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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研究开发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当今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单独进行研 究与开发活动的传统技 

术创新模式的缺陷日益凸现。虚拟研发组织(Virtual R&DOrganization)是虚拟组织概念渗透于科研机构所形成的一种 R&D新模式，它围绕特 

定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利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工具，将有能力有愿望参与产品开发的企业和研究所连接起来，从而打破地域的限制，加强这 

吏些机构之间的协作，实现系统软硬件、试验检测设备、加工设备、人才等资源的互利共享：企业研发组织虚拟化运营是提高我国农业企业研 

发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可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虚拟化研发团队的研发创新绩效 

— — 一 个基 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徐健，葛和平，王济干 (河海大学，江苏南京2l0098) 

摘要 通过问卷调查对36个研发团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虚拟化研发团队的研发创新绩效受到上述3个因子的共同影响；通过灵 

活管理这3个因子，虚拟化研发团队可以提高其研发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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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made 011 36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s through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lle re． 

search and developme nt．innovation perforrmnce of virtu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 nt teanas were affected by the above three factors．'1]ll'OUgh flexible lnan— 

ageme nt of these three factors，the virtu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 nt teams could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 nt，iml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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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公司的研发活动能否在市场上获得认可与其研发 

产品在功能和技术方面的研发创新紧密相关。随着研发新 

产品所需的知识日趋专业化、本土化、精细化，研发活动愈发 

要求对专业知识的深度掌握。由于开发新产品所需的专业 

技术和人才常散布在单个公司以外甚至遍布全球，公司不得 

不利用虚拟方式开展研发活动，处于研发活动核心的研发团 

队也呈现出虚拟化的态势。总的说来，虚拟化团队是由散布 

在不同时空，协同实施项目的个人组成⋯。 

从本质上看，研发团队的虚拟性只是程度问题，因此可 

以将其虚拟性视为一个从完全传统型渐变到完全虚拟型的 

连续渐变过程。通过对 36个研发团队的调查实证分析，笔 

者将描述研发团队虚拟性的 3个因子与其研发创新绩效的 

联系 ，最后得出结论。 

1 研发团队连续渐变的虚拟性 

研发团队能否实现研发创新目标取决于其获取、诠释、 

整合、评估及理解信息的水平。考虑到研发活动中专业技术 

的日益精细化和本土化，大多数研发团队中存在不同程度的 

虚拟化。一种极端情况是团队虚拟到所有成员完全散布在 

不同的时空，仅以电子方式沟通信息。当然，这种情况在现 

实中极少，如在新型飞机的研发过程中，尽管有关专家散布 

在世界各地协同工作，但大量工作仍需要由在同一地点的个 

体研发人员共同完成。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完全传统型的研 

发团队，这种让所有专家在同一地点工作，面对面地进行沟 

通的情况也很鲜见。事实上，大多数研发团队或多或少会上 

从世界各地聘请专家并通过电子方式进行内部交流。目前， 

有关文献通常采用 3个因子来描述团队的虚拟性_2J。第一 

个因子是团队成员在空间上的邻近性。传统团队的成员在 
一 起工作，而虚拟团队的成员则散布在不同地点进行协作。 

第二个因子是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方式。完全传统型团队 

完全依靠面对面的交流；完全虚拟型团队仅通过电子方式交 

表 1 完全传统型团队与完全虚拟型团队的区别 

蚰 le 1 Di胁  Ilce between completelytraditionalteam and completdy virtualteam 

流。第三个因子是团队任务协调。在完全传统型团队中，团 

队成员通过互相调整、共同协同完成团队任务；而在完全虚 

拟型团队中，成员之间任务分配更加具体明确，无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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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互相调整和协调。表 l显示了描述团队虚拟性的 3个因 

子在上述2种极端情况下的区别。 

此外，有关文献显示：描述团队虚拟性的3个因子会影 

响研发团队的研发创新绩效L3 。因而，产生了管理研发团队 

虚拟性与管理研发创新绩效高度相关的观点。换言之，通过 

管理研发团队的虚拟化程度，管理者可以改变研发团队的研 



14774 安徽农业科学 2008年 

发创新绩效。 

2 描述研发团队虚拟性的 3个因子与研发团队的研发创新 

绩效 

2．1 空间邻近性 空间邻近性对研发团队的主要影响在于 

团队成员有机会互相接触沟通、熟悉彼此并评估人际协调 

性。另一方面，空间邻近性有助于提高团队成员问的信任， 

使团队中不同职能、不同专业成员能够及时获得各自所需信 

息，进而在整体上有利于团队的信息沟通。也有学者不赞同 

空间邻近性对团队研发创新绩 效有正面影响的观点。 

govelace认为，科学家需要独立工作，社会需要使他们无法专 

注于工作本身 。无法专注工作的团队成员很有可能会分 

散其他成员的注意力，使研发团队陷入低水平的研发创新绩 

效。还有观点认为空间邻近性会阻碍创新思维。空间邻近 

性会产生更多的互动，高度互动可能会使整个团队局限于某 

种研发思路。综上所述，极高水平和极低水平的空间邻近性 

都不利于研发团队的研发创新绩效。如果研发团队能够灵 

活地管理其成员间的空间邻近性水平，则团队可以最富创新 

性地开展工作：当团队需要研发创新解决方案时，可以提高 

其成员间的空间邻近性水平；而需要个体创新时，则可降低 

其成员间的空间邻近性水平，最终实现团队研发创新绩效最 

大化。 

2．2 沟通方式 面对面进行言语互动的信息交流是最常见 

的沟通方式。然而，近年以电子技术为载体的沟通方式日益 

普及。尽管以电子沟通方式进行的有关日程安排、任务分配 

和其他行政事宜的信息交流正在不断增加，但研究发现电子 

沟通并不适用于需要创新的复杂性任务 。团队采用电子 

技术为载体进行信息沟通实现研发创新绩效时，需要以面对 

面交流或者模仿面对面交流方式作为补充。通过使用定期 

面对面交流或者模仿面对面交流信息技术，研发团队整体而 

言可能更具创新性。总之，通过更加人性化和同步化的交流 

方式，研发团队更有可能发现研发创新方案来解决复杂 

问题 。 

2．3 任务协调 研发团队内部的任务协调决定了成员为完 

成任务所需进行的互动。研发团队内部工作中相互依赖关 

系的产生直接影响成员问的信息沟通，从而影响团队可能产 

生的研发创新绩效。一方面，把团队任务分解成大体独立的 

子任务加快了产品上市的时间，但是可能会不利于整体解决 

方案的创新；另一方面，对团队任务完全不加以分解，造成的 

个体成员相互依赖，同样不利于团队创新。 

团队任务的协调从高度集权(仅有一个或少数人设定并 

协调任务)渐变到高度平均(所有成员通过相互调整协调任 

务)。已有研究表明团队任务协调的集权化，以倒 u形的方 

式与研发创新绩效相关一 。一个或少数人如果对所有活动 

加以集权并确定各项任务和工作，会严重破坏团队的研发创 

新过程和创新潜能。高度集权的协调仅刺激团队中的个体 

研发人员而非整个团队，因为这样会使非中心成员从协调工 

作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完全专注于个人任务。这样个人的创 

新将达到其被核心团队成员所允许的创新程度。此外，创新 

解决方案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团队成员更容易经历信息和 

协调工作过载。 

另一方面，运作完全平等并以互相调整的方式调整一切 

工作的团队在运营中没有任何既定边界导向。这些团队很 

有可能产生不匹配公司战略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产生不可 

行的解决方案。在创新方面，这些团队很少产生真正刨新的 

想法。但是，在需要寻找方案来解决那些全新并需要许多或 

者所有专家协调工作问题的情况下，这种偏平结构将非常有 

利于团队创新。此后，某种程度的集权化很可能改进团队的 

研发创新。总而言之，可以灵活地在完全集权与完全不集权 

之间演变的团队更有可能具有创新并能长期保持这种创新。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该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搜集资料， 

根据研究主题设计调查问卷，要求所有的团队成员根据他们 

的定位，使用计算机技术，工作的独立性及团队的创造性成 

果来填写调查问卷。 

3．2 调研实施 该研究以上海浦东的柯达、杜邦、通用电 

气、霍尼韦尔等 10家研发有限公司中的36个研发团队为调 

研对象。问卷调查表的发放主要采取 2种形式：一种是通过 

信函将调查问卷邮寄给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待被调查对象回 

答后回邮；另一种方式是组织调研小组，亲自到企业去现场 

调研，当场回收调查问卷。从调研结果看，该次调研共回收 

凋查问卷98份，其中有效问卷为89份，占9o．81％。调研时 

间为 2OO7年 3～7月。 

3．3 调研分析 研发团队研发创新绩效目标的实现需要具 

备多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因而，研发创新绩效的贡献很难 

分摊给每个成员。这里引用 Drazin和 Klein的做法，假定团 

队成员做同性质的事情。为了统计的公正，用变量的单一分 

析法处理。为了便于分析，采用ANOVA2．0应用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把研发团队分 2组：一些团队在中间易变性的 

下面，一些团队在 中间易变性的上面。就某个因子 ，团队的 

1／3的最小易变性相比较团队的 1／3的最大易变性，变量的 

价值为0(低于中间的易变性)或为 1(高于中间的易变性)。 

检验结果认为在统计上是显著性。这样，团队被分成中间易 

变性的上或下(纵向)以及研发创新绩效的左或右(横向)。 

表2显示了3个因子和研发团队研发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3．4 研发创新绩效 研发团队研发创新绩效是通过询问团 

队成员对团队创造性成果的比例，采取 7点法。对于36个研 

发团队，将询问团队成员对团队创造性成果的比例和平均每 

个团队的得分作为研发创新绩效的尺度。在7点法中，团队 

管理者对于他们团队成员的平均得分为 4．82；团队成员的平 

均得分为4．53。一个双样本的 t检验在 2组样本之间是有 

差异的(团队成员相较于团队管理者)，在统计上显示不显著 

性(t=1．18，P<O．2o)。为了调查某些团队中管理者和成员 

的差异是否很大，针对团队成员和管理者得分，计算绝对偏 

差，在0～1．05之问，平均数是0．46。 

3．4．1 空间邻近的易变性。空间邻近通过要求团队每个成 

员在相同的房间、相同的建筑物、其他正式会议上相互碰面 

时被测量。空间邻近的易变性越高，团队成员所给答案的易 

变性就越高。在同一地点，如果团队某成员与其他成员联系 

时，空问邻近的易变性为0。因此，使用团队成员回答的易变 

性作为空间邻近易变性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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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沟通方式的易变性。一个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被要求 

显示他(或她)通常是否与团队其他成员相互联系，面对面沟 

通为0，通过电子技术沟通则为 1。如果团队成员之间沟通 

时使用相同的沟通方式，则沟通方式的易变性为O。联系的 

差异性越大，沟通方式的易变性就越高。因此，使用团队成 

员答案的易变性作为沟通方式的易变性的尺度。 

3．4．3 任务协调的易变性。团队任务协调是考察团队成员 

独立性的尺度：0指团队成员之间没有与工作有关的互相依 

赖；1指团队成员之间与工作有关的互相依赖。当所有团队 

成员提供相同的答案时，团队任务协调的易变性是0，没有独 

立性；反之则有独立性。团队成员独立性越大，团队任务协 

调的易变性越高。因此，使用团队成员答案的易变性作为团 

队任务协调的易变性的尺度。 

4 检验结果 

(1)研发创新绩效越高的团队在空间邻近上具有越高的 

易变性，表2显示了71．0％具有较低空间邻近易变性的研发 

团队有较低的研发创新绩效；83％的在空间邻近中具有高于 

中间易变性的研发团队有较高的研发创新绩效。变量的分 

析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0．01。 

(2)研发创新绩效越高的团队在团队成员使用沟通方式 

上具有较高的易变性，变量的分析显示了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a=0．O1的结果。表 2显示了63．3％具有较低沟通方式易变 

性的研发团队有较低的研发创新绩效；67．5％具有在较高沟 

通方式的易变性高于中间易变性的研发团队证实有高于中 

间团队水平的研发创新绩效。 

(3)研发创新绩效越高的团队，成员任务的协调具有较 

高的易变性。变量的分析显示了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a=0．O1 

的结果。表 2显示了72．8％具有较低任务协调易变性的研 

发团队有较低的研发创新绩效；64．8％具有较高任务协调易 

变性的研发团队有高于中间团队水平的研发创新绩效。 

表2 3因子的易变性与研发团队(n=36)研发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weell the mumbHi~ of3 factors and the researdl，development，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and devdopment teams％ 

石  

0(n；10)1 0)-12】2(H--1。] 3 

虚拟的全面灵活性 

图 1 虚拟的全面灵活性和研发团队的创新绩效 

Fig．1 The virtual overallflexibility andthe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 ms 

表 2表明了每个因子在研发团队研发创新绩效上的影 

响。将3个因子融合为一个变量的易变性，通过添加团队成 

员空间邻近性、信息沟通方式及任务协调的得分，每个分隔 

变量的得分是0或 1，易变性得分从0变为 1(见图 1)。团队 

研发创新绩效的增加作为全面易变性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 

图1显示了(在每个框里黑色的水平线)每个种类的平均增 

长伴随着全面的易变性，表现出逐渐放宽的范围。但在所有 

因子上有较低易变性的研发团队(得分为0)有越窄的范围。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具较高创造力的团队比具很低创造力 

的团队有更多的创造性，大多易变性的团队(得分是 3)有更 

大的研发创新绩效的余地。 

5 结论 

在日趋虚拟化的环境中，一个研发团队虚拟化的程度主 

要是由研发团队成员间的空间邻近性、信息沟通方式以及任 

务协调3个因子来描述。同时，这3个因子还与研发团队的 

研发创新绩效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作为一个研发团 

队，要想获得较高的研发创新绩效，就必须灵活机动地管理 

好这 3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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