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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Teams  
通用场景演示指南（含安装和设置） 

本文档按原样提供。本文所含信息和所表达观点，包含 URL和其他参考网址，可能会在不预先通

知的情况下进行变更。您必须自行承担使用此文档信息的风险。 

本文档不赋予您使用任何微软产品的任何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您可以复制并使用本文档，但仅

限内部参考。  

 

©  2018 年微软公司。版权所有。 

  



 

3 

目录 

前提条件 ..................................................................................................................................................................................... 4 

演示环境访问与登录 ......................................................................................................................................................... 4 

用户帐户 ................................................................................................................................................................................ 4 

首次安装后操作步骤 ......................................................................................................................................................... 4 

演示前设置步骤 ....................................................................................................................................................................... 4 

PC端应用的配置 ............................................................................................................................................................ 4 

移动端应用的配置 ......................................................................................................................................................... 5 

Microsoft Teams安装后操作 ............................................................................................................................................. 6 

Microsoft Teams演示步骤 .................................................................................................................................................. 8 

介绍 ......................................................................................................................................................................................... 8 

整体概览 .............................................................................................................................................................................. 10 

概览 ................................................................................................................................................................................... 10 

聊天沟通.......................................................................................................................................................................... 12 

移动端体验 ..................................................................................................................................................................... 15 

会议与通话沟通 ............................................................................................................................................................ 15 

深度集成 Office应用 .................................................................................................................................................. 17 

定制与扩展 ..................................................................................................................................................................... 19 

IT管理员控件 ..................................................................................................................................................................... 23 

辅助功能 .............................................................................................................................................................................. 25 

如何重置Microsoft Teams ................................................................................................................................................ 25 

 

 

 

 

 

 



 

4 

前提条件 

演示环境访问与登录 

您需要一个Microsoft Office Demo（MOD）Office 365租户，才能进行演示。您可以访问

https://demos.microsoft.com获取演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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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帐户 

Megan Bowen（别名为MeganB）是MOD演示中经常使用的帐户。如果M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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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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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户名：MeganB TenantMeganB@<Tenant>.onmicrosoft.com>.onmicrosoft.com 

• 密码：请访问您在 demos.microsoft.com上的演示卡片，获取租户密码。 

 

Isaiah Langer（别名 IsaiahL）是辅助用户，用于演示移动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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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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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密码：请访问您在 demos.microsoft.com上的演示卡片，获取租户密码。 

 

首次安装后操作步骤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使用演示环境，请完成本节末尾的安装后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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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端应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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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emo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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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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n Bowen 的帐户登录。 

c. 当屏幕出现提示时，单击下载Microsoft Teams客户端。 

2. 启动Microsoft Teams客户端应用，然后使用Megan Bowen 的凭据连接到演示环境。 

3. 在 X1050发布小组中，打开“上市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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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左上角的 “聊天”。 

5. 单击“新建聊天”图标（ ）。 

6. 在“收件人：”栏中，输入 AlexW，JohannaL 和 LeeG，然后选择他们。 

7. 在“输入新消息”栏中，输入以下文本。 

大家好！我想跟你们谈一谈几项流程工作。 

8. 打开新的浏览器会话，访问 portal.office.com。 

9. 使用“用户帐户”提供的凭据，用 Isaiah Langer 的帐户登录 Office 365租户。 

10. 单击“应用程序启动器”  ，然后单击“Outlook”。 

11. 单击右上角 Skype for Business  图标。 

12. 搜索Megan Bowen，然后发送下面这条消息。 

Megan 你好，我可以随时讨论关于复制器的内容。你有空的时候，我们见个面吧。 

13. 最小化 Office 365 -Outlook 浏览器窗口。 

启用审核日志（可选） 

1. 单击“应用程序启动器”  ，然后单击“安全性与合规性”。 

2. 单击“服务保证”部分，然后单击“已审核的控件”。 

3. 启用审核。 

4. 选择相应的地区和行业。 

5. 单击“确定”。 

6. 刷新屏幕，检查已审核控件的状态。 

移动端应用的配置 

1. 用手机从 Apple Store 或 Google Play商店下载和安装Microsoft Teams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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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已安装了Microsoft Teams应用，请点击主屏幕上的Microsoft Teams 图标，然后

跳到第 2步。 

a. 在主屏幕上，点击 App Store 图标。 

b. 在屏幕底部，点击“搜索”图标。 

c. 在搜索栏中，输入Microsoft Teams，然后点击“搜索”。 

d. 搜索结果出现后，点击Microsoft Teams。 

e. 点击“下载”按钮。 

f. 如果出现提示，请点击“使用现有 Apple ID”，然后输入 Apple ID和密码。如果您没

有 Apple ID，请点击“创建新的 Apple ID”，然后根据提示创建新的 ID和密码。 

g. 下载完成后，单击“打开”按钮。您也可以点击主屏幕上的Microsoft Teams 图标打

开应用。 

2. 用 Isaiah Langer的帐户登录。 

Microsoft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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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访客访问：打开 portal.office.com。 

a. 使用您的租户凭据，用meganb@<TENANTNAME>.onmicrosoft.com的帐户登录。 

b. 单击左上角“应用程序启动器”。 

c. 单击“管理员”。 

d.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设置”。 

e. 单击“服务和加载项”。 

f. 单击屏幕右侧的“Microsoft Teams”。 

g. 在“按用户/许可证类型设置”部分，单击下拉菜单，选择“来宾”。 

h. 在“为所有这类用户启用或禁用Microsoft Teams”旁边，单击切换为“开启”。 

i. 单击“保存”。 

2. 设置新闻应用： 

a. 在Microsoft Teams顶部，单击“搜索”或输入命令。 

b. 输入@News，选择第一个选项。 



 

7 

c. 单击安装。 

d. 然后选择使用该应用的常规频道。 

e. 单击“设置”。 

3. 设置维基百科应用： 

a. 在Microsoft Teams顶部，单击“搜索”或输入命令。 

b. 输入@Wikipedia，选择第一个结果。 

c. 单击安装。 

d. 然后选择法务与合规频道。 

e. 单击“设置”。 

 

4. Trello连接器： 

a. 在左侧导航栏中，“X1050发布小组”的下方“常规”的右侧，单击省略号（...），

然后单击“连接器”。 

b. 搜索 Trello。 

c. 单击添加，然后单击安装。 

d. 单击登录。 

e. 打开新的浏览器窗口。 

f. 打开 https://trello.com/signup。 

g.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Megan Bowen。 

h. 在电子邮件字段中，输入 MeganB@<Tenant>.onmicrosoft.com。 

i. 在密码字段中，输入租户密码。 

j. 单击创建帐户。 

k. 返回Microsoft Teams，在弹出窗口中输入您刚刚创建的 Trello帐户信息。 

l. 在下一个窗口中，单击“允许”。 

m. 向下滚动，并单击“保存”。 

n. 单击右上角的“X”退出窗口。 

5. 必应连接器： 

https://trello.com/signup
mailto:MeganB@%3cTenant%3e.on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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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左侧导航栏中，“X1050发布小组”的下方“常规”的右侧，单击省略号（...），

然后单击“连接器”。 

b. 找到必应新闻，单击“安装”，然后单击“添加”。 

c. 在“摘要名称”字段中，输入 3D打印。 

d. 在“选择主题”字段中，输入 3D打印并等待 3D打印选项在字段中解析。 

e. 选择 3D打印。 

f. 单击保存。 

6. Growbot机器人： 

a.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搜索或键入命令”框 

b. 在命令框中输入 Growbot 

c. 单击搜索到的“Growbot” 

d. 在“添加到团队”选项旁边，单击下箭头。 

e. 选择“X1050发布小组“ 

f. 单击安装 

7. 发送语音邮件： 

a. 用您的设备登录Microsoft Teams移动应用。 

b. 点击右下角“通话”。 

c. 在顶部导航栏中，点击搜索图标。 

d. 输入Megan，然后从结果中点击Megan Bowen。 

e. 点击在她的个人信息下方的电话图标。 

f. 等待电话转到语音信箱，然后说：“Megan你好，方便时请给我回电话”。 

g. 挂断。 

Microsoft Teams 演示步骤 

介绍 

本节简要介绍了Microsoft Teams相关话术的主要价值点。你可以选择部分要点作为演示的开场白或

者演示过程中的讨论话题。 

不断变化的现代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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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工作方式已经开始转型，工作方式和劳动力也在日益多样化。随着企业业务的全球化、跨职能

化，数据孤岛正在消失，连通性越来越强，团队合作已成为组织成功的关键。员工所在团队数量是 5

年前的两倍。员工“协作”花费的时间，如开会、电话或回复邮件，增加了约 50％。更重要的是，

这些工作现在占用了员工 80％或更多的时间。此外，越来越多的团队混合了员工和外部供应商。团

队里还有远程成员，他们可能在家工作、外出工作，也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工作。为此，我们开发了

Microsoft Teams，顺应现代办公的沟通和协作趋势。 

Microsoft Teams现已推出 

Microsoft Teams是一个团队合作中心，一个基于聊天的工作区，为团队提供一个单一、安全的位

置，将团队所需的一切（聊天、会议、通话、文件和工具）集中在一起，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 只要

有了Microsoft Teams，您团队的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Microsoft Teams做出四项核心承诺，为高能团队打造数字工作空间。 

1. 通过聊天，会议和电话进行沟通 

Microsoft Teams解决了多元化员工的沟通需求。 

自预览版推出以来，Microsoft Teams功能越来越完善，包括完整的会议体验，还有聊天，语音和视

频等。 

如果您在外出中，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使用Microsoft Teams进行非正式的私聊或群聊。您也可以在频

道中进行开放式对话，通过更加透明的方式共享信息，加速决策制定。从聊天过渡到面谈会议也非常

容易，可以打破地理上的隔阂。 

2. 与 Office 365应用无缝集成 

深度集成的 Office应用为协作提供了巨大的契机，可以让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在Microsoft Teams环境

中使用他们熟悉、喜爱的 Office应用，包括Word、Excel、PowerPoint、OneNote、SharePoint、

Planner，甚至是 Power BI。Teams的协作功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 

目前，如果你希望得到某人的反馈，会通过邮件发送文件，然后他们把批注文件存在本地，然后你又

需要再存一次……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会产生 v2，v3，v4版本 ——而且你还得来回切换邮件和其他

应用，才能完成工作。Teams将所有的 Office 365服务整合在了一起，帮助您轻松共享文件、协同编

辑文档，再也不需要邮件附件了。 

3. 使用第三方应用、流程和设备进行定制和扩展 

许多用户也在使用 Office 365之外的其他应用服务，您不得不在其它不同应用服务间来回切换。我们

开发的Microsoft Teams不仅整合了 Office 365服务，而且涵盖了团队常用的所有服务和工具。您可

以使用选项卡、连接器和机器人对Microsoft Teams进行定制，添加您需要的应用和服务，例如

Trello。我们与多达 150多个合作伙伴的产品进行了集成。我们还为开发人员打造了一个可扩展的平

台，支持应用开发和业务流程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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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靠的企业级安全性、合规性和可管理性 

Microsoft Teams提供了和 Office 365相同的企业级安全性、合规性和可管理性，客户反馈说这些功

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价值。Microsoft Teams的设计考虑到合规性、身份验证和隐私，支持行业标

准、强大安全措施如多重身份验证、强密码和访问策略。 Microsoft Teams还提供安全的访客访问权

限，便于和组织外部人员进行协作。Microsoft Teams数据始终保持加密，无论是聊天、备注还是文

件。简而言之，这些都是你的数据；你拥有主权，你也可以控制数据。 

整体概览 

演示者请注意： 

您只需Microsoft Teams桌面客户端和Microsoft Teams 移动端应用，即可完成整个演示。可选部

分：如果您的演示需要（多用户功能），可以在网页客户端中进行演示。 

 

概览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开始使用 

营销经理Megan Bowen最近加入了一项重要的

产品发布活动。为了将参与人员组织起来，她和

她的同事使用了Microsoft Teams。Microsoft 

Teams是一个统一、安全的协作空间，将团队所

需的一切集成在一起：聊天、会议、电话、文件

和工具。 

 

当Megan到办公室上班时，她会打开Microsoft 

Teams的“团队”部分，开始她一天的工作。她

可以在这里看到她所属的各个团队。 

一个团队可以存在于组织、项目甚至兴趣小组

中。她为此次产品发布活动创建了一个名为

X1050 产品发布小组的团队。 

在该团队中，她还创建了多个频道。频道是团队

为了更好地组织对话，就特定主题或项目进行对

话的专用部分。Megan为她的团队创建了不同的

 

 

 

 登录Microsoft Teams桌面客户端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图标。 

 指向 X1050发布小组。 

 指向设计、数字资源和上市计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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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频道，就设计、数字资源和上市计划进行沟通和

协作。 

Megan可以使用左侧的应用栏访问她的活动源、

聊天和商店。Megan还可以使用顶部的命令框来

查询应用或搜索团队。 

对应用发出指令、采取快速操作——这一切都能

在命令栏中完成 

Megan有几种导航Microsoft Teams的方式。她

可以使用左侧导航栏，也可以使用命令栏。命令

栏在屏幕的顶部，集成了命令和搜索。 

除了搜索人员、消息、文件和应用之外，她还可

以对应用发出指令，在另一个应用中搜索信息，

例如新闻文章，并轻松地将特定结果插入聊天或

频道对话中。 

她也可以使用”/”命令，在命令栏中快速执行操

作。 

“/”命令是一种快捷方式，可以让她快速执行任务

或在Microsoft Teams中导航，例如设置她的状

态、将用户添加到团队或呼叫某人。要使用”/”命

令，只需输入“/”即可查看当前可用命令的列

表。 

在这里，她使用”/”命令跳转到设计频道。 

将某人添加到团队中 

有人加入团队时，Megan可以轻松将他们添加到

Teams。一个团队最多可以添加 2,500名成员，

不仅适用于整个组织内部，甚至可以通过安全访

客功能邀请外部成员。在这里，她为自己的团队

增添了一个可靠的供应商成员。 

当Megan添加新成员时，他们可以立即访问该

团队共享的所有会话、信息和文件，方便他们轻

松掌握项目进度。Megan的工作也更加容易了，

 

 

 在“Microsoft Teams”窗口的最顶部，单击

命令栏。 

 输入“启动”，然后按 Enter键。 

 在左侧结果菜单的顶部，单击消息和文件以查

看与“启动”一词相关联的所有内容。 

 

 

 单击返回顶部搜索栏，并输入“/goto 设计

“，并选择“设计”频道。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X1050 发布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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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bobk@tailspin.com” 

  单击“添加“、”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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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因为她不用再去寻找需要转发的文件、电子邮件

或其他信息。 

 

 

聊天沟通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在Microsoft Teams中，Megan可以选择沟通

的方式。她可以进行 1：1私聊、小组聊天或整

个团队可见的频道对话。 

 

频道对话 

Microsoft Teams可以帮助用户通过聊天轻松沟

通。Megan更新了一个设计，想与团队分享。这

时，她需要使用设计频道。 

持久和开放的聊天 

聊天的内容是持久性的，可以完整地存储。

Megan可以在外出时，快速了解最新动态，或回

顾先前商量的决定。这项功能可以为刚进入团队

的新人或希望回顾先前对话的现有团队成员提供

很有价值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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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n被

特别提到了，可以帮助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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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可以直接进入最重要的项目或主题。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 

 在 X1050发布小组下，单击设计频道。 

 

 

 

 

 

 

 

 向上滚动，查看对话并找到红色提示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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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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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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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对话式消息 

如果团队中有许多成员，或者多个聊天主题，用

户将很难理解对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Microsoft Teams采用了对话式沟通，这样 

Megan可以在上下文中直接回复特定的对话，将

相关的聊天记录组合在一起。 

在设计频道的早期消息中，Megan看到了一个面

向团队的对话。她点击对话，展开以前所有的回

复，就可以查看整个对话了。 

 

 

 

 

 

 

 滚动到Megan发起的对话：“大家这次开会

效果很好”。 

丰富的格式 

在频道内，Megan可以参与现有的对话，也可以

编辑新的消息。 

现在，她想分享最新的一版设计，于是创建了一

个新的对话。 

Megan可以使用文本简单、快速地发送消息，也

可以展开编辑器，使用丰富的格式工具。由于这

个更新很重要，她在消息中添加一行主题“一月

里程碑已达成”，并强调它很重要。 

她想特别感谢 Alex的意见，所以她用@提到了这

个人。这样以来，Alex就会收到通知，这个会话

也会显示在他的活动中。 

 

 

 

 单击底部的编辑器开始先写新消息。 

 单击“格式”图标（ ），访问丰富的格式

菜单。 

 

 单击“添加主题”，然后输入“一月里程碑已

达成”。 

 单击消息正文，输入@Alex，然后选择 Alex 

Wilber。 

表情，贴纸和 Giphy动图 

团队的工作文化很随意，所以她决定再添加一张

贴纸。这个功能可以团队开心一下。成功的合作

建立在关系上，Microsoft Teams为此提供了内

置的表情，并与 Giphy网站集成。Microsoft 

Teams还支持创建或上传Meme等贴纸。 

Megan想发送一个 Office Drama贴纸，因为她

的团队很喜欢这个表情。她添加了标题“你们真

 

 在文本字段的底部单击 ，打开表情菜单。 

 单击 ，显示 Giphy集成。 

 单击 ，显示可用贴纸。 

a. 单击Meme 选项卡以显示集成的Meme

贴纸。 

b. 单击“Office Drama”。 

i. 单击 High Five 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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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棒！”来创建自定义贴纸【请尽可能请使用您或

客户独有的字符串】。 

这种方法可以让Megan更好地展示个性，让消

息变得更加人性化、软化。沟通方式的改变引发

了Megan团队工作风格的改变。他们可以花更

多时间做事，而不是流于形式。 

ii. 输入标题，“你们真棒！” 

iii. 单击完成。 

 在右下角，单击发送图标发布消息。 

向指定频道发送邮件 

频道对话还支持电子邮件功能。如果您想要转发

一封重要邮件，与团队共享，或将对话形式从邮

件移至Microsoft Teams，通过将“邮件发送到

指定的频道”功能会非常有用。要获取频道的邮件

地址，只需点击频道名称旁边的省略号，即可找

到邮件地址。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频道名称旁边的省略号

。 

a. 单击获取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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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私聊或群聊 

如果对话不涉及整个团队，Megan可以使用一对

一私聊或群聊。 

在Microsoft Teams的聊天部分中，Megan只能

看到她发起的和已加入的私人聊天。 

她已经与一些团队成员进行过 1：1聊天。例

如，Isaiah希望和Megan商量一个创意，所以他

发起了 1：1聊天，看看她是否有空，她目前是

否在线。 

她还能与各种团队成员进行群聊：Alex，

Johanna和 Lee。Megan可以轻松将更多人添加

到此对话中。她将 Nestor添加到群聊中，因为

他可能对这个群聊有所帮助。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聊天”。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Isaiah Langer 的聊

天。 

 

 在聊天列表中，单击与 Alex，Johanna 和

Lee 的群聊。 

 在右上角，单击“添加”图标。 

 输入 Nestor，然后从选项中选择 Nestor 

Wilke。 

 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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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体验 

登录Microsoft Teams移动端 APP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无论用户通过哪种设备使用Microsoft Teams，

都可以获得连续的体验。Microsoft Teams支持

移动设备、桌面端和浏览器。 

随时随地使用Microsoft Teams 

当团队成员外出，不在办公桌前的时候，他们可

以通过 iOS、安卓和Windows Phone中的

Teams移动应用来跟进团队在Microsoft Teams

当中的活动。 

Isiah出差的时候用手机查看最新的团队活动。他

可以查看、撰写邮件、查看文档、加入会议和拨

打电话，就像在桌面或网页端应用上一样。 

 Isiah Langer切换到 iPhone移动应用。 

 点击活动。 

 滑动查看通知 

 点击第一条Megan Bowen 提到了你的消

息。 

 滑动回到对话的顶部，然后再滑动到底部。 

 在提到 Isaiah的回复中，点击更多（...）。 

 点击“喜欢”。 

 在屏幕底部，使用导航栏单击各种团队资源：

活动、聊天、团队、会议和通话。 

切换到桌面端 Teams应用 

Isaiah的聊天内容会出现在Microsoft Teams桌

面应用上。Megan可以随时回复，与 Isaiah实时

交谈。 

 

 切换回桌面端的MeganB角色。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聊天”。 

 点击 Isaiah Langer。 

 

会议与通话沟通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会议 

有时，解决问题或回答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快速

拨打电话。 

Microsoft Teams提供了完整的会议解决方案，

支持共享、视频和音频会议。会议和通话功能都

内置于团队中，Megan可以直接从聊天会话轻松

地发起会议，无需登录和退出多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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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临时会议 

要发起会议，Megan可以单击“音频通话”或

“视频通话”立即将聊天转换为在线通话。

Megan也可以在频道内通话。通话期间，她可以

添加各种文件和外部数据，丰富对话内容。 

 

 

 

开会期间 

开会期间，参与者可以使用丰富的会议功能，包

括视频和屏幕共享、文件共享和聊天，让会议更

加有趣、高效。 

 

 

 

 

 

会议结束后 

会议结束后，会议的所有会话都会发布到频道，

如果是私人会议则会发布到每个与会者的聊天对

话中。如果团队成员无法参会，或者Megan想

要了解会议背景，这个功能会有用。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 

 如果没有出现，请单击 X1050 发布小组。 

 单击法律与合规性频道。 

 在频道底部，找到 Joni提及侵犯版权的谈

话，点击回复。 

 

 

 在文本框的底部，单击视频图标 ，发起会

议。 

 单击“立即开会”按钮。 

可选：作为 Isaiah用移动设备加入会议，查看

在开会期间的交互。 

 加载完成后，在右上角的导航栏中，单击“显

示对话”图标 。 

 在聊天窗口底部，单击“…”查看更多附件选

项。 

 单击维基百科搜索。 

 单击“输入关键词”。 

 输入“侵犯版权”。 

 上传成功后，单击第一个选项。 

 在聊天窗口的右下角，单击“发送”图标。 

 要结束会议，请单击“挂断”按钮。 

 在侵犯版权的对话中，单击[用户名]的回复

#，查看所有回复。 

 指向该文章，表示现已在频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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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安排会议 

对于较为正式的会议，Megan可以通过左侧导航

栏中的“会议”、“安排会议”功能来创建会

议。该体验类似 Outlook，Megan可以输入会议

信息，例如标题和详细信息。她还可以选择发起

会议的频道，包括了该频道的所有成员。她也可

以邀请个人用户加入会议。 

因为Microsoft Teams中的会议与 Exchange日

历进行了集成，“安排助理”功能会为所有与会

者推荐最佳时间。 

 

 

 

 

 

 

通话 

Microsoft Teams还提供基于云端的电话和通话

解决方案。用户可以通过微软通话计划使用电话

专线拨打和接听国内/国际电话（目前在 8个国家

/地区推出）。 

高级功能还包括可以被转写的语音邮件。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会议”。 

 单击“安排会议”。 

 在“选择要开会的频道”下方，单击向下箭

头。 

 滚动以显示选项，然后单击外侧以关闭。 

 在会议标题下，输入启动更新。 

 在邀请人员下方，输入 Isaiah，然后从搜索结

果中选择 Isaiah Langer。 

 指向调度助手。 

 单击“安排会议”。 

 

 

注意：以下演示步骤需要启用了 PSTN呼叫功

能的演示租户。如果您的演示租户没有此功

能，可以在谈话中介绍这项功能。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通话”。 

  “通话”板块的左下角，指向但不要单击拨

号盘。 

 往上，点击历史记录。 

 然后单击语音邮件。 

 分别单击每一个语音邮件，展示语音邮件的记

录。 

 

深度集成 Office应用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信息通常存在于当今广泛的服务中 - 如邮件，文

件，会议，PowerBI或其他 SaaS服务。

Microsoft Teams是一个通信和协作的中心，它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团队”。 

 如果没有出现，请单击“上市计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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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可以将所有的服务集中在一个工作区中，提高工

作效率，您不再需要在应用之间进行切换了。 

 单击频道中的“文件”选项卡。 

 单击（任何一个）最近使用的文件旁边的

“…”。 

 单击屏幕上的任意位置退出。 

Office 集成 

在协作方面，Office的深度集成让Megan有机

会使用她熟悉且喜欢的 Office应用。Word、

Excel、PowerPoint、OneNote、SharePoint、

Planner，甚至是 Power BI——这些应用都已经

内置，可在Microsoft Teams环境中使用。 

 

 

 

 

分享文件 

Megan可以在对话中上传文件，例如

PowerPoint文档。每当有人创建一个团队时，系

统会配置相应的 SharePoint团队站点。当

Megan共享文档时，它就会自动上传到该

SharePoint站点，团队的所有成员都可以通过

“文件”选项卡轻松访问该文档。默认情况下，

每个频道都包含“文件”选项卡，为团队成员提

供了一种方便的位置共享和存储内容。默认情况

下，团队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编辑和查看团队中共

享的任何文件。 

像这样的信息不会再被Megan的邮件收件箱限

制了；她的团队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进行沟通和协

作，团队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改变，工作效率得到

了提升。 

Megan还可以共享来自第三方存储服务（如

Dropbox或 GoogleDrive）的文件。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对话”。 

 在屏幕底部，单击“发起新会话”字段。 

 单击回形针图标 附加文档。 

 单击 OneDrive，然后单击 Contoso 

Electronics 文件夹。 

 单击 Excel文件 Contoso月报。 

 单击“上传副本”。 

 单击右下角的“发送”图标。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 

 滚动以查看所有选项。 

 单击窗口外侧，关闭窗口。 

 单击文件选项卡。 

 单击“+添加云存储”。 

 指向所有不同的云存储选项。 

 单击右上角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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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编辑和协同创作文件 

她在这里回顾了 Johanna与她分享的文件。

Megan可以在应用中协同创作和编辑文件。由于

所有文件都存储在 SharePoint上，团队中的任何

成员都可以访问该文件的最新版本——无需使用

邮件附件。 

之前，Johanna会通过邮件分享这个文件，别人

会添加批注，然后重新分享等等。现在，她只需

点击该文件，即可访问最新版本。 

她还可以查看其他团队成员的评论，了解文件的

完整上下文，在合适的位置继续对话。 

 

 单击“设计”频道。 

 向上滚动，查找 Johanna关于可用性测试的

对话。 

 单击[用户名]的回复＃查看所有回复。 

 单击标题为 XT1050可用性测试 2.3 的Word

文档，在Microsoft Teams中查看。 

 文件加载后，单击右上角对话气泡图标 ，

查看文档的批注。 

 在屏幕顶部，单击“关闭”退出。 

 

 

定制与扩展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由于每个团队都是独一无二的，Megan需要使用

选项卡、连接器和机器人定制团队工作区，包含

与该项目相关的应用程序和服务。Microsoft 

Teams与 150多个合作伙伴都进行了集成。 

选项卡 

选项卡是团队定制的方法之一，可以添加微软和

第三方的文件、笔记、网站和应用。团队成员只

需单击一下，即可轻松访问常用内容或服务。 

 

 

 

 

 

 

 

 

 

 

 单击频道中的“文件”选项卡。 

 单击（任何一个）最近使用的文件旁边的

“…”。 

 单击“设为选项卡”。 

 在Microsoft Teams应用的所有文件中滚动，

查看这个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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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Office文件和服务 

Megan可以将重要的 Office 文档（如Word，

PowerPoint，Excel文件）直接固定到选项卡

栏。创建新选项卡很容易；Megan只需单击文件

旁边的“…”，然后选择“设为选项卡”。在这

里，她固定了项目月报文件。 

 

Power BI 

今天下午，Megan有一个每周一次的团队策划会

议。 

Megan在团队中的任务之一是关注新产品线的商

机渠道。这个 Power BI 仪表板提供了目前和预

计的商机和收入视图，视觉效果非常丰富。

Megan打开 Power BI选项卡，看到了几项报

告，包括商机计数、收入和即将发生的商机。她

项在会议中讨论这些报告。 

Power BI报告是交互式的。Megan可以在任何

一个数据点上停留，获取更多信息。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上市计划”频道。 

 在顶部导航栏中，单击 Power BI 选项卡，确

保您位于“网站和社交分析”报告中（可以通

过 Power BI窗口底部的选项卡访问报告）。 

注意：您可能需要展开顶部导航中的频道列

表，才能看到 Power BI 选项卡。 

  

 在报告的几个数据点上停留，指向弹出窗口。 

 单击任何数据点以展示交互性。 

 在任何图标中，将鼠标悬停在图形上，然后单

击“更多”菜单（...）。 

Planner  

Megan的团队使用Microsoft Planner来安排他

们的工作，确保项目正常推进。Microsoft 

Planner中拥有能够安排项目的任务列表。 

Megan添加了一项新任务：分析 Power BI数

据。她设定了截止日期，并将此任务分配给自

 在屏幕顶部，单击“产品发布活动”选项

卡。. 

 在 Planner 窗格的“待办事宜”列表顶部，

单击“+”图标。 

 单击相关字段，添加以下任务： 

a. 任务名称：分析 Power BI数据 

i. 截止日期：选择当前日期的 2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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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己。由于她已经开始进行任务，她会将状态设置

为进行中。 

 

 

ii. 分配给：Megan Bowen 

iii. 单击添加任务。 

 单击新创建的 Analyze Power BI 数据卡片。 

 在“进度”下，单击“未开始”。 

 指向可用状态选项，然后单击“进行中”。 

关闭任务窗口。 

第三方应用和网站 

除了固定 Office服务之外，Megan还可以将网

站或第三方应用（如 Trello 任务管理、

Hootsuite社交媒体，甚至 Adobe Creative 

Cloud）固定在Microsoft Teams中，将设计师和

广告素材整合在一起。在这里，Megan使用

Trello来管理团队的工作。 

Megan还可以添加 Trello连接器。当您将任务通

过 Trello分配给某个人时，连接器会向该频道发

送有关该任务的通知。 

连接器 

Microsoft Teams能通过连接器（例如：

Twitter，RSS，Asana）与各种项目管理应用、社

交订阅源和数据可视化工具集成在一起。 

Megan可以使用连接器快速将这些应用添加到

Microsoft Teams，获取应用的更新和通知。例

如，X1050 发布团队有一个专门的媒体频道，用

于外部新闻和社交媒体文章。 

此频道包含必应新闻连接器，显示必应搜索发现

的相关新闻。 

在对话中包含应用内的信息 

Megan还可以点击几下，将应用内的信息嵌入聊

天或频道消息。在这里，她希望和团队分享有关

AI的最新消息。以前，她必须转到“新闻”选项

 

 单击 X1050发布小组下的常用频道。 

 在选项卡导航中，单击欢迎界面以查看 Trello 

板块。 

 单击一个磁贴，展示它和选项卡的交互。 

 在右上角，单击“X”关闭该任务。 

 

 在频道中向上滚动，查看 Trello通知。 

 

 

 

 指向对话窗格中的必应新闻项目。 

 在窗口顶部，在频道标题旁边，单击“更多项

目（...）”。 

 单击连接器。 

 在必应新闻下，单击 1配置。 

 指向配置的连接器。 

 

 

 

 在顶部命令框中，单击“搜索”或输入命令。 

 输入@news，然后选择第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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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卡，复制文章的链接或屏幕截图，然后将其作为

邮件的一部分分享。现在，她可以点击“…”或

使用命令框，选择相应的应用，然后在她的消息

中包含来自应用的信息，无需切换上下文。 

她还可以在她创建的 Trello板块上添加一张卡

片，上面有关于任务的信息。 

 

 

 

 

 

 

[可选] 

访问您的个人应用视图 

在Microsoft Teams中，Megan还可以单击左侧

导航菜单中的“...”来访问包含许多应用的个人

视图。在这里，她可以轻松访问她常用的应用，

并查看她已分配给各个应用的项目，例如

Planner中的任务，Jira Cloud中的错误等。 

例如，在 OneNote 个人用户体验中，您可以查

看最近访问过的笔记本、已添加的笔记本，以及

整个团队可访问的笔记本。Planner 个人用户体

验可以跨团队展示个人任务，并且帮助您跟踪已

分配到自己的任务。 

 

机器人 

Megan还可以添加智能机器人与Microsoft 

Teams进行交互。机器人可以回答自然语言问

题，并执行常见问题解答等轻量级任务。 

她已将 Growbot 固定在选项卡栏上，来感谢团

队的贡献。如果她希望称赞团队，只需要

 接下来，输入 AI，然后选择第一个结果。 

 在搜索结果的右上角，单击复制图标 。 

 在窗口底部，单击“发起新会话”，然后按

Ctrl + V粘贴信息。 

 在右上角，单击“发送”图标。 

 在最左侧导航栏的列表底部，单击省略号

（...） ，选择更多应用。 

 指向各种应用的列表。 

 单击菜单外侧退出。 

 

[可选] 

 

 

 在最左侧导航栏的列表底部，单击省略号

（...） ，选择更多应用。 

 在选项中，单击 Planner 应用。 

 加载完成后，指向顶部的各个选项卡，表明它

们已经全部分配给您。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Teams”退出。 

 

 

 

 

 在 Teams列表的 X1050发布小组下方，单击

上市计划频道。 

 在选项卡菜单中，单击对话。 

 单击对话框。 

 输入@growbot kudos @isaiah，然后选择

Isiaiah langer，然后输入“感谢你本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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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growbot，然后输入“kudos”这个词并用@提

及她想要称赞的人，就可以了。她还可以@提到

Growbot，然后输入“排行榜”这个词，就能看

到排行榜了。 

 

商店 

Megan可以在商店中搜索和发现应用和服务。她

可以搜索按名称、类别（例如项目管理或分析和

BI）或集成类型（例如机器人、选项卡或连接

器）搜索应用。因为Megan知道她在寻找什

么，所以她不需要滚动列表，而是直接搜索

Hootsuite。只需单击一下，她就可以将应用添加

到团队中，并选择要在哪个频道中添加这个选项

卡。 

班，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工作！”按 Enter

键。 

 等待一分钟，然后输入@growbot 

leaderboard。 

 

 

 在最左侧导航栏的列表底部，单击“商店”图

标 。 

 向上、向下滚动，查看各种应用和服务。 

 

IT管理员控件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Microsoft Teams提供了一组丰富的管理员控件

和安全措施，满足任何行业的安全性和合规性要

求。无论是在聊天、对话、备注还是文件中，数

据始终都是加密的。 

在 Office 365管理员中心中，管理员可以根据用

户的需求定制 Teams体验，确保他们满足安全和

合规性要求，甚至可以启用或关闭 Teams。 

在“常规”部分中，管理员可以打开一个组织结

构图，显示每个用户的个人资料。管理员可以进

行设置，规定组织是否可以使用机器人为用户提

供帮助，或与其他应用集成。 

 

 切换到打开 Office 365——邮件页面的浏览

器会话。 

 在左上角，单击“应用程序启动器”，然后单

击“管理员”。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设置”，然后单击

“服务和加载项”。 

 向下滚动并单击Microsoft Teams。 

 指向为整个组织打开或关闭Microsoft 

Teams。 

 单击“常规”部分，将其展开。 

 在“常规”下方，指向“允许 T-bot发送主

动帮助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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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管理员可以在“通话和会议”部分关闭通话和会

议中的视频和屏幕共享功能。 

 

在消息部分，Megan的组织可以决定是否允许用

户发布各种内容，包括动图、Meme和贴纸。如

果启用了动图，它们也可能受到内容分级的限

制。 

 

在应用部分中，管理员可以关闭对微软合作伙伴

或旁加载应用的选项卡的支持。请注意，这个操

作不会关闭默认选项卡，例如文件、OneNote和

Planner。 

 

Office 365组可用于管理团队所有者和成员。 “团

队和频道”部分与 Office 365组控制面板是连通

的。管理员在这里可以控制哪些用户可以创建团

队或组。 

Megan的组织可以使用这些控件，管理用户如何

使用Microsoft Teams。 

 

审核日志 

在管理员控制中心的“安全性和合规性”部分，

Office 365提供的工具可帮助您了解和调查网络

威胁，并采取措施保护您的组织免受这些威胁的

侵害。 

Megan可以使用审核日志搜索部分，查找与邮

件、组、文档、权限、目录服务等相关的活动。

该功能可用于各种服务，例如查明用户是否删除

了文档，或者管理员是否重置了某人的密码。 

 单击“通话和会议”部分将其展开。 

 

 

9. 单击“消息”部分将其展开。 

 

 

 

 

 单击“应用”部分将其展开。 

 

 

 

 

 单击“团队和频道”部分将其展开。 

 单击 Office 365管理员中心链接中 的“使

用组”仪表板。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管理员中心”。 

 单击“安全性与合规性”。 

 在“安全性与合规性管理员中心”，单击“服

务保障”。 

 单击“已审核”控件。 

 在审核控件状态下，随便单击一个列出的标准

/法规，查看该控件的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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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功能 

演示场景 操作步骤 

微软最近为 Office发布的更新现已在Microsoft 

Teams推出，对重要的辅助功能进行了增强，帮

助行动不便、视力不佳或有其他障碍的用户轻松

有效地工作。 

键盘快捷键可以启用的高对比度模式，为读者更

好地区分元素和文本，帮助那些有视力障碍的

人，如白内障患者。 

在Microsoft Teams中，高对比度模式会提醒用

户注意个别消息、图像和附件。消息和消息对话

属于不同的元素，用户更容易在对话中进行回

复。 

团队成员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屏幕放大镜工

具或屏幕阅读器（如讲述人）。讲述人内置于

Windows 10中，可以大声读取电脑屏幕上的文

本并描述事件，如通知、消息或日历约会。这

样，Megan在没有显示器的情况下也能使用她的

电脑。用户可以使用屏幕阅读器，在频道中查找

和阅读对话、喜欢或发布消息、添加附件、打开

和查看文件等。 

1. 在键盘上点击高对比度模式快捷键 Alt，左 

Shift 和 Print Screen。 

2. 点击相同的键盘快捷键，禁用高对比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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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n Bowen 身份登录租户： 

删除演示期间创建的所有新内容，例如： 

a. 在 X1050发布小组中的设计频道： 

▪ 删除您添加的任何会话（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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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X1050发布小组中，进入上市计划频道： 

▪ 删除演示环境中添加的任何选项卡。 

▪ 勾选永久删除此计划及其所有任务的选框。 

▪ 在团队策划选项卡上，删除 Analyze Power BI 任务。 

▪ 删除您添加的任何会话（如果有的话） 

▪ 删除演示期间添加的任何内容。 

2. 还原演示期间对文档所做的任何更改。 

3. 删除上传的文件： 

a. 在“上市计划”频道中，进入聊天对话。 

b. 删除 European Expansion PowerPoint文件。 

4. 退出所有浏览器会话，并关闭浏览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