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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何引入 OKR（OKR实践入门） 

 

想到与得到之间，只隔着“做到”！ 

OKR 是实现“做到”的方法论！ 

企业管理人员一直在尝试应用一些新的管理技术来提高员工的绩效。作为一种可以帮

助企业把精力聚焦在重要的目标事务上的管理方法，就是 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OKR以及

在一些行业的标杆企业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成为这些企业持续卓越经营的基石！ 

 

那企业应该如何引入 OKR呢。 

1、如何实施 OKR？ 

1.对齐目标。一旦团队明确了关键成果以及衡量标准，个人就可以更容易地

将他们的工作与团队共同目标联系起来。 

目标应该对公司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个人也有意义，并具有挑战性，他们应该

与整个公司目标对齐，对整个公司组织支持，因为目标对每个人都是透明的，从

上到下，从下到上，各个职能部门。所以 OKRs 是确保每个人的工作都朝着一个

目标和结果。 

2.组织纪律性和优先级。从公司层面来讲，任何部门、项目团队都会乐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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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好的想法、有价值的项目或者有意义的改进方案。 

3.所以当所有人认清哪个目标最为重要之后，就自然把其他次重要的事项延

后了。对次重要的事项说“不”并不涉及其他因素，而是对于团队而言，我们已

经有了更重要、更合理的目标要去完成。 

4.沟通。OKR应该在团队内完全公开，以便每个人都知道团队的目标和衡量

标准。 

前 Twitter前 CEO迪克科斯托洛在管理经验上他这样分享： 

“OKR--目标与关键成果。这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方法，它可以帮助公司所有

人明确什么是重要的以及如何去衡量它的重要性，而本质上是去沟通公司战略以

及如何衡量战略。 

这也是我们起初想要尝试 OKR的原因。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最难衡量的就

是沟通，但公开透明的 OKR很好的帮助所有人理解如何让去衡量成功和战略。” 

2、制定 OKR 的注意事项 

在制定目标时，公司会从顶层 OKR 开始，先制定三到五个高优先级的目标，

然后再根据每个目标对应制定三个可衡量的关键结果。 

成功的 OKR 不仅来自于自上而下的的建议，也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建议，OKR

鼓励公司的每个员工就“什么是值得他们花时间并想为之付出努力”发表意见。 

（1）制定目标的小贴士： 

1. 三到五个目标足以 – 再多只会导致团队分心，无法聚焦实施。 

2. 避免用毫无成就感的表达来描述新的目标，例如“继续招聘”，“保持市

场地位”，“继续做某事”。 

3. 用结果和当时的状态来表述目标，例如“发布 XX新产品”、“通过项目验

收”、“用户应用人数达到 XX万”、“销售额突破 XXX万”。 

4. 描述尽量具体、客观并通俗易懂。研究表明更具体的目标可以给团队带

来更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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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关键成果的小贴士： 

1. 每个目标对应 3个左右的关键结果 

2. 我们要用可衡量的里程碑来阐述关键成果，如果完成了，那么我们就成

功推进了目标。 

3. 关键成果不是任务而是某项产出。关键成果中如果出现“咨询”、“帮助”、

“分析”、“参与”，这是把完成任务当成了关键成果，并不可取。 

正确的做法应是描述结果，比如“在 3 月 7日之前发布客户服务满意度调查

的结果”，而不是“评估客户服务满意度”。 

4. 可衡量的里程碑应包括完成时的证明，这些证明应当是可用、可信且易

于衡量的。  

3、制定 OKR 的常见错误 

（1）过于保守的 OKR  

 团队在设立 OKR 目标时会很自然的拘泥于现状而不去设立更野心的目标，

当然这并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 

如果 OKR不包含最需要精力的工作，那么它就是过于保守的 OKR。这时就需

要放弃低优先级的工作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高优先级的 OKR。 

（2） 消极怠工  

我们发现会有团队不需要全员参与就能达成团队的 OKR，要么这个团队在屯

资源，要么就没有打算推动团队发展，甚至两者皆备，处于消极怠工状态。 

（3） 低价值的目标   

用 OKR 来设立的目标应当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否则，没有任何理由花费资

源去做。“低价值目标”即使全部完成了对公司依然没有任何进步。 

如果我们合理设立 OKR，并且完完整整的达到了 1.0，公司业绩难道会一点

都没有变化吗。显然不会。如果你的 OKR在执行时有这个问题，那么请重新修改，

我们需要聚焦在切实的利益上。 

（4）关键成果不足以支持目标  

如果关键成果不能概括完全，就意味着我们在设立 OKR的时候存在纰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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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导致资源需求和未能按计划完成的目标不能及时被发现。 

4、制定团队 OKR 

在制定团队 OKR 前，公司首先需要先设立明确的整体目标。只有这样，团队

或个人才能依据整体目标来分别制定自己的 OKR。这有助于公司上下的 OKR保持

对齐。 

其次，需要对公司 OKR进行拆分，这时我们需要知道要把公司 OKR 拆分成多

少层级，是不是每个部门，职能部门和团队都需要制定 OKR？ 

关于团队的 OKR 目标，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团队 OKR不一定完全围绕着公

司 OKR 来设立。团队可能只会依据公司 OKR 的其中一个来具体展开。所以团队

OKR应至少与公司的一个 OKR存在联系。 

设立团队 OKR的方法之一是举行管理层 OKR会议。在谷歌，团队负责人会基

于公司 OKR去列举下一季度的优先事项。我们要注意，在写这些优先事项时需要

和公司 OKR对齐： 

1. 团队的优先事项是否与公司整体 OKR的某个关键结果相关联？ 

2. 团队的优先级是否能让公司实现 OKR 又迈近了一步？ 

3. 是否存在其他人认为这是你团队本职该做的，而你却遗漏的事情？ 

4. 优先级事项有超过 3个吗？ 

OKR 并不是检查清单，也不代表团队将在一个季度中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如果团队将 OKR 视为团队待办事项，可能会导致团队对要完成的任务过于死板，

而不能达到团队预期的目标。 

我们使用 OKR 来聚焦团队的关键结果，是希望员工能够迸发出各种有创意，

最终达成目标。 

案例：假如公司目标是“达到行业市场份额 xx％” 

目标 O: 提高（产品）利润 

关键成果 KR1：向所有用户开放 XX功能。 

关键成果 KR2：实施 XX计划，使客单价增加 XX％。 

关键成果 KR3：展开三次对利润的调研实验，分析利润增长的因素。 

关键成果 KR4：为了在 Q1季度中实现 XX 功能去争取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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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O: 提高（产品）口碑 

关键成果 KR1：在三次行业大会中介绍自己的产品，来重新确立产品的领导

权。 

关键成果 KR2：甄选出标杆客户，并和他们逐个取得联系。 

关键成果 KR3：当用户报错时，缩短响应和回复 XX％的时间。 

5、全程 OKR 绩效软件工具 

在科技型公司，OKR 通常按 0.0 到 1.0 的区间进行评分，1.0 意味着完全实

现了目标。首先对每个人的关键成果进行评分，然后取平均值作为目标达成的评

分，这种评分方式相对简略，因为没有考虑到不同关键成果的权重各有不同。 

有时 KR 非 0 即 1，比如“策划一个全新的市场活动“，那么最终的结果只

能是启动或没启动。 

有时 KR 则会细化，比如”发布六项新功能“，只启动了三项那么评分就可

以是 0.5。其实评分并不是一门很高深的技术，诚实和不断评分才是最重要的。 

下面是 OKR评分的注意事项： 

1.  OKR得分在 0.6~0.7是最佳的 

低于这个分值可能意味着员工的参与度不够。如果得分较高可能意味着目标

比较保守。 

在科技公司中采用 1 分制考核制度较为普遍，0.0-1.0 的评分区间里，OKR

平均分在 0.6-0.7是较好的。对于刚实施 OKR 的企业来说，实施过程可能并不会

顺利，所以我们需要有试错的过程。当然，面对失败也需要有宽容的态度。 

2. OKR不是一个绩效考核系统 

OKR 并不是作为绩效考核，而是对员工在过去一段时间工作的总结，并凸显

他对公司整体 OKR的贡献和影响。  

3.  OKR评分要公开透明 

在公司年度 OKR 和季度 OKR的计划和评分都是公开的。 

在年初，全公司会举行一次 OKR会议，对上一季度的 OKR进行复盘评分并确

定下一季度新的 OKR。 

之后，公司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复盘并确定新的 OKR。在会议上，会由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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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负责人（通常是相关团队的管理层）来说明 OKR评分理由并实时调整下一季

度的 OKR。 

4. 在整个季度不断跟进评分 

在每次 OKR评分前，管理层对各部门 OKR 进行季中检查，可以帮助团队更好

的地了解工作情况。在整个季度不断跟进评分，也有助于提前为最终评分做准备。 

6、实时更新 OKR 

在科技公司 OKR 帮助公司制定战略 – 成为公司完成目标的利器。有些团队

甚至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每季度重新回顾几次 OKR。 

通过这种方式，OKR又成了像标尺一般的校准工具，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

新信息的同时，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集中精力聚焦在那些挑战极限的边缘目标

上。 

下面是一个团队如何完成 OKR的时间表示例： 

 

 

 

全程 OKR 绩效考核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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