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SC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利用 Office 365 构建统一的跨地域业务平台 

 

 

概览 
地区: 中国 

行业: 制造业 

 

客户简介 

TSC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陆上和海洋钻探行业

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TSC 集团主要研发、生产、

制造和销售及安装与陆上及海洋钻探行业有关的多

种产品及相关服务。 

 

业务状况 
 没有统一域名，收发邮件受影响 

 视频会议系统落后，影响沟通协作效率 
 Office 版本不统一，影响效率 
 大文件共享不方便，耽误时间 

 希望将英美分公司在 SharePoint 上的成功经验推广

到全公司 

 担忧核心文档传输的安全性 
 企业扩张变化，前期投入大 
 迁移到新平台，员工易产生“担忧”情绪 

 

解决方案 
 Office 365 提供集中的 Exchange 邮件服务 

 通过 Office 365 Lync Online 服务，实现跨设备即时沟

通 

 Office 365 订阅永远提供最新版本的 Office 

 在 Office 365 SharePoint Online 服务提供的共享平台

上进行协作   

 将之前在 SharePoint 上开发的业务应用，直接迁移

到 Office 365 
 Office 365 的文档管理策略，保障核心资料不泄露 
 采用 Office 365 订阅模式，成本预算完全可控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迁移，平滑过度 

 

主要优势 
 体现专业，简化管理 
 实时沟通，提高业务响应能力 

 节省前期投入，实现最佳价值 
 产品更快进入市场，全面掌控商机 
 按需迁移，易于布署 

  “Office 365 是一个基础架构平台，它能够为我
们的业务提供易于扩展、伸缩自如和高度可靠的
信息技术。” 

——Brian Mak, Director 

Group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北京 TSC 海洋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TSC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TSC）是全球陆上和海洋钻

探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在美国、英国、中国设立三个工程

技术中心，在北美洲、南美洲、中东、亚太、欧洲、俄罗斯、中

国等世界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区有生产、制造、销售及服务设

施，可以在第一时间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

需求。 

TSC 是一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现在在全球一共有 7 个分公

司，拥有超过 1000 名专业技术人员，业务发展得非常快。之前的

信息化系统比较陈旧。已经无法满足因业务拓展所带来的即时通

讯的需求。TSC 需要一个统一的平台，可以使世界各地的员工沟

通协作更方便轻松。 

 



 
 

应用背景 

办公软件多版本、邮箱多域名是 TSC

办公环境的现状，原邮件平台无法满足

TSC 的沟通需要；即时通讯需求也无法得

到保障；内部信息的现有交互方式无法确

保信息的及时性。TSC 需要一种使员工更

加便于沟通协作的新工作方式来促进公司

更稳步的发展。 

没有统一域名，收发邮件受影响 

以前，TSC 的公司邮箱使用 3 个域名： 

“.com”、“.cn”和“.br”，同一个公

司使用不同的域名，容易造成误解和混乱。

而且，用不同的邮件服务器进行管理，各

地员工无法在 Outlook 全球通讯簿中看到

全体员工的邮件地址，给工作带来诸多不

便。 

视频会议系统落后，影响沟通协作效率 

TSC 在全球有很多业务，员工之间若

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沟通，成本过于昂贵。

之前使用的一款第三方视频会议系统，音

视频质量很差，如果需要现场和客户确定

样品，客户无法看清产品的细节，失去了

视频会议应有的直观性和实时性，延误产

品的研制时间。而且它最多只能允许 3 人

同时视频沟通，并且无法在线共享文档。

若员工在出差途中，也无法参加视频会议，

给沟通协作带来一定障碍。 

Office 版本不统一，影响效率 

TSC 的员工没有统一工作平台，办公

软件版本也不统一，即使是同一个办公室

的同事，所使用的 Office 版本也不尽相同。

因此，由于软件的功能不一致，常常导致

员工之间协作不顺畅，影响工作效率。与

客户的文档流通也会产生一些障碍，影响

与客户的交流进度。 

大文件共享不方便，耽误时间 

TSC 在英国有一个设计办公室，专门

负责油田设备的图纸设计。这些文件很大，

要与其他国家的同事共享，只能先把文件

上传到 FTP 服务器上，同事再到 FTP 上下

载，可能需要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才能得

到反馈，业务响应效率较低。 

希望将英美分公司在 SharePoint 上的成功

经验推广到全公司 

TSC 在英国、美国的分公司很早就已

经开始使用 SharePoint 了，并且开发了很

多成功的业务应用，英、美办公室员工之

间利用这些应用可以顺畅地协同工作。

TSC 希望借助云服务，将这些应用推广到

全公司，促进全球各办公室员工的沟通协

作。 

担忧核心文档传输的安全性 

TSC 是一家上市公司，想要将全球办

公室的资料及一些敏感的业务信息及核心

资料实现统一管理。保障核心信息的安全，

是 TSC 考量一个平台是否可靠的重点。 

企业扩张变化，前期投入大 

TSC 在全球有 7 个分公司，当业务扩

张或转移时，需要临时增加或撤销办公室。

每新增一个分公司，企业都需要做很多前

期的准备工作，需要将服务器硬件设备安

装、调试完成之后才能正式开始工作，整

个前期工作需要很长时间。这种自己搭建

系统的模式不但浪费时间，前期还需要投

入资金购买服务器、软件等，而当办公室

撤销或转移时，这些投资可能就浪费了。

TSC 非常希望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

在企业扩张时灵活快速地部署业务应用，

并将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 

迁移到新平台，员工易产生“担忧”情绪 

Office 365 是一种全新的云服务模式，

TSC 担心统一迁移到新系统后，用户可能

不大清楚什么是云服务，和本地搭建的服

务器又有什么区别？与现有的工作方式变

化有多大？使用户对新平台产生一种“担

忧”心理，影响用户的工作情绪。 

 

 

 

“使用 Office 365，我们可以

一直获得微软最新版本的

Office，这样可以不断改善生

产效率，提高业务运营质

量。” 
 

Jenny Zhan，行政主管 

北京 TSC 海洋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 

 

Office 365 是一个适合 TSC 业务发展

需求的平台。它可以帮助 TSC 建立各种符

合自己企业特性的管理策略，使公司时刻

保持先进的共享及协作技术。无需再次投

入资金，就能确保公司全部员工利用最新

的工具，高效地完成工作。 

Office 365 提供集中的 Exchange 邮件服务 

TSC 使用 Office 365 平台后，拥有一

个集中的 Exchange Online 服务，域名统一

变为“.com”，在 Outlook 全球通讯簿中

可以看到所有员工的联系方式。员工的联

系方式和组织结构，同样出现在联系人卡

片中。联系人卡片能够在任何显示用户名

的地方呈现，比如邮件、即时消息、文档

等，一键即可快速发起沟通。 

通过 Office 365 Lync Online 服务，实现跨

设备即时沟通  

通过 Office 365 的 Lync Online 服务，

TSC 的员工可以及时与客户在线沟通样品

的细节，若 TSC 的员工在外出差，仍可通

过手机向客户发起实时在线会议。另外，

TSC 还为客户预留了一些 Office 365 账号，

客户可以通过这些帐号，直接登录到

Office 365，查看共享的最新项目计划以及

设计草图等。 

Office 365 订阅永远提供最新版本的

Office 

TSC 采用 Office 365 统一工作平台后，

所有员工都使用统一版本的办公软件，并

且通过实时更新的服务，确保每一个员工

所用的 Office 都是最新版本的客户端，彻

底解决因办公软件版本不同导致的功能不

同的问题。 

在 Office 365 SharePoint Online 服务提供

的共享平台上进行协作  

 

TSC 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服务来共

享设计图，英国办公室设计好的方案，郑

州和青岛的制造部以及维修部马上就能够

看到，还能通过 Lync Online 针对设计图的

内容共同在线讨论，快速得到一致的意见。 

将之前在 SharePoint 上开发的业务应用，

直接迁移到 Office 365 

TSC 购买了 Office 365 之后，全球的

员工都能用到最新版本的 SharePoint 

Online 服 务 ， 之 前 基 于 本 地 部 署 的

SharePoint 所开发的业务应用也可以直接

迁移到云平台的 SharePoint Online 上，使

全球各办公室的员工都可以在统一的平台

上共享及协同工作。 

Office 365 的文档管理策略，保障核心资

料安全 

 

TSC 非常信任 Office 365 的数据中心，

它有非常好的设备、硬件及防火墙。

Office 365 的服务具有高度安全性，通过

文档安全策略、信息权限管理等多种手段，

“SharePoint has allowed TSC 
to develop a web based 
application that is accessible 
via computer, tablet and 
mobile phone devices without 
the requirement of any 
additional software to be 
installed. 

We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InfoPath to create our forms 
which run within advanced 
process workflows which 
enable tracking and 
assignment of tasks to users 
with automatic email 
notifications triggered at key 

stages.” 

Vinay Mistry，集团项目经理 

北京 TSC 海洋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为 TSC 的信息共享、文档管理和协作提供

安全保障。企业的敏感文档和邮件，未经

授权无法打开，甚至无法打印，也无法将

包含有敏感信息的邮件转发到公司之外。 

采用 Office 365 订阅模式，成本预算完全

可控 

TSC 在采用了 Office 365 订阅模式之

后，新办公室的 IT 环境能够快速建立起来。

如果增加新的办公室，TSC 只需按新增员

工数量购买 Office 365 账户，员工通过帐

号登录到 Office 365 后，可以立即开始工

作，获得完整的 TSC 业务应用。同样，根

据企业战略调整，如需撤掉某个办公室，

只需退订相关的 Office 365 帐号就可以了。

整个过程非常快速，员工也很容易就上手，

无须 IT 人员部署。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迁移，平滑过度，快

速部署 

TSC 全球的各个办公室，甚至每个部

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和步骤，逐步进

行迁移。部署过程也非常简单，无须对员

工进行额外的培训。Office 365 中所包含

的都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应用，用浏览器就

能访问。员工更新到新版本的 Office 客户

端，熟悉的 Office 界面不会让他们产生更

多担忧。只需告诉员工现在多了哪些新功

能，员工就可以通过 Office 365 平台，和

其他同事或客户做到真正的无距离、无国

度的协作沟通。 

 

优势与收益 

伸缩自如的拓展运营模式，高效举办

各种与客户高质量洽谈的沟通方式，轻松

解决软件版本与多地域服务器问题的种种

优势，让 TSC 最终选择了 Office 365 服务

平台。 

体现专业，简化管理 

Office 365 中的 Exchange Online 服务，

使 TSC 拥有了统一的邮箱域名，体现了一

致的企业形像和专业性。另外，TSC 只需

要维护一个集中的 Exchange Online 服务，

即可满足各地的邮件需求，极大简化了 IT

管理，减轻了技术支持负担。 

实时沟通，提高业务响应能力 

Lync Online 应用到企业中后，TSC 的

员工无论出差在哪个国家，无论使用电脑

或智能手机，即使在出差途中，只要可以

上网，都可以举办或参加多人同时在线的

高清视频会议，不仅能让客户在视频中看

清产品细节，还能同时共享图片、文档、

演示文稿、实时笔记等相关资料，与客户

的沟通更方便。 

节省前期投入，实现最佳价值 

采用轻运维的管理模式，选择租赁模

式的外包服务，不但能够节约前期大量的

资金投入，还能缩短前期准备的时间，将

这些资金和时间用用在其他更需要的地方。

这种伸缩自如的租赁式外包服务，可以帮

助企业在拓展新市场时，使运营风险降低

至最小。将资产投入转化为运营投入，这

是加速 TSC 企业发展的正确决策。 

产品更快进入市场，全面掌控商机 

 TSC 通过实时共享设计图和获得反馈

意见，使文件、数据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到

达，立刻相互交换意见，提高产品设计环

节的效率，使产品能够尽快投入市场，为

企业赢得先机。 

按需迁移，易于布署 

TSC 一共订阅了约 1000 个席位的

Office 365，在短短的 4 天就成功部署并投

入使用。Office 365 灵活、简单的部署方

式，让 TSC 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将

业务应用逐步迁移到以 Office 365 为核心

的云服务中，员工非常容易接受，不会因

为更换办公平台而产生任何情绪，使新的

平台和应用更容易普及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