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ffice 2016：移动办公全体验 



什么原因阻碍您 
随时随地办公？ 

我目前不在办公室，但我明天必
须要给客户提供报价。 

为了能够在家办公，我要使用电
子邮件把文档发给自己。  

我与一位客户的会议持续了很长
时间，但我必须要返回办公室，
因为还有一个电话会议。  

我正在家中办公，所以无法接听
自己的工作电话，只能拨打我的
私人电话。 

我手头上只有自己的电话或平板电
脑，因此，我没办法修改文档。  



工作不是你在哪里，
而是你在做什么 



Web 会议 

电子邮件 

广播会议 即时消息 

内容创建及协作 

语音呼叫 

专用社交网络 

机器学习 

移动办公 

业务分析  

MICROSOFT  

生产力平台 

专为 
团队协作而生 

完美兼容 
Windows 10 

迎合您的 
工作习惯 

最安全的 
办公环境 

Office 2016 

超越非凡 



Office 2016：提升移动生产力 

提高运营效率 真正的实时沟通 确保安全合规 
随时随地 

不受设备所限 



随时随地，不受设备所限 

赋予设备选择权 
允许员工在 Windows、Android 及 iOS 设备上随时随地使用 Office 
移动应用。   

差旅途中访问文档 
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阅读、编辑和共享 Word、Excel、
PowerPoint 及 OneNote 文档。 

切换设备丝毫不会暂停工作 
Office 应用所提供的 OneDrive 集成特性允许您从任意设备上访问最近
使用过的文档，继续之前的未完工作。 



 

完美的触控体验 
Windows 10 上的 Office Mobile 应用提供了友好、迅捷的
触控体验，完美支持移动办公生产力。 
 

 

口袋里的强大功能  
使用您的 Windows 10 手机上的 Continuum 特性和 Office 
Mobile 应用查看、编辑、创建或展现。 

   

 

存储和共享更加安心 

您可在 Office 365 和 Windows 10 上获得 1TB 的 
OneDrive 存储空间，其中内置了安全的存储和共享手段。  

 

  

 

WINDOWS 10 上的 OFFICE MOBILE 应用 



W I N D O W S  P H O N E  S U R FA C E  

• 内置了熟悉的 Office 生产力体验和安全
性工具 

• 允许两个应用并排运行，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多任务，助您完成更多工作 

• 支持多个用户帐户  

• 简单易用的设置向导，让您无缝接入 
Office 365 
 

• Office 文档及笔记本可在手机与 PC 之间
同步 
 

• 访问 OneDrive for Business、
SharePoint 或 Office 365 中存储的文档 

设备创新 



1 亿次 iOS 及 Android 
版 Office 应用下载 

5 亿次 Android 版                   

           下载 

82% 的财富 500 强企
业采用 Office 365 

不受设备所限的现代化生产力  



 

  

跨设备的绝佳生产力体验  



适用于 iOS 的Office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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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Android的Office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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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Internal Only 

• 平台——跨Windows, iOS 和 Android 平台的应用 

• 屏幕尺寸——低于10.1寸屏幕设备，将采用免费 

• 商业用户需要购买Office 365账号登陆使用 

大于10.1”屏幕的设备 
 
 • Office 365订阅的全功能，或者Office 2013 

 

• 全部的Office桌面工具套件，与鼠标和键盘
的最佳配合 

小于（或等于） 10.1”屏幕的设备 
 
 • 免费阅读，核心的编辑和打印能力 
• Office 365订阅的全部解锁功能 
• 适于移动办公，并在较小屏幕上的触控进行优化 



提高运营效能 

不间断的信息共享和传递 
在任意设备上，使用 Office 365 中的电子邮件、内部网络和社交
工具快速将信息及更新共享给分布各地的员工。 

节省时间 
Windows 10 将 Cortana 带给了 Office，借此，您可在外出途中
减轻会议准备等任务，以便完成更多工作。 

降低成本  
实行自带设备上班战略（BYOD），以便在降低硬件成本的同时保
持企业数据安全可控。 



真正的实时沟通 

连接团队 
使用 OneNote 共享笔记本，为各个团队收集和共享会议纪要、任务、照
片、视频等内容提供唯一位置。 

简化会议 
在 Skype for Business PSTN 会议功能的帮助下，参会者可从几乎任意设
备上拨入 Skype 会议。 

工作一气呵成 
使用Windows 10 手机上的 Continuum 和 Office Mobile 应用查看、编
辑、创建或展现，就像使用 PC 一样。  



洞察 
从任意设备上访问交互式报表，掌握
业务趋势动向，实现云端共享。（移
动 BI）  

创意 
生成并实时共享创意。在 Office 平台上
发现人员、内容及对话之间的智能连接。
（Yammer、Delve） 

协作 
从任意设备上安全执行基于 Office 文档的
协作。创建并共享交互式故事，并将其精彩
呈现在任意屏幕上。（OneDrive for 
Business、Sway） 
 

创意  • 协作  • 洞察  



为您的企业打造私密、安全的内部社
交网络 

覆盖整个 Office 平台，轻松发布更
新、共享文档及传递电子邮件 

基于 SharePoint 的文件存储，允许
您在统一位置管理全部内容 

集成企业社交网络 



DELVE 

洞察及展现来自于每位用户的行为方
式、内容、主题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为整个 Office 平台上的人员、内容
及对话之间建立起智能连接 

可扩展的智能结构，开启信息体验新
纪元 



OFFICE 365 VIDEO 

创建、管理及订阅各类视频频道  

基于安全云的视频上载、存储及优化
回放  

直接从任意设备上捕获、共享及发现
视频 



实时的 Office 文档协作与共同编辑 

轻松快捷地访问云端文件、同步及共
享 

直接使用任何设备或平台安全地存储、
同步，并在工作文件上开展工作 

ONEDRIVE FOR BUSINESS 



确保安全合规 

保护用户和管理设备 
运用远程擦除、设备设置及受限操作技术来保护设备安全——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和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保护信息安全 
当您离开公司网络之后，仍能利用多因素身份验证来安全访问企业
内容。 
   

提供联机与脱机保护 
采用信息权限管理技术加密您的联机与脱机内容，进一步保护最敏
感的数据。 



微软解决方案 带给客户收益 
Office Mobile 应用、OneDrive for 
Business 

SharePoint Online、Yammer 

Skype for Business、OneNote 

随时随地办公，不受设备所限 

提高运营效能 

真正的实时沟通 

确保安全合规 MDM/Intune、信息权限管理 



不断完善的移动生产力 

今天 明天 未来 

端到端的生产力 

跨设备/跨系统 

安全性与可控性 

覆盖 Office 365、
Microsoft 产品及未来技
术的人机互联体验 

面向 Windows 的 Office 2016 

面向 Mac 的 Office 

Outlook 中的云端附件 

Office 365 提供无限量 OneDrive 存储 

面向 iPad、iPhone、Android、Windows 平

板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 Office 

适用于全部设备的 Office 365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面向 iOS 和 Android 的Outlook  Intune 支持 

Skype 云端 PBX + 语音 

OneDrive for Business 同步 
Skype for Business PSTN 会议 

Outlook 2016 及移动应用 

面向 Windows 设备的 Cortana 

MDM 与 Intune 的增强特性 



• 捕获白板的图片并与同事共享您的会议
笔记 

• 扫描打印的文档、名片或海报的数字副
本，并通过 OCR技术自动识别文本，
以便可以搜索并编辑 

• 修整、增强图片，使这些图片更容易阅
读 

装在口袋中的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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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笔记本用于收集和共享会议纪要、
任务、照片、视频等内容 

• 允许多人同时编辑同一个文档 

• 协作编辑同一个笔记本，OneNote 自
动同步变化 

万用的电子笔记本 

OneNote 

+ 



微软云笔记 



Office 2016  超越非凡 

 
购买 Office 365，即可获取新一代 Office 2016 应用 

 

 
专为团队协作而生 

 
完美兼容  

WINDOWS 10 

 
迎合您的工作习惯 

 
最安全的办公环境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
Ignite-China-2015

http://aka.ms/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aka.ms/IgniteChin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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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呈现与移动访问 

为您的数据添加预测分析能力，以便
做出业务预测和规划 

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业务报表，实
现移动 BI 业务分析 

在云平台中，以交互方式挖掘并共享
数据中蕴藏的趋势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