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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沟通障碍影响因素 AHP分析 

王明慧，廖 奕 

(广西工学院，广西柳州I 455006) 

摘要：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管理沟通障碍影响各项因素进行权重赋值，进一步完善 了对管理沟通障碍影响 因-tr．~ 

析的过程，其主要强调竞争引起的不道德行为、权利与地位的不平衡、个人因素等在管理沟通过程中所起到的 

作用。为广大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减小沟通障碍影响的依据，旨在提高管理沟通的水平，顺利达到沟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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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 Analysis on Barrier Influent Factors of M anagement Communication 

WANG Minghui，LIAO Yi 

(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iuzhou 455006，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study factors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nd to evaluate each 

kind of infl uencing factor．The paper further improves the research factors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 mainly emphasi— 

zing low moral behavior，imbalances in rights and status，and individual factors i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a10h factor which has an effect o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the article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majority of 

corporate manager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barriers SO as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goals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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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曾经提出管理的主要工作是决策而决策的 

过程就是信息交流和处理的过程，即是沟通的过程。 

有关资料显示，企业管理者的时间70％以上用在沟 

通上。开会、谈判 、谈话、做报告是最常见的沟通 

过程。另外企业中 50％以上的问题是由沟通障碍引 

起的，无论是工作效率低，还是执行力差，领导力 

不高等，归根结底都与沟通有关。而沟通效果的好 

坏又取决于管理沟通过程中的障碍影响因素。管理 

沟通过程中的障碍影响因素前人已经进行了一定深 

度的研究，本文采用了前人提出的有关管理沟通过 

程中的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法)来确定各项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分析 

比较出各种因素在沟通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为 

广大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减小沟通障碍影响的依据， 

旨在提高管理沟逼i的水平，顺利达到沟通的目的。 

1 管理沟通障碍{影响因素权重的确定 

有效的沟通取决于沟通主体的编码能力和客体 

的译码能力。影响这两种能力的因素很多，有学者 

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一个因素——噪音。噪音是妨碍 

沟通的重要因素．，它存在于沟通的各个环节中，要 

实现有效沟通这～ 目的，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噪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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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来源及其如何干扰沟通。这里我们将管理 

沟通中的噪音划分为四类，并且这四类分别含有不 

同的因素，该因素划分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指标 

的复合体系，符合层次分析法的指标分层要求，但 

是在这个复合体系中各个层次、各个指标的相对重 

要性确实各不相同。因此，笔者采用层次分析法首 

先构造层次结构模型，其次构造判断矩阵，之后分 

别对单层指标、层次间的指标进行权重分析计算， 

最后进行总排序来确定各种噪音在管理沟通过程中 

产生影响的权重。 

1．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首先将管理沟通中的障碍影响因素条理化、层 

次化，将具有共同属性的元素并为一类作为结构模 

型的一个层次，同一层次的元素即对下一层次具有 

制约作用，同时又受上一层元素的制约，这样就构 

建了管理沟通过程中影响沟通效果的障碍因素的层 

次结构模型 (图 1)。就整个层次结构模型来说，最 

高层只包含一个元素，即A管理沟通障碍影响因素， 

表示决策分析的总目标；中间层是准则层和子准则 

层，在此次分析过程中包括：B。影响信息发送的因 

素、B：影响信息传递的因素、B，影响信息接收和理 

解的因素、B 其他因素；最底层即方案层，表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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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沟通效果有关的具体的影响因素，在此次分析 

过程中包括：C 语言能力的局限、C 知识经验的局 

限、C 信息符号系统的差异、c 可信度因素、C 

信息的遗失、C 外界干扰、C 个人判断标准、Cs 

选择性知觉 、c。信息的过滤与过量、Cm信息接受者 

的译码与理解偏差、C 封闭的沟通环境、C 竞争引 

起的不道德行为、C ，权利与地位的不平衡。(表 1) 

图 1 层次结构模型 

表 l 管理沟通效果影响因素 

一 级 二级 分类 合成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权重 

管 C-语言能力的局限 0
． 375 O．O62 

理 Bl影响信息 O
． 164 

c2知识经验的局限 0．375 0．O62 

沟 发送的因素 c3信息符号系统的差异 O．125 0．02l 

c4可信度因素 O．】25 0．O2l 通 

障 B2影响信息 0
． O92 

C5信息的遗失 0．722 旺071 

碍 传递的因素 C6外界干扰 0．278 O．O26 

影 c，个人判断标准 0
． 455 0．074 响 B3影响信息 C

8选择性知觉 0．263 0．043 
因 接收和理解 0．163 素 的因素 c9信息的过滤与过量 0．14l 0．O23 

Clo信息接受者的译码与理解偏差 O．141 0．023 

A 
cl1封闭的沟通环境 O lD5 0

． 054 

B 其他因素 0．58l CI2竞争引起的不道德行为 0．637 0．370 

Cl3权利与地位的不平衡 0．258 O．15O 

1．2 构建比较判断矩阵，检验矩阵一致性 

通过上面的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就已经很明确 

的建立好了上下级的从属关系，之后就要正对上一 

层次某因素而言，该层次内各个因素进行两两比较。 

同一层次各个因素之间的两两比较相当于单一目标 

决策，很容易区分出优劣等级。在这个过程中，对 

应的定量化的评分标准，层次分析法采用的是 1 

标度法。其各级标度的数值和含义，如表 2所示。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具体指标间重要性 

的两两比较采用的是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设计专家 

咨询问卷请该领域专家进行赋值打分，由此计算出 

平均值。由层次分析法的原理，结合各级标度，构 

建判断矩阵，见表3。 

表 2 各级标度的数值及其含义 

表 3 判断矩阵 A—B 

本文采用根法的计算步骤来求各指标的权重， 

并做一致性检验。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表3构建比较判断矩阵 A 

A ： 

1 2 1 0．25 

O．5 1 0．5 0．2 

1 2 1 0．25 

4 5 4 l 

(2)计算 A的每行元素之积 
Ml=0．5 M2：0．I)5 M3=0．5 M4=80 

(3)计算 Mi的 m的次方根 (m为矩阵的阶数， 

这里 m=4) 

0【．= = =0．8409 

， =  = y~．05一=0．4729 

0[3 = ： 了：0．8409 

=  =  = 2．9907 

所以得 ： ： (0．8409 0．4729 0．8409 2．9907) 

(4)对 仅向量做归一化处理，所求特征 向 

量为： 

W = (0．1634 0．0919 0．i634 0．5812) 

(5)求的最大特征值 

“)=AV = 

1 

0．5 

1 

4 

1 

0．5 

1 

4 

0．16 

：f．09 

【]1．16 

( 58 

0．6559 

0．37l5 

0．6559 

2．3479 

、 
l ，0．6559 0．3715 0．6559 2．3479、 

八max 6 +0—
．

09—19斗0—
．

16—34+ 

=4．0265 

1．3 层次单排及一致性检验 

以上所构建的两两比较矩阵：陶建了评价和分析 

的基础，但计算得出的权向量值是否合理科学，还 

必须通过 “一致性”检验。在上面计算步骤中计算 

出的最大特征值 就是为了在此检验一致性。 

V 八． 

0  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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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致 性 计 算 指 标：CI： —~'m ax--m
：  

4
—

．  02

丁

65-4
： 0．0088(其中m为判断矩阵的阶数) 

(2)计算相对一致性指标：CR=雨CI=0 ．0 08 8= 

0．0098(这里的 RI为平均随机一次性指标，它与判 

断矩阵的阶数有关，对于不同阶数的矩阵的取值不 

同，具体取值详见表4) 

表4 平均随机一次性指标 

(3)一般而言，CR越小判断矩阵的一次性越 

好，CR<0．01时，判断矩阵有满意的一致性。换句 

话说，所确定的权向量值具有科学合理性。从上面 

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CR=0．0112<0．01，因此可以 

判定该判断矩阵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依照此步骤，分别建立二级指标矩阵并确定其 

权重，见表5一表8。 

表5 “B。”指标半段矩阵及权重 

表6 “B：”指标判断矩阵及权重 

=2．010 CI=0．010 CR =0．000<0．0l RI=0 

B4 Cll Cl2 Cl3 W4 

=3．OO4 CI=0．002 CR ：0．003<0．Ol RI=0．58 

总管理沟通影响因素中的权数。其计算公式为： 

∑C／／ 

CR= _L  
∑RIi 

按照以上公式，计算得：C层 
CR =0．015／2．38=0．006<0．O1 

其中CIi为单排序的一致性指标 RIi为单排序的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通过检验总体的一致性检验， 

这样就得到了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即权重。 

2 管理沟通障碍影响因素权重的分析解释 

各项二级指标的分类权重乘以其所属的一级指 

标的权重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和权重详见表 l。和权 

重反映了二级指标的整体相对重要性。在整个表 1 

中，权重比较大小后，排在前面的前五个管理沟通 

障碍影响 因素分别为：竞争引起的不道德行 为 

(WC =0．370)、权利与地位的不平等 (WC ： 

0．150)、个人判断标准 (WC，=0．074)、语言能力 

局限 (WC =0．062)、知识 经验 局 限 (WC = 

0．062)。该套分析管理沟通过程中的各影响因素权 

重赋值的特点如下： 

2．1 注重竞争道德因素 

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之中包括管理者在内的一些 

员工为了达到某些个人的目的，如赞赏、提升、排 

挤竞争对手等，可能会向上司隐瞒或歪曲某些重要 

的信息，这样就会引起企业沟通上的不畅，严重时 

会对企业造成在人、财、物上的巨大损失。在市场 

竞争过程中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隐瞒事实和 

真相的事屡见不鲜。这种竞争引起的不道德行为必 

然成为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沟通的障碍。 

2．2 认真看待在企业管理沟通过程中存在的权利与 

地位不平等 

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上级往往对下行沟通不 

重视，企业的下行沟通往往是单向的、由上而下命 

令式的沟通，企业内部习惯于上级发号指令，下级 

无条件执行，这里权利与地位的不平等表现尤为 

突出。 

2．3 合理的考虑个人因素在管理沟通过程中的影响 

作 用 

在十三项 C级指标中，个人判断标准、语言能 

力的局限、知识经验的局限，笔者认为属于个人因 

素对管理沟通过程影响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三项因 

素。在一般情况下，个人所看到的、听到的或感觉 

到的东西，都会经由个人判断标准表现出来。 

1．4 整体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3 结论 

模型结构中每一层次中所有元素相对于总目标 通过对管理沟通影响因素的赋值研究，在我们 

的重要性程度称为层次总排序，它是利用各单层排 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首先要适当的控制企业内部竞 

序权数结果就可以计算整体排序，即各单个指标在 争的程度，尽量避免过度竞争和竞争不到位；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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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的设计沟通双方在权力与地位上的平等，保 

证沟通过程中的平等对话；最后沟通过程中，观察 

沟通对象时，不要夹杂个人因素，保持客观。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管理过程的顺畅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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