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支持和培训

如何在劳动力和技术格局发生巨变
之时留住并培养关键技术人才



在制造业与工业运营领域，两大转变正在同时上演。
1. 首先是劳动力。公司经验和知识积累最为丰富的员工即将退休

但人才储备中适合接替其职位的人才数量却十分有限。
2. 其次是科技。大量涌入的信息化互联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制造业

与工业运营。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设计和执行这些技
术，以及监督这些技术的应用所需的技能——而这正是导致制
造商当前所面临技能缺口难题的原因之一。

这两股力量各自都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在这二者结合下，技能缺
口会不断拉大，并可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对生产率、员工 
安全和成长造成巨大影响。

翻天覆地的技能转变

1 2018 年制造业技能缺口调查，德勤，2018 年

2018 至 2028 年，美国制造业可能 
会产生多达 240 万个岗位空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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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manufacturing/articles/future-of-manufacturing-skills-gap-study.html


填补缺口

1 中国制造业面临人口老龄化威胁，CNBC，2012 年 10 月 24 日

全球制造商无一不经受着技能缺口难题带来的挑战。

在美国，制造业熟练工人的平均年龄为 56 岁。在中国，老一代工人即将 
退休，各大工厂正努力填补岗位空缺。在欧盟，各国家/地区也都在试图延
长人们的工作年限。而拉丁美洲现在的出生率几乎为 50 年前的三分之一。 
总而言之，这些趋势表明新一代工人数量短缺，无法替代即将退休的老一
代工人。

正因如此，境外生产和员工迁移等措施收效甚微。

充分利用第三方支持服
务来填补技能和 

知识缺口

员工支持服务

掌握关键“部落知识”
并将其传授给 

新一代员工

知识保留

针对既定目标按优先级
进行培训，使员工和 

业务需求相匹配

利用互联企业来提高 
决策水平、协作水平和

员工利用率

自动化技术员工培训

201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
达 1.1 亿；到 2030 年，这一数字
将增加超过 1 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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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培训
为了让新一代员工来接替更有经验员工的职位，培训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您的培训之所以需具备策略性的原因。培训应根据数据和特定需求
定制，而不是基于过往的偏好或意见。
通过有效培训培养出技能高度娴熟的员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应围绕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构建：

1. 评估：通过评估找出技能或知识缺口，然后制定填补计划 

2. 培训：采用量身打造的培训方式，既与员工需求相匹配， 
又符合业务目标

3. 磨练：使用工作指导和强化工具帮助员工不断进行实践并 
提高技能水平

4. 优化：获取培训前和培训后的数据，评估培训效果，并根据 
需要进行改进

罗克韦尔自动化在线课程 ⸻  
可为您的企业和员工克服技能短缺和弥补行
业技能缺口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的在线课程为自定进度且自我导向的自主
学习课程，您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学习。
员工可以在我们亟需的平台和技术上进行针对
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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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ok.auto/elearning


互联企业是一种智能且确保信息安全的企业。它融合了 IT 和 OT 系统，充分利用包括物联网 (IoT) 
设备、无线技术、移动性和数据分析在内的支撑技术。最终可实现跨组织人员、过程和技术的无缝
连接和信息共享。
这将为获取信息并据此解决技能缺口难题创造史无前例的机会。

实时生产数据 ⸻ 能够在与每个员工相关的环境中收集和发送，从而降低 
经验不足的年轻员工面临的复杂性。而且，由于年轻员工通常更容易受伤，因此
还要收集安全数据来帮助识别风险并获取安全相关事件发生场所的可见性。 
 
 

远程监控技术 ⸻ 能在分散作业和远程作业中监控设备、收集性能分析并
发现问题。这样能减少老员工的差旅需求，改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避免
他们萌生退休的想法。如果本地人才短缺，第三方服务可以远程监控设备， 
从而扩充现场团队。 

移动设备 ⸻ 能够提高员工间的协作。例如，实时视频通信支持经验不足的
员工与专家进行远程联系，以便在工厂现场排除机器故障。移动设备还能以 
年轻员工熟悉的格式为其提供信息。

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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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capabilities/industrial-maintenance-support/overview.page?pagetitle=Application-Support&docid=b6504d3af16a32f80454ec3aaeb3692d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capabilities/industrial-maintenance-support/overview.page?pagetitle=Remote-Support&docid=be4e7dd36c2bfe272d786e52e42d778b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capabilities/industrial-maintenance-support/overview.page?pagetitle=Remote-Support&docid=be4e7dd36c2bfe272d786e52e42d778b
http://rok.auto/elearning
http://rok.auto/elearning


知识保留
当最具资历的员工退休时，他们可能会带走积累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关键 

“部落知识”。必须采取行动留住这些知识并传授给下一代员工。
首先，创建一个正规程序来记录标准流程和 
步骤。这有助于未来员工交接时保持一致性。 
该程序应能识别标准流程和步骤的任何例外 
情况，并能指出何时应将问题上报。

然后，对工作技能和知识层次进行分析。分析应
该针对具体的工作类别，并应侧重于影响员工 
绩效的任务。通过技能评估来确定具体的工作 
职责。这可确保员工具备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及 
在所需之处进行量身打造的培训。

最后，引入能力提升项目，以帮助员工不断提高
自身能力。此项目应该具有可持续性和灵活性，
应能解决从基础级到中级再到大师级的各阶段
技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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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支持服务
服务提供商能够支持核心竞争力，填补技能或知识缺口。他们在本地没有合格员工 
以及偶尔需要专业技能时能够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

大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希望能够有
人一直监视驱动系统，而且能够 
及时提醒机器存在的潜在问题， 
或通知已实际发生的问题。”

⸻ 大型工业制造商生产经理
咨询服务 ⸻ 可以作为解决技能缺口难题的有效起点，例如进行员工
缺口分析并制定补救计划。服务供应商还能进行网络、物理安全和网络 
安全评估，这些评估所需的技能不容易在内部开发，也不会每天都需要。 

远程支持和监控服务 ⸻ 对于关键流程、昼夜不停作业和远程作业来
说意义尤为重大。这些服务能够扩充现场服务团队，提供从持续的机器 
监控、避免停机时间、全天候在线支持和软件/固件升级等的一切服务。 

常驻工程师 ⸻ 能在缺少合格人才的情况下帮助保持持续作业，例如
设施升级或工厂启动。这些经过工厂培训的专业人员能提供专门的工程
支持和维护服务，并可补充您现有员工的技能。 

数据集成与脉络化服务 ⸻ 有助于捕捉大量数据，并将其转化成可指
导行动的信息。这些服务对于获取互联企业的价值而言日益重要，而且能
带来帮助您增加生产率的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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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老龄化和不断变化的劳动力情况，再加上充分利用互联技术所需的新技能，导致技能缺口不断增大
但是您无需孤军奋战来应付这些难题。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提供各种解决方案、服务和专业知识，可以帮助您留住并培养关键技术 
人才。这包括：

多样化的培训项目，
涵盖安全、工业网络、 
安全服务等。

网络与安全服务 
利用 IT 和 OT 专业知识的
融合以及与 Panduit、思科
vMware、Microsoft 等公司
的协作。

远程监控和支持服务  
例如，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应用支持和 TechConnectSM 
支持服务。

全球团队 
由 3400 多名工程师 
组成，在 80 多个国家/
地区运营。

如需了解有关罗克韦尔自动化服务组合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rok.auto/services

与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合作让我们感到
安心，因为他们不仅能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
而且让所有工厂人员将来能理解和发现问题。”

⸻ 农业公司工厂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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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capabilities/industrial-maintenance-support/overview.page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NYSE：ROK) 是全球最大的专门从事工业自动化技术领域的企业，帮助其客户提高生产力并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两大旗舰品牌 Allen-Bradley® 和 Rockwell Software® 以创新性和卓越性闻名全球。

出版物 GMST-SP007C-ZH-P - 2019 年 9 月
版权所有 © 2019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美国印刷。

Allen-Bradley、Rockwell Automation、Rockwell Software 和 TechConnect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的商标。
不属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商标是其各自所属公司的财产。

联系我们：

https://www.instagram.com/rokautomation/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rockwell-automation
https://twitter.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ROK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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