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数字化办公场所策略：
随时随地办公与学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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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或学习的实际发生地点已经不再定义用户
体验。在对数字体验和功能的渴求的推动下，
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随时随地做任何事”的
世界，为无边界创新和灵活协作创造了无限的
潜力。
随着我们曾经了解的办公体验不断发展，组织
经理有了巨大的机会来重新思考工作的未来，
以及他们如何在整个数字化办公场所中充分提
高敏捷性、数据、创新和工作效率。
虽然最近的事件加速了这一转变，但随着 CIO
推动其组织实现更大的价值，未来数字化工作
场所体验将始终朝着更顺畅、更灵活的方向
发展。根据 Dell Technologies 数字化转型指数
(DTI)（一项针对业务转型趋势的全球研究）的
结果，89% 的受访者表示，全球范围内的颠覆
表明需要更灵活/可扩展的 IT 环境；79% 的受
访者表示，由于颠覆，他们现在正在重塑业务
模式。1毫无疑问，数字化工作场所将在为这些
新的业务模式提供支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研究显示，去年远程用户的数量已猛增到之前
的 2.8 倍。2

现在，远程和混合体验（团队成员在远程和现
场之间切换）已成标准，CIO 有了新的机会来
重新思考其技术方法，并接纳混合式办公环境
文化，以提供引人入胜的无缝用户体验。展望
未来，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决定会对员
工的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影响：48% 的企业担心
在这些异常时期尝试调整 IT 战略可能导致员工
精疲力尽。1
“随时随地做任何事情”的新常态化未来已经到
来；请继续阅读，看看首席级高管应该考虑哪
些关键战略，以推动组织在这个新的混合型世
界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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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数字化工作场所成为首
席级高管的优先事项
近期的经验向组织领导人和用户表明，必须完全在办公室
中完成的工作相对较少（甚至没有）。不仅如此，除了业
务适应能力之外，实现数字化工作场所还有其他一些好
处。领先组织的员工生产力提高了 21%，比难以支持远程
办公的组织高 62%。3此外，这些领先组织发现 IT 在管理
其数字化工作场所环境上花费的时间减少了 28%，比仍
在为管理传统本地技术而挣扎的组织减少了 47%。3
成功的数字化工作场所的关键在于灵活、安全和响应迅速
的技术的正确组合。就像在传统的办公或学习环境中一
样，用户需要高效的工具来实现随时随地的办公与协作。
他们需要访问组织的数据，并且需要高性能、智能且安全
的设备来完成所有任务。领先的 CIO 能够利用按需提供的
服务体验来满足不断变化的组织和用户需求，让他们根据
需要随时调整 IT 资源。
为了继续向前迈进，CIO 必须确保其组织的技术战略不受
位置限制，保证员工无论身在世界另一端，还是在办公大
厅的另一角，都能同样高效地为用户提供服务。而且，一
切都需要始终如一、经济高效地进行管理。

Dell Technologies DTI 研究还强调了在任何位置提高生产
力的重要性，因为数字化领导者越来越专注于将其业务
运营转化为一种无边界的形式。虽然只有 6% 的组织符
合数字化领导者分类的标准：

63%

的受访者指出了部署更丰富的在
家工作/远程办公功能；1

61%

的受访者正在转变其服务和消费
模式，以满足当今业务大环境的
新要求。1

通过为员工提供数字化工作和学习体验，数字化领导者
可以帮助其组织吸引和利用全球任何地点的人才。这种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不仅可以提高运营弹性，还能为组织
提供充分利用新机会所需的敏捷性，从而实现持续的价
值、顺利渡过颠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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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数字化工作场所？
虽然许多组织在这十年之初大幅加快了对数字化工作场所的采用，但现在他们有机会优化其长期技术战略。
富有远见的 CIO 会对技术和文化变革进行批判性的评估，以通过可持续、经济高效的数字优先战略蓬勃发展。那些采
取这些做法的组织能够加速其组织的数字化成熟度，从而获得了相对于不太成熟的组织的数项优势。
在制定数字化工作场所战略时，CIO 的主要考虑事项有四点：

1.提供卓越的办公和学习体验：

3.控制成本：

作为员工使用的主要办公工具，PC 在员工体验中始终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人们如今坐在沙发上和
餐桌旁工作和学习，PC 通常是他们与组织和团队成员
互动的门户。提供和支持高性能、安全、智能的 PC 体
验从未如此重要。

虽然数字化工作场所在员工办公和学习的地点与方式上提
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但 CIO 必须通过灵活的支付解决方
案和“即服务”消费和交付模式消除采用新技术的障碍。

在受访的领先组织中，表示其员工
技术体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充满挑战
的时期的可能性是不成熟组织的两
倍，因此用户满意度得分要比后者
高 6.4 倍。3

领先组织将 IT 管理环境的时间减少了
28%，这比不成熟的组织减少了
47%；IT 效率的提高帮助节省了 27%
的成本。3

2.实现无缝协作：

4.打造安全环境：

就算员工不能总是聚集在会议室，也不意味着他们要单
打独斗。CIO 需要确保团队成员能在任何地点无缝地高
效工作、开展协作 - 无论是通过共享的生产力工具、云
应用程序还是实时视频会议。

当组织的所有设备都在同一个物理屋檐下时，网络安全就
难以实现。而 PC 从不同的无保护家庭网络连接到云托管
数据，风险和风险暴露呈指数级增加。CIO 和领导层必须
确保员工和教育工作者分别能安全地访问他们履行职务所
需的所有工具和资源，并且无论在哪里办公或学习，都能
获得同样的安全、高效的体验。

在过去 12 个月中，领先组织的用
户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生产力提高了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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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组织遇到的与设备遭遇入侵相关的
严重事件平均减少了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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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字化工作场所成功的关键战略
随着每个组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您需要创建一个随时准备就绪的数字化工作场所。其中包括：

个性化用户体验：
员工应能够访问现代、智能、安全、高性能的 PC，从而使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完成出
色的工作。

智能化协作：
嵌入到设备中的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和适应用户喜欢的工作方式，帮助用户提高工
作效率。

灵活的技术消费选项：
通过灵活的“即服务”交付模式 PC 生命周期管理，使技术消费与业务战略保持一致，
使您能够自动化和简化设备的部署、保护、管理和支持方式，从而减少员工停机时间
并提高 IT 工作效率。

安全的数字环境：
通过硬件内置安全性保护您的终端和组织，同时提供选项以确保数据保护合规性、
实现连续性并将数据丢失降至最低。

可扩展的混合云战略：
提高 IT 对组织中所有技术的可见性和监督能力，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云的一致性和灵
活性。

“即服务”战略：
全面审视您组织的技术消费情况，以确定灵活的本地基础架构即服务模式在哪些方面
能够提供更高的灵活性、敏捷性和未来可扩展性，并且确保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需
求的变化而轻松修改。

现代化的网络体验：
SD-WAN 能够以数字方式管理和扩展网络，而无需担心带宽限制，从而帮助您确保应
用程序的性能和可用性，进而改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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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未来工作世界
现在，工作是人们要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您提供一流数字化工作场所的能力对您的未来
成功至关重要。今天，有远见的 CIO 已经认识到“随时随地做任何事情”的文化中蕴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
价值；只有拥有一个真正的数字化工作场所，组织才能坚持不懈地克服挑战，迈向更大的机会和成功。
无论贵组织当前处于哪个发展阶段，Dell Technologies 都会全力以赴地帮助您消除因支持分布在各地的人
员、应用程序和数据而产生的复杂情况。我们将以您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的身份为您提供帮助，让
您能够在安全、敏捷的基础架构的推动下实现准备好应对各种变化的数字化工作场所。

了解 Dell Technologies 如何助您支持数字化工作场所。

其它资源：
了解在贵公司实现数字化工
作场所的关键所在。

了解有关提升业务敏捷性的更多信息，以及
为什么这在当今的数字化环境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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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Dell Technologies 数字转型指数，2020 年 10 月。由 Vanson Bourne 开展的一项研究，调查了 18 个国家/地区的 4300 名企业领导人。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d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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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Dell Technologies、英特尔和 VMware 委托开展的 ESG 研究，《对数字化工作区进行加速的组织实现了改进》，2021 年 4 月。结果基于对 2000 位 IT 决策者进行的
全球双盲在线调查。实际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完整报告：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resources/zh-cn/asset/analyst-reports/solutions/organizations-acceleratingtheir-digital-workplace-experience-achieve-improve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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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ll Technologies、英特尔和 VMware 委托 ESG 开展的一项研究，《利用技术加速实现业务成果的三个关键举措 ：混合工作支持、以数据为导向的创新和灵活的 IT
交付》，2021 年 3 月。结果基于对 2000 位 IT 决策者进行的全球双盲在线调查。实际结果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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