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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一种载体，反映了客观事物固有的属性

或联系，能力是以掌握知识为前提完成一些任务和

活动的本领。当今社会，要求大学生不仅要善于学

习理论知识，更要善于应用和实践所学的知识，将

知识向能力转化。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的因

素有很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知识转化为能

力的影响因素。贺建良等[1]从学生的角度研究，提出

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学科竞赛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

化；张学敏等[2]从教学的角度研究，提出在教学中

要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能力的训练之间架起相

互沟通的桥梁，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吴冰

莹等[3]从高校专业设置的角度研究，分析高校向社

会输送人才需要落实 “三步走”战略，提高学生的

知识转化能力进而提高就业率等。
知识-能力转化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具有行

为多样性、影响因素多样性等特点。本文从系统观

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影响知识-能力转化的因素，

并找到了最关键因素、中间因素和外围因素，为解

决新时期的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问题提供了有益

的参考。

1 影响知识-能力转化因素分析

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的因素有许多，通

过问卷调查和向专家咨询，从学生自身因素、高校

教学因素、社会需求因素 3 个方面对总结归纳出的

20 个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和

研究。
1.1 学生自身因素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方

法、学习心态、学习目标、学习能力、知识掌握程

度、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学习习惯等不同，每个

学生知识-能力的转化过程也不尽相同，具有良好

学习方法和学习心态的学生往往能够较好地将所学

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学生对学习目标和对所学

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是影响知识-能力转化的重要因

素。学生自身因素包括：S1 学习方法、S2 学习心

态、S3 学习目标、S4 学习能力、S5 知识掌握程度、
S6 是否锻炼实践能力、S7 动手能力。
1.2 高校教学因素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而高校教师是大

学生教育的引导者。高校的课程设置合理、教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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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确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对

学生实践能力进行考核并开设实践课程，都会对大

学生知识-能力的转化达到促进作用。高校教学因

素包括：S8 教学方法、S9 教学课程设计、S10 教学内

容、S11 是否注重实践教学、S12 实践能力的考核、
S13 实践课程开设情况、S14 教学培养目标。
1.3 社会需求因素

随着社会对素质教育重视程度的升高，社会为

大学生提供的实践岗位相比过去也增加了许多，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要

求，不仅要求他们掌握理论知识，更多的是要求他

们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这也要求

大学生有更强的能力，因此，在如今的时代背景

下，社会对能力的要求是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

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需求因素包括：S15 社会对

大学生能力要求、S16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S17 社会

实践活动开展形式、S18 素质教育的发展、S19 社会

竞争加剧、S20 提供的实践资源。
2 DEMATEL/ISM 集成模型及建模过程概述

2.1 DEMATEL/ISM 集成模型介绍

决策实验室分析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4]方法是通过对矩

阵的运算求得影响度和被影响度，进而计算各个影

响因素的原因度与中心度，是研究和分析系统要素

的 一 种 有 效 的 方 法 。 解 释 结 构 模 型 法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 Method，ISM）[5]是

将较大的系统分解为多个小的系统，通过运算形成

多层递阶的结构模型。这种递阶模型主要是定性的

分析，可将较为模糊的观点和思想转化为相互之间

有着一定层次和联系的模型。多用于因素变量较

多、关系层次较为模糊的系统分析过程中。本文通

过综合运用 DEMATEL/ISM 方法，在确定系统影响

因素内在关系大小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结构和层次

都较为明确的多级递阶解释结构模型，能够更加充

分地说明问题。
2.2 建模过程概述

1） 确定各个影响因素，对系统进行分析。选

取 n 个因素，并对因素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描述。
2） 建立直接影响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进

而确定综合影响矩阵 C。若因素间的影响关系为

“强”则设定为 “3”、 “中”为 “2”、 “弱”为

“1”，若两因素间无影响，则设定为 “0”，由此得

到一个 n×n 阶的矩阵。将得到的影响关系除以各行

影响因素之和的最大值，即可得到规范化直接影响

矩阵。根据公式即可得到综合影响矩阵。
3） 计算各个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

度与原因度。将各个因素的影响度与被影响度相加

即可得到中心度，影响度与被影响度相减即可得到

原因度。
4） 确定整体影响矩阵 D，计算整体影响矩阵

的标准化可达矩阵 E，构建结构模型。确定各个因

素的可达集和前因集，构建影响因素结构模型。
5） 对因素进行层级划分。用有向图表示出层

次划分的结果。
3 知识 - 能力转化因素结构分析

1）确定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的因素，对

系统进行了分析。选取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

的 20 个因素，并对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

描述。
2）构建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因素间的直

接影响矩阵，再把每个影响关系除以各行影响因素

之和的最大值，即可得到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进

而构建综合影响矩阵 C。
3）计算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各因素的影

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与原因度，得到各个因素

的中心度和原因度曲线图，见图 1。

4）确定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各因素的整

体影响矩阵、标准化可达矩阵 E，进而构建结构模

型。将综合影响矩阵加上 20 阶单位矩阵后即可得

到整体影响矩阵，将阀值 λ 设置为 0.1，对上述可

达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可得到各因素的可达矩

阵。第 19 页表 1 为影响因素的可达集和前因集。
5）对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所有因素进行

层次划分。根据分层结果，将影响大学生知识-能

力转化各因素之间的层级关系用有向图表示，得到

一个 6 级递阶层次结构图，见第 19 页图 2。
4 知识 - 能力转化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分析

1）综合结果分析。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影响

因素共分为 6 个层级。第 1 层为表层因素，包括学

生的学习心态、学习目标、知识掌握程度、动手能

力、教学方法、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形式，这些因素

作为递阶层次模型的顶层，是影响大学生知识-能

图 1 各个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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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响因素的可达集和前因集

力转化的最直接因素。第 2，3，4 层为中间层影响

因素，通过直接因素对大学生知识-能力的转化产

生影响。第 5 层和第 6 层是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

转化最深层次的因素，包括是否注重实践教学、社

会对大学生能力要求和社会竞争加剧 3 个因素。
2）结合原因度与中心度对各个因素进行分析。

由图 1 分析可知，中心度排在首位的因素是素质教

育的发展， 表明其对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影响非

常大，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

视度不断提高，不论是学生自身的学习方法、学习

目标，还是高校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和培养目标都发

生着改变。中心度排在第 2 位至第 4 位的因素分别

是学习能力、是否锻炼实践能力、是否注重实践教

学，表明这 3 个因素对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起较

为重要的作用。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相减得到的原因

度指标反映了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原因

度大于 0 为原因因素，原因度小于 0 为结果因素，

其绝对值的大小分别反映了该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

响程度或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由分析可知，原

因因素共有 12 个，排在前 3 位的分别是社会竞争

加剧、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对大学生能力要

求。这意味着大学生知识-能力的转化最容易受到

这 3 个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竞争加剧，综合能力

较弱的学生将面临社会的淘汰，因此这 3 个因素是

影响大学生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作为结果因素的

有 8 个，意味着在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的因

素中，这些因素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5 结束语

随着当代社会各行各业对大学生能力要求的不

断提高，知识-能力的有效转化对于大学生今后的

发展尤为重要。根据 DEMATEL/ISM 集成模型对当

代大学生知识-能力转化关键影响因素的结果分析，

本文从高校教育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学生能力方面的教育，提升大学生对

自身知识-能力转化的重视程度。研究发现，学生

自身因素，不论是学习方法、学习心态、学习目

标，都是影响其知识-能力转化的直接因素，学生

必须要意识到能力对自身学习的重要性，进而制定

正确的学习规划，提升对知识的运用能力。
2） 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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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大学生能力的考核是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

转化的深层次因素，一方面，可以促使学生在日常

学习中加强对自我能力的训练。当代大学生更趋于

任务驱动型教学法，相比于对自身的要求，一些考

核类的要求更能有效地促使学生注重知识-能力的

转化，将所学知识转化成自身能力。另一方面，高

校要改善课程的考核方式，将传统的对知识点的考

核改进为对能力的考核。
3） 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根据以上

分析结果，社会对大学生能力要求是影响大学生有

效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最深层次因素之一。学生应

在社会实践中锻炼[6]，要想把学生头脑里的知识变成

能力，必须向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在实践

中学会更细心地观察，更好地思考。更重要的是，

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更能充分体会到社会对其能力

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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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Ability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DEMATEL/ISM Method

LIU Zi-ying, WANG Xiu-hong, HAN Guang-ping, LIU Zhu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450015 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uses DEMATEL/ISM model to get 20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oints out that learning mentality, learning target, knowledge grasp degree of students and social practice form are

the 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whether the school pays attention to practical teaching, the requirement of society on th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mpetition are the deeper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abilit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knowledge-ability transformation; DEMATEL; ISM; integrated model; key factor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 Volunteer Service
Guided b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Qian-qian

(Nanjing Institute of Railwa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guides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service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n it analyzes the survey results,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volunteer servic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giv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Key words：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llege student; volunta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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