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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 2O年前，沃尔沃、丰田等公司引入团队概念曾轰动一时，而现今，作为提高组织运行效率的可行方式，团队 

因其有助于组织更充分地开发和运用员工的才能，而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部门。而如何提 高团队成员之间沟通的效率，保 

证沟通的效果则成为团队成功的关键。而微软家族中的Sharepiont为构建团队沟通平台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 ，使得团队成 员共 

享信息并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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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知识资源应用的困挠 

近年来．”团队 一词频频出现在企业管理者的视野中。无论 

是在经典名家有关管理的畅销书中，还是在对世界五百强们有关 

成功秘诀的访谈时 他们都一定会提到 “团队”。的确 在中国 

加入w T 0以后，企业竞争的内外部环境日渐严酷。显然 仅仅 

靠一两个能人来管理企业越来越不合时宜。团队不仅仅是挂在有 

着新思维的企业家们嘴边的新名词 ，还应该成为他们实实在在掌 

握的管理利器。团队概念的内涵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其成 

员行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能很好合作 追求集体成功。 

1．团队知识资源的分散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发展以及企业问协作 ，为更好 

地整合和使用资源，团队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其成员可能是 

跨越组织、跨越地区甚至是跨越国界的。但是团队中有80％ 的 

知识资源是存储在队员的个人硬盘或者文件夹中的 说明大量 

的有价值的资源都在员工身上 ．而 目前的协同办公很难做到真 

正的共享这些信息资源。信息安全保护基本上是基于文件夹方 

式的．在公司内部通过技术手段为文档加密．设置访问密码、控 

制使用邮件的传播 ．降低了文件的扩散速度，也阻碍了资源在 

团队问的交流。 

2数据存储介质和信息系统之间的鸿沟 

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不同．团队的成员借助于先进的通讯技 

术如电子邮件、电视会议以及网络平台等进行沟通。而目前的知 

识资源存储还是基于 Word．Excel这样的文档为主．这些文件蕴 

含了团队项目运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文档和数据 可能包括核心技 

术资料．规章制度，表格．统计数据等．它们格式各不相同 而 

团队业务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更多时候只能够用半结构化或者非 

结构化数据去描述．而信息系统要求的高度规范数据输入也就大 

大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3操作使用习惯的差距 

“我们可以引导用户改变操作习惯而去使用更好的系统．但是 

绝对不可以去强迫他们改变他们因为业务流程而形成的操作习 

惯 那样只会让用户反感，甚至抵触新的信息系统使用。”这是 

很多IT专业人士深有体会的一点．对于操作而言．用户还是更加 

倾向于使用Word．Excel这样的工具去记录和解决他们日常的一些 

问题。每一次新的信息系统的采用总会不同程度的遭受老用户的 

抵触，虽然一个出色的信息系统能够在日后的运用户观念 ．但是 

这是一个代价极其昂贵的等待。 

二、微软的知识管理策略 

从以上问题我们可以得出如何在网络环境中提高沟通的效率． 

保证沟通的效果则成为团队成功的关键。微软的知识管理策略建 

构在企业用户与一般使用者熟悉的工具上，Microsof Qffice提供 
一 个通往企业知识资产的知识管理桌面，达成小组到全企业的知 

识共享 ，借助Windows Sharepoint Services技术，为构建团队网 

络沟通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外 ，Microsoft Office system、 

SOLServer提供了协同作业、内容、管理、商业智慧 搜寻与传 

递、追踪及工作流程等整合的知识管理服务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提供一个具延展性的服务组合 它管理任何解决方案 

的所有核心要素，为建构数字神经系统奠定基础。 

三、Sharepoint知识管理的重要技术 

Sharepiont技术是微软公司推出的企业门户平台解决方案．它 

基于 NET和SQL Server数据库技术．建立在window server 2003 

的基础上。 Sharepiont是一种协作工具．Sharepiont可以帮助团队 

用户使用最新Web设计技术．创建、管理和构建他们的协作 Web 

站点并且让这些站点为整个组织所利用 借助于内部沟通协同网 

络平台使得团队成员共享信息并协同工作。 

Windows Sharepoint Services(WSS)是一个用来创建能够实 

现信息共享和文档协作的Web站点的引擎 ，从而有助于提高个 

人和团队的生产力。它是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中所提 

供的信息工作者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Microsoft Office 

System和其他的桌面应用程序提供了附加的功能，并能够作为应 

用程序开发的平台。Sharepoint站点将文件存储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从存储文件到共享信息。这些站点可以为团队协作提供社 

区．使得用户能够在文档、任务、联系人、事件以及其他信息上 

开展协作。它们允许团队和站点管理者更轻松地管理站点内容和 

活动。这样的环境 旨在实现轻松和灵活的部署、管理以及应用程 

序开发。 

四、在Sharepoint门户中组织和管理团队知识资源 

1．门户信息资源的组织方式 

当企业信息门户将企业内部所有的信息资源整合、集成在 
一 起 ．并通过门户统一展现时，各类信息资源的组织和分类问题 

便成为门户成功部署的关键因素。如果门户中大量的信息未经 

整理和分类就交给用户使用．则必然会带来错误的决策和低下的 

工作效率。 

Sharepoin／门户包含了多种内容组件和组织组件。前者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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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载体．如列表、列表项、文档和文档库，后者用于信息的组 

织和协助用户信息的查找 ，如主题、区域、关键词、文档的元数 

据以及站点目录等。这些信息组件的使用，使企业能够从业务的 

角度来展示内容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组织信息，允许企业将门户 

的各种信息资源组织成为多种视图 方便信息的共享和查找。 

2知识信息资源搜索 

Sharepoint门户在 SQ L Server全文搜索基础上提供了强大的 

企业级搜索功能。它可以对存储于整个企业范围内的信息和数据 

进行爬网收集、生成索引和提供检索 ，即使这些信息和数据以不 

同的专有格式存在或存储于不同的位置。索引过程如下：门户管 

理员指定爬网的目标，即内容源 内容源可以是文件服务器、Ex— 

change公用文件夹、Sharepoin[站点、其他内部网站点、互联网站 

点 Lotus Notes数据库、业务应用程序和第三方文档存储系统 

等。然后由协议处理程序负责解决内容源的数据访问问题 它告 

诉爬网程序如何去连接目标内容。由筛选器(fitter)负责格式的 

转换。它从特定格式的文档中提取文字信息，生成文字串和属 

性／值对(pai rs)，将它们传递给索引引擎。然后经过断字程序、 

词干程序，并根据干扰字文档清除了索引结果中没有检索价值的 

字 最后得到能够快速响应查询请求的全文索引。 

3应用系统整合模式 

Sharepoint门户为企业整合信息资源提供了平台，特别是利用 

web部件技术 很容易将来自不同应用系统的教据集中显示在一个 

统一的视图中 根据整合层面和深度的不同，有4种模式 (如图)一 

b捕获模式 数据缓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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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埘点模式 应用集成般务器{l式 

匿 盥甩系筑整合的4种摸式 

Web部件的特性为信息资源的管理带来以下好处：能够将多 

个WebflP~~；E聚在同一个页面上 意味着可以集中展现来自多个 

不同信息资源的数据或信息 利用门户的个性化功能 可以显 

示或隐藏某些 Web部件，用户可以选择查看自己最关心的数据 ， 

能有效地降低信息过载给用户带来的影响 能够将Web部件定向 

提供给某些访问群体 从而实现应用系统数据或信息的定向推送。 

五、Sharepoint为团队提供知识共享及协作的优势 

尽管微软的Sharepiont不如Windows、Office广为人知 但是 

近=缶来微软．HP等世界知名公司已经广泛地在内部部署使用．各 

个部门、团队的网站几乎都建立在Sharepiont上。微软也在不断投 

入力量加强这个产品的研发 Office家族的产品都在向Sharepiont 

挂靠，开始迈向真正的企业级应用解决方案。 

Sharepoint与其他的软件有很多的优点 

1低成本 

如果需要使用Sha repoint的一些简单的功能 只要在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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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windows server 2003即可，wss 3 0嵌套在操作系统 只 

要进行设置就可直接使用 

2网站模板多样化 

利用Sharepoint可以建立网站群．在网站群的基础上网站都可 

以选择网站模板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及需要轻松改造网站， 

使其成为具有公司个性化的网站。 

3文档管理更轻松 减少失误 

Sharepoint提供文档的签八签出功能，也就是当某位成员将 

文档签出时 文档处于一种只能被查看的状态，其他成员不能同 

时对其修改 只能等到文档被签入时才能修改，这样就大大降低 

了同时修改而只保存一部分的失误了。 

同时Sharepoint还提供了版本管理的功能。当成员修改了某 

个项目内容．发现此次修改有问题 不能再使用或是不如前面的 

版本好，这时就可以使用版本跟踪把值钱的版本找出来替换现在 

的版本。 

4脱机访问、管理网站内容 

项 目成员经常需要外出，当您使用与 Sharepiont兼容的程序 

时 无论您前往何处 都可以随身携带重要工作。您可以从某些 

程序 (如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7)中签出文件，并脱机使 

用这些文件。通过某些与 Sha repiont兼容的数据库程序 (如 

Mic rosoft Office Access 2007) 就可以更新 管理和分析列表 

数据。 

5全文检索功能 

就像 windows操作系统有搜索功能是一样的．Sharepoint也 

提供网站的检索功能。 

而对于传统共享方式来说 对所共享的文档进行全文检索是 

非常困难的。 

当然 Sharepoint还有很多的优点．诸如RSS(互联网上用于聚 

合内容和元数据的一种格式 通常用于共享标题和新闻文章的链 

接)，还有WIKI(一种多人协作的写作工具．Wiki系统可以帮助 

我们在一个群内共享某领域的知识 ，比如百科全书) 工作流设 

置 (工作流是组织和运行对应于工作流程的一系列操作的自然方 

式)等等。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使用先进的协作工具构建团队沟通的 

网络平台，完善沟通的渠道 提高沟通的效率，保证沟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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