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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团队中“共享心智模型”的构建能够促进知识共享，提升绩效，有必要研究将“共享心智模型”应用到工程项目知
识管理中，并分析如何促进工程项目团队中“共享心智模型”的形成。在构建“共享心智模型”形成过程模型的基础上，分
析了阻碍其形成的因素。从工程项目层面构建了“共享心智模型”框架，即设计了能够促进工程项目团队构建“共享心智模
型”的信息化平台。为配合“共享心智模型”模型框架的实施提出了促进知识共享的激励措施以提升工程项目的知识管理水
平并改善团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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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Based on Shared Mental Models
LIU Rui，LV Wen-xue，YAN Qian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y，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E-mail：liuruiaijiu@gmail.com）

Abstract：Shared mental models（SMMs）are helpful in promoting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team members，thu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hole project team. The paper attempts to figure out a way to apply SMM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Furthermore，the paper tries to know how to form SMMs. Based on the formation model of SMMs in
project teams，the paper analy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which hinder the formation of SMMs. Finally，the paper designs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MMs project team，which aimsat improv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ea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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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包含生产、理解、共享和再使用四个
方面，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知识循环过程。知识共享
[1]

和人员流动而逐渐消失。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强化工程项目知识共享的

是知识管理的关键 ，是指个人或集体借助一定的

及时性。目前，关于知识共享的研究涵盖了信息技

技术途径将自己的知识（信息、经验、技术等）以

术、信息沟通、组织学习、市场和系统等角度。然

[2]

口头的或书面的形式传递给他人的过程 。知识共

而，这些研究或是仅从某一方面分析，未能系统地

享的能力越高，员工获取所需知识的能力就越强，

梳理影响知识共享因素；或是强调建立能够促进知

知识的价值越高。然而，在工程行业，项目团队由

识共享的文化氛围的重要性，但却又回避如何建立

来自不同企业、部门以及专业的人员组成，完成特

的问题。因此，需要寻求有效的基础理论来引导工

定的建设项目。项目团队大多是临时的团队，因为

程项目知识管理，实现知识共享环节的高效。

它一般在项目结束之后就会解散。因此，如果不能

本文基于“共享心智模型”的理论对建筑工程

够及时地共享项目设施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知识（事

项目的知识管理进行研究。在构建“共享心智模型”

实，经验和技能等），这些知识就会随着时间流逝

形成过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阻碍其形成的因

收稿日期：201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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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并且设计了促进工程项目团队构建“共享心智
模型”的信息化平台，为促进知识共享，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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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依据
“心智模型”作为心理学上的一个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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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能够掌握并应用解决问题所必要的知识，是本文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此，必须要找到影响“共
享心智模型”形成的因素。Kraiger 等[9]提出了一个
用以分析影响“共享心智模型”的不同因素的概念

被用来解释人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一种看法认

架构，具体包括环境、组织、团队和个体 4 个层次。

为，
“心智模型”是一种“知识结构”，而这些知识

武欣等[10]指出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团队成员之间

结构能够被用来描述、解释以及预测周围的世界[3]。

的友谊关系、团队成员的满意度与“共享心智模型”

“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s）的

之间有正向关系。

概念最早由 Cannon-Bowers 和 Salas 提出，他们将

基于以上关于“共享心智模型”研究成果的分

“共享心智模型”定义为：团队成员所持有的一种

析，并且确立构建工程项目团队“共享心智模型”

知识结构，它使团队成员形成对于任务的准确解释

的目标是提升项目团队知识管理水平之后，可以从

和期望，从而能够协调成员的行为，并能适应任务

环境（包括是否存在推动知识共享的条件等）、组

和其他成员的需求[4]。

织和团队（包括内部关系是否和谐、是否采取了必

过去的十几年里，“共享心智模型”被用来研

要的措施等）、个体（包括是否有知识共享的主动

究团队功效。团队中存在的能够指导成员行动的

性等）3 个方面考虑并构建工程项目团队内部“共

“共享心智模型”有助于提升团队工作的效率[5]。

享心智模型”的形成过程模型（见图 1）。

适应能力被认为是高绩效团队必备的一项重要能
力。“共享心智模型”能够提供关于上述团队适应
性的机制的解释，即“共享心智模型”所提供的能
动性能够使团队快速高效地在困难的情况下重新
组织策略。国内学者也做了大量深入的相关研究。
“共享心智模型”可帮助
白新文[6]、曹科岩[7]指出，
团队成员正确一致地对任务进行评价和预期，从而
使成员的行为相互协调，尤其对于需要密切配合的
工期紧张的任务，能够通过降低过程损耗来保持甚
至提升团队绩效。吕晓俊[8]的研究指出，共享心智
模型的一致性和准确性越高，越能促进团队绩效。

图 1 工程项目团队内部的“共享心智模型”形成过程模型

同时，针对“共享心智模型”形成过程的研究，白

“共享心智模型”的形成过程分为 3 个过程：

[6]

新文 指出团队成员在共享信息和想法的基础上修

内部和外部知识交换过程、内部环境作用过程、措

改和提高各自的“心智模型”，最终形成“共享心

施实施过程。工程项目团队在这 3 个过程中存在的

智模型”。

问题会阻碍其形成“共享心智模型”
。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共享心智模型”能够
改善组建成工程项目团队不同背景的成员之间缺

内、外部知识交换过程
内、外部知识交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知识

乏共同认知的局面，通过共享机制，使工程项目团

流失到外部。这是因为工程项目团队内部与外部存

队成员对问题的认知程度增强且更易形成共识，降

在着知识的交换，一方面，项目团队从外部获取必

低信息沟通成本，避免重复错误的发生，从而提高

要的知识以弥补自身某方面知识的欠缺；另一方

工程项目团队的工作效率。

面，项目团队内部的知识流到外部，而这两种知识

2

问题分析

2.1

流动的过程都是非可逆的。
因而，一旦工程项目团队内部成员流失到团队

工程项目知识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团队成员知

外部，而其个人“心智模型”中的知识还未能转化

识共享程度较低的问题，导致某些人员在面临棘手

到整个工程项目团队的“共享心智模型”中，就将

的工程问题时，难以及时获取并应用必要的知识来

为整个项目造成损失。例如，在技术招标过程中，

解决问题。如何帮助工程项目团队构建“共享心智

负责技术方案的工程师流失到项目团队外部，导致

模型”，以实现个人知识的及时共享，从而其他成

该技术方案要求的核心知识一并流失，最终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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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在大部分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逐步得

内部环境作用过程
“共享心智模型”产生于项目团队内部，因此

到应用，但就我国而言，网络技术在工程项目领域

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整个工程项目团队

己做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储存在个人计算机上，很

内部环境的影响。这里的“环境”所指的是工程项

少将方案共享。这样，当其他人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目团队内部的文化氛围。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够促使

时，因无法从以往的解决方案中获得有益的经验，

项目团队成员产生将自己的知识与其他成员进行

就得从头做起，导致团队工作绩效下降。因此，通

分享的心态，并有助于项目团队成员之间的协同合

过构建“心智模型”共享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团队

作，进而促进“共享心智模型”的构建。然而实际

成员及时获得解决棘手问题的必要知识，这对于项

上，每个人都有利己心理，而“共享心智模型”的

目团队工作绩效的提升大有裨益。

2.2

构建需要利用的是利他心理。利己心理将导致知识
囤积，而利他心理会促使共享行为的产生。因此，

利用程度仍然很低。例如，项目团队成员一般将自

3

工程项目层面“共享心智模型”构建框架

如何有效地引导团队成员在利己心理和利他心理

鉴于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大量信息以及

的矛盾作用下的行为，对“共享心智模型”的构建

繁多的工序，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来解决问题，为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了实现高效准确的知识管理，有必要结合信息技

2.3

措施实施过程
措施实施过程是指工程项目团队内部的管理

术，搭建以网络信息平台为载体的“共享心智模型”
构建框架。另外，还需要将线上的共享活动与线下

人员通过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共享心智模型”

的交流活动有机结合，配合必要的能够促进工程项

能够在整个工程项目团队快速地形成。然而，在现

目团队成员进行知识共享的激励措施，推动工程项

实情况中，工程项目团队在采取措施的过程中仍然

目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的构建，从而实现有效的

存在比较多的问题。

知识管理。构建的“共享心智模型”框架如见图 2

（1）共享的模式单一。传统上，工程项目中

所示。

的技术类知识的学习采用的是“师傅带徒弟”的“干
中学”方式，即徒弟通过观察师傅如何工作并且亲
身练习和操作的过程，慢慢地掌握诀窍、逐渐形成
类似的“心智模型”。这种共享的方式能够使徒弟
较好地掌握必备的技能，但要对某些专业技能有较
深的理解和运用往往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这样就
很难适应工程项目在时间上的要求，因为某些工作
要求的工期非常紧迫。因此，工程项目团队有必要
在传统的知识共享模式之外发展并应用更多的知
识共享模式。
（2）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工程项目团队成
员个人的“心智模型”很难产生共享的自发性。项
目团队成员之间虽然需要合作，但是更存在着竞
争。因此，员工会担心将知识共享之后将导致自身
地位的降低。特别是当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能为自己
带来比其他人更多的报酬时，这些成员就更加缺乏
进行共享的动机。因为他们进行知识共享的结果是
自己丧失了原有的技术优势，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损
害。所以，工程项目团队必须要实行适当的激励措
施，对知识共享者进行奖励，弥补由于知识共享可
能给其造成的损失。
（3）缺少“心智模型”共享平台。尽管目前

图 2 工程项目层面构建“共享心智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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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层
基础设施层构成了工程项目知识的传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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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划分为 3 个功能更加具体的子层面：知识整
合平台、实践社区和专家黄页。

它是文中基于“共享心智模型”工程项目知识管理

（1）知识整合平台是业务应用层的核心模块。

系统的最底层。基础设施层由通信网络和硬件设备

它能够为知识管理系统的用户提供一个友好的协

两部分组成。其中，通信网络层位于基础底层，用

同工作环境。针对工程项目知识具有“碎片性”的

于支持工程项目信息的传输。而硬件设备层是知识

特点，知识整合平台能够完整地支持知识挖掘以及

管理系统内存取工程项目信息的物理结构，它与通

案例的表示、储存、检索以及更新等知识管理过程，

信网络层协同工作，共同为该系统提供硬件支持。

实现从信息到案例，从经验到知识，从专有到共享

3.2

数据资源层
数据资源层为整个知识管理系统的稳定运行

的转化。
（2）实践社区将工程项目团队内的工作人员

提供数据支撑，是整个系统的关键层。通过利用结

依据不同的工作角色和内容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

构化以及非结构化的数据管理技术，该系统构建了

临时性的讨论团体。不仅能够有效地总结、记录和

能够帮助解决工程项目中问题的案例库、知识库和

存储讨论组内部人员的知识，还可提供一个在线交

专家库。这些数据库相互关联，有力地支撑系统用

流的平台，从而有助于知识在团队成员之间及时的

户对工程项目领域中知识及专家信息的获取和类

共享。

似案例的借鉴。

（3）专家黄页的功能是将与项目相关专家的

应用支撑层
应用支撑层是位于数据资源层和业务应用层

个人背景和专业知识领域以及其处理过的案例等

之间的一个逻辑平台。它由若干基础性软件组成。

队成员能够查找到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同时，系

在功能上，它与上下两个层次紧密关联。对于下面

统提供在线答疑的功能使得工程项目团队成员能

的数据资源层，应用支撑层提供最基础的对工程项

够直接向专家提问，从而能获得相应的知识。

3.3

信息进行整合，并提供查询功能，使得工程项目团

目中的知识进行数据处理的服务。它能够挖掘并整

由此可见，通过业务应用层的 3 个子层面相辅

合数据资源层的各类数据，具有包括文本挖掘等数

相成的作用，系统能够为工程项目团队提供一个

据处理机制，检索算法和案例推理，以及维护案例

“用户友好型”的网络交流环境，促进工程项目团

库、知识库和专家库等功能；对于上面的业务应用

队内部知识的共享，使面对棘手工程问题的人员及

层，应用支撑层能支持其功能的实现。一方面，它

时获得必要的知识。

能提供外部数据接口，便于将外部必要的能够解决

3.5

工程项目问题的知识导入系统内部，实现标准、规

知识门户层
知识门户层是用户进入系统的接口，使用户能

范的数据和信息的操作与管理。另一方面，应用支

够访问各个业务子系统。用户进入系统进行操作之

撑层下设的用户界面可以为知识管理系统应用功

后，该层会进行响应并且能够显示处理结果。利用

能的进一步开发提供支持。

这个平台，工程项目团队成员可以查询工程项目领

因此，应用支撑层的设计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

域中类似的案例和知识，或与其他从事类似工作的

建筑业中工程项目团队内部知识的共享和整合，尽

成员进行在线交流和探讨遇到的问题。同时，还可

量地避免由于人员流出造成的工程项目团队在知

以通过专家黄页来查找并问询某个领域内的专家。

识上的损失。同时，在知识流入一侧，应用支撑层

通过上述各种途径，工程项目团队成员可以获得相

能够使工程项目团队有效地获取外部的知识，从而

应的知识。这种方式有助提高知识共享效率，降低

保证工程项目团队在知识管理过程中始终具备知

工作成本，提高工程项目团队工作绩效。

识更新的能力。

同时，系统赋予工程项目团队成员上传案例的

业务应用层
在工程项目知识管理系统中，业务应用层处于

权限，并按照其上传案例的数量和质量，给予积分

核心位置。通过采用有效的技术手段，该知识管理

也将获得积分奖励。积分的高低对应用户权限的多

系统能够提供知识挖掘、表示、共享、利用等服务，

少，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成员共享知识行为。

指导工程项目团队成员解决问题，做出决策，提升

3.6

3.4

工作绩效。为了适应系统的功能需求，需要将业务

奖励。另外，用户进行问题解答、分享知识等操作

线下活动层
线下活动层与线上活动层相互配合。线下活动

·070·

工

程

管

理

学

报

第 28 卷

层的功能主要是实现工程项目团队成员之间能够

列促进知识共享的激励措施。工程项目团队的“共

“面对面”地进行近距离交流。这有助于加深成员

享心智模型”的构建能够提升知识共享程度，优化

相互的了解，提升协同合作默契程度。同时，通过

对工程项目知识的管理，最终提高团队绩效。

召开线下讨论会、讲座等活动，可以促进工程项目

后续的研究还将结合知识管理方法和信息技

团队内部友好的知识分享的氛围，强化各个成员进

术的进步，不断地完善整个“知识共享”的信息化

行共享知识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线下活动层是开

系统。同时，对于该应用“共享心智模型”的工程

展激励措施的重要环节。在线上活动中积分高的团

项目知识管理系统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通过实际

队成员将被邀请举办讲座、开设培训等活动，并将

应用效果进行论证。

被授予“知识明星”等荣誉称号。同时，可以根据

参考文献：

成员积分高低划分档次，给予对应的物质激励。
3.7

访问控制层
访问控制层是基于“共享心智模型”构建工程

项目团队知识管理系统的最外层。它的功能主要是
确保系统用户能够对系统中的各类资源进行安全
的访问。由于系统用户包括工程项目领域中的技术
人员、专家以及系统管理员，他们各自对于用户界
面、系统功能以及访问权限需求不同。因此，通过
认证身份和管理权限等方式，知识管理系统能够针
对不同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4

“共享心智模型”框架的实施
通过网络信息平台的搭建，将工程项目领域的

大量知识存储在数据库中，提升共享知识的效率，
形成知识管理的设施基础。其次，通过设置用户访
问知识管理系统接口，用户可将自己所掌握的经
验、技能等信息上传到系统中，经过整合和再表达
的过程形成易于被分享的工程项目知识表示形式，
从而可将基于项目特性的知识更新到数据库中。同
时，该系统不仅允许用户组建“实践社区”在网络
上进行相关知识的分享，还能够组织用户开展线下
的面对面交流会、讲座等活动，这样就可以丰富知
识共享的途径。为了更好地促进工程项目团队成员
知识共享的自发性，该“共享心智模型”构建框架
设计考虑采用必要的激励措施，包括给予上传和分
享知识较多用户线上的积分奖励，以及线下分级的
荣誉和物质奖励等措施。用户的共享活动使系统不
断完善。通过上述的共享平台设计，创造利于知识
共享的条件，从而实现有效的项目层的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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