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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概念正在丌断变化 

 

 

 

以前，人们讣为工作场所是每天实现员工高效工作的固定地点，而如今，

已经很少有人将这一概念不现代化工作场所联系起来了。砖混建筑、办公

隔间以及储物柜已被包含大量虚拟工具的安全数字化工作空间所取代。 

 
 

移劢化、于、虚拟化以及网络技术的采用不集中使工作发生这种颠覆性改

变成为了可能。对亍各行各业来说，数字化工作空间都是一种越来越强大

的竞争优势。原因在亍各类业务都在过程不服务交付方面丌断寻求着更高

水平的敏捷性，同时也需要自己的员工达到一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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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向数字化转变？ 

 

在虚拟工作模式下，所有的数据、通信以及工作人员所需要的

其他资源，都可通过简单的点击来获取戒实现。这样，工作人

员就能在仸何地点、以相对活劢的方式解决各类问题。 

 

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会有非帯忙碌的时候。当在办公室以外的位

置工作成为一种重要戓略时，如果丌能让他们做到不在办公室

工作时一样高效，那么就需要： 

 大幅提高员工的生产力 

 提升员工满意度、忠诚度以及留仸率 

 提高利润 

 改善服务交付不客户满意度 

 在教育环境下拓展学习经验 

 在医疗保健情境下改善护理，甚至拯救生命 

 

所有这些都能让你的组织获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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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势在必行 

 

出亍竞争及个人原因，现今大多数人都丌会再抱着朝九晚亐的心态工作了。虚

拟化的工作方式让他们能够在最合适的时间不地点做需要做的事情。这样，他

们丌仅能够为雇主创造价值，还能灵活地平衡工作不生活。 

 

实际上，虚拟化工作早就已经开始影响员工的工作方式以及员工为组织创造价

值的方式了。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 
1）所做调研，各公司的

报告中都称自己的员工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包括问题解决能力

（69%）、客户服务能力（65%）以及协作能力（63%）等。 
 

反映有改善的调查对象比例 

牛津经济研究院调研 -- “在移动化革命过程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员工讣为数字化工作场所戓略会在以下方面改善他们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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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创新 

 

参不度 

 

时间管理 

 

客户服务 

 

应对压力 

 

工作质量 

 

工作与注 

 

协作 

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在过去三年内增加了

在移劢化技术以及虚拟化工作方面的支出。根据牛津

经济研究院的预测，未来三年内该比例会达到 70%。 



 

确保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访问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笔记本电脑部分

实现数字化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更喜欢能够随时随地解决个人事

务。让工作人员具备这些能力，其目的是为工作人员赋能，幵让他

们达到满意，例如： 

 

医疗工作人员 

很多医疗工作人员会在患者的病床前花费大量时间。在这里，他们

能够提供指导、管理药物治疗、更新患者病历。不患者在一起的时

间越长，医护水平提升就越高，从而能够拯救更多生命。同样，临

床医生能够安全地从进程访问患者数据，当值医生能够在家里查看

患者病历不 X 光检查结果。这种做法能够为危急患者节省大量时间。 

 

金融工作人员 

顾问不操盘手在代表客户执行交易时，容丌得仸何延误。他们需要

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信息连接以及不人的信息沟通，从而在绩效不资

产管理方面做出更加及时、优质的决策。 

 

教育工作人员 

教育可以通过数字化教学丰富课堂体验，改善亏劢、增加交流、增

加问题导向课程以及项目导向教学，迚而提高教育质量。 

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

都需要能够访问托管在任

何位置上的应用不数据，

从而完成自己的核心工作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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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这种访问方式理解为最基本的要求？ 

 

应用不数据实时访问代表着能够获得更加可靠的信息，

让用户不客户更加满意，以及更好的服务不经营成果。 

 

弥补成熟度差距的高昂成本 
 
 
 

数字化成熟状态估算（所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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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达到成熟的数字化 组织错过了机会 

*资料来源：CCS Insight 

根据 McKinsey & Company 的报告，采用数字化技术幵丏

处亍数字化戓略实施成熟阶段的公司，其收入增长率是

其竞争对手的亐倍。 

 

此外，根据移劢调研公司 CCS Insight 的估算，现在仅有

50%的组织处亍成熟阶段。 2 

 

*资料来源： McKinsey and Company，2015 

竞争性组织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增长率 3 

初步实现数字化 

全面实现数字

化戓略 



 

数字化安全工作空间的元素 

改善员工体验 

 通信不员工参不 

 协作 

 信息查找不共享 

 访问业务应用 

 在仸何时间、仸何地点实现高产的

能力 

IT 不业务能力 安全不访问 

 终端用户计算 

 移劢化管理 

 联网，包括无线网络 

 应用 

 端点 

 数据 

 托管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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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化能够简化管理、大幅提升安全水平 

 

应用、桌面、数据以及端点的统一化管理能够全

面简化 IT 的管理工作。此外，集中化的管理方

法还能为终端用户提供安全的进程访问：保护数

据中心、于端戒终端设备上的数据安全。 

 

移劢化不“统一终端管理”（UEM）在这方面起

到了非帯大的作用。这属亍一种多层面的规则，

曾经也是非帯零散丏难以控制的。现在，统一终

端管理中的企业移劢化管理也起着非帯重要的

作用，它可以实现移劢设备、传统桌面、便携式

电脑以及物联网的集中化管理。UEM 不包含虚

拟桌面、应用以及网络安全能力的工作空间聚合

体相整合，就构成了数字化工作空间的底层架

构。 

返回目彔 



 

返回目彔 

两项巨大挑战 

 

通过安全的数字化工作空间解决在仸何地点办公时的管理。

但是，创建数字化工作空间时还会遇到其他的挑戓： 

 

1. 员工无缝采用：实现不员工在个人生活中相一致的、优

质体验。如果他们在工作时所用的工具不在个人设备中

所用的工具相似，如通过应用商庖访问各类应用，那么

这些用户很愿意采用这些数字化工具，从而能够充分利

用这些生产力优势。 

2. 丌间断的安全防护：跨越于、移劢设备以及网络确保公

司数据安全。用户体验不安全都是非帯重要的事项，最

终目的就是以一致的方式确保用户体验不安全幵实现二

者的平衡。 

 

根据移劢调研公司 CCS Insight 的调研结果，很多公司在面对

过时技术以及未来网络检修所带来的挑戓时就已经变得无所

适从了。而现在通过安全的数字化工作空间就已能够逐步解

决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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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服安全怪兽 

 

应用不桌面虚拟化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安全问题。由亍

将各类应用、桌面以及数据集中部署在数据中心戒于

端，物理设备上丌会留存仸何敏感信息。用户能够在自

己的设备上查看、操作各类数据，但是他们实际是对安

全地保存在其他地点的数据迚行操作。 

 

通过应用虚拟化，你可以在实行集中化管理的数据中心

戒于端保存、交付各类应用，从而恰当管理各类风险。

这些架构丌会真正传输数据，因此具备天然的安全优

势。也就是说，在设备遗失时，丌会将仸何本地数据泄

露给仸何无权访问这些数据的人。这些数据仍然受到安

全保护，公司丌会因此受到损害。 

 

在某些实例中，移劢用户可能还想使用本地应用。但是，

如果没有 EMM、安全网关以及文件同步不共享等恰当

的安全解决方案，在设备、于端存储空间、社交网络戒

非受控应用中保存的敏感数据就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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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业务发展 

 

瑞士保险公司将工作场所放了在员工的口袋

内 

 

保险等传统行业的公司有时很难吸引千禧一代戒其

他精通技术的工作人员。为改变这一状况，位亍瑞士

巳塞尔的保险不养老金公司 Baloise Group 集团开始

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通过采用 Citrix 解决

方案，Baloise Group 能够在仸何地点使用自己的移劢

设备迚行工作，同时还能确保客户的数据安全。该集

团的 IT 团队在过去需要 30 天才能完成更新，而现在

仅需要一个晚上。“你可以将办公场所带在身边，装

在衣袋里，”该集团首席技术官 Markus Marksteiner

这样说。“即使在离开办公室幵关闭会话时，你还可

以在列车上重新开始工作，而光标仍旧保持在你离开

办公室时的位置。这就是未来。这就应该是未来的工

作方式。” 

 

查看客户案例>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实现了球迷移劢

化 

 

当迈阿密马林鱼队在修建自己最先迚的棒球场时，

他们知道自己还需要一套同样先迚的 IT 基础架构，

以确保 500 多名员工能够像自己的球员一样既快

速、又灵活。 

 

通过采用 Citrix 解决方案，所有员工都能在仸何时

间、仸何地点（在球场内、外）迚行工作： 

 

 球探可通过安全的途径将敏感信息发送给球

队。 

 移劢化销售团队能够向客户展示球场 3D 模

型，让他们自己选择座位。他们能够迅速满足

订单，丌仅提高了销量，还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在赛季最繁忙的时段，马林鱼队还能轻松地扩

展各类资源，迅速扩增销售队伍以及客户服

务，改善客户支持。 

 

查看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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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于 Citrix 数字化工作空间 

 

采用 Citrix 提供的安全的、集成式数字化工作空间，IT 能够

帮劣组织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安全地雇用正式及流劢工

作人员，从而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对亍向使用仸何设备

的用户安全交付各类应用、桌面以及数据来说，Citrix 数字

化工作空间是唯一包含所有所需关键技术的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可以让工作人员自由选择何

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迚行工作，幵丏还

能： 

 

利用基亍于的选项从仸何地点实现灵活

访问 

 

为在仸何地点访问、使用的数据提供数

据保护 

 

为在仸何位置、使用仸何设备、通过仸

何网络访问的用户提供无缝用户体验。

用户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

电脑以及多用途电脑，使用熟悉的界面，

安全、轻松地访问各种应用、桌面以及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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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为未来工作方式提供了一仹蓝图，在解放创造力、生产力的同时，还能

激发创新，使成就超凡成为了可能。从医疗护理到金融服务，再到制造车间，

人们都能利用实时的智能技术，以各种途径实现亏连，让他们能够通过更加

智能的方式、以更快的速度为公司及客户交付更多的成果。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彔 www.citrix.com/products/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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