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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变化的浪潮正在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混合办公，即人和科技在传统办公室、在家工作和移动办公之间实现无缝转换，成为了新的发展趋势。
即使在疫情过去之后，它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未来的业务将由以下几点重新定义： 

在新常态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分布式组织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 即规模更小、更敏捷的跨职能团队，通过数字化协作联系
在一起。为了支持新的工作方式，IT 必须采用“可扩展、统一和结构化的政策”。

业务敏捷性 

敏捷的公司可以快速地应对危机、重新定位和
恢复运营，不断适应变化的员工和客户需求。
如今的员工需要灵活性，需要将工作与生活更
好地融合在一起，还需要更自由地选择工作方
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企业则通过节省运
营成本和充分利用全球人才库而获益。

准备就绪

重返工作岗位 — 从电梯、餐厅到会议室，人与
人之间需要间隔 6 英尺，还有各种单行通道和
经过改造的工作空间，这一切都将给企业带来
难以想象的挑战。这些转变尽管是暂时的，但
是会建立起更强大、更有弹性的运营模式。 

智能工作

分析学和基于数据的见解将成为新冠肺炎疫
情后时代的重要导航工具，它们通过提供有
关员工安全、客户参与度和员工敬业度，以及
企业绩效的可执行建议，帮助企业做出明智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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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  
“新常态”  

保障员工安全

• 全力支持远程办公计划

• 保持工作距离，采用棋盘式排座

• 交错式上班安排

• 安全、卫生的办公室路线和办公区

• 有人数限制的低接触会议室

由此产生的“下一个常态” 
员工队伍和工作空间的转变

• 混合办公 —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工作，
将工作与生活完美融合在一起

• 扁平化组织 — 分布式、分散式的团队，规
模更小，办公空间更分散

• 结合内部和外部人才 — 全职员工、临时
工作人员、合同工、自由职业者

• 强调团队建设，重新关注员工敬业度和培训

• 重视员工幸福感 — 增强信任感、透明度
和同理心

长期数字化  
转型  

高度互连的团队

• 数字化进程加快 — 为将分散式办公室团
队与远程工作者连接在一起，对协作工具
的需求增加

• 视频是新的方式 — 赋予人际沟通新的含意 

• 基于云的敏捷统一通信 — 不再有技术孤岛

• 技术驱动型会议室融入云、AI 和 IoT，打
造智能体验

在新冠肺炎后疫情时代，成功的企业将创造新的价值，加快产品开发和创新，改善环境可持续性，并打造互连、敏捷的团队。那么，未来的办公将是
怎样的？

重新构想员工重返工作岗位 — 下一步是什么？

把工作从传统限制中“解放”出来，并转移至任何地点，这一转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后的分布式办
公将建立在互连团队的基础上，通过团队聊天、视频、内容共享等新一代协作工具联系在一起，使每个人无
论在哪里工作，都能参与进来且保持步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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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 — 新的机遇

的远程工作者表示，更频繁的
团队沟通有助于建立更好的

人际关系 

80%
疫情过后，远程工作者的

人数将增加至疫情之前的 
6 倍，达到

全球办公室工作者总人数
的

30% 

77%
的企业表示，灵活办公使企业
能够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从
而帮助企业取得更大的成功

80%
的受访者表示，能否灵活选
择工作地点是评估新职业

机会的重要因素

85%
的企业领导者表示，灵活

办公使企业的生产力有所
提升 

67%
的企业领导者表示，灵

活办公至少可以使生产
力提高五分之一

62% 
10% 

视频会议 
在所有虚拟会议中
的占比将从今天的

增长至 5 年后的



危机过后往往会出现新的机会。人们
的工作方式朝着在家工作发生显著
转变，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实
验，促使企业快速向未来发展，以最
戏剧化的方式加快了将人和科技结
合在一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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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和灵活办公人数持续上升。然而，突然并完全转向远程工作，迫使全球员工走入未知领域。随着紧急、未经
筹划的在家工作安排过渡到长期远程工作项目，用户想知道：

用户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是否可以选择最符合我的工作和
个人偏好的技术？

随着办公室重新开放，我是否希望重返办公
室，或者远程工作是否改善了我的工作与生
活平衡和/或工作效率？

除了笔记本电脑和电话以外，我
还需要哪些工具才能在家有效
开展工作？ 我在家中使用的通信工具是否兼容办

公室中使用的技术？ 

我应当在哪里购买专业的音频
和视频设备用于在家里使用？谁
来买单？

我新买的家庭办公设备是否易于
安装和使用？我能否自己动手？

我能否使用已有的 Wi-Fi 网
络，还是需要新的宽带连接？

如何确定我的网络带宽是否足够全
家使用？

如果我遇到技术问题，该怎么办？
我的 IT 团队是否能够提供支持？

我的家庭办公室和我使用的应
用程序是否安全？我是否在损害
我的隐私？

如何才能不让参加会议的人员
听到我周围的噪音？

用户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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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混合办公的兴起，以及政府规定和健康要求给重返办公室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必须做好准备。IT 必须确保工作流程的连续性和用户
的工作效率，同时还要确保更高的安全性、可管理性和可控性。关于如今和未来的情况，IT 和企业领导者想知道：

IT 和企业领导者最关心的是什么？ 

今天的投资能否帮助我们迎接未来
业务连续性方面的挑战？

当员工在家中、办公室或旅途中工作时，我们
如何使员工保持高敬业度和优秀的工作表
现？

我们如何帮助员工，使他们无论在哪
里工作都能维持专业形象？ 

除了集成在笔记本电脑、移动设备或消费级外围设备中
的摄像头和麦克风之外，我们能够如何改善协作体验？

我们如何为员工的家庭办公
室购买和供应设备？

尽管员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有所不
同，但是我们应当如何以标准化的方式
为他们提供技术选择？ 

哪些工具可帮助员工在嘈杂环境
中免受干扰？

我们如何为远程工作者配置、更新可能达
到成千上万台的音频和视频协作设备，同
时进行监控和故障排除？ 

我们如何管理并确保安全性？

我们如何准确跟踪已推出解决
方案的使用情况和性能？

IT 和企业领导者想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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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将成为常态。在家工作并不意味着员工必须忍受有干扰的工作环境。随着远程办公成为未来工作的标准运作实践，技术和用户期望都将
发生重大变化。

现在正是投资新的未来工作方式的好时候
具有重塑数字化工作、为员工和客户创造更好的体验、改善协作和工作效率、降低成本等转型思维的
企业将成为赢家。 

• 鼓励使用优质的语音、视频和内容共享 — 如果远程工作者能够清晰地传输自己的图像和声音，达
到面对面交流的效果，将会因此受益无穷。高质量的连接使每个人都能全神贯注地参与其中，实现
高效工作。

• 提供易于部署和使用的工具 — 通过外形规格、功能组合均适当的音频和视频设备完善您的团队
协作软件和云投资 

• 建立最佳实践 — 协作工具必须为所有人，即用户和远端参与者提供专业的会议体验。打造更优质
的会议体验的办法包括背景噪音消除、虚拟背景和最佳摄像头布置。

• 提供一致的体验 — 投资解决方案，确保在混合办公的新时代里，员工从家中到办公室桌面，再到
会议室，都能获得统一的用户体验。 

• 打造自然沟通的环境 — 会议疲劳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合适的技术通过用户可控的优质音频、
视频和内容共享，打造如同面对面一般的沟通体验，减少疲劳感。

• 促进低接触智能会议的发展 — 在新冠肺炎疫情后时代，分析学、IoT 和自动化对于打造安全、高
效的会议至关重要。

• 支持个性化 — 必须根据用户的工作角色、偏好和地点，并通过各种适当的通信设备（可穿戴设备）
来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和环境。 

使远程工作者参与其中 — 充分运用数字化协作的力量

视频将成为标配 — 不再属于“高端配
置”。随着远程办公正在重塑未来，视
频对于建立互信文化、提供人际接触
平台的方面至关重要，而这些正是团
队工作和创新的基础。强大的视频协
作体验正成为业务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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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业务连续性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不要等着适应变化，而是要推动变化。 

可灵活地与所有基于统一管理和控制的云平台完美兼容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集合，可确保在任何工作地点提供一致且优质的用户体验。我们建议从
以下三个方面来推进战略的实施，以支持混合办公时代的业务连续性： 

建议 — 行动呼吁 

拥抱随处工作 
的机遇

在企业上下建立协作的团队文化。员
工敬业度和幸福感是一项涉及 IT、人力资源和
设施部门的联合倡议，从今伊始，永无止境。 

创建可持续的“随处工作”模型，其中在家中，
办公桌旁和会议室内的用户可以使用针对各
种环境专门优化的工具开展丰富的协作，并获
得一致的用户体验。

在办公室中，用户可以访问中央资源、空间和
基础设施。家中和旅途中的工作环境则截然
不同。IT 必须营造平等的工作环境，方法有提
供集中式服务和支持、设备津贴、联合办公成
员权限、宽带增强以及针对远程用户的工具
和培训。

招揽和管理 
虚拟员工队伍

实现敏捷性和前所未有的规模，方法
是避免非企业级的混杂部署。IT 必须制定广泛
的框架，即面向远程工作者的技术指南，以便
通过集中式支持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 

确保标准化音频和视频端点范围内的管理和
安全，方法是使用常用的管理，集成和监控
工具。 

从统一管理、分析和报告中获得 IT 管理方案
和见解，以改善设备性能、会议空间利用率和
人数统计，从而更好地支持不断变化的企业
环境。

通过数字技术 
促进生产力

您已对企业级云协作服务进行了战
略性投资。立即行动，通过合适的端点优化您
的投资，提升员工绩效和应用程序性能。 

为所有会议空间配备优质、可靠的视频技术，
使员工能够有效地与不断扩大的远程员工队
伍和遍布全球的客户开展互动。使用当前空
置的办公室和公共区域为新的会议空间配备
现代协作技术，使您的企业为未来工作做好
准备。 

确保任意点对点的连接能力。无论用户使用哪
种云平台，都可以通过具有云管理和云扩展功
能的智能音频和视频端点立即开始会议。在会
议室中带来简单的加入体验，其便捷程度与用
户习惯从家庭办公系统中获得的体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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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 Sullivan 是一家成长伙伴公司，与客户协作利用预测性创新来应对全球挑战，并抓住相关的增长机会，这
些挑战和机遇将会重塑当今市场参与者。50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全球 1000 强企业、新兴企业、公共部门和投资
领域制定增长战略。贵组织是否已做好准备，迎接下一轮深入的行业融合、颠覆性技术、日益增长的竞争强度、大
趋势、具有突破性的最佳实践、不断变化的客户动态以及新兴经济体？

有关许可的相关信息，请写信至：
Frost & Sullivan 
3211 Scott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4

是否需要可增强团队协作的远程和办公室音频和视频解决方案？Poly 博诣
拥有最丰富的企业级耳机和视频会议设备产品组合，可满足各种工作方式
和工作空间的需求。音频和视频创新使人际互动更加自然，每次都能无缝
提升 Microsoft Teams、Zoom 或任何其他会议服务体验。通过远程设备管
理和部署简化 IT 监管，使系统运行顺畅。 

访问 www.poly.com 了解更多详情。

下一步
硅谷
3211 Scott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4 
电话：+1 650 475 4500

SAN ANTONIO
7550 West Interstate 10 
 Suite 400 
San Antonio, TX 78229 
电话：+1 210 348 1000 

伦敦
566 Chiswick High Road 
London W4 5YF 
电话：+44 (0)20 8996 8500

https://www.po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