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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属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理分析 *
杨晶照,马洪旗,朱佳佳,袁摇 伟
( 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摘摇 要: 随着对团队创造力研究的深入,团队创造力内涵研究经历了从个体特征到群体合成特征转变的历程。
该文从团队构成、团队过程以及团队氛围三个视角对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进行梳理,通过对相关研究主要文献的
综合分析,提出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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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摇 引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伴随着团队创造力研究

特征、团队异质性、团队规模、团队历史等方面均对
团队创造力产生影响。 其中,表现在团队成员性别、
年龄、种族、专业知识、价值观和人格等方面特征的

的深入,针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研究经历了从个体

团队异质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最先受到关注,异

特征向群体合成特征聚焦的历程。 基于个体特征观

质性高的团队一方面可以激发团队创造力,另一方

点的研究者认为个体是影响团队创造力的关键因

面也会成为团队创造力实现的障碍。 高异质度的团

素,较多关注于个体层面因素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的

队中,身份背景( 或国籍) 的不同更能促使团队成员

研究。 而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个体特征、个

从不同角度、使用更广的信息资源来提升团队创造

体差异不足以全面解释团队创造力,研究焦点逐渐

力,完成团队任务;知识、技能的不同,可以借助团队

转向团队过程及团队氛围等团队层面特有属性,开

成员的整合,从而实现更高的创造性产出;与同质性

始关注于诸如团队互动过程、团队氛围情境对团队

的团队相比,由对任务持差异态度与观点的个体组

创造力的影响,并逐步验证了导致团队创造力差异

合成的团队,会在解决问题中显示出更高的创造力;

的主要原因是团队层面特有的因素或机制,使得团

依据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张燕验证

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

了性别差异性对于团队绩效和团队创造力的正向影

2摇 团队构成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研究

响。 同时,研究也发现,团队异质性会导致团队成员
对其他成员缺乏身份认同,产生隔阂导致较低的团

团队构成主要是指团队成员的年龄、教育、资历

队内聚力和较低的成员间相互理解水平,而不利于

等及职权机构,其构成维度可划分为成员同质性、组

团队内部的沟通交流;同时,异质性也会导致团队冲

成方式、规模以及历史。 而研究发现,团队成员个体

突和成员离职,从而影响团队创造力水平。 正因为
团队异质性体现出的差异阻碍团队成员沟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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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认同对工作

益加强,所产生的关系冲突明显偏低。
团队规模( 团队的成员数量) 不仅对成员的个
人表现和团队整体绩效产生作用,也会对团队创造
力产生影响。 Martin 在对团队规模研究中,通过对

嵌入及其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制造企业为例冶 ( 编号:

3 人和 9 人团队对比分析,发现小规模团队在沟通、

研究冶 ( 编号:RK2012028)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 创

团队规模会使内部成员满意感、参与度降低,相互支

70972037) ,江苏镇江市软科学项目“ 镇江市开放式创新平台的建设
新驱动战略的内涵、重点与实施途径研究冶 (10JD018)

协作、支持、凝聚力方面都优于大规模团队;较大的

持协作减少,更容易产生人际关系冲突,降低成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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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凝聚力,这些都不利于团队创造力。 但是,大规模

为又会促进员工沟通,促进知识交流、碰撞,从而对

的团队可以通过头脑风暴集思广益,获得更多的资

个体创造力、团队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

源和支持,能够推动新想法、新思想的执行,从而对
团队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

在团队的互动过程中,团队冲突是影响团队创
造力的重要变量,体现为任务冲突、关系冲突和过程

从上述团队构成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冲突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任务冲突会通过团队内

可以看出,团队规模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存在较大

互相质疑,激发思维创新,促进个体创造力,从而团

争议,在何种情境下对团队创造力分别呈正向、负向

队产出更具有原创性、多样性、复杂性和创造性;人

作用,仍值得深入探究;而团队过程往往成为团队构

际冲突会造成团队成员间的人际关系不和谐,导致

成对团队创造力作用的中间变量,并逐渐作为团队

成员情绪低落,思维停滞、阻碍团队成员沟通,进而

创造力研究热点。

负向影响团队创造行为;过程冲突是团队成员关于

3摇 团队互动过程对团队创造力影响

工作如何执行的分歧而出现的冲突,但是其对团队
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争议。 研究表明,争辩作为团队

团队过程是在成员之间以及成员和外部之间发

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也有助于促进团队创造力,因

生的相互作用,包含团队成员为完成团队目标所发

为争辩中的团队成员更有动力了解他人立场,并试

生的所有认知、行为。 本文所指团队成员互动过程

图理解与赏识他人观点,从而有助于团队成员接纳

指的是团队成员以及成员与外部发生的行为,强调

与自己相反的观点。 在异质性较高的团队中,团队

过程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主要包括团队学习、团队

成员由于技能、知识以及身份背景等存在较大差异,

冲突、团队争辩及团队信任四个方面。

导致对事物的看法不尽相同并容易产生人际冲突、

团队成员之间可以通过知识共享、相互学习来

任务冲突等,而团队争辩则可以更好地促进知识共

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技能,并有效提升团队创

享,从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成员协作,提升团队创

造力。 有 学 者 提 出 了 交 互 记 忆 系 统 ( Transactive

造力。 相比于团队信任,建设性争辩会对团队创造

Memory System) 的概念,指团队成员之间形成的一

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但是,团队信任会借助建设

种彼此依赖的合作性分工系统,用以编码、储存和提

性争辩对团队创造力起促进作用,如团队信任会借

取不同领域知识。 其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主要有以

助团队成员互动行为( 争辩行为、帮助行为以及自

下方面:首先,从团队学习的视角出发,交互记忆系

发行为) 中介作用对团队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或

统为团队创造力的提升提供了知识积累,交互记忆

者在团队信任度低的情况下引发团队人际冲突从而

系统不但促进了个体与目前工作有关的学习,还有

对团队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

利于个体利用知识转移处理相关领域的其他任务。

团队学习是团队创造力的根本源泉,通过团队

其次,通过交互记忆系统,团队成员可以充分了解他

知识共享、技能的提升,从而从个体、整体两个方面

人专长,便于寻求相关任务信息帮助,为成员之间的

提升了团队创造力;团队冲突、团队信任则是通过团

协调提供良好的条件。 王端旭,薛会娟以知识共享

队成员间的互动( 矛盾与合作) ,借助团队学习、沟

为中介变量,进一步验证了交互记忆系统的专门化
和协调性维度对团队创造力存在积极影响。 从上可
以看出,交互式记忆系统主要是通过成员间及与外

通,从而对团队创造力产生影响。

4摇 团队氛围对团队创造力影响

部的知识共享,而对个体创造力、团队创造力产生影

组织文化对于任何组织都是关键要素,在一种

响。 在对团队创造力的研究中,团队知识共享也受

鼓励合作、团队精神和参与的组织文化中,团队整体

到了较多的关注,主要指团队成员在互动过程中所

能很好地协调和整合资源,提高团队创新能力。 而

形成的对于知识共享行为的稳定的共同期望。 它可

团队文化是团队对组织文化的内化吸收,团队文化

以促进团队成员沟通交流倾向性,促进团队新知识、

可以通过协调和激励整体团队成员去达到更高的标

新想法的实现,给团队成员带来认知刺激,进而促进

准而提供新的竞争优势。 影响团队创造力的组织支

员工创新绩效的提升。 同时,团队知识共享规范与

持因素有:程序公正、上级支持、组织奖赏和良好的

成员知识共享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共享行

工作条件。 共同愿景是组织、团队中成员发自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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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目标,对知识分享( 行为) 、知识整合( 能力)

团队领导还可以通过反馈等干预手段直接影响个体

力,能够激发整体创新精神,从而对团队创造力产生

提出了四个因子:社会干预、网路联结、相互信任和

存在正向影响,并且共同愿景具有团队整体超越能
正向影响。 在近期研究中,发现合作性文化可以与
团队情绪智力、团队信任对团队创造力产生交互影

创造力、团队过程,Ming - Huei Chen 从社会资本中
共同目标,并验证了社会干预和网路联结对 R&D 项

目团队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 团队外部社会网络是

响,最终提升团队创造力。 整体的伦理价值观与团

团队与外界所形成的,用以获取、交换外部资源的网

队创造力正相关,同时这两者又都与增长的工作满

络结构,能够加强团队信任、团队资源的交换和共

意度相联系。

享,是构成团队创造力的基础;团队内部网络则通过

当团队成员感受到组织中缺乏对创新的物质或
制度支持时,团队的创造行为会受到负面影响,但是

内部网络异质性以及网络联系强度对团队创造力产
生正向影响。

团队领导者可以通过主动承担风险、提供精神支持

与国外支持创新、冒险的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

等行为来减轻这种负面影响。 目前领导对于团队创

化推崇儒家中庸文化,强调适度和守常,鼓励中行、

造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变革型领导风格、交易型领

不争。 在这个宏观的文化环境中,组织文化、伦理价

导风格以及独裁式领导风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研

值观、组织支持以及团队领导风格均会呈现出本土

究。 变革型领导通过团队氛围,借助对知识共享和

化特征,与国外研究会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性,具有

集体效能感的正向影响对团队创造力呈现正相关;

较高的理论探索价值。

独裁式领导风格通过对知识共享、集体效能感中介
变量的负面影响进而对团队创造力产生负向作用。

本文对现有主要研究中验证的团队创造力影响
因素进行梳理、汇总,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基于团队属性的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汇总
影响因素
异质性( 不平等)
异质性( 多样化)
团队规模
团队历史
团队知识共享规范
团队社会资本
摇 摇 网络连接

摇 摇 摇 内部社会网络
摇 摇 摇 外部社会网络
摇 摇 共同目标
摇 摇 相互信任
团队学习
团队冲突

摇 摇 团队人际冲突
摇 摇 团队任务冲突
团队争辩
团队信任
团队文化
摇 摇 鼓励合作的文化
企业伦理价值观
组织支持

中间变量

团队创造力

+团队人际冲突,-团队信任,-团队计划组织

+团队学习,-团队人际冲突,+团队任务冲突,+团队计划与组织
+团队人际冲突
疑团队计划与组织
-团队人际冲突
+团队信任
+知识共享

团队过程
+

0

+
+
+

+内部网络异质性,-内部网络联系密度

+

+知识共享,+知识整合

+

+团队信任,+资源交换、共享
+团队沟通
+知识共享

+
+
+

-团队沟通,-团队凝聚力

-

+团队沟通

+

+团队沟通, +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

+团队计划和组织
+团队社会资本( 社会干预、网络密度)
+团队计划与组织,+团队心理安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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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领导特征( 风格)
摇 摇 变革型

+知识共享,+工作心理安全

+

摇 摇 独裁式

-知识共享,-集体效能感

-

摇 摇 交易型

+工作心理安全

+

注:本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所得,表中:“ +冶 代表正向影响,“ -冶 代表负向影响,“ 疑冶 表示呈倒 U 型影响,“0冶 代表研究欠缺或存在较大争议。

5摇 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展望

多学者的努力研究,当前团队创造力的相关理论日
益完善。 然而,有关团队创造力的内涵、量表研究更

5. 1摇 团队规模、团队构成结构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多为国外学者提出,是与国外文化背景相对应的。

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团队创造力所展开的研究大都

摇 摇 团队规模对成员的个人表现和团队整体绩效都

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团队创造力内涵

会产生作用,而这种作用既存在积极的影响,又有消

的界定以及团队创造力的测量缺失对中国本土文化

极的影响。 一方面,小规模团队在沟通、协作、支持、

影响的研究。 因此,充分考虑中国人文情境因素,尤

凝聚力方面都优于大规模团队,团队规模较大使成

其是面子观、中庸思想等,对团队创造力开展本土化

员满意感、参与度较低,相互支持协作减少,不利于

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团队创造行为;另一反面,大规模的团队可以通过头
脑风暴集思广益,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能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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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alysis on the Impacts of Team Attribute
on the Team Creativity
Yang Jingzhao, Ma Hongqi, Zhu Jiajia, Yuan Wei
(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21201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combed and analyzed the impacting aspects of the team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鄄

tives of the team composition, team process and team climate, and puts forward the would-be future research guide
of the impacting factors of the team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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