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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hav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The results have been less than ideal. In 

2014, Premier Li Keqiang began to promot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t this time, 

foreign entrepreneurial ideas gradually affected the country. Major univers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began to draw on and innovat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outstanding and inadequacies of the 

maker space operation model of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o come up with the innovation 

measures of the maker space operation model of Zhejiang colleges tha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hidden knowledg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Help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o better 

condu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more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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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来，浙江省高校与时俱进，越来越注重对学生的创业培养，效果却不甚理想。

2014年，李克强总理开始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此时国外的创客思想又逐渐影响到

国内，浙江省各大高校对其开始借鉴与创新。本文旨在通过对浙江高校的创客空间运营模式

的研究，分析其中的优秀之处与不足之处，得出有效促进创业隐性知识转移的浙江高校创客

空间运营模式创新对策，帮助浙江高校更好的进行创业教育，培养出更多出色的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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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浙江省多年来坚守着创业创新的信念，鼓励创新，注重创业行为，创业创新的文化氛围

浓烈，创客空间在全省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浙江省也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历年的

生产总值（GDP）均位于全国前列，亦为创客空间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据统计，

目前浙江省内省级创客空间共计 108 个，主要的创客空间集中在杭州市和宁波市一带。此外，

浙江省内高校众多，拥有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以及浙江理工大学等诸多国内重点大学，

都已经自办或合办属于自身的创客空间，例如浙江大学的紫金创业元空间、浙江工商大学教

工路创业园、浙江理工大学创业孵化园以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科技创业园等。 

然而，虽然目前浙江省内的各大高校都已经建立起创客空间、创业园等，也取得了初步

的成效，但是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各大高校正在积极探索道路。一般的创业教育大多以创

业显性知识的传播为主，隐性知识为辅，这对于高校学生的创业能力的提高和创业精神的培

养都是远远不够的，而创业实践中所产生的创业隐性知识如果能够有效的转移到学生身上的

话，能够强化创业教育效果，培育更好的创业人才。于此，本文将基于创业隐性知识转移视

角探讨浙江高校创客空间运营模式创新。 

2.文献回顾 

隐性知识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在 1958 年提出，他认为，隐性知识是

深植于个体及其心智模式、难以编码及沟通的知识，属技巧性、由情景限定、个人独自体验

但“知而不能言者众”的知识，具有高度个人化、难以规范化的特点。 

“创客”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个人的创新创造提供了一个不受以往限制（例如个人

难以承受价格的实验器材以及专业的科研人员）的平台——个人实验室，可以实现个人的创

意，不仅仅是创造，这便是创客空间。从此以后，微软、IBM 以及苹果等诸多企业开始借鉴

这个模式（杨建新和孙宏斌等，2015）。创客空间是一个为有创业意愿或者创意的人实现自身

的想法的场所，是追求个人意义与自我价值的新时代下的必然（王莹和黄典贵，2015）。 

那么创客空间与隐性知识的联系又在哪里呢？梁中（2012）认为创业能力的学习过程则

更多的是一种亲自学习的进程，学习者经过持续的经历累积、吸收和体悟，最终内化为具有

个体色彩的自我隐性知识。所以，在创业教育中，必须抛弃那种只能让学生获得显性知识碎

片的教育方式，而着重构建有利于创业隐性知识生成和转移的教育方式，以促进教育对象对

创业隐性知识的获取与共享。 

创客空间能够很好地让学生进行创业实践，将创业实践中所获得的隐性知识转移到学生

自身中去，对于隐性知识的转移来讲，创客空间是一个很好的转移场所。创业能力和创业精

神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创业相关的隐性知识的生成与获得，而高校创客空间的运营与发展为创

业隐性知识的生成与成长提供了丰沛的土壤，促进了隐性知识向大学生的转移，有效地增进

了高校的创业教育效果，让大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和能力，并很好的形成了自己的创业精

神。 

3.基于创业隐性知识转移视角的浙江高校创客空间运营模式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前，浙江省内诸多高校已经建立了自身的创业园，例如

浙江师范大学网络经济创业园、浙江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浙江工业大学创业园等。并且在国

务院发布相关文件之后，全国创客空间遍地开花，浙江省内诸多高校也开始探求新的创客空

间建立以及运营模式。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内主要的创客空间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和宁波市一

带，根据浙江省 2016 年的认定结果，省级创客空间共计 108 个，其中杭州市省级优秀创客空

间 13 家，省级创客空间 30 家，宁波市省级优秀创客空间 3 家，省级创客空间 28 家，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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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将近四成。 

3.1  基于创业隐性知识转移视角的浙江高校创客空间运营模式现状 

目前浙江省内高校创客空间的运营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高校为主体的创客空间

运营模式，即由高校发起建立，主要运用的是高校的资源，高校作为运营主体，由高校提供

人员进行管理，例如浙江师范大学众创空间、浙江大学紫金创业元空间、浙江工商大学创业

园等；另外一种是高校和企业联合运营的众创空间模式，一般而言，高校提供场所，水电以

及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而企业会提供相应的管理人员以及部分资金，例如杭州电子科技大

HD-PARK 众创空间、浙江理工大学的“尚+众创空间”以及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达利女装学院等。

经过分析，两大模式下的创客空间都具有以下的几大特点： 

3.1.1 空间属性 

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基本办公场所、基础设以及和共享的相关器材设备，例如开放实验

室、加工车间、WIFI、电脑、公共会议室以及休闲场所等。创业地点一般由学校内部原有的

场所改建而来或者校外的获得政府一定补贴的低价场所；水、电以及网络等相关基础设施也

可以得到一定的优惠；对于创业设备，比如 3D 打印机、数控切割机床、木工加工中心等相

关的设备则根据具体创客空间的规划而有所不同，但每一个创客空间都拥有不等的相关创业

设备，比如拥有诸多设备的的浙江大学紫金创业元空间。 

3.1.2 创客定位 

几乎绝大多数创客空间都面向全体在校并且具有创新创业愿望的学生以及应届生，仅仅

接收极少量的社会人士。创业团队一般具有“少而简”属性，团队人数少，约为 3—6 人，项目

普遍处于起步阶段，甚至还停留在假设中。对他们而言，创客空间与传统的创业对比而言，

门槛更低，也更加适合当今的大学生创业。 

3.1.3 功能设置 

注重创业想法的孵化和转化，只要有一定可行的创业想法，浙江高校创客空间都会提供

条件去实现它，比如提供创业导师，配置相关课程，为创客空间成员和团队开展技术、管理、

财务、法律等各方面的培训；提供解读各类优惠政策、政府补贴申请以及知识产权等各项服

务；帮助开展项目路演，为创业项目提供可能的人脉帮助和资金来源；开展项目评估，对条

件合格的项目给予融资帮助。 

3.1.4 平台服务 

线上与线下两大方面平台的联动服务，线上通过创业论坛、贴吧、微博、公众号等方式

进行交流与合作，线下通过创业沙龙、创业讲座、创业者俱乐部等方式进行交流与资源对接。

有些高校通过呢相关的创业比赛来促进创客们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和融合，迸射出新的创意

火花。 

3.2  浙江高校创客空间运营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浙江高校创客空间的构建本应该是通过为创客空间成员提供各项服务，包括资金途径提

供、咨询和培训等，促进创业隐性知识的生成，同时通过项目融资、交流平台等为创业隐性

知识提供保障，然后通过创业实践实现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然而浙江高校的创客空间没有

充分发挥整个创客空间的各项优势，比如资金渠道、场地、创业专业咨询等，仅仅为创客空

间成员在创业项目实践过程中解决了部分问题，并未为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提供充足的保障，

建立良好的环境。 

3.2.1 模式缺陷 

以高校为主体的运行模式对于高校的软件以及硬件设备要求比较高，需要强大的师资力

量以及丰富的创客空间管理经验，一旦有所缺失，将会严重影响创客空间的运行，没有良好

的转移环境，不适宜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浙江工商大学流水苑三楼的创业空间就存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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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没有全面的建设蓝图以及大量相关设备；而高校与企业联合的运行模式虽然充分发挥

了高校和企业的优势，但可能会陷入关于权利的混乱状态，同样非常不利于隐形创业知识的

转移。 

3.2.2 效率不足 

浙江高校的科研成果多，比如发表的创新论文、报告以及创业比赛获奖项目、专利等，

但是很多并没有被使用起来，没有转化为有效的创业成果；同时，创客空间的相关设备耗资

巨大，但仅对相关专业以及人员开放，使用申请制度繁琐，导致了设备使用率不高，同时，

很多省内高校的创客场所因为是先后设立的，所以较为分散，没有将其联合起来，导致了资

源的闲置与浪费；浙江高校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比如有合作关系的企业，创业经验丰富的

校友，但是，并没有去很好的利用起来。以上三点，严重阻碍了创业隐性知识的生成和转化，

对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非常不利。 

3.2.3 创客空间属性有误、知名度不足 

首先，一个好的创客空间应该根据自身高校的特点以及校内学生的相关需求来设立，有

自己的核心力，不能完全照搬硬抄其他优秀的创客空间，温州大学的创客空间就是依据自身

的特点和学生需求设立的，但是浙江高校的其他创客空间仍然存在“模仿”的痕迹；其次，有

些完全是为了响应上级要求，盲目建设，或者仅仅将自己之前的相关场所改名，有名无实；

最后，由于宣传力度不足，很多在校学生都是未闻其名，不知道自己学校有创客空间或者他

在哪里，打击了学生的创业热情，降低了学生的参与度。这些都对创业隐性知识的生成产生

了很大的阻碍，不利于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 

3.2.4 制度缺失 

浙江高校受到以往的管理经验以及体制制度的影响，对创客空间的建设缺乏充分的了解，

建设途径和目的不明确，没有将创客空间的日常纳入整个学校的人才管理和创业教育的体系

之中，具体的创客空间日常管理的相关管理制度、考核体系等设立的不完善。严重影响创客

空间运行，没有给创业隐性知识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浙江师范大学网络经济创业园就存在

这样的问题。 

3.2.5 盈利不足 

浙江高校创客空间的创客项目多为初创，本身不具备造血能力,还需要诸多投入，并且，

创客多为大学生，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收入，而众创空间本身是偏向公益性质的平台，盈利不

是主要目的，并且又是高校设立的，所以无法向创客收取太多的费用。另一方面，创客空间

本身的投入巨大，持续运营成本也不小，所以，如果创客空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那么，

创客空间的可持续运营将大受影响，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创业隐性知识的生成与转移，这

是几乎所有浙江高校创客空间的通病。 

4.基于创业隐性知识转移视角的国内外高校创客空间运营模式成功经验借鉴 

4.1  国内外高校创客空间运营模式成功经验 

目前国外的比较好的高校创客空间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

纽约大学 ITP 项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利益信息技术研究中心（Berkeley CITRIS）以

及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Stanford D. school）。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拥有两幢大楼，是高

度自由化，透明度高，工作室化的六层建筑。里面也有小型的制造实验室，加工设备包括工

业级 3D 打印机、木工加工中心、数控水切割机床等，必须接受相关设施的操作培训并且不

能单独操作。 

当前国内我国已建成的高校众创空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天津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清

华大学的 i.Center，香港科技大学的创业中心以及深圳大学“创客 BOX”等。例如清华大学的

i.Center，加工设备都是工业级的，这是一般的创客空间所无法比拟的。教师教学通过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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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来实现，这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提高了能力。i.Center 将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导入基础

设施，打造了三大平台，创客课程在线平台、创客团队项目管理平台、创客活动管理平台，

便利化了学生们的活动与选择。 

4.2  国内外高校创客空间运营模式成功经验借鉴 

4.2.1 准确定位 

部分高校对创客空间的定位有一定的偏差，仅仅只是将创客空间认为是传统的创业孵化

器、科技创业园等，没有准确的解读创客空间的意思，所以浙江高校应该进一步明确创客空

间的概念，特点等相关内容，清楚自身定位，扫除认知错误的地方，然后根据自身的特色与

校内学生的需求、结合优势专业与资源以及当地的企业状况，注重自身创客空间的差异化，

以及特色化发展。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创业知识生成与转化环境，有利于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 

4.2.2 开源节流 

其一，加大与当地知名企业的合作，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企业资金的有机结合，也可以

寻求社会资本帮助，例如社会天使投资人、投资机构以及校友资助等，加快创业成果的出现，

可以向成功的创业项目收取一定的费用；其二，提供增值服务，向创客团队提供创客空间之

外的各类服务，比如帮助办理各类手续，创客心理辅导等，或者向社会人士开放创客课程收

费；其三，创客空间与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合作，为创客团队提供一体化的低成本服务，

比如行业机构可以提供有效的咨询、监督服务，中介机构可以使项目尽快与市场对接，从而

降低创客空间运营成本。 

4.2.3 提高知名度 

创客空间在 2015 年开始被公众所知，在 2016 年热度略有下降。提高创客空间的知名度，

不仅有利于大众对其的准确认知，让更多的人关注创客空间，进入创客空间，而且可以吸引

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利于创客空间的建设与完善，非常有利于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 

4.2.4 完善创业教育 

从浙江高校的实际出发，将创客空间的建设与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结合起来，纳入学校

人才教育与培养体系。坚持以学生创客为目的，综合各个学科的相关知识，不同学科背景的

导师互相协作，开发高效的创业课程；邀请企业的相关人员以及社会知名创客对高校科研成

果做检测与评估，对可以转化的创新成果进行立项考察，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5.基于创业隐性知识转移视角的浙江高校创客空间运营模式创新 

创客空间为学生创业提供了场所、工具和创业导师，通过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增强了学

生的创业能力，形成了优秀的创业精神，也为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极其

强大的促进作用，关于基于创业隐性知识转移视角的浙江高校创客空间模式，本文提出了以

下几点对策。 

5.1  创客空间环境创新 

5.1.1 建立开放式物理空间 

开放式物理空间内部高度透明，能够看到其他团队的创业进程以及创业工作，这有利于

推进隐性知识的转移与生成，整个创客空间内部学生成员相互交流，增加成员之间的联系与

协作，还能够博采众长，汲取精华，为自己的创业提供建议与经验。 

5.1.2 及时跟进先进的加工设备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拥有的小型的制造实验室加工设备包括工业

级 3D 打印机、木工加工中心、数控铣床、数控水切割机床等，这让实验室成员能更好的进

行实践操作，增强创业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所以，更优秀的设备可以让创客空间内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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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员更好的进行创业实践，有利于创业隐性知识的获取和生成，并丰富创业隐性知识，也

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转化。 

 

5.1.3 构建创业文化氛围 

通过创业会议、创业论坛以及与之相关的创业演讲、辩论等活动来对创客空间进行宣传，

增强学校内部的创业氛围，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创业，了解创客空间，对其产生兴趣，吸引越

来越多有创业想法的学生来主动投入创客空间，学生的主动性越强，其隐性知识的转移也越

加潜移默化，越有效。 

5.2  推进利于隐性创业知识转移的创客空间制度创新 

5.2.1 创客空间进出制度 

对入驻的创业团队进行相关条件审核，确认创业团队成员是否具有一定的创业能力和强

烈的创业意愿，并且确保创业团队的创业想法具有现实可行性等。 

5.2.2 创客空间团队管理制度 

对入驻团队的管理方式、考核期限以及团队扶持的相关情况进行说明，并按照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若违反，创客空间有权进行相应的处罚。 

5.2.3 制定严格规范的设备器材使用和保养制度 

严格规范的使用制度可以有效防止设备器材的不正当使用而造成的损坏，也可以避免因

操作不当所造成的人员受伤；聘请器材设备保养师和制定保养制度可以有效延长设备的使用

时间。这些制度都使创客空间的运行更加高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创业隐性知识的生成和

转移。 

5.3  加大利于隐性创业知识转移的创客空间资源投入 

5.3.1 师资力量创新 

其一高校内部的有创业相关经验的教师可以担任创客空间的团队导师，指导创客空间学

生团队的创业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教师的创业隐性知识向创客空间学生转移，也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创业观念、创业精神，亦使创业成果更有质量。其二邀请知名企业家和成功创业的校

友举办讲座、座谈会等，为创客空间学生们传授经验以及教训。高校如果有条件的话，亦可

以邀请部分企业人员和成功校友和高校老师组成教学团队，制定创业课程，可以更有效地促

进创业隐性知识的转移。 

5.3.2 运营资金来源创新 

目前创客空间的运营经费来源一般为高校、企业和政府专项资金，但是高校支持资金一

般不足，企业资金大多数用在企业本身认为有潜力的项目上面，政府的专项资金申请较为困

难，所以开拓出新的资金来源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对于非高校师生的创客以及已经成功正

常盈利的创业项目，可以收取相应的租金来维持创客空间的运营。其次，社会捐助也是一个

经费来源途径。 

5.4  建立利于隐性创业知识转移的创客空间平台 

5.4.1 线上平台建设 

网络平台的信息交流可以有效促进隐性知识的内化和转移。其一、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为创客空间打造一个线上平台用于创客空间的管理、运行以及创客空间学生们的信息交流。

创客空间可以设立自身的贴吧、论坛、微波和公众号等多种对外对内交流网络工具，不仅有

利于创客空间的对外宣传，也有利于创客们的创业交流，促进创客们对创业知识的深入理解。

其二、搭建政府、企业、公益机构和高校等多主体参与的创业实践平台，为创业团队提供全

方位、多领域以及多元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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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线下平台建设 

其一、定期举行创客交流活动，创客们之间互相探讨，增进了解，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

与内化。其二、定期举办政府、企业、公益机构和高校等多主体参与的展示活动，一方面有

利于创业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自己的创业项目有更深入的了解，及时把握

方向，利于创业项目走的更远。线下平台的建立十分有利于创业隐性知识的生成和转移、内

化。 

5.5  发挥政府服务职能，推进创客空间建设 

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不仅有利于创业项目的顺利进行，而且能帮助创客空间成员减少

时间成本，为创业隐性知识的生成与转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5.5.1 便利服务 

简化关于创客空间的相关登记手续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创客空间的创业项目

完善手续及相关文件，使创客空间成员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创业项目的实践。 

5.5.2 政策支撑 

确保各项政府优惠政策积极落实到创客空间成员身上，在补贴、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

惠，帮助创业项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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