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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组织内部的意见沟通 

2000年版I S 09000发布后，人们对其中的 

5．5．3“内部沟通”和7．2．3“顾客沟通”的规 

定感到新奇又感觉疑惑：这沟通是什么意思呢?为 

什么把这个心理学术语用到质量管理体系中来了 

呢?组织应当怎样做才能达到标准的要求呢? 

意见沟通的心理功能 

不错，沟通是一个心理学术语，也叫作意见沟 

通。所谓意见沟通 ，是指人与人之 间传达思想、观 

念、感情或交换信息的过程，亦即人与人之间的信息 

交流。传达思想、观念、感情对群体心理来说是一种 

基本的形成条件和维持条件，而交换信息则是质量管 

理的基础工作 (质量信息工作 )之～。有的心理学家 

认为， “现代管理就是意见沟通的世界”。当然， 

在交换信息的时候，人们也要通过语言、语气、神 

态等形式交流思想、感情、态度等等。同样的信 

息，从不同人的口中传出来，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 

果。从心理学角度看，信息固然重要，而思想、感 

情、态度等对交流双方的心理更有重要意义。 

人类的社会活动都是借沟通的方式来完成的， 

质量管理活动更是如此。沟通能够提供信息、分享 

经验、增进了解、协调行动、鼓舞情绪、增强人际 

关系。人类约有70％的时间是用在意见沟通上，人 

们每天平均有1O个小时的时间在进行相互交往和沟 

通。质量管理的主要工作或基本工作方式，都是在 

与上下左右进行交往，沟通意见。质量教育、质量 

分析、质量监督、质量奖惩 、质量立法等等 ，哪一 

样都离不开意见沟通。实际上，这些工作的本身就 

是一种意见沟通。只要一个环节的沟通遇到障碍， 

，⋯ 一～、 

26 l 印刷质量与标准化2o11．3 
＼ i 

文／李正权 

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产品质量。技术人员画的产品 

图，操作者没看懂，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能够有 

效沟通，加工出的产品就必定出问题。要想发动、 

协调和团结全体员工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完成各种 

质量职能，首先必须沟通信息。 

从心理学角度看，意见沟通在质量管理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至少有以下功能： 

1．信息功能 

质量信息工作是质量管理的基础工作之一。从 

本质上讲，质量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信息流动的过 

程。搞好质量管理，就要求学握大量的信息。只有 

信息灵、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决策准。而意见沟 

通可以交流信息，搜集资料，无疑地能够提高质量 

管理的功效。 

2．协调功能 

管理活动的职能就是正确协调和处理各种关 

系，也就是对信息的反馈与控制。要反馈，要控制， 

要协调，要处理，就必须在组织内部进行上下左右的 

沟通，通过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把大家的力量集中 

起来，统一步调，分工协作地实现组织的目标。 

3．人际功能 

意见沟通能使群体成员之间的思想、情感得以 

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助于消除隔阂、误 

会、矛盾和纠纷，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 

展。人际关系中矛盾的产生，隔阂的形成，往往是 

意见未能得到有效沟通造成的。当然，人际关系状 

况如何，也决定着意见沟通的状况，二者是互相促 



进的。人际关系不好，正面的意思作反面理解，意 件。从质量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件有下面一些 

见当然难以沟通。 

4．情绪功能 

意见沟通不仅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在沟通中还 

能传递情绪，互相倾诉喜怒哀乐之情，从中获得理 

解、同情、帮助和支持，避免产生孤独感和寂寞感， 

从而保持愉快的心境，有助于增进身心健康。意见沟 

通是对员工的一种精神刺激。意见不能沟通，往往使 

人心情沮丧，产生消极的情绪，使心理状态向负的方 

向发展。意见能够沟通，喜怒哀乐有人理解、同 口分 

享，情绪就会高昂，心理状态就会向正的方向发展。 

5．促进质量风气形成 

质量风气形成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意见沟通的 

过程。不论是群体的质量意识和质量情感的形成， 

还是群体质量舆论和群体质量作风所产生的群体压 

力，都离不开意见沟通。从众的过程正是个体与群 

体之间意见沟通的过程，是个体接受群体意见的过 

程。质量教育和质量宣传本身就是意见沟通的方 

式 ，质量评议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质量分析会等 

等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总离不开意见沟通。员工 

关心质量，思考质量问题，交流质量工作，也是意 

见沟通。可以说 ，意见能够沟通，意见沟通的效率 

较高，是质量风气形成的基础。 

意见沟通的基本条件 

在意见沟通中，发信者往往有自己的目的，往 

往有促进、加强或改变、削弱受信者某种思想或言 

行的企图。这种企图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隐蔽 

的，可能是强烈的，也可能是微弱的。一般说来， 

要绝对地达到发信者的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 

沟通系统中都存在着沟通障碍，这种障碍只是大小 

不同而已。所谓沟通障碍，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 

失真或中断。信息失真表现为添加、省略和改变三 

种。要使意见沟通尽可能达到沟通的目的，就必须 

尽力减少沟通障碍。这就要谈到意见沟通的基本条 

1．沟通的双方要互相尊重，理解和相互 

参与 

沟通 双方地位 上的差距是意见 沟通 中最常见 

的主要障碍之一。质量管理人员与组织最高管理者 

之间，与操作者之间，与其他管理人员之间，都存 

在着明显的地位差距，从而往往使意见难以沟通。 

一

般说来，这种障碍大多数是居于高一级地位的一 

方造成的。地位较高的一方很容易摆架子， “老子 

说了算”，使人 “敬而远之”。地位较低的一方由 

于不理解或不了解 ，也会对另一方产生误会和偏 

见。这就要求双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和相互参 

与。质量管理人员首先应当尊重他人，任何时候都 

不应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和表情，特别是要乐意接 

触员工，不随意训J斥人，不动辄以惩罚相威胁，还 

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正确对待异议。当然，质量 

管理人员也应当受到尊重。在组织中，经常有人用 

生产任务来压质量，动辄扬言： “任务完不成你负 

责”，就是不尊重质量管理人员的表现。 

要互相尊重就必须互相理解，设身处地地站在 

对方的位置和立场上考虑问题。理解首先是了解， 

这就要求质量管理人员深入实际，做好深入细致的 

调查工作 ，掌握第～手材料，也要求其他人员特别 

是生产工人了解质量管理人员的工作。群众性质量 

管理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增进这种互相了 

解。相互参与可以增进这种互相了解。 

2．沟通的双方都要克服沟通过程中的心 

理障碍 

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总要受到人的认识、需要、 

情感、态度、兴趣等心理因素的 “加工”，这就可能 

造成信息的走样和失真。造成信息走样和失真的心理 

因素就是心理障碍。这种障碍首先表现为对信息的 

“各取所需”，甚至添加、缩减或歪曲；其次表现为 

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去推测对方的 “言外之意” 

和 “弦外之音”，以致产生误会；再次还表现为知觉 

偏差对意见沟通的妨碍；最后 ，表现为前面所说的地 

位障碍，地位障碍实质上也是一种心理障碍。要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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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沟通顺畅，双方都应当注意克服自己的知觉偏差 

(如近因效应、成见效应、第--En象效应以及个人好 

恶、私人感情、嫉妒心理等不正常误差 )，不要随意 

去猜测对方的 “言外之意”和 “弦外之音”，要全 

面理解对方的意见而不要抓住一点不放。对质量管 

理人员来说，更要自觉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3．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 

曾经有这样一句话： “中央抓决策，省里抓政 

策，县里抓贯彻，公社抓半截，生产队不晓得。” 

这说明组织层次过于庞大，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必 

然会流失，造成信息失真。传递层次越多，失真的 

可能性越大。这就是意见沟通中的组织结构障碍。 

对于质量管理来说，首先应当通过建立高效率的质 

量管理体系，构建意见沟通或信息传递网络 ：其次 

要求质量管理人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尽量 

做到 “一竿子插到底”；再次应当依靠检验人员， 

多方了解情况；最后应当使沟通渠道多样化，例如 

允许和支持员工越级反映质量问题或申诉意见。 

4．采用正确的信息传递方式 

不考虑对方的情况， “对牛弹琴” (按毛泽东 

在 《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解释来理解，即不看对 

象乱弹 )，就会构成传递工具的障碍。根据具体情 

况，传递工具可以是书面的或口头的，会议的或个 

别交谈的，鼓动式的或情深理透式的，等等。这就 

要求质量管理人员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 

演说能力、说服人的能力等等。 

三、意见沟通的渠道 

在意见沟通过程中，传达者直接将意见、信 

息传给接受者，或中间经由某些人传给接受者，这 

就是沟通通道或渠道的问题。由各种通道组成的沟 

通模式就叫沟通网络。组织中正式的沟通网络反映了 

一 个组织的结构 ，也可以表明组织中的权力系统。 

不同的沟通网络对于组织的活动效率，对于意 

见沟通的效率和信息失真或丢失的程度，都有不同 

的影响。美国管理心理学家莱维特通过实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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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正式的沟通网络模式。 (1)轮型沟通网络有 

一 个中心人物，其他成员都提供信息给他，而彼此 

之间则不沟通。这种沟通网络沟通速度快，正确性 

高 ，但不利于提高士气。 (2)圆型沟通网络是地 

位平等的沟通，每个成员所具有的沟通路线与沟通 

数目都相等，信息交流是循环式的。这种沟通网络 

中的成员土气高，但沟通速度慢，精确性也不够。 

(3)链型沟通网络中居于两端的人只能跟其内侧 

的人沟通，其沟通速度比较快，但信息经过层层筛 

选可能失真，也不利于提高士气。 (4)Y型沟通网 

络兼有轮式和链式的优缺点，即沟通速度快，但不 

利于提高士气。 (5)全通道沟通网络中任何人都 

能与其他人直接沟通，这种沟通网络民主气氛浓， 

士气很高，显然是一种最好的信息沟通方式。 

在质量管理中，上述五种沟通方式都可能采 

用到。召开座谈会、分析会，人人都可以发言，显 

然属于全通道型沟通；按照行政组织结构向下发送 

有关决定、意见、命令，显然属于链型沟通i各车 

间处室与质量管理部门的沟通 ，显然属于轮型沟 

通；质量信息要求闭环管理，显然属于圆型沟通 ： 

车间质量管理员既要向车间领导汇报工作，又要向 

工厂质量管理部门汇报工作 ，显然属于Y型沟通。 

不管采用那种沟通网络，都要注意其优缺点，扬其 

长，避其短。而在具体管理 中，需要采用何种沟通 

方式，则要视情况而定。全通道型沟通当然有其长 

处，但是一般只适用于小型会议，超过十人以上的 

会议，就不大可能让每个人都发表意见。 

四、组织内部的意见沟通 

I S09001：规定：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在组织 

内建立适当的沟通过程，并确保对质量管理体系的 

有效性进行沟通。”I S 09004对此规定得更详细： 

“组织的管理者应当规定并实施一个有效和高效的 

过程，以便沟通质量方针、要求、目标及完成状 

况。沟通这些信息有助于组织进行业绩改进，并有 

助于组织内人员直接参与质量目标的实现。管理者 

应当积极鼓励组织内人员进行反馈和沟通，并将其 

作为一种使人员充分参与的手段。” 



 

按I S09004的要求 ，一个组织的内部沟通 ，至 

少应当采取以下方式来进行 ： 

1．组织应当建立相应的会议制度，定期 

或不定期召开会议 

按照组织规模 ，会议可以分层召开 ，也可以专 

题召开 ：可以是大会 ，也可 以是小会。涉及 到组织 

的经营战略、质量方针、质量 目标和重大重量问题 

的会议，应当由最高管理者负责组织或亲自主持。 

在组织内部，应当经常召开诸如质量分析会、质量 

讲评会、质量通报会、质量表彰会之类的会议，以 

便沟通质量方针、要求、目标及完成情况。对班组 

来说，每周都应召开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工作会 

议，总结上周工作 ，安排本周任务。发生重大质量 、口] 

题或质量事故后，根据问题或事故的性质，应当立即 

召开会议，分析原因，落实责任，制定纠正措施。 

2．组织应当建立与组织的规模、机构、 

管理模式、员工素质、沟通事项等相适应的 

沟通渠道和沟通过程 

要确保上级的指示、指令、意见按规定的沟通 

渠道和沟通过程，及时准确下达到需要的地方和需 

要的人员。一般说来，上情下达不能越级，应当一 

级一级下达，更不能由最高管理者直接去命令操作 

者。问题是在很多组织里，上级越级下达反映令的 

情况相当普遍，最高管理者直接指派员工的事也经 

常发生。这是很不对头的。如今虽然强调组织的扁 

平化，但那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的，也就是员工必 

须具有相对高的素质。在员工素质达不到要求的情况 

下，过分的扁平化，很可能使上级主管人员，特别是 

最高管理者难以应付。组织越是扁平化，越应当按规 

定的沟通渠道和沟通过程进行上情下达，否则将会造 

成更大白勺混乱。 

3．组织应当建立相应的请示报告制度 

下级主管人员应当定期向上级主管人员报告工 

作。这种报告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 

可以通过会议形式报告。除了定期报告外，一旦发 

现重大质量问题或质量事故，还要随时报告。一般 

说来，下级向上级报告非常事件，可以是越级的， 

任何 中间环节都不得截流、阻止、干扰 ，更不得打 

击、报复。与上情下达最好不要越级不同，下情上 

达一般是可以越级的，因为 ”上情”往往是指示、 

指令、命令之类，需要下级执行；而 “下情”往往 

只是情况、信息、请求之类，上级可以从中获取真 

实情况，并不需要上级一定去 “执行”。因此，组 

织应当规定，每个员工都有权向最高管理者报告情 

况。而上级主管人员 ，包括最高管理者还应当主动 

地、经常地深入基层和员工，进行调查研究，寻求 

基层和员工的报告。由于中间环节往往使真实信息 

失真、变形，中间主管人员为了自身利益甚至故意 

歪曲信息，最高管理者往往难以了解真实情况。如 

果最高管理者只相信中间环节的报告，很可能因信 

息失误而决策失误。因此，最高管理者能否深入基 

层和员工，往往是组织内部沟通的一个关键。 

4．组织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内部沟通 

例如下发相关文件、资料、书籍；书写悬挂 

标语、标牌 ，出版黑板报、宣传栏；建立公司网 

站，设置公司邮箱，开设公司内部的论坛或公司的 

0Q群，让员工充分利用这些虚拟空间发表意见：设 

置总经理 (最高管理者 )信箱，鼓励员工直接向总 

经理 (最高管理者 )反映情况 鼓励管理人员深入 

现场调查研究，规定相应的管理人员撰写专门的调 

研文章；开展各种形式的员工联谊活动，组织员工 

的业余爱好组织等等。必要时，组织根据需要，还 

可以设置诸如有奖征集意见建议之类的专门奖励项 

目，鼓励员工为组织出谋划策，征集员工的建议和 

意见。内部沟通形式的多样化、经常化，不仅可以 

提高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有效性和时效性，而且 

可以鼓舞士气 ，浓厚质量风气，增强员工对组织的 

认同感和向心力。 

5．组织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意见沟通 

组织保护员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由，保护员 

工为公司发展出谋划策、提建议和意见的积极性， 

严禁任何人打击报复，对压制员工反映真实情况、 

压制员工提建议和意见的积极性、打击报复员工 

的，～经发现，要坚决查处。这样才能保护意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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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渠道和意见沟通过程不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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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的质量信息管理系统 

一 个组织，每天都会产生、发送、接收、反 

馈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心理学角度看，组织内部的 

绝大多数信息，实际上就是组织的或员工的意见， 

或者是经过组织或员工加工的具体情况及情况的反 

映。组织对信息进行管理，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意见 

沟通；组织的质量信息管理系统，实际上就是依赖 

一 个固定的、规范的沟通渠道，经常进行的意见沟 

通过程。没有一个这样的质量信息管理系统，组织 

的意见沟通，特别是有关质量的意见沟通往往就会 

出现阻塞。因为阻塞，基层单位和员工往往就可能 

隐瞒质量问题或质量事故，甚至各行其是，造成组 

织质量管理的混乱。 

I S 09004把信息作为一种基础资源，要求组织 

进行管理。事实上，需要组织管理的信息，绝大部 

分都与质量相关，可以称其为广义的质量信息。但 

是，作为质量管理部门，不可能把所有与质量有关 

的信息，也就是广义的质量信息都管理起来。例如 

成本肯定与质量有关，质量管理部门管不管成本? 

人员素质及培训直接关系到质量，质量管理部门能 

够代替人事部门去管理招聘和培训的信息吗?且不 

说这将造成管理的混乱，只说哪个质量管理部门能 

够管得下来!因此，质量管理部门要管理的质量信 

息，只能是狭义的，具体情况只能根据各个组织的 

具体情况来确定。一般情况下，组织的质量管理部 

门只需要管理与产品符合性相关的质量信息，其中 

最重要并且最多的就是不合格品的信息。 

组织应当建立质量信息的管理系统，规定质量 

信息的种类、重要程度、搜集方法、传输渠道、传 

递时限、处理程序、反馈方式、归档要求等等，以 

形成正式的质量信息沟通系统。特别是有关不合格 

品的信息，是质量控制的重点，也是质量信息管理 

的重点，更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说来，组织的 

质量信息系统应当形成网络，这样的网络与组织的 

机构设置应当是相互协调的。对某一条质量信息来 

说，则应当形成一个闭环的循环系统。如下图所示： 

很明显，质量信息循环系统是一个圆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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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质量信息循环 系统 

网络。为了避免这样的沟通网络速度慢、精确性不 

高的弱点，信息源、搜集者、整理者、传递者应当 

尽可能是～个单位或一个人，而分析处理者、反馈 

者也应当是一个单位或一个人。同时，还应当规定 

相应的时限，不能让任何一个环节有意无意耽搁时 

间。信息的载体形式可以是书面的 (例如专门的表 

格 )，也可以是电子的，还可以先用口头 (电话 ) 

传递，随后用书面或电子形式进行固定。 

在意见沟通中，可能有的并不一定需要接收 

信息者向发出信息者反馈意见，但在质量信息管理 

系统中，这样的反馈却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 

对质量信息的沟通来说，必须形成一个闭环系统， 

信息从哪儿发出，最后也应当将最后的处理意见反 

馈到哪儿。如果质量信息经分析处理后，不能反馈 

到信息源 (也就是发出信息者 )，那么，质量问题 

或质量事故就得不到解决，这样的信息传递和分析 

处理也就失去了意义。一般说来，如果组织规模较 

大，相应的质量信息在相关的单位之间流动，质 

量管理部门只对其流动进行监视，以防止其 “流 

失”。如果组织的规模较小，或质量信息特别重 

大、特别重要，质量管理部门还可以直接参与到质 

量信息的流动中去，进行相应的组织协调工作。 

由于质量信息大多涉及到不合格品，其分析处 

理者往往是不合格品的责任者，因而在接到信息后 

反馈的一方往往有意无意进行拖延、推诿、扯皮， 

使质量信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因此质量信息 

管理的难点和重点都在反馈上。质量信息一旦不能 

形成闭环，很可能造成生产受阻，长期下去就会严 

重损害质量，并给员工心理造成负面影响。意见积 

累起来 ，不仅严重影响士气 ，而且会严重败坏组织 

的质量风气。因此 ，构建一个渠道畅通、搜集准 

确、整理规范、传递顺畅、处理高效、反馈及时的 

质量信息管理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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