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soft Dynamics CRM 能为销售、客户

服务，及营销人员提供所需功能，帮助组

织通过熟悉的微软技术扩大商机，强化销

售、营销，及客户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

为员工提供帮助，促进人员、流程，及生

态系统之间的联系。

Microsoft Dynamics CRM 提供了企业 CRM 

系统应该具备的全部功能，包括 ：

微 软 通 过 利 用 Microsoft Dynamics® CRM 

为客户关系管理 (CRM) 软件带来了新的创

新，该产品是业界领先的解决方案，同时

具有以下三种特性 ：为用户所熟悉 ；可为

管理人员提供智能的方案 ；并在企业中实

现了互联。

熟悉的 Microsoft Outlook 界面，支持与您已经

掌握并在使用的主要应用程序进行集成。

原生 Outlook 体验可提高用户采用率，并降

低培训成本

借助于从熟悉的工具（如 Microsoft Word

和 Excel）中嵌入的各种功能，提高员工的

生产力

改进协作，并使用内置 SharePoint 和 Lync

功能以及强大的社交协作功能共享最佳实践

实时分析和简化的业务流程可支持做出明智决策

并提高运营效率。 

全方位客户视图可帮助发现潜在的需求，确

定最佳产品，并开展切实相关的宣传

通过准确的销售预测、实时仪表板和分析改

进业务洞察

使用引导对话框和便捷的服务快速解决客户

问题

灵活的特性和工具可支持您快速响应变化，并与

人员、流程和生态系统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领先的工作流功能可支持企业简化审批工

作，并自动执行后续任务

统一的服务桌面支持在一个精简的界面中整

合服务应用程序

Dynamics CRM 的扩展功能，支持快速部署

全新 LOB 应用程序

·  规划
·  市场管理
·  机遇管理
·  客户管理
·  团队协作
·  渠道管理
·  工作流开发
·  移动能力
·  分析

·  案例管理
·  联系人管理
·  客户管理
·  服务分析
·  知识管理
·  现场服务与移动性
·  服务与资源调度
·  工作流开发与执行

·  营销活动规划与执行
·  市场细分
·  应急管理
·  市场管理与追踪
·  团队协作
·  工作流开发
·  移动能力
·  数据管理
·  分析

Microsoft Dynamics CRM，熟悉、智能和互联的 CRM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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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解决方案

客户服务解决方案

营销解决方案



选择 Microsoft Dynamics CRM，在您现有 IT 环境上实现价值最大化

与 Office 办公套件集成
Microsoft Dynamics CRM 通过与 Microsoft Office Professional Plus 相集成，

能够在 CRM 内部提供了完整的 Office 体验。相关数据能够导出为 Word 报

告、PowerPoint 销售概述演示文稿和 Excel 表单等。业务人员还可通过浏览

器以 Office Web App 的形式进行访问。使您的员工在熟悉的 Office 办公套

件内即可使用 Dynamics CRM 提供的各种高级功能。

与 SharePoint 集成
Microsoft Dynamics CRM 能与 SharePoint 集成，让多个业务人员无需离开 

CRM 即可同时在一个文档上进行协作编辑（例如销售配额、RFP、提案、营

销规划等）。此外，Dynamics CRM 与 SharePoint 的整合还可提供完整生命

周期的文档管理 ：包括文档与模板共享、搜索、版本控制、变动追踪等。让

您在一个位置可以访问所有与客户相关的文档与内容，更可以更加轻松的了

解业务动向并满足客户需求。

与 Exchange 集成
Microsoft Dynamics CRM 能够与您现有的 Exchange 邮件服务平台集成在一

起，让您的业务人员在 Outlook 电子邮件客户端内享用 CRM 系统所带来的

各种便利。业务人员可以通过 Office 和 Outlook 访问线索并接受客户的服

务请求。电子邮件沟通方式具有较高的用户接受度，因此可以帮助您的员工

提升与客户的沟通效率，并使业务人员可以专注于销售工作上，而无需将更

多的精力花在学习业务应用软件上。

有关 Microsoft Dynamics CRM 产品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中文网站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ynamics/crm.aspx 

或致电微软中国客户服务中心 ：800-820-3800

与 Lync 集成
将 Microsoft Dynamics CRM 与 Microsoft Lync 统一沟通平台集成，您的业

务人员可以直接在 CRM 系统中访问客户联络信息，并通过轻松点击的方式

拨打客户的电话，与客户组织电话会议或发送即时消息。所有的交互信息都

会被记录，方便日后的查询与跟踪。从而提升业务人员对客户营销和服务的

能力，增强客户体验。

借助 Visual Studio 定制您的系统
通过各种简单的开发工具对特定业务的系统进行定制并开发解决方案（例如 

Microsoft Visual Studio®、Windows®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WCF）、

Web 资源、Microsoft .NET 4.0、ODP）。从而让您的企业轻松应对未来不断

变化的业务需求。

Microsoft Dynamics CRM 能够为企业提供以下价值 :
提升营销效率和客户服务质量

多元化的迥乎方式 ，提升客户满意度

一体化的微软体系结构，降低成本和风险

灵活的集成和扩展，应对未来发展需求

与现有身份认证基础架构整合，便于 IT 管理与维护

Microsoft Dynamics CRM 是一套可定制的集成商务管理解决方案，它使您和您的员工能够更自信地做出商务决策。Microsoft Dynamics CRM 的工作方式

类似于众所熟悉的微软其他软件（如 Microsoft Office®），这意味着您的员工不必经历漫长的学习过程就可迅速上手使用该软件，从而集中精力完成最重要

的工作。同时，由于它来自微软，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与您公司中业已实施的系统协同工作。通过自动完成和优化财务、客户关系和供应链流程，Microsoft 

Dynamics CRM 将员工、流程和技术集成在一起，提高了您的企业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帮助您推动企业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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