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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概述

英特尔 IT 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交付 IT 服务，这可以帮助优化 IT 解决方案，提

高员工工作效率并加快业务周转速度。我们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包括主动与英特尔员

工和业务部门积极沟通和合作，了解他们在信息、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希

望获得怎样的体验。借助这种合作模式，我们所开发的解决方案更为灵活和提供更多

选择，同时为员工的工作流程提供有效支持。

为了加强这一合作伙伴关系，英特尔 IT 

在过去几年中对自己交付 IT 服务的方法

进行了根本的转变，以便将精力放在为

客户提供其最关注的业务成效上面。我

们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以及追求的结

果会根据我们内部客户（英特尔员工和

业务部门）的目标和需求进行调整。我

们以全新的方式与他们交互，促使他们

在技术导向、评估、采用和服务开发方

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我们发展了多种实践，以加强对内部客

户的了解并进行更好的沟通，这些实践

包括：

• 执行年度用户细分研究，帮助我们更

有效地为特定员工群体提供 IT 解决

方案和服务

• 邀请业务部门和员工参加 IT 试点研

究和早期使用者计划，在全面实施前

改进解决方案并确保其稳定度   

• 通过调查来评估客户对现有 IT 产品

和服务的满意度，并确定对英特尔员

工和业务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创新领域

• 为主要计算设备提供更多企业选择，

为员工带来更多选择和更为灵活工作 

建立和支持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带设备） 和 PC 计划，在过

去的三年中带来了约 700 万小时的工作

效率。我们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交

付 IT 服务，在英特尔 IT 内部改进流

程、服务与设计能力，从而提升员工工

作效率并加快业务周转速度。我们进一

步加深对业务客户和英特尔员工的了解

并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

更加出色地完成我们的使命，通过信息

技术推动英特尔业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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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ntel
IT@Intel 计划将全球各地的 IT 专业

人员及我们机构中的 IT 同仁紧密联

系在一起，共同分享经验教训、方法

和战略。我们的目标十分简单：分享

英特尔 IT 获得业务价值并实现 IT 

竞争优势的最佳实践。如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或联系您当地的英特尔代表。

背景
英特尔 IT 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间，IT 环境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和发展，而且复杂程度

不断增加。随着消费化（以用户要求为导

向）影响的不断扩大，IT 已不再是决定员

工所使用设备、平台、连接方式和服务的

唯一因素。就像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追求

的是围绕用户需求优化产品，英特尔 IT 

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交付 IT 服务，

旨在从调查研究和与用户的交互中获取信

息。了解员工在信息、技术和服务等方面

的需求，以及希望获得怎样的体验，这将

为我们的决策奠定基础。英特尔 IT 与我

们内部客户（英特尔员工和业务部门）之

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双方互惠互利。这一

合作伙伴关系可提升工作效率和组织速

度。

不断演进的业务环境与瞬息万

变的 IT 环境

不断加快的业务发展速度和丰富的技术选

择造就了如今充满挑战的 IT 环境。消费

化以及使用模式和平台的多样化令 IT 环

境更为复杂，因此 IT 战略不能再以提供

特定平台或某一套设备为中心。我们的解

决方案必须转向提升业务速度和员工工作

效率，以及改进基于客户的成果和客户满

意度。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英特尔 IT 着眼于在

各种设备间提供集成和优化的客户体验。

英特尔 IT 已经从单一模式的解决方案

或“一刀切”的模式转向多层或多级方式，

即针对工作提供相应方法和设计。我们称

之为以用户为中心的 IT。

IT 消费化为正在转变传统角色的业务部门

和员工带来了期望，这使得英特尔 IT 转

变为我们的内部客户提供不同的决策和

沟通模式。满足新计算模式、新期望和新

行为需求的主要因素在于是否愿意改变在 

IT 环境中做出决策的方式。现在，英特尔

业务部门和员工在技术导向、评估、采用

和服务开发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从划分用

户需求优先级开始

工作场所不断发生变化，英特尔 IT 意识

到必须提高工作效率，走在员工与业务部

门需求的前面，并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为了建立这一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在

几年前就开始做出根本的转变，转向开发

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来交付 IT 服务。我

们通过全新的方法配置服务、设计和评估

系统，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与员工和业务部

件的交互方式。

我们首先重新构思甚至是重新命名我们的

组织结构，这是长期服务改造计划的一部

分。之前很大程度上都是按功能来组织团

队（如架构、设计和运营）。现在我们组

建新的服务团队，为 IT 员工指派不同的

角色并实施标准流程。每项 IT 服务都能

够交付以客户为导向的成果并与其他具有

共同用途的服务组成产品组合。例如，我

们的 PC 客户端服务团队目前正在组建一

个服务产品组合，以帮助所有英特尔员工

尽可能地提高工作效率。这些服务包括支

持和部署 PC 和软件、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打印以及其他可帮助员工执行工作的

功能。在致力于获得客户导向型成果的过

程中， IT 服务团队的工作角色发生了转

变，我们现在特别注重了解内部客户并听

取他们所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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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环境的变革推动了其他因素的变化，

包括日益增多的研究、沟通和与英特尔员

工和业务部门的交互，以便更清楚了解他

们的需求。例如，我们的岗位轮换计划让

英特尔 IT 员工进入业务部门。在 2012 

年，有 120 多名 IT 员工完成了岗位轮

换，对英特尔内部的流程、服务和设计起

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IT 员工岗位轮换

期间的经验显示，他们带回了无法通过其

他途径获取的对于我们 IT 服务的可用和

功能的敏锐观察；他们还与内部客户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有助于未来 IT 服务的开

发。

同样地，IT 用户体验专家团队对特定团

体进行了深度调查，研究了他们使用的技

术、交互方式以及所执行的任务。通过这

些交互获取了重要洞察信息，可帮助我们

设计优化的 IT 解决方案，提升员工和企

业效率。例如，我们改进了英特尔的采购

单（purchase order, 简称 PO）系统，

这显示了如何通过深了解客户见解为企业

创造价值。英特尔员工每年大概生成 

200,000 多个采购订单（PO）。通过观

察他们与系统的交互方式，我们发现了简

化流程的方法，将八个不同的系统整合为

一个系统，最终将创建 PO 的时间减少了 

50%。

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业务客户和英特尔员工

的了解并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从而更加出色地完成我们的使命，通过信

息技术推动英特尔业务的增长。我们不断

改进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来交付 IT 服

务，为英特尔创造重要业务价值并制定最

佳实践。

了解用户的最佳实践
注重满足内部客户的需求，我们需要重新

调整以下方面的定位：如何与他们的交

互、为他们提供哪些选择以及在选择时为

如何提供相关的指导。我们通过各种方法

来加强对内部客户的了解和沟通。

多元化方法

英特尔 IT 鼓励内部客户积极参加技术评

估流程，针对以用户为中心的 IT 采用多

元化方法。我们根据概念验证

（proof of concept, 简称 PoC） 结果和

员工细分研究做出决策，听取早期使用

者和技术评估团队的意见，并在部署过程

中的各个阶段与内部客户进行沟通，包括 

IT 解决方案的设计和部署之后的活动。

例如，在我们向所有英特尔员工部署新技

术前，首先与少数业务部门合作，进行早

期测试。我们通过这些业务部门的员工获

取反馈，更技术的使用方式和发现限制其

使用的因素。这一流程可以帮助在部署前

解决所有问题并改进解决方案的设计。

在我们以用户为中心的 IT 环境中，鼓励

在整个组织结构自由地进行沟通、交流

看法和创新理念。我们鼓励英特尔员工积

极参加评估流程，就 IT 解决方案的效率

和质量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在论坛

和全球企业社交计算环境中参与调查、与

支持团队交流看法或者提供个人反馈。虽

然不可能就所有建议都采取措施，但是我

们会对建议、想法和调查相当重视，与内

部客户开展持续的开放式对话。

提升合作伙伴工作效率

各样的电子计算设备和技术不断改变

着员工对工作和协作形式的期望。在

英特尔，我们将这种用户选择设备

（通常被称为消费化）作为一种提升

员工工作效率的方式，并通过继续与

英特尔员工进行沟通来扩展我们已取

得成功的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计划。最终，发现这对员工

工作效率和满意度都起到了积极影

响。

为了支持消费化，我们会提前告之员

工在公司环境中设备必须支持的信息

安全和功能。我们通过这种方法为员

工提供更有效的培训，让他们了解哪

些技术和设备能够在公司环境中出色

运行并同时能够保护企业和数据安

全。

随着我们的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计划不断成熟，它将日益支

持更广范的设备和应用。目前该计划

中的设备已超过 23,000 台，较 2011 

年增加 38%。员工称 BYOD 计划平均

每天帮助他们节约 57 分钟的时间。这

相当于在过去的三年中增加了 700 多

万小时的工作效率。（参阅图 1。）

IT 消费化

2012 年 
23,500 
台设备

2010 年 
8,500
台设备

2011 年 
17,000
台设备

比上一年增长 38%

图 1. 英特尔 IT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计划在过去的三年内发展迅速，大幅
提升了英特尔员工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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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包括的员工

传统型员工 擅长于开发硬件的技术 

专家

生产型员工 工厂工作员工或者为制 

造操作提供支持的员工

探索型员工 包括英特尔公司销售、 

市场推广、财务等部门 

的员工

英特尔新员工
在英特尔工作短于 18 

个月的员工

开拓型员工 擅长软件开发的计算专家

关系型员工 行政人员

表1. 通过年度用户细分调查确定英特尔
员工角色定位

图 2 显示了许多相关的方法，在这些方

法中，我们的内部客户是计算和 IT 战略

的中心。

根据角色定位更有效了解客户需求要

想根据内部客户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首

要任务就是清晰地了解客户群体、他们的

工作方式、使用的技术、常用沟通方式以

及他们通常面临的问题。英特尔 IT 与多

个部门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人力资

源与人因工程部，根据典型的工作流程和

技术需求对英特尔员工进行细分。

我们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将英特尔员

工细分为各种典型角色（请参阅表 1），

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他们所需的硬件和软

件，从而确保高效完成自己的工作。我

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提供个性化选择，而

不必为单个解决方案提供支持。为了实现

最大的灵活度，我们根据角色定位选择主

要设备，然后通过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计划来实施（请参阅前一

页的侧边栏），以更加全面的满足员工的

需求和期望。

我们通过细分研究改进并更有针对性地提

供 IT 解决方案和服务。例如，通过研究

结果确定适用于各员工群体的最佳 PC 更

新周期。虽然我们的标准更新周期是每两

年到四年为员工提供一台新 PC，但在这

个时间内根据他们的工作需求，有些部门

更新频率会快一些，另一些则会慢一点。

我们的更新战略是销售部门员工每两年提

供一台全新的主要计算设备，设计员工是

每三年一次，办公室员工为每四年一次。

此外，我们还通过从细分研究中获取的信

息来改进技术支持服务。在过去的三年

间，我们的技术支持中心将解决问题的时

间缩短了一半，从而将支持员工的数量减

少了 52%。我们通过更深入地了解客户

体验和对技术支持工作流程做出战略性的

变更来提升服务效率。

通过以下途径获听取意见

• 调查
• 博客与论坛
• 巡展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 BYO 设备
• 根据角色定位选择更新
• 客户支持

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洞察信息

• 细分角色定位
• 岗位轮换
• 团队内 IT 服务 

培训

• 未来解决方案
• 设备建议
• 支持

通过以下途径拓展

• 预评估
• 早期使用者计划
• 新技术试点

图 2. 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方法将我们的内部客户置于战略中心位置，以便进行有效的沟通、设计和选择。

英特尔 IT 
以用户为中心的 

战略方法



www.intel.com/cn/IT    5

我们注意到 10% 的 IT 支持呼叫来自行

政助理，虽然这个工作职位只占员工总

数的 1%。因为行政助理在为众多其他

员工提供帮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所

以改进我们针对该部门的服务将影响大

量员工的工作效率。为了改进支持，我

们现在提供快速服务级别、量身定制的

支持渠道以及经过专业培训的员工来满

足他们的独特需求。此外，还会特别为

行政助理提供量身定制的音频播客、专

门的沟通渠道（包含在早期测试中）以

及提前对他们进行新技术培训。这些和

其他增强功能在 2012 年赢得了 95% 

的客户满意度。

我们自 2009 年开始执行年度细分调查

并将继续加强实践。我们每年都进行该

项调查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出

现新的需求和业务部门。除了包括所有

员工的细分研究外，还进行小规模的研

究，以加深对发展迅速或者开发新工作

流程的特定部门的了解。

通过邀请、听取意见和发布通

知来加强对客户的关注

我们以用户为中心的导向和与业务部门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打造量身定制的

方案进行沟通、培训和服务奠定了基

础。与用户之间实现有效的双向沟通能

够帮助我们主动积极地与内部客户进行

沟通，以便让他们看到英特尔 IT 是可以

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值得信赖的重要伙

伴。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员工需求反馈。为

员工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 IT 支持已不再是

适用“一刀切”的模式。员工采取不同的方式

对工作中所需工具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

有些员工喜欢通过搜索获取答案，有些员

工则希望获得直接，还有些员工通过播客

或视频寻求帮助。因此，我们使用大量工

具为员工提供技术培训和相关信息，帮助

他们获取支持。

我们具有普通员工沟通渠道和专用渠道。

员工可以查阅 IT 门户主页以及我们企业社

交平台的 IT 部分。它们都可以提供自助支

持、服务信息、回答大部分常见问题以及

直接链接至常用资源。多种 IT 支持选择包

括本地帮助中心、24 小时电话支持和在线

会话。英特尔 IT 还提供服务新闻简报，可

为全体员工提供贴士和技巧。

时刻保持移动创新

在日常工作中，英特尔员工会使用多台

设备。针对用户需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和服务需要采用多种方法，这样才能在

多设备使用模式下提高工作效率和更为

可用。

例如，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我们评估

了 Windows* 8 在超极本™ 设备和平板

电脑上的应用，以及手势、语音和触控

等其他新的输入方式。我们还针对移动

外形开发了大量业务应用，以提升工作

效率。接收即时消息功能以及一触式连

接英特尔电话会议的快速拨号程序等应

用可帮助员工加强协作，并减少等待的

时间。目前使用的其他应用可帮助员工

注册英特尔活动、访问内部 wikis、通

过社交工具完成协作以及审批采购申

请。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灵活度，员工必须

能够安全访问针对其设备而优化的公司

应用和服务。我们通过用户体验调查确

定了多设备使用模式的使用案例，而且

目前正在对多个节省时间的服务测试，

其中包括：

• 即时会议应用。

该解决方案缩减了从移动设备开启

或加入音频、视频或数据会议的步

骤。

• 商务旅途定位器应用。

该工具提供定位服务，可帮助员工

在不熟悉的场所找到可用的英特尔

会议室、打印机、同事的工位、休

息室和其他位置。&  

&  请参阅 “Digital Personal Assistant for the 
Enterprise” （2013 年 1 月）和“Geting a 
Headstart on Location-based Services in the 
Enterprise”（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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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列出了我们与内部客户交互和沟通的

部分方式，可帮助我们改进 IT 解决方案

和服务并与其建立更加深入和更加紧密的

协作关系。

我们的方法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活动：

• 邀请员工参加技术评估和试点

• 通过调查听取意见并主动通过企业社交

媒体寻求意见

• 通知员工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以及

了解 IT 服务和选择

邀请、听取意见和发布通知活动的

相关实例

我们的早期使用者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

实例，它邀请英特尔员工积极参与其

类别 实现方法 实施方案

邀请
新技术试点 邀请员工加入 IT 试点，并就即将在企业中实施的新 IT 解决方案提供反馈。

早期使用者计划 渴望最新技术解决方案的员工可以注册成为早期使用者。

听取意见

年度调查 执行年度调查，评估用户对 IT 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并帮助确定对员工来说最重要的 

领域。  

企业社交媒体平台 为 IT 工具和服务提供支持的人员会联系不同的员工，以便了解他们在故障排除和问题解
决 方面的意见。该平台还可用作核心工具，用于自助试点计划。

特定主题的调查 通过调查和博客对话，确定对员工来说比较重要的领域。

通知

员工新闻简报 通过内部发行的双周刊新闻简报《Digital Edge》（数码前沿）中的技术主题文章来对员工
进行培训，监控并解决员工的反馈。

技术支持论坛 技术论坛和意见箱可实时发布产品和服务信息、对员工的问题做出回应，以及提供更加详细

的内容或相关信息。

设备与服务选择工具 提供一个对比表（请参加下页的表 3）。在员工购买 BYO 设备前，帮助员工了解可以在

英特尔使用的 BYO 设备和特性。

巡展 在自助餐厅设立了展台或者开展虚拟在线活动，员工可以利用这些方式直接通过英特尔 IT 

专家了解新技术和其他 IT 解决方案。

音频播客 每 10 周为行政助理制作一次内部音频播客。并根据需要提供特定的产品音频播客。

Wikis IT 培训人员制作培训内容并通过内部 wikis 分发。

表 2. 英特尔 IT 如何与员工交互以改进解决方案、服务和客户体验的实例

中。例如，我们邀请员工参与 Microsoft 

Windows* 7、Windows 8 和超极本™ 设

备概念验证和试点计划。早期使用者能够

在他们的日常工作流程中对新技术进行测

试，从而为 IT 提供有价值的反馈信息，

这可以帮助我们改进解决方案和服务，在

随后普通用户采用该技术时变得更加稳

定。

我们的自带 PC 补贴评估1 则是听取员工

意见的一个实例。我们对全球员工进行调

查和博客对话，确定在为员工购买自己的

主商用 PC 提供资金补贴的计划中，他们

首要考虑的因素。虽然最终的评估结果显

示该提议计划对于英特尔来说并非经济高

效之举，但是该信息的收集对于我们快速

决定实施为移动用户采购商用超极本的

1  请参阅“BYO PC Stipend:Investigating a Stipend-        
funded BYO PC Supply Model”（2012 年 11 
月）。

计划（替代补贴计划）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作用。2

英特尔 IT 的音频播客是听取员工意见，

向员工发布通知的关键沟通方式，它可以

帮助建立信任并与员工保持合作关系。例

如，我们为特定受众制作音频播客（比如

每隔 10 周为行政助理制作的音频播客）

或者特定主题的音频播客（如移动设

备）。此外，现场版的音频文件还可作为

播客提供，以方便员工下载。

通过我们的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计划和小外形（small form 

factor）路线图支持消费化，则是另外一

个向员工发布通知的实例。由于选择多

样，所以需要在做出正确决策和解决问题

2   请参阅“Deploying Business Ultrabook" 

Devices in the Enterprise”（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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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操作系统 1 操作系统 2 操作系统 3 操作系统 4 操作系统 5

电子邮件 √ √ √ 根据所支持的设备， 
可能需要其它安全软件

日历 √ √ √ √ √

通讯录 √ √ √ √ √

全球定位系统（GPS） √ √ √ √

Wi-Fi*
支持您在机场、咖啡店或其它场所连接到您的家庭网络或 
公共 Wi-Fi

视情况而定 视情况而定 视情况而定 √ √

互联网的可用度 出色 视情况而定 视情况而定 卓越 卓越

互联网应用
示例：地图应用、货币转换等

好 好 好 优秀 卓越

英特尔内网的可用度 部分可用 X X X 部分可用

业务应用的可用度
示例：即时消息、音频会议等

更多可用 部分可用 部分可用 较少可用 部分可用

电池续航时间
待机或通话

卓越 出色 出色 出色 出色

全球漫游能力 视资费计划而定

网络共享（Tethering）
将您的手机连接到您的笔记本电脑，并将手机用作调制解 
调器以连接到互联网（如无线数据卡）。性能视手机型号 
和服务提供商的网络速度而定

√ 视国家（地区）/服务提供商而定

√ 支持； X 不支持

表 3. 智能手机功能对比表

服务器托管的虚拟化 —  
虚拟应用套件 
基于浏览器的英特尔连接 

英特尔公司层次安装 
您电脑上的特殊版本

服务器托管的虚拟化 —  
云环境中的台式电脑 
服务器托管的虚拟 Windows* 
7  台式电脑

客户端托管的虚拟化 —  
Type 2 管理程序 
您电脑上的本地应用程序

实施技术 二级随身平板电脑 主计算设备 主计算设备 主计算设备

最佳使用案例场景

• 访问常见应用，执行全屏幕

• 能够在虚拟化应用之间进行复
制和粘贴 

• 使用标准应用，并需要高速性
能 

• 需要自定义桌面，但是不希望
使用英特尔系统

• 希望参加随身平板电脑和初级
电脑计划 

• 希望在未连接互联网时，能够
在不使用英特尔系统的情况
下，访问英特尔数据和应用 

非常适用于报名参加自带主
电脑和自带平板电脑的成员

√ X √ X

我经常出差，并且可能有低
的带宽连接

出色 卓越 不推荐 优秀

我经常通过宽带连接在园区
或家中工作

优秀 卓越 优秀 出色

我在工作中经常使用富媒体
应用（视频通话、3D 图
形、网络培训）

不推荐

离线访问 X √ X √

表 4. 员工自带 Mac、PC 和平板电脑计划实施指南

√ 支持； X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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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供帮助。例如，英特尔 IT 通过各种

内部方式和在我们的小外形（small 

form factor）网页上与员工进行沟通， 

让员工了解企业中支持的个人设备以及

希望在个人设备上运行哪些服务。上一

页的表 3 列出了我们与员工沟通的信息

类型，可指导他们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

以及我们在这些设备上提供的 IT 服务来

购买智能手机。3

上一页的表 4 中显示了我们如何鼓励参

与 BYO Mac、PC 和平板电脑计划的员

工思考其设备使用方式以选择适合他们

工作环境的最佳解决方案。

各种方式鼓励他们在技术导向、评估、

采用和服务开发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

我们通过开放式的多次沟通加强了与内

部客户的交互，发现他们向英特尔 IT 寻

求答案的次数日益增多。我们已经从服

务提供商成长为了可信的顾问和合作伙

伴。这一协作方法扫清了各种障碍，并

支持通过一种共同方式来提升英特尔 

IT 、英特尔员工和业务部门的工作效

率。

英特尔 IT 通过邀请内部客户、听取内部

客户的意见以及向内部客户发布通知，

对决策和业务周转速度发挥影响。我们

通过改进基于客户的成果和客户满意

度，为所有英特尔业务部门提供优化的

技术解决方案和服务。我们计划通过调

查和与员工的主动交互，继续调整和演

进对用户的了解和关系。我们对员工反

馈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年度用户调查和

用户细分调查的结果），这可以帮助我

们展望下一步发展并影响我们的 IT 技术

路线图。

缩写词 

BYOD

GPS

PO

PoC

Bring Your Own Device

全球定位系统

采购单

概念验证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的信息，请

访问：www.intel.com/cn/it

结论
英特尔 IT 做出根本的转变，转向以用户

为中心的 IT，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满

足内部客户的需求。我们不断与英特尔

员工和业务部门交互，并通过更多方式

更加有效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服务、沟

通和支持。我们的目标是更加积极地了

解客户的需求期望以及加强我们与客户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正在通过

3   请参阅 “Best Practices for Enabling Employee-
owned Smart Phones in the Enterprise"  
（2011 年 12 月）。

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参阅以下相关主题的白皮书，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 “Deploying Business Ultrabook™

Devicesin the Enterprise”（在企业内部

署商用超极本™ 设备）

• “Best Practices for Enabling

Employee- owned Smart Phones in

the Enterprise” （在企业内支持员工个

人智能手机的最佳实践）

• “Pre-Evaluating Small Devices for Use

in the Enterprise”（在企业环境中使用

小型设备的预评估）

• “Benefits of Enabling Personal

Handheld Devices in the

Enterprise”（支持在企业中使用个人手

持设备的优势）

• “Maintain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while Allowing Personal Hand-Held

Devices in the Enterprise”（允许在企

业中使用个人手持设备，同时保持信息

安全）

• “Delivering Cloud-based Services in a

Bring-Your-Own Environment”（在自

带环境中交付基于云的服务）

• “Digital Personal Assistant for the

Enterprise”（企业的个人数字助手）

• “Getting a Headstart on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in the Enterprise”（企

业中基于位置的服务）

http://www.intel.com/ultrabook
www.intel.com/cn/it
www.intel.com/c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