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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维度分析的全球虚拟团队无缝沟通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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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沟通被认为是全球虚拟团队这一新型人力资源组织模式的关键成功因素之一，全球虚拟团队必须对组织进 

行沟通创新，建立无缝的沟通策略，才能有效提升其沟通绩效。本文通过建立全球虚拟团队的三维模型，从全球虚拟团队 

的成员组成、互动模式和对虚拟工具的依赖三个形成维度分析了其沟通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沟通策略，以无缝 

沟通弥补全球虚拟团队的沟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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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全球虚拟团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降低生产成本、缩短制造 

周期、提高决策能力、以及对客户需求作 出快速响应的有效途 

径，正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工作方式。沟通被认为是这种新型 

人力资源组织模式的关键成功因素 (CSF)之一。有关研究表 

明，在管理中，超过 70％的错误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引起 

的，这种沟通障碍已成为制约企业管理的瓶颈。文化、地域的 

分割使得全球虚拟团队的成员既要具备一定的个人沟通能力， 

又要具备根据沟通需求选择合适沟通媒体的能力，还要具备利 

用一定的信息交互系统进行任务协同的能力。这些客观要求促 

成了全球虚拟团队无缝沟通策略的出现，并成为提升虚拟团队 

沟通绩效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全球虚拟团队的三维模型结构分析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虚拟团队的定义已经有深入的研究 ，在 

传统的众多定义中最有代表性的虚拟团队定义是由Lipnack& 

Stamps(1997)提出的，他们将虚拟团队定义为 “一个由跨空 

间、跨时间和跨组织界限，依靠通信和信息技术，为某个共同目 

标而相互独立工作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 

由于团队成员个体分布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组织和文化 

中，这就意味着虚拟团队会跨越组织或者国家的界限，以全球虚 

拟团队 (Global Virtual Teams，GVT)的形式出现，本文将全球 

虚拟团队定义为：团队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依赖通讯和 

信息技术 (ICTs)进行跨边界互动的团队。即从成员组成、互 

动模式、对虚拟工具的依赖程度 3个维度定义了全球虚拟团队 

(见图 1)：①全球虚拟团队以组织的特定任务为中心，获取具 

备满足这一任务需要的人才，他们是来 自于组织外或者远程的 

团队成员，这就造成了团队成员的分散性 ：地理分散、文化分 

散、时间分散、组织分散 (Munkvold＆Zlgurs，2007)。②团队成 

员依靠以通信和信息技术为中介的电子交流 “而非面对面的互 

动”去完成组织特定任务 Kirkman&Mathieu(2004)。③团队成 

员对虚拟工具 (包括通讯工具如电子邮件、视频会议以及工作 

工具如虚拟制造系统)的依赖程度加深。 

三、基于维度分析的全球虚拟团队沟通的缺陷 

全球虚拟团队成员的多样性表明，成员可能散居世界各地， 

图1 全球虚拟团队三雏模型 

来自不同的国家、种族和组织，由于他们的文化不同，其性格 

特质也往往不同，这种异质性团队相对于同质性团队而言，面 

l临着额外的沟通障碍，导致协调难度加大。异质性团队将遭受 

更多的过程损耗，沟通过程中的低精准性，非本族语言使用者 

的笨拙表达，以及翻译问题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沟通失误；异质 

性增加了交流的复杂性、冲突性、紊乱性和模糊性，这对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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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异质性可能会造成团队成员间对 

同一 目标的理解产生差异；异质性团队成员间由于文化差异性、 

种族优越感等问题，还会造成成员间的信任危机。 

在全球虚拟团队的互动模式中，很少甚至已经不存在面对 

面的互动模式，更多的是基于计算机的媒体沟通，即电子方式 

的沟通模式。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不同，电子方式的沟通缺乏 

相互接触时所具备的特征，如无法感知语言信息、形体信息、 

行为信息所表达的意见、观点、态度等，这对于进行复杂化、 

模糊性沟通是不利的。在成员的沟通过程中，沟通媒体的不恰 

当使用也能导致沟通误解，不信任和冲突，不利于团队成员间 

的有效沟通。 

全球虚拟团队成员间的信息沟通主要依赖基于网络的虚拟 

工具，怎样利用这些虚拟工具将成员间信息的无序、分散、异 

构形式转化为有序、集成的状态，并有效地支持成员之间的信 

息交互与协作，使得团队运作过程以资源共享、任务分担、协 

同工作为基础，这样既保持各成员的相对独立性，又强调成员 

间的相互协作，并最终有效地实现全球虚拟团队的目标。这些 

问题都需要在支持全球虚拟团队信息交互的系统中加以考虑。 

四、实现全球虚拟团队无缝沟通的策略 

I．提升全球虚拟团队的沟通能力 

全球虚拟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性格特质往往 

影响着团队的沟通。因此，提高团队成员的个人沟通能力是建 

立无缝沟通策略的首要问题。跨文化 、地域、组织的沟通能力 

模型能有效提升全球虚拟团队成员的沟通绩效，这一模型是由 

四个因素构成的一个沟通单元 (见图2，图中的标号与文中对 

应)，分别是成员个人的沟通技巧、关注团队沟通效能、成员文 

化的不确定性和文化移情。 

国 界 

图2 全球虚拟团队成员的沟通能力模型 

(1)提高成员个人的沟通能力。团队成员的个人沟通技巧 

是跨文化、地域 、组织沟通过程的核心，是连接两个沟通单元 

的纽带。全球虚拟团队成员应该识别文化差异，发展文化认同， 

才能实现灵活自如地处理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达到跨文 

化沟通和跨文化理解。 

(2)关注团队的沟通效能。全球虚拟团队的沟通以目标为 

导向，所以团队效能是沟通单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团队成员 

应有效地掌握组织的目标、沟通制度、规范、准则等，并就此 

信息与其他成员分享；团队成员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并致力于 

发挥有效的自我管理；在参与团队决策过程中及时对自我参与 

和表现形成建设性反馈；沟通不是单向的，团队成员必需有意 

识建立一种互动形式，彼此尊重和分享信息。 

(3)规避文化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回避要求团队成员有 

能力解决文化不确定性问题，对其他成员文化采取一种较为超 

然的立场和包容的心态。据分析，高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通常 

是规则导向性的，致使部分团队成员对团队未来的变革感到担 

忧，对团队的人际沟通越显焦虑。 

(4)利用文化移情。文化移情能力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 

的质量、效果和进程，文化移情要求沟通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 

文化背景，要求团队成员应从其他成员的思考角度分析事物， 

有意识了解其他团队成员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信仰、沟通模 

式等，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工作作风，欣赏团队成员，从 

而相应地采取行动。 

2．适当选择沟通媒体 

在全球虚拟团队的互动模式中，通信技术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然而，沟通媒体的不恰当使用也可能导致团队成员之 

间的误解和不信任等沟通障碍。所以，需要团队基于互动模式 

的维度来建立无缝沟通策略，选择并利用恰当的沟通媒体来确 

保信息的传达，并以最透明的，最及时和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 

选择沟通媒体的依据应取决于其通信能力 (Maruping& 

Agarwa1)的大小。通信能力被认为是积极影响团队效能、沟通 

质量、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团队承诺、团队成员的计划执行、 

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即时反馈，多 

重线索，并行性，预演能力和重复加工性。不同媒体的通信能 

力也有所不同，见表 1。因而，在不同的情况下，沟通媒体的 

选择也应有所差异。 

表 1 部分媒体的通信能力 

即时反馈 多重线索 并行性 预演能力 重复加工性 

面对面会议 高 高 可以 低一 高 中一 高 

视频会议 高 高 可以 低 低一 高 

音频网络会议 高 中 可以 中一 高 中 

电话会议 高 中 可以 低 低一 高 

文本会议 低～高 低 可以 高 中 

电子邮件 低 低 可以 高 高 

在虚拟团队协作中，必须针对全球虚拟团队不同生命周期 

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选择合适的媒体。如在全球虚拟团队形成 

期的关键任务是实现群体认同，建立快速信任，这时需要尽量 

选择具有高即时反馈、高多重线索的面对面交流沟通方式，如 

面对面会议、视频会议等。然而，规范期阶段的关键环节是进 

行任务导向的沟通，其中电子邮件、传真、公告等沟通方式适 

合于任务简明扼要，高预演性、高重复加工性的沟通需求。 

对于复杂沟通或当信息充满着不确定性、高度模糊的时候， 

应选择高即时反馈、高多重线索的媒体，如面对面会议、视频 

会议、电话会议等。相反，当简单沟通或信息较确定时，选择 

媒体应具有高预演性、高重复加工性，如电子邮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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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即时反馈、多重线索的沟通媒体有助于减轻过度紧张的 

沟通气氛。因此，在处理由于异步沟通导致沟通不畅、成员间 

产生冲突的问题时，要尽量采用电子邮件、文本会议等方式进 

行沟通，从而避免由于面对面沟通中出现的尴尬局面所带来的 

负面反应。 

团队成员在进行非正式沟通时，应选择 自己最为熟悉的、 

具备双向互动能力的媒体，如电话就是比较适宜的工具。 

3．建立基于 Agent的分布式信息交互体系 

为了更好地实现全球虚拟团队分布式信息的交互，并在网 

络环境下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本研究构建 

了基于Agent的分布式信息交互体系，为团队成员完成一个共 

同任务而提供协同工作环境，使跨地域的用户 (全球虚拟团队 

成员)通过网络相连接，实现信息资源和技术手段的高度共享 

和实时交互 ，快速完成任务。其结构如图3所示。 

第一层为协作应用层 ，包括全球虚拟团队的各个协同成 

员。每个成员承担不同的任务，他们之间利用文本、图形 、超 

媒体等方式通过协作应用层向系统请求信息交互，以便进行产 

品研发活动或从系统获取信息进行交流、协同工作、多目标决 

策和群组决策。 

第二层为通信层，作为协作应用层和应用服务层的中介，主 

要是由Internet／Intranet网络、数据库系统等软硬件平台构成的 

分布计算环境，其利用网络通讯协议，将界面层传来的服务请 

通信崖 

图3 基于 Agent代理的分布式信息交互体系 

求等工作指令，转化为一定的控制数据，以激发本地和远程应 

用系统的服务 ，并同时对分布式的系统内多用户进程的并发控 

制等进行管理。 

第三层为应用服务层，该层包括智能体Agent和信息数据 

库，智能Agent分为：通信Agent和协商Agent两个部分组成。通 

信Agent主要对用户使用协同工具 (数据资源管理、协同设计系 

统、视频会议、电子白板等)交流时进行的控制。协商 Agent主 

要是提供用户在对任务协商过程中产生并发控制及设计规则的控 

制，同时实现信息数据资源的无缝接入集成与互操作。信息数据 

库是存放各种具体任务的资源的数据库，如产品设计数据库、生 

产过程数据库和制造资源数据库等，以保证各协同成员对具体的 

产品设计任务的信息内容充分理解、运用和操作。 

五、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虚拟团队已经 

成为各类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高效途径。然而，有效沟通 

是全球虚拟团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基于全球虚拟团队的跨空 

间、跨时间和跨组织、跨文化的特点，本文从全球虚拟团队的 

形成维度出发，分析并提出了相对应的沟通策略，旨在建立一 

种无缝沟通策略，从而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提升虚拟团队的 

沟通绩效。本文只是初步探讨了基于全球虚拟团队维度的无缝 

沟通策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揭示维度之间及各相应策略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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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munication was considered as one of global virtual team s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the global virtual team should 

make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establish the seamless communication strategy，only in this way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its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This study Hses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communication problems in global virtual team from its three 

form ed dimensions，then promotes some relate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concludes that the seam les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s the key to make 

up the global virtual team’S communication de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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