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何应当阅读本文 

此愿景白皮书阐述了英特尔采用涵盖企业文化、IT 资源和工作设施的整体方法开展

工作场所转型的原则，其中包括： 

• 采用新的工作方式，例如关注非例行工作、虚拟化工作场所、以及广泛吸纳创意以

释放隐藏的商业智能等

• 通过利用高级协作、个人效率和集成设施的关键技术推动变革

• 在企业文化中纳入创新、高效、开放和责任制等内容

• 引入社交、移动、分析和云（SMAC）模式作为新的数字业务平台

• 创建合适的环境，使工作场所能够为工作方式提供完美支持

愿景白皮书

工作场所转型
英特尔拥抱变革和创新的愿景

Jim Henrys，英特尔首席战略官兼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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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性质正在飞速变化。现在员工能够随时随地的，使

用广泛的移动设备完成工作。同时，竞争格局也以同样快的速

度在演变。一方面，企业面临着在服务、技术和价格方面具备

相同优势的竞争对手带来的严峻压力。另一方面，即便是最成

熟的企业，也面临着与移动办公和云驱动的创新业务模式保持

同步发展的压力。

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企业必须转型才能得以生存。而这

种转型需要在产品、服务、业务模式等许多领域进行创新，且

必须不断提高创新的速度。在许多企业中，管理层已经开始推

动变革。在认识到转型需求的同时，企业领导者也一致认同需

要改变员工的工作方式以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这是因为人才是

创新的根本。而 IT 在推动这一变革方面能够起到独一无二的

作用。  

行业当前一致认同，社交、移动、分析和云（SMAC）模式已

成为构建数字业务的新平台。而且毫无疑问，这种模式正对工

作场所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技术只是这一等式的一部分，

变革并非轻而易举可以实现。真正的转型过程会在企业文化、

工作环境和技术方面给企业带来诸多挑战。技术和工作场所必

须不断演进，以支持新的工作方式，但人与文化对成功同样至

关重要。

本白皮书探讨了英特尔的工作场所转型愿景，介绍了企业面临

的挑战和障碍，以及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大成功的具体原则。

瞬息万变的环境 

颠覆性的新企业传统竞争对手

成熟企业

压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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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步入一个全球都在积极变革的时代。业务

环境正在飞速变化，尽管在调整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许

多企业已经开始迈出第一步。技术最终会推动大规模变革。

每隔一百年左右，这种积极变革的时代就会出现一次。技术创

新毋庸置疑地为新的经济格局提供了关键支撑或基础。正如 

18 世纪 60 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如今我们正在续写第

三次革命浪潮。

当今积极进行变革的企业领导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识

到，创新来自人才，而且他们在整个企业中坚定不移地灌输这

一信念。通过汇聚员工的集体智慧，企业能够从共享知识和资

源中获益更多，最终实现更大的回报。这些高瞻远瞩的企业正

在推动创新，并通过改变工作本身的性质加速发展。 

新的工作方式

以下列举了一些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的全新的工作方法：

• 敏捷开发 — 使人员能够集中在一起，以明确重点的协作式

迭代方法开展工作，例如通过 “群策群力” 解决问题。

• 关注非例行工作 — 高价值的工作来自员工的创造力、市场

洞察、个人人脉、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同时明白重复性例

行工作会更加机械化。  

• 人才吸纳 — 通过提供最有效和最灵活的工作环境，吸引并

留住合适的人才。对于吸引 90 后员工，尤其如此。 

• 虚拟化工作场所 — 工作不再是人们到一个地方，而是他们

做的事情，让这些人员能够随时随地高效工作，再无限制。

为人们提供更多能力

以下是企业日益增强协作的一些方式：

• 集体协作 — 帮助确保让每个人都积极发声，贡献想法以发

现隐藏的智能，并形成参与感

• 众包 — 利用广泛的 “大众开发者” 资源作为丰富的创新来源

• 超高连接 — “跨越企业防火墙”，突破地域的限制，与丰富的

合作伙伴和机构生态系统协作

创新与挑战并存 

Rifkin, Jeremy。第三次工业革命：扁平化权力如何变革能源、经济和整个世界。 
Palgrave MacMillan Trade，2013 年。

第三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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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

虽然其中许多敏捷的工作方法看起来并不难实现，但他们并非

没有挑战。在当今企业中，有诸多方面在阻碍着这些工作方式

成为现实。 

静态工业时代的流程和工具 

静态流程和相关技术可能无法与人们的工作方式协调一致。这

一点对于当今的分布式劳动力而言尤其如此。如果员工不能获

得合适的工具或与其他团队成员轻松协作，则会中止工作流，

降低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最终中断业务运营。

以常见的头脑风暴会议为例，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员工在一间

会议室，一些远程员工通过电话参与会议的情况。在会议室的

员工需要在白板或挂图上涂鸦并拍照，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出去

（它会将您的 “下一个伟大想法” 同步到公共云）。会议室中到

处都是电线，人们都在寻找电源插座。令人遗憾的是，这间会

议室没有插座，但更糟糕的是，通过电话参与会议的远程员工

无法及时进行协作。

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空间和技术，甚至同一栋楼的员工也会出

现问题。某些地方可能没有会议室，或者很难找到，并且可能

因没有合适的适配器，很难在会议室投影仪上共享工作。诸如

忘记密码或技术不兼容等小烦恼，也会影响个人工作。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

隐秘的商业智能  

然而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另一个常见的挑战就是 “隐秘” 智能。

企业已经发现很难找到能够提供正确回答的人，在大型分布式

企业中尤其如此。再有就是商业智能方面。当今的企业充斥着

数 TB 的数据，并正在努力有效管理所有这些数据。借助正确

的分析技术，这些数据可以提供重要见解，帮助企业快速做出

明智决策。

创建社交和智能企业

通过成为社交和智能企业，您可以确保提供一个开放且互联的

环境，让员工能够始终访问到共享知识和数据，从而提高业务

灵活性和速度。不仅人需要 “集体合作”，计算也同样需要。通

过支持社交计算和高级协作，您可以让所有员工都能够积极

参与交流，贡献自己的想法。员工可以轻松分享观点、共同合

作，当他们有问题时，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相

关专家。

并且通过广泛提供分析数据，企业可以通过 “智能顾问” 应用，

将关键业务信息提供给所有员工。随着整个企业可以方便地访

问实时信息，员工能够快速做出更加明智、准确的决策，加快

工作流程，进而取得更出色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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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与实现转型之间，我们还需要关注变革需求。这就相当

于我们身处何处与我们要去往何处之间的区别。英特尔在前瞻

性愿景中详细介绍了工作转型和技术可在促进变革方面发挥的

作用，同时强调了企业可以进行转型的三个重要方面： 

• 高级协作 — 使分布的移动员工能够轻松、无障碍地解决 

问题和分享信息

• 工作效率 — 简化工作流程，并帮助员工摆脱繁重的计算 

负担

• 集成工作空间 — 使用嵌入式智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改进 

协作

促进高级、自然的协作 

由于当今的员工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城市、甚至国家，协作可

谓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此方面，企业同样需要面对在典型的

头脑风暴会议中存在的挑战，包括静态白板的局限性，以及与

远程与会者交流想法等。虽然视频会议看似一个可能的替代选

择，但视频质量却成为一个最大的阻碍。 

采用高级协作技术，员工能够以直观、自然的方式连接，无论

是全球团队、小组还是简单的一对一会议。具备高清音视频能

力的统一通信和现场背景遮蔽技术正在彻底改变视频会议，为

与会者带来身临其境般的体验。员工可使用涵盖平板电脑和投

影仪屏幕等设备的多点触摸共享交互白板，进行实时的交互。

此白板可供所有与会者实时观看和访问。

技术的作用 

现状： 未来：

仅会议室中的人员可以有效协作。 所有团队成员均可获得自然、完整的体验。

与会者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屏幕或白板图片来进行共享。 远程与会者可以实时观看和进行交互。

员工可使用点对点触摸和手势功能。

视频会议质量很糟糕。 与会者可获得逼真的高清视频和音频，同时还可以遮蔽现场背景。

很难找到员工。

不断变化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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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个人工作效率

当谈及工作效率，最小的细节也可能妨碍工作流程，无论是以

低功率运行的笔记本电脑还是密码问题。例如，您忘记了密

码，没有 IT 人员协助就无法登录。这肯定会拖延您和其他人的

时间，而且还会中断工作流程。共享工作可能需要耗费比原本

更长的时间，特别是当您无法连接到投影仪时。 

英特尔在帮助员工摆脱这些常见障碍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能够帮助员工按照现有工作流程显著提高效率。具体技术

包括： 

• “生物特征密码” 是一种基于生物特征的体验，将会更快，

更安全。员工将不必再设置类似 “123456” 等密码或写下 

密码。

• 无线工作场所即将来临。内建的无线显示技术现在使员工能

够更加安全地自动连接投影仪，无线的未来指日可待。不久

之后，无线扩展坞和无线充电将会创造更加无缝的体验。

• 数字助理即将到来，它将会改变我们工作的方式。您不必告

知您的设备所有一切，相反您的设备会告诉您一切。设备将

会根据主动的上下文建议和强大的语音识别功能，预见到您

的需求。而内建的防盗功能可以在您出行期间自动测量距离

和运动情况，以评估风险程度。

现状： 未来：

有太多的密码要记住。 使用基于生物特征识别功能的“生物特征密码”技术进行登录。

没有简单的屏幕共享方式。 采用无线显示技术工作。

适配器丢失或不兼容。 使用无线数据共享。

没有电源插座。 使用无线充电和扩展坞功能。

设备不够 “智能”。 数字业务助理做出主动推荐。

语音识别没有帮助。 设备 “知道” 您和您的偏好。

设备加重了工作，而不是让工作更简单。 定位服务可帮助找到您的所需。

改进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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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成工作空间 

许多公司仅仅是使用现有的工作空间，而全然没有考虑到它们

已经存在种种的挑战和问题，即便是现场员工也经常在工作时

感到难以为继。在这些公司，找到一个可用的会议室，甚或寻

找会议室本身就是一大挑战。与此同时，糟糕的音频和视频质

量会影响到所有团队成员的工作流程，无论他们是身处办公室

还是其他地方。

英特尔正在围绕两个技术领域打造集成设施体验，其中包括：

• 定位服务可根据您当前的位置，帮助您找到所需的资源，包

括人员、会议室和打印机等。正如您的电脑将会知道您的位

置一样，您的建筑也会知道。会议室可以根据您的会议自动

进行设置和做好准备，包括找到正确的内容并与远程与会者

共享。

• 嵌入式技术存在于设施本身。身临其境般的高质量音频和

视频可确保带来自然、轻松的体验。未来触摸、手势和自

然语音控制功能的部署将能够实现强大的环境感知能力。

从嵌入式智能角度来看，内建于建筑结构的传感器将可以

协助完成许多任务，从高效的建筑管理，到识别和定位空

闲会议室等。

Unable to find a free room and its location

The room doesn’t have the right technology

Poor videoconferencing quality

Unable to share content easily

现状： 未来：

员工无法找到空闲房间及其位置。 定位服务可找到并引导人们到达附近的可用资源。

房间内没有合适的技术。 房间可自动进行设置，做好会议准备。

实现身临其境般的自然音频/视频。

员工无法轻松共享内容。 支持通过触摸和手势共享内容。

糟糕的视频会议质量阻碍了工作流。

创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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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技术基础对于成功至关重要，但您还需要一个整体战略，

才能实现成功。任何仅靠 IT 驱动的转型工作都可能无法满足

管理层的需求。为此，企业接下来需要将这一愿景纳入到集成

的实践之中。为了在整个企业中实现真正的转型，英特尔推荐

采用三管齐下的战略，来解决企业文化、IT 资源和设施方面的

挑战。 

企业文化：支持和拥抱变革

实现全新水平的创新不仅仅需要技术，还要求人们的工作方式

发生根本性转变。通过深入研究当今因创新脱颖而出的企业，

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皆是因为他们采用

了全新和新兴的工作方式。

这些全新工作方式能够奏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整个企

业的支持，特别是组织发展和人力资源（HR）部门，更是将

其作为了新工作规范和实践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无论企业是

在建筑中建立开放工作空间，还是赋予其移动员工从任意地点

轻松协作的能力，员工都需要知道，变革是得到大量支持的，

同时他们自己也需要进行改变以适应变革。

这种文化变革通常意味着员工/雇主模式的彻底改变，当然主

要是心理上的改变。例如，移动办公可能意味着要找到新的方

法来设定目标和衡量员工的成功，如注重成效和影响力，而不

是实际在办公室中花费的小时数。

技术不等于变革 

“如果您不能帮助人员变革，那么改变人员周围一切

的技术将无法带来任何不同。”

—Dave Coplin, Business Reimagined

三管齐下的战略：企业文化、IT 资源和
设施

整合的包容性战略

• 文化

• 工作实践与成熟

  “规范”

• 社交

• 协作

• 通信

• 移动办公

• 开放的工作空间

• 富有吸引力的现代    

  化空间

• 空间效率

• 动态组建团队

• 共享知识

• 更快获得见解

• 更快速度

HR IT 设施
新的

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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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层一级，保持一致目标对于完成所需的变革至关重要。

它要求 C 级别的高管清晰一致地阐述最终目标，灌输新的期

望，同时消除任意不确定性与含糊不清的内容。考虑到其重要

性，以下关键属性应在整个企业中广泛采用：

• 创新 — 支持采用敏捷方法或 “大规模” 方法，确保将新技术

整合至现有业务流程之中，使其成为日常工作流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促进创新的一种重要方法为向勇于拥抱变革的员工

予以表彰和奖励。

• 快速 — 关注非例行工作，即依赖于员工的智慧、见解和创

意的工作，而不是关注一成不变的日常流程。Gartner 指

出，2015年非例行工作占到工作负载的 40%。

• 开放 — 确保分布于各地的员工通过新的虚拟工作空间聚集

在一起，促进开诚布公的沟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使用

众包功能让所有人积极发言，贡献想法，并形成参与感。此

外，让员工对此流程感到满意也同样非常重要。

• 责任 — 创建一个高级管理层以身作则，积极采用工作实践

的环境，并为员工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培训。

虽然文化变革的理念听起来非常简单，但许多公司都在同样的

问题上摔倒，他们都确立了技术变革计划，但却未能给予足够

的支持。这一现象也被称为 “工具疲劳症”。例如，我们假定一

个企业部署了一款新的社交工具，但没有为员工提供培训或展

示如何使用工具。对于员工而言，他们可能会将此工作简单地

视为又一款类似电子邮件的沟通工具，或者一个存储文档的地

方。这使得工具的采用率非常低，项目也随之失败。对于这一

项目而言，唯一缺失的环节在于领导层没有起到带头作用和给

予足够的沟通。领导层需要创建一个环境，让员工理解变革的

价值，并让他们在尝试一些新东西时感到安全。

IT 资源：支持 SMAC 堆栈 

随着 SMAC 模式成为公认的数字业务新平台，它在工作场所转

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四个相互依赖的部分的聚合在

推动变革方面会产生乘法效应，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每一个

作用之和。 

业界已有广泛的证据可证明 SMAC 的重要影响力。 IDC 将其

称为 “第三平台”，Gartner 将其称为 “力量连接”，虽然名字不

相同，不过其关键在于采用的是相同的 SMAC 基础，即英特尔

所指的 SMAC 堆栈。

社交 

社交计算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自然、直观的沟通和协作方法，不

管对方是同事还是客户，都可以从此方法中获益。它能够消除

传统的沟通层级结构，增进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之间的联

系，同时从企业中发现宝贵信息。它同时也让所有员工都能够

贡献想法和意见，平等发出自己的声音。 

移动 

今天，工作不再代表着你要去工作的地方，而开始关注需要做

的事情。移动计算推动了这一转变的实现，让您可以随时随地

开展工作。移动设备不仅仅为企业带来了灵活的工作模式，同

时也在帮助企业变得更敏捷，响应更快速。

分析 

高级分析能力能够在决策的关键时刻为企业实时提供重要见

解，帮助企业快速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一能力意味着部署一

个 “智能顾问程序”，为所有员工提供关键业务数据。同时分

析能力的广泛可用性则意味着宝贵的数据不再是管理董事会

的专利。

云  

随着共享 IT 系统在云中的部署，员工现在可以通过设备和数

据同步功能，随时随地使用任意设备访问亟需的信息。云同时

也为虚拟化办公环境提供了重要机会，这对于工作场所转型至

关重要。员工将能够随时访问云中的书面文档和参考手册。

设施：打造创新场所

最后，要支持新的工作方法，您需要适合的物理环境。这要求

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方式之间实现和谐统一。

设施和 IT 将会继续靠拢，部分情况下可能会融为一体。例

如，会议室中的会议桌当前只是一张桌子。但在不久的将来，

会议桌可能会具有触摸屏和网络连接。在此情况下，应该说它

还只是一个家具呢，还是已经跨界进入了 IT 范畴呢？

与此类似的还有嵌入式建筑智能，它将能够支持您控制一切，

包括无线投影屏幕，自动设置会议或提供定位服务等。鉴于设

施和 IT 之间的交叉不可避免，理想的工作场所转型战略需将

二者都纳入进来，以便为其员工提供一个最佳的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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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正在使用这一三管齐下战略来实施企业文化、IT 资源 

和设施变革。针对 SMAC 社交、移动和分析部分，以及设

施，英特尔 IT 采取了一种分阶段的主动方法，来提供所需 

的功能。

社交是基础 

英特尔的社交举措从简单的内容共享和即时消息开始，并随着

移动办公的兴起实现了快速演进。很快，统一消息和视频会议

让分布于不同城市和国家与地区的员工能够更好地开展协作。

如今的社交功能包括：

• 支持完全交互的协作体验，包括统一消息、软电话和音视

频会议功能，支持充分利用内建的双阵列麦克风与高清 

摄像头。

• 扩展社交平台以支持协作和文档共享，同时部署了 Expert 

Finder，为查找、发现和与同事共享信息提供了一个全球 

来源。

• 充分利用快速扩展的互动式电子白板，具备全高清音视频能

力的虚拟工作空间，以及可以在任何设备上简化和整合电子

邮件访问的邮件云。此外，我们也在利用众包和游戏化技术

来促进未来发展。

更愉悦的员工 

随着英特尔增强其社交计算能力，员工的满意度也

在不断提高。员工指出由于现在可以在实时交互时

看到同事的脸，他们不仅提高了效率，同时工作氛

围也更加愉快。 

英特尔 IT 部门：探秘  

第 1 阶段

我们的发展旅程 采用社交技术的员工
第 2 阶段 第 3 阶段

• 即时消息

• 简单内容共享

• 社交论坛

• 统一消息 

• 互动式内容协作

• 企业社交论坛

• Expert Finder 

• 电子白板（设备互动）

• 具备高清音视频能力 
  的虚拟工作空间

• 众包 

• 游戏化

增加集体智慧，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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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标准 

英特尔早在大约 17 年前，就开始主动建立移动计算基础。如

今，英特尔 IT 需要为 90,000 名员工提供服务，他们分布在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3 个站点。移动办公和协作已经成为每

日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移动功能包括：

• 支持每一名员工使用笔记本电脑、无线网络访问和智能手机

移动办公

• 为员工提供广泛选择，支持他们采用最适合工作的工具，包

括采用 Windows* 8 操作系统、具备更持久电池续航时间和

触摸功能的更轻薄、功能更强大的移动设备

• 为多平台应用部署一个可信赖的应用门户，以满足英特尔 IT 

针对安全性、创新和易用性要求树立的严格标准

第 1 阶段

我们的发展旅程 移动解决方案和设备

第 2 阶段 第 3 阶段

• 为所有员工提供笔    
  记本电脑、WLAN   
  和智能手机
• 通过 BYOD 使用新
  设备
• 通过 CYOD 提供更
  多设备选择

• 更轻薄、功能更强大

  的触摸客户端

• 可信赖的应用门户

• 适用于多种平台的 

  “五星应用” 提高安全 

  性和易用性

• 丰富的 “五星应用”

• 支持多种浏览器和操

  作系统

• 支持触摸、首饰和

  语音

• 环境感知应用

借助最佳移动性和卓越用户体验带来出色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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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数据分析  

英特尔 IT 立足强大的数据管理与商业智能基础之上，开始提

供分析功能。此后分析功能不断引进，将分结构化数据、机器

学习和数据可视化逐一纳入进来。高级分析功能包括：

• 支持高级预测分析和机器学习，以加强企业质量控制，包括

通过加快客户响应速度和优化库存简化供应链

• 继续扩展预测分析在工厂、销售和设计工作领域的应用

• 促进自助服务和高级分析的普及，确保企业中的每一个人都

可以获得实时业务见解

现行设施战略 

对于英特尔而言，推动进行设施创新的主要原因是员工不再使

用小隔间。他们聚集在会议室里，组成小组开展工作，同时大

部分小隔间却空无一人。为了引导变革有序进行，英特尔公司

服务部门发起了一项名为 “我们的工作方式” 的计划。该计划包

含一系列指导原则，旨在解决工作方式、偏好、企业形象和有

效使用空间方面的问题。 

• 工作方式 — 打造开放空间，并进行精心设计，以便能够促

进协作、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空间也满足了移动办公

的需求，让员工可以轻松携带工作四处移动。此外，在具有

电话的私密房间内，员工可以使用网络连接和高清音频与视

频创建虚拟办公室。

• 您憧憬的工作场所 — 打造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现代化场所，

让员工愿意来到办公室工作。这一空间需要具备未来气息，

能够帮助英特尔吸引和留住杰出人才。

• 形象 — 保持和展示公司形象与文化，打造能够展示出英特尔

创新与技术的空间。

• 空间效率 — 充分利用建筑，包括重新规划现有空间用途，

以节省成本。 

第 1 阶段

我们的发展旅程 分析提升价值

第 2 阶段 第 3 阶段

• 数据管理基础 

• 商业智能报告

• 概念验证与试点
  计划

• 非结构化数据基础
  架构 

• 高级预测分析

• 机器学习

• Expert Finder  

• 自助服务实时分析

• 数据可视化工具

• 改变行动方案的预测 
  分析

支持利用实时见解快速做出明智决策

mailto:?subject=Get%20ready%20to%20change%20the%20way%20you%20work&body=Thought%20you%20might%20like%20to%20see%20this%20vision%20paper%20from%20the%20Intel%20IT%20Center%2C%20%E2%80%9CTransforming%20the%20Workplace.%E2%80%9D%20http%3A%2F%2Fintel.ly%2F1yP4TN4
http://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mini=true&url=http%3A%2F%2Fintel.ly%2F1yP4TN4&title=Are%20you%20ready%20to%20change%20the%20way%20you%20work%3F&source=&summary=It%E2%80%99s%20a%20good%20thing.%20Discover%20Intel%E2%80%99s%20vision%20for%20embracing%20change%20and%20achieving%20workplace%20transformation.
http://twitter.com/intent/tweet?text=Change%20how%20you%20work.%20http%3A%2F%2Fintel.ly%2F1yP4TN4%20%23IntelITCenter%20%23NewWorkplace
http://www.facebook.com/dialog/feed?app_id=184683071273&link=http%3A%2F%2Fintel.ly%2F1yP4TN4&picture=&name=Find%20out%20why%20change%20is%20a%20good%20thing.&caption=%20&description=Discover%20Intel%27s%20vision%20for%20embracing%20change%20and%20achieving%20workplace%20transformation.&redirect_uri=http%3A%2F%2Fwww.facebook.com%2F


愿景白皮书 | 工作场所转型 | 2014 年 12 月14

英特尔正在将其针对设施的指导原则应用于工作组，也称 “社

区”。公司将评估每一个社区，确定其在个人工作区、团队工

作区和私密电话空间方面的独特需求。这一方法意味着公司不

再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进行工作空间规划，将根据使用空间的个

人的独特需求，设计出最佳规划。

Our Journey Communities Renew and Refresh

Then: Restrictive, 
isolating cubicles

Now: Open, collaborative work spaces 
          and team areas

Creating Team Hub/Collaboration Areas from Underutilized Individual Spaces

英特尔始终立足未来，在工作场所转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并推出了众多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所有这一切为英特尔

的工作场所转型愿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在贵公司内应用

英特尔的工作场所转型原则，您可以使用最新的工具与技术应

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场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赢得竞争优势。

英特尔将与其强大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一起，深入探索，积极

扩展在不断演进的企业内开展工作的新方法。我们将在高级协

作、工作效率和集成工作空间领域持续推进技术发展，同时也

将继续重视人才的力量。毕竟，人才才是创新的根本。

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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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资源  

未来发展：探索在不远的将来工作的变化

观看这一视频，了解正在发生影响的最新技术，包括无线技术、触摸屏协作、数字助理和面部识别技术等。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enterprise-mobility/secure-network-vermeer-my-assistant-video.html

企业的个人数字助理

了解虚拟助理如何能够帮助员工自动执行例行任务，重点关注当前的工作。

intel.com/content/www/us/en/it-management/intel-it-best-practices/digital-personal-assistant-for-the-enterprise.html

规划指南：现代协作技术 

做好准备在贵公司内集成现代协作技术，为办公室员工和移动员工提供全面支持。 

intel.com/content/www/us/en/collaboration/workplace-collaboration-planning-guide.html

评估英特尔® Pro 无线显示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

了解英特尔® Pro 无线显示技术如何能够改善总体用户体验，帮助在普通区域增进协作。  

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white-papers/evaluating-intel-pro-wireless-display-for-

enterprise-use-paper.pdf

“Gartner 表示连接力量到 2017 年能够为总体企业软件市场收入贡献超过 26% 的比例。”Gartner（2013 年 12 月）。  

gartner.com/newsroom/id/263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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