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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学共创经济价值
现代人体工程学如何改善员工的幸福感和公司基准。

大多数人清醒时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工作上。1 对
于员工来说，这是很大一部分时间而对于雇主来说，这是一个巨
大的机会。员工在工作时体验越好，他们的工作效率就越高。

为保持一整天的良好感觉，员工需要办公空间不仅只是让他们
远离压力与疾病。办公空间需要真正改善我们所说的幸福感——
员工身心健康的大局。世界卫生组织认同此观点。他们认为健康
不只是没有病痛，而是一种幸福的状态。2

雇主想要提高员工在办公室的工作质量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
确保员工在办公室的身心健康与幸福感体验。尽管这看起来是
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有一种简单且有效的方式，就是改善办公空
间的人体工学设备。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备，例如有助于自然手部放置的鼠标，可以
帮助员工更持久、更高效和高质量地办公，同时减少中断时间。
这可让员工更快乐，同时公司也能从中受益更多。

简而言之，人体工程学代表着出色的经济效益。罗技的人体工程
学办公空间解决方案可以协助您将公司营造为更健康的办公空
间。

办公空间已成为
鼓励和保持员工
幸福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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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将探讨 以下关键主题：
  潜伏于办公桌背后的风险。

  评估办公空间伤害风险。

  解决潜在办公空间伤害的好处。

  消除办公空间伤害的人体工程学解决方案。

  鼠标和键盘可以带来的改变。

  获得员工的认可和采用。
 
  降低办公空间伤害风险真的如此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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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于办公桌背后的风险。

无论办公室的景色多么优美，同事多么友好，桌面办公总是有种种
缺点。从健康角度来看，员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全天活动受限。

久坐不动的员工在电脑前进行重复运动时，手、腕、肘、臂、肩和颈
部可能会受到劳损相关伤害，更不用提眼睛疲惫可能带来的视力
问题和头痛问题。

82% 的就业消费者
认为他们的雇主或
健康计划应提供健
康和保健计划。5

罗技 MX Vertical 先进人体工程学鼠标

预计到 2023 年，90% 
的劳动力将需要基本的
电脑知识以完成工作任
务。这意味着多数时间
里，用户都要坐着盯着
屏幕。3

但桌面办公是现代办公空间的一部分，而此趋势预计会随着全球
经济的发展而加速。如果这就是我们将长期面临的情况，那有没
有办法能对抗这些负面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办公空间正式计
划采用人体工程学设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通过识别和纠正人体
工学风险的因素，可提高员工的效率、舒适度和幸福感4，并让员
工全心投入工作。事实上，如今的员工不仅支持促进企业健康的举
措，这也是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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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遭受 RSI？
答案可能 出乎您的意料。

重复性劳损 (RSI) 是由重复相同的动作 
导致疼痛，甚至 肌腱和肌肉功能下降 
的症状。RSI 不仅发生在工作了几十年的
人身上，它对年轻人和年长人士均有影
响。在 25-29 岁的人群中，每 1,000 人中
就有 3.4 人患有腕管综合症。6 参考以下
典型案例：

Emma 是一家成长型科技公司的社交媒
体经理。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及其提供的晋
升机会。下班后，她通常会去健身房，或者
和朋友出去玩，周末则带着狗去山上远
足。

一天，她在桌前办公时，感到手腕的拇指一侧隐隐作痛。她认为
可能是在瑜伽课上不小心导致的，不久就会自行缓解，但症状反
而加剧，直至开始影响工作。一周后，变成了刺痛。医生检查后建
议她调整工位的配置，以获得更自然的手臂姿势。在做了一些研
究之后，Emma 意识到她每天坐着并进行数千次手臂和手腕运
动的情况，就像穿着人字拖跑马拉松一样。

仅在美国，重复性运动工伤的直接成本就高达 15 亿美元。7 直接
成本包括员工赔偿、医疗和康复、受抚养人养老金和法律费用。 

上班族平均... 

> 每天在电脑前坐  
2.6 小时 

> 平均每个工作日移动 
鼠标30米每年将会超 
过9.6公里。

资料来源：罗技的健康经济学，2019 年

RSI 涵盖所有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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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评估办公空间伤害风险

每天有 12% 的英国电脑用户和 7% 的德国电脑用户感到手、手
腕、前臂或肩部疼痛。9 这是一个快速自查清单，用于确定办公室
工作人员的办公空间伤害风险是否正在上升：

 员工是否有可调节的人体工程学 座椅和显示器，以便其安排
和 调整工位配置以获得更 自然的姿势？

 他们是否可以获得专业的人体工程学评估或协助，以正确设
置工位？

  笔记本电脑用户是否在桌面上使用外接显示器、键盘 
和鼠标 （非触摸板）？

 员工能否顺利完成整日工作，而不必因不适或经常休息时常
调节工位设置？

如果对上述任何问题的回答是“否”，那么员工可能正在面临办公
空间伤害风险。但是，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员工的痛
苦以及雇主面临的高额赔偿的代价：配备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设
备。

而这甚至还没考虑到间接成本，例如高员工流动率、瓶颈效应、
缺勤、工作质量差、士气低落、生产力损失和效率低下。尤其最后
两点不应被低估。单单遭受手腕疼痛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就通常
会损失 15% 的工作效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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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潜在的办公空间伤害。 
益处比想象中更多。

坏消息是，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因普通办公桌工作而
增加的受伤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有个好消息：有这样
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既不是无法实现的天上楼阁，也不
会实施成本过于高昂。只需简单地将配置人体工学设备
计划添加到现有的员工健康计划之中，就可以有效降低
办公空间的伤害风险。同时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归属
感、敬业度和目标感，更不用说提高员工的留职率。 更直
观的体现是，拥有既定人体工程学协议的雇主可有效降
低医疗成本并收获其他经济利益。10

不过，对于新一代职工来说，日常福祉与利润一样重要，
他们致力于确保雇主明白这一点。年轻一代比年长的同
事更注重健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将幸福感带入
办公空间的责任。虽然这种意识在所有世代中都有所提
高，但在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员工中最为明显。11 他们比前

几代人更重视健康收益，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其个人消费
习惯。总体来说，千禧一代在“自我保健”上的花费几乎是
婴儿潮一代的两倍。12 过去， 薪资待遇对于新员工最重
要， 但千禧一代关心的是宏观的总体收益，包括工作健
康和日常文化。他们尤其希望确保在工作日中能体验到
幸福感。这种趋势正在几代人之间流行：总体而言，87% 
的员工希望他们的办公空间能配备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
备，98% 的员工希望其配备现代且流畅运行的电脑设备
与软件。此外，68% 的人认为办公空间的设计是其选择
雇主的重要衡量标准。13

公司在推广具有前瞻性的企业健康和幸福感政策时，会
对所有人员进行培训并预防伤害，以此与员工建立联系。
在过去这是可选项，但现在这是必选项。幸福感已成为高
绩效公司的必备业务。

罗技 ERGO K860 分体式人体工程学键盘



7人体工学共创经济价值

消除办公空间伤害的人体工程学解决方案

人体工程学的最终目标一直是——而且永远是——为最
终用户减轻和预防疼痛。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类客观
的身体健康和表现中得到的科学观点，必须转化为可供
员工日常使用的产品。

良好的工作环境有益于提高员工幸福感，并有助于其对
公司产生认同感。39% 的员工希望设备的人体工程学品
质得到更多关注。如果您正招纳 30 岁以下的员工，那就
更需要采取行动。在这一群体中，只有二分之一 (52%) 
对自己所处办公空间的人体工程学配置感到满意。13

而考虑到普通员工现在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员工必须感
到舒适才能输出理想的表现和效率。

舒适意味着进入一个视觉和触觉均轻松且自由的状态。
下述关键问题可帮助您衡量最终用户在办公环境中的舒
适程度。

  办公设备是否方便易用？

  是否能保持用户专注 于完成任务？

  用户是否能够无需对所使用的设备投入过多关注便
可 轻松完成任务 ？

以下是有关办公空间舒适度的关键要点：如果外设设备
可以见请或环节疼痛感，如果它能改善舒适程度，那么员
工的表现和潜在生产力就会提升。这可能是飞跃性变化
的开始，因为当舒适度增加、痛苦减少时，恶性循环便被
终止了。痛苦的情况令人沮丧，而抑郁会让人更容易感到
痛苦。14

如果外设设备可以见请或环节
疼痛感，那么员工的表现和潜
在生产力就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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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和键盘可以带来的改变。

长时间使用键盘和鼠标会导致大量的重复动作。尴尬的姿势和/
或错误的设备会加剧这些动作带来的影响，从而导致疲劳、不适
和疼痛。借助符合人体工程学理念的设备，这些动作会更加自
然，改善腕部的健康和手部位置，有助于降低 RSI 风险。

最好不要等到出现 RSI 迹象时再去了解鼠标和键盘如何带来改
变。人体工程学设备可以减轻疼痛，或者至少能降低伤害升级的
风险。员工不再痛苦，公司收益便更好。若员工人被诊断出患有
腕管综合症，可能使雇主不得不为此承担惊人的支出。据职业安
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的报告，单个案例的平均直接成本便达
到 30,882 美元，更糟糕的是，平均间接成本可达 33,970 美元。15 
因此，腕管综合症病例的总支出成本为 64,852 美元。

欧盟约有五分之三的职工受到肌肉骨骼疾病 (MSD) 的影响，这
是最为普遍的工作相关健康问题。16 
这会对经济情况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单例腕管综合症病例对
于雇主的平均总成本为 
64,852 美元。15

 

罗技 MX Vertical 先进人体
工程学鼠标

自然的握持姿势可减少肌肉
拉伸

以独特的 57° 垂直角度减轻
手腕压力

先进的光学追踪性能搭配专
用光标速度切换功能，可减
少约4 倍手部运动量18，降低
肌肉和手部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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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国为例，2016 年基于劳动力成本的肌肉骨
骼和结缔组织疾病造成了 172 亿欧元的生产损
失和 304 亿欧元的总附加值损失。分别占德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 0.5% 和 1.0%。17

借助人体工程学设备避免办公空间伤害是减少意外
开销的谨慎方法，就投资回报率而言，这是更有把握
的投资。

确保员工接受和采用的关键：  
人体工程学、舒适性和合意性。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产品只有在最终用户实际采用时才能真正发
挥作用。找到既能提供人体工程学改善效果又不影响设备性能
的结合点，是罗技的首要任务。

那么这个目标如何转化为实际产品设计？ 它提炼出三个核心原
则：人体工程学、舒适性 和合意性。

人体工程学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通过观察姿势、肌肉活动和
对表现的影响来量化和衡量。姿势是您站立或坐着时身体各部
分所处的位置。 

使用过人体工程学键盘
或鼠标的用户，十之有九
不会再换回传统设备。19

人体工程学

合意性舒适性

罗技人体工程学测试与动作捕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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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执行这三条标准的能力，决定了一款设备是否能肩
负起罗技之名。这也使得设备可以被最终用户轻松接受，
并迅速成为其喜爱且不可或缺的设备。

罗技产品兼具用户友好和出色性能。

罗技设备 
造型美观 
并且体验出众。

罗技 MX Vertical 先进人体工程学鼠标和 ERGO K860 分体式人体工程学键盘

肌肉活动是指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备使肌肉拉伸和运动
的程度。性能影响是真正涉及到实际应用的地方。包含工
作效率与减少最终用户压力这两个指标。

虽然本质上是主观的，但舒适度可以通过视觉和触觉来
评估，在罗技的设计理念中，这是不可妥协的。如果产品
无法舒服使用，那么没有员工会使用它。这便违背了整
个初衷。 

最终，合意性来自于整体的设计。用户是否认可其外观，
是否有兴趣使用，产品是否如其所愿，是否对其有实际意
义，他们是否想尝试使用？对于用户来说，人体工程学鼠
标和键盘这样的概念，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更适合发明家
实验室而不是典型办公室的笨拙、造型奇特的产品。但
是，罗技人体工程学产品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式。 

他们独特的设计方法为员工提供了他们真正期望的舒
适、美观的键盘和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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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办公空间伤害风险真的如此容易？

答案很简单。是的。将人体工程学解决方案引入办公空间，可提
高对更健康工作习惯的整体认识。在向更健康的设备过渡期间，
以下指导方针有助于促进和强调员工积极的行为改变：

采用经过验证且有吸引力的人体工程学产品的另一个好处是，
员工会感到其雇主发自内心尊重他们的需求和健康，而不仅仅
是“按要求”执行。 由此带来的士气提升会让员工心情更愉悦、更
有效率。

约有 40% 的美国人表示疼痛感会影响他们的情绪、活动、睡眠、
工作能力或享受生活。20 对于这些人来说，人体工程学解决方案
让一切都变得不同。他们终于可以高效地完成工作。或许更重要
的是，他们可以安心地工作。

1. 教育是关键.包括关于人体工程学设备重要性的培训和
交流。

2. 记录人体工程学政策以提高认识。

3. 当用户体验到人体工程学鼠标和键盘是如何改善自然使
用姿态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亲身感受是最有力
的证据。

 

罗技 ERGO K860 分体式人
体工程学键盘 

弧形的分布式按键布局 
可改善打字姿势

枕式腕托可提供理想的人
体工程学舒适性，并提升 
腕部支撑 54%21

可调节掌托可提供 
多角度舒适性（0°、-4°、-7°）

0-4-7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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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人体工学解决方案是为了更好的明天

一旦采用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解决方案，办公室的整体状况将在
各个方面得到极大改善。

 员工将在更舒适、更高效的环境 中工作。

 智能化实体配置可最终改善健康状况。

 医疗费用的节省和缺勤天数 的减少将为公司基准创造  
 更好的条件。

罗技 Ergo 系列鼠标和键盘可以有效改善使用姿势、减少肌肉拉
伸并提高舒适度。21 拥有积极的员工和积极的回报，有一点可以
确信：无论明天可能发生什么，企业都将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

了解罗技 Ergo 系列产品，请访问Logitech.com/ergo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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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相比于具有 1000 DPI 传感器的传统鼠标。
19 罗技 2019 决策者和最终用户专项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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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员工感到他们的健
康并非公司的优先事项，
这通常可能由于沟通不
畅造成的。

> 25% 的雇主并未沟通
其人体工程学政策

> 30% 的受访者仅在新
员工入职期间19，同其
他大量材料一起收到
过相关政策信息。

 更好的沟通 可以弥合 
 雇主政策与员工采用
之间的距离，提高整体
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