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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时代，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团队

要快速、频繁地创新，必须能够进行清晰的沟通和紧密

的协作。误传、误解和误读只会导致代价高昂的错误、 

存在瓶颈的业务流程和毫无反响的市场表现。而大部分

此类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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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质量的技术，加之竞争异常激烈的商业环境，

使视频协作正在成为当今信息化员工和决策者首选的

沟通渠道。有了成本相对低廉的技术，包括高品质的

视频会议设备、高带宽网络和易用的应用及工具，视频

协作开始逐渐走近当今的员工。这时，人们才刚刚开始

领略到视频协作给创新、工作效率以及从客户服务到问题解决在内的关

键业务流程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几十年来，视频通信和视频会议一直是企业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它

已成为行政会议室的主角，而许多更大规模的组织还专门为特别活动或

演示自备了视频设备或使用承包商提供的视频设备。现在，得益于易用的

技术和价格实惠的选择方案，从公司高管到企业培训师、客服代表、销售

人员和远程工作人员在内的各类员工，都在探索视频互动和协作的强大 

之处。

由于组织内部的沟通大多数是非语言沟通，因此视频协作填补了组织

在这方面长久以来存在的巨大空白。利用视频，经理、知识型员工、销售

人员和客户服务人员能够更好地传达和理解项目或交流中所分享的信息。

这使得新想法可以更快付诸行动并得以完善，同时获得更高质量的结果和

更丰富的客户反馈。

通过面对面的互动，视频在只闻其声的电话交流方式与亲自会面的交

流方式之间提供了一种“折中方式”，这对于建立业务关系具有重要意

义，哈佛商学院 UPS 基金会人力资源管理教授 Je�rey Polzer 博士这样形

容。“视频使人们接受的信息量多了一个维度，”他说，“视频提供面对面

互动，可帮助人们领会非语言信号，并有助于营造和谐感。”

Wainhouse Research 对  
1007 位高管的一项调查发现，

近五分之四的高管 (78%)  
表示在线视频是一种有效的 

商务沟通工具。

78%

最近一项对 1300 位较年轻 
高管进行的调查发现，87%  
的高管认为视频对组织有着 

巨大而积极的影响。

87%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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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ecutive Visions on Video in the Workplace”�企业高管对于在工作场所应用视频的愿景 Steve Vonder Haar 
Wainhouse Research 2013 年 12 月 http://cp.wainhouse.com/content/executive-visions-video-workplace
 2 “Cisco Global Survey Reveals That the Majority of Aspiring Executives See a Big Future for Video in the 
Workplace”�思科全球调查发现大多数积极的高管认为视频在工作场所的应用大有前途思科新闻稿 2013 年 8 月� 
http://newsroom.cisco.com/release/1233239/Cisco-Global-Survey-Reveals-That-the-Majority-of-Aspiring-
Executives-See-a-Big-Future-for-Video-in-the-Workplace

 “视频提供面对面互动，可帮助

人们领会非语言信号，并有助于

营造和谐感。”

Je�rey Polzer 博士

哈佛商学院  
UPS 基金会 
人力资源管理教授

在许多现任员工和高管以及正在成长的新人当中，视频已成为首选的

媒介。Wainhouse Research 对 1007 位高管的一项调查证明了这一点。该调

查发现，近五分之四的高管 (78%) 表示在线视频是一种有效的商务沟通

工具。此外，思科与 Redshift Research 最近对 1300 位较年轻高管进行的

一项调查发现，87% 的高管认为视频对组织有着巨大而积极的影响，从提

高远程办公人员的体验到节省差旅费用甚至吸引顶尖人才，可以使公司受

益良多。1  

视频协作不仅在加强员工沟通方面发挥作用，还为包括实时客服、在

线学习和多方联合解决问题在内的众多关键业务流程提供巨大便利。在

思科的调查中，多数高管 (60%) 表示，视频互动对于他们的职业和企业非

常重要；他们认为视频互动已经带来的优势包括：交流时可以察言观色、

不必出差即可“到场”以及能够实时共享内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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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协作为各个行业更好地开展互动

和创新开辟了机会。所有人都将从中受

益。例如，在医疗保健行业，视频正在

使医疗保健机构与客户和专业人士之

间的互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近年来，

美国各地许多医院都在使用视频和语

音呼叫中心的服务，通过这些中心，他

们能够共享口译服务、精神科护理服

务和其他正在开发中的功能。在这个过

程中，视频协作影响着企业的业务成

果，改变着业务流程，并帮助医疗保健机构实现着前所未见

的庞大规模、低廉成本和高效率。

行业创新： 
健康的互动和密切联系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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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医疗保健口译员网络 (Hea lth Care Interpreter 

Network, HCIN) 使医疗保健机构能够通过视频，按需

向本机构的医生和与其联网的异地医院的医生提供口

译服务。“这是一个虚拟的分布式视频和语音呼叫中

心。我们可以在一家医院安排两名口译员，在第二家医

院安排一名，再在另一家医院安排十名。”Paras and Associates 的总裁 

Melinda Paras 说。该公司在 45 个医疗保健机构实施了视频会议功能。 

 “地理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语种的所有口译员都可以为最终用户

提供口译服务。”她介绍说。该系统首先在加州建立，现在已将美国各地

众多驻院口译员与临床医生联结在一起。
领先的全球化服务公司也从他们的视频协作努力中看到了惊人成

果。GHD 是一家领先的工程、建筑和环境咨询公司。视频通信和协作将

该公司遍布五大洲的 5500 名员工汇聚在一起。这家公司并没有单独正式

的总部。

他们将这种汇集全球员工才智的做法称为“打造同一个 GHD”。过

去，开展协作需要“大量的电话沟通和频繁的差旅奔波”，GHD 的首席信

息官 Elizabeth Harper 这样回忆道。随着公司发展到超过 100 家办事处以

及新业务的增加，保持联络变得更加关键，成本也越来越高。为此，GHD 

为员工提供各种工具，从基于网络的视频会议到各种会议室布置。这些工

具能“降低差旅成本，并让员工有更多时间进行有意义的工作，从而提高

整体工作效率。”Harper 解释说。这其中包括使公司频繁移动办公的决策

者可以不受地点限制地进行面对面交流。

GHD 是一家领先的 
工程、建筑和环境咨询 
公司。视频通信和协作 
将该公司遍布五大洲的  

5500 名员工汇聚在一起。

55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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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各地许多医院都在使用视频

和语音呼叫中心的服务，通过这些中心，

他们能够共享口译服务、精神科护理服 

务和其他正在开发中的功能。



10 | 借助视频通信推动创新



版权所有 © 2014  FORBES INSIGHTS  | 11

如今，零售商和金融机构纷纷在利用视频与客户开展互

动。制造商可以通过视觉的互动更加快速和彻底地解

决生产问题。就像对合作伙伴和客户渠道的影响一样，

视频使供应链也走向开放。

业务优势： 
可帮助任何组织建立
优势的 8 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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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Why videoconferencing is critical to business collaboration”�为何视频会议对业务协作至关重要  
GigaOm 2014 年 1 月 http://research.gigaom.com/report/why-videoconferencing-is-critical-to-business-
collaboration/

1. 降低差旅成本。

有了可靠易用的商业视频会议，不必产生差旅费用，用户即可与异地的同

事和客户进行面对面交流和更频繁的联络。不过降低差旅成本只是视频

协作体现的众多优势之一，下面将详细介绍它的更多优势。

2. 提高工作效率。

视频协作可以节省工作流程中冗余的时间。电子邮件需要来回往复，而电

话可能漏接，与这二者相比，视频协作可以实时交流和互动，使参与协作

的各方能够当场解决问题或启动新项目。另外，人们可以通过视频协作交

流想法，并更好地看到对方的反应和领会对方的意图，这也会降低误解或

误传的几率，从而提高决策质量。由于视频协作能增强远程办公能力，它

还可以在减轻员工差旅压力和减少旅途时间的同时，帮助提高工作效率。

对于目前人数不断增长的远程办公一族来说，它同样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强

大工具。GigaOm Research 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87% 的远程用户感觉

在参加视频会议时与其团队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容易紧跟工作流程。3  

今技术传播广泛、成本低廉，而且界面直观易用，组织中

各个层级的员工都能快速轻松地掌握。互动的性质取决

于互动当时的需求，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或视频的方式。但是，可靠而有效的视频功能的出

现，可能会改变这种均等的情况。“一旦你投资建立了安

全的视频网络，所有人都会好奇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用途。”Paras 说。

下面是视频协作带来的            个优势：8 

当

http://research.gigaom.com/report/why-videoconferencing-is-critical-to-business-collaboration/
http://research.gigaom.com/report/why-videoconferencing-is-critical-to-business-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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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目需要，GHD 会对外提供协作功能，让客户和合作伙伴可以更

轻松地参与项目。而员工不仅工作时间更加灵活，不必被束缚在一个办

公地点，还可以跨时区参加会议。“利用广泛的协作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

率，”Harper 指出。他发现公司的视频通信工具“使公司对于 IT 的看法大

有改观，并且最终提高了项目质量，缩短了我们向客户交付产品和服务的

时间。”

3. 加强企业内部沟通。

视频协作可帮助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与各个单位和部门分享他们对于组

织的愿景、传达新的价值观或优先事项，或者在困难时期给予员工安抚和

信心。面对面沟通对于企业领导者非常重要。经济学人智库的一项调查发

现，75% 的企业高管认为面对面协作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比其他形式

的沟通对业务成果的影响更大。4 在当今高度分散化的企业当中，“你很难

将所有人都召集在一处，”Polzer 这样评论到。视频还可以将关系拓展到

企业以外，巩固企业与合作伙伴、客户和股东之间的高层关系。

4 “Power of In-Person: The Business Value of In-Person Collaboration”�面对面的力量：面对面协作的商业价值�

经济学人智库 2012 年� 
http://www.cisco.com/web/IN/assets/pdfs/45808_Economist_wp1c_HR.pdf

经济学人智库的一项调查发

现，75% 的高管认为，面对面

协作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

比其他形式的沟通对业务成果 
的影响更大。

75%

 “建立一致的协作基础提高了 

员工的工作效率。”

Elizabeth Harper 
首席信息官 
G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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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New World of Collaboration”�崭新的协作世界 CIO 和 Box 2014 年  
http://resources.idgenterprise.com/original/AST-0120112_BoxWPcons0712_FINAL.pdf

4. 增加创新机会。

视频协作还可以促进创新和加快产品上市速度。通过节省沟通时间和加

快工作流程中文档的交接，视频协作可减少 25% 的产品开发时间，相当

于每周节省超过一天。5 创新常常是头脑风暴活动的产物。一些领先的创

新公司因鼓励员工开展激烈的头脑风暴活动而闻名。参加这些活动的员工

坐在一起，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后得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利用视频功能模

拟这种同处一“室”的现场感，将让全球人才都能参与创新，汲取世界所

有角落的专业人士的宝贵知识。一旦员工发现视频协作可以更好地完成

工作，他们还会提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创新。视频可以帮助人们节省时间，

让他们有富余时间创造新的构想，从而进一步推动创新。

GHD 的视频协作使该公司能够加强创新，更好地利用不同地区的技

术资源来缩短上市时间。“员工是我们的竞争优势，”Fechner 说，“我们

现在有能力组建更强大的团队并提高市场渗透率。”

通过节省沟通时间和加快工作

流程中文档的交接，视频协作

可减少 25% 的产品开发时间，

相当于每周节省超过一天。

25% 视频协作还是组织用于提供新型服务交

付模式以加强客户参与度的工具。

http://resources.idgenterprise.com/original/AST-0120112_BoxWPcons0712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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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辟新的市场和机遇。

思科调查发现，94% 的组织重视视频的价值，将其作为在日益全球化的市

场中打破语言屏障的一个重要途径。视频协作还是组织用于提供新型服

务交付模式以加强客户参与度的工具。通过视频协作，企业能够不受地点

限制，提供实时的面对面服务。这不仅可能改变许多行业的现有格局，而

且使企业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并从中获得业务和竞争优势。提供

按需翻译功能的 HCIN，就是这类新兴服务的一个范例。Paras 指出，这

类服务在国内市场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医院发现不熟谙英语的客户越

来越多，纷纷对这一客户群体展开竞争，日益激烈。”她说，“那些提供高

质量口译服务的医院正在巩固自身位置，成为越来越多的公众首选的医疗

保健服务提供商。”

思科调查发现，94% 的组织 
重视视频的价值，将其作为在

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中打破语言

屏障的一个重要途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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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现知识管理和培训。

视频协作的一个优势是可以对会议、活动或最佳实践分享进行录制和存

档，以备随时查阅。录制好的会议或活动可以用作培训工具。“很多公司

都在使用视频来录制会议，”Polzer 说，“在未能出席会议的人希望了解

会议情况时，这个能派上用场。例如，他们可能想要了解会上是否发生任

何争论、是否有人对所作的决定存有疑惑、谁将对下一步行动或相关问题

负责等等。”他发现，要了解会上发生了什么，通常“只能询问在场人员，

而这样了解到的情况会掺杂他们的观点。当你再询问其他人时，又会得到

不同的观点。”Polzer 还补充说，现在有些公司会将所有会议的视频录像

都存储在在线存储库中。

以视频为主导的学习和培训可提高员工参与度、鼓舞士气并让团队更

加团结，进而提高工作效率并留住更多人才。视频交流还为知识的分享

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媒介，这在复杂或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尤有裨益。据 

Forrester Research 估算，仅仅一分钟的在线视频就相当于大约 180 万字

的书面内容。6 员工还需要新的能力，以便在更加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取得

成功。根据 Aberdeen Group 的调查，采用视频技术的公司在 12 个月内人

才自愿离职率平均下降了 8%，员工工作效率平均提高了 4%。具有代表性

的组织平均需要 6.5 周使新员工正式进入工作状态，每个员工的培训成本

为 2500 美元。但是，使用视频的公司在打造更稳固的工作团队方面显现

出优势。7  

6 “3 Ways to Use Brainshark Video Presentations to Promote Your Brand on Twitter”�使用 Brainshark 视频演示

在 Twitter 上提升品牌形象的三种途径 Sabrina Cote Brainshark 2014 年 6 月� 
http://www.brainshark.com/Ideas-Blog/2013/June/use-video-to-promote-your-brand-twitter.aspx
7 “The ROI of Video Collaboration”�视频协作的投资回报 Aberdeen Group 2011 年 http://www.cisco.
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xecutive-perspectives/executive-perspectives/roi_of_video_
collaboration.pdf

据 Forrester Research  
估算，仅仅一分钟的在线视频

就相当于大约 180 万字的 
书面内容。

180 万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xecutive-perspectives/executive-perspectives/roi_of_video_collaboration.pdf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xecutive-perspectives/executive-perspectives/roi_of_video_collaboration.pdf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xecutive-perspectives/executive-perspectives/roi_of_video_collabo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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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知识管理系统包含列出要点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图片和

图表或者报告，Polzer 继续说。“设想一下，如果系统中存储的是演示录

像，情况又会怎样。显然，这些视频传达信息和传授专业知识的效果要好 

得多。”

据 Polzer 介绍，哈佛商学院自己也在将视频元素引入作为其课程核心

的案例研究当中：“绝大多数案例是文字形式的公司介绍。但是，我们现

在也在制作和使用多媒体案例。学生不仅可以阅读文字引述，还能通过视

频看到其中的人物。他们可以观察和聆听这些人物的讲话方式，然后自己

判断他们是否可信赖或激励人心。”在各大高校，视频教学正在运用视频

营造更加有效和生动有趣的虚拟课堂体验。

8 “State of Video in Education 2014 Report”�2014 年教育领域视频应用现状报告 Kaltura Inc.�2014 年� 
http://site.kaltura.com/Education_Surv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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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环境中，视频用于提供正式培训、分享最佳实践和执行重要的

组织沟通。这些视频资源不仅随时可供使用，而且可以按主题或讲话者轻

松进行搜索。组织上下可以更简单便捷地获得各种信息和学习机会。

在 Kaltura, Inc. 最近对 300 家机构中 550 名教育专业人士开展的一项

调查中，有 9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视频能改善学习体验，即使是基

本的视频手段，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视频可以改变人们的学习方式、提高

学习兴趣并影响学习效果。8 

7. 为客户服务注入活力。

视频可以作为与客户沟通和更快满足客户期望的有力手段。通过视频，企

业能够与全球客户面对面沟通，与他们建立其他途径无法实现的联系。例

如，Accenture 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客户选择或更换服务提供商的主要

原因在于客户服务。9“作为客户，如果能与客服人员面对面交流，了解言语

以外的信息，培养融洽关系和信任，并看到他们是否积极为你解决问题，

体验会截然不同，”Polzer 说。一些知名公司，如美国运通公司 (American 

Express)，现在推出了让客户与客服代表进行视频协作的应用。美国运通

称，他们的视频应用旨在“深化”公司与信用卡会员客户之间的关系。10  

9 http://www.accenture.com/SiteCollectionDocuments/PDF/ 
Accenture-Global-Consumer-Pulse-Research-Study-2013-Key-Findings.pdf
10 “Delivering More Personalized Customer Service”�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客户服务 Leni Selvaggio� 
2014 年 6 月 http://blogs.cisco.com/financialservices/delivering-more-personalized-customer-service/

在一项研究中，Aberdeen  
注意到，当主题专家在销售 
流程早期就通过视频加入 

销售时，销售周期加快了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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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的口译服务也在帮助提高服务水平，医疗保健机构可以借此

得到患者更好的配合，实现更好的业务成果。“仅有语音的沟通存在诸多

限制，”Paras 说。面对急诊室中一位英语不好的患者，医生可能会弄不清

他/她是否理解了医嘱。“如果患者在 30 天内因为未完全理解并遵照医

嘱而再度入院，不仅该患者的健康将受到威胁，医院也会因为沟通失误遭

受处罚。而通过优化的沟通，这种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Paras 说，“通

过视频，口译员将看到患者的面部表情、手势，并且因为来自同一种文化，

可以完全理解患者的反应。”

8. 采用视频的销售流程、远程专家和漏斗加速率。

在一项研究中，Aberdeen 注意到，当主题专家在销售流程早期通过视频

加入销售时，销售周期加快了 9%。Aberdeen 在对 380 家企业所作的调查

中发现：“有视频手段辅助的 B2B 销售人员得以将平均 20% 的视频协作

联系人转入销售漏斗，并使平均交易规模超过 50 万美元。”11 

11 “The ROI of Video Collaboration”�视频协作的投资回报 Aberdeen Group 2011 年�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xecutive-perspectives/executive-perspectives/
roi_of_video_collaboration.pdf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xecutive-perspectives/executive-perspectives/roi_of_video_collaboration.pdf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xecutive-perspectives/executive-perspectives/roi_of_video_collaboration.pdf


20 | 借助视频通信推动创新



版权所有 © 2014 FORBES INSIGHTS  | 21

视频协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让参与者能够实时互动的

视频会议，另一种是可按需观看的有关这些互动的录像

存档。推行和运用视频协作时，应遵循以下步骤：

关于 
转向视频协作的 
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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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参与。

倡导员工通过视频通信组建强大的虚拟团队、分享知识以及与客户和 

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征求团队意见 - 通常最为创新的想法和实践来自那 

些更频繁使用视频进行交流的用户。通过运用语言和非语言两种沟通方

式有效传达高度一致的信息，“你所表达的内容确实可以非常具有说服

力”，Polzer 说。

使用案例将因部门而异。业务运营或流程中有哪些方面是视频可以解

决的痛点？包括 IT 在内的各主要部门是否赞同支持视频环境？手机是否

适合这种新的环境？ 

最终，结果将直接影响收益状况，甚至可能彻底改变某些行业。Paras 

补充说，Paras 实施的 HCIN 以低于电话传译的成本为医院提供口译服

务，“因此，你能以更低的成本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服务 - 实现这一点在医

疗保健行业较为鲜见。”

确保提供最高质量的视频。

如果视频质量相对较低，可能会削弱参与者试图传达的信息。“问题在于

视频质量良莠不齐，差别很大，”Polzer 说，“质量不好的视频确实会削弱

沟通。如果出现少许时滞或者存在某些干扰，确实会扰乱谈话，并且某些

延迟影响甚至可能会被人们无意识地归咎于对方。”

选择易用的视频协作解决方案。

过去，业务决策者常常对视频避而远之，因为他们感觉将视频技术投入

使用和启动视频会话都比较复杂。Paras 说，以前，“要与另一家公司进行

视频通话，需要工程师事先进行测试。IT 人员会乱作一团。‘这个电话该

怎么打？你们用的什么协议？我们用的什么协议？’”

现在，有了新一代的工具、平台和服务，人们可以快速将视频通信功能

整合到关键应用、培训资源、项目管理、客户服务和网络应用当中。让视频

协作简单到只需轻点一下鼠标即可连接主题专家或团队成员，可以加快实

现业务成果并提升组织文化。

例如，在 HCIN 内，加入该网络的医院在急诊室中的每个检查区都

配有视频控制台，临床医生只需轻触按钮即可呼叫特定语种的译员。“这

些站点每天例行彼此呼叫几十次，无需任何工程师待命，也无需任何测

试。”Paras 说，“只需按下按钮，要求提供口译员，就能转接到网络中的某

位口译员。”

1

2

3

个要遵循的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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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不好的视频确实会削弱沟通。”

Je�rey Polzer 博士

哈佛商学院  
UPS 基金会 
人力资源管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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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视频为各个行业各种规模的公司之间进行沟通和协作注入了强大活力。它

不仅能够降低或消除差旅成本，而且能够为实现业务增长、加快产品上市

速度、提高工作效率和加速创新开辟新的机会。视频使面对面互动再次成

为现实，为企业建立业务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方法。“人”是组织的核心

资源。在关键时刻将人们汇聚在一起，对于延伸和扩大“人”的价值至关

重要。

视频催生了各种连接虚拟团队和复杂环境的全新工作方式。当企业汇聚人

力进行头脑风暴、开展创新、建立稳固关系、分享想法和知识、相互协商

和启发时，便会取得巨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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