例如，神经创业学
是神经科学、创业 / 创业认知和实验的交叉点（Krueger and Welpe，2008）。而其他学
者把它描述为从神经科学、神经心理学和神经经济学中延伸出的一个新领域，以更好
地理解和检验创业者如何思考、行动和决策（Blair，2010）。但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
究不同于实验创业学。实验创业学从经济学，认知、社会和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
哲学以及进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仅通过实验对创业者行为进行研究（Krueger and
Welpe，2008）。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可以描述创业者个体或创业团队在神经层面和
行为层面的认知 / 情感 / 动机 / 激素过程。认知 / 情感 / 动机 / 激素水平可以通过神经基
质（neural substrate） 和行为反应体现内部心理过程。神经层面的研究关注识别创业者
表现出特定类型行为时激活的大脑区域，而行为水平的研究则关注创业者的各种刺激
反应。图 2-1 对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的关键组成部分进行了总结。1

图 2-1

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

为了理解脑科学在创业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和贡献，理解图 2-1 中所强调的基本概念
是必要的。
神经基质是神经科学中的术语，用来表示特定行为或心理状态下潜在的神经系统或大脑系统。—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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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创业认知到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
在创业认知领域内如何探究更深层次知识结构的可能性引发了学者们对神经科学

工具的兴趣（Krueger and Day，2010）。创业认知是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派（Mitchell
et al.，2007 ；Mitchell et al.，2002 ；Mitchell et al.，2004）。简单地说，创业认知涉及
“创业者如何思考”的问题（Mitchell et al.，2007）。在创业认知研究领域，尽管早期研
究集中在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Saver and Scott，1991），但目前研究只拓展至关注启
发式逻辑（heuristic-based logic）
（Simon et al.，2000）、知觉过程（perceptual processes）
（Gaglio and Katz，2001）、专业知识（expertise）（Mitchell et al.，2000）和效果推理
（effectuation）
（Sarasvathy，2001）等方面。
通过强调社会情境认知（socially situated cognition），近年来关于创业认知的研究
概念化体现出从静态认知到动态认知的转变（Randolph-Seng，Mitchell and Mitchell，
2014）。伦道夫森（Randolph-Seng）等人认为，这些新的发展集中在四个主题：理论、
创业情感、创业神经科学和创业思维。卡斯鲁德和博朗巴（Carsrud and Brännback，
2014）提出了以链接为中心的研究框架（linkage-focused work），试图将诸如意向和
动机等认知因素连接到诸如目标设定等后续行为上。伯德（Bird，2014）强调创业行
为是最直观和最容易被观测的认知结果。伦道夫森、威廉姆斯、哈耶克（RandolphSeng，Williams and Hayek，2014）还将非意识认知研究文献与创业意向和直觉研究相
结合。
与此相关的还有感觉和思维的相互作用。富等人（Foo et al.，2014）认为情感与认
知存在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对分析的时间和层次均有影响。格雷格（Grégoire，2014）
关注创业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情感与认知因素的作用，认为其作用结果取决于情感与认
知的持久性或偶发性所带来的影响水平。为了探索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创业绩效，其他
学者提出并检验了一个文化情境模型，该模型涉及创业情绪 / 激情和认知 / 自我效能
（Drnovsek et al.，2014）。鲍克斯等人（Baucus et al.，2014）阐述了创业者的大脑在生
理上和大多数人一样，但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方面与常人不同。除了解释机会信念的形
成和成功实施之外，麦克穆伦等人（McMullen et al.，2014）还指出创业神经科学可能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视角。
在创业思维方面，福布斯（Forbes，2014）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大规模编码过程（例
如媒体）和网络形成（市场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因为这种先进的符号系
统（甚至是新机会的概念化）依赖语言传递思想，最终被外部所接受。克拉克和科内利
森（Clarke and Cornelissen，2014）提出了语言在塑造创业者想法时的形成作用，并阐
明创业者试图获得利益相关者和资源提供者的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可。这个描述试图表
达一些关于创业认知的关键发现，并揭示其对方法和技术局限性的关注。这些局限性
呼吁我们考虑从脑科学驱动的视角来推进创业研究的发展。奥莫雷德等人（Omorede et
al.，2015）指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认知主题在方法上很有挑战性。原因在于人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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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反思他们自己的意识过程，大脑的研究和脑扫描等程序应当是我们尝试的下一步。”
鲍克斯等人（2014）提出，神经科学有助于呈现创业者的人类属性。

优势与局限
对于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的学术价值，既存在着乐观态度也存在着批判的声
音。乐观主义者认为，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从新工具的层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de
Holan，2014）， 可 以 从 多 个 方 面 推 动 创 业 研 究（Nicolaou and Shane，2014）。 这 些
技术的使用有助于了解创业者如何思考，这是创业者认知研究试图解释的主要议题
（Mitchell et al.，2007）。神经科学可以从生物学观点对创业研究进行补充（Nicolaou
and Shane，2014），并能够提供可在课堂上开发和讲授的证据，有助于从各个方面理解
创业实践和创业者（de Holan，2014）。谢徳（Schade，2005）强调，神经科学可以更
近距离地关注个人决策的潜力。沿着这一方向，克鲁格和韦尔佩（Krueger and Welpe，
2014）声称，神经科学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
神经科学工具可以对大脑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发生之处进行检测（de Holan，2014）。
例如，神经科学工具能够不必询问就分析出一个人在观察他认为美丽或丑陋的事物时
大脑的变化情况（Cela-Conde et al.，2004），从而避免混淆、称许性或谎言的问题（de
Holan，2014）。德霍兰（2014）认为神经科学的研究潜力是巨大的、广泛的，且不局
限于行为决策理论、博弈论、感知、情绪和情感的话题。霍斯基森等人（Hoskisson
et al.，2011）指出，这些问题可能更接近于神经系统的范畴：当创业者识别或构建机
会、想办法或拼凑时，他的大脑发生了什么？是他的大脑功能更优越，还是仅是病理
上的偏见使其免受低成功率的影响？还是说创业者的成功与机会识别与资源调度的
能力有关？ 2 对于创业成功，优越的理性能力重要，还是迷惑他人的能力更重要？或
者两者都重要，又或者是两者都不重要？这些差异是天生的吗？它们能被开发和培育
吗？创业者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发现机会吗？如果他们的确能更快发现机会，他们会
更容易出错吗？
德霍兰（2014）认为，与现有的研究方法相比，霍斯基森的问题可以用神经科学
工具更好地进行回答，并且这一答案可能显著改变大家对创业者、创业过程和创业管
理的看法。如果需要对创新和绩效的微观前提开展更多的研究，我们就不能忽视任何
人类决策和行动的基本微观前提：大脑（de Holan，2014）。创业可以使用神经科学中
开发的理论和技术来帮助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而神经科学研究可以在科学领域中开
发有趣的科学现象（Blair，2010）。简单地说，神经科学在创业中的应用代表了一个独
特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些以前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更好的方式来测试那些以
前甚至没有被问过的问题，并得到更好的答案（Krueger and Welpe，2014）。
另一方面，神经科学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受到了一些质疑。迈克布莱德（McBride）（2014）认为，将感兴趣的问题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技术联系起来的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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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反而是混乱的或只是部分真实的。特蕾西和施鲁皮克（Tracey
and Schluppeck，2014）声称，目前神经影像学不能对霍兰提出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答
案。认知过程非常复杂，不确定性非常大，以致人们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十分模糊。例
如，机会识别是否仅存在于其他人所不拥有的大脑特定部分的特定认知功能当中？同
时，创业者（和他们的大脑）嵌入于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这使得这些功能更加难
以得到解释（Tracey and Schluppeck，2014）。将神经影像的力量过分延伸，可能会使
创业研究受到嘲笑（Tracey and Schluppeck，2014）。
多数神经科学家不相信更高水平的认知功能可以局限在一小部分大脑区域中—
这些功能很可能涉及分布于大脑不同区域的神经活动（Tracey and Schluppeck，2014）。
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执行特定任务时，大脑的一部分显得更活跃，并不一定意味着它
就是负责这项任务的大脑的唯一部分（Logothetis，2008）。特蕾西和施鲁皮克（2014）
声称，对 fMRI 是否能体现发生在特定脑区的兴奋性或抑制性的神经反应这一问题，仍
存在着争论。神经成像数据与任务或行为特征所表现的统计相关性并不意味着被识别
的区域起着因果作用。正如韦德（Wade，2006）所指出的：“如果扫描显示当有人在涂
鸦时某个大脑区域会亮起来，那并不意味着这个区域是一个涂鸦中心！”
包括上述所提神经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的局限性在内，神经创业学缺乏可信性
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建立于非理论（个体与机会结合）的创业现象的观点之上，而且
该观点本身还建立在非常可疑的本体论之上（McBride，2014）。与任何用于研究社
会现象的方法一样，神经科学使用的工具和方法都受到限制、偏见和边界条件的影响
（Eastman and Campbell，2006 ；Vul et al.，2009）。神经科学并不是解决所有研究问题
的方法，然而，不使用如此强大和可用的研究方法将是一个错误（de Holan，2014）。

2.4

文献回顾总结
我们的分析揭示了不少创业研究的已有研究结果实质上与创业者大脑高度相关。

本研究涵盖了 1900～2016 年间发表于同行评审期刊的可靠实证论文。研究概要请见
表 2-2。
表 2-2
关键内容
研究问题

定义

研究总结

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人
（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
个体决策效率差异的神经基础是什么

决策效率的操作性定义总报酬除以响应
时间

奥尔蒂斯 - 泰尔兰等人
（Ortiz-Terán et al.，2014）
在制定创业决策时，神经生理学特征和
人格特征之间有什么关系
决策制定是一个常见的任务，它在感知
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一过程受到诸如人格或注意力等因素的
影响。它有多个步骤，包括多个选项评估、
行动和结果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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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关键内容

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人
（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

奥尔蒂斯 - 泰尔兰等人
（Ortiz-Terán et al.，2014）

当做一项需要快速并有效决策的任务时，
创始人和非创业者的决策在神经生理学
与面临专业化选择的群体相比，面临紧迫
和反应时间上大不相同
且异质决策的个人有更好的表现

假设

总报酬除以响应时间

反应时间

探索式和利用式决策

决策速度

任务测量

四臂赌博机任务

斯特鲁普反应时间任务
人格：气质性格量表修订版

数据收集工具

fMRI

EEG

样本

24 名创业者和 26 名管理者

决策制定的测量

25 名 创 始 人 和 20 名 非 创 业 者（从 未 创
办过企业的人）

统计方法

SMP 工 具 箱、Matlab v7.4、 广 义 线 性 模
型、方差分析

曼 - 惠特尼非参数检验、线性回归、方
差分析 F 检验、Logistic 回归分析

主要结论

各组在回报方面具有可比性
与管理者相比，创业者在较少的时间内
得到相同的结果，表现出较高的决策效率
和更强的额叶皮质激活程度
在创业者的前额叶皮质中发现了神经信号
利用和探索行为会激活不同脑区
利用式选择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
探索式选择涉及额叶顶叶区、前扣带回
皮质和蓝斑

反应时间表明，无论是在行为还是在生
理上，创始人都比非创业者做出决定的速
度更快
更快的决策可能与更好的选择性视觉注
意力、反应选择和执行控制能力有关
与非创业者不同，创始人大脑在补充运
动区（下顶叶沟）和眶额皮质中显示有活动
寻求新颖性的参数在创始人中十分显著

2.4.1

基于脑科学的创业研究成果的发现与贡献

我们将通过实证研究的结果说明脑科学驱动研究对创业研究的价值，并从理论、
行为、神经、实验和技术五个角度提出概念性观点。

2.4.2

建立在决策速度基础上的决策效率

创 业 者 的 大 脑 在 生 理 上 和 其 他 人 的 大 脑 一 样， 差 异 主 要 体 现 在 经 验 和 知 识 上
（Baucus et al.，2014）。这些差异因创业情境而变得重要，因为在高不确定性、模糊
性、时间压力、情绪强度、高风险的创业情境下，创业者决策不同于一般性决策活动
（Baron，2008 ；Busenitz and Barney，1997 ；Mullins and Forlani，2005）。一些研究从
大脑层面探讨了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并总结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决策能力之
间的根本差异（Stanton and Welpe，2010）。基于不同的概念视角和方法，这些研究聚
焦于“创业决策”问题。判断和决策是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重
要话题（Gilovich and Griffin，2010 ；Hastie，2001）。在创业领域，创业决策的主题也
非常重要（Baron and Ward，2004 ；Shepherd et al.，2015）。近期的一篇文献将与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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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主要决策活动分为七类决策框架：机会评估决策、创业进入决策、机会开发决
策、创业退出决策、启发式决策和决策偏见、决策者的特征以及决策情境（Shepherd
et al.，2015）。
这些研究指出了创业决策的三个维度：机会评估决策、机会开发决策（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和创业决策者特征（Ortiz-Terán et al.，2014）。机会是创业的核
心，因此了解创业者如何完成与机会识别、评估和开发相关的决策，对于提高我们对
创业活动的认识至关重要（Shane，2003 ；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同时，个
体的信仰和欲望是异质的，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选择成为创业者，而其
他人选择成为管理者或其他与雇用相关的角色（Shepherd et al.，2015）。劳雷罗 - 马
丁内斯等人（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研究了创业者和管理者决策效率的神经
生物学机制，他们用决策收益除以反应时间来测量决策效率。他们强调，迅速做出决
策的能力对于应对环境的快速变化、谋求企业生存和市场绩效来说至关重要。奥尔蒂
斯 - 泰尔兰等人（Ortiz-Terán et al.，2014）测量了创业决策中的神经生理学因素和人
格特征之间的关系。他们主要关注创始人（founding entrepreneurs）与非创始人创业者
（non-founding entrepreneurs）之间的决策有何不同。简而言之，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人
（2014）评估了决策制定的质量和时间，而奥尔蒂斯 - 泰尔兰等人（2014）主要关注了
反应时间（决策速度）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反应时间是刺激（或事件）开始与产生行为反应（例如按钮按压）之间的时间间隔
（Bear et al.，2007）。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人（2014）得出结论：与管理者相比，创业
者可以更有效地做出决策。他们的结果表明，专家型创业者的有效决策主要得益于其
追踪证据的能力和脱离当前安全选项的能力，并且这两种机制都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
奥尔蒂斯 - 泰尔兰等（2014）的证据表明与非创始人创业者相比，创始人可以更快地
做出决策。在作者看来，创始人可能更倾向于机会的识别和捕捉，更急于迅速决定捕
捉哪些机会。然而，他们将重要的认知资源用于决策关闭机制（decision closure）和剩
余冲突的解决（Ortiz-Terán et al.，2014）。创业者必须在这一过程中投入更多脑力劳动
的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检查和反思他们刚刚做出的决定（Baron and Ward，2004）。
这些研究为创业决策的认知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证据。认知视角关注的是心理过程，
如感知、记忆、推理、决策和问题解决，并且它假设只有通过研究心理过程才有可能
完全理解生物体所做的事情（Nolan-Hoeksema et al.，2014）。创业活动受到认知偏见
的影响，认知偏见对创业决策的影响非常显著（Baron，2004 ；Busenitz and Arthurs，
2007 ；Shaver and Scott，1991）。为了检验决策效率，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人（2014）
将认知与探索 - 利用的观点相结合。奥尔蒂斯 - 泰尔兰等人（2014）则从认知和人格
特质的混合视角对决策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从认知观的角度做出了研究贡献。将这些研究成果与已有的创业决策框
架相结合会做出进一步的理论贡献，例如效果推理（effectuation）和因果推理（causation）（Maine et al.，2015）、自然决策（naturalistic decision making）（Gustaf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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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创业决策的 S-O-R 模型（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model，S-O-R model）
（Michl et al.，2009）等。这些研究描绘的确定性水平（高、中、低）和诱发的认知过
程（例如，直觉认知、启发、分析）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受到认知续线理论（cognitive
continuum theory）（Hammond，1988） 或 造 成 创 业 者 和 其 他 人 对 认 知 错 误 易 感 性
（susceptibility of cognitive errors）差异的因素（Baron，1998）的促进。
巴伦（Baron，1998）证实，由于创业环境的特殊性（特别是高水平的不确定性、新
颖性、情感投入和时间压力），创业者倾向于表现出决策偏见（decision-making biases）
或启发式（heuristics）决策，其中包括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情感注入
（affect infusion）、归因风格（attributional style）、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和自我辩
解（self-justification），以及自我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等（Baron，1998）。
由于创业者比管理者更倾向使用决策偏见和启发式决策（Busenitz and Barney，
1997），因此在研究设计中纳入对启发式决策的观测就很有价值。创业认知的有些概念
尽管可以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Mitchell，1994），却不能直接用于分析创业决策，因
为情绪和动机在创业决策中也起着关键作用（Michl et al.，2009 ；Reed，2010）。证
据表明，大脑容易被情绪状态所欺骗，从而难以做出完全理性的决断（Camerer et al.，
2005）。劳伦斯等人（Lawrence et al.，2008）发现成功的创业者和管理者的共性是有较
强的理性分析能力（“冷”认知），但创业者在同时做出理性思考和感性思考（“热”认
知）方面有明显优势。更为重要的是，“热”认知和“冷”认知往往会发生于大脑额叶
（frontal lobes）的不同区域（Krueger and Welpe，2014）。
巴伦（1998，2000，2008）认为，创业者决策时会有着非常强烈的情绪体验，这
包括积极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如愉悦和快乐，可能会导致创业者无法完全评估
所有可能的结果选择，从而做出草率的决定（Aridichvili et al.，2003 ；Baron，2004，
2008）。消极情绪，如焦虑和羞耻，并不会产生与积极情绪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们的影
响存在着很大的差别（Michl et al.，2009）。
虽然一些研究仍然把情绪和认知看作两种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现象，但人们普遍
认为不能将情绪和认知分开研究，只有将两者相结合才能理解它们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Michl et al.，2009）。从大脑的角度来分析创业决策中的情绪和动机就是未来研究的重
要任务。这些研究从认知与利用 - 探索（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以及认知与人
格特质等理论视角（Ortiz-Terán et al.，2014）研究了决策过程，这些研究都进行了大
脑层面的分析，这是以前的研究从未尝试过的。我认为这些发现是深入研究创业决策
现象的开始，但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情绪和动机因素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2.4.3

行为操控

认知视角通过专注于特定行为来研究心理过程，主要目的是解释行为背后的内在
过程（Nolan-Hoeksema et al.，2014），决策就是其中一个过程。正如神经科学一样，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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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需要使用实验任务来操控行为。神经科学的研究包括两个步骤：第
一个步骤的目的是评估行为的结果效应，并且只有当这些行为效应可以通过神经成像
工具呈现时，才能将其应用于研究现象与神经的相关性（Palva，2014）。摆脱行为要件
可能导致结果缺乏可信度（Palva，2014）。因此，任何基于脑研究的创业研究都应符合
这一要求。过往的研究首先都正确地进行了行为分析。它们通过两个任务来操控参与者
的决策：基本的斯特鲁普反应时间任务（Ortiz-Terán et al.，2014）和四臂赌博机任务
（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前者是指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与颜色词汇（词语“蓝
色”“绿色”“红色”）本身所表述的不同的颜色（例如，“蓝色”这个词语是用绿色或红
色印刷的）（Ortiz-Terán et al.，2014）。后者是利用 - 探索决策的经典任务（Daw et al.，
2006），它涉及在四个不同的赌博机中重复选择，从而实现在连续试次中的可变增益，
所有这些实验都具有相同的结构（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这两个任务通常被
认为是代替创业决策的合理方式，这是由于创业决策通常是在有限的时间、知识和计
算能力的约束下做出的（Rieskamp and Hoffrage，2008）。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
是认知心理学中最著名的范式之一（MacLeod，2005）。基于词语阅读比给图片或颜色
命名更熟练的理论解释，“自动化”
（automacity）概念被引入心理学（Cattell，1886）。
在斯特鲁普任务期间产生干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熟练程度（Cattell，
1886）、处理速度（Dyer，1973）、因同时进行单词和颜色两个维度的处理而引发的竞
争（Logan，1980），以及单词路径的熟练度积累大于颜色路径（Cohen et al.，1990）。
这些可能的因素说明，将斯特鲁普任务实验的结果解释为特定类型的处理或特定过程
的证据是不可靠的（MacLeod，2005）。了解这些干扰因素背后的原因是第一步，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创业者在面对一个模糊刺激物时会如何做出反应。科学测量决策
的速度因素很重要，这提供了与非创始人创业者相比，创始人决策速度更快的科学证
据。这些为创业决策研究做出了贡献。
过往研究认为，创业者在制定决策时比管理者更依赖于启发式（Deligonul et al.，
2008）；与管理者相比，新创企业的创始人不得不更快地做出决策（Shepherd et al.，
2015）；启发式有助于促进创业决策（Busenitz and Barney，1997）；乐观、经验和过度
自信等因素会影响创业决策（Shepherd et al.，2015）。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观测决
断时刻，也没有试图解释其背后的神经机制。由于每项任务都有待改进，所以下一步
自然是在斯特鲁普任务中对情绪进行评估（McKenna and Sharma，1995）。除此之外，
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人（2014）使用的四臂赌博机任务适合操控创业决策，因为创业
者会对于在何处寻找新的机会以及如何利用已知的机会做出决策（Bryant，2014）。他
们还将注意力集中在绩效的测量上，这也是认知神经科学中的一个主题（Cohen et al.，
2007；Daw et al.，2006）。
与奥尔蒂斯 - 泰尔兰等人（2014）类似，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人（2014）的研究
是首次在创业探索和利用的背景下应用四臂赌博机任务。劳雷罗 - 马丁内斯（2014）
所使用的任务是原来赌博问题的修改版。这是一个动态决策任务，描述十分简单，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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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适合可控的实验室研究，并且代表了广泛的现实世界问题（Steyvers et al.，2009）。
这项任务适合创业研究的原因在于：赌博问题为研究人类决策和问题解决的能
力提供了一个有趣且有用的任务（Steyvers et al.，2009）。它们提供了类似于许多现
实世界问题的挑战，但这些问题非常简单易懂。它们要求人们以聪明的方式来搜索他
们的环境，做出决策，探索不确定的替代方案，并利用熟悉的方案（Steyvers et al.，
2009）。有效搜索信息的能力、在探索和利用之间取得适当平衡是成功决策的基本要求
（Gigerenzer and Todd，1999），而赌博问题揭示了人们如何做出决策以及如何将信息纳
入决策（Schulz et al.，2015）。
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2014）的研究首次基于创业者大脑直接收集的数据来评估
决策效率，并对可能发生的过程进行详细阐述。他们还证实，创业者在面对探索和利
用任务时，比管理者的决策速度更快，并且与管理者一样有效。考虑到越来越多的研
究基于大企业（Jansen et al.，2012 ；Stettner et al.，2014）这一狭隘角度进行研究，而
很少关注中小企业（Frigotto et al.，2014）以及个体层面的创业行为（Kuckertz et al.，
2010 ；Voutsina et al.，2014），劳雷罗 - 马丁内斯团队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结果切中了这
些研究的要害。
除了通过适当的实验任务和隐含的认知机制跟踪创业者的决策效率之外，还可以
通过对情绪和人格特质的考虑进一步改善这项研究，因为赌博问题中的表现似乎也与
控制风险行为的人格特质有天然的联系。在解决一个赌博问题方面，过多的探索可以
被视为一种风险寻求行为，而过多的利用可以被视为风险规避行为（Steyvers et al.，
2009）。此外，分析解决赌博问题时的个体差异也很重要（Steyvers et al.，2009），这
也是与创业研究相关的概念，因此仍然是未来研究的主题。

2.4.4

实验设计

脑成像专家经常抱怨的是人们对这种研究方法存在误解。有些人认为这种研究方
法就是简单地把人放进扫描仪，向他们呈现一些刺激，然后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像任何其他技术一样，全脑成像的实验必须经过精心设计和诠
释，而不仅仅是那些非专家认为的仅通过看就可以得到结果（Carter and Shieh，2015）。
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需要做到非常精确。与神经科学中的任何其他实验一样，实验
研究关注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自变量是受研究者有意操纵的实验变量，研究
假设自变量将会导致因变量的变化（Carter and Shieh，2015）。实验这个词的技术意义
就是首先操纵世界的某个方面，然后测量该操纵的结果（Huettel et al.，2009）。
实验可以分离出前因和后果。由于自变量和许多外部影响是可控的（Coolican，
2014），因此实验研究具有较高的效度，可以消除或减弱事件的替代性解释（Coolican，
2014）。尽管实验方法可以解决创业实证研究在理论构建（Colquitt，2008）中的内部
效度问题（de Holan，2014），帮助我们从快速变化的其他因素中有效地区分出我们感

19

20

神经创业学

兴趣的变量（Krueger and Welpe，2014），但创业研究中的实验方法并不普遍（Schade
and Burmeister，2009；Simmons et al.，2016）。
在 SSCI 数 据 库 上 使 用 关 键 词“ entrepreneur* ” 和“ experimental design ” 搜 索
2000 年之后的文章，共得到 996 篇文章，其中仅有 13 篇文章使用实验（8 篇）或准实
验（5 篇）的方法。这表明，使用实验法发表论文在创业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为 3%。虽
然这些研究在设计和测量工具方面有所不同，我们无法对其进行严格的比较，但我们
可以就其实验设计进行评估。这些精心设计的实验有三个共同的关键特征：自变量的适
当性、因变量的适当性和假设的可检验性（Huettel et al.，2009）。在实验中，自变量可
以是刺激、任务，甚至是被测试对象之间的个体差异，例如他们的年龄、性别或疾病
状态（Carter and Shieh，2015）。奥尔蒂斯 - 泰尔兰等（2014）测量了斯特鲁普任务所
产生的事件相关电位（ERP），特别是 N2003、P3004 和 N4505，并用“气质性格量表修
订版”6 进行了补充检验。他们使用脑电图（EEG）收集脑电活动。劳雷罗 - 马丁内斯
等（2014）测量四臂赌博机任务所产生的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level dependent，
BOLD）信号强度，并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收集间接的脑活动数据。
他们所采用的自变量是合适的：斯特鲁普任务（Ortiz-Terán et al.，2014）和四臂
赌博机任务（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使用主观设定的事件边界是合适的，因
为与其他人为被试完成任务相比，它可以更好地估计每个个体的表现。（Huettel et al.，
2009）。鉴于直到参加者第一次看到实验任务之前，他们都没有完成过类似的任务，因
此自变量的选择是无偏的（Huettel et al.，2009）。尽管 EEG 和 fMRI 都有优点和缺点，
但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Ortiz-Terán et al.，2014）和 BOLD 信
号（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这两个因变量的选择都是合适的。例如，实验中
所使用的脉冲序列可以提供良好的 BOLD 和 ERP 参照，从而可以适当地测量因变量
（Huettel et al.，2009）。最后，研究假设预测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时
间点相比，BOLD 信号和 ERP 的变化应该发生在事件边界。这些结论也是可证伪的，
因为与事件边界显著相关的 BOLD 或 ERP 可能不存在（Huettel et al.，2009）。基于上
述理由，这些研究是精心设计的，能够回答提出的实验问题。

2.4.5

创业决策的神经认知机制

社会和心理科学可以研究环境或人格特征对行为的影响，并且可以推断认知和情
绪的基础（Polezzi et al.，2012）。然而，研究环境、行为和神经基础之间复杂的相互影
响也同样重要（Polezzi et al.，2012）。出于这个原因，神经科学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
理解决策（Polezzi et al.，2012）。借助于全面的实验设计和标准的神经影像技术，这些
研究成功地定位了与决策有关的脑区，并就创业者大脑如何产生创业决策提供了解释。
奥尔蒂斯 - 泰尔兰等（2014）发现企业创始人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较少的时间将刺激
形象化，这个活动主要是在枕叶区（occipital area）进行，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创始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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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刺激。创始人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决策后评估，研究人员提出这可能是由于创始
人的记忆、主动搜索、注意力、复杂计算、建立比较、决策和检查答案的系统之间存
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他们还发现，可以通过脑定位来区分创始人的两个先后发生的认
知过程：前者与运动反应的启动相关，主要在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后者用来分析并评估一个给定的反应，与认知过程相关，主要在额叶前区（anterior
frontal region）。
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2014）发现，与管理者相比，创业者决策效率更高且他
们的额极皮层（frontopolar cortex，FPC）的激活程度更强。研究证实利用式选择激活
了与奖赏预期（Tobler et al.，2007）和跟踪当前选择的价值（Boorman et al.，2009 ；
Kolling et al.，2012）有关的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探索式选择需
要 额 顶 区（frontoparietal region）、 背 侧 前 扣 带 皮 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和蓝斑（locus coeruleus）的背侧部（dorsal sector）参与，并且与执行和注意力
控制相关（Boorman et al.，2009；Corbetta and Shulman，2002）。他们的结论是，个人
能够跟踪证据以支持不断发展的替代选择，并且能够将注意力从当前可靠的选择中解
脱出来，这两种机制都可以提高决策效率。这些相同的技能可能会促进创业成功，这
些努力需要适应迅速变化和无情的环境。
虽然完美的研究既不必要也不可能（Davidsson，2007），这些发现首次尝试了解创
业者在大脑层面上的决策过程，并且增加了现有理论的分析深度（Endres and Woods，
2006）、过程（Gibcus and Hoesel，2008，Schade and Burmeister，2009 ；Vermeulen and
Curseu，2008）和模型（Khefacha and Belkacem，2015 ；Macchione et al.，2013 ；Miao
and Liu，2010 ；Olayinka et al.，2015 ；Pech and Cameron，2006 ；Vermeulen and Curseu，
2008）。通过将其结果嵌入决策过程的三个阶段（想法出现、想法阐述以及决策实施）
（Gibcus and Hoesel，2008），或者是决策中的六个步骤（识别、制定、搜索、评估、选
择和实施），可以加强其结果的解释力。如果创业者的决策过程受决策者的属性与他所
面临的具体情况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那么考虑具有不同认知决策内容特征的决策风
格可能是有帮助的（Lucas et al.，2008）。
这些研究的设计基于认知观点，因此可以通过使用认知地图（Gómez et al.，2000）
和认知脚本等工具来分析和检测创业者的认知结构，理解创业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差异
（Brännback and Carsrud，2009）。这些研究首次探索了在模糊任务（Ortiz-Terán et al.，
2014）和探索 - 利用任务（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中创业决策的相关神经因素，
并利用神经科学研究中发现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结果。他们得出结论，创业者可以更
快地做出决策这一现象可以被认知科学中的速度 - 准确性权衡的基本发现解释：决策
者可以以增加决策时间为成本来提高决策的准确性（Busemeyer，2015）。做出决策需
要时间，做出选择所花费的时间也可以改变决策结果本身（Busemeyer，2015）。
此外，EEG 和 fMRI 技术首次被用于分析创业决策，并为连接决策与速度（OrtizTerán et al.，2014）和效率提供了证据（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奥尔蒂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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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兰等（2014）通过实验取得因果证据，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人的研究（2014）有
助 于 促 进 以 追 溯 性、 自 我 报 告 和 相 关 性 研 究 方 法 为 主 的 研 究 领 域（Simmons et al.，
2016）的理论建构。对那些怀疑大脑层面的创业研究方法潜力的人来说，这些结果可
能不足挂齿，但对那些将这些证据作为新兴研究方向的自然完善步骤的人来说，这些
证据可能代表新的机会。

2.4.6

EEG 和 fMRI

创业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探索创业者与非创业者（Busenitz and Barney，1997 ；
Mitchell，1994 ；Mitchell et al.，2002）、创业者之间（Baron，2004，2006 ；Mitchell
et al.，2007）的思维差异。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决策，决策制定都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选择、抑制、规划和执行控制等方面的神经过程（Purves et al.，2008）。
要理解决策背后的认知过程，意味着研究一切有利于形成最终决定的因素（Polezzi
et al.，2012）。若干技术允许神经科学家研究人类认知、情绪、感觉和行为的神经基
础（Carter and Shieh，2015）。这些方法被称为功能性脑成像技术（functional brainimaging technique），它们无须物理穿透颅骨（Carter and Shieh，2015），就可以测量中
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活动，即确定哪些神经结构在特定心理操作过程中被激活（Carter
and Shieh，2015）。这些工具可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显示大脑中某些区域的信息（Carter
and Shieh，2015）。帕尔瓦（Palva，2014）认为神经相关因素的发现需要以先前确证
的行为数据为前提。这些研究通过使用两种脑成像技术—fMRI（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和 EEG（Ortiz-Terán et al.，2014）来研究创业者和非创业者之间的神经
认知决策机制。由于如何使用 fMRI 或 EEG 的问题不在本章的范围内，感兴趣的研究
人员可以参考有关 fMRI（Buxton，2009 ；Huettel et al.，2009 ；Jezzard et al.，2001）
或 EEG（Picton et al.，2000）设计和分析的其他材料。
这两种工具都适合这些研究，这是由于它们在神经科学中常被用于监测决策过程
中的证据或偏好累积过程（Busemeyer，2015）。在创业研究中，这是第一次将这些技
术应用于决策制定研究。EEG 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技术，能测量大脑表面的总体脑电活
动（Carter and Shieh，2015）。虽然它不是真正的脑成像技术，无法单独产生有意义的
大脑图像，但是它可以以毫秒的时间分辨率来确定特定状态的意识（Carter and Shieh，
2015）。EEG 的一个强有力的应用是 ERP，它可以报告 EEG 中与特定的感觉、认知或
运动事件相关的独特、固定的波形。例如，如果被试突然听到警报，声音的感知可以
表示为脑电图波形中的 ERP（Carter and Shieh，2015）。ERP 波形是一种可反映参与刺
激加工的不同认知成分的电信号，系统地改变刺激的某些方面可能导致 ERP 波形在特定
方面产生系统性的变化。这使得推断出认知过程的时刻和独立性成为可能（Bear et al.，
2007）。
ERP 数据反映的重点是任务的时间和幅度（Bear et al.，2007）。奥尔蒂斯 - 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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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等（2014）利用 ERP 来计算创始人和非创始人创业者的反应时间。在 LORETA 软
件的帮助下，他们还识别了斯特鲁普任务激活的大脑区域。然而，除了可能的决策机
制的解释之外，他们还无法厘清产生的一系列决策阶段。应用一般方法，如加因素法
（Sternberg，1969），将反应时间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助于更严密地解析出决策阶段。
此 外，fMRI 是 研 究 认 知 神 经 的 基 础 工 具（Aldrich and Carter，2004）。fMRI 的
主要目标是检测大脑中的 BOLD 信号的局部变化及其与给定任务或动作的潜在相关性
（Charron et al.，2008）。BOLD 是神经元代谢的标志，其原理是神经元的迅速活跃，需
要血液中的营养物质来支持其能量需求。作为血液动力反应的一部分，被激活的神经
元将迅速从血液中提取氧气。在被激活的神经元区域中，氧合血红蛋白的数量将多于
脱氧血红蛋白，这使得区域中的磁性产生变化。这种磁信号的变化可以用 fMRI 来检
测，进而获得 BOLD 信号（Hart，2015）。这种技术的最大局限性之一是，这种信号实
际上是大脑活动的间接信号，但其优点是这种技术在安全方面相对可靠，对大脑没有
损伤（Polezzi et al.，2012）。
劳雷罗 - 马丁内斯等（2014）应用 fMRI 评估创业者和管理者的决策效率与探索 利用在神经层面的关联。他们的发现非常重要。这是因为，除了表明大脑中哪些区域
在一种或另一种情况下被激活，fMRI 还可以提供自我报告法无法测量的，以及显性行
为无法表现的过程。这些结果可以识别复杂且重要现象背后的大脑因果机制，如创业
决策（Norris et al.，2007）。fMRI 和 EEG 可以相互补充，两者结合可以同时检测时间
和空间上的大脑动态过程（Babiloni et al.，2004 ；Dale et al.，2000 ；Liebenthal et al.，
2003）。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性：fMRI 空间分辨率的范围在毫米级，EEG 时间
分辨率的范围在毫秒级（Mulert et al.，2004）。这意味着更多的技术（fMRI、ERP 等）
和不同类型的数据（行为和神经生理学）可以进行整合，进而得到比仅仅基于行为数据
（Polezzi et al.，2012）更稳健和可靠的结论。
fMRI 和 EEG 的联合使用也可能有益于创业研究，但由于 fMRI 和 EEG 的联合使
用需要大量的新知识，因此实施起来很有挑战性。简而言之，这些方法还是很有前景
的（Foo et al.，2014）。脑成像不再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正在成为真正重要的方法论。
因此，当代研究者必须知道神经影像学（neuroimaging）的方法和语言，特别是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Norris et al.，2007）。

2.5

未来发展与研究议程
未来研究应该更关注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所产生的潜在价值，特别是（但不仅是）

在创业决策方面。有人认为，在神经科学领域开展创业研究是有价值的（Baucus et al.，
2014；de Holan，2014）。无论是在创业实践的各个方面，还是在对创业者的理解上（de
Holan，2014），神经科学都可以对创业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Blai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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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未来研究，我们提出了“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一词，定义如下：脑
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是指，使用任何形式的实验设计和已有（或未来可能有）的任何脑
成像技术的创业主题研究。脑成像技术在神经科学中的加速发展引起了来自各个领域
学者的关注。虽然这些工具对于我们的领域相对较新，但这些工具在经济学和市场营
销学等其他学科中已经过验证。该方法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客观
的角度解释诸如创业者如何感知机会并对机会展开行动、创业者的大脑如何运作，以
及创业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de Holan，2014）。
虽然神经科学技术很有前途（Foo et al.，2014），但它们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性：它
们依赖于反向推理，从特定脑区的激活推断特定的认知过程（Poldrack，2006）；这些
技术对大脑活动的测量得到的结果主要是相关性的，因此很难对特定行为产生的脑活
动进行因果关系的检验（Glimcher et al.，2009）。此外，由于只有少数的个体和环境适
用于 fMRI 环境，因此我们很难用 fMRI 研究操作环境因素和个体特征的相互作用、预
测人们如何决策等相关问题（Foo et al.，2014）。尽管如此，这些工具的优点不应被创
业研究者（特别是对研究认知、情感和动机感兴趣的学者）所忽视。例如，使用这些工
具有助于精确地分析人们在决策时大脑所发生的变化，还有助于准确地分析情感和认
知过程的神经联系（Foo et al.，2014）。
使用本章所强调的技术并不容易。它们的应用需要建立在精心设计的实验以及确
实存在的行为证据的基础之上。任何绕过这一神经科学“黄金法则”的尝试都会导致
不可信的证据（Palva，2014）。此外，该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质要求来自至少三个领域
的专家的合作：创业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有兴趣加入这一阵营的研究者可能需要
提升自身在各个领域的技能，包括实验设计、认知心理学以及其他更为专业的神经科
学领域。

2.5.1

拓宽研究的视野

探索创业者如何思考已经成为创业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
探索受到了方法论（Omorede et al.，2015）的约束，但同样也带来了神经科学所承载
的技术机会（Foo et al.，2014 ；Smith，2010 ；Wargo et al.，2010）。事实上，神经科
学可以提供新的方法，用于概念化和衡量决策的各个方面（Smith，2010）。这些研究
揭示了大脑层面的创业研究十分稀缺，因此在这一层面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创业者和非
创业者之间的创业决策速度（Ortiz-Terán et al.，2014）以及创业者和管理者决策效
率（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是否存在差异的话题。就像任何新兴的方法一样，
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技术和结果可能并不完美，但有很大的发展潜力（Blair，2010 ；de
Holan，2014；Nicolaou and Shane，2014；Smith，2010）。
神经科学工具促进了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的拓展（Smith，2010）。神经科学技术
和工具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很大（Nicolaou and Shane，2014），包括但不限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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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理论、博弈论、感知、情绪和情感等话题（Krueger and Welpe，2014）。除了更多
地探索关于特质、适应力、专长和思维模式等基于脑科学方法的研究话题（McMullen
et al.，2014），我们还特别鼓励未来研究从四个角度进行探索：从神经科学的其他分支
引入概念和理论，结合从多个层次进行分析，考虑每个阶段的创业过程机制，探索创
业心理过程和商业领域的联系。
第一，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情绪神经科学、行为神经科学、文化神经科学、计算神
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神经信息学和系统神经科学的研究，其原因在于：借助这些领
域的知识，研究者可以对创业决策背后的认知、动机、情感和激素分泌的过程和机制进
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它们还有助于研究激素（Nicolaou and Shane，2014）和遗传差异
如何影响大脑的网络、结构和功能（Toga and Thompson，2005）。这些主题可能为很
多创业研究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将这些主题融入创业领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研究者感兴趣的其他问题包括：
●

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创业者如何运用情绪进行决策？

●

决策前、决策中和决策后的动机机制是什么？

●

激素如何影响创业者的决策？

●

以上所有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创业者决策？

●

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利用这些因素时有何差异？

●

这些现象在大脑的哪些区域发生？

第二，洛和麦克米兰（Low and MacMillan，1988）认为，创业研究可以且应当进
行多层次的分析，并且这些分析可以相互补充。创业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
个体、团队、公司、行业 / 人口、地区和国家（Davidsson and Wiklund，2001）。采用
多层次的方式研究创业是由创业现象本身的特征决定的（Low and MacMillan，1988）。
除了需要在个人层面上进行更多的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在团队层面进行新的调查。
例如，创业团队研究主要有两个目标，团队互动（Breugst et al.，2015）和团队构成如
何影响团队和企业的发展（Knockaert et al.，2011），这些都可能在大脑层面上进行探
索。尽管这些尝试需要精心的实验设计和脑成像工具的有机组合，但这无疑是可行的。
其他层面的研究，包括企业、行业 / 人口、地区和国家，可能更具挑战性。
研究者感兴趣的其他问题包括：
●

认知如何影响创业团队决策？

●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认知如何影响创业团队的决策？

●

与管理团队相比，创业团队的动机是什么？

●

这些因素如何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等因素发生改变？

●

哪些脑区与这些因素有关？

第三，创业过程被定义为一系列接连发生的阶段和事件。这些阶段是对业务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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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推动业务运作、实施和增长的事件（Bygrave，2009）。这些研究没有提到创业
者具体参与了哪个阶段，但它们说明了这些创业者在那时都建立过至少一家企业（OrtizTerán et al.，2014），并且这些创业者已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并经营着自己的企业
（Laureiro-Martínez et al.，2014）。这意味着这些创业者可能处于实施阶段或成长阶段。
未来研究应该从大脑的角度更加深入地探索创业过程中的决策机制。例如，研究商业
概念化过程中或触发创业行为的事件中的创业决策可以为创业过程中决策的相互作用
提供新的证据。
研究者感兴趣的其他问题包括：
●

在创业过程的各个阶段，决策的认知机制是如何演变的？

●

在商业的概念化阶段和创业的启动阶段，情感和动机的相互作用是怎样的？

●

这些过程如何在大脑中得到反映？

●

涉及哪些脑区？

第四，“生存型”的创业活动在传统（和非正式）领域内普遍存在，而“机会型”
的 创 业 活 动 在 现 代 化 领 域 内 更 为 常 见（Caliendo and Kritikos，2010 ；Desai，2011 ；
Naudé，2011）。“生存型”创业者是指由于贫穷和缺少就业机会等原因而被迫创业的个
体。创办企业不是他们的首选，但他们已别无选择。“机会型”创业者是指想要通过创
业来开发市场机会、创新性想法或现有网络等可识别商机的个体（Cheung，2014）。这
些研究没有提供关于创业者所在领域的相关信息。这一信息很有意义，原因在于：创
业者所在的领域可能能够表明这些创业者是生存型的还是机会型的，同样也可能暗含
着不同的决策机制。未来的研究应将此信息考虑在内，以解析决策过程中认知、情感、
动机和激素方面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及其与传统领域或技术领域可能存在的联系。
研究者感兴趣的其他问题包括：
●

与机会型创业者相比，生存型创业者的认知和情感决策机制是什么？

●

与生存型创业者相比，动机如何影响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决策？

●

大脑如何表现这些机制？

●

哪些大脑区域与这些过程有关？

2.5.2

更多地使用实验设计

创业研究者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上（Tan
et al.，2009）。但是，尽管部分已发表的论文可能被认为与创业理论有关，但至今仍未
出现一个普遍接受的创业理论（Bull and Willard，1993）。与解释和预测一组特定现象
相比，创业已经成为一个涵盖广泛研究范围的标签（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
创业研究需要实验方法以充分研究其关键现象（Shane，2003），但目前该领域以回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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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报告法和相关性研究法为主（Simmons et al.，2016）。这些研究方法通常不允许研
究人员建立因果关系。原因在于，这些方法同时测量变量，研究人员无法通过显著的
相关关系判断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Simmons et al.，2016）。
创业认知等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方法论的约束（Omorede et al.，2015），而一些
新技术的采用可能会带来新机会，并有助于因果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建构。检验因果关
系可以验证或拒绝理论所预测的关系，回答哪些因素触发甚至是为什么触发因变量的
问题，因此因果关系与理论贡献密切相关（Simmons et al.，2016）。实验法可以建立因
果关系。如果实验设计得当，可以排除直接和间接的替代性解释。因此，实验法可以
解决创业实证研究的内部效度问题（Foo et al.，2014 ；Krueger and Welpe，2014）。盖
特伍德等人（Gatewood et al.，1995）也提倡在创业研究中使用实验设计，以便可以随
机分配被试的实验条件。
除了上述优点之外，实验法尤其适合创业决策研究。其原因在于，创业决策具有
动态性。只有通过实验控制，我们才有可能从“噪声”中辨别出我们关注的影响因素
（Schade，2005）。基于 2000～2015 年间出版的 29 本创业相关的学术期刊（Simmons
et al.，2016），我们找到了 40 篇使用了实验方法来探索不同主题的文章，包括创业决
策、情感、意向、机会、风险倾向和风险感知、团队动态性、教育和研究方法。使用
实验设计的创业研究大多关注机会识别和创业意向。
创业研究中缺乏实验法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不仅降低了该领域理论构建的可能
性，还因为使用任何神经成像技术（EEG、fMRI 等）的前提条件就是精心设计的实
验。即使是最先进的脑成像技术也不能弥补一个糟糕的实验设计所带来的缺陷。在创
业决策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展实验研究。在例如认知和情绪、社会和人力资本、
创业退出和失败、企业逻辑和方法的研究中，我们同样也需要进一步开展实验研究
（Simmons et al.，2016）。正是这两种元素的结合（实验设计和脑成像技术）使脑科学驱
动的创业研究变得更有前景。特别是对不熟悉这种方法的学者来说，我们预期这是一
个具有挑战性的学习过程。但与此同时，这同样是一个检验因果关系并加强该领域理
论构建的机会。

2.5.3

促进脑评估技术的应用

我们可以将其他领域的概念和理论置于创业情境下进行检验，所以我们不需重新
调整创业研究的方向（Landström and Benner，2010）。脑成像是实证研究者研究工具
的重要补充，因为它能够提供新的行为假设和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评估当前的理
论（Pushkarskaya et al.，2010），还可以提供在执行大量认知任务时大脑激活的时间和
空间信息。此类信息（当与行为证据相结合时）已被证明有助于我们增加对人类认知的
理解，并且非常有价值（Eysenck，2006）。
除了前面部分所提到的 EEG 和 fMRI 之外，还有至少三种值得考虑的技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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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 MEG、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和解码
神经反馈（decoded neurofeedback）。MEG 涉及使用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来测量
由电活动产生的磁场。它具有优良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Eysenck，2006）。与
fMRI 相同，MEG 可以用来检验创业思维范围内的神经关联和认知 / 情感机制。tDCS
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安全方法（Nitsche and Paulus，2011）。该方法使用放置在目标皮质
区域上的两个头皮电极（例如阳极和阴极）之间循环的弱电流（通常为 1～2 毫安）
（Lewis
et al.，2016）
，非侵入性地修改神经元和 / 或神经网络的行为（Nitsche and Paulus，2011）。
由于 tDCS 可以调控决策（Ouellet et al.，2015），并可以基于兴奋或抑制神经元的活动
研究行为和特定的大脑区域的相互作用，因此 tDCS 可能有益于创业研究和实践。解码
神经反馈是一种帮助个体学习如何通过感官设备提供的神经反馈对大脑活动进行自我
调节的技术。最近的研究表明，神经反馈能够在潜意识水平消除恐惧记忆，改变面部
偏好等（Kawato and Koizumi，2016）。这种方法在创业学的应用可能也很有影响力，
例如该方法可能可以在潜意识中减轻创业新手对于失败的恐惧。
选择适当的方法取决于五个因素：需要研究的现象类型、理论 / 概念技能的可用
性、所选择技术的适用性、统计技能的可用性、预算。EEG 和 tDCS 是最划算的技术，
而 MEG、fMRI 和解码神经反馈则相当昂贵。尽管像 fMRI 这样的工具可以用于创业
（Rolls，2014）。
研究，但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方法—神经元记录（neuronal recording）
这种方法可以通过测量神经元的放电来测量大脑区域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这对于脑
成像技术来说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脑成像技术容易受到问题解释的影响，即无论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脑区激活都会被解释为这个区域中的编码内容（Rolls，2014）。神
经元记录揭示的根本证据对于我们了解大脑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神经元
记录的侵入性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Rolls，2014）。神经科学可以产生新的方法来概
念化和衡量决策的重要方面的，但不要忘记，定性研究方法，例如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观察、自我反思行动研究（self-reflective action research）也扮演着重要角
色（Smith，2010）。除了推荐使用神经科学工具和田野调查（field study）（Foo et al.，
2014），未来研究还应该加强诸如 EEG 的电生理学方法的单独或联合使用，也应使用
诸如 fMRI 和 MEG 的功能脑成像技术、诸如 tDCS 的脑刺激工具，以及诸如解码神
经反馈等的新技术。当然，使用这些技术的前提是以精心设计的实验和行为证据作为
支持。

2.5.4

促进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脑成像工具的技能开发

创业研究者已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主流学科借用概念和理论，并将其应
用于创业研究（Lohrke and Landström，2010）。借用其他领域的概念和理论已经产生
了一些重要的好处（Lohrke and Landström，2010）。当然，对熟悉传统研究方法的学
者来说，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可能是一次富有挑战性的旅程，这是因为该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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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需要研究者跨出商科领域来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从其他研究领域引进理论往往是发展该领域独特理论的第一步（Zahra，2007）。例
如，N200、P300 和 N450 等在 EEG 研究中是十分常见的术语，又如中脑边缘多巴胺系
统（dopaminergic mesocorticolimbic system）等在神经科学本科课程中是非常普遍的概
念，但这些术语可能很难被创业研究者接受。因此，未来对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感
兴趣的研究人员应重点提高在实验设计、认知和情感的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脑
成像技术、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等方面的知识。这是开始这段旅程的最基本工具。
基于大脑视角的创业研究是多学科融合的尝试，需要积累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然而，当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时，我们需要将使用的理论置于合适的情境中（Zahra，
2007）。其他学科的理论是为了了解与创业完全不同的现象而被开发出来的，理论和情
境的不匹配会产生不完整甚至错误的结论（Lohrke and Landström，2010），因此神经科
学的理论和概念必须要根据创业研究做出情境化的改变。这些研究表明学科之间需要
高度合作。每个研究平均需要有 6 名来自经济学、管理学、神经科学、技术、精神病
学和商科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为了增加新证据的数量和质量，未来应该鼓励
建立并形成跨学科团队、跨组织团队，并最终打造研究社区。这些举措至关重要，因
为它将促进研究项目的实施，加快学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并确保所得证据的质量。在
这个方向上，美国管理学会于 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举办了两次神经创业学专题研讨
会 ，并着手准备了关于脑科学驱动的创业研究的“慕课”（MOOC）。尽管如此，其他
任何国际性或是大学层面的活动至今仍未开展。1

2.6

注释

1. 认知关注的是人们在进行机会评估和建立成长型企业相关的评估、判断或决策时所使用的知识
结构（Mitchell et al.，2002）。
2. 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大脑的不同部分、不同的神经元路径和不同的技能，其中部分是可习得的
（de Holan，2014）。
3. N200 与刺激环境中的特征变化相关，并被解释为选择性关注新奇事物的自动过滤阶段（Luck
and Hillyard，1994）。N200（Falkenstein et al.，1999）中存在两个特定的认知过程（反应选择
和执行控制），它们都与反应抑制有关。
4. P300 是每当任务需要识别显著信息时评价环境刺激的记忆标记（Donchin and Coles，1988）。
5. 觉察到矛盾选项存在冲突的认知任务（例如，Stroop 任务的不一致条件）可引发 N450（Appelbaum et al.，2009）。N450 在刺激和反应冲突之后显现（West et al.，2004）。
6. TCI 是 佩 利 索 洛 等 人（Pelissolo et al.，2005） 设 计 的 人 格 特 质 量 表。 奥 尔 蒂 斯 - 泰 尔 兰 等
（2014）关注创新寻求、伤害规避、奖励依赖、坚持和自我导向的维度（Gutiérrez-Zotes et al.，
2004）。

在最近举办的 2018 年美国管理学会会议上也举办了神经创业学专题研讨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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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c h a p t e r 3

神经创业学中的人类心理生理学
和遗传学方法

马尔科·科洛西奥、克里斯蒂亚诺·贝拉维蒂斯、阿列克谢·戈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神经科学领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研究人员通过使用
神经科学技术来研究创业、商业、经济和营销领域中的广泛现象。尽管神经创业学已
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创业研究者并没有充分挖掘出神经科学研究方
法中的巨大研究潜力（Krueger and Welpe，2014）。本章旨在介绍认知神经科学领域
最前沿的分析技术，这些技术对于解决商业和经济领域内的问题非常有用。具体而
言，聚焦于富于洞察力的非侵入性心理生理学（psychophysiological）技术，包括脑电
图（EEG）、脑磁图（MEG）、心电图（ECG）、肌电图（EMG）、眼电图（EOG）、眼动追
踪和皮肤电活动追踪。除了电生理学（electrophysiological）方法，我们还会为读者介
绍行为遗传学（双胞胎研究、家庭研究、领养研究）的基本原理和精神神经内分泌学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即激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技术可以为更常用的方法
（例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做出补充。
本章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与心理生理学相关的行为”，而第二部
分介绍“遗传学、激素和行为”。具体来说，第一部分讨论了与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相关的技术（EEG 和 MEG），以及与周围神经系统（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相关的技术（ECG、EMG、EOG、眼动追踪和皮肤电活动跟踪）。第二部分讨
论了行为遗传学和精神神经内分泌学（psychoneuroendocrinology）。对每一种技术，我
们首先进行简单的介绍，随后讨论其优缺点，最后提供一些相关研究的例子，并提供
一些可以通过这种技术解答的潜在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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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与心理生理学相关的行为
心理生理学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该学科以非侵入性的方式探讨心理与生理之间

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人类在平常活动产生的电脉冲来体现。思想、行动、感觉和情
绪产生于大脑所发出的化学和电信号，进而传递给生理器官，形成对外界事件的生理
反应（例如，伤口所产生的疼痛感觉）。心理生理学主要是通过在实验环境下操纵心理
变量来研究心理激活（就像电信号中一样），并可以观察生理变化和生理过程之间的相
互影响。例如，生理心理学可以探索特定行为（例如风险寻求行为、风险规避行为、对
特定刺激的情绪反应）和躯体指数（心率、血压或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结合心
理生理学方法，学者们便可以解答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我们如何测量情绪，例如测
量创业成功相关的情绪反应”“我们如何测量一些特定情况（如失败）中的隐性（无意识）
反应”
“在我们进行创业决策时，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如何能预测某种特定行
为发生的可能性，例如创业意向”。传统上，心理生理学对诸如情绪、压力、决策和认
知过程等现象展开探索，并涵盖了若干个领域，如认知心理生理学（探讨在认知任务中
的心理生理的变化）和社会心理生理学（研究一些社会现象中产生的心理生理学现象）。
因为神经创业领域的最终目标是了解哪些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会影响创业的结果（如行
为、成功），创业者和商科学者从而可以通过心理生理学指标获得很好的见解。
人类心理生理学已被大量研究。现在，科学家们拥有大量工具来研究认知的、心
理的、情绪的事件和随之发生的身体反应之间的关系。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中，我们描
述传统的心理生理学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可以研究创业者行为的非侵入性工具。由于
心理生理学对中枢神经系统（大脑）和外周神经系统（器官和腺体）的活动都有研究，
本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探索大脑的常见方法（中央系统）；探索身体的常用方法（外
周系统）。

3.1.1

中枢神经系统

由于大脑通过接收电信号和化学信号来处理信息，研究人员开发了通过测量电位
或磁场来检测大脑电流的工具：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和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EEG 提供有关大脑电流活动的信息，而 MEG 则研究磁
活动。这两种技术都允许研究人员研究大脑如何对给定的刺激做出反应。在接下来的
部分中，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些非侵入性方法。

1. 脑电图
脑电图（EEG）是如何工作的？自从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Hans Berger）成
功地以非侵入性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大脑活动后，EEG 就迅速成为探索活体大脑的基本
工具之一。EEG 主要提供两种类型的信息。第一，EEG 能提供某一时刻大脑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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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时频分析就是现代探索大脑状态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从时间和频率的范畴
来分析大脑的信号。第二，EEG 能提供特定时间窗口内由某些事件引起的皮层活动变
化信息。后者被称为事件相关电位（ERP），即提供大脑对特定刺激或事件的反应信息，
并且可供在其他实验情况下进行对比（例如我们的大脑如何对一些比预期更差的结果或
错误做出回应，见图 3-1）。

图 3-1

事件相关电位的示例

注：当一个人在认知任务期间出错或发现错误以及做出错误的回应时，EEG 信号中会观察到 ERP 成分。
在该图中观察到的 ERP 被称为错误相关负波（ERN），它是在错误反应后 100 毫秒内出现的负波。
ERN 被认为是行为适应和学习的基本成分。ERN 显示在图片的左侧。细灰线（“错误”）表示将
15 名被试在认知任务期间做出错误反应后的神经活动数据进行平均而获得的 ERP。研究人员比较
了错误答案和正确答案（细黑线）的反应。差异波（粗黑线）是大脑活动在错误和正确条件下的差
异。注意，ERP 负波一般是朝上的。可以清楚地看到，负峰值在错误反应之后大约 42 毫秒处产生。
ERP 只有在信号分析后才能被观察到，在未处理的 EEG 数据中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在右侧，作者
显示了 ERN 的地形分布。传统上，ERN 被认为是从前扣带回皮层的脑区域中产生的，前扣带回皮
层是前额皮层下方的结构。ERN 被视为前中央负成分（中央条纹区域）。
资料来源：图像改编自贝拉鲍姆和科洛西奥的研究（Bellebaum and Colosio，2014）。

如今，鉴于其高时间分辨率（能以每 2 毫秒一次的速度准确地区分并记录大脑的回
应），EEG 被大量应用于临床研究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EEG 所记录的信号是大量神
经元的电活动结果（图 3-2）。神经元膜的兴奋改变了膜的渗透性，不同的离子在神经
元内外流动。随之产生的神经元膜电位的变化形成了局部电流。随后，局部电流活动
沿着神经元的轴突传播，直到传递到突触（信号传输的神经元区域）。正是在突触中，
信息才被传输到与之相邻的神经元中。当大量相邻神经元在短时间内兴奋时，EEG 就
可以检测到产生的电流。
一个标准的 EEG 设备由与电脑相连接的小型数字多通道放大器组成，电脑是重要
的数据搜集器。通常来看，我们需要被试在执行实验任务时在头部穿戴电极设备。这
些电极（图 3-3C）被连接在放大器上（图 3-3B）。然而，要注意的是，市场上有大量不
同类型的 EEG 设备，并且每个设备具有不同的配置。例如，较为常见的情况是，电极
被嵌入在供被试穿戴的弹性帽中（图 3-3A）。使用帽子可以减少准备时间，并可以确保在
整个实验中具有更稳定的电极定位。电极（通常称为通道）的数量从 8 个到现代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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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所拥有的 128 个或 256 个 。然而，大多数研究设备拥有 32 个或 64 个电极接收器。1

图 3-2

未处理的 EEG 信号示例

注：每条 EEG 信号线对应一个 EEG 通道，在左栏中命名。
资料来源：Yeji Han（2014）。

EEG 的优点。EEG 的主要优点在于，这种技术的非侵入性和安全性，并且经过充
分的研究和挖掘，可以解决大量的研究问题。此外，如上所述，EEG 的强大优势还在
于其卓越的时间分辨率。这使其成为研究大脑动态和检测大脑活动快速变化的有力工
具。高时间分辨率是检测认知功能的变化特性的根本性特征，例如，用于检测注意力
和感知（在几毫秒内发生的变化）等。同时，EEG 也能研究与记忆力、学习、动机和决
策等认知功能相关但相对较慢的大脑反应（即几百毫秒内产生的电流活动）。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电极变得小型而便于携带，这些设备和电极主要用于市场营
销研究，并且拥有在真实环境中研究创业心理的潜力。最后，与 MRI 扫描仪等其他机
器相比，现代 EEG 设备的购买和运行成本相对低廉。EEG 设备的成本从基本型号的几
百美元到大约 10 000 美元不等。相比之下，昂贵的 MRI 扫描仪价格在 150 000～500 000
美元之间，甚至更高。EEG 还拥有较低的维护成本和运行成本（例如电极更换、导电
凝胶）。
EEG 的缺点。EEG 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它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EEG 有可能
会提供误导性的结果。事实上，EEG 可以检测到由大脑以外不同来源产生的噪声（例
如肌肉活动 / 张力、眨眼和 50～60Hz 环境电噪声）。因此，研究人员必须特别注意减
少这些噪声源。降噪和过滤可以通过特定的软件或工具箱实现。一旦信号被过滤，研
究人员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处理和分析。
现在已有 512 通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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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G 装置示例

注：左侧图中 A 为 128 导 EEG 弹性帽；B 为 EEG 放大器（顶部）及其电池（底部）；C 为电极。右侧图
为本书的一位作者佩戴 64 个通道的脑电帽。

其次，虽然 EEG 能提供非常精确的时间分辨率，但它缺乏空间分辨率来区分空间
中的点与点（关于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更多细节，参见布勒等人的研究（Burle et al.，
2015）。高密度电极阵列（high-density electrode array）是近期的创新之一，它可以更
准确地推断电活动的空间分布。为了获得更可靠的信号，常见的方案是通过在电极和
头皮表面之间涂抹导电凝胶或磨砂凝胶来降低皮肤的阻抗。人们已经注意到头发不会
显著干扰 EEG 信号。如果你使用的是更先进的设备，往往也不需要采用这一措施来降
低信号噪声，因为这些机器通常配备有“干电极”，因此不需要（或需要非常少量）导
电凝胶。
低空间分辨率是需要研究人员小心处理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与一个被称为“反
演问题”（inverse problem）的基本问题有关。字如其意，反演问题指的是在重构 EEG
信号源上存在的困难。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头皮上检测到的信号既可能由
皮质层产生，也可能是由大脑更深层的结构产生然后传递到头皮。因此，基于信号（结
果），科学家需要定位其来源（原因）。了解信号的生成位置（源定位）来解决反演问题
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过程，并且这对获得可靠的神经模型以及做出强大的因果预测至
关重要。然而，现代方法（例如结合 EEG 和 fMRI）、可靠的神经模型和高级统计分析
可使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观察到的 EEG 信号来源（建议阅读格雷奇（Grech）及其同事
在 2008 年的综述以获得更详尽的描述）。
使用 EEG 可以解答哪些研究问题？尽管 EEG 有其优点，但据我们所知，EEG 从
未被用于解答创业研究的相关问题。然而，这种技术已被用于某些可以激发与创业相
关研究的领域。例如施图德等人（Studer et al.，2013）通过现代 EEG（和 fMRI），探讨
了休息时的大脑活动（无任务）、心理特征（如对惩罚和奖励的敏感性）和冒险行为之间
的相关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前额叶皮层（一个负责大部分高阶认知过程、行为控
制和决策的大脑区域）的基线活动和心理特征可以预测冒险行为。将来研究者可以进行
一些相似的研究设计来进一步探索一些例如创业活动的冒险行为。通过类似于施图德
等（2013）的设计，未来的研究可以判断心理特征和大脑活动是否是成为创业者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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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业活动的良好预测要素。
最近，在《行为金融杂志》（Journal Behavioral Finance）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
维亚托（Vieito）和他的同事（2015）探讨了一个对称问题。他们调查了特定市场结果
是否会影响大脑的活动和反应。具体来说，他们使用 EEG 来研究不同的市场条件（如
增长与高波动率的市场）是否会影响在不同金融活动中（如卖出、买入和持有）的 20
个投资者（志愿者）的大脑活动。研究中，被试被分为两组，每组 10 人。每位被试都
进行了 100 项投资决策（每个市场 50 项决策）。研究人员操控市场顺序，第一组的投
资者身处在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中，然后身处一个高波动的市场；而第二组的被试执
行相反的次序，首先身处在一个高波动的市场，然后身处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研究
人员使用一种特定的 EEG 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来观察投
资者的大脑活动。研究发现，两组投资者的大脑反应不同。虽然这两个小组都在实验期
间表现良好，但研究表明，以不同的市场顺序（从增长市场到高波动率市场，反之亦然）
进行交易不仅影响了财务决策过程，而且还激活了不同的神经回路。作者认为，不同的
市场可预测性（以及随后的情绪激活）激活了不同的脑网络，以预测市场趋势并优化
决策。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类似的设计来研究创业者如何应对负面的业务成果或挫折。
这些研究表明 EEG 可用于解答一些非常详细和有趣的研究问题。令人惊讶的是，
创业领域并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技术。如前所述，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 EEG 来理解不同
的创业者如何应对特定市场或商业环境。这项研究可以解释导致创业者创办公司或关
闭公司的原因。此外，它还将阐明市场事件如何改变创业者的动机或特定决策。维亚
托等（2015）的研究表明，创业领域的研究者可以探索风险投资行业的重要动态，包
括股权众筹。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有：风险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否受特定市场情况的
影响而转变？当风险投资者所投资的公司表现不佳或风险投资者与管理层意见不合时，
他们会如何应对？什么类型的信息对投资者的大脑活动影响最大，从而影响他们的投
资（或不投资）决定？

2. 脑磁图
脑磁图（MEG）如何工作？ MEG 通过检测神经元活动产生的磁场来研究大脑的磁
活动。如前所述，研究人员可以用 EEG 检测电活动。然而，众所周知，局部带电粒子
在导体中的运动会产生磁场。基于这样的物理学原理，可以利用 MEG 分析来推断大脑
的活动。
MEG 是大卫·科恩（David Cohen）于 1968 年发明的。该方法基于神经元群体产
生的电流活动总是伴随着磁场产生的原理。与通过 EEG 观察到的电信号类似，磁场的
波动具有相似的时间特征，并且能以一系列振荡波的形式或以大脑对特定事件的响应
变化的形式（例如锁时 ERP）被观察到。此外，磁场不会受到颅骨密度的显著影响。不
过，神经元产生的磁场活动非常弱（大约 10-15 特斯拉）。
为了检测这样的弱磁场，MEG 系统使用一种叫作超导量子干涉仪（supercondu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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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SQUID）的特殊传感器，它放在一种叫作杜瓦瓶（dewar
flask）的特殊真空热水瓶中的液氦里。通过将 SQUID 冷却到非常低的温度，这些传
感器变成能够检测到非常小的磁场变化的超导体。这些传感器有两种类型：直接测
量磁场的磁力计（magnetometer）；测量某个特定方向（平面或径向）梯度的梯度计
（gradiometer）。
在标准实验环境中，被试坐在椅子上，将他的头放在叫作“杜瓦”的头盔中。杜
瓦包含数百个 SQUID 传感器，可以以极小的时间分辨率检测磁场，并且可以对产生磁
场的神经元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实时观察。
MEG 的优点。MEG 具有多项优势，特别是与 EEG 相比。第一，MEG 是一种非
侵入性工具，可以解决大量研究问题而不会引起道德争议。第二，MEG 可以在时间和
空间分辨率方面提供高精度的数据。这是因为：MEG 检测到的磁场不会被颅骨和皮肤
扭曲；MEG 配备了大量的传感器（SQUID）。这些特性使 MEG 能够清楚地检索大脑的
信号。换句话说，它能够以极高的时间和空间精度来定位皮层上产生大脑信号的位置。
因此，通过 MEG，研究人员可以直接推断大脑皮层活动的位置和持续时间。第三，
MEG 相对更易设置。准备 MEG 系统所需的时间明显短于一个 EEG 研究的平均时间。
实际上，MEG 不需要大量电极（为了减少肌肉伪迹，只需要少量的电极），也不需要
导电凝胶。这样可以在得到更舒适的实验环境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可信的数据。第四，
MEG 可以很容易地与其他技术结合，例如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MEG 与结构 MRI 的结合可以使得成像能在个体的基础上将大脑结构和大脑活
动重叠起来。
MEG 的缺点。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也有一些主要缺点限制了该技术的广泛应
用。第一，建立 MEG 扫描仪和必要的屏蔽实验室的成本非常高。实际上，环境会受
到许多电磁源的影响，例如电子设备和电动机；SQUID 非常敏感，以至于即使是地球
产生的磁场也会影响 MEG 读数。为了避免其他信号的干扰，必须将 MEG 设备安装在
可以屏蔽任何外部磁场的实验室里。除了磁屏蔽室外，MEG 还需要液氦才能正常工
作。MEG 中心有两种方式来获得液氦：第一种选择是在需要时从提供商处购买，第二
种选择是建立一个氦气回收系统。遗憾的是，两种选择都非常昂贵。因此，MEG 通常
要求超过 200 万美元的投资。保养和运营成本（如高度专业化的员工）也是非常昂贵
的。虽然 MEG 中心并不多，但我们建议读者查阅全球已知的 MEG 中心列表，网址为
megcommunity.org。1 第二，尽管 MEG 的空间分辨率与 EEG 相比更精准，但 MRI 的
空间分辨率会比 MEG 更精准。第三，由于物理限制，MEG 不能从大脑的深层结构中
收集令人满意的数据。因此，MEG 适合用于研究一些已经被广泛调查过的大脑区域，
如皮层区，而 MEG 对皮层下区域有着较低的敏感性。
总之，MEG 是探索创业过程中的神经机制的有力工具，因为它能比其他类似技术
（如 EEG）提供更为详细的高质量数据。然而，由于其特殊性，MEG 经常被 EEG 和 fMRI
的方法取代来研究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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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EG 可以解答哪些研究问题？ MEG 很少用于研究创业研究者可能关心的研
究问题。应用该技术的主要限制是其涉及的费用。然而，尽管有这些费用限制，MEG
已被用于其他相关领域。先前的研究使用 MEG 来研究情绪、更高级的认知过程和感
知。例如，伊沃奈兹（Ioannides）等（2000）应用 MEG 来调查大脑如何对认知和情感
刺激做出反应。研究结果表示大脑对认知和情感刺激有着不同的反应。尤其是，不仅
是情感刺激，认知刺激也激活了与高阶认知过程和执行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
MEG 已被用于研究货币概念在大脑中的表现形式。塔隆 - 博德里（Tallon-Baudry）
等于 2011 年发表在 PloS One 上的一份研究探讨了被试在面对金钱和无暗示意味的刺激
时，大脑是如何被激活的。与其他任何生理激励一样，金钱激活了大脑中的奖励系统。
然而与生理激励相反，金钱是一种文化产物，其价值是任意的。因此，研究者探讨了
大脑如何识别货币刺激的属性。此外，研究者测试了当一个无暗示意味的刺激（如金属
盘）被呈现时，被试是否会出现类似的脑反应，这个无暗示意味的刺激的价值通过实验
给定。通过使用 MEG，研究者发现无论对硬币（欧元和澳元）的熟悉程度如何，被称
为腹侧视觉通路（ventral visual pathway）的大脑区域能够在小于 175 毫秒的时间内识
别和区分有效和无效硬币。该数据支持了这样的假设：货币的表征是非特指的，并且
与日常经验无关。此外，该研究认为腹侧视觉通路与代表文化定义的符号有关。
总之，这些研究展示了一些用 MEG 解决创业研究问题的可能应用方式。例如，
研究投资者和商界人士对初创企业和创新项目的神经反应（如情绪相关区域的激活）
将是有趣的。了解这些反应可以明确哪些部分和大脑区域在某些决策中是相关的。同
样，研究人员可以调查引发投资者的某些情绪或理性反应的想法、陈述或事件的类型。
表 3-1 比较了 EEG 和 MEG。
表 3-1

EEG 和 MEG 之间的差异

EEG

方法

MEG

基本原理

电场检测

磁场检测

测量单位

微伏（μV）

飞特斯拉（fT）

探测器

电极

超导量子干涉仪

时间分辨率

1 毫秒

1 毫秒

空间分辨率

不好，＞10 毫米

好，2～8 毫米

信号纯度

组织衰减

组织衰减影响小

尺寸

袖珍型（手提箱）

巨大

可移动性

可移动

不可移动

消耗材料

导电凝胶

液氦

成本

大约 6000 美元

大约 250 万美元

兴趣范围

临床研究、认知神经科学

临床研究、认知神经科学

应用

睡眠障碍、大脑术前的测绘、癫痫、精神
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感知能力、注意
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几种认知机制、人因学、
力和情绪机制、决策、记忆、语言
脑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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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神经系统

正如上文所述，神经系统是由前面章节介绍的中枢神经系统（脑）和外周神经系
统（器官和腺体）所组成。后一种神经系统将信息从大脑传递到身体的其他部分，反
之亦然。运动神经细胞通过脊髓和神经将大脑的信息传递给肌肉、器官和腺体。同时，
由器官、知觉和外部刺激产生的信息通过感觉神经细胞传递到大脑。自主神经系统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是外周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它的特殊性引起了研究
人员的注意。ANS 调节许多躯体功能，如心率、瞳孔扩张、呼吸率、出汗，以及更复
杂的反应，如恐惧（战斗或逃跑反应的一部分）。ANS 的两个分支（交感神经系统和副
交感神经系统）负责调节躯体功能。这两者相互对立，负责一般的身体激活和放松。激
发事件激活 ANS 的交感神经分支，而放松情境则触发生理放松和随后的体内平衡。后
者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表 3-2 总结了每个系统的激活对几个生理过程的影响。
表 3-2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对生理指标的调节

生理功能 / 神经系统

交感神经系统

副交感神经系统

心率

增加

减少

呼吸率

增加

减少

瞳孔

扩张

缩小

消化

抑制

促进

唾液分泌

抑制

促进

性唤起

性高潮

勃起 / 阴道润滑

战斗或逃跑

激活战斗或逃跑反应（压力）

重置稳态（放松）

出汗

出汗

—

由于外周心理生理学指标是连续且快速变化的，因此心理生理学家使用与 ANS 活
动直接相关的外周生理学标记来探索人类行为。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一些外周心理生
理学的方法及其可行的应用。

1. 心电图（ECG 或 EKG）、心率和血压
心脏是代表了心血管系统核心要素的一种非随意肌，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它的活动可确保血液在整个身体组织中不断流动。通过交替收缩以及放松心房和心
室纤维，血液由分配系统（称为脉管系统（vasculature））输送。心动周期包括从一个
心跳到另一个心跳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它由两个主要时刻组成：一是在心脏舒张
（diastole）期间，心脏处于静止状态，血液流入心脏；二是在心脏收缩（systole）期间，
由特定细胞群（天然起搏器）产生的电活动导致肌纤维收缩并将血液泵出心脏。随着心
脏的内部活动，心血管系统处于 ANS 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分支的控制之下。
正如克鲁格和韦尔佩（2014）所说，“创业行动有很大的情感基础”。考虑到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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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的情绪感知密切相关，研究心率（或血压）在某些刺激或情境下如何变化可以
为创业决策提供重要的见解。特别地，通过利用心血管技术，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了
解创业者是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比其他人更显现出“热认知”（hot cognition）的优势
（Lawrence et al.，2008）。
心血管技术如何运作？正如我们在前面部分所介绍的，ANS 的交感神经活动和副
交感神经活动与认知、情绪和感知过程密切相关。因此，与心脏相关的指标已被大量
研究用来探讨心理和认知过程。在这里，我们将特别关注三个最常见的研究参数：心
跳的电活动、心率、血压。
心脏的电活动（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heart，可简称心电）可以通过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ECG or EKG）来检测。这些测试将许多正负电极（取决于所需精确度，选
择 2～10 个电极）放在被试身上。电极记录在一次心跳期间，心脏肌肉收缩时引起的电
位，从而产生一个叫作 PQRST 复合波群的电波形（见图 3-4）。后者反映了心跳的每个
阶段，其中 P—S 表示心脏收缩，T—P 表示心脏舒张，R 表示心室最大兴奋点。在健
康的成年人静息时，心动周期的正常持续时间（即 P—P 期间）约为 0.86 秒。然而，心
跳周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身体需求、化学因素（咖啡因和尼古丁会增加心跳次数）、
昼夜节律（相比于夜间心跳频率，白天的 P—P 周期短一些）、情绪因素和压力水平（压
力会增加每分钟心动周期的数量）。 2 最新的仪器相对较小、便携性好，且是无线的，
因此可用于在实际环境中达到实验目的，便于探索创业情境中的心脏反应。最后，我
们想简要说明 ECG 是一种记录心跳期间产生的电脉冲持续时间的方法，不应与心率的
测量混淆（见下文解释），尽管后者也可以通过 ECG 直接测量。

图 3-4

PQRST 复合波群的一个示例

注：P 波代表心房兴奋，之后是代表心室兴奋的 QRT 活动，T 发生在心脏放松之前。

心率（heart rate，HR）是一种通过转换心脏周期而来的生物指标：定义为在一分
钟时间内出现的 R 尖峰（在 PQRST 复合波中）的量（而两个相邻 R—R 峰之间的变化
是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详见下文）。由于转换，心率指数以次 / 分表示，
或简单地以 bpm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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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受到个人特征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在静息时，成年人的心率范围为 60～100
bpm，平均为 75 bpm。这种差异性受以下因素影响：被试的自身固有特征、被试的临
时变化特征、环境因素。心率受到固有特征的影响，例如年龄（老年人的心率较慢）、
健康水平、生活习惯和饮食等。此外，心率也受到临时特征的影响，如补水程度（如脱
水导致更快的心率来补偿动脉收缩）、压力和情绪状态（如爱情或愤怒）。最后，温度等
环境因素会影响心率（比如非常寒冷的环境会降低心率）。因此，在实验设置中控制这
些参数是很重要的。
血压（blood pressure）是另一个主要用于检测心血管活动的指标。当心脏收缩并且血
液流过身体时，会产生血管压力。由于血压与心动周期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血压测
量观察到两个不同的阶段：由心脏的收缩活动产生的较高压阶段，称为收缩压（systolic
pressure）；随后由舒张期引起的压力降低，称为舒张压（diastolic pressure）。因此，血压
通常以收缩压和舒张压之间的比率报告。通常，正常成年人的平均血压为 120/80mmHg
（收缩压为 120mmHg，舒张压为 80mmHg），收缩压范围为 95～140mmHg，舒张压范
围为 60～90mmHg。
血压可以采用侵入性和非侵入性的两种方式来检测。在非侵入性方法中，最常见的
是听诊测量。第一次测量可以用血压计（压力袖带）和听诊器（手动），或嵌入手臂或者
手腕袖口（自动）的扩音器完成。这种测量通常以检测 K 声（K 代表柯氏（Korotkoff））
来检测收缩压，K 声是在袖带充分膨胀以中断动脉血流（检测不到收缩声音）后发出的。
同样地，当 K 声消失时，舒张压即袖带的压力。
尽管血压似乎很容易测量，但按照美国心脏协会（Pickering et al.，2005）的建议，
遵循具体规则是很重要的。第一，建议测量身体同一位置的血压，因为血压在身体的
不同部位会稍微变化（在理想情况下，应尽可能靠近主动脉来记录）。重要的是，左臂
和右臂之间的差异很常见。第二，需要正确调整袖带的大小，以便正确佩戴在手臂或
手腕上。第三，为了避免误算压力，建议进行多次测量并取平均压。该方法显著降低
了同一实验期间高血压变异性的影响。第四，与其他心血管指标一样，考虑到血压会
被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所影响，研究人员应尽可能地控制这些因素。
心血管测量的优点。ECG、心率和血压相对容易测量，其测量方法通常是非侵入性的、
多功能的，并且是低成本的技术（400 美元以内）。最新的便携式仪器可使科学家在不同
的实验环境中测量具有更强外部效度的心血管指标。此外，与其他不太知名的设备（如
MEG）相比，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些工具，所以被试在实验过程中更易产生舒适感。此
外，现代装置能同时检测不同的参数，可描述研究中被试的生理反应的整体情况。这些
标记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得到有效补充，例如 EEG、fMRI 或自我报告测量（如问卷调查）。
心血管测量的缺点。上述的测量技术通常是可靠的，它的主要缺点是这些测量与
同一个人和不同个体间参数的高可变性有关。这种可变性会危及测量的准确性和结果
解释的正确性。如前所述，通过实施严格的实验设计和控制可能影响读数的外部因素，
可以减轻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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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心血管测量可以解答哪些研究问题？理解机会感知、评价和开发仍然是推动
创业研究的核心（Krueger，2008），心血管研究在这方面可能很有价值。研究者已经在
许多创业研究中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心血管测量。ECG 主要用于临床研究和运动方面的
应用，而在认知科学中应用较少。然而，ECG 的差异已被心理学家认为是不同性格特
征的标志。例如，它可以用来探讨成功创业者的 ECG 振幅模式是否与性格特征有关，
如热情、随和及外向（Koelsch et al.，2012）。
同样地，监测心率和血压可以揭示创业者的意图。心率和血压都与情绪和性格特
征的变化有关。例如，夏皮罗（Shapiro）及其同事（2001）的一项研究探讨了情绪状态
与血压和心率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四天内记录了超过 200 名女性的血压和心率（每 20
分钟记录一次）。每次测量后，被试被要求填写五点评分量表来表达她们的心情。结果
表明，较高的血压和心率水平往往意味着自我报告的积极情绪和能量水平的降低，而
情绪越好则生理变化越少。
在一项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设计精良的实验中，劳伦斯（Lawrence）
等（2008）调查了创业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功能性冲动”
（functional impulsivity）现象。
功能性冲动使人们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抓住机遇。研究人员记录了几个参数，如
神经认知评估（测试决策技能），并将这些参数与行为任务的表现联系起来，其主要的
目的是测试创业者和管理者在冲动和承担风险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创业者
和管理者在需要“冷”认知（理性分析）的行为任务中具有同样的表现，但创业者在
“热”认知中的表现优于管理者。这些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创业者更可能在需要理性和
感性思维的任务中表现出冒险行为。此外，创业者还表现出更高的性格易冲动性和认
知灵活性。
了解创业者的情绪可以揭示许多通过其他方式难以理顺的过程。劳伦斯等人的
研究（2008）表明神经创业学可以成为解答这类研究问题的强有力的工具。具体来
说，对心理生理指标的探索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创业行为的本质。未来的研究可以建
立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比较男女性创业者或投资者之间的心血管参数（Bellavitis，
Filatotchev and Souitaris，2016 ；Bellavitis，Filatotchev，Kamuriwo and Vanacker，
2017）。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在不同情况下（如冒险、失败、成功或不确定）两组被试
的反应。其他研究可以尝试了解不同的创业是否会触发不同的情绪状态，反过来，这
是否又会导致创业者选择（或丢弃）一种基于情感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的尝试。
总之，心血管指标已被广泛应用于探索认知过程的心理生理学领域；特别是与情
绪、心理特征和认知工作负荷相关的领域。

2. 肌电图
肌电图（electromyogram，EMG）如何运作？骨骼肌肉系统由骨骼、肌腱、软骨、
神经、韧带和肌肉构成。在骨骼肌系统的几个组成部分里，肌肉活动在心理生理学研
究中起着核心作用，它被认为是许多行为和认知过程的一个可靠的指标。在本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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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介绍肌电图，一种记录电生理肌肉信号的非侵入性方法（关于运动控制的基本原
理参见 Freund，1983；Pearson，1993）。
肌肉收缩是一系列生化事件的结果，这些生化事件源于来自位于脊髓中的特殊神
经元（运动神经元）的电脉冲。运动神经元支配一个或多个肌肉纤维。如果受到刺激，
纤维可以通过消耗能量来减少它们的长度（收缩）。一旦刺激结束，或肌纤维周围的化
学元素（钙和三磷酸腺苷，即 ATP）不再可用，纤维将恢复其原始长度。在整个肌肉活
动中发生电磁变化的期间，一小部分电信号通过细胞外液到达皮肤。
表面（非侵入性）EMG（surface EMG）可检测肌纤维收缩产生的电位。重要的是，
EMG 仅能检测同时激活的一组肌肉纤维的激活过程。因此，表面肌电图能间接反映肌
肉活动，但不应将其视为肌肉活动或运动的直接度量（这些参数可以被直接推算）。肌
电图设备是由传感器所组成的一个相对较小的装置，这些传感器能检测电信号并将其
转换成数字信号。通常，信号传感器检测短信号序列（其持续时间为 1～5 毫秒）。在
非侵入性 EMG 中，信号从放置在研究目标区的肌肉的电极传输到传感器。信号的幅
度范围为 1～1000 微伏（μV）。然而，这些参数会根据目标肌肉而改变并且可能受到
噪声的干扰。通过适当的滤波器和分析可以消除或显著降低噪声（Clancy，Morin and
Merletti，2002）。
EMG 的优点。EMG 是一种非侵入性技术，可以不间断地检测肌肉收缩活动，并
被广泛地应用于神经疾病的临床诊断。EMG（特别是面部 EMG）已被应用于心理生理
学研究。它可以与其他行为观察方法相结合，是探索创业行为和创业心理的一种有力
工具，并且很有前景，例如用它来检测压力或情感。由于研究者已经假定情绪刺激非
自主地激活面部拟态，EMG 方法绕过了对情绪的自主控制，检测非自主活动。
EMG 的缺点。EMG 的风险主要发生在放置电极时。初次尝试的研究人员应特别
注意电极的正确放置。另外，如前所述，噪声可能会使结果失真，测量时应该适当减
少环境中的噪声。肌电图还有一个局限是难以理顺肌肉活动的来源，但是合理的实验
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限制。对于面部 EMG 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即在一次实
验中可检测到的肌肉活动非常少，并且可能会产生由放置在面部皮肤上的电极所导致
的不适感。
使用 EMG 可以解答哪些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商业伙伴、在团队成员之间建立
积极并且值得信赖的合作关系以及培养强大的抗失败（如负反馈和沮丧等情绪）能力是
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表面和面部 EMG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创业者的情感、社会合
作和决策之间的关系。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鲜有使用 EMG 来探索创业活动的实验
研究。
不过，EMG 已被心理生理学家广泛用于研究健康人群和病理人群心理和情感过程。
例如，伯可尼和帕加尼（Balconi and Pagani，2015）使用面部 EMG、EEG 和其他行为
测量方法研究了社会等级和情绪。作者在个体社会地位等级的基础上弄清楚了竞争性
认知任务中的个体反应。实验结果表明，随着社会地位的降低，个体会产生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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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自觉地皱眉）并且认知表现也随之降低；当社会地位提高时，结果却相反。最后，
作者认为高社会地位对个体认知过程和行为表现产生了积极影响。
创业研究者广泛地讨论了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即将替代场景想象
成真实事件的认知过程）对创业行为的重要性。反事实思维也引起了心理学家和神经科
学家的注意。在一系列实验研究中，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及其合作者探讨了赌博与反事
实思维之间的相互影响。吴（Wu）及其同事（2015）研究了近赢或近输对自我感知运
气、投注行为和面部肌肉活动的影响。通过研究颧肌和皱眉肌的活动，研究人员发现，
输和赢激活了不同的面部肌肉。有趣的是，他们还观察到，尽管近赢被认为是不走运
的，但参与者在近赢（实际未胜利）时，激活了与胜利时相同的肌肉。该证据支持了这
样的一种假设：尽管结果不利，近赢事件还是会产生欲望机制。这个实验虽然没有直
接解决创业行为的问题，但它是实验设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用于检测创业者和非
创业者之间的差异，正如作者所述，他们的研究“支持了面部 EMG 与情绪反应标记在
赌博与决策制定研究中的有效性”。未来研究者可能会研究诸如一项几乎成功的风险投
资或创业活动是否会激励风险资本家为类似的创业企业投资、创业者是否会开展类似
的创业行为等问题。
EMG 还被用于研究睡眠的睡眠阶段，或者被用于提供生物反馈以减轻压力和帮助
患者的康复。在心理学研究中，许多研究都利用了面部 EMG 来探索不同情绪刺激（如
惊喜）、心境和社交环境对个体的情绪反应。为了测试非自主面部 EMG 和情绪的关系，
库内科（Künecke）及其同事（2014）调查了 269 名被试在多任务期间的面部和情绪感
知。结果表明，面部皱眉活动与个体情绪感知活动相关。
综上所述，面部 EMG 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用于研究在许多创业相关背景下可
能出现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和行为反应。

3. 眼电图和眼动追踪
视觉是人类最发达的感官。与视觉相关的感觉区域占了大脑皮层的 30%，而与其
他感官相关的感觉区域在大脑皮层的占比均不足 10%。因此对创业研究者而言，关注
眼部活动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作为感官知觉和认知过程的初始阶段。现有两种检测视
觉活动的方法：眼电图（electrooculography，EOG）和眼动追踪（eye tracking）。由于
EOG 仅能检测到眼部肌肉的活动（如眨眼），研究人员更倾向于使用眼动追踪的方法。
眼动追踪也更容易实施，且能更准确地解答与创业相关的研究问题。此外，注意力和
视觉密切相关，探索视觉模式对于探索形成创业者决策的因素至关重要。因此，在本
节中，我们将更多地关注眼动追踪。
复杂的生化反应链使我们的大脑能详细解读视觉刺激。当光进入眼睛并击中视网
膜上的特殊细胞（感光体）时，视觉刺激的过程就开始了。瞳孔通过不断改变它的大小
（称为瞳孔反射）来控制进入眼睛的光量。很多因素会影响瞳孔反射，比如环境的光照
（如强光会使瞳孔收缩）、年龄（衰老会减少瞳孔直径和反射速率）以及认知负荷（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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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心理活动会增加瞳孔的大小）。光感受器将光转换成电信号，大脑和视觉皮层以分
层的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且这些电信号以层次结构的方式被详细说明
（从关于形状、颜色和定位的基本信息到与对象相关的高阶认知功能）。在视觉认知过程
中，即使被试有意注视一个固定的点，眼球也会不断移动。这种无意识的眼球运动被
称为眼球跳动（saccadic eye movement）或眼跳（saccade）。眼跳使中央凹（视网膜的中
央和最敏感区域）能够探索被观察物体的几个空间点。每次眼跳经过一个潜伏期（平均
250 毫秒）后，一般会持续 25 毫秒。这种眼跳机制是最佳视觉的基础，因为中央凹可以
保证处理对象的视觉细节（称为敏锐度）。眼动追踪和 EOG 都可以记录眼跳 - 注视模式。
早 在 电 生 理 学 的 萌 芽 时 期， 科 学 家 就 研 究 了 视 觉 活 动 中 负 责 眼 球 移 动 的 肌 肉。
EOG 通过分别在眼内、外角和眼睑上下放置 2～4 个电极来记录眼球运动，这些电极会
检测到眼跳和眨眼。EOG 主要与 EEG 一起使用，以消除因眼球运动而产生的电活动，
从而使 EEG 的结果更可靠。EOG 还被应用于临床诊断，例如阅读障碍的诊断（阅读障
碍读者的动眼神经程序不同于非阅读障碍读者）。然而，由于其细节上（如面部肌肉的
活动）的高灵敏性，EOG 在探索创业者注意力和视觉处理方面提供的信息较少。
眼动追踪如何运作？与 EOG 相比，用于检测视觉活动的眼动追踪是一种更复杂
的方法。它提供了大量的眼球活动指标，如注视点（中央凹所在的空间点；此参数以
毫秒为单位返回）、眼跳和瞳孔扩张。目前，眼动追踪设备可用于实验室实验设置（lab
experiment setting，稳定或相对便携，但不可穿戴）或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可
穿戴且无线）。大多数眼动仪（eye trackers）通过角膜反射（corneal reflection，通常被
称为基于视频的瞳孔眼动追踪器）来检测单眼或双眼活动。当红外线或近红外光照射眼
睛（如瞳孔中心）时，就会产生角膜反射。眼动追踪器上的数码摄像机能够从时间精度
和空间精度角度检测角膜反射并提取有关眼球运动、眼睛注视特征、瞳孔变化等信息。
眼动追踪的优点。如前所述，现代的眼动追踪设备可以收集视觉和注意过程（如眼
球运动、注视点及持续时间、眼跳和瞳孔的大小变化）的定量和定性数据，而这些数据
难以用其他方法测量。眼动追踪有潜力提供认知系统中的感知、注意和视觉方面的信
息。因此，通过利用便携式和非侵入性的技术，眼动追踪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工具来探
索真实环境中的人类行为。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详细讨论研究人员通过眼动追踪可洞悉
投资者在不确定的和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何种类型的信息上（Hüsser
and Wirth，2014）。眼动追踪还可以结合其他技术（如 fMRI 和 EEG），完整呈现被试
的行为以及其对认知、视觉或创业刺激的反应。通过与其他技术（如 fMRI）的结合使
用，研究者会更加细致地了解持续的大脑活动（fMRI）和行为过程（眼动追踪器）。
眼动追踪的缺点。然而，眼动追踪存在局限性，其主要的缺陷是并非所有的眼活
动都能被成功检测到。通常，隐形眼镜和眼镜会极大地降低摄像机的检测效率，不过
技术和软件的发展正在不断克服这一限制。其次，根据已有研究（Blignaut and Wium，
2013），种族可能对数据质量产生影响（例如，亚洲人的数据质量比白种人和非洲人的
数据质量差）。此外，眼动追踪器并不提供与被试对刺激（如文本的内容）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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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信息，而只是揭示有关眼球运动的信息。因此，结合使用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如
主观自述报告或问卷调查）是实施眼动追踪实验的一种常见的处理方法。另外，使用便
携式设备可能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与使用固定的设备相比，使用便携设备会更难进
行相机校准和数据分析。
通过眼动追踪可以解答哪些研究问题？眼动追踪提供有关感知过程、注意过程、
语言过程和认知过程中的信息。这些特征使得眼动追踪被广泛地应用于包括创业在内
的许多领域。眼动追踪可展示特定刺激下的视觉模式（如在像屏幕广告这样的刺激下的
眼跳或眼部运动）、热点图（heat map，被试观察刺激的次数和时长）和兴趣区（分析参
数，如眼睛对于特定点的注视）。例如，胡塞尔和维尔特（Hüsser and Wirth，2014）使
用眼动追踪来研究注意力资源约束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在参与这项金融游戏之
前，参与者只有 3 分钟时间阅读基金业绩披露信息。眼动追踪数据显示，投资者由于
调查基金披露信息的时间有限（即有限的注意力），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基金业
绩上。另外，作者发现了投资者对过往业绩的关注度与购买意愿之间的相关性。这项
研究的一个延伸是探讨投资者会关注商业计划的哪些部分。这些研究可以使用眼动追
踪来探索哪些信息源（如金融图表）会被视觉检测到，从而了解注意力主要分配的位置
以及注意的时长（注视时间）。类似地，研究人员可以调查众筹网页的哪些部分与支持
者最相关。
另 一 组 研 究 将 瞳 孔 扩 张 视 为 反 映 对 刺 激 的 唤 醒 和 注 意 过 程 的 指 标。 布 拉 德 利
（Bradley）等人的一项研究（2008）调查了 27 名参与者在观察 96 张照片（包括令人愉
悦、中性和令人不悦的照片）时的瞳孔反应，除了瞳孔变化，研究人员还记录了其皮肤
电导（skin conductance，SC）和心率（HR）。结果显示，当参与者看到令人愉悦或令人
不悦的图片时，瞳孔扩张的程度明显大于看到中性图片时的反应。此外，作者发现了
瞳孔大小与皮肤电导活动的共同变化。这些结果证实了瞳孔反应的作用以及随之增加
的与情绪唤起有关的交感神经活动。由于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确的决策，
因此探索创业者相比非创业者而言是否具有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将会很有趣。通过
观察眼动追踪还可以收集详细信息来了解信息处理以及情绪唤醒过程。

4. 皮肤电活动：皮肤电导和皮肤电导反应
它们是如何工作的？身体皮肤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保持水分平
衡，并防止过热或过冷。这些功能主要受血管收缩和舒张以及汗腺活动的控制。由于
皮肤对我们体内一些最重要的指标平衡（如恒温和水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大脑
与皮肤紧密相连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皮肤活动的多功能性和动态性得到了广泛的理解，
心理生理学家通常将皮肤电活动视为推断神经和认知活动的一种特殊信息来源。汗腺
（皮肤传感器）有两种：顶分泌（apocrine）腺和外分泌（eccrine）腺，后者因其在体温
调节中的突出作用而受到更多关注。但是，由于手掌和足底表面具有高密度的外分泌
腺，研究者由此推测这些腺体也会对心理刺激和情绪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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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电活动反映了外分泌腺的活动。由于其简易性，皮肤电导（SC）是最常被研究
的皮肤电活动形式，它表示小电流通过皮肤时的电导率。SC 反映了由交感神经系统完
全控制的外分泌腺的活动。外分泌腺的活动（出汗）增加了皮肤上的电解质数量，当两
个电极表面之间流过小电流时，皮肤表面的汗液越多，电阻越小。皮肤电导的单位是
微西门子，而电阻的单位以千欧（kΩ）表示。
SC 可以通过观察紧张性活动和时相性活动之间的读数振动来测量。紧张性 SC 表
示皮肤在没有实验刺激下的电导水平，这些变化的持续时间通常为 10 秒到 1 分钟。相
反，时相性 SC 表示由刺激呈现引起的电导水平变化，并且在刺激之后的 5 秒内引发。
刺激呈现后瞬间的皮肤电导的时相性增加被标记为皮肤电导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CR）。通常，SCR 被定义为相较于静息时的个体基础水平有 0.05 微西门子
的增加，它必须在刺激开始后 5 秒内观察。传统上，SCR 被认为是对刺激的情绪评估
的标志，该标志专用于实验和临床领域的决策研究。
SCR 也被认为反映了唤醒和警觉的一般状态。当唤醒的刺激激活了认知系统时，
身体通过刺激外分泌腺来做出反应。这种机制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抓握准备。实际上，
外分泌腺体活动的增加导致位于手掌表面上的受体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皮肤电活动追踪（electrodermal activity tracking）的优点。皮肤电活动追踪已被
广泛用于心理生理学研究。这种技术的主要优点是皮肤电活动提供了情绪过程和唤醒
水平的独特指标。与其他心理生理学方法类似，皮肤电活动跟踪器提供了皮肤电活动
的连续数据。此外，皮肤电活动易于检测，因此可提供可靠和一致的结果。最后，所
用的设备并不显眼，并且不会分散被试的注意力。实际上，这些现代化的设备非常小、
易于穿戴，其平均成本约为 450 美元，方便在市场上购买。
皮肤电活动追踪的缺点。皮肤电活动也不是毫无缺陷的方法。事实上，与其他电
生理学方法相比，皮肤电活动（特别是皮肤电反应，即 galvanic skin response，GSR）
比其他技术慢。尽管这种技术具有重要的优点，但需要注意的是对 SC 的解释仍然存在
争议。皮肤电信号不能反映情绪特征。换句话说，仅基于皮肤电活动增加的这一情况，
不可能断定被试是否正在体验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仅仅能推断出被试感受到了情绪。
其他因素可能会对数据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认知状态（如注意力）或身体疲劳、环
境温度（人们在温暖环境中出汗更多）和实验设计的可预测性（重复性任务抑制电流反
应）。因此，为了避免数据误读，强烈建议将此方法与其他补充技术结合起来使用。
皮肤电导反应可以解答哪些研究问题？ SCR 主要用于“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这一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中（对于经济决策中的应用，参见
Bechara and Damasio，2005）。躯体标记假说假定一些躯体标记物（心理生理学指标）
与被称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的脑区的正常功能有关。这部分区域做出战
略决策，一旦受到损害，经济和战略思维就会被削弱。事实上，与健康个体相比，该
区域受损的个体的 SCR 的功能也随之受到损害。例如，范·沃特（van’t Wout）等人
（2006）研究了受试者在经济游戏（最后通牒博弈）中对不公平报价的生理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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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观察到 SCR 因不公平报价而大幅增加。此外，SCR 还与拒绝不公平报价有关。作
者推测与不公平相关的 SCR 是情绪唤醒（负面情绪）的结果。有趣的是，SCR 只是在
被试得到不公平报价之后增加，而不是在计算机提供报价时增加。因此，SCR 支持这
样的假设，即情绪唤醒（如不平等或不公平的感觉）在经济和战略决策中起着重要作
用。这项研究可以扩展到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关系研究（Bellavitis，Filatotchev and
Kamuriwo，2014），并且这种类型的研究可以扩展布森尼兹（Busenitz）等人的研究
（2004）。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创业者被以公正合法的方式对待时，创业成功的概
率就会增加。
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Bechara et al.，1999 ；Bechara et
al.，2005）。这些研究显示，VMPFC 受损的患者在几次经济游戏中都失败了，并且没
有显示出任何 SCR 调节反应以应对公平的条件或损失。这表明 SCR（躯体标记）可能
是推断有关情绪唤醒、决策和行为的信息的最佳指标。此外，它可能有助于探索低效
的企业决策战略的成因。
除了躯体标记假说的主要理论框架外，很少有研究使用皮肤电导和其他心理生理
指标来测试对金融事件的实时快速变化的躯体反应。罗和列宾（Lo and Repin，2002）
将皮肤电导和血液参数纳入考虑范围，研究了情绪在金融决策中的作用。10 位专业交
易员参与了这项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在短暂市场事件中，皮肤电导率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较高市场波动性伴随着较高的心血管反应。有趣的是，他们观察到经验丰富和经
验不足的交易者之间存在着显著不同的心理生理反应。类似的研究可以探讨初次创业
者和连环创业者之间的差异。
这些研究显现出皮肤电技术的潜力。SCR 可能是探索创业者行为的有效指标。它
提供了一个观察快速变化的情绪过程的窗口，可能有助于挖掘出塑造成功创业者的因
素。例如，皮肤电活动可能有助于通过比较情绪和经验相关的反应与投资机会，探索
合作伙伴如何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可信度），还有助于研究投资者（如风险投资者）对
某些投资建议如何做出反应。表 3-3 比较了各种心理、生理指标。

3.2

遗传学、激素和行为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第二种方法，在生物学、遗传学和化学背景下对认知功能

和行为进行展望。遗传学对于创业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提供了一套创新的、强有
力的工具来研究创业者的行为和认知模式。如前所述，学者可以间接地研究人类行为
在神经上和生理上的关联。然而如今，一系列可用的技术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行为的
前兆，包括创业行为的前兆。这些工具可以揭示重要的、由先天得来（基于遗传）或后
天培育（基于教育）而成的创业态度的起源问题，以及成功和非成功创业者之间的个体
差异。这里提出了两种常见的方法：行为遗传学、精神神经内分泌学。

电极

NA ①

NA

毫伏（mV）

电极

0.04 秒

NA

紧凑

便携式

测量单位

探测器

时间分辨率

空间分辨率

尺寸

可移动性

率

400 美元起

① NA 代表该数据“不适用”。

成本（大约）

150 美元起

50 美元起

300 美元起

300 美元起

500 美元起

决 策、 注 意、 空
间探索

临床疾病、情绪、
临床疾病、情绪、
临床疾病、情绪、
临床疾病、情绪、
阅 读 障 碍、 注 意
压力、注意力
压力、注意力
压力、注意力
压力、注意力
力、眼跳、眼动

便携式 / 可穿戴 /
固定

紧凑

应用

便携式

紧凑

0.15° 的视觉弧线

0.5 毫秒起（2000
赫兹）

眼球跟踪器

赫兹（Hz）

角膜反射

眼睛

眼动追踪

临 床 应 用、 心 理
生理学，营销

临 床 应 用、 心 理
生理学与生物反馈

便携式

紧凑

1°或以下

40 赫兹

电极

毫伏（mV）

眼动

眼球外肌

EOG

临 床 应 用、 心 理
生理学与生物反馈

临 床 应 用、 心 理
生理学与生物反馈

便携式

小

可变的

1～5 毫秒

NA
NA

电极

手臂袖带

微伏（μV）

肌肉的收缩

肌肉

EMG

临 床 应 用、 心 理
生理学与生物反馈

临 床 应 用、 心 理
生理学与生物反馈

压

毫 米 汞 柱（MmHG）

血压

心脏

血

心理生理指标之间的差异

兴趣领域

便携式

紧凑

次 / 分（bpm）

电脉冲

电脉冲

心脏

心

基本原理

ECG

心脏

法

器官

方

表 3-3

250 美元起

情绪唤醒、压力

临 床 应 用、 心 理
生理学与生物反馈

便携式

紧凑

NA

最高 5 秒

电极

微西门子（μS）

汗腺

皮肤

S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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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行为遗传学

行为遗传学是一个现代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领域，旨在强调遗传成分（先天得
来）与环境成分（后天培育：例如，教育、家庭、个人经历）对人类行为的贡献。与理
解经验相比较而言，理解先天的影响在人类行为研究中至关重要。遗传学研究使研究
人员能够理解每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性格和认知特征；遗传学和环境如何塑造一
个人的选择（如成为一名创业者）、行为和技能（如领导或决策技能）。此外，行为遗
传学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调查在具有高心理弹性、压力耐受性和领导力技能等确定特
征的人群中是否存在共同的心理生物学模式。重要的是，考虑到遗传学研究的复杂性，
研究者需要进行多层次的探究。
探索人类行为主要有两种非互斥方法。一种方法是，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直接探索
DNA 结构及其基因定位来解决行为的遗传基础。这种方法大多使用动物模型和更高
级的方法（如细胞中特定基因定位技术）。考虑到这些方法的复杂性，本节将不会讨论
它们。
另一种方法是，行为遗传学研究量化了遗传性状和环境影响的贡献。这种方法旨
在解决和探索特定人群（如家庭）的个体之间行为差异的先天得来 - 后天培育问题。因
此，行为遗传学解决了诸如“行为和人格特征是否遗传”之类的问题。“如果可以遗传，
那么是什么基因解释了家族相似性和个体差异？”
“创业者是天生的还是被训练出来的？”
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创业研究人员来说是基础性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许多研
究者（Nicolaou et al.，2008 ；Nicolaou and Shane，2010 ；van der Loos et al.，2011 ；
Zhang et al.，2009）使用这种方法来阐明创业者身上的遗传成分。例如，比较双胞胎
的行为表明，基因对创业有很大的影响，而环境和教养对创业影响不大。我们将在下
面的章节中详细阐述现有的研究。
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将重点放在行为遗传学中使用的经典方法：家族研究、双胞
胎研究、收养研究。家族研究常用于研究遗传对认知、行为和心理发展的影响。这些
研究对于区分先天得来与后天培育问题非常有用。最常见的设计涉及分析参与者血液
中的 DNA。研究人员可以观察到特定基因的存在（或缺失）与观察到的行为之间的相
关性，从而推断出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然而，家族研究的结果有与环境因素混淆的风险。家族成员经常共享相似的环境，
可能会对行为产生强烈影响。因此，很难辨别家族基因（家族成员常见基因）和环境对
行为结果的影响。例如，父母和子女都是创业者的家庭并不意味着孩子遗传的某些基
因是其选择创业的主要原因。环境可能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例如，孩子受到当地
学校的与创业相关的课程培训，或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教育（与遗传不同），可能是他们
职业选择的原因。
双胞胎研究提供了可以区分先天得来和后天培育的效果的替代工具。双胞胎可以
是同卵双胞胎（单卵双胞胎）或异卵双胞胎（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具有相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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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型（DNA 序列中的基因组合），并且具有非常相似的表现型（可观察到的特征，即基
因表达）。异卵双胞胎有 50% 的基因是相同的，并且有不同的表现型。考虑到同卵双胞
胎拥有 100% 相同的基因，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非常相似的行为和性格表型（Plomin
et al.，1977），他们之间的相似度比异卵双胞胎更高。
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拥有的相同 DNA 的数量。与此同时，这两种
双胞胎拥有相同的年龄和环境，并接受相似的父母照顾。这些特点为研究遗传学和环
境在行为原型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机会。例如，当观察到的特征在同卵双胞胎
中表现出来，而在异卵双胞胎中却没有表现出来时，这就表明在特征的表达中有很强
的遗传贡献；不过，如果在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中都发现了相似之处，那么我们
可以合理地假设，外部因素在产生相似特征的过程中起了作用。
虽然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创业，但科学家们必须考虑到这不是一种无约束的方
法。它的主要缺点与数据收集有关。研究者确实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双胞胎来参与这项
研究。3 另一个重要的限制是对双胞胎共享相似环境的严格假设。
收养研究是区分环境影响与遗传对行为和心理特征影响的理想方法。家族研究
和双胞胎研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调查了共同的遗传学和环境问题。相反，由于被
收养的个体与他们的父母以及家庭中的其他孩子没有相同的遗传特征，这种方法能
将遗传和环境的影响区分开来。这种方法提供了两个层次的比较：在理想的情况下，
可以将领养人的行为与领养父母的行为进行比较。如果研究对象与他的养父母之间
有系统性的相似之处，研究者就可以得出环境因素决定某种行为的结论；相反的行
为模式可能预示着更强的基因贡献。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这类研究通常是不可
行的。
虽然收养研究很吸引人，但找到研究被试却相当复杂。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
出于隐私原因，研究者很难将收养的孩子与他们的亲生父母（以及他们的 DNA）联系
起来。因此，被收养者个体的有限可用性，以及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例如保密）是
这种方法的两个严重限制。此外，与亲生父母相比，养父母的平均年龄更大，经济情
况更好，身体更健康。因此，在进行此类调查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总之，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了行为遗传学中最常用的三种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各
自的优缺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先天得来与后天培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
种先天和后天的贡献不应被认为是二元关系，而是连续的统一体，这两者同时对行为
表型起作用。如今研究行为遗传学在科学界越来越受欢迎，可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开展
研究。
使用行为遗传学可以解答哪些研究问题？使用这种技术可以解决大量的研究问题，
甚至近年来在创业研究领域中也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案例。例如，许多论文探讨了某
些行为表型的遗传可能性，例如创造力或识别商业机会的能力（Nicolaou et al.，2009 ；
Shane and Nicolaou，2015）、自主创业（Nicolaou and Shane，2010）、性格特征（Shane
et al.，2010）和创业能力（Barnea et al.，2010 ；Nicolaou et al.，2008）。通过对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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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比较，这些研究发现了创业行为模式中一个重要的遗
传因素的影响，而环境对创业行为的产生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此外，这些结果在男性
和女性双胞胎中都是一致的。
然而其他研究发现，环境也会影响投资情境下的个体行为。巴尼亚（Barnea）及其
同事（2010）进行的一项有趣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与年轻投资者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
关系。然而，家庭影响是短期的，并迅速被个人经验所取代。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遗传和环境因素在纵向和空间上的贡献。例如，基因和经验
对不同人生阶段的行为有不同的影响吗？他们互相促进吗？日本等某些文化传统通常
倾向于规避风险（这不利于创业），在考虑基因影响的前提下，人们是否有可能采取措
施来克服创业的文化障碍？其他研究也可能研究多种因素对各种结果的影响，如创业
成功、失败、机会主义或坚持。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比较了收养儿童的创业倾向（例如，Lindquist et al.，2015）。研
究表明，与先前的证据相反，养父母（创业者）的影响是遗传贡献（亲生父母）的两倍。
然而，被收养的孩子与创业者的自然后代相比，环境的影响对于后者更大。这一证据
表明，基因和环境可能都在形成创业意向和行为方面发挥着作用。
其 他 研 究 人 员 使 用 行 为 遗 传 学 方 法 来 研 究 男 性 和 女 性 创 业 者 的 差 异。 张 等 人
（Zhang et al.，2009）通过评估两种心理特征（外向性和神经质），探讨了性别差异和遗
传贡献对创业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创业倾向具有很强的遗传基础，主要
受外向性和神经质的影响。相比之下，男性的情况则相反，显示了环境和外向性的基
本贡献。
本节展示了遗传学研究的巨大潜力。近年来，这种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尽管在创业领域从事的基因研究越来越多，仍有大量研究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3.2.2

精神神经内分泌学

人类大脑通过两个互补的系统调控工作：基于神经递质（如多巴胺或血清素）的
神经系统、由激素介导的内分泌系统。精神神经内分泌学研究内分泌功能和功能障碍。
特别是，该领域应用了来自多个学科的跨学科方法，包括精神病学、心理学、神经生
物学、神经科学和内分泌学（Campeau et al.，1998）。
表 3-4 总结了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主要特征。这两种系统都对人体极为重要
并能调节人体的基本功能，如生理周期、性欲、体温、学习、食欲、新陈代谢、生长
和体重等。此外，神经和内分泌系统是维持大脑和身体的机体平衡（体内平衡）的基
础。广义地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做什么是由神经内分泌系统在特定时间点的状态所
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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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的差异

特征 /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

信号

电脉冲（动作电位）

化学脉冲（激素）

途径

神经元传输

血液传输

信息传输速度

快

慢

效果的持续时间

短暂

短暂或持续

行为和反应类型

自发或非自发

非自发

作用范围

局部（连接神经元的细胞）

通常很远（很多细胞都会受到影响）

神经递质是一种化学物质，在大脑和全身传递抑制或兴奋的信息。传播沿着神经
束传播。最常见的神经递质是多巴胺、γ- 氨基丁酸、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虽然
神经递质通常与单一的功能有关，例如众所周知的多巴胺与精神愉悦和行为强化有关，
但神经递质的作用复杂并且它的作用依赖于数量。此外，许多神经递质可以同时发挥
兴奋作用和抑制作用。
激素是从腺体和器官（如甲状腺、胰腺、性腺和松果体）直接分泌到血液中的化学
物质。它们的作用速度比神经递质要慢得多，但它们的作用会持续更长时间。胰岛素、
睾酮、瘦素、褪黑素、雌性激素和皮质醇是一些为人熟知的激素。4
考虑到人体中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以及它们的前体或受体）的浓度，以及它们的基
本作用，大量的科学研究探索了神经内分泌系统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我们
关注的是三种最著名的化学物质和创业现象之间的关系：多巴胺、皮质醇、睾酮。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它的存在与运动、记忆、注意力、睡眠和情绪调节等多
种功能有关。重要的是，多巴胺在通过“取悦”和“奖励”大脑来强化行为方面发挥着
核心作用，可以促进行为的神经表征的巩固，以及这个行为与愉悦感的联系（Berridge
and Kringelbach，2008）。
皮质醇是有助于维持体内平衡的关键激素。皮质醇参与了机体功能的调节，例如
血糖水平、代谢功能、免疫反应和各种抗炎反应。当人们处于压力之下时，皮质醇在
产生一系列化学事件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这些化学事件促使机体达到稳态。然而，
长时间处于压力环境中，以及由此导致的血液中皮质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都会对机
体系统达到自身稳态的能力产生消极作用。这就是长期压力或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的
结果。此外，研究发现（Simeon et al.，2007）皮质醇和心理弹性（应对压力和适应压
力的能力）之间存在相关性。此外，甚至皮质醇的缺乏还会消极地影响机体恢复体内平
衡的能力。
睾酮是最著名的化学物质。这种激素调节性和男性的生殖发育。女性产生的睾酮
水平远低于男性。睾酮与一些性相关的功能有关，如性器官的发育或是青春期性特征
（例如，声音加深、体毛生长等）。它还会驱动性行为并决定脂肪分布。值得注意的是，
男性的性发育和睾酮水平与大量的社会行为密切相关，如控制欲和竞争性。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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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哺乳动物中，睾酮促进肌肉生长和力量发育。有证据表明，非人灵长类动物（如
黑猩猩）的阿尔法男性（alpha male）的睾酮（和皮质醇）水平较高。在人类中，睾酮与
领导力和攻击性有关（参见 Yildirim 和 Derksen 的综述，2012）。由于睾酮似乎是产生
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核心因素（主要是在男性中），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解释
攻击性和非攻击性人格之间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此外，它被认为是解释不同经济决
策行为（如赌博）的重要因素。然而，现代研究方法的目的不仅仅是研究单个激素的作
用，而且还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激素的相互作用。睾酮和皮质醇在决策行为和攻击性
行为中的相互作用就是一个例子。
使用精神神经内分泌学可以解答哪些研究问题？对不同激素的分析可以为创业者
的行为提供有趣的见解。例如，多巴胺与愉悦感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解释我们为什
么喜欢吃最喜欢的食物的主要依据，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个体会患上毒瘾。同样，不同
水平的多巴胺前体或受体可以解释寻求风险的行为，并可作为创业者本能的预测指标。
例如，尼科拉乌等人的一项有趣的双胞胎研究（Nicolaou et al.，2011）提出一种编码
多巴胺受体（一种由多巴胺选择性激活的特殊蛋白质分子）的基因存在（DRD3）和创
业精神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该研究表明，具有特定基因组成的个体（即携带特定基因
DRD3 基因变体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创业行为或其他寻求刺激的活动。可能是由于这
些人需要更高水平的多巴胺来“激活”大脑中的奖励回路。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
项工作未能在更大的样本中得到验证（例如，参见 van der Loos et al.，2011）。因此，
多巴胺对创业者行为的贡献仍有争议，需要进一步关注。
皮 质 醇 与 压 力 有 关。 由 于 创 业 者 经 常 在 有 压 力 的 和 高 不 确 定 性 的 环 境 下 行 事，
因此研究人员将皮质醇作为解释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特质之间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
（Bergen，2011 ；Townsend et al.，2011）。例如，高桥（Takahashi，2004）将皮质醇与
时间折扣联系起来。时间折扣是指与未来更大的回报相比，一个人更喜欢眼前小奖励
的程度。我们皮质醇水平越低，跨期决策的冲动性越强。因此，这项研究似乎表明个
体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可能会影响职业选择（如自我雇用而非被雇）。
最后，先前的研究将睾酮与竞争性、攻击性、支配性和反社会行为联系了起来
（Edwards，1969 ；Mattsson et al.，1980 ；Scerbo 和 Kolko，1994）。传统上，睾酮被认
为是研究领导力、风险寻求、金融投资风格和创业精神等特征的主要依据。尽管如此，
它的作用仍有争议，需要进一步调查。例如，凡德路斯（van der Loos）等人最近的一
项研究（2013）并没有发现睾酮和创业者行为之间存在任何关联，而梅塔和普拉沙德
（Mehta，Prasad，2015）发现在冒险行为方面，睾酮和皮质醇存在相互作用。
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了精神神经内分泌学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能够帮助创业研
究者。我们还指出了一些最著名的化学物质，它们可以预测、决定或指导创业行为。
这些化学物质可以解释使创业者成功的神经和生物基础。因此，精神神经内分泌的方
法代表了扩大我们的创业知识面的一个有趣的视角。
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基因成分和内分泌成分应该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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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事实上，内分泌系统和基因相互影响。例如，男性的睾酮浓
度是由特定的基因决定的，是高度可遗传的。除此之外，睾酮的量影响特定基因的表
达（如一定水平的睾酮决定身体的正确生长和性发育）。因此，遗传、激素和行为是紧
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人员应该相应地设计他们的研究。

3.3

结束语
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几种方法，可以为在神经基础上研究创业提供有价值的见

解。每种方法都揭示了创业的不同方面及其生物学原理。这里介绍的方法展示了学者
和研究人员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创业机制，涉及了从生物学到更高级的认知过程的
多个方面。不同的技术也可以结合在一起，提供关于创业现象的准确和有价值的见解。
正如克鲁格和韦尔佩（2014）所言，“创业思维绝对不是一系列可以学习的事物，
甚至不是一套可以传授的技巧，而是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如果我们需要真正理解
创业思维，我们就需要更深入地观察。”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各种方法来深入研究。
我们为观察创业者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眼动和皮肤活动提供了依据和指导。可以
说，对当今真正有兴趣理解引导和驱动创业意向的原始本能和行为的研究者来说，这
些是最基本的方法。

3.4

注释

1. http://megcommunity.org/groups-jobs/groups。
2. 我们建议你参考心脏科学与技术学会的指南。
3. 一些研究机构创建了双胞胎注册中心（主要用于医疗目的）以促进数据收集和数据共享。例
如，瑞典双胞胎注册中心（http://ki.se/en/research/the-swedish-twin-registry）和澳大利亚双胞胎
注册中心（https://www.twins.org.au/）。
4. 我们的身体也会产生一类激素，但它们充当神经递质。

3.5

参考文献

61

62

神经创业学

第3章

神经创业学中的人类心理生理学和遗传学方法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