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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tructural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large organizations, an important
task is to establish the management range of the managers. Starti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management amplitude on business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cop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so as to help companies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management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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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在构造组织，尤其是大型组织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确立管理者的管理
幅度。本文以管理幅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为起点，分析了影响企业管理幅度的因素，以期能
够帮助企业确定合适的管理幅度。
1．管理幅度的含义
管理幅度，又称管理宽度、管理跨度，是指在一个组织结构中，一名领导者直接领导的
下属人员的数目，包含计划、 组织、领导、控制的职能，它对组织中管理层次的多少有着直
接的影响。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关系是组织人数固定的情况下，管理幅度大小与管理层次
存在反比关系。
英国管理学家厄威克提出普遍适用的管理幅度是：每一个上级领导人直接领导的下级不
超过 5-6 人。
管理幅度不仅直接决定着组织的层次数目、组织沟通链长度与沟通方式，而且还将影响
组织成员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因此，深入研究管理幅度问题，不仅对于完善组织设计理论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企业改革和重建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管理幅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管理幅度根据企业条件各有不同，但管理幅度的数目是有限的，当超某个限度时，管理
的效率就会随之下降。
管理幅度小的主要优点在于上级能严密地监督、指挥下级工作。管理幅度小的群体团队
凝聚力较高，比大的群体更易于产生更大的个人工作满意度和对组织的忠诚度，主要是因为
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能更好地理解组织目标，与更大的群体相比决策速度要快些，并且执行
效率也较高。它的缺点在于上级太多地介入下级的工作，导致下级无法充分的发挥个人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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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甚至造成由于上级插手过多而导致的组织内部上下级关系不明确的后果。
随着管理幅度的增大，员工受到上级的指导和监督减少，员工承担更大的责任，得到上
级的信任、提高士气， 激发员工潜能和发挥员工的创造性从而使工作完成得更圆满，为员工
发展提供了机会，使员工产生充分的信心。在扁平化组织中，通过减少中间层次，缩短上下
层间的距离， 扩大业务部门的权力，可以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促进上下级间的有效沟通，
使组织更加快速的适应外部变化、抓住机会，快速做出合理决策，大大提高行政效率。然而，
过多的管理层次会导致管理费用的增加以及最低层距离高层太远，不利于企业内部的有效沟
通。管理者和相关的辅助人员越多，就需要增加办公空间，管理者与部属之间费时沟通的频
度和强度大，这些都明显地提高了组织的管理成本。由于分工太细，存在的部门过多，造成
了各部门内工作效率虽然可以很高，但部门之间工作效率低下，部门间的合作也日益困难，
要完成一件工作必须经过许多部门，如果协调不好，就会导致误会。其次，管理幅度过小也
有导致组织无法有效的面对多变的市场环境，不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一般来说，管理幅度
大的不利之处在于上级工作负担过重，易造成决策瓶颈，上级对下级有失控的危险，因而需
要具有特别素质的管理者。
3．影响管理幅度的因素
影响管理幅度设计的因素有很多，一般来说，凡是影响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因素都会对管
理幅度产生作用。各种因素在不同企业、不同时期对管理幅度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在
设计管理幅度时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的进行具体分析，找出限制管理幅度的影响因素，
根据影响因素的大小，确定企业各级组织与人员的管理幅度。简单的说，影响企业管理幅度
的因素有如下几种：
3.1 管理工作的性质
管理工作的性质主要由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变化性和下属人员工作的相似性来
决定。如果管理工作很重要而且复杂多变，那么管理者需要处理的事情多，耗费的时间精力
多，管理幅度相应的就要较窄一些。管理工作的变化性越大，管理幅度应越小，面对经常变
化的管理工作，管理者势必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较小的管理幅度可以使他们更好的进
行管理工作。相反，假如管理工作相对稳定，流程比较明确，如生产车间的管理人员，管理
幅度的设计相应的就应该宽一点，这样既实现的组织的有效管理，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管理
成本。
3.2 管理人员与下属素质情况
领导人员和下级人员的素质状况，也会对管理幅度产生影响。领导者年富力强、经验丰
富、工作起来效率很高，精力很充沛，管理幅度大些也能胜任。因此，加强领导者自身修养
和下级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双方的工作能力，是降低上下级接触频率，减少接触时间，从
而扩大管理幅度的有效措施。
3.3 下级人员职权合理和明确的程度
管理人员对下属授权合理，分工明确，给予下属相对应的职责和权力，这样下属就能明
确工作要求，在职权范围内独立地进行工作，既能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利于减
轻上级领导的负担。
3.4 计划和控制的明确性及其难易程度
下属的任务多数是由计划规定并依据计划来实施的。因此，如果计划制定地详细具体，
切实可行，那么下级人员就容易了解自己的具体目标和工作任务，通过计划来指导业务活动，
不必事事请示领导，从而提高了整个组织的工作效率。另外，计划的实施也离不开控制，需
要上级对下级的实施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当用以衡量工作绩效的标准具体明确、可定量化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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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时，如果工作偏离计划就容易显现出来，既便于上级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也便于下级
自我调节。因此，如果企业的协调控制体系比较完善，事先制定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计
划，事中和事后有严格的检查制度和调整手段，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各项工作的运转，减少管
理人员花费的时间及精力，管理幅度就可以宽一些。
3.5 信息沟通的效率和效果
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交流对于实现组织目标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提高沟通的效率和效果，
可以减少沟通的频率和时间，从而可以扩大组织的管理幅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 规
模和市场范围日益扩大，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日益多样化，企业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也
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上下级之间可以借助于现代通讯手段
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大大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效率和效果，为企业拓宽
管理幅度提供了条件。
3.6 组织变革的速度
组织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组织的内部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由于各个企业的内外部条件不同，变革的速度是有快慢之分的。变革速度慢，意味着企
业政策比较稳定，措施比较详尽，组织成员对此也较为熟悉，形成了习惯，能够按照既定程
序和要求妥善地处理各种问题，从而减轻了上级人员的负担，管理幅度可以设计的宽一些。
反之，如果组织变革速度较快，各种政策措施不是非常完善，需要及时地应对不同的外部环
境，则管理幅度不宜过宽。
4．结语
企业组织结构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重大变革,其结构设计的合理与否对企业将产生
直接影响。管理幅度决定了组织中的管理层次,也进而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基本形态。所以说, 设
计合理组织结构的关键,就是在分析管理幅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得出能充分发挥组织
效率的管理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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