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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估精确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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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绩效评估在企业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绩效评估的精确性又是确保绩效评

估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绩效评估精确性的衡量指标和影响绩效评估精确性的重要因素，提
出了提高绩效评估精确性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绩效评估；信度；效度
绩效评估作为组织控制的手段、人事决策的依

得到相同结果的可能性。绩效评估的信度就是指绩

据、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绩效改进的动力、创造公

效衡量系统的一致性程度。衡量绩效评估的信度主

平的杠杆，在组织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中具有强

要有两种类型的信度指标。

大的反馈、控制、激励和开发功能。然而这种理论上

（１）考评者内部信度，即对被评估者绩效进行评

的价值在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中却表现为巨大反

价的人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它可以通过两个或者更

差，即绩效评估出现了一种虚化趋势，具体表现为：

多考评者独立评估被评估者的一致性来确定，如果

主管们往往把评估当作应付上级检查的临时措施或

两个考评者或更多的考评者对同一个被评估者的工

为标榜民主形象而添加的装饰；或因为缺乏实质内

作绩效所作的评价结果是相同的或者非常接近，那

容而沦为形式，“考核年年搞，年年老一套”，“热热闹

么该绩效评估系统就具有较高的考评者内部信度。

闹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这些都导致了评估所

（２）再测信度，即对被评估者绩效在不同时期进

相应的反馈行动无法实施，评估功能趋于虚化。笔者

行重复测试的一致性程度。它可以通过同一个考评

认为，绩效评估功能虚化与绩效评估缺乏精确性是

者对同一个被考评者在不同时间的绩效评价结果的

紧密相关的．缺乏精确性的绩效评估系统不能有效

一致性来衡量．再测信度可以测量出考评系统不同

地将绩效好与差的员工区分开来，也不能将每个被

时期的稳定性，这种方法是以员工的绩效在一定时

评估的强项和弱项体现出来，这样的绩效评估失去

期内是稳定的假设为前提的。

了公信力，不能为管理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最终

２．绩效评估效度

只能沦为“走过场”。

绩效评估效度是指测试绩效与实际工作绩效之

一、绩效评估的信度与效度

间的相关程度。衡量绩效评估效度的最重要指标是

绩效评估的精确性（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代表了绩效评估

绩效内容效度．绩效内容效度是用来说明在绩效测

结果的可信性和评估内容的有效性，因此绩效评估

试中所设置的测试项目、设计的测试问题在多大程

的信度（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和绩效评估的效度（ｖａｌｉｄｉｔｙ）是衡

度上能代表被测试者实际的工作情境或者反映出被

量绩效评估精确性的两项重要指标。

测试者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典型问题。例如，某量表

１．绩效评估信度

是用来测量生产部门的产品质量的，那么把销售利

信度是指使用相同技术重复测量同一个对象时

润率作为一项测量内容就是不恰当的。具有较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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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效度的绩效评估系统能够把被测试者置身于与实

的优势．更是因为不同评价源在评价时的认知过程

际工作非常类似的情境之中．然后再来评估被测试

和信息处理过程不同。研究表明，评价依据的信息类

者目前是否具有足够的知识、技能、经验来处理该情

型的差异、认知错误和动机错误的差异，是不同评价

境中的典型问题。

源评价结果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表１）。

一项对采用不同评价源测评被评估者活动的频
实际的或真实

工作绩效
衡量系统

率的调查也证实不同评价源的各自优势和不足，如

的工作绩效

表２所示。
表２采用不同信息来源测评被评估者行为活动的频率

污染效度

缺失

图１工作绩效衡量系统的缺失与污染

在图１中，右边的圆代表实际的或真实的工作
绩效，也就是成功地完成工作相关的绩效的所有方
面，左边的圆代表组织建立的绩效评估系统。组织
所建立的绩效评估系统二般既包括了真实绩效内容

的一部分，也包括了非真实绩效的内容，其中没有被

资料来源：Ｋ．Ｍｕｓｈｙ ａｎｄ Ｊ．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ｏｓ／ｏｒｌ：Ａａｌｌｙｎ＆Ｂａｃｏｎ，１９９１

纳入组织绩效评估系统的真实绩效，我们称之为绩
效缺失，与此相反，不是真实绩效的内容却被纳入绩

由于上级、同事、自我、下级和顾客对被测评者

效评估系统中的部分，我们称之为绩效污染。绩效

的绩效拥有不同的信息，并且他们对信息的加工过

评估系统若想有效，它必须是没有缺失的和不受污

程也大不相同，所以期望他们对被测评者做出高度

染的，组织所建立的绩效评估系统与真实绩效内容

一致的评估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正是由于这五种评

愈是吻合，则该绩效评估系统的内容效度愈高。

价源在不同的绩效侧面所拥有的信息丰富程度存在

二、绩效评估精确性影响因素分析

较大的差异．每种评价源在他们拥有较多信息方面

１．评价源与绩效评估信度和效度

所做出的绩效评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所以，评

绩效评估的评价源一般有上级、同事、自我、下

价源的选择、评价源评价范围的确定对绩效评估的
信度和效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级和顾客五种．从理论上讲，如果不同评价源拥有相
同的评价信息，那么对同一个人的评价结果应是一

２．绩效评估目的与绩效评估效度

致的。但许多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都表明。不同评价

绩效研究一直以理性模型为基础．即认为评估

源对同一个人的评价结果相关度极低，这不仅是因

的目的就是对被评估者的绩效进行准确测量。但近

为处于不同地位的评价源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有不同

来研究者提出了对绩效评估本质的另外一种看法，

表１

认为它是一种管理过程，评估的目的才是影响评估

异源评价产生差异的原因

准确性的更重要的原因。基于管理基础的绩效评估
只求能达到其管理的目的，并不追求评估的准确。绩
效评估系统的目的主要有三个。（１）战略目的。通过
绩效评估系统将员工的工作活动与组织的目标联系
起来，确保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工作结果能
够保证组织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这样的绩效评估
资料来源：许庆瑞，王勇，陈劲．绩效评价源与多源评价．科研管
理，２００２，（５）

系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为当组织目标和战略发
生变化时，绩效评估系统必须确保员工的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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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行为和工作结果也发生相应的变化。（２）管理目

评估工具对提高整个绩效评估的精确度无疑有着重

的。组织在薪资管理、晋升决策、保留或解雇等管理

要意义。绩效评估工具是工业组织心理学家关心和

过程中都要运用绩效考评的信息，绩效评估的目的

研究的焦点。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企业中的

之一就是为这些管理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３）开

人力资源管理者开发了多种高效的绩效评估工具。

发目的。通过绩效评估发现员工的弱点和不足，对员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强迫选择量表（Ｆｏｒｃｅｄ—Ｃｈｏｉｃｅ

工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绩

Ｓｃａｌｅｓ，ＦＣＳ）、行为尺度评定表（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ｌｙ

效评估的目的直接决定绩效评估技术、评估程序、评

ｃｈｏｒｅｄ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ＢＡＲＳ）和行为观察量表（Ｂｅ—

估内容的选择和确定，从而影响绩效评估的效度。

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ｓ。ＢＯＳ）。强迫选择量表通

Ａｎ．

３．绩效结构与绩效评估效度

过选项的设置使考评者无法猜测出他对被评估者的

人们通常将绩效视为单维度的概念，或者简单

评价结果，这可以大大减少个人偏好或者偏见，评估

地将绩效等同于任务绩效，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开始

的客观性得到保证而评估者的主观性得到控制，但

重视对绩效的内涵加以明确界定。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ｃ—

是该量表不能有效地引导和开发组织所希望的员工

ｃｌｏｙ，Ｏｐｐｌｅｒ与Ｓａｇｅｒ所提出的工作绩效理论则将工

行为。行为尺度评定表和行为观察量表的共同之处

作绩效定义为：员工所控制的与组织目标有关的行

是通过直接为考评者提供具体的行为等级和考评标

为。这一定义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绩效是一

准的量表，为考评者建立一个统一的考评标准，他们

个多维度的概念．即不存在单一的绩效变量，在大多

不仅有利于管理者有效地对员工做出客观评价，还

数情境中，与组织有关的工作行为是多种多样的；第

有利于引导和开发员工的行为；两者的区别是，后者

二，绩效是行为，而不一定是结果；第三，这种行为是

比前者更具内容效度并且有助于员工的自我管理。

员工所能控制的。之所以不以任务完成或目标达到

这些开发比较成熟的量表．大都经过了严格的信度

等结果作为绩效，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许

和效度检验。具有较高的精确性，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多工作结果并不必然是员工的工作带来的，可能有

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评估量表。

其他与个人所做工作无关的促进因素带来了这些结

２．培训考评者。不可否认，绩效评估是一种高度

果：二是员工完成工作的机会并不是平等的．而且并

感情化的过程．在评估的过程中，评估者难免会受到

不是在工作中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与任务有关；三

心理上和感情的主观因素影响，导致评估出现误差，

是过度关注结果将使人忽视重要的过程和人际因

比较常见的误差有“晕轮效应”、“角误差”、“居中趋

素，使员工误解组织要求。Ｂｏｒｍａｎ和Ｍｏｔｏｗｉｄｌｏ在总

势”和“偏松偏紧倾向”等。减少评估者主观因素造成

结自己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系绩效——任

误差的办法是对评估者进行培训。现在很多企业已

务绩效二维模式”，认为工作绩效由任务绩效和周边

经开发出大量的评估者培训项目，例如让培训者观

绩效两个方面构成。任务绩效是与具体职务的工作

看一些员工实际工作情况的录像，然后要求培训者

内容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和个体的能力、完成任务的

对这些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并让培训者进行

熟练程度和工作知识密切相关。周边绩效是与绩效

绩效评价讨论．分析误差是如何产生的。实际情况表

的组织特征密切相关的．这种行为虽然对于组织的

明．这种方法对减少评估误差是非常有效的。

技术核心的维护和服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更

３．运用多源评价法。前面我们分析出不同的评

广泛的企业运转环境与企业的长期战略发展目标来

估者对员工的工作绩效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同的，并

看，这种行为非常重要。

且不同的评估者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也是有

三、提高绩效评估精确性的对策

差异的，所以上级、同事、自己、下级和顾客五种评价

１．选择正确的评估工具。绩效评估工具在整个

源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形式。基于以上的认识，为了

人力资源管理与绩效评估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科

更好地利用各种评价源的优点，采用多源评价法是

学合理的绩效评估工具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

一种比较科学的选择。３６０度绩效评估法是目前运

区分度，开发或选择那些直截了当、清晰明了的绩效

用较广的一种多源评价法，３６０度绩效评估是一个
一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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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企业中各个级别的了解和熟悉被评价对象的

考评者的偏见或者主管意见。基于深入而科学的工

人员（如直接上级、同事及下属等）以及与其经常打

作分析所建立的绩效评估系统相比较而言具有较高

交道的内部顾客和外部顾客对其绩效、重要的工作

的信度和效度，这样的考评系统不仅能获得员工们

能力和特定的工作行为和技巧等提供客观、真实的

的认可．也更容易获得法律的支持和认可。

反馈信息．帮助其找出组织及个人在这些方面的优

一般而言。绩效评估系统的信度和效度越高，预
示着该评估系统越能精确地测量出员工的工作绩

势与发展需求的过程（图２）。

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方面要了解影响绩效评估
系统精确性的种种因素，尽量控制和缩小评估中的
偏差，提高精确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陷入单纯追求
评估系统精确性的误区，很多在心理学上被证明是
合理的评估量表并没有被组织广泛使用，因为这些
量表没有考虑组织的具体环境．有效的绩效评估系
统还必须在精确性和实用性两者间达到很好的平
衡。
图２

３６０度反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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