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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演示主页与登录 

您需要注册一个 Microsoft Teams 试用帐户或购买 Office 365 中的 Teams 应用，才能进行演示。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团队 

营销团队需要创建内容、进行协作并展示结果，同

时还需要与公司内外的各类人员合作。 

Allie 是 Contoso 电子公司的市场营销经理，他和他

的同事们正在使用营销团队轻松地管理营销活动和

社交渠道、协作生产内容，以及规划活动。 

一个团队可以存在于组织、项目甚至兴趣小组中。

Allie 可以添加组织内的新成员邀请外部成员。 

 

创建频道 

Microsoft Teams 为所有的对话、文件和第三方服务

提供了一个共享工作空间。 

每个 Microsoft Teams 环境中都有各种频道，用来

整理不同类型的活动、内容和主题。Allie 可以快速

创建新团队，添加成员、频道、对话和内容。 

为营销团队添加频道，如上市、公共关系、活动规

划和预算；有些频道允许营销人员通过安全的访客

权限与广告公司、顾问和合作伙伴交流互动。 

 

 

 

 

 

 用 Allie 帐户登录 Microsoft Teams，然后点击

Teams 界面左下方的“加入或创建团队”，创建一

个“Contoso 营销”团队。 

 在出现的“添加成员”界面中，邀请所有营销团队

内部和外部的成员加入，包括公关、品牌和设计

等，如：“bobk@tailspintoys.com“。 

 单击“添加“、”关闭。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Contoso 营销”团队右边

的“…“,然后点击”添加频道“，将所需的频道添加

好，如：上市、公共关系、活动规划和预算等。

频道创建好后，可以在相应频道内进行业务沟

通、问题讨论、上传文档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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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式消息 

Microsoft Teams 采用了对话式沟通，方便用户在上

下文中直接回复特定的对话，清楚地区分不同主

题。对话、文件和会议完全集成在 Microsoft Teams

当中。 

 

Allie 可以查看对话历史消息，了解频道中过去发生

的行动项目，以及当前的会议安排。 

 

默认情况下，整个团队都可以看到团队对话，每个

人都可以轻松地了解情况、透明地共享信息，从而

加快决策制定。“@“符号表明 Allie 被特别提到了，

可以帮助他轻松找到她需要回应的对话。红色叹号

图标表示事情的重要性很高，他可以直接进入最重

要的项目或主题。 

 

选项卡和第三方应用 

用户可以添加文件、备注、网站和应用相关的选项

卡。 

可为每个频道关联常用的第三方服务，如必应新闻

提醒、Adobe 创新云、HootSuite 和 YouTube 等，

以方便及时获取最新的营销信息。 

 

文档管理 

Microsoft Teams 可使团队成员公开透明地讨论想

法、建议、快速收集团队成员的反馈意见，从而实

现高效沟通与实时协作，让团队信息共享和协作畅

通无阻。 

在文件板块创建和存储营销资料，如计划、简报、

新闻稿和设计文件，以方便文档协作和分享。 

 

 

 

 

 

 

 

 

 在频道内用鼠标进行滚动，来查找往来对话，并

通过红色提示符 。（也可以通过点击左上角

“活动“、”通知“来查看所有被提及的内容）快速

找到被提及的内容。 

 单击底部的编辑器开始先写新消息，然后点击

“格式”、在格式中点击最右边的“  “，进行重

要内容的提示。 

 

 

 

 

 

 单击营销团队下方的“频道”选项卡，然后再点击

右上方的“+“。 

 打开要添加的第三方应用，然后点击“安装“。 

 

 

 

 

 

 

 点击“频道“右上角的“文件”，在这里可以进行文

件的上传，下载以及多人协同编辑。也可以在频

道的对话中直接发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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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会议 

Microsoft Teams 中的会议与 Exchange Online 进行

了集成，因此安排助手功能会为所有与会者推荐最

佳时间。系统会根据会员的空闲时段向会议组织者

推荐一个时间。 

 

利用音频和视频会议功能在 Microsoft Teams 里安

排和举行所有的会议，并进行聊天和文件共享。 

Allie 只需单击“安排会议”，即可轻松发起会议。

Microsoft Teams 的用户体验与 Outlook 会议体验非

常类似，他可以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包括标题和

详细信息。他可以选择会议频道，包括所有频道成

员。他还可以邀请个人用户加入会议。 

 

 

 

 

 

回到 Microsoft Teams 频道中，团队成员可以无缝

地从聊天切换到会议，进行实时、直接的沟通。会

议功能包括视频和屏幕共享，可以提高参与度和工

作效率。 

 

和消息一样，会议也会按顺序进行，很容易查找和

回顾。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会议”。 

 在屏幕底部，单击“安排会议”。 

 输入会议标题，如：营销活动规划讨论会。 

 在右侧选择开会的频道下方，单击向下箭头。 

 单击 Contoso 营销。 

 单击活动规划和预算。 

 在右侧的“邀请联系人”处输入参加本次会议的人

员（可提前通过点击“安排助理”来查看大家的空

闲时间，方便为所有与会者推荐最佳会议时

间）。 

 在左侧“开始”下单击“日期”和“时间”，设置好会

议的具体时间。 

 在左侧“详细信息”中可输入会议的摘要信息。 

 在右下角，单击“安排会议”。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下方的活动规划和

预算频道。 

 在对话窗口的底部，指向新的会议，查看会议的

详细信息。 

 

 

 

 

 

 



 

4 

 Microsoft Teams                                              销售团队场景演示指南  

前提条件 

演示主页与登录 

您需要一个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Demo Content 租户，才能进行演示。您可以访问

https://demos.microsoft.com 获取演示环境。 

User Accounts 

Henrietta Meuller（别名为 HenriettaM）是销售演示场景中经常使用的帐户。如果 MOD (Microsoft Office 

Demo) 要求用另一个帐户登录，或者您需要使用多个帐户，请参考演示前设置步骤。 

• Microsoft 365 租户：https://<Tenant>.sharepoint.com/ 

• 用户名：HenriettaM@<Tenant>.onmicrosoft.com 

• 密码：请访问您在 demos.microsoft.com 上的租户演示卡片，获取所有的帐户密码。 

Microsoft Teams 销售场景安装后操作 

安装完成后，请为您的演示环境按步骤执行以下操作，仅限一次： 

1. 设置 Trello 连接器 

a.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Contoso 销售团队。 

b. 单击“销售预备”。 

c. 在窗口顶部，单击 +选项卡。 

d. 单击 Trello 磁贴。 

e. 单击接受。 

f. 取消选中将此选项卡发布到频道旁边的框。 

g. 单击登录 Trello。 

h. 开始新的浏览器会话。 

i. 单击“创建帐户”按钮。 

j.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 Emily Braun。 

https://demo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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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在电子邮件字段中，输入： 

EmilyB @ <Tenant> .onmicrosoft.com 

注意：请将<Tenant>替换为租户的实际名称。 

l. 在密码字段中，输入租户密码。 

m. 单击“创建新帐户”。 

n. 如果尚未登录 Trello，请在 Microsoft Teams 中输入您刚刚创建的 Trello 帐户信

息。 

o. 在“个人板块”部分下方，从菜单中单击“欢迎板块”。 

p. 单击保存。 

q. 创建选项卡后，单击“欢迎板块”将其重命名为“潜在客户”。 

r. 单击待办事宜板块将其重命名为“可能性高”。 

s. 单击添加卡片，输入 Tailspin，然后按 Enter 键。 

t. 单击添加卡片，输入 Northwind Traders，然后按 Enter 键。 

u. 单击“进行中”列表，然后将其重命名为“已联系”。 

v. 将 Tailspin 卡片拖到“已联系”列表中。 

w. 单击 Tailspin 卡片，然后在评论区输入“我已和他们进行初步沟通，准备下周开

会。” 

x. 单击保存。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团队 

Henrietta Mueller 是 Contoso 电子公司的销售经

理和 Contoso 销售团队的主管。Henrietta 和她的

同事们正在使用销售准备工作频道就项目进展沟

通、开会，同时为 Contoso 进行中的商机做好准

备。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Contoso 销售团队旁边

的”…”。 

 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单击“管理团队”。 

 单击添加成员。 

 在姓名栏中，输入“bobk@tailspintoys.com”。 

 单击“添加“、”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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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一个团队可以存在于组织、项目甚至兴趣小组

中。Henrietta 可以添加新成员，甚至通过安全访

客访问邀请外部成员。 

每个 Microsoft Teams 环境中都有各种频道，用来

整理不同类型的活动、内容和主题。Henrietta 可

以快速创建新团队，添加成员、频道、对话和内

容。 

 

对话式消息 

Microsoft Teams 采用了对话式沟通，方便用户在

上下文中直接回复特定的对话，清楚地区分不同

主题。 

对话、文件和会议完全集成在 Microsoft Teams 当

中。@符号表明 Henrietta 被特别提到，方便她快

速、有序地安排优先事宜。 

 

Henrietta 可以查看对话历史消息，了解频道中过

去发生的行动项目，以及当前的会议安排。 

她想与她的团队确认销售人员是否按规定与潜在

客户进行交互。所以，她去查看 Trello 选项卡，

看看 Emily 是否和客户联系过。 

 

选项卡和第三方应用 

用户可以添加文件、备注、网站和应用相关的选

项卡。 

 

Henrietta 在 Trello 选项卡中查看她的 Trello 面

板。她正在查看潜在的销售商机，以及团队与每

个潜在客户的沟通进展。她还可以直接在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Contoso 销售团队”下方

的销售准备工作频道。 

 在 Enrico 关于固件版本的对话下方，单击[用户

名]的回复＃查看所有回复。 

 指向 Enrico 对话旁边的“重要”提示符（ ）。 

 指向 Emily 对话旁边的@提到（ ）。 

 指向经验总结会议。 

 

 

 指向 Emily 关于初次沟通的对话。 

 在顶部导航栏，点击 Trello 选项卡。 

 

 

 

 

 

 

 

 在“已沟通”列表中指向 Tailspin。 

 点击以扩展 Tailspin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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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Microsoft Teams 桌面应用中使用 Trello 界面。她

可以将商机拖入新的列表中，甚至创建一条新商

机。 

 

Henrietta 看到 Tailspin 已经在列表中。她看到

Emily 已经进行了初次沟通，并且打电话跟进了这

个商机。 

Henrietta 想知道这次沟通的结果如何，便联系了

Emily。 

 

1：1 私聊或群聊 

如果对话不涉及整个团队，用户可以进行一对一

私聊或群聊。私聊中可以随时发起通话来解决问

题、回答问题、协作处理内容或快速做出决定。 

 

在聊天中，团队成员只能看到他们创建的私人谈

话或者他们加入的私人谈话。Henrietta 可以在这

里进行保密聊天。她还可以与少数人选进行群

聊，不用涉及到整个团队。 

 

Henrietta 向 Emily 发起了一个新的聊天，想了解

和 Tailspin 的沟通结果如何。 

 

通话 

Microsoft Teams 帮助 Henrietta 所属组织内外的

人员更轻松地开展业务。她可以将来宾添加到团

队中，然后使用呼叫应用，随时向其他公司的人

直接拨打电话。 

 

 指向 Emily 的评论。 

 在右上角，点击 X 关闭窗口。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聊天”。 

 在窗口顶部，单击“搜索”。 

 出现提示时，输入 Emily，然后单击 Emily 

Braun。 

 在窗口底部，单击“输入新消息”，然后输入“Emily

你好！你和 Tailspin 的沟通结果怎么样？有时间

我们开会讨论一下吧。” 

 在右下角，单击“发送”图标。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通话”。 

 在“通话”板块的左下角，指向但不要单击拨号按

钮。 

 在“通话”板块的顶部附近，指向但不要单击“联系

人”、“历史记录”和“语音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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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该应用包括 Henrietta 打电话要用到的所有功能，

包括拨号器、联系人、历史记录和语音邮件。 

 

快速拨号列表包括 Henrietta 经常呼叫的人员。她

可以将其他用户列入此列表，方便随时联系。 

Henrietta 可以使用快速拨号列表联系合作伙伴和

潜在客户。她可以在 Microsoft Teams 中执行操

作，轻松访问记录。她能看到上一次与合作伙伴

和潜在客户的沟通情况，也不需要使用她的个人

设备与他们进行沟通。 

 

会议 

Henrietta 只需单击“安排会议”，即可轻松发起会

议。Microsoft Teams 的用户体验与 Outlook 会议

体验非常类似，她可以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包

括标题和详细信息。她可以选择会议频道，包括

所有频道成员。她还可以邀请个人用户加入会

议。 

 

Microsoft Teams 中的会议与 Exchange 进行了集

成，因此安排助手功能会为所有与会者推荐最佳

时间。系统会根据会员的空闲时段向会议组织者

推荐一个时间。 

 

回到 Microsoft Teams 频道中，团队成员可以无缝

地从聊天切换到会议，进行实时、直接的沟通。

会议功能包括视频和屏幕共享，可以提高参与度

和工作效率。 

 

和消息一样，会议也会按顺序进行，很容易查找

和回顾。 

 在主板块的顶部，指向但不要单击“快速拨号”选项

卡。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会议”。 

 在屏幕底部，单击“安排会议”。 

 在选择开会的频道下方，单击向下箭头。 

 单击 Contoso 销售。 

 单击销售准备工作。 

 在标题下方，输入“Tailspin 项目进展”。 

 在“开始”下单击“日期”。 

 选择明天。 

 在右下角，单击“安排会议”。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 

 如果会议还没有出现，单击销售准备工作频道。 

 在对话窗口的底部，指向新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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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置 Microsoft Teams 

每次演示结束后，请按照以下步骤重置 demo： 

注意：您必须在 24 小时内删除在演示期间添加的任何内容，否则系统将无法再删除它。 

1. 以 HenriettaM 的身份登录租户： 

删除演示期间创建的所有新内容，例如： 

a. 在销售小组中的销售准备工作频道 

▪ 删除您添加的任何会话（如果有的话） 

▪ 取消您发起的会议 

2. 还原演示期间对文档所做的任何更改。 

3. 退出所有浏览器会话，并关闭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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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演示主页与登录 

您需要一个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Demo Content 租户，才能进行演示。您可以访问

https://demos.microsoft.com 获取演示环境。 

用户帐户 

Pradeep Gupta（别名为 PradeepG）是财务演示场景中经常使用的帐户。如果 MOD (Microsoft Office 

Demo) 要求用另一个帐户登录，或者您需要使用多个帐户，请参考演示前设置步骤。 

• Microsoft 365 租户：https://<Tenant>.sharepoint.com/ 

• 用户名：PradeepG@<Tenant>.onmicrosoft.com 

• 密码：请访问您在 demos.microsoft.com 上的租户演示卡片，获取所有的帐户密码。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团队 

Pradeep Gupta 是 Contoso 电子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Pradeep 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使用 Microsoft Teams 当

中的财务审核频道整理年度预算工作。 

在 Microsoft Teams 中，一个团队的建立可以基于一

个组织，一个项目，甚至是一个兴趣小组。Pradeep

可以添加新成员，甚至邀请外部成员通过安全的来宾

访问加入团队。甚至通过安全访客访问邀请外部成

员。 

每个 Microsoft Teams 环境中都有各种频道，用来整

理不同类型的活动、内容和主题。Pradeep 可以快速

创建新团队，添加成员、频道、对话和内容。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Contoso 财务团队旁边

的”…”。 

 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单击“管理团队”。 

 单击添加成员。 

 在姓名栏中，输入

“bobk@tailspintoys.com”。 

 单击“添加“、”关闭“。 

 

 

 

 

 

https://demos.microsoft.com/


 

11 

 Microsoft Teams                                               财务团队场景演示指南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对话式消息 

Microsoft Teams 采用了对话式沟通，方便用户在上

下文中直接回复特定的对话，清楚地区分不同主题。 

对话、文件和会议完全集成在 Microsoft Teams 当

中。@符号表明 Pradeep 被特别提到，方便他快

速、有序地安排优先事宜。红色爆炸标志表示重要事

项，他在浏览对话时可以直接找到专门分配给他的项

目或主题。 

Pradeep 可以查看对话历史消息，了解频道中过去发

生的行动项目，以及当前的会议安排。 

他只需点击 Q3 和 Q4 支出报告 Excel 文档，就可以

直接在 Microsoft Teams 中查看了。 

Pradeep 想要向 Emily 了解一下报告的背景信息，便

联系她一起开个会。 

 

通话 

Microsoft Teams 帮助 Pradeep 所在组织内外的人员

更轻松地开展业务。他可以将来宾添加到团队中，然

后使用通话应用，随时向其他公司的人直接拨打电

话。 

该应用包括 Pradeep 打电话要用到的所有功能，包

括拨号器、联系人、历史记录和语音邮件。 

快速拨号列表包括 Pradeep 经常呼叫的人员。他可

以将其他用户列入此列表，方便随时联系。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Contoso 财务团队”下

方的财务审核频道。 

 指向 Emily 对话旁边的“重要”提示符（ ）。 

 指向 Lee 对话旁边的@提到（ ）。 

 

 

 

 

 向上滚动，查看频道中的早期会议。 

 

 在 Emily 的对话中，点击 Q3 和 Q4 支出报告

Excel 文档。 

 在右上角，点击关闭。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通话”。 

 在“通话”板块的底部，指向（但不要单击）“拨

号”按钮。 

 在“通话”板块顶部附近，指向（但不要单击）

“联系人”，“历史记录”和“语音邮件”。 

 在主板块的顶部，指向（但不要单击）“快速拨

号”选项卡。 

 在 “联系人”主板块的顶部，单击 A-Z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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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Pradeep 可以使用快速拨号列表联系合作伙伴和潜在

客户。他在 Microsoft Teams 中进行联系，可以轻松

获得联系记录。他可以找到自己与合作伙伴/潜在客

户的上一次联系内容，而且不需要使用自己的个人设

备与他们联系。 

Pradeep 看到 Emily 没有在线，决定给她发送一个消

息。 

 

1：1 私聊或群聊 

如果对话不涉及整个团队，用户可以进行一对一私聊

或群聊。私聊中可以随时发起通话来解决问题、回答

问题、协作处理内容或快速做出决定。 

在聊天中，团队成员只能看到他们创建的私人谈话或

者他们加入的私人谈话。Pradeep 可以在这里进行保

密聊天。他还可以与少数人选进行群聊，不用涉及到

整个团队。 

Pradeep 向 Emily 发起了一个新的聊天，告诉他自己

会安排一次会议，了解有关财季情况的更多信息。 

 

会议 

团队成员可以无缝地从聊天切换到会议，进行实时、

直接的沟通。会议功能包括视频和屏幕共享，可以提

高参与度和工作效率。 

和消息一样，会议也按发生顺序排列，很容易查找和

回顾。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聊天”。 

 在窗口顶部，单击“搜索”。 

 出现提示时，输入 Emily，然后单击 Emily 

Braun。 

 在窗口底部，单击“输入新消息”，然后输入“你

好 Emily，我对你制作的 Q3 和 Q4 支出报告有

几个问题，想和你开会讨论一下。” 

 在右下角，单击“发送”图标。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会议”。 

 在屏幕底部，单击“安排会议”。 

 在选择开会的频道下方，单击向下箭头。 

 单击 Contoso 财务。 

 单击财务审核。 

 单机邀请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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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选项卡和第三方应用 

回到 Contoso 财务团队的审计频道中，用户可以添

加文件、备注、网站和应用相关的选项卡。 

Pradeep 单击“财年预算规划”选项卡，查看 Excel 工

作表。 接下来，他单击 Power BI 选项卡。 

Power BI 与 Microsoft Teams 进行了无缝集成，方便 

Pradeep 实时查看所有报告。他可以直接在

Microsoft Teams 中单击图表，与这些图表进行交

互。 

报告是互动型的，Pradeep 可以在任何数据点上悬

停，获得更多信息。 

 

 

 出现提示时，输入 Emily，然后单击 Emily 

Braun。 

 在标题下方，输入 Q3 和 Q4 进度会议。 

 在“开始”下单击“日期”。 

 选择明天。 

 在右下角，单击“安排会议”。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 

 如果会议还没有出现，单击财务审核频道。 

 在对话窗口的底部，指向新的会议。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审核频道”。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财务预算规划”选项

卡。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 Power BI 选项卡。 

 在报告中的任何数据点上悬停，并指向相应的

弹出窗口。 

 在任何图表上悬停，然后单击相应的“更多选

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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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置 Microsoft Teams 

每次演示结束后，请按照以下步骤重置演示环境： 

注意：您必须在 24 小时内删除在演示期间添加的任何内容，否则系统将无法再删除它。 

1. 以 PradeepG 的身份登录租户： 

删除演示期间创建的所有新内容，例如： 

a. 在财务小组中的财务报告频道： 

▪ 删除您添加的任何会话（如果有的话） 

▪ 取消您发起的会议 

2. 还原演示期间对文档所做的任何更改。 

3. 退出所有浏览器会话，并关闭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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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演示主页与登录 

您需要一个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Demo Content 租户，才能进行演示。您可以访问

https://demos.microsoft.com 获取演示环境。 

用户帐户 

Joni Sherman（别名为 JoniS）是人力资源演示场景中经常使用的帐户。如果 MOD (Microsoft Office 

Demo) 要求用另一个帐户登录，或者您需要使用多个帐户，请参考演示前设置步骤。 

• Microsoft 365 租户：https://<Tenant>.sharepoint.com/ 

• 用户名：JoniS@<Tenant>.onmicrosoft.com 

• 密码：请访问您在 demos.microsoft.com 上的租户演示卡片，获取所有的帐户密码。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团队 

Joni Sherman 是 Contoso 电子公司的人力资源总

监。Contoso 的 HR 团队正在招聘多个职位，为此

Joni 和她的同事们使用了招聘频道就项目进展沟通、

开会，同时为招聘流程的一切工作做好准备。 

一个团队可以存在于组织、项目甚至兴趣小组中。

Joni 可以添加新成员，甚至通过安全访客访问邀请外

部成员。 

每个 Microsoft Teams 环境中都有各种频道，用来整

理不同类型的活动、内容和主题。Joni 可以快速创建

新团队，添加成员、频道、对话和内容。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Contoso HR 团队旁边

的省略号。 

 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单击“管理团队”。 

 单击添加成员。 

 在姓名栏中，输入“bobk@tailspintoys.com”。 

 单击“添加“、”关闭“。 

 

 

 

 

https://demo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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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频道对话 

Microsoft Teams 可以帮助用户通过聊天轻松沟通。

聊天的内容是持久性的，可以完整地存储。Joni 可以

在外出时，快速了解最新动态，或回顾先前商量的决

定。 

 

对话、文件和会议完全集成在 Microsoft Teams 当

中。@符号表明 Joni 被特别提到，方便她快速、有序

地安排优先事宜。红色叹号图标表示重要事项，她在

浏览对话时可以直接找到专门分配给她的项目或主

题。 

 

频道对话支持代码段，也支持直接通过邮件发送到指

定频道的功能。如果您想要转发一封重要邮件与团队

共享，这项功能非常好用。要获取频道的邮件地址，

只需点击频道名称旁边的“…”即可找到。 

Joni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很好地将邮件对话迁移到

Microsoft Teams 当中。 

 

在频道内，Joni 可以参与现有的对话、撰写新消息并

添加主题、文件、@提到某人，以及增加重要性标

志。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招聘”频道。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频道名称旁边的省略号

。 

a. 单击获取电子邮件地址 

b. 指向频道邮件地址，点击“复制“，然后可以

向邮件地址发送邮件，此频道内会接收到

新的邮件。 

 单击“关闭”。 

 

 在 Lynne 关于入职流程的对话下方，单击“答

复”参与对话。 

 然后单击格式图标（ ）以打开文本编辑

器。 

 输入“好主意！@Lynne” 

 单击 Enter 

 在格式中点击最右边的“  “ 

 在右下角，单击“发送”图标。 

 

 找到 Lynne 发起的产品发布会话。 

 单击[用户名]的回复＃查看所有回复。 

 

 指向 Lynne 对话旁边的@提到（ ）。 

 指向 Diego 对话旁边的“重要”提示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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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对话式消息 

Microsoft Teams 采用了对话式沟通，方便用户在上

下文中直接回复特定的对话，清楚地区分不同主题。 

对话、文件和会议完全集成在 Microsoft Teams 当

中。@符号表明 Joni 被特别提到，方便她快速、有序

地安排优先事宜。 

Joni 可以查看对话历史消息，了解频道中过去发生的

行动项目，以及当前的会议安排。 

 

选项卡和第三方应用 

用户可以添加文件、备注、网站和应用相关的选项

卡。 

 

HR 团队使用 Microsoft Planner 来安排他们的工

作，保持项目正常推进。Planner 选项卡有许多不同

的列表，根据候选人整理任务。这个选项卡是用来跟

踪申请职位进度的。 

 

Joni 可以点击磁贴，查看更多信息。她点击 +，轻松

地添加了一个候选人。 

 

会议 

团队成员可以无缝地从聊天切换到会议，进行实时、

直接的沟通。会议功能包括视频和屏幕共享，可以提

高参与度和工作效率。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空缺职位”选项卡。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候选人”选项卡。 

 在 Planner 选项卡中，已接收的简历列表下，

单击+图标。 

 单击相关字段，添加以下任务： 

任务名称：Amelia Barney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对话”。 

 在聊天屏幕的底部，在“新建对话”消息框下

方，单击“视频”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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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和消息一样，会议也会按顺序进行，很容易查找和回

顾。 

 

Joni 只需单击“安排会议”，即可轻松发起会议。

Microsoft Teams 的用户体验与 Outlook 会议体验非

常类似，她可以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包括标题和详

细信息。她可以选择会议频道，包括所有频道成员。

她还可以邀请个人用户加入会议。 

Microsoft Teams 中的会议与 Exchange 进行了集成，

因此“安排助手”功能会为所有与会者推荐最佳时间。

系统会根据会员的空闲时段向会议组织者推荐一个时

间。 

 

Joni 想要就新员工入职流程和团队开会，于是她在会

议选项卡中创建了一个新的会议，并指定了地点。 

 

通话 

Microsoft Teams 帮助 Joni 所属组织内外的人员更轻

松地开展业务。她可以将来宾添加到团队中，然后使

用呼叫应用，随时向其他公司的人直接拨打电话。 

 

该应用包括 Joni 打电话要用到的所有功能，包括拨号

器、联系人、历史记录和语音邮件。 

 

快速拨号列表包括 Joni 经常呼叫的人员。她可以将其

他用户列入此列表，方便随时联系。 

 

 

 

 在“现在通话”上方悬停。 

 在“安排会议”上方悬停。 

 单击“关闭”。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会议”。 

 在屏幕底部，单击“安排会议”。 

 在选择开会的频道下方，单击向下箭头。 

 单击 Contoso HR 

 单击招聘 

 在主题下方，输入“入职流程” 

 点击“安排会议”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通话”。 

 在“通话”板块的左下角，指向但不要单击拨号

按钮。 

 在“通话”板块的顶部附近，指向但不要单击“联

系人”、“历史记录”和“语音邮件”。 

 在主板块的顶部，指向但不要单击“快速拨号”

选项卡。 

 在“联系人”主面板的顶部，单击 A-Z 链接。 

 在联系人列表的顶部，指向但不要单击 Diego 

Sicili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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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1：1 私聊或群聊 

如果对话不涉及整个团队，用户可以进行一对一私聊

或群聊。私聊中可以随时发起通话来解决问题、回答

问题、协作处理内容或快速做出决定。 

 

在聊天中，团队成员只能看到他们创建的私人谈话或

者他们加入的私人谈话。Joni 可以在这里进行保密聊

天。她还可以与少数人选进行群聊，不用涉及到整个

团队。 

 

Joni 向 Diego 发送一条聊天消息，请他为即将发生的

入职会议准备一套幻灯片。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聊天”。 

 在窗口顶部，单击“搜索”。 

 出现提示时，输入 Diego，然后单击 Diego 

Siciliani。 

 在窗口底部，单击“输入新消息”，然后输入

“Diego 你好，能不能请你为下次会议准备一

套与入职相关的 PPT？” 

 在右下角，单击“发送”图标。 

如何重置 Microsoft Teams 

每次演示结束后，请按照以下步骤重置 demo： 

注意：您必须在 24 小时内删除在演示期间添加的任何内容，否则系统将无法再删除它。 

4. 以 JoniS 的身份登录租户： 

删除演示期间创建的所有新内容，例如： 

a. 在 HR 小组中的招聘频道： 

▪ 删除您添加的任何会话（如果有的话） 

▪ 取消您发起的会议 

b. 在 HR 小组中的招聘频道： 

▪ 在候选人标签上，点击 Amelia Barney 名字旁边的省略号，然后点击删除 

5. 还原演示期间对文档所做的任何更改。 

6. 退出所有浏览器会话，并关闭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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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演示主页与登录 

您需要一个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Demo Content 租户，才能进行演示。您可以访问

https://demos.microsoft.com 获取演示环境。 

用户帐户 

Allan Deyoung（别名为 AllanD）是 IT 演示场景中经常使用的帐户。如果 MOD (Microsoft Office Demo) 要

求用另一个帐户登录，或者您需要使用多个帐户，请参考演示前设置步骤。 

• Microsoft 365 租户：https://<Tenant>.sharepoint.com/ 

• 用户名：AllanD@<Tenant>.onmicrosoft.com 

• 密码：请访问您在 demos.microsoft.com 上的租户演示卡片，获取所有的帐户密码。 

演示前设置步骤 

每次进行演示之前，请按步骤完成以下操作： 

注意：本演示指南“通话”部分的操作步骤需要用到可选的 PSTN 呼叫演示租户附加组件（仅适用于微软内部

用户）。外部的微软合作伙伴用户可以在谈话中提到这项功能，无法进行操作。 

 

7. 如果演示用计算机尚未安装 Microsoft Teams 客户端，请执行以下步骤： 

a. 打开新的浏览器会话，访问 teams.microsoft.com。 

b. 使用前文“用户帐户”部分中的凭据，用 Allan Deyoung 的帐户登录。 

c. 当屏幕顶部出现提示时，单击下载 Microsoft Teams 桌面客户端。 

8. 启动 Microsoft Teams 客户端应用，然后使用 Allan Deyoung 的凭据连接到演示环境。 

9. 在 Contoso IT 小组中，打开“服务策略”频道。 

a. 单击顶部导航中的每个选项卡，然后在出现提示时登录。 

10. 在 Contoso IT 小组中，打开“支持”频道。 

a. 单击顶部导航中的每个选项卡，然后在出现提示时登录。 

https://demo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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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团队 

Allan Deyoung 是 Contoso 电子公司的 IT 总监。IT

团队正在准备为 Contoso 的数码相机系列的固件进

行一次大型更新。为此，Allan 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使

用支持频道就项目进展沟通、开会，同时为发布做

好准备。 

一个团队可以存在于组织、项目甚至兴趣小组中。

Allan 可以添加新成员，甚至通过安全访客访问邀请

外部成员。 

每个 Microsoft Teams 环境中都有各种频道，用来

整理不同类型的活动、内容和主题。Allan 可以快速

创建新团队，添加成员、频道、对话和内容。 

 

对话式消息 

Microsoft Teams 采用了对话式沟通，方便用户在上

下文中直接回复特定的对话，清楚地区分不同主

题。 

对话、文件和会议完全集成在 Microsoft Teams 当

中。@符号表明 Allan 被特别提到，方便他快速、

有序地安排优先事宜。 

Allan 可以查看对话历史消息，了解频道中过去发生

的行动项目，以及当前的会议安排。 

Allan 想和团队确认一下，固件更新文档是否可以发

给营销部门了。他创建了一个新对话，将文件从“文

件”选项卡添加到该对话中，然后点击了发送。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Contoso IT 小组旁边的

“…”。 

 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单击“管理团队”。 

 单击添加成员。 

 在姓名栏中，输入“bobk@tailspintoys.com”。 

 单击“添加“、”关闭“。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Contoso IT 团队”下方的

支持频道。 

 在 Allan 关于固件版本的对话下方，单击[用户

名]的回复＃查看所有回复。 

 指向 Allan 对话旁边的“重要”提示符（ ）。 

 指向 Miriam 对话旁边的@提到（ ）。 

 

 向上滚动，查看频道中的历史会议。 

 

 单击窗口底部的“格式”图标( )，发起新的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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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会议 

团队成员可以无缝地从聊天切换到会议，进行实

时、直接的沟通。会议功能包括视频和屏幕共享，

可以提高参与度和工作效率。 

和消息一样，会议也会按顺序进行，很容易查找和

回顾。 

Allan 只需单击“安排会议”，即可轻松发起会议。

Microsoft Teams 的用户体验与 Outlook 会议体验

非常类似，他可以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包括标题

和详细信息。他可以选择会议频道，包括所有频道

成员。他还可以邀请个人用户加入会议。 

Microsoft Teams 中的会议与 Exchange 进行了集

成，因此安排助手功能会为所有与会者推荐最佳时

间。系统会根据会员的空闲时段向会议组织者推荐

一个时间。 

Allan 希望在更新发布之前，开会最终确认所有的事

宜。 

由于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他联系了 IT 经理

Miriam，确保她准备好所有的会议文件。 

 

 单击消息正文内部，并输入“大家好！请大家把

你们最后的意见添加到这个文档里。” 

 单击附件图标。 

 单击“浏览团队和频道”。 

 单机 Contoso Firmware 2.3.docx。 

 单击“共享链接”。 

 在右下角，单击“发送”图标。 

 

 

 

 

 在聊天屏幕的底部，“新建对话”字段下，单击“视

频”图标 。 

 在“现在开会”上悬停。 

 在“安排会议”上悬停。 

 单击“关闭”。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会议”。 

 在屏幕底部，单击“安排会议”。 

 在选择开会的频道下方，单击向下箭头。 

 单击 Contoso IT。 

 单击“服务策略”。 

 在标题下方，输入“确认最终发布文件”。 

 在“开始”下单击“日期”。 

 选择一周后的今天。 

 在右下角，单击“安排会议”。在左侧导航栏中，

单击“团队”。 

 在服务策略频道的底部，指向新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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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通话 

Microsoft Teams 帮助 Allan 所属组织内外的人员更

轻松地开展业务。他可以将来宾添加到团队中，然

后使用呼叫应用，随时向其他公司的人直接拨打电

话。 

该应用包括 Allan 打电话要用到的所有功能，包括

拨号器、联系人、历史记录和语音邮件。 

快速拨号列表包括 Allan 经常呼叫的人员。他可以

将其他用户列入此列表，方便随时联系。他还可以

查看所有从 Skype for Business 导入的联系人。 

Allan 想向 Miriam 发起通话，但是她没有响应，于

是 Allan 向她发送了一条消息。 

 

1：1 私聊或群聊 

如果对话不涉及整个团队，用户可以进行一对一私

聊或群聊。私聊中可以随时发起通话来解决问题、

回答问题、协作处理内容或快速做出决定。 

在聊天中，团队成员只能看到他们创建的私人谈话

或者他们加入的私人谈话。Allen 可以在这里进行保

密聊天。他还可以与少数人选进行群聊，不用涉及

到整个团队。 

Allan 向 Miriam 发起了一个新的聊天，确保她为

Grady 准备好发布说明。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通话”。 

 在“通话”板块的左下角，指向但不要单击拨号按

钮。 

 在“通话”板块的顶部附近，指向但不要单击“联系

人”、“历史记录”和“语音邮件”。 

 在主板块的顶部，指向但不要单击“快速拨号”选

项卡。 

 在“联系人”主面板的顶部，单击 A-Z 链接。 

 向下滚动，找到 Miriam。 

 单击呼叫联系人。 

 过一会儿，点击挂断按钮。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聊天”。 

 在窗口顶部，单击“搜索”。 

 出现提示时，输入 Miriam，然后单击 Miriam 

Graham。 

 在窗口底部，单击“输入新消息”，然后输入

“Miriam 你好！我们下一次会议要用到的固件文

档准备好了吗？” 

 在右下角，单击“发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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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选项卡和第三方应用 

回到 IT 团队的服务策略频道中，用户可以添加文

件、备注、网站和应用相关的选项卡。 

Allan 正在查看“修复”选项卡，确保他添加了一项任

务——为一名新的管理团队成员提供管理员访问权

限。 

IT 团队使用 Microsoft Planner 来安排他们的工作，

保持项目正常推进。整个计划有许多不同的列表，

根据状态整理任务：待办、已完成和积压的任务。 

Allan 可以单击管理员访问磁贴，查看更多信息。他

将此处的状态设置为进行中，然后关闭窗口。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 

 在 Contoso IT 团队下方，单击“服务策略”选项

卡。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修复”选项卡。 

 在“Planner”窗格中，单击“为新管理人员授予管

理员访问权限”。 

 在“进度”下方，单击“未开始”。 

 单击“进行中”。 

单击右上角的 X。 

如何重置 Microsoft Teams 

每次演示结束后，请按照以下步骤重置 demo： 

注意：您必须在 24 小时内删除在演示期间添加的任何内容，否则系统将无法再删除它。 

11. 以 AllanD 的身份登录租户： 

删除演示期间创建的所有新内容，例如： 

a. 在 IT 小组中的支持频道： 

▪ 删除您添加的任何会话（如果有的话） 

▪ 取消您发起的会议 

b. 在 IT 小组中的服务策略频道： 

▪ 在 Planner 选项卡上，点击管理员访问磁贴，将进度改为“未开始”。 

12. 还原演示期间对文档所做的任何更改。 

13. 退出所有浏览器会话，并关闭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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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演示主页与登录 

您需要注册一个 Microsoft Teams 试用帐户或购买 Office 365 中的 Teams 应用，才能进行演示。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工程师在开发新功能时，需要在概念的构思、开发

和实施工作之间快速切换。 Microsoft Teams 与开

发工具集成在了一起，帮助分散的团队将讨论持续

下去，在冲刺阶段以及查错过程中确保项目保持在

正轨上。 

 

创建团队 

Mike 是 Contoso 电子公司的软件工程部主管，为

保证开发项目的顺利进行，提高沟通与协作效率，

他需要为每个工程项目组建一个新的团队。 

一个团队可以存在于组织、项目甚至兴趣小组中。

Mike 可以添加组织内的新成员邀请外部成员。 

 

创建频道 

Microsoft Teams 为所有的对话、文件和第三方服

务提供了一个集中管理的工作空间。 

每个 Microsoft Teams 环境中都有各种频道，用来

整理不同类型的活动、内容和主题。Mike 可以快速

创建新团队，添加成员、频道、对话和内容。 

 

 

 

 

 

 

 

 

 

 用 Mike 帐户登录 Microsoft Teams，然后点击 Teams

界面左下方的“加入或创建团队”，创建一个

“Contoso 工程设计”团队。 

 在出现的“添加成员”界面中，邀请所有营销团队内部

和外部的成员加入，包括公关、品牌和设计等，如：

“bobk@tailspintoys.com“。 

 单击“添加“、”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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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为方便整理和讨论工程项目中各环节的主题，Mike

需要为 Contoso 工程设计团队添加频道，如：功能

发布、测试、反馈、竞品信息、上市计划、研发和

产品分析等。 

 

对话式消息 

Microsoft Teams 采用了对话式沟通，方便用户在

上下文中直接回复特定的对话，清楚地区分不同主

题。对话、文件和会议完全集成在 Microsoft 

Teams 当中。 

Alex 可以查看对话历史消息，了解频道中过去发生

的行动项目，以及当前的会议安排。 

默认情况下，整个团队都可以看到团队对话，每个

人都可以轻松地了解情况、透明地共享信息，从而

加快决策制定。“@“符号表明 Allie 被特别提到

了，可以帮助他轻松找到她需要回应的对话。红色

叹号图标表示事情的重要性很高，他可以直接进入

最重要的项目或主题。 

 

1：1 私聊或群聊 

如果对话不涉及整个团队，用户可以进行一对一私

聊或群聊。私聊中可以随时发起通话来解决问题、

回答问题、协作处理内容或快速做出决定。 

在聊天中，团队成员只能看到他们创建的私人谈话

或者他们加入的私人谈话。Mike 可以在这里进行保

密聊天。他还可以与少数人选进行群聊，就项目的

单个环境进行讨论，不用涉及到整个团队。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Contoso 工程设计”团队右边

的“…“,然后点击”添加频道“，将所需的频道添加

好，如： 功能发布、测试、反馈、竞品信息、上市计

划、研发和产品分析等。频道创建好后，可以在相应频

道内进行业务沟通、问题讨论、上传文档等操作。 

 

 

 

 

 

 

 在频道内用鼠标进行滚动，来查找往来对话，并通过红

色提示符 。（也可以通过点击左上角“活动“、”

通知“来查看所有被提及的内容）快速找到被提及的内

容。 

 单击底部的编辑器开始先写新消息，然后点击“格

式”、在格式中点击最右边的“  “，进行重要内容

的提示。 

 

 

 

 点击左侧导航栏上的聊天，然后再点击搜索栏左侧的

“新聊天  “。 

 输入要进行对话的人员，如果只输入单个人员，则可进

行一对一私聊；如果输入多个人员，则可以进行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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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选项卡和第三方应用 

用户可以添加文件、备注、网站和应用相关的选项

卡，方便团队快速找到常用的应用和服务。 

可为每个频道关联常用的第三方服务，如 Planner 

和 PowerBI 等，以此来提高项目的协作和数据分析

效率。 

 

连接器 

Microsoft Teams 通过连接器集成了大量项目管理

应用、社交源以及数据可视化工具，如 JIRA、

BitBucket、GitHub 等开发工具，以便观察、筛选

问题与合并请求。 

 

 

文档管理 

Microsoft Teams 可使团队成员公开透明地讨论想

法、建议、快速收集团队成员的反馈意见，从而实

现高效沟通与实时协作，让团队信息共享和协作畅

通无阻。 

将工程项目文档上传到相应的频道内，方便不同阶

段的项目成员及时获取最新工程资料，进行项目文

档的安全访问、协同编辑与版本管理。 

因为 Microsoft Teams 是 Office 365 的一部分，

所以团队成员能够通过聊天历史快速访问共享文

件，以提升协作与查阅效率。无需离开 Microsoft 

Teams 界面，就可以共享、打开以及评论文件。 

 

 

 

 单击营销团队下方的“频道”选项卡，然后再点击右上

方的“+“。 

 打开要添加的第三方应用，然后点击“安装“。 

 

 

 

 

 

 右键单击要向其中添加连接器的频道。 

 选择“连接器”。 

 搜索要添加至频道的连接器应用。 

 单击“添加”，并按提示操作。 

 

 

 

 

 

 

 

 

 点击“频道“右上角的“文件”，在这里可以进行文件

的上传，下载以及多人协同编辑。也可以在频道的对话

中直接发送文档，还可以根据需要将频繁被查阅的工程

文档设置为“选项卡”，便于快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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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会议 

Microsoft Teams 中的会议与 Exchange Online

进行了集成，因此安排助手功能会为所有与会者推

荐最佳时间。系统会根据会员的空闲时段向会议组

织者推荐一个时间。 

 

利用音频和视频会议功能在 Microsoft Teams 里安

排和举行所有的会议，并进行聊天和文件共享。 

Allie 只需单击“安排会议”，即可轻松发起会议。

Microsoft Teams 的用户体验与 Outlook 会议体验

非常类似，他可以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包括标题

和详细信息。他可以选择会议频道，包括所有频道

成员。他还可以邀请个人用户加入会议。 

 

 

 

 

回到 Microsoft Teams 频道中，团队成员可以无缝

地从聊天切换到会议，进行实时、直接的沟通。会

议功能包括视频和屏幕共享，可以提高参与度和工

作效率。 

和消息一样，会议也会按顺序进行，很容易查找和

回顾。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会议”。  

 在屏幕底部，单击“安排会议”。 

 输入会议标题，如：项目规划讨论会 

 在右侧选择开会的频道下方，单击向下箭头。 

 单击 Contoso 项目管理 

 单击项目规划 

 在右侧的“邀请联系人”处输入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

（可提前通过点击“安排助理”来查看大家的空闲时

间，方便为所有与会者推荐最佳会议时间） 

 在左侧“开始”下单击“日期”和“时间”，设置好会

议的具体时间。 

 在左侧“详细信息”中可输入会议的摘要信息 

 在右下角，单击“安排会议”。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Contoso 项目管理”团队下方

的项目规划频道。 

 在对话窗口的底部，指向新的会议，查看会议的详细信

息。 

 



 

29 

 Microsoft Teams                                        项目管理团队场景演示指南 

前提条件 

演示主页与登录 

您需要注册一个 Microsoft Teams 试用帐户或购买 Office 365 中的 Teams 应用，才能进行演示。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项目经理经常被各种各样的计划、会议和交流工具

与服务困扰。 Microsoft Teams 在一个中心枢纽集

成了所有相关工具，实现高效协作，帮助用户组织

和共享项目文件、管理相关人员会议，并跟踪多个

项目的进度。 

 

创建团队 

Alex 是 Contoso 电子公司的项目经理，为了便于

管理每个项目、协调项目资源、跟踪项目进度，他

需要为每个项目单独创建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可以存在于组织、项目甚至兴趣小组中。

Alex 可以添加组织内的新成员邀请外部成员。 

 

创建频道 

Microsoft Teams 为所有的对话、文件和第三方服

务提供了一个集中管理的工作空间。 

每个 Microsoft Teams 环境中都有各种频道，用来

整理不同类型的活动、内容和主题。Alex 可以快速

创建新团队，添加成员、频道、对话和内容。 

 

 

 

 

 

 

 

 

 用 Alex 帐户登录 Microsoft Teams，然后点击

Teams 界面左下方的“加入或创建团队”，创建一个

“Contoso 项目管理”团队。 

 在出现的“添加成员”界面中，邀请所有营销团队内

部和外部的成员加入，包括公关、品牌和设计等，

如：“bobk@tailspintoys.com“。 

 单击“添加“、”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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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为项目管理团队添加频道，可将整个项目按阶段任

务进行分解，为每个阶段添加一个频道，如：项目

规划、实施、测试、培训、售后等。 

 

 

对话式消息 

Microsoft Teams 采用了对话式沟通，方便用户在

上下文中直接回复特定的对话，清楚地区分不同主

题。对话、文件和会议完全集成在 Microsoft 

Teams 当中。 

Alex 可以查看对话历史消息，了解频道中过去发生

的行动项目，以及当前的会议安排。 

默认情况下，整个团队都可以看到团队对话，每个

人都可以轻松地了解情况、透明地共享信息，从而

加快决策制定。“@“符号表明 Allie 被特别提到

了，可以帮助他轻松找到她需要回应的对话。红色

叹号图标表示事情的重要性很高，他可以直接进入

最重要的项目或主题。 

 

选项卡和第三方应用 

用户可以添加文件、备注、网站和应用相关的选项

卡。 

可为每个频道关联常用的第三方服务，如

Planner、Trello、Smartsheet 和 Power BI 等，

以此来提高项目的协作和数据分析效率。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Contoso 项目管理”团队右

边的“…“,然后点击”添加频道“，将所需的频道添

加好，如： 项目规划、实施、测试、培训、售后等。

频道创建好后，可以在相应频道内进行业务沟通、问

题讨论、上传文档等操作。 

 

 

 

 

 

 

 

 在频道内用鼠标进行滚动，来查找往来对话，并通过

红色提示符 。（也可以通过点击左上角“活动

“、”通知“来查看所有被提及的内容）快速找到被

提及的内容。 

 单击底部的编辑器开始先写新消息，然后点击“格

式”、在格式中点击最右边的“  “，进行重要内

容的提示。 

 

 

 

 单击营销团队下方的“频道”选项卡，然后再点击右

上方的“+“。 

 打开要添加的第三方应用，然后点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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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连接器 

Microsoft Teams 通过连接器集成了大量项目管理

应用、社交源以及数据可视化工具，如 Trello 、

Twitter、GitHub 以及 Asana 等等。 

借助 Office 365 连接器，可以轻松连接你收藏的许

多应用服务。 

 

文档管理 

Microsoft Teams 可使团队成员公开透明地讨论想

法、建议、快速收集团队成员的反馈意见，从而实

现高效沟通与实时协作，让团队信息共享和协作畅

通无阻。 

将项目文档上传到相应的频道内，方便不同阶段的

项目成员及时获取最新项目资料，进行项目文档的

安全访问、协同编辑与版本管理。 

因为 Microsoft Teams 是 Office 365 的一部分，

所以团队成员能够通过聊天历史快速访问共享文

件，以提升协作与查阅效率。无需离开 Microsoft 

Teams 界面，就可以共享、打开以及评论文件。 

 

会议 

Microsoft Teams 中的会议与 Exchange Online

进行了集成，因此安排助手功能会为所有与会者推

荐最佳时间。系统会根据会员的空闲时段向会议组

织者推荐一个时间。 

利用音频和视频会议功能在 Microsoft Teams 里安

排和举行所有的会议，并进行聊天和文件共享。 

 

 

 右键单击要向其中添加连接器的频道。 

 选择“连接器”。 

 搜索要添加至频道的连接器应用。 

 单击“添加”，并按提示操作。 

 

 

 

 

 

 

 

 点击“频道“右上角的“文件”，在这里可以进行文

件的上传，下载以及多人协同编辑。也可以在频道的

对话中直接发送文档，还可以根据需要将频繁被查阅

的项目文档设置为“选项卡”，便于快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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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Allie 只需单击“安排会议”，即可轻松发起会议。

Microsoft Teams 的用户体验与 Outlook 会议体验

非常类似，他可以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包括标题

和详细信息。他可以选择会议频道，包括所有频道

成员。他还可以邀请个人用户加入会议。 

 

 

 

 

 

 

 

 

 

 

回到 Microsoft Teams 频道中，团队成员可以无缝

地从聊天切换到会议，进行实时、直接的沟通。会

议功能包括视频和屏幕共享，可以提高参与度和工

作效率。 

 

和消息一样，会议也会按顺序进行，很容易查找和

回顾。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会议”。 

 在屏幕底部，单击“安排会议”。 

 输入会议标题，如：项目规划讨论会。 

 在右侧选择开会的频道下方，单击向下箭头。 

 单击 Contoso 项目管理。 

 单击项目规划。 

 在右侧的“邀请联系人”处输入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

（可提前通过点击“安排助理”来查看大家的空闲时

间，方便为所有与会者推荐最佳会议时间）。 

 在左侧“开始”下单击“日期”和“时间”，设置好

会议的具体时间。 

 在左侧“详细信息”中可输入会议的摘要信息 

 在右下角，单击“安排会议”。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Contoso 项目管理”团队下

方的项目规划频道。 

 在对话窗口的底部，指向新的会议，查看会议的详细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