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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知识转移
转型背景下体育院系“双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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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高校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近期的重要论题袁建设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是转

型发展的重要任务遥 知识经济时代袁知识是一种资源和创新的源动力遥 因此袁高校转
型发展的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建设袁其实质就是实现高校和社会两个渠道中知识的
转移和创新遥 研究利用经济学知识袁从知识转移的机会尧动机和能力三方面构建与
知识转移效果的关系遥 通过问卷调查高校体育院系与合作单位的知识转移情况袁运
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回收数据进行建模分析遥 结果表明院体育院系与合作单位之间的
知识转移动机与知识转移能力都对知识转移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袁 而知识转移机
会则通过知识转移动机与知识转移能力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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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heated topic of high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group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is a source power of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group in college transformation and

16

development is actually to realize the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two channels of colleges and society. The research, employing the knowledge of economics,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 and the three aspects of opportunity, motivation and
capacity in knowledge transfer. It investigates the knowledge transfer among colleges and their cooperative unit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n us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data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tivation and capacity of knowledge transfer betwee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s or departments and their cooperative units both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 while the opportunity indirectly affects the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 through the motivation and capacity.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 teachers group;
knowledge transfe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高校扩招后袁体育专业办学点越来越多袁由于体

因素造成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乐观遥另外袁

育专业的特殊性袁在财政拨款尧专业建设等方面受到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袁 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

了一定的限制袁许多高校体育学科长期边缘化袁种种

越快袁压力也越来越大袁人们逐渐增强了自身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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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袁 加之体育产业和健康中国作为国家战略的提
出袁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遥 因此袁社会

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增多和高校培养体育人才的 野滞

销冶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和 矛盾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袁

念尧过程尧方式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5-8] 遥 体育领域中袁
也有众多学者对体育教师相互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知识或技能转移绩效与机制作了相关研究[9-12]袁
但是从知识转移的动机尧 知识转移的机会以及双方

国家近期提出了高校转型发展战略袁 应用型人才培

吸收知识的能力对于高校与企业之间知识转移效果

养是高校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需

的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袁 专门针对高校体

要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袁学生的培养应突破原有高校

育院系与合作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效果研究更是少

单一主体的条件和空间限制袁 社会和企业人员应通

有涉及袁 而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效果是决定高校与

过合理渠道加入到高校人才培养中来袁 因此袁 当前

合作单位能否合作成功以及能够可持续性发展的关

野双师双能型冶渊简称 野双师型冶冤 教师已成为高校师

键所在袁 因此研究针对高校体育院系和合作单位之

资队建设的重点所在遥 这种由企业或者行业人员与

间的知识转移效果开展实证研究袁 对于二者而言都

高校原有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袁 既能弥补高校教师

具有一定参考意义遥

的实践知识缺陷袁又能增进企业人员的教学水平袁学
生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无缝对接遥 因此袁高校的野双
师型冶教学团队建设将是高校转型发展的核心要素袁

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因素众多袁 各学者从不同

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的组建实际就是实现高校与企业

方面展开了论证袁 众多学者一致认为知识本身的性

当前袁 众多地方高校已经迈出了转型发展的第

能力尧保持能力冤以及转移情境的性质是影响知识转

之间知识的转移和创新遥

一步袁 甚至专门成立了转型发展小组和制定联盟商
讨转型战略袁 体育院系也积极推进与体育相关企业

质尧知识源的性质尧知识受体的性质渊转移动机尧吸收
移的主要因素 [13-15]袁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是企业是否
愿意去接收外部传递的知识袁 即知识吸收意愿的大

以及中小学签订合作协议 袁打造体育野双师型冶教学

小 [16]遥 成功的校企间知识转移能够促进高校体育院

力遥因此袁高校转型背景下袁无论是校企合作还是野双

知识转移袁 首要条件是二者之间必须得有知识转移

团队遥知识经济时代袁知识是一种资源和创新的源动
师型冶 教学团队袁 其实质都是实现知识的转移和创
新袁知识如何快速尧高效地转移是高校和社会形成良

好互通的重要渠道遥鉴于此袁本研究利用其他学科知
识袁 从经济学知识转移的角度探讨体育院系高校转
型发展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遥
有关知识转移的定义袁 整个学界尚未有统一的

规定 袁Szulanski 认 为知 识转 移是 知 识转 移方 到 知识

接收方的传播或转移的过程袁 着重强调组织内和组

系与合作企业之间的 野双赢冶袁但要完成一次成功的

的机会要要
要也就是高校体育院系要与合作企业之间

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宽松的交流环境曰有了机会之后袁
则需要二者都有知识转移的动机要要
要即双方都有意
愿促成知识的转移曰 第三个决定知识转移是否成功
的重要因素则在于二者之间的接收和发送知识的能

力袁即知识转移能力 [17] 遥 换言之袁知识转移机会尧知识
转移动机尧 知识转移能力对于高校体育院系与合作
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效果都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

织间的知识共享 遥 也有学者认为知识转移是为了

用袁而机会尧动机尧能力之间又相互影响袁因此本研究

缩小社会各界的知识差距袁促进知识创新的需求袁知

提出以下假设院渊1冤体育院系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

识传送方与接收方的知识传递尧 吸收的双向交流过

转移机会对双方的知识转移效果有正向作用曰渊2冤体

[1]

程 遥 还有的学者更强调知识吸收袁认为知识转移包

育院系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动机对双方的知

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理解尧重建和应用 [3] 遥 总的来说袁

间的知识转移能力对双方的知识转移效果有正向作

知识转移是为了让接收方和传递方双方受益袁 实现

用曰渊4冤体育院系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机会对

知识的共享与创新袁 因此知识转移效果是评定知识

双方的知识转移动机有正向作用曰渊5冤体育院系与合

转移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袁 所谓知识转移效果评价

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机会对双方的知识转移能力

[2]

括知识传递和知识吸收两个过程袁 而接收方要重新

识转移效果有正向作用曰渊3冤体育院系与合作单位之

包括 野双师型冶 教学团队成员对被转移知识的满意

有正向作用曰渊6冤体育院系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

提升解决问题能力几方面 [4] 遥 虽然大量研究人员 着

院系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动机在双方的知识

重从组织行为和企业管理两个角度对组织内外知识

转移机会以及知识转移效果之间起中介效应曰渊8冤体

转移进行研究袁 关注的热点主要包括知识转移的概

育院系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能力在双方的知

度尧转移过程的难易感知尧知识的内化和应用效果尧

移动机对双方的知识转移能力有正向作用曰渊7冤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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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转移机会与知识转移效果之间起中介效应曰渊9冤体

起中介效应遥本研究根据这些假设袁构建校企合作知

育院系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能力在双方的知

识转移效果与知识转移动机尧 知识转移机会与知识

识转移机会尧 知识转移动机以及知识转移效果之间

转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路径模型袁如图 1 所示遥

知识转移动机

知识转移机会

知识转移效果

知识转移能力

图 1 知识转移机会尧动机尧能力与校企合作知识转移效果影响的路径图

表 1 变量信度检验结果
研究通过阅读大量国内外有关知识转移方面的
文献后袁与湖南尧广州尧安徽等地的部分高校体育院
系领导袁 以及已经与高校体育院系签订合作合同的
企业和中小学负责人员袁进行访谈与预调研袁设计了
调查社会资本尧知识转移机会尧知识转移动机尧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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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及知识转移效果的问卷袁问卷采取 Likert scale
5 级度量袁 问卷编制完成后请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对
问卷容量尧指标合理性尧题项删减等内容效度进行检
验袁并通过小范围的预调查进一步修订问卷遥调研的
对象主要涉及湖北尧湖南尧广州尧安徽尧上海等省市高
校体育院系教师与其合作企业及中小学相关管理人
员遥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10 份袁回收 196 份袁有效问
卷 180 份袁有效回收率为 86%遥

变量

指标

参考依据

琢 系数

知识
转移
机会

知识获取渠道的扩展
获取知识的难易程度

王三义袁等
Wasko袁等[5]

0.802

知识
转移
动机

共同愿景
共享利益

宋娟[3]
王三义袁等[17]

0.917

知识
转移
能力

编码能力
解码能力

宋娟[3]
Szulanski[1]

0.856

知识
转移
效果

满意度尧 知识内化和应用尧过 孙源[4]
程难易感知尧提升解决问题能 Szulanski[1]
力

0.845

[17]

这一结果与研究设计的初步设想达成基本一
致袁证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遥 对于问卷的信度袁采
取的是克隆巴赫 渊Cronbach冤 所创的 琢 系数检验方

本研究编制的问卷首先通过专家评判内容效
度袁 然后对发放回收的问卷进行结构效度和信度检

法 袁 运 行 SPSS 统 计 软 件 发 现 问 卷 总 琢 系 数 为

0.947袁因子 1尧因子 2尧因子 3 和因子 4 的 琢 系数袁一

验遥 对获取的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式进行

致说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袁 问卷中各项

结构效度的验证袁 其 KMO 值为 0.875＞ 0.5袁Bartlett

指标具有较好的可信性遥

球形检验系数为 1 779.231袁P=0.001＜ 0.05袁 所有指

对体育院校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 识转 移机 会 尧

标的因子载荷大于 0.55袁说明问卷的效度达到要求遥

知识转移动机尧 知识转移能力以及知识转移进行等

本研究进一步提取了 4 个因子袁 并根据各指标的特

权加总计算后袁进行分析袁发现知识转 移机会尧知识

征值将 4 个因子的得分进行计算并命名袁 分别是知

转移动机尧 知识转移能力以及知识转移效果 4 个变

识转移机会尧知识转移动机尧知识转移能力尧知识转

量之间都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渊P＜ 0.01冤遥 具体相关

移效果 4 个因子渊表 1冤遥

系数等结果见表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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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的平均数尧标准差及相关矩阵一览表

究构建了图 1 所示的路径模型假设图袁 将相关数据
导入 AMOS 软件中运行相关程序袁发现在原始假设
路径分析模型中袁 各标准 化估 计值 如 下院字2=248.7袁

1.知识转移机会

M

SD

1

3.84

0.81

-

2

3

P=0.000 ＜ 0.05袁字2/df=1.928袁RMR=0.064 ＞ 0.05袁CFI=

4

0.865 ＜ 0.9袁GFI=0.813 ＜ 0.9袁RMSEA=0.95 ＞ 0.8袁 这
**

些数据都说明了在初始假设模型中袁 由于假设模型

2.知识转移动机

3.95

0.87

0.613

3.知识转移能力

3.83

0.71

0.501** 0.541**

-

4.知识转移效果

3.90

0.84

0.356** 0.316** 0.588**

-

的方差和协方差矩阵无法适配观察数据的方差和协
-

方差矩阵袁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的修订袁模型修正较好

注院** 表示 P ＜ 0.01

的办法就是释放某些假设遥 通过观察报表中提供的
相关修正指标值袁 发现知识转移机会与知识转移效

为了检验研究的相关假设袁 考察高校体育院系
和合作单位之间知识转移相关指标之间的 关系袁研

果之间的路径系数仅为 0.01袁 因此在修正模型中将

此路径删除袁并调整某些误差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 [18]袁
通过三轮修正后袁得出模型的路径图渊图 2冤遥

知识转移动机
0.69

0.77
0.05

知识转移效果

知识转移机会

0.20

0.53
知识转移能力

图 2 知识转移机会尧知识转移动机尧知识转移能力尧知识转移效果关系的路径图

从表 3 模型拟合指标中袁字2/df=1.209袁符合标准袁

知识转移动机与知识转移效果的直接效应为 0.69袁

GFI 分别为 0.949尧0.920袁 均大于 0.90 这一临界值袁

果的直接效应为 0.20袁接受了研究假设渊3冤曰知识转

说明 该 修 订 模 型 具 有 较 好 的 适 配 程 度 袁 同 时 CFI尧
RMSEA 小于 0.08 的标准袁 各种数据表明该修订模
型图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路径图袁不需要再修正袁也就
是说假设模型图与观察数据的适配情形较好遥

接 受 了 研 究 假 设 渊2冤曰知 识 转 移 能 力 与 知 识 转 移 效

移机会与知识转移动机的直接效应为 0.77袁研究假
设 渊4冤得 到 了 验 证 曰知 识 转 移 机 会 与 知 识 转 移 能 力

的直接效应为 0.53袁研究假设渊5冤得到了验证曰知识

表 3 模型适配相关指标一览表

转移动机对知识转移能力的直接效应虽仅为 0.05袁
但尚存在一定的影响袁因此研究假设渊6冤成立曰知识

指标

字

2

148.7

字 /df

P

CFI

1.209

0.57

0.949

2

GFI

RMR

0.920 0.037

RMSEA
0.034

转移机会通过知识转移动机对知识转移效果的间

接 效 应 为 0.531袁接 受 了 研 究 假 设 渊7冤曰知 识 转 移 机
会通过知识转移能力对知识转移效果的间接效应

从图 2 的路径分析结果来看袁 高校体育院系与

为 0.106袁接 受 了 研 究 假 设 渊8冤曰知 识 转 移 机 会 通 过
知 识转 移动 机 再通过知识转移能力对知识转移效果

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机会与知识转移效果没

的间接效应仅为 0.007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袁因此研究

有直接效应袁但通过知识转移动机和知识转移能力

假设渊9冤被拒绝遥

间接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效应袁拒绝了研究假设渊1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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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背景下体育院系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知识转移关系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验证知识转移 的机 会 尧知

识转移的动机尧 知识转移的能力三方面与知识转移

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成员知识转移能力包括知识

效果的关系袁 即高校与合作单位之间知识转移效果

发送方的表达和评估知识能力袁知识接收方吸收尧保

的影响机制遥本研究结果支持了部分研究假设遥高校

存尧应用知识的能力遥 本研究显示袁知识转移能力对

体育院系与合作单位这一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成员之

知识转移效果有正向作用袁与王 三义等 [17] 针对 企业

间的知识转移效果受知识转移的机会尧 动机以及知

间的知识转移效果影响因 素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袁

识转移的能力的影响得到了验证袁 其中主要通过 4

孙源的研究结果也得出高技术集群企业间知识转移

条路径得以实现遥 第一条是通过改变高校体育院系

发送方的发送能力和接收方的接受能力均对知识转

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动机来对它们之间的知
识转移效果产生影响曰 第二条是通过改变二者之间

移效果有显著影响 [4] 遥 因此袁高校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
知识转移方应该努力消除行业的隔阂袁 建立有效沟

的知识转移能力来影响知识转移效果曰 由于知识转

通的渠道遥就当前地方高校的整体科研水平而言袁知

移机会可以通过知识转移动机和能力对知识转移效

识的转移大多还是从体育行业流向高校遥 行业做好

果产生影响袁 因此第三条和第四路径是通过改变高

有效表达的同时袁 高校教师应该努力提升知识接收

校体育院系和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转移机会来影响

的能力袁不断突破教师原有单一知识结构的限制袁主

二者之间的知识转移动机和知识转移能力袁 从而间

动扫除知识接收的阻力和障碍袁准确获取新知识袁完

接影响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间的知识转移效果遥 以下

成新旧知识的对接与融合遥

将围绕 4 条路径逐一展开讨论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野双师型冶 教学团队成员的知识转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是近几年高等教育的热

移机会对知识转移效果没有直接效应袁 但可以通过知

点话题袁 其中师资队伍建设也是转型发展的重要一

识转移动机或知识转移能力产生间接效应遥 本研究与

环遥地方本科院校教师大多教学任务繁重袁其知识结

王三义等人 [17]的研究一致袁唐志新也得出产学研合作

构相对单一袁对行业内最新发展趋势缺乏一定认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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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袁 高校的科研指挥棒进一步占用教师的教学准

中知识转移机会与知识转移正相关的结论[20]遥 因此袁知
识转移机会无论是对地方高校体育院系还是合作单

备时间遥随着部分地方院校的转型发展战略提出袁教

位来说袁都非常重要遥 对地方本科高校而言袁学校单一

师队伍从单纯的学院派教师向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发

主体培养学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袁通过与体育行业或

展袁教师及时吸收行业内最新知识的动机增强遥研究

中小学合作袁才有机会吸收外界的前沿知识袁突破培

结果显示袁野双师型冶 教学团队成员知识转移动机对

养人才的实践能力缺陷桎梏遥 就合作单位而言袁高校

知识转移效果有正向作用袁 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保持

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袁 不但能丰富自身的人力资源袁

一致遥 孙源对高技术集群企业间知识转移进行实证

还有机会实现产学研合作袁 进一步扩大自身竞争优

研究得出袁 知识发送方动机和知识接收方动机对知

势遥 但是袁仅仅有知识转移机会是不够的袁还需要高校

识转移效果均有正向影响 [4] 遥 马腾等对项目型组织

成员间知识转移的研究发现袁 成员的转移动机是知
识转移的关键袁 并且把知识转移动机进一步细分为
平衡互惠尧成就动机尧避免惩罚动机和员工情感承诺
4 个维度袁知识转移效果细分为知识转移参与度尧知
识转移满意度和知识所有权 [19] 遥

因此袁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时袁需要调动各种外部

政策和内部调节来激发广大教师的知识转 移动机袁
及时引导和宣传教师的知识转移行为和典范袁 为提
高教学质量和知识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遥 政策制定
和环境创设时袁 需要考虑学校和合作单位的双方利
益袁做到互信互利遥

教师和合作成员有良好的知识转移动机和知识转移
能力袁唯此才有可能实现知识的转移和创新遥
对于高校体育院系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来说袁拥
有知识转移机会和转移动机是团队间产生知识转移
的充分必要条件遥因此袁团队成员之间应该要资源共
享袁各取所长袁发挥团队的创新和协作精神袁提高团
队成员间的知识转移机会和动机遥 当然知识转移的
能力更是制约知识转移效果的决定条件袁 加强团队
成员的知识管理能力培训袁 对于提高高校体育院系

野双师型冶教学团队的整体作战能力袁培养更高质量尧
更符合社会需求的体育人才有着直接的积极效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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