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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动的虚拟团队沟通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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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虚拟团队在完成任务时借助电子媒介进行跨越时空限制和组织边界的沟通，其沟通过程通过人机互 

动以及所形成的人际互动而实现。重点评述了国内外虚拟团队沟通过程中人与媒介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互 

动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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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virtual teams communication in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TAN Xiao—yan， LI Li 

(Institute of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Virtual teams communicate with electronic media across time，space a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to 

complete tasks．Communication process goes through interaction of human-media and human—huma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rocess of virtual team’S human—media and human-human intera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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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组织面临的 

国际化潮流、企业竞争加剧、顾客需求多样化趋势推 

动着组织进行创新变革，虚拟团队作为网络组织的一 

种演化形式应运而生并且呈现全球化趋势。虚拟团队 

借助通信和信息技术来进行沟通，其速度和深度可以 

满足组织变革和知识创新的要求。与传统团队相比 

较，虚拟团队具有跨越时空限制和组织边界的特点， 

在沟通媒介和人际互动方面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和规律，在沟通过程、模式、绩效等方面给学术研究提 

供了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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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团队由2个或2个以上的成员组成，为了一 

个共同的目标或任务而相互合作，跨越地点、时区或 

组织，通过电子媒介来沟通和协调，沟通是影响虚拟 

团队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虚拟团队沟通中的互动是 

团队成员以媒介技术手段为中介进行的间接交往，其 

沟通过程中存在着人与沟通媒介之间的互动(人机互 

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人 际互动 )两种不 同的互 

动。早期对虚拟团队沟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种互 

动即沟通媒介的特性及其与媒介选择的关系方面。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虚拟团队成员在沟通过程中的人 

际互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本文在评述国内外虚拟团 

队沟通媒介与人际互动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1 人机 互 动 

虚拟团队沟通中的人机互动是指团队及其成员 

与沟通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作为组织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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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团队中系统资源的工具，沟通媒介在提供通讯技术 

和渠道的同时传达沟通信息。肖伟等给出了不同条件 

下选择合适沟通媒介的针对性策略，虚拟团队面临不 

同的任务和沟通需求时，可选择适合的媒介进行沟 

通。Clampitt列出了媒介的 12种特征，并据此对不同 

沟通媒介使用的效果进行了评价，这些因素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归纳。 

(1)社会临场感 媒介的社会临场感程度决于该 

媒介在社会情感方面能够让人们体验到与面对面交 

谈 的相 似程度 。Osgood采 用语义差别 法 (semantic 

differential technique)将媒介区分为高度社会临场感 

和低度社会临场感，影响社会临场感的因素主要有信 

息渠道、信息量、媒介能够提供的社会情感线索等。媒 

介除了传递信息线索外，能够提供的社会情感线索越 

多，则沟通者感知到的社会临场感越高，反之则愈低。 

社会临场感理论研究电子媒介沟通情境与面对面沟 

通情境的差异，认为面对面沟通在帮助使用者感知到 

沟通对象存在的能力方面最强，具有最高程度的社会 

临场感，以之为标准，可比较不同媒介的社会临场感 

程度。沟通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依据对临场感的 

需要程度来选择媒介：沟通双方彼此需要互动，应该 

选择高度临场感的媒介，单纯的信息交换，可选择低 

度l临场感的媒介。 

(2)媒介丰富度 媒介丰富度是指媒介传输信息 

的丰富程度，可从线索多样性(multiplicity of cues)、消 

息个性化 (message personalization)、语 言多样性 

(1anguage variety)和反馈即时性(feedback immediacy) 

4个方面去衡量[1]。当面临模棱两可的任务情境和信 

息不确定时，媒介丰富性理论可以指导组织利用媒介 

传递信息以降低事情的模糊性(equivocality)及不确定 

性(uncertainty)。当组织面临的任务情境复杂、不确定 

性高时，就应该使用富媒(richer media)；当任务情境 

较简单的、不确定性低时，使用贫媒 leaner media)效 

果会较好。 

(3)媒介同步性 研究者们发现管理者对媒介的 

选择与媒介丰富理论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却发现电子 

邮件在模糊任务中被使用的更多，这种沟通双方倾向 

于使用丰富度低的媒介成功传递模糊性高的消息的 

现象并不能被媒介丰富理论解释口]。媒介同步理论对 

这一现象 的解释是 ：沟通过程包括 信息交 换 

(conveyance)和对信息的共同理解(convergence)，从 

反馈即时性 (immediacy offeedback)、符号多样性 

(symbol variety)、并行 性 (par,dlelism)、可编 排性 

(rehearsability)以及可重处理性(repmcessahil )5个 

维度，扩充了媒介的特征，这 5个方面的特征会影响 

媒介适于沟通的场合，低同步性的媒介剐信息交换较 

好，高同步性的媒介对理解信息较好。 

媒介选择行为除了受到媒介本身特征影响的同 

时还受到组织内部多种因素的影响。Manheim等发现组 

织因素和与组织相关的其他因素会影响媒介选择 。 

Sosa等通过对面对面、电话、电子邮件 3种沟通媒介 

的研究，发现地理距离和组织成员联系对媒介选择也 

具有显著的影响 ]，如表 1所示。 

表 1 影响虚拟团队媒介选择的组织及相关因素 

分 类 因 素 主要观点 

组织因素 成员联系 成员联系较多之后，电话和电子邮 

件的使用频率会比面对面高 

企业文化 企业根据一贯解决问题的方式去选 

择媒介 

企业规范 媒介的使用排序成为一种惯例和规 

范延续 

技术支持 物理工作环境会使员工面l临一些技 

术困难，有的工作环境下适合某种 

媒介 

其他因素 个人沟通模式偏好 不同个人对媒介有不同偏好 

文本需要 需要文本形式自上而下沟通传达意 

见，自上而下的执行命令 

技术培训 对员工进行媒介使用培训的程度 

地理距离 面对面沟通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大 

而减少，并被电话和电子邮件替代 

2 人际互动 

虚拟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具有间接性，尽管缺乏 

面对面沟通所具备的临场感、丰富性和同步性等特 

征，无法感知语言信息、形体信息、行为信息所表达的 

意见、观点、态度，但具有时问和空间上的灵活性，在 

形成积极的人际互动方面具有新的特征。学者们对虚 

拟团队的信任、组织认同感和人际关系等互动因素进 

行了探讨。 

(1)信任 沟通是影响信任关系的主要因素之～， 

同时虚拟团队沟通成功的关键在于促进团队成员问 

的信任。组织中缺乏信任会导致频繁沟通，造成信息 

过度。虚拟环境中的信任通过成员问复杂互动过程逐 

步形成。在成员互动的过程中，信任或者不信任，选择 

什么样的信任策略都是一种决策，因此信任也是成员 

互动决策的过程r5]。越来越多的虚拟团队中，由于文 

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来自不同的国 

家、种族和组织的成员进行电子沟通时，成员之间信 

任的建立和维系是相当困难的_6J。 

Jarvenpaa和 Leidner对 29个跨国虚拟团队进行 

跟踪研究，发现这些团队在最初的几次互动中建立了 

快速信任，认为虚拟团队初期沟通行为对于信任建立 

有重要作用口]。王重鸣等通过资源两难的情景模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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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比较了层级式 、网络式 、序列式 3种沟通模式与虚 

拟团队信任的关系，发现采用网络式沟通模式的团队 

信任水平最高，其次是层级模式，序列模式最低[8]。刘 

咏梅等利用2×2因子实验研究了沟通技术和时间因 

素对虚拟团队信任和冲突的过程影响，发现在虚拟团 

队发展的早期阶段，丰富度高的电子媒介会引发更多 

的关系冲突，不利于团队信任的建立，在虚拟团队发 

展的后期阶段，电子媒介不再是影响团队内信任的主 

要因素I=9]。 

(2)组织认同感 Patchen从相似性、成员资格和 

忠诚3个角度定义了组织认同感，相似性是成员间感 

知组织目标的一致性，成员资格是成员的自我界定与 

组织的联系程度，忠诚是员工对组织的支持和保护。 

组织认同感既是人际互动的结果，又可以积极的促进 

人际互动。Sproull和 Kiesler对某世界 500强公司进 

行问卷调查发现电子邮件不仅加速了信息交换和促 

进了新信息交换，其沟通效果与组织吸引、公平性、监 

督等衡量组织认同感的因素有关，为虚拟团队沟通与 

组织认同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础。Eveland和 

Bikson用准实验验证了电子沟通对“边缘”员工(退休 

员工)与组织联系的影响，发现使用电子沟通工具的 

退休员工比不用电子沟通工具的退休员工更多地参 

与到组织中，使用电子沟通工具的退休员工和在职员 

工在同样的任务中都与组织联系紧密。 

Wiesenfeld等使用问卷调查研究虚拟组织员工使 

用面对面会议、电子邮件、文本和电话4种沟通的媒 

介与组织认同感的关系，结果表明虚拟团队成员更倾 

向于使用电子邮件和电话沟通，很少使用面对面和文 

本沟通。在虚拟程度较高的成员中，电子邮件使得个 

人对组织产生了较高认同感，电话沟通则与较低组织 

认同感相关；在虚拟程度较低的成员中，较多的电话 

沟通会产生更高的组织认同感[1⋯。Wiesenfeld等采用 

基准研究和半结构化面试的方法发现基于工作的社 

会支持调节了虚拟员工对附属感的需求和组织认同 

感的强度。当基于工作的社会支持高时，有低附属感 

的员工可能会对组织的认同感强[11]。 

(3)人际关系 持续的沟通能够使得团队成员明 

晰目标、相互关系和各自的职责，建立成员之问的可 

信赖的人际关系，从而降低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组织风 

险[12]。虚拟团队成员个人之间的沟通在促成组织之间 

的沟通的同时形成了特定的人际关系。Kraut以服装 

制造业 ，制药，出版和广告四个不同领域的 14个企业 

为样本进行了电话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之间的电子沟 

通与人际关系是互补关系，电子沟通的增加没有使得 

整个企业的交易数量和效率提高，而企业之间使用电 

子媒介建立的人际关系会使得交易双方协调，从而提 

高企业效益[13]。 

3 结 语 

通过电子媒介进行沟通是虚拟团队的重要特征， 

人与媒介的互动是一个重要环节，选择什么样的媒介 

进行沟通以及这样的沟通对团队成员及团队整体的 

影响成为两个主要的研究内容。上述研究表明：媒介 

选择行为除了受到媒介本身特征影响的同时还受到 

组织内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对由人机互动形成的间 

接人际互动的研究中，沟通对于建立信任有重要作 

用，沟通的结构及不同的媒介对于信任的形成会有影 

响。电子媒介的沟通效果与衡量组织认同感相关的因 

素有关 ，电子沟通工具对增强特殊人群组织认 同感有 

积极作用，不同的沟通媒介对组织认同感的作用受到 

组织因素(如组织的虚拟程度高低)的影响。 

目前虚拟团队沟通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虚拟团 

队中的信任、组织认同感和人际关系，比较缺乏人际 

过程方面的讨论，特别是在与长期团队结果相关的人 

际过程，如情感管理、心理安全、组群情感、集体功效 

和社会诚信等领域的研究比较少见，后续研究需要进 
一 步深人。 

从组织研究 中常用到 I-P—O(inputs—processes— 

outcomes)分析框架来看，信任、组织认同感和人际关 

系既是团队的输入，也是输出，应有合适的方法研究。 

沟通是信息传递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语 

法 、语义和语用 3个层面的传递与理解，Sehen和 

Warglien对语法结构的产生进行了实验研究，但还缺 

乏对语义 、语用和沟通过程方面的研究，这些方面需 

要更多地借鉴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14]。另外， 

沟通与其他一些因素，如组织学习、组织成员满意度 

与产出质量之间相关研究还未发现[I 。这些都是未来 

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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