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显示器在改善员工体验
方面的作用
对显示器及其功能如何影响员工体验以助力
业务增长的分析

简介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组织正面临着一场持续的战
斗，那就是在向客户提供功能和服务方面让自己脱颖而出。在这种
情况下，由于客户体验 (CX) 对业务增长有直接影响，已成为业务
和技术领导者要解决的重要关注领域。尽管投资于外部产品来改善
客户体验和服务能力是很有价值的，但从内部来看，为服务这些客
户的员工打造正确的体验也同样重要。技术在内部和外部实现 CX 
改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改进 CX 超越了员工生产力的内部推动因素，延伸到整
体改善员工体验 (EX) 的更大范围。在一个组织中，积极的 EX 会让
员工更加投入，从而提供客户记忆深刻的积极体验。

1 为了改善客
户体验，组织还必须关注改善员工体验。

2019 年，Dell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深入探讨这种关联，以期
明确了解显示器投资在改善 EX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Forrester 对一
共 450 名受访者进行了三次在线调查，这些受访者由员工（在工
作中主要使用显示器的知识工作者）、雇主（参与 IT 购买决策的
业务和技术领导者）以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办公室规划专业人员
组成。通过对三个不同的调查小组开展调查，我们能够探索每个受
众小组的特定见解。从员工角度，我们了解到最终用户在日常工作
中对显示器优点的看法。同样，从雇主的角度，我们能够探讨显示
器作为生产力和效率提升因素的相关性，并从医疗保健/办公室规
划专业人员的角度进一步验证这些观点，从而确定显示器是否对用
户的健康和舒适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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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是提高员工生产
力的第一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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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的员工认为优化员工体验将帮助

他们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显示器 EX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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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项调查，分别有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同等级别受访问
者。雇主和员工调查对象来自中型企业（年收入为 50,000 美元至 
100 万美元）、商业公司（年收入为 100 万美元至 5000 万美元）
和大型企业（年收入为 5000 万美元及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特
定显示器功能可通过提高员工生产力、改善健康状况以及让员工产
生公司关心自己需求的感受来提高 EX。显示器是工作场所中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考虑到其人体工程学特性时，它可以改善
员工体验，显示器的连接性和屏幕前体验也有助于改善 EX。

重要调查结果

 ›  企业尚未完全认识到 EX 对 CX 的影响。接受调查的员工中有 
58% 的员工认为，强大的 EX 将提高他们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的
能力，但是仅有 47% 的雇主认为积极的 EX 将对改善 CX 产生
较高的影响或关键影响。但是，在优先处理员工体验方面，存在
明显的脱节。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提高对 EX 及其对改进 CX 的
影响的认识。

 ›  工作场所功能可实现更好的 EX。我们的研究表明，工作场所的
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到 EX，尤其是人体工程学，具体体现在员工
在工作场所中的工作方式和感受上。有 75% 的员工认为，拥有
合适的工作场所有益于他们的健康和舒适，61% 的员工认为这
可以提高生产力。96% 的受访者认为，在工作场所内有可调节
的显示器是他们高效完成工作需考虑的最重要功能。

 ›  特定的显示器功推动了 EX 的显著提升。为了提供卓越的员工体
验，组织必须超越人机工程学改进，延伸到前面的显示器功能，
通过更好的体验来助力员工。有 88% 的员工认为，某些方面 
（比如更高的分辨率）能够提高生产力，有 66% 的医疗保健专
业人员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他们也认为这会对工作场所产生重
要影响。而且，有 73% 的员工认为连接功能 (USB-C) 对他们的
生产力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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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的员工认为显示器是他们工作场

所中最重要的部分。



将 CX 对话延伸到 EX 
组织了解到客户是关键；改善 CX 至关重要，因为它对业务增长有着直接
影响。为了全面改善 CX，EX 和 CX 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因为敬业的员工群体可以提供令客户更满意的服务。2013 年 Dell 的一项
研究表明，高敬业度的员工提供的净推荐值是低敬业度员工的两倍。

2 负
责组织 CX 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改善其公司 EX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他们看到了它可以为企业带来的价值。投资于 EX 的公司将其视为带
来更多收入和更高客户满意度的独特优势。

3 在调查雇主、员工和医疗保
健/办公室规划专业人员群体时，我们发现：

 ›  员工一致认为，更好的 EX 将让他们可提供更好的服务。有 58% 的员
工总体认为，强大的 EX 将提高他们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的能力。事实
上，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型企业及商业公司员工以及将
近一半的企业员工确认，积极的 EX 将帮助增强其客户服务能力（参见
图 1）。这在中国和美国等市场得到进一步支持，有 64% 的员工总体
同意强大的 EX 会提升 CX。

 ›  雇主对 EX 对 CX 的影响有一定的了解。有 47% 的雇主认为积极的 EX 
会对改善 CX 产生较高或关键的影响。但是，这种理解在不同市场差别
显著。我们的调查发现，有 60% 的美国雇主同意积极的 EX 会带来更
好的 CX，而中国和英国的雇主分别只有 34% 和 48% 这么认为。

 ›  组织对 EX 的看法还局限于对员工绩效和留才率的影响。有 82% 的雇
主认为 EX 可以提高员工生产力。但是，他们还不能从整体上将敬业的
员工群与敬业的客户群联系起来。

 ›  需要开展更多工作，让企业在整体业务优先权中为 EX 和 CX 分配同等
重要的优先级别。根据我们对技术和业务领导者的调查，有 71% 的雇
主考虑将提高 CX 作为其三大业务优先事项之一，只有 35% 的雇主考
虑在相同方面改进 EX（参见图 2）。帮助组织认识到 EX 可能对其终极
的优先事项即客户体验产生积极的影响，将促进他们将 EX 作为整体优
先事项来构建。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的目标是深入了解员工体验，了解组织为何应该关注 
EX，以防疏忽了其在改善客户体验方面的重要性。在做进一步探讨时，
我们将了解显示器在影响 EX 的特定因素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将
深入研究显示器最终会影响 CX 的概念，这不仅是因为它影响生产力， 
还因为会影响到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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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积极 EX 将提高其客户服务能力的

员工所占百分比”

调查对象：150 名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的
专业人员
注：中等企业：50,000 美元至 
100 万美元；商业公司：100 万美元至 
5000 万美元；大型企业：> 5000 万美元
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进行的一次委托调查

中型企业 69%

商业公司 68%

大型企业 48%

平均 58%

图 1



影响 EX 的因素 
组织通过多种因素来实现积极的员工体验，这些因素会在工作场所营造
更好的环境，让员工产生积极的情绪。EX 的这些因素以授权、激励和支
持员工为核心，让员工有使命感，能够最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 

 › EX 因素可以细化到员工生产力、舒适感和公司关怀方面。最相关的 
EX 因素是激励员工为公司使命做出贡献、使员工更好地完成工作并
根据需要为他们提供正确的工具。为实现这一点，员工需要一个能提
高工作效率的环境，以及能让员工感觉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工具。
技术（特别是员工工作场所的硬件）在实现这种感知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因为用户设备的特定特性和功能有助于改进他们的舒适度、生
产力和整体工作环境。但是，要真正了解硬件技术在改善 EX 方面所
扮演的角色，我们不仅要考虑它如何影响工作表现和生产力，还要考
虑员工的舒适感，以及它如何让员工感觉到公司关心自己。在本研究
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这些 EX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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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2 个月里，以下哪些举措 
可能成为贵组织的业务重心？”

调查对象：150 名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专业人员 
注：并非所有回答都显示出来；显示选择前三个业务优先级的雇主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进行的一次委托调查

71% 改善客户体验

59% 改进产品/服务

56% 增加收入

35% 改善员工体验

28% 跟上法规遵从性要求

26% 提高员工生产力

25% 降低成本

图 2

组织尚未意识到 EX 和 
CX 在其业务优先级方
面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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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体验指数

授权：工作进展、自主权、认可和

关怀。

激励：相信他们为组织的核心使命

做出了贡献。

支持：让重要工作顺利完成所需的

技术和资源。



 ›  生产力的提高能够激励员工，赋予员工更多权力。当公司的生产力提
高后，他们会赋予员工更多积极性和自主权，使他们能够以更快的速
度和更高的质量执行工作任务。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绩效，还提高了
他们致力于完成公司核心使命的积极性和信念。

 ›  员工福利可提高和维持工作绩效。提高工作任务的绩效不仅仅是让员
工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还要求员工在工作场所环境中感觉舒适和保
持高效。在这种意义上，组织应始终注重员工的健康和舒适感，使他
们更好地关注工作任务并推动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监管机构（尤
其是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市场）制定了确保公司保持工作场空间健康
最低标准的政策，这也影响了这些市场对健康的关注。 

 ›  考虑员工的需求会产生积极的关怀感和公司认同感。倾听和解决员工
在工作场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所需的工具，还
是在改善影响其健康和舒适感的工作场所环境，让员工相信他们的需
求会得到重视，并且他们在公司中的使命和角色非常重要。当雇主意
识到这些需求并采取行动时，他们的员工会认为公司除了关心他们的
直接职能或工作任务之外，还关心他们本人，从而在长远的时间里对
公司产生积极的认知。 

通过在员工工作场所提供合适的工具和硬件来打造适当的工作环境，可
以提高员工生产力，迎合员工的舒适性追求，让他们感受到公司对他们
的关心，从而在改善 EX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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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这样的地方，人机工程
学更为普遍，尤其在有相关法
规的情况下。您必须让您的办
公室进行工作场所评估。因
此，您得让人们对正确的人机
工程学更感兴趣，并进行相应
投资。

   Osteopath，总部位于新加
坡，在英国医疗保健领域拥有
丰富经验

影响 EX 的因素

员工体验

改善健康

灌输公司关怀意识

提高生产力

调查对象：450 名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专业人员 
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进行的一次委托调查

图 3

构建显示器可能影响的

卓越 EX 的关键因素



显示器在改进 EX 方面的作用 
在考虑如何提高员工生产力、舒适感和关怀感，从而最终改善 EX 时，接
受调查的雇主和员工认识到设计正确的工作场所起着关键作用。这要求组
织为员工提供可满足其特定需求的工作场所元素。显示器在创建理想工作
场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因为人机工程学、屏幕前性能（包括显
示器屏幕的颜色、分辨率和光发射）以及它们所需的连接性等具体功能。
此类特定功能可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员工体验——生产力、舒适感和关怀
感：

显示器的人机工程学

 ›  人机工程学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舒适感改善 EX。人机工程学是指调整各
种工作场所元素的高度、角度和空间的能力，让用户或员工能够营造
可满足其特定需求的环境。有 80% 的雇主认为投资于人机工程学硬件
将对实现积极 EX 产生较高或关键的影响。外部专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
点：80% 的办公室规划专业人员也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场所视为
对工作场所有积极的高影响或关键影响。事实上，雇主发现了人机工程
学与生产力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有 84% 的雇主认为人机工程学工作
场所将提高其员工生产力，有 61% 的员工认同这一点。有 75% 的员
工还相信人机工程学工作场所将改善他们的健康和舒适感，进而在公司
内实现积极的体验。

 ›  显示器是构建正确工作场所的最重要功能。有 96% 的员工认为，显示
器的可调节性是构建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场所的最重要功能，而不是
定制椅子和可调节高度的桌子等其他因素。员工从其生产力的角度看这
一点：92% 的员工认为经过人机工程学优化的显示器在提高其生产力
方面非常重要或至关重要（参见图 4）。但是，健康专业人士从健康和
舒适感的角度支持这一点：有 93% 的医疗专业人士认为，有旋转、转
动和倾斜功能且高度可调的显示器屏幕是构建正确的人体工程学工作场
所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们可以为员工带来更好的姿势和舒适度。这主要
是由于人体工程学为用户提供的定制，因为显示器的高度可根据椅子、
桌子和其他工作场所的高度进行上下调整。此外，倾斜、转动和旋转功
能还允许员工在工作场所长时间以适合其姿势的方式设置显示器。 

 ›  人机工程学的缺乏不仅会对员工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还会让人们对公司
的认识产生负面影响。健康专业人士证实，有 61% 的办公室一族患者
可能会因为人体工程学工作场不好而导致“慢性腰痛”而来就诊。不投资
于人机工程学工作场所的负面影响也与感受到的不良员工体验密切相
关。例如，有 74% 的员工认为没有符合人机工程学的工作场所会给人
留下公司不关心他们的印象。

“显示器只是一种工作工具，常
常因为定位不当，导致颈部/
背部疼痛和视觉问题。如果工
作中使用显示器较多 ...根据
良好的人体工程学设计来放置
显示器就非常重要。”

  康奈尔大学 Alan Hedge 教授

“在人机工程学方面，一切都必
须保持平衡——合适的距离、
合适的椅子、合适的显示器
高度。可调显示器使人们能
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打造工作
场所。”

  Osteopath，总部位于新加
坡，在英国医疗保健领域拥有
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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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表现出干眼症状，包括视
觉瞬间模糊、眼睛不适和间
歇性发红。长时间使用计算
机显示器会导致这些症状或
加重。”

  一家新加坡领先医院的眼科
专家 



“您的硬件和设备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下列因素有多重要？”

调查对象：150 名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专业人员 
注：并非所有回答都显示，显示考虑上述功能“关键”或“十分重要”的员工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进行的一次委托调查

图 4

92% 更符合人机工程学的优化显示器

88% 更逼真/更大/分辨率更高的显示器

87% 提高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和可用性

82% 能够操作多个窗口以实现多任务处理

81% 能够减少蓝光发射，提高眼睛舒适度

74% 高分辨率网络摄像头以实现更好的协作

73% 节省连接外设所需时间

61% 电缆管理，让桌面变得整洁

屏幕前的体验 

 ›  显示器屏幕前的体验会影响生产力。显示器的尺寸和分辨率、色彩精
确度以及蓝光辐射减少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功能。考虑到这一点，有 
67% 的雇主认为宽色域、精确度和校准是他们为组织投资购买显示器
时优先考虑的因素。有 88% 的员工认为分辨率更高、显示器更逼真能
够提高生产力，还有 81% 的员工认为减少蓝光发射可进一步提高生产
力。这一点在 2018 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该研究向高
级管理人员询问了高对比度和高分辨率显示器的优点。研究发现，大多
数受访者指出高分辨率显示器可缓解眼部疲劳 (91%)，查看清晰图像的
能力提供了更好工作所需的高细节度 (79%)。4

 ›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认识到屏幕前体验对舒适度的重要性。有 68% 的医
疗保健专业人员证实，提供色彩和分辨率可定制、让眼部感到舒适的显
示器对整个工作场所都有较高的或关键的影响，特别是在为员工创造积
极的舒适感方面。有 66% 的员工甚至表示，减少显示器蓝光会让眼晴
感到更舒适，也会有同样的效果；雇主同意减少蓝光发射可改善舒适度 
(67%)，这在英国等市场尤其得到认同 (70%)，全球的商业公司 (72%) 
和大企业 (78%) 可能更了解这些功能及其影响（参见图 5）。

“至少每年对工作场所进行一次
筛查，确保他们不断优化工作
场所和工作工具，从而最大
限度地提高员工的健康和生
产力。”

  康奈尔大学 Alan Hedge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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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对工作场所员工的健康和幸福产生积极影响？”

调查对象：150 名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专业人员 
注：并非所有回答都显示出来；显示选择“高”或“关键影响”的雇主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进行的一次委托调查

图 5

85% 在员工工作站提供大屏幕显示器

81% 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的工作站

67% 减少蓝光发射

65% 无缝连接至笔记本电脑/外围设备

56% 自动化处理工作中非核心的枯燥任务

55% 在员工工作站提供更多数量的显示器

 ›  多种健康问题通常与次优的屏幕前体验有关。有 53% 的的医疗保健专
家认为，使用显示器后的眼睛疲劳和眼睛模糊问题也成为患者中出现的
一个显著问题。头痛 (69%) 和眼睛发痒/干眼 (51%) 也是由于工作场所
缺乏合适设备而引起的常见症状之一。

显示器连接 

 ›  显示器的连接性提高了生产力，也是投资购买显示器时的重要考虑因
素。据 73% 的受调查员工反映，显示器的良好连接性（如 USB-C 端
口）可节省连接外围设备的时间，提高员工生产力。 

 ›  连接功能也是投资购买显示器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有 65% 的雇主
在决定投资购买显示器时，将与外围设备的无缝连接（USB-C 端口）
以及电缆管理或更少的接线 (51%) 作为重要的考虑事项。

 ›  减少杂乱也与员工生产力的提高相关。有 69% 的雇主将通过更好地利
用空间来提高生产力以及减少杂乱视为改进 EX 的高优先级事项或关键
的优先事项。在美国 (68%) 以及全球商业公司 (80%) 和大企业 (82%) 
中尤其是这样，减少杂乱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考虑到显示器在工作
场所中的重要性，显示器的连接功能是这个提高生产力和改善 EX 的计
划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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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缺乏连接功能会影响员工生产力。有 40% 的员工表示，办公桌周围
太多杂乱的电缆会分散他们工作中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生产力。同
样，几乎有一半的人认识到，在使用当前显示器设置的会议中，在移
动时无缝插接/拔下电源线并不容易，这意味着在工作场所中存在当
前连接功能的限制，就会产生极高的非生产时间。Princeton 的研究
表明，太多杂乱的认知效应也会导致大脑在聚焦和处理信息时产生过
多的混乱，从而影响生产力。

5 

国家/地区简介：关键见解

1/2 page

Minimum Height

Maximum Height

Full page

调查对象：150 名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专业人员 
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进行的一次委托调查

美国 50%

英国 40%

中国 16%

美国 英国 中国

• 美国组织对 EX 在各个部门中的重

要性进行了良好的综合分析。整体

而言，这个市场 64% 的 IT 部门认

为员工体验和福利是一个重要的优

先事项。

• 美国组织应细心投资于构建EX的功

能，因为 96% 的员工认为，积极的

EX将提高他们以更有效的方式工作

的能力。

• 66% 的英国组织认为他们的IT团队

在考虑当年的优先事项时会考虑员

工的福利。

• EX 是提高员工忠诚度的重要因素。

英国有 88% 的员工认为更好的 EX 
将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还有 68% 的
员工认为这将提高他们对公司的忠

诚度。

• 考虑到连接硬件投资对 EX 的影

响，英国组织必须倾听其员工的需

求，并对适合他们偏好的功能进行

投资。

• 对于显示器，英国员工尤其认为人

机工程学 (98%) 和分辨率 (96%) 有
助于提升他们的 EX。

• 只有 46% 的中国公司将健康和 EX 
视为其 IT 部门的优先考虑事项。

• 为了实现更好的 EX 和幸福感，需

要解决中国的工作空间低于标准状

态的问题。中国仅有 16% 的员工认

为他们的办公空间是最高水准的。

• 按照这一个市场 64% 的员工的要

求，在中国投资购买正确的人机工

程学硬件和设备不仅可以提高他们

在工作中的工作效率，而且对于建

立积极的 EX 和工作场所感受也很

重要。

• 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

81% 的人员认为缺乏对员工工作空

间舒适性的关注会影响办公室专业

人员的健康和幸福。

• 有 72% 的受访者认为，与显示器供

应商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其显示器投

资的重要考虑因素，同时也认为特

定的显示器功能（如显示器的人机

工程学 (80%) 以及与外围设备的无

缝连接 (74%)）同等重要。

图 6：美国和英国的工作场所比中国更先进  认为自己工作场所在达到最高水准的

员工所占百分比： 



主要建议
对于要改善员工体验的组织来说，他们需要考虑工作场所中能够提高员工
生产力和舒适感的所有方面，使员工感觉他们的需求受到关注。员工的工
作场所，尤其是在整体考虑空间的人机工程学时，已成为改善 EX 的重要特
征；显示器被视为组织应该重点关注的最重要方面。显示器的人机工程学
设计以及连接功能和屏幕前体验，在提高员工生产力和舒适感方面具有很
大的作用，而且是当今投资购买显示器的管理人员的关键功能考虑因素。 

Forrester 通过对雇主、员工、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及办公室规划人员就显
示器在员工体验中的作用展开深入调查，得出了以下几条重要的建议：

EX 和显示器 

全面了解 CX 及其对 EX 产生的影响。为了使员工体验长期得到保持且有
效，组织需要与其员工建立整体联系。了解您的员工，不仅是他们为了更
好完成工作而存在的需求，还包括舒适感方面的需求，以及他们对公司的
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当 IT 和业务领导者为员工做出技术和硬件投资
决策时，仔细考虑这些投资将如何影响员工生产力、员工的舒适感以及所
营造的员工需求被关注的感受，将对构建更好的 EX 大有帮助。 

显示器功能是与 EX 紧密联系的重要考虑事项。这次研究表明，显示器
会通过一些关键因素影响 EX 的改善。因此，当公司选择投资购买显示器
时，雇主应考虑特定功能，如显示器的可调节性、屏幕色彩和分辨率， 
以及它为客户连接到外围设备提供的便利性。 

国家/地区差异 

美国和英国的成熟市场正在努力提升员工的舒适感和生产力。此外，这两
个市场的员工在更好的 EX 和生产力与对公司的忠诚度之间建立的密切关
联是组织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原因所在。对于公司而言，投资购买可引起
员工共鸣的特定显示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改善和维持积极的员工 
体验。 

中国的组织需要注重改善真正影响到 EX 的整体工作场所和功能。这一市
场中的员工对其工作场所的人机工程学状况的看法表明公司需要做更多
的工作，投资购买正确的人机工程学硬件。公司需要转变心态，将 EX 作
为一个整体优先处理，以按照他们的愿望提高 CX 和生产力。在这种意义
上，不仅要考虑生产力，还要更加认真地考虑员工的舒适感以及员工对公
司的认识，这会使组织能够在最终客户的最终服务方面树立更有效、更可
持续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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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中型企业需要更多地了解关注 EX 的价值。这些企业认识到，积极的 EX 
将对他们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产生影响，比大型企业的对手略好
一点儿。但是，就糟糕的 EX 而言，此类较小公司的员工在对公司的看法
以及公司对其需求的考虑方面会更加敏感。在此类公司中，专注于提供正
确的工具、环境和体验来帮助员工更高效率地完成工作是建立更好认识所
需要的，从而能够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在投资购买显示器时，不仅
要考虑到人机工程学，还要考虑到特定的连接功能以及屏幕前的体验，这
会建立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改进此类公司的 EX。 

大型公司可能在其积极 EX 的路线图中走得更远。虽然商业公司和大型企
业认识到需要考虑特定的显示器功能以获得比较小竞争对手公司更好的舒
适感和生产力，但是在这类大型组织中的员工体验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考虑到大型组织必须管理的规模和复杂性，他们不应忘记倾听员工需求的
个人因素，并提供他们特别需要的硬件增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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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调查方式 
在这次研究中，Forrester 采访了四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并对美国、英国和中国的 150 名员工、150 名雇主和 
150 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办公室规划者进行了在线调查。员工和雇主调查对象来自中型企业（年收入为 50,000 
美元至 100 万美元）、商业公司（年收入为 100 万美元至 5000 万美元）和大型企业（年收入为 5000 万美元及
以上）。

附录 B：人口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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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age

Minimum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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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age

调查对象：450 名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专业人员。雇主、员工以及医疗保健/办公室规划这三个不同部分各 150 名专业人士 
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进行的一次委托调查

调查目标 调查目标

调查国家/地区 年收入（美元）

雇主

每个部分 
150 位

员工

医疗保健/办公

室规划

英国

美国

中国

• 中型企业 - 50,000 到 100 万美元

• 商业公司 - 100 万至 5000 万美元

• 企业 - 5000 万美元及以上

• 雇主：参与 IT 购买决策的业务和技术领导者

• 员工：在工作中主要使用显示器的知识工作者，

每周工作 30 小时或更长时间

• 专业领域：医疗保健/办公室规划专业人员

附录 C：尾注
1 资料来源：“Why EX? Why Now?”《为什么是 EX？为什么是现在？》，Forrester Research, Inc.， 
2018 年 11 月 27 日。

2 资料来源：“Sharpen Customer Experience Focus With Employee Engagement”《通过员工敬业度加强客户
体验》），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3 年 8 月 26 日。注：NET Promoter 和 NPS 是注册服务标志， 
Net Promoter Score（净推荐值）是 Bain & Company, Inc.、Satmetrix Systems, Inc. 和 Fred Reichheld 的服
务标志。

3 资料来源：“Extend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To Employee Experience”《将客户体验延伸到员工体验》， 
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7 年 10 月 3 日。

4 资料来源：《选择合适的显示器，提升员工生产力》，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发布思想领导力研究报
告，2018 年 4 月；

5 资料来源：Unclutterer.com；“Scientists find physical clutter negatively affects your ability to focus,  
process information”《科学家发现物理杂乱对您聚焦、处理信息的能力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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