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报告：

新冠肺炎疫情后使用虚拟会议
和远程学习的基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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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世界
目前，全球的企业和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困境中挣扎。某些地

区的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但也有一些地区的疫情已经缓

解，但无论在哪里，许多企业机构都在努力恢复标准的运营

方式。 

到2020年年底，全球GDP预计将下滑5.2%1 ——原因无外

乎是企业倒闭、生产力和人们的士气下降——公司和学校别

无选择，只能尝试部分或“分阶段”重新开放。但在这样做

的同时，他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员工和学生的健康状况和个人

情况2，并遵守有关规定。 

合理的远程会议和远程学习实践得到了最先进的商业通信工

具的支持，对于确保特殊时期学习和工作的正常进行起到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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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20/06/08/the-global-economic-outlook-
during-the-covid-19-pandemic-a-changed-world  |  2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
communit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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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20/06/08/the-global-economic-outlook-during-the-covid-19-pandemic-a-changed-world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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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前后的趋势发展

远程会议中出现的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趋势和技术

发展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些趋势和技术可以解决

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多方面研究也表明:3,4 组织不力的会

议往往效率低下，会浪费预算、资源和员工时间。 

除此之外，在企业和教育领域，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扩

大意味着企业的分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 

这使得在远程会议中确保稳定通信的技术——以及可靠

的高质量音频——变得愈发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使很多人迅速意识到 “能够切实、

大规模处理的远程通信的价值”。 与改进所有关键绩效

指标一样，消除员工之间、学生之间的情感孤立和士气

低落同样重要。

3https://www.bain.com/insights/books/time-talent-energy/  |  4https://meeting-report.com/

https://www.bain.com/insights/books/time-talent-energy/
https://meeting-re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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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转变的规范

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地区逐渐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在另一些地区

又卷土重来，使我们处于不确定的中间地带。 

一些企业仍然处于远程办公状态。另一些企业则让员工轮岗在办

公室工作或者在家办公。某些公司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工作，但员

工仍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并且减少了不必要的出差。 

大学也是类似的情况。出于安全的考虑，学校纷纷调整了重新开

学的时间。 

但即使这样安排，由于人流量大，适用于企业的限制措施仍需要

我们严格执行下去 

因此，未来几年，一半学生在学校上课、另一半学生远程上课

的“混合学习”课堂将变得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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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世界的“新型工作方式”

大部分“在家工作”源于“新型工作方式”的概念，哲学家

Frithjof Bergmann于1989年5提出了这个理论。Bergmann

认为，工作效率高的员工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安排其工

作（而不是根据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远程工作。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示，强

行施行远程工作（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是合理的）可能会给企业造

成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76%的人力资源主管表示，他们所

在企业的员工担心远程工作导致工作效率下降6。为了更好地应

对这种切断联系所带来的挑战，一定要采取对所有人都同样有益

的远程会议实践和工具，并要特别注意发起对话的主要空间。

的人力资源主管表示，他们所在企
业的员工担心远程工作导致工作效
率下降。

76%

5https://en-us.sennheiser.com/businessblog-new-work-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  6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with-
coronavirus-in-mind-are-you-ready-for-remote-work/

https://en-us.sennheiser.com/businessblog-new-work-advantages-disadvantages
https://en-us.sennheiser.com/businessblog-new-work-advantages-disadvantages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with-coronavirus-in-mind-are-you-ready-for-remote-work/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with-coronavirus-in-mind-are-you-ready-for-remot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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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学习方式”的曙光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家工作，那么同理，远程教育也会有

反对者。正如前面提到的，即使是规模很小的大学，其体量也

决定了它们不能像企业那样迅速重新回到往常的运营状态。 

因此，即使在大学重新开学之后，也更有必要采用混合和远程

教育模式。尽管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预算限制和出行限制7，但

学校也为那些心存芥蒂的学生提供了必要的住校条件。 

绝大多数大专院校（66％）计划在2020年秋季学期为更喜欢

远程教育的学生实施“校园内保持社交距离的学习方式”和“

在线学习”的组合教学模式。8

实施新的通信实践和工具——如可靠的现场直播、画面及声音

信号稳定的视频会议 ——可以有效弥合现场面对面听课的学生

和远程学生之间的差距，使这种新的通用课堂形式尽可能让所

有人满意。

的大学计划在
2020年秋季学期
将“校园保持社交
距离的学习模式”
和“在线学习模
式”相结合。

66%

7https://er.educause.edu/blogs/2020/5/educause-covid-19-quickpoll-results-it-
budgets-2020-2021  |  8Aforementioned Educause report 

https://er.educause.edu/blogs/2020/5/educause-covid-19-quickpoll-results-it-budgets-2020-2021
https://er.educause.edu/blogs/2020/5/educause-covid-19-quickpoll-results-it-budgets-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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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会议的关键考虑因素
54%的人力资源主管认为，技术和IT基础设施差是阻碍远程或跨

办公室有效沟通的障碍。9企业必须扭转这种形势才能取得成功。 

但是，即使是在新西兰和意大利等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逐步好转、

企业重新开业的国家，病毒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七国集团的多

个经济体（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病死率仍保

持在10%以上 

全球只有23％的企业计划通过接触者追踪和/或员工位置追踪来实

施高水平的疾病追踪措施，13出于常识和遵守卫生法规的考虑，必

须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这意味着要尽量减少与办公室会议硬件或软件设备产生肢体接

触，所以，支持这种会议模式的解决方案——例如，吸顶式系

统——是最好的方案。

的人力资源主管认
为，技术和IT基础
设施差是阻碍远程
或跨办公室有效沟
通的障碍。

54%

9Aforementioned Gartner report  |  10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world/2020/06/20/new-zealand-coronavirus-migrants-borders/  |  
11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italy/a-beautiful-
day-in-italy-as-shops-and-bars-finally-reopen-idUSKBN22U11R  |  12https://
coronavirus.jhu.edu/data/mortality  |  13https://www.pwc.com/gx/en/
issues/crisis-solutions/covid-19/global-cfo-pulse.html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with-coronavirus-in-mind-are-you-ready-for-remote-work/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6/20/new-zealand-coronavirus-migrants-border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6/20/new-zealand-coronavirus-migrants-bord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italy/a-beautiful-day-in-italy-as-shops-and-bars-finally-reopen-idUSKBN22U11R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italy/a-beautiful-day-in-italy-as-shops-and-bars-finally-reopen-idUSKBN22U11R
https://coronavirus.jhu.edu/data/mortality
https://coronavirus.jhu.edu/data/mortality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crisis-solutions/covid-19/global-cfo-pulse.html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crisis-solutions/covid-19/global-cfo-pul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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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wC report linked above  |  15https://assets.sennheiser.com/global-downloads/file/12317/
TI_1247_v1.0_TCC2_White_Paper_EN.pdf

随着全球企业机构运营支出的减少14，即使是部分重新

开业的企业，短期内也不会去面对面拜访合作伙伴或

客户。 

这就需要远程会议了——不仅是出于功能上的考虑，

也是为了商业关系的管理和维护。合作伙伴、长期客

户和卫星办公室人员之间保持联系对任何企业机构都

至关重要。

通过稳定的视频和清晰的音频而定期开会有助于实现这

一目标。使用配备灵活波束成形技术的话筒设置，可以

确保团队成员在房间内的多个区域15讲话和走动时的语音

保真度。兼容多个视频客户端——如Zoom和Microsoft 

Teams——也至关重要。如果员工无需担心服务质量，

那么会议就会让人感觉轻松而真实——开会本应如此。

这样，无论每个团队成员身在何处，都能帮助提升团队

凝聚力。

商务会议的关键考虑因素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crisis-solutions/covid-19/global-cfo-pulse.html
https://assets.sennheiser.com/global-downloads/file/12317/TI_1247_v1.0_TCC2_White_Paper_EN.pdf
https://assets.sennheiser.com/global-downloads/file/12317/TI_1247_v1.0_TCC2_White_Paper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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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型会议最佳实践
大学教室的卫生注意事项与企业基本上是一样的，前者可能要求

更严格。因为出入教室和其他教学设施的人比出入一般办公楼的

人要多。

即使是那些采用混合教学模式（一些学生在家学习，一些学生在

校园内学习，每间教室不超过30人16）的学校，出于安全考虑，

也必须实行统一的做法——保持社交距离、限制接触教室内的设

备表面。对于较大的教室，特别是那些通过流媒体视频进行直播

的教室，传统免提话筒既不具备原始音频功率，也不具备吸顶式

会议音频解决方案所能实现的非接触安全性。

对于混合学习模式中的“在校学
习”部分，每节课的现场学生人数
不得超过30人。

16https://campustechnology.com/articles/2020/05/11/11-considerations-for-resuming-in-person-instruction-in-the-
covid-19-era.aspx  

https://campustechnology.com/articles/2020/05/11/11-considerations-for-resuming-in-person-instruction-in-the-covid-19-er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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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在授课时必须充满活力，才能真正吸引学生，并让学生获

得更好的学习体验。 

这不仅需要个人讲课魅力，也需要通过技术来捕捉最高质量的

现场演讲音频，同时不断调整以适应室内的声音环境。

配备灵活波束成形技术的会议音频解决方案不仅可以追随教授

的走动，而且可以随着讨论问题时的不同发言者而在教师和学

生之间轻松切换。 

那些远程上课的学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词，他们会觉得自己和

课堂氛围是同步的——和在教室里上课的同学没什么区别。这

对于高等教育在这个不可预测的特殊时期能恢复一些常态是至

关重要的。 

课堂型会议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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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海塞尔如何提供帮助

森海塞尔公司业务总监Ron Holtdijk 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对全世界人民的个人、职业和学习生活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森海塞尔音频解决方案可以使团队和课堂在这

场危机中变得更加团结紧密，在满足运营和教学需求的

同时，缩小现场与远程之间的体验差距。”

由于吸顶式设计，TeamConnect Ceiling 2（TCC2）

容易安装而且不容易被发现，它可完美捕捉音频，为所

有人创造一种有安全感、有吸引力的体验。该系统的集

成DANTE®数字音频网络解决方案可确保轻松弥合输出

通信差距。Dante屡获殊荣的音频网络解决方案采用标

准IP网络和可负担得起的以太网电缆，能够为活动、演

示和通信提供世界一流的音频体验。此外，Sennheiser 

Control Cockpit软件还让管理员能够从一个位置监控多

个话筒，从而有效降低限制了与硬件的肢体接触而带来的

健康风险。

远程会议不再受限于位置，提高了办公效率。但是TCC2

最擅长的是：它可帮助企业员工之间、大学师生之间， 保

持情感上的联系和思想上的交流，从而使非常时期的办公

学习环境成为一段真正有意义、令人难忘的经历——这一

点尤为重要。



总结

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系统造成了全球性冲击，它所造

成的经济动荡和惨痛的人员伤亡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

是双重打击。对于许多企业和学术机构来说，向完全

或部分远程运营的转变是有必要的——并且在很大程

度上是成功的，但是其复杂性也不容忽略： 

这些复杂性迫使组织机构寻找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高质量的电话会议对于确保有效地传达业务计划和授课都是至

关重要的——无论现场和远程参与者相距多远。 森海塞尔同

时提供非接触式和以IT为中心的传统音频解决方案，以支持我

们尊贵的客户，并使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联系。

11

的人力资源主管表示，他们所在企业机构
的员工担心远程工作导致工作效率下降

o的人力资源主管表示，技术和IT基础设
施差是阻碍远程或跨办公室有效沟通的
障碍。

的大学计划在2020年秋季学期将“校园保持社交
距离的学习模式”和“在线学习模式”相结合。

的企业正在重新配置工作场所以适应“保持社交
距离”的要求，52%的企业正在实施改善远程工
作体验的解决方案。1776%

54%

66%

72%

17https://www.pwc.com/gx/en/issues/crisis-solutions/covid-19/global-cfo-pulse.html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crisis-solutions/covid-19/global-cfo-pulse.html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crisis-solutions/covid-19/global-cfo-pul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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