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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OD 与虚拟化
思科 IBSG 视野调查的十大见解

简介
毋庸置疑，企业已进入了“后 PC 时代”，网络必须在堆栈的每一层容纳新的选择。这

些选择包括传统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移动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以及社交应用程序和操

作系统；各种服务器基础架构；以及从智能手机到平板电脑和其他移动性工具等一系列

移动设备。思科的网络解决方案部 (IBSG) 实施了广泛的调研和分析，以揭秘关于美国

企业的 BYOD（自带设备）和桌面虚拟化趋势的重要 见解。思科 IBSG“BYOD 和虚拟

化”视野调查对来自 18 个行业的 600 家企业的 IT 负责人进行了调查。本文概述了该

调查的十大见解。

当提到获得移动性所带来的各种益处时，必须注意的一点是：BYOD 只是冰山一角。许

多其他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例如，云将在实现 BYOD 承诺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不过，BYOD 和桌面虚拟化已经对企业产生着重要影响，这是在未来几个月里一定会进

一步发展的趋势。

见解 1：
移动性无处不在
•  在美国，有 78% 的 白领员工将移动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用于工作目的。

•  受访者表示，其所在组织中有 65% 的白领员工要求使用移动连接来进行工作。

•  44% 的知识工作者每周至少需要进行一次远程办公。

•  据思科 IBSG 估计，每周一次远程办公可使每位员工每年节省 2,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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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2：
移动性的增长对 IT 产生了深远影响 

•  截至 2014 年，每位知识工作者的连接设备数量将从 2012 年的平均值 2.8 增长

到 3.3（增长 18%）。

•  平均来看，2014 年移动性方面的计划将占 IT 预算的 20%，而 2012 年这一数字

为 17%。

见解 3：
传统的融资模式还将存在多久？

•  受访者所在的组织中，有 62% 的组织为员工设备及其语音 / 数据计划付费。

•  有 75% 的受访者预期连接到公司网络的员工自有设备的比例在未来两年里将不断

增加，其影响程度将从“一定程度”发展到“显著”。

•  41% 的受访者表示连接到其公司网络的大多数智能手机实际上是员工自有设备。

•  根据思科 IBSG 的调查，员工愿意花钱改变自己的工作体验。例如，思科 BYOD 
员工平均为自己偏爱使用的设备支付 600 美元。

见解 4：
BYOD 就在这里，而且这不是一件坏事。

•  88% 的接受调查的 IT 负责人认识到企业中不断增长的技术“消费化”趋势。

•  76% 的受访者认为消费化对他们的公司产生了“比较积极”甚至是“非常积极”

的影响。

见解 5：
BYOD 增加了企业效益

•  众多受访者认为从 BYOD 认识到的两个最大的优势在于：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

（更多的协作机会）、提升了工作满意度。

•  BYOD 的效益取决于员工的职位和工作要求。据思科 IBSG 估计，根据员工的职务，

BYOD 给每位员工带来的效益为 300 美元到 1,300 美元。

截至 2014 年，每位知识工作
者的连接设备平均数量将达到 
3.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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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6：
BYOD 确实也带来了挑战

•  受访者认为，BYOD 的最大挑战是：(1) 确保公司数据的安全性 / 隐私性 (2) 为多

个移动平台提供 IT 支持。

•  3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公司的 IT 部门为连接到公司网络的员工自带设备提供全

面支持；另外有 48% 的受访者表示，其 IT 部门只支持公司选择的设备。11% 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允许使用员工自带设备，但不提供支持；只有 5% 的 受
访者表示，他们的公司禁止使用员工自带设备。

•  根据思科 IBSG 的分析，86% 的 BYOD 成本与硬件无关，同时此次调查突出了选

择正确的管理和支持模型来控制成本的重要性。

见解 7：
员工希望控制自己的工作体验

•  员工喜欢使用自带设备，因为他们想要更多地控制自己的工作体验，从而提高工作

效率、提升工作满意度。

•  40% 的受访者将“设备选择”作为员工对 BYOD 最优先考虑的事项（能在任何地

点使用自己最喜欢的设备）。

•  受访者的第二个 BYOD 优先考虑事项是希望可以在工作时间进行个人活动，而在

个人时间可以进行工作活动。

•  员工还希望使用自己的应用程序开展工作。69% 的受访者表示未经批准的应用程

序 — 尤其是社交网络、基于云计算的电子邮件以及即时消息 — 比两年前更加流行。

见解 8：
桌面虚拟化正在蓬勃发展

•  桌面虚拟化使员工能跨各种设备享受同样的体验 — 从台式机到笔记本电脑，乃至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种能力也可以称为虚拟桌面基础设施 (VDI)、托管虚拟桌

面 (HVD)、桌面即服务 (DaaS) 和基于服务器的计算。

•  8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了解桌面虚拟化；1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知道桌面

虚拟化。

Horizons Cisco IBSG 
调查报告

受访者认为，BYOD 的最大
挑战是：(1) 确保公司数据的
安全性 / 隐私性 (2) 为多个平
台提供 IT 支持。
 

41% 的受访者将“设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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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最喜欢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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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的受访者同意多数知识工作者角色适合于桌面虚拟化。

•  5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公司正在实行桌面虚拟化策略。

见解 9：
桌面虚拟化也带来了挑战

•  70% 的 IT 负责人承认他们公司中有一半或更多的员工会受益于桌面虚拟化，不过

他们也表示出些许的顾虑。

•  受访者的最大顾虑 (33%) 是数据保护 — 确保只有恰当的人员才有权访问机密的公

司数据和客户数据。第二大 顾虑是业务连续性 — 能够在不利的条件下继续运营，

例如，因自然或人为危害而发生中断。

见解 10：
桌面虚拟化将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  桌面虚拟化已经取得了成功，并且将继续对企业业务产生重大影响。调查受访者认

为，以下三个方面将最大程度地受益于桌面虚拟化：(1) 业务连续性，(2) 员工生

产效率以及 (3) IT 成本。

•  受访者从诸多设备中列举了他们最常用的桌面虚拟化设备：笔记本电脑 (81%)、台

式机 (76%)、智能手机 (64%) 和平板电脑 (60%)。

•  调查受访者表示，最适合采用桌面虚拟化的四个职务是：(1) 现场 /面向客户的员工，

(2) 处理机密的公司数据的员工，(3) 经常在家工作的员工和 (4) 高级管理人员。

•  桌面虚拟化和 BYOD 在不断地改变向员工提供应用程序的方式。例如，35% 的受

访者表示，员工只能从公司应用程序库中下载预先批准的应用程序；23% 的受访

者表示，预先批准的应用程序和非标准应用程序都可以从公司的应用程序库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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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

作为思科的全球咨询部门，思科网络解决方案部 (IBSG) 可以帮助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和私人组织的高层决策者解决关键业务挑战。通过实现战略、
流程和技术的互联，思科 IBSG 的行业专家可以帮助客户将构想变为现实。

有关 IBSG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ib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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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科 IBSG 视野调查
思科 IBSG 视野调查是一项多模式的调查和分析计划，旨在确定技术创新所引发的业务

转型机会。该视野调查的多模式方法侧重于三个核心领域：(1) 初步调查，例如客户调查、

关注群体和主题专家会面；(2) 对市场领先者和影响者进行深入的次级调查；(3) 应用

预测分析来收集关于技术创新的见解并量化其影响。

有关思科 IBSG“BYOD 和虚拟化”视野调查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Joel Barbier
思科 IBSG 调查与经济学实践 
jbarbier@cisco.com

Joseph Bradley
思科 IBSG 调查与经济学实践

josbradl@cisco.com

James Macaulay
思科 IBSG 调查与经济学实践

jmacaula@cisco.com

Richard Medcalf
思科 IBSG 调查与经济学实践

rmedcalf@cisco.com

Christopher Reberger
思科 IBSG 调查与经济学实践

creberge@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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