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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鉴于关系绩效在事业单位绩效管理中的特殊作

用，本文研究了基于异常值分析、统筹任务与关系绩效的

二维度战略性绩效管理模型，由此提出了从绩效评估到

绩效分配的一体化方案，应用在管理工作实践中，并取

得了预期结果。这个全视角的绩效管理方案主要由三个

部分组成 ：1. 全部员工根据工作层级关系相互加权评分，

主管领导基于评分偏差异常值分析，通过定量调节得到

体现权责利平衡的客观公平评分。2. 建立绩效总量约束

下客观评分和岗位权重双输入的绩效报酬分配模型，实

现满足绩效报酬目标的战略性管理。3. 在绩效反馈环节，

全视角战略性绩效管理模型充分体现管理的战略性 ：通

过异常值偏差的关联性，了解员工间工作关系，并据此对

今后岗位及其权重进行调整，通过绩效反馈实现战略性

的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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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报酬分配模型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政府

组织、公司企业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必须努力改进，

甚至变革组织管理结构和方法，在战略性目标牵引下以

提高效率为目的，不断提高管理工作的科学水平。科学

管理 [1] 的关键是建立资源和制度约束下的竞争、激励

机制，体现公正、公平，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工作积极

性和创造力，而实现良性竞争和公正激励，依赖于科学、

有效的绩效管理系统，包含绩效评估、绩效报酬分配

和绩效反馈。[2 ,3]

人们已经认识到，绩效管理虽然不是组织社会管理

的最终目的，却是实现科学管理战略性目标不可或缺的

手段。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初美国现代工业崛

起之后），以业绩和效率为着力点，管理工作逐渐形成

科学性体系，且有诸多实践成果。然而，作为管理科学

的专业观念，“绩效管理”（Pe r fo r m a n c e M a n a g e m e n t）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才被明确提出，并明确了其科学内

涵。[2] 针对“管理、评估、改进绩效和增强发展”的绩

效管理概念，有学者认为绩效管理是实现机构目标的组

织管理行为，因而个体因素和成绩不被当做绩效考评的

核心单元 ；也有学者认为绩效考评是机构奖惩个人的单

向行为，组织绩效只是个体成效的集合。因而，在管理

实践中只要明确组织任务目标，就只有下级对上级的服

从，从而评估是单向度的——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绩效评

估。基于这两种观点的绩效管理实践，都容易产生抑制

个体主观能动性的扭曲现象。

当然，以上两种观点虽然失之偏颇，但也表明了组

织成效和个人业绩是绩效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侧面，将

两者综合起来应用是战略绩效管理的要旨所在。泰勒

建立了著名的绩效科学管理模型，[1] 把科学管理的根本

目的定位于谋求最高的劳动生产率，通过任务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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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普通员工、中层管理者和组织任务目标关联起来，支

撑整个事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实现组织长期战略目标

与个人绩效的协同，不仅是管理科学的核心任务，也是

战略性绩效管理的本质内涵。

为了实施理想的战略性绩效管理，必须在技术层

面上了解绩效的基本结构，并理解绩效管理是结果还是

行为，后者对事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个体绩效评价十分

重要。绩效管理工作的实效必须落实到个人，但个体绩

效的简单加和不等于组织整体绩效。因此，如何从个体

入手实现面向组织战略性目标是绩效管理的关键，必须

想方设法让绩效考评和绩效分配成为推动绩效管理的

实际工具。1992 年，B o r m a n 等从空军技师队伍的工作

业绩入手，把个人工作按绩效维度分解为任务绩效（Ta s k 

Performance）和关系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前

者强调了个人的贡献 ；代表组织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促

进，[4,5] 后者代表了包括上下级关系的人际关系作用。这

种二维分解使得个人绩效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组织绩

效，即把组织绩效通过个人的关系绩效具体化和落实实

施。需要强调的是，个人关系绩效的发现是科学管理理

论发展的关键一步，使曾被诟病的单一基于任务目标的

绩效考评走向了科学化、人性化的绩效管理。

在具体的管理工作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个人绩效管

理中的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可能存在一种对立统一的二

元结构，因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二维全视角战略绩效管理

模型，[4-6] 包括实现任务绩效与关系绩效相协同的绩效

评估方法和面向战略目标选择的绩效分配普适模型。[7-9]

其中关键是如何量化关系绩效并使其尽可能地客观化。[10]

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表明，在绩效总量约束下，通过评

分偏差异常值分析量化关系绩效，[11-13] 可以在定量化意

义上实现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统筹。在绩效考评环节，

主管领导根据层级关系设置权重，让全部员工根据工作

关系相互加权评分（与 360°绩效评估类似），[14-16] 然而

领导对评分异常值反馈出的信息进行异常值定量分析，

调整得到客观化的绩效评分，体现权责利平衡和整体公

平。这个评分主要用于绩效分配环节，但评分详情的分

析可以实现绩效反馈 ：基于异常值的关联性，领导可定

性了解员工间工作关系，对下一轮评估中的关系权重进

行调整，以至给出组织架构工作职责重新安排的依据，

实现绩效考评的正向反馈效应，从而达到战略性管理目

标。在绩效报酬分配环节，[17-19] 本文建立了由总量约束

和客观考评分数双输入决定的绩效报酬分配模型，该

模型可根据员工岗位职责事先设定岗位权重，实现由唯

一（或少量）参数决定绩效报酬目标的战略性管理。

上述基于异常值分析的全视角战略性绩效管理如图

1 所示。本文案例分析以科教协同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研究生院战略绩效管理工作为例，引用的数据均来自

其具体的实践工作。不过，在不影响主要规律和结论的

前提下，为保护隐私，做了一定修改。

一、体现关系绩效量化的战略绩效管理

绩效考评由来已久，很早以前管理者就在生产过程中

根据产量来评估员工的工作成效，并给予对应的报酬。[1,3,6]

这是一种运用统计方法，对照指标体系标准，按一定程

序定量定性分析，对员工的成绩进行评价的生产管理措

施。然而，对于不能通过产品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的非

生产部门、产业部门中的非生产单元，简单地定量化评

估个人成绩会导致对个人不公平的评价和单位发展方向

的误导。[17,19]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

发展过分追求 GDP、科技发展过分强调 SCI 论文数量等，

使这种简单的定量化绩效考评思想不合适地延伸到国家

治理层面，带来的严重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在“泰勒管理时代”早期，公司、工厂对钢铁工人

的管理采用了完成分解任务为目标的绩效考评方法。然

而，对于复杂劳动，不能简单地分解为可具体量化的规

定动作。为此，人们开始改变“绩效相当于任务目标”

的观点，以至于走向“绩效决定于结果”的理念。后来

的理念在短时间内激发了员工的主动性，通过努力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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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结果，却带来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因为任务分配方

式、环境条件等因素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不利于鼓励

在工作中长期坚持、攻坚克难，对事业单位管理乃至国

家层面部署科学研究攻关都是十分不利的。一段时间以

来，我国高校和科研部门出现的“四唯”问题就是这方

面的典型例证。针对“唯结果论”的种种弊端，人们假

设控制管理过程可以带来理想的结果，开始把“绩效”

看成一种过程，注重过程的管理使得单向的绩效考评走

向系统结构化的绩效管理。尤其是，事业单位和服务部

门把“绩效”看成过程更为合适。另外，随着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能做什么”变得日益重要，这本质上是员

工个人能力问题，“绩效”作为“过程”的理念需要进一

步深化。

为此，需要把绩效评估提升为一种面向战略任务目

标、兼顾结果与过程、整体协同的现代化管理手段——

战略性绩效管理（Strateg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2]

面向组织核心价值观和任务使命，通过新型的绩效管

理手段（目标规划、程序控制、绩效评价和绩效反馈），

使得组织成员工作过程和结果与组织未来发展愿景相一

致，并能不断改进成员的绩效水平和协同性，以达到整

体最优。通常组织的战略性目标可分为近期任务目标和

未来发展能力两部分，其中未来发展能力部分要求组织

成员具备对未来发展的适应与认知能力，同时要求组织

成员之间形成长期协同合作的战略关系。

要实现这一点，关键是在个人绩效中引入关系绩

效的因素，从本质上扩展绩效的组织维度和个人维度。

关系技能、关系习惯（工作合作态度）将影响个人的绩

效，从而促进任务目标绩效的提高，并影响未来的发

展。通过引入关系性绩效的概念，个人绩效被分为两个

维度，其中，任务绩效强调个人工作的独立性，而关系

绩效则强调不同层级之间、同一层级成员之间的关系促

进。这时组织整体绩效不再是成员们绩效和能力的简单

加和（Su m），而是成员之间相互作用与个体任务绩效叠

加（S u p e r p o s e）的结果，大于个体简单加和。图 2、图

3 展示了从绩效考评到绩效管理观念的转变。

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关系绩效定量化，这是

我们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的要点所在。管理大师彼得·德

鲁克说过 ：“如果不能度量它，就无法管理它。”管理需

要定量化，但不客观的定量化对管理目标毫无意义。为

了把关系绩效客观地定量化，本文引入了异常值偏差分

析的方法 ：假设合理的关系绩效量化的平均值代表了某

种客观性，对偏离较大而无明确理由的关系绩效评分，

视其为异常值。对此领导有知情权，并可在量化的规制

下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表1  不同层级单项考评指标分数占比 

人员类型
单项考评
指标项

单位领导评分
指标项占比

部门负责人评
分指标项占比

普通员工评分
指标项占比

部门负责人

任务目标 50% 30% 20%

管理水平 30% 30% 50%

工作态度 20% 40% 30%

普通员工

工作实效 30% 50% 40%

工作态度 50% 30% 40%

工作能力 20% 20% 20%

我们首先把组织的任务目标和建议目标分解为中期

任务和长期发展目标，对应组织成员和所属部门进行上

下结合迭代的双向分解细化。对个人而言，主要从具体

任务目标、能力学习和关系促进三个方面考察其工作业

绩。当然，组织内部成员是有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具体

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部门负责人，我们按任务目

标、管理水平和工作态度的顺序进行考评 ；而对普通员

工按照工作实效、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顺序进行考评，

并有具体的量化体现，细化评分人与被评人的相对值（举

例见表 1）。量化赋值是否合理，我们在前后的考评中

做适当的迭代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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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常值分析与绩效考评的客观赋值

本文采用全视角绩效考评方案，由被考评人的上

级、同级、下级及相关业务部门（如科研院所的科研人

员）担任考评人，对被考评人进行全方位的考评，考评

内容涉及上节所述的任务目标、能力学习和关系促进三

个方面。针对个人的关系绩效贡献，本文用关系权重矩

阵（表 2）来定量化描述组织成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及其

重要性。第 i 个评分人标记为 A i，第 j 个被评人标记为

Bj，评分人 A i 对被评人 Bj 进行评价的关系权重记为 Pij，

所有评分人对第 j 个被评人关系权重之和应为 100%，

即 Pj=ΣiP ij=100%。

表2  评分人A
i
对被评人Bj的关系权重矩阵

      被评人
评分人

B1 B2 …… Bj ……

A1 P11 P12 …… P1j ……

……

Ai Pi1 Pi2 …… Pij ……

……

权重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关系权重矩阵由单位领导根据工作关系在绩效考评

前设定，主要依据以下原则 ：1. 仅在具有工作关系和工

作接触的成员之间才会有且一定有非零的权重。是否有

工作关系和工作接触，通常要参考被评价者的岗位职责

和各项工作汇报对象。例如，上下级人员之间、同一个

部门内平级人员之间、跨部门但属于同一业务链条的工

作对接人员之间都存在着比较紧密的工作关系，他们之

间自然存在非零的权重，这意味着双方彼此之间的评价

影响着各自的关系绩效。如果两个成员之间无任何工作

上的联系和接触，两人之间的权重为零，即双方之间的

评价对彼此的个人绩效无任何影响。这样的权重设定使

得成员之间在工作之外的关系和接触对工作上的绩效评

价无任何影响，保证了评价的公平公正 ；而具有工作关

系和工作接触的人员之间对应的非零权重意味着每个人

工作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评价，保证了关系绩效的

全面性。2. 权重值的大小基于工作关系的紧密性和重要

性。权重值反映的是评分人对被评价人的关系绩效评价

的重要程度，双方的工作关系越紧密、越重要，双方之

间的权重值越大 ；同时，评分人越了解被评人的工作任

务和完成情况，权重值越大。权重值通常还要考虑被评

价者各项职责工作的重要性次序。例如通常情况下，部

门内上下级之间，上级对下级的评价权重较大，平级之

间的评价权重次之，而跨部门的平级之间评价权重较

小。值得说明的是，权重值是单向的，某一名人员（作

为评分人）对另一名人员（作为被评人）的绩效评价权重，

与另一名人员（此时为评分人）对该人员（此时为被评

人）的绩效评价权重不一定相同，甚至该权重为零（另

一人员无需对该人员评价），即 Pij 不一定等于 Pji。例如，

上级对下级的评价权重较大，而下级对上级的评价权重

较小，但同级人员之间的评价权重可能是相同的。

需要指出的是，关系权重的设置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评价体系建立初期，可以根据经验先行设置一套关系

权重矩阵，然后进行试行，认真检视评价结果，调试导

致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的权重值。即使在运行稳定后，

随着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的调整，也需要定期检查关系

权重矩阵是否需要调整。

表3  评分人A
i
对被评人Bj的评分矩阵

      被评人
评分人

B1 B2 …… Bj ……

A1 S11 S12 …… S1j ……

……

Ai Si1 Si2 …… Sij ……

……

得分 S1 S2 …… Sj ……

根据组织管理原则设定了关系权重矩阵，我们可以

从相互原始评分矩阵（表 3）计算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关系绩效的有效得分 ：第 i 个评分人 A i 对第 j 个被评人

B j 评分记为 S i j，根据关系权重可以计算出第 j 个被评人

Bj 得分 ：Sj=ΣiP ij×Sij。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评

分能否反映员工工作绩效的客观贡献。原则上，合理的

权重值将会得到相对客观的结果。然而，在实际评价中，

人的因素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个别评分人在评价某个

被评人时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当该主观因素是来自工

作之外或与工作关联性较小的事件时，这个评价（或高

或低）就失去了公平性和公正性，从而影响到被评人得

到的综合评价。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每一个评价，

通过科学的方法识别出异常值，并分析出现该异常值的

原因，最终由组织的领导决定该异常值的处理办法。在

实践中，我们采用统计学中的标准偏差分析方法来找出

异常值。[11-13] 值得提及的是，评价无法做到严格意义上

的客观性，但是对异常值的分析和处理可以大幅度增加

结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这就是评分客观化的过程。

统计学中，在已知样本群分布类型的情况下，计算

异常值的方法比较成熟。我们假设所有评分人对某个

被评人 B j 的评价 S i j 遵从正态分布 N (u ,σ2)，u 为平均

值，σ为标准方差。对于每一个置信度 (1- a)，置信区

间为 (u- z×σ，u + z×σ)，即单个评分人对该被评人的

评价落在上述置信区间的概率为 (1- a)。z 与置信度相

关，可以查询标准正态分布 z 值表得出。我们把置信

区间之外的评分定义为异常值。当置信度取 9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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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时，z =1.645，即异常值为低于 u-1.645×σ或

高于 u +1.645×σ的评分，两种情况的概率都为 5%。不

同的置信度对应不同的置信区间，置信度越高，置信区

间越大，对异常值偏离平均值的要求越大。例如当置信

度为 95%（a =5%）时，z =1.96。置信度取值越高，对同

一个样本群，异常值越少。置信度的选择一般是根据区

间估计的可靠程度要求而定。

表4  评分人A
i
对被评人Bj的异常值系数矩阵

      被评人
评分人

B1 B2 …… Bj

A1 C11 C12 …… C1j

……

Ai Ci1 Ci2 …… Cij

表5  绩效考评及异常值实证案例（以被评人B
1
为普通员工为例）

评分人A1-21

A1-21对B1
关系权重

A1-21对B1
初始评分

全部评分
异常值系数

有效分
异常值系数

单位领导

A1 8.75% 86 -0.24 -0.55

A2 8.75% 90 0.96 0.45

A3 8.75% 90 0.96 0.45

A4 8.75% 86 -0.24 -0.55

直属负责人 A5 45% 86 -0.24 -0.55

本部门员工

A6 4% 96 2.78 1.97

A7 4% 86 -0.24 -0.55

A8 4% 93 1.87 1.21

A9 4% 86 -0.24 -0.55

其他部门
负责人

A10 - 86 -0.24 -

A11 - 83 -1.15 -

A12 - 86 -0.24 -

A13 - 83 -1.15 -

其他部门
员工

A14 4% 83 -1.15 -1.31

A15 - 86 -0.24 -

A16 - 86 -0.24 -

A17 - 90 0.96 -

A18 - 86 -0.24 -

A19 - 86 -0.24 -

A20 - 83 -1.15 -

A21 - 86 -0.24 -

关系权重
合计 100%

初始得分
87.26 分

全部评分异常值
2 个

有效分异常值
1 个

在实践中，我们一般使用 90% 的置信度，既可以识

别异常值，又避免识别出过多异常值导致不必要的工作

量。我们通过计算异常值系数找出对应原始评分样本中

的异常值并对其进行分析，异常值系数矩阵如表 4 所示，

评分人 A i 对被评人 B j 评分 S i j 的异常值系数 ：C i j= (S i j-

U j) /σ j，其中 U j 是所有评分人对被评人 B j 的评分组成

的样本群平均值，σ j 为该样本群的标准方差。当置信

度为 90% 时，小于 -1.645 或大于 1.645 的 C i j 对应的评

分 S i j 被认为是异常值（见表 5 中加粗数据）。这些异常

值需要领导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一定权限内调

整评分，得到被评人的最终得分。

下面我们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简称中

物院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对某普通员工评分为实证案例。

根据工作关系，有 21 位评分人 A1-21 对员工 B1 进行评分

（表 5）。

1. 单位领导根据工作关系设置评分人 A1-21 对被评

人 B1 的关系权重（关系权重值之和为 100%），4 位单位

领导 A1-4 评分权重之和占比 35% ；该员工所在部门直

属负责人 A5 权重为 45% ；所在部门及其他部门与之工

作关联紧密的普通员工 A6-9、A14（其他部门员工，但与

B1 有直接工作关系）权重之和为 20% ；评分人 A10-13、

A15-21 对被评员工 B1 的关系权重值为零，这些评分人在

工作中与 B j 没有直接业务关联，但仍然对其评分，一定

程度上反映被评人在日常工作中的口碑。本实例中初始

评分采用百分制。

2. 表 5 中 21 位评分人对被评人 B1 的初始评分的平

均值 U1 为 86.81，标准方差 σ1 为 3.31。值得注意的是，

在计算平均值和标准方差时，关系权重为零的评分人

A10-13、A15-21 的评分也包含在内，他们的评分虽然不计

入被评人 B1 的加权得分，但是为其他评分人的评分客观

性提供了一种判断依据。

3.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对每个评分人的初始评分

可以计算出异常值系数。实际应用中，我们取置信度为

90%，所有大于 1.645（对应评分偏高）或小于 -1.645（对

应评分偏低）的异常值系数所对应的初始评分即为异常

值。由表 5 可知，全部评分中 A6、A8 评分偏高。

单位领导要对产生异常值的原因进行调查分析，比

如，据了解评分人 A6 与被评人 B1 在工作之外私交甚密，

且同时考察 B1 作为评分人给 A6 评分也同样出现偏高异

常值，佐证了异常值产生原因的判断，因此该异常值导

致 B1 得分偏高。若了解到 B1 与评分人 A8 在日常工作

中配合非常好，异常值反映了A8 对 B1 工作的高度认可，

属于“合理”的异常值，可以认为该评分是客观公正的。

4. 被评人 B1 的初始得分为每一位评分人的关系权

重值与其初始评分的乘积之和，表 5 中被评人 B1 的初

始得分为 87.26 分，在本实例中，单位领导有权根据

异常值反映出的情况对被评人 B1 的初始加权平均分在

±5% 的范围内进行调整。比如在实例中，A6 评分得到

的异常值较大，且原因并非客观公正，单位领导对 B1

得分进行调整，调整方案为：将 A6 权重均分给单位领

导，单位领导评分权重上调为 39%，A6 评分权重调为零，

并慎重考虑次年其对 B1 的评分权重。加权平均计算被

评人 B1 的最终得分为 86.94，调整幅度为 -0.37%，处

于±5% 的范围内，该调整有效。如计算调整幅度超过

±5%，则以±5% 为调整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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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实例以被评人 B2 为部门负责人为例（表 6）。

作为中层领导直接对单位领导负责，且工作中必须常与

其他部门联动配合，因此单位领导与部门负责人工作关

系权重占比高。4 位单位领导 A1-4 评分关系权重之和占

50% ；各部门负责人（A5、A10、A15、A 21、A 24）权重之

和为 30% ；B2 所在部门 1 与部门 2 工作接口多、业务关

联度高，因此部门 2 员工与部门 1 员工等权，有直接工

作关系的员工 A6-9、A11-14 权重之和为 20% ；其他 3 个

部门工作关联度低，员工不占权重。

表6  绩效考评及异常值实证案例（以被评人B
2
为部门负责人为例）

评分人A1-26

A1-26对B2
关系权重

A1-26对B2
初始评分

全部评分
异常值系数

有效分
异常值系数

单位领导

A1 12.5% 86 -0.02 -0.68

A2 12.5% 86 -0.02 -0.68

A3 12.5% 93 1.23 1.04

A4 12.5% 86 -0.02 -0.68

B2 所在
部门 1

其他负责人 A5 6% 93 1.23 1.04

本部门员工

A6 2.5% 90 0.70 0.30

A7 2.5% 93 1.23 1.04

A8 2.5% 96 1.77 1.78

A9 2.5% 83 -0.56 -1.42

部门 2

负责人 A10 6% 86 -0.02 -0.68

员工

A11 2.5% 86 -0.02 -0.68

A12 2.5% 93 1.23 1.04

A13 2.5% 83 -0.56 -1.42

A14 2.5% 93 1.23 1.04

部门 3

负责人 A15 6% 86 -0.02 -0.68

员工

A16 - 76 -1.81 -

A17 - 73 -2.35 -

A18 - 80 -1.09 -

A19 - 86 -0.02 -

A20 - 86 -0.02 -

部门 4

负责人 A21 6% 90 0.70 0.30

员工
A22 - 83 -0.56 -

A23 - 80 -1.09 -

部门 5

负责人 A24 6% 86 -0.02 -0.68

员工
A25 - 86 -0.02 -

A26 - 80 -1.09 -

关系权重
合计 100%

初始得分
88.26 分

全部评分
异常值 3 个

有效分
异常值 1 个

以上分析和举例表明，关系绩效的量化在宏观上可

以由权重赋值加以实现，而从微观角度也可以了解员工

之间的具体人际关系，指导今后的工作。另外，对于中

小规模单位绩效评估中的特殊情况，知情领导可以通过

具体谈话方式判断异常值的合理性，并从中分析出工作

中的问题。

三、绩效评估的客观性和绩效反馈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建议的全视角绩效评估模型是

基于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基本假定 ：在不区分岗位重要

性的前提下，样本足够大时不加权的原始评分平均值是

一种客观的期望值 ；对此的较大偏离可以视为异常。在

实践中考虑人的情感和社会文化因素，员工们可能会有

趋向平均主义的倾向。此时，如果对评分方式不加约束，

会导致上述异常值分析方法失效。为了克服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评分分布限制。例如，我们对每个人

评分必须有阶次（ABCD……）分布数的要求。

事实上，在事业单位中量化任务完成情况比量化员

工能力更为困难，能力开始时可以通过学历等进行量化，

之后则与学习能力有关。因此，各级员工之间评分是否

客观、是否有恶意评分，仅凭领导人的主观判断是存在

问题的。个人好恶有时会带来严重后果，但是我们认为

只要评估者数量足够多，加权评分可以代表比较客观的

结果。对平均结果大幅度偏离的评分，且没有明确的、

鲜为人知的理由，可以判定为不客观。因此，对异常值

加以合理修正可以使评估量化指标“呈现出”（E m e r g e）

更多的客观性，这就是评分客观化过程。其实，“简单

地把加权平均结果作为客观指标”也不尽客观公正，那

些无过无绩者会从这种错误的认识和相应的做法中获

益。为克服这个问题，我们要对评估者加上约束条件，

从而可以对评分人的评估质量自动实施反评估。1. 如果

评估人对各级评估对象给出没有区分度的评分，其评估

结果视为无效，从中看出此类人的责任心不足。2. 可以

自动产生对组织领导决策者的自身约束 ：如果评估人给

出的评分出现了较大异常值，也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加以

解释，同时领导者，乃至最高领导要从中反思自己的认

知和行为。3. 领导者对异常值评分的调节幅度也必须约

束在合理范围内，从而定量化约束领导者，使其难以滥

用权力。

由于信息不对称，任何时候、任何组织，绩效评估

都会存在不完全知情者，评分的客观性均存在问题。当

一个单位被分成若干部门，员工对其他部门的工作可能

不甚了解，因此对不同部门中的员工就只能凭印象评分，

不甚客观，但这些评分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因此，如何

定量化不甚知情者之间的评分是很困难的。我们的评估

方案特别顾及单位工作的整体性，虽然在评估中对无直

接工作关系者权重赋值为零。但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计

算评分异常值时每个人是等权的，因此一个单位中零权

重者并非无权，他们可以作为旁观者，在无直接利益冲

突的情况下，对他人评估是否客观提供一种不可或缺的

佐证性判断。这种判定由异常值方式量化出来，单位领

导基于这些量化的信息可以“手动”地调整最后评分，

以使之更加客观。这个评分客观化的过程在量化的意义

上体现了民主管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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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全视角绩效评估方案中，异常值分析方法

不仅是一种分析手段，而且在绩效评估到绩效管理的过

度中起到了战略性作用。我们假设单位主要领导知晓评

分详情，他们可以在前一次绩效评估中从关系人评分关

联中了解工作关系、人际关系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其实，

在本文方案中，对于每一个被评人，评估者的权重是有

差异的。评估者的权重设定是管理工作的切入点 ：维护

员工的知情权，把这个权重告诉员工，员工可以定量地

理解自己的工作责任关系，对谁负责，负多大的责任。

通过绩效评估反馈迭代，可以使权重设置充分体现工作

责任关系。前文提及，权重代表了工作关系中层级差的

量化，如对单位中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而言，他（她）主

要对他（她）的直接上级负责，上级权重就比较高，而

基层员工也要评估所在部门的负责人，使得部门负责人

注意工作作风和个人修养。特别要强调的是，部门负责

人之间需要设定合理的非零权重，他们必须互相配合，

使单位整体效益最大化。因此，鉴于权重设定的重要性，

我们应当利用评估后的效果修正以后的设定，这种绩效

反馈的办法可避免主要领导管理工作的主观性。

异常值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馈员工工作关系的

实际情况。根据异常值出现关联性，可以反映出各层级

员工之间的关系。例如，两个员工之间互评多次出现远

低于其他同事给出的评分，形成较大的异常值，说明两

人工作关系可能出现了问题 ；如果某一部门负责人对自

己下属员工的评价不合理地远高于对其他同事的评价，

也会出现异常值，说明他（她）在工作中可能缺乏大局

观 ；单位领导也可以根据自己评分是否出现过多的异常

值，从中反省自己工作与下属关系问题，考虑是否自己

对他（她）们存在偏见，影响总体管理工作。

在上述被评人 B2 的例子中，可在绩效反馈环节分

析异常值体现的关联信息。全部评分异常值系数有 3 个

异常值，经领导调研分析，A8 评分偏好倾向于给部门

负责人打高分，结合日常迎合负责人喜好的表现，单位

领导认为应适当调低 B2 得分 ；A16、A17 在工作中对 B2

多有不满（也有恶意评分的倾向），虽无直接工作关系，

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B2 的干群关系有待改善。同时，我

们注意到不占权重的其他部门员工对其评分偏低（异常

值系数皆为负值），或侧面说明了 B2 在员工中的口碑，

单位领导可在谈话时提醒 B2 注意群众关系、工作方式

方法及在工作中处理问题的态度。

四、全视角绩效分配的线性模型

绩效分配是战略绩效管理的关键步骤，目的是根据

绩效考评给出相对客观的量化指标——综合评分，在绩

效工资总量约束下，给出符合事业单位或企业发展战略

目标、公平合理的绩效分配方案。[6]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

单位，战略目标大多不同，因此一个好的绩效分配模型

应该自动适应不同的目标。以下我们建立一个尽可能符

合各种战略性要求的线性分配模型，它有自动随目标条

件变化的自适应性。其实，在现代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发

展中，管理目标的确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比如，为了明

确地罚劣奖优，可要求最高得分者的绩效报酬是最低得

分者的较高倍数，也可以要求整个管理层的绩效报酬是

全体平均绩效的若干倍。我们的模型力争具备适应不同

绩效目标的普适性。

假设在以上的绩效评估模型中有 N 个被考评的对

象（员工）S1, S2,…S N…，他们构成了员工全体的集合 E，

E=G1 ∪ G2 ∪… ∪ GM，其中，设有 M 个岗位 G1,G2,…GM，

每个岗位包含 n1,n 2,… n M 个员工，因此，有以下约束 ：

我们可假设全体员工按如下岗位排列 ：

经绩效考评客观化处理，有对应的得分序列 ：

在绩效报酬分配中，设定岗位系数权重 ：在 Gα 岗

位上，岗位系数为ξα ；若岗位不存在，ξα=0 ；若最

低岗位系数设为 1，其他岗位可取合理倍数，比如在事

业单位中部门负责人ξα=2.0，骨干ξα=1.5，普通员工

ξα=1.0。

通常绩效报酬 ：

这是考评分数 Xα
k 和岗位系数ξα 的单调增函数，

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

 （1）

 （2）

其中，条件（1）意味着全体员工绩效总量是 T，这

通常是一个固定的数（要么由上级给定，要么是本单位

综合计划的结果）。在事业单位，由于员工基本工资占

比较大，设定得分最低者绩效报酬为零，但也可以设定

有最低绩效报酬，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这些做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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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维持单位的稳定发展。

本文研究的绩效分配线性模型，满足要求（2）的

一个绩效报酬的表达式可写为：

 （3）

其中，C 为标度因子，由总量 T 确定 ；λ由绩效报

酬管理目标决定。绩效分配模型的线性在于绩效报酬应

该与岗位系数成正比，与平移了（调整了）的绩效评分

也成正比，这既符合我们的直觉，也符合实际。从数学

上讲，看上去更一般的模型 ：

 （4）

其中 f 和 g 是一般的线性函数，只是满足 g(ξ=0)=0，

但是与自然科学中定量化不同，经济社会科学中的量

化（如效用、满意度等）通常只有序数的意义，而不

必过分地依赖基数化的结果。就经济学的效用而言，

E (A) =1.0，E ( B) =1.2，只代表 A 的效用小于 B 的效用，

B 比 A 更有用，但并不代表它们差别准确为 0.2 ；即使

E (C ) =1.5 时，A 与 C 的效用值差别是 0.5，也只是说，

与 A 比较 C 的效用更大。因此，本文的绩效量化评估

也如此，特别在事业单位，绩效评估分数有意义的是序

数行为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由公式（4）和公式（3）

表征的模型本质上没有差别，因此线性化的绩效报酬分

配模型具有普适性。

上述线性模型中，总量约束可以具体地表达为

ΣαΣkC ( Xα
k+λ)ξα=T。我们先对岗位内员工求和，再对

不同岗位求和，上面的总量约束可改写为一种意义清晰、

表述简洁的形式 ：

 （5）

其中 =ΣPαξα 是平均岗位系数，Pα= nα/ N 是员

工们在不同岗位 上的分布几 率函数 ； =ΣPα Xα

≥ΣPαXα= （ 是平均分数）是平均加权分数， Xα

= (1/ nα)ΣXα是同岗位员工的平均分数。根据方程（5），

我们可以由绩效总量等已知输入量确定标度系数 ：

 （6）
当λ由绩效分配管理目标确定下来后，要求 C >0，

可以反过来考察量化管理目标（如要求不同岗位员工的

差距倍数给定）是否合理。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绩效管理目标选择确定绩

效分配。

绩效报酬管理目标选择 I ：理想运行环境中，岗位

系数最高（低）的部门中，员工得分通常最高（低），否

则管理工作用人有误。设 G1 为岗位系数ξH 最高，其

得分最高 X1
1= H，设 G M 岗位系数ξL 最低，另最低得分

X M
n1,2,…,M=L，绩效报酬管理目标选择由下式确定 ：

即最高绩效报酬是最低绩效报酬的η 倍（收入差

距参数），(H+λ)ξH=η(L+λ)ξL，由此得到 ：

绩效报酬分配公式的显式 ：

其中一 个标度系数 C ' 由绩效 总量确定。 的确，

上述公式给出最高绩效 J ( H ,ξH ) =ηC 'ξL 和最低绩效

J ( L ,ξL) = C 'ξL 满足绩效管理目标 I，绩效总量约束给出

标度系数 C' ：

此分配公式默认，即使得分最低者也有绩效报酬，

即 J(L ,ξL)=ξLC '>0。又因为模型的合理性要求 C>0，给

出η 的取值范围 ：

如果我们按最高和最低报酬和岗位系数成比例，即

选择绩效管理目标η= HξH / LξL，即λ=0，此时绩效报

酬分布公式为：

它完全由考评分数和岗位系数决定，这是绩效分配

中较为常用的简化模型，应用的前提是考评分数与管理

目标定性具有一致性。

然而，在事业单位中，通常绩效考 评 分数相对

集中， 如 最高 分 95 分， 最 低 分 80 分， 按以 上公 式

J(Xα
k=95,ξα=1)/J(Xα

k=80,ξα=1)=1.19，即在同样岗位系数

条件下，考评最优者与最劣者绩效报酬差别为 19%，几

乎无法起到激励作用。其实，对于不同的单位，绩效报

酬差距合理性是不尽相同的。在实际中，我们大多希望

绩效分配要发挥正向激励作用，管理者要根据管理目标

和实际情况，在η>ξH /ξL 范围内选择η 值，使最高绩

效和最低绩效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此分配公式不适用于全员得分分布

不正常、低分有较多异常值时，最低分值 L 太低，和其

他人差别太大，这个分配模型会拉低高分者的绩效分配，

使得绩效分配趋向平均主义。例如，如果最低得分是

一个异常值，按照我们绩效管理原则，将分数调低，其

他保持不变，这时 X-L /(H-L) 变大，A 值降低，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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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者绩效降低，而最高得分者绩效报酬也大幅度降低

（最低得分者绩效降幅的η 倍），从而趋向平均主义的

结果，因此不利于“奖优罚劣”，这就偏离绩效考评的

初心，适得其反。因此，我们针对绩效管理目标 I 建立

的绩效分配模型一般只适用于得分正态分布且最低分不

是异常值的情况。

为了解决分配模型对异常考评分数分布的适用性问

题，我们可以优化管理目标选择。

绩效报酬管理目标选择 I I ：最高岗位全体成员的平

均绩效是全体平均的η 倍（绩效报酬差距系数）。采用

这种目标选择，个别人的异常值调整不会过多地影响总

体结果，因此分配模型稳定。

由

得到

进而，给定绩效总量 T 和员工人数 N，我们由方程

（6）确定标度系数 ：

从而给出绩效报酬明确表达式 ：

因为绩效报酬 J(Xα
k,ξα) 是考评分数 Xα

k 和岗位系数

ξα 的单调增函数，因此要求 C >0。在实际中，通常最

高岗位全体成员分数总体上高于全体平均分数，由于 ：

则有 H- >0，此时要求η -ξH>0，即 ：

 （7）
这个不等式的重要意义在于，绩效差距参数选取不

是任意的，超过了这个极限，效果会适得其反。若最高

岗位全体成员分数与全体平均分接近， H- ≈0，η

的很小变化会引起 C 的较大变化，进而引起绩效的突变，

给管理工作的选择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本分配模型

也有不适用于实际应用的情况。

我们在几个特殊情况下，检验分配模型的合理性 ：

1. 当ξH/ =1，不区分岗位，每个岗位的岗位系数ξα=ξ

都是一样的。这时我们得到λ=- H+η ，从而得到 ：

此时，报酬完全由绩效评分决定，并保证最高岗位

全体成员的平均绩效是全体平均的η 倍。

2. 如果绩效管理只是强调效率优先，不顾及员工

的心理，或者不包括绩效报酬的基本工资比例较高，可

以要求最低分数绩效为零，即 ：

可以得到绩效报酬差距系数η ηH。这个公式给

出绩效差距参数的上限，超过上限，评分低者报酬即为

负值，这时绩效报酬分配无效。

现在仔细考察绩效分配公式的实践意义。绩效报

酬的第一部分来自绝对考评分数与岗位系数的乘积，而

绩效总量约束会导致内部不同岗位和不同员工间的内禀

再调整，其定量化作用由第二项给出 ：

 （8）
在实际的绩效管理工作中，人们总是希望绩效分配

能发挥更多的正向激励作用，希望重要岗位的员工报酬

更多一些，要求 β>0。这个要求对怎样设置绩效差距

指标η 值提供了理论上的约束。从公式（8）看，β>0，

意味着满足以下两组条件之一即可：

但是公式（7）已经排除了上面第一组条件，从而给

出η 有实际意义的取值范围如不等式（9）所示 ：

 （9）
需要指出的是，在ξH H / <η<ηH 的范围内，

β<0，但对于高分者激励性强，而对低分者会有隐性惩

罚，但不至于出现零绩效，直接造成心理上的打击，这

样的人性化选择也有利于单位的发展。

以下就上面举例的中物院研究生院实际情况为例 ：

30 名员工分为部门负责人、骨干和普通员工三个类别，

岗位系数分别为 1.4、1.2 和 1.0。考评分数如表 7 所示，

考评分数多集中在 80-90 分，部门负责人的平均分数

显著高于全体员工平均分数。假设 =10000，我们计算

得到不同η 取值下绩效分配方案。

1. 取η=ξH/ =1.265，则有 J(Xα
k,ξα)=ξα / 。此时，

绩效报酬只与岗位系数相关，与考评分数完全不相关，

绩效考评完全丧失了激励作用。

2. 取η= HξH/ =1.326，则有 J(Xα
k,ξα)=Xα

k,ξα / 。

这是绩效报酬分配中较为常用的简化模型，绩效报酬与

考评分数成正比关系。此时，全体员工中，绩效最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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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低额的 1.70 倍，在普通员工中，考评得分最高者

绩效报酬是得分最低者的 1.15 倍。

3. 取η=ξH( H-L)/( - L)=1.889，则有 J(Xα
k,ξα)= 

ξα (Xα
k-L)/( - L)。此时，得分最低者绩效额度为零，

绩效最高额是全体平均绩效的 2.54 倍。

4.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ξH/ <η<ξH H/ 范

围内，绩效差距较小，在实际中可能难以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在ξH H/ <η<ηH 的范围内取η=1.500，全体员

工中，绩效最高额是最低额的 3.10 倍，而在普通员工中，

考评最优者绩效额是考评最劣者的 1.85 倍，考评最劣

者绩效为平均绩效的 0.56 倍。

五、总结与讨论

结合具体的管理工作实践，本文建立并研究了基于

异常值分析进行评分客观化的全视角绩效管理模型。其

中的关键是通过全视角评估方式得到每位成员的绩效

考评初始量化分值。然而，考虑到在实际管理工作中，

由于人为因素导致恶意评分有之、人之亲疏有之，诸多

原因都可能导致量化赋值异常，若不加处理量化分值就

不能客观，对个人也不可能公平。为此我们依据已有探

索，引入了计入量化赋值偏差的异常值分析方法，调整

评分，使其尽可能客观。此后直接由客观化的分值和岗

位权重决定绩效报酬分配量。岗位权重由单位领导根据

前期工作经验事先确定，如要求重要岗位全体报酬是平

均绩效的若干倍，以量化绩效报酬管理目标。  

全视角绩效管理模型在事业单位的管理实践中，有

以下可兹利用的要素：1. 定量地约束了单位领导和部门

负责人的权力，单位领导只能在规制下行使个人绩效报

酬分配职权，从而制度化地遏制来自个人特质的制独断

专行。2. 领导干部有规制化的调控手段实现自己预想的

管理目标，如可事先设定好评分权重，当异常值出现时

对评估分数具有有限调节权（如 3%-5%）。领导还可以

通过设定绩效报酬分配目标体现自己的管理意志。3. 部

门负责人对下属员工有较高的评分权重（如 40% 甚至

更高），但若有袒护倾向或“穿小鞋”行为，一般会出

现评分异常值，赋予上级领导调节权，相当于负责人放

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力。部门负责人互相评分有利于制约

部门利益过度化的问题。4. 普通员工对上级负责人评分

可以体现民主管理的量化，同时个别员工的恶意评分会

被异常值分析甄别剔除。5. 允许少数主管领导在严格保

密的前提下知晓下层员工相互评分详情，绩效评估可以

反映出工作关系 ；比较部门负责人对部门内外的评分，

可以看出他（她）的大局观和工作严谨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模型与其他经济社会科学中

的量化方法一样，也遇到了量化用到的基数值是否合理

（如岗位系数、关系赋值等）的问题。但是，通过借鉴

以前经验，我们在评估前事先给出定量关系，亦可避免

主观性导致的不公正。模型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评估异

常值调整需要大量额外信息。对于成员数量不大的组织

单位，可以通过调研和面对面的讨论，判定异常值合理

与否，但对于成员数量大的组织单位，存在信息沟通困

难，该方法有效性会受到一定限制。我们设想可以采取

分组分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否可行，既需要理

论可行性的进一步研究，也需要在管理实践中不断探索

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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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tli-
ers Analysis
 Ping Jing, Zhang Huiqin, Sun Changpu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articular role of contextual performance i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we study a two-di-

mensional strateg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outlier analysis, overall task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s, and pro-

posed an integrated scheme fro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o profit 

reward distribution, which was applied to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achieved the expected results. This all-perspectiv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cheme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1. Accordin、g 

to the weighted score of all employees in the working hierarchy, the 

supervisor can obtain an objective and fair score reflecting the bal-

ance of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ests through a quantitative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outliers analysis of the score deviation; 2. 

Establish a profit reward distribution model with objective score and 

post weight input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total performance profit, 

so as to achieve strategic management that meets the performance 

reward target; 3.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from performance eval-

uation, the whole-perspective strateg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odel fully reflect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management: It is 

showed from the correlations of outlier deviations that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for work between employees is understood, and the 

future post and its weight are adjusted accordingly, so as to achieve 

strategic objective of management with performance feedback.

Key Words  Whole-perspectiv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on-

textual Performance; Outliers Analysis; Profit Reward Distribu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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