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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Windows�10有哪些卓越的功能？

如何演示Windows 10的全新功能？
课程目标

如何演示Windows�10的全新功能？

如何传递Windows�10为顾客带来的好处？

如何讲述Windows�10的故事



Windows 10是迄今为止最好的Windows操作系统 却依然让Windows 10是迄今为止最好的Windows操作系统，却依然让
你感到熟悉。它提供了跨设备的个性化且自然的操作体验，是
你完成各项工作的最佳选择你完成各项工作的最佳选择。

Availability and experience may vary by market and har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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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而卓越 个性且自然的体验 跨设备协同工作 更多高效体验



Windows�10:�助你取得成就

熟悉而卓越 个性且自然的体验 跨设备协同工作 更多高效体验1 2 3 4

熟悉的用户体验：熟悉的开始菜单操作体验。

兼容性：Windows兼容更多设备及软件，包括你正在使用的软件/硬件。

更高性能：全新的Window�10可以使你的原有设备宛如新生。

安全性：Windows依然保持原有的无忧使用体验。



熟悉的用户体验熟悉的用户体验

开始按钮又回归到了任务栏 桌面再次成为主角

Windows 10 简单易用，无需学习即可上手

开始按钮又回归到了任务栏，桌面再次成为主角

我们的最低要求是让你对Windows�10�一见如故

鼠标, 键盘, 打印机, 你的常用应用—Windows 10 兼容更多软硬件

兼容性兼容性
使用Windows 10无需更换软件、硬件



更高性能 Take it easy ！
I am powerful！更高性能

Windows 10可使你的硬件性能发挥到淋漓尽致

使用Wi d 10你可以获得更快启动速度 更长电池使用

I am powerful！

Windows

使用Windows 10你可以获得更快启动速度、更长电池使用

时间等体验

无论工作还是娱乐，随时开始，无需担心干扰

10

Windows 10 保护你远离病毒, 钓鱼网站, 恶意软件和间谍软件

日常更新可以保护你不受最新病毒侵害日常更新可以保护你不受最新病毒侵害

安全性安全性
Windows 10 及时更新，使你使用无忧



Windows�10:�助你取得成就

熟悉而卓越 个性且自然的体验 跨设备协同工作 更多高效体验1 2 3 4

Cortana：一个每天都在进步的真正私人智能助理。

Windows Hello：不仅你了解Windows，现在Windows可以更了解你。

开始&动态磁贴：重要信息，了若指掌。

语音、触控笔、手势：更多更自然的人机交方式互可供选择。



Cortana
让Cortana成为你的全职私人助理

通过记笔记、提醒、待办事项、搜索甚至与你语音对话，Cortana 帮

助你完成工作。完成越多工作她就变得越智能-时间使她更聪明

不过无需担心，你的隐私依然尽在你的掌握

无需密码 使用面部或指纹识别登录无需密码。使用面部或指纹识别登录。

不用担心，你将会得到企业级安全保障。Windows�10不但个性化、

方便，还很安全。

Windows Hellodo s e o
你可以不用再为记密码而发愁了



开始&动态磁贴开始 动态磁贴
有了开始菜单和动态磁贴，重要信息唾手可得

只需点击一下，即可在开始菜单中找到你想要的内容

根据你的需求个性化设置开始菜单，把你想要的功能放在你

喜欢的位置

动态磁贴使你 需点击 得到想要的信息动态磁贴使你无需点击即可得到想要的信息

无论是触控 手势还是语音控制 在Wi d 10中总能找到你最喜无论是触控，手势还是语音控制，在Window�10中总能找到你最喜

欢的操作方式

键盘鼠标操作依然未变，所以你依然可以打字或使用鼠标点击操作

语音、触控笔、手势语音、触控笔、手势
选择你最喜欢的使用Windows 10的方式



Take a breakTake a break



Windows�10:�助你取得成就

熟悉而卓越 个性且自然的体验 跨设备协同工作 更多高效体验1 2 3 4

Continuum：你所在的界面总是最易用的界面。

游戏&Xbox：内置最好的游戏，图形处理功能及Xbox。

内置应用：内置的精彩应用可以在你所有Windows设备间使用。

OneDrive：一处存放所有文件。



Continuum
i d 全 适应你的各种设备

Windows 优化了在所有设备上的使用体验 大到房间内最大的显示

Windows�10�全面适应你的各种设备
带给你最佳的使用体验

Windows 优化了在所有设备上的使用体验，大到房间内最大的显示

屏，小到口袋里最小的屏幕，或是其他尺寸的任何设备，窗口和任务

栏都能自动适应，方便你的使用。

Continuum还能保证你使用任何方式操作你的设备都轻松自如 无论

YY
X     X      BB
AA

Continuum还能保证你使用任何方式操作你的设备都轻松自如，无论

是触控笔、语音、触控、手势还是键盘鼠标，都由你说了算

使用最新的硬件和出色的图形性能，Xbox的游戏体验可以在

Windows�10上体验。

能够帮助你录制和分享最佳游戏瞬间，查看其他好友动态

还可以将Xbox�One上的游戏stream到Windows�10设备

游戏&Xbox游
Windows 10 提供了其他操作系统无法比拟的游戏体验



Windows�10中Xbox
不论身处何处，你总能身处游戏乐趣之中，一切尽在Windows�10版Xbox应用。你的游戏、好友、成就和
更多内容都能随你游走于Xbox�One主机和Windows�10设备之间。Windows�10内建Xbox�Live功能，让
你随时随地接入全球顶级的游戏社区。

你的好友、游戏和成就，
随时连接

捕获、编辑和共享游戏
剪辑

体验更精彩的显示和游
戏性能

将Xbox�One游戏
Stream到你的Windows�

10设备
跨设备的多人游戏体验

• 在Windows�10�PC、平

板或手机的Xbox应用中，

你可以轻松获知好友正

• 只需要几秒钟，你就可

以在全新的Game�bar中

开始游戏剪辑。Game�

• DirectX�12技术、性能

优化和Xbox应用都令

Windows�10提供远超于

• 通过游戏Stream功能，

Windows�10进一步扩展

Xbox游戏体验。你可以

• 现在，跨Windows�10设

备和Xbox�One的多人游

戏体验成为可能。

10设备

在玩的游戏，也可以进

行多人聊天、追踪成就

或分享你最新的游戏剪

辑。

DVR功能被内建于

Windows�10，因此你可

以轻松记录和分享你最

喜爱的游戏片段。

以往的极佳游戏体验。

即使在现在的硬件设备

上，DirectX�12也能提

供高端的显示水平和极

在自家的无线网络里，

通过笔记本、台式机或

平板设备畅玩Xbox�One

游戏。 辑。 喜爱的游戏片段。 供高端的显示水平和极

佳的游戏性能提升。

游戏。



内置应用内置应用
Windows 10 预装了丰富的内置应用程序用于工作和娱乐

Windows 10 提供了像照片、地图、邮件和日历、音乐、视频、人脉等

开箱即用的应用。

它们可以在你的设备间无缝运行 还可以通过OneDrive同步你的内容它们可以在你的设备间无缝运行，还可以通过OneDrive同步你的内容

Windows�10�提供15�GB�的免费One�Drive云存储空间，你可以

在一个地方存储、管理你所有设备的文件

你的照片、音乐和文件汇集一处，随时随地在任何设备上都可以

找到它们

另外，你还可以轻松与他人分享、协作，即使它们没有OneDrive

OneDrive
使用OneDrive可以轻松保存访问和分享你的所有内容



Windows�10:�助你取得成就

熟悉而卓越 个性且自然的体验 跨设备协同工作 更多高效体验1 2 3 4

Edge浏览器：用你喜欢方式浏览网页。

Office：最高效操作系统中的最高效的办公软件。

多任务&虚拟桌面：分类、专注、高效工作的最佳方式。

商店&应用：一站购买精彩应用、游戏、音乐、视频。



Edge浏览器
Microsoft�Edge�提供更快、更好的网页浏览体验，阅读、

分享，甚至直接在网页上进行书写

Windows 10前所未有的Edge浏览器重新定义了网页，以给用户带来

快速流畅的浏览体验

它是唯一能够直接在网页上手写、键入并通过OneNote分析的浏览器

外 你 以获得 扰的舒 阅读体验另外，你还可以获得不受干扰的舒适阅读体验

无论你喜欢移动版的触控办公体验还是桌面版你所熟悉的成熟桌

面体验，Windows�10都能给你最佳Office体验

Office
Office�能与Windows�10�完美配合，是最高效的办公软件



多任务&虚拟桌面多任务 虚拟桌面
Windows�10�让你从未想象过的多任务处理成为可能

贴靠功能更加易用，将一个应用贴靠到屏幕的一侧Windows�会显示其

他已打开的应用程序。

通过合理布局 让你可以同时使用不同程序 最大化利用您的屏幕 还通过合理布局，让你可以同时使用不同程序。最大化利用您的屏幕，还

可以同时显示多达4个应用程序。

在应用商店中可以为你所有Windows设备获得应用。一处即可购

买应用、音乐、电影、电视节目等等

商店&应用
多台Windows设备，一个应用商店



Office在移动端的功能比较
功能点 Windows iOS Android 功能点 Windows iOS Android

最优化触控体验 与其他人协同工作

UI增强（触控界面、快速设置） Y TBD Y 协同编辑 Y Y CS

轻松访问我的文档 从OD、ODB、SP打开文档 Y Y Y

登陆 Y Y CS 从DropBox打开文档 Y Y Y

快速访问 Y Y Y 分享和演示文档

打开/高保真度 Y TBD Y 打印 Y Y Y

创建和编辑 Y Y Y 分享 Y Y Y

最佳阅读和审阅体验 演示者视图 Y Y CS

阅读/审阅（字体、兼容性） Y TBD Y 信息保护

导航/筛选/缩放 Y Y Y 密码保护 Y Y CS导航/筛选/缩放 密码保护

查看审阅 Y Y Y 商业智能（BI）

内嵌式查看 Y TBD TBD Power�BI Y CS N

随时随地编辑文档

个性化查看 Y Y Y

Y�– 已有功能
CS�– 即将到来
TBD – 尚未开发
N�– 不考虑的功能

个性化查看 Y Y Y

格式设置 Y Y Y

编辑 Y Y Y

公式 Y Y Y

字数统计 拼写检查 Y Y Y 不考虑的功能字数统计，拼写检查 Y Y Y

键盘 Y Y Y

工作表/表格操作 Y Y Y

帮助功能 Y TBD TBD



张鹏张鹏

张鹏是一个刚刚喜得贵子的繁忙老
爸爸。

每个星期，他都要有3天的时间在每个星期，他都要有3天的时间在
平面设计工作室里忙碌，而只有2
天的时间能够回家。

他不得不在尿布、公文包和宝宝之
间忙得团团转，分身乏术。

Availability and experience may vary by market and hardware.



胡锐

胡锐和她最好的朋友是一家小型

胡锐

胡锐和她最好的朋友是 家小
企业的管理者，负责一家园艺中
心的日常运营。

胡锐负责管理公司的网站和社交
网络，经常需要将一些花卉作品
的图片发布在网站上的图片发布在网站上。

Availability and experience may vary by market and hardware.



王亮
王亮刚被一所名牌大学的机械工
程专业录取。

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青少年社团，
每个月都会参加志愿者活动。

当他有空余时间时，他会和朋友
们保持联系 或者通过网络搜索们保持联系，或者通过网络搜索
当地的一些乐队演出信息。

Availability and experience may vary by market and hardware.



孙磊
孙磊是一个刚刚退居二线的幸福
爷爷，平日里，他会用相机来记
录下自己刚刚出生的小孙子的生录下自己刚刚出生的小孙子的生
活点滴，这使得他的闲暇时光充
满乐趣。

多年来他并没有购买一台新的电
脑，因为他觉得有太多麻烦复杂
的东西要学习。

Availability and experience may vary by market and hardware.



安娜
安娜是一个五年级数学俱乐部的
主席。

安娜

她非常爱好学习，会积极主动的
帮同学辅导功课帮同学辅导功课。

安娜也喜欢在她的业余时间里玩安娜也喜欢在她的业余时间里玩
一些益智类解密游戏。

Availability and experience may vary by market and hardware.



杨超是 个对新潮科技充满好奇
杨超
杨超是一个对新潮科技充满好奇
的极客，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使
用Windows。

他对新鲜的软件总是充满了好奇，
总是在软件正式发布之前就会尝总是在软件正式发布之前就会尝
试Beta版。

前不久王超的猫碰翻了一杯茶，
他的电脑从此报废了。

Availability and experience may vary by market and hardware.



Demo 1

熟悉
桌面,�任务栏,�开始菜单,�动态磁贴

熟悉



桌面

依然是你熟悉的桌面，所以

桌面

可以运行你的常用软件，完
成你想做的事情。

展示桌面。

打开一个应用程序展示，并
在桌面上拖动图标展示熟悉
的桌面。



任务栏

如果你习惯将常用程序固定

任务栏

固定的应用程序

在任务栏，现在你依然可以
这样操作，像以前一样轻松
访问。

展示任务栏和已固定的应用
程序。

在应用程序上单击右键，展
示如何将应用程序固定在任
务栏上。



开始菜单

开始菜单回归了，点击一下

开始菜单

即可找到你想要的应用。你
熟悉的程序列表就在开始菜
单左侧。

打开开始菜单，展示应用列
表。

开始菜单开始菜单 应用列表



动态磁贴

无需打开应用即可得知重要

动 磁贴

信息。

展示一些有趣的磁贴，比如
照片、邮件、音乐。

动态磁贴



动态磁贴

依照自己的喜好设置磁贴

动 磁贴

在开始菜单中将动态磁贴更
换位置，右键点击动态磁贴，
展示菜单中的更改大小、固
定和其他功能。

动态磁贴选项



Demo 2

卓越
贴靠,�虚拟桌面,�操作中心

卓越



贴靠

在你想要多任务工作时，贴

贴靠

靠功能能够帮助你让两个或
者更多应用在屏幕上合理排
列。

打开三个应用程序，将其中
一个应用贴靠在屏幕左侧或
右侧。
选择其他的程序贴靠在屏幕
另一侧。



贴靠

现在，你还可以将程序贴靠

贴靠

在屏幕的四个角，最多可以
贴靠4个应用程序。

将一个应用程序拖拽到屏幕
的一个角，并向顾客展示其
他后台程序。



虚拟桌面

想在你的设备上完成更多工

虚拟桌面

作？试试虚拟桌面吧，它能
帮助你确保工作和生活互不
影响；还能根据不同工作内
容指定不同桌面，让你的工
作更有条理！

点击任务视图，选择“添加
桌面”以创建新的桌面。

添加新的桌面



虚拟桌面

你需要多少桌面就能创建多

虚拟桌面

少桌面，而且你可以在他们
中轻松便捷的切换。

从屏幕左侧向内轻扫，选择
第一个桌面以展示在桌面间
切换的便捷。



操作中心

操作中心可以帮你在不占用

操作中

多余空间的情况下轻松解决
问题。

从屏幕右侧向内轻扫或点击
操作中心按钮。

轻松解决问题



操作中心

在操作中心可以对提醒做出

操作中

响应或忽略，无需中断手中
的工作，就像回复电子邮件
一样简单。还可一键找到常
用设置选项。

点击“展开”以展示可以自
定义的选项。

操作中心按钮



Demo 3DEVICE
SPECIFIC

REQUIRES
INTERNET

C
Cortana, Cortana的记事本

Cortana



Cortana

Cortana是一个贴合你的需
求的个性化智能助理。键入
你想搜索的内容或说：“你
好，小娜”以启用Cortana。

说 “你好，小娜”�或在搜索
栏键入 “我明天需要穿外套
吗?”�根据回应内容决定是
否穿外套并设置提醒。

Cortana 搜索栏



Cortana的记事本的记事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Cortana
越来越了解你，所以她会对
你越来越有帮助。她会把你
所有搜索过的内容都记在所有搜索过的内容都记在
“记事本”里。

打开Cortana的记事本。

Cortana 记事本



Cortana的记事本的记事本

你可以告诉Cortana你希望
或者不希望她记住的事，她
能在帮助你的同时尊重你的
隐私隐私。

展示个性化设置和隐私设置。

Cortana 隐私设置



Demo 4

自然的使用体验
语音,�触控笔,�手势

自然的使用体验



自然的使用体验自然的使用体验

无论你在做任何工作都可以
选择你喜欢的方式操作
Windows�10。

使用触控的方式打开
OneNote。展示在触控模式
下新建笔记依然便捷下新建笔记依然便捷。



自然的使用体验自然的使用体验

使用触控笔来添加笔记会使
你感到方便流畅。Windows�
使这项工作更加便捷。

使用触控笔书写或画图。



自然的使用体验自然的使用体验

如果想要传统PC的操作体验，
键鼠操作依然如你期待一般。

使用键鼠完成之前的笔记。



Demo 5

C i
你所在的界面总是最易用的。

Continuum



Continuum

无论你在使用桌面、客厅电
视、还是你的手机来体验
Windows�10，Continuum
总能使你的应用在任何设备总能使你的应用在任何设备
上完美展现和运行。

打开一款内置应用，在其他
尺寸的设备上打开同一应用。
（如果应用尺寸没有自动调（如果应用尺寸没有自动调
整可手动调整应用显示比例）



Continuum

你还可以切换至平板模式以
体验专门为触控优化的菜单
和任务栏。

在操作中心选择平板模式，
点击开始按钮以展示扩展后
的开始菜单的开始菜单。

平板模式



Continuum

轻松切换至桌面模式以获得
更好的键鼠使用体验。根据
需求选择平板模式或桌面模
式 C i 使模式转换式，Continuum使模式转换
简单流畅 。

选择桌面模式。

桌面模式



Demo 6REQUIRES
INTERNET

游戏 & b
Xbox�应用

游戏 & Xbox



Xbox应用应用

使用Windows�10获得更多
游戏之外的体验。登陆Xbox
应用与好友互动，追踪你的
成就 更简单的访问你收藏成就，更简单的访问你收藏
的游戏。

打开Xbox应用。展示主界面，
点击成就以查看所有成就列点击成就以查看所有成就列
表。

成就成就



Xbox应用应用

Game�DVR能够帮助你录制
和分享最佳游戏瞬间，查看
其他好友动态。

点击 G DVR 选择社区点击 Game�DVR�选择社区
以展示游戏精彩瞬间。

社区社区



Xbox应用应用

连接Xbox�One即可将你喜爱
的游戏同步到Windows�10�
设备。

点击连接，展示输入IP地址
的位置的位置。

连接



Demo 7REQUIRES
INTERNET

内置应用

邮件与日历邮件与日历



邮件应用邮件应用

直观的邮件应用帮助你与朋
友保持联系。

打开邮件应用并撰写一封新
的邮件。



邮件应用邮件应用

使用Word编辑功能精确呈现
你想要表达的内容。

展示ribbon功能区的编辑功
能。

编辑功能区编辑功能区



邮件应用邮件应用

全新导航栏能让你在邮件和
日历间无缝切换。

使用导航栏切换至日历应用使用导航栏切换至日历应用
以开始下一项演示。

日历日历



日历应用日历应用

使用日历应用能让你更加有
条不紊。轻松设置提醒，不
错过任何重要事项。

打开日历应用 设置 个看打开日历应用，设置一个看
医生的提醒。



邮件应用邮件应用

基于云连接，无论是
Windows还是其他设备，在
所有设备中都可以看到你的
提醒提醒。



Demo 8

内置应用

照片照片



照片应用照片应用

照片应用汇集了你的所有图
片，方便易用。

打开照片应用，选择一张图
片。



照片应用照片应用

使用增强功能即可一键优化
照片，你还可以将这一功能
设为自动运行。

使用增强功能来编辑照片使用增强功能来编辑照片。

增强



照片应用照片应用

照片应用还能帮你通过创建
相册来整理照片，因此你可
以省去照片分类的时间，有
更多时间来与好友分享照片更多时间来与好友分享照片。

展示相册功能。

相册



Demo 10REQUIRES
INTERNET

Mi f Ed
前所未有的浏览器

Microsoft Edge



Microsoft Edgeg

网页更美观，加载更快。现
在你可以使用Edge浏览器做
的更多！

打开并展示Ed 浏览器打开并展示Edge浏览器。



Microsoft EdgeMicrosoft Edge

切换至阅读模式以展示专注、
无干扰的更佳阅读体验。

将一篇文章切换至阅读模式。

阅读模式



Microsoft EdgeMicrosoft Edge

你还可以在网页上直接使用
标记功能对你感兴趣的部分
做标记或写下感受。

切换至阅读模式并作标记。

标记功能

A9



Microsoft EdgeMicrosoft Edge

轻松便捷的分享你的发现和
想法。

展示如何分享网页。

分享功能



Demo 11

Offi
跨设备

Office



Office

专为移动办公设计的Word,�
Excel和PowerPoint�的移动
应用已预装在手机和小尺寸
设备中设备中。

打开W d M bil 创建打开Word�Mobile,�创建一
个模板或空白文档。



Office

轻松创建文档，你还可以在
移动端阅读、浏览、编辑或
与他人分享。

在Word中展示ribbon功能
区中的功能。



Office

无论身在何处，无需键鼠即
可获得高效办公体验。

在文字或对象上长按以展示
专门为触控优化的右键菜单专门为触控优化的右键菜单。



Office

有了Windows�10，无论你
在任何尺寸的设备上使用
Office都能获得良好的视觉
体验体验。

更改Office显示比例以展示
Offi M bil 如何在不同尺Office Mobile如何在不同尺
寸设备中自动适应。

订阅Office�365即可使用所
有Office组件，获得更多高
效体验。



Demo 12REQUIRES
INTERNET

Wi d 应用商店
应用,�音乐,�视频,�游戏

Windows应用商店



应用商店应用商店

无论是平板电脑、手机还是
Xbox，在应用商店中可以为
你的所有Windows设备获取
最新应用 多个设备 种最新应用。多个设备，一种
体验！

访问应用商店。



应用商店应用商店

在下载或购买前你可以选择
一个应用并查看介绍、评分
和应用截图。

展示应用信息并告知如何购
买安装。



竞争优势

Windows 10Windows 10
对比 Android



Windows的竞争优势Windows的竞争优势

一致的
跨设备体验

可靠的
安全保障

丰富多彩的
桌面应用

无微不至的
“家庭安全”

兼容你的硬件
设备 跨设备体验安全保障 桌面应用家庭安全设备



竞争优势

Windows 10Windows 10
对比 Mac



Windows的竞争优势Windows的竞争优势

物超所值自然的
交互操作

更多选择一致的
用户体验

兼容你的硬件
设备 交互操作 用户体验设备



版本介绍Windows 10 版本介绍



Windows 10 桌面版本

• 原始设备厂商(OEM)
预装

• 更具个性化的熟悉体验
• 全新浏览器带来卓越的线上体验• 消费者与自带设备（BYOD�）用

Windows 10 

家庭版

版本 受众 权益 获取渠道

• 原始设备厂商(OEM)

• 在线下载渠道(ESD)

• 设备与应用程序管理

• 高效有序的创新体验
• 实时获取最新安全与功能更新

户家庭版

Windows 10 ( )
预装

• 在线下载渠道(ESD)
• 批量授权(VL)

• 对远程与移动场景的支持
• 企业云技术
• 经过广泛市场验证的高品质更新

Windows 10 

专业版 • 小型、规模较小的中型企业

• 大中型企业 • 批量授权(VL)
• 增强的安全性
• 设备与应用程序的综合性管理方案
• 最具灵活性的操作系统(OS)部署与更新控制2

• 微软桌面优化方案套装 (MDOP) 2

Windows 10 

企业版

• 教育机构、 学生、老师以及管理
员

• 批量授权(VL)
• 包含Windows�10�企业版所有特性
• 简化Windows�10�家庭版的升级与部署流程

Windows 10 

教育版
1. Windows 7/Windows 8.1 设备在Windows 10 推出的第一年，通过Windows Update 完成免费升级
2. 要求具备软件保障（SA）



Windows 10商用版本介绍（桌面版本）

• 大中型企业

Windows 10 企业版

• 增强的安全性
• 最具灵活性的操作系统（OS）部署与更新控制

• 批量许可（VL）
最具灵活性的操作系统（OS）部署与更新控制

• 设备与应用程序的综合性管理方案
• 微软桌面优化方案套装 (MDOP)

Windows 10 专业版

• 小企业、规模较小的中型企业 • 设备与应用程序管理
• 对远程与移动场景的支持

• 批量许可（VL）
• 原始设备厂商（OEM）预装

Wi d 10 家庭版

• 企业云技术
• 经过广泛市场验证的高品质更新

• 零售/在线下载渠道（ESD）
• 免费升级

Windows 10 家庭版

• 消费者与自带设备（BYOD）用户 • 更具个性化的友好体验
• 全新浏览器提供卓越的线上体验
• 高效有序的创新体验

• 原始设备厂商（OEM）预装
• 零售/在线下载渠道（ESD）
• 免费升级• 高效有序的创新体验

• 实时获取最新安全与功能更新
• 免费升级



Windows 10 商用特性

Windows 10 

企业版
Windows 10

专业版
Windows 10

家庭版
• 允许控制与拦截新式应用更新
• 允许拦截未注册设备

企业版
• 商用应用商店

专业版 家庭版

允许拦截未注册设备
• 细致的用户体验控制与锁定
• 缓解哈希传递攻击（使用基于硬件的Hyper-V 

隔离）
• 设备卫士

• Private Catalog
• 集成用户/应用状态漫游的Azure AD加入以及单

点登陆至云端应用程序与数据
• 企业数据保护

基于VPN的应用程序控制
• 旁加载(Side-loading)

设备
• 通过组策略或移动设备管理（MDM）进行遥测

控制
• Long Term Servicing 支持
• Windows To Go

• 基于VPN的应用程序控制
• 延长更新接受时间
• 允许通过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管理更

新
• 域加入和组策略/活动目录

• 移动设备管理(MDM)

• 下一代身份认证(NGC)

• 更新到达时第一时间进行自动系统更新

• 设备加密
• DirectAccess
• AppLocker
• BranchCache
• 基于组策略的开始屏幕控制

• 域加入和组策略/活动目录
• BitLocker
• 企业模式IE(EMIE)
• 指定访问(Assigned Access)
• 远程桌面

• 设备加密

• 基于硬件的安全性

• 虚拟桌面基础架构(VDI)
• 远程桌面



更加个性化的计算体验
Windows 10 企业价值主张

抵御新型安全威胁 创新管理功能 最佳生产力 创新商业设备

基于硬件安全技术，更好的抵御恶
意软件。
安全启动

最符合您需求的管理解决方案。
移动设备管理（MDM）
组策略

基于不同设备类型的熟悉体验。
开始菜单
Continuum

借助Windows创新功能，提升
现有计算机体验。
强大的鼠标键盘支持
硬件兼容性

安全的公司身份验证，有效抵御新
型威胁。
“Microsoft Passport”“虚拟安全

模式生物识别技术

淘汰格式化重装的传统方式。
动态配置
就地升级

借助通用应用程序 全面提升生

在任何Windows设备上皆可无
缝运行的应用。
Windows通用应用程序

跨Windows设备的强大生产力

细微的用户体验（UX）控制

更多Windows创新设备。
二合一设备
Surface 系列产品

任意位置上企业数据的安全管理。
企业数据保护（通用Office与Office 
for desk 为移动及桌面设备提供全
面支持）

借助通用应用程序，全面提升生
产力。
专用目录
加入Azure AD（桌面和手机设备）
企业私有商店

跨Windows设备的强大生产力。
Office for Windows

更卓越的现代网页体验。
更强大的兼容性。

Surface 系列产品
Lumia 系列产品

新一代Windows设备提供全新
生产力体验。

保护设备免受恶意软件攻击。
Device Guard 

为移动办公者提供更加安全的应用

保持设备安全性以及实时技术更
新。
Windows即服务

Microsoft Edge
Internet Explorer 11

Surface Hub    
HoloLense

为移动办公者提供更加安全的应用
程序访问。
安全的远程连接



更加个性化的计算体验
Windows 10 消费者价值主张

熟悉而强大的操作体验 更具个性化 更加友好 跨设备运行 更有效率

熟悉的用户体验：任何人都能迅
速成为专家。
熟悉

作为您真正的个人数字助理，她
变得更加智能、实用。
Cortana

最佳屏幕体验。
Continuum

最强大的内置游戏 图形及

为您量身定制的网页浏览体验。
Microsoft Edge

运行于最佳生产力操作系统上的
Windows 提供更强大的兼容性，
包括您现有的常用软件。
兼容

令现有设备运行更流畅

Windows 能够轻松识别用户，支
持通过面部识别进行登陆的功能。
Windows Hello

快速浏览最重要的内容

最强大的内置游戏、图形及
Xbox 体验。
游戏 & Xbox

卓越的内置应用程序，玩转所
有Wi d 设备

运行于最佳生产力操作系统上的
最佳生产力套件。
Office

更有序、更专注、更高效。
多任务处理与虚拟桌面令现有设备运行更流畅。

性能

Windows通过持续更新，为您
提供无忧体验。

快速浏览最重要的内容。
开始& 动态磁贴

您的个性，轻松选择。
语音、触控笔、手势

有Windows设备。
内置应用程序

全部文件，轻松存储。
OneDrive

多任务处理与虚拟桌面

您的一站式商店，涵盖最优秀的
应用程序、游戏、音乐以及视频。
Windows 应用商店及应用程序提供无忧体验。

安全性
语音、触控笔、手势 O e e do s 应用商店及应用程序



家庭版 专业版 企业版桌面系统特性一览
域加入和组策略管理

Windows 7 / Windows 8.1 企业版特性
Windows 7 /Windows 8.1

现有特性差别

业务线应用(LOB)旁加载(Side-loading)
移动设备管理(MDM)支持

A AD 加入
Windows 10

Azure AD 加入

商用应用商店

Private Catalog
细致的用户体验控制与锁定

理和部署

Microsoft 通行证

企业数据保护(EDP)Windows 10

安全性 缓解哈希传递攻击(使用虚拟安全模式)
设备卫士

安全性

Windows 10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 Current Branch for Business
获取Long Term Servicing Branch

Windows 10
Windows as a Service、

持与权益



“获取最新版本” 升级规划

现有操作系统（OS） 目标升级版本 RTW RTW + 1 年

Windows 7 家庭普通版 家庭高级版

Windows 8/8.1
Windows 10 

家庭版
Windows 7 家庭普通版、 家庭高级版

Windows 8/8.1 专业版 Wi d 10

付费
批量许可（VL）

/ESD 升级

Windows 7 专业版、旗舰版

Windows 8/8.1 专业版 Windows 10 
专业版

免费* 

Windows 7 企业版 Windows 10 
企业版

付费
有效的Windows SA

Windows 8/8.1 企业版 企业版 有效的Windows SA 



升级及正版化信息升级及正版化信息

1. 正版Windows的“免费”升级说明

2 运行非正版操作系统设备的正版化途径2. 运行非正版操作系统设备的正版化途径

3. 正版与非正版 Windows 10 相关资料设计原则

4. 区域合作伙伴行动呼吁



背景：正版 Windows 

激活 vs. 未激活
运行非正版操作系

激活 激活
正版

• 设备是否使用有效产品密钥或许可激活？ 运行非正版操作系
统的设备面临桌面
水印提示与功能缺

失问题
正版化方案需涵盖

正确授权

正确授权 vs. 错误授权

• 设备是否遵循授权条款？

正版化方案需涵盖
包括软件获取、授
权以及所有权在内

的所有方面• 设备是否遵循授权条款？
(如：通过批量许可
产品进行升级的设
备需具备专业版基备需具备专业版基

础系统)



非正版Windows升级说明

• 运行非正版Windows的设备将不具备“免费”升级资格

（激活失败或篡改许可进行激活）

激活 激活
正版

（激活失败或篡改许可进行激活）

• 非 正 版 Windows 可 通 过 在 线 下 载 渠 道 （ ESD ） 以 及

正确授权未激活设备将面临桌
面水印或全屏通知以

及功能缺失问题
正版化方案需涵

Windows 正版化产品等付费方案进行升级

• 通过OEM合作伙伴为中国等市场区域提供正版化升级活动

版化方案需涵
盖包括软件获取、
授权以及所有权
在内的所有方面

• 运行非正版操作系统的设备将面临与非正版Windows 8

一致的桌面水印提示与功能缺失问题

(如：购买批量授
权产品要求具备
专业版基础系统)致 桌 印提 功 缺失 题



运行非正版Windows的设备可通过付费方案升级至正版
WindowsWindows

运行非正版Windows的设备可通过在线下载渠道（ESD）以及Windows 正版化产
品等付费方案获得正版Windows 10 。与早期Windows升级与发布体验一致。



Windows 10 非正版相关资料设计原则

1. 简化正版 Windows 10 获取体验

您可以通过 Universal Store 购买正版 Windows您可以通过 Universal Store 购买正版 Windows

2. 正版与非正版 Windows 对比正版与非正版 对比

非正版系统的永久桌面水印

设置界面永久显示的激活信息

运行非正版Windows的设备无法更改个性化设置 (开始屏幕、背景、颜色、运行非正版Windows的设备无法更改个性化设置 (开始屏幕、背景、颜色、

锁屏等)



升级通知推送



登陆官网预订



Appendix:�Windows�10升级安装步骤

4.接受许可条款 5.确定是否保留Windows设置以及个人文件和应用后
，点击“安装”



令人惊喜的全新设备

Microsoft�HoloLens 未来全系体验 Microsoft�Surface�H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