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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an effective indicator of the results of a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output. Based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pendent variables, mediator variables and regulatory variables, and summarizes and fore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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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绩效是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结果的有效指标。本文在梳理国内有关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的
基础上，试图从因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角度分析和归纳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并进行总结
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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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创新绩效作为衡量创新产出的结果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创新日益
成为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的当代商业环境中，团队作为基本的运作单元具有个体无法达到的整合能力以
及组织所不具备的柔性。现有研究主要研究组织、团队和个体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且研究得最为丰富
的是关于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而在团队和个体创新绩效方面研究相对较少[1]。因此，团队应该被
视为创新活动的主力军。本文在梳理国内有关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一些文献基础上，从因变量、
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的角度归纳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团队创新绩效的概念
目前为止，作为衡量团队创新产出结果的团队创新绩效的概念依然没能在学者们那得出一致的观点。
国内外学者从研究的对象、目的、内涵、过程、方法等不同角度出发，给出了团队创新绩效的概念。
国外学者 West 与 Wallace (1991)指出团队创新是指将产生的新构思、新流程、新产品或者新程序引
进团队，并使其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团队。团队创新活动是团队通过产生、引入或利用新想法(King, Anderson, 1990)，提供创新性的产品来满足顾客的需要，并为企业创造利润的过程(Tjosvold, Yu, 2002)，包
括了创意的产生和执行两个方面(Caldwell, O’Reilly, 2003)。1997 年，Cohen 和 Bailey 对团队创新绩效进
行研究，对团队创新绩效的解读是：对团队里某些观点、方法与过程的创新性应用，从而导致的团队创
新结果的提高[2]。可见，团队创新绩效就是团队在创新过程或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能客观测量和感知的
结果[3]。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团队创新绩效的产生需要一个包含诸多阶段(创意的产生、推进与应用
等)的过程。比如，Janssen 开发的测量团队创新绩效的九点量表就包括创新想法的产生、对创新支持和创
新实施在内的三个指标[4]。
虽然目前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概念界定相对来说不多，但国内仍有部分学者给出了相应的定义。我国
钱源源在其研究中对团队创新绩效的界定为团队在执行创新任务过程中的有效产出，反映了对创新目标
的完成情况。并从内容、范围、视角等方面，区别团队创新绩效与组织创新绩效、团队有效性、团队创
造力以及新产品研发绩效等概念。侯二秀、李靖尧和长青后来在对团队创新绩效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认为团队创新绩效综合了过程和结果，是指运用某些观点、方法等，促使团队成员在创新活动过程中达
成目标，推动团队创新结果提高的过程，并指出这种创新结果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体[5]。此外，刘慧
琴、朱少英等也在其研究中对团队创新绩效进行了相应的界定。

3. 团队创新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目前，对于团队创新绩效的层次划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二维观点和三维观点。在 Amabile 等人
认为创新行为和创新结果能够用来判断团队创新绩效的基础上[6]，学者们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对团队创新
绩效进行了研究。针对创新行为，认为能够从团队创新行为和团队创新能力两方面对团队创新绩效进行
测量[7] [8] [9]；针对创新结果，认为可以从创新本身的成果即创新有效性和为了实现创新这个目标而做
出的努力即创新效率[10]两方面对团队创新绩效进行衡量[11]，以及还可以用团队创新数量与团队创新质
量[12]评价团队创新。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在创新绩效维度(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基础上用团队流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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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产品创新绩效来衡量团队创新绩效，其中可以使用潜在指标(产品创新性、时间)和外在指标(销售额、
利润等)测量产品创新绩效[13]。
三维观点是学者在二维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创新能力、创新行为以及创新结果是研究团队创
新绩效的三个不同维度。尽管创新绩效的产生源于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然而创新能力与创新行为的改
善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提高并不一定是同向的。其中，产品创新性、创意或点子的数量、总体技术绩效等
以及输出的新颖程度、创新的新颖程度和程度的改善能力等指标可以用来测量创新结果。
团队创新绩效因为其具有难以观察、不确定性、滞后性特点而测量难度高[14]。首先对创新的投入程
度难以观察。其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研究任务受到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影响。最后就是最终的科
研成果在时间上往往存在很长的滞后性，或者是最后的成果会在组织中的其他部门中产生。Christensen
(1995)利用技术创新过程的不同，提出用科研创新成果、工艺创新成果、产品创新成果以及美学设计成果
四个方面来衡量。此外，John (2003)等认为企业专利上的数量、新产品问世速度、新产品的创新性、新
产品在企业所有产品所占比例以及新产品的获利率等也可以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而 Kratzer
(2004)等将团队绩效分为生产力和创新型两个维度进行测量。总之，直接对团队创新绩效进行测量是有难
度的，但是研究者可以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指标等对团
队创新绩效进行间接测量。

4. 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对于团队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现状，我国薛继东和李海(2009)在梳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组织
和团队过程两个角度对团队创新影响因素进行总结与归纳，并指出推动团队创新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从
团队过程视角开展研究[15]。而王唯梁和谢小云(2015)基于二元性视角、结合元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对团队创新研究进行了重新解读，整理了目前团队创新研究主要关注的方面：团队的项目周期、团队
的创新氛围和反思、团队的多样性和冲突、团队的领导与管理、团队的边界活动[16]。
除此之外，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现状的综述大都是从个体、团队以及组织因素层面进行阐述、
归纳总结[15] [16]。接下来，本文从因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角度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
归纳总结。

4.1. 自变量
简单的说，自变量就是“因”，是能引起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因素。目前研究中，影响团队创新绩效
的最直接因素多体现在团队特征、任务特征以及人的因素三方面。
4.1.1. 团队特征
在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主要的因变量是团队异质性、目标取向[17]、知识网络关
系、团队情绪氛围[18]、团队创新氛围、团队社会资本[19]、团队共享心智模式[20]等。
团队的构成能直接影响团队内相互作用的属性和频率，团队异质性对团队冲突、团队凝聚力、团队
沟通与合作等团队过程变量产生影响。继而，通过对团队过程作用而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研究者们从不
同的异质性划分层次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发现，团队异质性确实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影响[21] [22]。
而且，如果因为异质性导致的团队内冲突能在团队互动过程中得到有效的解决且对团队成员间的关系与
利益没造成不良影响，那么异质性可以促进团队创新绩效的提升[23]。目前对于知识异质性以及知识冲突
对团队创新的研究比较受到学者的关注[24] [25] [26] [27]。
团队创新氛围是指工作团队成员对影响其创新能力发挥的工作环境和氛围的一种共同的社会知觉
[28]。我国王璇以研发团队为样本，检验了团队创新氛围与团队创新行为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团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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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对于团队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效应，且内在动机、团队效能感在团队创新氛围对团队创新行为的影
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29]。当然，因为团队创新氛围的内涵很宽泛，且其与组织文化氛围很难明显区分，
也为研究增加难度。目前的研究大都把团队创新氛围作为中间变量与调节变量，但也有部分学者将其作
为自变量来研究。
此外，关于共享心智、目标取向、知识网络关系、团队情绪氛围、团队社会资本等因素对于团队创
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4.1.2. 任务特征
组织分配给团队的任务特征会对团队产生重大的影响，任务结构是否利于团队成员协作、沟通和互
补，将影响着团队的创新水平。学者在研究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将任务划分为程序化任务与非程序
化任务；也有学者把任务按照创新要求的高低把任务分为两种类型，并且认为创新要求高的团队任务会
迫使团队具备高水平的工作过程, 即高水平的目标承诺、参与、质量和创新支持, 从而有利于团队创新。
有些任务的实现单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利用团队的力量与才智。如果把适合发挥团队优
势的任务派给团队，将能够在挖掘团队潜力的同时改善团队的创新状况。
对于组织结构对于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张光磊(2011)将组织结构、知识转移渠道、研发团队创新绩
效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型中，研究发现集权程度、反馈速度通过知识转移渠道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团队创新
绩效产生影响[30]。
4.1.3. 人的特征
在这个方面主要阐述领导行为因素。关于领导风格对于团队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交易
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其次在知识领导、共享领导等上面。朱少英等(2008)以我国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
研发团队为调查对象搜集数据，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团队创新绩效受团队氛围
与知识共享的正面影响，但与变革型领导相关性并不显著[9]。然而，柯江林等人(2009)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研发团队领导者的变革型领导风格在通过知识分享与知识整合的中介作用下对团队创新绩效存在
积极影响，且在不同中介变量的作用下，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31]。柴富
成等发现通过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在团队中实施共享领导，能提升团队创新绩效[32]。在周健明等人
的研究中也发现研发团队主管知识领导能显著性地提升团队的产品创新绩效，团队知识分享在其中起
完全的中介作用[33]。
可见，团队领导行为的确会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均需通过某些中介变量的作用。

4.2.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影响的中介, 是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实质性的、内在的原因,
通俗地讲，就是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作用。引入中介变量的意义在于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
影响的原因和作用机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创新氛围、团队反思、边界活动、团队沟通、团队冲突、团队合作、
团队学习、信息流动、团队文化、团队效能感等关键词在影响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作用中发挥着部
分或完全的中介作用。其中，关于团队沟通与团队冲突、团队学习、信息流动的研究相对较多。对于团
队冲突，相关研究主要把团队内部冲突划分为任务冲突、关系冲突和程序(过程)冲突。研究表明，在冲突
没有演变为人际冲突的情况下，一定的任务冲突对团队的创新绩效是有促进作用的。而程序冲突的影响
要视团队的发展阶段而看，一般而言，在团队行程初期，一定的程序冲突有助于发现团队互动中存在的
问题并及时解决，从而利于团队绩效的提高，但对创新绩效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还有待研究。知识冲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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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多作为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进行研究，但也有部分研究将其作为自变
量研究。张钢和倪旭东(2007)通过情景模拟实验比较了高低知识差异和有无知识冲突两个变量四个水平下
的团队创新度，发现在知识差异小的团队的知识冲突才表现为积极作用，而知识差异大的团队的知识冲
突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震荡作用[34]。其次就是关于团队学习与信息流动的研究。团队学习一般分为挖掘
性学习与探索性学习，而且往往是在研究知识冲突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出现。信息流动主要是指
关于对知识共享以及知识转移方面的研究。

4.3. 调节变量
所要解释的是自变量在何种条件下会影响因变量，就是说，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大小或正负方向
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时，这个因素就是该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调节变量。
团队创新绩效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因此创新绩效的研究会受到一些变量的调节。首先是时间
因素，比如项目周期、团队服务期限等。其次便是研究团队创新绩效的因变量以及中介变量中的一些变
量作为调节变量，在创新驱动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比如团队情绪氛围[35]。

5. 小结与展望
本文尝试从自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视角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如
图 1。

Figur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图 1. 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整理

目前对于团队创新绩效，学者们多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比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甚至认知心理
等，而对于传统的薪酬设计等研究方面很少涉及[36]。此外，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综合运用管理学、组
织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不再是从单一学科单一视角进行研究。
然而，对于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不足。首先，与组织创新绩效的研究相比，对于团
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关注度不够。其次，跨层次研究较少，能结合个体层面或者组织
层面，研究不同层面的交互作用的学术成果较少。最后，现有研究多集中研究团队创新绩效的行为因素，
未能深入挖掘行为背后的，诸如观念、价值观、心理认知甚至是社会层面的内容等的深层次原因，而往
往正是这些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不同的团队行为效果，是导致行为差异的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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