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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贯穿上下层级、落实各级责任的管理方法，压力传导机制在组织内部被广泛应用。本文系统分
析了压力传导机制的基本内涵、其对员工能力激发的正负效应及完善路径：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在领导
层形成清晰的责任承担体系，并向基层员工合理分配工作任务和权责，正向激发其工作能力；畸形的压
力传导机制使领导层的权力与其工作责任不一致，使基层员工的压力与其工作能力不匹配，负向抑制其
工作能力。因此，组织应全面地进行机制建设，科学地进行权责分配，合理地进行工作安排，在组织内
部建立起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发挥此机制对员工能力激发的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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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nagement method that runs through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s and implements the re文章引用: 周玥伶. 组织内压力传导机制的正负效应及完善路径探析[J]. 现代管理, 2020, 10(6): 101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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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ibilities at all levels, the pressu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s widely used in the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pressu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timulation of employees’ abi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path.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coordinated pressu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orms a clear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the leadership, rationally allocating work tasks an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grassroots employees, which positively stimulates their work ability.
However, the abnormal pressu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leads to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leaders’ power and work responsibility, and inconsistency between employees’ pressure and
work ability, which negatively inhibits their work ability. Therefore,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arry ou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scientifically allocat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asonably arrange work.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coordinated pressu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to exer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is mechanism on the stimulation of employee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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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社会素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有这样一段：“上尝从容与信言
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公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
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韩信将兵，多多益
善”典故的由来。以管理学的角度来剖析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点经验：1. 衡量领导者能力的标
准，侧重于知人善用；衡量员工能力的标准，侧重于具体工作水平；2. 领导者的能力并不绝对的高于员
工，在社会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员工能力超过领导者的情况；3. 各个员工之间的能力水平也存在着差异，
并不是每位将领都是“国士无双”的韩信，都能“多多益善”，要根据员工的能力水平来分配责任、传
导压力。
因此，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会采取压力传导的方法对组织成员进行管理，分配各级领导者和员工各自
的工作责任和工作压力。笔者将从压力传导机制的基本内涵、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对员工能力激发的正
效应、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对员工能力激发的负效应、压力传导机制的完善路径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2. 压力传导机制的基本内涵
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社会生产日益规模化的今天，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无法由个体独立从事，
各个个体集合起来，就会催生一个又一个的组织。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压力传导便是一种贯穿于整个
组织领导工作全过程的现象。
组织的最高领导者首先面临的是最宏观层面的压力，例如，工厂的厂长作为工厂这个组织的最高领
导者，他面临的压力就是工厂能否实现盈利。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在压力的驱使下，会选择将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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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任务分配给次一级领导者，使其面临着相对具体的工作压力，这就形成了从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到
次一级领导者压力的传导。随着各级领导者一层层地进行权力和工作任务的分配，最终基层员工承担着
较小的权力和明确化的工作任务，面临着诸如生产任务能否按期完成等具体压力。至此，在整个组织系
统中，自组织最高领导者到基层员工，形成从上到下的压力传导全过程，总体而言，越往基层，任务越
重，越往高层，责任越大。
只要组织内部存在着权责分工，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压力传导。组织的领导者通过适度分配权力和
工作任务，调节组织内部各级领导和员工承担的压力，设置其它影响压力传导轨迹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
度，从而形成各有所异的压力传导机制。科学而高效的压力传导机制，能及时快速传递组织任务，对员
工形成工作精准到人、责任层层压实、目标有效实现的约束作用，在鼓励员工积极主动贡献自身能力的
同时，也助力组织完成发展规划到发展成果的转化。

3. 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对于员工能力激发的正效应
作为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设置各种制度，灵活运用机制，保证每个员工
在适合的位置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优秀的压力传导机制便是一种明确各级领导责任、推动工作任
务落实、激发员工能力的有效机制。由于每个组织内部的结构具有差异性，组织内各级领导、员工的能
力各有千秋，所以优秀的压力传导并非千篇一律，实则是一种协调的压力传导。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指
的是与整个组织结构相协调，与组织内部员工的能力相协调，它注重分配给各级领导和员工的工作权力、
责任和压力的平衡，使其产生对于员工能力激发的正效应。
将组织内的员工划分为各级领导者和基层员工两类，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对于员工能力激发的正效
应主要体现在激发各级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和基层员工的工作能力。

3.1. 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在领导层形成清晰的责任承担体系，激发各级领导者的领导能力
失去监督的权力，就如同脱缰的野马。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在组织最高领导
层向各级领导者分配权力的同时，还会通过压力传导的方式，将工作压力按比例分配给各级领导者。在
实践中，这种形式往往表现为向各级领导者分配责任。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在领导层的压力传导过程中，
主要落点于“责任承担”四字，侧重于压力传导方法的创新，在组织领导层形成了明确责任、分配责任、
追究责任的完善体系。
(一) 明确责任，使压力传导能够通过责任链顺畅进行
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需要领导者将组织的发展规划具体地逐级分解为各子结构的压力、责任和权
力，在领导层形成自上而下的责任链，层层明责、层层传责，保证工作压力能够在领导层进行清晰、明
确、有效的传导，以此避免出现压力传导滞空、责任分层推卸、“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权责错
位等失灵现象，推进组织工作正常开展[1]。
(二) 分配责任，使压力传导能够按照权责一致有效落实
根据各级领导者主要的工作内容性质和权力来设置压力传导的轨迹，来分配各级领导者的责任。若
上级的领导者没有合理地运用权力安排下级领导者人选，没有做到任人以贤，导致下级领导者才不配位，
其应当承担用人不查的领导责任；若下级的领导者没有合理地运用权力分配工作任务，没有做到人尽其
才，导致工作任务最终无法完成，其应当承担未能统筹分配的领导责任。
(三) 追究责任，使压力传导能够借助奖惩机制稳步巩固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除了在组织内部形成清晰的责任链之外，还
通过设立配套的追责或奖惩机制来保障压力传导。沿着责任链层层问责，精确问责，实现大错者重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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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错者不赦，以巩固组织发展成果[2]。
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通过在领导层形成自上而下的责任链，协调分配各级领导者责任，同时保证在
出现工作失误后，层层问责，精确问责，保证权责相匹配，使各级领导者各司其职，在其位、谋其事，
激发各级领导者各方面的领导能力。

3.2. 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向基层员工合理分配工作任务和权责，激发基层员工的工作能力
在实践中，各级领导者将工作任务层层下分，基层员工实则担任组织工作任务最终执行者的角色。
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能有效发挥其正向的激励作用，助推组织内成员的个人发展。首先，领导者为员工
分配略高于自身能力的期望性工作目标，激励基层员工通过发掘自身潜力、不断加强学习、提高应对风
险和抗击压力的能力等方式投入到工作实践中。这不仅能在提高个人工作能力的同时反馈较好的工作成
果，还在组织内部形成竞争的发展常态，以外部激励的形式督促基层员工调整心态，科学地化解上级传
导的工作压力，以形成良性的压力传导链。其次，上级领导者将权力下放，责任压实，保证责任分配与
组织每个人的利益挂钩，与组织每个人的能力挂钩。既赋予基层员工一定的权力和自由，避免基层员工
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大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这种自由也并非
毫无限制的，又在其上设置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如果员工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造成相应的后果，需
要承担明确的工作责任。
在这种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下，组织自上而下、科学有效地向基层员工传导适当的工作压力，激发
其工作热情和发展潜力，促使其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在合理的权责分配体系下，其责任承担与自己的工
作能力、实际的工作成果相挂钩，做到“有多少权，担多大责”、“做多少事，担多大责”。

4. 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对于员工能力激发的负效应
虽然采取压力传导的办法可以在组织内部自上而下地逐层传导压力，推动各项政策和工作责任落实。
但在实践中，若是压力传导不深入、不妥当、不扎实，非常容易在组织内部形成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
导致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分配责任，演变成为层层推卸压力，层层逃避责任，影响权责分配和
工作开展，最终对于员工能力激发产生消极的负效应。
所谓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实际上是指组织设计压力机制时未考虑到组织内部的实际情况，导致分
配给领导和员工的权利和责任与其能力不适配；同时，组织内部没有形成明确的责任链，任务交办链条
虽是畅通明确的，但责任分配线是梗阻的，在组织内部经常出现责任被棚架在领导层的现象，导致追责
不及时，问责不明确。同样将组织内的员工划分为各级领导者和基层员工两类，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对
于员工能力激发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抑制各级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和基层员工的工作能力。

4.1. 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使领导层的权力与其工作责任不一致，抑制各级领导者发挥其领导能力
在组织内部分配权力和责任，本应当遵循权责一致的原则，在领导层中，越往上走，权力越大，承
担的责任也越重。但是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扭曲了压力在领导层的传导。许多组织面临着领导年龄较
大、知识结构陈旧、工作积极性薄弱、“官本位”思想固化等客观情况，导致上级领导者注重保护固有
利益，把持权力却拒绝按照压力传导的规律逐层分配权力，将责任过重地分配到下级身上，最终出现某
些基层领导者权力薄弱但同时需承担巨大工作责任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部分上级领导者，其行为缺
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甚至可以运用权力逃避其在工作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由于领导层内未构建
明确清晰的责任链，追责机制不健全，执行时通常出现讲形式、走过场、失之于宽的现象，导致无法精
确追责，有效追责。在实际的工作实践中，上级领导者固守权力，不思进取，遇事就躲，遇事就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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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领导者就算有心做事，但手中权力不足，肩上责任过重，还要日夜提心吊胆，担心成为上级领导者的
“替罪羊”，只能得过且过，碌碌为事，整个组织领导层压力传导扭曲，上下之间关系恶劣，矛盾严重，
降低整个组织的工作效率。在这种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下，层层压力传导畸形演化成为层层责任推卸，
各级领导者在其位而不谋其事，破坏其应有的工作积极性，更遑论激发各级领导者的领导能力。

4.2. 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使基层员工的压力与其工作能力不匹配，抑制基层员工的工作能力
韩信将几万汉军便连破六国，为汉朝建立立下了不世奇功，故他后来向汉高祖刘邦自诩其带兵多多
益善。而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将兵四十五万，却被秦将白起率几万秦军就尽数击溃，究其根本是赵
括能力不足，并不具备统御四十五万大军的能力，才导致赵国差点亡国。不同能力的人，若是被提出达
到与其能力不相匹配的期望，被赋予完成与其能力不相匹配的任务，被要求承担与其能力不相匹配的责
任，往往难以实现想要的结果。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下，自上而下传导给基层员工的压力要么过载，显
著增加基层员工的工作负担；要么向员工分配的责任过轻，导致基层员工缺乏工作的压迫感，工作能力
难以实现有效提升。
(一) 传导给基层员工的压力过载，显著增加其工作负担
在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下，基层员工被分配超过其工作能力的任务，工作负担成倍地增加。由于部
分基层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对工作压力接受耐性不同，当其承受过载工作任务时，极容易产生较
大的心理负担，表现出畏难、恐惧、懈怠、焦躁等负面情绪，不仅抑制其能力发挥和工作开展，甚至会
出现责任推卸等严重危害[3]。同时，领导者将过多的工作压力下传，不仅会严重增加员工的工作负担，
而且会持续降低下属对领导者的信任，不断恶化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导致基层员工流失等问题的出现。
(二) 传导给基层员工的压力过轻，大幅降低其工作激情
“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可以促进工作，提高质量”。领导层在
向下级交办任务的时候，没有合理的分配工作责任，如果基层员工被分配的压力过轻，领导层和基层员
工上下沟通之间隔了一层皮，简单的任务下发并不能产生高度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组织的目标传达受阻，
基层员工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仅产生轻视上级任务、减缓工作效率等情况，更是严重影响
部分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员工积极主动提高自身能力的积极性[4]。

5. 压力传导机制的完善路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是压力传导机制，与组织实际情况吻合，与组织结构相协调，就能激发
员工能力；但若是与组织实际情况不合，与组织结构相违背，则会抑制员工能力。组织应在清楚厘清畸
形压力传导机制的潜在风险后，立足于发挥此机制对员工能力激发的正效应，提出合理而有效的完善路
径，在组织内部建立起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如图 1，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1. 全面地进行机制建设
若想要在组织中积极创造和优化压力管理的生态，营造出压力传导优质的组织环境，完善而有效的
各项机制建设是重要基础。
(一) 完善追责机制
组织内权责的层层传导是工作协调推进、目标高效达成的必然要求，因此，科学的追责工作机制便
成为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人的重要保障。每一个组织都必须着力强化责任追究机制的建设，明晰
追责的方式、内容、程序等，努力形成全面准确的追责系统，以规避层层推卸责任、传责不传权的现实
状况。同时，还要严肃地进行机制执行，若只是将问责、追责机制建立起来却不能落到实处，或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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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避上就下、避多就少、避重就轻，只会让员工产生组织内部机制多是执行起来走过场、搞形式的思维
偏见，形同虚设的问责机制更是变相助推层层推卸责任、层层逃避压力等失灵现象的涌现[5]。因此，组
织应建立健全全面有效的追责机制，依法问责、严肃执行，为解决“追责难、难追责”的普遍问题奠定
稳固的制度基础。

Figure 1.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coordinated pressu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图 1. 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完善路径

(二) 引入竞争机制
在组织的稳定运行过程中，引入适度合理的竞争机制可以有效激发员工的创造性积极性，并不断提
升个体的工作能力。首先，领导层可在人才招聘的环节设置出相对困难的岗位要求，同时在人才择优的
部分要同时考虑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更强调具有创新性批判性思维的评判准则，把应聘的压力
转化为竞争上岗的强大动力。其次，领导者可在管理实践中只规定工作的目标和质量而不限定具体的人
员安排，放手员工进行参与并广泛听取意见，各成员在科学认识、化解上级工作压力的同时，共同努力
形成创新思维竞相迸发的竞争性发展氛围[6]。
(三) 建全评估机制
组织在完善追责、竞争等机制后，应同时建立健全系统性的压力评估机制，对在各级间传达的工作
压力进行检测和修正。比如，领导层应根据基层员工工作任务的完成程度和情绪反馈判断目标分配的合
理性有效性，当大多数的员工都表现出难以实现工作目标时，领导者应及时调整责任分配和任务内容，
逐渐降低工作难度；但是若大多数员工能轻易完成工作任务，则代表压力传导的激励作用不足，应适量
地增加目标实现的难度以加强工作压力。另一方面，组织也应该将压力对员工生活影响的程度作为评估
考核的重要内容，避免因过载的工作压力引起员工身体、心理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当出现严重危害员
工个人身心情况的失控压力传导时，组织应及时进行沟通并做出相应调整[7]。

5.2. 科学地进行权责分配
在实际的压力传导实践中，应遵循权责一致的原则在组织内部进行科学的权责分配。
(一) 明确各层级责任
首先应明确领导层的责任，自上而下形成清晰明确的责任链。领导者并不只是简单地进行压力传导、
任务下放，更扮演着调动部门资源、解决内外矛盾、激发成员热情的角色[8]。每一个组织中的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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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自觉形成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压实责任、主动担当，为各级部门清除障碍，向各层副职充分授权，
不仅要科学地进行压力传导，更要有效地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下级形成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其次应明确下级责任，自上而下构建合理稳固的承压面。各级领导者要善于传递压力，
确保人人任务细化、责任明晰。只有充分明确下级责任，才能调动下级的工作使命感和创新积极性，才
能指明下属的工作方向。
(二) 分配各层级责任
“有多少任务担多大责任”，工作压力可以按照任务轻重逐层进行分配，将压力具体化、任务指标
化，根据明确的指标科学地赋予员工任务，杜绝工作责任一分了之、工作压力一压了之，让因人成事者
无藏身之地。“有多少权力担多大责任”，工作压力也可按照权力大小逐层进行分配，将领导、干部、
基层员工等不同层级的责任分配落到实处，使得各级各部门承担相对公平的工作责任，凝聚合力共担压
力，避免出现“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上级不断传压下级不断加码、基层苦不堪言等严重失灵的
现实情况。

5.3. 合理地进行工作安排
组织内部员工能力通常都具有异质性，为保证各项工作高效完成，领导者需要相对公平地开展工作
安排，因人而异地进行压力传导。
(一) 匹配工作属性
为规避压力传导和工作安排可能对组织成员带来过载的负担，领导者需要仔细确定不同的任务类别，
合理地将压力的传导和工作的属性进行灵活匹配。对于那些强调常规性、缺乏创造性的相对容易的工作
任务，上级应强化时间观念，以明确的成果规则鞭策组织成员在既定的时间安排内达成目标。对于那些
更具弹性、强调创新的相对困难的工作任务，质量要求便成为员工压力的关键。领导者不仅不应过多地
进行时间上的限定，更应争取充分授权并积极给予其资源，包括上级机关的政策资源和力量资源的主动
协调，以及本级机关的人、财、物以及其他下属的支持配合等[9]。
(二) 匹配工作能力
首先，上级领导者在安排工作任务和开展压力传导的过程中，应参考组织内员工的实际工作技能，
既不能下放过轻的压力降低其工作激情，更不能释放过载的压力增加其负担。在工作中表现出较高工作
实力的员工可被赋予略高于其能力的工作目标，以充分发挥协调的压力传导机制的正向激励作用；其余
表现较为普通的员工应相对公平地获取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安排，以充分避免畸形的压力传导机制的
负向激励作用[10]。其次，组织内员工的个性特征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能力上，也会在抗压能力上有所
差异。对于那些抗压能力较好且更具挑战积极性的员工，略高于目标和自身能力的工作任务安排更容易
激发其潜能，对于那些抗压能力弱且更循规蹈矩的员工，适度的工作安排和目标要求反而能疏解其压力。
因此，为了保证组织目标的高效实现和组织管理环境的打造，上级领导者应充分考虑员工心理承受能力
的差距，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灵活的工作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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