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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云计算技术飞速发展,大数据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企业发展中,大数据的应
用为人力资源管理节约了不少成本,借用大数据强大的分析和预测功能,作为人力资源团队的决策依据,
既省时省力,又能较快的发现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大数据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当前企业人
力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分析,针对性提出解决办法,进而让人力资源管理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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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big data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people's lif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saves a lot of costs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Using the powerful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function of big data as the
decision-making basis of the human resource team not only saves time and effort, but also finds problems
quick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big data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so that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an constantly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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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注重完成度,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既耗费大量的成本,又无法调

为了顺应科技时代的要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大数

动员工的积极性。全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可以精准的分析员

据的处理能力也要随之提高。目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中之

工的工作能力,并有针对性的安排工作,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

重是有效利用大数据的专业化功能,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优化

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通过分析大数据可以建立具体的人

人力资源管理,让企业获得发展新前景。与此同时,大数据也带

力资源网络,做到知人善用,激发员工潜力和归属感,以此优化

来信息泄露的风险,如何运用好大数据也变成了一项挑战。大数

[1]
管理机制,促进企业更快的转型发展 。

据如何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又如何带动人力资源管
理走向正轨,本文将就此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目前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大都从人力资源变革的角度去
研究大数据与之的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角度的研究较少,本文

1 大数据影响人力资源管理

恰好可以弥补此方面文献的不足。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通常是依

大数据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新的趋势,影响着人力

据回归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员工的个人信息和具体特征进行分

资源管理的决策。依托此背景,人力资源管理的数据领域引起了

析,这就需要通过查询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大数据的介入,让这

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并开始探讨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大数据

个环节省去了很多人力物力,直接把精确科学的数据给到企业。

的分析为人力资源部门提供了准确而丰富的人员信息,人力资

不仅如此,还能及时更新信息库,既可以快速了解应聘人员的个

源数据的加入,加快了企业人力资源方面的转型。由此看来,改

人信息,又能够判断员工的工作能力,促使个人价值充分发挥。

变陈旧的管理理念是重中之重。一个好的数据化平台可以让信

但是,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企业的人力管理管理,这就需要企业及

息和数据更有效地结合,从而让员工产生新的思维方式,紧跟时

时做出调整。大数据所做出的调整更全面、更客观、更高效,

代潮流。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管理观念仍旧十分落后,在工作中只

帮助企业更快的适应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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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科学的数据分析为支撑。

2.4人力资源和企业其他部门联系不密切

科学的数据分析能解决人力资源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对企业人

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制定人力资

力资源管理和发展作出有力的指导。企业要重视大数据,看到人

源计划时,应当统筹全局,根据公司员工和运营的具体情况,正

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大数据主要体现在人员信息采集和分析等

确找出目前人力资源管理当中的问题。然而,我国现有企业的人

方面,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得到应聘者的有效信息,储备适合公

力资源管理还停留在概念阶段,没有很好地和企业的其他部门

司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要具有数据意识,

结合在一起,对公司调节各部门之间的纠纷,造成了一定的困

合理搭建数据平台,灵活运用大数据,在大数据的协助下将数据

难。人力资源部门应当是企业的枢纽部门,架起各部门之间沟通

分析和人力资源管理紧密结合,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量化,从而

的桥梁。企业的部门脱节现象,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企

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推动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业规模和未来发展还没有落实之前,人力资源管理一定要引起

2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当前困境

重视,如果出现滞后问题,势必会导致企业发展计划中断,给企

2.1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发展不同步

业的经营管理造成重创。

人才资源管理决定着企业对人才的开发和利用。但是,目前
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人力资源部门的作用也

3 基于大数据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路与方法
3.1转变企业经营理念,培养员工数据化意识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企业的管理还是依托于高层决策,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部门手里掌握着一定的数据,而价值却没有得到

部门的运作仅限于工资和招聘等方面。企业高层对人力资源管

充分发挥。在以往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数据资源的运用一直停留

理不够重视,人才管理仍旧停留在战略方面,很难与实际相结

在理论表面,没有结合企业的实际管理。因此,人力资源管理部

合。造成了人力资源部门为企业管理者而设的现状。从管理性

门工作人员要积极树立大数据意识,发挥数据分析的作用,为企

质上来说,很难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服务。长此以往,我国的企业

业的发展提供精准的数据结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做规划时

人事管理就被旧的体制所禁锢,很难会有所突破,直接导致企业

要把企业发展、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等因素考虑在内,借用可视

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无法同步。不只是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中的

[3]
化的数据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只有把大数据作为一种

人力资源管理也受到现有体系约束,表现出与企业发展相脱节

方便快捷的办公工具,才能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上游刃有余、得

的现象。

心应手。
企业管理者需要正视大数据的积极作用,在大数据的正面

2.2人力资源理念和管理较落后
大数据时代合理科学的手段,可以帮助企业的人力资源管

作用下及时更新管理模式,优化企业经营方式,在人力资源管理

理做出灵活调整。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却缺少全局的观点,不能

中充分利用大数据,将信息分析整合,引导员工清楚认识到大数

及时应对,也并未把人力资源管理列入公司的发展计划之中,这

据的好处,推进自己管理策略的执行。人力资源部门要对入职员

不仅导致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滞后,而且影响了其他部门的工作。

工进行合理预测,时刻了解员工需求,为企业留住人才,抓住大

我国很多企业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市场,缺少

数据时代的机遇,用科学的管理让公司更上一层楼。

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现有的管理方法也比较老套,不符合

3.2发挥数据作用,建立人力资源管理队伍

现实情况。而且,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都没有形成

随着大数据的应用,数据在企业管理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凸

完整的体系,大量的人力成本,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

显,企业管理者可以从大数据中获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分析结

在招聘员工时,有些企业不考虑应聘者的综合素质,在管理的

果,针对性做出适应环境和市场的举措,促进企业长久的发展。

制定上缺少灵活性和针对性,导致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发展步

人力资源管理中,招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仅通过十几分钟的

[2]

伐不一致 。

面试交流,很难全面了解应聘者,且受到面试官个人主观影响太

2.3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机制不够完善

大。大数据的读取,提高了效率,可以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人选,

大数据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主要体现为招聘、员工绩效考核、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技能培训等方面。为了公司利益不受影响,人力资源部门需要对

健全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可以实现企业的健康发展。

公司未来发展制定目标,并进行人才市场监控。现在很多企业在

工作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应深入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培育发

用人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利用不好

展核心人才,把数据分析结果作为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而

人才,缺乏透明的选人机制,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这就对任职人

权衡利弊,合理投入。另外,考虑到环境和时代的变化,人力资

员的职业责任感造成了损害。企业管理者要想让人才得到最好

源管理也要与时俱进,在完整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专业人员参

的发展就要进行有计划的培训和开发,但是,某些企业还停留在

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机会,并组建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监督人

短期的岗位培训上,缺乏前瞻性,不愿意长期培养发展人才。特

力资源管理执行进度,给企业发展打开局面,用企业内在实力

别是在一些垄断行业,存在人员内耗严重,团队协作力不高等问

形成发展动力。

题,导致员工的惰性加强。一旦企业管理不合理、不全面、缺乏

3.3制定详细管理,搭建数据平台

客观性,就不能发挥出人才资源管理的最大效力。

一套成熟的人力资源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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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付出长久的努力。企业日常管理需要有专门的数据平台,

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建立公开透明的用人机制,无论是选人

将公司的发展进行分层次管理,制定出合适的发展战略。对于员

还是考核,企业都要有合理的指标,以防出现不公平情况,降低

工招聘来说,数据库可以帮助企业提前确定招聘人员数量,在招

员工的信任感；其次,奖励机制也要分明,企业要制定配套的奖

聘完成后,可从现有数据的整理中将人员进行细化分工,匹配合

惩机制,物质和精神激励都要考虑,积极进行员工技能和个人素

适的工作岗位,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人力资源管理离不开大数

质培训,引导员工抛弃“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陈旧思想,激发个

据平台的管理,各种信息获取渠道可以帮助企业找到员工的专

人潜能,更好地为企业发展做贡献；再次,企业管理者要用大数

长,更好地从多方面进行评测。数据平台的搭建,符合企业大数

据技术为基础,了解市场行情,学习借鉴优秀企业管理方法,加

据战略管理,为企业挖掘优秀人才,而不是仅从学历方面去考察

强合作,实现企业的共同发展。

员工,给出精确的岗位人员所需数量,为企业在人员管理和发放
[4]

薪酬方面提供了便利 。

4 结语
由此可见,大数据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也是一门大

数据平台的搭建需要多方搜集相关信息,使之具备一定的

学问。企业在管理中,需要及时更新管理经验,做出与企业发展

规模。大数据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给人力资源管理送来了一阵

同步的举措,不断丰富自己的大数据平台系统。人力资源管理者

“春风”,在这股风的借力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开始重新理解

需要紧随时代潮流,牢牢掌握大数据的规律,用数据化意识制定

自己的业务需求,对自身做出审视,从而提出正确的想法和建

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运用,企业的变革更

议。一个好的数据平台,不仅可以拓宽人力资源管理者的眼界,

是需要大数据的支撑,而大数据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为公司

而且还可以为企业管理者的投资方向做出有力的指导。信息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分析利用大数据,可以使得企业发展更适

汇总联合,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人才市场上占据了有利高地,让

合市场要求,预判企业未来发展的人才需求,给出合理有效的人

企业利用员工的优势获得了更强劲的竞争力。

才供给策略。除此之外,大数据的分析反馈功能可以优化人力资

3.4实施针对性策略,做好人力资源管理

源配置,建立新型管理体系,从规划、招聘、考核、培训等方面

大数据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起着和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

优化管理。大数据帮助企业在困境中破局,在发展中前进,在艰

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科学的数据更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数据的合理利用,让企业在复杂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中及时
发现问题,快速找到问题根源并妥善解决。企业内部的数据信
息在大数据平台的分析下,可以快速掌握目前企业的人力管
理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将措施落实到人力资源管
理和企业管理的各项工作中,从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
[5]
效管理人才 。

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大数据结
果结合员工工作情况进行综合测评,企业管理人员通过考核工
具也能更深入了解员工,数据平台保存了员工的个人信息、员工
动态、过去表现情况等,既可以做出合理化岗位建议,又能为以
后在同样岗位上任职的员工提供借鉴。人力资源管理应该从以

难的行业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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