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测量：模型构建及效度检验
张水波，康飞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３０００７２）
摘要：在相关领导力与胜任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理论模型，对其操作化测度维
度进行了刻画，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效度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和区
分效度；工程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可以分为情商、人格魅力、项目管理和认知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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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项目经理是影响工程项目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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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ｇ等通过行为事件访谈法，归纳出优秀项目经理应该

项目团队这个临时性组织的最高领导，其要对整个项目的

具备的１２项胜任特征，包括成就导向、积极主动、信息搜
寻能力、关注客户需求、影响力、自信、团队合作能力、团队

绩效负责，保证项目满足质量、成本、工期、安全的要求，最

领导力、分析思维、概念思维、自我控制能力和灵活性

终达到业主的满意…。但工程项目具有内生的独特性和

等口’。Ｆｉｓｈｅｒ通过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法得出项目经理

复杂性，需要来自多个组织的专业人员的共同合作，由此

在人员管理方面应具备以下６项关键胜任特征，包括行为

对项目经理的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需要其具备一系列

特征理解力、领导力、影响力、真实重要行为、冲突管理能

的胜任特征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力和文化意识Ｈ。。

胜任特征（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是指与卓越的工作绩效相联

在国内，施骞对项目经理需要具备的领导素质和软技

系的个体潜在特征，包括知识、技能、自我概念、特质和动
机等。这个概念最早由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正式提出，用于取代传

能进行了调研，发现责任感、积极主动性、自信心、口头沟
通能力以及关系协调处理能力等特征对于项目经理最为

统的智力测验。１９８２年，Ｂｏｙａｔｚｉｓ将胜任特征的概念应用

重要”。。潘晓丽、廖奇云和任宏根据项目经理的工作内

于管理工作，使之迅速普及。作为管理人员中的一个重要

容，将其能力分为现场管理、人际促进、风险管理和项目控

群体，项目经理应该具备哪些胜任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和实

制等九个部分∞ｏ。强茂山和阳波通过问卷调研和访谈的

业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其认为项目经

方式，得出了对于项目经理最为重要的１２条资质要求，包

理应该掌握的技能和具备的素质，Ｐｅｔｔｅｒｓｅｎ更是对优秀的

括领导能力、沟通技巧、人格品质等…。齐晓、黄吉欣和方

项目经理应该具备的特征进行了文献综述，给出了项目经

东平对项目经理领导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只有在任

理胜任特征的总体轮廓，如决策技能、沟通技能、人际技

务管理和人员关心两个方面都同时表现良好的项目经理
才能最有效地保证项目绩效＂ｏ。吕文学和宋俊认为较好

能、谈判技能、大局观、灵活性、适应性、正直、专注等雎ｏ。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１７２１４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７１２３１００６）
作者简介：张水波（１９６８一），男，河南兰考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与国际工程合同管理；康
保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项目经理胜任力。

飞（１９８６一），男，河北
·７３·

万方数据

的技能、较高的情商、高尚的个人品格和对项目的热情是
项目经理成功领导的支撑要素，具体体现在沟通能力、冲

控制和人际交往水平，主要受其情商影响。工程项目作为

突解决能力等方面’９ ｏ。丁荣贵强调了心态对于项目经理

织内外部的大量的人际交往关系。在外部，要设身处地地

的重要性，指出技术专家出身的项目经理要在关注人员、

为客户着想，专注于发现并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与客户迅

追求满意、管理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崔彩云和王建

速建立起良好关系；在内部要了解下属，关怀下属。要处

平则根据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将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

理好这些关系，就需要其具备良好的合作意识，愿意与他

分为组织领导能力、个人素质、目标管理能力和基础知识

人进行合作，并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使人愿意接近，在自我

技能四个方面¨“。

管理方面则要善于调节、控制自身情绪，能够积极乐观地

然而，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识
别、评估、比较以及与项目特征的匹配性等方面，对胜任特
征的内部结构及其操作化度量的探究明显欠缺。因此，工
程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对于项目管理绩效的实际贡献并
未得到实证数据的检验，这不仅制约了项目经理对于项目

一个复杂的社会交互过程，需要项目经理妥善处理来自组

看待人际互动中的各种问题。
人格魅力维下的胜任特征综合体现了一个优秀项目
经理的个人魅力。作为项目团队这个临时性组织的最高
领导，项目经理的个人魅力至关重要，其是团队成员之间
精诚合作和互相配合的凝合剂，使得团队成员乐意追随项

绩效的作用机理的揭示，也使得项目经理的选拔和培训工

目经理来共同完成项目目标。作为拥有极强个人魅力的

作存在理论上的不足。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工程项目经

项目经理，首先是一个负责任和诚信的人，没有人愿意和

理胜任特征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其概念界定，开发其测量量
表，并通过实证数据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确定工

一个逃避责任、不讲诚信的领导合作，这样的领导也很难

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结构维度和具体指标。

要率先垂范，积极主动，凡事以团队利益为先，才能赢得下属

２理论模型构建

的自觉尊敬和支持。同时，项目经理也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对于领导者胜任特征的维度结构的研究，比较有代表

给团队成员带来希望。在团队工作的过程中，项目经理更

和对自己强烈的自信心，来激励下属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性的是Ｄｕｌｅｗｉｃｚ和Ｈｉｇｇｓ¨“，两人通过广泛的文献分析和

项目管理维下的胜任特征直接反映了项目经理工作

充分的实证数据检验，识别了１５项领导者胜任特征，并将

水平的高低，是作为项目经理必须掌握的硬实力。作为一

其分为三个维度：智力维、管理维和情商维。智力维反映

个合格的项目经理，必须能够根据工作任务情况，对资源

领导者的认知水平，要求其具有远见和战略视角，并拥有

进行恰当的分配，同时控制和协调项目的整个活动过程，

很强的分析能力；管理维则反映领导者在管理技能方面的

使之相互融合；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要与组织内外部的

水平，如资源配置、沟通、授权等技能；情商维则反映领导

相关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快速、准确地接收来自项目

者情商水平的高低，包括情绪复原能力、影响力、人际敏感

各方面的信息，并明确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和态度，同时也

性等特征。Ｇｏｌｅｍａｎ也强调，情商是区分卓越领导者与一

般领导者的关键特征，其关注自我管理和人际互动，并体

要对项目过程中的工作冲突和人际冲突进行有效的预防
和恰当的处理，以保证各方合作的顺利进行。此外，工程

现在自知、自控、自励、同理心和社交技能五个方面¨…。

项目的高度不确定性也要求项目经理具备很高的风险管

此外，也有许多学者从领导魅力的角度研究领导问

理水平，能够有效识别、分析和控制各种风险因素。

题，其强调领导者以强大的个人感召力来影响下属，认为

认知维下的胜任特征反映了项目经理对外界事物进

魅力型领导应该具备强烈的自信心、强大的支配力，以及

行认识、判断、评价的能力。在工程项目复杂多变的环境

对于信念和道德的坚定性，来确保下属的跟随。并且，魅

下，项目经理要具备极佳的分析判断能力，能在复杂的关

力型领导都有愿景，愿意为愿景承担个人风险，能够敏感

系中看清问题的本质，从而做出恰当的决策。同时项目经

体察下属的需求，并作出不平凡的行为。尤其在中国情境
下，由于管理行为嵌入在关系文化之中，领导者的个人魅

理要能够全面、系统地看待项目，明确项目环境和各利益

力对赢得下属的信任，改善下属工作态度，提升团队绩效

对项目进行全局的把握。

相关方对项目目标的影响关系，并具备大局观和前瞻性，

具有重要的作用¨４’”ｏ。冯江平和罗国忠对中国文化背景下
的魅力型领导特质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与国外研究相
比，品德是中国领导者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参照以上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采取了以下四
个步骤来完成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结构模型的构建和
维度分析：第一步，对文献提出的项目经理应该具备的胜

任特征进行全面梳理，将其整理成列表的形式；第二步，根
圈ｌ胜任特征模型的概念结构

据各项胜任特征的内容相近性对其进行聚类，经过研究小

组的反复讨论最终将所有胜任特征项分为四个维度；第三
步，对各维度下冗余、重复的条目进行删减、合并或重构；

３研究方法

最后，对各个维度进行命名，分别为：情商维、人格魅力维、

３．１量表编制

项目管理维和认知维，如图ｌ所示。
情商维下的胜任特征反映的是项目经理的自我情绪
．７４．

万方数据

量表的编制过程就是对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的过程，
并最终形成胜任特征各维度的测量题项。基于前一部分

构建的集成模型，本部分根据量表编制的一般原则与流

表所包含的具体测量题项，通过文献分析以及专家小组多

程，采用文献分析与专家访谈的方式得出工程项目经理胜

次研讨的方式获得，以此形成初始量表。在初始量表的基

任特征的测量题项。

础上，形成一份初始的调研问卷。由学术研讨小组对其进

胜任特征主要体现在项目经理为有效完成职位工作

行讨论，进行修改与完善；然后将问卷提交给从事工程项

所应具备的个体素质，本文对其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即

目管理工作的实务人员进行试填写，并请其提交反馈意

通过测量工程项目经理的情商、人格魅力、项目管理能力

见。由此进行反复修改，最终形成本次调研问卷。最终的

和认知能力来定义胜任特征这一抽象概念。从而，本研究

调研问卷共包含１８个题项，采用Ｌｉｋｅｒｔ五分制量表的形

的胜任特征量表要由上述四个分量表组成。对于各分量

式进行测量，如表１所示。

表ｌ

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维度及测量题项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是一个可靠的量表。对于

３．２调研对象

本文运用自行编制的共计１８个题项的“工程项目经
理胜任特征量表”，在北京、天津、武汉、深圳和成都等５个

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若大于０．２，则是一个可接受的量
表。表２展示了对量表进行ＳＰＳＳ分析后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

城市的１８个企业进行数据采集，调研对象为有实践经验
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以邮件和现场发放相结合的方式

系数和条目问平均相关系数的数值。分析结果显示，４个

共发放问卷６２３份，回收问卷２４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２８

关系数也都大于ｏ．２，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分量表的Ｃｍｎｂａｃｈｇ仅系数都在０．７以上，条目间平均相
表２量表信度检验

份，回收率为３６．６％。其中，１０３人来自工程建设单位，占
４５．１８％；９２人来自设计咨询单位，占４０．３５％；３３人来自
其他单位，占１４．４７％。从工作经验来看，从事工程管理
业务超过５年的调研对象达到１６６人，占７２．８１％。可见，
调研对象对本次调研主题都有深入的了解，保障了调研数
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３．３统计处理

对于量表信度的检验，采用Ｃｍｎｂａｃｈｇ ａ系数法和条

４．２效度分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处理

效度分析用来检验测量题项是否能够真正地测量出

工具为ＳＰＳＳ ２０．０；对于效度的检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所需测量的潜在构念的真实含义，反映的是潜在构念与测
量题项的内在联系。一般而言，效度可以分为三种：内容

目间平均相关系数法（ｍｅａｎ
的方法，处理工具为ＡＭＯＳ

ｉｎｔｅｒ—ｉｔｅｍ

７．０。

４数据分析与讨论
４．１信度分析

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建构效度。内容效度是指构成量表
的项目集反映整个研究主题的程度，其检验方法是邀请该

为检验维度下测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本文采用
Ｃｍｎｂａｃｈｇ仅系数和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对其进行信度分

领域专家对编写的全部题项逐个进行评议，以检查题项的

析。理论研究表明，若Ｃｍｎｂａｃｈｇ ａ系数大于０．７，则说明

外在效标之间的符合程度，若两者相关性很高，则表示效

完整性和全面性。效标关联效度是指题项的测验分数和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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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关联效度高。建构效度是指测验能测量到理论上的构
念的程度，其可进一步分为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收敛效
度是指同一构念的不同测量题项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区分
效度是指不同构念的测量题项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调研问卷设计过程中，经过专家小组的多轮讨论和修
正，保证了测量题项的内容效度，并且由于问卷并未引入
外部效标，因此测量工具效度检验的关键在于建构效度的
分析。对于建构效度，通常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
其进行检验。

（１）因子分析条件检验
因子分析的前提是各变量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

０

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测量工具的建构效度进行
检验之前，需要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考察其是否适合做因
子分析。一般采用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的方式
对其进行分析，ＫＭＯ值大于０．７，并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的
统计值显著性Ｓｉｇ值小于０．０５，才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计算相应统计值，结果显示量表的ＫＭＯ值为
０．８６３，大于０．７；并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
Ｓｉｇ值小于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样本数据可以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

（２）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主要是通

图２项目经理胜任特征测量模型
表３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统计值

过分析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以判断模型是否得到
样本数据的支持。研究选用最大似然法作为参数估计的
方法，并选用ＣＭＩＮ／ＤＦ、ＳＲＭＲ、ＧＦＩ、ＣＦＩ以及ＲＭＳＥＡ五

个指数对模型拟合度进行评鉴。ＣＭＩＮ／ＤＦ是卡方自由度
比，其数值小于３．０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ＳＲＭＲ是标
准化残差均方根指数，反映的是理论假设模型的整体残
差，其数值低于０．０８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ＧＦＩ指数
是拟合指数，表示假设模型可以解释观察数据的方差与协
方差的比例，其数值高于０．９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
ＣＦＩ指数反映了假设模型与无任何共变关系的独立模型
的差异程度，其数值高于０．９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
ＲＭＳＥＡ是近似误差均方根，其数值低于０．０８时，表示模
型拟合度良好…１。
通过ＡＭＯＳ软件绘制测量模型，对其进行数据拟合，
并根据修正指数ＭＩ对模型进行小幅修正之后，最终获得
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后的相关统计值，如图２和表
３所示。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量表的拟
合度指标均符合相关阈值要求，与数据拟合良好，说明了
理论模型的结构合理性。并且，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
子载荷值也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Ｏ．７２～ｏ．８５，Ｐ＜０．０１）。
通过标准化因子载荷可以计算平均方差提取值（Ａｖ—

对于量表区分效度的检验，通过比较各维度间完全标
准化相关系数与所涉及各维度自身ＡＶＥ的平方根值大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以表征量表的收敛效度。
ＡＶＥ反映了潜在构念可以解释测量题项变异量的比值，

来获得，若模型中任何一个维度的ＡＶＥ均方根值都大于

其数值越大，表示测量题项越能有效反映潜在构念，当

效度。表４展示了量表各维度间区分效度的检验结果。

ＡＶＥ值大于０．５０时表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通过计算发现，４个维度下的ＡＶＥ值分别为Ｏ．６３５，

其中，位于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各维度的ＡＶＥ平方根，非

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则表明各维度问存在足够的区分

０．６３７，０．６４７，０．６０９，均超过０．５的阈值，表明量表具有较

对角线上的数字则表示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
４可以看出，量表各维度的ＡＶＥ均方根值都大于其与其

好的收敛效度。

他维度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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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量表不同维度间区分效度检验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

ｉｏｕ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２９（８）：９９４—１００２．

ｈａｌ ｏｆ

［５］施骞．复杂环境下项目经理的领导素质与技能研究［Ｊ］．项目管
理技术，２００６（９）：２１—２３．

［６］潘晓丽，廖奇云，任宏．国际项目经理职业资格标准的研究与应
用［Ｊ］．建筑经济，２００５（９）：３１—３６．
［７］强茂山，阳波．项目经理的资质要求初探［Ｊ］．工程建设项目管
理和总承包，２∞５（１）：３８—４０．

５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对当前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
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提炼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
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集成模型，以此进行量表开发与

［８］齐晓，黄吉欣，方东平．建筑业项目经理领导有效性研究［Ｊ］．建
筑经济，２００６（１１）：６３—６６．
［９］吕文学，宋俊．项目经理的领导力要素分析［Ｊ］．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１７（３）：３５—３９．

问卷调研，并使用样本数据对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
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包含情商、人格魅力、项目管理和

［１０］丁荣贵．项目经理的心态［Ｊ］．项目管理技术，２００５（２）：４９—

认知四个维度的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模型是一个具有
统计有效性的模型。这不仅对工程项目经理的选拔和培

［１１］崔彩云，王建平．建筑工程项目经理胜任力模型研究［Ｊ］．建筑

训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也为揭示项目经理素质
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或其他中介变量作用机理的实证研

［１２］Ｄｕｌｅｗｉｃｚ，Ｖ，Ｈｉｇｇｓ，Ｍ Ｊ．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ｓ

Ｌ Ｒ，Ｈｕａｎｇｂ Ｃ

Ｆ，Ｗｕ Ｋ 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ｒｍｇｅｒ§Ｌｅａｄｅｔ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Ｔｅａｒａ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ｒｏｉｅｃ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Ｊ］．Ｉｎ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ｎａｏｎｔ，２０１１，２９（３）：２５８—２６７．

［２］Ｐｅｔｔｅｒｓｅｎ Ｎ．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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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ｊ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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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１，９

（２）：９９—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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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Ｗｈａ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Ｇｏｏ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１５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ｏ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

ｌｅａｄｅｒ［Ｊ］？Ｈａｒｖａｒｄ

系的研究［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１（８）：１０９一１１２．
［１５］董临萍，吴冰，黄维德．中国企业魅力型领导风格、员工工作态度与

群体绩效的实证研究［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０，７（１０）：１４８４—１４８９．
［１６］冯江平，罗国忠．我国企业魅力型领导的特质结构研究［Ｊ］．心
［１７］Ｈａｉｒ

Ｊ Ｆ，Ｂｌａｃｋ

ｓｉｓ，７ｔｈ

Ｗ Ｃ，Ｂａｂｉｎ Ｂ Ｊ，ｅｔ ａ１．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创新和商业信用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几年内升级现有产品
线的中小企业比其他中小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概率要高。
但是如果中小企业只推出新产品线，使用商业信用的概率
并不会提高。此外，结果表明，创新过程和研发活动与商

［４］Ｃｕｎａｔ Ｖ．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Ｓｕｐｐｌｉｅｍ∞Ｄｅｂ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

Ｂａｎｋ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ｍａｌｌ

结果还表明，产品创新与商业信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存
在于具有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中。

３９：２６３１—２６４２．

此时，商业信用作为一种融资来源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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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来源。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减少信贷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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