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的一次机会



构建创造

重塑



自然的人机交互

移动体验

可信赖的数据安全

关注用户体验，简化IT管理

更个性化的计算



我们听到的您的心声

信息来源: Gartner, Ponemon Institute

超过200天
攻击软件在被检测到之前已
存在的平均天数超过200天

$350万美金
数据泄露的平均成本为350
万美金（同比增长15%）

每台设备 $146-$188
这是保持用户设备更新到最
新且确保安全性所需的成本

每台计算机 $1,930 
这是升级 Windows XP 至
Windows 7 的成本

41%的首席执行官
预计数字收入在未来5年将翻
一番

80% 的员工
部分时间在办公室以外的环
境中工作

3 台或更多
每个人所使用设备的平均
数为3台或更多

我很担心安全威胁和
管理它们对我企业造
成的风险。

已使用十年之久的计
算机技术、基础架构
和流程抬高了IT成本、
削弱了业务灵活性。

我的员工需要在所有
可使用的设备上保持
生产力。

我们需要利用新的商
业机会迅速获利。



统一的安全模型 |   统一的管理模型 |    统一的开发平台



Windows 10势头强劲

部署Windows 10
超过1000台以上

的企业客户

企业部署Windows 
10的设备数量

全球每月运行

Windows 10系统的

激活设备数量

运行一周年更新版本
Windows 10设备数量

全球有41%的市场
Windows 10份额超过

Windows 7

企业和教育用户部署
Windows 10的数量





应对新型安全挑战

针对企业用户的创新

为现代IT所设计 商用创新设备全面提升生产力



应对新型安全挑战

无论是在设备中还是在微软的云中，Windows 10

都能够确保用户的体验、身份和数据是安全的

 用户可以更加安全的通过他们的设备来访问
网页信息，抵御网络上的恶意软件和黑客的
攻击行为

 企业可以更加容易的在私有环境中通过AD

域环境来部署Windows Hello认证场景

 帮助企业侦测黑客、安全威胁以及公司网络
中的异常行为

 整合企业级的安全特性到移动设备、PC设备
以及IoT设备中



应对新型安全挑战

更换密码，保护
身份

借助生物识别和基于
硬件的多因素加强认

证

只运行您信任的
软件

杜绝恶意软件危害企
业设备

保护敏感企业数据

自动加密，持久保护

安全浏览，保护
机密

将浏览器会话迁移到
独立的微虚拟环境

威胁主动防护

使用行为检测、云和
人类威胁情报来快速

识别受损设备





为现代IT管理所设计

Windows 10为每个组织提供强大的IT生命周
期服务能力，并提供最简单的、有效的成本
控制能力

 让员工可以实现在个人的设备中进行办公并
保护公司的数据和企业应用

 让全新采购的PC能够快速的投入到生产环境
中

 通过全新的补丁和功能更新机制，保证IT环
境更加的健康以及高效，减少破坏性部署

 使用云来推动 IT 转型

 Azure 中的 Active Directory



Traditional on-prem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Join

Group Policy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Join

MDM Policies

Microsoft Intune

and other MDM

Traditional on-premCloud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Join

Group Policy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Windows 10现代IT环境的最佳平台之选

Modern IT

Traditional IT Cloud



• 从试运行到部署的工作流
可视化

• 强大的升级准备情况的见
解和有关计算机、应用程
序和驱动程序的建议

• 基于风险的方法让应用程
序兼容分析理论化

• Microsoft 关于解决应用程
序和驱动程序兼容性问题
的指南

http://www.microsoft.com/en-us/WindowsForBusiness/upgrade-analytics

帮助企业 IT 部门快速识别兼容性情况并将重点放在关键的阻碍升级的问题上，为企业提供了以真实数据为
驱动的客观分析，提供端到端的服务以规划和管理Win10升级过程

http://www.microsoft.com/en-us/WindowsForBusiness/upgrade-analytics


商用创新设备

人们现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现
代设备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来访问应用程
序和数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

 设计出更具生产力的设备，改变你对设备使用

的期望

 让现有 PC提升使用体验

 多种设备供您选择，满足企业的多样需求

 全面支持工业专属设备

 革命性的新设备



新型设备
创新技术







全面提升生产力
人们可以在任何位置任何时间可以使用现代的
办公设备以一种更加自热的方式来访问应用和
数据信息来提高办公和生产效率

 借助数字化墨迹和多种输入体验（语音、
触控、笔、鼠标和键盘）达成更多能力

 实现任何人去创建、分享和体验3D

 通过一个可信的助理获得前瞻性的帮助和
商业智能化，在工作中使用你的数字助理

 终结擦除和重新部署，实现可管理、分阶
段的推送

 Windows即服务

 从任意 Windows 设备访问您的应用和数据

 Windows Store for Business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传统部署 (3-5 years/次)

Apps Infra Imaging Deploy

2009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Windows即服务 (每年2次)

Apps Infra Imaging Deploy





设置，
而不是重新创建映像

转换设备

启用企业版 SKU

安装应用程序和企业配置

通过 MDM 注册要管理的设备

灵活的方法

使用媒体、USB 存储设备甚至电子邮件来
手动分发
自动从云触发或连接到企业网络

利用 NFC 或 QR 码



 企业应了解关键业务线（LOB）
网络站点和应用程序的清单以
及会阻碍部署实施的问题

 提供既能与旧版业务线（LOB）
应用程序兼容又能与现代业务
（LOB）应用程序实现交互操
作的企业级浏览器

 提供简化的浏览器可管理性和

更好的诊断支持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en-us/windows/ready-for-windows#/



与您的客户一起享用最新的技术成果，助力持续创新

Windows 10助力企业成就梦想

个人消费者 行业特殊设备企业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