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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媒介 的信 息丰富度理论 ，应用数学的方式对手机、电子邮件、网页及数据库和短信 息的有效沟通进行评 价，并给 

出员工有效沟通的激励机制 。但是 本文也有不足之处，很 多影响 因素没有考虑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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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经指出，“未来竞争是管理的竞争， 

竞争的焦点就在于每个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外部的有效沟通。 有 

’效沟通成为企业组织成败的关键所在。有效沟通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 

其主要集中在有效沟通的障碍和有效沟通的方法这两个方面。其中沟通障碍 

主要包括： 

(】)沟通呈静态，局限于单向沟通。如前所述，有效沟通是一种动态的 

双向行为，而双向的沟通应得到充分的反馈，只有沟通的主体、客体双方都 

充分表达了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才具备有效沟通的意义。 

(2)沟通缺乏真诚之心。真诚是理解他人的感情桥梁，而缺乏诚意的 

交流难免带有偏见和误解，从而导致交流的信息被扭曲。 

(3)沟通渠道相对闭塞。自由开放的多种沟通渠道是使有效沟通得以 

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4)以自我为中心，认知模式刚性。思维是沟通的基础，任何一个有 

目的的沟通皆始于自我，因此，自身的思维是影响有效沟通的重要因素[1】。 

另有学者将沟通障碍分为： 

(1)来自于发送者的沟通障碍。如，语言表达能力欠佳、个人信誉不好 

等。 

(2)来自于接受者的障碍。如，地位和心理障碍、知觉选择偏差所造成 

的障碍、知识、经验水平的差距所导致的障碍等。 

(3)信息传递的障碍。如：沟通对象和时机选择不合适、信息传导错误 

(4)沟通环境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如：交往的语 

言、语意差异，交往态度差异，以及接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平差异 

等。 

(5)组织内部障碍。组织的体制性缺陷，影响信息沟通的及时陛和真实 

性、组织气氛不和赭阻碍了沟通的顺利进行 】。 

克服沟通障碍实现有效沟通的对策有： 

(1)对管理者来说，首先应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 

(2)提高沟通的心理水平。在沟通过程中沟通双方应学会有效的倾听。 

(3)正确地使用语言文字。使用语言文字时要简洁、明确，叙事说理要 

言之有据，条理清楚，富于逻辑性；措辞得当，通俗易懂。 

(4)改善组织结构。建立和完善组织内的沟通机制，营造和谐高效的管 

理氛围。 

(5)换位思考。在倾听过程中，(信息的接收应)以发送者为导向而不是 

以倾听者为导向。 

(6)积极反馈。积极反馈，既能对发送者产生鼓励，又能使倾听者集中自 

我注意力。 

(7)管理倾听环境。同一句话在不同场合传到听众的耳中效果是不同 

的，因此，应该选择合适的地点和场合来与交谈的内容匹配。选择有效时机。 

(8)选择合适的时机，确保倾听者能够接收和理解信息。鼓励相互信任。 

网为通过培养相互信任，能够使倾听者有勇气去积极反馈，让倾听成为有效倾 

听，从而进一步加强沟通的效果 ]。 

研究显示，企业中员工之间的沟通以消极沟通为主，大多时候都是消极的 

接受上级的信息，很少有反馈。企业面对员工的消极沟通缺乏激励机制。而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型的沟通方式不断地涌现出来，为人们提 

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但是先进的沟通技术并没有改变人们消极沟通的态 

度 面对这种情况，企业等各种组织却没有一种与之相对的有效沟通评价与 

激励机制。本文依据媒介信息丰富度理论，对不同的沟通媒介建立评价机制 

并对员工的有效沟通进行奖励。希望通过对员工的激励以达到促进企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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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沟通的目的 

二 、理论 基 础 

媒介信息丰富度理论是由Daft和Lengel提出，认为不同的沟通媒介对 

应不同水平的信息丰富度 1 Pool认为信息丰富度指的是媒介所能传递的信 

息数量 ．Daft指出沟通媒介的信息丰富度可根据以下四个因素进行划分： 

(1)多重提示一应用多重的信息渠道，诸如：音调和肢体语言。(2)直接反馈一 

及时回应，如，回答问题。(3)语言变化—运用语言符号，诸如：数字和自然表 

达方式。(4)人格化的一运用人的感觉和情 一些学者认为沟通效果和沟 

通媒介的信息丰富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61。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沟通效果和选 

择与沟通任务相匹配的沟通渠道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口l。 

三、模型建立 

(一 )手机评价体系 

根据沟通效果和沟通媒介的信息丰富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故 代 

表的媒介信息丰富度与 代表的有效沟通有正相关的关系。同时，打电 

话次数 、打电话时长厶、平均语速 的乘积表示沟通时所用去的字数， 

通常情况下沟通中用去的字数越多沟通效果越好，此处不考虑沟通冗余 

给沟通造成的不良影响。沟通效率系数卢表示的是在沟通中有效信息所 

占总信息量的比例，通常情况下0 1。奖励系数是为了矫正员工的沟 

通态度而设置的，奖励系数y的大小依据公司的具体情况而定。 代表的 

是员工的有效沟通。 

即电话的有效沟通可表示为： 

W=∑L， 
i=0 

给有效沟通乘上奖励系数可得到员工有效沟通的奖金，奖金可表示为： 

u=∑L vapr 
i=0 

(= )电子邮件评价体系 

根据沟通效果和沟通媒介的信息丰富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故口代表 

的媒介信息丰富度与 代表的沟通效果有正相关的关系 在邮件沟通中不 

光考虑到发送邮件还表示接收邮件，因为无论是发送邮件还是接收邮件都代 

表信息的沟通，故将它们全部考虑在其中。 代表的是邮件中所有的字数，给 

邮件中所有的字数乘上卢，即代表有效沟通的字数。再乘上a表示有效沟 

通。 

电子邮件的有效沟通可表示为： 

W =nv,Oa 

给有效沟通乘上奖励系数，即为员工的有效沟通奖金： 

U=”v ay 

(三J网页及数据库评价体系 

网页及数据库的评价不同于前两种情况，规定员工一旦点击了网页页面 

就认定为员工阅读了该页面的内容，故网页的点击次数乘上网页平均字数即 

为员工的阅读字数，给评估造成的误差在沟通效率系数上进行调整，以减小误 

差。其余同上。 

网页及数据库的有效沟通可表示为： 
W =nv,Oct 

给有效沟通乘上奖励系数，即为员工的有效沟通奖金： 

U=nv[tay 

(四 )短信息评价体系 

短信息的有效沟通评价体系类似与电子邮件的评价体系。根据沟通效 

果和沟通媒介的信息丰富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故口代表的媒介像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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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平台建设，是当前我国城市公安机关处置各类社会 

突发事件、打击各种恐怖暴力犯罪、预防可防性案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迫切要求，是完善现有城市治安防控体系的客观 

需要。齐齐哈尔地区实现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平台构建在广电光网络上是最 

佳方案。齐齐哈尔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中心担负着齐齐哈尔市有线电视的传输 

任务，拥有多年的视频传输经验。现拥有2万芯公里光缆，光网络 已经覆盖到 

各小区平均每3栋楼就有一处光节点。光网络的覆盖程度在全市的运营商中 

可谓首屈一指。传统监控技术已经不适应目前许多监控条件的需要。射频调 

制解调技术的远程监控解决方案，它可以弥补传统监控系统的某些不足。而 

射频视频调制技术真是广电的特长，而且运用丰富的光缆资源可以把整个齐 

齐哈尔市区覆盖 。 

射频调制解调技术的先进性在于。在传统的视频长距离传输时，视频基 

带信号(摄像机输出信号)通常要经过多级视频中继放大或通过光设备传输才 

能到达监控中心。在视频放大的过程中，极易产生非线性失真和频率失真。 

将视频信号调制为射频后进行远程传输，中继放大器容易调整和控制，放大后 

失真小。信号传输质量容易保证。经调制后的射频信号在传输 群 {‘ 

传输的图像载波频率大多在百兆赫竣以上，其抗干扰能力大大超过基带传输。 

同轴电缆的射频传输网络布线简单，施工维护疗便。信息容量是基措传输的 

数 卜倍。通常情况 F，一条同轴 电缆或一彬光纤只能传输一路 图像信号 。若 

要传输语音或数据信号，还须另外布线。若采用调制解调技术进行信号传输， 

一 条同轴电缆或一根光纤可以同时传输数十路图像、声音和数据信号。在需 

要语音传输和控制云台、镜头、电梯和道闸的情况下，省掉 r诸~[1RS485或 

其它线路的重复布线。这种优势在远距离多路信号传输上显得更为突出。对 

于监控点众多、接人点随机性大、传输距离远的道路和码头等监控场合，可 

方便地采用HFC(光纤同轴混合)网结构传输。即在近距离(二公里内)采 

用同轴网集中，再将集中后的各路RF信号直接注入光设备进行一纤多路远 

距离传输。这种结构的可靠性、实用性和经济性是目前任何其它传输模式无 

(接上页) 息丰富度与 代表的沟通效聚有正相关的关系。在邮件沟通中 

光考虑到发送邮件还表示接收邮件，因为无论是发送邮件还是接收邮件都 

代表信息的沟通，故将它们全部考虑在其中。月v代表的是邮件巾所有的字 

数 ，给邮件中所有的字数乘上 ，即代表有效沟通的字数 。再乘 卜 表示有 

效沟通。 

短信的有效沟通 町表示为 ： 

W=nvfla 

给有效沟通乘上奖励系数，即为员工的有效沟通奖金： 

U=nvpay 

四、 结语 

该有效沟通评价体系只是初略地对有效沟通进行了估计。 f不能表，Ji 

精确的度量。此外该评价体系忽略了一些影响因素，如 ，沟通冗余给有效沟通 

造成的影响等。还有的不足之处是该评价体系只是对部分沟通工具进行r}i}￡ 

价。而其他的沟通方式没有考虑进来，如，面对面沟通作为最 要的沟通方式 

之一却没有对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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