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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正在全面改变科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论, 特别地, 一些半

定量甚至定性的学科, 包括社会学、 心理学和管理学等, 都会转

变为基于大量数据分析的定量化学科。 本文以一个具体的实例,
展现了大数据分析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可估量的前景。 通过企业

内部员工社会化平台上留下的非干预数据, 本文构建了双层雇员

网络: 社会网络和互动网络, 分析了雇员网络的结构特征, 实现

了基于雇员网络的员工绩效分析和升离职预测。 本文是一大类具

有理论开创意义和实践开拓意义的人力资源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

起点。

1． 引言

世界上最难管理的对象是人。 把人员管理中屡败屡战的经验教训记录下来,
就形成了 “人力资源管理” 这门学科。 早在 60 年前, 彼得·德鲁克就在 《管理

实践》 一书中明确界定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 (Peter, 1954), 然而直到现在, 这

个学科还依然徘徊在定量科学的大门之外。
绩效管理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中发展最充分、 实际应用也最广泛的部分

———当一家企业脱离了 “安全基本靠狗、 通讯基本靠吼” 的阶段, 无一例外都

会制定绩效制度来管理员工。 但是, 即便是被很多企业都奉为圭臬的绩效和薪

酬管理, 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基于经验的事后补救。 因为当我们利用薪酬杠杆

给超额完成指标的员工发放胡萝卜, 同时向达不到绩效要求的员工展示大棒的

时候, 绩效结果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亡羊、 补牢、 再亡羊、 再补牢……
经历了多个循环还依然存活的企业管理人员, 会形成很多经验, 譬如 “女孩子

可能不适合带领这样的团队”、 “这类事情工科生最合适了”、 “这类项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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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太多, 而且要有老员工在里面”、 “说了多少遍了, 这种事情必须要白羊座

的人才能做好” ……这种经验可信吗? 换一家公司还适合吗? 能够像知识或者

基因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吗?
一些领先的企业和研究机构, 已经认识到有必要把大数据和定量分析引入到人

力资源管理中。 Google 公司从 2009 年就开始推行 “氧气计划”(Bryant, 2011), 用

科学算法归纳出高效领导人的运作法则。 通过对公司 1 万多名员工进行访谈和问

卷调查, 结合大量数据分析和建模后, Google 得到了 8 个成功经理人的指标。 麻

省理工学院的 Pentland 研究小组通过对一个 “八人头脑风暴团体” 进行追踪, 在

每天工作结束后记录下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次数。 他们发现, 沟通对于工作表现

至关重要, 即使员工在茶水间与其他同事进行与工作无关的聊天, 也会提高员工

的绩效 (Olguín et al． , 2009; Woolley et al． , 2010; Pentland, 2012a; Pentland,
2012b; Waber 2013)。 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 Vicsek 研究小组的分析显示, 大型的

合作组若想长期存在, 就需要有动态更换成员的能力———能时常送走一些老成

员, 并同时引入新鲜血液; 相反, 小型的合作组要想长期存在, 则需要稳定, 团

队成员最好不要有太多变化 (Palla et al． , 2007)。 西北大学的 Uzzi 研究小组通

过对海量论文和专利的研究指出, 多学者跨学校的合作, 更容易产生有高影响力

的科技成果 (Wuchty et al． , 2007; Jones et al． , 2008)。
尝试整合更多的数据, 实现对员工绩效和升离职的提前预测, 是整个人力

资源领域的大势所趋。 人力评测必须由 “问卷+专家” 的形式转变为通过大量

非干预的数据, 建立数学模型, 依靠统计分析、 关联挖掘、 因果推断等方法,
探索影响员工绩效的主要因素, 实现对员工绩效的早期预测和高效干预。 这些

数据, 不是来自于有心理防备的问卷和访谈, 而是来自员工在工作之中自然留

下的行为轨迹以及员工在工作之外的社交、 阅读、 娱乐等行为 (周涛,
2013)。 要收集到这些数据, 并且将之与员工的绩效表现一一对应起来, 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 IT 技术的发展, 我们已经能够获得和利用到更多珍贵

的数据资源。 在本文中, 我们收集到了一家企业内部的员工交互数据, 并据此

构建了双层雇员网络———社会网络和互动网络, 然后利用社会网络挖掘技术和

逻辑回归等方法, 全面揭示了雇员网络的结构特征, 以及对于员工绩效和升离

职行为的影响, 为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案例。

2． 雇员网络的结构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思创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使用的社会

平台———亦群①, 数据中包含该企业全体 104 位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交互行

为。 员工不但可以与同事进行企业工作上的互动交流, 还可以像新浪微博一

① 亦群是北京思创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用于企业内部社交和任务管理的社会化平

台, 在思创银联、 联想佳沃等企业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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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与其他员工彼此分享生活趣事, 哪怕两个人在工作上没有任何重叠。 这些

数据, 结合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源数据, 全面描绘了员工的绩效水平、 社交行

为、 参与的工作讨论、 彼此业务的往来、 甚至访问过的网页、 去过的地方等。
与其他记录员工状态的工具相比, 这些数据能为我们讲述更加准确的故事, 而

且这种社会化平台的使用会提高企业员工之间的互动, 从而帮助建立更好的企

业文化, 提高员工的忠诚度。

2． 1　 双层网络的构建及基本拓扑指标

我们的数据包含两个层面的信息。 一是和工作相关的任务分配、 工作资料共

享、 工作内容汇报和评论回复等, 我们据此构成了员工之间与工作有关的互动网

络。 在这个 “互动网络” 中, 每一个员工都是一个节点, 如果两个员工之间存

在工作上的互动就连接一条有向边, 互动越强, 边的权重越大。 另一个则是员工

之间的 “社会网络”, 其中每一条边代表一个有向的关注关系, 在生活区的关

注、 分享、 转发、 互动的方向统一构成了关注关系的连边方向。 互动网络

(action network, AN) 和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SN) 分别描述了同一员工在

不同层面上的关系, 构成如图 1 所示的双层网络。

图 1　 雇员双层耦合网络示意图

A 层为 AN, B 层为 SN, 两个网络构成双层耦合网络。 其中, AN 为有向有权网络, 方向为主

动发起方到被动接收方, 权重为互动强度; SN 为有向无权网络, 方向为关注的方向。 此图

仅仅是一个示意图, 不代表真实的网络结构。

通过计算双层耦合网络中每个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参量 (表 1), 我们发现

社会网络比互动网络具有更高的密度 ( D ) 和平均度 〈k〉 。 由于两个网络中的

节点都交织在一起, 所以两个网络都具有很高的聚类系数 ( C )、 很小的平均最

短路径长度 〈d〉 和模块度 ( Q ), 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小世界特性。 与传统社会网

络不同 (Newman, 2002), 两个网络都是异配型网 ( r<0), 度小的节点倾向于

连接度大的节点。 事实上, 企业的领导多为大度节点, 普通员工多为小度节点,
很多与工作相关的互动行为和关注关系发生在企业领导和普通员工之间, 普通员

工也更倾向于主动与领导发生互动或主动关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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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雇员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

网络 N D 〈k〉 〈d〉 C r H Q

互动网络 97 0． 26 35． 73 1． 64 0． 76 -0． 27 0． 35 0． 09

社会网络 104 0． 29 47． 04 1． 55 0． 81 -0． 41 0． 32 0． 08

注:N 为网络中节点总数; D 为有向网络密度, 定义为 D = | E | / N(N - 1) , 其中 | E | 为有向连边总

数; 其他指标均基于无向网络: 〈k〉 为平均度; 〈d〉 为平均最短路径长度; C 为聚类系数 (Watts et al． ,

1998); r 为同配系数 (Newman, 2002); H 为度分布异质性, 采用 Gini 系数的一种变异方法计算 (Hu et

al． , 2008); Q 为模块度 (Newman, 2004)。

2． 2　 出度和入度的相关性

互动网络和社会网络都是有向网络, 节点的出度 (ko) 和入度 (ki) 在雇员

网络中具有各自的含义。 出度对应于员工的主动行为, 入度则对应于员工的被动

行为。 以社会网络为例, 出度和入度分别表示员工的关注数和粉丝数。 从图 2 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有向网络在度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 社会网络的入度①和出

度分布不同: 入度分布的异质性为 H(SN - ki) = 0． 28, 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
80%的员工粉丝数少于 40 人, 少数几个员工的粉丝数超过 60 个; 出度分布的异

质性则较强, H(SN - ko) = 0． 59, 大约 20%的员工关注数超过 70 人。 这意味着,
在 SN 中的大部分员工都更加愿意关注其他员工, 能够吸引很多粉丝的员工却很

少, 而且大部分员工的粉丝数都相对较少。 而反观互动网络, 其入度和出度的分

布基本一致, 异质性分别为 H(AN - ki) = 0． 50 和 H(AN - ko) = 0． 45, 说明主动互

动行为和被动互动行为差别不大。

图 2　 雇员网络的度分布

图 (a) 为社会网络 (SN), 图 (b) 为互动网络 (AN)。 横坐标为节点的入度或出度, 纵坐标为累计分布。

① 社会网络中的入度以符号 SN-ki 表示, 互动网络中的入度用 AN-ki 表示, 其他指标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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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社会网络和互动网络的度分布不同的原因, 我们计算有向网络的连

边互惠性 (Garlaschelli et al． , 2004), 即节点之间形成双向连边的趋势。 对于一

个有向无权网络, 连边互惠性 ( ρ ) 通过公式 (1) 计算:

ρ =
∑ i≠j

(aij - a-)(a ji - a-)

∑ i≠j
(aij - a-) 2

(1)

其中, a- =∑ i≠j
aij / N(N - 1) ; aij 为有向网络的邻接矩阵中的元素。 如果存在一条

由节点 i 到节点 j 的连边, 则 aij = 1; 否则, aij = 0。 当 ρ > 0 时, 说明网络为互惠

网络, 节点间形成双向边的可能性更大; 当 ρ < 0 时, 说明网络为非互惠网络。
根据公式 (1), 得到互动网络的连边互惠性为 ρ(AN) = 0． 4212, 社会网络的连边

互惠性为 ρ(SN) = 0． 1859。 由此可知, 两个网络都是互惠网络, 并且互动网络的

连边互惠性明显高于社会网络。 互动交流的双方存在较强的互惠关系, 形成双向

连边的可能性大, 这导致互动网络的出度和入度分布类似。 而社会网络中双方彼

此关注的互惠关系较弱, 形成双向连边的可能性较小, 这是导致社会网络的出度

和入度分布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图 3　 互动的强度分布

图 (a) 为入强度的分布, 图 (b) 为出强度的分布, 图 (c) 为总强度的分布, 图 (d) 为入强度与

出强度的关联性, 两者的皮尔森关联系数为 0． 74, 直线表示拟合直线。

分析互动网络中节点的强度分布, 如图 3, 我们发现超过 80%的员工的入强

度和出强度都小于 5, 超过 100 的非常少。 从总互动强度来看, 绝大多数的员工

的互动强度很小, 少数员工的互动强度很大, 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 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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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内部, 大部分员工之间业务往来的活跃程度较低, 但也存在少数非常活跃

的员工, 积极地与同事进行业务交流, 并获得同事们在业务上的积极沟通。 另

外, 我们注意到员工的入强度和出强度的分布基本一致, 入强度和出强度的皮尔

森关联系数 ( PCC ) 为 0． 74, 说明经常与其他同事发生互动的员工, 也更多的

得到同事的互动反馈, 在互动交流强度上存在互动激励。

2． 3　 双层关系的重叠度和层间相关性

在雇员网络中, 员工之间与业务往来相关的互动行为和生活中的朋友关系是

彼此分开的。 这就意味着, 虽然员工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业务往来, 但是可以是

生活中彼此关注的好友; 尽管业务上频繁往来, 员工在生活中也可能并无任何关

注关系。 为了能够刻画员工之间在社会关系和互动关系中连边的一致性, 我们通

过两种方法来判断社会网络和互动网络的重叠性。 首先, 我们计算两个网络有向

连边的 Jaccard 相似性,

Jaccard = SN ∩ AN
SN ∪ AN (2)

其中, SN∩ AN表示社会网络和互动网络中有向边集合的交集元素数量, SN∪ AN
表示社会网络和互动网络有向边集合的并集元素数量。 根据公式 (2)①, 我们计

算得到互动网络和社会网络的有向连边相似性为 Jaccard = 0． 28, 这暗示两个网

络的重叠性不高, 但仅通过 Jaccard 相似性还不能精确的判断两个网络是否重叠。
进一步地, 我们通过置乱算法构建复杂网络零模型来判定两个网路的重叠程

度 (尚可可和许小可, 2014)。 在实验中, 我们采用交叉换边的方式将网络中的

连边随机化, 类似于复杂网络的 1 阶零模型 (Maslov et al． , 2002; Holme,
2005) 的生成方法。 我们观察随着交叉换边次数的增加所引起的网络重叠程度的

变化。 具体而言, 在置乱之前, 根据公式 (3) 计算两个网络列归一化邻接矩阵

差值的 Frobenius 范数,
NormF = ‖ASN - AAN‖F (3)

其中, ASN 和 AAN 分别为列归一化社会网络和互动网络邻接矩阵;‖•‖F 为矩阵的

Frobenius 范数。 然后对网络中的连边进行 N 次随机交叉换边, 之后重新计算

NormF , 并观察 NormF 的数值大小随着交叉换边次数的增加的变化趋势。 如果两

个网络中的连边原本是完全重叠的, 那么初始时刻 NormF = 0, 随着随机交叉换

边次数的增加, NormF 将迅速增大。 然而从图 4 中我们看到, 随着换边次数的增

加, NormF 从初始时刻的 4． 6 增大至稳态的 5． 0 左右, NormF 的改变量相对较小,
从而佐证了互动网络和社会网络基本不重叠。

虽然互动网络和社会网络在连边重叠较少, 但我们发现双层网络在一些节点

重要性指标上存在较强的层间关联性, 如图 5 所示。 两个网络中节点影响力的层

间关联性最强, 皮尔森关联系数超过 0． 8, 暗示在社会网络中具有较高影响力的

① 在运用公式 (2) 进行计算的时候, 只考虑在互动网络和社会网络中都存在的 97 个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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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复杂网络零模型判断网络重叠程度

横坐标为随机交叉换边次数, 纵坐标为两个网络列归一化邻接矩阵差值的 Frobenius 范数。
每个灰色点为一次试验结果, 点线图为区间离散化后取平均值。

员工在互动网络中同样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反之亦然。 此外, 被动行为 ( ki 和

si ) 的层间关联性远远强于主动行为 ( ko 和 so ) 的层间关联性, 这说明在互动

网络和社会网络中, 经常获得别人互动的员工一般也拥有很多粉丝, 而关注量很

大的员工其实并不会主动的发起很多互动行为。 另外, 我们发现处于节点的网络

核心性指标 ( ks ) 的层间关联性接近 0． 7, 这说明, 在社会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

的员工在互动网络中也往往处于中心位置, 反之亦然。

图 5　 耦合网络的层间关联性

纵坐标为通过皮尔森关联系数的层间关联性, 横坐标对应与 12 个网络节点重要性排序指标。 其中,
基于有向无权网络拓扑结构的指标包括: 入度 ( ki ), 出度 ( ko ), 度 ( k ), PageRank 指标

( TPR ) (Brin et al． , 1998) 和 LeaderRank 指标 ( TLR ) (Lü et al． , 2011); 基于有向权重网络拓

扑结构的指标包括: 入强度 ( si ), 出强度 ( so ), 平均强度 ( 〈 s〉 ), 总强度 ( s ), 基于强度

的 PageRank 指标 ( SPR ) 和基于权重的 LeaderRank 指标 ( SLR ); 基于无向权重网络的指标包括:
网络核心性指标 ( ks ) (Kitsak et al．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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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互动行为的层级性

实际生活中的社会网络普遍具有层级结构, 社会地位高的个体往往更容易获

得其他人的关注, 社会地位低的个体更加倾向于主动关注他人 (Sidanius et al． ,
2001)。 那么, 在雇员的互动网络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层级结构。 PageRank (PR)
被广泛应用衡量节点的重要程度, 在此我们也用它来衡量员工在互动网络中的社

会层级, 并据此计算员工之间的社会层级差异与彼此互动强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

定义, 当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向为员工 1 到员工 2 时, 两位员工之间的社会层级差

异计算为员工 1 的社会层级减去员工 2 的社会层级:
ΔPR = PR1 - PR2 (4)

我们在统计中发现大多数的互动都发生在社会层级相近的员工之间, 少数互动发

生在社会等级差异较大的员工之间, 如图 6 中点线图所示 (对应于右侧的坐标)。
从平均的互动强度来看, 社会层级相差较大的员工之间的平均互动强度明显高于

社会层级相近的员工之间的平均互动强度, 并且社会层级低的员工更加倾向于与

社会层级高的员工进行互动。 这说明跨层级互动的强度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非对

称性, 这与一般的社会网络层级结构有很大不同。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

种分对称现象: 一方面, 普通员工需要经常主动与部门领导进行业务探讨和沟

通, 而部门领导也需要主动向公司高层进行汇报工作, 这是出现 “社会层级低的

员工倾向于与社会层级高的员工互动” 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 参与互动交流的

员工, 大部分都是社会层级相近的普通员工, 全公司整体上看员工之间的平均交

互强度不大。 而社会层级差异较大的员工之间的互动数量较少, 但相对而言互动

强度较大, 这导致了平均互动强度出现了明显的非对称现象。

图 6　 互动行为的层级性

横坐标表示发生有向互动的两个员工之间的社会层级差异, 条形图表示平均互动强度,
点线图表示对应区间内的频数统计, 即互动次数。

综上, 这个数据对应的互动网络和社会网络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①它们都

是异配型且无清晰社团结构的小世界网络; ②两个网络的度分布具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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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双层网络有向连边的重叠度不高; ④节点重要性排序指标的层间关联性差异较

大; ⑤雇员网络中员工之间的互动强度存在一定的层级性, 社会层级低的员工更

加倾向于与社会层级高的员工进行密切的互动交流, 这种层级性特征和目前报道

过的所有社交网络都不一样。

3． 绩效与升离职分析

员工是企业的灵魂, 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经营资源, 是一切财富中最为宝贵

的财富 (全香兰, 2010)。 正确地制定和选择人才战略, 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

极作用, 是企业走向兴旺发达的关键。 通过绩效管理, 可以激励员工不断的工作

沟通和交流, 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投入, 开发自身的潜能, 提高团队表现 (仲理峰

和时勘, 2002)。 人力资源部门一直在试图全面的了解员工的状态, 尝试找到影

响员工绩效表现的主要因素, 从而为人力资源决策提供有益的建议。 事实上, 已

有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些与员工绩效表现相关的指标, 如中心性指标 (Mehra et
al． , 2001), 性别差异 (Bu et al． , 2005) 和交流模式 (Pentland, 2012b) 等。

除了绩效表现以外, 预测和控制员工的离职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Carraher,
2011; Mardanov, 2008)。 核心员工流失不仅给企业带来人力资源成本的大幅增

加, 还会伴随出现人心浮动、 怠工等隐性成本的损失, 弱化企业竞争力 (阮峰,
2011)。 因此, 进行核心员工离职的倾向分析和早期预警, 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

源的重要课题 (Shaw et al． , 2005; 王卫娟, 2013)。 一般认为, 在雇员网络中

与其他员工交互频繁的员工, 即处于员工网络中核心位置的员工被发现离职的可

能性最低 (Feeley et al． , 1997), 不仅如此, 出度大的员工也更倾向于留在企业

(Feeley et al． , 2008)。 类似的指标还包括度、 中介性和接近中心性 (Mullen et
al． , 1991; Mossholder et al． , 2005)。

传统的绩效和升离职分析大部分是基于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 由于被试者往

往有心里防备, 数据的真实性极可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相比之下, 人们无意

之中留下的行为记录则更加客观真实。 这些信息的获取在以前是不能实现的, 而

如今 IT 技术的发展已能将人们行为的许多方面记录下来, 如通讯关系 (Feeley et
al． , 1997; Feeley, 2000) 和朋友关系 (Feeley et al． 2008), 而且它们都已经被

用来分析员工的离职倾向。 与这些数据相比, 我们收集到的数据不仅包含了员工

之间与工作无关的社交关系, 还直接体现了员工在工作中的沟通细节, 基于这两

个层面的关系, 我们构建了双层雇员网络, 通过每个员工在网络中的多种拓扑性

质特征来考察影响员工的绩效表现和升离职的主要因素。

3． 1　 绩效分析

绩效是企业考核员工的重要指标。 我们通过沟通获取了该企业在最近半年内

对员工的平均考核成绩, 并从 12 个拓扑指标入手 (在图 5 中已有计算), 计算员

工在双层网络中的重要性、 网络中心性、 关注度、 被关注度等特征与其绩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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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关性。
如图 7 所示, 平均绩效与这些指标都存在正关联。 其中, 平均绩效与员工所

处在社会网络中粉丝数 ( SN - ki ) 和互动网络中的 Page Rank 指标 (AN-TPR)
的关联性最强, 与社会网络中关注数 ( SN - ko ) 和主动互动数 ( SN - so ) 关

联性最弱。 相对于主动的关注行为, 被动得到的关注与绩效的关联性更高, 这是

因为粉丝数体现了员工在网络 /企业中被关注的程度, 而且被互动数也直接体现

了员工在工作中的重要程度。 对比 SN 与 AN 的各个指标, 整体上 SN 与绩效的关

联性更强, 它有 8 个指标与绩效的关联性大于互动网络。 这个结果是让人惊讶

的, 它和 Pentland 小组 (Pentland, 2012b) 的研究结果还不相同, 因为 Pentland
主要讨论的是工作中的交流沟通, 而我们的结果显示, 两种沟通都有助于提高绩

效, 但是社交互动甚至比工作互动还要重要!

图 7　 平均绩效与节点拓扑特征的关联性

横坐标为节点的拓扑指标, 纵坐标为皮尔森关联系数。 向上斜线表示社会网络 SN 相关指标,
向下斜线表示互动网络 AN 相关指标。

与平均互动强度的层级性不同, 我们发现平均互动强度在双方绩效差异上并

不存在明显的层级性。 当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向为员工 1 到员工 2 时, 两位员工之

间的绩效差异定义为员工 1 的绩效与员工 2 的绩效的差值:
ΔKPI = KPI1 - KPI2 (5)

从图 8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①绝大多数互动行为都发生在绩效水平相近的员

工之间, 如点线图峰值; ②绩效水平各异的员工之间的平均互动强度没有很大差

别。 虽然在 ΔKPI = 3 附近的平均互动强度很高, 但此时的样本数量太少, 平均值

已没有意义。

3． 2　 升职分析

员工所处在雇员网络中的重要程度, 往往能够从侧面上反映出员工在企业中

的核心性和价值。 例如, 节点在互动网络中的入度就能直接反映出此人在工作中

的重要程度。 一般来讲, 价值越高的员工得到提拔的可能性也越大, 所以我们再

次考察前文引入的拓扑指标, 以寻找与升职最为相关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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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互动行为与双方绩效的差异

横坐标表示发生有向互动的两个员工之间的平均绩效差异, 条形图表示平均互动强度,
点线图表示对应区间内的频数统计, 即互动次数。

首先, 我们根据节点的不同拓扑性质, 分别将节点按降序排列, 并假设拓扑

性质对应的值越大, 节点的重要性就越强。 然后将升职的员工用横线标出, 如图

9 (a) 所示。 我们发现几乎全部的升职员工都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进一步地,
我们通过 Pearson 关联系数来量化这些指标与升职行为的相关性①, 如图 9 (b),
员工在网络中的重要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员工的升职可能性。 在这些拓扑指标

中, 社会网络对应的影响力指标 ( SN - TPR 、 SN - LPR 、 SN - SPR 和 SN -
SPR )和互动网络中节点的入度 ( AN - ki )与升职的关联性最强; 社会网络中的

出度 ( SN - ko )和互动网络中的核心性指标 ( AN - ks )与升职的关联性最弱。
这些结果展现了与绩效相关性类似的现象, 网络中的重要性较高的员工 (比如有

较高的 PageRank 排名, 被互动的次数越多) 比普通员工得到升职的机会要大得

多。 其他一些指标, 比如刻画节点在网络中所占位置的 k-shell, 反而与升职的相

关性较低。 但实际上, 处于中心位置的员工通常已经是企业的高管; 对于主动的

互动行为 ko 和 so, 虽然他们与升职的相关性也比较低, 但却由于不同的原因,
因为工作汇报通常是下级到上级, 资料的下载也通常是上级要想下级传达信息,
虽然普通员工的升职空间较大, 但数目较多, 所以积极主动交流的员工虽然比不

积极的员工有更大的升职概率, 相关性却没有那么明显。 最后, 我们对比 SN 与

AN 的整体表现, 在 12 个指标中, 互动网络有 9 个指标的相关性都高于社会网

络。 这说明在挖掘影响员工升职的主要因素上, 互动网络比社会网络具有更大的

价值。

① 在计算 Pearson 关联指标的时候, 离职标记为+1, 其他标记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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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升职员工的重要性排序可视化及关联性

横坐标为节点重要性指标, 图 (a) 纵坐标为节点重要性排序位置, 条形图上每一条横线代表

升职员工的排序位置; 图 (b) 纵坐标为员工升职与节点重要性排序的 Pearson 关联系数 (PCC)。

3． 3　 离职分析

如果一个员工在工作中几乎不与其他同事进行业务的探讨和交流, 在生活上

也不关心其他员工, 那么这个员工往往被认为是脱离集体, 其离职的可能性也越

大。 所以, 与升职分析类似, 我们同样考察这 12 个拓扑指标与离职的相关程度。
在图 10 (a) 中, 我们发现与图 9 (a) 中的情况相反, 大部分离职员工都排在比

较靠后的位置。 对于少部分排名比较靠前的员工, 我们分析并咨询了他们的离职

原因, 影响因素比较多样, 比如核心员工被挖角、 婚嫁、 生育等。
从 Pearson 关联系数来看①, 员工离职与所有指标都呈现负关联, 如图 10 (b)。

其中, 社会网络中的入度 ( SN - ki )、 入强度 ( SN - si )、 核心性指标 ( SN -
ks ) 和互动网络中的出度 ( AN - ko )、 度 ( AN - k ) 以及核心性指标 ( AN - ks )
与离职的关联性最强。 这是很直观的结果: 员工的入度越小, 得到的关注就越低;
k- shell 的值越低, 就越处于网络的边缘; 互动越不积极, 越处于被孤立的位置。 换

言之, 在工作中表现懈怠、 不主动与同事沟通业务、 很少获得来自同事反馈或处于

雇员网络边缘位置的员工, 更加倾向于离职。 由此可见, 如果一个员工在工作中表

① 在计算 Pearson 关联指标的时候, 升职标记为-1, 其他标记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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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懈怠, 可能是离职的早期征兆, 而要想升职, 需要在公司里面人缘足够好。 另

外, 员工的离职可能性与员工在雇员网络中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 ( SN-TPR 、
SN-LPR 、 SN-SPR 和 SN-SPR ) 的关联性最低, 这意味着是否具有影响力并不是影

响员工离职的主要因素, 社会影响力的高低不决定员工的离职。

图 10　 离职员工的重要性排序可视化及关联性

横坐标为节点重要性指标, 图 (a) 纵坐标为节点重要性排序位置, 条形图上每一条横线代表离职

员工的排序位置; 图 (b) 纵坐标为员工离职与节点重要性排序的 Pearson 关联系数。

3． 4　 升离职预测

仅关注用户因素与升、 离职的相关性对于企业来讲是不够的, 若能对升离职

提前做出预测, 将会是对企业人力部门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员工升职与否、 离职

与否, 都仅仅是两个状态, 可直接将预测员工升职和离职的问题看作是二元分类

问题。 对此问题,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模型———逻辑回归 (Bishop, 2006), 它通

过学习每个员工的特征向量 (在此可看作是网络拓扑特征构成的向量), 构建出

最合适的逻辑回归函数, 将员工是否升职 (离职) 尽可能准确地区分开来。 逻

辑回归模型的数学形式为

P(1 | x
→
) = 1

1 + e -(b0+∑m
i bixi)

其中, x
→
是特征向量 (x1, x2, …, xm) , 在这个问题中每个元素对应一个网络拓

扑指标。 b0, …, bm 是需要估计的参数, 用于控制每个特征的权重。 以离职为例

进行简单说明: 我们用 1 表示离职, 用 0 表示在职, 在最简单的情形, 我们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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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拓扑指标, 即向量 x
→
为一维向量, 此时我们仅需要估计 b0 和 b1 两个参数。

为了找到最优的 b0 和 b1, 我们需要最大化下面的代价函数

L = ∏
N

i = 1
P (1 | x

→
) yiP (0 | x

→
) 1-yi

其中, yi 表示员工 i 的状态, 1 表示离职, 0 表示在职, N 是所有员工的数目。 至

此, 我们便可得到逻辑回归函数并且计算出每个员工的条件概率 (即离职的概

率)。
接下来, 我们首先利用逻辑回归模型对升职 (离职) 员工进行分类, 观察

员工在网络中的拓扑指标对升职、 离职行为的影响; 然后我们利用 k- folds cross-
validation 的方法, 对升职和离职进行预测。

为了评估分类效果的优劣, 我们首先引入 AUC 指标, 即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Hanely & McNeil, 1982)。 AUC 的值越高, 表示分

类的效果越好。 在实验中, 我们每次选取一个特征指标, 分别使用逻辑回归算法

考察这些指标对于升职、 离职员工进行分类, 并结合员工的真实在职状态利用

AUC 进行评估; 然后我们将所有的指标放在一起, 考察整体的影响。 结果如表 2
所示, 每个分类问题的最优值均用黑体标出。 从最优值的分布来看, 对于离职员

工的分类, 互动网络的信息更加有效; 而对于升职员工的分类, 社会网络的表现

更胜一筹。

表 2　 升职员工和离职员工的逻辑回归分类

网络与特征 离职 升职

互动网络 (AN)

ki 0． 8139 0． 8804

ko 0． 8491 0． 8202

k 0． 8390 0． 8397

si 0． 8251 0． 8813

so 0． 8671 0． 8456

s 0． 8370 0． 8587

ks 0． 8332 0． 8324

社会网络 (SN)

ki 0． 8149 0． 8700

ko 0． 7056 0． 7052

k 0． 7962 0． 7668

si 0． 8106 0． 8895

so 0． 8076 0． 8913

s 0． 6825 0． 7663

ks 0． 7747 0． 7663

耦合网络 (AN&SN) ALL 0． 8765 0． 8641

预测升职和离职需要通过已知的员工升职和离职信息去预测其他员工升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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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的可能性。 为了能够检验预测效果的准确性, 我们对当前的数据进行划分,
一部分用户的升职和离职信息作为训练集, 而另一部分则用于测试。 由于数据集

较小, 我们采用 k- folds cross- validation 的方法: 将整个数据分为 k 份, 每次选取

其中的一份作为测试集, 其余 k-1 份用于训练; 基于划分好的训练集和测试集,
我们进行预测和检验; 做 k 次实验, 保证每一份有且仅有一次作为测试集; 将每

次得到的检验结果求平均, 此次 k- folds cross- validation 的最终检验结果。 整个过

程成为一次 k- folds cross- validation。 考虑到升职和离职员工的比例较小, 可能将

升职和离职的员工划分到单独的一份中, 我们首先取 k 为 5, 然后将升职 (离
职) 的员工与未升职 (未离职) 的员工分开, 分别将其划分成 5 份, 再将其分

别组合起来, 以保证每一份都有升职 (离职) 的员工。
我们以离职预测为例来介绍预测的过程。 针对一次 5- folds cross- validation,

当选定训练集和测试集, 我们利用逻辑回归模型对训练集进行训练, 得到逻辑回

归函数, 然后计算测试集中的用户离职的条件概率, 根据概率从大到小对用户排

序, 然后统计排在前 L 个用户的命中率; 若这 L 个用户中, 有 x 个用户实际上是

离职的, 那么计算 Precision 为 x / L, 计算 Recall 为 x / X, 其中 X 为测试集中实际

离职的员工数目。 通过调节 L 的大小, 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 Precision 和 Recall 的
值。 当完成一次 5- folds cross- validation, 我们能得到 5 组 Precision 和 Recall 值,
将同一 L 对应的 Precision 和 Recall 分别取平均, 得到此次 5- folds cross- validation
的一组平均的 Precision 和 Recall 值。 我们一共进行 100 次 5- folds cross- validation
的独立实验, 取得平均结果, 并在图 11 中画出了 Precision-Recall 曲线 (Davis et
al． , 2006)。 明显地, Precision 和 Recall 都是越大越好, 其对应的曲线也是越靠

右上角越好, 曲线的对角线对应 Precision 值和 Recall 值是能够达到的最大预测准

确度。
对于离职的预测而言, 如图 11 (a), 仅通过互动网络中的节点拓扑指标来

预测最为准确, 预测准确度约为 0． 61; 对于升职的预测则仅通过社会网络中的信

息来预测最为准确, 准确度约为 0． 15。 从预测准确性上来看, 离职的可预测性远

远高于升职的可预测性。 究其原因, 离职行为更多的由于个人原因, 能够很好地

体现在个人的行为上; 而升职则不仅仅需要员工表现优秀, 还取决于公司的职位

是否空缺, 从而影响了升职的预测。 值得注意的是, 同时利用两个网络的信息反

而会降低升职和离职的预测效果, 这更加说明互动网络对离职预测更好, 而社会

关系对升职的预测更好。

4． 结论

在人力资源管理行业,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方法已经开始逐渐被互联

网和大数据颠覆。 把大数据和定量分析引入到人力资源管理中, 投入越来越多的

精力到数据分析中, 挖掘影响员工绩效表现和促使员工升离职的核心因素, 已经

逐渐对人力资源形成主导作用。 本文通过获取企业内部员工的与业务相关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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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员工升职与离职预测的 Precision-Recall 曲线

图 (a) 为离职预测, 图 (b) 为升职预测。 圆圈为采用社会网络指标,
方格为采用互动网络指标, 三角形为采用耦合网络指标。

行为数据和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关注关系数据, 构建互动网络和社会网络耦合的雇

员网络, 从而分析网络结构特征与员工绩效和升离职之间的关联性, 实现了员工

升职与离职的预测。 我们主要发现以下几点: ①在网络结构上, 互动网络与社会

网络都是异配型的无清晰社团结构的小世界网络, 但两个网络的重叠性不高。
②员工之间的互动强度存在一定的层级性, 社会层级低的员工更加倾向于与社会

层级高的员工进行密切的互动交流。 ③在绩效分析上, 员工所处在雇员网络中的

重要程度与平均绩效呈现正关联, 且社会网络比互动网络的关联更强, 能够获得

很多同事关注的员工绩效水平普遍较高。 ④在升离职分析上, 离职比升职具有更

高的可预测性, 互动网络更适合预测员工离职, 而社会网络更适合预测升职。
从人力资源定量化的角度, 本文的结果提供了一种对企业管理的全新解读, 只

要能够促进员工之间的彼此沟通交流, 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员工的忠诚度———不

管这种交流是关于工作本身的, 还是关于员工工作之外的家庭生活及娱乐。 实际

上, 我们第一次发现, 工作之外的交流与绩效表现之间的关联更强! 基于大数据

的定量化分析所赋予的科学决策和预测能力可以让数据指导决策, 也许在未来的

两三年里, 我们会看到大数据分析让人力资源部门从现在的支撑服务部门变成整

个公司的决策指导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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