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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Teams恰逢其时
本指南旨在阐述Microsoft Teams如何助力打造卓越的工作体验。 

工作平台新体验



Microsoft Teams恰逢其时

执行摘要

焕然一新的工作平台体验有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和生产力，促进业务增长。Microsoft Teams, 微软
全新工作平台体验的拳头产品, 堪称最具革命性的
Microsoft 365组件之一。

如同一个可持续扩展的大平台，Teams 可用于重新
规划和设计企业的业务流程、服务和打造全新的办
公体验。如果善加利用，企业将通过Teams获取巨
大的商业价值。我们将详细为您介绍Teams的强大
功能，帮助您了解如何、以及何时将Teams应用于
哪些工作负载中；如何化解技术和管理的双重挑
战；以及了解合作伙伴如何帮助您实现卓越的工作
平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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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平台体验是一种覆盖整
个企业，持续提升企业价值
的新方法。

它拥有三大基本要素：

• 现代化工作平台
• 重构的企业文化
• 员工体验及更优化的运营

工作平台体验将上述三个要素融为一体，围绕着企
业成本、工作效率和企业发展进行不断的创新。

自从Microsoft Teams加入了Office 365大家族，微
软帮助企业开创了全新的工作模式，在卓越工作平
台体验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Teams推出之后的短短两年间就大受欢迎，成为
微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业务应用之一。500,000多
家企业机构——包括91家《财富》百强公司都成为
其使用者。

Teams融合了诸多功能，其中包括通讯、协作、
会议、内容管理、电话与消息等，但倘若使用者
只着眼于单个的功能，则完全不得要领。

一旦运用得当且充分，Teams将成为超级可扩展
平台，打造全新工作平台体验、整合与重塑工作
流程的——进而孕育出企业DNA。

企业可以快速、充分地利用Teams在云端的各项
创新功能。例如，当Teams Meeting Rooms正式
发布后，用户就能立即获得会议增强技术，包
括：添加字幕、语言翻译以及永久保存，以便随
时获取会议资源、共享文档。

欢迎探索新领域

通过与客户合作以及进行独立研究，我们认为工
作平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新战场。例如， 
MIT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发现 ，拥有卓越员工体验
的企业，其客户满意度与创新能力是同行企业的
2倍，且盈利能力增加26%。

2倍的客户满意度
（行业调整的净推荐值）

就新产品与服务收入占比
而言，2倍创新能力

相比竞争对手，盈利能力
提升25%

《构建员工体验的商业价值》，Kristine Dery与Ina M. Sebastian，MIT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研究简讯，第17卷，No. 6, 2017年6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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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Teams获得不同凡响的
工作体验

https://news.microsoft.com/presskits/office/
https://www.avanade.com/en-us/thinking/workplace-experience/mit-cisr-research
https://www.avanade.com/en-us/thinking/workplace-experience/mit-cisr-research


重塑体验、服务与流程。准备妥当后，
您可以为Microsoft Teams添加标签、连
接器、机器人及其他技术功能。在每次集
成中，Teams都将成为不断扩展的平台，
以实现对业务流程与服务的再设计与改
进。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创新，有助于通
过Teams真正改变企业工作方式。

您所在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微软、第三方
提供商、企业内部开发者以及商业终端用
户的各种创新与功能。

更快速、轻松地打造强大的定制化应用。当
需要进行开发应用时，企业可以利用Teams
的产品优势，无需大量繁重工作，轻松打造
原生应用。而且，Teams非常成熟，基于
SharePoint Online等各项Office 365服务，还
可利用微软云服务的各项服务（例如Azure 
Active Directory）。通过植根于统一的可扩
展、安全服务，它已成为开发者工具包中的
利器。

化解人力资源挑战。由于Teams提供了极其广
泛的协作工具，您可以集中精力改进团队协
作与企业文化，而无需应对多款协作工具的
技术集成问题。以往，企业需要面对多个安
全或运营模式、或者应用开发过程中使用多
点解决方案的巨大挑战。

Microsoft Teams恰逢其时

释放Teams的商业价值
使用您喜爱的业务应用开展协作。您可以
直接将Teams集成到您的业务应用之中，例
如，您的项目经理可以在继续使用其项目管
理软件的情况下利用Teams与同事进行沟通
与协作，在客户现场与远程团队成员共享时
间表与计划。他们可以使用其所选择的实时
沟通方式，并实时切换。

Teams是一个可以提高商业价值
的“百宝箱”，您可以依照自己的
节奏和安排采用其全部或部分
功能，以助您实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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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虚拟肿瘤诊
断会，更快速地
诊断并治疗癌症
通过Teams， 美国一家大型医疗保健系统 的患者正在
接受更快速的癌症诊断与治疗。该组织的肿瘤诊断委
员会需要各部门专家面对面进行病例会诊。然而，让
所有专家聚集到一起并非易事。

因此，埃维诺利用Teams以及一系列Office365技术让
医生们可以在任意地点访问、共享与讨论病历，然后
进行跟踪诊断与治疗。试点工作在几周内就已完成。
由Teams驱动的肿瘤诊断会议成为了一种新型最佳实
践，不仅提高了医生参与度和护理质量，还让确诊率
提升了3倍。

4

Microsoft Teams恰逢其时

案例研究

https://www.avanade.com/en/clients/large-healthcar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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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挽救生命的Teams
对您意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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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此前的企业语音与电话
会议功能现已合并至Teams。工位数不超过500个
的Office 365客户现已直接被自动转入Teams。微
软将通过最新2019版本继续支持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的本地应用。

那么，如果您正在使用或者正在考虑使用Skype 
for Business，您该如何确定Teams是否适合？您
该如何将其纳入到您现有的办公平台之中？您可
以有多种选择，如：部署Teams的特定组件，为
现有的Skype for Business添加协作功能，或者部
署全套Teams以替代当前应用。

如果您所需要的功能现在只能由Skype for Business
提供，例如PBX功能，那么Skype仍是您目前的最佳
选择。微软Teams旨在支持多种应用场景，而埃维诺
在帮助企业成功迁移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尤其是
对复杂、互动性强的项目。

我们建议采用Teams的企业首先将其用于某一项工作
——通常是团队协作，然后当企业及其员工掌握了
其使用方式后再加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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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从Skype for 
Business迁移至Teams吗？



创建商业案例。相比Skype for Business的商业案例，Teams的潜在商业案
例截然不同，其涉及范围广泛。除了通信/协作功能，Teams还能明显提升
客户体验、改进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提供内容创建工具。同时，您还
应考虑将Teams与第三方系统解决方案搭配使用，关注具体的业务场景或
行业解决方案。Teams在业务上的广泛应用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可以
帮助企业实现切实可见的商业利益。

Teams正在日益完善。Teams建立在微软既有技术基础之上，且在过去2年
内快速演进，因此是一款成熟产品。不过，各种功能的部署速度有异。例
如，端点集成仍在日趋成熟之中；并不是所有的第三方设备都能与Teams
进行互操作。您需要保证企业重要功能可以与之连接。这也适用于第三方
解决方案，例如您可能希望呼叫中心能与Teams搭配使用。埃维诺的长青
计划服务可以帮助您实现全新功能，亦可更改和升级现有功能。

不仅仅是一次通信升级。您应该将Teams用作实现工作平台体验的一种基
础技术，超越以往统一通信的范畴，它集结了企业内部协作、员工敬业
度、应用与运营。同时，Teams也将成为企业云转型的一部分。

然而，实施数字化平台转型困难重重，您需要合作伙伴祝您一臂之力。将
Teams融入更广泛的Office 365或工作平台体验平台战略，从而提升您的投
资回报率（ROI）。

7

Microsoft Teams恰逢其时

如何发挥Teams的最大价值

过去几年间，我们深刻地了解如何帮助企业发挥Teams的最大价值。在您评估Teams是否能为
企业带来潜在收益时，请记住以下要点：



组织变革不可或缺。采用Teams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问题，它可能更多地涉
及变革管理问题。由于涉及的功能非常多，Teams的外观与工作方式均不
同于其他协作工具。当下，您的员工可能已经随意使用了多款沟通工具。
然而，如果企业想要提升员工工作体验，Teams将是不二之选，而员工需
要为这种转变做好准备。

Teams可以优化并支持工作平台数字化转型。由于Teams外观与Skype for 
Business客户端差别很大，因此在采用和变更管理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可能来自网络电话会议及其他实时通信工作负载。这些问题可以稍后逐一
解决。相反，您应先关注与企业内部协作，例如，文档共享，这与Skype关
联性不大，并不依赖基础架构，且最能展现出清晰的商业价值潜力。

管理也不可或缺。良好的管理对于成功启用Teams至关重要。企业通
过Teams获得了更强大的能力来创建新应用、变更流程、协同合作以
及分享。这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制定新的政策，从而更好地进行内容发
布、安全性管理、版本控制、可查找性、文档管理等。企业必须切实
管理Teams生命周期及所有SharePoint站点来完成协作。

何时保留Skype for Business。如果您把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Edition当作您的专用交换机，那么在将全部功能迁移到Teams之前请
保留现有的Skype for Business。如果您拥有与Skype for Business本地
环境相集成的老版本交换机，这一做法也同样适用。根据Teams迁移
路线图，确保那些对业务有影响的关键应用在迁移后依然可以无缝使
用。在您计划将电话功能迁移至Teams时，请务必将针对实时通信功
能的性能监测与网络管理也迁移至Teams。您也可以利用Teams的
Direct Routing功能，提前规划迁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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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挥Teams的最大价值

过去几年间，我们在项目中学习到了如何帮助各企业发挥Teams的最大价值。在您评估Teams是否能
贵司带来潜在收益时，请记住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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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维诺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创新领导者，为客户提供基于微软技术的云服务、商业解决方案、以设计为驱动的用户体验。埃维诺将大胆而新鲜
的想法与丰富的行业及商业知识，以及先进的科技相结合，为客户以及他们的客户和员工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埃维诺通过微软科技驱动埃
森哲微软业务集团，帮助企业与他们的客户进行沟通，赋能员工、增效运营，重塑产品与服务。今天，埃维诺具有遍布全球25个国家的38,000
名专家。我们推崇多元和协作的文化，通过运营实践，引领前沿思维。埃维诺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由埃森哲和微软成立的合资公司，埃森哲
持有大部分股权。了解更多，请登陆 www.avanade.com.

©2020 埃维诺公司保留所有权利。埃维诺名称和商标是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其它品牌和产品名称均为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1Wakefield Research: Avanade Hot Topics Survey, QuickRead Report, December 2017

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全方位服务的数字
工坊与体验设计、数字化战略与变更管理实践、
以及跨客户项目所总结出的数字化工作平台基准
线与工作实践。得益于这些卓越表现，我们共计
十四次赢得微软年度联盟最佳合作伙伴褒奖。

了解埃维诺如何帮助您利用Teams实现工作平台
转型、如何在短短3天之内释放智能协作的强大
力量， 请点击查看我们的Teams部署研讨会。

埃维诺是率先将Teams全面用
于协作、通信与应用的大型企
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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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埃维诺

埃维诺能够帮助您借助Teams，
重新定义工作平台，以实现可持
续价值。

埃维诺帮助您部署Microsoft Teams，重新定义工作
平台，帮助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我们的端到端方法
结合了企业战略，实施和托管服务，并辅以行业专
业知识，专业工具和IP。

值得一提的是，埃维诺是首批完全采用Teams进行企
业内部协作，通信的大型组织之一，我们具有独一
无二的经验，有能力帮助您解锁Microsoft Teams全
部价值。 我们是微软帮助其客户部署Teams产品重
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第十四次被评为
微软年度最佳联

盟合作伙伴

入选2019年现
代化工作平台
转型最佳合作

伙伴

成功部署于800多万
个OFFICE 365席位
连续10年获选最佳

合作伙伴

微软TEAMS部署
最佳合作伙伴

www.avanade.com
https://www.avanade.com/en/technologies/skype-for-business/microsoft-teams-adoption-workshop
https://www.avanade.com/en/technologies/skype-for-business/microsoft-teams-adoption-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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