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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管理团队
以合理的解决方案提升团队协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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棣南新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于团队的的运作都有其独特的诠释。在小型企业或工作室，员工座

位相邻便于沟通；然而较大且彼此相连的工作环境则需要依靠各种通讯工具才能与其

它部门、营业处或海外人员联系。这些通讯工具各具优势，却缺乏统一的管理平台，

使用者必须手动协调来自各方的信息，甚至可能会发生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弥补的错误

传统上，中大型企业使用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处理数据、整理各种信

息并帮助决策；但ERP昂贵的售前支持费用、长期的维护成本以及繁琐、耗时的整合过

程，使得对青睐其强大功能的中小企望而却步。

不过，仍然有许多取代传统 ERP 的替代方案。如以网页为基础的 EIP 和电子商务软件包

只需少许费用就能使用部分功能。虽然市面上充斥着形态、目的各异的解决方案，但

对于精打细算的管理人员来说，确切了解实际需求才是做出最佳选择的第一步。

前言

未使用统一解决方案的企业通常会使用免费服务来满足基本沟通需求，例如 Skype™、

WhatsApp或LINE。虽然这些服务使用方便且广受青睐，但仍有三项不可以忽视的负面

因素： 

传统的做法和缺陷

在这份指南中，我们将介绍7项 Teampel成为理想解决方案的优点。

安全性 组织和搜索 管理能力

这些服务器可能设置在海外，但却
拥有您全部的通讯记录，并可能不
受贵国的管辖权所规范
 
混合企业与私人社交网络可能造成
工作专注度下降与潜在的信息安全
漏洞
 
多年来，已发生多起备受关注的信
息安全事件
 
比起热门的云端服务，自己部署的
服务器并不醒目，也相对安全

难以整理通过app分享的文件，特
别是在智能手机

在计算机/智能手机手动传送文件，
不但耗费时间也降低生产力

多数免费的app无法支持关键词搜
索文件

在聊天app与服务上很难建立并维护
企业组织架构

使用电子邮件和聊天信息管理工作
时，大量的数据容易造成混淆

企业无法控制个人帐户，也无法掌
握数据的交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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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用Teampel？
各大组织机关在日常工作时可
能会遇到以下问题：

电子邮件往返越多，重点越模糊，理解所
需的时间越长
多数免费的app没有强大的搜索功能
沟通使用app会分散注意力并容易引起
信息泄露
团队没有管理项目的软件
无法随时了解他人当前任务以及进度
需要让整个团队获知某个重要变动
工作上需要可控的app在移动设备上保
持联系



此外，使用Active Directory的企业能够将既有的组织架构导入Teampel，无需再逐一

新建帐号；若企业需要取得较佳的扩展性，也可以利用商业网络服务（例如AWS 或

Microsoft Azure）部署Teampel。

1.快速上手

Teampel服务端设置完成后，您可以从                           、360手机助手、百度手机助手或

App Store下载Teampel app，通过智能手机登录。Teampel app不仅具备简单快捷的

操作界面，还可以发送即时消息、查看组织架构、保存项目聊天以及共享文件。

Teampel具备数据整合与协作的优势，将会是取代聊天app与电子邮件的最佳选择。

Teampel服务器与客户端支持以下平台：

2. 跨平台支持

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轻松完成Teampel的部署并快速开始工作。导入新系统的过

程往往需要一段适应期并可能影响到当前的工作流程，例如训练课程、IT会议或无法预

期的操作错误，都可能占用您的宝贵时间、引起工作延期或生产力下降。而Teampel

的部署，您仅需要四个步骤便可轻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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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使用Teampel的步骤

新建使用账号 公司服务器IP 安裝Teampel客户端
与登录安裝Teampel

Google  Play

服务器端

客户端

管理端

．服务器+MySQL（Windows/Linux）
．服务器+SQLite

．Windows客户端
．IOS、Android客户端

．Web后台管理系统

http://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zeon.teampel
http://zhushou.360.cn/detail/index/soft_id/3068612
http://shouji.baidu.com/software/item?docid=7898574%20
http://itunes.apple.com/cn/app/teampel/id943696067


由于企业规模和产品类别的影响，执行项目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完成目标并保证效率和质量。无论是较大规模的产品发布或更新活动网页，项目管理

都能帮助您完善细节，按时完成任务。

除聊天、共享文件和新建任务外，您还可以查看项目动态、添加附注跟踪重要任务或

使用甘特图导览工作进度。如果要更换计算机或中途加入项目组，也可以使用「同步

历史」功能从服务器同步所有的历史聊天记录。

Teampel 是一套能帮助企业高效管理项目的专业软件。您可以将 Teampel 与当前工作

流程融合或在组织内部新建工作流程。一般来说，凡是需要在一定时限内必须完成的

产品或服务，都可以创建项目以及相关任务。例如前期规划、工作组织、人员推动和

资源管理等。

4.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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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典型的项目规划步骤

开始
规划

监控

执行

结束

Teampel提供给企业创建和管理私有云的权力，无需再将企业的机密数据存放在第三

方服务器。常见的通讯软件和云端服务会在服务器传输数据时自动备份，而且提供商

也无法保证数据永久安全。例如，未知的服务器漏洞可能导致数据外泄，在海外运行

的服务器也可能引起复杂的法律问题。从2013年Adobe黑客攻击事件导致3800万名用

户帐户和密码遭窃，到2014年名人照片外泄风波，类似的数据安全危机再次证明：即

使是知名的云端服务供货商，也可能沦为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相较于易受黑客觊觎的主流云端空间，支持自主部署的Teampel可以降低黑客入侵的

风险。Teampel 采用 RSA 和 RC4 加密技术保护传输资料，并能够限制存取数据库的用

户，更进一步为企提供信息安全保障 。

3. 资料自主

1

新建项目的步骤如下：
1.新建项目
2.新增项目成员
3.新建任务（设置任务名称、描述、参与者、
　截止时间和提醒通知）
4.在项目中聊天与共享文件
5.更新任务进度并填写工作日志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24740873


Teampel 后台管理系统能帮助您高效管理 Teampel 相关信息。部分类似的解决方案需

要 IT 专业人员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完成部署和后期维护。但Teampel让这些操作变得

更加简单，无需IT专业人员的协助也能轻松管理。例如，您只需简单的创建部门和添加

相关人员即可快速完成公司组织架构的创建；或者修改权限设置，使部分人员无法创

建项目或发送广播消息。 

5. 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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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Teampel的主要管理功能

组织架构

便捷的权限控制

更改使用者密码

统一执行版本升級

（支持Active Directory导入）

收集统计信息
清除信息、导入信息

当市场上大多数类似的产品都集中于Web端，Teampel仍然坚持走桌面应用的路线。

为了实现云端管理，一般的协作软件都采用浏览器/服务器架构。但是，以管控比较严

格的企业环境为例，桌面应用具有无法替代的4项优势：

6.生产力始于桌面

对于专业的办公软件而言，桌面应用在速度与功能上比Web应用

更加稳定和有效。Web应用受限于浏览器开发，通常只能拥有少

部分功能，而且速度随时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大

多数人会使用桌面版Microsoft Office而不是Web版；重视效率的

企业选择桌面应用（如Outlook）来管理电子邮件而不是浏览器

的原因所在。

与断网就失去作用的Web应用相比，您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仍然

可以使用Teampel查看并分析存放在电脑中的数据或新建项目与

笔记。这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非常有用，比如您在飞机上工作。

可靠度：

断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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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pel 另一项优势是具备灵活的部署能力。您可以将 Teampel 部署到局域网，外部

人员通过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访问；也可以部署到广域网，为外部人员创建

访客帐号，实现跨组织协作。换句话说，Teampel给与您100%的自主权决定数据保存

位置，而这个特色在市场上并不常见。

7.弹性部署 

图4：内部网络与互联网部署Teampel的差异

Teampel
(內部网络)

Teampel
(互联网)

授权人员
以VPN存取

內部网络
成员

管理员 管理员

成员

访客账号

● 保障机密数据的安全
● 分隔内部网络与因特网
● 为授权成员设置VPN

● 创建访客帐号与外部人员沟通
● 通过互联网随时存取Teampel

一些功能，比如远程连接与多人视频/语音会议，只能通过桌面应

用完成。

桌面应用与API可以完美的配合，如Outlook、Office、Evernote

能够有效的连接，而这样的便利性在其它应用付之阙如。

桌面专有功能：

更加强大的整合能力：



对于尚未实行项目管理或创建统一沟通平台的中小企业，Teampel是一套价格实惠并

能迅速部署的解决方案。现在的企业已逐渐意识到，相较于深度整合所需要的成本与

适应期，选择一个合理、可靠的解决方案才是提高生产力、控制支出的关键。如果您

仍在评估团队协作软件对企业生产力的影响，Teampel将会是您开始体验的最好选择。

立即使用Teampel创建完善的团队管理机制  > www.teampel.com

价格咨询 > sales@teampel.com

结论

www.teampel.com

若有任何需求，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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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pel 的故事
棣南新宇于 1993 年成立，并在同年投入开发 PDF 技术。于 2005 年，有感于众多企业客户
的需求，公司建立了一支新团队并开始研发企业协作软件。多年之后，Teampel 现在已是个
聪明、精实的解决方案，为广大的公司与组织使用，而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希望以低资源、
低成本在短时间内提升团队合作效率。现在，让我们一起加入 TP 人的社群中，一齐加速团队
运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