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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China into an innovation-oriented economy,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 is essential.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aspects of a country. This paper, 

taking the competency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innovative competenc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postgraduate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taking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postgraduate student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spects, and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signing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dex 

system of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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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力素质模型的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

因素分析 

白冰   郭志琼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徐州，江苏，中国 

摘  要  随着中国成为创新型经济国家进程的加快，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国家各个方面能

够较好发展的基础。本文以能力素质模型为理论基础，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经济管理类研究生为例，在对其创

新能力的现状分析基础之上，主要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对影响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的设计奠定基础。 

关键词  能力素质模型，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项目（No. CIA130172） 

1．引言 

随着中国成为创新型经济国家进程的加快，对于创新

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国

家各个方面能够较好发展的基础。而研究生教育处于高等

教育最高层次的，担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

的双重任务，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渠道。研究生教

育的质量的好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技术

水平高低和专业技术团队整体创新水平高低的重要影响因

素，这些因素可以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

以及社会的发展。抓好研究生质量的培养，是培养高水平

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尤其是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

因此，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已经逐步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

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文依据创新人才个人能力素质模型，以及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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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能力与科研团队资源能力的匹配关系，以经管类研究

生为研究对象，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对影响经

济管理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支持。 

2．能力素质模型的理论渊源 

“能力素质”也叫“胜任力（competency）”，是 1973 年

哈佛大学的戴维•麦克兰德教授最早提出的，是从品质和能

力层面论证了个体与岗位工作绩效的关系。他认为个体的

态度、价值观和自我形象，动机和特质等潜在的深层次特

征，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表现优秀者和表现一般者

区分开来，这些区别特征后来被称作素质。认为素质是决

定工作绩效的持久品质和特征，也是真正导致员工产生高

绩效的内在动力源泉。它反映的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表现

出来的员工的知识、技能、个性与内驱力等。 

斯班赛(1993)在《工作胜任能力》一书中将能力素质定

义为个体具备的某种或某些潜在特质，这些特质与高绩效

员工的工作表现具有高度的因果关系。 

鲍依兹将能力素质定义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内在的稳定

的特性，它包括动机、特质、技能、自我印象、社会角色，

以及此人具有的某项知识。 

中国学者也对能力素质进行了定义，认为能力素质是

一个组织中绩效优秀的员工所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

人格、动机。结合到具体的岗位或模型，根据所预测的绩

效标准，能力素质可以分为门槛类能力素质（Threshold 

Competencies ） 和 区 分 类 能 力 素 质 (Differentiating 

Competencies)两类。门槛类能力素质是每个人在工作中必

需的最基本的素质，是不能区分优秀者与普通者绩效的特

征，也叫基础能力素质；区分类能力素质是指能够将优秀

与普通绩效区分的能力素质，也叫特殊能力素质。 

能力素质模型是将能力素质(职业素养、能力和知识)

按内容、角色或是岗位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职业素养、能

力和知识中的每项内容都会有相关的行为描述，通过这可

观察、可衡量的行为描述来体现员工对于该项职业素养、

能力和知识的掌握程度。典型的能力素质模型是冰山模型

(Iceberg Competency Model)和洋葱模型。 

能力素质模型具有两个核心特点：一是能力素质是可

以观察和衡量的。二是能力素质的确定及其指标的测量都

必须建立在客观依据之上。本文主要依据能力素质模型，

结合文献分析、研究生拔尖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初步确定研究生的能力素质构成及其指标体系设计。 

3. 基于能力素质模型的研究生创新能力构成 

根 据 典 型 的 能 力 素 质 模 型 冰 山 模 型 (Iceberg 

Competency Model)，结合在对研究生能力素质文献分析、

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分析的基础上，经过去除重复

项、合并相似项、去除描述过于泛化的项目等一系列归纳

总结，结合咨询访谈，初步提出研究生创新人才需具备的

能力特征。研究生创新人才能力特征至少应具备品质与个

性 、 知 识 、 技 能 等 个 方 面 ：

表 1 基于能力素质模型的研究生创新能力构成 

维度 特征项 

个性品质 毅力、责任心、事业心、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发展力 

知识 理论知识、专业知识、通识知识、环境知识 

技能 

其他 

计划、组织、协调、沟通、学习、创新 

适应能力、综合能力 

 

4．基于能力素质模型的经管类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 

（1）在个性品质方面，经管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相对较弱。由于经济管理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创

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在本学科的重要性，因此，经管类研究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强弱对经管类研究生的创新能

力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中的亚当斯密，管理

学中的泰罗就是通过创新思维找到了经管类学科的新领

域，从而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在体制与

机制层面的原因，使得经管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

维较差。 

（2）在知识方面，经管类研究生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的

综合知识。经济管理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结合非常

紧密的学科，对于研究生来说，不仅要具体扎实的理论知

识和专业知识，还需要具体通识知识和环境知识，才能为

创新奠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是在常规课程学习中

学到的，而通识知识和环境知识是需要研究生不断的扩展

自身的知识面才能逐步提高和完善的，因此，这就需要经

管类研究生在学习自身专业课程的同时，加强课外其他知

识的学习。 

（3）在技能方面，经管类研究生组织协调的能力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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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经济管理类学科学习内容大多和实践组织管理有关，

对于如何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沟通等有着系统全面的

讲解，因此，大部分经济管理类研究在此方面受过系统化

的学习和训练，因此，经管类研究生在计划、组织、协调、

沟通等方面相比理工类研究生要优秀一些。而计划、组织、

协调、沟通等能力是实现创新的所需要的能力，尤其是在

科研团队里，这些技能体现的尤为重要。 

（4）其他方面，经管类研究生创新动机较强，而创新

成果较少。经管类学科本身是软科学门类，因此其中枯燥

的理论并不多，能够激发经管类研究生学习和创新的兴趣。

经管类研究生的自身需求可以通过研究发现经济管理前沿

的理论，从而进行创新使自身的物质基础需求到自我价值

实现的高级需求都会得到满足，进而进一步激发研究生创

新动机。由于经管类学科是后兴起的学科，理论体系形成

滞后于其他理工类学科，经管类学科研究的方向比较少，

研究的内容比较窄，导致经管类研究生创新成果较少。

 

表 2 经管类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 

维度     现状 

个性品质 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相对较弱。 

知识 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的综合知识 

技能 

其他 

组织协调的能力相对较好 

创新动机较强，而创新成果较少。 

 

5．基于能力素质模型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

析 

（1）内在因素。内在因素是指研究生本身所具有的个

性品质、知识等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我们知道任何事物

的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

方向。因此，对于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研

究生自身的内部因素。以经济管理类研究生为例，研究生

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新能力去研究或开发出具有一定科学价

值的创新成果。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可以通过内在因素的提

高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这是成功进行创新的前提和关

键。从能力素质模型的视角来看，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内在因素主要包括个性、品质、知识等方面。 

从个性方面来说，经管类学科需要研究生有发散的思

维和逆向思维，具备了发散思维和逆向思维的个性，出现

创新性的成果的概率就会提高。因此，我们说具有一定的

个性是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实现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

经管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个性中不能缺少创新精神。创新

精神是创新能力的灵魂、是创新能力的前提。 

从品质方面来说，研究生自身所具有的品质，对于成

功实现研究生的创新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坚韧的毅力，持

之以恒的决心是进行科学探索必备的品质。经济管理所要

解决的问题大多是人涉足的领域，没有现成的样本和经验

可以参考，经常会面临创新的受挫和失败，因此，需要经

济管理类研究生在创新过程中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即持

之以恒的毅力。同时，需要勤奋好学的品质来支撑整个创

新研究的过程，要不畏研究的辛苦和枯燥创新行动才会更

加及时与准确，有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从知识方面来说，经济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

学科，是系统研究经济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

科学。除了要求学习者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以外，更要能

应用相关理论解决实际经济管理的问题，这就要求经济管

理类的研究生除了具备本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外，还要掌握

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综合应用于实践，实现集成创

新。 

（2）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指影响研究生进行创新活

动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研究生培养相关的政策、机制及

导师、所处科研团队等。外在因素虽然不是影响研究生实

现创新的关键因素，但也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实现和提升

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政策机制方面，国家为了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

升，提高研究生的培养水平，会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

施来作为保障，如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各项措施等。这

些政策措施保障了研究生进行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

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但是，有些滞后的政策措施也

可能对研究生的创新活动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过多的强

调科研成果的数量，而忽视科研成果的质量，导致研究生

创新活动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充分从

鼓励研究生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方面去思考如何制定政策

措施，否则将影响研究生创新活动的进行。 

在科研团队方面，研究生所处的科研团队对研究生的

创新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研究生依托科研团队成长并在

科研团队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

如果研究生所在的科研团队是由一些本领域的知名学者和

专家组成，那么将会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高起到推动作

用，反之，如果研究生所在的科研团队总体科研水平不高，

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不足，那么将会削弱研究生本身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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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创新动力，致使创新能力不高，即研究生个人能力与

所处科研团队资源能力的匹配关系。因此，一个好的科研

团队能促使其团队成员的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潜

力的开发。 

在导师方面，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提高尤为重要。我们知道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本科生

阶段的学习有着本质的区别。导师对于研究生的跟踪指导

是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方式，但是，目前很多高校的研究生

导师平均指导 3-4 名研究生，而经管类达到 4-5 名之多，对

于研究生的单独指导严重不足，而经管类研究生的创新研

究恰恰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指

导，创新研究受到阻碍。所以，合理配置导师资源，优化

导师结构，将会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6．结束语 

本文基于能力素质模型，总结了研究生创新能力构成，

以经济管理类研究生为例，在对其创新能力的现状分析基

础之上，阐述了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因素，主要从内部

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指标体系的设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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