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前瞻性且精通技术的企业不断审视他们

部署的 IT 技术，以确保为员工提供最高效

的硬件和软件。

在软件方面，向 Microsoft* Windows* 10 

迁移已成定局。Windows 10 稳健、功

能丰富且可供企业立即使用，是启用安全

性的稳定平台，支持未来多年创新。借助 

Windows* 10，Microsoft* 转向了 “软件

即服务” 模式，每年会进行 2 到 3 次的新

功能发布。

这对硬件意味着什么？应考虑这一点：部

署兼具性能和稳定性的新硬件，对实施 

Microsoft* 的 “Windows* 即服务” 模式很

重要。

随着 Windows 10 在商店中发布更新和功

能的步伐加快，企业需要比以往更多地考

虑如何选择硬件，以便支持这种稳定的持

续创新节奏。 

变化的格局

这些变化的需求如何影响传统电脑的更

新？首先，现代员工远比过去更依赖高性

能的移动电脑。

对快捷、安全技术的需求是几代员工的共

同点，在员工群体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这

一点非常重要。“2014 德勤千禧一代调查” *  

预测，到 2025 年，千禧一代将占到全球

员工总数的 75%，技术是他们的生命：

千禧一代的定义非常广泛，指的是在 21 世

纪关口长大成人的一代人，相信技术能帮

助他们更高效地工作，而过时技术的阻碍

会给他们带来挫折感。 

2016 年由戴尔* 和英特尔® 执行的未来员

工调研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千禧一代员工

中，超过 80% 的人表示工作场所的技术会

决定他们是否接受一份工作，如果办公室

采用的技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有 42% 

的人愿意离职。在公司日益激烈地争夺优

秀人才的时代，这些问题不容小觑。 

尽管千禧一代引领着对新技术的需求，但

追求技术的并非只有他们。同一调研显

示，35 岁以上的员工有 55% 更愿意获得

高技术性的奖励，而不是免费食品或乒乓

球台这样的低技术性奖励。工作变化的另

一个方面是业务移动性，原因在于企业和

员工都希望享受灵活、敏捷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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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80% 的千禧一代员工声称， 

技术会影响他们决定是否接受 

一份工作。

来源：2016 戴尔和英特尔 “未来员工调研”

如果办公室采用的技术不能满足 

他们的要求，有 42% 的人愿意 

离职。

根据德勤公司的数据， 

到 2025 年，全球员工总数的 

75% 将是千禧一代。

变化员工的需求

80%

42%

Windows* 10 与全新企业级计算机硬件相结合，这一平台有助于 

实现更高的安全性、移动性和生产率并推动创新。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enterprise-security/worktrends-lp-desktop.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enterprise-security/worktrends-lp-deskto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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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rester* 公司 2016 年 4 月的 “优化电脑

生命周期管理” 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 

工作在办公室之外完成。在调查的员工

中，约 34% 的人每月至少在公共场所工作

几次，8% 的人每周至少一次。半数以上的

受访者每月要在出差或上下班途中工作几

次，而 62% 的人每月至少在家工作几次。

将近 25% 的受调查者一周至少有一天在

家工作。 

工作正在变化。所有年龄段的员工都对工

作设备有着更多的期望；他们想要带有触

摸屏的轻薄机器，且有更好的联网能力和

更长的电池续航时间，足以维持整天的工

作。他们还希望能够按自己的条件进行工

作，即随时随地开展工作。 

技术革命没有放慢速度的迹象

在过去，受技术限制，员工只有坐在办公

室的办公桌前才能工作并保持较高效率。

改用笔记本和二合一设备后，员工从办公

桌前解放出来，能够从办公室移到会议室

或餐厅，甚至离开办公大楼进行工作，同

时仍然保持尽可能高的效率。这得益于触

摸屏支持不同的计算机交互方式，且未来

仍将继续演进。

英特尔公司客户端计算事业部副总裁兼互联

家庭和商业客户部门总经理 Tom Garrison 

表示：“关键是技术能让工作随时随地进

行。”

“只有坐在办公桌前才能从事生产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了。” Garrison 说。“改用笔记本

和二合一设备意味着如今员工可以四处移

动，自由地进行协作、共享和联络，生产

效率甚至比以前更高。”

“触摸技术已经出现好几年了，就连商业计

算机上也在大量采用。” Garrison 说。“这

些技术将会继续分化，正如您使用的设备有

的是二合一的可拆卸式设备，有的是能按平

板电脑模式使用的翻转式笔记本设备。您还

会看到语音等新技术成为交互点，帮助您与

设备对话。”

不断变化的要求

如果员工的要求不断变化，企业的 IT 需求

也要几乎同步地演进。IT 的职责是引领发

展趋势，提前做面向未来的投资。 

来源：Forrester Research 公司，优化您的电脑生命周期管理，2016 年 4 月

员工越来越多地在办公室之外的地点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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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技术能让工作随时随地进

行。” 英特尔公司客户端计算事业部

副总裁兼互联家庭和商业客户部门

总经理

— Tom Garrison

英特尔公司 

客户端计算事业部副总裁， 

互联家庭和商业客户部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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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重视数字化转型，尝试各种创新

技术来优化流程并建立竞争优势。他们还

希望通过云获得成本优势和扩展能力。部

署的硬件需要支持这些新的工作流程和应

用程序，确保员工适时地获取相关数据、

洞察和商业智能信息，并发挥最大作用。

安全性也促使企业在向 Windows* 10 迁移

时部署新的设备。Forrester* 公司的 “优化

电脑生命周期管理” 调研中发现，安全性

是 IT 决策者在设备更新过程中的首要考虑

因素（占 80%），而提高员工生产率位居

第二（占 73%）。IT 决策者也没有忽视更

新周期过长的隐患。大约 49% 的受调查者

担心使用老旧设备需要比新设备支出更多

的维修和维护费用，而 46% 的人感觉这些

设备更容易出现安全漏洞。

英特尔公司商业客户端平台事业部营销总

监 Katlin Murphy 表示更新周期越来越长，

这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更新周期出现了分

化，我认为台式机的更新速率滞后于移动

设备。”Murphy 说 — 她补充表示台式

机过长的更新周期增加了安全事件风险。

她表示，无论移动设备还是台式机，更新

周期必须一致，这样能避免安全事件并有

助于提高员工生产率。 

她这样解释电脑更新周期：“就像呼吸一

样，要一直保持自己的节奏，身体才能像上

好油的机器一样顺利运转。”

那么，这对企业中电脑优先的做法意味着

什么？答案是，在开始实施 Microsoft 未

来技术* 服务模式之前，企业必须确保新硬

件的性能和稳定性。这进而要求我们选择

在几年内支持创新并符合业务要求的硬

件平台。

换句话说，公司选择的设备既要支持最新

的 Windows* 功能，又要兼容未来产品。

基于最新英特尔® 博锐™ 平台的计算机就是

为满足现代企业的需求而打造的。

设备多样化

对 所 有 各 种 设 备 而 言 ， 要 想 充 分 发 挥 

Windows* 10 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性能至

关重要。依托技术、高度移动化的员工需

要应用程序在压力之下即时作出响应，为

使用 Microsoft Office 365*、Power BI* 

或基于 Microsoft Azure* 的定制云应用程

序奠定坚实基础。

从雅致的一体机到移动工作站以及强大的

小型台式机，基于英特尔® 博锐™ 平台的设

备具有支持多年软件创新所需的功能和性

能，覆盖 100 多种类型的商业级设计。

一致的形象和大规模保证

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功能和性能。基于英特

尔® 博锐™ 平台和 Windows* 10 的最新计

算机可以在全系列各种机型中实现相同的

质量保证。所以，员工获得的他们所喜爱

的设备不仅质量毫不打折，而且采用完全

一致的平台和软件映像。 

公司选择的设备既要支持 

最新的 Windows* 功能， 

又要兼容未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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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企业意义重大，Forrester* 公司 2016 

年 4 月的 “优化电脑生命周期管理” 调研显

示，有 53% 的 IT 负责人需要努力跟上设

备日益多样化的趋势，而 33% 的人需要努

力对员工的设备进行个性化和定制。 

借助英特尔® 稳定映像平台计划（英特尔® 

SIPP），基于英特尔® 博锐™ 平台的设备可

帮助企业避免硬件和软件的不兼容，降低

用于验证测试和平台配置的成本。为了实

现这一点，英特尔® SIPP 会在长达 15 个

月的周期内，限制仅对关键组件和驱动程

序进行重大更改。 

迁移必须从新设备开始

购买新硬件让 Windows* 10 升级取得最佳

效果绝对必要。通过选择基于最新一代英

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的设备，企业可

以确保他们的计算机更新能够在整个周期

内始终满足员工需求和企业要求。

他们可以支持多样化的设备生态系统，恰

当地提供员工高效工作所需的资源，并受

益于一致平台所带来的所有管理优点。他

们可以充分利用云服务来支持全新的工作

方式，而毫不损害安全性或生产率。通过

所有这些举措，他们能够提供推动企业在

互联时代向前发展的 IT 支持。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www.intel.cn，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

获得更多信息。

描述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英特尔酷睿和英特尔博锐是英特尔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Windows10Migration 

Forrester* 公司的调研显示， 

53% 的 IT 主管努力紧跟 

日益多样化的设备， 

33% 追求个性化和 

定制员工设备。 

http://www.intel.cn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business/enterprise-computers/windows-10-migratio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