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 1期 
总第 98期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No．1，2008 

Serial No．98 

[管理天地] 

基于生命周期的项目团队沟通研究 

杨飞雪 ，董智琼 

(天津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191) 

[摘 要]项目团队的显著特点是临时性，受内外环境干扰较大，同时，项目团队成员具有不确定性，造成 

沟通信息失真与沟通不畅，成为影响项目团队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项 目沟通效果往往是项 目成功的关键所 

在，因此，项目沟通管理越来越受到项 目经理的重视。以项 目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项目生命周期与项 目团队 

的关系，进而研究项 目不同阶段的项目团队的特点以及沟通模式研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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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ommunication of Project Team ——From the View of Project Life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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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 ect team is temporary and is affected largely by the outside environment，still the project member is uncertain，all these make the dis- 

tortion and block of communication and become the key factor of effecting project teamg efficiency．Results of communication in a project team are 

key factors and to some extent decide if the project will be a successful one，so p~ect communication is paid much attention．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view of pt ect life circle，and aims to analyzed the relation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project life circle with ptDject team，then study characteris- 

tics of different project team stages and then establish project communic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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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阶段划分及其沟通研究 

项目按其寿命周期划分为规划设计阶段、执 

行与调整阶段、规范运行阶段和结束收尾阶段，同 

时这也是项 目团队的形成期、风暴期、规范期、成 

果期和解散期 ̈ 。 

由于项目团队自身的特点，在项 目团队寿命 

周期的各个阶段，团队成员间存在着不同的沟通 

问题。因此，我们在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工作 

重点。 

表 项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团队特点与工作重点 

(一)项 目规划设计阶段 

1．问题分析 

(1)角色模糊。项目经理没有制定公布完整 

的项目计划之前，项目团队成员往往是不清楚 自 

己所扮演的角色的。因此，需要项 目经理与项 目 

团队成员进行多次沟通，协调，安定团队内部不安 

定因素，消除团队成员的恐惧感，使团队行为制度 

化，流程化。 

(2)成员任务的不确定性。项目经理此时主 

要考察相关岗位的合适人选，由于成员间相互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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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沟通了解，项 目经理往往很难一次就能正确选 

择合适的岗位人员，这就造成了团队成员任务的 

不确定性。 

(3)缺乏信任感。团队由具有不同文化背 

景、动机的人们组成，成员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加 

之团队还没有建立起规范，或者对规范没有形成 
一 致的看法，这时团队成员之间的不信任感是很 

强的，一致性很少，项 目经理即使花费大量精力也 

可能产生不了预期沟通效果。 

2．项 目规划设计阶段的沟通模式 

项目规划设计阶段我们要通过建立沟通原 

则、确定沟通计划、选择沟通技术与方法手段构建 

沟通模式。 

(1)价值优先原则。项目成员每天都要面对 

大量信息，其中有些是有价值的，有些是没有价值 

的，项目管理人员要保证每次沟通的信息是有价 

值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团队沟通的质量，防止 

信息过多造成的沟通混乱与沟通不畅。沟通的信 

息要多，即在单位时间内传递的有用信息要多；信 

息传递的速度要快，在最短的时间内向项 目成员 

传递有价值信息，保持信息的真实性。 

(2)重要信息优先原则。项 目经理以及团队 

要对影响项 目目标的重要信息给与足够充分的重 

视，对于这些信息要有完全正确的理解，这对提升 

团队工作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3)沟通反馈原则。信息反馈是项 目沟通中 

的重要环节，及时的反馈能够使沟通双方明确自 

己信息的接受程度，纠正信息理解错误，完善沟通 

的过程。一般来说，无论什么信息，在加工处理 

后，都需做出反馈，但是反馈的方式不是固定的。 

有实际价值的信息可以进行决策，采取行动，没有 

实际价值或者暂时用不上的信息必须及时答复， 

加以反馈。 

项目沟通计划的确定：项 目的沟通计划要与 

项目计划密切相关。项 目沟通计划的最终任务是 

使项目团队明确团队期望和团队愿景，制定团队 

明确的方向和 目标，提供项 目团队成员所需要的 

资讯，帮助成员们彼此了解 。 

(1)项目团队自身沟通要求。项 目团队组建 

开始便有内部的沟通要求，项 目经理需要向团队 

成员传达外部信息，团队成员间工作需要相互交 

流，任务的确认需要成员达成一致共识，这都需要 

内部沟通。针对项目阶段的成员缺乏信任感的心 

理，项 目经理要注重沟通活动的开展，如采取会 

议，即兴谈话等方式加快建立团队内部的和谐信 

任氛围。 

(2)岗位人员甄选。岗位人员的甄选至关重 

要，高效的项 目团队对项目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项目经理在选择岗位成员时要给与全面考虑，尽 

量减少岗位人员变动次数，以便确定团队成员各 

自任务，使项目团队工作规范化，流程化。 

(1)项 目例会。按期召开项 目会议，公布与 

讨论项 目重大事宜，采取全员参与的方式，落实团 

队制度，迅速建立团队秩序。 

(2)书面文件。当项 目成员因时空因素无法 

参加会议时项 目经理可以采取书面文件下达指 

令，这种方式不像口头传达信息那样产生信息失 

真，但容易产生理解偏差。为了保证此阶段沟通 

的绝对顺畅，这是一种必要的沟通方式。 

(3)网络会议。网络会议是科技发展的产 

物，是具有时空限制的项目团队理想的沟通方式， 

这种方式能够撇开时空的限制，使团队成员进行 

“面对面”的沟通 。 

(二)项 目执行与调整阶段 

1．问题分析 

由于立场、观念、方法、行为等方面的差异，成 

员容易形成派系，使人际关系陷入紧张局面，甚至 

出现敌视、强烈情绪以及向领导者挑战的情形。 

隐藏的问题逐渐暴露，项 目成员相互间产生相互 

猜疑、对峙和不满等冲突。 

(1)团队关系处于构建期。成员们明确了项 

目团队的工作以及各 自的职责，开始执行分配到 

的任务。由于工作规范没有建立或成员之间存在 

观念上的差异等原因，团队成员将注意力和焦点 

更多地放在人际关系上，在反复的成员接触以及 

沟通之后成员间从不了解逐渐走向了解，但是前 

期隐藏的问题也将暴露出来 。 

(2)沟通趋于完善化。成员之间存在观念上 

的差异，成员之间对工作目标、分工理解不同。即 

使因为一些琐碎问题等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团队 

冲突增加。这时每经过一次冲突，项目团队的沟 

通方式就会被要求做一些调整或改变，直至项 目 

沟通变得顺畅。 

2．项目执行与调整阶段的沟通模式 

项目执行调整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加强团队成 

员之间的有效沟通，沟通后进行反馈，发现沟通中 

存在的问题，进而调整与完善沟通，使之符合项目 

以及项目成员的特点，提高工作效率。 

(1)启动会议。项 目经理在获得组织授权并 

以项目章程的形式向各有关方发表声明后，就应 

着手项 目的初步计划并适时召开项目启动会议。 

项 目启动会议是项 目经理启动项目团队工作、统 
一 团队目标、获得团队成员对项 目承诺的最好机 

会。在启动会议中，项 目经理首先进行 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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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队成员的相互介绍，简要的介绍他们在本项 

目中将要担任的角色。其次，介绍项目，说明项 目 

的定义、目的、期望的目标和最终交付成果；对项 

目的初步计划逐项过一遍，指出每项任务的决定 

因素；明确下一步要作的重要事情是完善项 目计 

划使之成为以后项目沟通的基准平台等。 

(2)工作例会。又可称为情况评审与工作布 

置会，一般一周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的目的是通 

报项 目情况和存在问题，总结上一次工作例会后 

取得的成绩和进展。 

(3)通气会。会议时问可长可短，对当天工 

作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对次日的工作重 

点和难点进行强调和提醒。 

(4)专题会议。也可称为解决问题会议。根 

据发现和识别出的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召集 

相关专业人员、专家召开专题会议专项解决 。 

(5)专题评审会。这个会议主要是聘请各方 

专家对项 目的方案确定与调整，技术方案等工作 

进行认证评估论证，提出参考意见，作为业主决策 

依据。 

(6)团队建设会议。团队建设会议的目的是 

通过团队成员问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团结，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形成合力，提高工作热情和工作水 

平。 

(三)项目规范运行阶段的沟通管理 

1．问题分析 

(1)工作积极，运行高效。随着工作规范和 

流程正式建立，成员之问发展出融洽的关系，团队 

特色逐渐形成，群体开始表现出凝聚力，成员归属 

感越来越强，团队成员建立了忠诚和友谊。团队 

合作意识增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合作方式，注意 

力也转向任务和目标。随着项 目的进展，大家互 

相适应，管理效率逐渐提高，各项工作比较顺利， 

这时整个项 目的工作进度也最快 。 

(2)畏惧冲突。大家因为害怕冲突，不敢再 

提出正面的建议，生怕得罪他人，团队气氛显得过 

于沉静。 

2．项目规范运行阶段的沟通模式 

(1)加强沟通管理。对于团队内部逐渐平稳 

的环境，管理者要持警惕的态度，防止团队成员问 

的问题无声化，进而导致冲突发生。团队要顺利 

度过规范期，最重要的就是形成团队的文化和氛 

围。团队精神、凝聚力与合作意识能不能形成，关 

键就在这一阶段。项 目经理更应该以身作则，与 

团队成员们协力工作。任务措施和关系措施是此 

阶段同样需要关注的两大问题。项目团队成员为 

各 自所承担的项 目任务而努力，确保下一时期项 

目团队成果按时保质地完成。 

(2)加强沟通反馈。为了保证团队工作的高 

效性，管理者要充分注意沟通效果的反馈。对反 

馈信息给予充分重视，与团队成员保持沟通的畅 

通，对项目目标不利的沟通要加以控制，使团队内 

部的高效性持续的保持下去。 

(四)项目结束收尾阶段的沟通管理 

1．问题分析 

(1)团队成员情感加深。随着项目的进展， 

项目成员之问的交流沟通的加深，团队内部建立 

了很好的文化氛围，成员问能够彼此关心，逐渐形 

成了具有凝聚力的团队。工作默契程度达到最高 

点。 

(2)人心不稳。成员们开始考虑自身今后的 

发展，为项目团队解散和各 自离开做最后的准备。 

项 目团队成员的高水平的表现不再是关注的最优 

先点，注意力反而放在如何结束项 目上。项目团 

队成员开始骚动不安，情绪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有 

人很悲观，他们协作完成任务，分享成功，分担失 

败，却不得不面临解散；也有人很乐观，他们认为 

完成了既定的目标，还有新的目标去实现。 

2．项目结束收尾阶段的沟通模式 

项目结束收尾阶段调整好团队成员心态是此 

阶段的沟通重点。工作行为结束，项目团队即将 

解散，团队成员们即将离开共同经历成功和失败 

的团队，接受新的任务，他们需要巩固原来团队中 

融洽的关系，此时的项 目团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 

更团结。但如前所述，团队士气是何科状态则由 

团队成员共同决定。团队工作已经完成，关系措 

施是项目团队所要关注的重点，既可以更好地调 

整项目团队士气，还可以为今后项 目团队成员组 

合工作而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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