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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初期，企业领导者预计，企业在短期远程办公后便会迅
速恢复“正常”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混合式办公已然成为新常态，而且大多数员工表示，他
们更喜欢远程办公和混合式办公带来的灵活性1。与此同时，企
业领导者正在努力平衡员工的需要和业务的需求。所有这一切
都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紧张感和风险的氛围中发生的，包括员
工如何优先考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他们对工作的期望，以及
激烈的人才竞争等方面。

因此，在最近一项针对 2022-23 年 CEO 优先事项的研究中发
现，员工队伍相关问题已成为三大战略性业务优先事项之一也
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在疫情爆发近三年后，组织才刚刚开始制定实施混合式
办公的计划。许多事情仍是未知数。然而，领导者们越来越意
识到，他们迫切需要找到同时适用于员工和组织的有效方法。

1 Microsoft 2022 年工作趋势指数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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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中，我们从用户的角度着手了解当前的远程协作体
验。我们的目标是帮助组织了解员工最紧迫的需求，以便他
们更好地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们将分享近期相关研究的要点，探索居家办公员工使用电
脑、鼠标、键盘和显示器等标准规格电脑设备进行远程协作
的体验。我们还将这些研究结果与我们通过调查 IT 决策者所
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尽管企业为员工配备的设备可以胜任传统办公
室中的工作并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但大多数员工仍无法
获得出色的远程协作体验。

揭示复杂性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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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对大型组织中的 1,000 多名 IT 硬件决策者进行了调查2，以
了解他们的硬件和软件标准是否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变化。随后，
我们与市场研究公司 Escalent 合作，进行了深入采访，以进一
步探索我们的发现。本研究的要点提供了重要背景信息，有助于
我们理解将重点转移到员工体验时所观察到的情况。

通过 ETHNO 进行的家庭采访 ，我们发现了参与者在使用标准
规格设备进行视频通话和居家办公时遇到的数十个问题。

然后，我们对美国、德国和中国的更多人员进行了调查3，以了
解这些问题对人们在线进行视频协作的影响程度。我们与市场
研究公司  2CV Research 合作，调查了 3,000 多名主要配备标
准规格电脑设备的远程员工的看法和需求。

方法

IT 决策者研究 终端用户研究

简介

2 IT 硬件决策者定量和定性研究分别于 2021 年 5 月和 2022 年 5 月进行。
3 继 2021 年 11 月进行定性研究之后，2022 年 5 月进行了终端用户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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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各地的办公模式从办公室办公转向远程办公时，为员工配
备设备的标准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大多数员工将设备带回家，并
将餐厅、卧室、沙发等空间设置为临时办公空间，有些人甚至设
置了专用的家庭办公室。

大多数人将在办公室使用的标准规格电脑和外设带回家中；而在
办公室时，他们大部分协作都是在会议室中进行的。两年多来，
员工几乎完全通过视频进行协作，但为他们提供技术产品的标准
却几乎没有太大改变。

办公方式发生巨大变
化，但办公工具未能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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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视频协作时，
员工只能使用自己
的设备
在我们对 IT 硬件决策者的调查中发现，不到 
4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提供了可优
化音视频性能的外置网络摄像头、耳机麦克
风或其他配件，尽管许多员工采用远程会议
方式已经一年有余。

办公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办公工具未能与时俱进

提供给员工的设备要么根据标准提供，要么按申请并审批的形式提供

Primary Computer

扩展坞/端口复制器

主电脑

鼠标

外接键盘

外接显示器

桌面电话/听筒

手机

传统耳机麦克风

外置网络摄像头

辅助电脑或平板电脑

外接电脑扬声器

无线耳机

更有可能由公司发放

不太可能由公司发放

68%

65%

59%

52%

52%

40%

40%

37%

36%

37%

2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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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开始实行全职远程办公时，一些组织确实认为有必要转变观念，为员工配备相关工具，但最近对 IT 
领导者的深入采访表明，现状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这给员工或经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担，他们需要自行面对在以视频为主的远程办公模式中遇到的挑战，并
寻找可能对他们大有裨益的解决方案。

员工正努力了解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办公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办公工具未能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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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为员工提供了笔记本电脑，并为大多数人提
供了手机。默认情况下，有一两个员工级别不符
合此条件，但如果经理认为有需要，我们也会
提供相关设备。在外设方面，如果员工需要显示
器、键盘或鼠标，可以随时提出申请。

— 时尚奢侈品零售/电子零售 IT 总监

“
我们通常会为员工配备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	
具体取决于其经理的要求。他们很可能会获得两
台显示器，可能会或不会获得其他外围设备。

— 医疗保健 IT 总监

“

办公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办公工具未能与时俱进

对于远程/混合式员工而言，什么是“标准规格”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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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音频 人体工程学 后续解决方法 

在研究过去一年以视频为中心的远程员工体验时，我们发现，这些员工在家庭环境中缺乏可实现出色协作体验和提升办公效率的设
备，因此遇到各种挑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这些挑战普遍存在于四个主要方面。

传统硬件标准致使混合式员工得不到足
够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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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面临音频
问题

的受访者面临视
频问题

85%89%

大多数受访者都面临视频和音频问题

鉴于在视频会议期间使用电脑内置摄像头、麦克风和扬声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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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问题：光线不佳

大多数受访者都面临视频和音频问题

的受访者遇到日光不断变化和
季节性光照变化的问题

的受访者遇到家中光线不
佳或不足的问题，导致出
现阴影阴影或色彩不平衡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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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楼上工作时，光线完全不同；在显
示器上，我看起来是红色的，就像发烧了一
样！”

“我可以调整（工作）灯的位置。但它的光线
还非常刺眼，让我的眼睛感到不舒服。”

用户心声引述

大多数受访者都面临视频和音频问题

“我的房间光线不足，我一直在
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在冬季，
我一直在尝试找到理想的光线
解决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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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问题：画质不佳或效果不自然

大多数受访者都面临视频和音频问题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内置摄像头
效果不佳，让他们看起来很糟糕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通话中看起
来总是在看别处/低着头/没有看其
他人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镜头
中的形象并不理想，也不像
现实生活中那样

65%

64%

63%

在很大程度上，员工面临的视频问题源自所使用的电脑内置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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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参会者在镜头中的效果就像将摄像头放
在桌上拍摄的一样，我不想看别人的下巴。” 

“我有时会前倾身子看屏幕上的内容，但人
们只能看到我的额头。” 

“我的这个形象效果欠佳。脸部周围一片漆
黑。明亮的光线从侧面射入。” 

用户心声引述

大多数受访者都面临视频和音频问题

“在向 400 位教师做演讲时，
我不希望自己整张脸填满了画
面。你可以看看新闻节目，他
们的头并没有那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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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遇到电脑扬声器音质不
佳的问题

的受访者在通话时遇到家庭噪音
干扰的问题

的受访者在通话时遇到因源于他人的背
景噪音使通话不清晰的问题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遇到无法连接入耳
式/头戴式耳机的问题

60%

58%

66%

49%

音频问题：电脑扬声器、麦克风和消费级耳机麦克风严
重影响沟通体验

大多数受访者都面临视频和音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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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话时，如果对方使用嘈杂的扬声器麦克
风或电脑麦克风，我会无法集中注意力。”

“在会议期间，我的入耳式耳机会时不时没
电。因此，如果旁边有手机的话，我会先用手
机免提功能通话，以便改用已充满电的耳机。
我每次只使用一只耳机，让另一只充电。”

用户心声引述

大多数受访者都面临视频和音频问题

“有时，如果我听不到对方的
声音，我会认为是笔记本电
脑的问题，我会将它展开一
定角度，让扬声器朝上。这
样，我可以更轻松地听到别
人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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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音画质问题外，研究数据还表明，远程办公体验的其他方面也受到影响。

员工遇到人体工程学方面的问题

的受访者表示，
通话期间久坐后
会使身体感到
不适

的受访者表示，
为了将自己呈现
在画面中，他们
不得不采用不舒
服的坐姿

7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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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椅面的前半部分，以便挡住电视。
我只希望人们看到盆栽植物和身后的侧墙，
而不是客厅的其他部分。” 

“看着笔记本电脑时，我感到它的屏幕是如
此之小。这让我很苦恼，我希望可以拥有能
减少眼睛疲劳的设备。” 

用户心声引述

员工遇到人体工程学方面的问题

“如果我站着，我不想低头看笔记
本电脑。这是糟糕的姿势，会造
成颈部问题。所以我希望视线可
以高点，与显示器齐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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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频繁手动解决问题，效率低下
我们发现，员工在准备视频通话时需要手动调整设备、环境和自身情况，这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且效果无法预测，时好时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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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自身设备

的受访者会进行检查，
以确保通话环境不存在
噪音干扰

的受访者会考虑或调整其他
人可以看到的周围环境/办
公空间

48%

46%

的受访者会调整自身的
形象，包括衣着和发型

的受访者会考虑或调整摄
像头拍摄脸部的角度

57%

41%

的受访者会进行设备检查，
以确保扬声器和麦克风可以
正常使用

的受访者会调整办公空间
的光线，包括灯光和窗户

53%

48%

相关调整随时都可能进行，因此打断了流程，
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需要频繁手动解决问题，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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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在画面中保持居中，同时还能记笔记。
我总觉得自己必须做出艰难的取舍。”

“如果外面很亮，我需要移动笔记本电脑
以避开窗户。否则光线会太强，让一切显
得很糟糕。”

用户心声引述

需要频繁手动解决问题，效率低下

“我需要检查一下画面，确保
自己适当居中。或者，在记
笔记时：‘我的形象会怪异
地扭曲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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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深员工

是管理层人员或高管

是新入职者 19%

57%

22%

无论员工年资如何，都普遍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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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表示，在主持重要会议时缺乏必要的设备

无论员工年资如何，都普遍面临挑战

按会议类型划分的视频会议使用情况：

41%

主持项目团队会议

在内部向高管/管理层展示工作情况

主持部门会议

向客户/客户展示作品

与他人分担复杂的工作

主讲培训课程

推动开展研讨会

发表主题演讲

面试求职者

讲授课程

向媒体或外部分析师进行展示

26%

28%

20%

37%

16%

40%

42%

30%

23%

23%

例如，工程、建筑或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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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他们用于协作的技术产品也应与时俱进。

为实现远程协作，企业需要重新审视和改进为个人工作效率而设立的标准。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办公室，办
公空间都应为线上协作而设计，不应局限于过去二十年所注重的功能。

员工正面临着不必要的障碍，而目前已获认证的商业级设备很容易消除此类障碍。要应对突然转变的办公环
境所带来的问题，主动为混合式员工提供线上协作所需的工具是较为简单的方法之一。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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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了解适用于混合式办公的罗技视频协作解决方案。

罗技的建议

提高领导层的认知，让他们认识到用户面临的挑战，
如本研究报告中所述

对组织中的员工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在协作和工作效率
方面遇到的挑战

推荐和部署相关工具，例如网络摄像头、降噪入耳式耳机、
降噪耳机麦克风以及协作扩展坞等，从而大幅提升混合式办公
体验

在实施混合式办公计划时，根据您的发现确定组织要求、
实施更改并更新您的观点

为确保兼容性，选择已获 Microsoft Teams、Zoom、Google 
Meet 和其他主流云平台认证的设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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