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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HP的高校教师信息素养评估模型

李金云
(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信息素养是科学素养的重要方面。也是高校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提高高校教师信息素养

水平是实现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战略的关键。而教师信息素养的量化评价可使教师看到自己的成绩，找

出不足，激发其改进和提高的内在需要与动力，从而达到提高信息技术能力、推动教育信息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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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

教师信息素养是信息化社会教师专业发展的

新内容，教9币除了具有一般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

识、教育科学知识等必备的传统基本素养之外。还

要不断发展自身的信息素养以适应信息化社会提

出的新要求。而且，随着教育信息化和教师专业化

的发展变化．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也不断的发生变

化。对教师信息素养的狭义内涵可理解为：教师应

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获取相关教育教学信息。对

信息环境中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做出设计、应

用、评价、管理的新型综合教学能力，以便有效促进

学生学习和自身专业发展的能力。也可称之为教p币

的专业信息素养。广义的教师信息素养内涵除此之

外，还应包括教师作为普通公民应具有的基本信息

素养、教师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应具有的促进其职业

自我发展的信息素养。所谓促进其职业自我发展的

信息素养也可以理解成教师具有利用信息素养服

务于科研的能力。

二、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dgs，AHP)

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T．LSatty在20世纪70年代

中期提出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决策思维方式，体现

了人们的决策思维的基本特征．即分解、判断、综

合。[1lss-e它是确定权向量的有效方法，这一方法基

于对问题的全面考虑，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将决策者的经验予以量化。是比较实用的决策方法

之一。[zcs-聪

AHP作为一种有用的决策工具有明显的优

点：

(1)适用性。用AHP进行决策。输入的信息主要

是决策者的选择与判断。决策过程充分反映了决策

者对决策问题的认识。

(2)简洁性。了解AHP的基本原理．掌握它的基

本步骤，所得的结果简单明确．一目了然。

(3)实用性。AHP不仅能进行定量分析，也可以

进行定性分析。它把决策过程中定性与定量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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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地结合起来，用一种统一方式进行处理。

(4)系统性。对于复杂问题。系统方式是有效的

决策思维方式。【3】8峨
运用AHP解决问题．大体可以分为4个步骤：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2)构造判断矩阵；(3)层次

单排序；(4)层次总排序。【4聃
(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这是AHP中最重要的一步。首先，把复杂问题

分解成称之为元素的各组成部分，把这些元素按属

性不同分成若干组。以形成不同层次。同一层次的

元素作为准则，对下一层次的某些元素起支配作

用，同时它又受上一层次元素的支配。这种从上至

下的支配关系形成了一个递阶结构，如图1所示。

对于比较复杂的决策问题，可能不仅只包含三个层

次，在方案层下可能包含子方案层和子子方案层

等。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图1递阶层次结构

(--)构造判断矩阵

在层次分析法中，为了使判断定量化，关键在

于设法使任意两个方案对于某一准则的相对优越

程度得到定量描述。假定上一层次的元素C_作为

准则，对下一层次的元素A，，A2,⋯⋯凡有支配关系。

我们的目的是在准则Cm之下按它们相对重要性赋

予A。A2，．．⋯·A。相应的权重。一般对单一准则来说，

两个方案进行比较总能判断出优劣，层次分析法采

用1_9标度方法，对不同情况的评比给出数量标

度。9标度法的具体标准如表l所示。

’表l 1—9标度法表

标鹰 定义与说明

两个元素对某个属性具有同样重要性

两个元素比较。一元素比另一元素稍征重要

两个元素比较．一元素比另一元素明显重要

两个元素比较．一元素比另一元素重要得多

丙个元素比较．一元素比另一元素极端重要

表示需要在上述两个标准之阃折衷时的标度

两个元素的反比较

(三)层次单排序

对于A。，A：，⋯⋯A。通过两两比较得到判断矩阵

A，解特征根问题Aw=kW所得到的W经正规化
后为元素A。，A：，⋯⋯A。在准则C。下排序权重，这种

方法称为排序权向量计算的特征根法，k存在且
唯一的。 ．

所有因素之间的重要尺度组合起来得到的是

成对比较矩阵，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为了保证决策

者回答的一致性，引入一致性指标。判断矩阵一致

性指标CI(Consistency Index)，定义：衄=鱼毕(n
n—l

为判断矩阵的阶数)。然后查表获得随机一致性指

标RI，1—10阶判断矩阵的RI值如表2l习11_4所示。

表2随机一致性指标

K1 0．00 0．00 0．58 0．90 1．12 1．2l 1．32 1．41 1．45 1．49

最后再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CR，CR=-uif-i-，当
』I』

CR<O．10时，便认为判断矩阵具有可以接受的一致

性。当CR_>O．10时，就需要调整和修正判断矩阵，

使其满足CR<0．10。从而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四)层次总排序

利用同一层次中所有层次单排序的结果，就可

以计算针对上一层次而言。本层次所有因素重要性

的权值，这就是层次总排序。层次总排序需要从上

到下逐层顺序进行．对于最高层下面的第二层．其

单层次排序即为总排序。假定上一层次所有因素

A。，A：⋯⋯A由的总排序己完成，得到的权值分别为

al，a2⋯⋯a-与ai对应的本层次因素B1’B2⋯⋯B。单

排序结果为：bl，i⋯⋯b：这里，若Bj与Aj无关，

则层次总排序如表3所示。

表3总层次排序表

显然∑∑q6。i=1即层次总排序仍然是归一化正规
j=li=l

B

。

3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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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

总层次排序一致性检验C／=E a,Cl,；层次总排序平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q尺t；层次总排序随机一

致性比率积=丽CI。同样，当cRs0．10 ，认为层次

总排序的计算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三、建立指标体系

建立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是用

一种能够获得公众认可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和判断

教师信息素养价值与优点，因此，应该按照一定的

原则来选择和组织它。使得评价指标体系符合科学

性、合理性、可操作性以及完备性的原则。

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教师信息素养结构和指标

体系的研究。根据建立高校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指标

的原则，并广泛听取多位专家的意见之后，形成本

文的高校教师信息素养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

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四

个方面，共包括15项指标，指标体系详细情况见图

2所示的高校教师信息素养递阶层次结构。[日-[10J

评价标准是针对一般高校教师制定的，计算机

专业教师和行政人员的信息素养要求与之略高。评

价方案重视对教师信息意识的评价、对教师获取及

综合利用信息能力等方面的评价，而未对信息技术

的掌握提出过高要求，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也不

需有这样的导向。

四、确定因素权重

(一)同层因素间权重确定

构造判断矩阵，其元素是对上层某元素而言，

本层次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比值。通过专家打分

法，两两比较得到判断矩阵；然后对判断矩阵进行

同层因素间排序，计算出各因素的权重(见表4)。

表4 目标层O判断矩阵和参数计算

o Al ^2 A， ^ W

A-

^口

A，

九

1／3 1／5 1／6 0．07

1 1／3 1／4 0．14

3 1 1／2 0．31

4 2 1 0．49

最大特征值为kmax=4．1，一致性指标CI=0．03，CR=

0．03<=0．1结果有效。

(--)计算第3级对相应第2级因素的权重

同理，确定第3级对相应第2级因素的权重，

相应的计算结果分别如表5一表8所示。

表5评价指标A，的判断矩阵

AI BI 岛 B3 B． W

通过计算AI，得到kmax--4．07，CI=0．02，CR=0．03<0．1，

则矩阵A。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表6评价指标A：的判断矩阵

通过计算A2，得到kmax=3．042，Cl--O．02，CR=0．04<

0．1，则矩阵A：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

表7评价指标A，的判断矩阵

^， Bl B' B∞ B¨ Ba Bn W

B- 1 I／5 1／6 1／2 1／3 114 0．04

B． 5 1 112 4 3 2 0．25

Bm 6 2 l 5 4 3 0．38

B¨ 2 1／4 1／5 1 1／2 I／3 0．07

B口 3 113 114 2 1 112 0．10

BⅡ4 I／2 1／3 3 2 1 0．16

图2高校教师信息素养递阶层次结构 通过计算A3，得到kmax=6．202，CI=O．04，CR=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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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则矩阵A3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表8评价指标A。的判断矩阵

通过计算A4，得到kmax=2，CI=0，由于只有两个指标．

具有完全一致性。

(三)计算底层元素的组合权重

计算影响因素层B各个元素对于总目标的组

合权重，即求出B层各因素的总排序权重，按照表3

进行计算，相应的计算结果如下：

W=(0．026 0．026 0．01 1 0．008 0．088

0．036 0．015 0．012 0．076 0．118 0．022

0．03 1 0．050 O．1 23 0．368)7

CI=0．017，RI=0．582，CR=0．03<0．1，可知总排序结果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并接受该分析结果。

五、建立高校教师信息素养评估模型

儿=乞只形i
i=J

其中IL表示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综合评估得分。

Pi表示各位教师第i个指标的得分．‘各指标满分都

是100分，Wi表示第i个指标的权重，所有指标权

重的和为100％。

六、结束语

评估可使教师看到自己的成绩，找出不足，激

发其改进和提高的内在需要与动力，增强信心，努

力改进信息化教学工作和学习，从而达到提高信息

技术能力、推动教育信息化的目的。

本文分析与设计了高校教师信息素养指标体

系及信息素养评估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分

析，客观、有效地反映了高校教师的信息素养，为高

校教师信息素养评估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本指

标体系在具体应用中，不同高校、不同学科可以根

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应充分考虑让更多

的专家参与评估。以增加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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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f Model of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011 AHP

Li Jiny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Information literacy is all important aspec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also one of the basic

qualities university teachers must possess．Improv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s the

key for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in higher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our

country．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eachers’information literacy can enable the teachers to see their

achievements and shortages，inspire their internal needs and motivation needed for improvement，80 ag to

enhance thei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and promote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Key words：AHP；university teachers；information literacy；assess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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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彭继东 基于AHP方法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 2009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日渐深入的今天，高等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性日渐凸现，同时随着中国快速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便

是自然的结果。而在整个高等教育质量提供环节，高校教师的质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提出高校教师绩效评价与管理问题便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不容否认的一点便是，在当前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与实践中，我们仍存在不少不足与缺陷，比如，目前的不少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定性地探讨不同

评价模式的优缺点而缺少必要的测量，而在实践中，我们则往往将评价作为总结性的奖惩手段与标准。这当然既与高校教师工作的复杂特点有关系，也

与我们对其的不当理解具有关联。因此认真地考察高校教师的工作特点，并进而提出能够反映其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与测量方法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br>　　

 在本论文的研究中，从内容上讲，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我国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的历史，进而指出了当前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的现状与成就，并着

重分析了其所具有的不足与缺点(第二章)；然后，论文比较系统地考察了高校教师工作与绩效的特点，指出了其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等特点，然后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原则上提出了改进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应该采取的态度与建议(第三章)。然后，针对高校教师的特点，论文首先从方法上论证了对

教师绩效进行有效的定量测量的可行性，即通过考察AHP评价方法所具有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特点，指出了利用AHP进行教师绩效评价的可能性；然后从

教师工作过程与工作特点出发，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系统地从学术研究、教学与其他方面对高校教师绩效进行测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框

架，并指出了利用AHP进行绩效测量可能具有的便利性及其他实际考虑，然后，我们利用一个精简的实例展示了利用本研究所提出的评价指标框架与测量

方法的有效性及其结果在实践上的意义(第四章)。最后，论文总结了本研究取得的成果，并进而指出了本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与进一步研究可能的方向(第

五章)。

2.期刊论文 李松.王彦梅.赵国齐.LI Song.WANG Yan-mei.ZHAO Guo-qi 基于AHP的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估方法研究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7(4)
    本文为改进和完善对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进行定量的评价方法,引进了层次分析法( AHP),并结合高校教师教学的各方面工作内容,分层次设置不同的评

价指标,结合了专家评价组的不同评价,形成了定量评价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价,使评价结果更趋于合理.

3.学位论文 黄雨田 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2005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己步入大众化，各高校能充分认识到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教师教学质量的标准尽管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仍

有客观规律可循。为此，要建立一套教师教学评价体系，力求各项指标设计的科学、合理，使评价数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公信度，真正成为评价高校

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

    本文借鉴国内外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经验，提出了一套教师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层次分析法建立了评价模型

。开发了太原理工大学教师教学评价系统。

    系统结合校园网的发展、应用现状，采用了基于WEB的三层B/S体系架构，即浏览器——WEB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通过对教师教学评价工作

流程进行详细需求分析，建立了系统的功能模型和数据流模型。确定系统的数据模型为关系数据模型，进行了分析、设计，画出了E-R图，并进一步用

IDEF1X方法创建了数据库模型。后台数据库选用了ORACLE来实现，并从ORACLE数据库本身的系统结构特点和优点论述了其适合本系统的原因。WEB开发采

用当前流行的JSP技术，JSP页面通过JDBC接口连接ORACLE数据库，实现了浏览器端和应用服务器端的程序。

4.期刊论文 李世美.韩庆兰.Li Shimei.Han Qinglan 基于AHP的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综合评判研究 -北京教育学院学

报（自然科学版）2008,3(5)
    传统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方法是一种简单的指标值加总方法,但不同类别的指标缺乏可比性和可加性.AHp方法通过引用相对指标,将主观评价与数理评

价有机结合,克服了传统方法的不足.本文通过实例阐述了AHP原理和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的应用过程,并结合实际指出了其应用前提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5.学位论文 刘洋 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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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对当前高校教师绩效评价领域研究现状的分析，结合高校教师绩效的特点，指出了我国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文章对哈尔滨工程大学进行实证性分析，提出应该根据高校发展战略来进行绩

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同时，文章还提出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绩效指标权重进行科学量化，以确保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并对文章的整体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的内涵、

原则、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在评价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进行分析，并对层次分析法进行理论概述；第三部分文章结合现有

的理论归纳分析了国内外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的研究现状，指出了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缺陷，阐述了正确评价高校教师绩效的重要性，提出应科

学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四部分阐述了如何科学地设计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高校发展战略出发，用关键指标法确定指标，基于层次

分析法(AHP)设计评价指标权重，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五部分实证分析，以哈尔滨工程大学为例，构建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

构，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绩效指标权重进行科学量化，以确保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第六部分分析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中的问题，阐述了指标体系本身的问题及考核中其他因素的问题，针对问题给出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减少误差的措施。

6.期刊论文 陶祥亚.樊华.TAO Xiang-ya.FAN Hua 基于AHP的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组合权重研究木 
-现代教育技术2009,19(1)
    文章在认真分析<江苏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指南>基础上,经过归纳建立了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AHP法(层次分析法)对体系

各级指标权重进行了定量研究并给出了一、二级指标的组合权重值.

7.学位论文 司秀林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模型及应用 2008
    当今的高等教育已经国际化，高校的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其核心竞争力是高校教学质量，优质的教学质量是高等院校的生命线，是高校进行动态

管理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科学管理的重要保证。未来的高等院校不解决好教学质量的问题，必将被社会淘汰。因此进行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建

立合理、公正的教学评价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是在合理的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采用三种经典综合评价方法结合的研究方法，着重对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进行研究。层次分析法

(Analytical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方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分析法，对各种类型问题的决策分析具有广泛的实用性。首先对传

统的AHP进行改进，给出了它的原理、思想和评价步骤，并进行了算法比较。并用改进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判断矩阵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权重与实际情况更相近、更客观、更合理。同时可以解决传统标度难以确定以及判断矩阵需要一致性检验的问题。因此改进的AHP是合理的，可用于教

师评价的指标权重的确定。又由于评价指标的模糊不确定性，再把模糊综合评价法引进教学质量的评价中来。建立了一种模糊层次分析法，从实例中得

到的结论与实际相符，并且数学模型简单，容易掌握。最后再用灰色关联度进行教师教学质量的排序，建立了一种模糊层次关联评价模型。并且应用于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中来，实例证明应用提出的基于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的模糊层次关联评价模型进行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数学模

型简单，容易掌握，是切实可行的、易接受的、也便于推广。

    实例证明：论文所建立的教学质量评价方法是先进的，数学模型简单，容易掌握，是切实可行的。该模型和算法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学依据

，为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8.期刊论文 徐倩.屈文磊.仇方春.XU Qian.QU wen-lei.QIU Fang-chun 基于AHP法的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

计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4)
    高校教师绩效考核问题是推进高校改革与发展、建设高层次大学的核心问题.分析当前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应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

、学科建设、服务性工作五个方面构建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运用专家意见法构建指标数据库,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使考核指标更具科

学性、合理性.

9.学位论文 周春燕 复杂性视阈中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 2009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建立与完善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机制，已成为当前提高办学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对教师的聘用、晋升、培养、使用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教师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等工作的投入和价值取向，在很大程

度上对教师职业生涯成长、高校发展战略产生重要的导向性影响。

    本文主要运用复杂性理论、目标管理理论、绩效评价和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理论，综合管理学、社会学相关知识，采用比较分析、归纳分析、实证分

析等方法，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基于复杂性视阈，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演进路径研究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的主要

内容和学术贡献如下：

    1）提出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应该在将高校教师作为“社会人”的前提下来探讨。目前国内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大多从制度经济学等视角把高校教师

作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运用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分析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短期化行为产生的制度原因。高校教师在“传承文明，教书育人”工

作中，更多地是作为社会人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短期化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高校管理文化缺失。当前高校应大力培育体现高等教育价值理念的大学

文化，从根本上消除绩效评价短期化行为。

    2）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复杂性进行了分析。指出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评价的对象复杂多样、内容纷繁复杂、目的具有多重性特点

、评价方法多种多样、评价的指标体系结构多元，以及与评价系统息息相关的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上。因此，研究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必须基于其复杂性

特点来进行。

    3）构建复杂性视阈中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集成运用整合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层次法（FAHP）方法

，实现三种方法优势互补，提出基于DEA—AHP—FAHP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系统模型，并以学科带头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4）针对教师绩效评价过多强调显性知识和技术特征明显指标的现状，强调要重视教师隐性知识，将教师的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及职业道德、教学效

果、精力投入、专业发展潜力等难以量化的非显性指标列入评价体系，并加大其权重，通过重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充分体现高校教师社会责

任。

    5）提出高校教师绩效评价还需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问题。由于资源配置投入不同，绩效成果的产出会不同，即使在同一个考核平台，不同教师

付出努力的程度与成效会存在较大差异的现象，尤其是在对团队的业绩评价考核时，只有综合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公平和效率问

题，从而有效发挥绩效评价的激励作用。

    6）教师的知识共享、学术创新和绩效评价的有效实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大学组织结构。提出高校教师组织结构的构建应以教学、科研等任务要素

为基础，转变单一的学院组织模式，在学院、专业系、教研室建制基础上，根据工作任务不同合理设计组织机构，构建高校教师网络组织系统，建立

“学科带头人”制度或建立柔性化的联盟虚拟团队，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资源实现知识的共享。

10.期刊论文 李世美.LI Shi-mei 基于AHP的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综合评判研究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22(11)
    传统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方法是一种简单的指标值加总方法,不同类别的指标缺乏可比性和可加性.AHP方法通过引用相对指标.将主观评价与数理评价

有机结合,克服了传统方法的不足.通过实例阐述了AHP原理和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的应用过程,并结合实际指出了其应用前提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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