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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云 IT 体系结构资源
2020/2/1 •

摘要：摘要：  了解 Microsoft 标识、安全性、网络和混合的核心云体系结构概念。查看使用 Microsoft 云时保护文件、标识
和设备的指导建议。了解如何使用 Windows 10 和 Office 专业增强版部署新式安全桌面。

这些体系结构工具和海报提供有关 Microsoft 云服务的信息，其中包括 Office 365、Windows 10、Microsoft
Intune、Microsoft Dynamics 365 以及本地混合和云解决方案。IT 决策者和架构师可以使用这些资源来确定其工作
负载的理想解决方案，并做出有关核心基础结构组件的决策，如标识和安全性。

面向企面向企业业架构架构师师的的  Microsoft 云系列云系列

面向企业架构师的 Microsoft 云标识
面向企业架构师的 Microsoft 云安全性
面向企业架构师的 Microsoft 云网络
面向企业架构师的 Microsoft 混合云
常见攻击和保护组织的 Microsoft 功能
Microsoft 365 企业版底层基础结构
Microsoft 云租户到租户迁移的体系结构方法

Microsoft 365 企企业业版解决方案系列版解决方案系列：

面向 IT 架构师的 Microsoft 365 中的 Microsoft Teams 和相关生产力服务
面向 IT 架构师的 Microsoft 365 中的组
Office 365 的标识和设备保护
Office 365 中的文件保护解决方案
符合 GDPR 的 Office 365 信息保护
Microsoft 针对政治宣传活动、非营利组织和其他敏捷性组织的安全指南
Microsoft 电话解决方案
通过 Microsoft 部署新式安全桌面

请将你的想法告诉我们！向我们 (cloudadopt@microsoft.com) 发送电子邮件。

  ##面向企业架构师的 Microsoft 云系列

这些云体系结构海报提供有关 Microsoft 云服务的信息，其中包括 Office 365、Azure Active Directory、Microsoft
Intune、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 以及本地混合和云解决方案。IT 决策者和架构师可以使用这些资源来确
定其工作负载的理想解决方案，并做出有关核心基础结构组件的决策，如标识和安全性。

 ###面向企业架构师的 Microsoft 云标识

关于使用 Microsoft 云服务和平台为组织设计标识，IT 架构师需要了解的信息。

mailto:cloudadopt@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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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包含：

面向企面向企业业架构架构师师的的  Microsoft  Microsoft 云安全性云安全性

项项 说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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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包含：

面向企面向企业业架构架构师师的的  Microsoft  Microsoft 云网云网络络

项项 说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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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包含：

面向企面向企业业架构架构师师的的  Microsoft  Microsoft 混合云混合云

Microsoft 云标识简介
Azure AD IDaaS 功能
将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帐户与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
将目录组件放入 Azure
Azure IaaS 中适用于工作负载的域服务选项

 

关于 Microsoft 云服务和平台的安全性，IT 架构师需要了解的信息。

Microsoft 在提供安全服务和平台方面的作用
客户在降低安全风险上肩负的责任

顶级安全认证

Microsoft 咨询服务提供的安全产品/服务

 

关于 Microsoft 云服务和平台的网络，IT 架构师需要了解的信息。

发展你的云连接网络

Microsoft 云连接的常见元素
面向 Microsoft 云连接的 ExpressRoute
为 Microsoft SaaS、Azure PaaS 和 Azure IaaS 设计网络

 

关于 Microsoft 服务和平台的混合云，IT 架构师需要了解的信息。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443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4586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2/3/8/238228e6-9017-4f6c-bd3c-5559e6708f82/msft_cloud_architecture_identity.vsd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4431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812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207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2071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8121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edia/network-poster/msft_cloud_architecture_networking.pdf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edia/network-poster/msft_cloud_architecture_networking.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network-poster/msft_cloud_architecture_networking.vs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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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包含：

常常见见攻攻击击和保和保护组织护组织的的  Microsoft  Microsoft 功能功能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该海报展示了常见攻击的路径，并说明了哪些功能有助于在攻

击的每个阶段阻止攻击者。 

Microsoft 365 Microsoft 365 企企业业版底版底层层基基础结础结构构

ITEM 说说明明

 

联机查看 | PDF 

此海报概述了底层基础结构的各个阶段，包括目标、功能和工

具、设计决策、配置结果、载入及持续监视和更新。 

Microsoft Microsoft 云租云租户户到租到租户户迁移的体系迁移的体系结结构方法构方法

Microsoft 的云产品（SaaS、Azure PaaS 和 Azure IaaS）及
它们的常用元素

Microsoft 云产品的混合云体系结构
Microsoft SaaS (Office 365)、Azure PaaS 和 Azure IaaS
的混合云方案

 

了解最常见的网络攻击以及 Microsoft 在攻击的每个阶段如何帮助组织。

 

快速了解 Microsoft 365 Enterprise 的底层基础结构以开始部署。

本系列主题阐述了合并、收购、剥离和其他可能会导致你迁移到新云租户的方案的几种体系结构方法。 这些主题提
供了有关规划的起点指南。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edia/hybrid-poster/msft_cloud_architecture_hybrid.pdf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edia/hybrid-poster/msft_cloud_architecture_hybrid.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hybrid-poster/msft_cloud_architecture_hybrid.vsdx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a/c/facfc1e9-fa35-4df1-943c-8d4237b4275b/msft_cloud_architecture_security_commonattacks.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a/c/facfc1e9-fa35-4df1-943c-8d4237b4275b/msft_cloud_architecture_security_commonattacks.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a/c/facfc1e9-fa35-4df1-943c-8d4237b4275b/msft_cloud_architecture_security_commonattacks.vsdx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deploy-foundation-infrastructure
https://aka.ms/m365efoundinfraposter
https://aka.ms/m365efoundinfraposter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microsoft-365-docs/raw/public/microsoft-365/enterprise/media/deploy-foundation-infrastructure/microsoft365enterprisefoundinfr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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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包含：

Microsoft 365 企业版解决方案系列

面向面向  IT  IT 架构架构师师的的  Microsoft 365  Microsoft 365 中的中的  Microsoft Teams  Microsoft Teams 和相关生和相关生产产力服力服务务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Microsoft 提供了一系列生产力服务，这些服务协同工作，提供
数据治理、安全性和符合性相关功能的协作体验。 

此系列图示展示了企业架构师生产力服务的逻辑体系结构，以

Microsoft Teams 为主导。

面向面向  IT  IT 架构架构师师的的  Microsoft 365  Microsoft 365 中的中的组组

商业方案到体系结构方法的映射

设计注意事项

单事件迁移流

分阶段迁移流

租户移动或拆分流

 

Microsoft 365 企业版解决方案系列介绍了如何实现 Microsoft 365 功能，尤其是其中一些跨技术的功能。

Microsoft 365 中生产力服务的逻辑体系结构，以 Microsoft Teams 为主导。

对于 Microsoft 365 中的组，IT 架构师需要了解的信息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downloads/microsoft-365-tenant-to-tenant-migration.pdf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downloads/microsoft-365-tenant-to-tenant-migration.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downloads/microsoft-365-tenant-to-tenant-migration.vsdx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downloads/msft-m365-teams-logical-architecture.pdf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downloads/msft-m365-teams-logical-architecture.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downloads/msft-m365-teams-logical-architecture.vsdx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这些图示详细介绍了不同类型的组，如何创建和管理这些组，以

及一些治理建议。

Office 365 Office 365 的的标识标识和和设备设备保保护护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 更多语言 

请务必在数据、标识和设备中使用一致的保护级别。本文档介绍

可与保护标识和设备功能相媲美的功能的详细信息。 

Office 365 Office 365 中的文件保中的文件保护护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请务必在数据、标识和设备中使用一致的保护级别。本文档介绍

可与保护 Office 365 中的文件功能相媲美的功能的详细信息。 

针对针对  GDPR  GDPR 的的  Office 365  Office 365 信息保信息保护护

 

用于保护访问 Office 365 设备、其他 SaaS 服务以及使用 Azure AD 应用代理发布的本地应用的标识和设备的推荐
功能。

 

在 Office 365 中基于三种不同的敏感度级别来保护文件的推荐功能。

针对发现、分类、保护和监视个人数据的指导性建议。该解决方案以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为例，但用户可以采
用同一流程实现对许多其他条例的符合性。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downloads/msft-m365-groups.pdf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downloads/msft-m365-groups.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downloads/msft-m365-groups.vsdx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03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65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657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032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52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004320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8/9/789645a5-bd10-4541-bc33-f8d1eff5e911/msft_cloud_architecture_o365 file protection.vsdx


  

  

项项目目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若要以文章格式查看此内容，请参阅符合 GDPR 的 Office 365
信息保护。

Microsoft Microsoft 针对针对政治宣政治宣传传活活动动、非、非营营利利组织组织和其他敏捷型和其他敏捷型组织组织的安全指南的安全指南

项项目目 描述描述

Microsoft 针对针对政治宣政治宣传传活活动动的安全指南的安全指南  

 
PDF | Visio 

本指南以政治宣传活动的组织为例，可将本指南用作任何环境

的起点。 

Microsoft 针对针对非非营营利利组织组织的安全指南的安全指南  

 
PDF | Visio 

本指南经过略微修订，适用于非盈利组织。例如，引入了 Office
365 非盈利组织版计划。该技术指南与政治宣传活动解决方案
指南相同。 

Microsoft Microsoft 电话电话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本指南介绍了如何实现安全的云环境。该解决方案指南可供任何组织使用。并且对带有 BYOD 访问权限和来宾帐户
的敏捷型组织提供了更多帮助。可使用本指南作为设计自己环境的起点。

本指南包括测试实验室指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针对政治宣传活动、非营利组织和其他敏捷型组织
的安全指南。

当你开始在 Microsoft 云中使用 Teams 时，Microsoft 支持多种选项。此海报可帮助你确定哪种 Microsoft 电话解决
方案（云端的电话系统或本地企业语音）适合你组织中的用户，以及你的组织如何连接到公用电话交换网 (PSTN)。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e/c/d/ecd5a339-ef10-4420-b3a9-99098884d716/msft_cloud_architecture_information protection for gdpr.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e/c/d/ecd5a339-ef10-4420-b3a9-99098884d716/msft_cloud_architecture_information protection for gdpr.vsdx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office-365-information-protection-for-gdpr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b/4/d/b4d520c3-4d0c-4b4d-bfb9-09f0651c2775/msft_cloud_architecture_security for political campaigns.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b/4/d/b4d520c3-4d0c-4b4d-bfb9-09f0651c2775/msft_cloud_architecture_security for political campaigns.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b/4/d/b4d520c3-4d0c-4b4d-bfb9-09f0651c2775/msft_cloud_architecture_security for political campaigns.vsdx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4/3/94389612-c679-4061-8df2-d9a15d72b65f/microsoft_cloud architecture_security for nonprofits.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4/3/94389612-c679-4061-8df2-d9a15d72b65f/microsoft_cloud architecture_security for nonprofits.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4/3/94389612-c679-4061-8df2-d9a15d72b65f/microsoft_cloud architecture_security for nonprofits.vsdx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microsoft-security-guidance-for-political-campaigns-nonprofits-and-other-agile-o


通通过过  Microsoft  Microsoft 部署新式安全桌面部署新式安全桌面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此模型包含：

另请参阅

 
PDF | Visio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此海报文章：Microsoft 电话解决方案。

 

关于在 Windows 10 上部署和管理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更新，IT 架构师需要了解的信息。

从 Microsoft 云部署 Windows 10 和 Office 专业增强版
使用 Microsoft Endpoint Configuration Manager 部署
Windows 10 和 Office 专业增强版
从 Microsoft 云管理 Windows 10 和 Office 专业增强版
的更新

使用 Microsoft Endpoint Configuration Manager 管理
Windows 10 和 Office 专业增强版的更新
Windows 10 现成的其他保护功能

SharePoint、Exchange、Skype for Business 和 Lync 的体系结构模型

云采用测试实验室指南 (TLG)

安全解决方案

混合解决方案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skypeforbusiness/blob/live/teams/downloads/telephony-solutions/microsoft-telephony-solutions-12-18.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skypeforbusiness/blob/live/teams/downloads/telephony-solutions/microsoft-telephony-solutions-12-18.vsdx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hybrid/msft-telephony-solu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987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4/e/9/4e90e227-770a-41d1-99fe-925a64d81a55/msft_modern_secure_desktop.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4/e/9/4e90e227-770a-41d1-99fe-925a64d81a55/msft_modern_secure_desktop.vsdx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security-solution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hybrid-solutions


SharePoint、Exchange、Skype for Business 和 Lync 的
体系结构模型
2019/11/8 •

TIPTIP

摘要：摘要：  获取介绍 SharePoint、Exchange、Skype for Business 和 Lync 的体系结构模型、部署和平台选项的 IT 海报。

这些 IT 海报介绍了 SharePoint、Exchange、Skype for Business 和 Lync 的体系结构模型和部署选项，并提供了在
Microsoft Azure 中部署 SharePoint 的设计信息。

通过 Office 365，可以将用户熟悉的协作和通信服务作为基于云的服务提供。不论是维护本地部署还是使用 Office
365，用户体验保持不变，但存在一些例外。此统一的用户体现使得决定在何处放置每个工作负载以及在何处提出
问题变得简单直接，例如：

如何确定选择哪个平台选项用于各个工作负载？

将任何服务保留在内部部署是否有意义？

混合部署合适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Microsoft Azure 如何适应图片？

Azure 中的 Office 服务器工作负载所支持的配置是什么？

此页上的大多数海报都有多种语言，包括中文、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朝鲜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牙语。若要下

载其中一种语言的海报，请单击相应海报的更多更多语语言言链接。

请将你的想法告诉我们！向我们 (cloudadopt@microsoft.com) 发送电子邮件。

此页面链接到下列海报：

体系体系结结构模型海构模型海报报  可以使用这些资源确定 SharePoint 2016 和 Skype for Business 2015 的理想平台和配
置。

Microsoft 2016 SharePoint 体系结构模型

Office 365 的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

SharePoint Server 2016 数据库

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 2015 体系结构模型

平台平台选项选项海海报报  可使用这些资源确定 SharePoint 2013、Exchange 2013 和Lync 2013 的理想平台和配置。

SharePoint 2013 平台选项

Exchange 2013 平台选项

Lync 2013 平台选项

Azure 解决方案海解决方案海报报中的中的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可以使用 IT 海报确定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工作负载的设计和配置。

Microsoft Azure 中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2013 的 Internet 站点

mailto:cloudadopt@microsoft.com


体系结构模型海报

Microsoft SharePoint 2016 Microsoft SharePoint 2016 体系体系结结构模型构模型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 更多语言 

此 IT 海报介绍了业务决策者和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了解的
SharePoint Online、Microsoft Azure 和 SharePoint 本地配置。 

- SharePoint Online (SaaS) – 通过服务型软件 (SaaS) 订阅模
型使用 SharePoint。 
- SharePoint 混合混合  – 按你自己的步调将 SharePoint 网站和应
用移到云。 
- Azure 中的中的  SharePoint (IaaS) – 将你的本地环境扩展到
Microsoft Azure 中并在其中部署 SharePoint 2016 服务器。（建
议用于高可用性/灾难恢复和开发/测试环境。）
- SharePoint 本地部署本地部署  – 规划、部署、维护和自定义你维护的
数据中心中的 SharePoint 环境。 

Office 365 Office 365 的的  OneDrive  OneDrive 和和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此海报是 Office 365 中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多
地理位置功能的一页概述。此模型包括：

- 优势 
- 部署步骤 
- 示例配置 

有关 Office 365 中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多地理
位置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单击此处。 

SharePoint Server 2016 SharePoint Server 2016 数据数据库库

设计示例：Microsoft Azure 中的 SharePoint 2013 Internet 站点

SharePoint 灾难恢复到 Microsoft Azure

这些 SharePoint 2016 和 Skype for Business 2015 的新 IT 海报，提供了一种以轻松打印形式比较各种部署方法的
方式。每张海报都提供了所有配置或平台的可用选项列表，并针对每个选项提供了以下信息：

概述概述  平台的简短摘要，包括概念图。

最适用于最适用于  非常适用于特定平台的常见方案。

许许可要求可要求  部署所需的许可证。

体系体系结结构任构任务务  架构师需要做出的决定。

IT 专业专业人人员员任任务务或或职责职责  IT 员工需履行的日常职责。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2650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4/f/a/4fa0f94b-ee2f-41db-a047-d9864fef41e9/sharepoint2016architecturalmodels.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4/f/a/4fa0f94b-ee2f-41db-a047-d9864fef41e9/sharepoint2016architecturalmodels.vsdx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2650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multi-geo-odb.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multi-geo-odb.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multi-geo-odb.vsdx
https://aka.ms/onedrivemultigeo


项项 说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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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IT 海报是 SharePoint Server 2016 数据库的快速参考指南。
每个数据库都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 大小 
- 扩展指南 
- I/O 模式 
- 要求： 

第一页包含 SharePoint 系统数据库和具有多个数据库的服务应
用程序。第二页显示了具有单个数据库的所有服务应用程序。

有关 SharePoint Server 2016 数据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harePoint Server 2016 中的数据库类型和说明 

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 2015 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 2015 体系体系结结构模型构模型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 更多语言 

本海报介绍了业务决策制定者和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了解的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本地、混合、云 PBX 及与 Exchange
和 SharePoint 配置的集成。 

它旨在使 IT 专业受众了解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
Skype for Business 本地可以利用的不同的基本体系结构模型。 

从最适合组织需求和未来计划的配置开始。根据需要考虑并使

用其他配置。例如，你可能要考虑与 Exchange 和 SharePoint 集
成，或者考虑与利用 Microsoft 云 PBX 产品/服务的解决方案集
成。 

平台选项海报

SharePoint 2013 平台选项

 

这些 SharePoint 2013、Exchange 2013 和 Lync 2013 的 IT 海报以大型海报形式提供了一种总体比较各种部署方法
的方式。每张海报都提供了所有配置或平台的可用选项列表，并针对每个选项提供了以下信息：

概述概述  平台的简短摘要，包括概念图。

最适用于最适用于  非常适用于特定平台的常见方案。

许许可要求可要求  部署所需的许可证。

体系体系结结构任构任务务  架构师需要做出的决定。

IT 专业专业人人员员任任务务或或职责职责  IT 员工需履行的日常职责。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041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5/d/d5dc1121-8bc5-4953-834f-1b5bb03eb691/dbrefguidesps2016_tabloid.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5/d/d5dc1121-8bc5-4953-834f-1b5bb03eb691/dbrefguidesps2016_tabloid.vsdx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041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technical-reference/database-types-and-descrip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022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7/4/7741262c-a60d-41f7-863b-99bf5964fbfe/skype for business architectural models.pdf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7/4/7741262c-a60d-41f7-863b-99bf5964fbfe/skype for business architectural models.vsd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022


项项 说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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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业务决策者 (BDM) 和架构师，此模型介绍了 SharePoint
2013、Office 365 中的 SharePoint、与 Office 365 的本地混合、
Azure 以及仅本地部署的平台选项。它包括每个体系结构的概
述、建议、许可证要求，以及每个平台的架构师和 IT 专业人员任
务列表。重点介绍了有关 Azure 的多个 SharePoint 解决方案。

有关此海报的可访问文本版本，请访问可访问关系图 -
Microsoft SharePoint 2013 平台选项. 

Exchange 2013 平台选项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 更多语言 

此模型面向 BDM 和架构师，说明了 Exchange 2013 的可用平
台选项。客户可以从使用 Office 365 的 Exchange Online、混合
Exchange、Exchange Server 本地和托管 Exchange 中进行选
择。此海报包括每个体系结构选项的详细信息，包括每个选项最

理想的方案、许可要求和 IT 专业人员的职责。

有关此海报的可访问文本版本，请访问可访问关系图 -
Microsoft Exchange 2013 平台选项. 

Lync 2013 平台选项

项项 说说明明

 
PDF | Visio | 更多语言 

此模型面向 BDM 和架构师，说明了 Lync 2013 的可用平台选
项。客户可以从使用 Office 365 的 Lync Online、混合 Lync、
Lync Server 内部部署和托管 Lync 中进行选择。此 IT 海报包括
每个体系结构选项的详细信息，包括每个选项最理想的方案、许

可要求和 IT 专业人员的职责。 

Azure 解决方案中的 SharePoint 海报

Microsoft Azure Microsoft Azure 中使用中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2013  SharePoint Server 2013 的的  Internet  Internet 站点站点

 

 

 

这些 IT 海报以大型海报形式说明了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2013 的基于 Azure 的解决方案。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033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2459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24593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0332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accessible-diagrammicrosoft-sharepoint-2013-platform-op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267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874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8742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2676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accessible-diagrammicrosoft-exchange-2013-platform-op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7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183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1839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77


项项 说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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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海报概述了 Azure 中面向 Internet 的站点的关键设计活动和
建议体系结构选择。有关此海报的可访问文本版本，请参阅可访

问关系图 - Microsoft Azure for SharePoint 2013 中的 Internet
站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 Microsoft Azure 中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2013 的 Internet
站点 
- 用于 SharePoint 2013 的 Microsoft Azure 体系结构 

设计设计示例：示例：Microsoft Azure Microsoft Azure 中的中的  SharePoint 2013 Internet  SharePoint 2013 Internet 站点站点

项项 说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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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设计示例作为起点，在 Azure 中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构建你自己的面向 Internet 的站点。有关此海报的可访问
文本版本，请参阅可访问关系图 - 设计示例：Microsoft Azure
for SharePoint 2013 中的 Internet 站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 Microsoft Azure 中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2013 的 Internet
站点 
- 用于 SharePoint 2013 的 Microsoft Azure 体系结构 

SharePoint SharePoint 灾灾难难恢复到恢复到  Microsoft Azure Microsoft Azure

项项 说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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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IT 海报显示了 Azure 中的灾难恢复环境的体系结构原则。有
关此海报的可访问文本版本，请参阅可访问关系图 - Microsoft
Azure 的 SharePoint 灾难恢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 Microsoft Azure 中的 SharePoint Server 2013 灾难恢复 
- 用于 SharePoint 2013 的 Microsoft Azure 体系结构 

另请参阅

 

 

 

云应用和混合解决方案

Microsoft 云 IT 体系结构资源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99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255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2551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992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accessible-diagraminternet-sites-in-microsoft-azure-for-sharepoint-2013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internet-sites-in-microsoft-azure-using-sharepoint-server-2013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icrosoft-azure-architectures-for-sharepoint-2013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99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254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2548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991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accessible-diagramdesign-sample-internet-sites-in-microsoft-azure-for-sharepoint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internet-sites-in-microsoft-azure-using-sharepoint-server-2013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icrosoft-azure-architectures-for-sharepoint-2013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99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255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2554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993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accessible-diagramsharepoint-disaster-recovery-to-microsoft-azur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sharepoint-server-2013-disaster-recovery-in-microsoft-azur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icrosoft-azure-architectures-for-sharepoint-2013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loud-adoption-and-hybrid-solutions


云采用测试实验室指南 (TLG)

混合解决方案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hybrid-solutions


规划 Office 365 企业版
2019/11/8 •

使用 Office 365 FastTrack 进行规划

NOTENOTE

自行规划 Office 365

NOTENOTE

当您将企业组织迁移到 Office 365 时，需要预先规划并做出关键设计决策，以简化 IT 部署和用户采用情况，这一点
非常重要。

FastTrack For office 365是获取 Microsoft 有关规划 Office 365 部署的帮助的最佳方法。 FastTrack 可帮助您完成最
常见的设计考虑，还可以回答问题。

你也可以从Microsoft 合作伙伴获取帮助。

若要自行规划 Office 365，请逐步完成对以下领域的规划和设计决策：

Office 365 租户

包括规划与 Internet 的网络连接、Office 365 标识，以及与应用、内部部署、Azure 和其他元素的集成。 从这
里开始。

对客户端的支持

包括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移动设备管理、身份验证选项和租户间协作。 从这里开始。

支持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包括在使用关键 Office 365 的混合配置时规划新式验证。 从这里开始。

较旧的 Office 客户端和服务器

包括 Office 2007 和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产品的迁移信息。 从这里开始。

您也可以将此过程用于Microsoft 365 企业版订阅。

您还可以登录到 Office 365 订阅，并使用office 365 服务的部署顾问。

https://docs.microsoft.com/fasttrack/o365-fasttrack-benefit-for-office-365
https://www.microsoft.com/solution-providers/home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针对 Microsoft 云产品/服务的订阅、许可证、帐户和
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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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结构的元素

组织组织

订阅订阅

摘要：摘要：  了解 Microsoft 云产品/服务中组织、订阅、许可证、用户帐户和租户的关系。

为确保跨其云产品/服务使用一致的身份和帐单，Microsoft 提供了组织、订阅、许可证和用户帐户的层次结构。

Microsoft Office 365
Microsoft Azure
Microsoft Intune 和企业移动性 + 安全性 (EMS)
Microsoft Dynamics 365

Microsoft 365 将 Office 365、EMS 和 Windows 10 企业版合并为一个订阅和一组集成服务。

以下是层次结构的元素：

组织表示使用 Microsoft 云产品/服务的业务实体，通常由一个或多个公共域名系统 (DNS) 域名（如 contoso.com）
标识。组织是订阅的容器。

订阅是与 Microsoft 就使用一个或多个 Microsoft 云平台或服务签订的协议，其费用基于每个用户许可证费用或云
资源使用累计。

Microsoft 基于软件即服务 (SaaS) 的云服务（Office 365、Intune/EMS 和 Dynamics 365）按用户收取许可证费
用。

Microsoft 的平台即服务 (PaaS) 和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云服务 (Azure) 根据云资源使用量收取费用。

你也可以使用试用版订阅，此订阅会在一定时间后或使用费用后过期。你可以将试用版订阅转换为付费订阅。

组织可订阅多个 Micrososft 云服务。 图 1 显示了一个组织，其具有多个 Office 365 订阅、一个 Intune 订阅、一个
Dynamics 365 订阅以及多个 Azure 订阅。

图图  1：：组织组织的多个的多个订阅订阅示例示例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


许许可可证证

对于 Microsoft 的 SaaS 云服务，许可证允许特定用户帐户使用云产品的服务。 作为订阅的一部分，你可以每月支
付固定的费用。 管理员将许可证分配给订阅中的各个用户帐户。 对于图 2 中的示例，Contoso 公司订阅了具有 100
个许可证的 Office 365 企业版 E5，允许最多 100 个单个用户帐户使用 Office 365 企业版 E5 的功能和服务。

图图  2：：组织组织基于基于  SaaS 的的订阅订阅内的内的许许可可证证

对于基于 Azure PaaS 的云服务，软件许可证是服务定价的一部分。

对于基于 Azure IaaS 的虚拟机，使用在虚拟机映像上安装的软件或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其他许可证。某些虚拟机映
像安装了授权版软件，并且成本包括在服务器的每分钟费率中。例如，SQL Server 2014 和 SQL Server 2016 的虚
拟机映像。

某些虚拟机映像安装了试用版应用程序，在试用期过后需要其他软件应用程序许可证。例如，SharePoint Server



用用户帐户户帐户

租租户户

层层次次结结构的摘要构的摘要

2016 试用版虚拟机映像包括预安装的试用版 SharePoint Server 2016。若要在试用版过期后继续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2016，你必须从 Microsoft 购买 SharePoint Server 2016 许可证和客户端许可证。这些费用与 Azure 订阅是
分开的，而运行虚拟机的每分钟费率仍然适用。

所有 Microsoft 云服务的用户帐户均存储在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租户中，其中包含用户帐户和组。 通过使
用基于 Windows 服务器的服务 Azure AD Connect，Azure AD 租户可与你现有的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 (AD
DS) 帐户同步。 这叫做目录同步。

图 3 显示了某个组织使用包含组织帐户的常见 Azure AD 租户进行多个订阅的示例。

图图  3：：组织组织使用同一使用同一  Azure AD 租租户进户进行的多个行的多个订阅订阅

对于 SaaS 云服务，租户是承载提供云服务的服务器的区域位置。例如，Contoso 公司选择欧洲地区为其巴黎总部
的 15,000 名工作人员托管其 Office 365、EMS 和 Dynamics 365 租户。

Azure PaaS 服务和在 Azure IaaS 中托管的基于虚拟机的工作负荷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 Azure 数据中心拥有租
户。在创建 Azure PaaS 应用或服务或 IaaS 工作负荷的元素时，应指定 Azure 数据中心（称为位置）。

Azure AD 租户是包含帐户和组的 Azure AD 的特定实例。Office 365、Dynamics 365 或 Intune/EMS 的付费或试用
版订阅包括免费的 Azure AD 租户。此 Azure AD 租户不包括其他 Azure 服务，且与 Azure 试用版或付费订阅不
同。

以下是快速回顾：

组织可进行多个订阅

订阅可具有多个许可证

许可证可分配给各个用户帐户

用户帐户存储在 Azure AD 租户中

此处为一个有关组织、订阅、许可证和用户帐户关系的示例。



合并多个 Microsoft 云服务的订阅

OFFICE 365 AZURE INTUNE/EMS DYNAMICS 365

Office 365 NA 从 Azure 门户向你的
组织添加 Azure 订阅。 

从 Microsoft 365 管理
中心向你的组织添加

Intune/EMS 订阅。 

从 Microsoft 365 管理
中心向你的组织添加

Dynamics 365 订阅。 

Azure 向你的组织添加

Office 365 订阅。 
NA 向你的组织添加

Intune/EMS 订阅。 
向你的组织添加

Dynamics 365 订阅。 

Intune/EMS 向你的组织添加

Office 365 订阅。 
从 Azure 门户向你的
组织添加 Azure 订阅。 

NA 向你的组织添加

Dynamics 365 订阅。 

Dynamics 365 向你的组织添加

Office 365 订阅。 
从 Azure 门户向你的
组织添加 Azure 订阅。 

向你的组织添加

Intune/EMS 订阅。 
NA 

该组织由其公共域名识别。

具有用户许可证的 Office 365 企业版 E3 订阅。

具有用户许可证的 Office 365 企业版 E5 订阅。

具有用户许可证的 EMS 订阅。

具有用户许可证的 Dynamics 365 订阅。

多个 Azure 订阅。

常见 Azure AD 租户中的组织的用户帐户。

多个 Microsoft 云服务订阅可使用同一 Azure AD 租户作为通用标识提供程序。 包含本地 AD DS 的同步帐户的中
心 Azure AD 租户可为组织提供基于云的标识即服务 (IDaaS)。

图图  4：适用于：适用于组织组织的同步本地的同步本地帐户帐户和和  IDaaS

图 4 显示了如何将常见的 Azure AD 租户用于 Microsoft 的 SaaS 云产品、Azure PaaS 应用以及 Azure IaaS 中使用
Azure AD 域服务的虚拟机。Azure AD Connect 将本地 AD DS 林与 Azure AD 租户同步。

下表介绍了如果已经订阅一种类型的云服务（标签在第一列下），而要添加其他云服务的订阅（跨列），如何合并多个

Microsoft 服务。



另请参阅

后续步骤

为组织添加基于 Microsoft SaaS 的服务订阅的简便方法是通过管理中心来完成：

1. 使用全局管理员帐户登录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 (https://admin.microsoft.com)。

2. 从“管理中心”**** 主页的左侧导航栏，依次单击“帐单”**** 和“购买服务”****。

3. 在“购买服务”**** 页上，购买你的新订阅。

管理中心将 Office 365 订阅的组织和 Azure AD 租户分配到基于 SaaS 的云产品的新订阅。

使用与你的 Office 365 订阅相同的组织和 Azure AD 租户添加 Azure 订阅：

1. 使用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帐户登录到 Azure 门户 (https://portal.azure.com)。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订阅”****，然后单击“添加”****。

3. 在“添加订阅”**** 页上，选择一项服务并完成付款信息和协议。

如果分别购买 Azure 和 Office 365 订阅并且希望从 Azure 订阅访问 Office 365 Azure AD 租户，请参阅将现有
Azure 订阅添加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中的说明。

Microsoft 云 IT 体系结构资源

SharePoint、Exchange、Skype for Business 和 Lync 的体系结构模型

混合解决方案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https://admin.microsoft.com
https://portal.azur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fundamentals/active-directory-how-subscriptions-associated-directory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hybrid-solutions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2019/11/20 •

NOTENOTE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旨在让世界各地的客户能够使用 internet 连接连接到服务。 随着服务的演变，Office 365 的安全性、性能
和可靠性根据使用 internet 的客户建立与服务的连接而得到改进。

计划使用 Office 365 的客户应评估其现有和预测的 internet 连接需要作为部署项目的一部分。 对于企业级部署，可
靠性和适当调整的 internet 连接性是使用 Office 365 功能和方案的关键部分。

根据您的大小和偏好，许多不同的人员和组织可以执行网络评估。 评估的网络范围也可能因您在部署过程中所处的
位置而异。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执行网络评估所需的内容，我们生成了一个网络评估指南，帮助您了解可用的选
项。 此评估将确定要将哪些步骤和资源添加到部署项目，以使您能够成功采用 Office 365。

全面的网络评估将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实现网络设计难题以及实现详细信息。 一些网络评估将显示，与 Office
365 的最佳网络连接可适应现有网络和 internet 出口基础结构的次要配置或设计更改。

某些评估将指示到 Office 365 的网络连接需要在网络组件中进行额外的投资。 例如，跨分支机构和多个地理区域的
企业网络可能需要在 SD WAN 解决方案或优化的路由基础结构中进行投资，以支持到 Office 365 的 internet 连接。
有时，评估会指示与 Office 365 的网络连接受法规或对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媒体质量等场景的性能要求的影
响。 这些额外要求可能会导致 internet 连接基础结构、路由优化和专用直接连接的投资。

帮助您评估网络的一些资源：

有关 Office 365 网络的概念性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述。
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了解用于安全管理 Office 365 流量和获得最佳性能的连接原则。
注册Microsoft FastTrack以获取有关 Office 365 规划、设计和部署的引导式协助。
请参阅下面的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部分，运行基本的连接测试，这些测试提供有关可在给定用户位置和
Office 365 之间进行的网络连接改进的具体指导。

需要 Microsoft 授权才能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Microsoft 会检查每个客户请求，并且仅在客户的规章要求要
求直接连接时，才会授权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如果您有这样的要求，请提供指向您所解释的法规的文本摘
录和 web 链接，这意味着在从Office 365 请求的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请求中需要直接连接才能开始 Microsoft 评审。 尝试
为 Office 365 创建路由筛选器的未授权订阅将收到一条错误消息。

规划 Office 365 的网络评估时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点：

Office 365 是一种通过公共 internet 运行的安全、可靠、高性能的服务。 我们将继续投资，以增强服务的这些
方面。 所有 Office 365 服务均可通过 internet 连接获得。

我们将不断优化 Office 365 的核心方面，如可用性、全局覆盖和基于 internet 的连接的性能。 例如，许多
Office 365 服务利用一组扩展的面向 internet 的边缘节点。 此边缘网络为通过 internet 的连接提供最佳的邻
近度和性能。

在考虑将 Office 365 用于任何包含的服务（如团队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语音、视频或会议功能）时，
客户应完成端到端网络评估，并使用Microsoft FastTrack满足连接要求。

如果您正在评估 Office 365，并且不确定从哪里开始进行网络评估，或者发现您需要帮助解决的网络设计难题，请与
你的 Microsoft 帐户团队合作。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edia-quality-and-network-connectivity-performance-in-skype-for-business-onlin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www.microsoft.com/fasttrack
https://aka.ms/o365erreview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181709
https://www.microsoft.com/fasttrack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是一种概念证明（POC）网络评估工具，可对 office 365 租户运行基本的连接测试，并为最
佳的 office 365 性能提供具体的网络设计建议。 该工具突出显示了常见的大型企业网络外围设计选项，这些选项对
于 Internet web 浏览很有用，但会影响大型 SaaS 应用程序（如 Office 365）的性能。

网络载入工具执行以下操作：

检测您的位置，也可以指定要测试的位置

检查网络出口的位置

测试最近的 Office 365 服务前盖的网络路径
使用可下载的 Windows 10 应用程序提供高级测试，这些应用程序将提供与代理服务器、防火墙和 DNS 相关的
外围网络设计建议。 该工具还运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Microsoft 团队、SharePoint Online 和 Exchange
Online 的性能测试。

该工具包含两个组件：一个用于收集基本连接信息的基于浏览器的 UI，以及一个可运行高级测试并返回其他评估数
据的可下载的 Windows 10 应用程序。

基于浏览器的工具显示以下信息：

"结果和影响" 选项卡

详细信息和解决方案选项卡

正在使用的服务前盖地图上的位置

其他服务前盖地图上的位置，可提供最佳连接能力

与附近的其他 Office 365 客户相比的相对性能

按城市和国家/地区的用户位置
按城市、州和国家/地区的网络出口位置
用户进入网络传出距离

Office 365 Exchange Online 服务前盖位置
用户位置的最佳 Office 365 Exchange Online 服务前端门（s）
使用更好的性能的大都市区域内的客户

高级测试下载应用程序提供以下附加信息：

"详细信息和解决方案" 选项卡（追加）

对多个特定于功能的终结点的连接性测试

包含适用于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团队服务的 tracert 和延迟数据的网络路径诊断

用户的默认网关

客户端 DNS 服务器
客户端 DNS 递归解析器
Exchange Online DNS 服务器
SharePoint Online DNS 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标识

媒体连接检查

媒体质量数据包丢失

媒体质量延迟

媒体质量抖动

媒体质量数据包重新排序

您可以阅读有关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的信息，并在更新的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 POC 中提供反馈，其中包
含新的网络设计建议博客文章。 有关此工具的未来更新和其他 Office 365 网络更新的信息将发布到Office 365 网
络博客。

https://aka.ms/netonboard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updated-office-365-network-onboarding-tool-poc-with-new-network/m-p/711130#m130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bd-p/office365networking


另请参阅

以下是可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 https://aka.ms/o365networkconnectivity。

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aka.ms/o365networkconnectivity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有关连接到 Office 365 服务的网络设备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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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的一部分。

NOTENOTE

确定网络容量

WAN 加速器

硬件和软件负载平衡设备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摘要摘要：介绍用于连接到 Office 365 的网络容量、WAN 加速器和负载平衡设备的注意事项。

一些网络硬件可能对受支持的并发会话数量有限制。 对于拥有多于2000个用户的组织，我们建议他们监视其网络
设备，以确保他们能够处理额外的 Office 365 服务流量。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监控软件可帮助您执行此操
作。

内部部署传出 Internet 代理设置还会影响到适用于客户端应用程序的 Office 365 服务的连接。 您还必须将网络代
理设备配置为允许与 Microsoft 云服务 Url 和应用程序建立连接。 每个组织都不同。 若要了解 Microsoft 如何管理
此过程以及我们预配的带宽量，请阅读案例研究。

以下 Skype for Business 帮助文章包含有关 Skype for Business 设置的详细信息：

对适用于管理员的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登录错误进行故障排除

无法连接到 Skype for business，或某些功能不起作用，因为本地防火墙阻止了连接

虽然这些设置中的许多都是 Skype for Business，但有关网络配置的一般指导对所有 Office 365 服务都很有用。

连接上存在的每个网络设备都具有其容量限制。 这些设备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网络适配器、路由器、交换机和与之
互连的集线器。 足够的网络容量意味着它们都没有饱和。 监视网络活动是有助于确保所有网络设备上的实际负载
小于其最大容量的关键。 网络容量影响代理设备性能。

在大多数情况下，Internet 连接带宽设置流量限制。 高峰时段的性能较低可能是由于 Internet 链接使用过多而导致
的。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分支机构应用场景，其中分支机构代理服务器计算机通过低速广域网（WAN）链接连接到分
支总部的代理设备。

若要测试网络容量，请在代理网络接口上监视网络活动。 如果它的网络接口的最大带宽超过75%，请考虑增加不充
分的网络基础结构的带宽。 或者，考虑使用高级功能，例如 HTTP 压缩。

如果您的组织使用广域网络（WAN）加速代理设备，则在访问 Office 365 服务时可能会遇到问题。 你可能需要优化
你的网络设备或设备，以确保你的用户在访问 Office 365 时具有一致的体验。 例如，Office 365 服务对某些 Office
365 内容和 TCP 标头进行加密。 你的设备可能无法处理此类流量。

阅读我们关于将WAN 优化控制器或流量/检查设备与 Office 365 结合使用的支持声明。

您的组织需要使用硬件负载平衡器（HLB）或网络负载平衡（NLB）解决方案将请求分发到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

https://aka.ms/tune
https://www.microsoft.com/itshowcase/article/content/631/optimizing-network-performance-for-microsoft-office-365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set-up-skype-for-business-online/troubleshooting-sign-in-errors-for-admin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43625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2690045


防火墙和代理

另请参阅

验证服务（AD FS）服务器和/或 Exchange 混合服务器。 负载平衡设备控制到内部部署服务器的网络通信。 在帮助确
保单一登录和 Exchange 混合部署的可用性方面，这些服务器至关重要。

我们提供了一个内置在 Windows Server 中的基于软件的 NLB 解决方案。 Office 365 支持此解决方案以实现负载
平衡。

有关配置防火墙和代理以连接到 Office 365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阅读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评估 office 365 网络
连接和office 365 终结点常见问题解答以了解有关设备和电路选择的详细信息。

Office 365 服务的部署顾问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4088321-1c89-4b96-9c99-54c75cae2e6d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Office 365 的网络和迁移规划
2019/11/20 •

本文是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的一部分。

有关为 Office 365 和其他 Microsoft 云平台和服务优化网络的
步骤，请参阅适用于企业架构师的 Microsoft 云网络海报。

估计网络带宽要求

测试现有网络

针对 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提高迁移性能的最佳做法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本文包含有关网络规划和测试以及迁移到 Office 365 的信息的链接。

在首次部署或迁移到 Office 365 之前，您可以使用这些主题中的信息来估计所需的带宽，然后测试并验证是否有足
够的带宽来部署或迁移到 Office 365。

 

使用 Office 365 可能会提高组织的 internet 电路的利用率。 务必要确定当前可用的带宽量是否足以处理在完全部
署 Office 365 时的估计增加，同时留下至少20% 的容量来处理最空闲的天数。

若要估计带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评估将使用每个 Internet 出口的客户端数量。 让我们的多 terabit 网络能够处理尽可能多的连接。

2. 确定哪些 Office 365 服务和功能将可供客户端使用。 您可能拥有不同的服务或使用情况配置文件的用户组。

3. 测量客户端的引导组的网络使用情况。 确保试点客户端代表组织中的人员的不同配置文件以及不同的地理
位置。 您可以针对Exchange和Skype for business的旧计算器或我们在自己的网络上执行的案例研究，对结
果进行交叉检查。

4. 使用试点组中的度量来推断整个组织的需求，并在对网络进行任何更改之前，重新测试以验证评估。

   

网网络络工具。工具。  测试和验证你的 Internet 带宽，以确定下载、上传和延迟限制。 这些工具将帮助您确定用于迁移的网络
功能以及在完全部署之后的功能。

Microsoft 消息分析器：消息分析器是用于对网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有效工具。 消息分析器捕获、显示和分
析基于协议的邮件通信和系统消息。 消息分析程序还允许您导入、聚合和分析日志和跟踪文件中的数据。

Microsoft 远程连接分析器：测试 Exchange Online 环境中的连接性。

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Microsoft 支持和恢复助理解决 Outlook 和 Office 365 问题。

 

深入了解这些最佳做法，以了解有关改进 Office 365 体验的详细信息。

1. 想要立即开始帮助你的用户吗？ 有关在慢速网络上使用 office 365 的最佳实践，请参阅在网络不合作时使用

https://aka.ms/tune
https://aka.ms/cloudarchnetworking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2155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21551
https://www.microsoft.com/itshowcase/article/content/631/optimizing-network-performance-for-microsoft-office-365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649776.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17243
https://diagnostics.office.com/#/download?env=soc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fd16c8d2-4799-4c39-8fd7-045f06640166


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参考

另请参阅

office 365 的提示（包括 SharePoint Online、Exchange Online 和 Lync online）。 本文链接到 TechNet 和
Support.office.com 上的内容加载以优化 Office 365 体验，其中包括有关自定义网页的简单方法以及如何设
置 Internet Explorer 设置以实现最佳 Office 365 体验的信息。

2. 阅读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了解用于安全管理 Office 365 流量和获得最佳性能的连接原则。 本文将帮助
您了解有关安全优化 Office 365 网络连接的最新指南。

3. 通过仔细管理 Windows 更新的日程安排，提高邮件迁移性能。 您可以成批更新客户端计算机，并确保在迁
移到 Office 365 之前更新所有客户端计算机，以控制网络带宽的使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为Office 365
手动更新和配置桌面，以获取最新更新。

4. Office 365 网络流量在被视为受信任的 Internet 服务时执行得最佳，并允许绕过大部分传统筛选和扫描，以
避免某些组织将网络流量置于不受信任的 Internet 服务中。 这通常包括删除出站处理（如代理用户身份验证
和数据包检查），并确保使用正确的网络地址转换（NAT）和足够的带宽容量来处理已增加的 Internet 的本地
出口。网络请求。 有关配置网络以将 Office 365 作为受信任的 Internet 服务在网络上进行处理的其他指导，
请参阅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5. 确保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转到 Office 365 的其他流量会导致出站代理连接的增加以及通过 TLS/SSL 的
安全通信的增长。

6. 如果出站代理要求用户身份验证，则可能会遇到连接速度慢或功能丢失的情况。 绕过 Office 365 域的身份验
证要求可以降低此开销。

7. 如果有大量共享日历和邮箱，您可能会看到从 Outlook 到 Exchange 的连接数增加。 例如，对于使用的每个
共享日历，Outlook 客户端可能会打开多达两个附加连接。 在这种情况下，请确保出站代理可以处理连接，
或者绕过代理连接到适用于 Office 365 for Outlook 的连接。

8. 确定公共 IP 地址支持的最大设备数以及如何在多个 IP 地址之间实现负载平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与
Office 365 的 NAT 支持。

9. 如果要检查来自网络上的计算机的出站连接，则绕过对 Office 365 域的此筛选可提高连接性和性能。 此外，
绕过出站检查通常无需进行单个 Internet 出口，并为 Office 365 发来的网络请求启用本地 Internet 出口。

10. 某些客户发现内部网络设置可能会影响性能。 指向 Internet 的最大传输单位（MTU）大小、网络自动协商或
自动检测以及子最佳路由等设置是常见的外观。

 这些主题包含详细的 Office 365 网络参考信息。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客户端连接

内容分发网络

Office 365 的外部域名系统记录

Office 365 服务中的 IPv6 支持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Office 365 视频网络常见问题（FAQ）

有关连接到 Office 365 服务的网络设备的计划

Office 365 服务的部署顾问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gp/office-2013-365-updat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external-domain-name-system-records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office-365-video-networking-faq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Office 365 标识模型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2019/12/17 •

Office 365 标识模型

仅仅限云的限云的标识标识 混合混合标识标识

定定义义 用户帐户仅存在于适用于 Microsoft 365
订阅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租户中。

用户帐户存在于 AD DS 中，并且副本也
位于 Microsoft 365 订阅的 Azure AD 租
户中。 Azure AD 中的用户帐户也可能包
含用户帐户密码的哈希版本。

Microsoft 365 如何如何对对用用户户凭据凭据进进行行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Microsoft 365 订阅的 Azure AD 租户将
使用云标识帐户执行身份验证。

Microsoft 365 订阅的 Azure AD 租户可
以处理身份验证过程，也可以将用户重

定向到另一个标识提供程序。

最适用于最适用于 不具有或不需要本地 AD DS 的组织。 使用 AD DS 或其他标识提供程序的组
织。

最大好最大好处处 易于使用。 无需额外的目录工具或服务
器。

在访问本地或基于云的资源时，用户可

以使用相同的凭据。

仅限云的标识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这是 Office 365 订阅附带的基于云的用户标识和身份验证服
务，用于管理 Office 365 的标识和身份验证。 正确配置标识基础结构是管理组织的 Office 365 用户访问和权限的
关键。

开始之前，请观看此视频，了解有关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365 的标识模型和身份验证的概述。

您的第一次规划选择是 Office 365 身份模型。

若要规划用户帐户，首先需要了解 Microsoft 365 中的两个标识模型。 您可以仅在云中维护组织的标识，也可以维
护内部部署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标识，并在用户访问 Microsoft 365 云服务时使用它们进行身份验
证。

下面是两种类型的标识及其最佳优势。

仅限云的标识使用仅存在于 Azure AD 中的用户帐户。 云标识通常由没有本地服务器或不使用 AD DS 来管理本地
标识的小型组织使用。

下面是仅限云身份的基本组件。

https://www.microsoft.com/videoplayer/embed/re2pjwu


管理管理

混合标识

内部部署和远程（联机）用户使用其 Azure AD 用户帐户和密码来访问 Office 365 云服务。 Azure AD 根据其存储用
户帐户和密码对用户凭据进行身份验证。

由于用户帐户仅存储在 Azure AD 中，因此，可以使用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和 Windows PowerShell 等工具管理
云标识，其中包含适用于 Graph 模块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

混合标识使用源自内部部署 AD DS 的帐户，并在 Microsoft 365 订阅的 Azure AD 租户中拥有副本。 但是，大多数
更改仅以单向方式流动。 对 AD DS 用户帐户所做的更改将同步到其在 Azure AD 中的副本。 但是，在 Azure AD
中对基于云的帐户所做的更改（例如，新用户帐户）不会与 AD DS 同步。

Azure AD Connect 提供了持续的帐户同步。 它在本地服务器上运行，检查 AD DS 中的更改，并将这些更改转发到
Azure AD。 Azure AD Connect 提供了筛选要同步的帐户以及是否同步用户密码的哈希版本（称为密码哈希同步
（PHS））的功能。

在实现混合标识时，内部部署 AD DS 是帐户信息的权威源。 这意味着您在内部部署中经常执行管理任务，这些任
务随后将同步到 Azure AD。

下面是混合标识的组件。

https://admin.microsoft.com


NOTENOTE

管理管理

后续步骤

视频培训

另请参阅

Azure AD 租户具有 AD DS 帐户的副本。 在此配置中，本地用户和远程用户都在访问 Microsoft 365 云服务，并针
对 Azure AD 进行身份验证。

始终需要使用 Azure AD Connect 为混合标识同步用户帐户。 您需要在 Azure AD 中同步用户帐户，才能执行许可证分配和组
管理、配置权限以及其他涉及用户帐户的管理任务。

由于原始和权威用户帐户存储在内部部署 AD DS 中，因此，可以使用与 AD DS 相同的工具（如 Active Directory 用
户和计算机工具）管理您的标识。

您不使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或 Windows PowerShell 管理 Azure AD 中的同步用户帐户。

如果您需要仅限云的标识模型，请参阅仅限云的标识。

如果需要混合标识模型，请参阅目录同步。

请参阅视频课程Office 365：使用 AZURE AD Connect 管理标识（通过 LinkedIn 学习）。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0991a1d-c0ab-479a-b413-35c9706f6fed.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Office 365 的混合标识和目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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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混合标识的身份验证

托管身份托管身份验证验证

密密码码哈希同步哈希同步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根据业务需求和技术要求，混合身份模型和目录同步对于采用 Office 365 的企业客户来说是最常见的选择。 目录
同步允许您在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中管理标识，对用户帐户、组和联系人的所有更新将同步到 Office
365 订阅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租户。

首次同步 AD DS 用户帐户时，不会自动为其分配 Office 365 许可证，也不能访问 Office 365 服务（如电子邮件）。 您必须将许
可证分配给这些用户帐户，可以单独或动态地通过组成员资格。

使用混合标识模型时，有两种类型的身份验证：

托管身份验证

Azure AD 通过使用本地存储的哈希版本来处理身份验证过程，或将凭据发送到内部部署 AD DS 要进行身
份验证的本地软件代理。

联合身份验证

Azure AD 重定向请求身份验证的客户端计算机，以联系另一个标识提供程序。

有两种类型的托管身份验证：

密码哈希同步（PHS）

Azure AD 执行身份验证本身。

直通身份验证 (PTA)

Azure AD 具有 AD DS 执行身份验证。

使用密码哈希同步（PHS），您可以将 AD DS 用户帐户与 Office 365 同步并在本地管理您的用户。 用户密码的哈希
将从你的 AD DS 同步到 Azure AD，以便用户在本地和在云中具有相同的密码。 这是在 Azure AD 中为 AD DS 标
识启用身份验证的最简单方法。



传递传递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更改密码或在本地重置密码时，新的密码哈希将同步到 Azure AD，以便您的用户始终可以对云资源和本地资源使
用相同的密码。 用户密码永远不会发送到 Azure AD 或以明文形式存储在 Azure AD 中。 Azure AD 的一些高级功
能（如标识保护）需要 PHS，而不管选择了哪种身份验证方法。

请参阅选择 PHS以了解详细信息。

传递身份验证（PTA）使用在一个或多个本地服务器上运行的软件代理为 Azure AD 身份验证服务提供简单的密码
验证，以通过 AD DS 直接验证用户。 通过传递身份验证（PTA），您可以将 AD DS 用户帐户与 Office 365 同步并在
本地管理用户。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security/azure-ad-choose-authn


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

第三方身份第三方身份验证验证和和标识标识提供程序提供程序

AD DS 清理

多林部署注意事项

PTA 允许您的用户使用其内部部署帐户和密码登录到本地和 Office 365 资源和应用程序。 此配置将直接对本地
AD DS 验证用户密码，而无需在 Azure AD 中存储密码哈希。

PTA 也适用于具有安全要求的组织，以立即强制实施本地用户帐户状态、密码策略和登录时间。

请参阅选择 PTA以了解详细信息。

联合身份验证主要针对具有更复杂的身份验证要求的大型企业组织。 AD DS 标识与 Office 365 同步，并且用户帐
户在本地进行管理。 使用联合身份验证，用户在本地和在云中具有相同的密码，且无需再次登录才能使用 Office
365。

联合身份验证可支持其他身份验证要求（如基于智能卡的身份验证或第三方多重身份验证），通常在组织具有身份

验证要求时不提供由 Azure AD 本机支持。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选择联合身份验证。

内部部署目录对象可能会同步到 Office 365，并且云资源访问主要由第三方标识提供程序（IdP）进行管理。 如果您
的组织使用第三方联合解决方案，则可以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解决方案配置登录，前提是第三方联合解决方
案与 Azure AD 兼容。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AZURE AD 联合身份验证兼容性。

为了帮助确保通过使用同步无缝转换到 Office 365，您必须在开始 Office 365 目录同步部署之前准备 AD DS 林。

在Office 365 中设置目录同步时，其中一个步骤是下载并运行 IdFix 工具。 您可以使用 IdFix 工具来帮助清理目录。

目录清理应侧重于以下任务：

NOTENOTE

删除重复的proxyAddress和userPrincipalName属性。

使用有效的userprincipalname属性更新空白和无效的userprincipalname属性。

删除givenName、姓（ Sn ）、 sAMAccountName、 displayName、 mail、 proxyAddresses、
mailNickname和userPrincipalName属性中的无效和可疑字符。 有关准备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由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工具同步的属性列表。

这些属性与 Azure AD Connect 同步的属性相同。

对于多个林和 SSO 选项，请使用自定义安装的 AZURE AD Connect。

如果您的组织具有多个林进行身份验证（登录林），我们强烈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请请考考虑虑合并你的林。合并你的林。  通常情况下，维护多个林需要更多的开销。 除非您的组织具有规定单独林需求的安全约
束，否则请考虑简化您的本地环境。

仅仅在主登在主登录录林中使用。林中使用。  请考虑仅将 Office 365 部署到主登录林中，以实现 Office 365 的初始部署。

如果不能合并多林 AD DS 部署或使用其他目录服务来管理标识，则可以将它们与 Microsoft 或合作伙伴的帮助进
行同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具有单一登录方案的多林目录同步。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security/azure-ad-choose-authn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security/azure-ad-choose-authn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connect/active-directory-aadconnect-federation-compatibility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1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43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5321


依赖于目录同步的功能

后续步骤

另请参阅

以下特性和功能需要目录同步：

Azure AD 无缝单一登录（SSO）
Skype 共存
Exchange 混合部署，包括：

对照片、缩略图、会议室和安全组进行同步

内部部署 Exchange 环境与 Office 365 之间的完全共享全局地址列表（GAL）。
同步不同邮件系统中的 GAL 信息。
在 Office 365 服务产品中添加和删除用户的功能。 这要求：
双向同步必须在目录同步安装过程中进行配置。 默认情况下，目录同步工具仅将目录信息写入云。 配置
双向同步时，您可以启用写回功能，以便从云中复制有限数量的对象属性，然后将它们写回到本地 AD
DS。 写回也称为 Exchange 混合模式。
内部部署 Exchange 混合部署
能够将一些用户邮箱移动到 Office 365，同时保留本地用户邮箱。
安全发件人和阻止内部的发件人将复制到 Office 365。
基本委托和代表发送电子邮件功能。

您具有集成的本地智能卡或多重身份验证解决方案。

准备好部署混合标识时，请参阅prepare to 预配用户。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Office 365 第三方 SSL 证书计划
2019/11/21 •

本文是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的一部分。

Exchange 本地的证书

单一登录的证书

证书类证书类型型  说说明明  在部署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在部署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SSL 证书证书（也称（也称为为服服务务器身份器身份验证证验证证

书书））  
这是用于在联合服务器、客户端和联合

服务器代理计算机之间进行通信的标准

SSL 证书。 

AD FS 需要 SSL 证书。 默认情况下，AD
FS 使用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中为默认网站配置的 SSL 证书。 
此 SSL 证书的使用者名称用于为您部署
的每个 AD FS 实例确定联合身份验证服
务（FS）名称。 请考虑为任何新证书颁发
机构（CA）颁发的证书选择一个使用者名
称，这些证书最能代表您的公司或组织

的名称到 Office 365。 此名称必须是可
通过 Internet 路由的。 
警告：警告：  AD FS 要求此 SSL 证书没有无点
（短名称）使用者名称。 
建建议议：：  由于 AD FS 的客户端必须信任此
证书，因此我们建议使用由公用（第三

方） CA 颁发的 SSL 证书，或由属于公共
受信任根的 CA 颁发;例如，VeriSign 或
Thawte。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若要对客户端和 Office 365 环境之间的通信进行加密，必须在基础结构服务器上安装第三方安全套接字层（SSL）证
书。

以下 Office 365 组件需要证书：

本地 Exchange

单一登录（SSO）（同时适用于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AD FS）联合服务器和 AD FS 联合服务器
代理）

Exchange Online 服务，例如自动发现、Outlook 无处不在和 Exchange Web 服务

Exchange 混合服务器

有关如何使用数字证书在本地 Exchange 组织和 Exchange Online 之间进行通信的概述，请参阅 TechNet 文章 "了解
证书要求"。

若要向您的用户提供简化的单一登录体验，其中包括强健的安全性，联合服务器或联合服务器代理需要下表中所示

的证书。 下表重点介绍了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AD FS），此外，我们还提供了有关使用第三方标识提
供程序的详细信息。

https://aka.ms/tun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43657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fed-compatibility


令牌令牌签签名名证书证书  这是标准的 x.509 证书，用于对联合服务
器所颁发的所有令牌进行安全签名，以

及 Office 365 接受和验证。 

令牌签名证书必须包含链接到 FS 中的受
信任根的私钥。 默认情况下，AD FS 将创
建自签名证书。 但是，根据组织的需要，
可以使用 AD FS 管理单元将此证书更改
为 CA 颁发的证书。 
警告：警告：  令牌签名证书对 FS 稳定性至关重
要。 如果证书已更改，则必须通知 Office
365 的更改。 如果未提供通知，则用户将
无法登录到其 Office 365 服务产品。
建建议议：：  建议使用 AD FS 生成的自签名令
牌签名证书。 这样一来，它将默认为您管
理此证书。 例如，当此证书即将过期
时，AD FS 将生成一个新的自签名证书。 

证书类证书类型型  说说明明  在部署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在部署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SSL 证书 这是用于保护联合服务器、联合服务器

代理和 Internet 客户端计算机之间的通
信的标准 SSL 证书。 

必须先将此 SSL 证书绑定到 IIS 中的默
认网站，然后才能成功运行 AD FS 联合
服务器代理配置向导。 
此证书必须与企业网络中的联合服务器

上配置的 SSL 证书具有相同的主题名
称。 
建建议议：：  我们建议您使用与此联合服务器
代理连接的联合服务器上配置的相同服

务器身份验证证书。 

用于自动发现、Outlook 无处不在和 Active Directory 同步的证书

Exchange 混合服务器的证书

Office 365 证书链

另请参阅

联合服务器代理需要下表中所述的证书。

面向外部的 Exchange 2013、Exchange 2010、Exchange 2007 和 Exchange 2003 客户端访问服务器（CASs）需要第
三方 SSL 证书，以实现自动发现、Outlook 无处不在和 Active Directory 同步服务的安全连接。 您可能已在您的本
地环境中安装了此证书。

面向外部的 Exchange 混合服务器需要第三方 SSL 证书，以实现与 Exchange Online 服务的安全连接。 您需要从第
三方 SSL 提供商获取此证书。

本文介绍了您可能需要在基础结构上安装的证书。 有关安装在我们的 Office 365 服务器上的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office 365 证书链。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0c03e6b3-e73f-4316-9e2b-bf4091ae96bb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Office 365 或 Microsoft 365 服务的部署顾问
2020/1/31 •

Microsoft 365：使用 Office 365 的 Windows 10

Office 365 或 Microsoft 365 的部署顾问为您的组织设置 Office 365 提供了自助式支持。 若要访问它们：

1. 在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以租户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选择下面列出的部署顾问或指南之一。

如果不以租户管理员身份登录，您将最终会看到一条消息，指明您需要拥有租户管理员权限。

每个顾问都是一个向导，可指导您选择要部署的功能和选项。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使用向导配置某些内容或激
活设置。 下面是一个示例。

Advisor 将引导您完成针对您的需求进行自定义的决策。 同时，你将获得说明、脚本和其他资源，以更改配置。

最后，你将获得指向视频和参考文章的链接。 下面是一个示例。

您可以随时使用这些顾问来了解有关 Office 365 功能和选项的详细信息。 这包括在规划过程中或已设置好服务之
后。

https://admin.microsoft.com


以以 Microsoft 365 部署顾问

准备 Office 365 环境

以以 准备环境指南

Teh 准备环境

Verify your domainVerify your domain

以以 在 Office 365 advisor 中验证你的域

电子邮件迁移和保护

Exchange Exchange 迁移迁移顾问顾问

以以 Office 365 邮件迁移顾问

Teh 准备环境 
适用于 iOS 的 Outlook 简介和设置 
适用于 Android 的 Outlook 简介和设置 
适用于 Windows Phone 的 Outlook 简介和安装程序

以以 Gmail 联系人和日历助理 

Microsoft 365 是一个完整的智能解决方案，包括 Office 365、Windows 10 和企业移动性 + 安全性（EMS）。
Microsoft 365 使每个人都能进行创作，并安全地协同工作。

使用此顾问可以设置 Windows 10 设备或将用户计算机升级到 Windows 10，并可选择部署 Office 应用程序、
Windows 分析和 Windows Defender 高级威胁防护（ATP）（仅限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E5 计划）。

你需要告诉我们你的部署目标，以确保你添加域、创建用户并按正确的顺序分配许可证。

您需要添加自己的域名（也称为您的网站名称），以自定义 Office 365。

您需要使用自动工具和分步指南将邮箱从当前邮件系统移动到 Office 365 中的 Exchange Online。 我们将根据您
当前的邮件系统、您要迁移的邮箱数以及计划管理用户和用户访问的方式推荐您的组织的最佳迁移路径。

如果你有 Gmail，你将需要将 Gmail 联系人和 Google Calendar 项目迁移到 Office 365。 将用户的 Gmail 邮箱迁
移到 Office 365 时，将迁移电子邮件，但不会迁移 "联系人" 和 "日历" 项目。 本指南提供将 Gmail 联系人和
Google Calendar 项目导入 Office 365 的步骤。

https://aka.ms/microsoft365setupguid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00521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043822
https://aka.ms/verifyyourdomaino365
https://aka.ms/office365setup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043822
https://aka.ms/mpuwwm
https://aka.ms/qrbfm3
https://aka.ms/kkw96x
https://aka.ms/gmailcontactscalendar


文件创建、存储和共享

Office 365 Office 365 专业专业增增强强版版

以以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快速入门指南 

以以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部署顾问

Teh 作为订阅服务的 Office 体验 
Office 365 ProPlus 概述

OneDrive for BusinessOneDrive for Business

以以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部署顾问

Teh OneDrive for Business 集成优势 
欢迎使用 OneDrive：来自其他云存储提供程序

SharePoint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以以 SharePoint Online 快速入门

以以 SharePoint Online 部署顾问

Teh SharePoint：概述 
SharePoint：混合 
SharePoint：疑难解答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使您的用户能够在最新版本的 Office 中运行并保持更新。

请参阅本指南，了解在贵公司的电脑或 Mac 上安装 Office 的步骤，包括获取从 Office 开始的每个人的提示。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部署顾问将完成帮助用户直接从 Office 365 门户联机安装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或从本地
位置向用户部署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的步骤。 包含有关使用 Microsoft 终结点配置管理器、组策略启动脚本、操
作系统磁盘映像或远程桌面服务（RDS）共享激活的说明。

若要快速开始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进行文件存储、共享和同步，请使用本指南。

如果您没有大量要迁移的数据或要在混合安装程序中继续运行的本地 SharePoint Server，请参阅本指南以设置用
于文档存储和内容管理的 SharePoint Online。

您需要选择最适合您的组织的部署选项，并完成配置 SharePoint Online 功能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的步骤。 从云部
署、混合部署或本地到云迁移中进行选择。 然后，您将按照配置 SharePoint Online 功能的步骤操作，如文件存储
和共享、外部文件共享、网站集、全局设置和用户配置文件以及 Office 365 团队网站。

https://aka.ms/oppquickstartguide
https://aka.ms/o365proplusdeploy
https://aka.ms/qo45jf
https://aka.ms/r359zr
https://aka.ms/o365proplusdeploy
https://aka.ms/f66hqa
https://videoplayercdn.osi.office.net/embed/6b11f30b-725a-4145-8b72-45a41793a432
https://aka.ms/spoquickstartguide
https://aka.ms/spoguidanc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00531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00521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005220


安全性和标识

使用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的混合的混合标识标识（（Azure AD ConnectAzure AD Connect））

以以 Azure AD Connect advisor

NOTENOTE

Azure ADAzure AD

以以 Azure AD 基本设置指南

以以 Azure AD 高级设置指南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以以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EOP）安装指南

通信和在线会议

Office 365 Office 365 组组

Azure AD Connect advisor 显示了如何向 Office 365 添加用户帐户信息，而无需手动创建每个用户。 此外，它还
介绍了如何配置密码哈希同步或传递身份验证，以便用户可以使用相同的密码登录到其电子邮件和域。

如果选择使用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AD FS）设置联合登录，本指南还提供了在新服务器或现有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场中部署 AD FS 的步骤。

Azure AD Connect 替代了较早版本的身份集成工具，如 DirSync 和 Azure AD 同步，主要用于将用户和其他数据添加到 Azure
AD for Office 365。

若要设置功能（如基于组的访问管理、云应用程序的自助密码重置和用于发布本地 web 应用程序的 Azure AD 应
用程序代理），请使用此设置指南。

若要启用 Azure AD Premium 的许多功能，其中提供了标识管理功能（如多重身份验证、单一登录（SSO）、设备注
册、自助服务密码和组管理以及安全监视），请使用本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EOP）是一项基于云的电子邮件筛选服务，可帮助组织抵御垃圾邮件和恶
意软件，并包括保护组织不受邮件策略冲突的功能。

Office 365 组是电子邮件、对话、文件和事件的共享工作区，组成员可以在其中共同完成工作。 通过 Office 365 中
的组，您可以选择要与之进行协作的一组用户，并轻松地设置要共享的人员的资源集合。 您无需担心手动为所有
这些资源分配权限，因为向组添加成员会自动向他们授予对您的组所提供的工具所需的权限。

https://aka.ms/aadconnectpwsync
https://aka.ms/azureadbasic
https://aka.ms/aadpguidance
https://aka.ms/eopguidance


以以 Office 365 组安装指南

Microsoft TeamsMicrosoft Teams

以以 团队部署顾问

Teh 团队入门

Skype for BusinessSkype for Business

以以 Skype for Business 快速入门指南

以以 Skype for Business 部署顾问

Teh Skype for Business 支持快速入门 
Skype 入门

YammerYammer

以以 Yammer 快速入门指南

以以 Yammer Enterprise 设置指南

Microsoft 团队是 Office 365 中基于聊天的协作服务，它为聊天、呼叫、会议和私人邮件提供团队工作区。 适用于
团队的部署顾问可帮助您设置和配置使用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 Office
365 组的最佳团队体验。 其中包括有关为项目、呼叫和会议、邮件和选项卡配置租户设置、团队和渠道等方面的信
息。可快速访问应用程序、信息 Bot 和向第三方服务提供连接器。

若要快速实现 Skype for business for 即时消息（IM）、状态、联机会议和屏幕共享，如果不需要高级功能，则需要
使用这种基本设置。

为获得更深入的帮助，Skype for Business 部署顾问可帮助你启动并运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本顾问将向
您介绍如何设置 Skype for business 功能，如即时消息（IM）、联机会议、视频会议、公用电话交换网（PSTN）会议、
云专用品牌交换（PBX）和 Skype 会议直播。 步骤包括设置混合环境，在其中将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连接到
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部署。

如果您没有要合并或迁移的 Yammer 网络，这一基本设置指南就是您在组织中成功推出 Yammer 所需的全部。

Yammer Enterprise 设置指南可帮助你使用 Yammer Enterprise 让你的组织正常运行。 它包括有关连接现有
Yammer 网络的指南。您可能需要使用 Office 365 或设置新的 Yammer 域。 如果您有多个 Yammer 网络，还介绍
了如何将 Yammer 网络合并到单个 Yammer 企业网络中。

https://aka.ms/groupsguide
https://aka.ms/teamsguidance
https://youtu.be/eneqzm2u_va
https://aka.ms/sfbquickstartguide
https://aka.ms/skypeguidance
https://aka.ms/cjfutd
https://aka.ms/ofg77x
https://aka.ms/yamquickstartguide
https://aka.ms/yammerdeploy


StaffHub

以以 Microsoft StaffHub 安装指南

其他视频

Microsoft 365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设备设备安全性安全性

Microsoft StaffHub 是一种可在所有设备上工作的基于云的平台。 它支持 firstline 工作人员（具有不需要计算机的
角色的员工）和经理管理倒班计划、与其团队通信以及共享内容。

管理员中心方向

在管理中心创建用户

DNS 记录和管理中心

在管理中心验证你的域

Intune

https://aka.ms/staffhubguide
https://www.microsoft.com/videoplayer/embed/rwfmut
https://aka.ms/ac-createusers
https://aka.ms/ac-dnsrecords
https://aka.ms/ac-verifydn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054124


适用于 Office 365 管理员的集成应用和 Azure AD
2019/10/3 •

适用于 Office 365 管理员的 Azure AD 资源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COMMENTS

使用 Office 365 中的免费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订阅 每个付费的 Office 365 订阅都附带了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免费订阅。 您可以使用 Azure AD 管理您的应用程序，并创建
和管理用户和组帐户。 若要使用 Azure AD，只需转到 Azure 门
户并使用 Office 365 帐户登录。 

打开或关闭集成应用 您必须为您的用户启用集成应用程序，以允许第三方应用访问

其 Office 365 信息，并让您在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程序。 例
如，当某人使用第三方应用程序时，该应用可能会请求权限来访

问其日历，并编辑 OneDrive for business 文件夹中的文件。 

背景文章背景文章 COMMENTS

满足 Office 365 应用启动器 如果你不熟悉应用启动器，你可能会想知道它是什么以及如何

使用它。 应用启动器旨在帮助你从 Office 365 中的任何位置访
问你的应用程序。 

Office 365 管理 API 概述 Office 365 Api 允许你提供对客户的 Office 365 数据的访问权
限，包括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包括他们的邮件、日历、联系人、用

户和组、文件和文件夹。 本文中有一个很棒的关系图，说明了
Office 365 应用程序、Azure AD 和应用访问的数据之间的关
系。 

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集成应用程序 了解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的应用程序，以及如何注册
您的应用程序，了解已注册应用程序背后的概念，并了解多租户

应用程序的品牌打造指南。 

将自定义磁贴添加到应用启动器。 Office 365 中的应用启动器使用户能够更轻松地查找和访问其
应用程序。 本文介绍了您作为开发人员可以在用户的应用程序
启动器中显示您的应用程序的方法，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使用

Office 365 凭据的单一登录（SSO）体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教程 这些教程的目标是向您介绍如何为第三方 SaaS 应用程序配置
Azure AD SSO。 

除了仅打开或关闭集成应用之外，还可以管理集成的应用程序。 随着 Office 365 REST Api 的出现，用户可以授予
应用对其 Office 365 数据（如邮件、日历、联系人、用户、组、文件和文件夹）的访问权限。 默认情况下，用户需要单
独向每个应用程序授予权限，但如果要在全局管理员级别对应用程序进行授权，并通过应用启动器将其部署到整个

组织，则不能很好地进行扩展。 若要执行此操作，必须在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程序。 在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程
序之前需要执行一些步骤，以及您应该知道哪些可帮助您在 Office 365 组织中管理应用程序的背景信息。 本文将向
您指出这些资源。

您必须先执行以下两个步骤，然后才能在 Azure AD 中管理 Office 365 应用程序。

管理 Office 365 应用程序需要你了解 Azure AD 中的应用程序。 这些文章可帮助你为你提供所需的背景。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e453a40-66df-44ab-92a1-96786cb7fb34#__toc379982114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use-your-free-azure-ad-subscription-in-office-36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e453a40-66df-44ab-92a1-96786cb7fb34#__toc37998211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9f12104-6fed-442f-96a0-eb089a3f476a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365-management-api/office-365-management-apis-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quickstart-v1-add-azure-ad-app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manage/customize-the-app-launcher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saas-apps/tutorial-list


Azure AD 的身份验证场景 Azure AD 通过提供标识作为一项服务来简化对开发人员的身
份验证，并支持对行业标准协议（如 OAuth 2.0 和 OpenID
Connect）以及针对不同平台的开放源库，以帮助您快速开始编
码。 本文档可帮助您了解 Azure AD 支持的各种方案，并说明如
何开始。 

应用程序访问 Azure AD 能够轻松地与当今流行的许多软件作为服务（SaaS）
应用程序集成;它提供了标识和访问管理，并为用户提供了一个
访问面板，用户可在其中发现他们拥有的应用程序访问权限以

及它们可以使用 SSO 访问其应用程序的位置。 本文为您提供了
相关资源的链接，这些资源使您能够详细了解 Azure AD 的应
用程序访问增强功能，以及如何参与这些增强。 

个性化设置 Office 365 体验 您可以通过在 Office 365 应用启动器中添加或删除应用程序，
快速访问您每天使用的应用程序。 

背景文章背景文章 COMMENT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7145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manage-apps/what-is-access-management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b34a21b-52fa-4fbf-a8d5-146132242985


Office 365 与本地环境的集成
2019/11/20 •

准备工作

将 Office 365 与目录服务集成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您可以将 Office 365 与您现有的目录服务以及 Exchange Server、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 或 SharePoint
Server 的本地安装集成在一起。

当您与目录服务集成时，您可以同步和管理这两个环境的用户帐户。 您还可以添加密码哈希同步或单一登录
（SSO），以便用户可以使用其本地凭据登录到这两个环境。
当您与本地服务器产品集成时，将创建混合环境。 当您将用户或信息迁移到 Office 365 时，混合环境可帮助您，
也可以继续在本地使用某些用户或某些信息以及在云中使用一些信息。 有关混合环境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混合
云概述。

您还可以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顾问获取自定义安装指南（您必须登录到 Office 365）：

Azure AD Connect advisor
AD FS 部署顾问
Azure AD Premium 设置指南

在集成 Office 365 和本地环境之前，还需要参加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 您还需要了解可用的标识模型。

若要了解可用于管理 Office 365 用户和帐户的工具列表，请参阅管理 office 365 帐户的位置。

如果您在本地目录中有现有的用户帐户，则不需要在 Office 365 中重新创建所有这些帐户，并且在环境之间引入差
异或错误的风险。 目录同步可帮助您在您的联机和本地环境中镜像这些帐户。 通过目录同步，用户不必记住每个环
境的新信息，也不必创建或更新帐户两次。 您需要为本地目录准备目录同步，您可以手动执行此操作，也可以使
用IdFix 工具（IdFix 工具仅适用于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 [AD DS]）。

如果您希望用户能够使用他们的本地凭据登录到 Office 365，您还可以配置 SSO。 使用 SSO，Office 365 配置为信
任本地环境以进行用户身份验证。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hybrid-cloud-overview
https://aka.ms/aadconnectpwsync
https://aka.ms/adfsguidance
https://aka.ms/aadpguidance


具有或不具有密具有或不具有密码码哈希同步或哈希同步或传递传递身份身份验证验证的目的目录录同步同步

使用使用  SSO  SSO 同步目同步目录录

Azure AD Connect

另请参阅

不同的用户帐户管理技术为用户提供了不同的体验，如下表所示。

用户使用其用户帐户（域 \ 用户名）登录到本地环境。 当他们转到 Office 365 时，他们必须使用其工作或学校帐户
（user@domain.com）重新登录。 这两个环境中的用户名相同。 当您添加密码哈希同步或传递身份验证时，用户在
这两种环境中都具有相同的密码，但在登录到 Office 365 时将不得不再次提供这些凭据。 使用密码哈希同步的目录
同步是最常用的目录同步方案。

若要设置目录同步，请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有关说明，请参阅设置 Office 365 的目录同步和使用
快速设置的 Azure AD Connect。

了解有关准备将目录同步到 Office 365并将本地标识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的详细信息。

用户使用其用户帐户登录到本地环境。 当他们转到 Office 365 时，它们要么是自动登录，要么使用它们用于本地环
境的相同凭据（域 \ 用户名）登录。

若要设置 SSO，您还可以使用 Azure AD Connect。 有关说明，请参阅AZURE AD Connect 的自定义安装。

了解有关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单一登录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

Azure AD Connect 替代了较早版本的身份集成工具，如 DirSync 和 Azure AD 同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混合身份？。 如果要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同步更新到 Azure AD Connect，请参
阅升级说明。

另请参阅在 Microsoft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目录同步。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53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810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43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60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796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3324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7887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Azure 与 Office 365 集成
2019/11/20 •

Azure AD 版本和 Office 365 身份管理

扩展 Office 365 租户的功能
功能功能 说说明明

集成应用程序 您可以向各个应用授予对您的 Office 365 数据（如邮件、日历、
联系人、用户、组、文件和文件夹）的访问权限。 你还可以在全局
管理员级别授权这些应用，并通过在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使
其对你的整个公司可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集成应用和适
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AD 管理员。 
另请参阅应用程序的单一登录。 

PowerApps Power apps 是可连接到现有数据源（如 SharePoint 列表和其他
数据应用程序）的移动设备的重点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Create a PowerApp for a list In SharePoint Online and
PowerApps page 。 

另请参阅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管理场景背后的用户身份。 Office 365 订阅包括对 Azure AD
的免费订阅，因此，如果要同步密码或使用本地环境设置单一登录，则可以将 Office 365 与 Azure AD 集成。 您还可
以购买高级功能，以便更好地管理帐户。

Azure 还提供其他功能（如管理集成的应用程序），您可以使用这些功能来扩展和自定义 Office 365 订阅。

您可以使用 Azure AD 部署顾问进行引导式设置和配置体验（您必须登录到 Office 365）：

Azure AD Connect advisor
AD FS 部署顾问
Azure AD 高级设置指南

如果你已付费订阅 Office 365，你也可以免费订阅 Azure AD。 您可以使用 Azure AD 创建和管理用户和组帐户。 若
要激活此订阅，你必须完成一次性注册。 之后，你可以从 Office 365 管理门户访问 Azure AD。

有关说明，请参阅使用免费的 AZURE AD 订阅。 按照说明在 Office 365 中注册订阅随附的免费 Azure AD 订阅。
请勿直接转到 azure.microsoft.com 进行注册，否则你将结束与 Microsoft Azure 的试用版或付费订阅（与 Office 365
中的免费订阅分开）。

使用免费订阅，您可以与本地目录同步，设置单一登录，并与服务应用程序（如 Salesforce、DropBox 和更多）作为服
务应用程序与多个软件同步。

如果需要增强的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功能、双向同步和其他管理功能，可以将免费订阅升级到付费的
高级订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Azure Active Directory 版本。

有关 Office 365 和 Azure A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 office 365 标识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集成应用和 AZURE ad For Office 365 管理员和azure ad 应用程序库和单一登录。

https://aka.ms/aadconnectpwsync
https://aka.ms/adfsguidance
https://aka.ms/aadpguidanc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17127
https://azure.microsoft.com/pricing/details/active-directory/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about-office-365-identity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b2250e3-451e-416f-bf4e-363549652c2a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60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338b2d2-67ac-4b81-8e67-97da27e5e9ab
https://powerapps.microsoft.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manage-apps/what-is-single-si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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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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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规划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了解如何将 Azure ExpressRoute 与 Office 365 结合使用，以及如何规划在部署 Azure ExpressRoute 以用于 Office
365 时所需的网络实施项目。 在 Azure 中运行的基础结构和平台服务通常可解决网络体系结构和性能注意事项的好
处。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建议为 Azure 提供 ExpressRoute。 作为服务产品（如 Office 365 和 Dynamics 365）构建为
通过 Internet 安全可靠地访问。 您可以阅读有关 Internet 性能和安全性的信息，以及在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的
文章中，您可能会考虑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需要 Microsoft 授权才能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当客户的法规要求要求直接连接时，Microsoft 会检查每个客
户请求并授权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的使用情况。 如果您有这样的要求，请提供指向您所解释的法规的文本摘录和 web
链接，这意味着在从Office 365 请求的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请求中需要直接连接才能开始 Microsoft 评审。 尝试为 Office
365 创建路由筛选器的未授权订阅将收到一条错误消息。

现在，您可以为选定的 Office 365 网络流量添加到 Office 365 的直接网络连接。 Azure ExpressRoute 提供了一个直
接连接，可预测的性能，并附带了适用于 Microsoft 网络组件的99.95% 的正常运行时间 SLA。 对于不受 Azure
ExpressRoute 支持的服务，您仍需要 internet 连接。

除了 internet 连接之外，还可以选择通过直接连接（可预测性和 Microsoft 网络组件的99.95% 正常运行时间 SLA）将
Office 365 网络流量的子集路由。 Azure ExpressRoute 为你提供与 Office 365 和其他 Microsoft 云服务的专用网络
连接。

无论您是否具有现有 MPLS WAN，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之一将 ExpressRoute 添加到网络体系结构中;通过受支持的云
交换共同位置提供程序、以太网点到点连接提供程序或通过 MPLS 连接提供程序。 查看您的区域中提供了哪些提供
程序。 直接 ExpressRoute 连接将启用与在其中包含 Office 365 服务的应用程序的连接（如下所示）。 所有其他应用
程序和服务的网络流量将继续穿越 internet。

请考虑以下高级网络图表，该图显示了通过 internet 连接到 Microsoft 数据中心的典型 Office 365 客户，可访问所
有 Microsoft 应用程序，如 Office 365、Windows Update 和 TechNet。 客户使用类似的网络路径，无论是从本地网
络还是独立的 internet 连接进行连接。

https://aka.ms/o365erreview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181709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现在，查看已更新的图表，该图表描述了使用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连接到 Office 365 的 Office 365 客户。 请注
意，某些连接（如公用 DNS 和内容传递网络节点）仍需要公共 internet 连接。 此外，还请注意，不位于其
ExpressRoute 连接建筑物中的客户用户通过 Internet 进行连接。

是否仍需要详细信息？ 了解如何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管理网络流量，并了解如何为Office 365 配
置 azure expressroute。 我们还在频道9上记录了10部分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培训系列，以帮助更全
面地解释这些概念。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1da26c6-2d39-4379-af6f-4da213218408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faqs/
https://channel9.msdn.com/series/aer


包含什么 Office 365 服务？

包含的包含的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Exchange Online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Delve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Microsoft 团队  

SharePoint Online  
OneDrive for Business  
Project Online  

门户和共享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连接  
Office  

实现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下表列出了通过 ExpressRoute 支持的 Office 365 服务。 请查看 " Office 365 终结点" 一文，了解对这些应用程序的
哪些网络请求需要 internet 连接。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这些应用程序中的每个应用程序都具有不受 ExpressRoute 支持的 internet 连接要求，请参阅Office 365 终结点一
文以了解详细信息。

1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不包含在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客户端下载、内部部署标识提供程序登录和
Office 365 （由 21 Vianet （在21）服务中）的服务在中国。

实施 ExpressRoute 需要参与网络和应用程序所有者，并需要仔细规划，以确定新的网络路由体系结构、实现安全的
带宽要求、高可用性等。 若要实现 ExpressRoute，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 全面了解 Office 365 连接规划中的需要 ExpressRoute 满足。 了解哪些应用程序将使用 internet 或
ExpressRoute，并在使用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流量的上下文中全面规划网络容量、安全性
和高可用性需求。

2. 确定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流量 的出口和对等位置。1

3. 确定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连接上所需的容量。

4. 制定了实施安全性和其他标准外围控制 的计划。1

5. 具有有效的 Microsoft Azure 帐户以订阅 ExpressRoute。

6. 选择连接模型和已批准的提供程序。 请注意，客户可以选择多个连接模型或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不需要与
现有网络提供程序相同。

7. 先验证部署，然后再将流量定向到 ExpressRoute。

8. （可选）实施 QoS和评估区域扩展。

重要的性能注意事项。 此处的决策可能会大大影响对诸如 Skype for business 等应用程序至关重要的延迟。1

有关其他参考，除了ExpressRoute 文档之外，还应使用我们的路由指南。

若要购买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您需要与一个或多个已批准的提供商合作，以使用 ExpressRoute
Premium 订阅设置所需的数量和大小电路。 没有其他许可证可从 Office 365 购买。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1da26c6-2d39-4379-af6f-4da213218408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xpressroute-and-qos-in-skype-for-business-online-20c654da-30ee-4e4f-a764-8b7d8844431d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introduction/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outing-with-expressroute-for-office-365-e1da26c6-2d39-4379-af6f-4da213218408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相关主题

另请参阅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ttps://aka.ms/expressrouteoffice365

准备好注册适用于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吗？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管理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连接

使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路由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网络计划

实现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场景中使用 BGP 社区（预览）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媒体质量和网络连接性能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Office 365 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aka.ms/expressrouteoffice365
https://aka.ms/ert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bgp-communities-in-expressrout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rls-and-ip-address-range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适用于 Office 2013 和 Office 2016 客户端应用的新式
验证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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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Office 365 服务的新式验证的可用性

NOTENOTE

Office 客户端应用程序的登录行为

Exchange OnlineExchange Online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阅读本文，了解 Office 2013 和 Office 2016 客户端应用程序如何根据 Office 365 租户（适用于 Exchange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上的身份验证配置使用新式身份验证功能。

旧版客户端应用（例如 Office 2010 和 Office for Mac 2011）不支持新式身份验证，只能与基本身份验证一起使用。

对于 Office 365 服务，新式验证的默认状态为：

默认情况下 ，启用，启用  Exchange Online。 请参阅在 Exchange Online 中启用或禁用新式验证以将其关闭或打
开。

默认情况下 ，启用，启用  SharePoint Online。

默认情况下 ，启用，启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请参阅为新式身份验证启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以
将其关闭或打开。

对于在2017年8月1日之前之前创建的租户，默认情况下，Exchange Online 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的新式身份验证处于关关
闭闭状态。

默认情况下，Office 2013 客户端应用支持旧版身份验证。 旧版是指它们支持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或基本身
份验证。 为了让这些客户端使用新式身份验证功能，Windows 客户端已设置注册表项。 有关说明，请参阅在
Windows 设备上为 Office 2013 启用新式验证。

阅读如何将新式验证（ADAL）与 skype For business 结合使用，了解如何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默认情况下，Office 2016 客户端支持新式身份验证，客户端无需执行任何操作即可使用这些新流。 但是，需要显式
操作才能使用旧版身份验证。

单击以下链接，查看 office 2013 和 Office 2016 客户端身份验证如何与 Office 365 服务配合使用，具体取决于是否
启用新式身份验证。

Exchange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下表介绍了 Office 2013 或 Office 2016 客户端应用程序在使用或不使用新式身份验证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时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8018196-f918-49cd-8238-56f57f38d662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34339.skype-for-business-online-enable-your-tenant-for-modern-authentication.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dc1c01a-090f-4971-9677-f1b192d6c91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85431


OFFICE 客客户户端端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版本版本  * * * * 存在注册表存在注册表项项？？  * * * *
上的新式身份上的新式身份验证验证？？  * *
* *

为为租租户户启用新式身份启用新式身份验验

证证的身份的身份验证验证行行为为（默（默

认认））  * * * *

为为租租户户  * * * * 禁用新式禁用新式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的身份的身份验证验证行行

为为

Office 2016 不 
AlwaysUseMSOAuthF
orAutoDiscover = 1 

是 在 Outlook 2010、
2013或2016上强制进
行新式身份验证 
详细信息

在 Outlook 客户端中
强制进行新式身份验

证。

Office 2016 否，或 EnableADAL =
1 

是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基本身份验证。 当租
户未启用时，服务器将

拒绝新式身份验证。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基本身份验证。 当租
户未启用时，服务器将

拒绝新式身份验证。 

Office 2016 是，EnableADAL = 1 是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基本身份验证。 当租
户未启用时，服务器将

拒绝新式身份验证。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基本身份验证。 当租
户未启用时，服务器将

拒绝新式身份验证。 

Office 2016 是，EnableADAL = 0 No 基本身份验证 基本身份验证 

Office 2013 No No 基本身份验证 基本身份验证 

Office 2013 是，EnableADAL = 1 是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基本身份验证。 当租
户未启用时，服务器将

拒绝新式身份验证。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基本身份验证。 当租
户未启用时，服务器将

拒绝新式身份验证。 

SharePoint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OFFICE 客客户户端端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版本版本  * * * * 存在注册表存在注册表项项？？  * * * *
上的新式身份上的新式身份验证验证？？  * *
* *

为为租租户户启用新式身份启用新式身份验验

证证的身份的身份验证验证行行为为（默（默

认认））  * * * *

为为租租户户  * * * * 禁用新式禁用新式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的身份的身份验证验证行行

为为

Office 2016 否，或 EnableADAL =
1 

是 仅限新式验证。 连接失败。 

Office 2016 是，EnableADAL = 1 是 仅限新式验证。 连接失败。 

Office 2016 是，EnableADAL = 0 No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Office 2013 No No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Office 2013 是，EnableADAL = 1 是 仅限新式验证。 连接失败。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的身份验证行为。

 

下表介绍了 Office 2013 或 Office 2016 客户端应用程序在使用或不使用新式身份验证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时的身份验证行为。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3126599/outlook-prompts-for-password-when-modern-authentication-is-enabled


OFFICE 客客户户端端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版本版本  * * * * 存在注册表存在注册表项项？？  * * * *
上的新式身份上的新式身份验证验证？？  * *
* *

为为租租户户  * * * * 启用新式启用新式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的身份的身份验证验证行行

为为

为为租租户户禁用新式身份禁用新式身份验验

证证的身份的身份验证验证行行为为（默（默

认值认值））  * * * *

Office 2016 否，或 EnableADAL =
1 

是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Microsoft Online 登录
助手。 当未启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租户时，服务
器将拒绝新式身份验

证。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Microsoft Online 登录
助手。 当未启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租户时，服务
器将拒绝新式身份验

证。 

Office 2016 是，EnableADAL = 1 是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Microsoft Online 登录
助手。 当未启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租户时，服务
器将拒绝新式身份验

证。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Microsoft Online 登录
助手。 当未启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租户时，服务
器将拒绝新式身份验

证。 

Office 2016 是，EnableADAL = 0 No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Office 2013 No No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Office 2013 是，EnableADAL = 1 是 首先尝试新式验证。

如果服务器拒绝新式

身份验证连接，则使用

Microsoft Online 登录
助手。 当未启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租户时，服务
器将拒绝新式身份验

证。 

仅 Microsoft Online
登录助手。 

另请参阅

 

下表介绍了在使用或不使用新式身份验证连接到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时，Office 2013 或 Office 2016 客户端
应用程序的身份验证行为。

在 Windows 设备上启用适用于 Office 2013 的新式验证

规划 Office 365 部署的多重身份验证（针对 Office 365 管理员）

使用2步验证登录 Office 365 （针对最终用户）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nable-modern-authentication-for-office-2013-on-windows-devices-7dc1c01a-090f-4971-9677-f1b192d6c910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lan-for-multi-factor-authentication-for-office-365-deployments-043807b2-21db-4d5c-b430-c8a6dee0e6b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ign-in-to-office-365-with-2-step-verification-2b856342-170a-438e-9a4f-3c092394d3cb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Office 365 租户间协作
2019/11/9 •

Exchange Online 协作选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与其他 Office 365 组织共享日历 管理员可以在 Exchange Online 中设置
不同级别的日历访问权限，以允许企业

与其他公司进行协作，并让用户与其他

公司共享日程安排（闲/忙信息） 

Exchange Online 中的共享 
Exchange Online 中的组织关系 
在 Exchange Online 中创建组织关系 
在 Exchange Online 中修改和组织关系 
在 Exchange Online 中删除组织关系 
与外部用户共享日历 

控制用户如何与组织外部的人员共享其

日历 
管理员将共享策略应用于用户邮箱，以

控制可以共享的用户和授予的访问权限

级别 

Exchange Online 中的共享策略 
在 Exchange Online 中创建共享策略 
将共享策略应用于 Exchange Online 中
的邮箱 
在 Exchange Online 中修改、禁用或删除
共享策略 

配置安全的电子邮件通道并控制合作伙

伴组织的邮件流 
管理员创建连接器以将安全性应用于与

合作伙伴组织或服务提供商进行的邮件

交换。 连接器通过传输层安全性（TLS）强
制实施加密，并允许对合作伙伴发送电

子邮件的域名或 IP 地址范围进行限制。 

Exchange Online 如何使用 TLS 保护
Office 365 中的电子邮件连接 
Configure mail flow using connectors in
Office 365 
Exchange Online 中的远程域 
设置连接器以实现与合作伙伴组织的安

全邮件流 
Exchange Online 和 Office 365 邮件流最
佳做法（概述）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协作选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与外部用户共享网站和文档 管理员在租户或网站集级别配置

Microsoft 帐户身份验证、工作或学校帐
户身份验证或来宾帐户的网站集级别的

共享 

管理 SharePoint Online 环境的外部共享
Office 365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的受限制域共
享 
将 SharePoint Online 用作企业到企业
（B2B） extranet 解决方案 

本文介绍了在两个 Office 365 租户之间进行协作的几种方法。 它适用于 Office 365 管理员。

假定两个组织（Fabrikam 和 Contoso）都有 Office 365 for business 租户，他们希望在多个项目中协同工作;其中一些
运行时间有限，有些时间正在进行。 Fabrikam 和 Contoso 如何使他们的人员和团队能够以安全方式跨不同的
Office 365 租户更有效地进行协作？ Office 365 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B2B 协作结合提供了几个选项。 本文介
绍了 Fabrikam 和 Contoso 可以考虑的几个关键方案。

Office 365-租户之间的协作选项包括使用文件和对话的中央位置、共享日历、使用 IM、音频/视频呼叫进行通信以
及保护对资源和应用程序的访问。 使用下表选择解决方案并了解详细信息。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70%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58%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7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59%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57%28v=exchg.150%29.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fb00dd4e-2d5f-4e8d-8ff4-94b2cf002bdd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73%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76%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72%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16674%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163898.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s.exch.eac.connectorselection%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6621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75102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0e6cd9d5-ad3e-418a-8ea9-3bf33332c491%28v=exchg.150%2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anage-external-sharing-for-your-sharepoint-online-environment-c8a462eb-0723-4b0b-8d0a-70feafe4be85?ui=en-us&rs=en-us&ad=u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estricted-domains-sharing-in-office-365-sharepoint-online-and-onedrive-for-business-5d7589cd-0997-4a00-a2ba-2320ec49c4e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b087413-165a-4e94-8871-4393e0b9c037


跟踪和控制最终用户的外部共享 OneDrive for Business 文件所有者和
SharePoint Online 最终用户配置网站和
文档共享并建立通知以跟踪共享 

为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外部共享配
置通知 
在 Office 365 中共享 SharePoint 文件或
文件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Skype for Business 协作选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与其他 Skype
for Business 用户的 IM、呼叫和状态 

管理员可以为其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用户启用 IM、进行音频/视频通
话，并与其他 Office 365 租户中的用户
查看状态。 

允许用户连接外部 Skype for Business
用户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Skype （消费
者）用户的 IM、呼叫和状态 

管理员可以为其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用户启用 IM、打电话和查看
Skype （消费者）用户的状态。 

允许 Skype for Business 用户添加 Skype
联系人 

Azure AD B2B 协作选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Azure AD B2B 协作-通过将外部用户添
加到组织目录中的组中的内容共享 

一个 Office 365 租户的全局管理员可以
邀请另一个 Office 365 租户中的人员加
入其目录，将这些外部用户添加到一个

组，并授予对内容的访问权限，如组的

SharePoint 网站和库。 

什么是 Azure AD B2B 协作预览？ 
Azure AD B2B：新的更新使跨业务 collab
变得轻松 
Office 365 外部共享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B2B 协作 
Azure Active Directory B2B 协作 API 和
自定义 
Azure AD 和 Identity Show： Azure AD
B2B 协作（企业到企业） 

Office 365 协作选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Office 365 组-电子邮件、日历、OneNote
和共享文件位于一个中心位置 

在业务重点、商业高级版、教育版、企业

版 E1、E3 和 E5 计划中支持组。 一个
Office 365 租户中的人员可以创建一个
组，并将另一个 Office 365 租户中的人
员邀请为来宾用户。 也适用于 Dynamics
CRM。 

了解 Office 365 组 
Office 365 组中的来宾访问 
部署 Office 365 组 

Yammer 协作选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Yammer-通过企业社交媒体进行协作 除非 Yammer 管理员禁用了创建外部组
的功能，否则用户可以创建外部组以通

过对话、喜欢和关注帖子、共享文件和在

线聊天的能力在 Yammer 中进行协作。 

在 Yammer 中创建和管理外部组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onfigure-notifications-for-external-sharing-for-onedrive-for-business-b640c693-f170-4227-b8c1-b0a7e0fa876b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1fe37332-0f9a-4719-970e-d2578da4941c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414873a-0059-4cd5-aea1-e5d0857dbc9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08666236-1894-42ae-8846-e49232bbc460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b2b-what-is-azure-ad-b2b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enterprisemobility/2017/02/01/azure-ad-b2b-new-updates-make-cross-business-collab-easy/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b2b-o365-external-user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b2b-api
https://channel9.msdn.com/series/azure-ad-identity/azureadb2b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565caa1-5c40-40ef-9915-60fdb2d97fa2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fc7a840-868f-4fd6-a390-f347bf51aff6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896591.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ccd15ce-0efc-4dc1-81bc-4a424ab6f92a


团队协作选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在团队中与组织外部的用户进行协作 用于邀请 Office 365 租户的全局管理员
需要在团队中启用外部协作。 全局管理
员和团队所有者现在将能够使用电子邮

件地址邀请任何人在团队中进行协作。 
管理员还可以管理和编辑其租户中已有

的来宾。 

授权来宾访问 
在团队中打开或关闭来宾访问 
使用 PowerShell 控制来宾访问 
来宾访问清单 
查看来宾用户 
编辑来宾用户信息 

团队所有者可以邀请和管理来宾在其团

队中进行协作的方式。 
团队所有者对来宾在其团队中可以执行

的操作具有其他控制。 
添加来宾 
向团队添加来宾 
管理团队中的来宾访问 
查看团队或频道中的人员 

其他租户的来宾可以查看团队中的内

容，并与其他成员协作 
无。 来宾访问体验 

Power BI 协作选项
共享目共享目标标 管理操作管理操作 操作方法信息操作方法信息

Power BI 使外部来宾用户能够使用通过
链接共享的内容。 这使组织中的用户能
够跨组织以安全的方式分发内容。

Power BI 管理员可以控制用户是否可以
邀请外部用户查看组织内的内容。 

使用 Azure AD B2B 将 Power BI 内容分
发给外部来宾用户 

了解有关 Office 365 内部租户协作的要点
用用户帐户户帐户、、许许可可证证、、订阅订阅和存和存储储的共享的共享

我我们们是否可以跨是否可以跨  Office 365  Office 365 租租户户共享域命名空共享域命名空间间？？

混合混合组组件和件和  Office 365  Office 365 之之间间的的协协作是什么？作是什么？

每个组织都维护自己的用户帐户、标识、安全组、订阅、许可证和存储。 用户将 Office 365 中的协作功能与共享策略
和安全设置结合使用，以提供对所需信息的访问权限，同时保持对公司资产的控制。

用用户帐户户帐户：：  帐户无法共享，并且在内部部署 Active Directory 目录服务中的租户或分区之间无法复制帐户。

许许可可证证&订阅订阅：：  在 Office 365 中，许可计划（也称为 Sku 或 Office 365 计划）的许可证为用户提供了对为这
些计划定义的 Office 365 服务的访问权限。

存存储储：：  在 Office 365 计划中，SharePoint Online 的软件边界和限制与邮箱存储限制分开管理。 邮箱存储限制
通过使用 Exchange Online 进行设置和管理。 在这两种情况下，存储不能跨租户共享。

否。 虚域（例如 fabrikam.com 或 tailspintoys.com）一次只能与一个租户关联和使用。 每个租户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命
名空间;UPN、SMTP 和 S IP 命名空间无法在租户之间共享。

内部部署混合组件（如 Exchange 组织和 Azure AD Connect）无法跨多个租户拆分。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teams-dependencie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set-up-guest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guest-access-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guest-access-checklist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view-guest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edit-guests-information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teams-and-channels-df38ae23-8f85-46d3-b071-cb11b9de5499?ui=en-us&rs=en-us&ad=us#bkmk_addingguests&id0eaabaaa=add_guest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add-guest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manage-guest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e-who-s-on-a-team-or-in-a-channel-5c6be9be-9c45-4a0f-a1a0-f332b23cb6b7?ui=en-us&rs=en-us&ad=u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guest-experience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admin-azure-ad-b2b


Office 365 客户端应用程序支持—基于证书的身份验
证
2019/9/10 •

支持的平台

支持的客户端

 

访问

 

Azure AD 
门户

 

公司

门户

 

Delve

 

Dynamics 365

 

距

 

Excel

 

Flow

 

Forms

 

Kaizala

 

Office.com

 

Office 365 
管理员

 

Office Lens

 

OneDrive

 

OneNote

 

Outlook

 

Planner

 

PowerApps

 

Power BI

 

PowerPoint

通过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您可以使用 Windows、Android 或 iOS 设备上的客户端证书对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进行身份验证。 配置此功能后，无需在移动设备上将用户名和密码组合输入到某些邮件和 Microsoft Office 应用程
序中。

了解有关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的详细信息。

Windows 10 桌面版
Windows 10 新式应用
Web 浏览器
Android
iOS
macOS  

2

3

4

1 2

有关 Office 365 中平台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的系统要求。

以下客户端的最新版本支持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1

3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uthentication/active-directory-certificate-based-authentication-get-started
https://products.office.com/office-system-requirements
https://products.office.com/access
https://azure.microsoft.com/features/azure-portal/
https://docs.microsoft.com/intune-user-help/sign-in-to-the-company-portal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intelligent-search
https://dynamics.microsoft.com
https://www.microsoft.com/windows/microsoft-ed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excel
https://flow.microsoft.com
https://flow.microsoft.com/connectors/shared_microsoftforms/microsoft-forms/
https://products.office.com/en/business/microsoft-kaizala
https://www.office.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manage-office-365-admin-app
https://www.microsoft.com/p/office-lens/9wzdncrfj3t8?activetab=pivot%3aoverviewtab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drive-for-business/online-cloud-stora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not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utlook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task-management-software
https://powerapps.microsoft.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powerpoint


 

项目

 

Publisher

 

Sharepoint

 

Skype for 
business

 

粘滞便笺

 

Stream

 

Sway

 

团队

 

要执行的操作

 

Visio

 

白板 、

 

Word

 

Yammer

支持的 PowerShell 模块

 

Azure AD 
PowerShell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SharePoint
Online 
PowerShell

NOTENOTE

2

3 4 2

即将在 macOS 上提供对 OneDrive 的支持。 
对 Windows Desktop 和 macOS 上的 Yammer 提供了更快的支持。 对 Windows 桌面上的团队的支持即将推出。
即将提供对 web 应用程序的 PowerApps 和白板的支持。 
对 Android 上的白板程序的支持很快可用。

1

2

3

4

https://products.office.com/project
https://products.office.com/publisher
https://products.office.com/sharepoint
https://www.skype.com/business/
https://www.microsoft.com/p/microsoft-sticky-notes/9nblggh4qghw
https://stream.microsoft.com
https://sway.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microsoft-teams/group-chat-software
https://todo.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visio/flowchart-software
https://whiteboard.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word
https://products.office.com/yammer/yammer-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ctive-directory/overview?view=azureadps-2.0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exchange-online-powershell?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manage-team-and-communication-sites-in-powershell


Office 365 客户端应用支持—条件访问
2019/9/10 •

支持的平台

支持的客户端

 

Azure AD 
门户

 

访问

 

公司

门户

 

Delve

 

Dynamics 365

 

距

 

Exchange

 

Excel

 

Flow

 

Forms

 

Kaizala

 

Office.com

 

Office Lens

 

Office 365 
管理员

 

OneDrive

 

OneNote

 

Outlook

 

Planner

 

Power BI

 

PowerPoint

在新式工作区中，用户可以使用各种设备和应用从任意位置访问你的组织的资源。 因此，仅侧重于可以访问资源的
人士再也无法满足的要求。 您的组织还必须支持在访问控制基础结构中访问资源的方式和位置。

使用 Azure AD 设备、位置和基于多因素身份验证的条件访问，可以满足此新要求。 条件访问是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一项功能，使您能够在对环境中的应用程序的访问上强制实施控制，所有这些都基于特定条件并从一个
中心位置进行管理。

了解有关条件访问的详细信息。

Windows 10 桌面版
Windows 10 新式应用
Web 浏览器
Android
iOS
macOS

1

2

有关 Office 365 中平台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的系统要求。

以下客户端的最新版本支持条件访问：

1

2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conditional-access/
https://products.office.com/office-system-requirements
https://azure.microsoft.com/features/azure-portal/
https://products.office.com/access
https://docs.microsoft.com/intune-user-help/sign-in-to-the-company-portal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intelligent-search
https://dynamics.microsoft.com
https://www.microsoft.com/windows/microsoft-ed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exchange/exchange-online
https://products.office.com/excel
https://flow.microsoft.com
https://flow.microsoft.com/connectors/shared_microsoftforms/microsoft-forms/
https://products.office.com/en/business/microsoft-kaizala
https://www.offic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p/office-lens/9wzdncrfj3t8?activetab=pivot%3aoverviewtab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manage-office-365-admin-app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drive-for-business/online-cloud-stora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not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utlook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task-management-softwar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powerpoint


 

项目

 

Publisher

 

Sharepoint

 

Skype for 
business

 

粘滞便笺

 

Stream

 

Sway

 

Teams

 

要执行的操作

 

Visio

 

Word

 

Yammer

支持的 PowerShell 模块

 

Azure AD 
PowerShell

 

SharePoint
Online 
PowerShell

NOTENOTE
即将在 Android 上提供对 Delve 的支持。 
即将在 macOS 上提供对 OneDrive 的支持。

1

2

https://products.office.com/project
https://products.office.com/publisher
https://products.office.com/sharepoint
https://www.skype.com/business/
https://www.microsoft.com/p/microsoft-sticky-notes/9nblggh4qghw
https://stream.microsoft.com
https://sway.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microsoft-teams/group-chat-software
https://todo.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visio/flowchart-software
https://products.office.com/word
https://products.office.com/yammer/yammer-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ctive-directory/overview?view=azureadps-2.0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manage-team-and-communication-sites-in-powershell


Office 365 客户端应用程序支持-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2019/11/16 •

支持的平台

支持的客户端

 

Dynamics 365

 

Microsoft Edge

 

Excel

 

流程

 

Kaizala

 

OneDrive

 

OneNote

 

Outlook

 

Planner

 

PowerApps

 

Power BI

 

PowerPoint

 

Sharepoint

 

Skype for 
business

 

StaffHub

 

Stream

 

Sway

 

Teams

 

要执行的操作

 

Visio

 

Word

 

Yammer

NOTENOTE

移动应用管理（MAM）功能可让你为你的用户发布、推送、配置、保护、监视和更新移动应用。 在 Intune 中是否已注
册，MAM 可以保护所有设备的应用程序内的组织数据。

了解有关移动应用程序管理和多标识 MAM的详细信息。

Android
iOS1

有关 Office 365 中平台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的系统要求。

以下客户端的最新版本支持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1

不久对 iOS 上的 Sway 提供支持。1

https://docs.microsoft.com/intune/mam-faq
https://docs.microsoft.com/intune/app-protection-policy
https://products.office.com/office-system-requirements
https://dynamics.microsoft.com
https://www.microsoft.com/windows/microsoft-ed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excel
https://flow.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en/business/microsoft-kaizala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drive-for-business/online-cloud-stora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not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utlook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task-management-software
https://powerapps.microsoft.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powerpoint
https://products.office.com/sharepoint
https://www.skype.com/business/
https://products.office.com/microsoft-staffhub/staff-scheduling-software
https://stream.microsoft.com
https://sway.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microsoft-teams/group-chat-software
https://todo.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visio/flowchart-software
https://products.office.com/word
https://products.office.com/yammer/yammer-overview


Office 365 客户端应用程序支持-新式验证
2019/9/10 •

支持的平台

支持的客户端

 

访问

 

Azure 
门户

 

公司

门户

 

Delve

 

Dynamics 365

 

距

 

Excel

 

Flow

 

Forms

 

Kaizala

 

Office.com

 

Office 365 
管理员

 

Office Lens

 

OneDrive

 

OneNote

 

Outlook

 

Planner

 

PowerApps

 

Power BI

 

PowerPoint

新式验证为跨不同平台的 Office 客户端应用启用基于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库（ADAL）的登录。 这将启用多因
素身份验证（MFA）、智能卡和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等登录功能。

了解有关多因素身份验证和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的详细信息。

Windows 10 桌面版
Windows 10 新式应用
Web 浏览器
Android
iOS
macOS

1

2

有关 Office 365 中平台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的系统要求。

以下客户端的最新版本支持新式验证：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uthentication/multi-factor-authentic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certificate-based-authentication-get-started
https://products.office.com/office-system-requirements
https://products.office.com/access
https://azure.microsoft.com/features/azure-portal/
https://docs.microsoft.com/intune-user-help/sign-in-to-the-company-portal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intelligent-search
https://dynamics.microsoft.com
https://www.microsoft.com/windows/microsoft-ed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excel
https://flow.microsoft.com
https://flow.microsoft.com/connectors/shared_microsoftforms/microsoft-forms/
https://products.office.com/en/business/microsoft-kaizala
https://www.office.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manage-office-365-admin-app
https://www.microsoft.com/p/office-lens/9wzdncrfj3t8?activetab=pivot%3aoverviewtab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drive-for-business/online-cloud-stora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not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utlook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task-management-software
https://powerapps.microsoft.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powerpoint


 

项目

 

Publisher

 

Sharepoint

 

Skype for 
business

 

StaffHub

 

粘滞便笺

 

Stream

 

Sway

 

Teams

 

要执行的操作

 

Visio

 

白板 、

 

Word

 

Yammer

 

Yammer 
通知程序

支持的 PowerShell 模块

 

Azure AD 
PowerShell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SharePoint
Online 
PowerShell

NOTENOTE

1

1 2

对白板和 Skype for business 的 web 应用程序的支持即将推出。 
对 Android 上的白板支持很快可用。

1

2

https://products.office.com/project
https://products.office.com/publisher
https://products.office.com/sharepoint
https://www.skype.com/business/
https://products.office.com/microsoft-staffhub/staff-scheduling-software
https://www.microsoft.com/p/microsoft-sticky-notes/9nblggh4qghw
https://stream.microsoft.com
https://sway.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microsoft-teams/group-chat-software
https://todo.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visio/flowchart-software
https://whiteboard.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word
https://products.office.com/yammer/yammer-overview
https://products.office.com/yammer/yammer-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ctive-directory/overview?view=azureadps-2.0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exchange-online-powershell?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manage-team-and-communication-sites-in-powershell


Office 365 客户端应用程序支持—单一登录
2019/9/10 •

支持的平台

支持的客户端

 

访问

 

公司

门户

 

Delve

 

距

 

Excel

 

Flow

 

Kaizala

 

Office.com

 

Office Lens

 

OneDrive

 

OneNote

 

Outlook

 

Planner

 

Power BI

 

PowerPoint

 

项目

 

Publisher

 

Sharepoint

 

Skype for 
business

 

粘滞便笺

当用户登录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中的应用程序时，单一登录（SSO）将增加安全性和方便性。 通过
单一登录，用户可使用一个帐户登录一次，以访问加入域的设备、公司资源、软件即服务（SaaS）应用程序和 web 应
用程序。

了解有关单一登录的详细信息。

Windows 10 桌面版
Windows 10 新式应用程序
Web 浏览器
Android
iOS
macOS

2

4

3

1

有关 Office 365 中平台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的系统要求。

以下客户端的最新版本支持单一登录：

3

1 4

2 2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manage-apps/what-is-single-sign-on
https://products.office.com/office-system-requirements
https://products.office.com/access
https://docs.microsoft.com/intune-user-help/sign-in-to-the-company-portal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intelligent-search
https://www.microsoft.com/windows/microsoft-ed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excel
https://flow.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en/business/microsoft-kaizala
https://www.offic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p/office-lens/9wzdncrfj3t8?activetab=pivot%3aoverviewtab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drive-for-business/online-cloud-storag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nenote
https://products.office.com/outlook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task-management-softwar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powerpoint
https://products.office.com/project
https://products.office.com/publisher
https://products.office.com/sharepoint
https://www.skype.com/business/
https://www.microsoft.com/p/microsoft-sticky-notes/9nblggh4qghw


 

Sway

 

团队

 

要执行的操作

 

Visio

 

白板

 

Word

 

Yammer

支持的 PowerShell 模块

 

Azure AD 
PowerShell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SharePoint
Online 
PowerShell

NOTENOTE

2 3

2

即将在 iOS 上提供 Kaizala 支持。 
对 Windows 10 桌面版上的 OneNote、PowerBI、团队和 Yammer 的支持即将推出。 
对 Android 上的白板功能的支持即将推出。 
对 Windows 10 新式应用上的 Office Lens 的支持即将推出。 

1

2

3

4

https://sway.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microsoft-teams/group-chat-software
https://todo.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visio/flowchart-software
https://whiteboard.microsoft.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word
https://products.office.com/yammer/yammer-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ctive-directory/overview?view=azureadps-2.0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exchange-online-powershell?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manage-team-and-communication-sites-in-powershell


混合新式身份验证概述和在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服务器上使用它的先决条件
2019/12/18 •

什么是新式身份验证？

IMPORTANTIMPORTANT

使用新式验证时有哪些变化？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_新式身份验证_是标识管理的一种方法，可提供更安全的用户身份验证和授权。 它适用于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本地和 Exchange server 本地部署的 Office 365 混合部署，以及拆分域 Skype for Business 混合部署。 本
文链接到有关先决条件、设置/禁用新式身份验证和一些相关客户端的相关文档（如 Outlook 和 Skype 客户端）信
息。

什么是新式身份验证？

使用新式验证时有哪些变化？

检查您的本地环境的新式身份验证状态

您是否满足新式身份验证先决条件？

在开始之前，我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

 

新式验证是一项用于在客户端（例如，便携式计算机或电话）和服务器之间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方法组合的伞术

语，以及一些依赖访问策略的安全措施，这些策略可能已熟悉。 其中包括：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多因素身份验证（MFA）;智能卡身份验证;基于客户端证书的身份验证
授授权权方法方法： Microsoft 的开放授权实施（OAuth）
条件条件访问访问策略策略：移动应用程序管理（MAM）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条件访问

使用新式身份验证管理用户标识，可以让管理员在保护资源时使用多种不同的工具，并为内部部署（Exchange 和
Skype for business）、Exchange 混合和 Skype for business 混合/拆分域方案提供更安全的身份管理方法。

请注意，由于 Skype for business 与 Exchange 密切合作，因此 Exchange 的新式验证状态将影响 Skype for
Business 客户端用户将看到的登录行为。 如果你拥有 Skype for business_拆分域_混合体系结构（其中既有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又有 skype for business 本地，并且用户驻留在这两个位置，则也适用。

有关 Office 365 中的新式验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客户端应用程序支持-新式验证。

从2017年8月起，包括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 Exchange online 的所有新的 Office 365 租户默认启用新式身份验证。
预先存在的租户在其默认 MA 状态中不会发生更改，但所有新租户都会自动支持您在上面列出的一组已扩展的标识功能。
若要检查您的 MA 状态，请参阅检查本地环境的新式验证状态部分。

 

将新式验证与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或 Exchange server 一起使用时，仍对本地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但授权他
们访问资源（如文件或电子邮件）的情景也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新式验证是客户端和服务器通信的原因，在
evoSTS 中配置 MA 结果时所执行的步骤（Azure AD 使用的安全令牌服务）被设置为 Skype for business 和本地
Exchange server 的身份验证服务器。

对 evoSTS 的更改允许您的内部部署服务器利用 OAuth （令牌颁发）来授权客户端，还允许您的本地使用云中常
见的安全方法（如多重身份验证）。 此外，evoSTS 还会发出令牌，使用户可以请求访问资源，而无需在请求中提供



 

IMPORTANTIMPORTANT

检查您的本地环境的新式身份验证状态

Get-OrganizationConfig | ft OAuth*

Get-CSOAuthConfiguration

您是否满足新式身份验证先决条件？

其密码。 无论您的用户驻留在何处（联机或本地），无论哪个位置承载所需的资源，EvoSTS 将成为在配置新式身
份验证后授权用户和客户端的核心。

例如，如果 Skype for Business 客户端需要访问 Exchange server 以代表用户获取日历信息，则它使用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库（ADAL）执行此操作。 ADAL 是一个代码库，旨在使用 OAuth 安全令牌使目录中的安全资
源对客户端应用程序可用。 ADAL 与 OAuth 配合使用，以验证声明和交换令牌（而不是密码），以授予用户对资源
的访问权限。 过去，事务中的颁发机构（如此类）—知道如何验证用户声明并发出所需令牌的服务器可能是本地的
安全令牌服务，甚至是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但是，新式验证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对该颁发机构进行了集中。

这也意味着，尽管您的 Exchange server 和 Skype for business 环境可能完全位于本地，但授权服务器将处于联
机状态，并且您的本地环境必须能够创建和维护与您的办公室的连接365在云中订阅（以及你的订阅用作其目录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实例）。

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无论你是处于拆分域混合还是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和本地 Exchange server，所有用户
都必须先在本地进行身份验证。 在新式验证的混合实施中， _Lyncdiscovery_和_自动发现_都指向您的本地服务
器。

如果需要了解 MA 支持的特定 Skype for Business 拓扑，请在此处记录。

 

由于新式验证会更改服务利用 OAuth/S2S 时使用的授权服务器，你需要知道是否为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环境启用或禁用新式身份验证。 您可以通过运行以下 PowerShell 命令检查 Exchange 服务器上的状
态：

如果_OAuth2ClientProfileEnabled_属性的值为False，则会禁用新式验证。

有关 Set-organizationconfig cmdle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et-organizationconfig。

您可以通过运行以下 PowerShell 命令检查您的 Skype for Business 服务器：

如果该命令返回一个空的_OAuthServers_属性，或者不允允许许  _ClientADALAuthOverride_属性的值，则会禁用新
式身份验证。

有关 Set-csoauthconfiguration cmdle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et-csoauthconfiguration。

请先验证并检查列表中的这些项，然后再继续操作：

Skype for business 特定特定

对于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 或更高版本，所有服务器必须具有2017累积更新（CU5）

您的 S IP 域作为 Office 365 中的联合域添加
所有 SFB 前端必须具有到 internet 的出站连接，在office 12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的 "Microsoft 365
Common and Office" 部分的行56和365中列出了 Office 365 身份验证 URL （tcp 443）和众所周知的证

异常异常留存分支设备（SBA）可以在当前版本上（基于 Lync 2013）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803262.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organization/get-organizationconfig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skype/get-csoauthconfiguration


NOTENOTE

<system.identityModel.services>
  <system.net>
    <defaultProxy>
      <proxy
        proxyaddress="https://192.168.100.60:8080"
        bypassonlocal="true" />
    </defaultProxy>
  </system.net>
</system.identityModel.services>

IMPORTANTIMPORTANT

书根 CRL （tcp 80）。
混合混合  Office 365 环环境中的境中的  Skype for business 本地部署本地部署

一个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9 部署，其中包含运行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9 的所有服
务器。

一个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 部署，其中包含运行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 的所有服
务器。

一种部署，其最多包含两个不同的服务器版本，如下所示：

所有 Skype for business 服务器都必须安装最新的累积更新，请参阅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更新以
查找和管理所有可用的更新。

混合环境中没有 Lync Server 2010 或2013。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9

如果 Skype for Business 前端服务器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 Internet 访问，则必须在每个前端的 web.config 文件的配置部分
中输入所使用的代理服务器 IP 和端口号。

C:\Program Files\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 \ Web Components\Web ticket\int\web.config
C:\Program Files\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 \ Web Components\Web ticket\ext\web.config

请务必订阅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的 RSS 源，以了解所需 url 的最新列表。

特定于特定于  Exchange Server

您使用的是 Exchange server 2013 CU19 和 up，Exchange server 2016 CU8 和 up，或 Exchange
Server 2019 CU1 和 up。
环境中没有 Exchange server 2010。
未配置 SSL 卸载。 支持 SSL 终止和重新加密。
在您的环境使用代理服务器基础结构以允许服务器连接到 Internet 时，请确保所有 Exchange 服务器都
在InternetWebProxy属性中定义了代理服务器。

混合混合  Office 365 环环境中的本地境中的本地  Exchange Server

如果使用的是 Exchange Server 2013，则必须至少有一台服务器安装了邮箱和客户端访问服务器角
色。 虽然可以在单独的服务器上安装邮箱和客户端访问角色，但强烈建议您在同一台服务器上安装这
两个角色，以提供更高的可靠性和改进的性能。

如果您使用的是 Exchange server 2016 或更高版本，则必须至少有一台服务器安装了邮箱服务器角
色。

混合环境中没有 Exchange server 2007 或2010。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sfb-server-updates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123716%28v=exchg.160%29.aspx


在开始之前，我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

客客户户端端 主要主要协议协议 备备注注

Outlook 2013 和 Outlook 2016 MAPI over HTTP 必须在 Exchange 中启用 MAPI over
HTTP，才能将新式验证用于这些客户
端（通常为 Exchange 2013 Service
Pack 1 及更高版本启用或设置为启
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2013 和 office 2016 客户端应用的新
式身份验证的工作方式。 
确保您运行的是所需的最低版本的

Outlook;有关使用 Windows Installer
（MSI）的 Outlook 版本，请参阅最新
更新。 

Outlook 2016 for Mac Exchange Web 服务 

Outlook for iOS 和 Outlook for
Androi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结合使用混合

新式身份验证和 Outlook For iOS 和
Outlook For Android 。 

Exchange ActiveSync 客户端（例
如，iOS11 邮件） 

Exchange ActiveSync 对于支持新式身份验证的 Exchange
ActiveSync 客户端，必须重新创建配
置文件，才能从基本身份验证切换到

新式身份验证。 

所有 Exchange 服务器都必须安装最新的 cummulative 更新，请参阅将Exchange 升级到最新累积更
新以查找和管理所有可用更新。

Exchange 客客户户端和端和协议协议要求要求

以下客户端支持新式身份验证：

一般先决条件一般先决条件

NOTENOTE

如果使用 ADFS，则应具有 Windows 2012 R2 ADFS 3.0 和更高版本的联合身份验证

您的身份配置是 AAD 连接支持的任何类型（例如，密码哈希同步、传递身份验证、Office 365 支持
的本地 STS 等）。

您配置了 AAD 连接并在用户进行复制和同步时运行正常。

您已验证是否使用 Exchange 经典混合拓扑模式在本地和 Office 365 环境中配置混合。 Exchange
混合的官方支持声明说，您必须具有当前 CU 或当前 CU-1。

混合代理不支持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确保本地测试用户和在 Office 365 中托管的混合测试用户可以登录到 Skype for Business 桌面客
户端（如果要将新式验证用于 Skype）和 Microsoft Outlook （如果要将新式身份验证用于
Exchange）。

 

内部部署服务器的所有方案都涉及在本地设置新式身份验证（事实上，对于 Skype for Business，存在受支持
拓扑的列表），以便负责身份验证和授权的服务器位于 Microsoft 云中（AAD 的安全令牌服务（称为
"evoSTS"），并更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以了解您的本地安装的 Skype for Business 或 Exchange
所使用的 Url 或命名空间。 因此，内部部署服务器采用 Microsoft 云依赖关系。 采取此操作可能会被视为配置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plan-and-deploy/install-cumulative-updates?view=exchserver-2019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odern-auth-for-office-2013-and-2016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updates/outlook-updates-msi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clients/outlook-for-ios-and-android/use-hybrid-modern-auth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hybrid-deployment/hybrid-agent


相关主题

"混合身份验证"。
本文链接到的其他人将帮助您选择受支持的新式身份验证拓扑（仅对 Skype for business 是必需的）以及概述
了安装步骤的操作方法文章或为 Exchange 本地部署禁用新式身份验证的步骤。和 Skype for Business 内部部
署。 如果您需要在您的服务器环境中使用新式验证的总部，请将此页面收藏在浏览器中。

 

如何将 Exchange Server 本地配置为使用新式验证
新式验证支持的 Skype for business 拓扑
如何配置 Skype for Business 本地以使用新式验证
从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删除或禁用混合新式验证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803262.aspx


如何配置本地 Exchange Server 以使用混合新式验
证
2020/1/15 •

仅供参考

启用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请确保满足所有预 reqs

在 Azure AD 中将本地 web 服务 Url 添加为 Spn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混合新式身份验证（HMA）是一种身份管理方法，它提供更安全的用户身份验证和授权，并可用于 Exchange server
本地混合部署。

在开始之前，我称之为：

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HMA

Exchange 本地> EXCH

Exchange Online > EXO

此外，如果本文中的图形有一个 "灰显" 或 "变暗" 的对象，则表示以灰色显示的元素不包含在 HMA 的特定配置中。

启用 HMA 的打开方式：

1. 在开始之前，请务必满足先决条件。

2. 由于很多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对于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都是常见的，因此混合新式身份验证概述和用于在
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服务器上使用它的先决条件。 在开始本文中的任何步骤之前，请执行
此操作。

3. 在 Azure AD 中将本地 web 服务 Url 添加为服务主体名称（Spn）。

4. 确保为 HMA 启用所有虚拟目录

5. 检查 EvoSTS Auth Server 对象

6. 在 EXCH 中启用 HMA。

注注释释您的 Office 版本是否支持 MA？ 请参阅如何在 office 2013 和 office 2016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运行新式验证。

由于很多先决条件对于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都是常见的，因此请参阅混合新式身份验证概述和在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服务器上使用它的先决条件。 在开始本文中的任何步骤之前，请执行此操作。

运行将本地 web 服务 Url 分配为 Azure AD Spn 的命令。 在身份验证和授权过程中，客户端计算机和设备使用
Spn。 所有可用于从本地连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的 Url 都必须在 AAD 中注册（这包括内部和外部命
名空间）。

首先，收集您需要在 AAD 中添加的所有 Url。 在本地运行以下命令：



Get-Mapi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url*
Get-WebServices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url*
Get-ActiveSync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url*
Get-OAB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url*

Get-MsolServicePrincipal -AppPrincipalId 00000002-0000-0ff1-ce00-000000000000 | select -ExpandProperty 
ServicePrincipalNames

$x= Get-MsolServicePrincipal -AppPrincipalId 00000002-0000-0ff1-ce00-000000000000   
$x.ServicePrincipalnames.Add("https://mail.corp.contoso.com/")
$x.ServicePrincipalnames.Add("https://owa.contoso.com/")
Set-MSOLServicePrincipal -AppPrincipalId 00000002-0000-0ff1-ce00-000000000000 -ServicePrincipalNames 
$x.ServicePrincipalNames

验证是否正确配置了虚拟目录

Get-Mapi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url*,*auth* 
Get-WebServices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url*,*oauth*
Get-OAB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url*,*oauth*
Get-AutoDiscover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oauth*

Get-MapiVirtualDirectory | fl server,*url*,*auth*

确保客户端可以连接的 Url 在 AAD 中列为 HTTPS 服务主体名称。

1. 首先，使用这些说明连接到 AAD。

注注释释您需要使用此页面中的 Connect-msolservice 选项，才能使用下面的命令。

2. 对于与 Exchange 相关的 Url，请键入以下命令：

记下（和屏幕截图以便稍后比较）此命令的输出应包括 https:// autodiscover.yourdomain.com和 Https://
mail.yourdomain.com URL，但主要是由以 00000002-0000-0Ff1-ce00-000000000000/开头的 spn 组成。 如果缺
少内部部署中的 https://Url，我们需要将这些特定记录添加到此列表中。

3. 如果您在此列表中看不到内部和外部 MAPI/HTTP、EWS、ActiveSync、OAB 和自动发现记录，则必须使用下面
的命令添加它们（示例 Url 是 mail.corp.contoso.com ' ' and owa.contoso.com ' '，但您需要将示例示例  url 替替换为换为您自您自
己的己的  url ）： 

4. 再次运行步骤2中的 New-msolserviceprincipal 命令，并查看输出，以验证新记录是否已添加。  将列表/屏幕截图
从早到新的 Spn 列表进行比较（您还可能会为您的记录提供新列表的屏幕截图）。 如果成功，您将在列表中看到
两个新的 Url。 根据我们的示例，Spn 列表现在将包含特定的 Url https://mail.corp.contoso.com 和。 
https://owa.contoso.com

现在，验证是否已在 Outlook 的所有虚拟目录上通过运行以下命令，正确启用了 OAuth：

检查输出以确保每个 VDirs 上启用了OAuth ，它将如下所示（要查看的关键内容是 ' OAuth '）;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connect-to-office-365-powershell


Server                        : EX1
InternalUrl                   : https://mail.contoso.com/mapi
ExternalUrl                   : https://mail.contoso.com/mapi
IISAuthenticationMethods      : {Ntlm, OAuth, Negotiate}
InternalAuthenticationMethods : {Ntlm, OAuth, Negotiate}
ExternalAuthenticationMethods : {Ntlm, OAuth, Negotiate}

确认 EvoSTS Auth Server 对象是否存在

Get-AuthServer | where {$_.Name -eq "EvoSts"}

启用 HMA

Set-AuthServer -Identity EvoSTS -IsDefaultAuthorizationEndpoint $true  
Set-OrganizationConfig -OAuth2ClientProfileEnabled $true

Verify

将混合新式验证用于 Outlook for iOS 和 Outlook for Android

相关主题

如果任何服务器和四个虚拟目录中的任何一个都缺少 OAuth，则需要先使用相关命令添加它，然后再继续。

返回到此最后一个命令的内部部署 Exchange 命令行管理程序。 现在，您可以验证您的内部部署是否具有 evoSTS
身份验证提供程序的条目：

您的输出应显示名称 EvoSts 的 Get-authserver，并且 "已启用" 状态应为 True。  如果看不到此内容，应下载并运行
"混合配置" 向导的最新版本。

重要重要说说明明如果您的环境中运行的是 Exchange 2010，则不会创建 EvoSTS 身份验证提供程序。

在 Exchange 命令行管理程序（本地）中运行以下命令：

启用 HMA 后，客户端的下一次登录将使用新的身份验证流。 请注意，仅打开 HMA 不会触发任何客户端的重新身
份验证。 客户端将根据身份验证令牌和/或证书的有效期重新进行身份验证。

您还应按住 CTRL 键，同时右键单击 Outlook 客户端的图标（也在 Windows 通知栏中），然后单击 "连接状态"。 针
对 "身份验证" 类型的 "载荷*" 查找客户端的 SMTP 地址，该类型表示在 OAuth 中使用的持有者令牌。

注注释释是否需要使用 HMA 配置 Skype for Business？ 您将需要两个文章：一个列出受支持的拓扑，另一个演示如何
执行配置。

如果您是在 TCP 443 上使用 Exchange server 的本地客户，请为以下 IP 范围列入白名单： 
52.125.128.0/20  
52.127.96.0/23  

混合新式身份验证概述和在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服务器上使用它的先决条件

将 Outlook 用户强制设为新式验证
从 Office 365 专用/ITAR 到 vNext 的转换的新式身份验证配置要求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plan-your-deployment/modern-authentication/topologies-supported
file:///T:/sp4r/modern-authentication-configuration.md


如何配置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以使用混合新式验
证
2019/12/4 •

阅读摘要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新式身份验证是一种提供更安全的用户身份验证和授权的身份管理方法，适用于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本
地和 Exchange server 以及拆分域 Skype for Business 混合。

重要重要说说明明您想了解有关新式验证（MA）的详细信息，以及您希望在贵公司或组织中使用它的原因吗？ 查看此文
档以了解概述。 如果需要了解 MA 支持的 Skype for Business 拓扑，此处对此进行了介绍！

在开始之前在开始之前，我称之为：

新式验证> MA

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HMA

Exchange 本地> EXCH

Exchange Online > EXO

Skype for Business 本地> SFB

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 SFBO

此外，如果本文中的图形有一个灰显或变暗的对象，表示以灰色显示的元素不不包含在 MA 特定的配置中。

此摘要将流程分解为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步骤，并适用于整个清单，以跟踪您在进程中所处的位置。

1. 首先，请确保满足所有先决条件。

2. 由于许多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对于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都是常见的，请参阅预先申请清单的概述文章。 在
开始本文中的任何步骤之前，请执行此操作。

3. 收集您在文件或 OneNote 中需要的 HMA 特定信息。

4. 打开 EXO 的新式验证（如果尚未打开）。

5. 打开 SFBO 的新式验证（如果尚未打开）。

6. 为本地 Exchange 启用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7. 启用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的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这些步骤为 SFB、SFBO、EXCH 和 EXO 启用了 MA，即，可以参与 HMA 和 SFB 的 SFBO 配置的所有产品（包括对
EXCH/EXO 的依赖项）。 换句话说，如果用户驻留在混合的任何部分（EXO + SFBO、EXO + SFB、EXCH + SFBO 或
EXCH + SFB）中的邮箱，则最终产品将如下所示：



收集您需要的所有 HMA 特定信息

Get-CsService -WebServer | Select-Object PoolFqdn, InternalFqdn, ExternalFqdn | FL

打开 EXO 的新式验证

打开 SFBO 的新式验证

启用本地 Exchange 的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正如您所看到的，有四个不同的位置可以打开 MA！ 为获得最佳用户体验，建议您在所有四个位置都打开 MA。 如
果无法在所有这些位置启用 MA，请调整步骤，以便仅在环境所需的位置启用 MA。

有关支持的拓扑，请参阅Skype for business 的可支持性主题（MA 为 MA）。

重要重要说说明明在开始之前，请仔细检查是否满足所有先决条件。 你将在此处找到此信息。

在仔细检查您是否符合使用新式验证的先决条件后（请参阅上面的注释），应创建一个文件，以保存在前面步骤中配

置 HMA 所需的信息。 本文中使用的示例：

SIP/SMTP 域域

Ex. contoso.com （与 Office 365 联合）
租租户户  ID

表示 Office 365 租户的 GUID （在 contoso.onmicrosoft.com 的登录名处）。
SFB 2015 CU5 Web 服服务务  Url

您将需要部署的所有 SfB 2015 池的内部和外部 web 服务 URL。 若要获取这些内容，请从 Skype for Business 命
令行管理程序运行以下命令：

Ex. 里面https://lyncwebint01.contoso.com

Ex. 对外https://lyncwebext01.contoso.com

如果使用的是 Standard Edition server，则内部 URL 将为空。  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内部 URL 的池 fqdn。

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Exchange Online：如何为你的租户启用新式验证。

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为你的租户启用新式验证。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803262.aspx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32711.exchange-online-how-to-enable-your-tenant-for-modern-authentication.aspx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34339.skype-for-business-online-enable-your-tenant-for-modern-authentication.aspx


启用本地 Skype for business 的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在在  Azure AD  Azure AD 中将本地中将本地  web  web 服服务务  Url  Url 添加添加为为  Spn Spn

Get-MsolServicePrincipal -AppPrincipalId 00000004-0000-0ff1-ce00-000000000000 | Select -ExpandProperty 
ServicePrincipalNames

$x= Get-MsolServicePrincipal -AppPrincipalId 00000004-0000-0ff1-ce00-000000000000
$x.ServicePrincipalnames.Add("https://lyncwebint01.contoso.com/")
$x.ServicePrincipalnames.Add("https://lyncwebext01.contoso.com/")
Set-MSOLServicePrincipal -AppPrincipalId 00000004-0000-0ff1-ce00-000000000000 -ServicePrincipalNames 
$x.ServicePrincipalNames

创创建建  EvoSTS Auth Server  EvoSTS Auth Server 对对象象

New-CsOAuthServer -Identity evoSTS -MetadataURL 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FederationMetadata/2007-
06/FederationMetadata.xml -AcceptSecurityIdentifierInformation $true -Type AzureAD

启用混合新式身份启用混合新式身份验证验证

Set-CsOAuthConfiguration -ClientAuthorizationOAuthServerIdentity evoSTS

Verify

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如何将 Exchange Server 本地配置为使用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现在，您需要运行命令以在 SFBO 中添加 Url （之前收集的）作为服务主体。

注注释释服务主体名称（Spn）标识 web 服务并将它们与安全主体（如帐户名或组）相关联，以便该服务可以代表授权的
用户执行操作。 对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客户端使用 Spn 中包含的信息。

1. 首先，使用这些说明连接到 AAD。

2. 运行此命令（本地）以获取 SFB web 服务 Url 的列表。

请注意，AppPrincipalId 以开头 00000004 。 这对应于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记下（以及稍后比较的屏幕截图）此命令的输出将包含 SE 和 WS URL，但主要由以开头的 Spn 组成
00000004-0000-0ff1-ce00-000000000000/ 。

3. 如果内部或或外部 SFB url 缺少内部部署（例如， https://lyncwebint01.contoso.com
https://lyncwebext01.contoso.com)我们需要将这些特定记录添加到此列表。

请务必将下面的示例 url替换为添加命令中的实际 url！

4. 再次运行步骤2中的new-msolserviceprincipal命令，并查看输出，以验证新记录是否已添加。 将列表/屏幕截
图从早到新的 Spn 列表进行比较（您还可能会为您的记录提供新列表的屏幕截图）。 如果成功，您将在列表中看
到两个新的 Url。 根据我们的示例，Spn 列表现在将包含特定的 Url https://lyncwebint01.contoso.com和。
https://lyncwebext01.contoso.com/

在 Skype for Business 命令行管理程序中运行以下命令。

这是实际打开 MA 的步骤。 前面的所有步骤都可以提前运行，而无需更改客户端身份验证流。 当您准备好更改身
份验证流时，请在 Skype for Business 命令行管理程序中运行此命令。

启用 HMA 后，客户端的下一次登录将使用新的身份验证流。 请注意，仅打开 HMA 不会触发任何客户端的重新身
份验证。 客户端将根据身份验证令牌和/或证书的有效期重新进行身份验证。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ctive-directory/overview?view=azureadps-1.0
https://lyncwebint01.contoso.com
https://lyncwebext01.contoso.com
https://lyncwebext01.contoso.com/


相关文章

若要测试 HMA 在启用后是否正常工作，请注销测试 SFB Windows 客户端，并确保单击 "删除我的凭据"。 重新登
录。 客户端现在应使用新式的身份验证流，并且您的登录现在将包含Office 365提示 "工作或学校" 帐户，在客户端
与服务器联系并登录之前，请立即看到该帐户。

您还应检查 "OAuth 颁发机构" 的 Skype for business 客户端的 "配置信息"。 若要在客户端计算机上执行此操作，
请按住 CTRL 键，同时右键单击 Windows 通知托盘中的 "Skype for Business" 图标。 在出现的菜单中单击 "配置配置
信息信息"。 在将出现在桌面上的 "Skype for Business 配置信息" 窗口中，查找以下内容：

您还应按住 CTRL 键，同时右键单击 Outlook 客户端的图标（也在 Windows 通知栏中），然后单击 "连接状态"。 针
对身份验证类型的 "载荷*" 查找客户端的 SMTP 地址，该类型表示在 OAuth 中使用的持有者令牌。

链接回新式验证概述。

您是否需要了解如何对 Skype for business 客户端使用新式验证（ADAL）？ 我们在此处获取了一些步骤。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710548.aspx


从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删除或禁用混合
新式验证
2019/11/20 •

本文的目标是什么？

IMPORTANTIMPORTANT

如何禁用混合新式身份验证（Exchange）

Set-OrganizationConfig -OAuth2ClientProfileEnabled $false
Set-AuthServer -Identity evoSTS -IsDefaultAuthorizationEndpoint $false

Set-OrganizationConfig -OAuth2ClientProfileEnabled:$false

如何禁用混合新式身份验证（Skype for Business）

Set-CsOAuthConfiguration -ClientAuthorizationOAuthServerIdentity ""

Set-CsOAuthConfiguration -ClientAdalAuthOverride Disallowed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如果您已启用混合新式身份验证（HMA），则可以禁用 HMA。 本文介绍如何操作。

如果已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或内部部署中启用新式验证，以及/或 Exchange Online 或本地，并且发现您需
要禁用 HMA，则这些步骤适用于您。

如果你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或内部部署中，请参阅 "使用新式身份验证支持的 Skype For business 拓扑" 一文具有混合
拓扑 HMA，在开始之前，需要查看受支持的拓扑。

1. Exchange 本地本地：打开 Exchange 命令行管理程序并运行以下命令：

2. Exchange online：使用远程 PowerShell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 运行以下命令，将您
的OAuth2ClientProfileEnabled标志转换为 "false"：

1. Skypefor business 本地：在 Skype For Business 命令行管理程序中运行以下命令：

2.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使用远程 PowerShell连接到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 运行以下命令以禁用新
式验证：

链接回新式验证概述。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803262.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manage-skype-for-business-online-with-office-365-powershell


规划从 Office 2007 或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
升级
2019/11/20 •

如果我不升级，会发生什么情况？

有哪些升级选项可用？

帮助适用于你的帮助适用于你的组织组织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如果您的组织使用的是较旧版本的 Office 产品和服务器，这是开始规划升级的良好时间。 Office 2007 产品和服务
已达到其支持的最终期限。 Office 2010 产品和服务（包括 Office 2010、Exchange 2010、SharePoint 2010 和
Project Server 2010）将在10 月月13日日的支持终止。 使用此部分中的资源即可开始。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升级。

你现在可以选择不升级。 您的内部部署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将继续运行。 但是，当您不能再收到安全更新或支持选
项时，您或您的组织可能容易受到安全破坏。 强烈建议您尽快规划升级，以确定是 Office 365，还是本地服务器和
应用程序的较新版本。

组织可考虑以下几个选项：

OFFICE 2007 产产品和服品和服务务 OFFICE 2010 产产品和服品和服务务

Office 2007 （桌面） Office 2010 （桌面）

Exchange 2007 Exchange 2010

SharePoint 2007 SharePoint 2010

Office Communications Server Lync Server 2010

Project Server 2007 Project Server 2010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升升级级您的本地服您的本地服务务器和器和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如果你在本地使用 Office 产品和服务器应用程序，请参阅以下规划内
容：

使用使用  Office 365 或或  Microsoft 365 实实施混合解决方案。施混合解决方案。  混合使用本地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及其等效云。 如
果你要分阶段移动到云，或者必须在本地维护一些服务器和应用程序，混合解决方案可能对你的组织非常合

适。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混合云解决方案概述。

使用使用  Office 365 或或  Microsoft 365 迁移到云。迁移到云。  对于许多客户来说，迁移到云是一种高效且经济高效的解
决方案。 通过完全迁移到云，设置和持续管理变得更加简单，并且无缝获取所有最新的功能和安全更新。 请
参阅本文中的什么是 Microsoft 365？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

如果您需要有关规划升级的帮助，请考虑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

与合作伙伴或批量许可专家合作。 查找你的 Office 365 合作伙伴或经销商。

https://docs.microsoft.com/deployoffice/office-2007-end-support-roadmap
https://docs.microsoft.com/deployoffice/office-2010-end-support-roadmap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plan-your-deployment/upgrade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plan-your-deployment/upgrad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hybrid-cloud-overview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6c18a9b-2aed-4c84-9d75-af709160258c.aspx


    

  

我是家庭用户。 What do I do?

什么是 Microsoft 365？

RESOURCE 说说明明

Microsoft 365 获取有关不同版本的 Microsoft 365 的信息。 

Microsoft 365 业务文档 获取适用于中小型企业的 Microsoft 365 版本的详细信息。 

如果您的组织购买了一定数量的 Office 365 许可证，我们的 FastTrack 团队可以帮助您完成设置过程。 若要
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FastTrack For Office 365。

如果您是较小组织的一部分，或者如果您希望自己处理组织的 Office 升级，请参阅将office 365 for business
用户升级到最新的 Office 客户端。

如果使用的是 Office 2007 或 Office 2010 （在家中），请考虑以下更新选项：

免免费费在在浏览浏览器中使用器中使用  Office。。  在浏览器中创建、查看和编辑 Office 文件，并可从任何具有 internet 访问权
限的设备访问这些文件。 Office for web 包含适用于 web 的 Word、适用于 web 的 Excel、适用于 web
的PowerPoint、适用于web 的 OneNote、 Sway、电子邮件、日历和OneDrive。 若要开始，请访问office.com
，并使用你的Microsoft 帐户登录。 （如果你没有 Microsoft 帐户，可以在office.com创建一个。）

试试用用  Office 365 供家庭使用。供家庭使用。  查看要求，然后在office 365 家庭版或office 365 个人版中进行选择。 启动
试用版，了解 Office 365 的工作原理。 使用 Office 365，你将享受 OneDrive 的云存储，你每月将会收到60
分钟的 Skype 呼叫和座机号码，你将获得许多其他有用的功能。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office 365
获取最大限度的 office。

在2020 年1月14日对 Windows 7 的支持结束后，Office 365 家庭版或 Office 365 个人在 windows 7 设备上
运行的 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Publisher 和 Access 版本将会收到安全更新，但不会收到任何
功能更新。 若要继续接收这些应用程序的功能更新，请将Windows 7 设备升级到 Windows 10。

购买购买  Office 家庭家庭&学生版。学生版。  如果选择此选项，你将进行一次性购买，然后在你的 Windows 电脑或 Mac 上
安装 Office。 这不是订阅;它是一台计算机的一次性、永久使用许可证。 查看要求，然后选择要使用的版本。

如果你的 Windows 电脑运行的是 Windows 10，请考虑获取Office 家庭 & 学生 2019。

如果你的 Windows 电脑运行的是 Windows 7、8或8.1，并且你现在不升级到 Windows 10，请考虑从
授权的经销商处获取 Office 家庭版 & 学生版2016（或其他版本的 Microsoft Office）。

对 Windows 7 的支持将于2020年1月14日结束，之后 Microsoft 将不会提供安全更新或支持。 将
Windows 7 设备升级到 Windows 10 以继续进行安全性和功能更新以及持续支持。

你也可以选择现在不升级。 你的 Office 应用将继续运行。 此处提供了适用于 Office 支持日期的日程表。 但是，升
级将为您提供安全更新或新的和改进的功能。

Microsoft 365是 Office 365、Windows 10 和企业移动性 + 安全性（EMS）的组合，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智能解决方
案，可让每个人都具有创造性且安全地协同工作。

虽然您可以将 Office 2007 或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迁移到 Office 365，但 Microsoft 365 包含的许可证和功
能可帮助确保您的组织使用最新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和设备（包括Windows、iOS 和 Android —使用需要身份验
证和数据保护的策略进行注册并保持安全。 此外，还将定期更新 Windows 10 和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客户端软
件，以包括最新的功能和安全更新。

Microsoft 云可以通过 365 microsoft 云提供不断改进的设备和工作效率体验，以数字方式为你的企业进行数字转
换。

https://www.microsoft.com/fasttrack/microsoft-365/office-365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setup/upgrade-users-to-latest-office-client
https://products.office.com/office-online/documents-spreadsheets-presentations-office-onlin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4666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4666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4666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4667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4667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4667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46678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46679
https://office.com
https://account.microsoft.com/account
https://offic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p/office-365-home/cfq7ttc0k5dm?rtc=1&activetab=pivot:techspecstab
https://www.microsoft.com/p/office-365-home/cfq7ttc0k5dm
https://www.microsoft.com/p/office-365-personal/cfq7ttc0k5bf
https://products.office.com/compare-all-microsoft-office-products?&activetab=tab%3aprimaryr1
https://www.microsoft.com/windowsforbusiness/end-of-windows-7-support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12435/windows-10-upgrade-faq
https://office.com/systemrequirements
https://www.microsoft.com/p/office-home-student-2019/cfq7ttc0k7c8
https://www.microsoft.com/windowsforbusiness/end-of-windows-7-support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085724
https://www.microsoft.com/microsoft-365
https://www.microsoft.com/microsoft-365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business/


Microsoft 365 教育文档 获取有关适用于教育组织的 Microsoft 365 版本的详细信息。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文档 获取有关适用于企业组织的 Microsoft 365 版本的详细信息。 

RESOURCE 说说明明

后续步骤

相关主题

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

或

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

Microsoft 生命周期策略

Office 退休组（Microsoft 技术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duc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6520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2065


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
的资源
2019/11/20 •

Office 2007 规划路线图

规规划内容划内容 日期支持日期支持结结束束

Office 2007 结束支持路线图 2017 年 10 月 10 日 

Exchange 2007 停止提供支持路线图 2017 年 4 月 11 日 

SharePoint Server 2007 停止提供支持路线图 2017 年 10 月 10 日 

Project Server 2007 停止提供支持路线图 2017 年 10 月 10 日 

从 Office 通信服务器升级 2018年1月8日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停止提供支持路线图 2018 年 1 月 9 日 

我是家庭用户。 What do I do?

相关主题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如果使用的是 Office 2007 产品和服务，则对这些应用程序的支持已结束。 在规划升级时，应考虑转到 Microsoft
云（从 Office 365 开始），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使用本文作为查看选项和规划升级的起点。

Office 2007 产品和服务的支持已结束。 下面的路线图可帮助您立即规划升级。

当 Microsoft 产品的支持结束时，没有新的安全更新、非安全更新、免费或付费的辅助支持选项（包括自定义支持
协议）或在线技术内容更新。无论您是企业组织还是个人家庭用户，都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选项：

如果你在家使用 Office 2007 产品和应用程序，请参阅此信息。

Office 退休组（Microsoft 技术社区）

视频：什么是 Office 365？

Microsoft 生命周期策略

规划从 Office 2007 或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升级

https://docs.microsoft.com/deployoffice/office-2007-end-support-roadmap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plan-your-deployment/upgrad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206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47caf12-2589-452c-8aca-1c009797678b.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65200


Exchange 2007 停止提供支持路线图
2019/11/20 •

支持终止的含义是什么？

我的选项是什么？

迁移到迁移到  Office 365 Office 365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在2017 年年4月月  11日，Exchange Server 2007 已到达支持终止。 如果尚未开始从 Exchange 2007 迁移到 Office 365
或 Exchange 2016，现在是开始规划的时间。

与几乎所有 Microsoft 产品一样，Exchange Server 都具有支持生命周期，在此期间我们提供了新的功能、缺陷修补
程序、安全修补程序等。 此生命周期通常是从产品初始发布之日起10年的时间，而此生命周期的结束时间也称为产
品的支持终止的期限。 由于 Exchange 2007 在2017年4月11日到达其支持的结束时间，Microsoft 不再提供：

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技术支持;

针对已发现且可能影响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用性的问题的 Bug 修补程序。

已发现的漏洞安全修补程序以及可能会使服务器易受安全威胁的安全修补程序。

时区更新。

在此日期之后，你的 Exchange 2007 安装将继续运行。 但是，由于上面列出了所做的更改，强烈建议您尽快从
Exchange 2007 迁移。

有关即将结束支持的 Office 2007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产品规划升级。

现在，Exchange 2007 已达到其支持的结尾，强烈建议您浏览选项并准备迁移计划。 可执行下列操作：

使用直接转换、暂存或混合迁移迁移到 Office 365;

将 Exchange 2007 服务器迁移到本地服务器上的较新版本的 Exchange。

以下各节更详细地探讨了每个选项。

将电子邮件迁移到 Office 365 是帮助您停用 Exchange 2007 部署的最简单且最简单的选项。 通过迁移到 Office
365，你可以将一个从10年旧的技术到一种跃点，以提供艺术功能，如下所示：

合规性功能，如保留策略、就地和诉讼保留、就地电子数据展示等;

Office 365 组;

重点收件箱;

Delve 分析;

用于以编程方式访问电子邮件、日历、联系人等的 REST Api。

Office 365 还获取了新的功能和体验，并且你的用户通常可以立即开始使用它们。 除了新功能之外，您无需担心：

购买和维护硬件;

支付对服务器加热和冷却的费用;



我我应应如何迁移到如何迁移到  Office 365 Office 365？？

直接直接转换转换迁移迁移

暂暂存迁移存迁移

及时了解安全性、产品和时区的修补程序;

维护存储和软件以支持合规性要求;

升级到新版本的 Exchange-始终在 Office 365 中的最新版本的 Exchange 上。

根据你的组织，你有几个可帮助你获取 Office 365 的选项。 选择迁移选项时，需要考虑几个因素，如需要移动的座
位或邮箱数、您希望迁移的持续时间，以及您是否需要在内部部署安装和 Office 365 之间实现无缝集成迁移。 此表
显示了您的迁移选项和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将决定您将使用哪种方法。

| | |迁移迁移选项选项 |组织组织大小大小 |Duration| |:-----|:-----|:-----| |直接转换迁移 
|座位数少于150 
|一周或更少 
| |暂存迁移 
|超过150的座位 
|几周 
| |完全混合迁移 
|数百到数千个座位 
|几个月或更多 
|

以下各节提供了这些方法的概述。 请查看迁移路径，以了解每个方法的详细信息。

直接转换迁移是指在预先选择的日期和时间，将所有邮箱、通讯组、联系人等迁移到 Office 365;完成后，你将关闭
本地 Exchange 服务器，并以独占方式开始使用 Office 365。

对于没有很多邮箱的小型组织来说，直接转换迁移方法非常有用，要快速获取 Office 365，并且不希望处理其他方
法中的一些复杂性。 但它也受到限制，因为它应在一周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因为它要求用户重新配置其 Outlook
配置文件。 虽然直接转换迁移最多可以处理2000个邮箱，但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此方法最多迁移150个邮箱。 如果
您尝试迁移超过150个邮箱，则可能会在你的截止时间之后停止转移所有邮箱，并且 IT 支持人员可能会在帮助用户
重新配置 Outlook 时遇到大量的情况。

如果你正在考虑进行直接转换迁移，请考虑以下几点：

Office 365 将需要通过 TCP 端口443在 Outlook 无处不在上连接到 Exchange 2007 服务器。

所有内部部署邮箱都将移至 Office 365;

您需要具有可访问您的用户邮箱内容的本地管理员帐户，请参阅。

需要在 Office 365 中使用的 Exchange 2007 接受域作为服务中的已验证域进行添加;

在开始迁移和开始完成阶段之间的时间内，Office 365 将定期同步 Office 365 和本地邮箱。 这样，你就可以
完成迁移，而无需担心在你的内部部署邮箱中留下的电子邮件。

用户将收到 Office 365 帐户的新的临时密码，他们需要在首次登录邮箱时进行更改;

你将需要 Office 365 许可证，其中包含你迁移的每个用户邮箱的 Exchange Online;

用户需要在各自的每台设备上设置一个新的 Outlook 配置文件，并再次下载他们的电子邮件。 Outlook 将下
载的电子邮件数量可能有所不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更改要保持脱机的邮件数量。

若要了解有关直接转换迁移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内容：

有关使用直接转换迁移将电子邮件迁移到 Office 365 的注意事项

执行电子邮件到 Office 365 的直接转换迁移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ecide-on-a-migration-path-0d4f2396-9cef-43b8-9bd6-306d01df1e2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hange-how-much-mail-to-keep-offline-f3a1251c-6dd5-4208-aef9-7c8c9522d633?ui=en-us&rs=en-us&ad=us&fromar=1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what-you-need-to-know-about-a-cutover-email-migration-to-office-365-961978ef-f434-472d-a811-1801733869d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erform-a-cutover-migration-of-email-to-office-365-9496e93c-1e59-41a8-9bb3-6e8df0cd81b4


完全混合完全混合

暂存迁移是指您有几百或几个要迁移到 Office 365 的数千个邮箱，需要花费一周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迁移，并且不
需要任何高级混合迁移功能，如共享的忙/闲日历信息。

暂存迁移非常适合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将其邮箱迁移到 Office 365 的组织，但仍计划在几个星期内完成迁移。 您可
以在 "批处理" 中迁移邮箱，这些邮箱使您能够控制在给定时间迁移邮箱的数量。 例如，您可能在同一部门中对用户
的邮箱进行批处理，以确保同时移动它们。 或者，您可能在最后一个批处理之前离开行政邮箱。 与直接转换迁移一
样，用户将需要重新创建其 Outlook 配置文件。

如果您正在考虑执行暂存迁移，请考虑以下几点：

Office 365 将需要通过 TCP 端口443在 Outlook 无处不在上连接到 Exchange 2007 服务器。

您需要具有可访问您的用户邮箱内容的本地管理员帐户，请参阅。

需要在 Office 365 中使用的 Exchange 2007 接受域作为服务中的已验证域进行添加;

您需要创建一个 CSV 文件，其中包含要在批处理中迁移的每个邮箱的完整名称和电子邮件地址。 您还需要
为要迁移的每个邮箱包含一个新密码，然后将其密码发送给每个用户。 用户首次登录到其新的 Office 365
邮箱时，系统将提示用户更改密码;

在开始迁移批处理和开始完成阶段之间，Office 365 将定期同步批次中包含的 Office 365 和本地邮箱。 这
样，你就可以完成迁移，而无需担心在你的内部部署邮箱中留下的电子邮件。

用户将收到 Office 365 帐户的新临时密码，他们需要在首次登录邮箱时进行更改;

你将需要 Office 365 许可证，其中包含你迁移的每个用户邮箱的 Exchange Online;

用户需要在各自的每台设备上设置一个新的 Outlook 配置文件，并再次下载他们的电子邮件。 Outlook 将下
载的电子邮件数量可能有所不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更改要保持脱机的邮件数量。

若要了解有关暂存迁移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内容：

有关使用暂存迁移将电子邮件迁移到 Office 365 的注意事项

执行到 Office 365 的暂存迁移电子邮件

完全混合迁移是指组织有多个数百个、多达数万个的邮箱，并且您希望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移动到 Office 365。 由
于这些迁移的时间通常较长，混合迁移使其能够：

向本地用户显示 Office 365 中用户的忙/闲日历信息，反之亦然。

查看包含内部部署和 Office 365 中的收件人的统一全局地址列表;

查看所有用户的完整 Outlook 收件人卡片，而不管他们是在本地还是在 Office 365 中;

使用 TLS 和证书在本地 Exchange 服务器和 Office 365 之间进行安全的电子邮件通信;

将在内部部署 Exchange 服务器和 Office 365 之间发送的邮件视为内部邮件，使其能够：

通过面向内部邮件的传输和合规性代理进行正确评估和处理;

绕过反垃圾邮件筛选器。

完全混合迁移最适用于希望在多个月或更多个月内保持混合配置的组织。 您将获得本部分前面列出的功能，以及
目录同步、更好的集成合规性功能，以及使用在线邮箱移动将邮箱移动到 Office 365 的功能。 Office 365 将成为您
的内部部署组织的扩展。

如果你想要执行完全混合迁移，请考虑以下几点：

完全混合迁移不适合于所有类型的组织。 由于完全混合迁移的复杂性，少于几百个邮箱的组织通常不会看到
好处，从而证明了设置一个好的工作量和成本所需的好处。 如果这听起来像您的组织，我们强烈建议您改为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hange-how-much-mail-to-keep-offline-f3a1251c-6dd5-4208-aef9-7c8c9522d633?ui=en-us&rs=en-us&ad=us&fromar=1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what-you-need-to-know-about-a-staged-email-migration-to-office-365-7e2c82be-5f3d-4e36-bc6b-e5b4d411e20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erform-a-staged-migration-of-email-to-office-365-83bc0b69-de47-4cc4-a57d-47e478e4894e


迁移到迁移到较较新版本的新版本的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发发布布 功能功能

Exchange 2010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没有 Acl 的权限） 
Outlook Web Access 邮箱策略 
能够在组织之间共享忙/闲和代理日历 

Exchange 2013 Exchange 2010 中的功能和 .。。 
简化的体系结构将服务器角色数减少到三个（邮箱、客户端访

问、边缘传输） 
数据丢失防护策略（DLP），可帮助防止敏感信息泄露 
显著改进的 Outlook Web App 体验 

Exchange 2016 Exchange 2013 中的功能和 .。。 
将服务器角色进一步简化为仅限邮箱和边缘传输 
改进了 DLP 以及与 SharePoint 的集成 
改进的数据库恢复能力 
在线文档协作 

应应将哪种版本迁移到？将哪种版本迁移到？

考虑进行直接转换或暂存迁移。

您需要在 Exchange 2007 组织中至少部署一个 Exchange 2013 服务器，以充当 "混合服务器"。 此服务器将
代表你的 Exchange 2007 服务器与 Office 365 进行通信;

Office 365 将需要通过 TCP 端口443使用 Outlook Anywhere 连接到 "混合服务器";

你需要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和 Office 365 之间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AADConnect）设置目录同步;

用户将能够使用登录到本地网络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他们的 Office 365 邮箱（需要使用密码同步
和/或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连接）;

你将需要 Office 365 许可证，其中包含你迁移的每个用户邮箱的 Exchange Online;

用户无需在其大多数设备上设置新的 Outlook 配置文件（一些较早的 Android 手机可能需要新的配置文
件），无需重新下载其电子邮件。

如果完全混合迁移听起来非常适合你，请查看以下资源，以帮助你进行迁移：

Exchange 部署助理

Exchange Server 混合部署

混合配置向导

混合配置向导常见问题解答

混合部署先决条件

虽然我们强烈相信你可以通过迁移到 Office 365 实现最佳价值和用户体验，但我们还会了解某些组织需要将其电
子邮件保存在本地。 这可能是由于法规要求，保证数据不会存储在其他国家/地区的数据中心中，等等。 如果您选
择将您的电子邮件保留在本地，则可以将 Exchange 2007 环境迁移到 Exchange 2010、Exchange 2013 或
Exchange 2016。

如果无法迁移到 Office 365，建议您迁移到 Exchange 2016。 Exchange 2016 包括早期版本的 Exchange 中附带的
所有功能和改进，并且与 Office 365 提供的体验最为匹配（尽管某些功能仅适用于 Office 365）。 请查看以下内容中
缺少的几个内容：

我们建议您先假设您将迁移到 Exchange 2016。 然后，使用以下信息来确认您的假设或排除 Exchange 2016。 如果

https://aka.ms/exdeploy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058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hh52992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488940%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hh534377%28v=exchg.150%29.aspx


方面方面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支持日期结束 与 Exchange 2007 一样，每个 Exchange 版本都有自己的支持
日期结尾： 
Exchange 2010 -1 月2020 
Exchange 2013 -4 月2023 
Exchange 2016 -10 月2025 
在较早的支持日期结束时，您将需要执行另一个迁移。 2020年
1月比你想像的事情大得多！ 

Exchange 2010 和2013的迁移路径 以下是迁移到 Exchange 2010 或 Exchange 2013 的一般阶段： 
将 Exchange 2010 或2013安装到现有的 Exchange 2007 组织
中。若要 Exchange 2010 或2013，请将邮箱和公用文件夹移动
到 Exchange 2010 或2013停止其余的 Exchange 2007 服务器

迁移到 Exchange 2016 的路径 以下是迁移到 Exchange 2016 的一般阶段： 
将 Exchange 2013 安装到现有的 Exchange 2007 组织中。将邮
箱和公用文件夹移动到 exchange 2013 将邮箱和公用文件夹移
动到 Exchange 2013 停止其余 Exchange 2007 服务器将
Exchange 2016 安装到现有Exchange 2013 组织。 将邮箱、公
用文件夹、服务和其他基础结构移动到 Exchange 2016 （不考
虑顺序）。 取消剩余 Exchange 2013 服务器 > [!NOTE]> 从
Exchange 2013 迁移到 exchange 2016 非常简单。 这两个版本
几乎具有相同的硬件要求。 这意味着，这些版本是如此兼容的，
这意味着您可以重新生成为 Exchange 2013 购买的服务器并在
其上安装 Exchange 2016。 而且，在联机邮箱移动时，大多数用
户将永远不会注意到其邮箱将移出服务器，然后在您使用

Exchange 2016 重新生成后再返回。

版本共存 迁移到以下项时： 
Exchange 2016无法在包含 Exchange 2007 服务器的组织中
安装 Exchange 2016。 首先需要迁移到 Exchange 2010 或
2013（强烈建议采用 Exchange 2013），删除所有 Exchange
2007 服务器，然后迁移到 Exchange 2016。 
Exchange 2010 或或  exchange 2013您可以将 Exchange 2010
或 Exchange 2013 安装到现有的 Exchange 2007 组织中。 这
使您可以安装一个或多个 Exchange 2010 或2013服务器，并执
行迁移。 

服务器硬件 服务器硬件要求已从 Exchange 2007 更改。 您需要确保要使用
的硬件是兼容的。 您可以在此处查找有关每个版本的硬件要求
的详细信息： 
Exchange 2016 系统要求 
Exchange 2013 系统要求 
Exchange 2010 系统要求 
你会发现 Exchange 性能的显著改进以及较新的服务器中计算
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的增加，可能需要较少的服务器来支持

相同数量的邮箱。 

操作系统版本 每个版本支持的最低操作系统版本为： 
Exchange 2016Windows Server 2012 
Exchange 2013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Exchange 2010Windows Server 2008 SP2 
您可以在 Exchange 可支持性矩阵中找到有关操作系统支持的
详细信息。 

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迁移到 Exchange 2016，请执行与 Exchange 2013 相同的过程，依此类推。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6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41%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ff728623%28v=exchg.150%29.aspx


Active Directory 林功能级别 每个版本支持的最小 Active Directory 林功能级别为： 
Exchange 2016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Exchange 2013Windows Server 2003 
Exchange 2010Windows Server 2003 
可以在Exchange 可支持性矩阵中找到有关林功能级别支持的
详细信息。 

Office 客户端版本 每个版本的受支持的 Office 客户端版本最低为： 
Exchange 2016Office 2010 （包含最新的更新） 
Exchange 2013Office 2007 SP3 
Exchange 2010Office 2003 
您可以在 Exchange 可支持性矩阵中找到有关 Office 客户端支
持的详细信息。 

方面方面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如何迁移？如何迁移？

如果我需要帮助，该怎么办？

相关主题

如果您已决定要将电子邮件保留在本地，则可以使用以下资源来帮助您进行迁移：

Exchange 部署助理

Exchange 2016、 2013、 2010的 Active Directory 架构更改

Exchange 2016、 2013、 2010的系统要求

Exchange 2016、 2013、 2010的先决条件

如果要迁移到 Office 365，你可能有资格使用我们的 Microsoft FastTrack 服务。 FastTrack 提供了最佳实践、工具和
资源，使您可以尽可能无缝地迁移到 Office 365。 尤其可贵的是，你将拥有真正的支持工程师，它将引导你完成迁
移，从规划和设计一直到迁移你的最后一个邮箱。 若要了解有关 FastTrack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FastTrack。

如果您在迁移到 Office 365 期间遇到任何问题，并且您不使用 FastTrack，或迁移到较新版本的 Exchange Server，
我们将在这里为你提供帮助。 以下是您可以使用的一些资源：

技术社区

客户支持

帮助您升级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资源

Office 退休组（Microsoft 技术社区）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ff728623%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ff728623%28v=exchg.150%29.aspx
https://aka.ms/exdeploy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738144%28v=exchg.16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738144%28v=exchg.150%29.aspx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en/details.aspx?displaylang=en&id=5401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6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41%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691354%28v=exchg.16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691354%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691354%28v=exchg.141%29.aspx
https://fasttrack.microsoft.com/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forums/office/home?category=exchangeserver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gp/support-options-for-busines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2065


SharePoint Server 2007 停止提供支持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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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终止的含义是什么？

TIPTIP

我的选项是什么？

GOOD 能能 最好最好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3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混合 SharePoint Server 2016 

SharePoint 混合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在2017 年年10月月  10日，Microsoft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 2007 已到达支持终止。 如果尚未开始从 SharePoint
Server 2007 迁移到 Office 365 或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版本的新版本，现在是开始规划的时间。 本文详细介绍
了帮助用户将数据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或在本地升级 SharePoint Server 的资源。

SharePoint Server （如几乎所有 Microsoft 产品）都具有支持生命周期，在此期间，Microsoft 提供了新的功能、缺陷
修补程序、安全修补程序等。 此生命周期通常是从产品初始发布之日起10年的时间，而此生命周期的结束时间也
称为产品的支持终止的期限。 在支持结束后，Microsoft 将不再提供：

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技术支持;

针对已发现且可能影响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用性的问题的 Bug 修补程序。

已发现的漏洞安全修补程序以及可能会使服务器易受安全威胁的安全修补程序。并

时区更新。

尽管您的 SharePoint Server 2007 服务器场在 2017 10 月10日后仍可正常运行，但不会为产品提供进一步的更
新、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包括安全修补程序/修补程序），并且 Microsoft 支持将把其支持工作完全转移到产品的
较新版本。 由于你的安装将不再受支持或修补，因为支持方法的结束应升级产品或迁移重要数据。

如果尚未计划升级或迁移，请参阅： SharePoint 2007 迁移选项，以了解开始位置的一些示例。 您还可以搜索可帮助升级或
Office 365 迁移的Microsoft 合作伙伴（或两者）。

有关支持结束支持的 Office 2007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
资源。

您的第一位应是产品生命周期网站。 如果你的本地 Microsoft 产品是老化的，则应检查其支持日期的结束日期，以
便在你的迁移通常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后，或在你的迁移过程中安排升级或迁移。 在选择下一步时，它可能会帮助
您了解什么是足够好、更好，并且在产品功能方面最适合。 下面是一个示例：

如果你在规模的低端（足够好）选择选项，请记住，从 SharePoint Server 2007 迁移完成后，你将需要立即开始规划
升级。 （SharePoint Server 2007 支持的结尾为10月10日，2017。 请注意，这些日期可能会发生更改，并可检查产
品生命周期网站。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sharepoint-2007-migration-option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24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48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lifecycle


接下来如何操作？

IMPORTANTIMPORTANT

SHAREPOINT ONLINE （（SPO））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本地

较高的时间成本（规划/执行/验证） 较高的时间成本（规划/执行/验证） 

降低资金成本（无需购买硬件） 资金成本较高（硬件 + devs/管理员） 

迁移的一次性成本 每次迁移时重复的一次性成本 

低总拥有成本/维护 高总拥有成本/维护 

迁移到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ONLINE PRO 联联机机  CON

Microsoft 提供 SPO 硬件和所有硬件管理。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和 SPO 之间的可用功能可能有所不同。 

你是订阅的全局管理员，并且可能会向管理员分配 SPO 网站。 在 Office 365 的 SharePoint 管理员角色中，在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中对服务器场管理员可用的某些操作不存在（或不必
要）。 

可以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将 SharePoint Server 安装在本地，也可以使用 SharePoint Online，这是 Microsoft Office
365 的一部分的联机服务。 您可以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升级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执行上述两项操作

实现SharePoint 混合解决方案

了解与维护服务器场以继续、维护或迁移自定义设置以及升级 SharePoint Server 所依赖的硬件相关的隐藏成本。
如果是必需的，则为内部部署 SharePoint Server 服务器场进行奖励;否则，如果在旧版 SharePoint 服务器上运行服
务器场，而不进行大量自定义，则可以从计划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中受益。

如果不经常使用 SharePoint 2007 中的内容，也可以选择另一个选项。 某些 SharePoint 管理员可以选择创建 Office 365 订
阅，设置全新的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然后将其完全从 sharepoint 2007 中裁出，将最重要的文档完全从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中删除。 从这里可以将数据从 SharePoint 2007 网站中排出到存档中。 请考虑用户如何使用 SharePoint 2007 安装数据。
可能有一些创造性的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

当迁移到 Office 365 时，一次性移动将具有较高的成本，而您可以对数据进行组织，并决定要对云执行哪些操作以
及留下哪些内容。 但是，升级将从该点自动进行，你将不再需要管理硬件和软件更新，并且你的服务器场的启动时
间将由 Microsoft 服务级别协议（SLA）进行支持。

通过查看关联的服务说明，确保 SharePoint Online 具有你所需的所有功能。 以下是指向所有 Office 365 服务说明
的链接：

Office 365 服务说明

没有直接从 SharePoint 2007 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方法;您的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将手动执行。 如果
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6，则移动可能还涉及使用 SharePoint 迁移 API （例如，
将信息迁移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c89a95a-a58c-4fc1-974a-389d4f195383.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72060


Microsoft 对底层硬件和软件应用修补程序、修补程序和更新。 由于对服务中的基础文件系统没有访问权限，因此某些自定义

项受到限制。 

Microsoft 发布服务级别协议并快速移动以解决服务级别事件。 备份和还原和其他恢复选项通过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服务
自动进行，如果不使用，则会覆盖备份。 

Microsoft 在服务中不断执行安全测试和服务器性能调整。 对用户界面和其他 SharePoint 功能的更改由服务安装，并且可
能需要开启或关闭。 

Office 365 符合多种行业标准： office 365 合规性。 迁移的FastTrack协助受到限制。 
大部分升级都是手动进行的，也可以通过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迁移内容路线图中介绍的 SPO 迁移 API 进行。 

Microsoft 支持工程师和数据中心中的员工都不受无限制地对
订阅进行管理员访问。 

如果需要升级硬件基础结构以支持较新版本的 SharePoint，或
者如果升级需要辅助服务器场，则可能会有额外的成本。 

合作伙伴可协助将数据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一次性作
业。 

在线产品是通过服务自动更新的，这意味着功能可能弃用，但

不提供真正的支持结束。 

ONLINE PRO 联联机机  CON

升升级级本地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SharePoint Server

SharePoint 2007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3

SharePoint Server
2016

NOTENOTE

如果您已决定创建新的 Office 365 网站，并将在需要时手动将数据迁移到它，则可以在此处查看 Office 365 选项：

Office 365 计划选项

目前没有办法跳过 SharePoint 升级中的版本，至少是在发布 SharePoint Server 2016 时才会跳过。 这意味着升级
以串行方式进行：

从 SharePoint 2007 迁移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6 的完整路径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时间，并将在升级后的硬件方
面产生成本（请注意，还必须升级 SQL server）、软件和管理。 根据功能的关键程度，需要升级或放弃自定义项。

可以维护您的生命期结束的 SharePoint 2007 服务器场，在新硬件上安装 SharePoint Server 2016 场（因此单独的服务器场并
行运行），然后规划和执行内容的手动迁移（用于下载和重新上载内容）示例）。 了解手动移动的一些陷阱（例如，文档移动将上
次修改的帐户替换为执行手动移动的帐户的别名）以及必须提前完成的工作（如重新创建网站、子网站、权限和列表）。结构）。

同样，这也是考虑可以移动到存储或不再需要的数据的时间，可降低迁移影响的操作。

无论哪种方式，都要在升级之前清理环境。 请确保你的现有服务器场在升级之前运行正常，并在停止之前（确保）运
行！

请记住查看支持的和不受支持的升支持的和不受支持的升级级路径路径：

SharePoint Server 2007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859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8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7


本地本地  PRO 本地本地  CON

从服务器硬件上完全控制 SharePoint 场的各个方面。 所有中断和修复都是贵公司的责任（如果你的产品不在支持的

基础上，可以与付费 Microsoft 支持部门联系）：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的完整功能集以及通过混合将本地服务
器场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订阅的选项。 

在本地托管的 SharePoint Server 的升级、修补程序、安全修补
程序和所有维护。 

完全访问权限以进行更好的自定义。 Office 365 支持的合规性标准必须在本地手动配置。 

在您的内部部署（在您的控制之下）执行安全测试和服务器性能

调整。 
Office 365 可能会对 SharePoint Online 可用的功能，这些功能
无法与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进行互操作 

合作伙伴可协助将数据迁移到 SharePoint Server 的下一个版
本（和更高版本）。 

您的 SharePoint Server 网站不会自动使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显示的SSL/TLS证书。 

在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中完全控制命名约定、备份和还原以
及其他恢复选项。 

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对产品生命周期非常敏感。 

升升级资级资源源

在在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和本地部署之和本地部署之间创间创建建  SharePoint  SharePoint 混合解决方案混合解决方案

NOTENOTE

如果您具有自定自定义项义项，则在迁移路径中为每个步骤规划升级都很重要：

SharePoint 2007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先知道您是否满足硬件和软件要求，然后再遵循受支持的升级方法。

的硬件的硬件/软软件要求件要求：

Sharepoint server 2010 | sharepoint server2010 | sharepoint server 2013 | sharepoint server 2016

的的软软件件边边界和限制界和限制：

Sharepoint server 2007 | sharepoint server2010 | sharepoint server 2013 | sharepoint server 2016

以下项的升的升级过级过程概述程概述：

Sharepoint server 2007 | sharepoint server2010 | sharepoint server 2013 | sharepoint server 2016

如果迁移的答案需要在本地提供的自控制之间，以及 SharePoint Online 提供的较低的所有权成本，则可以通过混
合将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或2016服务器场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了解 SharePoint 混合解决方案

如果你确定混合 SharePoint 服务器场将对你的业务带来好处，请熟悉现有的混合类型，以及如何配置你的本地
SharePoint 场和 Office 365 订阅之间的连接。

查看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的工作原理是一种很棒的方法。 拥有试用版或购买的 Office 365 订阅后，您将能够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创建网站集、web 和文档库，您可以在其中迁移数据（通过使用迁移 API 手动进行），或者-
如果您想要迁移我的通过混合向导将网站内容传递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请注意，您的 SharePoint 2007 服务器场将需要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6，才能使用 "混合"
选项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8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0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0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0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0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4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4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48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4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5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5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5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35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c89a95a-a58c-4fc1-974a-389d4f195383.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2


相关主题

疑难解答和恢复升级（Office SharePoint Server 2007）

解决升级问题（SharePoint Server 2010）

在 SharePoint 2013 中解决数据库升级问题

搜索 Microsoft 合作伙伴以帮助进行升级

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资源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9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9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9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249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停止提供支持路线图
2019/11/20 •

MICROSOFT BI 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日期支持日期支持结结束束

ProClarity Analytics Server 6.3 Service Pack 3 
ProClarity Desktop Professional 6。3 
ProClarity SharePoint Viewer 6。3 

2017 年 7 月 11 日 

SharePoint Server 2007 Service Pack 3 2017 年 10 月 10 日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Service Pack 3 2018 年 1 月 9 日 

支持终止的含义是什么？

我的选项是什么？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已达到其支持的结尾，包括您可能在商业智能（BI）解决方案中使用的服务器和应用
程序。 下表列出了受影响的 BI 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升级的资源。

Microsoft 产品（例如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SP3、ProClarity 软件和 SharePoint Server 2007 SP3）都具有
支持生命周期，在此期间，Microsoft 提供了新的功能、缺陷修补程序和安全更新。 产品的生命周期通常是从产品初
始发布之日起10年后，而该生命周期的结束时间也称为产品的支持终止。 由于 ProClarity、PerformancePoint
Server 和 SharePoint Server 2007 已达到其支持的结束时间，Microsoft 将不再提供：

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技术支持

针对已发现且可能影响服务器稳定性和可用性的问题的 Bug 修补程序

针对发现的漏洞的安全修补程序，可能导致服务器或应用程序易受安全破坏

时区更新

您安装的 ProClarity、SharePoint Server 2007 SP3 和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SP3 仍将继续运行，即使支
持已结束。 但是，强烈建议您尽快从这些应用程序迁移。

通过这些 BI 应用程序来实现支持的结束，这是查看选项和准备升级计划的良好时间。 自2007起对 Microsoft BI 应
用程序进行了大量更改，并且有几个选项需要考虑，如下表所示：



如果您使用的是如果您使用的是  .。。。。 浏览这浏览这些些选项选项  .。。。。 请记请记住住这这一点一点  .。。。。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监视&分
析功能，包括： 

PerformancePoint 监控服务器 

PerformancePoint 仪表板设计器 

SharePoint Services 的仪表板查看器（用
于呈现 PerformancePoint 仪表板、记分
卡和报表） 

Excel 在在浏览浏览器中器中（在云中或本地）的
excel。 有关概述，请参阅BI 功能在 Excel
和 Office 365 

POWER BI （在云中或本地）。 有关概
述，请参阅什么是 POWER BI？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本
地）。 有关概述，请参阅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SSRS）：创建、部署和
管理移动和分页报告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本地）。
有关概述，请参阅什么是针对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的新增功能
（SharePoint Server 2010） 

Excel 可用作联机（基于云）解决方案或本
地解决方案。 Excel 的功能可以满足许多
报告和仪表板需求。 

Power BI 可用作联机或本地解决方案。
Power BI 不包括在 Office 365 中，但你
可以开始使用 Power BI 免费版，然后根
据你的数据使用和业务需求升级到

Power BI Pro。 

Reporting Services 和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都是本地解决方案。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在
SharePoint Server 2010、SharePoint
Server 2013 和 SharePoint Server 2016
中可用。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中提供
的某些功能和报告类型在 Excel、Power
BI、Reporting Services 或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中不可用。
你将需要查看可用的功能，以确定满足

你的业务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ProClarity 软件，包括： 

ProClarity Desktop Professional 

ProClarity Analytics Server 

ProClarity SharePoint Viewer 

与与  Microsoft 合作伙伴合作合作伙伴合作，确定最符

合您的需求的解决方案。 访问Microsoft
合作伙伴中心 

您还可以考虑在浏览器、Power BI、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或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中使用 excel
和 Excel。 

其他 Microsoft 产品（包括 Excel、Power
BI、Reporting Services 和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中提供了在
ProClarity 软件中可用的几种（但并非全
部）的特性和功能。 

SharePoint Server 2007 Kpi （也称为
MOSS Kpi） 

Excel Services 的的  excel。 有关概述，请
参阅excel 和 Excel Services 中的商业智
能（SharePoint Server 2013） 

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2007 创建的
MOSS Kpi 可在 SharePoint Server
2010、SharePoint Server 2013 和
SharePoint Server 2016 中使用。但是，
不能创建新的 MOSS Kpi。 

Excel 2007 Excel （在云中或本地）。 有关概述，请参
阅BI 功能在 Excel 和 Office 365 

POWER BI （在云中或本地）。 有关概
述，请参阅什么是 POWER BI？ 

Excel 和 Power BI 都为你的组织提供基
于云的解决方案和内部部署解决方案，

并支持多种数据源。 

如果我需要有关如果我需要有关选择选择解决方案的帮助，解决方案的帮助，该该怎么怎么办办？？

如果如果现现在不升在不升级级，会，会发发生什么情况？生什么情况？

如何规划升级？

由于提供了很多 BI 选项，因此最好确定哪个选项是最佳选择。 我们提供了可帮助你的在线指南。 请参阅选择
Microsoft 商业智能（BI）工具以进行分析和报告。

你可以选择现在不升级。 现有的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将继续运行。 但是，在支持结束后，你将不会收到任何进一步的
更新-包括安全更新。 如果你的服务器应用程序出现问题，你将无法从 Microsoft 技术支持获得帮助。

在您研究了升级选项之后，下一步是准备升级计划。 以下各节包含可帮助您规划解决方案的其他资源的信息和链
接。 在 Microsoft BI 应用程序中，有四个主要选项，包括在云或内部部署中使用的两种方法，以及两个仅本地解决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26c0548e-124c-4fd3-aab3-5f64568cb743.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4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4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4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24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2740f10c-579d-4b40-a1d9-7beb5d38547c.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26c0548e-124c-4fd3-aab3-5f64568cb743.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4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39877


    

      

选项选项 在云中在云中还还是内部部署？是内部部署？

Excel 两者都有 

[Power BI](#use-power-bi-in-the-cloud-or on-premises) 两者都有 

Reporting Services 仅本地 

PerformancePoint 服务 仅本地 

使用使用  Excel  Excel （在云中或本地）（在云中或本地）

使用使用  OFFICE 365 的的  EXCEL （在云中）（在云中） EXCEL 与与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本地）

您将您将获获得最新版本的得最新版本的  Excel。 使用 Office 365，你可以获得最
新版本的 Excel，其中包括功能强大的新图表类型、快速轻松地
创建图表和表格以及支持更多数据源的功能。 

安装更安装更简单简单。 Excel 包含在 Office 365 for business 中，因此不
会对你的部件进行繁重的提升。 注册并登录，你将能够更快、更
高效地运行，而不是升级你的本地服务器。 

用用户户可以随可以随时时随地随地访问访问他他们们的工作簿的工作簿。 用户可以使用其计算
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从任何位置安全地查看工作簿。 

还还有更多有更多！ 查看Excel 和 Office 365 中的 BI 功能 

管理全局管理全局设设置置。 作为 SharePoint 管理员，您可以指定全局设
置，如安全性、负载平衡、会话管理、工作簿缓存和外部数据连

接。 

可以将可以将  Excel services 与与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结结合合
使用使用。 您可以将 Excel Services 和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配置为 SharePoint Server 安装的一部分，并在
PerformancePoint 仪表板中包括 Excel Services 报表。 

还还有更多有更多！ 请参阅在 excel 和 Excel Services 中的商业智能
（SharePoint Server 2013） 

使用使用  Office 365  Office 365 的的  Excel  Excel （在云中）（在云中）

Excel Excel 与与  SharePoint Server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本地）

方案的选项：

使用 Excel （也称为 "Excel Services"）在 SharePoint Server 中，用户可以在浏览器窗口中查看和使用工作簿，即使其
计算机上未安装 Excel 也是如此。 您可以使用 Excel 创建报表、记分卡和仪表板，然后使用 Excel 在浏览器中与其他
人共享工作簿，无论您是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作为 Office 365 的一部分还是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此外，您
还可以使用存储在本地或在云中的数据，这使您能够使用多种数据源。

下表比较了使用 Excel 与 Office 365 结合使用 Excel 和 SharePoint Server 的主要优势，并提供了以下附加信息。

如果您转到 Office 365，您将拥有最新的服务和应用程序，包括 Excel 2016。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在 Office
365 中不可用，因此你将使用 Excel 工作簿或其他报表替换 PerformancePoint 仪表板内容。 好消息是，Excel 2016
具有大量新图表类型，在 Excel 中创建令人耳目一新的仪表板比以往更轻松。 同时，还会定期添加新功能。 若要了
解详细信息，请参阅Excel 2016 For Windows 中的新增功能。

当您购买50个座位或更多的 Office 365 时，Microsoft FastTrack 团队可以帮助您进行设置。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
访问FastTrack。

如果升级到较新版本的 SharePoint，则可以使用 excel Services 或浏览器中的 Excel，如下所示：

SharePoint Server 2010 中的 Excel Services

SharePoint Server 2013 中的 Excel Services

Excel （它是 Office Online Server 的一部分）独立于 SharePoint Server 2016 安装

您还可以在新版本的 SharePoint Server 中配置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并将其与 Excel 一起使用。

若要了解有关你的 SharePoint 升级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harepoint Server 2007 end of Support 路线图。

若要了解有关 Excel Service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Excel services 概述（SharePoint Server 2010）。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26c0548e-124c-4fd3-aab3-5f64568cb743.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2740f10c-579d-4b40-a1d9-7beb5d38547c.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fdb9208-ff33-45b6-9e08-1f5cdb3a6c73.aspx
https://www.microsoft.com/fasttrack/microsoft-365/office-36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62


  

  

使用使用  Power BI  Power BI （在云中或内部部署中）（在云中或内部部署中）

使用使用  Reporting Services  Reporting Services （本地）（本地）

使用使用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本地）（本地）

在哪里可以获取有关升级的帮助？

相关主题

Power BI 是一套用于分析数据和共享见解的业务分析工具。 使用 Power BI，可以使用内部部署或联机数据源创建
交互式报告和仪表板。 用户可以使用其计算机或移动设备查看和使用报告和仪表板。

Power BI 不包括在 Office 365 或 SharePoint Server 中，但是一个单独的服务，其中包括 Power BI Desktop、Power
BI 网关和 Power BI 服务。 Power BI 还与 SharePoint Online 集成。 你可以免费开始使用 Power BI，并根据你的数
据使用情况和业务需求升级到 Power BI Pro。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POWER BI？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报告解决方案，以及在本机模式或 SharePoint 集成模式下安装
和配置 Reporting Services 的功能。 您可以使用多个工具（包括报表设计器、报表生成器和 Power View）创作报表。
使用最新版本的 SQL Server，您还可以使用 SQL Server 移动报表发布服务器来提供可扩展到任何屏幕大小的报
告，从而使您的组织能够在其移动设备上使用报告。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SSRS）：创建、部署和管理移动和分页报告。

如你所知，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是独立于 SharePoint Server 2007 购买的。 从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开始，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是 SharePoint Server 中的服务应用程序。 这意味着，您不必购买单独的服务器
许可证或硬件即可使用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若要从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移动到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请移动到 SharePoint Server 的更新版
本，并配置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您要移动到的 SharePoint Server 版本将确定是否可以将现有仪表板内容
从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导入到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如果您正在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0，则可以将 PerformancePoint 仪表板内容从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导入 SharePoint Server 2010 中的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若要了解如何工作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导入向导：将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内容重设为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如果您正在迁移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6，则很可能需要创建新的仪表板内容
（数据源、报表、记分卡和仪表板页面）。

若要开始了解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升级计划，请参阅以下资源：

1. SharePoint Server 2007 结束支持路线图

2. 当您知道要移动到的 SharePoint 版本时，请参阅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的相应文章：

规划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3 中的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概述

SharePoint Server 2016 中的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概述

当您升级到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时，您将喜欢几个新的功能和增强功能。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提供
改进的记分卡、新的可视化项（如分解树）和 KPI 详细信息报表以及更多的图表类型、更好的时间智能筛选功能以及
改进的可访问性合规性。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What's new For PerformancePoint Services （SharePoint
Server 2010）。

无论是本地升级还是迁移到 Office 365，我们都建议使用 Microsoft 合作伙伴。 合格的合作伙伴可帮助您确定最能
满足您的业务需求的解决方案，并协助您的部署。 访问Microsoft 合作伙伴中心，并使用搜索筛选器查找解决方案
提供商。

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资源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4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4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3887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6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55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7470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34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249


Office 退休组（Microsoft 技术社区）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2065


Project Server 2007 停止提供支持路线图
2019/11/20 •

PRODUCT 支持支持结结束日期束日期

Project Server 2007 2017 年 10 月 10 日 

项目组合服务器2007 2017 年 10 月 10 日 

Project 2007 Standard 2017 年 10 月 10 日 

Project 2007 专业版 2017 年 10 月 10 日 

支持终止的含义是什么？

我的选项是什么？

为为什么我更喜什么我更喜欢欢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ONLINE 为为什么我更喜什么我更喜欢欢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我有移动用户。 
迁移成本是一个很大的顾虑（硬件、软件、时间和实施工作，等

等）。 
迁移后，维护我的环境所需的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例

如，自动更新、保证的正常运行时间等）。 

业务规则限制我在云中运行我的业务。 
我需要控制环境的更新。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在2017中，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应用程序的支持已结束，您需要考虑迁移计划。 如果你当前使用的是 Project
Server 2007，请注意它以及这些其他相关产品的以下支持结束日期：

有关 Office 2007 服务器即将退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产品升级。

与几乎所有 Microsoft 产品一样，Project Server 都具有支持生命周期，在此期间我们提供了新的功能、缺陷修补程
序、安全修补程序等。 此生命周期通常是从产品初始发布之日起10年的时间，而此生命周期的结束时间也称为产品
的支持终止的期限。 由于 Project Server 2007 在2017年10月10日已达到其支持的结束时间，Microsoft 不再提供：

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技术支持。

针对所发现的问题的 Bug 修复，并且可能会影响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用性。

针对发现的漏洞的安全修补程序，并且可能会使服务器容易受到安全破坏。

时区更新。

在此日期之后，Project Server 2007 的安装将继续运行。 但是，由于上面列出了所做的更改，强烈建议您尽快从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

如果使用的是 Project Server 2007，您需要浏览迁移选项，其中包括：

迁移到 Project Online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的较新的本地版本（最好是 Project Server 2016）。



NOTENOTE

在计划从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时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

迁移到 Project Online

RESOURCE 说说明明

Project Online 入门 如何设置和使用 Project Online。 

Project Online 服务说明 有关可供您使用的不同 Project Online 计划的信息。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的更新的本地版本

有关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移动的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资源。 请注
意，Project Server 不支持混合配置，因为 Project Server 和 Project Online 无法共享同一个资源池。

在计划从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时，需要考虑以下事项：

从Microsoft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获获取帮助取帮助-从 Project Server 2007 升级可能会非常困难，并且需要进行大量准备和规
划。 如果你不是最初安装和配置 Project Server 2007 的方法，则可能尤其有挑战性。 幸运的是，有
Microsoft 合作伙伴您可以转到执行此操作的用户，无论您是否计划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或 Project
Online。 你可以搜索 Microsoft 合作伙伴以帮助你在Microsoft 合作伙伴中心上进行迁移。 您可以通过搜索
"黄金" 金牌项目和项目组合管理，来获取 Project 中具有专业技能的所有 Microsoft 合作伙伴的列表。

规规划自定划自定义义-请注意，当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或 project Online 时，在 project server 2007 环境中使
用的许多自定义设置可能不起作用。 在不同版本之间的 Project Server 体系结构以及所需的操作系统、数据
库服务器和客户端 web 浏览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支持使用较新版本。 制定了如何根据需要在新环境中测
试或重建自定义项的计划。 规划升级也是一种很好的机会来验证是否在您向前移动时确实需要特定的自定
义。 在升级到 SharePoint 2013 过程中创建当前自定义项计划在升级过程中，有关评估和规划当前自定义项
的一些极好的常规信息。

时间时间和耐心和耐心升级规划、执行和测试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时。 例如，
如果要从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则首先需要从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0，然后检查数据，然后在迁移到每个后续版本时执行相同的操作。 您可能需要与
Microsoft 合作伙伴核实，以将您的成本与他们对其进行的估计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进行比较。

如果选择从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到 Project Online，则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来手动迁移项目计划数据：

1. 将项目计划从 Project Server 2003 保存到。MPP 格式。

2. 使用 Project Professional 2013、Project Professional 2016 或 Project Online 桌面客户端，打开每个 mpp 文
件，然后将其保存并发布到 Project Online。

您可以在 Project Online 中手动创建 PWA 配置（例如，重新创建任何所需的自定义字段或企业日历）。 Microsoft 合
作伙伴还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主要资源：

虽然我们强烈相信您可以通过迁移到 Project Online 来实现最佳价值和用户体验，但我们还了解一些组织需要将项
目数据保留在本地环境中。 如果选择将您的项目数据保留在本地，则可以将 Project Server 2007 环境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0、Project Server 2013 或 Project Server 2016。

如果不能迁移到 Project Online，建议您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Project Server 2016 包括早期版本的 Project
Server 中包含的所有功能和改进，并且与 Project Online 可用的体验最为匹配（尽管某些功能仅在 Project Onlin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4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2061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3e5f64f-ada5-4f9d-a578-130b2d4e5f1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29088


NOTENOTE

如何迁移到如何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Project Server 2016？？

步步骤骤11：从：从  Project Server 2007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0 Project Server 2010

RESOURCE 说说明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概述 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07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0 时需
要执行的操作的简要概述。 

计划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0 查看从 Project Server 2007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0 时需
要做出的规划注意事项，包括系统要求。 

如何升如何升级级？？

中可用）。

完成每个迁移后，应检查数据以确保其已成功迁移。

如果您仅考虑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0 （如果您仅迁移到本地解决方案），请务必注意，它只会有几年的支持。 Project Server
2010 Service Pack 2 结束支持日期为10/13/2020。 有关支持日期结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产品生命周期策略。

Project Server 2007 与 Project Server 2016 之间的体系结构差异可防止直接迁移路径。 这意味着，在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之前，您需要将 Project Server 2007 数据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的下一个连续版本。

您将需要执行以下操作以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1. 步骤1：从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0。

2. 步骤2：从 Project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的服务2010。

3. 步骤3：从 Project Server 2013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完成每个迁移后，应检查数据以确保其已成功迁移。

若要全面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07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0 时需要执行的操作，请参阅 TechNet 上的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0内容集。

主要资源：

[！重要说明] 尽管可以在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0内容集中找到有关如何升级的详细信息，但请务必了解可以使
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升级：

数据数据库库附加升附加升级级：：  此方法仅升级您的环境的内容，而不是配置设置。 如果要从部署在仅支持32位服务器操
作系统的硬件上的 Office Project Server 2007 进行升级，则需要使用此方法。 有两种类型的数据库附加升
级方法：

数据数据库库附加完全升附加完全升级级-迁移存储在 Office project Server 2007 数据库中的项目数据，以及存储在
SharePoint 内容数据库中的 Microsoft Project Web APP （PWA）网站数据。

数据数据库库附加核心升附加核心升级级-仅迁移存储在 project Server 数据库中的项目数据。

就地升就地升级级：服务器场的配置数据和服务器场中的所有内容都按固定顺序在现有硬件上升级。 当您启动就地
升级过程时，安装程序将使整个服务器场脱机，并且在升级完成之前，网站和 Microsoft Project Web App 网
站不可用，然后安装程序将重新启动服务器。 开始就地升级后，将无法暂停或回滚到先前的版本。 强烈建议
为生产环境创建镜像映像，并执行到此环境的就地升级，而不是您的生产环境。

其他资源：

用于 Microsoft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的工作流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206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1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1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1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1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7


步步骤骤22：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Project Server 2013

RESOURCE 说说明明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过程概述 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时需
要执行的操作的简要概述。 

计划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查看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时需
要做出的规划注意事项，包括系统要求。 

升升级级到此版本需要了解的事到此版本需要了解的事项项

步步骤骤33：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Project Server 2016

RESOURCE 说说明明

Project Server 2016 升级流程概述 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时需
要执行的操作的简要概述。 

从 Project Server 2007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0

Project Web App Web 部件的升级注意事项

Project 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0 并验证数据是否已成功迁移之后，下一步是将数据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若要全面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时需要执行的操作，请参阅 TechNet 上的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内容集。

主要资源：

Project Server 2013 中的新增功能升级将告诉你在此版本中升级的一些重要更改，最明显的是：

没有到 Project Server 2013 的就地升级。 数据库附加方法是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的唯一受支持的方法。

升级过程不仅会将 Project Server 2010 数据转换为 Project Server 2013 格式，还会将四个 Project Server
2010 数据库合并到一个 Project Web App 数据库。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和 Project Server 2013 都更改为以前版本中基于声明的身份验证。 如果使用的是
经典身份验证，则需要进行升级时的注意事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SharePoint 2013 中从经典模式身
份验证迁移到基于声明的身份验证。

其他资源：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的流程概述

升级数据库和 Project Web App 网站集 (Project Server 2013)

Microsoft Project Server 升级过程关系图

在8个简单的步骤中执行大量数据库整合（Project Server 2010 至2013迁移）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并验证数据是否已成功迁移之后，下一步是将数据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若要全面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时需要执行的操作，请参阅 TechNet 上的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内容集。

主要资源：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8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60


规划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查看从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时需
要做出的规划考虑事项，包括。 

RESOURCE 说说明明

升升级级到此版本需要了解的事到此版本需要了解的事项项

从项目组合服务器2007迁移

相关主题

您需要了解的有关 Project Server 2016 升级的相关内容会告诉您对此版本的升级有一些重要更改，其中包括：

当您创建要将 Project server 2013 数据迁移到的 Project Server 2016 环境时，请注意，Project Server 2016
安装文件包含在 SharePoint Server 2016 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Deploy Project Server 2016。

资源计划在 Project Server 2016 中已被弃用。 您的 Project Server 2013 资源计划将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和 Project Online 中的资源预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概述：资源预订。

项目组合服务器2007与 Project Server 2007 结合使用，以实现项目组合策略、优先顺序和优化。 在此版本之后，不
会创建任何其他版本的 Project 项目组合服务器。 但是，项目组合管理功能在 Project Server 2016 和 Project
Online 高级版中都可用。 无法将 Project 项目组合服务器2007中的数据迁移到其中一个。 将需要重新创建业务驱
动因素等数据。

其他资源：

Project Online 服务说明：请参阅 project Server 2016 和 Project Online 高级版中包含的项目组合管理功能。

Microsoft Office Project 项目组合服务器2007迁移指南

SharePoint Server 2007 结束支持路线图

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资源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3eefb5a-81fe-42bf-980e-9532b1bdc87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8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9


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
资源
2019/12/17 •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升级规划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2010、Exchange Server 2010、SharePoint 2010 和 Project Server 2010 将在2006 年年10月月  13 2020 日日到达
其支持结束。

在规划升级时，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考虑转到 Office 365 或 Microsoft 365。

Office 365 针对 Office 2010 服务器产品（例如，Exchange Server 和 SharePoint Server）和服务（如团队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提供基于云的服务。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包含在 Office 365 E3 和 E5 和 Microsoft 365 Enterprise 中）是您在本地设备上安装
的一组 Office 客户端应用程序。 通过与 Microsoft 云不断更新的新的工作效率和安全功能进行更新。

有关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和 Windows 7 的升级、迁移和移动到云选项的直观摘要，请参阅支持海报的结
尾。

本页面海报是一种快速了解您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以防止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产品和 Windows 7 达到
支持的最终状态，并突出显示了 Microsoft 365 企业版中的首选路径和选项支持。

您还可以下载此海报并以字母、法律或 tabloid （11 x 17）格式打印。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edia/upgrade-from-office-2010-servers-and-products/office2010windows7endofsupport.pdf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microsoft-365-docs/raw/public/microsoft-365/enterprise/media/migration-microsoft-365-enterprise-workload/office2010windows7endofsupport.pdf


此此产产品的品的 具有此支持日期的具有此支持日期的结结尾尾 查查看此看此资资源源

Office 2010 （包括 Word 2010、Excel
2010、PowerPoint 2010 和 Outlook
2010） 

2020年10月13日 Office 2010 结束支持路线图 

Exchange Server 2010 2020年10月13日 Exchange 2010 结束支持路线图 

SharePoint 2010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0 

2020年10月13日 从 SharePoint 2010 升级 

Project Server 2010 2020年10月13日 Project Server 2010 结束支持路线图 

Lync Server 2010 2021年4月13日 计划升级到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我是家庭用户。 What do I do?

相关主题

如果你在家使用 Office 2010 产品和应用程序，请参阅此信息。

Office 退休组（Microsoft 技术社区）

视频：什么是 Office 365？

Microsoft 生命周期策略

规划从 Office 2007 或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升级

https://docs.microsoft.com/deployoffice/office-2010-end-support-roadmap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plan-your-deployment/upgrad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206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47caf12-2589-452c-8aca-1c009797678b.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65200


Exchange 2010 结束支持路线图
2019/11/20 •

支持终止的含义是什么？

我的选项是什么？

IMPORTANTIMPORTANT

NOTENOTE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在2020 年年10月月  13日，Exchange Server 2010 将达到支持的结尾。 如果尚未开始从 Exchange 2010 迁移到 Office
365 或 Exchange 2016，现在是开始规划的时间。

与几乎所有 Microsoft 产品一样，Exchange Server 都具有支持生命周期，在此期间我们提供了新的功能、缺陷修补
程序、安全修补程序等。 此生命周期通常是从产品初始发布之日起10年的时间，而此生命周期的结束时间也称为产
品的支持终止的期限。 当 Exchange 2010 在2020上到达其支持结束时，Microsoft 将不再提供：

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技术支持;
针对已发现且可能影响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用性的问题的 Bug 修补程序。
已发现的漏洞安全修补程序以及可能会使服务器易受安全威胁的安全修补程序。

时区更新。

在此日期之后，你的 Exchange 2010 安装将继续运行。 但是，由于上面列出了所做的更改，强烈建议您尽快从
Exchange 2010 迁移。

有关即将结束支持的 Office 2010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
资源。

随着 Exchange 2010 的支持终止，这是浏览选项并准备迁移计划的良好时间。 可执行下列操作：

完全迁移到 Office 365。 使用直接转换、最小混合或完全混合迁移迁移邮箱，然后删除本地 Exchange 服务器和
Active Directory。
将 Exchange 2010 服务器迁移到本地服务器上的 Exchange 2016。

如果你的组织选择将邮箱迁移到 Office 365，但打算就地保留 DirSync 或 Azure AD Connect，以继续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中管理用户帐户，则需要在本地至少保留一个 Exchange server。 如果删除了最后一台 Exchange 服务器，将无法更改
Exchange Online 中的 Exchange 收件人。 这是因为颁发机构的来源仍保留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中，需要进行更改。 在这种
情况下，您有以下几种选择：

（推荐推荐）如果可以将邮箱迁移到 Office 365，并在10月13日前将服务器升级到2020，请使用 Exchange 2010 连接
到 Office 365 并迁移邮箱。 接下来，将 Exchange 2010 迁移到 Exchange 2016 并取消所有剩余的 Exchange
2010 服务器。
如果在10月 13 2020 日之前无法完成邮箱迁移和内部部署服务器升级，请先将本地 Exchange 2010 服务器升级
到 Exchange 2016，然后使用 Exchange 2016 连接到 Office 365 并迁移邮箱。

稍微复杂的是，您还可以将邮箱迁移到 Office 365，同时将您的本地 Exchange 2010 服务器迁移到 Exchange 2016。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pgrade-from-office-2010-servers-and-products


迁移到 Office 365

我我应应如何迁移到如何迁移到  Office 365 Office 365？？

迁移迁移选项选项 组织组织大小大小 DURATION

直接转换迁移 座位数少于150 一周或更少

若要避免停止对 Exchange Server 2010 的支持，可以采用三种途径。

以下各节更详细地探讨了每个选项。

将电子邮件迁移到 Office 365 是帮助您停用 Exchange 2010 部署的最简单且最简单的选项。 通过迁移到 Office
365，你可以从旧技术到一流功能的单一跃点，如下所示：

合规性功能，如保留策略、就地和诉讼保留、就地电子数据展示等;
Microsoft 团队;
Power BI;
重点收件箱;
Delve 分析;

Office 365 还获取了新的功能和体验，并且你的用户通常可以立即开始使用它们。 除了新功能之外，您无需担心：

购买和维护硬件;
支付对服务器加热和冷却的费用;
及时了解安全性、产品和时区的修补程序;
维护存储和软件以支持合规性要求;
升级到新版本的 Exchange-始终在 Office 365 中的最新版本的 Exchange 上。

根据你的组织，你有几个可帮助你获取 Office 365 的选项。 选择迁移选项时，需要考虑几个因素，如需要移动的座
位或邮箱数、您希望迁移的持续时间，以及您是否需要在内部部署安装和 Office 365 之间实现无缝集成迁移。 此表
显示了您的迁移选项和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将决定您将使用哪种方法。



最小混合迁移 座位数少于150 几个星期或更少

完全混合迁移 超过150的座位 几周或更多

迁移迁移选项选项 组织组织大小大小 DURATION

直接直接转换转换迁移迁移

最小混合迁移最小混合迁移

以下各节提供了这些方法的概述。 请查看迁移路径，以了解每个方法的详细信息。

直接转换迁移是指在预先选择的日期和时间，将所有邮箱、通讯组、联系人等迁移到 Office 365;完成后，你将关闭
本地 Exchange 服务器，并以独占方式开始使用 Office 365。

对于没有很多邮箱的小型组织来说，直接转换迁移方法非常有用，要快速获取 Office 365，并且不希望处理其他方
法中的一些复杂性。 但它也受到限制，因为它应在一周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因为它要求用户重新配置其 Outlook
配置文件。 虽然直接转换迁移最多可以处理2000个邮箱，但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此方法最多迁移150个邮箱。 如果
您尝试迁移超过150个邮箱，则可能会在你的截止时间之后停止转移所有邮箱，并且 IT 支持人员可能会在帮助用户
重新配置 Outlook 时遇到大量的情况。

如果你正在考虑进行直接转换迁移，请考虑以下几点：

Office 365 将需要通过 TCP 端口443在 Outlook 无处不在上连接到 Exchange 2010 服务器。
所有内部部署邮箱都将移至 Office 365;
您需要具有可访问您的用户邮箱内容的本地管理员帐户，请参阅。

需要在 Office 365 中使用的 Exchange 2010 接受域作为服务中的已验证域进行添加;
在开始迁移和开始完成阶段之间的时间内，Office 365 将定期同步 Office 365 和本地邮箱。 这样，你就可以完成
迁移，而无需担心在你的内部部署邮箱中留下的电子邮件。

用户将收到 Office 365 帐户的新的临时密码，他们需要在首次登录邮箱时进行更改;
你将需要 Office 365 许可证，其中包含你迁移的每个用户邮箱的 Exchange Online;
用户需要在各自的每台设备上设置一个新的 Outlook 配置文件，并再次下载他们的电子邮件。 Outlook 将下载
的电子邮件数量可能有所不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更改要保持脱机的邮件数量。

若要了解有关直接转换迁移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内容：

您需要了解的有关直接转换电子邮件迁移到 Office 365 的相关信息
执行电子邮件到 Office 365 的直接转换迁移

最小混合或快速迁移是指您有几百个要迁移到 Office 365 的邮箱，可以在几周内完成迁移，而不需要任何高级混合
迁移功能，如共享的忙/闲日历信息。

最小混合迁移非常适合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将其邮箱迁移到 Office 365 的组织，但仍计划在几个星期内完成迁移。
你可以获得更高级完全混合迁移的一些好处，而不是很复杂。 您可以控制在给定时间迁移邮箱的数量，以及对邮箱
进行迁移的时间。将使用本地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创建 Office 365 邮箱;与直接转换迁移不同，用户不需要重新创
建其 Outlook 配置文件。

如果您正在考虑执行最少混合迁移，请考虑以下几点：

你将需要在内部部署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和 Office 365 之间执行一次性目录同步;
用户将能够使用在迁移邮箱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他们的 Office 365 邮箱;
你将需要 Office 365 许可证，其中包含你迁移的每个用户邮箱的 Exchange Online;
用户无需在其大多数设备上设置新的 Outlook 配置文件（一些较早的 Android 手机可能需要新的配置文件），无
需重新下载其电子邮件。

若要了解有关最简单的混合迁移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最少混合以将 Exchange 邮箱快速迁移到 Office 36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ecide-on-a-migration-path-0d4f2396-9cef-43b8-9bd6-306d01df1e2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hange-how-much-mail-to-keep-offline-f3a1251c-6dd5-4208-aef9-7c8c9522d633?ui=en-us&rs=en-us&ad=us&fromar=1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what-you-need-to-know-about-a-cutover-email-migration-to-office-365-961978ef-f434-472d-a811-1801733869d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erform-a-cutover-migration-of-email-to-office-365-9496e93c-1e59-41a8-9bb3-6e8df0cd81b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use-minimal-hybrid-to-quickly-migrate-exchange-mailboxes-to-office-365-fdecceed-0702-4af3-85be-f2a0013937ef


完全混合完全混合

IMPORTANTIMPORTANT

升级到本地 Exchange Server 的较新版本

完全混合迁移是指组织有多个数百个、多达数万个的邮箱，并且您希望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移动到 Office 365。 由
于这些迁移的时间通常较长，混合迁移使其能够：

向本地用户显示 Office 365 中用户的忙/闲日历信息，反之亦然。
查看包含内部部署和 Office 365 中的收件人的统一全局地址列表;
查看所有用户的完整 Outlook 收件人卡片，而不管他们是在本地还是在 Office 365 中;
使用 TLS 和证书在本地 Exchange 服务器和 Office 365 之间进行安全的电子邮件通信;
将在内部部署 Exchange 服务器和 Office 365 之间发送的邮件视为内部邮件，使其能够：
通过面向内部邮件的传输和合规性代理进行正确评估和处理;
绕过反垃圾邮件筛选器。

完全混合迁移最适用于希望在多个月或更多个月内保持混合配置的组织。 您将获得本部分前面列出的功能，以及
目录同步、更好的集成合规性功能，以及使用在线邮箱移动将邮箱移动到 Office 365 的功能。 Office 365 将成为您
的内部部署组织的扩展。

如果你想要执行完全混合迁移，请考虑以下几点：

完全混合迁移不适合于所有类型的组织。 由于完全混合迁移的复杂性，少于几百个邮箱的组织通常不会看到好
处，从而证明了设置一个好的工作量和成本所需的好处。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你的组织，强烈建议你改为考虑转
换或最少的混合迁移。

你需要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和 Office 365 之间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AADConnect）
设置目录同步;
用户将能够使用登录到本地网络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他们的 Office 365 邮箱（需要使用密码同步和/或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连接）;
你将需要 Office 365 许可证，其中包含你迁移的每个用户邮箱的 Exchange Online;
用户无需在其大多数设备上设置新的 Outlook 配置文件（一些较早的 Android 手机可能需要新的配置文件），无
需重新下载其电子邮件。

如果你的组织选择将邮箱迁移到 Office 365，但打算就地保留 DirSync 或 Azure AD Connect，以继续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中管理用户帐户，则需要在本地至少保留一个 Exchange server。 如果删除了最后一台 Exchange 服务器，将无法更改
Exchange Online 中的 Exchange 收件人。 这是因为颁发机构的来源仍保留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中，需要进行更改。

如果完全混合迁移听起来非常适合你，请查看以下资源，以帮助你进行迁移：

Exchange 部署助理
Exchange Server 混合部署
混合配置向导

混合配置向导常见问题解答

混合部署先决条件

虽然我们强烈认为您可以通过完全迁移到 Office 365 实现最佳价值和用户体验，但我们还了解一些组织需要在本
地保留一些 Exchange 服务器。 这可能是因为法规要求，以保证数据不会存储在位于其他国家/地区的数据中心中，
也可能是因为您在云中无法满足唯一的设置或要求，也可能只是需要 Exchange 才能管理云邮箱，因为您仍在本地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在选择或需要保留 Exchange 本地的任何情况下，应确保将 Exchange 2010 环境升级到至
少 Exchange 2013 或 Exchange 2016，并在支持日期结束之前删除 exchange 2010。

为了获得最佳体验，我们建议您将其余的本地环境升级到 Exchange 2016。 如果要直接从 Exchange Server 2010
转到 Exchange Server 2016，则无需安装 Exchange Server 2013。

https://aka.ms/exdeploy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058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hh52992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488940%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hh534377%28v=exchg.150%29.aspx


EXCHANGE 发发布布 功能功能

Exchange 2013 简化的体系结构将服务器角色数减少到三个（邮箱、客户端访

问、边缘传输）

数据丢失防护策略（DLP），可帮助防止敏感信息泄露

显著改进的 Outlook Web App 体验

Exchange 2016 Exchange 2013 中的功能和 .。。

将服务器角色进一步简化为仅限邮箱和边缘传输

改进了 DLP 以及与 SharePoint 的集成

改进的数据库恢复能力

在线文档协作

方面方面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支持日期结束 与 Exchange 2010 一样，每个 Exchange 版本都有自己的支持
日期结尾：

Exchange 2013 -4 月2023

Exchange 2016 -10 月2025

在较早的支持日期结束时，您将需要执行另一个迁移。 4月
2023比你想像的要大得多！

迁移到 Exchange 2013 或2016的路径 无论您选择 Exchange 2013 还是 Exchange 2016，从 Exchange
2010 到较新版本的迁移路径都是相同的：

将 Exchange 2013 或2016安装到现有的 Exchange 2010 组织
中。若要 Exchange 2013 或2016，请将邮箱和公用文件夹移动
到 Exchange 2013 或2016停止其余的 Exchange 2010 服务器

版本共存 迁移到 Exchange 2013 或 Exchange 2016 时，您可以将其中一
个版本安装到现有的 Exchange 2010 组织中。 这使您可以安装
一个或多个 Exchange 2013 或 Exchange 2016 服务器并执行
迁移。

服务器硬件 服务器硬件要求已从 Exchange 2010 更改。 您需要确保要使用
的硬件是兼容的。 您可以在此处查找有关每个版本的硬件要求
的详细信息：

Exchange 2016 系统要求

Exchange 2013 系统要求

Exchange 2016 包括早期版本的 Exchange 中附带的所有功能和改进，并且与 Office 365 提供的体验最为匹配（尽
管某些功能仅适用于 Office 365）。 请查看以下内容中缺少的几个内容：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6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50%29.aspx


你会发现 Exchange 性能的显著改进以及较新的服务器中计算
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的增加，可能需要较少的服务器来支持

相同数量的邮箱。

操作系统版本 每个版本支持的最低操作系统版本为：

Exchange 2016Windows Server 2012

Exchange 2013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您可以在 Exchange 可支持性矩阵中找到有关操作系统支持的
详细信息。

Active Directory 林功能级别 每个版本支持的最小 Active Directory 林功能级别为：

Exchange 2016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Exchange 2013Windows Server 2003

可以在Exchange 可支持性矩阵中找到有关林功能级别支持的
详细信息。

Office 客户端版本 每个版本的受支持的 Office 客户端版本最低为：

Exchange 2016Office 2010 （包含最新的更新）

Exchange 2013Office 2007 SP3

您可以在 Exchange 可支持性矩阵中找到有关 Office 客户端支
持的详细信息。

方面方面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以及 Windows 7 的选项的摘要

您可以使用以下资源来帮助您进行迁移：

Exchange 部署助理
Exchange 2016、 2013的 Active Directory 架构更改
Exchange 2016、 2013的系统要求
Exchange 2016、 2013的先决条件

有关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和 Windows 7 的升级、迁移和移动到云选项的直观摘要，请参阅支持海报的结
尾。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ff728623%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ff728623%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ff728623%28v=exchg.150%29.aspx
https://aka.ms/exdeploy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738144%28v=exchg.16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738144%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6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aa996719%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691354%28v=exchg.16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bb691354%28v=exchg.150%29.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edia/upgrade-from-office-2010-servers-and-products/office2010windows7endofsupport.pdf


如果我需要帮助，该怎么办？

相关主题

本页面海报是一种快速了解您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以防止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产品和 Windows 7 达到
支持的最终状态，并突出显示了 Microsoft 365 企业版中的首选路径和选项支持。

您还可以下载此海报并以字母、法律或 tabloid （11 x 17）格式打印。

如果要迁移到 Office 365，你可能有资格使用我们的 Microsoft FastTrack 服务。 FastTrack 提供了最佳实践、工具和
资源，使您可以尽可能无缝地迁移到 Office 365。 尤其可贵的是，你将拥有真正的支持工程师，它将引导你完成迁
移，从规划和设计一直到迁移你的最后一个邮箱。 若要了解有关 FastTrack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FastTrack。

如果您在迁移到 Office 365 期间遇到任何问题，并且您不使用 FastTrack，或迁移到较新版本的 Exchange Server，
我们将在这里为你提供帮助。 以下是您可以使用的一些资源：

技术社区

客户支持

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资源

Office 退休组（Microsoft 技术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microsoft-365-docs/raw/public/microsoft-365/enterprise/media/migration-microsoft-365-enterprise-workload/office2010windows7endofsupport.pdf
https://fasttrack.microsoft.com/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forums/office/home?category=exchangeserver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gp/support-options-for-busines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pgrade-from-office-2010-servers-and-product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2065


从 SharePoint 2010 升级
2019/11/20 •

什么是支持结束？

NOTENOTE

我的选项是什么？

支持支持产产品的品的结结束束 GOOD 最好最好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本地）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Server 2013 与 SharePoint
Online 的混合 

SharePoint Server 2016 （本地） 

SharePoint 云混合搜索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Microsoft SharePoint 2010 和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将在年年10月月  13 2020 日日到达支持的结尾。 本文详细介绍了
可帮助您将现有的 SharePoint Server 2010 数据迁移到 Office 365 中的 SharePoint Online 或升级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2010 环境的资源。

当您的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和 SharePoint Foundation 2010 软件达到其支持生命周期（Microsoft 提供新功
能、缺陷修补程序、安全修补程序等）的结束时间时，这称为软件的 "支持结束时间"，或者有时，它是 "退休"。 在产
品的支持（或 EOS）结束时，什么都不会真正关闭或停止工作;但是，在软件支持结束时，Microsoft 不再提供：

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技术支持;

针对已发现且可能影响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用性的问题的 Bug 修补程序。

已发现的漏洞安全修补程序以及可能会使服务器易受安全威胁的安全修补程序。

时区更新。

这意味着将不会为产品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更新、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包括安全修补程序/修补程序），并且
Microsoft 支持会将其支持工作完全转移到更新的最新版本。 在支持 SharePoint Server 2010 方法之后，您应该利
用机会在升级产品和/或迁移重要数据之前，对不再需要的数据进行修整。

软件生命周期通常是从产品初始发布之日起10年的时间内持续。 您可以搜索Microsoft 解决方案提供商，他们可以帮助升级到
下一个版本的软件，或使用 Office 365 迁移（或两者）。 一定要确保您了解关键基础技术的支持日期的结束日期，尤其是您在使
用 SharePoint 时使用的 SQL Server 版本。 请参阅固定生命周期策略以详细了解产品生命周期。

首先，检查产品生命周期网站上的支持结束的日期。 接下来，请务必通过了解此日期来规划升级或迁移时间。 请注
意，你的产品不会在列出的日期停止工作，并且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但是，因为在该日期之后安装将不再修补，所以

你将需要一种策略来帮助你更顺利地转换到产品的下一版本。

此矩阵有助于在迁移产品功能和用户数据时绘制课程：

如果您在规模的低端（好的选项）上选择选项，则在从 SharePoint Server 2010 迁移完成后，你将需要立即开始规划
另一次升级。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249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14085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lifecycle/search?alpha=sharepoint server 2010


NOTENOTE

下一步应转到哪里？

NOTENOTE

若要避免停止 SharePoint Server 2010 支持，可以采用三种途径。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和 SharePoint Foundation 2010 的支持结束时间为 Oct 13、2020，但请注意，应始终检查产品生命周
期网站的最新日期。

可以在自己的服务器上的本地安装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和 SharePoint Foundation 2013。 否则，您可以使用
SharePoint Online，这是 Microsoft Office 365 中的一种联机服务。 您可以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本地升级 SharePoint Server 或 SharePoint Foundation

执行上述两项操作

实现SharePoint 混合解决方案

了解与维护服务器场以继续、维护或迁移自定义设置以及升级 SharePoint Server 所依赖的硬件相关的隐藏成本。
如果你意识到所有这些都是在内的，则继续在本地进行升级会更容易。 否则，如果在不进行大量自定义的旧版
SharePoint 服务器上运行服务器场，则可以从计划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中获益。 此外，对于您的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环境，也可以选择将一些数据放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以减少保留本地数据的硬件管理量。
将一些数据移动到 SharePoint Online 可能会更经济。

SharePoint 管理员可以创建 Office 365 订阅，设置全新的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然后将其完全从 sharepoint Server 2010
中裁出，将最重要的文档完全放在新的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中。 在这里，任何剩余的数据可能会从 SharePoint Server 2010
网站排出到本地存档中。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lifecycle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hybrid/hybri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2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本地

较高的时间成本（规划/执行/验证） 较高的时间成本（规划/执行/验证） 

降低资金成本（无需购买硬件） 资金成本较高（硬件购买） 

迁移的一次性成本 每次迁移时重复的一次性成本 

低总拥有成本/维护 高总拥有成本/维护 

迁移到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优势优势 SHAREPOINT ONLINE 的缺点的缺点

Microsoft 提供 SPO 硬件和所有硬件管理。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和 SPO 之间的可用功能可能有所不同。 

你是订阅的全局管理员，并且可能会向管理员分配 SPO 网站。 在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中，对服务器场管理员可用的某些操
作在 Office 365 中的 SharePoint 管理员角色中不存在（或不是
必需的），但 SharePoint 管理、网站集管理和网站所有权是本地
的你的组织。 

Microsoft 会对底层硬件和软件（包括 SharePoint Online 运行
的 SQL server）应用修补程序、修补程序和更新。 

由于对服务中的基础文件系统没有访问权限，因此某些自定义

项受到限制。 

Microsoft 发布服务级别协议并快速移动以解决服务级别事件。 备份和还原和其他恢复选项通过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服务
自动进行，如果不使用，则会覆盖备份。 

Microsoft 在服务中不断执行安全测试和服务器性能调整。 对用户界面和其他 SharePoint 功能的更改由服务安装，并且可
能需要开启或关闭。 

Office 365 符合多种行业标准： office 365 合规性。 迁移的FastTrack协助受到限制。 
大部分升级都是手动进行的，也可以通过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迁移内容路线图中介绍的 SPO 迁移 API 进行。 

Microsoft 支持工程师和数据中心中的员工都不受无限制地对
订阅进行管理员访问。 

如果需要升级硬件基础结构以支持较新版本的 SharePoint，或
者如果升级需要辅助服务器场，则可能会有额外的成本。 

解决方案提供商可协助将您的数据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一次性作业。 

并非对 SharePoint Online 所做的所有更改都在您的控制范围
内。 迁移之后，菜单、库和其他功能中的设计差异可能会暂时影
响可用性。 

当迁移到 Office 365 时，一次性移动将有较重的时间花在计划内（在组织数据和决定对云执行的操作以及留下的准
备工作的过程中）的一段时间。 但是，一旦迁移了数据，升级将从该点自动进行查看，因为您不再需要管理硬件和软
件更新，并且您的服务器场的启动时间将由 Microsoft 服务级别协议（SLA）进行支持。

请确保 SharePoint Online 通过查看其服务说明来提供你所需的所有功能。

目前尚无可直接从 SharePoint Server 2010 （或 SharePoint Foundation 2010）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方法，
因此大部分工作是手动进行的。 这将使您有机会在移动之前存档和修剪不再需要的数据和网站。 您可以将其他数
据存档到存储中。 另请注意，SharePoint Server 2010 和 SharePoint Foundation 2010 都不会在支持结束时停止工
作，因此，如果客户忘记移动某些数据，则管理员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在此期间，SharePoint 仍在运行。

如果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6，并决定将数据放入 SharePoint Online 中，则移动
可能还涉及使用SharePoint 迁移 API （将信息迁移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3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rvicedescriptions/sharepoint-online-service-description/sharepoint-online-service-description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upload-on-premises-content-to-sharepoint-online-using-powershell-cmdlets-555049c6-15ef-45a6-9a1f-a1ef673b867c?ui=en-us&rs=en-us&ad=u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859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84


在线产品通过服务自动更新意味着，尽管功能可能弃用，但没

有真正的支持生命周期的结束。 
SharePoint Server （或 SharePoint Foundation）和基础 SQL
server 的支持生命周期已结束。 

SHAREPOINT ONLINE 优势优势 SHAREPOINT ONLINE 的缺点的缺点

升升级级本地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SharePoint Server

串行升级路径 * * * *： SharePoint Server 2010 > sharepoint
server 2013 > sharepoint server 2016

NOTENOTE

内部部署内部部署优势优势 本地缺点本地缺点

从服务器硬件上完全控制 SharePoint 场的所有方面（以及
SQL）。 

所有中断和修复都是贵公司的责任（但如果你的产品不支持，你

可以联系付费 Microsoft 支持）：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的完整功能集以及通过混合将本地服务
器场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订阅的选项。 

SharePoint Server 的升级、修补程序、安全修补程序、硬件升级
和所有维护都将在本地管理其 SQL 服务器场。 

对比 SharePoint Online 更高的自定义选项的完全访问权限。 Office 365 支持的合规性标准必须在本地手动配置。 

在您的内部部署（在您的控制之下）执行安全测试和服务器性能

调整。 
Office 365 可能会对 SharePoint Online 可用的功能，这些功能
无法与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进行互操作 

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帮助将数据迁移到 SharePoint Server 的
下一个版本（及更高版本）。 

您的 SharePoint Server 网站不会自动使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显示的SSL/TLS证书。 

如果您已决定创建新的 Office 365 网站，并将在需要时手动将数据迁移到它，则可以查看Office 365 计划选项。

从最新版本的 SharePoint 本地产品（SharePoint Server 2019）开始，SharePoint Server 升级必须以串行方式进行，
这意味着无法直接从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6 或 sharepoint 2019。

如果选择跟踪从 SharePoint 2010 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6 的整个路径，将需要花费时间和进行规划。 升级涉及
升级的硬件方面的成本（请注意，还必须升级 SQL server）、软件和管理。 此外，可能还需要升级自定义项，甚至放
弃自定义项。 在升级 SharePoint Server 服务器场之前，请务必先收集所有关键自定义项的注释。

可以保持您的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6 的最终安装服务器场，在新硬件上安装 SharePoint Server 场（因此单独的服务器
场并行运行），然后计划并执行手动的内容迁移（用于下载和重新上载内容）。示例）。 这些手动移动（例如，来自2010的文档拥
有具有执行手动移动的帐户别名的当前最后修改的帐户）以及某些工作必须提前完成（重新创建网站、子网站、权限和列表结

构）。 最好是考虑哪些数据可以移动到存储，或者不再需要。 这样可以降低迁移的影响。 无论哪种方式，都要在升级之前清理
环境。 请确保你的现有服务器场在升级之前运行正常，并在停止之前（确保）运行！

请记住查看支持的和不受支持的升支持的和不受支持的升级级路径路径：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如果您具有自定自定义项义项，则在迁移路径中为每个步骤规划升级都很重要：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harePoint Server 201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67


在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中完全控制命名约定、备份和还原以
及其他恢复选项。 

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对产品生命周期非常敏感。 

内部部署内部部署优势优势 本地缺点本地缺点

升升级资级资源源

在在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和本地和本地  SharePoint Server  SharePoint Server 之之间创间创建建  SharePoint  SharePoint 混合解决方案混合解决方案

NOTENOTE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以及 Windows 7 的选项的摘要

首先比较硬件和软件要求。 如果您不符合对当前硬件的升级的基本要求，这可能意味着您需要先升级服务器场或
SQL server 中的硬件，或者您可能决定将一些站点的一部分移动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 "长绿" 硬件。 完成评估
后，请遵循受支持的升级途径和方法。

的硬件的硬件/软软件要求件要求：

Sharepoint server 2010 | sharepoint server2013 | sharepoint server 2016

的的软软件件边边界和限制界和限制：

Sharepoint server 2010 | sharepoint server2013 | sharepoint server 2016

以下项的升的升级过级过程概述程概述：

Sharepoint server 2010 | sharepoint server2013 | sharepoint server 2016

另一个选项（可能是用于某些迁移需求的内部部署和联机世界中的一个选项）是一种混合方法，可以将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或2016或2019场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以创建 SharePoint 混合：了解 sharepoint 混合解决方案。

如果你决定将 SharePoint Server 场混合为你的迁移目标，请务必规划应将哪些网站和用户移动到联机，以及需要
在本地部署。 对 SharePoint Server 服务器场内容的审阅和排名（确定对公司的高、中或低影响的数据）可能有助于
做出此决定。 您可能只需要与 SharePoint Online 共享（a）用户帐户进行登录，并且（b） SharePoint Server 搜索索
引--这可能不会很清楚，除非您了解如何使用您的网站。 如果您的公司后来决定将所有内容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您可以将所有剩余的帐户和数据联机移动，并使您的本地服务器场退役，并且 SharePoint 服务器场的管
理/管理将从该点开始通过 Office 365 控制台完成。

请务必熟悉混合的现有类型，以及如何配置您的本地 SharePoint 场和 Office 365 订阅之间的连接。

通过创建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了解混合 SharePoint 服务器场的工作方式的一个不错的方法。 拥有试用版或
购买的 Office 365 订阅后，您将能够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创建网站集、web 和文档库，您可以在其中迁移数据
（通过使用迁移 API 手动进行），或者-如果您想要迁移我的通过混合向导将网站内容传递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请注意，您的 SharePoint Server 2010 服务器场首先需要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3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6，才能使
用 "混合" 选项。 SharePoint Foundation 2010 和 SharePoint Foundation 2013 无法创建与 SharePoint Online 的混合连接。

有关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和 Windows 7 的升级、迁移和移动到云选项的直观摘要，请参阅支持海报的结
尾。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0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0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0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4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48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4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5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25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35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c89a95a-a58c-4fc1-974a-389d4f195383.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52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edia/upgrade-from-office-2010-servers-and-products/office2010windows7endofsupport.pdf


相关主题

本页面海报是一种快速了解您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以防止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产品和 Windows 7 达到
支持的最终状态，并突出显示了 Microsoft 365 企业版中的首选路径和选项支持。

您还可以下载此海报并以字母、法律或 tabloid （11 x 17）格式打印。

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07 或2010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资源

Overview of the upgrade process from SharePoint 2010 to SharePoint 2013

从 SharePoint 2010 升级到 SharePoint 2013 的最佳做法

在 SharePoint 2013 中解决数据库升级问题

搜索 Microsoft 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帮助你进行升级

SharePoint 2013 的更新产品服务策略

SharePoint Server 2016 的更新产品服务策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microsoft-365-docs/raw/public/microsoft-365/enterprise/media/migration-microsoft-365-enterprise-workload/office2010windows7endofsupport.pdf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493301%28v=office.16%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493305%28v=office.16%29.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19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1249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493253%28v=office.16%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782882%28v=office.16%29.aspx


Project Server 2010 结束支持路线图
2019/12/21 •

PRODUCT 支持支持结结束日期束日期

Project Portfolio Server 2010 2020年10月13日 

Project 2010 Standard 2020年10月13日 

Project 2010 专业版 2020年10月13日 

支持终止的含义是什么？

我的选项是什么？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Project Server 2010 将于10 月月13日（日（2020））  到达支持结束。 如果你当前使用的是 Project Server 2010，请注意，这
些其他相关产品的支持日期为以下结尾：

有关 Office 2010 服务器到达支持终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产品升级。

与几乎所有 Microsoft 产品一样，Project Server 都具有支持生命周期，在此期间我们提供了新的功能、缺陷修补程
序和安全更新。 此生命周期通常是从产品初始发布之日起10年的时间，而此生命周期的结束时间也称为产品的支
持终止的期限。 当 Project Server 2010 在2020年10月13日到达其支持结束后，Microsoft 将不再提供：

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技术支持。

针对所发现的问题的 Bug 修复，并且可能会影响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用性。

针对发现的漏洞的安全修补程序，并且可能会使服务器容易受到安全破坏。

时区更新。

在此日期之后，Project Server 2010 的安装将继续运行。 但是，由于上面列出了所做的更改，强烈建议您尽快从
Project Server 2010 迁移。

如果使用的是 Project Server 2010，您需要浏览迁移选项，其中包括：

迁移到 Project Online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的较新的本地版本（最好是 Project Server 2019）。

若要避免停止对 Project Server 2010 的支持，可以采用以下两种途径。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lan-upgrade-previous-versions-office


为为什么我更愿意迁移到什么我更愿意迁移到  PROJECT ONLINE？？ 为为什么我更喜什么我更喜欢欢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我有移动或远程用户。 
迁移本地服务器所需的成本是一个很大的顾虑（硬件、软件、时

间和实施工作，等等）。 
迁移后，维护我的环境所需的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例

如，自动更新、保证的正常运行时间等）。 

业务规则限制我在云中运行我的业务。 
我需要控制环境的更新。 

NOTENOTE

在计划从 Project Server 2010 迁移时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

有关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移动的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可帮助您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的资源。 请注
意，Project Server 不支持混合配置，因为 Project Server 和 Project Online 无法共享同一个资源池。

在计划从 Project Server 2010 迁移时，需要考虑以下事项：

从从  Microsoft 解决方案提供商解决方案提供商获获取帮助取帮助-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可能是一项挑战，需要进行大量准备
和规划。 如果你不是最初安装和配置 Project Server 2010 的方法，则可能尤其有挑战性。 幸运的是，有
Microsoft 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转到为其生活的用户，无论您是计划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还是 Project
Online。 你可以搜索 Microsoft 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帮助你在Microsoft 解决方案提供商中心进行迁移。

规规划自定划自定义义-请注意，当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或 project Online 时，在 project server 2010 环境中使
用的许多自定义设置可能不起作用。 在不同版本之间的 Project Server 体系结构以及所需的操作系统、数据
库服务器和客户端 web 浏览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支持使用较新版本。 制定了如何根据需要在新环境中测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pgrade-from-office-2010-servers-and-product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49


迁移到 Project Online

RESOURCE 说说明明

Project Online 入门 如何设置和使用 Project Online。 

Project Online 服务说明 有关可供您使用的不同 Project Online 计划的信息。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的更新的本地版本

NOTENOTE

如何迁移到如何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Project Server 2019？？

试或重建自定义项的计划。 规划升级也是一种很好的机会来验证是否在您向前移动时确实需要特定的自定
义。 在升级到 SharePoint 2013 过程中创建当前自定义项计划在升级过程中，有关评估和规划当前自定义项
的一些极好的常规信息。

时间时间和耐心和耐心升级规划、执行和测试将需要很长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9 时。 例如，
如果要从 Project Server 2010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则首先需要从 Project Server 2010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然后检查数据，然后在迁移到每个后续版本时执行相同的操作（项目服务器2016，然后
再到 Project Server 2019）。 您可能需要与 Microsoft 解决方案提供商核实，以将您的估计成本与估计成本
的估计值进行比较，估计成本是多少。

如果选择从 Project Server 2010 迁移到 Project Online，则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来手动迁移项目计划数据：

1. 将项目计划从 Project Server 2010 保存到。MPP 格式。

2. 使用 Project Professional 2016、Project Professional 2019 或 Project Online 桌面客户端，打开每个 mpp 文
件，然后将其保存并发布到 Project Online。

您可以在 Project Online 中手动创建 PWA 配置（例如，重新创建任何所需的自定义字段或企业日历）。 Microsoft 解
决方案提供商还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主要资源：

虽然我们强烈相信您可以通过迁移到 Project Online 来实现最佳价值和用户体验，但我们还了解一些组织需要将项
目数据保留在本地环境中。 如果选择将您的项目数据保留在本地，则可以将 Project Server 2010 环境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Project Server 2016 或 Project Server 2019。

如果不能迁移到 Project Online，建议您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Project Server 2019 包括早期版本的 Project
Server 中包含的功能和改进功能，与 Project Online 可用的体验最为匹配（尽管某些功能仅在 Project Online 中可
用）。

完成每个迁移后，应检查数据以确保其已成功迁移。

如果您仅考虑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如果您仅迁移到本地解决方案），请务必注意，它只会有几年的支持。 Project Server
2013 Service Pack 2 结束支持日期为10/13/2023。 有关支持日期结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产品生命周期策略。

Project Server 2010 与 Project Server 2019 之间的体系结构差异可防止直接迁移路径。 这意味着，在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9 之前，您需要将 Project Server 2010 数据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的下一个连续版本。

您将需要执行以下步骤以将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9：

1.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2. 从 Project for 2013 to Project Server 2016 进行迁移。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upgrade-and-update/create-a-plan-for-current-customizations-during-upgrade-to-sharepoint-201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3e5f64f-ada5-4f9d-a578-130b2d4e5f1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29088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2066


步步骤骤11：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Project Server 2013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过程概述 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时需
要执行的操作的简要概述。 

计划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查看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时需
要做出的规划注意事项，包括系统要求。 

步步骤骤22：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Project Server 2016

Project Server 2016 升级流程概述 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时需
要执行的操作的简要概述。 

规划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查看从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时需
要做出的规划注意事项。 

3. 从 Project Server 2016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完成每个迁移后，应检查数据以确保其已成功迁移。

将 Project Server 2010 数据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的第一步是先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若要全面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时需要执行的操作，请参阅upgrade To Project
server 2013。

主要资源：

Project Server 2013 中的新增功能升级将告诉你在此版本中升级的一些重要更改，最明显的是：

没有到 Project Server 2013 的就地升级。 数据库附加方法是从 Project Server 2010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的唯一受支持的方法。

升级过程不仅会将 Project Server 2010 数据转换为 Project Server 2013 格式，还会将四个 Project Server
2010 数据库合并到一个 Project Web App 数据库。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和 Project Server 2013 都更改为以前版本中基于声明的身份验证。 如果使用的是
经典身份验证，则需要进行升级时的注意事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SharePoint 2013 中从经典模式身
份验证迁移到基于声明的身份验证。

主要资源：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3 的流程概述

升级数据库和 Project Web App 网站集 (Project Server 2013)

Microsoft Project Server 升级过程关系图

在8个简单的步骤中执行大量数据库整合（Project Server 2010 至2013迁移）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3 并验证数据是否已成功迁移之后，下一步是将数据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若要全面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时需要执行的操作，请参阅upgrade To Project
server 2016。

主要资源：

您需要了解的有关 Project Server 2016 升级的事项通知您一些重要的更改，可用于升级到此版本，其中包括：

当您创建要将 Project server 2013 数据迁移到的 Project Server 2016 环境时，请注意，Project Server 201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4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upgrade-and-update/migrate-from-classic-mode-to-claims-based-authentication-in-sharepoint-201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1
https://docs.microsoft.com/project/upgrade-to-project-server-2016
https://docs.microsoft.com/project/overview-of-the-project-server-2016-upgrade-process
https://docs.microsoft.com/project/plan-for-upgrade-to-project-server-2016
https://docs.microsoft.com/project/plan-for-upgrade-to-project-server-2016#thingknow


步步骤骤33：迁移到：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Project Server 2019

Project Server 2019 升级过程概述 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3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6 时需
要执行的操作的简要概述。 

规划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9 查看从 Project Server 2016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9 时需
要做出的规划注意事项。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以及 Windows 7 的选项的摘要

安装文件包含在 SharePoint Server 2016 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Deploy Project Server 2016。

资源计划在 Project Server 2016 中已被弃用。 您的 Project Server 2013 资源计划将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和 Project Online 中的资源预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概述：资源预订。

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6 并验证数据是否已成功迁移之后，下一步是将数据迁移到 Project Server 2019。

若要全面了解从 Project Server 2016 升级到 Project Server 2019 时需要执行的操作，请参阅upgrade To Project
server 2019。

主要资源：

您需要了解的有关 Project Server 2019 升级的事项通知您一些重要的更改，可用于升级到此版本，其中包括：

升级过程会将您的数据从 Project Server 2016 数据库迁移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9 内容数据库。 Project
Server 2019 将不再在 SharePoint Server 服务器场中创建自己的 Project Server 数据库。

升级后，请注意 Project Web App 中的几项更改。 有关这些内容的说明，请参阅Project Server 2019 中的新
增功能。

其他资源：

Project Online 服务说明：请参阅 project Server 2016 和 Project Online 高级版中包含的项目组合管理功能。

Microsoft Office Project 项目组合服务器2010迁移指南

有关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和 Windows 7 的升级、迁移和移动到云选项的直观摘要，请参阅支持海报的结
尾。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3eefb5a-81fe-42bf-980e-9532b1bdc870
https://docs.microsoft.com/project/upgrade-to-project-server-2016
https://docs.microsoft.com/project/overview-of-the-project-server-2019-upgrade-process
https://docs.microsoft.com/project/plan-for-upgrade-to-project-server-201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827
https://docs.microsoft.com/project/what-s-new-for-it-pros-in-project-server-2019#pwachange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8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1279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edia/upgrade-from-office-2010-servers-and-products/office2010windows7endofsupport.pdf


相关主题

本页面海报是一种快速了解您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以防止 Office 2010 客户端和服务器产品和 Windows 7 达到
支持的最终状态，并突出显示了 Microsoft 365 企业版中的首选路径和选项支持。

您还可以下载此海报并以字母、法律或 tabloid （11 x 17）格式打印。

从 SharePoint 2010 升级

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microsoft-365-docs/raw/public/microsoft-365/enterprise/media/migration-microsoft-365-enterprise-workload/office2010windows7endofsupport.pdf


使用测试实验室指南 (TLG) 测试 Office 365
2019/11/17 •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

另请参阅

TLG 可帮助你快速了解 Microsoft 产品。当你需要先评估某种技术或配置，然后再决定它是否适合你并开始设计、
规划和将其推广给用户时，这些指南非常有用。“我自己构建，它可运行”的亲身体验有助于了解新产品或解决方案
的部署需求，以便更好地规划将其托管在生产中。

TLG 还允许你创建用于开发和测试应用程序的代表性环境，也称为开发/测试环境。

使用这些文章构建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

轻型基本配置

创建 Office 365 企业版 E5 试用版订阅。

模拟企业基础配置

创建在 Microsoft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运行的简化 Intranet 以及 Office 365 企业版 E5 试用版订阅。

此为可选步骤，若要为混合标识生成模拟的企业配置，则需要执行此步骤。

有关同时适用于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365 的其他 TLG，请单击此处。

云应用和混合解决方案

混合解决方案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lightweight-base-configuration-microsoft-365-enterprise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simulated-ent-base-configuration-microsoft-365-enterprise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365-enterprise-test-lab-guide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loud-adoption-and-hybrid-solution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hybrid-solutions


为组织部署 Office 365 企业版
2019/11/20 •

通过 FastTrack 的引导式 Office 365 企业版安装过程

NOTENOTE

Office 365 企业的 it 自己的引导部署

您是否准备好部署 Office 365 企业版，将其与您的内部部署基础结构集成，并使员工能够利用基于云的工作效率和
协作？

本文介绍了两个部署选项，无论您是需要帮助还是自己执行此操作。 在每种情况下，Microsoft 都会为您提供指导，
以便您遵循部署成功的途径。

FastTrack For office 365 是部署 Office 365 的最佳方法。 FastTrack 指导您完成最常见的部署配置，并可以回答问
题。

若要访问一系列安装指南，请登录到 Office 365 订阅，然后转到 "设置 office 365"。

你也可以从Microsoft 合作伙伴获取帮助。

部署 Office 365 企业版需要您执行详细的研究，以制定优化 Office 365 服务配置和用户采用的设计决策。 请在此
处开始规划。

若要在完成规划后自行部署 Office 365 企业版，建议执行以下步骤。

1. 设置网络

包括添加你的 Internet 域和为你的本地用户优化网络性能。

2. 设置你的标识

包括确定标识模型（仅限云或混合模式）和混合标识，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和 Office 365
订阅之间设置目录同步。

3. 实施安全性

包括在前30天、90天和之后配置和推出针对租户和身份的基本和增强的安全性、威胁和信息保护。

4. 部署客户端软件

包括在你的设备上部署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Word、Excel、PowerPoint 和其他） Office 套件（Word、
Excel、PowerPoint 等）的云更新和始终为当前版本。 每个 Office 365 客户端许可证都包含 Office 365 专业增
强版的许可证。

5. 设置移动设备管理

Office 365 企业版包括移动设备管理功能，可帮助您保护和管理用户的移动设备。

6. 配置服务和应用程序

包括有关迁移数据的信息，以及指向可帮助您启动关键 Office 365 服务（如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团队）的文章的链接。

https://docs.microsoft.com/fasttrack/o365-fasttrack-benefit-for-office-365
https://aka.ms/o365fasttrack
https://www.microsoft.com/solution-providers/home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security-roadmap
https://docs.microsoft.com/deployoffice/deployment-guide-for-office-365-proplu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t-up-mobile-device-management-mdm-in-office-365-dd892318-bc44-4eb1-af00-9db5430be3cd


NOTENOTE

7. 培训用户

包含可帮助您的用户快速充分利用 Office 365 的短视频。

这些步骤也适用于希望从 Office 365 企业版的自定义部署开始的商业和非营利组织。

如果你有 Microsoft 365 企业版订阅，请从这里开始。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admin-overview/get-started-with-office-365#training-resources-for-your-user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27221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deploy-microsoft-365-enterprise


设置 Office 365 网络
2019/11/21 •

Office 365 网络工作原理

以网络设备供应商身份支持 Office 365 网络

Office 365 端点

全球端点 针对全球 Office 365 订阅的端点，其中包括美国政府社区云
(GCC) 订阅。

美国政府 DoD 端点 针对美国国防部 (DoD) 订阅的端点。

美国政府 GCC 高端点 针对美国政府社区云高（GCC 高）订阅的端点。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端点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的端点，旨在满足中国境内对
Office 365 的需求。

Office 365 Germany 端点 为德国、欧盟 (EU) 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EFTA) 中监管最严格的
客户在欧洲建立的独立云的端点。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载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要确保将网络和 Internet 连接设置为支持优化访问。配置可访问全球软件即服务
(SaaS) 云的本地网络与配置针对本地数据中心和中心 Internet 连接流量进行优化的传统网络是不一样的。

使用以下文章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并修改你的边缘设备、客户端计算机和内部网络，以为本地用户获得最

佳性能。

请参阅以下文章，概括了解 Office 365 连接：

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有关增强性能的建议，请参阅 Office 365 网络计划和性能优化。

如果你是网络设备供应商，请加入 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加入该计划即可在你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中构建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端点是 Internet 上 Office 365 流量的目的 IP 地址、DNS 域名和 URL 的集合。

若要优化基于 Office 365 云的服务的性能，需要使用你的客户端浏览器和边缘网络中的设备对某些端点进行特殊
处理。这些设备包括防火墙设备、SSL 中断与检查设备、数据包检查设备以及数据丢失防护系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Office 365 端点。

目前有五个不同的 Office 365 云。此表将转到每个端点的列表。



Office 365 网络的其他主题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若要自动获取 Office 365 云的最新端点列表，请参阅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有关额外的端点，请参阅以下文章：

Web 服务中未包含的其他端点
Office 2016 for Mac 中的网络请求

请参阅以下文章，了解 Office 365 网络中的特定主题：

内容传递网络

Office 365 服务中的 IPv6 支持
Office 365 的 NAT 支持

请参阅以下文章，了解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的流量使用：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实现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网络计划
通过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进行路由



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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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365 网络目标

传统网络体系结构和 SaaS

识别 Office 365 网络流量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是分布式软件即服务（SaaS）云，它通过一组不同的微服务和应用程序提供工作效率和协作方案。
Office 365 的客户端组件（如 Outlook、Word 和 PowerPoint）在用户计算机上运行，并连接到在 Microsoft 数据中
心中运行的 Office 365 的其他组件。 确定 Office 365 最终用户体验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是网络可靠性和 Office 365
客户端与 Office 365 服务前盖之间的低延迟。

在本文中，您将了解 Office 365 网络的目标，以及为什么 Office 365 网络需要不同的优化方法来优化常规
Internet 流量。

Office 365 网络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在客户端和最接近的 Office 365 终结点之间启用限制性最少的访问来优化最终
用户体验。 最终用户体验的质量与用户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的性能和响应直接相关。 例如，Microsoft 团队依赖较
低的延迟，以便用户电话呼叫、会议和共享屏幕协作免费，并且 Outlook 依靠强大的网络连接实现即时搜索功能，
从而利用服务器端索引和 AI能力.

网络设计中的主要目标是将客户端计算机的往返时间（RTT）从客户端计算机减少到 Microsoft 全局网络，从而将所
有 Microsoft 的数据中心互连到低延迟的 microsoft 公共网络骨干，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迟，高可用性云应用程
序入口点分布在世界各地。 你可以在Microsoft 如何构建其快速可靠的全局网络中了解有关 Microsoft 全球网络的
详细信息。

优化 Office 365 网络性能不需要太复杂。 您可以通过遵循以下几个关键原则获取最佳性能：

确定 Office 365 网络流量
允许从用户连接到 Office 365 的每个位置将 Office 365 网络流量的本地分支出口到 internet
允许 Office 365 流量绕过代理和数据包检查设备

有关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传统的网络体系结构针对客户端/服务器工作负载的原则旨在假定客户端和终结点之间的通信不会延伸到公司网
络外围之外。 此外，在许多企业网络中，所有出站 Internet 连接都在企业网络中，并从中心位置外出。

在传统网络体系结构中，常规 Internet 流量的较高延迟是维护网络外围安全所必需的，并且 Internet 流量的性能
优化通常涉及升级或扩展网络出局点的设备。 但是，此方法并不能满足针对 SaaS 服务（如 Office 365）的最佳网
络性能要求。

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识别 Office 365 网络流量，并简化管理网络标识的过程。

新类别的网络终结点，用于将高度关键的网络流量与不受 Internet 延迟影响的网络流量区分开来。 在最关键的
"优化" 类别中，只提供了少量 Url 和支持 IP 地址。
用于脚本使用情况的 Web 服务、Office 365 网络标识的直接设备配置和更改管理。 可以通过 web 服务或 RSS
格式，或使用 Microsoft Flow 模板在电子邮件上获取更改。
Microsoft 合作伙伴提供的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其中提供了遵循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并具有简
单配置的设备或服务。

https://azure.microsoft.com/blog/how-microsoft-builds-its-fast-and-reliable-global-network/
https://aka.ms/office365npp


保护 Office 365 连接

为什么 Office 365 网络是不同的？

传统网络安全的目标是强化公司网络外围，以防受到入侵和恶意攻击。 大多数企业网络使用代理服务器、防火墙、
SSL 中断和检查、深度数据包检查和数据丢失防护系统等技术强制 Internet 流量的网络安全。 这些技术为常规
Internet 请求提供了重要风险缓解，但在应用于 Office 365 终结点时，可以显著降低性能、可伸缩性和最终用户体
验的质量。

Office 365 通过专为 Office 365 功能和工作负载设计的内置安全和治理功能，帮助满足您组织的内容安全性和数
据使用合规性的需求。 有关 Office 365 安全性和合规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安全指南。 有关在 Office
365 流量上执行高级处理的高级网络解决方案的 Microsoft 建议和支持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ffice 365 流量
上使用第三方网络设备或解决方案。

Office 365 设计为使用端点安全性和加密网络连接实现最佳性能，从而减少了对外围安全强制实施的需求。 Office
365 数据中心位于世界各地，服务旨在使用各种方法将客户端连接到最佳可用服务终结点。 由于用户数据和处理
分布在许多 Microsoft 数据中心之间，因此客户端计算机可以连接到的单个网络终结点。 事实上，Office 365 租户
中的数据和服务由 Microsoft 全球网络进行动态优化，以适应最终用户访问它们的地理位置。

当 Office 365 流量受到数据包检查和集中出站的制约时，将会创建某些常见的性能问题：

高延迟可能会导致视频和音频流性能极差，以及数据检索、搜索、实时协作、日历忙/闲信息、产品内容和其他
服务的响应速度较慢

来自中心位置的附近连接破坏了 Office 365 全局网络的动态路由功能，从而增加了延迟和往返时间
解密受 SSL 保护的 Office 365 网络流量并对其进行重新加密可能会导致协议错误并具有安全风险

通过允许客户端流量尽可能接近其地理位置来缩短 Office 365 入口点的网络路径，可以提高连接性能和 Office
365 中的最终用户体验。 它还有助于降低对 Office 365 性能和可靠性的网络体系结构的未来更改的影响。 最佳连
接模型是始终提供用户位置的网络出口，无论是在公司网络上还是在远程位置（例如，家庭、旅馆、咖啡店和机

场）。 一般 Internet 流量和基于 WAN 的企业网络流量将单独路由，而不使用本地直接传出模型。 此本地直接出口
模型在下图中表示。

本地出口体系结构对通过传统模型的 Office 365 网络通信有以下好处：

通过优化路由长度提供最佳的 Office 365 性能。 最终用户连接通过 Microsoft 全球网络的_分布式服务前端_基
础结构动态路由到最近的 Office 365 入口点，然后将流量内部路由到 microsoft 的超低延迟高可用性深光纤的
数据和服务终结点。

通过允许 Office 365 流量的本地出口（绕过代理和流量检查设备）降低了企业网络基础结构的负载。
通过利用客户端终结点安全性和云安全功能来保护两端的连接，从而避免应用冗余网络安全技术。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security-roadmap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2690045


NOTENOTE

结束语

相关主题

_分布式服务前端_基础结构是 Microsoft 全球网络的高度可用且可扩展的网络边缘（地理位置分散）。 它会终止最终用户连
接，并在 Microsoft 全局网络中有效地路由它们。 你可以在Microsoft 如何构建其快速可靠的全局网络中了解有关 Microsoft
全球网络的详细信息。

有关了解和应用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优化 Office 365 网络性能实际上是为了消除不必要的障碍。 通过将 Office 365 连接视为受信任的流量，可以防止
数据包检查和针对代理带宽的竞争引入延迟。 如果允许客户端计算机和 Office 365 终结点之间的本地连接，则可
以通过 Microsoft 全局网络动态路由通信。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Office 365 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内容分发网络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

Microsoft 如何构建其快速可靠的全局网络

Office 365 网络博客

https://azure.microsoft.com/blog/how-microsoft-builds-its-fast-and-reliable-global-network/
https://aka.ms/netonboard
https://azure.microsoft.com/blog/how-microsoft-builds-its-fast-and-reliable-global-network/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bd-p/office365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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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365 体系结构

Office 365 连接原则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在开始规划网络的 Office 365 网络连接之前，请务必了解安全管理 Office 365 流量和获得最佳性能的连接原则。
本文将帮助您了解有关安全优化 Office 365 网络连接的最新指南。

传统的企业网络主要用于向用户提供对公司运营数据中心内托管的应用程序和数据的访问，具有强大的外围安全

机制。 传统模型假定用户将从公司网络外围、来自分支机构的 WAN 链接或通过 VPN 连接的远程访问应用程序
和数据。

采用 SaaS 应用程序（如 Office 365）会在网络外围之外移动一些服务和数据组合。 如果不进行优化，用户和 SaaS
应用程序之间的流量将受到数据包检查、网络回流、无意连接到地理位置较远的终结点和其他因素所引入的延迟

的影响。 您可以通过了解和实现关键优化准则来确保最佳的 Office 365 性能和可靠性。

在本文中，您将了解以下内容：

适用于客户与云的连接的Office 365 体系结构
更新了用于优化网络流量和最终用户体验的Office 365 连接原则和策略
Office 365 终结点 web 服务，该服务允许网络管理员使用在网络优化中使用的终结点的结构化列表
新的 Office 365 终结点类别和优化指南
将网络外围安全性与终结点安全性进行比较

Office 365 流量的增量优化选项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用于测试与 Office 365 的基本连接的新工具

 Office 365 是分布式软件即服务（SaaS）云，它通过多种微服务和应用程序（如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Microsoft）提供工作效率和协作方案。团队、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Office 在浏览器中以及其他许多。 虽然特定的 Office 365 应用程序可能会将其独特的功能应用于客户网络和与云
的连接，但它们都共享一些关键主体、目标和体系结构模式。 这些适用于连接的这些主体和体系结构模式对于许
多其他 SaaS 云来说是典型的，同时与平台即服务和基础结构即服务云（如 Microsoft）的典型部署模型非常不同。
Azure.

Office 365 的最重要的体系结构功能之一（通常是网络规划者未错过或误解的）是，它是真正的全局分布式服务，
在用户连接到它的上下文中。 目标 Office 365 租户的位置对于了解在云中存储客户数据的位置非常重要，但
Office 365 的用户体验并不涉及直接连接到包含数据的磁盘。 Office 365 中的用户体验（包括性能、可靠性和其他
重要质量特征）涉及到跨全球数百个 Microsoft 地区扩展的高分布式服务前盖的连接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允
许客户网络将用户请求路由到最近的 Office 365 服务入口点来实现最佳用户体验，而不是通过中心位置或区域中
的传出点连接到 Office 365。

对于大多数客户，Office 365 用户分布在多个位置。 为获得最佳结果，本文档中概述的原则应从向外扩展（不向上
扩展）的角度来看，重点是在将连接优化到 Microsoft 全局网络中的最近状态点，而不是地理位置Office 365 租户
的位置。 实际上，这意味着尽管 Office 365 租户数据可能存储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但该租户的 Office 365 体验仍
在分发中，并且可以在非常接近（网络）的情况下在租户拥有的每个最终用户位置进行接近.

 Microsoft 建议采用以下原则来实现最佳的 Office 365 连接和性能。 使用这些 Office 365 连接原则来管理流量，
并在连接到 Office 365 时获得最佳性能。

https://aka.ms/netonboard


识别识别和区分和区分  Office 365  Office 365 流量流量

实现实现本地本地连连接出口接出口

网络设计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将网络中的往返时间（RTT）减少到 Microsoft 全局网络中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延
迟，Microsoft 的公共网络骨干将所有 Microsoft 的数据中心与低延迟互连在一起和云应用程序入口点分布在世界
各地。 你可以在Microsoft 如何构建其快速可靠的全局网络中了解有关 Microsoft 全球网络的详细信息。

 

若要能够区分来自通用 Internet 绑定网络流量的通信，第一步是确定 Office 365 网络流量。 可以通过实现网络路
由优化、防火墙规则、浏览器代理设置以及针对特定终结点的网络检查设备旁路等方法的组合来优化 Office 365
连接。

以前的 Office 365 优化指南将 Office 365 终结点分为两个类别，"必需必需" 和 "可可选选"。 由于添加终结点以支持新的
Office 365 服务和功能，我们已将 Office 365 终结点重新组织为三个类别：优优化化、允允许许和默默认认。 每个类别的准则
适用于类别中的所有终结点，使优化更易于理解和实现。

有关 Office 365 终结点类别和优化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新建 Office 365 终结点类别" 部分。

Microsoft 现在将所有 Office 365 终结点作为 web 服务发布，并提供有关如何使用此数据的最佳指南。 有关如何
提取和使用 Office 365 终结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文章：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在减少连接延迟和确保用户连接到 Office 365 服务的最接近入口点时，本地 DNS 和 Internet 出口非常重要。 在
复杂的网络拓扑中，一定要将本地 DNS 和本地 Internet 出口同时实现。 有关 Office 365 如何将客户端连接路由
到最近的入口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客户端连接一文。

在云服务（如 Office 365）出现之前，作为网络体系结构中设计因素的最终用户 Internet 连接相对简单。 在全球范
围内分布 Internet 服务和网站时，公司传出点和任何给定目标终结点之间的延迟主要是地理距离的功能。

在传统网络体系结构中，所有出站 Internet 连接都通过公司网络，并从一个中心位置传出。 随着 Microsoft 的云
产品产品的成熟，面向 Internet 的分布式网络体系结构已成为支持延迟敏感云服务的关键。 Microsoft 全球网络
旨在适应分布式服务前端基础结构的延迟要求，这是全局入口点的动态结构，用于将传入的云服务连接路由到最

接近的入口点。 这旨在通过有效缩短客户与云之间的路线来缩短 Microsoft 云客户的 "last 英里" 的长度。

企业 Wan 通常用于将网络通信 backhaul 到中心公司总部，以便在出口到 Internet 之前进行检查，通常通过一个

https://azure.microsoft.com/blog/how-microsoft-builds-its-fast-and-reliable-global-network/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urls-and-ip-address-ranges-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ui=en-us&rs=en-us&ad=u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lient-connectivity-4232abcf-4ae5-43aa-bfa1-9a078a99c78b


或多个代理服务器进行检查。 下图说明了此类网络拓扑。

由于 Office 365 在 Microsoft 全球网络（包括世界各地的前端服务器）上运行，因此通常会有前端服务器靠近用户
的位置。 通过提供本地 Internet 出口和配置内部 DNS 服务器以提供 Office 365 终结点的本地名称解析，为
Office 365 发送的网络通信可以连接到 Office 365 前端服务器，尽可能地接近用户。 下图显示了一个网络拓扑示
例，该网络拓扑允许从主办公室、分支机构和远程位置连接的用户遵循最短到最接近的 Office 365 入口点的路
由。

以这种方式缩短到 Office 365 入口点的网络路径可提高连接性能和 Office 365 中的最终用户体验，还有助于降低
对 Office 365 性能的未来更改对网络体系结构的影响和原因.

此外，如果响应的 DNS 服务器繁忙或繁忙，则 DNS 请求可能会导致延迟。 您可以通过在分支位置设置本地
DNS 服务器并确保将其配置为适当地缓存 DNS 记录，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名称解析延迟。

虽然区域出口可适用于 Office 365，但最佳连接模型是始终提供用户位置的网络出口，无论是在公司网络上还是
在远程位置（例如，家庭、旅馆、咖啡店和等. 此本地直接出口模型在下图中表示。



避免网避免网络发络发卡卡

采用 Office 365 的企业可以利用 Microsoft 全球网络的分布式服务前端体系结构，具体方法是确保与 Office 365
的用户连接采用最短的可能路由到最近的 Microsoft 全局网络条目鼠标. 本地出局网络体系结构通过允许将
Office 365 流量路由到最近的传出而不考虑用户位置来实现这一点。

与传统模型相比，本地出口体系结构具有以下优点：

通过优化路由长度提供最佳的 Office 365 性能。 最终用户连接通过分布式服务前端基础结构动态路由到最接
近的 Office 365 入口点。
通过允许本地出口降低公司网络基础结构的负载。

通过利用客户端终结点安全性和云安全功能来保护两端的连接。

 

作为一般经验法则，用户与最接近的 Office 365 终结点之间最短、最直接的路由将提供最佳性能。 当为特定目标
绑定的 WAN 或 VPN 流量首先定向到另一个中间位置（例如，基于云的 web 网关的安全堆栈、云访问代理）时，
将发生网络发夹，引入延迟并可能重定向到地理位置较远的端点。 网络回流也可能是由路由/对等低效率或不理
想（远程） DNS 查找引起的。

若要确保即使在本地出口的情况下，Office 365 连接不受网络回流，请检查用于为用户位置提供 Internet 出口的
ISP 是否与关闭的 Microsoft 全局网络具有直接的对等关系与该位置的距离。 您可能还希望将传出路由配置为直
接发送受信任的 Office 365 通信，而不是通过处理 Internet 绑定流量的第三方云或基于云的网络安全供应商进行
代理或隧道操作。 Office 365 终结点的本地 DNS 名称解析有助于确保除了直接路由，最接近的 Office 365 入口
点也用于用户连接。



评评估估绕过绕过代理、流量代理、流量检查设备检查设备和重复的安全技和重复的安全技术术

Office 365 Office 365 终结终结点点  web  web 服服务务

PAC PAC （代理自（代理自动动配置）脚本配置）脚本

Office 365 Office 365 安全功能安全功能

新的 Office 365 终结点类别

如果您将基于云的网络或安全服务用于 Office 365 流量，请确保评估 hairpinning 效果并了解其对 Office 365 性
能的影响。 为此，可以检查通过以下方式将流量转发到的服务提供程序位置的数量和位置：与分支机构的数量和
Microsoft 全局网络对等点的网络对等关系的质量您的 ISP 和 Microsoft 的服务提供商以及回程在服务提供程序
基础结构中的性能影响。

由于 Office 365 入口点和与最终用户邻近的大量分布式位置，因此将 Office 365 流量路由到任何第三方网络或安
全提供商可能会对 Office 365 连接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提供程序网络不是配置为最佳的 Office 365 对等。

 

企业客户应查看其网络安全和风险降低方法，专门针对 Office 365 绑定的流量，并使用 Office 365 安全功能来降
低对入侵、性能影响和成本较高的网络安全的依赖适用于 Office 365 网络流量的技术。

大多数企业网络使用代理、SSL 检查、数据包检查和数据丢失防护系统等技术强制 Internet 流量的网络安全。 这
些技术为常规 Internet 请求提供了重要风险缓解，但在应用于 Office 365 终结点时，可以显著降低性能、可伸缩
性和最终用户体验的质量。

 

Office 365 管理员可以使用脚本或 REST 调用从 Office 365 终结点 web 服务使用终结点的结构化列表，并更新外
围防火墙和其他网络设备的配置。 这将确保为 Office 365 绑定的流量进行了标识，并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并与绑
定到一般和通常未知 Internet 网站的网络流量进行了不同的管理。 有关如何使用 Office 365 终结点 web 服务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文章：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管理员可以创建可通过 WPAD 或 GPO 传递给用户计算机的 PAC （代理自动配置）脚本。 PAC 脚本可
用于绕过来自 WAN 或 VPN 用户的 Office 365 请求的代理，从而允许 Office 365 通信使用直接 Internet 连接，
而不是遍历公司网络。

 

Microsoft 对数据中心安全性、操作安全和围绕 Office 365 服务器及其所代表的网络终结点的风险降低透明。
Office 365 内置安全功能可用于减少网络安全风险，例如数据丢失防护、反病毒、多重身份验证、客户锁定框、高
级威胁防护、Office 365 威胁智能、Office 365 安全分数、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和网络 DDOS 安全性。

有关 Microsoft 数据中心和全局网络安全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信任中心。

 Office 365 端点代表一组不同的网络地址和子网。 终结点可以是 Url、IP 地址或 IP 范围，并且有些终结点是与特
定 TCP/UDP 端口一起列出的。 Url 可以是 FQDN （如account.office.net ），也可以是通配符 URL （如*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urls-and-ip-address-ranges-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ui=en-us&rs=en-us&ad=us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security


NOTENOTE

*office365.com*）。

网络中的 Office 365 终结点的位置并不直接与 Office 365 租户数据的位置相关。 出于此原因，客户应查看 Office 365 作为
分布式和全局服务，不应尝试根据地理条件阻止与 Office 365 终结点的网络连接。

在我们关于管理 Office 365 流量的前一指南中，终结点分为两类：必需必需和可可选选。 每个类别中的终结点需要不同的
优化，具体取决于服务的关键程度，而许多客户在论证对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的完整列表中的相同网络优化
的应用程序时面临的挑战。

在新模型中，终结点分为三个类别： "优优化化"、"允允许许" 和 "默默认认"，提供基于优先级的数据透视，以实现最佳性能改进
和投资回报，从而集中执行网络优化工作。 根据有效用户体验对应用场景的有效用户体验、容量和性能信封以及
易于实现的敏感度，在上述类别中整合终结点。 对于给定类别中的所有终结点，推荐的优化可以采用相同的方
式。

优优化化终结点是与每个 Office 365 服务的连接所必需的，并表示超过75% 的 office 365 带宽、连接和数据
量。 这些终结点代表最敏感网络性能、延迟和可用性的 Office 365 方案。 所有终结点都托管在 Microsoft
数据中心中。 此类别中的终结点的更改速率应小于其他两个类别中的终结点的大小。 此类别包括一组非常
小（约为 ~ 10）的密钥 Url 和一组专用于核心 Office 365 工作负荷（如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 Microsoft 团队）的已定义 IP 子网。

明确定义的关键终结点的简明列表应有助于您更快、更轻松地规划和实现这些目标的高价值网络优化。

优化终结点的示例https://outlook.office365.com包括https://<>sharepoint.com和https://<租户>-
my.sharepoint.com 。

优化方法包括：

绕过或白名单可优化网络设备和服务上执行通信拦截、SSL 解密、深入数据包检查和内容筛选的终结
点。

绕过本地代理设备和通常用于常规 Internet 浏览的基于云的代理服务。
将这些终结点的评估优先级设置为受网络基础结构和外围系统的完全信任。

对 WAN 回程的降低或消除优先级进行优先级划分，并为这些终结点提供尽可能接近用户/分支位置的
直接分布式 Internet 出口。
通过实现拆分隧道，促进与 VPN 用户的这些云终结点的直接连接。
确保由 DNS 名称解析返回的 IP 地址与这些终结点的路由传出路径相匹配。
将这些终结点的优先级设置为 SD-WAN 集成，以实现直接的最小延迟（路由到 Microsoft 全局网络的最
近 Internet 对等点）。

允允许许终结点连接到特定的 Office 365 服务和功能，但不像 "优化" 类别中的那样对网络性能和延迟敏感。
这些终结点在带宽和连接计数方面的总体网络占用率也大大减小。 这些终结点专门用于 Office 365，并托
管在 Microsoft 数据中心中。 它们代表一组广泛的 Office 365 微服务及其依赖项（顺序为 ~ 100 个 Url），
并且预期以高于 "优化" 类别中的比率进行更改。 并非此类别中的所有终结点都与定义的专用 IP 子网相关
联。

允许终结点的网络优化可以改进 Office 365 的用户体验，但有些客户可能会选择将这些优化的作用范围更
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网络所做的更改。

允许终结点的示例包括*https:// 和https://accounts.accesscontrol.windows.netprotection.outlook.com。

优化方法包括：

旁路或白名单允许网络设备和服务上的终结点，这些终结点可执行流量截取、SSL 解密、深入数据包检
查和内容筛选。

将这些终结点的评估优先级设置为受网络基础结构和外围系统的完全信任。



将网络外围安全性与终结点安全性进行比较

对 WAN 回程的降低或消除优先级进行优先级划分，并为这些终结点提供尽可能接近用户/分支位置的
直接分布式 Internet 出口。
确保由 DNS 名称解析返回的 IP 地址与这些终结点的路由传出路径相匹配。
将这些终结点的优先级设置为 SD-WAN 集成，以实现直接的最小延迟（路由到 Microsoft 全局网络的最
近 Internet 对等点）。

默默认认终结点代表不需要进行任何优化的 Office 365 服务和依赖项，并且可由客户网络作为正常的 Internet
绑定流量进行处理。 请注意，此类别中的某些终结点可能不会托管在 Microsoft 数据中心中。 示例包
括https://odc.officeapps.live.com和https://appexsin.stb.s-msn.com。

有关 Office 365 网络优化技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一文。

 传统网络安全的目标是强化公司网络外围，以防受到入侵和恶意攻击。 在组织采用 Office 365 时，某些网络服务
和数据将部分或完全迁移到云。 与对网络体系结构的任何基本更改一样，此过程需要重新评估需要考虑的新兴因
素的网络安全：

随着云服务的采用，网络服务和数据在内部部署数据中心和云之间分布，而外围安全不再充分。

远程用户从内部部署数据中心和云中的公司资源中连接到不受控制的位置，如住宅、旅馆和咖啡店。

专门构建的安全功能已越来越多地内置到云服务中，并且可能会补充或替换现有的安全系统。

Microsoft 提供了各种 Office 365 安全功能，并提供了用于确保 Office 365 的数据和网络安全性的安全最佳做法
的说明性指导。 建议的最佳实践包括以下各项：

使用多重身份使用多重身份验证验证（（MFA））  通过在正确输入密码后，通过请求用户在智能手机上确认电话呼叫、短信或应
用程序通知，MFA 向强密码策略添加了一层额外的保护。

使用使用  Microsoft 云云应应用安全用安全设置策略以跟踪异常活动并对其执行操作。 使用 Microsoft 云应用安全设置
通知，以便管理员可以查看异常或风险的用户活动，如下载大量数据、多个失败的登录尝试或来自未知或

危险的 IP 地址的连接。

配置数据配置数据丢丢失防失防护护（（DLP））  DLP 允许您标识敏感数据，并创建有助于防止用户意外或有意地共享数据的策
略。 DLP 在 Office 365 中工作，包括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以便您的用户在
不中断其工作流的情况下保持合规性。

使用客使用客户户密密码码箱箱作为 Office 365 管理员，你可以使用客户密码箱控制 Microsoft 支持工程师在帮助会话过
程中访问你的数据的方式。 如果工程师需要访问您的数据以进行故障排除和解决问题，那么您可以使用客
户锁箱批准或拒绝该访问请求。

使用使用  Office 365 安全分数安全分数安全得分是一种安全分析工具，它建议您可以执行哪些操作以进一步降低风

险。 安全分数查看 Office 365 设置和活动，并将它们与 Microsoft 建立的基准进行比较。 你将根据最佳安
全实践的对齐方式获得分数。

增强安全性的一种整体方法应包括以下注意事项：

通过应用基于云和 Office 的客户端安全功能，将重点从周边安全转到端点安全性。

管理所有信息安全 holistically，而不只是集中在外围环境中

将安全外围环境缩减为数据中心

为 office 内部或远程位置的用户设备启用等效信任
重点保护数据位置和用户位置

托管用户计算机具有更高的与终结点安全性的信任

通过允许受信任的流量绕过安全设备并将非托管设备分离到来宾 Wlan 网络，来重新定义 WAN 和构建
外围网络安全性。

降低企业 WAN 边缘的网络安全要求
有些网络外围安全设备（例如防火墙）仍是必需的，但负载降低了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anaging-office-365-endpoints-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id0eaeaaa=0._overview


增量优化

优优化方法化方法 说说明明 影响影响

本地 DNS 解析和 Internet 出口 在每个位置预配本地 DNS 服务器，并确
保 Office 365 连接可尽可能靠近用户位
置的 Internet。 

最小化延迟 
改进与最近的 Office 365 入口点的可靠
连接 

添加区域出口积分 如果您的企业网络有多个位置，但只有

一个出口点，则添加区域出口点，以使

用户能够连接到最接近的 Office 365 入
口点。 

最小化延迟 
改进与最近的 Office 365 入口点的可靠
连接 

绕过代理和检查设备 使用将 Office 365 请求直接发送到出局
点的 PAC 文件配置浏览器。 
配置边缘路由器和防火墙以允许不进行

检查的 Office 365 流量。 

最小化延迟 
减少网络设备上的负载 

为 VPN 用户启用直接连接 对于 VPN 用户，启用 Office 365 连接以
直接从用户网络进行连接，而不是通过

实现拆分隧道的方式连接到 VPN 隧道。 

最小化延迟 
改进与最近的 Office 365 入口点的可靠
连接 

从传统 WAN 迁移到 SD-WAN SD-Wan （软件定义的广域网络）简化了
WAN 管理，并通过将传统 WAN 路由器
替换为虚拟设备来提高性能，类似于使

用虚拟机（Vm）计算资源的虚拟化。 

改进 WAN 流量的性能和可管理性 
减少网络设备上的负载 

相关主题

改进可以按照 "增量优化" 一节中的说明以增量方式解决。 根据您的网络体系结构，一些优化技术可能会提供
更好的成本/收益率，并且应选择最适合您的组织的优化。

确保 Office 365 流量的本地出口

有关 Office 365 安全性和合规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文章office 365 中的安全性和合规性概述。

 

我们已经为本文前面的 SaaS 提供了理想的网络连接模型，但对于许多具有传统复杂网络体系结构的大型组织，
直接进行所有这些更改并不可行。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大量可帮助改进 Office 365 性能和可靠性的增量更改。

用于优化 Office 365 流量的方法将因网络拓扑和已实施的网络设备而异。 具有多个位置和复杂网络安全实践的
大型企业需要制定一种策略，其中包括Office 365 连接原则一节中列出的大部分或全部原则，而小型组织可能只
需要考虑一两个方面。

您可以采用增量过程进行优化，从而连续应用每个方法。 下表列出了关键优化方法，这些方法按对最大用户数的
延迟和可靠性的影响顺序排列。

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述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verview-of-security-and-compliance-in-office-365-dcb83b2c-ac66-4ced-925d-50eb9698a0b2?ui=en-us&rs=en-us&ad=us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Office 365 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内容分发网络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

Microsoft 如何构建其快速可靠的全局网络

Office 365 网络博客

https://aka.ms/netonboard
https://azure.microsoft.com/blog/how-microsoft-builds-its-fast-and-reliable-global-network/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bd-p/office365networking


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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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络规络规划划  
 

希望快速加载快速连接和页

面吗？ 
阅读在 Office 365 中获取最
佳连接和性能 
阅读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
述，了解相关概念， 

测测量你的网量你的网络络  
 

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基
线和性能历史记录和性能疑

难解答计划阅读 office 365
性能优化。 
使用这些工具来评估现有网

络。 

最佳做法最佳做法  
 

针对 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
和提高迁移性能的最佳做

法。 想要立即开始帮助你的
用户吗？ 有关在慢速网络
上使用 Office 365 的最佳实
践，请参阅。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将
帮助您了解有关安全优化

Office 365 网络连接的最新
指南。 

Reference 
 

想要详细信息，如 IP 地址和
端口列表？ 请参阅适用于
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参
考。 

 有关为 Office 365 和其他
Microsoft 云平台和服务优
化网络的步骤，请参阅适用

于企业架构师的 Microsoft
云网络海报。 

Office 365 的性能调整和疑难解答资源

在首次部署或迁移到 Office 365 之前，您可以使用这些主题中的信息来估计所需的带宽，然后测试并验证是否
有足够的带宽来部署或迁移到 Office 365。 有关概述，请参阅：针对 Office 365 的网络和迁移规划。

 

部署 Office 365 后，可以使用本节中的主题优化性能。 如果您遇到性能下降问题，您还可以使用这些主题解决
问题。

优优化化  office 365 性能性能：有关在 office 365 中使用网络地址转换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Office 365 的 NAT 支持。 此
外，请参阅 Paul Collinge 对Office 365 网络连接进行优化和故障排除前10个提示。

调调整整  Exchange online 性能性能：使用这些文章可以微调 exchange online 性能。

优优化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性能性能：使用这些文章可以微调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的性能。

优优化化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性能：使用这些文章可以微调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

优优化化  Project online 性能性能：使用本文可微调 project online 的性能。

https://aka.ms/o365perfprinciple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office-365-networking-overview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fd16c8d2-4799-4c39-8fd7-045f06640166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aka.ms/cloudarchnetworking
https://blogs.technet.com/b/onthewire/archive/2014/06/18/top-10-tips-for-optimising-amp-troubleshooting-your-office-365-network-connectivity.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12ba0ebd-c616-42e5-b9b6-cad570e8409c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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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旨在让世界各地的客户能够使用 internet 连接连接到服务。 随着服务的演变，Office 365 的安全性、
性能和可靠性根据使用 internet 的客户建立与服务的连接而得到改进。

计划使用 Office 365 的客户应评估其现有和预测的 internet 连接需要作为部署项目的一部分。 对于企业级部
署，可靠性和适当调整的 internet 连接性是使用 Office 365 功能和方案的关键部分。

根据您的大小和偏好，许多不同的人员和组织可以执行网络评估。 评估的网络范围也可能因您在部署过程中所
处的位置而异。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执行网络评估所需的内容，我们生成了一个网络评估指南，帮助您了解
可用的选项。 此评估将确定要将哪些步骤和资源添加到部署项目，以使您能够成功采用 Office 365。

全面的网络评估将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实现网络设计难题以及实现详细信息。 一些网络评估将显示，与
Office 365 的最佳网络连接可适应现有网络和 internet 出口基础结构的次要配置或设计更改。

某些评估将指示到 Office 365 的网络连接需要在网络组件中进行额外的投资。 例如，跨分支机构和多个地理区
域的企业网络可能需要在 SD WAN 解决方案或优化的路由基础结构中进行投资，以支持到 Office 365 的
internet 连接。 有时，评估会指示与 Office 365 的网络连接受法规或对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媒体质量等
场景的性能要求的影响。 这些额外要求可能会导致 internet 连接基础结构、路由优化和专用直接连接的投资。

帮助您评估网络的一些资源：

有关 Office 365 网络的概念性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述。
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了解用于安全管理 Office 365 流量和获得最佳性能的连接原则。
注册Microsoft FastTrack以获取有关 Office 365 规划、设计和部署的引导式协助。
请参阅下面的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部分，运行基本的连接测试，这些测试提供有关可在给定用户位置和
Office 365 之间进行的网络连接改进的具体指导。

需要 Microsoft 授权才能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Microsoft 会检查每个客户请求，并且仅在客户的规章
要求要求直接连接时，才会授权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如果您有这样的要求，请提供指向您所解释的法
规的文本摘录和 web 链接，这意味着在从Office 365 请求的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请求中需要直接连接才能开始
Microsoft 评审。 尝试为 Office 365 创建路由筛选器的未授权订阅将收到一条错误消息。

规划 Office 365 的网络评估时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点：

Office 365 是一种通过公共 internet 运行的安全、可靠、高性能的服务。 我们将继续投资，以增强服务的
这些方面。 所有 Office 365 服务均可通过 internet 连接获得。

我们将不断优化 Office 365 的核心方面，如可用性、全局覆盖和基于 internet 的连接的性能。 例如，许多
Office 365 服务利用一组扩展的面向 internet 的边缘节点。 此边缘网络为通过 internet 的连接提供最佳
的邻近度和性能。

在考虑将 Office 365 用于任何包含的服务（如团队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语音、视频或会议功能）
时，客户应完成端到端网络评估，并使用Microsoft FastTrack满足连接要求。

如果您正在评估 Office 365，并且不确定从哪里开始进行网络评估，或者发现您需要帮助解决的网络设计难题，
请与你的 Microsoft 帐户团队合作。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edia-quality-and-network-connectivity-performance-in-skype-for-business-onlin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www.microsoft.com/fasttrack
https://aka.ms/o365erreview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181709
https://www.microsoft.com/fasttrack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是一种概念证明（POC）网络评估工具，可对 office 365 租户运行基本的连接测试，并
为最佳的 office 365 性能提供具体的网络设计建议。 该工具突出显示了常见的大型企业网络外围设计选项，这
些选项对于 Internet web 浏览很有用，但会影响大型 SaaS 应用程序（如 Office 365）的性能。

网络载入工具执行以下操作：

检测您的位置，也可以指定要测试的位置

检查网络出口的位置

测试最近的 Office 365 服务前盖的网络路径
使用可下载的 Windows 10 应用程序提供高级测试，这些应用程序将提供与代理服务器、防火墙和 DNS 相
关的外围网络设计建议。 该工具还运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Microsoft 团队、SharePoint Online 和
Exchange Online 的性能测试。

该工具包含两个组件：一个用于收集基本连接信息的基于浏览器的 UI，以及一个可运行高级测试并返回其他评
估数据的可下载的 Windows 10 应用程序。

基于浏览器的工具显示以下信息：

"结果和影响" 选项卡

详细信息和解决方案选项卡

正在使用的服务前盖地图上的位置

其他服务前盖地图上的位置，可提供最佳连接能力

与附近的其他 Office 365 客户相比的相对性能

按城市和国家/地区的用户位置
按城市、州和国家/地区的网络出口位置
用户进入网络传出距离

Office 365 Exchange Online 服务前盖位置
用户位置的最佳 Office 365 Exchange Online 服务前端门（s）
使用更好的性能的大都市区域内的客户

高级测试下载应用程序提供以下附加信息：

"详细信息和解决方案" 选项卡（追加）

对多个特定于功能的终结点的连接性测试

包含适用于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团队服务的 tracert 和延迟数据的网络路径诊断

用户的默认网关

客户端 DNS 服务器
客户端 DNS 递归解析器
Exchange Online DNS 服务器
SharePoint Online DNS 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标识

媒体连接检查

媒体质量数据包丢失

媒体质量延迟

媒体质量抖动

媒体质量数据包重新排序

您可以阅读有关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的信息，并在更新的 Office 365 网络载入工具 POC 中提供反馈，其
中包含新的网络设计建议博客文章。 有关此工具的未来更新和其他 Office 365 网络更新的信息将发布到Office
365 网络博客。

https://aka.ms/netonboard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updated-office-365-network-onboarding-tool-poc-with-new-network/m-p/711130#m130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bd-p/office365networking


另请参阅

以下是可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 https://aka.ms/o365networkconnectivity。

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aka.ms/o365networkconnectivity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
2019/11/8 •

新式、可扩展的软件即服务（SaaS）云就绪，网络连接是 Microsoft Office 365 成功进行数字转换的关键所在。

随着客户采用 Office 365 的业务效率，Microsoft 已观察到网络性能和 Office 365 中最终用户协作体验直接受网络
解决方案影响的常见趋势在用户与之间的路径中，Office 365。

如果客户开始将其进入云，则通常会面临从旧版、中心辐射、集中式企业网络和安全体系结构过渡的挑战。 通过旧
网络连接到 Office 365 的客户在使用 Office 365 中的丰富协作功能时可能会遇到性能问题。 Office 365 客户的最
终目标是现代化并优化其企业网络，为其员工和合作伙伴提供一流的协作体验、简化 IT 管理并降低成本。

若要现代化企业网络以实现与 Office 365 的良好连接，客户通常依赖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内部部署或基于云的
安全服务和系统集成商来规划、设计和实现云的网络连接服务行业. 客户通常会询问 Microsoft 其网络体系结构和
解决方案是否适用于 Office 365，以及它们是否与 Microsoft针对 office 365 的网络连接原则相一致。

Microsoft 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客户构建和优化其网络体系结构连接，以实现最佳 Office 365 体验。 Office 365 团队
与许多网络行业合作伙伴合作，以帮助确保在其网络产品和解决方案中本机内置了最佳连接的关键原则。

为此，我们 thrilled 宣布推出 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其目标是加深与网络合作伙伴的协作，并确定遵循
Microsoft Office 365 网络要求的关键产品和解决方案（建议）和最佳做法。

Microsoft 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将合格的网络解决方案指定为 "适用于 Office 365"。

仅适用于满足 Microsoft 严格测试要求的设备或解决方案，能够在安装过程中实现无缝体验，并演示在 Office 365
中使用时的高质量网络体验将会收到 "使用 Office 365" 称号。

目前，有几个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正在与 Microsoft 合作，满足接收 "使用 Office 365" 的要求。 有关如何设置这些
解决方案以实现最佳 Office 365 连接和性能的详细信息将在此页面上发布。

如果你是 Office 365 客户，则可以通过此链接https://aka.ms/Office365NPP使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了解此程序。

对于想要咨询 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请填写此表格，我们将进行联系。 感谢你的
关注，我们期待成为可爱的合作伙伴关系。

https://aka.ms/pnc
https://aka.ms/office365npp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v4j5cvggr0grqy180bhbryozxbyrf1dlgv7k6ye5z8pumtncvtyyvk9gneyzwjfovki1szdjnukywi4u


Office 365 端点
2019/10/18 •

全球端点 针对全球 Office 365 订阅的端点，其中包括美国政府社区云
(GCC) 订阅。

美国政府 DoD 端点 针对美国国防部 (DoD) 订阅的端点。

美国政府 GCC 高端点 针对美国政府社区云高（GCC 高）订阅的端点。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端点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的端点，旨在满足中国境内对
Office 365 的需求。

Office 365 Germany 端点 为德国、欧盟 (EU) 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EFTA) 中监管最严格的
客户在欧洲建立的独立云的端点。

摘要：摘要：  请参阅以下文章，了解不同 Office 365 云的 Internet 端点。

端点是 Internet 上 Office 365 流量的目的 IP 地址、DNS 域名和 URL 的集合。

若要优化基于 Office 365 云的服务的性能，需要使用你的客户端浏览器和边缘网络中的设备对这些端点进行特殊处
理。这些设备包括防火墙设备、SSL 中断与检查设备、数据包检查设备以及数据丢失防护系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Office 365 端点。

目前有五个不同的 Office 365 云。此表将转到每个端点的列表。

若要自动获取 Office 365 云的最新端点列表，请参阅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有关额外的端点，请参阅以下文章：

Web 服务中未包含的其他端点
Office 2016 for Mac 中的网络请求

如果你是网络设备供应商，请加入 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加入该计划即可在你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中构建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2020/1/31 •

SDWAN 用于本地分支出口重要的 Office 365 网络流量

使用 PAC 文件进行重要的 Office 365 通信的直接路由

如果大多数企业组织具有多个办事处位置和一个连接 WAN，则需要为 Office 365 网络连接配置配置。 您可以
通过防火墙直接发送所有受信任的 Office 365 网络请求，从而绕过所有其他数据包级别检查或处理，从而优化
您的网络。 这可降低延迟和外围容量要求。 确定 Office 365 网络流量是为用户提供最佳性能的第一步。 有关
Office 365 网络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Microsoft 建议使用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访问 office 365 网络终结点，并对其进行更改。

无论您管理重要的 Office 365 网络通信的方式如何，Office 365 都需要 Internet 连接。 在不包括在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中的其他终结点处列出了需要连接的其他网络终结点。

使用 Office 365 网络终结点的方式取决于企业组织网络的体系结构。 本文概述了企业网络体系结构可以与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集成的几种方法。 选择要信任的网络请求的最简单方法是，在每个办公室位置使用支
持自动 Office 365 配置的 SDWAN 设备。

在每个分支办公室位置，您可以提供一个 SDWAN 设备，该设备配置为将 Office 365 的流量配置为将终结点的
类别优化、优化并允许类别直接发送到 Microsoft 的网络。 其他网络流量包括本地数据中心流量、常规 Internet
网站流量和到 Office 365 的流量。默认类别终结点将发送到具有更大网络外围的其他位置。

Microsoft 正在与 SDWAN 提供商合作，以启用自动配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
划。

   

使用 PAC 或 WPAD 文件管理与 Office 365 关联但没有 IP 地址的网络请求。 通过代理或外围设备发送的典型
网络请求会增加延迟。 虽然 SSL 中断和检查会造成最大延迟，但其他服务（如代理身份验证和信誉查找）可能会
导致性能下降和用户体验不良。 此外，这些外围网络设备需要足够的容量来处理所有的网络连接请求。 我们建
议绕过您的代理或检查设备进行直接的 Office 365 网络请求。

Powershell 库 PacFile是一个 PowerShell 脚本，可从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读取最新的网络终
结点，并创建示例 PAC 文件。 您可以修改脚本，使其与现有 PAC 文件管理集成。

https://www.powershellgallery.com/packages/get-pacfile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1 Send 将终结点流量直接和其他所有内容一起优化到代理服
务器。 

双面双面  发送优化并允许将终结点通信直接和其他所有内容发送到代

理服务器。 此类型还可用于将所有受支持的 ExpressRoute 的
Office 365 流量发送到 ExpressRoute 网段，并将其他所有内
容发送到代理服务器。 

Get-PacFile -ClientRequestId 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参数参数 说说明明

ClientRequestId 这是必需的，它是传递给 web 服务的 GUID，表示进行呼叫的
客户端计算机。 

实实例例  默认为 "全球" 的 Office 365 服务实例。 也传递到 web 服务。

TenantName Office 365 租户名称。 传递到 web 服务，并在某些 Office
365 Url 中用作可替换参数。 

类类型型  要生成的代理 PAC 文件的类型。 

Get-PacFile -Type 2 -Instance Worldwide -TenantName Contoso -ClientRequestId b10c5ed1-bad1-445f-b386-
b919946339a7

Office 365 网络流量的代理服务器绕过处理

图图  1-简单简单的企的企业业网网络络外外围环围环境境

PAC 文件部署到图1中的点1的 web 浏览器。 将 PAC 文件用于直接传出重要的 Office 365 网络通信时，还需要
允许连接到网络外围防火墙上这些 Url 后面的 IP 地址。 为此，可通过获取 PAC 文件中指定的相同 Office 365
终结点类别的 IP 地址，并根据这些地址创建防火墙 Acl 来实现。 防火墙是图1中的点3。

另外，如果选择仅对优化类别终结点执行直接路由，则发送到代理服务器的任何必需的允许类别终结点都需要

在代理服务器中列出，以绕过进一步处理。 例如，SSL 中断和检查和代理身份验证与 "优化" 和 "允许" 类别终结
点不兼容。 代理服务器是图1中的第2点。

通用配置是允许，而无需处理来自代理服务器的所有出站通信，以获取命中代理服务器的 Office 365 网络流量
的目标 IP 地址。 有关与 SSL 中断和检查有关的问题的信息，请参阅使用第三方网络设备或解决方案在 Office
365 流量中。

PacFile 脚本将生成两种类型的 PAC 文件。

下面是调用 PowerShell 脚本的一个简单示例：

您可以传递给脚本的参数有很多：

以下是使用其他参数调用 PowerShell 脚本的另一个示例：

如果 PAC 文件不用于直接出站通信，您仍希望通过配置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外围处理。 一些代理服务器供应商
已启用自动配置，如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中所述。

如果您手动执行此操作，则需要从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中获取 "优化" 和 "允许" 终结点类别数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2690045/using-third-party-network-devices-or-solutions-with-office-365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的更改管理

使用使用  Web  Web 服服务务更改通知更改通知

使用使用  RSS  RSS 源更改通知源更改通知

使用使用  Microsoft  Microsoft 流更改通知和流更改通知和审审批批审阅审阅

Office 365 网络终结点常见问题解答

如何提交如何提交问题问题？？

如何确定租如何确定租户户的位置？的位置？

我是否与我是否与  Microsoft  Microsoft 进进行了适当的沟通？行了适当的沟通？

我看到我看到  " "已已发发布布" " 列表中没有列表中没有对对  IP  IP 地址的网地址的网络请络请求，是否需要提供求，是否需要提供对对它它们们的的访问权访问权限？限？

据，并将代理服务器配置为绕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 一定要避免 "优化" 和 "允许" 类别终结点的 SSL 中断和检
查和代理身份验证。

 

除了为网络外围选择适当的配置之外，对于 Office 365 终结点采用更改管理过程也非常关键。 这些终结点定期
发生更改，如果不管理更改，则在添加新的 IP 地址或 URL 后，最终用户可能会受到阻止或性能较差。

对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的更改通常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发布。 有时，由于操作、支持或安全要求，将在该
计划之外发布更改。

如果发布的更改需要你执行操作，因为添加了 IP 地址或 URL，则应预计在发布更改时收到30天通知，直到该终
结点上有 Office 365 服务。 尽管我们将此通知时段作为目标，但由于运营、支持或安全要求，可能并不总是可
能。 不需要立即操作来维护连接的更改（如删除的 IP 地址或 Url 或不太重要的更改）不包括提前通知。 无论提
供什么通知，我们都会列出每次更改的预期服务活动日期。

您可以使用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获取更改通知。 我们建议您每小时调用 /version web 方法，
以检查用于连接到 Office 365 的终结点的版本。 如果与您使用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发生了更改，则应从
/endpoints web 方法获取最新的终结点数据，并根据需要从 /changes web 方法中获取差异。 如果您找到的
版本没有任何更改，则无需调用 /endpoints或 /changes web 方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提供了可在 Outlook 中订阅的 RSS 源。 有关 IP 地址和 Url 的每个 Office
365 服务实例特定页面上的 RSS Url 的链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我们了解您可能仍需要手动处理每个月对网络终结点所做的更改。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流创建通过电子邮件
通知您的流，也可以选择在 Office 365 网络终结点发生更改时对更改运行审批过程。 完成审阅后，可以让流自
动将更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您的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管理团队。

有关 Microsoft 流示例和模板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Microsoft Flow 接收有关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的更改的
电子邮件。

 

有关 Office 365 连接的常见问题的管理员问题：

单击底部的链接，以指示该文章是否有帮助，并提交任何其他问题。 我们将通过最常问的方式监视反馈并更新
此处的问题。

租租户户位置位置最好是使用我们的数据中心地图来确定的。

对等位置等位置有更详细的介绍与 Microsoft 的对等。

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2500个 ISP 对等关系和70点，从你的网络转到我们的状态应是无缝的。 如果花几分钟时
间来确保你的 ISP 的对等关系最具最佳，下面将为我们的网络提供良好而不好的对等操作的几个示例。

 

我们只提供了应直接路由到的 Office 365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这不是你将看到的网络请求的所有 IP 地址的完整
列表。 你将看到对 Microsoft 和第三方拥有的、未发布的 IP 地址的网络请求。 这些 IP 地址以动态方式生成或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use-microsoft-flow-to-receive-an-email-for-changes-to-office-365/td-p/240651
https://aka.ms/datamaps
https://www.microsoft.com/peering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onthewire/2017/03/22/__guidance/


某些某些  Office 365 Url  Office 365 Url 指向指向  CNAME  CNAME 记录记录，而不是，而不是  DNS  DNS 中的中的记录记录。。   如何如何处处理理  CNAME  CNAME 记录记录？？

serviceA.office.com -> CNAME: serviceA.domainA.com -> CNAME: serviceA.domainB.com -> A: IP_1

为为什么在什么在  Microsoft  Microsoft 域名中看到名称，如域名中看到名称，如  nsatc.net  nsatc.net 或或  akadns.net akadns.net？？

管理，以在发生更改时阻止及时通知。 如果你的防火墙无法根据这些网络请求的 Fqdn 允许访问，请使用 PAC
或 WPAD 文件管理请求。

若要了解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1. 检查 IP 地址是否包含在使用 CIDR 计算器的较大的已发布区域中，例如，对于IPv4或IPv6。 例
如，40.96.0.0/13 包括 IP 地址40.103.0.1，尽管40.96 不匹配40.103。

2. 查看合作伙伴是否拥有whois 查询的 IP。 如果是 Microsoft 所拥有的，则它可能是内部合作伙伴。 许多合作
伙伴网络终结点被列为属于_默认_类别，而不会发布 IP 地址。

3. 该 IP 地址可能不是 Office 365 或依赖项的一部分。 Office 365 网络终结点发布不包含所有 Microsoft 网络
终结点。

4. 检查证书在浏览器中使用*HTTPS://<IP_ADDRESS> *连接到 IP 地址，检查证书上列出的域以了解与 IP 地
址关联的域。 如果它是 Microsoft 拥有的 IP 地址，而不是 Office 365 IP 地址列表，则该 IP 地址可能与
Microsoft CDN （如MSOCDN.NET或另一个 microsoft 域）相关联，而不会发布 IP 信息。 如果您在证书中找
到的域是我们声明列出 IP 地址的域，请告诉我们。

 

客户端计算机需要 DNS A 或 AAAA 记录，其中包含一个或多个连接到云服务的 IP 地址。 Office 365 中包含的
某些 Url 显示 CNAME 记录，而不是 A 或 AAAA 记录。 这些 CNAME 记录是中间的，并且可能会有多个链。 它
们将始终解析为 IP 地址的 A 或 AAAA 记录。 例如，请考虑以下系列的 DNS 记录，这些记录最终解析为 IP 地
址_IP_1_：

这些 CNAME 重定向是 DNS 的正常部分，对客户端计算机是透明的，并且对代理服务器是透明的。 它们用于
负载平衡、内容传递网络、高可用性和服务事件缓解。 Microsoft 不会发布中间 CNAME 记录，它们可能会随时
更改，并且您无需在代理服务器中将其配置为允许。

代理服务器验证上述示例中的初始 URL 是否为 serviceA.office.com，并且此 URL 将包含在 Office 365 发布中。
代理服务器请求将该 URL 的 DNS 解析为 IP 地址，并将收到返回 IP_1。 它不验证中间 CNAME 重定向记录。

不建议使用基于间接 Office 365 Fqdn 的硬编码配置或白名单，不受 Microsoft 支持，并且已知会导致客户连接
问题。 在启用了 DNS 递归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DNS 条件转发（作用域为直接使用的 Office 365 Fqdn）来解决
在 CNAME 重定向上阻止的 DNS 解决方案或以其他方式解析 Office 365 DNS 条目的错误。 许多第三方网络
外围产品在其配置中使用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以本机方式集成建议的 Office 365 终结点白名
单。

 

Office 365 和其他 Microsoft 服务使用几种第三方服务（如 Akamai 和 MarkMonitor）来改进 Office 365 体验。
为了让你能够获得最佳体验，我们可能会在将来更改这些服务。 第三方域可以承载内容（如 CDN），也可以托管
服务，例如地理流量管理服务。 当前使用的某些服务包括：

当您看到包含* *. nsatc.net*的请求时， MarkMonitor正在使用中。 此服务提供了域名称保护和监控，以防止恶
意行为。

当您看到* *exacttarget.com*的请求时， ExactTarget正在使用中。 此服务提供电子邮件链接管理，并针对恶意行
为进行监控。

当您看到包含下列 Fqdn 之一的请求时，将使用Akamai 。 此服务提供地理位置 DNS 和内容传递网络服务。

https://www.ipaddressguide.com/cidr
https://www.ipaddressguide.com/ipv6-cidr
https://dnsquery.org/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office-365-ip-web-service
https://www.markmonitor.com/
https://www.marketingcloud.com/
https://www.akamai.com/


*.akadns.net
*.akam.net
*.akamai.com
*.akamai.net
*.akamaiedge.net
*.akamaihd.net
*.akamaized.net
*.edgekey.net
*.edgesuite.net

我必我必须须具有具有  Office 365  Office 365 的最小的最小连连接能力接能力

服服务务区域区域 说说明明

Exchange Exchange Online 和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SharePoint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和  Microsoft Teams Skype for Business 和 Microsoft 团队 

常常见见  Office 365 Pro Plus、Office in 浏览器、Azure AD 和其他常见
网络终结点 

如何阻止如何阻止对对  Microsoft  Microsoft 的使用者服的使用者服务务的的访问访问？？

我的防火我的防火墙墙需要需要  IP  IP 地址，并且无法地址，并且无法处处理理  Url Url。。   如何如何为为  Office 365  Office 365 配置此功能？配置此功能？

相关主题

 

由于 Office 365 是一套在 internet 上运行的服务，因此可靠性和可用性承诺基于许多可用的标准 internet 服
务。 例如，诸如 DNS、CRL 和 Cdn 等标准 internet 服务必须能够使用 Office 365，就像它们必须可访问的那
样，才能使用最新式的 internet 服务。

Office 365 套件分为主要的服务领域。 可以有选择地为连接启用这些功能，并且有一个公共区域，它们是所有
的依赖项，并且始终是必需的。

除了基本 internet 服务之外，还提供了仅用于集成功能的第三方服务。 虽然这些功能是集成所必需的，但它们
在 Office 365 终结点文章中被标记为可选，这意味着当终结点不可访问时，服务的核心功能将继续正常运行。
所需的任何网络终结点都将具有所需的属性设置为 true。 任何可选的网络终结点都将把必需的属性设置为
false，notes 属性将详细介绍在连接被阻止时应会出现的缺少的功能。

如果您尝试使用 Office 365，并且查找第三方服务无法访问，则需要确保通过代理和防火墙允许在本文中标记
为 "必需" 或 "可选" 的所有 fqdn。

 

限制对我们的使用者服务的访问权限应由您自己承担。 阻止使用者服务的唯一可靠方法是限制
对Login.live.com FQDN 的访问。 此 FQDN 由广泛的一组服务使用，包括非消费者服务（如 MSDN、TechNet
和其他服务）。 此 FQDN 也由 Microsoft 支持的安全文件交换程序使用，并且必须转移文件以促进 Microsoft 产
品的故障排除。 限制对此 FQDN 的访问可能会导致需要为与这些服务关联的网络请求包含规则例外。

请记住，仅阻止对 Microsoft 消费者服务的访问不会阻止网络中的用户使用 Office 365 租户或其他服务
exfiltrate 信息。

 

Office 365 不提供所有所需网络终结点的 IP 地址。 有些仅作为 Url 提供，并归为默认值。 默认类别中需要的
Url 应允许通过代理服务器。 如果没有代理服务器，请查看如何为用户在 web 浏览器的地址栏中键入的 Url 配
置 web 请求;用户也不会提供 IP 地址。 不提供 IP 地址的 Office 365 默认类别 Url 的配置方式相同。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Microsoft Azure 数据中心 IP 范围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Microsoft 公共 IP 空间

Microsoft Intune 的网络基础结构要求

ExpressRoute 和 Power BI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管理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连接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3602
https://docs.microsoft.com/intune/get-started/network-infrastructure-requirements-for-microsoft-intun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powerbi-admin-power-bi-expressroute/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2020/1/7 •

NOTENOTE

上次更新上次更新时间时间：：  2020/01/02 -  更
改日志订阅 

下下载载：：  一个 JSON 格式列表中的所有必
需和可选目标。 

使用：使用：  代理 PAC 文件 

Exchange Online

摘要：摘要：  Office 365 需要连接到 Internet。对于使用 Office 365 计划（包括政府社区云 (GCC)）的客户，应该可以访
问以下终结点。

Microsoft 针对此页上的 IP 地址和 FQDN 条目发布了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这项新服务有助于配置和更新网络外围设
备，如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可以下载终结点列表，无论是列表的当前版本，还是应用了特定更改的列表。这项服务会替换从

此页面链接到的 XML 文档（已于 2018 年 10 月 2 日遭弃用）。若要试用这项新服务，请转到 Web 服务。

Office 365 全球 (+GCC) |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 Office 365 Germany |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 DoD |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 GCC High |

从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开始了解我们使用此数据管理网络连接的建议。终结点数据在每月月初更新，并在生效
前 30 天发布新的 IP 地址和 URL。这允许尚未进行自动更新的客户在需要新连接之前完成其过程。如果需要解决
支持提升、安全事件或其他即时操作要求，终结点也可以在月内更新。以下页面上显示的数据全部由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生成。如果使用脚本或网络设备访问此数据，应直接转到 Web 服务。

下面的终结点数据列出了从用户计算机到 Office 365 的连接要求。它不包括从 Microsoft 到客户网络的网络连接
（有时称为混合或入站网络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其他终结点”。

终结点分为四个服务区域。可以独立选择前三个服务区域进行连接。第四个服务区域是一个常见的依赖项（称为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并且必须始终具有网络连接。

显示的数据列是：

ID：行的 ID 号，也称为终结点集。此 ID 与终结点集的 Web 服务返回的 ID 相同。

类别类别：显示终结点集是分类为“优化”、“允许”还是“默认”。可以在 https://aka.ms/pnc 上了解管理它们的这
些类别和指南。此列还列出了哪些终结点集需要具有网络连接。对于不需要具有网络连接的终结点集，我

们在此字段中提供备注，以指示在终结点集被阻止时将丢失哪些功能。如果要排除整个服务区域，则根据

需要列出的终结点集不需要连接。

ER：如果使用带有 Office 365 路由前缀的 Azure ExpressRoute 支持终结点集，则为是是。包含所显示的路由
前缀的 BGP 社区与列出的服务区域一致。当 ER 为否否时，这意味着此终结点集不支持 ExpressRoute。但
是，不应假设没有为 ER 为 否否的终结点集播发路由。

地址地址：列出终结点集的 FQDN 或通配符域名以及 IP 地址范围。请注意，IP 地址范围采用 CIDR 格式，并且
可能包含指定网络中的许多单独 IP 地址。

端口端口：列出与地址合并以形成网络终结点的 TCP 或 UDP 端口。你会注意到 IP 地址范围中存在一些重复，
其中列出了不同的端口。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allversions=true&format=rss&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worldwid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aka.ms/pnc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 优化

必填

是 outlook.office.com,
outlook.office365.com

13.107.6.152/31,
13.107.18.10/31,
13.107.128.0/22,
23.103.160.0/20,
40.96.0.0/13,
40.104.0.0/15,
52.96.0.0/14,
131.253.33.215/32,
132.245.0.0/16,
150.171.32.0/22,
191.234.140.0/22,
204.79.197.215/32,
2603:1006::/40,
2603:1016::/36,
2603:1026::/36,
2603:1036::/36,
2603:1046::/36,
2603:1056::/36,
2603:1096::/38,
2603:1096:400::/40,
2603:1096:600::/40,
2603:1096:a00::/39,
2603:1096:c00::/40,
2603:10a6:200::/40,
2603:10a6:400::/40,
2603:10a6:600::/40,
2603:10a6:800::/40,
2603:10d6:200::/40,
2620:1ec:4::152/128,
2620:1ec:4::153/128,
2620:1ec:c::10/128,
2620:1ec:c::11/128,
2620:1ec:d::10/128,
2620:1ec:d::11/128,
2620:1ec:8f0::/46,
2620:1ec:900::/46,
2620:1ec:a92::152/128,
2620:1ec:a92::153/128,
2a01:111:f400::/48

TCP：：  443、80

2 允许

必填

是 smtp.office365.com

13.107.6.152/31,
13.107.18.10/31,
13.107.128.0/22,
23.103.160.0/20,
40.96.0.0/13,
40.104.0.0/15,
52.96.0.0/14,
131.253.33.215/32,
132.245.0.0/16,
150.171.32.0/22,
191.234.140.0/22,
204.79.197.215/32,
2603:1006::/40,
2603:1016::/36,
2603:1026::/36,
2603:1036::/36,
2603:1046::/36,
2603:1056::/36,
2603:1096::/38,
2603:1096:400::/40,
2603:1096:600::/40,
2603:1096:a00::/39,
2603:1096:c00::/40,
2603:10a6:200::/40,
2603:10a6:400::/40,
2603:10a6:600::/40,
2603:10a6:800::/40,
2603:10d6:200::/40,
2620:1ec:4::152/128,
2620:1ec:4::153/128,
2620:1ec:c::10/128,
2620:1ec:c::11/128,
2620:1ec:d::10/128,
2620:1ec:d::11/128,
2620:1ec:8f0::/46,
2620:1ec:900::/46,
2620:1ec:a92::152/128,
2620:1ec:a92::153/128,
2a01:111:f400::/48

TCP：：  587



3 默认

必填

否 r1.res.office365.com,
r3.res.office365.com,
r4.res.office365.com

TCP：：  443、80

5 允许

可选

备备注：注：  Exchange
Online IMAP4 迁移

是 *.outlook.office.com,
outlook.office365.com

13.107.6.152/31,
13.107.18.10/31,
13.107.128.0/22,
23.103.160.0/20,
40.96.0.0/13,
40.104.0.0/15,
52.96.0.0/14,
131.253.33.215/32,
132.245.0.0/16,
150.171.32.0/22,
191.234.140.0/22,
204.79.197.215/32,
2603:1006::/40,
2603:1016::/36,
2603:1026::/36,
2603:1036::/36,
2603:1046::/36,
2603:1056::/36,
2603:1096::/38,
2603:1096:400::/40,
2603:1096:600::/40,
2603:1096:a00::/39,
2603:1096:c00::/40,
2603:10a6:200::/40,
2603:10a6:400::/40,
2603:10a6:600::/40,
2603:10a6:800::/40,
2603:10d6:200::/40,
2620:1ec:4::152/128,
2620:1ec:4::153/128,
2620:1ec:c::10/128,
2620:1ec:c::11/128,
2620:1ec:d::10/128,
2620:1ec:d::11/128,
2620:1ec:8f0::/46,
2620:1ec:900::/46,
2620:1ec:a92::152/128,
2620:1ec:a92::153/128,
2a01:111:f400::/48

TCP：：  143、993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6 允许

可选

备备注：注：  Exchange
Online POP3 迁移

是 *.outlook.office.com,
outlook.office365.com

13.107.6.152/31,
13.107.18.10/31,
13.107.128.0/22,
23.103.160.0/20,
40.96.0.0/13,
40.104.0.0/15,
52.96.0.0/14,
131.253.33.215/32,
132.245.0.0/16,
150.171.32.0/22,
191.234.140.0/22,
204.79.197.215/32,
2603:1006::/40,
2603:1016::/36,
2603:1026::/36,
2603:1036::/36,
2603:1046::/36,
2603:1056::/36,
2603:1096::/38,
2603:1096:400::/40,
2603:1096:600::/40,
2603:1096:a00::/39,
2603:1096:c00::/40,
2603:10a6:200::/40,
2603:10a6:400::/40,
2603:10a6:600::/40,
2603:10a6:800::/40,
2603:10d6:200::/40,
2620:1ec:4::152/128,
2620:1ec:4::153/128,
2620:1ec:c::10/128,
2620:1ec:c::11/128,
2620:1ec:d::10/128,
2620:1ec:d::11/128,
2620:1ec:8f0::/46,
2620:1ec:900::/46,
2620:1ec:a92::152/128,
2620:1ec:a92::153/128,
2a01:111:f400::/48

TCP：：  995

8 默认

必填

否 *.outlook.com,
*.outlook.office.com,
attachments.office.net

TCP：：  443、80

9 允许

必填

是 *.protection.outlook.com

40.92.0.0/15,
40.107.0.0/16,
52.100.0.0/14,
52.238.78.88/32,
104.47.0.0/17,
2a01:111:f403::/48

TCP：：  443

10 允许

必填

是 *.mail.protection.outlook.com

40.92.0.0/15,
40.107.0.0/16,
52.100.0.0/14,
104.47.0.0/17,
2a01:111:f400::/48,
2a01:111:f403::/48

TCP：：  25

145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此终结点用于
遥测目的。

否 *.measure.office.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31 优化

必填

是 <tenant>.sharepoint.com,
<tenant>-
my.sharepoint.com

13.107.136.0/22,
40.108.128.0/17,
52.104.0.0/14,
104.146.128.0/17,
150.171.40.0/22,
2620:1ec:8f8::/46,
2620:1ec:908::/46,
2a01:111:f402::/48

TCP：：  443、80

32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OneDrive for
Business：可支持性、
遥测、API 和嵌入的电
子邮件链接

否 *.log.optimizely.com,
click.email.microsoftonline.com,
ssw.live.com, storage.live.com

TCP：：  443

33 默认

可选

备备注：注：  SharePoint 混
合搜索 - 到混合爬网
程序在其中传送文档

的

SearchContentService
的终结点。

否 *.search.production.apac.trafficmanager.net,
*.search.production.emea.trafficmanager.net,
*.search.production.us.trafficmanager.net

TCP：：  443

35 默认

必填

否 *.wns.windows.com,
admin.onedrive.com,
officeclient.microsoft.com

TCP：：  443、80

36 默认

必填

否 g.live.com,
oneclient.sfx.ms

TCP：：  443、80

37 默认

必填

否 *.sharepointonline.com,
cdn.sharepointonline.com,
privatecdn.sharepointonline.com,
publiccdn.sharepointonline.com,
spoprod-a.akamaihd.net,
static.sharepointonline.com

TCP：：  443、80

38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SharePoint
Online：辅助 URL

否 prod.msocdn.com,
watson.telemetry.microsoft.com

TCP：：  443、80

39 默认

必填

否 *.svc.ms, <tenant>-
files.sharepoint.com,
<tenant>-
myfiles.sharepoint.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 Microsoft Team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1 优化

必填

是 13.107.64.0/18,
52.112.0.0/14

UDP：：  3478、3479、
3480、3481



12 允许

必填

是 *.lync.com,
*.teams.microsoft.com,
teams.microsoft.com

13.70.151.216/32,
13.71.127.197/32,
13.72.245.115/32,
13.73.1.120/32,
13.75.126.169/32,
13.89.240.113/32,
13.107.3.0/24,
13.107.64.0/18,
51.140.155.234/32,
51.140.203.190/32,
51.141.51.76/32,
52.112.0.0/14,
52.163.126.215/32,
52.170.21.67/32,
52.172.185.18/32,
52.178.94.2/32,
52.178.161.139/32,
52.228.25.96/32,
52.238.119.141/32,
52.242.23.189/32,
52.244.160.207/32,
104.215.11.144/32,
104.215.62.195/32,
138.91.237.237/32,
2603:1027::/48,
2603:1037::/48,
2603:1047::/48,
2603:1057::/48,
2620:1ec:6::/48,
2620:1ec:40::/42

TCP：：  443、80

13 允许

必填

是 *.broadcast.skype.com,
broadcast.skype.com

13.70.151.216/32,
13.71.127.197/32,
13.72.245.115/32,
13.73.1.120/32,
13.75.126.169/32,
13.89.240.113/32,
13.107.3.0/24,
13.107.64.0/18,
51.140.155.234/32,
51.140.203.190/32,
51.141.51.76/32,
52.112.0.0/14,
52.163.126.215/32,
52.170.21.67/32,
52.172.185.18/32,
52.178.94.2/32,
52.178.161.139/32,
52.228.25.96/32,
52.238.119.141/32,
52.242.23.189/32,
52.244.160.207/32,
104.215.11.144/32,
104.215.62.195/32,
138.91.237.237/32,
2603:1027::/48,
2603:1037::/48,
2603:1047::/48,
2603:1057::/48,
2620:1ec:6::/48,
2620:1ec:40::/42

TCP：：  443

14 默认

必填

否 quicktips.skypeforbusiness.comTCP：：  443

15 默认

必填

否 *.sfbassets.com,
*.urlp.sfbassets.com,
skypemaprdsitus.trafficmanager.net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6 默认

必填

否 *.keydelivery.mediaservices.windows.net,
*.msecnd.net,
*.streaming.mediaservices.windows.net,
ajax.aspnetcdn.com,
mlccdn.blob.core.windows.net

TCP：：  443

17 默认

必填

否 aka.ms,
amp.azure.net

TCP：：  443

18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Skype 联合与
公共 IM 连接性：联系
人图片检索

否 *.users.storage.live.comTCP：：  443

合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仅适用于部署
会议室系统的用户

否 *.adl.windows.com TCP：：  443、80

22 允许

可选

备备注：注：  Teams：利用
Skype for Business 进
行消息传递互操作

是 *.skypeforbusiness.com

13.70.151.216/32,
13.71.127.197/32,
13.72.245.115/32,
13.73.1.120/32,
13.75.126.169/32,
13.89.240.113/32,
13.107.3.0/24,
13.107.64.0/18,
51.140.155.234/32,
51.140.203.190/32,
51.141.51.76/32,
52.112.0.0/14,
52.163.126.215/32,
52.170.21.67/32,
52.172.185.18/32,
52.178.94.2/32,
52.178.161.139/32,
52.228.25.96/32,
52.238.119.141/32,
52.242.23.189/32,
52.244.160.207/32,
104.215.11.144/32,
104.215.62.195/32,
138.91.237.237/32,
2603:1027::/48,
2603:1037::/48,
2603:1047::/48,
2603:1057::/48,
2620:1ec:6::/48,
2620:1ec:40::/42

TCP：：  443

26 默认

必填

否 *.msedge.net,
compass-
ssl.microsoft.com

TCP：：  443

27 默认

必填

否 *.mstea.ms,
*.secure.skypeassets.com,
mlccdnprod.azureedge.net,
videoplayercdn.osi.office.net

TCP：：  443

29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Yammer 第三
方集成

否 *.tenor.com TCP：：  443、80

127 默认

必填

否 *.skype.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46 默认

必填

否 statics.teams.microsoft.comTCP：：  443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 Online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40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Office 365 视
频 CDN

否 ajax.aspnetcdn.com,
r3.res.outlook.com,
spoprod-
a.akamaihd.net

TCP：：  443

41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Microsoft
Stream

否 *.api.microsoftstream.com,
*.notification.api.microsoftstream.com,
amp.azure.net, api.microsoftstream.com,
az416426.vo.msecnd.net, s0.assets-
yammer.com, vortex.data.microsoft.com,
web.microsoftstream.com

TCP：：  443

42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Microsoft
Stream CDN

否 amsglob0cdnstream11.azureedge.net,
amsglob0cdnstream12.azureedge.net

TCP：：  443

43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Microsoft
Stream 第三方集成
（包括 CDN）

否 nps.onyx.azure.net TCP：：  443

44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Microsoft
Stream - 未经身份验
证

否 *.azureedge.net, *.media.azure.net,
*.streaming.mediaservices.windows.net

TCP：：  443

45 默认

可选

备备注：注：  Office 365 视
频

否 *.keydelivery.mediaservices.windows.net,
*.streaming.mediaservices.windows.net

TCP：：  443



46 允许

必填

是 *.online.office.com,
*broadcast.officeapps.live.com,
*excel.officeapps.live.com,
*onenote.officeapps.live.com,
*powerpoint.officeapps.live.com,
*rtc.officeapps.live.com,
*shared.officeapps.live.com,
*view.officeapps.live.com,
*visio.officeapps.live.com,
*word-edit.officeapps.live.com,
*word-view.officeapps.live.com,
office.live.com

13.107.6.171/32, 13.107.140.6/32,
52.108.0.0/14, 52.238.106.116/32,
52.247.150.191/32,
2603:1010:2::cb/128,
2603:1010:200::c7/128,
2603:1020:200::682f:a0fd/128,
2603:1020:201:9::c6/128,
2603:1020:600::a1/128,
2603:1020:700::a2/128,
2603:1020:800:2::6/128,
2603:1020:900::8/128,
2603:1030:7::749/128,
2603:1030:800:5::bfee:ad3c/128,
2603:1030:f00::17/128,
2603:1030:1000::21a/128,
2603:1040:200::4f3/128,
2603:1040:401::762/128,
2603:1040:601::60f/128,
2603:1040:a01::1e/128,
2603:1040:c01::28/128,
2603:1040:e00:1::2f/128,
2603:1040:f00::1f/128,
2603:1050:1::cd/128,
2620:1ec:8fc::6/128,
2620:1ec:a92::171/128,
2a01:111:f100:2000::a83e:3019/128,
2a01:111:f100:2002::8975:2d79/128,
2a01:111:f100:2002::8975:2da8/128,
2a01:111:f100:7000::6fdd:6cd5/128,
2a01:111:f100:a004::bfeb:88cf/128

TCP：：  443

47 默认

必填

否 *.cdn.office.net,
contentstorage.osi.office.net

TCP：：  443

49 默认

必填

否 *.onenote.com TCP：：  443

50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OneNote 笔记
本（通配符）

否 *.microsoft.com,
*.msecnd.net,
*.office.net

TCP：：  443

51 默认

必填

否 *cdn.onenote.net TCP：：  443

52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OneNote 第三
方支持服务和 CDN

否 ad.atdmt.com,
s.ytimg.com,
www.youtube.com

TCP：：  443

53 默认

必填

否 ajax.aspnetcdn.com,
apis.live.net,
cdn.optimizely.com,
officeapps.live.com,
www.onedrive.com

TCP：：  443

54 默认

必填

否 ccs.login.microsoftonline.com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56 允许

必填

是 *.msappproxy.net, *.msftidentity.com,
*.msidentity.com,
account.activedirectory.windowsazure.com,
accounts.accesscontrol.windows.net,
adminwebservice.microsoftonline.com,
api.passwordreset.microsoftonline.com,
autologon.microsoftazuread-sso.com,
becws.microsoftonline.com,
clientconfig.microsoftonline-p.net,
companymanager.microsoftonline.com,
device.login.microsoftonline.com,
graph.microsoft.com, graph.windows.net,
login.microsoft.com,
login.microsoftonline.com,
login.microsoftonline-p.com,
login.windows.net,
logincert.microsoftonline.com,
loginex.microsoftonline.com, login-
us.microsoftonline.com,
nexus.microsoftonline-p.com,
passwordreset.microsoftonline.com,
provisioningapi.microsoftonline.com

13.106.4.128/25,
13.106.56.0/25,
20.190.128.0/18,
40.126.0.0/18,
65.54.170.128/25,
104.44.218.128/25,
104.44.254.128/25,
104.44.255.0/25,
134.170.67.0/25,
134.170.172.128/25,
157.55.45.128/25,
157.55.130.0/25,
157.55.145.0/25,
157.55.155.0/25,
157.55.227.192/26,
191.232.2.128/25,
2001:df0:d9:200::/64,
2603:1006:2000::/48,
2603:1007:200::/48,
2603:1016:1400::/48,
2603:1017::/48,
2603:1020:201:2::/64,
2603:1020:201:3::/64,
2603:1026:3000::/48,
2603:1027:1::/48,
2603:1036:3000::/48,
2603:1037:1::/48,
2603:1046:2000::/48,
2603:1047:1::/48,
2603:1047:100::/64,
2603:1056:2000::/48,
2603:1057:2::/48,
2a01:111:2005:6::/64,
2a01:111:200a:a::/64,
2a01:111:2035:8::/64,
2a01:111:f406:1::/64,
2a01:111:f406:2::/64,
2a01:111:f406:c00::/64,
2a01:111:f406:1004::/64,
2a01:111:f406:1805::/64,
2a01:111:f406:3404::/64,
2a01:111:f406:8000::/64,
2a01:111:f406:8801::/64,
2a01:111:f406:a003::/64

TCP：：  443、80

59 默认

必填

否 *.microsoftonline.com,
*.microsoftonline-p.com,
*.msauth.net, *.msauthimages.net,
*.msecnd.net, *.msftauth.net,
*.msftauthimages.net,
*.phonefactor.net,
enterpriseregistration.windows.net,
management.azure.com,
policykeyservice.dc.ad.msft.net,
secure.aadcdn.microsoftonline-p.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64 允许

必填

是 *.manage.office.com,
*.protection.office.com,
manage.office.com,
protection.office.com

13.80.125.22/32,
13.91.91.243/32,
13.107.6.156/31,
13.107.7.190/31,
13.107.9.156/31,
40.81.156.154/32,
40.90.218.198/32,
52.108.0.0/14,
52.174.56.180/32,
52.183.75.62/32,
52.184.165.82/32,
104.42.230.91/32,
157.55.145.0/25,
157.55.155.0/25,
157.55.227.192/26,
2603:1006:1400::/40,
2603:1016:2400::/40,
2603:1026:2400::/40,
2603:1036:2400::/40,
2603:1046:1400::/40,
2603:1056:1400::/40,
2a01:111:200a:a::/64,
2a01:111:2035:8::/64,
2a01:111:f406:1::/64,
2a01:111:f406:c00::/64,
2a01:111:f406:1004::/64,
2a01:111:f406:1805::/64,
2a01:111:f406:3404::/64,
2a01:111:f406:8000::/64,
2a01:111:f406:8801::/64,
2a01:111:f406:a003::/64

TCP：：  443

65 允许

必填

是 *.portal.cloudappsecurity.com,
account.office.net,
admin.microsoft.com,
home.office.com,
portal.office.com,
www.office.com

13.80.125.22/32,
13.91.91.243/32,
13.107.6.156/31,
13.107.7.190/31,
13.107.9.156/31,
40.81.156.154/32,
40.90.218.198/32,
52.108.0.0/14,
52.174.56.180/32,
52.183.75.62/32,
52.184.165.82/32,
104.42.230.91/32,
157.55.145.0/25,
157.55.155.0/25,
157.55.227.192/26,
2603:1006:1400::/40,
2603:1016:2400::/40,
2603:1026:2400::/40,
2603:1036:2400::/40,
2603:1046:1400::/40,
2603:1056:1400::/40,
2a01:111:200a:a::/64,
2a01:111:2035:8::/64,
2a01:111:f406:1::/64,
2a01:111:f406:c00::/64,
2a01:111:f406:1004::/64,
2a01:111:f406:1805::/64,
2a01:111:f406:3404::/64,
2a01:111:f406:8000::/64,
2a01:111:f406:8801::/64,
2a01:111:f406:a003::/64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66 默认

必填

否 apc.delve.office.com,
aus.delve.office.com,
can.delve.office.com,
delve.office.com, delve-
gcc.office.com,
eur.delve.office.com,
gbr.delve.office.com,
ind.delve.office.com,
jpn.delve.office.com,
kor.delve.office.com,
lam.delve.office.com,
nam.delve.office.com,
suite.office.net,
webshell.suite.office.com

TCP：：  443

67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安全与合规中
心电子数据展示导出

否 *.blob.core.windows.netTCP：：  443

68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门户和共享：第
三方 Office 集成（包
括 CDN）

否 *.helpshift.com, *.localytics.com,
analytics.localytics.com, api.localytics.com,
connect.facebook.net,
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
outlook.uservoice.com,
prod.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akadns.net,
rink.hockeyapp.net, sdk.hockeyapp.net,
telemetryservice.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
web.localytics.com,
webanalytics.localytics.com, wus-
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

TCP：：  443

69 默认

必填

否 *.aria.microsoft.com,
*.events.data.microsoft.com

TCP：：  443

70 默认

必填

否 *.o365weve.com, amp.azure.net,
appsforoffice.microsoft.com,
assets.onestore.ms,
auth.gfx.ms,
az826701.vo.msecnd.net,
c1.microsoft.com,
client.hip.live.com,
contentstorage.osi.office.net,
dgps.support.microsoft.com,
docs.microsoft.com,
msdn.microsoft.com,
platform.linkedin.com,
prod.msocdn.com,
products.office.com,
r1.res.office365.com,
r4.res.office365.com,
res.delve.office.com,
shellprod.msocdn.com,
support.content.office.net,
support.microsoft.com,
support.office.com,
technet.microsoft.com,
templates.office.com,
videocontent.osi.office.net,
videoplayercdn.osi.office.net

TCP：：  443

71 默认

必填

否 *.office365.com

2603:1020:0:7::19c/128,
2603:1020:0:7::4e1/128,
2603:1020:200::682f:a1d8/128,
2603:1020:201::3c4/128,
2603:1020:201::5f2/128,
2603:1020:201:a::2b1/128,
2603:1020:300::33/128,
2603:1020:400::26/128,
2603:1020:600::1d3/128,
2603:1020:600::1f0/128,
2603:1020:600::21f/128,
2603:1020:700::1cb/128,
2603:1020:700::215/128,
2603:1030:603::6a/128,
2603:1030:603::72/128,
2603:1030:603::3c9/128,

TCP：：  443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2603:1030:603::3c9/128,
2603:1030:a02::118/128,
2603:1030:a02::367/128,
2603:1040:200::111/128,
2603:1040:200::325/128,
2603:1040:400::5d/128,
2603:1040:400::5e/128,
2603:1040:400::7b/128,
2603:1040:400::2f4/128,
2603:1040:401::c/128,
2603:1040:401::57/128,
2603:1040:401::597/128,
2603:1040:601::2f/128,
2603:1040:601::4e/128,
2603:1040:601::1e7/128,
2603:1040:601::26f/128,
2603:1040:601::36c/128,
2801:80:1d0:1c00::/64,
2a01:111:2003::/48,
2a01:111:202c::/48,
2a01:111:202d::/48,
2a01:111:202e::/48,
2a01:111:202e::156/128,
2a01:111:202e::190/128,
2a01:111:202e::191/128,
2a01:111:f100:1002::4134:c0cb/128,
2a01:111:f100:1002::4134:c440/128,
2a01:111:f100:1002::4134:d93c/128,
2a01:111:f100:1002::4134:d9ee/128,
2a01:111:f100:1003::4134:3644/128,
2a01:111:f100:1003::4134:36d5/128,
2a01:111:f100:1004::4134:f0c8/128,
2a01:111:f100:2000::a83e:3349/128,
2a01:111:f100:2002::8975:2c33/128,
2a01:111:f100:2002::8975:2cbc/128,
2a01:111:f100:2002::8975:2d11/128,
2a01:111:f100:2002::8975:2d43/128,
2a01:111:f100:2002::8975:2d92/128,
2a01:111:f100:2002::8975:2d98/128,
2a01:111:f100:3000::a83e:1a8c/128,
2a01:111:f100:3002::8987:320c/128,
2a01:111:f100:3002::8987:342a/128,
2a01:111:f100:3002::8987:3552/128,
2a01:111:f100:3002::8987:358e/128,
2a01:111:f100:4001::4625:609b/128,
2a01:111:f100:4001::4625:61ea/128,
2a01:111:f100:4001::4625:a065/128,
2a01:111:f100:4001::4625:a1e3/128,
2a01:111:f100:4001::4625:a248/128,
2a01:111:f100:4001::4625:a4b4/128,
2a01:111:f100:4002::9d37:c021/128,
2a01:111:f100:4002::9d37:c08f/128,
2a01:111:f100:4002::9d37:c11a/128,
2a01:111:f100:6000::4134:a2af/128,
2a01:111:f100:6000::4134:a591/128,
2a01:111:f100:6000::4134:b0ba/128,
2a01:111:f100:6000::4134:b84b/128,
2a01:111:f100:7000::6fdd:50bb/128,
2a01:111:f100:7000::6fdd:568a/128,
2a01:111:f100:7000::6fdd:6095/128,
2a01:111:f100:7000::6fdd:682b/128,
2a01:111:f100:7000::6fdd:699d/128,
2a01:111:f100:7000::6fdd:6b20/128,
2a01:111:f100:7000::6fdd:6b76/128,
2a01:111:f100:7000::6fdd:6cac/128,
2a01:111:f100:7000::6fdd:6fc4/128,
2a01:111:f100:8000::4134:902e/128,
2a01:111:f100:8000::4134:941b/128,
2a01:111:f100:8001::d5c7:8077/128,
2a01:111:f100:9001::1761:91cb/128,
2a01:111:f100:9001::1761:9642/128,
2a01:111:f100:a000::5ef5:581c/128,
2a01:111:f100:a000::5ef5:6c55/128,
2a01:111:f100:a001::a83f:5c85/128,
2a01:111:f100:a004::bfeb:8aa2/128,
2a01:111:f100:a004::bfeb:8c89/128,
2a01:111:f100:a004::bfeb:8cb8/128,
2a01:111:f100:a004::bfeb:8deb/128,
2a01:111:f102:8001::1761:4237/128,
2a01:111:f102:8001::1761:4daf/128,
2a01:111:f102:8001::1761:4f8a/128,
2a01:111:f406:1000::/64,
2a01:111:f406:1801::/64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72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使用 Office
2010 客户端的 Azure
权限管理（RMS）

否 *.cloudapp.net TCP：：  443

73 默认

必填

否 *.aadrm.com, *.azurerms.com,
*.informationprotection.azure.com,
ecn.dev.virtualearth.net,
informationprotection.hosting.portal.azure.net

TCP：：  443

74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远程连接分析
器 - 启动连接性测
试。

否 testconnectivity.microsoft.comTCP：：  443、80

75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Graph.windows.net、
Office 365
Management Pack
for Operations
Manager、
SecureScore、Azure
AD Device
Registration、Forms、
StaffHub、Application
Insights、captcha
services

否 *.hockeyapp.net, *.sharepointonline.com,
*.staffhub.office.com, api.office.com,
cdn.forms.office.net,
dc.applicationinsights.microsoft.com,
dc.services.visualstudio.com, forms.microsoft.com,
forms.office.com, mem.gfx.ms,
office365servicehealthcommunications.cloudapp.net,
securescore.office.com, signup.microsoft.com,
staffhub.ms, staffhub.office.com,
staffhub.uservoice.com, staffhubweb.azureedge.net,
watson.telemetry.microsoft.com

TCP：：  443

76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Microsoft
Azure RemoteApp

否 vortex.data.microsoft.comTCP：：  443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77 允许

必填

是 nexus.officeapps.live.com,
nexusrules.officeapps.live.com,
portal.microsoftonline.com

13.107.6.171/32, 13.107.140.6/32,
52.108.0.0/14, 52.238.106.116/32,
52.247.150.191/32,
2603:1010:2::cb/128,
2603:1010:200::c7/128,
2603:1020:200::682f:a0fd/128,
2603:1020:201:9::c6/128,
2603:1020:600::a1/128,
2603:1020:700::a2/128,
2603:1020:800:2::6/128,
2603:1020:900::8/128,
2603:1030:7::749/128,
2603:1030:800:5::bfee:ad3c/128,
2603:1030:f00::17/128,
2603:1030:1000::21a/128,
2603:1040:200::4f3/128,
2603:1040:401::762/128,
2603:1040:601::60f/128,
2603:1040:a01::1e/128,
2603:1040:c01::28/128,
2603:1040:e00:1::2f/128,
2603:1040:f00::1f/128,
2603:1050:1::cd/128,
2620:1ec:8fc::6/128,
2620:1ec:a92::171/128,
2a01:111:f100:2000::a83e:3019/128,
2a01:111:f100:2002::8975:2d79/128,
2a01:111:f100:2002::8975:2da8/128,
2a01:111:f100:7000::6fdd:6cd5/128,
2a01:111:f100:a004::bfeb:88cf/128

TCP：：  443

78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这些域（包括
CDN）中的部分 Office
365 功能需要使用终
结点。这些通配符中

的许多特定 FQDN 最
近已发布，我们正在

努力删除或更好地解

释与这些通配符相关

的指导。

否 *.microsoft.com,
*.msocdn.com,
*.office.net,
*.onmicrosoft.com

TCP：：  443、80

79 默认

必填

否 o15.officeredir.microsoft.com,
ocsredir.officeapps.live.com,
officepreviewredir.microsoft.com,
officeredir.microsoft.com,
r.office.microsoft.com

TCP：：  443、80

80 默认

必填

否 ocws.officeapps.live.comTCP：：  443

81 默认

必填

否 odc.officeapps.live.comTCP：：  443、80

82 默认

必填

否 roaming.officeapps.live.comTCP：：  443、80

83 默认

必填

否 activation.sls.microsoft.comTCP：：  443

84 默认

必填

否 crl.microsoft.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85 默认

必填

否 ols.officeapps.live.comTCP：：  443

86 默认

必填

否 office15client.microsoft.com,
officeclient.microsoft.com

TCP：：  443

87 默认

必填

否 ocsa.officeapps.live.comTCP：：  443、80

88 默认

必填

否 insertmedia.bing.office.netTCP：：  443、80

89 默认

必填

否 go.microsoft.com,
support.office.com

TCP：：  443、80

90 默认

必填

否 mrodevicemgr.officeapps.live.comTCP：：  443

91 默认

必填

否 ajax.aspnetcdn.com,
cdn.odc.officeapps.live.com

TCP：：  443、80

92 默认

必填

否 officecdn.microsoft.com,
officecdn.microsoft.com.edgesuite.net

TCP：：  443、80

93 默认

可选

备备注：注：  ProPlus：辅助
URL

否 ajax.microsoft.com, c.bing.net,
excelbingmap.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
excelcs.officeapps.live.com, ocos-
office365-s2s.msedge.net,
omextemplates.content.office.net,
peoplegraph.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
pptcs.officeapps.live.com,
store.office.com,
templateservice.office.com,
tse1.mm.bing.net,
uci.officeapps.live.com,
watson.microsoft.com,
wikipedia.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
wordcs.officeapps.live.com, www.bing.com

TCP：：  443、80

95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

否 *.acompli.net,
*.outlookmobile.com

TCP：：  443

96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身份验证

否 *.manage.microsoft.com,
api.office.com,
go.microsoft.com,
login.windows-ppe.net,
secure.aadcdn.microsoftonline-
p.com,
vortex.data.microsoft.com

TCP：：  443

97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使用者
Outlook.com 和
OneDrive 集成

否 account.live.com,
apis.live.net,
auth.gfx.ms,
login.live.com

TCP：：  443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98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Google 集成

否 accounts.google.com,
mail.google.com,
www.googleapis.com

TCP：：  443

99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Yahoo 集成

否 api.login.yahoo.com,
social.yahooapis.com

TCP：：  443

100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DropBox 集
成

否 api.dropboxapi.com,
www.dropbox.com

TCP：：  443

101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Box 集成

否 app.box.com TCP：：  443

102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Facebook 集
成

否 graph.facebook.com,
m.facebook.com

TCP：：  443

103 默认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Evernote 集
成

否 www.evernote.com TCP：：  443

104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WunderList
集成

否 a.wunderlist.com,
www.wunderlist.com

TCP：：  443

105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Outlook 隐
私

否 bit.ly,
www.acompli.com

TCP：：  443

106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UserVoice
集成

否 by.uservoice.com,
outlook.uservoice.com

TCP：：  443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07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日志上传集
成

否 api.diagnostics.office.comTCP：：  443

109 默认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Flurry 日志
集成

否 data.flurry.com TCP：：  443

110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Adjust 集成

否 app.adjust.com TCP：：  443

111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Hockey 日
志集成

否 rink.hockeyapp.net,
sdk.hockeyapp.net

TCP：：  443

112 默认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Helpshift 集
成

否 acompli.helpshift.com TCP：：  443

113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Play Store
集成（仅限 Android）

否 play.google.com TCP：：  443

114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Office Mobile
URL

否 *.appex.bing.com, *.appex-rf.msn.com,
*.itunes.apple.com, c.bing.com,
c.live.com, cl2.apple.com,
client.hip.live.com, d.docs.live.net,
directory.services.live.com,
docs.live.net, en-us.appex-
rf.msn.com,
foodanddrink.services.appex.bing.com,
odcsm.officeapps.live.com,
office.microsoft.com,
officeimg.vo.msecnd.net,
partnerservices.getmicrosoftkey.com,
roaming.officeapps.live.com,
sas.office.microsoft.com,
signup.live.com, view.atdmt.com,
watson.telemetry.microsoft.com,
weather.tile.appex.bing.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15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Outlook：Meetup 集
成

否 api.meetup.com,
secure.meetup.com

TCP：：  443

116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Office for iPad
URL

否 account.live.com, auth.gfx.ms,
c.bing.com, c.live.com,
cl2.apple.com, client.hip.live.com,
directory.services.live.com,
docs.live.net, en-us.appex-
rf.msn.com,
foodanddrink.services.appex.bing.com,
go.microsoft.com, login.live.com,
office.microsoft.com,
officeimg.vo.msecnd.net, p100-
sandbox.itunes.apple.com,
partnerservices.getmicrosoftkey.com,
roaming.officeapps.live.com,
sas.office.microsoft.com,
signup.live.com, view.atdmt.com,
watson.telemetry.microsoft.com,
weather.tile.appex.bing.com

TCP：：  443、80

117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Yammer

否 *.yammer.com,
*.yammerusercontent.com

TCP：：  443

118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Yammer CDN

否 *.assets-
yammer.com

TCP：：  443

119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Planner

否 tasks.office.com TCP：：  443

120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Planner CDN

否 ajax.aspnetcdn.com TCP：：  443

121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Planner：辅助
URL

否 www.outlook.com TCP：：  443、80

122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Sway CDN

否 eus-www.sway-
cdn.com, eus-
www.sway-
extensions.com,
wus-www.sway-
cdn.com, wus-
www.sway-
extensions.com

TCP：：  443

123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Sway 网站分析

否 www.google-
analytics.com

TCP：：  443

124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Sway

否 sway.com,
sway.office.com,
www.sway.com

TCP：：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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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默认

必填

否 *.entrust.net, *.geotrust.com,
*.omniroot.com, *.public-
trust.com, *.symcb.com,
*.symcd.com, *.verisign.com,
*.verisign.net, aia.entrust.net,
apps.identrust.com,
cacert.a.omniroot.com,
cacert.omniroot.com,
cacerts.digicert.com,
cdp1.public-trust.com, cert.int-
x3.letsencrypt.org,
crl.entrust.net,
crl.globalsign.com,
crl.globalsign.net,
crl.identrust.com,
crl.microsoft.com,
crl3.digicert.com,
crl4.digicert.com, evintl-
aia.verisign.com, evintl-
crl.verisign.com, evintl-
ocsp.verisign.com, evsecure-
aia.verisign.com, evsecure-
crl.verisign.com, evsecure-
ocsp.verisign.com,
isrg.trustid.ocsp.identrust.com,
mscrl.microsoft.com,
ocsp.digicert.com,
ocsp.entrust.net,
ocsp.globalsign.com, ocsp.int-
x3.letsencrypt.org,
ocsp.msocsp.com,
ocsp.omniroot.com,
ocsp2.globalsign.com,
ocspx.digicert.com,
s1.symcb.com, s2.symcb.com,
sa.symcb.com, sd.symcb.com,
secure.globalsign.com,
sr.symcb.com, sr.symcd.com,
su.symcb.com, su.symcd.com,
vassg142.crl.omniroot.com,
vassg142.ocsp.omniroot.com,
www.digicert.com,
www.microsoft.com

TCP：：  443、80

126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Office 语音转
换功能需要连接语音

服务。 如果不允许连
接，将禁用听写。

否 officespeech.platform.bing.comTCP：：  443

128 默认值

可选

备备注：注：  阻止此终结点
将影响 Office 365 专
业增强版和其他即点

即用部署功能，包括

通过 Configuration
Manager 和 Intune
以及 Office policy
management 部署。

否 *.manage.microsoft.com,
*.officeconfig.msocdn.com,
config.office.com

TCP：：  443

130 默认

必填

否 *.loki.delve.office.com,
loki.delve.office.com,
loki.delve-
gcc.office.com,
lpcres.delve.office.com

TCP：：  443

147 默认

必填

否 *.office.com TCP：：  4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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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默认

必填

否 cdnprod.myanalytics.microsoft.com,
myanalytics.microsoft.com,
myanalytics-gcc.microsoft.com

TCP：：  443、80

149 默认

必填

否 workplaceanalytics.cdn.office.net,
workplaceanalytics.office.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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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365 美国政府 DoD 终结点
2020/1/7 •

NOTENOTE

上次更新上次更新时间时间：：  01/02/2020  RSS更改日志订阅 下下载载：：  JSON 格式的完整列表 

Exchange Online

适用于： Office 365 管理员

摘要：摘要：  Office 365 要求连接到 Internet。 下面的终结点应仅供使用 Office 365 美国政府 DoD 计划的客户访问。

Microsoft 针对此页上的 IP 地址和 FQDN 条目发布了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这项新服务有助于配置和更新网络外围设备，如
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可以下载终结点列表，无论是列表的当前版本，还是应用了特定更改的列表。这项服务会替换从此页面链

接到的 XML 文档（已于 2018 年 10 月 2 日遭弃用）。若要试用这项新服务，请转到 Web 服务。

Office 365 终结终结点：点：全球（包括 GCC） |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 Office 365 Germany |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
DoD |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 GCC High |

从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开始，了解我们关于使用此数据管理网络连接的建议。 终结点数据在每月开始时更新，并
在30天内发布新的 IP 地址和 Url，并在处于活动状态之前发布。 这样一来，在需要新的连接之前，尚不具有自动更新
的客户即可完成其过程。 如果需要，还可以更新终结点，以解决支持升级、安全事件或其他立即运行的要求。 以下页
面上显示的数据都是从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生成的。 如果使用脚本或网络设备访问此数据，则应直接转到Web 服
务。

下面的终结点数据列出了从用户计算机到 Office 365 的连接要求。 它不包括从 Microsoft 到客户网络的网络连接，
有时也称为混合网络连接或入站网络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web 服务中未包含的其他终结点。

终结点分为四个服务区域。可以独立选择前三个服务区域进行连接。第四个服务区域是一个常见的依赖项（称为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并且必须始终具有网络连接。

显示的数据列是：

ID：行的 ID 号，也称为终结点集。此 ID 与终结点集的 Web 服务返回的 ID 相同。

类别类别：显示终结点集是分类为“优化”、“允许”还是“默认”。可以在 https://aka.ms/pnc 上了解管理它们的这些类
别和指南。此列还列出了哪些终结点集需要具有网络连接。对于不需要具有网络连接的终结点集，我们在此字

段中提供备注，以指示在终结点集被阻止时将丢失哪些功能。如果要排除整个服务区域，则根据需要列出的终

结点集不需要连接。

ER：如果终结点设置通过 Azure ExpressRoute （使用 Office 365 路由前缀）支持，则为 "是是" 。 包含路由前缀的
BGP 社区与所列的服务区域对齐。 当 ER 为 "否否" 时，这意味着此终结点集不支持 ExpressRoute。 但是，不应
假定在 ER 为no时没有为终结点集播发任何路由。 如果您计划使用 Azure AD Connect，请阅读特殊注意事项
部分，以确保您具有适当的 Azure ad connect 配置。

地址地址：列出终结点集的 FQDN 或通配符域名以及 IP 地址范围。请注意，IP 地址范围采用 CIDR 格式，并且可
能包含指定网络中的许多单独 IP 地址。

端口端口：列出与地址合并以形成网络终结点的 TCP 或 UDP 端口。你会注意到 IP 地址范围中存在一些重复，其中
列出了不同的端口。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usgovdod?allversions=true&format=rss&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usgovdod?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aka.ms/pnc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reference-connect-instances#microsoft-azure-government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 优化

必填

是 outlook-
dod.office365.us,
webmail.apps.mil

40.66.24.0/21,
131.253.80.0/24,
131.253.83.64/26,
131.253.84.0/26,
131.253.84.128/26,
131.253.87.0/25,
131.253.87.128/28,
131.253.87.160/27,
131.253.87.192/28,
131.253.87.224/28,
131.253.88.16/28,
131.253.88.64/28,
131.253.88.80/28,
131.253.88.112/28,
131.253.88.176/28,
131.253.88.208/28,
131.253.88.224/28,
2001:489a:2200:500::/56

TCP：：  443、80

4 默认

必填

是 outlook-
dod.office365.us,
webmail.apps.mil

TCP：：  143、25、587、
993、995

5 默认

必填

是 attachments-dod.office365-
net.us, autodiscover.
<tenant>.mail.onmicrosoft.com,
autodiscover.
<tenant>.mail.onmicrosoft.us,
autodiscover.
<tenant>.onmicrosoft.com,
autodiscover.
<tenant>.onmicrosoft.us,
autodiscover-s-
dod.office365.us

TCP：：  443、80

6 允许

必填

是 *.protection.apps.mil,
*.protection.office365.us

23.103.191.0/24,
23.103.199.0/25,
23.103.204.0/22,
23.103.208.0/22,
52.181.167.52/32,
52.181.167.91/32,
52.182.95.219/32,
2001:489a:2202::/62,
2001:489a:2202:8::/62,
2001:489a:2202:2000::/63

TCP：：  25、443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9 优化

必填

是 *.dps.mil,
*.sharepoint-
mil.us

20.34.12.0/22,
104.212.48.0/23,
2001:489a:2204::/63,
2001:489a:2204:c00::/54

TCP：：  443、80

10 默认

必填

否 *.wns.windows.com,
g.live.com,
odc.officeapps.live.com,
officeclient.microsoft.com,
oneclient.sfx.ms

TCP：：  443、80



合 允许

必填

是 *.od.apps.mil,
od.apps.mil

TCP：：  443、80

20 默认

必填

否 *.svc.ms,
az741266.vo.msecnd.net,
pf.pipe.aria.microsoft.com,
spoprod-a.akamaihd.net,
static.sharepointonline.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 Microsoft Team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7 优化

必填

是 *.dod.teams.microsoft.us,
*.online.dod.skypeforbusiness.us,
dod.teams.microsoft.us

52.127.64.0/21,
52.180.249.148/32,
52.180.252.118/32,
52.180.252.187/32,
52.180.253.137/32,
52.180.253.154/32,
52.181.165.243/32,
52.181.166.119/32,
52.181.167.43/32,
52.181.167.64/32,
52.181.200.104/32,
104.212.32.0/22,
104.212.60.0/23,
195.134.240.0/22

TCP：：  443
UDP：：  3478、3479、
3480、3481

不足 默认

必填

否 dodteamsapuiwebcontent.blob.core.usgovcloudapi.net,
msteamsstatics.blob.core.usgovcloudapi.net,
statics.teams.microsoft.com

TCP：：  443

22 允许

必填

是 endpoint1-proddodcecompsvc-
dodc.streaming.media.usgovcloudapi.net,
endpoint1-proddodeacompsvc-
dode.streaming.media.usgovcloudapi.net

52.181.180.135/32,
52.182.53.6/32

TCP：：  443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 Online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1 允许

必填

是 *.dod.online.office365.us

52.127.80.0/23,
52.181.164.39/32,
52.182.95.191/32

TCP：：  443

12 默认

必填

是 *.dod.cdn.office365.us

52.181.164.39/32,
52.182.95.191/32

TCP：：  443



13 允许

必填

是 *.gov.us.microsoftonline.com,
adminwebservice.gov.us.microsoftonline.com,
adminwebservice-s1-
bn1a.microsoftonline.com, adminwebservice-
s1-dm2a.microsoftonline.com,
becws.gov.us.microsoftonline.com, dod-
graph.microsoft.us,
graph.microsoftazure.us,
login.microsoftonline.us,
provisioningapi.gov.us.microsoftonline.com

13.73.64.64/26,
13.73.208.128/25,
52.126.194.0/23,
52.244.120.128/25,
131.253.120.0/24

TCP：：  443

14 默认

必填

否 *.msauth.net,
*.msauthimages.us,
*.msftauth.net,
*.msftauthimages.us,
clientconfig.microsoftonline-
p.net, graph.windows.net,
login.microsoftonline.com,
login.microsoftonline-p.com,
login.windows.net,
loginex.microsoftonline.com,
login-us.microsoftonline.com,
mscrl.microsoft.com,
nexus.microsoftonline-p.com,
secure.aadcdn.microsoftonline-
p.com

TCP：：  443

15 允许

必填

是 portal.apps.mil,
webshell.dodsuite.office365.us,
www.ohome.apps.mil

52.180.251.166/32,
52.181.160.19/32,
52.181.160.113/32,
52.182.92.132/32

TCP：：  443

16 允许

必填

是 *.osi.apps.mil,
dod.loki.office365.us

52.127.72.0/21,
2001:489a:2206::/48

TCP：：  443

17 默认

必填

否 activation.sls.microsoft.com,
crl.microsoft.com, go.microsoft.com,
insertmedia.bing.office.net,
ocsa.officeapps.live.com,
ocsredir.officeapps.live.com,
ocws.officeapps.live.com,
office15client.microsoft.com,
officecdn.microsoft.com,
officecdn.microsoft.com.edgesuite.net,
officepreviewredir.microsoft.com,
officeredir.microsoft.com,
ols.officeapps.live.com,
r.office.microsoft.com

TCP：：  443、80

18 默认

必填

否 cdn.odc.officeapps.live.com,
odc.officeapps.live.com,
officeclient.microsoft.com

TCP：：  443、80

24 默认

必填

否 lpcres.delve.office.comTCP：：  443

word 默认

必填

否 *.cdn.office.net TCP：：  443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关于此表的注释：



安全与合规中心（SCC）提供对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的支持。 这同样适用于通过 SCC 公
开的许多功能，如报告、审核、高级电子数据展示、统一 DLP 和数据管理。 两种特定功能（PST 导入和电子数
据展示导出）目前不支持仅具有 Office 365 路由筛选器的 Azure ExpressRoute，因为它们依赖于 Azure Blob
存储。 若要使用这些功能，您需要使用任何支持的 Azure 连接选项（包括 Internet 连接或具有 Azure 公用路由
筛选器的 Azure ExpressRoute）以独立方式连接到 Azure Blob 存储。 您必须评估这两个功能的建立此类连接。
Office 365 信息保护团队了解此限制，并积极努力为 Office 365 提供对 Azure ExpressRoute 的支持，这些功
能仅限于 Office 365 的路由筛选器。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有其他可选终结点，这些终结点未列出，用户无需启动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应用程序
和编辑文档。 可选的终结点托管在 Microsoft 数据中心中，不会处理、传输或存储客户数据。 建议将指向这些
终结点的用户连接定向到默认 Internet 出局外围。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GCC）高终结点
2020/1/7 •

NOTENOTE

上次更新上次更新时间时间：：  01/02/2020  RSS更改日志订阅 下下载载：：  JSON 格式的完整列表 

适用于： Office 365 管理员

摘要：摘要：  Office 365 要求连接到 Internet。 下面的终结点对于使用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高计划的客户应是可访问
的。

Microsoft 针对此页上的 IP 地址和 FQDN 条目发布了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这项新服务有助于配置和更新网络外围设备，
如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可以下载终结点列表，无论是列表的当前版本，还是应用了特定更改的列表。这项服务会替换从此页

面链接到的 XML 文档（已于 2018 年 10 月 2 日遭弃用）。若要试用这项新服务，请转到 Web 服务。

Office 365 终结终结点：点：全球（包括 GCC） |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 Office 365 Germany | Office 365 美国政
府版 DoD |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 GCC High |

从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开始，了解我们关于使用此数据管理网络连接的建议。 终结点数据在每月开始时更新，
并在30天内发布新的 IP 地址和 Url，并在处于活动状态之前发布。 这样一来，在需要新的连接之前，尚不具有自
动更新的客户即可完成其过程。 如果需要，还可以更新终结点，以解决支持升级、安全事件或其他立即运行的要
求。 以下页面上显示的数据都是从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生成的。 如果使用脚本或网络设备访问此数据，则应直
接转到Web 服务。

下面的终结点数据列出了从用户计算机到 Office 365 的连接要求。它不包括从 Microsoft 到客户网络的网络连接
（有时称为混合或入站网络连接）。

终结点分为四个服务区域。可以独立选择前三个服务区域进行连接。第四个服务区域是一个常见的依赖项（称为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并且必须始终具有网络连接。

显示的数据列是：

ID：行的 ID 号，也称为终结点集。此 ID 与终结点集的 Web 服务返回的 ID 相同。

类别类别：显示终结点集是分类为“优化”、“允许”还是“默认”。可以在 https://aka.ms/pnc 上了解管理它们的这些
类别和指南。此列还列出了哪些终结点集需要具有网络连接。对于不需要具有网络连接的终结点集，我们

在此字段中提供备注，以指示在终结点集被阻止时将丢失哪些功能。如果要排除整个服务区域，则根据需

要列出的终结点集不需要连接。

ER：如果终结点设置通过 Azure ExpressRoute （使用 Office 365 路由前缀）支持，则为 "是是" 。 包含路由前
缀的 BGP 社区与所列的服务区域对齐。 当 ER 为 "否否" 时，这意味着此终结点集不支持 ExpressRoute。 但
是，不应假定在 ER 为no时没有为终结点集播发任何路由。 如果您计划使用 Azure AD Connect，请阅读特
殊注意事项部分，以确保您具有适当的 Azure ad connect 配置。

地址地址：列出终结点集的 FQDN 或通配符域名以及 IP 地址范围。请注意，IP 地址范围采用 CIDR 格式，并且
可能包含指定网络中的许多单独 IP 地址。

端口端口：列出与地址合并以形成网络终结点的 TCP 或 UDP 端口。你会注意到 IP 地址范围中存在一些重复，
其中列出了不同的端口。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usgovgcchigh?allversions=true&format=rss&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usgovgcchigh?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aka.ms/pnc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reference-connect-instances#microsoft-azure-government


Exchange Online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 优化

必填

是 outlook.office365.us

40.66.16.0/21,
131.253.83.0/26,
131.253.84.64/26,
131.253.84.192/26,
131.253.86.0/24,
131.253.87.144/28,
131.253.87.208/28,
131.253.87.240/28,
131.253.88.0/28,
131.253.88.32/28,
131.253.88.48/28,
131.253.88.96/28,
131.253.88.128/28,
131.253.88.144/28,
131.253.88.160/28,
131.253.88.192/28,
131.253.88.240/28,
2001:489a:2200:28::/62,
2001:489a:2200:3c::/62,
2001:489a:2200:44::/62,
2001:489a:2200:400::/56

TCP：：  443、80

4 默认

必填

是 attachments.office365-net.us,
autodiscover.
<tenant>.mail.onmicrosoft.com,
autodiscover.
<tenant>.mail.onmicrosoft.us,
autodiscover.
<tenant>.onmicrosoft.com,
autodiscover.
<tenant>.onmicrosoft.us,
autodiscover-s.office365.us

TCP：：  443、80

5 默认

必填

是 outlook.office365.us TCP：：  143、25、587、
993、995

6 允许

必填

是 *.manage.office365.us,
*.protection.office365.us,
*.scc.office365.us,
manage.office365.us,
scc.office365.us

13.72.179.197/32,
13.72.183.70/32,
23.103.191.0/24,
23.103.199.128/25,
23.103.208.0/22,
52.227.170.14/32,
52.227.170.120/32,
52.227.178.94/32,
52.227.180.138/32,
52.227.182.149/32,
52.238.74.212/32,
2001:489a:2202:4::/62,
2001:489a:2202:c::/62,
2001:489a:2202:2000::/63

TCP：：  25、443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9 优化

必填

是 *.sharepoint.us

20.34.8.0/22,
104.212.50.0/23,
2001:489a:2204:2::/63,
2001:489a:2204:800::/54

TCP：：  443、80



10 默认

必填

否 *.wns.windows.com,
admin.onedrive.us,
g.live.com,
odc.officeapps.live.com,
officeclient.microsoft.com,
oneclient.sfx.ms

TCP：：  443、80

20 默认

必填

否 *.svc.ms,
az741266.vo.msecnd.net,
spoprod-a.akamaihd.net,
static.sharepointonline.com,
tb.pipe.aria.microsoft.com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 Microsoft Team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7 优化

必填

是 *.gov.teams.microsoft.us,
*.infra.gov.skypeforbusiness.us,
*.online.gov.skypeforbusiness.us,
gov.teams.microsoft.us

52.127.88.0/21,
52.238.114.160/32,
52.238.115.146/32,
52.238.117.171/32,
52.238.118.132/32,
52.247.167.192/32,
52.247.169.1/32,
52.247.172.50/32,
52.247.172.103/32,
104.212.44.0/22,
195.134.228.0/22

TCP：：  443、80
UDP：：  3478、3479、
3480、3481

不足 默认

必填

否 msteamsstatics.blob.core.usgovcloudapi.net,
statics.teams.microsoft.com,
teamsapuiwebcontent.blob.core.usgovcloudapi.net

TCP：：  443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 Online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1 允许

必填

是 *.gov.online.office365.us

52.127.37.0/24,
52.127.82.0/23

TCP：：  443

12 默认

必填

是 *.cdn.office365.us TCP：：  443

13 允许

必填

是 *.gov.us.microsoftonline.com,
adminwebservice.gov.us.microsoftonline.com,
adminwebservice-s1-
bn1a.microsoftonline.com, adminwebservice-
s1-dm2a.microsoftonline.com,
becws.gov.us.microsoftonline.com,
graph.microsoft.us,
graph.microsoftazure.us,
login.microsoftonline.us,
provisioningapi.gov.us.microsoftonline.com

13.73.64.64/26,
13.73.208.128/25,
52.126.194.0/23,
52.244.120.128/25,
131.253.120.0/24

TCP：：  443



14 默认

必填

否 *.msauth.net,
*.msauthimages.us,
*.msftauth.net,
*.msftauthimages.us,
clientconfig.microsoftonline-
p.net, graph.windows.net,
login.microsoftonline.com,
login.microsoftonline-p.com,
login.windows.net,
loginex.microsoftonline.com,
login-us.microsoftonline.com,
mscrl.microsoft.com,
nexus.microsoftonline-p.com,
secure.aadcdn.microsoftonline-
p.com

TCP：：  443

15 默认

必填

否 officehome.msocdn.us,
prod.msocdn.us

TCP：：  443、80

16 允许

必填

是 portal.office365.us,
webshell.suite.office365.us,
www.office365.us

13.72.179.48/32,
13.72.188.8/32,
52.227.167.206/32,
52.227.170.242/32

TCP：：  443、80

17 允许

必填

是 *.osi.office365.us,
gcchigh.loki.office365.us,
tasks.office365.us

52.127.240.0/20,
2001:489a:2206::/48

TCP：：  443

18 默认

必填

否 activation.sls.microsoft.com,
crl.microsoft.com, go.microsoft.com,
insertmedia.bing.office.net,
ocsa.officeapps.live.com,
ocsredir.officeapps.live.com,
ocws.officeapps.live.com,
office15client.microsoft.com,
officecdn.microsoft.com,
officecdn.microsoft.com.edgesuite.net,
officepreviewredir.microsoft.com,
officeredir.microsoft.com,
ols.officeapps.live.com,
r.office.microsoft.com

TCP：：  443、80

合 默认

必填

否 cdn.odc.officeapps.live.com,
odc.officeapps.live.com,
officeclient.microsoft.com

TCP：：  443、80

上午 默认

必填

否 *.office365.us TCP：：  443、80

24 默认

必填

否 lpcres.delve.office.comTCP：：  443

word 默认

必填

否 *.cdn.office.net TCP：：  443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关于此表的注释：

安全与合规中心（SCC）提供对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的支持。 这同样适用于通过 SCC
公开的许多功能，如报告、审核、高级电子数据展示、统一 DLP 和数据管理。 两种特定功能（PST 导入和电
子数据展示导出）目前不支持仅具有 Office 365 路由筛选器的 Azure ExpressRoute，因为它们依赖于
Azure Blob 存储。 若要使用这些功能，您需要使用任何支持的 Azure 连接选项（包括 Internet 连接或具有



Azure 公用路由筛选器的 Azure ExpressRoute）以独立方式连接到 Azure Blob 存储。 您必须评估这两个功
能的建立此类连接。 Office 365 信息保护团队了解此限制，并积极努力为 Office 365 提供对 Azure
ExpressRoute 的支持，这些功能仅限于 Office 365 的路由筛选器。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有其他可选终结点，这些终结点未列出，用户无需启动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应用
程序和编辑文档。 可选的终结点托管在 Microsoft 数据中心中，不会处理、传输或存储客户数据。 建议将指
向这些终结点的用户连接定向到默认 Internet 出局外围。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的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2020/1/7 •

NOTENOTE

上次更新上次更新时间时间：：  2020/01/02 -  更改日志订阅 下下载载：：  一个 JSON 格式列表中的所有必需和可选目标。 

Exchange Online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适用于：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 小型企业管理员、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 管理员

摘要摘要：以下终结点（FQDN、端口、URL、IPv4 和 IPv6 前缀）适用于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旨在为仅使用这些计划
的组织提供生产力服务。

Microsoft 针对此页上的 IP 地址和 FQDN 条目发布了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这项新服务有助于配置和更新网络外围设备，如防火墙
和代理服务器。可以下载终结点列表，无论是列表的当前版本，还是应用了特定更改的列表。这项服务会替换从此页面链接到的 XML
文档（已于 2018 年 10 月 2 日遭弃用）。若要试用这项新服务，请转到 Web 服务。

Office 365 终结终结点：点：全球（包括 GCC） |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 Office 365 Germany |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 DoD
|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 GCC High |

从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开始了解我们使用此数据管理网络连接的建议。终结点数据在每月月初更新，并在生效前 30 天
发布新的 IP 地址和 URL。这使尚未进行自动更新的客户可以在需要新连接之前完成其过程。如果需要解决支持提升、安
全事件或其他即时操作要求，终结点也可以在月内更新。以下页面上显示的数据全部由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生成。如果
使用脚本或网络设备访问此数据，应直接转到 Web 服务。

下面的终结点数据列出了从用户计算机到 Office 365 的连接要求。它不包括从 Microsoft 到客户网络的网络连接（有时称
为混合或入站网络连接）。

终结点分为四个服务区域。可以独立选择前三个服务区域进行连接。第四个服务区域是一个常见的依赖项（称为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并且必须始终具有网络连接。

显示的数据列是：

ID：行的 ID 号，也称为终结点集。此 ID 与终结点集的 Web 服务返回的 ID 相同。

类别类别：显示终结点集是分类为“优化”、“允许”还是“默认”。可以在 https://aka.ms/pnc 上了解管理它们的这些类别和
指南。此列还列出了哪些终结点集需要具有网络连接。对于不需要具有网络连接的终结点集，我们在此字段中提供

备注，以指示在终结点集被阻止时将丢失哪些功能。如果要排除整个服务区域，则根据需要列出的终结点集不需要

连接。

ER：如果使用带有 Office 365 路由前缀的 Azure ExpressRoute 支持终结点集，则为是是。包含所显示的路由前缀的
BGP 社区与列出的服务区域一致。当 ER 为否否时，这意味着此终结点集不支持 ExpressRoute。但是，不应假设没有
为 ER 为 否否的终结点集播发路由。

地址地址：列出终结点集的 FQDN 或通配符域名以及 IP 地址范围。请注意，IP 地址范围采用 CIDR 格式，并且可能包含
指定网络中的许多单独 IP 地址。

端口端口：列出与地址合并以形成网络终结点的 TCP 或 UDP 端口。你会注意到 IP 地址范围中存在一些重复，其中列出
了不同的端口。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china?allversions=true&format=rss&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china?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aka.ms/pnc


1 优化

必填

否 *.partner.outlook.cn

40.73.132.0/25,
40.73.164.0/27,
40.73.164.32/28,
40.73.164.128/25,
42.159.33.128/26,
42.159.40.0/24,
42.159.41.0/26,
42.159.44.0/22,
42.159.161.128/26,
42.159.163.128/25,
42.159.165.0/24,
42.159.172.0/22

TCP：：  443、80

2 允许

必填

否 42.159.33.192/27,
42.159.36.0/24,
42.159.161.192/27,
42.159.164.0/24,
139.219.16.0/27,
139.219.17.0/24,
139.219.24.0/22,
139.219.145.0/27,
139.219.146.0/24,
139.219.156.0/22,
2406:e500:c020::/44,
2406:e500:c120::/44

TCP：：  25、443、53、80

12 默认

必填

否 attachments.office365-
net.cn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4 允许

必填

否 *.partner.microsoftonline.cn,
*.sharepoint.cn

40.73.129.0/24,
40.73.161.0/24,
42.159.34.0/27,
42.159.38.0/23,
42.159.162.0/27,
42.159.166.0/23,
2406:e500:4000:2::/63,
2406:e500:4101:2::/64

TCP：：  443、80

14 默认

必填

否 static1.sharepoint.cn,
static1c.sharepoint.cn,
static2.sharepoint.cn

TCP：：  443、80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 Microsoft Team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3 优化

必填

否 *.partner.lync.cn

42.159.34.32/27,
42.159.34.64/27,
42.159.34.96/28,
42.159.162.32/27,
42.159.162.64/27,
42.159.162.96/28

TCP：：  443、80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 Online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5 允许

必填

否 cvprbjb101m01.keydelivery.mediaservices.chinacloudapi.cn,
cvprbjb101m01.streaming.mediaservices.chinacloudapi.cn,
cvprsha101m01.keydelivery.mediaservices.chinacloudapi.cn,
cvprsha101m01.streaming.mediaservices.chinacloudapi.cn

TCP：：  443、80

6 允许

必填

否 webshell.suite.partner.microsoftonline.cn

40.73.248.8/32,
40.73.252.10/32

TCP：：  443、80

7 允许

必填

否 *.azure-mobile.cn, *.chinacloudapi.cn,
*.chinacloudapp.cn, *.chinacloud-
mobile.cn, *.chinacloudsites.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m.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m.net.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m-i.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m-i.net.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p.net.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p-i.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p-i.net.cn,
*.partner.officewebapps.cn,
*.windowsazure.cn, partner.outlook.cn,
portal.partner.microsoftonline.cdnsvc.com,
r4.partner.outlook.cn

23.236.126.0/24,
42.159.224.122/32,
42.159.233.91/32,
42.159.237.146/32,
42.159.238.120/32,
58.68.168.0/24,
112.25.33.0/24,
123.150.49.0/24,
125.65.247.0/24,
139.217.17.219/32,
139.217.19.156/32,
139.217.21.3/32,
139.217.25.244/32,
171.107.84.0/24,
180.210.232.0/24,
180.210.234.0/24,
209.177.86.0/24,
209.177.90.0/24,
209.177.94.0/24,
222.161.226.0/24

TCP：：  443、80

8 允许

必填

否 *.onmschina.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net.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i.cn,
*.partner.microsoftonline-
i.net.cn, *.partner.office365.cn

101.28.252.0/24,
115.231.150.0/24,
123.235.32.0/24,
171.111.154.0/24,
175.6.10.0/24,
180.210.229.0/24,
211.90.28.0/24

TCP：：  443、80

9 允许

必填

否 *.partner.microsoftonline-
p.cn

42.159.4.68/32,
42.159.4.200/32,
42.159.7.156/32,
42.159.132.138/32,
42.159.133.17/32,
42.159.135.78/32,
182.50.87.0/24

TCP：：  443、80

10 允许

必填

否 *.partner.microsoftonline.cn

42.159.4.68/32,
42.159.4.200/32,
42.159.7.156/32,
42.159.132.138/32,
42.159.133.17/32,
42.159.135.78/32,
103.9.8.0/22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1 允许

必填

否 activation.sls.microsoft.com, bjb-
odcsm.officeapps.partner.office365.cn,
bjb-ols.officeapps.partner.office365.cn,
bjb-
roaming.officeapps.partner.office365.cn,
crl.microsoft.com,
odc.officeapps.live.com,
office15client.microsoft.com,
officecdn.microsoft.com,
ols.officeapps.partner.office365.cn,
osi-prod-bjb01-odcsm.chinacloudapp.cn,
osiprod-scus01-odcsm.cloudapp.net, osi-
prod-sha01-odcsm.chinacloudapp.cn,
roaming.officeapps.partner.office365.cn,
sha-
odcsm.officeapps.partner.office365.cn,
sha-ols.officeapps.partner.office365.cn,
sha-
roaming.officeapps.partner.office365.cn

40.73.248.0/21,
42.159.4.45/32,
42.159.4.50/32,
42.159.4.225/32,
42.159.7.13/32,
42.159.132.73/32,
42.159.132.74/32,
42.159.132.75/32,
65.52.98.231/32,
65.55.69.140/32,
65.55.227.140/32,
70.37.81.47/32,
168.63.252.62/32

TCP：：  443、80

13 默认

必填

否 *.msauth.cn,
*.msauthimages.cn,
*.msftauth.cn,
*.msftauthimages.cn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Office 365 Germany 终结点
2019/12/19 •

NOTENOTE

上次更新上次更新时间时间：：  2019/11/27 -  更改日志订阅 下下载载：：  一个 JSON 格式列表中的所有必需和可选目标。 

适用于： Office 365 管理员

摘要：摘要：  Office 365 要求连接到 Internet。 下面的终结点应仅供使用Office 365 德国德国计划的客户访问。

Microsoft 针对此页上的 IP 地址和 FQDN 条目发布了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这项新服务有助于配置和更新网络外围设备，
如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可以下载终结点列表，无论是列表的当前版本，还是应用了特定更改的列表。这项服务会替换从此页

面链接到的 XML 文档（已于 2018 年 10 月 2 日遭弃用）。若要试用这项新服务，请转到 Web 服务。

Office 365 终结终结点：点：全球（包括 GCC） |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 Office 365 Germany | Office 365 美国政
府版 DoD |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 GCC High |

从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开始，了解我们关于使用此数据管理网络连接的建议。 终结点数据在每月开始时更新，
并在30天内发布新的 IP 地址和 Url，并在处于活动状态之前发布。 这样一来，在需要新的连接之前，尚不具有自
动更新的客户即可完成其过程。 如果需要，还可以更新终结点，以解决支持升级、安全事件或其他立即运行的要
求。 您始终可以引用更改日志订阅。

以下页面上显示的数据都是从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生成的。 如果使用脚本或网络设备访问此数据，则应直接转
到Web 服务。

下面的终结点数据列出了从用户计算机到 Office 365 的连接要求。它不包括从 Microsoft 到客户网络的网络连接
（有时称为混合或入站网络连接）。

终结点分为四个服务区域。可以独立选择前三个服务区域进行连接。第四个服务区域是一个常见的依赖项（称为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并且必须始终具有网络连接。

显示的数据列是：

ID：行的 ID 号，也称为终结点集。此 ID 与终结点集的 Web 服务返回的 ID 相同。

类别类别：显示终结点集是分类为“优化”、“允许”还是“默认”。可以在 https://aka.ms/pnc 上了解管理它们的这些
类别和指南。此列还列出了哪些终结点集需要具有网络连接。对于不需要具有网络连接的终结点集，我们

在此字段中提供备注，以指示在终结点集被阻止时将丢失哪些功能。如果要排除整个服务区域，则根据需

要列出的终结点集不需要连接。

ER：如果使用带有 Office 365 路由前缀的 Azure ExpressRoute 支持终结点集，则为是是。包含所显示的路由
前缀的 BGP 社区与列出的服务区域一致。当 ER 为否否时，这意味着此终结点集不支持 ExpressRoute。但
是，不应假设没有为 ER 为 否否的终结点集播发路由。

地址地址：列出终结点集的 FQDN 或通配符域名以及 IP 地址范围。请注意，IP 地址范围采用 CIDR 格式，并且
可能包含指定网络中的许多单独 IP 地址。

端口端口：列出与地址合并以形成网络终结点的 TCP 或 UDP 端口。你会注意到 IP 地址范围中存在一些重复，
其中列出了不同的端口。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germany?allversions=true&format=rss&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germany?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germany?allversions=true&format=rss&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aka.ms/pnc


Exchange Online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 优化

必填

否 outlook.office.de

51.4.64.0/23,
51.5.64.0/23

TCP：：  443、80

2 默认

必填

否 r1.res.office365.com TCP：：  443、80

3 默认

必填

否 outlook.office.de TCP：：  143、25、587、
993、995

4 默认

必填

否 attachments.office365-
net.de, autodiscover-
outlook.office.de,
autodiscover-
s.outlook.de

TCP：：  443、80

5 允许

必填

否 *.mail.protection.outlook.de,
*.protection.outlook.de,
<tenant>.mail.protection.outlook.de

51.4.72.0/24,
51.4.80.0/27,
51.5.72.0/24,
51.5.80.0/27,
2a01:4180:4050:400::/64,
2a01:4180:4050:800::/64,
2a01:4180:4051:400::/64,
2a01:4180:4051:800::/64

TCP：：  25、443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8 优化

必填

否 <tenant>.sharepoint.de

51.4.66.0/23,
51.5.66.0/23,
2a01:4180:4030::/44

TCP：：  443、80

9 默认

必填

否 odc.osi.office.de TCP：：  443、80

10 默认

必填

否 *.wns.windows.com TCP：：  443、80

11 默认

必填

否 officeapps.live.com TCP：：  443、80

12 默认

必填

否 shellprod.msocdn.de,
spoprod-a.akamaihd.net,
static.sharepointonline.com

TCP：：  443、80

13 默认

必填

否 *.search.production.de.azuretrafficmanager.deTCP：：  443

14 默认

必填

否 odc.officeapps.live.com,
officeclient.microsoft.com

TCP：：  443、80



15 默认

必填

否 mobile.pipe.aria.microsoft.com,
ssw.live.com,
watson.telemetry.microsoft.com

TCP：：  443、80

16 默认

必填

否 oneclient.sfx.ms TCP：：  443、80

17 默认

必填

否 *.svc.ms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 Microsoft Teams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6 优化

必填

否 *.germeetings.skype.de,
*.infra.skype.de,
*.online.skype.de,
*.resources.skype.de

51.4.68.0/26,
51.4.68.128/25,
51.5.69.0/26,
51.5.69.128/25,
2a01:4180:4040:1::/64,
2a01:4180:4040:2::/64,
2a01:4180:4040:7::/64,
2a01:4180:4040:8::/64

TCP：：  443、80
UDP：：  3478

7 默认

必填

否 *.germeetings.skype.de,
*.infra.skype.de,
*.online.skype.de,
*.resources.skype.de

TCP：：  5061、50000-
59999
UDP：：  50000-59999

Microsoft 365 Common 和 Office Online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18 允许

必填

否 *.online.office.de,
broadcast.online.office.de,
excel.online.office.de,
onenote.online.office.de,
powerpoint.online.office.de,
visio.online.office.de,
word-edit.online.office.de,
word-view.online.office.de

51.4.144.200/32,
51.5.149.3/32,
51.18.16.0/23

TCP：：  443

19 默认

必填

否 broadcast.cdn.office.de,
excel.cdn.office.de,
officeapps.cdn.office.de,
onenote.cdn.office.de,
powerpoint.cdn.office.de,
view.cdn.office.de,
visio.cdn.office.de,
word-edit.cdn.office.de,
word-view.cdn.office.de

TCP：：  443



20 允许

必填

否 adminwebservice.microsoftonline.de,
becws.microsoftonline.de,
companymanager.microsoftonline.de,
device.login.microsoftonline.de,
directoryprovisioning.cloudapi.de,
graph.cloudapi.de, graph.microsoft.de,
login.microsoftonline.de,
logincert.microsoftonline.de, pas.cloudapi.de,
passwordreset.activedirectory.microsoftazure.de,
provisioningapi.microsoftonline.de,
syncservice.microsoftonline.de

51.4.2.10/32,
51.4.71.61/32,
51.4.136.38/31,
51.4.136.40/31,
51.4.136.42/32,
51.4.146.38/32,
51.4.146.206/32,
51.5.16.7/32,
51.5.71.22/32,
51.5.136.32/30,
51.5.136.36/32,
51.5.145.29/32,
51.5.145.122/32

TCP：：  443、80

22 默认

必填

否 *.msauth.net,
*.msauthimages.de,
*.msftauth.net,
*.msftauthimages.de,
secure.aadcdn.microsoftonline-
p.com,
secure.aadcdn.microsoftonline-
p.de

TCP：：  443、80

word 默认

必填

否 *.de.msods.nsatc.net,
*.office.de.akadns.net,
*.windows.de.nsatc.net,
officehome.msocdn.de

TCP：：  443、80

26 默认

必填

否 *.d-trust.net TCP：：  443、80

27 允许

必填

否 *.onmicrosoft.de,
*.osi.office.de,
office.de,
portal.office.de,
webshell.suite.office.de,
www.office.de

51.4.70.0/24,
51.4.71.0/24,
51.4.226.115/32,
51.4.227.178/32,
51.4.230.178/32,
51.5.70.0/24,
51.5.71.0/24,
51.5.147.48/32,
51.5.242.163/32,
51.5.245.67/32,
2a01:4180:2001::92/128,
2a01:4180:2001::234/128,
2a01:4180:2001::3b8/128,
2a01:4180:2401::11f/128,
2a01:4180:2401::33b/128,
2a01:4180:2401::55b/128

TCP：：  443、80

28 默认

必填

否 *.cloudfront.net,
prod.msocdn.de,
r1.res.office365.com,
shellprod.msocdn.de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29 允许

必填

否 excelcs.osi.office.de,
excelps.osi.office.de,
ols.osi.office.de,
omexdiagnostics.osi.office.de,
pptcs.osi.office.de,
pptps.osi.office.de,
wordcs.osi.office.de,
wordps.osi.office.de

51.4.144.41/32,
51.4.144.174/32,
51.4.145.38/32,
51.4.147.81/32,
51.4.147.233/32,
51.4.148.12/32,
51.4.150.145/32,
51.5.147.242/32,
51.5.149.100/32,
51.5.149.119/32,
51.5.149.123/32,
51.5.149.180/32,
51.5.149.186/32,
51.18.0.0/21

TCP：：  443、80

30 默认

必填

否 ocws.osi.office.de,
odc.osi.office.de,
roaming.osi.office.de,
sharepoint.de,
store.office.de

TCP：：  443、80

31 默认

必填

否 o15.officeredir.microsoft.com,
odc.officeapps.live.com,
odcsm.officeapps.live.com,
office.microsoft.com,
office15client.microsoft.com,
officeimg.vo.msecnd.net,
roaming.officeapps.live.com

TCP：：  443、80

32 默认

必填

否 arms.osi.office.de,
manage.osi.office.de,
plattest.osi.office.de

TCP：：  443、80

33 默认

必填

否 delve.office.de,
res.delve.office.com

TCP：：  443

34 默认

必填

否 loki.delve.office.de,
lpcres.delve.office.com

TCP：：  443

35 默认

必填

否 *.office.de TCP：：  443、80

ID 类别类别 ER ADDRESSES 端口端口



Office for Mac 中的网络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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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for Mac 默认配置

URL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圣保罗 Office 365 安装门户将链接服务到最新
的安装程序包。 

https://officecdn-microsoft-
com.akamaized.net/

 SS 内容传递网络上安装包的位置。 

https://officecdn.microsoft.com/  SS 内容传递网络上安装包的位置。 

https://officeci-
mauservice.azurewebsites.net/

 圣保罗 Microsoft 自动更新的管理控制终结点 

Office for Mac 应用程序在 macOS 平台上提供了本机应用程序体验。 每个应用程序设计为在各种情况下运行, 包
括在没有网络访问权限的情况下使用的状态。 当计算机连接到网络时, 应用程序将自动连接到一系列基于 web 的
服务, 以提供增强功能。 以下信息介绍了应用程序尝试访问的终结点和 Url, 以及提供的服务。 此信息在对网络配置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并为网络代理服务器设置策略时非常有用。 本文中的详细信息旨在补充Office 365 URL 和地址
范围的文章, 其中包括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的计算机的终结点。 除非另行说明, 否则本文中的信息也适用于
Office 2019 for mac 和 Office 2016 for Mac, 可用作来自零售商店的一次性购买或通过批量许可协议。

本文大部分是详细介绍网络 Url、类型和该终结点提供的服务或功能说明的表格。 每个 Office 应用程序的服务和终
结点的使用可能各不相同。 下面的表中定义了以下应用程序:

W: Word
P: PowerPoint
X: Excel
O: Outlook
N: OneNote

URL 类型定义如下:

ST: Static-URL 已硬编码到客户端应用程序中。

SS: 半静态-URL 作为网页或重定向器的一部分进行编码。

CS: Config Service-URL 作为 Office 配置服务的一部分返回。

安装和更新安装和更新

以下网络终结点用于从 Microsoft Content 传递网络 (CDN) 下载 Office for Mac 安装程序。

首次首次应应用启用启动动

首次启动 Office 应用时, 将会联系到以下网络终结点。 这些终结点为用户提供增强的 Office 功能, 而不管许可证类
型 (包括批量许可证安装) 如何联系 Url。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config.edge.skype.com/WXPON 圣保罗 "Flighting" 配置-允许功能细
调和实验。 

https://ocos-office365-
s2s.msedge.net/

 WXPON 圣保罗 "Flighting" 网络配置测试 

https://client-
office365-
tas.msedge.net/

 WXPON 圣保罗 "Flighting" 网络配置测试 

https://officeclient.microsoft.com/WXPON 圣保罗 Office 配置服务-服务终结点
的主列表。 

https://nexusrules.officeapps.live.com/WXPON 圣保罗 Office 规则遥测下载-通知客
户端要上载到遥测服务的数

据和事件。 

https://mobile.pipe.aria.microsoft.com/N 客户 OneNote 遥测服务 

https://nexus.officeapps.live.com/WXPON 圣保罗 Office 遥测上载报告-将客户
端上发生的 "Heartbeart" 和
错误事件上传到遥测服务。 

https://templateservice.office.com/WXP 客户 Office 模板服务-为用户提供
联机文档模板。 

https://omextemplates.content.office.net/WXP 客户 Office 模板下载-PNG 模板图
像的存储。 

https://store.office.com/ WXP 客户 Office 应用的存储配置。 

https://odc.officeapps.live.com/WXPN 客户 Office Document Integration
Services 目录 (服务和终结点
列表) 和主领域发现。 

https://cdn.odc.officeapps.live.com/WXPON 客户 适用于家庭领域发现 v2 的资
源 (15.40 及更高版本) 

https://officecdn.microsoft.com/WXPON 圣保罗 Microsoft 自动更新清单-检
查以查看是否有可用更新 

https://ajax.aspnetcdn.com/ WXPO SS Microsoft Ajax JavaScript 库 

https://wikipedia.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固件 SS 适用于 Office 的维基百科应
用配置和资源。 

https://excelbingmap.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X SS 适用于 Office 配置和资源的
Bing 地图应用程序。 

https://peoplegraph.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X SS 面向 Office 的人员配置和资
源应用程序的关系图。 

https://www.onenote.com/ N 圣保罗 OneNote 的新增内容。 



https://site-
cdn.onenote.net/

 N 圣保罗 OneNote 的新内容。 

https://site-
cdn.onenote.net/

 N SS OneNote 的新增内容图像。 

https://acompli.helpshift.com/O 圣保罗 应用程序内支持服务。 

https://prod-global-
autodetect.acompli.net/

 O 圣保罗 电子邮件帐户检测服务。 

https://autodiscover-
s.outlook.com/

 WXPO 圣保罗 Outlook 自动发现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WXPO 圣保罗 适用于 Office 365 服务的
Outlook 终结点。 

https://r1.res.office365.com/O 圣保罗 Outlook 外接程序的图标。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NOTENOTE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login.windows.net/ WXPON 圣保罗 Windows 授权服务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WXPON 圣保罗 Office 365 登录服务 (OrgID) 

https://login.live.com/  WXPON 圣保罗 Microsoft 帐户登录服务
(MSA) 

https://auth.gfx.ms/  WXPON 客户 Microsoft 帐户登录服务帮助
程序 (MSA) 

https://secure.aadcdn.microsoftonline-
p.com/

WXPON SS Office 365 登录品牌 (OrgID) 

https://ocws.officeapps.live.com/WXPN 客户 文档和位置存储定位程序 

https://roaming.officeapps.live.com/WXPN 客户 最近使用的 (MRU) 文档服务 

Office 配置服务充当所有 Microsoft Office 客户端 (而不仅仅是 Mac) 的自动发现服务。 在响应中返回的终结点在此更改中非常
不频繁, 但仍可能是完全静态的。

登登录录

登录到基于云的存储时, 将联系以下网络终结点。 根据您的帐户类型, 可以联系到不同的服务。 例如：

MSA: Microsoft 帐户帐户-通常用于消费者和零售方案

OrgID: 组织帐户组织帐户-通常用于商业方案



NOTENOTE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ols.officeapps.live.com/WXPON 客户 Office 许可服务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contentstorage.osi.office.net/WXPO SS 新增功能 JSON 页面内容。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entity.osi.office.net/固件 客户 研究工具 Web 服务 

https://cdn.entity.osi.office.net/固件 客户 研究工具静态内容 

https://www.bing.com/  固件 客户 研究工具内容提供程序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uci.officeapps.live.com/WXPN 客户 Insights Web 服务 

https://ajax.googleapis.com/ WXPN 客户 JQuery 库 

https://cdnjs.cloudflare.com/WXPN 客户 支持 JavaScript 库 

https://www.bing.com/  WXPN 客户 Insights 内容提供程序 

https://tse1.mm.bing.net/ WXPN 客户 Insights 内容提供程序 

对于基于订阅的许可证和零售许可证, 登录既激活了产品, 又支持对云资源 (如 OneDrive) 的访问。 对于批量许可证安装, 仍会
提示用户登录 (默认情况下), 但仅当产品已激活时, 才需要访问云资源。

产产品激活品激活

以下网络终结点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和零售许可证激活。 具体来说, 这不会应用于批量许可证安装。

新增内容新增内容

以下网络终结点仅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以下网络终结点仅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

智能智能查查找找

以下网络终结点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和零售/批量许可证激活。

PowerPoint 设计设计器器

以下网络终结点仅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pptsgs.officeapps.live.com/P 客户 PowerPoint Designer web 服
务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pptcts.officeapps.live.com/P 客户 PowerPoint 快速启动 web 服
务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sas.office.microsoft.com/WXPON 客户 发送微笑服务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powerlift-
frontdesk.acompli.net/

 O 客户 联系支持服务 

https://acompli.helpshift.com/O 客户 应用程序内支持服务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wordcs.officeapps.live.com/固件 客户 Word 文档转换服务 (PDF)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store.office.com/ WXPO 客户 Office 应用商店配置 

https://wikipedia.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固件 SS 维基百科应用资源 

https://excelbingmap.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X SS Bing 地图应用资源 

https://peoplegraph.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X SS 人员关系图应用程序资源 

PowerPoint 快速启快速启动动

以下网络终结点仅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

发发送微笑送微笑/哭哭脸脸

以下网络终结点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和零售/批量许可证激活。

联联系支持人系支持人员员

以下网络终结点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和零售/批量许可证激活。

另存另存为为  PDF

以下网络终结点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和零售/批量许可证激活。

Office 应应用用  (亦称亦称为为  "外接程序外接程序")

当 Office 应用外接程序受信任时, 以下网络终结点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和零售/批量许可证激活。



https://o15.officeredir.microsoft.com/WPX SS Office 重定向服务 

https://appsforoffice.microsoft.com/WXP SS Office JavaScript 库 

https://telemetry.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WX SS 适用于 Office 应用的遥测和
报告服务 

https://ajax.microsoft.com/ 固件 SS Microsoft Ajax JavaScript 库 

https://ajax.aspnetcdn.com/ X SS Microsoft Ajax JavaScript 库 

https://c.microsoft.com/ WPXO SS Office JavaScript 库 

https://c1.microsoft.com/ WPXO SS 支持资源 

https://cs.microsoft.com/ WPXO SS 支持资源 

https://c.bing.com/  WPXO SS 支持资源 

https://*.cdn.optimizely.com/WPXO SS JavaScript 库 

https://errors.client.optimizely.com/WPX SS 错误报告 

https://*-
contentstorage.osi.office.net/

WPXO SS 字体资源 

https://nexus.ensighten.com/ WPXO SS 遥测服务 

https://browser.pipe.aria.microsoft.com/WPXO SS 遥测报告 

https://*.vo.msecnd.net/ WPXO SS Microsoft Store 资产库 

https://*.wikipedia.org/ 固件 SS 维基百科页面资源 

https://upload.wikimedia.org/固件 SS 维基百科媒体资源 

https://wikipedia.firstpartyappssandbox.oappseperate.com/固件 SS 维基百科沙盒框架 

https://*.virtualearth.net/ X SS 地图模板 

URL 应应用用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URL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oscs.protection.outlook.com/客户 Microsoft 安全链接服务 

安全安全链链接接

以下网络终结点仅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的所有 Office 应用程序。

故障故障报报告告

以下网络终结点适用于 Office 365 订阅和零售/批量许可证激活的所有 Office 应用程序。 当某个进程意外地发生故



URL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https://watson.microsoft.com/  圣保罗 Microsoft 错误报告服务 

https://officeci.azurewebsites.net/ 圣保罗 Office 协作 Insights 服务 

用于减少网络请求和流量的选项

禁用云登禁用云登录录和和  Office  Office 外接程序外接程序

NOTENOTE

遥遥测测

障时, 将生成报告并将其发送到 Watson 服务。

Office for Mac 的默认配置提供了最佳用户体验, 包括功能和保持计算机为最新状态。 在某些情况下, 您可能希望阻
止应用程序与网络终结点联系。 本部分讨论用于执行此操作的选项。

批量许可客户可能对将文档保存到基于云的存储具有严格的策略。 可以将以下每个应用程序的首选项设置为禁用
MSA/OrgID 登录, 并访问 Office 外接程序。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Word UseOnlineContent -integer 0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Excel UseOnlineContent -integer 0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Powerpoint UseOnlineContent -integer 0

如果用户尝试访问登录功能, 则会看到一条错误消息, 指出网络连接不存在。 由于此首选项也阻止联机产品激活, 因
此只应将其用于批量许可证安装。 具体而言, 使用此首选项将阻止 Office 应用程序访问以下终结点:

https://odc.officeapps.live.com

https://*.firstpartyapps.oaspapps.com

上面的 "登录" 一节中列出的所有终结点。

上面的 "智能查找" 部分中列出的所有终结点。

上面的 "产品激活" 一节中列出的所有终结点。

上面的 "Office 应用 (称为外接程序)" 一节中列出的所有终结点。

若要为用户重新建立完整的功能, 请将首选项设置为 "2" 或将其删除。

此首选项需要 Office for Mac build 15.25 [160726] 或更高版本。

Office for Mac 定期以固定时间间隔向 Microsoft 发送遥测信息。 将数据上载到 "结点" 终结点。 遥测数据可帮助工
程团队评估每个 Office 应用程序的运行状况和任何意外行为。 有两种类别的遥测:

检测检测信号信号包含版本和许可证信息。 此数据将在应用程序启动时立即发送。

用法用法包含有关如何使用应用程序和非致命错误的信息。 此数据每60分钟发送一次。

Microsoft 会认真对待你的隐私。 你可以在上https://privacy.microsoft.com阅读有关 Microsoft 的数据收集策略的
信息。 若要防止应用程序发送 "Usage" 遥测, 可以调整SendAllTelemetryEnabled首选项。 首选项为每个应用程
序, 可以通过 macOS 配置文件进行设置, 也可以通过终端手动进行设置: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Word SendAllTelemetryEnabled -bool FALSE

https://privacy.microsoft.com


故障故障报报告告

NOTENOTE

更新更新

使用防火使用防火墙墙//代理阻止代理阻止请请求求

另请参阅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Excel SendAllTelemetryEnabled -bool FALSE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Powerpoint SendAllTelemetryEnabled -bool FALSE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Outlook SendAllTelemetryEnabled -bool FALSE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onenote.mac SendAllTelemetryEnabled -bool FALSE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autoupdate2 SendAllTelemetryEnabled -bool FALSE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Office365ServiceV2 SendAllTelemetryEnabled -bool FALSE

始终发送检测信号遥测, 且不能禁用。

出现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时, 应用程序将意外终止并将故障报告上传到 "Watson" 服务。 故障报告由调用堆栈组成,
该堆栈是应用程序处理的导致崩溃的步骤列表。 这些步骤可帮助工程团队确定失败的确切功能以及原因。

在某些情况下, 文档的内容将导致应用程序崩溃。 如果应用程序将文档标识为原因, 它将询问用户是否可以同时随
呼叫栈一起发送文档。 用户可以为此问题做出明智的选择。 IT 管理员可能严格要求传输文档, 并让用户代表用户从
不发送文档。 可以设置以下首选项以阻止发送文档, 并禁止提示用户: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errorreporting IsAttachFilesEnabled -bool FALSE

如果将SendAllTelemetryEnabled设置为FALSE, 则会禁用该进程的所有故障报告。 若要启用故障报告而不发送使用遥测, 可
以设置以下首选项: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errorreporting IsMerpEnabled -bool TRUE

Microsoft 按固定时间间隔 (通常每月一次) 发布 Office for Mac 更新。 我们强烈建议用户和 IT 管理员将计算机保
持最新, 以确保安装了最新的安全修补程序。 在 IT 管理员希望密切控制和管理计算机更新的情况下, 可以设置以下
首选项, 以防止自动更新过程自动检测和提供产品更新:

defaults write com.microsoft.autoupdate2 HowToCheck -string 'Manual'

如果你的组织通过防火墙或代理服务器阻止对 Url 的请求, 请确保将此文档中列出的 Url 配置为 "允许" 或 "阻止"
(例如, 403 或 404) "阻止"。 40X 响应将允许 Office 应用程序正常接受无法访问资源的情况, 并提供更快的用户体
验, 而不只是删除连接, 这将导致客户端重试。

如果代理服务器需要身份验证, 则407响应将返回到客户端。 为获得最佳体验, 请确保您使用的是 Office for Mac 版
本15.27 或更高版本, 因为它们包含用于使用 NTLM 和 Kerberos 服务器的特定修补程序。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2019/11/8 •

NOTENOTE

通用参数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可帮助你更好地识别和区分 Office 365 网络流量，以便更轻松地评
估、配置和及时了解最新变更。 此基于 REST 的 Web 服务将取代自 2018 年 10 月 2 日开始逐步停止使用
的旧版 XML 可下载文件。

作为客户或网络外围设备供应商，你可以针对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FQDN 条目构建 Web 服务。 你可以
使用以下 URL 直接访问 Web 浏览器中的数据：

若要获取最新版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请使用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
若要获取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的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页面的相关数据，请使用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worldwide。
若要获取自 2018 年 7 月这项 Web 服务首次推出以来的所有最新变更，请使用
https://endpoints.office.com/changes/worldwide/0000000000。

作为客户，你可以使用这项 Web 服务：

将 PowerShell 脚本更新为获取 Office 365 终结点数据，并修改网络设备的任何格式。
根据此类信息更新已部署到客户端计算机的 PAC 文件。

作为网络外围设备供应商，你可以使用这项 Web 服务：

创建并测试设备软件，以下载自动配置列表。

检查当前版本。

获取最新变更。

如果正在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连接到 Office 365，请查看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以熟悉
Azure expressroute 支持的 Office 365 服务。 另请查看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以了解 Office 365 应用程序
的哪些网络请求需要 Internet 连接。 这有助于更好地配置外围安全设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Office 365 技术社区论坛中的“公告”博客文章
Office 365 技术社区论坛中有关如何使用 Web 服务的提问

下面两个参数是所有 Web 服务方法的通用参数：

format=<JSON | CSV> — 默认情况下，返回数据的格式为 JSON。 使用此可选参数返回采用逗
号分隔值 (CSV) 格式的数据。

ClientRequestId=<guid> — 为客户端关联生成的所需 GUID。 为调用 Web 服务的每台计算机生
成唯一的 GUID（此页面上包含的脚本将为你生成 GUID）。 请勿使用以下示例中所示的 GUID，因
为它们将来可能会被 Web 服务阻止。 GUID 格式为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其中 x 表
示一个十六进制数字。

若要生成 GUID，你可以使用 New-Guid PowerShell 命令，或使用在线 GUID 生成器等在线服务。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worldwid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changes/worldwide/0000000000?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azure-expressroute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rls-and-ip-address-ranges?redirectsourcepath=%252farticle%252foffice-365-urls-and-ip-address-ranges-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blog/announcing-office-365-endpoint-categories-and-office-365-ip/ba-p/177638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bd-p/office365networking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microsoft.powershell.utility/new-guid?view=powershell-6
https://www.guidgenerator.com/


版本 Web 方法

示例：示例：

[
 {
  "instance": "Worldwide",
  "latest": "2018063000"
 },
 {
  "instance": "USGovDoD",
  "latest": "2018063000"
 },
 {
  "instance": "USGovGCCHigh",
  "latest": "2018063000"
 },
 {
  "instance": "China",
  "latest": "2018063000"
 },
 {
  "instance": "Germany",
  "latest": "2018063000"
 }
]

Microsoft 会在每个月末更新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FQDN 条目。 出于支持事件、安全更新或其他操作要
求，有时会发布带外更新。

我们为每个已发布实例的数据分配了版本号，你可以通过版本 Web 方法检查每个 Office 365 服务实例的
最新版本。 我们建议每小时检查版本的次数不要超过一次。

版本 Web 服务的参数如下：

AllVersions=<true | false> — 默认情况下，返回的版本为最新的。 包括此可选参数，以请求首次发布
Web 服务之后的所有已发布版本。
Format=<JSON | CSV | RSS> — 除了 JSON 和 CSV 格式，版本 Web 服务还支持 RSS。 可以结合
使用此可选参数及 AllVersions=true 参数，以请求可用于 Outlook 或其他 RSS 读取器的 RSS 源。
Instance=<Worldwide | China | Germany | USGovDoD | USGovGCCHigh> — 此可选参数用于
指定返回其版本的实例。 如果圣罗，则会返回所有实例。 有效实例包括：Worldwide、China、
Germany、USGovDoD、USGovGCCHigh。

版本 Web 方法不受速率限制，并且决不会返回 429 HTTP 响应代码。 对版本 Web 方法的响应包括一个缓
存控制标头，它建议将数据缓存 1 小时。 版本 Web 方法的结果可以是一条记录，也可以是一组记录。 每
条记录均包含以下元素：

instance — Office 365 服务实例的短名称。
latest — 指定实例的终结点的最新版本。
版本 — 指定实例的所有旧版本的列表。 仅当 AllVersions 参数为 true 时才包含此元素。

示例 1 请求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
b919946339a7

此 URI 返回每个 Office 365 服务实例的最新版本。示例结果如下：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IMPORTANTIMPORTANT

{
 "instance": "Worldwide",
 "latest": "2018063000"
}

instance,latest
Worldwide,2018063000

{
  "instance": "Worldwide",
  "latest": "2018063000",
  "versions": [
    "2018063000",
    "2018062000"
  ]
}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rss version="2.0" xmlns:a10="https://www.w3.org/2005/Atom">
<channel>
<link>https://aka.ms/o365ip</link>
<description/>
<language>en-us</language>
<lastBuildDate>Thu, 02 Aug 2018 00:00:00 Z</lastBuildDate>
<item>
<guid isPermaLink="false">2018080200</guid>
<link>https://endpoints.office.com/changes/Worldwide/2018080200?
singleVersion&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link> <description>Version 
2018080200 includes 2 changes. IPs: 2 added and 0 removed.</description>
<pubDate>Thu, 02 Aug 2018 00:00:00 Z</pubDate>
</item>

这些 URI 中 ClientRequestID 参数的 GUID 只是个例子。若要试用 Web 服务 URI，请生成你自己的 GUID。这项 Web
服务将来可能会屏蔽这些示例中的 GUID。

示例 2 请求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
445f-b386-b919946339a7

此 URI 返回指定 Office 365 服务实例的最新版本。示例结果如下：

示例 3 请求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
Format=CSV&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此 URI 显示 CSV 格式输出。示例结果如下：

示例 4 请求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
AllVersions=tru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此 URI 显示 Office 365 全球服务实例的所有已发布旧版本。示例结果如下：

示例 5 RSS 源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
445f-b386-b919946339a7&allVersions=true&format=RSS

此 URI 显示已发布版本的 RSS 源，其中包含指向每个版本的变更列表的链接。示例结果如下：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format=csv&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allversions=tru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https://endpoints.office.com/version/worldwid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allversions=true&format=rss


终结点 Web 方法

示例：示例：

终结点 Web 方法可返回组成 Office 365 服务的 IP 地址范围和 URL 的所有记录。 应始终使用最新的终结
点 Web 方法数据来进行网络设备配置。 Microsoft 会在发布新增内容前 30 天提前发出通知，以便你有时
间更新访问控制列表和代理服务器跳过列表。 建议你仅在版本 Web 方法表示存在新的数据版本时才再次
调用终结点 Web 方法。

终结点 Web 方法的参数如下：

ServiceAreas=<Common | Exchange | SharePoint | Skype> — 以逗号分隔的服务区域列表。 有
效项为 Common、Exchange、SharePoint 和 Skype。 由于 Common 服务区域项为所有其他服务区域
的先决条件，因此 Web 服务始终包括它们。 如果不包括此参数，则会返回所有服务区域。
TenantName=<tenant_name> — 你的 Office 365 租户名称。 Web 服务采用所提供的名称，并将其
插入到包含租户名称的 URL 中。 如果未提供租户名称，则这些 URL 的部分具有通配符字符 (*)。
NoIPv6=<true | false> — 将此值设置为 true 可从输出中排除 IPv6 地址（如果你未在网络中使用
IPv6）。
Instance=<Worldwide | China | Germany | USGovDoD | USGovGCCHigh> — 此必填参数用于
指定从中返回终结点的实例。 有效实例包括：Worldwide、China、Germany、USGovDoD 和
USGovGCCHigh。

如果从相同客户端 IP 地址调用终结点 Web 方法的次数过多，则可能会收到 HTTP 响应代码 429（请求过
多）。 如果收到此响应代码，请先等待 1 小时，然后再重复你的请求，或者为该请求生成新的 GUID。 作为
一般的最佳实践，仅在版本 Web 方法表示存在新的可用版本时才调用终结点 Web 方法。

终结点 Web 方法的结果是一组记录，每条记录均代表一个终结点集。 每条记录均包含以下元素：

id — 终结点集的不可变 ID 号。
serviceArea — 所属的服务区域：Common、Exchange、SharePoint 或 Skype。
urls — 终结点集的 URL。 此为包含 DNS 记录的 JSON 数组。 若为空白，将省略此元素。
tcpPorts — 终结点集的 TCP 端口。 所有端口元素都格式化为端口的逗号分隔列表，或用短划线字符 (-)
分隔的端口范围。 端口适用于相应类别的特定终结点集中的所有 IP 地址和所有 URL。 若为空白，将省
略此元素。

udpPorts — 此终结点集中 IP 地址范围的 UDP 端口。 若为空白，将省略此元素。
ips — 与此终结点关联的 IP 地址范围，设置为与列出的 TCP 或 UDP 端口关联。 IP 地址范围的 JSON
数组。 若为空白，将省略此元素。
category — 终结点集的连接类别。  有效值为 Optimize、Allow 和 Default。 如果搜索特定 IP 地址或
URL 类别的终结点 Web 方法输出，则查询可能会返回多个类别。 在这种情况下，请按照最高优先级类
别的建议操作。 例如，如果终结点同时显示在 Optimize 和 Allow 中，则应该遵循 Optimize 的要求。 必
需项。

expressRoute — 如果此终结点集通过 ExpressRoute 进行路由，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required — 如果此终结点集必须有连接才能支持 Office 365，则为 True。 如果此终结点集为可选，则
为 False。
notes — 对于可选终结点，此文本描述了无法在网络层访问此终结点集中的 IP 地址或 URL 的情况下
不可用的 Office 365 功能。 若为空白，将省略此元素。

示例 1 请求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Worldwid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
445f-b386-b919946339a7

此 URI 对全部工作负载获取 Office 365 全球实例的所有终结点。 示例结果的输出摘录如下：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worldwid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
 {
  "id": 1,
  "serviceArea": "Exchange",
  "serviceAreaDisplayName": "Exchange Online",
  "urls":
   [
    "*.protection.outlook.com"
   ],
  "ips":
   [
    "2a01:111:f403::/48", "23.103.132.0/22", "23.103.136.0/21", "23.103.198.0/23", "23.103.212.0/22", 
"40.92.0.0/14", "40.107.0.0/17", "40.107.128.0/18", "52.100.0.0/14", "213.199.154.0/24", 
"213.199.180.128/26", "94.245.120.64/26", "207.46.163.0/24", "65.55.88.0/24", "216.32.180.0/23", 
"23.103.144.0/20", "65.55.169.0/24", "207.46.100.0/24", "2a01:111:f400:7c00::/54", "157.56.110.0/23", 
"23.103.200.0/22", "104.47.0.0/17", "2a01:111:f400:fc00::/54", "157.55.234.0/24", "157.56.112.0/24", 
"52.238.78.88/32"
   ],
  "tcpPorts": "443",
  "expressRoute": true,
  "category": "Allow"
 },
 {
  "id": 2,
  "serviceArea": "Exchange",
  "serviceAreaDisplayName": "Exchange Online",
  "urls":
   [
    "*.mail.protection.outlook.com"
   ],

变更 Web 方法

请注意，此示例中的请求的完整输出将包含其他终结点集。

示例 2 请求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Worldwide?
ServiceAreas=Exchang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此示例仅对 Exchange Online 和依赖项获取 Office 365 全球实例的终结点。

示例 2 的输出类似于示例 1，不同之处在于结果不包括 SharePoint Online 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终结点。

变更 Web 方法返回已发布的最新更新。这通常是上月的 IP 地址范围和 URL 变更。

终结点数据的最重要变更是新 URL 或 IP 地址。 如果无法将 IP 地址添加到防火墙访问控制列表，或无法
将 URL 添加到代理服务器跳过列表，可能会导致网络设备后的 Office 365 用户遇到服务中断。 尽管有运
营要求，新的终结点将在其配置使用之日的前 30 天提前发布到 Web 服务，以便你有时间更新访问控制列
表和代理服务器跳过列表。

变更 Web 方法需要使用以下必填参数：

Version=<YYYYMMDDNN> — 所需的 URL 路由参数。 此值为当前实施的版本。 Web 服务应返回
自该版本之后发生的变更。 格式为 YYYYMMDDNN；如果需要在一天内发布多个版本，则 NN 是一个
递增的自然数，而 00 表示给定日期的第一个更新。 Web 服务要求 version 参数恰好包含 10 位数。

变更 Web 方法受速率限制，与终结点 Web 方法受限于速率一样。 如果收到 429 HTTP 响应代码，请先等
待 1 小时，然后再重复你的请求，或者为该请求生成新的 GUID。

变更 Web 方法的结果是一组记录，每条记录均代表特定版本终结点中的变更。 每条记录均包含以下元素：

id — 变更记录的不可变 ID。

https://endpoints.office.com/endpoints/worldwide?serviceareas=exchange&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示例：示例：

endpointSetId — 变更的终结点集记录的 ID。
disposition — 描述了终结点集记录有何变更。 值包括 change、add 或 remove。
impact — 并非所有变更都对每个环境同样重要。 此元素说明了相应变更对企业网络外围环境的预期
影响。 此属性仅包含在版本 2018112800 及更高版本的变更记录中。 impact 选项包括：— AddedIp –
IP 地址已添加到 Office 365，且很快就会对服务生效。 这表示需要更改防火墙或其他第 3 层网络外围
设备。 如果你并没有在我们开始使用此元素之前添加它，可能会遇到故障。 — AddedUrl – URL 已添加
到 Office 365，且很快就会对服务生效。 这表示需要更改代理服务器或 URL 分析网络外围设备。 如果
你并没有在我们开始使用之前添加此 URL，可能会遇到故障。 — AddedIpAndUrl — IP 地址和 URL 均
已添加。 这表示需要更改防火墙第 3 层设备、代理服务器或 URL 分析设备。 如果你并没有在我们开始
使用之前添加此 IP/URL，可能会遇到故障。 — RemovedIpOrUrl – 从 Office 365 中至少删除了一个 IP
地址或 URL。 从外围设备中删除网络终结点，但此操作并无截止时间。 — ChangedIsExpressRoute –
ExpressRoute 支持属性已更改。 如果使用 ExpressRoute，可能需要采取措施，具体视配置而定。 —
MovedIpOrUrl – 在此终结点集和另一个终结点集之间迁移了 IP 地址或 URL。 通常无需采取任何措
施。 — RemovedDuplicateIpOrUrl – 删除了重复的 IP 地址或 URL，但它仍是对 Office 365 发布的。 通
常无需采取任何措施。 — OtherNonPriorityChanges – 更改了一些不如其他所有选项重要的内容，例
如注释字段的内容。

version — 引入变更的已发布终结点集的版本。 版本号格式为 YYYYMMDDNN，其中 NN 是必须在一
天内发布多个版本时递增的自然数。

previous — 详细说明终结点集上的旧变更元素值的子结构。 对于新添加的终结点集，它们未包含在
内。 包括 ExpressRoute、serviceArea、category、required、tcpPorts、udpPorts 和 notes。
current — 详细说明终结点集上的更新变更元素值的子结构。 包括
ExpressRoute、serviceArea、category、required、tcpPorts、udpPorts 和 notes。
add — 详细说明要添加到终结点集集合的项的子结构。 如果没有要添加的项，将省略此元素。 —
effectiveDate — 定义添加项在服务中的生效日期。 — ips — 要添加到 ips 数组的项。 — urls — 要添加
到 urls 数组的项。
remove — 详细说明要从终结点集中删除的项的子结构。 如果没有删除项，则省略。 — ips — 要从 ips
数组中删除的项。 — urls — 要从 urls 数组中删除的项。

示例 1 请求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changes/worldwide/0000000000?
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这请求获取 Office 365 全球服务实例先前的所有变更。示例结果如下：

https://endpoints.office.com/changes/worldwide/0000000000?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
 {
  "id": 424,
  "endpointSetId": 32,
  "disposition": "Change",
  "version": "2018062700",
  "remove":
   {
    "urls":
     [
      "*.api.skype.com", "skypegraph.skype.com"
     ]
   }
 },
 {
  "id": 426,
  "endpointSetId": 31,
  "disposition": "Change",
  "version": "2018062700",
  "add":
   {
    "effectiveDate": "20180609",
    "ips":
     [
      "51.140.203.190/32"
     ]
   },
  "remove":
   {
    "ips":
     [

[
  {
    "id":3,
    "endpointSetId":33,
    "changeDescription":"Removing old IP prefixes",
    "disposition":"Change",
    "version":"2018031301",
    "remove":{
      "ips":["65.55.127.0/24","66.119.157.192/26","66.119.158.0/25",
      "111.221.76.128/25","111.221.77.0/26","207.46.5.0/24"]
    }
  },
  {
    "id":4,
    "endpointSetId":45,
    "changeDescription":"Removing old IP prefixes",
    "disposition":"Change",
    "version":"2018031301",
    "remove":{
      "ips":["13.78.93.8/32","40.113.87.220/32","40.114.149.220/32",
      "40.117.100.83/32","40.118.214.164/32","104.208.31.113/32"]
    }
  }
]

示例 PowerShell 脚本

示例 2 请求 URI：https://endpoints.office.com/changes/worldwide/2018062700?
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这请求获取 Office 365 全球实例自指定版本起的变更。在此示例中，指定版本是最新版本。示例结果如下：

https://endpoints.office.com/changes/worldwide/2018062700?clientrequestid=b10c5ed1-bad1-445f-b386-b919946339a7


运行运行  PowerShell  PowerShell 脚本脚本

<# Get-O365WebServiceUpdates.ps1
From https://aka.ms/ipurlws
v1.1 8/6/2019

DESCRIPTION
This script calls the REST API of the Office 365 IP and URL Web Service (Worldwide instance)
and checks to see if there has been a new update since the version stored in an existing
$Env:TEMP\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 file in your user directory's temp folder
(usually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Temp).
If the file doesn't exist, or the latest version is newer than the current version in the
file, the script returns IPs and/or URLs that have been changed, added or removed in the latest
update and writes the new version and data to the output file $Env:TEMP\O365_endpoints_data.txt.

USAGE
Run as a scheduled task every 60 minutes.

PARAMETERS
n/a

PREREQUISITES
PS script execution policy: Bypass
PowerShell 3.0 or later
Does not require elevation

你可以运行此 PowerShell 脚本来查看是否需要为更新的数据采取操作。 你可以将此脚本作为计划任务运
行，以检查是否存在版本更新。 为了避免 Web 服务出现过多负载，每小时运行脚本的次数不要超过一次。

此脚本执行以下操作：

$versionpath = $Env:TEMP + "\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
$datapath = $Env:TEMP + "\O365_endpoints_data.txt"

通过调用 Web 服务 REST API，检查 Office 365 全球实例终结点的版本号。

检查 $Env:TEMP\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 中的当前版本文件。 全局变量 $Env:TEMP 的
路径通常为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Temp。

如果这是首次运行脚本，则脚本将返回当前版本以及所有当前 IP 地址和 URL，将终结点版本写入
文件 $Env:TEMP\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并将终结点数据输出写入文件
$Env:TEMP\O365_endpoints_data.txt。 可通过编辑以下行来修改输出文件的路径和/或名称：

在后续每次执行脚本时，如果最新的 Web 服务版本与 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 文件中的
版本相同，则脚本将退出，而不进行任何更改。

如果最新的 Web 服务版本比 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 文件中的版本更新，则该脚本将返
回 Allow 和 Optimize 类别的终结点和筛选器，更新 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 文件中的版
本，并将更新的数据写入 O365_endpoints_data.txt 文件。

该脚本将为在其上运行的计算机生成唯一的 ClientRequestId，并在多个调用中重复使用此 ID。 此 ID 存储
在 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 文件中。

powershell.exe -file <path>\Get-O365WebServiceUpdates.ps1

1. 复制脚本并在本地硬盘驱动器或脚本位置将其另存为 Get-O365WebServiceUpdates.ps1。

2. 在首选脚本编辑器（如 PowerShell ISE 或 VS Code）中执行脚本，或使用以下命令从 PowerShell 控
制台执行：

不向脚本传递任何参数。



#>

#Requires -Version 3.0

# web service root URL
$ws = "https://endpoints.office.com"
# path where output files will be stored
$versionpath = $Env:TEMP + "\O365_endpoints_latestversion.txt"
$datapath = $Env:TEMP + "\O365_endpoints_data.txt"

# fetch client ID and version if version file exists; otherwise create new file and client ID
if (Test-Path $versionpath) {
    $content = Get-Content $versionpath
    $clientRequestId = $content[0]
    $lastVersion = $content[1]
    Write-Output ("Version file exists! Current version: " + $lastVersion)
}
else {
    Write-Output ("First run! Creating version file at " + $versionpath + ".")
    $clientRequestId = [GUID]::NewGuid().Guid
    $lastVersion = "0000000000"
    @($clientRequestId, $lastVersion) | Out-File $versionpath
}

# call version method to check the latest version, and pull new data if version number is different
$version = Invoke-RestMethod -Uri ($ws + "/version/Worldwide?clientRequestId=" + $clientRequestId)
if ($version.latest -gt $lastVersion) {
    Write-Host "New version of Office 365 worldwide commercial service instance endpoints detected"
    # write the new version number to the version file
    @($clientRequestId, $version.latest) | Out-File $versionpath
    # invoke endpoints method to get the new data
    $endpointSets = Invoke-RestMethod -Uri ($ws + "/endpoints/Worldwide?clientRequestId=" + 
$clientRequestId)
    # filter results for Allow and Optimize endpoints, and transform these into custom objects with 
port and category
    # URL results
    $flatUrls = $endpointSets | ForEach-Object {
        $endpointSet = $_
        $urls = $(if ($endpointSet.urls.Count -gt 0) { $endpointSet.urls } else { @() })
        $urlCustomObjects = @()
        if ($endpointSet.category -in ("Allow", "Optimize")) {
            $urlCustomObjects = $urls | ForEach-Object {
                [PSCustomObject]@{
                    category = $endpointSet.category;
                    url      = $_;
                    tcpPorts = $endpointSet.tcpPorts;
                    udpPorts = $endpointSet.udpPorts;
                }
            }
        }
        $urlCustomObjects
    }
    # IPv4 results
    $flatIp4s = $endpointSets | ForEach-Object {
        $endpointSet = $_
        $ips = $(if ($endpointSet.ips.Count -gt 0) { $endpointSet.ips } else { @() })
        # IPv4 strings contain dots
        $ip4s = $ips | Where-Object { $_ -like '*.*' }
        $ip4CustomObjects = @()
        if ($endpointSet.category -in ("Allow", "Optimize")) {
            $ip4CustomObjects = $ip4s | ForEach-Object {
                [PSCustomObject]@{
                    category = $endpointSet.category;
                    ip = $_;
                    tcpPorts = $endpointSet.tcpPorts;
                    udpPorts = $endpointSet.udpPorts;
                }
            }
        }



        $ip4CustomObjects
    }
    # IPv6 results
    $flatIp6s = $endpointSets | ForEach-Object {
        $endpointSet = $_
        $ips = $(if ($endpointSet.ips.Count -gt 0) { $endpointSet.ips } else { @() })
        # IPv6 strings contain colons
        $ip6s = $ips | Where-Object { $_ -like '*:*' }
        $ip6CustomObjects = @()
        if ($endpointSet.category -in ("Optimize")) {
            $ip6CustomObjects = $ip6s | ForEach-Object {
                [PSCustomObject]@{
                    category = $endpointSet.category;
                    ip = $_;
                    tcpPorts = $endpointSet.tcpPorts;
                    udpPorts = $endpointSet.udpPorts;
                }
            }
        }
        $ip6CustomObjects
    }

    # write output to screen
    Write-Output ("Client Request ID: " + $clientRequestId)
    Write-Output ("Last Version: " + $lastVersion)
    Write-Output ("New Version: " + $version.latest)
    Write-Output ""
    Write-Output "IPv4 Firewall IP Address Ranges"
    ($flatIp4s.ip | Sort-Object -Unique) -join "," | Out-String
    Write-Output "IPv6 Firewall IP Address Ranges"
    ($flatIp6s.ip | Sort-Object -Unique) -join "," | Out-String
    Write-Output "URLs for Proxy Server"
    ($flatUrls.url | Sort-Object -Unique) -join "," | Out-String
    Write-Output ("IP and URL data written to " + $datapath)

    # write output to data file
    Write-Output "Office 365 IP and UL Web Service data" | Out-File $datapath
    Write-Output "Worldwide instance"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Write-Output ""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Write-Output ("Version: " + $version.latest)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Write-Output ""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Write-Output "IPv4 Firewall IP Address Ranges"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flatIp4s.ip | Sort-Object -Unique) -join ","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Write-Output ""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Write-Output "IPv6 Firewall IP Address Ranges"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flatIp6s.ip | Sort-Object -Unique) -join ","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Write-Output ""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Write-Output "URLs for Proxy Server"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flatUrls.url | Sort-Object -Unique) -join "," | Out-File $datapath -Append
}
else {
    Write-Host "Office 365 worldwide commercial service instance endpoints are up-to-date."
}

示例 Python 脚本
运行下面的 Python 脚本（已使用 Windows 10 上的 Python 3.6.3 进行测试），可确定是否需要对已更新数
据执行操作。此脚本检查 Office 365 全球实例终结点的版本号。若有变更，它就会下载终结点，并筛选出
Allow 和 Optimize 类别终结点。它还会跨多个调用使用唯一 ClientRequestId，并将找到的最新版本保存
到临时文件中。应每小时调用一次此脚本，以检查是否有版本更新。



import json
import os
import urllib.request
import uuid
# helper to call the webservice and parse the response
def webApiGet(methodName, instanceName, clientRequestId):
    ws = "https://endpoints.office.com"
    requestPath = ws + '/' + methodName + '/' + instanceName + '?clientRequestId=' + clientRequestId
    request = urllib.request.Request(requestPath)
    with urllib.request.urlopen(request) as response:
        return json.loads(response.read().decode())
# path where client ID and latest version number will be stored
datapath = os.environ['TEMP'] + '\endpoints_clientid_latestversion.txt'
# fetch client ID and version if data exists; otherwise create new file
if os.path.exists(datapath):
    with open(datapath, 'r') as fin:
        clientRequestId = fin.readline().strip()
        latestVersion = fin.readline().strip()
else:
    clientRequestId = str(uuid.uuid4())
    latestVersion = '0000000000'
    with open(datapath, 'w') as fout:
        fout.write(clientRequestId + '\n' + latestVersion)
# call version method to check the latest version, and pull new data if version number is different
version = webApiGet('version', 'Worldwide', clientRequestId)
if version['latest'] > latestVersion:
    print('New version of Office 365 worldwide commercial service instance endpoints detected')
    # write the new version number to the data file
    with open(datapath, 'w') as fout:
        fout.write(clientRequestId + '\n' + version['latest'])
    # invoke endpoints method to get the new data
    endpointSets = webApiGet('endpoints', 'Worldwide', clientRequestId)
    # filter results for Allow and Optimize endpoints, and transform these into tuples with port and 
category
    flatUrls = []
    for endpointSet in endpointSets:
        if endpointSet['category'] in ('Optimize', 'Allow'):
            category = endpointSet['category']
            urls = endpointSet['urls'] if 'urls' in endpointSet else []
            tcpPorts = endpointSet['tcpPorts'] if 'tcpPorts' in endpointSet else ''
            udpPorts = endpointSet['udpPorts'] if 'udpPorts' in endpointSet else ''
            flatUrls.extend([(category, url, tcpPorts, udpPorts) for url in urls])
    flatIps = []
    for endpointSet in endpointSets:
        if endpointSet['category'] in ('Optimize', 'Allow'):
            ips = endpointSet['ips'] if 'ips' in endpointSet else []
            category = endpointSet['category']
            # IPv4 strings have dots while IPv6 strings have colons
            ip4s = [ip for ip in ips if '.' in ip]
            tcpPorts = endpointSet['tcpPorts'] if 'tcpPorts' in endpointSet else ''
            udpPorts = endpointSet['udpPorts'] if 'udpPorts' in endpointSet else ''
            flatIps.extend([(category, ip, tcpPorts, udpPorts) for ip in ip4s])
    print('IPv4 Firewall IP Address Ranges')
    print(','.join(sorted(set([ip for (category, ip, tcpPorts, udpPorts) in flatIps]))))
    print('URLs for Proxy Server')
    print(','.join(sorted(set([url for (category, url, tcpPorts, udpPorts) in flatUrls]))))

    # TODO send mail (e.g. with smtplib/email modules) with new endpoints data
else:
    print('Office 365 worldwide commercial service instance endpoints are up-to-date')

Web 服务接口版本控制
日后可能需要更新这些 Web 服务方法的参数或结果。 在这些 Web 服务的正式版本发布后，Microsoft 将
做出合理的努力，以事先通知 Web 服务的实质性更新。 如果认为更新必须变更使用 Web 服务的客户



更新通知

导出代理 PAC 文件

相关主题

端，Microsoft 将在新版本发布后的至少 12 个月内保留旧版（上一版）Web 服务。 在此期间未升级的客户
可能无法访问 Web 服务及其方法。 如果 Web 服务接口签名发生以下变更，客户必须确保 Web 服务的客
户端能继续正常运行，而不出现错误：

将新的可选参数添加到现有 Web 方法中，此参数既不必由旧客户端提供，也不会影响旧客户端收到的
结果。

将响应 REST 项之一或其他列中的新命名特性添加到响应 CSV。
添加新 Web 方法，其使用旧客户端未调用的新名称。

当 IP 地址和 URL 的变更发布到 Web 服务时，你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获取电子邮件通知。

若要使用 Microsoft Flow 解决方案，请参阅使用 Microsoft Flow 接收对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所
做的更改的电子邮件。

若要使用 ARM 模板部署 Azure Logic App，请参阅 Office 365 更新通知 (v1.1)。
若要使用 PowerShell 编写自己的通知脚本，请参阅 Send-MailMessage。

Get-PacFile 是 PowerShell 脚本，它从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读取最新网络终结点，并创建
示例 PAC 文件。 有关使用 Get-PacFile 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PAC 文件进行至关重要的 Office 365 流量的
直接路由。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Office 365 终结点 FAQ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媒体质量和网络连接性能

优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网络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Office 365 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networking/use-microsoft-flow-to-receive-an-email-for-changes-to-office-365/m-p/240651
https://aka.ms/ipurlws-updates-template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microsoft.powershell.utility/send-mailmessage
https://www.powershellgallery.com/packages/get-pacfil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4088321-1c89-4b96-9c99-54c75cae2e6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363bdca-b00d-4150-96c3-ec7eab5a8a43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中未包含的其
他终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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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 用途用途 目目标标 类类型型

1 导入服务以进行 PST 和文件
引入

有关其他要求，请参阅导入

服务。

不常用的出站方案

2 Microsoft Support and
Recovery Assistant for Office
365

https://autodiscover.outlook
.com 
https://officecdn.microsoft.c
om 
https://api.diagnostics.office.
com 
https://apibasic.diagnostics.
office.com 
https://autodiscover-
s.outlook.com 
https://cloudcheckenabler.az
urewebsites.net 
https://dcs-staging.azure-
api.net 
https://login.live.com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
.com 
https://login.windows.net 
https://o365diagtelemetry.tr
afficmanager.net 
https://odc.officeapps.live.co
m 
https://offcatedge.azureedg
e.net 
https://officeapps.live.com 
https://outlook.office365.co
m 
https://outlookdiagnostics.a
zureedge.net

出站服务器流量

3 Azure AD Connect（带有
SSO 选项） - WinRM 和远程
PowerShell

客户 STS 环境（AD FS 服务
器和 AD FS 代理）| TCP 端口
80 和 443

入站服务器流量

某些网络终结点以前已发布，但尚未包含在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中。Web 服务范围是跨企业外围
网络从 Office 365 用户进行连接所需的网络终结点。目前不包括：

1. 可能需要从 Microsoft 数据中心建立到客户网络的网络连接（入站混合服务器网络流量）。
2. 跨企业外围网络从客户网络上的服务器建立的网络连接（出站服务器网络流量）。
3. 用户的网络连接要求的不常用方案。
4. DNS 解析连接要求（未在下面列出）。
5. Internet Explorer 或 Microsoft Edge 受信任的站点。

除了 DNS 之外，这些对于大多数客户来说都是可选的，需要所描述的特定应用场景的情况除外。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use-network-upload-to-import-your-organization-pst-files-to-office-365-103f940c-0468-4e1a-b527-cc8ad13a5ea6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use-network-upload-to-import-your-organization-pst-files-to-office-365-103f940c-0468-4e1a-b527-cc8ad13a5ea6
https://diagnostics.office.com/#/


4 ST FS，例如 AD FS 代理服务
器（仅限联盟客户）

客户 STS（例如 AD FS 代理）|
端口 TCP 443 或 TCP
49443，带有 ClientTLS

入站服务器流量

5 Exchange Online 统一消
息/SBC 集成

本地会话边界控制器和

*.um.outlook.com 之间的双
向

仅出站服务器流量

6 邮箱迁移。从本地 Exchange
混合部署向 Office 365 进行
邮箱迁移时，Office 365 将连
接到你已发布的 Exchange
Web 服务 (EWS)/邮箱复制服
务 (MRS) 服务器。如果你需
要了解 Exchange Online 服
务器使用的 NAT IP 地址，以
限制来自特定源 IP 范围的入
站连接，可在“Exchange
Online”服务区域下的 Office
365 URL 和 IP 范围中找到
相关信息。请注意确保不会

影响对已发布 EWS 端点（如
OWA）的访问，这就需要确
保 MRS 代理会在限制来自
特定源 IP 范围的 TCP 443
连接之前先解析至独立的

FQDN 和公共 IP 地址。

客户本地 EWS/MRS 代理
TCP 端口 443

入站服务器流量

7 Exchange 混合部署共存功
能，例如忙/闲共享。

客户本地 Exchange 服务器 入站服务器流量

8 Exchange 混合部署代理身份
验证

客户本地 STS 入站服务器流量

9 用于使用 Exchange 混合配
置向导来配置 Exchange 混
合 
注意：这些终结点仅用于配

置 Exchange 混合

TCP 端口 80 和 443 上的
domains.live.com，仅用于
Exchange 2010 SP3 混合配
置向导。

GCC High，DoD IP 地址：
40.118.209.192/32；
168.62.190.41/32 

Worldwide Commercial &
GCC:
*.store.core.windows.net;
asl.configure.office.com;
mshrcstorageprod.blob.core.
windows.net;
tds.configure.office.com;
mshybridservice.trafficmana
ger.net 

仅出站服务器流量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673565.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exchange-deployment-assistant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exchange-deployment-assistant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exchange-deployment-assistant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hybrid-configuration-wizard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exchange-deployment-assistant


10 AutoDetect 服务用于
Exchange 混合部署应用场
景，可实现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Outlook 的混合
型新式验证 

*.acompli.net  

*.outlookmobile.com  

*.outlookmobile.us  

52.125.128.0/20  
52.127.96.0/23  

TCP 443 上的客户本地
Exchange 服务器

入站服务器流量

11 Office 2016 中的 Skype for
Business 包括使用 UDP 端
口的基于视频的屏幕共享。

Office 2013 和早期版本中的
先前 Skype for Business 客
户端使用 RDP over TCP 端
口 443。

TCP 端口 443 对
52.112.0.0/14 开放

Office 2013 和早期版本中的
Skype for Business 早期客户
端版本

12 Skype for Business 混合内部
部署服务器与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之间的连接

13.107.64.0/18,
52.112.0.0/14 
UDP 端口 50,000-59,999 
TCP 端口 50,000-59,999;
5061

Skype for Business 内部部署
服务器出站连接

13 具有内部部署混合连接的云

PSTN 要求网络连接对内部
部署主机开放。有关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混合配
置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和 Office 365 之间的
混合连接

Skype for Business 内部部署
混合入站

14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和和标识标识  FQDN 
FQDN 
secure.aadcdn.microsoftonline-
p.com

必须位于客户端的 Internet
Explorer (IE) 或 Edge 受信任
的站点区域内才能起作用。

受信任的站点

15 Microsoft Teams FQDN 
如果你使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 或 Microsoft Edge，
则需要启用第一方和第三方

Cookie，并将 Teams FQDN
添加到受信任的站点。这是

除 14 行列出的套件级
FQDN、CDN 和遥测之外的
补充内容。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 Microsoft Teams 的已
知问题。

受信任的站点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exchange-deployment-assistant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clients/outlook-for-ios-and-android/use-hybrid-modern-auth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hybrid/plan-hybrid-connectivity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known-issues


16 SharePoint Online 和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FQDN 
FQDN 中带有“<tenant>”的
所有“.sharepoint.com”FQDN
都需要在客户的 IE 或 Edge
受信任的站点区域中才能起

作用。除了 14 行列出的套件
级 FQDN、CDN 和遥测之
外，还需要添加这些终结点。

受信任的站点

17 Yammer 
Yammer 仅在浏览器中可
用，并要求经过身份验证的

用户通过代理传递。所有

Yammer FQDN 都需要在客
户的 IE 或 Edge 受信任的站
点区域中才能起作用。

受信任的站点

18 使用 Azure AD Connect 将
本地用户帐户同步到 Azure
AD。

请参阅混合标识所需的端口

和协议、解决 Azure AD 连接
问题和 Azure AD Connect
Health 代理安装。

仅出站服务器流量

19 Microsoft Stream（需要
Azure AD 用户令牌）。 
Office 365 全球（包括 GCC）

*.cloudapp.net 
*.api.microsoftstream.com 
*.notification.api.microsoftstr
eam.com 
amp.azure.net 
api.microsoftstream.com 
az416426.vo.msecnd.net 
s0.assets-yammer.com 
vortex.data.microsoft.com 
web.microsoftstream.com 
TCP 端口 443

入站服务器流量

20 将 MFA 服务器用于多重身
份验证请求，包括服务器的

新安装以及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 (AD DS) 进
行设置。

请参阅 Azure 多重身份验证
服务器入门。

仅出站服务器流量

相关主题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排查 Office 365 连接故障

客户端连接

内容分发网络

Microsoft Azure 数据中心 IP 范围

Microsoft 公共 IP 空间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reference-connect-port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tshoot-connect-connectivity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health-agent-install#outbound-connectivity-to-the-azure-service-endpoint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uthentication/howto-mfaserver-deploy#plan-your-deployment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4088321-1c89-4b96-9c99-54c75cae2e6d.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lient-connectivity-4232abcf-4ae5-43aa-bfa1-9a078a99c78b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ontent-delivery-networks-0140f704-6614-49bb-aa6c-89b75dcd7f1f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3602


内容传递网络（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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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究竟是什么？

Cdn 如何使服务更快地工作？

Office 365 CDN

NOTENOTE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Cdn 帮助使最终用户的 Office 365 快速而可靠。 云服务（如 Office 365）使用 Cdn 将静态资产缓存在更接近的浏览
器上，以加快下载速度并降低感觉到的最终用户延迟。 本主题中的信息将帮助您了解内容传递网络（Cdn）及其在
Office 365 中的使用方式。

CDN 是地理位置分散的网络，由高速骨干网连接的数据中心中的代理服务器和文件服务器组成。 Cdn 用于减少网
站或服务中一组指定的文件和对象的延迟和加载时间。 CDN 可能有数千个终结点，可用于从任何位置对传入请求
进行最佳处理。

Cdn 通常用于为网站或服务（如 javascript 文件、图标和图像）提供更快的常规内容下载，还可以提供对用户内容
（如 SharePoint Online 文档库中的文件、流式媒体文件）的专用访问和自定义代码。

Cdn 由大多数企业云服务使用。 云服务（如 Office 365）有数百万个客户同时下载专有内容（如电子邮件）和通用内
容（如图标）。 将图像作为每个人使用的图像（如图标）更有效，尽可能接近用户的计算机。 在每个大都市区域中（甚
至在世界各地的每个主要 Internet 集线器中）构建 CDN 数据中心时，每个云服务都不切合实际，因此其中一些
Cdn 是共享的。

同时下载常见对象（如网站图像和图标）可能会占用网络带宽，可以更好地用于下载重要的个人内容，如电子邮件

或文档。 由于 Office 365 使用包含 Cdn 的体系结构，因此可以从更接近客户端计算机的服务器上下载图标、脚本
和其他通用内容，从而使下载速度更快。 这意味着可以更快地访问你的个人内容，这会在 Office 365 数据中心中
安全存储。

Cdn 帮助以多种方式改进云服务性能：

Cdn 将网络和文件下载负担的一部分从云服务中移出，从而通过减少为静态资产提供服务请求的需求而释放云
服务资源，以提供用户内容和其他服务。

Cdn 是专门为提供低延迟文件访问而构建的，通过实现高性能的网络和文件服务器，以及利用更新的网络协议
（如HTTP/2 ）以及高效率的压缩和请求多路复用。
CDN 网络使用许多全局分布式终结点使内容可尽可能接近用户。

内置 Office 365 内容传送网络（CDN）允许 Office 365 管理员为其组织的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提供更好的性
能，具体方法是缓存静态资产，使其更接近请求的浏览器，这有助于加快下载并降低延迟。 Office 365 CDN 使
用HTTP/2 协议改进了压缩和下载速度。

Office 365 CDN 仅适用于生生产产（全球）云中的租户。 美国政府、中国和德国云中的租户目前不支持 Office 365 CDN。

Office 365 CDN 由多个 CDN 组成，用户可以在多个位置（即_源_）托管静态资产，并从全局高速网络提供这些资
产。 可以添加公共公共源、私有私有源或同时添加这两种源，具体取决于想要托管在 Office 365 CDN 中的内容种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ttp/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ttp/2


其他 Microsoft Cdn

Azure CDNAzure CDN

Microsoft Ajax CDNMicrosoft Ajax CDN

Office 365 
CDN

SharePoint site 
page

Public assets:
Site images, CSS, 

scripts

Users

SharePoint 
Online

CDN uploads assets 
from origins

Public 
origin

Documents  and 
user content

Private 
origin

Private assets:
Proprietary image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se-office-365-cdn-with-spo
https://aka.ms/sppnp-video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cdn/cdn-create-a-storage-account-with-cdn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dev/spfx/web-parts/get-started/deploy-web-part-to-cdn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cdn/cdn-manage-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aspnet/ajax/cdn/overview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se-office-365-cdn-with-spo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cdn/
https://docs.microsoft.com/aspnet/ajax/cdn/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aspnet/ajax/cdn/overview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


https://www.akamai.com/us/en/about/compliance/data-protection-at-akamai.jsp
https://azure.microsoft.com/overview/trusted-clou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93744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office-365-ip-web-service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cdn/cdn-create-a-storage-account-with-cdn
https://aka.ms/o365cdns
https://aka.ms/o365networkingprinciple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anaging-office-365-endpoint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93744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se-office-365-cdn-with-spo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


Office 365 服务中的 IPv6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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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365 订阅服务中的 IPv6 支持
Exchange Online Exchange Online 和和  IPv6 IPv6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和和  IPv6 IPv6

Skype for Business Skype for Business 和和  IPv6 IPv6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和和  IPv6 IPv6

适用于适用于  Office 365  Office 365 政府政府产产品的品的  IPv6  IPv6 支持支持

使用 IPv6 和 Office 365 时需要考虑的事项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支持 IPv6 和 IPv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Office 365 功能都完全启用了 IPv6。 这意味着，您必须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连接到 Office 365。 如果要筛选出出到 Office 365 的出站流量，则可以在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
围一文中找到 office 365 支持的 IPv6 地址的完整列表。 配置网络并允许适当的 IPv6 地址后，可以从 Microsoft 下
载中心下载Office 365 IPv6 测试计划。

如果用于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的程序支持 IPv6，则它将在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上默认使用 IPv6。 如果要控制
与 Exchange Online 的通信，请使用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中的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政府政府  G1/G3/G4/K1如果用于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程序支持 IPv6，则默认情况下它将尝试使用
IPv6。

公用多租公用多租户户云云Microsoft 在你的请求中启用 SharePoint Online IPv6。 您需要为您的组织的 DNS 基础结构提供
CIDR 表示的 IP 地址。 请记住，其他组织无法共享此 DNS 基础结构，以便对租户启用 IPv6。 启用 IPv6 之后，如果
用于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程序支持 IPv6，则默认情况下它使用 IPv6。

如果用于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程序支持 IPv6，则它将在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上默认使用 IPv6。 如果要控
制与 SharePoint Online 的通信，请使用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中的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政府政府  G1/G3/G4/K1如果用于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的程序支持 IPv6，则默认情况下它将尝试使用
IPv6。

请注意，Ipv4 在 Skype for Business 中不受支持，无法再启用。

如果通过传输层安全协议进行传输，则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EOP）支持 IPv6。 对于 EOP 范围，请使
用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适用于政府产品的 office 365 IPv6 支持符合管理部门和机构的首席信息官的管理和预算（OMB）备忘录，以及联邦
政府采用 Internet 协议版本6（IPv6备忘录. Microsoft Office 365 For 政府是一项多租户服务，可将美国政府数据存
储在隔离的社区云中。 与其他 Office 365 产品一样，它提供了生产力和协作服务，包括 Exchange Online、Skype
for Business、SharePoint Online 和 Office Professional Plus。

Microsoft Office 365 政府版产品仅适用于2013及更高版本。 有关 Office 365 政府版产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宣布
office 365 For 政府： A 美国政府社区云。 Arm 规章中的国际流量（ITAR）是一组美国政府管理法规，可控制美国英
语的文章和服务的导出和导入Munitions 列表（USML）。

适用于企业的 microsoft Office 365 为 Microsoft 工作效率解决方案提供专用托管服务，这些服务支持需要联邦信
息安全的美国联邦机构的安全、隐私和法规遵从性要求管理（FISMA）认证和商业实体受 ITAR 的制约。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9344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2541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2541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25415


另请参阅

我们建议您不要禁用 IPv6。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指南文章。 若要确定网络中使用的 IP 版本，请考虑以下事项：

如果命令提示符处的IPConfig命令的显示包含名为 "IPv6 地址" 或 "临时 IPv6 地址" 的行，则您的环境中有
IPv6。

如果所有 IPv6 地址都以 "fe80" 开头，并且对应于名为 "Link Local IPv6 Address" 的行，则您的环境中没有
IPv6。

这些注意事项可能适用于您的网络：

公共订阅服务不支持通过 IPv6 通过信用卡购买。 这不适用于政府社区云（GCC），因为政府拥有企业协议
（EA）许可。

IPv6 不支持某些权限管理服务（RMS）方案。

IPv6 不支持 BlackBerry® Enterprise Server （BE），因为 BlackBerry 不支持 IPv6。

如果将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AD FS）与 Office 365 一起使用，则不支持使用 IPv6 将 AD FS
网络终结点播发到 Office 365。 使用 Exchange Online 时，不应在 AD FS DNS 条目中包含 AAAA 记录。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ttps://aka.ms/o365ip6

IPv6 学习路线图

IPv6 生存指南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929852/guidance-for-configuring-ipv6-in-windows-for-advanced-users
https://aka.ms/o365ip6
https://docs.microsoft.com/previous-versions/windows/it-pro/windows-server-2008-r2-and-2008/gg250710(v%3dws.10)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1728.ipv6-survival-guide.aspx


Office 365 中的 NAT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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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使用 NAT？

为什么您需要将这么多的连接同时打开到 Office 365？

使用 Office 365 计算单个公共 IP 地址后的最大受支持设备数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以前，建议使用每个 IP 地址连接到 Office 365 的 Exchange 客户端的最大数量大约为每个网络端口2000个客户
端。

通过使用 NAT，企业网络中的数以千计的人员可以 "共享" 几个可公开路由的 IP 地址。

大多数公司网络使用专用（RFC1918） IP 地址空间。 专用地址空间由 Internet 分配的号码颁发机构（IANA）分配，
专门用于不直接路由到全球 Internet 的网络。

若要在专用 IP 地址空间上提供对设备的 Internet 访问，组织需要使用提供网络地址转换（NAT）或端口地址转换
（PAT）服务的防火墙和代理等网关技术。 这些网关使来自内部设备（包括 Office 365）的通信显示为来自一个或多
个可公开路由的 IP 地址。 来自内部设备的每个出站连接都会转换为公共 IP 地址上的其他源 TCP 端口。

Outlook 可能会打开八个或更多的连接（在有加载项、共享日历、邮箱等的情况下）。 由于基于 Windows 的 NAT
设备上最多可提供64000个端口，因此在端口耗尽之前，IP 地址最多可以有8000个用户。 请注意，如果客户使用
的是基于非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NAT 设备，则可用端口总数取决于所使用的 NAT 设备或软件。 在这种情况下，
最大端口数可能小于64000。 端口的可用性也受其他因素（如 Windows 限制4000端口以供其自己使用）的影响，
这会将可用端口的总数减少到 60 000。可以同时连接的其他应用程序（如 Internet Explorer），需要额外的端口。

若要确定单个公共 IP 地址后的最大设备数，应监视网络流量以确定每个客户端的峰值端口使用率。 此外，应将峰
值因子用于端口使用情况（最小值为4）。

使用以下公式使用以下公式计计算每个算每个  IP 地址支持的地址支持的设备设备数：数：

单个公共 IP 地址后的最大受支持设备数 = （64000限制的端口）/（峰值端口消耗 + 峰值因子）

例如，如果例如，如果满满足以下条件：足以下条件：

受限端口：受限端口：  针对操作系统的4000

峰峰值值端口消耗：端口消耗：  每个设备6个

峰峰值值因子：因子：  4

然后，单个公共 IP 地址后的最大支持设备数 = （64000-4000）/（6 + 4） = 6000

发布 Office 365 托管包，包括在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2007 的9月2011更新中，或 Microsoft Outlook 2010 的
11 2011 月，或后续更新中，来自 Outlook 的连接数（两个 Office Outlook 2007 with ServicePack 2 和 Outlook
2010）到 Exchange 可以只是2个。 您需要考虑不同的操作系统、用户行为等，以确定您的网络在高峰期所需的最
小和最大端口数。

如果要支持单个公用 IP 地址后面的更多设备，请按照概述的步骤来评估可支持的最大设备数：

监视网络流量以确定每个客户端的峰值端口使用率。 应收集以下数据：



另请参阅

从多个位置

从多个设备

多次

使用上述公式可计算在其环境中可支持的每个 IP 地址的最大用户数。

有多种方法可以在其他公用 IP 地址之间分发客户端负载。 可用策略取决于企业网关解决方案的功能。 最简单的
解决方案是对用户地址空间进行分段，并对每个网关静态 "分配" 多个 IP 地址。 许多网关设备提供的另一种方法
是能够使用 IP 地址池。 地址池的优势在于，随着用户群的增长，更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和减少需求调整。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Office 365 终结点 FAQ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4088321-1c89-4b96-9c99-54c75cae2e6d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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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规划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了解如何将 Azure ExpressRoute 与 Office 365 结合使用，以及如何规划在部署 Azure ExpressRoute 以用于 Office
365 时所需的网络实施项目。 在 Azure 中运行的基础结构和平台服务通常可解决网络体系结构和性能注意事项的
好处。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建议为 Azure 提供 ExpressRoute。 作为服务产品（如 Office 365 和 Dynamics 365）构
建为通过 Internet 安全可靠地访问。 您可以阅读有关 Internet 性能和安全性的信息，以及在评估 office 365 网络
连接的文章中，您可能会考虑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需要 Microsoft 授权才能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当客户的法规要求要求直接连接时，Microsoft 会检查每个
客户请求并授权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的使用情况。 如果您有这样的要求，请提供指向您所解释的法规的文本摘录和
web 链接，这意味着在从Office 365 请求的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请求中需要直接连接才能开始 Microsoft 评审。 尝试为
Office 365 创建路由筛选器的未授权订阅将收到一条错误消息。

现在，您可以为选定的 Office 365 网络流量添加到 Office 365 的直接网络连接。 Azure ExpressRoute 提供了一个
直接连接，可预测的性能，并附带了适用于 Microsoft 网络组件的99.95% 的正常运行时间 SLA。 对于不受 Azure
ExpressRoute 支持的服务，您仍需要 internet 连接。

除了 internet 连接之外，还可以选择通过直接连接（可预测性和 Microsoft 网络组件的99.95% 正常运行时间 SLA）
将 Office 365 网络流量的子集路由。 Azure ExpressRoute 为你提供与 Office 365 和其他 Microsoft 云服务的专用
网络连接。

无论您是否具有现有 MPLS WAN，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之一将 ExpressRoute 添加到网络体系结构中;通过受支持的
云交换共同位置提供程序、以太网点到点连接提供程序或通过 MPLS 连接提供程序。 查看您的区域中提供了哪些
提供程序。 直接 ExpressRoute 连接将启用与在其中包含 Office 365 服务的应用程序的连接（如下所示）。 所有其
他应用程序和服务的网络流量将继续穿越 internet。

请考虑以下高级网络图表，该图显示了通过 internet 连接到 Microsoft 数据中心的典型 Office 365 客户，可访问所
有 Microsoft 应用程序，如 Office 365、Windows Update 和 TechNet。 客户使用类似的网络路径，无论是从本地
网络还是独立的 internet 连接进行连接。

https://aka.ms/o365erreview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181709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现在，查看已更新的图表，该图表描述了使用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连接到 Office 365 的 Office 365 客户。 请
注意，某些连接（如公用 DNS 和内容传递网络节点）仍需要公共 internet 连接。 此外，还请注意，不位于其
ExpressRoute 连接建筑物中的客户用户通过 Internet 进行连接。

是否仍需要详细信息？ 了解如何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管理网络流量，并了解如何为Office 365
配置 azure expressroute。 我们还在频道9上记录了10部分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培训系列，以帮助
更全面地解释这些概念。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1da26c6-2d39-4379-af6f-4da213218408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faqs/
https://channel9.msdn.com/series/aer


包含什么 Office 365 服务？

包含的包含的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Exchange Online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Delve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Microsoft 团队  

SharePoint Online  
OneDrive for Business  
Project Online  

门户和共享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连接  
Office  

实现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下表列出了通过 ExpressRoute 支持的 Office 365 服务。 请查看 " Office 365 终结点" 一文，了解对这些应用程序
的哪些网络请求需要 internet 连接。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这些应用程序中的每个应用程序都具有不受 ExpressRoute 支持的 internet 连接要求，请参阅Office 365 终结点
一文以了解详细信息。

1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不包含在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客户端下载、内部部署标识提供程序登录和
Office 365 （由 21 Vianet （在21）服务中）的服务在中国。

实施 ExpressRoute 需要参与网络和应用程序所有者，并需要仔细规划，以确定新的网络路由体系结构、实现安全
的带宽要求、高可用性等。 若要实现 ExpressRoute，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 全面了解 Office 365 连接规划中的需要 ExpressRoute 满足。 了解哪些应用程序将使用 internet 或
ExpressRoute，并在使用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流量的上下文中全面规划网络容量、安全
性和高可用性需求。

2. 确定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流量 的出口和对等位置。1

3. 确定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连接上所需的容量。

4. 制定了实施安全性和其他标准外围控制 的计划。1

5. 具有有效的 Microsoft Azure 帐户以订阅 ExpressRoute。

6. 选择连接模型和已批准的提供程序。 请注意，客户可以选择多个连接模型或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不需要
与现有网络提供程序相同。

7. 先验证部署，然后再将流量定向到 ExpressRoute。

8. （可选）实施 QoS和评估区域扩展。

重要的性能注意事项。 此处的决策可能会大大影响对诸如 Skype for business 等应用程序至关重要的延迟。1

有关其他参考，除了ExpressRoute 文档之外，还应使用我们的路由指南。

若要购买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您需要与一个或多个已批准的提供商合作，以使用 ExpressRoute
Premium 订阅设置所需的数量和大小电路。 没有其他许可证可从 Office 365 购买。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1da26c6-2d39-4379-af6f-4da213218408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xpressroute-and-qos-in-skype-for-business-online-20c654da-30ee-4e4f-a764-8b7d8844431d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introduction/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outing-with-expressroute-for-office-365-e1da26c6-2d39-4379-af6f-4da213218408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相关主题

另请参阅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ttps://aka.ms/expressrouteoffice365

准备好注册适用于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吗？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管理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连接

使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路由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网络计划

实现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场景中使用 BGP 社区（预览）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媒体质量和网络连接性能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Office 365 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Microsoft 365 企业版概述

https://aka.ms/expressrouteoffice365
https://aka.ms/ert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bgp-communities-in-expressrout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urls-and-ip-address-range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enterprise/microsoft-365-overview


实现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2019/12/4 •

通过收集要求开始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提供了到多个面向 internet 的 Office 365 服务的备用路由路径。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体系结构基于 Office 365 服务的广告公共 IP 前缀，这些前缀已在 Internet 上可通过 Internet
访问，以便随后将这些 IP 前缀再分发到你的网络。 通过 ExpressRoute，可以有效地通过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为许多 Office 365 服务启用几种不同的路由路径。 你的网络上的路由状态可能会对你的内部网络拓扑的设计进行
重大更改。

状状态态：：  完整指南 v2

您必须仔细规划您的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实施，以适应具有通过将路由插入到核心网络和 internet 的专用
线路提供的网络复杂性。 如果您和您的团队不在本指南中执行详细的规划和测试，则在启用 ExpressRoute 电路
时，会有一个高风险，导致连接到 Office 365 服务的连接间歇或总丢失。

若要成功实施，您需要分析基础结构要求，了解详细的网络评估和设计，仔细规划部署并以暂存和控制的方式，并

构建详细的验证和测试计划。 对于大型的分布式环境，在几个月内查看实现情况并不常见。 本指南旨在帮助您提
前进行规划。

大型成功部署可能需要六个月进行规划，并且通常包含来自组织中的许多方面的团队成员，包括网络、防火墙和代

理服务器管理员、Office 365 管理员、安全性、最终用户支持、项目管理和执行赞助。 您在规划过程中的投资将降
低您在宕机或复杂且成本高昂的故障排除方面遇到部署故障的可能性。

在启动本实施指南之前，我们期望完成以下先决条件。

1. 你已完成网络评估，以确定是否建议并批准 ExpressRoute。

2. 您已选择 ExpressRoute 网络服务提供商。 查找有关ExpressRoute 合作伙伴和对等位置的详细信息。

3. 您已阅读并理解expressroute 文档，并且您的内部网络能够满足 expressroute 先决条件端到端。

4. 您的团队已阅读频道9上的所有公共指南https://aka.ms/expressrouteoffice365和https://aka.ms/ert文档，并
对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培训系列进行了跟踪，以了解关键技术详细信息，包括：

SaaS 服务的 internet 依赖项。

如何避免非对称路由和处理复杂路由。

如何合并外围安全、可用性和应用程序级别的控制。

 

首先，确定您计划在组织中采用哪些功能和服务。 您需要确定将使用不同的 Office 365 服务的功能以及网络上的
哪些位置将使用这些功能承载用户。 在应用场景目录中，需要添加每个方案所需的网络属性;如入站和出站网络流
量流，以及 Office 365 终结点是否可通过 ExpressRoute 使用。

若要收集组织的要求：

编录组织使用的 Office 365 服务的入站和出站网络流量。 有关不同 Office 365 方案所需流的说明，请参阅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页面。

收集现有网络拓扑的文档，其中显示了内部 WAN 主干和拓扑的详细信息、卫星站点的连接、最后一次英里
用户连接、路由到网络外围出口点和代理服务。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expressroute/
https://aka.ms/expressrouteoffice365
https://aka.ms/ert
https://channel9.msdn.com/series/aer


对对出站和入站网出站和入站网络络流量流量进进行行编编目目

标识网络关系图上的入站服务终结点，Office 365 和其他 Microsoft 服务将连接到，同时显示 internet
和建议的 ExpressRoute 连接路径。

确定位置之间的所有地理位置用户位置和 WAN 连接，以及哪些位置当前有传出到 internet 以及哪些
位置被建议将传出到 ExpressRoute 对等位置。

确定所有边缘设备（如代理、防火墙等），并将它们的关系编录为通过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传输
的流。

记录最终用户是否将通过直接路由或间接应用程序代理访问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流的 Office
365 服务。

将租户和 "满足我的位置" 位置添加到网络图中。

估计从主要用户位置到 Office 365 的预期和观测的网络性能和延迟特征。 请注意，Office 365 是一组全局
的分布式服务，用户将连接到可能不同于其租户位置的位置。 出于此原因，建议使用 ExpressRoute 和
Internet 连接衡量和优化用户与 Microsoft 全局网络最接近的边缘之间的延迟。 您可以使用网络评估中的发
现来帮助执行此任务。

列出公司网络安全性和需要使用新的 ExpressRoute 连接所需满足的高可用性要求。 例如，在 Internet 出口
或 ExpressRoute 电路故障发生时，用户如何继续获取 Office 365 的访问权限。

记录哪个入站和出站 Office 365 网络流将使用 Internet 路径，并将使用 ExpressRoute。 你的用户的地理位
置的具体信息以及你的本地网络拓扑的详细信息可能要求计划不同于一个用户位置。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路由和其他网络复杂性，我们建议您仅将 ExpressRoute 用于 Office 365，以实现由于法规要
求或网络评估结果而需要通过专用连接的网络流量流。 此外，我们建议你暂存 ExpressRoute 路由的范围，并将出
站和入站网络流量流作为实施项目的不同和不同阶段。 部署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仅供用户启动的出
站网络流量流并在 Internet 中留下入站网络流量流，可帮助控制拓扑复杂性和引入额外的非对称的风险增加路由
可能性。

您的网络流量目录应包含您在本地网络和 Microsoft 之间拥有的所有入站和出站网络连接的列表。

出站网络流量流是从本地环境（如内部客户端或服务器）使用 Microsoft 服务的目标启动连接的任何场景。
这些连接可以直接连接到 Office 365 或间接，例如当连接通过代理服务器、防火墙或指向 Office 365 的路
径上的其他网络设备时。

入站网络流量流是从 Microsoft 云中启动到本地主机的连接的任何场景。 这些连接通常需要经过防火墙和
其他安全基础结构，客户安全策略需要针对外部发起的流。

阅读 "确保在 Office 365 终结点参考" 365一文中的 "确保哪些服务将发送入站流量" 和 "在office 终结点参考" 一文
中查找标记为为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 的列的 "确保路由的路由确保路由的路由" 部分，以确定其他连接信息。

对于每个需要出站连接的服务，您需要描述服务的计划连接，包括网络路由、代理配置、数据包检查和带宽需求。

对于每个需要入站连接的服务，您都需要一些其他信息。 Microsoft 云中的服务器将建立与您的本地网络的连接。
若要确保正确建立了连接，您需要描述此连接的各个方面，包括;将接受这些入站连接的服务的公共 DNS 条目、
CIDR 格式的 IPv4 IP 地址、涉及的 ISP 设备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连接的入站 NAT 或源 NAT。

无论是通过 internet 还是 ExpressRoute 连接入站连接，以确保未引入非对称路由，应查看入站连接。 在某些情况
下，Office 365 服务启动入站连接的本地终结点可能还需要由其他 Microsoft 和非 Microsoft 服务访问。 为实现针
对 Office 365 的这些服务的 ExpressRoute 路由不会中断其他方案，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许多情况下，客户可能需
要对内部网络（如基于源的 NAT）实施特定的更改，以确保启用 ExpressRoute 后来自 Microsoft 的入站流仍保持对
称。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所需的详细信息级别。 在这种情况下，Exchange 混合将通过 ExpressRoute 路由到内部部署系
统。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outing-with-expressroute-for-office-365-e1da26c6-2d39-4379-af6f-4da213218408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urls-and-ip-address-ranges-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CONNECTION 属性属性 值值

网网络络流量方向流量方向  进货 

服服务务  Exchange 混合 

公共公共  Office 365 终结终结点（源）点（源）  Exchange Online （IP 地址） 

公共本地公共本地终结终结点（目点（目标标））  5.5.5.5 

公用（公用（ Internet））  DNS 条目条目  Autodiscover.contoso.com 

此本地此本地终结终结点是否适用于其他（非点是否适用于其他（非

Office 365））  Microsoft 服服务务  
否 

Internet 上的用上的用户户/系系统统是否使用此本是否使用此本

地地终结终结点点  
是 

通通过过公用公用终结终结点点发发布的内部系布的内部系统统  Exchange Server 客户端访问角色（本
地）192.168.101、192.168.102、
192.168.103 

公共公共终结终结点的点的  IP 广告广告  到到  Internet： 5.5.0.0/16 
到到  ExpressRoute： 5.5.5.0/24 

安全性安全性/外外围围控件控件  Internet 路径路径： DeviceID_002 
ExpressRoute 路径路径： DeviceID_003 

高可用性高可用性  跨2地域冗余的主动/主动 
ExpressRoute 电路-芝加哥和达拉斯 

路径路径对对称控制称控制  方法方法：源 NAT 
Internet 路径路径：源 NAT 到192.168.5.5
的入站连接 

ExpressRoute 路径路径：源 NAT 与
192.168.1.0 （芝加哥）和192.168.2.0
（达拉斯）的连接 

CONNECTION 属性属性 值值

网网络络流量方向流量方向  出站 

服服务务  SharePoint Online 

内部部署内部部署终结终结点（源）点（源）  用户工作站 

公共公共  Office 365 终结终结点（目点（目标标））  SharePoint Online （IP 地址） 

公用（公用（ Internet））  DNS 条目条目  *. sharepoint.com （以及其他 Fqdn） 

CDN 检检索索  cdn.sharepointonline.com （和其他 Fqdn）-由 CDN 提供程序维
护的 IP 地址 

以下是仅出站的服务示例：



正在使用的正在使用的  IP 播播发发和和  NAT Internet 路径路径/源源  NAT： 1.1.1.0/24 
ExpressRoute 路径路径/源源  NAT： 1.1.2.0/24 （芝加哥）和
1.1.3.0/24 （达拉斯） 

Connectivity 方法方法  Internet： via 第7层代理（pac 文件） 
ExpressRoute：直接路由（无代理） 

安全性安全性/外外围围控件控件  Internet 路径路径： DeviceID_002 
ExpressRoute 路径路径： DeviceID_003 

高可用性高可用性  Internet 路径路径：冗余 internet 出口 
ExpressRoute 路径路径：跨2个地理位置冗余的 expressroute 电路
的主动/主动热刷路线-芝加哥和达拉斯 

路径路径对对称控制称控制  方法方法：源 NAT 用于所有连接 

CONNECTION 属性属性 值值

区域区域连连接的网接的网络络拓扑拓扑设计设计

 

了解服务及其关联的网络流量流后，可以创建一个包含这些新的连接要求的网络图，并说明将对 Office 365 使用
ExpressRoute 所做的更改。 您的图表应包括：

1. 将从其访问 Office 365 和其他服务的所有用户位置。

2. 所有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出口点。

3. 管理网络中和外部连接的所有出站和入站设备，包括路由器、防火墙、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和入侵检测/预
防。

4. 所有入站流量的内部目标，例如接受来自 ADFS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的连接的内部 ADFS 服务器。

5. 将公布的所有 IP 子网的目录

6. 确定用户将从其访问 Office 365 的每个位置，并列出将用于 ExpressRoute 的 "满足我" 的位置。

7. 内部网络拓扑的位置和部分，在其中将接受、筛选出从 ExpressRoute 获知的 Microsoft IP 前缀并将其传播
到。

8. 网络拓扑应说明每个网段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如何通过 ExpressRoute 和/或 Internet 连接到 Microsoft 网络。

下图显示了用户将使用 Office 365 的每个位置以及入站和出站路由播发到 Office 365。





对于出站流量，人员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访问 Office 365：

1. 通过北美地区的 "满足我的人员" 为加州的人员。

2. 通过中国香港地区的 "我的好友" 位置，为香港地区的人员。

3. 在孟加拉的人较少，并且未预配 ExpressRoute 电路的情况下通过 internet。

同样，Office 365 中的入站网络流量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返回：

1. 通过北美地区的 "满足我的人员" 为加州的人员。

2. 通过中国香港地区的 "我的好友" 位置，为香港地区的人员。

3. 在孟加拉的人较少，并且未预配 ExpressRoute 电路的情况下通过 internet。



确定适当的确定适当的  " "符合我的位置符合我的位置" " 位置位置

加利福尼加利福尼亚亚和和纽约纽约的的计计划的划的

EXPRESSROUTE 符合我的新位符合我的新位

置置

位置 人数 Internet 出口的预期延迟到
Microsoft 网络 

通过 ExpressRoute 对
Microsoft 网络的预期延迟 

Los Angeles 10,000 ~ 15ms ~ 10ms （经由硅谷） 

华盛顿 DC 15,000 ~ 20 毫秒 ~ 10ms （通过纽约） 

将您的 ExpressRoute 电路连接到 Microsoft 网络的位置的 "满足我的存储位置" 选择 "满足我的地理位置"，受用户
从其访问 Office 365 的位置影响。 作为 SaaS 服务，Office 365 不在 IaaS 或 PaaS 区域模型下按照与 Azure 相同
的方式运行。 相反，Office 365 是一组分布式服务，在其中用户可能需要连接到多个数据中心和地区的终结点，这
可能不一定在承载用户租户的同一位置或区域中。

这意味着在为 Office 365 选择 "满足我的 ExpressRoute 的用户定位-我的位置" 时，您需要做的最重要的考虑事项
是组织中的人员将从其进行连接。 最佳 Office 365 连接的一般建议是实现路由，以便通过最短网络路径将对
Office 365 服务的用户请求传递到 Microsoft 网络中，这通常也称为 "热刷" 路由。 例如，如果大多数 Office 365 用
户位于一个或两个位置，则选择 "符合我的位置" 与这些用户的位置最接近的位置将创建最佳设计。 如果贵公司在
许多不同的地区拥有大量用户群体，则您可能需要考虑拥有多个 ExpressRoute 电路和 "满足我" 的位置。 对于你的
一些用户位置，Microsoft 网络和 Office 365 中的最短/最佳路径可能不是通过内部 WAN 和 ExpressRoute 符合我
的网络点，而是通过 Internet。

通常情况下，可以在与用户相对邻近的区域中选择多个 "符合我的位置"。 填写下表以指导你的决定。



州 5,000 ~ 15ms ~ 40ms （通过纽约） 

加利福尼加利福尼亚亚和和纽约纽约的的计计划的划的

EXPRESSROUTE 符合我的新位符合我的新位

置置

在显示 Office 365 区域、ExpressRoute 网络服务提供商 "满足我的位置" 和 "按位置的人员数量" 的全局网络体系结
构已开发好之后，可以使用它来确定是否可以进行优化。 它还可以显示全局发夹网络连接，在此连接中，流量路由
到远处的位置以获取 "满足我的位置" 位置。 如果发现了全局网络上的发夹，则应在继续操作之前对其进行修正。
请找到另一个 "网上邻居" 位置，或使用 "选择性 Internet" 的出站点以避免发夹。

第一个图表显示了北美有两个物理位置的客户示例。 您可以查看有关 "office 位置"、"Office 365 租户" 位置以及针
对 ExpressRoute "满足我" 位置的几个选项的信息。 在此示例中，客户根据两个原则选择了 "符合我的位置"，顺序
如下：

1. 与组织中的人员最接近的距离。

2. 最接近于 Microsoft 数据中心的位置，其中承载 Office 365。

第二个图显示了一个包含类似信息和决策制定的多国客户的示例，这一点更深入地进一步扩展了此概念。 此客户
在孟加拉国中有一个小型办公室，只有十个人的一小团队致力于在区域中增长其占用量。 在金奈中有一个 "满足我
的位置" 和一个在金奈中托管 Office 365 的 Microsoft 数据中心，因此 "满足我的位置" 将有意义;但是，对于10人来
说，额外电路的费用是繁重的。 在查看网络时，您需要确定在网络中发送网络流量所涉及的延迟是否比花费资金来
获得另一个 ExpressRoute 电路更有效。

或者，当我们的网络流量通过 internet 发送到 Microsoft 网络时，孟加拉的10名人员可能会遇到更好的性能，因为
在介绍的规划图和复制过程中，他们会在其内部网络上进行路由如下.



创建适用于 Office 365 实施计划的 ExpressRoute

使用使用  internet  internet 和和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网网络络路径路径规规划路由划路由

规规划划带宽带宽、安全性、高可用性和故障、安全性、高可用性和故障转转移移

 

您的实施计划应包括配置 ExpressRoute 的技术详细信息，以及在网络上配置所有其他基础结构的详细信息，如下
所示。

规划在 ExpressRoute 和 Internet 之间分割的服务。

规划带宽、安全性、高可用性和故障转移。

设计入站和出站路由，包括针对不同位置的正确路由路径优化

确定将向您的网络中播发的 ExpressRoute 路由的距离，以及客户端选择 Internet 或 ExpressRoute 路径的机
制是什么;例如，直接路由或应用程序代理。

规划 DNS 记录更改，包括发件人策略框架条目。

规划 NAT 策略，包括出站源 NAT 和入站源 NAT。

 

对于初始部署，建议使用 internet 的所有入站服务（如入站电子邮件或混合连接）。

规划最终用户客户端局域网路由，例如配置 PAC/WPAD 文件、默认路由、代理服务器和 BGP 路由播发。

规划外围路由，包括代理服务器、防火墙和云代理。

 

制定针对每个主要 Office 365 工作负载所需的带宽的计划。 分别估计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带宽要求。 您可以使用我们为 Exchange Online 和 Skype for Business 提供的估计计算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789058%28v=exchg.150%29.aspx
https://aka.ms/manageo365endpoints


在抖在抖动动、延、延迟迟、、拥拥塞和余地上塞和余地上规规划包含划包含  Skype for Business  Skype for Business 要求的要求的带宽带宽要求要求

规规划高可用性要求划高可用性要求

规规划网划网络络安全要求安全要求

设计设计出站服出站服务连务连接接

设计设计入站服入站服务连务连接接

器作为开始位置;但是，必须具有用户配置文件和位置的代表性示例的试点测试，才能充分了解组织的带宽需求。

添加在每个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出口位置处理安全性的方式在您的计划中，记住到 Office 365 的所有
ExpressRoute 连接使用公共对等连接，但仍必须按照与外部连接的公司安全策略进行安全保护networks.

向计划中添加有关哪些人将受到哪种类型的中断影响的详细信息，以及这些人员如何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在完全

容量内执行其工作的详细信息。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还具有特定的其他网络要求，这些要求在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文章媒体质量
和网络连接性能中进行了详细介绍。

阅读使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中的Azure ExpressRoute 的的  "带宽规带宽规划划" 一节。

当你的试点用户执行带宽评估时，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指南;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的 Office 365 性能优化。

创建高可用性计划以满足您的需求，并将其合并到更新后的网络拓扑图中。 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在网络规划中使用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的高可用性和故障的高可用性和故障转转移移阅读部分。

创建符合网络安全要求的计划，并将其合并到更新后的网络拓扑图中。 阅读使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在网
络规划中将安全控制将安全控制应应用于用于  Azure 365 ExpressRoute的一节。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具有可能不熟悉的出站网络要求。 具体来说，将用户和网络与 Office 365 表示
的 IP 地址，并充当到 Microsoft 的出站网络连接的源终结点，必须遵循下面概述的特定要求。

1. 终结点必须是公共 IP 地址，它们已注册到您的公司或提供与您的 ExpressRoute 连接的运营商。

2. 必须将终结点播发到 Microsoft 并通过 ExpressRoute 验证/接受这些终结点。

3. 不得将终结点公布到具有相同或更多首选路由指标的 Internet。

4. 终结点不得用于连接到未通过 ExpressRoute 配置的 Microsoft 服务。

如果您的网络设计不符合这些要求，则您的用户将遇到由于路由黑色 holing 或非对称路由而导致的 Office 365 和
其他 Microsoft 服务连接故障的高风险。 当通过 ExpressRoute 路由对 Microsoft 服务的请求时，将发生这种情况，
但响应通过 internet 路由回来，反之亦然，并且这些响应被状态网络设备（如防火墙）丢弃。

您可以用来满足上述要求的最常用方法是使用源 NAT，它可以作为网络的一部分实现，也可以由您的
ExpressRoute 运营商提供。 源 NAT 允许你从 ExpressRoute 中抽象出 internet 网络的详细信息和专用 IP 寻址，以
及结合使用正确的 IP 路由播发，提供一种简单的机制来确保路径对称。 如果要使用特定于 ExpressRoute 对等位
置的有状态网络设备，则必须为每个 ExpressRoute 对等项实现单独的 NAT 池，以确保路径对称。

阅读有关EXPRESSROUTE NAT 要求的详细信息。

将出站连接的更改添加到网络拓扑图中。

 

大多数企业 Office 365 部署假定从 Office 365 到本地服务的某种形式的入站连接，如 Exchange、SharePoint 和
Skype for Business 混合方案、邮箱迁移和使用 ADFS 的身份验证基本. 当 ExpressRoute 在本地网络和 Microsoft
之间启用了其他路由路径以实现出站连接时，这些入站连接可能会因非对称路由而意外受到影响，即使您打算让这

些流继续使用 Internet。 建议使用下面介绍的一些预防措施，以确保从 Office 365 到本地系统的基于 Internet 的入
站流无任何影响。

若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入站网络流量流的非对称路由风险，所有入站连接都应先使用源 NAT，然后再将源 NAT 路
由到网络段，从而将可见性路由到 ExpressRoute。 如果允许传入连接到在没有源 NAT 的 ExpressRoute 中具有路
由可见性的网段，则从 Office 365 发出的请求将从 internet 进入，但返回到 Office 365 的响应将优先于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edia-quality-and-network-connectivity-performance-in-skype-for-business-onlin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network-planning-with-expressroute-for-office-365-103208f1-e788-4601-aa45-504f896511c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performance-tuning-using-baselines-and-performance-history-1492cb94-bd62-43e6-b8d0-2a61ed88eba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network-planning-with-expressroute-for-office-365-103208f1-e788-4601-aa45-504f896511c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network-planning-with-expressroute-for-office-365-103208f1-e788-4601-aa45-504f896511cd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nat/


更新网更新网络络拓扑拓扑计计划以划以显显示如何避免非示如何避免非对对称路由称路由

ExpressRoute返回到 Microsoft 网络的网络路径，从而导致不对称路由。

您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实现模式之一来满足此要求：

1. 先执行源 NAT，然后再使用网络设备（例如防火墙）或从 Internet 到本地系统的路径上的负载平衡器将请求
路由到内部网络。

2. 确保 ExpressRoute 路由不会传播到入站服务（如前端服务器或反向代理系统）的网络段，以处理 Internet 连
接。

在网络中显式记帐这些方案，并通过 Internet 保留所有入站网络通信流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对称路由的部署
和操作风险。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选择通过 ExpressRoute 连接来指示某些入站流量。 在这些情况下，请考虑以下其他注意
事项。

1. Office 365 只能面向使用公共 Ip 的本地终结点。 这意味着，即使内部部署入站终结点仅向基于
ExpressRoute 的 Office 365 公开，仍需要与之关联的公用 IP。

2. Office 365 服务为解决本地终结点而执行的所有 DNS 名称解析均使用公用 DNS 进行。 这意味着，您必须
将入站服务终结点 "FQDN" 注册到 Internet 上的 IP 映射。

3. 为了通过 ExpressRoute 接收入站网络连接，必须将这些终结点的公共 IP 子网公布到基于 ExpressRoute 的
Microsoft。

4. 仔细评估这些入站网络流量流，以确保按照贵公司的安全和网络策略对其应用正确的安全和网络控制。

5. 一旦将本地入站终结点通过 ExpressRoute 播发到 Microsoft，ExpressRoute 将有效地成为所有 Microsoft 服
务（包括 Office 365）的首选路由路径。 这意味着这些终结点子网必须仅用于与 Office 365 服务通信，而不
能用于 Microsoft 网络上的其他服务。 否则，您的设计将导致非对称路由，来自其他 Microsoft 服务的入站
连接更愿意路由入站传入的 ExpressRoute，而返回路径将使用 Internet。

6. 如果 ExpressRoute 电路或 "满足我的位置" 断开，则需要确保本地入站终结点仍可在单独的网络路径上接受
请求。 这可能意味着通过多个 ExpressRoute 电路为这些终结点公布子网。

7. 我们建议通过 ExpressRoute 为进入网络的所有入站网络流量应用源 NAT，尤其是当这些流量流经各种状态
的网络设备（如防火墙）时。

8. 某些本地服务（例如 ADFS 代理或 Exchange 自动发现）可能会收到来自 Internet 的 Office 365 服务和用户
的入站请求。 对于这些请求，Office 365 将针对与 Internet 上的用户请求相同的 FQDN。 允许从 internet 到
这些本地终结点的入站用户连接，同时强制 Office 365 连接使用 ExpressRoute，这表示显著的路由复杂性。
由于操作方面的考虑，我们不建议大多数客户通过 ExpressRoute 实施此类复杂方案。 此额外的开销包括，
管理非对称路由的风险，并且将要求您仔细管理跨多个维度的路由广告和策略。

 

您希望避免使用非对称路由，以确保组织中的人员能够无缝使用 Office 365 以及 internet 上的其他重要服务。 客
户有两个常见配置导致了非对称路由。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你计划使用的网络配置，并检查是否可以存在其中一
个非对称路由方案。

首先，我们将研究与以下网络图相关联的几种不同情况。 在此图中，接收入站请求的所有服务器（如 ADFS 或内部
部署混合服务器）都位于新的 Jersey 数据中心，并将公布到 internet。

1. 虽然外围网络是安全的，但没有可用于传入请求的源 NAT。

2. 新 Jersey 数据中心中的服务器可以同时查看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路由。



问题问题 11：云到：云到  Internet  Internet 上的本地上的本地连连接接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如何修复这些问题的建议。

下图说明了网络配置在 internet 上不提供来自 Microsoft 云的入站请求的 NAT 时所采用的非对称网络路径。

1. 来自 Office 365 的入站请求从公用 DNS 检索本地终结点的 IP 地址，并将该请求发送到您的外围网络。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1 a1 a ：源：源  N A T N A T

2. 在这种错误配置中，未配置源 NAT 或在外围网络中提供通信，这会导致实际源 IP 地址用作返回目标。

网络上的服务器通过任何可用的 ExpressRoute 网络连接将返回流量路由到 Office 365。

结果是该流到 Office 365 的一个非对称路径，导致连接中断。

仅将源 NAT 添加到入站请求可解析此配置错误的网络。 在此图中：

1. 传入请求继续通过新 Jersey 数据中心的外围网络进行输入。 此时间源 NAT 可用。

2. 来自服务器的响应将发往与源 NAT 关联的 IP，而不是原始 IP 地址，从而导致响应沿相同的网络路径返回。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1 b1 b ：路由范：路由范围围

或者，您可以选择不允许公布 ExpressRoute BGP 前缀，从而删除这些计算机的备用网络路径。 在此图中：

1. 传入请求继续通过新 Jersey 数据中心的外围网络进行输入。 这次，从 Microsoft 通过 ExpressRoute 电路播
发的前缀对新的 Jersey 数据中心不可用。

2. 来自服务器的响应将路由回与原始 IP 地址关联的 IP 地址，而不是唯一的路由，从而导致响应沿同一个网络
路径返回。



问题问题22：云到基于：云到基于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的本地的本地连连接接

下图显示了在网络配置不为来自 ExpressRoute 的 Microsoft 云中的入站请求提供 NAT 时所采用的非对称网络路
径。

1. 来自 Office 365 的入站请求从 DNS 检索 IP 地址，并将请求发送到您的外围网络。

2. 在这种错误配置中，未配置源 NAT 或在外围网络中提供通信，这会导致实际源 IP 地址用作返回目标。

网络上的计算机通过任何可用的 ExpressRoute 网络连接将返回流量路由到 Office 365。

结果是与 Office 365 的非对称连接。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22 ：源：源  N A T N A T

纸张验证纸张验证网网络设计络设计是否具有是否具有对对称路径称路径

仅将源 NAT 添加到入站请求可解析此配置错误的网络。 在此图中：

1. 传入请求继续通过纽约数据中心的外围网络进入。 此时间源 NAT 可用。

2. 来自服务器的响应将发往与源 NAT 关联的 IP，而不是原始 IP 地址，从而导致响应沿相同的网络路径返回。

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验证您的实施计划为您将使用 Office 365 的不同方案提供路由对称的纸张。 当某人使用服
务的不同功能时，您将确定应采取的特定网络路由。 从本地网络和 WAN 路由，到外围设备，再到连接路
径;ExpressRoute 或 internet，以及与在线终结点的连接。

您需要为之前标识为您的组织将采用的服务的所有 Office 365 网络服务执行此操作。

这有助于本白皮书通过第二个人的路由进行审核。 向其解释：每个网络跃点都应从其获取下一个路由，并确保您熟
悉路由路径。 请注意，ExpressRoute 将始终提供到 Microsoft 服务器 IP 地址的更多作用域路由，从而使路由开销
低于 Internet 默认路由。



设计设计客客户户端端连连接配置接配置

NOTENOTE

生成部署和测试过程

 

如果要将代理服务器用于 internet 绑定的流量，则需要调整任何 PAC 或客户端配置文件，以确保网络中的客户端
计算机正确配置为将所需的 ExpressRoute 流量发送到 Office 365，而不会使用 transiting代理服务器以及其余的流
量（包括一些 Office 365 流量）将发送到相关代理。 阅读有关管理 Office 365 端点的指南，以获取有关 PAC 文件的
示例。

终结点经常发生变化，每周经常发生变化。 您只应根据您的组织采用的服务和功能进行更改，以减少所需的更改次数，以确保
保持最新。 请密切注意 RSS 源中的生效日期生效日期，在该 rss 源中宣布了所做的更改，并保留了所有过去的更改，已发布的 IP 地址
可能不会公布，也不会从播发中删除，直到达到生效日期为止。

 

你的实施计划应包括测试和回滚规划。 如果您的实施未按预期运行，则计划应设计为在发现问题之前影响最少人
数。 以下是您的计划应考虑的一些高级别原则。

1. 暂存网络分段和用户服务的加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断。

2. 规划使用 traceroute 和 TCP 连接从单独的 internet 连接主机测试路由。

3. 最好是在具有测试 Office 365 租户的独立测试网络上完成入站和出站服务的测试。

https://aka.ms/manageo365endpoints


生成部署生成部署过过程程

生成生成测试过测试过程程

或者，如果客户尚未使用 Office 365 或在试点中，则可以在生产网络上执行测试。

此外，还可以在仅为测试和监控而留出的生产中断期间执行测试。

或者，可以通过检查每个第3层路由器节点上每个服务的路由来完成测试。 仅当由于缺少物理测试带
来风险而不可能进行其他测试时，才应使用此回退。

您的部署过程应分步向几个阶段中的小组成员进行测试，然后再将其部署到更大的用户组中。 下面介绍了几种暂
存部署的 ExpressRoute 的方法。

1. 使用 Microsoft 对等互连设置 ExpressRoute，并将路由播发转发到单个主机，仅用于暂存测试目的。

2. 首先，将到 ExpressRoute 网络的播发路由到单个网段，并按网段或区域展开路由广告。

3. 如果是首次部署 Office 365，请将 ExpressRoute 网络部署用作针对少数用户的试点。

4. 如果使用代理服务器，则还可以配置一个测试 PAC 文件，以便在添加更多之前将少量用户引导到使用测试
和反馈进行 ExpressRoute。

您的实施计划应列出必须采取的每个部署过程，或者需要用于部署网络配置的命令。 当网络中断时间到达时，所做
的所有更改都应来自在提前和同行评审的已编写的部署计划。 请参阅我们关于 ExpressRoute 的技术配置的指南。

如果已更改任何将继续发送电子邮件的本地服务器的 IP 地址，则更新 SPF TXT 记录。

如果您更改了 IP 地址以适应新的 NAT 配置，则更新本地服务器的任何 DNS 条目。

确保已订阅 Office 365 终结点通知的 RSS 源，以维护任何路由或代理配置。

在您的 ExpressRoute 部署完成后，应执行测试计划中的过程。 应记录每个过程的结果。 您必须包括在测试计划结
果指示实施未成功的情况中回滚到原始生产环境的过程。

您的测试过程应包括每个用于 Office 365 的出站和入站网络服务的测试，这两个都将使用 ExpressRoute，而不是
将使用的。 这些过程应包括从每个唯一的网络位置（包括公司 LAN 中不在本地的用户）进行测试。

测试活动的一些示例包括以下几个。

Get-AzureRmExpressRouteCircuitRouteTable -DevicePath Primary -ExpressRouteCircuitName TestER -
ResourceGroupName RG -PeeringType MicrosoftPeering

1. 从你的本地路由器 Ping 到你的网络操作员路由器。

2. 验证您的本地路由器是否收到 "500 + Office 365" 和 "CRM Online IP 地址" 广告。

3. 验证您的入站和出站 NAT 在 ExpressRoute 和内部网络之间是否运行。

4. 验证从你的路由器播发到你的 NAT 的路由。

5. 验证 ExpressRoute 是否已接受你的播发前缀。

使用以下 cmdlet 验证对等通告：

6. 验证您的公共 NAT IP 范围不会通过任何其他 ExpressRoute 或公共 Internet 网络电路公布给 Microsoft，除
非它是更大范围的特定子集，如前面的示例中所示。

7. ExpressRoute 电路配对，验证两个 BGP 会话是否都在运行。

8. 在 NAT 内部设置单个主机，并使用 ping、tracert 和 tcpping 测试通过新线路连接到主机
outlook.office365.com 的连接。 此外，还可以在镜像端口上使用 Wireshark 或 Microsoft 网络监视器3.4 等
工具，以验证是否能够连接到与 outlook.office365.com 关联的 IP 地址。



常常见问题见问题

通过网络部署 ExpressRoute 连接

使用使用测试测试网网络络段段设设置与置与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的的测试连测试连接接

执执行部署和行部署和测试计测试计划划

9. 测试 Exchange Online 的应用程序级功能。

测试 Outlook 能够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和发送/接收电子邮件。

测试 Outlook 能够使用联机模式。

测试智能手机连接和发送/接收功能。

10. 测试 SharePoint Online 的应用程序级功能

测试 OneDrive for Business 同步客户端。

测试 SharePoint Online web 访问。

11. 测试 Skype for Business 呼叫方案的应用程序级功能：

作为已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加入会议呼叫 [由最终用户启动的邀请]。

邀请用户加入会议呼叫 [从 MCU 发送邀请]。

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web 应用程序作为匿名用户加入会议。

从有线电脑连接、IP 电话和移动设备加入呼叫。

呼叫联合用户 o 对 PSTN 验证的呼叫：呼叫已完成，呼叫质量是可接受的，连接时间是可接受的。

验证是否已为租户和联合用户的两个成员更新联系人的状态状态。

非对称路由是最常见的实施问题。 下面是要查找的一些常见来源：

在没有源 NAT 的情况下使用开放或单层的网络路由拓扑。

不使用 SNAT 通过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连接路由到入站服务。

在广泛部署之前，不在测试网络上测试 ExpressRoute 上的入站服务。

 

一次将部署转移到网络的一个网段，从而逐步推出与网络的不同部分的连接，并为每个新网络分段回滚的计划。 如
果您的部署与 Office 365 部署保持一致，请首先部署到 Office 365 试点用户并从那里进行扩展。

首先为你的测试，然后用于生产：

运行部署步骤以启用 ExpressRoute。

测试您看到的网络路由是预期的。

对每个入站和出站服务执行测试。

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则回滚。

现在，你已完成了纸上的计划，是时候要按小规模测试。 在此测试中，将在本地网络上建立一个与 Microsoft 对等
测试子网的单一 ExpressRoute 连接。 您可以使用与 test 子网的连接配置一个试用版 Office 365 租户，并在测试子
网中包含将在生产中使用的所有出站和入站服务。 为测试网段设置 DNS 并建立所有入站和出站服务。 执行测试
计划并确保您熟悉每个服务和路由传播的路由。

完成上述项目后，请查看已完成的区域，并确保您和您的团队在执行部署和测试计划之前已对其进行了查看。

网络更改所涉及的出站和入站服务的列表。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403802


C a u t i o nC a u t i o n

为为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配置配置  QoS QoS

实现疑难解答

相关主题

显示 internet 出口和 ExpressRoute "符合我" 位置的全局网络体系结构图。

演示用于每个部署的服务的不同网络路径的网络路由图。

包含实施更改和回滚的步骤的部署计划（如果需要）。

测试每个 Office 365 和网络服务的测试计划。

已完成对入站和出站服务的生产路由的纸张验证。

包含可用性测试的测试网段中的已完成测试。

选择一个足够长的中断时段来运行整个部署计划和测试计划，可在需要时进行故障排除和回滚的时间。

由于在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上路由的复杂性质，建议在此窗口中添加额外的缓冲时间，以处理复杂路由故障
排除。

若要获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的语音和会议优势，必须具备 QoS。 在确保 ExpressRoute 网络连接不会阻止
任何其他 Office 365 服务访问之后，可以配置 QoS。 在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 ExpressRoute 和 QoS一
文中介绍了 QoS 的配置。

 

要查找的第一个位置是实施计划中是否错过了此实施指南中的步骤？ 返回并运行进一步的小型网络测试（如果可
能）以复制错误并在该处进行调试。

确定测试过程中哪些入站或出站服务失败。 明确获取每个失败的服务的 IP 地址和子网。 继续执行并浏览纸张上的
网络拓扑图，并验证路由。 特别验证 ExpressRoute 路由的播发位置，如果可能，请在中断过程中测试该路由（如果
有跟踪）。

对每个客户终结点运行带网络跟踪的 PSPing，并评估源和目标 IP 地址以验证它们是否符合预期。 对在端口25上
公开的任何邮件主机运行 telnet，并验证 SNAT 是否在预期的情况中隐藏原始源 IP 地址。

请记住，在使用 ExpressRoute 连接部署 Office 365 时，您需要确保对 ExpressRoute 的网络配置进行了优化设计，
并且还优化了网络上的其他组件（如客户端计算机）。 除了使用此规划指南对可能错过的步骤进行故障排除外，我
们还编写了Office 365 的性能故障排除计划。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ttps://aka.ms/implementexpressroute365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管理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连接

使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路由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网络计划

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场景中使用 BGP 社区（预览）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媒体质量和网络连接性能

优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网络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 ExpressRoute 和 QoS

使用 ExpressRoute 的呼叫流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xpressroute-and-qos-in-skype-for-business-online-20c654da-30ee-4e4f-a764-8b7d8844431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erformance-troubleshooting-plan-for-office-365-e241e5d9-b1d8-4f1d-a5c8-4106b7325f8c
https://aka.ms/implementexpressroute365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bgp-communities-in-expressrout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363bdca-b00d-4150-96c3-ec7eab5a8a4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20c654da-30ee-4e4f-a764-8b7d8844431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13acb29-ad83-4393-9402-51d88e7561ab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Office 365 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进行网络规
划
2019/12/4 •

网网络规络规划的区划的区别别 INTERNET 网网络连络连接接 EXPRESSROUTE 网网络连络连接接

访问所需的 internet 服务，包括; 
DNS 名称解析 
证书吊销验证 
内容分发网络 

是 对 Microsoft 拥有的 DNS 和/或 CDN 基
础结构的请求可能使用 ExpressRoute 网
络。 

对 Office 365 服务的访问权限，包括; 
Exchange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浏览器中的 Office 
Office 365 门户和身份验证 

是，所有应用程序和功能 是，特定的应用程序和功能 

外围环境的本地安全性。 是 是 

高可用性规划。 故障转移到备用 internet 网络连接 故障转移到备用 ExpressRoute 连接 

与可预测网络配置文件的直接连接。 否 可访问 

IPv6 连接。 是 是 

现有 Azure ExpressRoute 客户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在网络和 Microsoft 数据中心之间提供第3层连接。 电路使用 Office 365 前端
服务器的边界网关协议（BGP）路由播发。 从本地设备的角度来看，当他们需要选择到 Office 365 的正确 TCP/IP 路
径时，Azure ExpressRoute 被视为是 Internet 的替代方法。

Azure ExpressRoute 添加了指向由 Microsoft 数据中心内的 Office 365 服务器提供的一组特定支持的功能和服务
的直接路径。 Azure ExpressRoute 不会将 Internet 连接替换为 Microsoft 数据中心或基本 Internet 服务（如域名解
析）。 Azure ExpressRoute 和你的 Internet 电路应受到保护和冗余。

下表重点介绍了 Office 365 上下文中的 internet 和 Azure ExpressRoute 连接之间的一些差异。

若要详细了解网络规划指南，请展开下面的标题。 我们还记录了10部分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培训系
列，dives 更深入。

如果使用的是现有 Azure ExpressRoute 电路，并且想要通过此线路添加 Office 365 连接，应查看电路的数量、出局
位置和大小，以确保它们满足你的 Office 365 使用的需求。 大多数客户需要额外的带宽，并且许多客户需要额外
的电路。

若要通过现有 Azure ExpressRoute 线路启用对 Office 365 的访问，请配置路由筛选器以确保 Office 365 服务可供
访问。

Azure ExpressRoute 订阅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这意味着订阅与客户关联。 作为客户，你可以拥有多个 Azure
ExpressRoute 电路，并且可以通过这些电路访问多个 Microsoft 云资源。 例如，可以选择通过一对冗余 Azure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channel9.msdn.com/series/aer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expressroute/how-to-routefilter-portal


对对等关系等关系 AZURE 专专用用 MICROSOFT

服服务务  IaaS： Azure 虚拟机 PaaS： Azure 公共服务 
SaaS： Office 365 
SaaS： Dynamics 365 

连接启动 * * * * 客户到 Microsoft 
Microsoft 到客户 

客户到 Microsoft 
Microsoft 到客户 

QoS 支持支持  无 QoS QoS  

Azure ExpressRoute 的带宽规划

将安全控制应用于 Office 365 方案的 Azure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集成集成选项选项 网网络络安全外安全外围围模型模型

在云交换中归置 在建立 ExpressRoute 连接的归置设施中安装新的或利用现有
的安全/外围基础结构。 
充分利用仅用于路由/互连目的的归置功能，以及从归置设备到
内部部署安全/外围基础结构的后部通信连接。 

点到点以太网 终止现有本地安全/外围基础结构位置中的点到点
ExpressRoute 连接。 
安装特定于 ExpressRoute 路径的新安全/外围基础结构，并在
此处终止点到点的连接。 

ExpressRoute 电路访问 Azure 托管虚拟机、Office 365 测试租户和 Office 365 生产租户。

此表概述了可以选择通过线路实施的两种类型的对等关系。

1

目前，QoS 仅支持 Skype for Business。1

每个 Office 365 客户都有独特的带宽需求，具体取决于每个位置的人员数量、每个 Office 365 应用程序的活动情
况以及使用内部部署或混合设备和网络安全配置等其他因素。

带宽过小将导致拥塞、数据重新传输以及不可预测的延迟。 带宽过多将导致不必要的成本。 在现有网络上，带宽通
常以百分比形式在电路上的可用空间量方面进行引用。 拥有10% 的空间很可能导致拥塞，并且具有80% 的余地通
常意味着不必要的成本。 典型的余地目标分配是20% 到50%。

若要查找正确的带宽级别，最好的机制是测试现有网络消耗。 这是在每个网络配置和应用程序以独特的方式实现
的真正的使用和需要的唯一方法。 在测量时，需要密切注意总带宽消耗、延迟和 TCP 拥塞，以了解你的网络需求。

拥有包含所有网络应用程序的估计基准后，使用包含组织中人员的不同配置文件的小组的试点 Office 365，以确定
实际使用情况，并使用这两个度量估计的量每个办公地点所需的带宽。 如果在测试中发现任何延迟或 TCP 拥塞问
题，则可能需要将传出的距离移至使用 Office 365 的人员，或删除大量网络扫描（如 SSL 解密/检查）。

我们建议的所有建议的网络处理类型适用于 ExpressRoute 和 Internet 电路。 对于我们的性能调整网站的其余指
南，情况也是如此。

确保 Azure ExpressRoute 连接的安全与保护 Internet 连接的原理相同。 许多客户选择将网络和外围控制以及将其
本地网络连接到 Office 365 和其他 Microsoft 云的 ExpressRoute 路径进行部署。 这些控件可能包括防火墙、应用
程序代理、数据泄露预防、入侵检测、入侵防护系统等。 在许多情况下，客户会将不同级别的控制应用于从内部部
署转到 Microsoft 的流量，而不是从 Microsoft 发起的流量发送到客户本地网络，而是从内部部署转到一般的流
量。Internet 目标。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将安全性与您选择部署的ExpressRoute 连接模型相集成的几个示例。

https://aka.ms/tune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expressroute/expressroute-connectivity-models


任意对任意 IPVPN 充分利用现有的本地安全/外围基础结构，使其进入 IPVPN 的
所有位置，用于实现用于 ExpressRoute 的 Office 365 连接。 
发夹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的 IPVPN 分配给指定为
安全/外围的特定本地位置。 

EXPRESSROUTE 集成集成选项选项 网网络络安全外安全外围围模型模型

示例示例11：保：保护护  Azure ExpressRoute Azure ExpressRoute

Azure ExpressRoute 的高可用性和故障转移

服服务务可用性可用性

一些服务提供商还提供托管安全/外围功能作为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的集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在考虑用于用于适用于用于使用适用于用于 ExpressRoute 的适用于 Office 365 连接的网络/安全外围选项的拓扑
放置时，以下是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安全控制的深度和类型可能影响 Office 365 用户体验的性能和可伸缩性。

出站（本地->microsoft）和入站（microsoft>本地） [如果已启用] 流可能具有不同的要求。 它们可能与常规
Internet 目标的出站不同。

对于端口/协议和必需的 IP 子网，Office 365 的要求与通过 ExpressRoute 为 Office 365 或通过 Internet 路
由通信的情况相同。

客户网络/安全控制的拓扑放置决定了用户与 Office 365 服务之间的最终到端网络，并且可能会对网络延迟
和拥塞产生重大影响。

鼓励客户根据冗余性、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的最佳做法，设计其安全/外围拓扑以与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结合使用。

下面是一个 Woodgrove Bank 示例，它将不同的 Azure ExpressRoute 连接选项与上面讨论的外围安全模型进行比
较。

Woodgrove Bank 正在考虑实现 Azure ExpressRoute，并在规划最佳体系结构以实现针对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路由，并在使用上述指导以了解带宽要求之后，确定用于保护其外围环境的最佳方法。

对于 Woodgrove （具有多个洲的多国组织），安全性必须跨越所有外围环境。 Woodgrove 的最佳连接选项是与全
球各地的多个对等位置的多点连接，可满足每个洲的员工的需求。 每个洲在洲中包含冗余的 Azure ExpressRoute
电路，安全性必须涵盖所有这些电路。

Woodgrove 的现有基础结构是可靠的，并且可以处理额外的工作，因此，Woodgrove Bank 能够将基础结构用于其
Azure ExpressRoute 和 internet 外围安全性。 如果不是这样，Woodgrove 可以选择购买其他设备来补充其现有设
备或处理不同类型的连接。

 

我们建议将每个传出的活动电路至少设置为 ExpressRoute 提供程序。 这是我们看到客户失败的最常见的地方，您
可以通过设置一对主动/主动 ExpressRoute 电路来轻松地避免这一对。 我们还建议至少两个主动/主动 Internet 电
路，因为许多 Office 365 服务仅在 Internet 上可用。

在网络的出局点内，还有许多其他设备和电路，它们在人们如何感觉可用性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这些部分的连接
方案不受 ExpressRoute 或 Office 365 Sla 的涵盖，但它们在端到端服务可用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组织中的人
员所感知。

重点关注使用和操作 Office 365 的人员。如果任何一个组件的失败都会影响人员使用服务的体验，请查看限制受
影响的人员总数百分比的方法。 如果故障转移模式在操作上很复杂，请考虑使用体验很长时间才能进行恢复，并查
找操作简单且自动的故障转移模式。

在网络外部，Office 365、ExpressRoute 和 ExpressRoute 提供程序都具有不同级别的可用性。



提供程序可用性提供程序可用性

正在正在设计设计可用性可用性计计划划

TIPTIP

示例示例22：故障：故障转转移和高可用性移和高可用性

Office 365 服务受明确定义的服务级别协议的涵盖，其中包括各个服务的正常运行时间和可用性指标。
Office 365 可以维护这样的高可用性级别的一个原因是，单个组件能够在多个 Microsoft 数据中心之间使用
全局 Microsoft 网络无缝地进行故障转移。 此故障转移将从数据中心和网络扩展到多个 Internet 出局点，并
通过使用该服务的人员的角度无缝地进行故障转移。

ExpressRoute 在 Microsoft 网络边缘与 ExpressRoute 提供程序或合作伙伴基础结构之间的各个专用线路
上提供了99.9% 的可用性 SLA 。 这些服务级别在 ExpressRoute 电路级别应用，这由每个对等位置中的冗余
Microsoft 设备和网络提供商设备之间的两个独立互连组成。

Microsoft 的服务级别排列在你的 ExpressRoute 提供程序或合作伙伴处停止。 这也是可以做出影响可用性级别
的选择的第一个位置。 您应仔细评估您的 ExpressRoute 提供商在每个 Microsoft 对等位置上的网络外围和提
供程序连接之间提供的体系结构、可用性和恢复性特征。 请密切注意冗余和物理方面的冗余、对等设备、运营
商提供的 WAN 电路以及任何其他价值添加服务（如 NAT 服务或托管防火墙）。

强烈建议您规划和设计适用于 Office 365 的端到端连接方案的高可用性和弹性。 设计应包括;

无单点故障，包括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电路。

最大程度地减少受影响的人员数量和对最预期的故障模式造成的影响的持续时间。

从最预期的故障模式优化简单、可重复和自动恢复过程。

通过冗余路径支持网络流量和功能的全部需求，而不会显著降低。

连接方案应包含为 Office 365 的多个独立和主动网络路径优化的网络拓扑。 这将比仅针对单个设备或设备级别的
冗余而优化的拓扑相比，提供了更好的端到端可用性。

如果您的用户分布在多个洲或地理区域，并且这些位置中的每个位置都将通过冗余 WAN 环路连接到单个 ExpressRoute 电路
所在的单个本地位置，则您的用户将经历较少端到端服务可用性：一种网络拓扑设计，其中包括将不同区域连接到最近的对等

位置的独立 ExpressRoute 电路。

我们建议为每个电路至少预配两个与不同地理位置对等位置相连的 ExpressRoute 电路。 应为每个用户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服务的 ExpressRoute 连接的区域设置这一对主动-主动的电路。 这样一来，每个区域都可以在发生灾难
时保持连接，以影响一个主要位置，如数据中心或对等位置。 将它们配置为主动/主动，可以跨多个网络路径分布
最终用户通信。 这样可以减少设备或网络设备中断期间受影响的人员的范围。

我们建议您不要将单个 ExpressRoute 电路与 Internet 作为备份使用。

Woodgrove 银行的多地理位置设计已完成路由、带宽、安全性的审查，现在必须进行高可用性审查。 Woodgrove
认为有三种类别的高可用性;恢复能力、可靠性和冗余。

通过弹性，Woodgrove 可以快速从故障中恢复。 可靠性使 Woodgrove 能够在系统中提供一致的结果。 通过冗
余，Woodgrove 可以在基础结构的一个或多个镜像实例之间移动。

在每个边缘配置中，Woodgrove 都有冗余的防火墙、代理和 ID。 对于北美，Woodgrove 在其达拉斯数据中心中有
一个边缘配置，在其弗吉尼亚数据中心中有另一个边缘配置。 每个位置的冗余设备可为该位置提供恢复能力。

Woodgrove Bank 上的网络配置基于几个关键原则构建：

在每个地理区域内，有多个 Azure ExpressRoute 电路。

区域中的每个电路都可以支持该区域中的所有网络流量。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office-365-service-level-agreement.aspx
https://azure.microsoft.com/support/legal/sla/expressroute/v1_0/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introduction/


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提供程序

相关主题

路由将明确考虑使用一个或另一个路径，具体取决于可用性、位置等。

Azure ExpressRoute 电路之间的故障转移会自动发生，而 Woodgrove 不需要其他配置或操作。

Internet 电路之间的故障转移会自动发生，而 Woodgrove 不需要其他配置或操作。

在此配置中，在物理和虚拟级具有冗余，Woodgrove Bank 能够以可靠的方式提供本地恢复能力、区域恢复能力和
全局恢复能力。 Woodgrove 在评估每个地区的单个 Azure ExpressRoute 电路以及故障转移到 internet 的可能性
之后选择此配置。

如果 Woodgrove 无法为每个地区提供多个 Azure ExpressRoute 电路，请将来自北美的流量路由到亚太地区的
Azure ExpressRoute 电路，以添加不可接受的延迟级别和所需的 DNS 转发器配置增加了复杂性。

建议不要将 internet 用作备份配置。 这将中断 Woodgrove 的可靠性原则，从而导致使用连接时体验不一致。 此
外，还需要手动配置，以确保已配置的 BGP 播发、NAT 配置、DNS 配置和代理配置的故障转移。 这种增加的故障
转移复杂性增加了恢复时间并降低了其诊断和解决步骤所涉及步骤的能力。

是否仍有关于如何规划和实现流量管理或 Azure ExpressRoute 的问题？ 阅读我们的网络和性能指南的其余部分
或Azure ExpressRoute 常见问题解答。

 

根据带宽、延迟、安全性和高可用性规划选择你的电路的位置。 知道要放置电路的最佳位置之后，将按地区查看当
前的提供商列表。

与提供程序或提供程序配合使用，以选择最佳连接选项、点对点、多点或托管。 请记住，只要带宽和其他冗余组件
支持您的路由和高可用性设计，您就可以混合和匹配连接选项。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ttps://aka.ms/planningexpressroute365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管理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连接

使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路由

实现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场景中使用 BGP 社区（预览）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媒体质量和网络连接性能

优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网络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 ExpressRoute 和 QoS

使用 ExpressRoute 的呼叫流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Office 365 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Office 365 终结点 FAQ

https://aka.ms/tune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faqs/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https://aka.ms/planningexpressroute365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bgp-communities-in-expressrout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363bdca-b00d-4150-96c3-ec7eab5a8a4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20c654da-30ee-4e4f-a764-8b7d8844431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13acb29-ad83-4393-9402-51d88e7561ab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4088321-1c89-4b96-9c99-54c75cae2e6d


通过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进行路由
2019/12/4 •

确保路由对称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若要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正确了解到 Office 365 的路由流量，您需要对核心ExpressRoute 路由要
求和ExpressRoute 电路和路由域进行牢固的抓住。 这些指南展示了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客户将依赖的
ExpressRoute 的基础知识。

您需要了解的以上文章中的一些关键事项包括：

ExpressRoute 电路不会映射到特定的物理基础结构，而是由 Microsoft 和对等提供商在单个对等位置建立
的逻辑连接。

ExpressRoute 电路与客户的键之间存在1:1 映射关系。

每个电路都可以支持2个独立的对等关系（Azure 专用对等关系和 Microsoft 对等关系）;Office 365 要求
Microsoft 对等。

每个电路都具有在所有对等关系之间共享的固定带宽。

任何公用 IPv4 地址和作为 ExpressRoute 电路的公共 AS 号码都必须由您拥有，或由地址范围的所有者以
独占方式分配给您。

虚拟 ExpressRoute 电路在全局范围内是冗余的，将遵循标准 BGP 路由惯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动/
主动配置中为提供商的每个出口推荐两个物理电路。

有关支持服务、成本和配置详细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FAQ 页面。 有关提供 Microsoft 对等支持的连接提供程
序列表的信息，请参阅ExpressRoute 位置一文。 我们还在频道9上记录了10部分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培训系列，以帮助更全面地解释这些概念。

在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上均可访问 Office 365 前端服务器。 当两个服务器都可用时，这些服务器将更愿意
路由回本地，而不是 ExpressRoute 回路。 因此，如果你的网络中的流量首选通过 Internet 线路路由，则可能会出
现路由不受对称性的情况。 非对称路由是一个问题，因为执行有状态数据包检查的设备可以阻止遵循与出站数据
包不同的其他路径的返回流量。

无论您是通过 Internet 还是 ExpressRoute 启动到 Office 365 的连接，源都必须是可公开路由的地址。 由于许多
客户直接与 Microsoft 进行了直接沟通，因此，在客户之间可以进行重复的专用地址是不可行的。

在以下情况下，将启动从 Office 365 到本地网络的通信。 为了简化网络设计，我们建议通过 Internet 路径路由它
们。

SMTP 服务（例如从 Exchange Online 租户发送到本地主机或从 SharePoint Online 发送到 SharePoint
Online 邮件的邮件）到本地主机。 SMTP 协议在 Microsoft 网络中的使用更为广泛，而不是通过
expressroute 电路共享的路由前缀和在 ExpressRoute 上公布的本地 SMTP 服务器将导致这些其他服务失
败。

用于登录的密码验证期间的 ADFS。

Exchange Server 混合部署。

SharePoint 联合混合搜索。

SharePoint 混合 BCS。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routing/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circuit-peerings/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faqs/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locations/
https://channel9.msdn.com/series/aer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058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197174.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197239.aspx


确定通过 ExpressRoute 路由的应用程序和功能

组组件件 基基础应础应用程序用程序

包含在包含在  SHAREPOINT ONLINE
BGP 社区中？社区中？ 使用使用

Office 365 视频门户 SharePoint Online 是 配置、上传 

Office 365 视频流服务 Azure 媒体服务 否 在从 CDN 中无法使用视频
的情况下使用的流式处理服

务 

Office 365 视频内容传送网
络 

Azure CDN 否 视频下载/流的主要来源。 了
解有关 Office 365 视频网络
的详细信息。 

向向  EXPRESSROUTE 和和  INTERNET 电电路播路播发发的通配符域的通配符域 仅仅向向  INTERNET 线线路播路播发发的子的子  FQDN

*。 microsoftonline.com click.email.microsoftonline.com 
portal.microsoftonline.com 
provisioningapi.microsoftonline.com 
adminwebservice.microsoftonline.com 

Skype for business 混合和/或skype for business 联盟。

Skype For Business 云连接器。

为了让 Microsoft 为这些双向流量流路由回网络，必须与 Microsoft 共享本地设备的 BGP 路由。 将路由前缀公布
到基于 ExpressRoute 的 Microsoft 时，应遵循以下最佳做法：

1. 不要将相同的公用 IP 地址路由前缀公布到公用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上。 强烈建议通过 ExpressRoute
向 Microsoft 传递的 IP BGP 路由前缀播发来自未公布到 internet 的范围。 如果由于可用 IP 地址空间无法
实现此目的，则必须确保在 ExpressRoute 上公布更具体的范围，而不是任何 internet 电路。

2. 每个 ExpressRoute 电路使用单独的 NAT IP 池，并将其与 internet 电路分开。

3. 请注意，播发到 Microsoft 的任何路由都会从 Microsoft 网络中的任何服务器中获取网络流量，而不仅仅是
通过 ExpressRoute 将其路由到网络的路由。 仅向服务器的播发路由，在这些服务器上定义路由方案并充
分理解您的团队。 在网络中的每个的多个 ExpressRoute 电路中公布单独的 IP 地址路由前缀。

当您使用 Microsoft 对等路由域配置对等关系并获得相应访问权限时，您将能够看到通过 ExpressRoute 提供的所
有 PaaS 和 SaaS 服务。 为 ExpressRoute 设计的 Office 365 服务可使用BGP 社区或路由筛选器进行管理。

其他应用程序（如 Office 365 视频）是 Office 365 应用程序;但是，Office 365 视频由三个不同的组件、门户、流服
务和内容传递网络组成。 门户位于 SharePoint Online 中，流服务在 Azure 媒体服务中，内容传递网络在 Azure
CDN 中。 下表概述了这些组件。

每个使用 Microsoft 对等项提供的 Office 365 功能在office 365 终结点文章中按应用程序类型和 FQDN 列出。 在
表中使用 FQDN 的原因是允许客户使用 PAC 文件或其他代理配置来管理流量，请参阅我们的指南来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以获取示例 PAC 文件。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使用了一个通配符域，其中一个或多个子系统以不同于较高级别通配符域的方式播发。 如果
通配符代表的服务器的列表很长，而这些服务器都公布到 ExpressRoute 和 Internet，则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而
一小部分目标只会公布到 Internet 或反向。 请参阅以下表格，了解二者之间的差异。

此表显示同时播发到 internet 和 Azure ExpressRoute 的通配符 Fqdn 以及仅播发到 internet 的子 Fqdn。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5403.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skype-for-business-online-federation-and-public-im-conectivity.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605227.aspx
https://aka.ms/bgpexpressroute365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expressroute/how-to-routefilter-portal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video-networking-frequently-asked-questions-faq-2bed67a1-4052-49ff-a4ce-b7e6530eb98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urls-and-ip-address-ranges-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https://aka.ms/manageo365endpoints


*。 officeapps.live.com nexusRules.officeapps.live.com 
nexus.officeapps.live.com 
odc.officeapps.live.com 
odc.officeapps.live.com 
cdn.odc.officeapps.live.com 
ols.officeapps.live.com 
ocsredir.officeapps.live.com 
ocws.officeapps.live.com 
ocsa.officeapps.live.com 

向向  EXPRESSROUTE 和和  INTERNET 电电路播路播发发的通配符域的通配符域 仅仅向向  INTERNET 线线路播路播发发的子的子  FQDN

仅仅播播发发到到  INTERNET 线线路的通配符域路的通配符域 在在  EXPRESSROUTE 和和  INTERNET 电电路中公布的次路中公布的次  FQDN

*。 office.com *。 outlook.office.com 
home.office.com 
outlook.office.com 
portal.office.com 
www.office.com 

*。 office.net agent.office.net 

*。 office365.com outlook.office365.com 
smtp.office365.com 

*。 outlook.com *。 protection.outlook.com 
*。 mail.protection.outlook.com 
自动发现<->outlook.com 

*。 windows.net login.windows.net 

通过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路由 Office 365 流量

PAC 文件通常用于将向 ExpressRoute 播发的终结点的网络请求直接发送到该线路，并向代理发送所有其他网络
请求。 如果你配置的 PAC 文件与此类似，请按以下顺序撰写 PAC 文件：

1. 将上表中第二列的子 Fqdn 包括在 PAC 文件的顶部，向代理发送流量。 我们已为您构建了一个示例 PAC
文件，以供您在有关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的文章中使用。

2. 在第一节的下一节中，将所有标记为 "已播发" 的 Fqdn 包括在本文中，将流量直接发送到您的
ExpressRoute 电路。

3. 在这两个条目的下方包含任何其他网络终结点或规则，并向代理发送流量。

此表显示仅在与 Azure ExpressRoute 和 Internet 电路一起公布的子 Fqdn 旁公布到 Internet 电路的通配符域。 对
于上面的 PAC 文件，下表的第二列中的 Fqdn 被列为在所引用的链接中公布到 ExpressRoute，这意味着将它们包
含在文件中的第二组条目中。

若要路由到您选择的 Office 365 应用程序，您需要确定一些关键因素。

1. 应用程序所需的带宽量。 抽样现有使用是在组织中确定这一点的唯一可靠方法。

2. 你希望网络流量从哪些传出位置留下你的网络。 您应计划最大限度地减少与 Office 365 的连接的网络延
迟，因为这会影响性能。 由于 Skype for Business 使用实时语音和视频，因此尤其容易受到较差的网络延
迟。

3. 如果您希望所有或一部分网络位置都利用 ExpressRoute。

https://aka.ms/manageexpressroute365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示例示例11：：单单个地理位置个地理位置

4. 您选择的网络提供商提供了 ExpressRoute 的位置。

在您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后，您可以预配符合带宽和位置需求的 ExpressRoute 电路。 有关网络规划帮助的更多
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网络优化指南和案例研究，了解 Microsoft 如何处理网络性能规划。

本示例是一个名为 Trey Research 的虚构公司的方案，其中包含一个地理位置。

Trey research 中的员工只允许连接到 internet 上的服务和网站，安全部门明确允许在公司网络和其 ISP 之间的出
站代理对。

Trey Research 计划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并认识到某些流量（如发送到内容传递网络的流量）
将无法通过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连接进行路由。 由于所有流量在默认情况下已路由到代理设备，因此这
些请求将继续正常工作。 Trey Research 确定它们可以满足 Azure ExpressRoute 路由要求后，它们将继续创建电
路，配置路由，并将新的 ExpressRoute 线路链接到虚拟网络。 基础 Azure ExpressRoute 配置准备就绪后，Trey
Research 将使用我们发布的 #2 PAC 文件，通过直接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连接路由流量，并通过客户特
定数据路由流量。

如下图所示，Trey Research 能够满足通过使用路由和出站代理配置更改的组合来通过 internet 路由 Office 365
通信的要求以及通过 ExpressRoute 的流量的子集。

1. 使用#2 PAC 文件，我们发布这些文件，通过单独的 internet 出局点为 Office 365 路由流量。

2. 将客户端配置为向 Trey research 的代理提供默认路由。

在此示例方案中，Trey Research 使用出站代理设备。 同样，不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的客户可
能想要使用此技术来根据检查流量（针对众所周知的高容量终结点）的成本路由流量。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的最大卷 Fqdn 如下：

https://aka.ms/tune
https://aka.ms/tunemsit
https://aka.ms/manageo365endpoints#id0eacaaa=2._proxies
https://aka.ms/manageo365endpoints#id0eacaaa=2._proxies


具有多个位置的 Office 365 的路由 ExpressRoute

outlook.office365.com、outlook.office.com

<>租户-sharepoint.com <，租户-name>-my.sharepoint.com， <租户-名称>-<应用>。 sharepoint.com

*.Lync.com 以及非 TCP 流量的 IP 范围

*broadcast.officeapps.live.com、 *excel.officeapps.live.com、 *onenote.officeapps.live.com、
*powerpoint.officeapps.live.com、 *view.officeapps.live.com、 *visio.officeapps.live.com、 *word-
edit.officeapps.live.com、 *word-view.officeapps.live.com、office.live.com

详细了解如何在 Windows 8 中部署和管理代理设置，以及如何确保你的代理不会限制 Office 365。

使用单一 ExpressRoute 电路，Trey Research 没有高可用性。 在事件 Trey 的为 ExpressRoute 连接提供服务的冗
余边缘设备对发生故障时，没有其他要故障转移到的 ExpressRoute 电路。 这将在 predicament 中将 Trey 研究保
留为故障转移到 internet 需要手动重新配置，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新 IP 地址。 如果 Trey 要添加高可用性，最简
单的解决方案是为每个位置添加额外的 ExpressRoute 电路，并以主动/主动方式配置电路。

最后一个方案是，通过 ExpressRoute 路由 Office 365 通信是更复杂的路由体系结构的基础。 无论位置的数量、存
在这些位置的洲数量、ExpressRoute 电路的数量、ExpressRoute 电路的数量，也都可以将某些流量路由到
Internet，并且需要一些通过 ExpressRoute 的流量。

对于在多个地理位置具有多个位置的客户，必须回答的其他问题包括：

https://blogs.technet.com/b/deploymentguys/archive/2013/05/08/windows-8-supporting-proxy-services-with-static-configurations-web-hosted-pac-files-and-domain-policy-configured-proxy.aspx
https://blogs.technet.com/b/onthewire/archive/2014/03/28/ensuring-your-office-365-network-connection-isn-t-throttled-by-your-proxy.aspx


方面方面 要要评评估的网估的网络组络组件件

多个位置中的电路 我们建议在主动/主动方式中至少配置两个电路。 
必须比较成本、延迟和带宽需求。 
使用 BGP 路由开销、PAC 文件和 NAT 管理使用多个线路的路
由。 

从不含 ExpressRoute 电路的位置进行路由 我们建议向发起 Office 365 请求的人附近提供出口和 DNS 解
析。 
DNS 转发可用于允许远程办公室发现适当的终结点。 
远程办公室中的客户端必须具有可提供对 ExpressRoute 电路
的访问权限的路由。 

小型 office 整合 应仔细比较可用带宽和数据使用情况。 

NOTENOTE

示例示例22：多地理位置：多地理位置

1. 您是否需要在每个位置都需要一个 ExpressRoute 电路？ 如果您使用的是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或关
注 SharePoint Online 或 Exchange Online 的延迟敏感度，则每个位置都建议使用主动/主动 ExpressRoute
电路的冗余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kype for Business 媒体质量和网络连接指南。

2. 如果某个 ExpressRoute 电路在特定区域中不可用，应如何路由 Office 365 发送的通信？

3. 在具有多个小位置的网络的情况下，整合流量的首选方法是什么？

每种方法都有一个独特的难题，需要你评估你自己的网络以及 Microsoft 提供的选项。

如果路由可用，则 Microsoft 将首选通过 internet 进行 ExpressRoute，而无需考虑物理位置。

每个必须考虑的事项都必须考虑每个唯一的网络。 下面是一个示例。

此示例是一个名为 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业且具有多个地理位置的假想公司的方案。

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业在地理位置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 他们希望实现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以在直接网络连接上保持 Office 365 的大部分流量。 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业还在两个其他
洲拥有办事处。 如果 ExpressRoute 不可行的远程办公室中的员工需要路由回一个或两个主要设施，以使用
ExpressRoute 连接。

指导原则是尽可能快地获取指向 Microsoft 数据中心的 Office 365 目标流量。 在此示例中，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业必须决定其远程办公室是否应通过 Internet 路由以尽快访问 Microsoft 数据中心，或者如果其远
程办公室应通过内部网络路由以获取 Microsoft数据中心通过 ExpressRoute 连接的速度尽可能快。

Microsoft 的数据中心、网络和应用程序体系结构旨在采用全局不同的通信，并以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提供服务。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之一。 对于那些在超过必需的客户网络中保留的 Office 365 的请求将无法利用此体系结
构。

在 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业的情况下，它们应根据要在 ExpressRoute 中使用的应用程序继续进行。 例如，
如果他们是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客户，或者计划在连接到外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会议时利用
ExpressRoute 连接，则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媒体质量和网络中建议的设计连接指南是为第三个位置设置额
外的 ExpressRoute 电路。 从网络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更昂贵;但是，在将来自一个洲的请求传送给 Microsoft 数据
中心之前，可能会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会议和通信中导致较差或不可用的体验。

如果 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业未使用或未计划以任何方式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则使用
ExpressRoute 连接将 Office 365 的目标网络流量路由回带有 ExpressRoute 连接的洲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延迟或
TCP拥塞. 在这两种情况下，建议在本地站点将 Internet 目标流量路由到 Internet，以便充分利用 Office 365 所依
赖的内容传递网络。



使用 ExpressRoute 进行选择性路由

当 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业规划多地理位置策略时，在电路大小、电路数量、故障转移等方面有很多需要考
虑的事项。

在具有多个区域（尝试使用电路）的单个位置中，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希望确保从远程办公室连接到 Office
365 的连接到最接近总部的 Office 365 数据中心并由其接收总部位置。 为此，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单将实
现 DNS 转发，以减少与与总部 internet 出口点最接近的 Office 365 环境建立适当连接所需的往返行程次数和
DNS 查找。 这将阻止客户端解析本地前端服务器，并确保要连接到的前端服务器位于总部附近，而 Humongous
insurance 保险业与 Microsoft 之间具有相同的联系。 您还可以学习为域名分配条件转发器。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远程办公室的流量将解析北美的 Office 365 前端基础结构，并利用 Office 365 根据 Office
365 应用程序的体系结构连接后端服务器。 例如，Exchange Online 将终止北美的连接，而这些前端服务器将连
接到租户驻留的后端邮箱服务器。 所有服务都有一个广泛分布的前门服务，由单播和任意广播目标组成。

如果 Humongous insurance 具有多个洲的主要办公室，建议每个地区至少有两个活动/活动电路，以减少对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等敏感应用程序的延迟。 如果所有办公室都在单个洲或不使用实时协作，则有一个合
并或分散的出局点是客户特定的决策。 如果有多个电路可用，BGP 路由将确保故障转移是否会有任何单个线路
不可用。

了解有关示例路由配置和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config-samples-
nat/的详细信息。

由于各种原因，可能需要选择性路由，如测试、将 ExpressRoute 推出到部分用户。 客户可以使用各种工具有选择
地路由通过 ExpressRoute 的 Office 365 网络通信：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cc794735%28v=ws.10%29.aspx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config-samples-routing/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expressroute-config-samples-nat/


相关主题

1. 路由路由筛选筛选/隔离隔离-允许通过 ExpressRoute 将到 Office 365 的 BGP 路由到子网或路由器的子集。 按客户网
络分段或物理办公地点有选择地路由。 这是对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的交错部署的常见情况，在
BGP 设备上进行配置。

2. PAC 文件文件/url -将 Office 365 的目标网络流量定向到特定的 fqdn 以在特定路径上路由。 此方法按PAC 文
件部署所标识的客户端计算机进行选择性路由。

3. 路由路由筛选筛选  - 路由筛选器是一种通过 Microsoft 对等功能使用受支持的服务子集的方法。

4. Bgp 社区社区-基于bgp 社区标记的筛选使客户能够确定哪些 Office 365 应用程序将通过 ExpressRoute 以及
将通过 internet 进行遍历。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ttps://aka.ms/erorouting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管理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连接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网络计划

实现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媒体质量和网络连接性能

优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网络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 ExpressRoute 和 QoS

使用 ExpressRoute 的呼叫流

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方案中使用 BGP 社区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Office 365 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网络和性能优化

https://aka.ms/manageo365endpoints#id0eacaaa=2._proxie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expressroute/how-to-routefilter-portal
https://aka.ms/bgpexpressroute365
https://aka.ms/erorouting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363bdca-b00d-4150-96c3-ec7eab5a8a4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20c654da-30ee-4e4f-a764-8b7d8844431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13acb29-ad83-4393-9402-51d88e7561ab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bgp-communities-in-expressrout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保护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帐户
2019/12/17 •

NOTENOTE

第 1 步： 创建专用的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帐户，并仅在必要时使用

Get-AzureADDirectoryRole | where { $_.DisplayName -eq "Company Administrator" } | Get-
AzureADDirectoryRoleMember | Ft DisplayName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订阅的安全违规（包括信息收集和网络钓鱼攻击）通常是通过威胁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帐户的凭据来
实现的。 云中的安全性是您和 Microsoft 之间的合作关系：

Microsoft 云服务是基于信任和安全性的基础建立的。 Microsoft 为您提供安全控件和功能，以帮助保护您的
数据和应用程序。

你拥有自己的数据和标识，并负责保护它们、本地资源的安全性以及你控制的云组件的安全性。

Microsoft 提供的功能可帮助保护你的组织，但只有在你使用它们时才有效。 如果不使用它们，可能会受到攻击。 为
了保护您的全局管理员帐户，Microsoft 在这里为您提供详细说明，以帮助你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专用的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帐户，并仅在必要时使用它们。

2. 为你的专用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帐户配置多重身份验证，并使用最强的辅助身份验证形式。

虽然本文重点介绍全局管理员帐户，但您应考虑是否有其他帐户使用广域权限访问订阅中的数据，例如电子数据展示管理员或

安全性或合规性管理员帐户应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保护。

与需要全局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帐户分配角色相比，管理任务相对较少。 因此，请执行以下步骤，而不是使用已分配
有全局管理员角色的日常用户帐户。

1. 确定已分配全局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帐户集。 您可以使用 Azure Active （Azure AD） Directory PowerShell for
Graph 命令执行此操作：

2. 使用已分配有全局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帐户登录到 Office 365 订阅。

3. 至少创建一个最多5个专用全局管理员用户帐户。 使用使用强强密密码码，，长长度至少度至少为为12个字符。个字符。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创建强密码。 将新帐户的密码存储在安全的位置。

4. 将全局管理员角色分配给每个新的专用全局管理员用户帐户。

5. 注销 Office 365。

6. 使用新的专用全局管理员用户帐户之一进行登录。

7. 对于从第1步中为其分配了全局管理员角色的每个现有用户帐户：

删除全局管理员角色。

将管理员角色分配给适合该用户的工作职能和责任的帐户。 有关 Office 365 中的各种管理员角色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关于管理员角色。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4026406/microsoft-account-create-a-strong-password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add-users/about-admin-roles


NOTENOTE

第 2 步： 为你的专用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帐户配置多重身份验证，并
使用最强的辅助身份验证形式

8. 注销 Office 365。

结果应为：

Get-AzureADDirectoryRole | where { $_.DisplayName -eq "Company Administrator" } | Get-
AzureADDirectoryRoleMember | Ft DisplayName

订阅中唯一具备全局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帐户是一组新的专用全局管理员帐户。 使用以下 PowerShell 命令对
此进行验证：

所有管理订阅的其他日常用户帐户分配有与其工作职责相关联的管理员角色。

从现在起，您只需使用专用全局管理员帐户，即可为需要全局管理员权限的任务进行登录。 所有其他 Office 365 的
管理都必须通过向用户帐户分配其他管理角色来完成。

这需要额外的步骤才能注销为您的日常用户帐户，并使用专用全局管理员帐户登录。 但这只需要偶尔执行全局管理员操作。 请
考虑在全局管理员帐户泄露之后恢复 Office 365 订阅需要执行更多步骤。

多因素身份验证（MFA）需要除帐户名称和密码之外的其他信息。 Office 365 支持以下验证方法：

电话联络

随机生成的密码

智能卡（虚拟或物理）

生物识别设备

如果你是一位仅使用在云中存储的用户帐户的小型企业（仅限云身份验证模型），请使用以下步骤配置使用电话呼叫

或发送到智能手机的短信验证代码的 MFA：

1. 设置 MFA。

2. 为Office 365 设置2步验证，以将电话呼叫或短信的每个专用全局管理员帐户配置为验证方法。

如果您是更大的组织，并且使用的是 Office 365 混合标识模型，则可以使用更多的验证选项。 如果已为安全基础结
构设置了更强的辅助身份验证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设置 MFA。

2. 为Office 365 设置2步验证，为每个专用全局管理员帐户配置相应的验证方法。

如果所需的更强验证方法的安全基础结构未就绪且无法正常运行，则强烈建议使用电话呼叫或短信将专用全局管理

员帐户配置为使用 MFA 365。以临时安全措施的形式为全局管理员帐户发送到智能手机的验证代码。 请勿离开专
用全局管理员帐户，而不会通过 MFA 提供额外的保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Office 365 部署的多重身份验证计划。

若要连接到具有 MFA 和 PowerShell 的 Office 365 服务，请参阅以下文章：

适用于用户帐户、组和许可证的 Office 365 PowerShell
Exchange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security-and-compliance/set-up-multi-factor-authentication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t-up-2-step-verification-for-office-365-ace1d096-61e5-449b-a875-58eb3d74de14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security-and-compliance/set-up-multi-factor-authentication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t-up-2-step-verification-for-office-365-ace1d096-61e5-449b-a875-58eb3d74de14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security-and-compliance/multi-factor-authentication-plan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connect-to-office-365-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mfa-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by-using-mfa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sharepoint/sharepoint-online/connect-sharepoint-online#to-connect-with-multifactor-authentication-mfa


针对企业组织的其他保护

特特权访问权访问工作站工作站

Azure AD Privileged Identity ManagementAzure AD Privileged Identity Management

NOTENOTE

适用于适用于  Office 365  Office 365 日志日志记录记录的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的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SIEMSIEM））软软件件

后续步骤

另请参阅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步骤1和2之后，使用这些其他方法，以确保全局管理员帐户以及使用它执行的配置尽可能安全。

若要确保高特权任务的执行尽可能安全，请使用特权访问工作站（PAW）。 PAW 是一台专用计算机，仅用于敏感配置
任务，如需要全局管理员帐户的 Office 365 配置。 由于此计算机不会每天用于 Internet 浏览或电子邮件，因此它会
更好地受到 Internet 攻击和威胁的保护。

有关如何设置 PAW 的说明，请参阅https://aka.ms/cyberpaw。

无需将全局管理员帐户永久分配给全局管理员角色，您可以使用 Azure AD 特权标识管理（PIM）启用全局管理员角
色的按需实时分配需要.

只有全局管理员帐户成为永久管理员，才会成为符合条件的管理员。 全局管理员角色处于非活动状态，直到有人需
要它。 然后，完成激活过程，将全局管理员角色添加到全局管理员帐户中的预先确定的一段时间。 当时间过期
时，PIM 将从全局管理员帐户中删除全局管理员角色。

使用 PIM 和此过程可大大减少全局管理员帐户易受恶意用户攻击和使用的时间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AZURE AD 特权标识管理。

PIM 可用于 Azure AD Premium P2，它包含在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E5 或企业移动性 + 安全性（EMS） E5 中，也可以为全局管
理员帐户购买单独的许可证。

在服务器上运行的 S IEM 软件对应用程序和网络硬件创建的安全警报和事件执行实时分析。 若要允许您的 S IEM
服务器在其分析和报告功能中包含 Office 365 安全警报和事件，请将 Azure AD 集成到您的 SEIM 中。 请参
阅Azure 日志集成简介。

如果您正在为 Office 365 订阅设置标识，请参阅：

仅限云的标识（如果使用仅限云标识）

如果使用的是混合标识，则准备进行目录同步

Office 365 安全路线图。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manage-skype-for-business-online-with-office-365-powershell#connect-using-a-skype-for-business-online-administrator-account-with-multifactor-authentication
https://aka.ms/cyberpaw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privileged-identity-management-configure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security/security-azure-log-integration-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security-roadmap


Office 365 仅限云身份标识
2019/12/17 •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对于仅限云的标识，所有用户、组和联系人都存储在 Office 365 订阅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租户
中。 下面是仅限云身份的基本组件。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组织中的用户及其用户帐户进行分类。 例如，一些是员工，且具有永久状态。 有些是具有临时
状态的供应商、承包商或合作伙伴。 有些外部用户没有用户帐户，但仍必须被授予对特定服务和资源的访问权限，
以支持交互和协作。 例如：

租户帐户表示组织中许可访问云服务的用户。

企业到企业（B2B）帐户表示您的组织外部的用户，您邀请参与协作的用户可以向您的组织中的用户类型进
行分组。 分组是什么？ 例如，您可以将用户按高级功能或目标分组到您的组织。

此外，可以将某些云服务与组织外部没有任何用户帐户的用户共享，而且你还需要标识这些用户组。

您可以使用 Azure AD 中的组来实现多种目的，从而简化云环境的管理。 例如，使用 Azure AD 组，您可以执行以
下操作：

使用基于组的许可将 Office 365 的许可证在添加后立即自动分配给用户帐户。
根据用户帐户属性（如部门）将用户帐户动态添加到特定组。

自动预配软件即服务 (SaaS) 应用程序的用户，并通过多重身份验证和其他条件访问规则来保护对这些应用程
序的访问。

为 SharePoint Online 团队网站设置权限和访问权限级别。

您可以使用以下内容创建新用用户户：

Microsoft 365 管理员中心
Office 365 PowerShell

您可以使用以下内容创建新组组：

Microsoft 365 管理员中心
Office 365 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add-users/add-user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create-user-accounts-with-office-365-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create-groups/create-group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manage-office-365-groups-with-powershell


仅限云标识的下一步

向用户帐户分配许可证



准备将目录同步到 Office 365
2019/12/5 •

1. 目录清理任务

IMPORTANTIMPORTANT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您的组织的混合标识和目录同步的好处包括：

减少组织中的管理程序

（可选）启用单一登录方案

自动完成 Office 365 中的帐户更改

有关使用目录同步的优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directory 同步路线图和Office 365 的混合标识。

但是，目录同步需要进行规划和准备，以确保您的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同步到 Office 365 订阅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租户，其中至少有错误。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以获得最佳效果。

在将 AD DS 同步到 Azure AD 租户之前，需要清理 AD DS。

如果在同步之前不执行 AD DS 清理，则部署过程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完成目录同步的
循环、识别错误和重新同步。

在 AD DS 中，为将分配 Office 365 许可证的每个用户帐户完成以下清理任务：

1. 确保proxyAddresses属性中有一个有效且唯一的电子邮件地址。

2. 删除proxyAddresses属性中的任何重复值。

3. 如果可能，请确保用户的用用户户对象中的userPrincipalName属性具有有效且唯一的值。 为了获得最佳同
步体验，请确保 AD DS UPN 与 Azure AD UPN 相匹配。 如果用户不具有userPrincipalName属性的值，
则user对象必须包含sAMAccountName属性的有效且唯一的值。 删除userPrincipalName属性中的任
何重复值。

4. 若要优化全局地址列表（GAL）的使用，请确保 AD DS 用户帐户的以下属性中的信息正确：

givenName
surname
displayName
职务

部门

办公室

办公室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号码

街道地址

城市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5398


2. 目录对象和属性准备

省/自治区/直辖市
邮政编码

国家或地区

AD DS 和 Office 365 之间的成功目录同步要求已正确准备 AD DS 属性。 例如，您需要确保在与 Office 365 环境
同步的某些属性中不使用特定的字符。 意外字符不会导致目录同步失败，但可能会返回警告。 无效字符将导致目
录同步失败。

如果某些 AD DS 用户具有一个或多个重复的属性，则目录同步也会失败。 每个用户都必须具有唯一的属性。

您需要准备的属性如下所示：

displayName

如果该属性存在于用户对象中，它将与 Office 365 同步。
如果此属性存在于 user 对象中，则它必须具有值。 也就是说，属性不得为空。
最大字符数：256

givenName

如果该属性存在于用户对象中，它将与 Office 365 同步，但 Office 365 不需要或使用它。
最大字符数：64

mail

NOTENOTE

属性值在目录中必须是唯一的。

如果存在重复值，则将同步第一个值为的用户。 随后的用户将不会出现在 Office 365 中。 您必须修改 Office
365 中的值或修改 AD DS 中的两个值，以使两个用户都显示在 Office 365 中。

mailNickname （Exchange 别名）

NOTENOTE

属性值不能以句点（.）开头。

属性值在目录中必须是唯一的。

同步名称中的下划线（""）表示此属性的原始值包含无效字符。 原始值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和字符！、#、$、%、
&、'、 *、+、-、/、=、？、^、_、'、{、|、} 和 ~。 有关此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Exchange alias 属性。

proxyAddresses

多值属性

每个值的最大字符数：256

属性值不能包含空格。

属性值在目录中必须是唯一的。

无效字符： < > （）;, [ ] " '

请注意，无效字符适用于类型分隔符后面的字符和 "："，因此允许 SMTP:User@contso.com，但
SMTP:user:M@contoso.com 不是。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ailboxes/set-mailbox?view=exchange-ps


3. 准备 userPrincipalName 属性

IMPORTANTIMPORTANT
所有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地址都应遵守电子邮件邮件传递标准。 如果存在重复或不需要的地址，请参
阅帮助主题删除 Exchange 中的重复和不需要的代理地址。

sAMAccountName

最大字符数：20
属性值在目录中必须是唯一的。

无效字符： [\ "|，/： < > + =;？ * ']
如果用户具有无效的sAMAccountName属性，但具有有效的userPrincipalName属性，则会在
Office 365 中创建该用户帐户。
如果sAMAccountName和userPrincipalName都无效，则必须更新 AD DS userPrincipalName属
性。

sn （姓）

如果该属性存在于用户对象中，它将与 Office 365 同步，但 Office 365 不需要或使用它。
targetAddress

需要为用户填充的targetAddress属性（例如，SMTP:tom@contoso.com）必须出现在 OFFICE 365 GAL
中。 在第三方邮件迁移方案中，这将需要用于 AD DS 的 Office 365 架构扩展。 Office 365 架构扩展还将
添加其他有用的属性来管理 Office 365 对象，这些对象是通过使用 AD DS 中的目录同步工具填充的。 例
如，将添加用于管理隐藏邮箱或通讯组的msExchHideFromAddressLists属性。

最大字符数：256
属性值不能包含空格。

属性值在目录中必须是唯一的。

无效字符： \ < > （）;, [ ] "
所有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地址都应遵守电子邮件邮件传递标准。

userPrincipalName

UserPrincipalName属性必须为 Internet 样式的登录格式，其中用户名后跟 "at" 符号（@）和域名：例
如，user@contoso.com。 所有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地址都应遵守电子邮件邮件传递标准。
UserPrincipalName属性的最大字符数为113。 在 at 符号（@）的前面和后面允许使用特定数量的字
符，如下所示：

位于 at 符号（@）前面的用户名的最大字符数（@）：64
At 符号（@）后面的域名的最大字符数：48
无效字符： % & * +/=？ { } | < > ( ) ; : , [ ] " '
元音变音符也是一个无效字符。

每个userPrincipalName值中都需要 @ 字符。
@ 符在每个 userPrincipalName 值中不能作为第一个字符。
用户名不能以句点（.）、与号（&）、空格或 at 符号（@）结尾。
用户名不能包含任何空格。

必须使用可路由的域;例如，不能使用本地或内部域。
Unicode 将转换为下划线字符。
userPrincipalName不能包含目录中的任何重复值。

请参阅使用IdFix 工具准备目录属性，以使用 IdFix 工具识别 AD DS 的属性中的错误。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93860


4. 向 AD DS 添加备用 UPN 后缀

5. 将 AD DS UPN 与 Office 365 UPN 匹配

后续步骤

Active Directory 旨在允许组织中的最终用户使用sAMAccountName或userPrincipalName登录到您的目录。
同样，最终用户可以使用其工作或学校帐户的用户主体名称（UPN）登录 Office 365。 目录同步尝试使用 AD DS
中的同一个 UPN 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创建新用户。 UPN 的格式类似于电子邮件地址。

在 Office 365 中，UPN 是用于生成电子邮件地址的默认属性。 可以轻松获取userPrincipalName （在 ad DS 和
Azure AD 中）和proxyAddresses中的主电子邮件地址设置为不同的值。 当它们设置为不同的值时，管理员和最
终用户可能会感到困惑。

最好对齐这些属性以减少混淆。 若要满足单一登录与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AD FS）2.0 的要求，您
需要确保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和 AD DS 中的 Upn 匹配且使用有效的域命名空间。

您可能需要添加其他 UPN 后缀以将用户的公司凭据与 Office 365 环境相关联。 UPN 后缀是 @ 字符右侧的
UPN 的一部分。 用于单一登录的 UPN 可能包含字母、数字、句点、短划线和下划线，但不包含任何其他类型的
字符。

有关如何将其他 UPN 后缀添加到 Active Directory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Prepare for Directory 同步。

如果已设置目录同步，则用户的 Office 365 UPN 可能与 AD DS 中定义的用户的 AD DS UPN 不匹配。 如果在验
证域前已为用户分配了许可证，则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若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PowerShell 修复重复的 upn以更
新用户的 upn，以确保 OFFICE 365 UPN 与公司用户名和域相匹配。 如果要在 AD DS 中更新 UPN，并希望它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标识同步，则需要先删除 Office 365 中的用户许可证，然后再在 AD DS 中进行更改。

另请参阅如何为目录同步准备不可路由的域（例如，本地域）。

请参阅使用 IdFix 工具准备目录属性，以帮助您在目录同步之前更正 AD DS 的属性中的错误。

如果更正了使用 IdFix 工具识别的所有属性错误，并已完成上面的步骤1到步骤5，请参阅设置目录同步。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543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30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repare-a-non-routable-domain-for-directory-synchronization


使用 IdFix 工具准备好与 Office 365 进行同步的目录
属性
2019/12/4 •

使用 IdFix GUI 修复目录中的错误

IdFix 检测到的常见错误和修复

误误差差 错误类错误类型型说说明明 建建议议的修的修补补程序程序 示例示例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本主题包含有关运行 IdFix 工具的详细说明、可能遇到的一些常见错误、建议的修补程序、示例和最佳做法，以了解
在遇到大量错误时应采取的操作。

运行 Office 365 IdFix 工具以搜索目录中的问题，然后按照本主题中所述修复 GUI 中的错误。 如果该工具返回一个
空白表，则不会发现任何错误。 如果目录中存在很多问题，则当该工具返回错误时，可能会很困难。 解决此问题的
一种方法是先修复一种类型的所有错误，然后再移到下一种类型。

1. 在开始进行更改之前，请查看 IdFix 提供的建议。

2. 查看 IdFix 返回的错误列表。 您可以通过单击列出错误类型的列顶部的 "错误错误"，按错误类型对错误进行排
序。 如果有多个错误与单个属性相关联，则这些错误将合并到一行中。 在可能的情况下，IdFix 会提供 "更更
新新" 列中的修复建议。 该修补程序基于与对象关联的其他属性的检查。 虽然这些通常比目录中已有的内容
更好，但只有您可以决定真正准确的内容。

3. 如果 IdFix 对修补程序有重复错误的建议，则会通过 "更新更新" 列中值开头的三个标志之一来标识该修补程序
（例如，） [E]john.doe@contoso.com 。 如果您接受建议，则在应用更改时，将不会在目录中插入标志。 例如， 
john.doe@contoso.com 将仅应用建议标志后面的值。 如果要接受该建议，请从 "操作操作" 列中选择匹配的操作。
这些标志指示操作，如下所示：

[C] 建议的操作完成完成。 不需要对值进行编辑。

[E] 建议的操作编辑编辑。 应更改该值以避免与目录中的其他值发生冲突。

[R] 建议删删除除操作。 该值是启用了非邮件的对象上的 SMTP 代理，可能会安全地删除。

4. 阅读并了解错误后，请使用所做的更改更新 "更新更新" 列中的条目，然后在 "操作操作" 列中选择您希望 IdFix 实现更改
所要执行的操作。 例如，两个用户可能会被 proxyAddress 标识为重复项。 只有一个用户可以使用 proxyAddress

进行邮件传递。 若要解决此问题，请将具有正确值的用户的 "操作操作" 列标记为 "已完成完成"，并为其他用户标记 "操操
作作" 列删删除除。 这将从 proxyAddress 用户中删除该 proxyAddress 属性不属于的用户，并且不会对其 proxyAddress

正确的用户做出任何更改。

下表介绍了 IdFix 检测到的错误，提供了该工具最常推荐的修补程序，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了有关如何修复这些
错误的示例。



通配符通配符 非法字符。 值包含无效的字
符。

"更新更新" 列中显示的错误的建
议修补程序将显示值为删除

的无效字符。 

有效邮件地址末尾的尾部空

格是非法字符，例如： 
" user@contoso.com  " 
有效邮件地址开头的前导空

格是非法字符，例如： 
" user@contoso.com " 
ú 字符是非法字符。

直接直接 重复条目。 值在查询的范围
内重复。 所有重复值将显示
为错误。

编辑或删除值以消除重复。

该工具不会为重复项提供建

议的修补程序。 相反，您必须
选择两个或更多个重复项中

的哪一个是正确的，并删除

重复的项。

format 格式错误。 此值违反了属性
用法的格式要求。

建议的更新将显示删除了任

何无效字符的值。 如果没有
无效字符，更新和值将显示

相同。 您需要在更新中确定
您真正需要的内容。 该工具
不会为所有格式设置错误提

供建议的修补程序。

例如，SMTP 地址必须符合
RFC 2822，并且
mailNickName 不能以句点开
头或结尾。 有关目录属性的
格式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准备通过目录同步将用户

预配到 Office 365中的 "目录
对象和属性准备"。

topleveldomain 顶级域。 这适用于受RFC
2822格式设置的值。 如果顶
级域不是 internet 可路由
的，则会将其标识为错误。 例
如，以结尾的 SMTP 地址。本
地不是 internet 路由的，将
导致此错误。

将值更改为 internet 可路由
的域， .com 例如 .net 或。

更改

myaddress@fourthcoffee.local

为 fourthcoffee.com 或其

他 internet 可路由域。 
有关说明，请参阅如何为目

录同步准备不可路由的域（例

如，本地域）。

domainpart 域部件错误。 这适用于受
RFC 2822 格式设置的值。 如
果值的域部分无效且不符合

RFC 2822，则将生成此值。

将值更改为符合 RFC 2822
的值。 例如，请确保它不包含
任何空格或非法字符。

更改

myaddress@fourth
coffee.com

为

myaddress@fourthcoffee.com

。

domainpart_localpart 本地错误。 这适用于受 RFC
2822 格式设置的值。 如果值
的本地部分无效且不符合

RFC 2822，则将生成此值。

将值更改为符合 RFC 2822
的值。 例如，请确保它不包含
任何空格或非法字符。

更改

my"work"address@fourthcoffee.com

为

myworkaddress@fourthcoffee.com

。

Length 长度错误。 值违反属性的长
度限制。 当目录架构已更改
时，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IdFix 建议的更新会将值截断
为可接受的长度。 
请注意，这可能会产生不理

想的结果。 您应查看建议的
修补程序并在需要时更改

它，然后再单击 "应应用用"。

空字符空字符 空或 null 错误。 值违反了要
同步的属性的 null 限制。 只
有少数几个属性必须包含一

个值。

如果可能，建议的更新将利

用其他属性值来生成可能的

替代项。

误误差差 错误类错误类型型说说明明 建建议议的修的修补补程序程序 示例示例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401464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repare-a-non-routable-domain-for-directory-synchronization


mailmatch 这适用于仅专用于 Office
365 的。 值与 mail 属性不匹
配。

建议的更新将是前缀为

"SMTP：" 的邮件属性值。

误误差差 错误类错误类型型说说明明 建建议议的修的修补补程序程序 示例示例

您可以使用 IdFix 执行的操作

退退货货 操作操作说说明明 示例示例

全面全面 原始值是可接受的，即使被标识为错误，

也不应更改。

两个用户有一个被标识为重复的

proxyAddress。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使用
邮件传递的值。 将具有正确值的用户标
记为 "已完成完成"。

删删除除 属性值将从源对象中删除。 对于多值属
性，例如 proxyAddresses ，只有显示的

单个值将被删除。

两个用户有一个被标识为重复的

proxyAddress。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使用
邮件传递的值。 将具有重复值的用户标
记为 "删删除除"。

编辑编辑 将使用 "更新更新" 列中的信息修改属性值。
如果已通过 IdFix 建议了有效的更新更新值，
则从 "操作操作" 列中选择 "编辑编辑"，然后继续
执行下一个错误。 如果不喜欢该建议，
请在 "更新更新" 列中键入新的，然后从 "操操
作作" 列中选择 "编辑编辑"。

取消取消 仅当您从事务日志中还原时，此选项才

可用。 如果选择 "撤消撤消"，则会将属性值
还原为原始值。

FAIL 仅当更新更新值与 AD DS 规则发生未知冲
突时，才会返回此值。 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您知道故障是什么，则可以再次编辑

"更新更新" 列中的值。 可能需要使用 ADSI
Edit 分析对象中的值。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ADSI Edit （adsi .msc）。

更改 IdFix 使用的规则集

更改 IdFix 使用的搜索范围

若要修复错误，请从 "操作操作" 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 下表介绍了您可以使用 IdFix 工具对属性执行的操作操作操作。
如果将 "操作操作" 列保留为空，则 IdFix 工具将不会对目录中的特定错误执行任何操作。

为错误或错误批处理选择操作操作后，单击 "应应用用"。 当您单击 "应应用用" 时，该工具会在目录中进行更改。 您可以在单击
"应应用用" 之前提供多个错误的修复程序，IdFix 将同时更改所有这些错误。

再次运行 IdFix 以确保您所做的修补程序未引入新的错误。 您可以根据需要多次重复这些步骤。 在同步之前，最好
先完成几次此过程。

默认情况下，IdFix 使用多租户规则集测试目录中的条目。 这是大多数 Office 365 = 客户的正确规则集。 但是，如
果您是 Office 365 专用或 ITAR （Arm 规章中的国际流量）客户，则可以将 IdFix 配置为改用专用规则集。 如果您不
确定您是哪种类型的客户，则可以安全地跳过此步骤。 若要将规则集设置为专用，请单击菜单栏中的齿轮图标，然
后单击 "专专用用"。

默认情况下，IdFix 搜索整个目录。 如果需要，您可以将工具配置为搜索特定子树（而不是搜索）。 若要执行此操作，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401170


通过使用 IdFix GUI 回滚您的更改

后续步骤

请在菜单栏中，单击 "筛选器" 图标，然后输入一个有效的子树。

每次单击 "应应用用" 以应用更改时，IdFix 工具将创建一个名为 "事务日志" 的单独文件，其中列出了刚才所做的更改。
您可以使用事务日志回滚在最近的日志中进行的更改，以防您犯错误。 如果在更新过程中出现错误，则可以通过单
击 "撤消撤消" 来撤消最近应用的更改。 当您单击 "撤消撤消" 时，IdFix 将使用事务日志回滚在最近的事务日志中的更改。
有关使用事务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Reference： Office 365 IdFix transaction log。

设置目录同步



下载并运行 Office 365 IdFix 工具
2019/12/4 •

运行 IdFix 所需的操作

IdFix IdFix 硬件要求硬件要求

IdFix IdFix 软软件要求件要求

IdFix IdFix 权权限要求限要求

下载并解压缩 IdFix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IdFix 在同步到 Office 365 之前识别您的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域中的错误（如重复和格式问题）。

若要成功完成此任务，您应该能够轻松处理 AD DS 中的用户、组和联系人对象。

如果无法完成此任务，您还可以执行几个其他操作。 这些方法可能更简单，但它们可能会花费更长或其他缺点。
具体包括：

在不运行在不运行  IdFix 的情况下运行目的情况下运行目录录同步同步

您可以在不使用 IdFix 工具的情况下同步目录，但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在同步之前修复错误需要较少的时
间，并且通常会使到云的过渡更平稳。

雇用雇用顾问顾问

获取专家帮助可以让你的用户快速启动并运行，你的目录将同步。

获取 IdFix 的最简单方法是将其下载到已加入 AD DS 域的计算机上。 如果需要，可以在域控制器上运行它，但这
并不是必需的。

您在其中下载 IdFix 的计算机需要满足以下最低硬件要求：

4 GB RAM
2 GB 的硬盘空间

需要将 IdFix 下载到的计算机连接到要将用户同步到 Office 365 的同一 AD DS 域。

计算机还需要安装 .NET Framework 4.0。 如果您运行的是 Windows Server 2008 或更高版本，则可能已安装
.NET Framework。 如果不是，则可以从下载中心或 Windows Update下载 .net 4.0 。

您用于运行 IdFix 的用户帐户必须具有对 AD DS 域的读取和写入权限。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用户帐户是否满足这些要求，并且不确定如何进行检查，您仍可以下载并运行 IdFix。 如果您的
用户帐户没有适当的权限，则 IdFix 将在您尝试运行它时只显示错误。

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1. 登录到您要在其中运行 IdFix 工具的计算机。

2. 请转到 Microsoft 下载中心网站，获取IdFix DirSync 错误修正工具。

3. 下载并打开 zip 文件。

4. 在 " IdFix " 窗口中，选择 "提取提取"，然后 "全部提取全部提取"。 默认情况下，IdFix 被提取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40047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67219


运行 IdFix 工具

C:\Users\<your user name>\Documents\IdFix 到。

5. 选择“提取提取”。

这些说明是通过运行 Windows Server 2016 的服务器上的 Internet Explorer 完成的。 如果您使用的是其他版本
的 Windows 或不同的浏览器，则您的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

下载并解压缩 IdFix 后，运行它以搜索 AD DS 域中的问题。

1. 使用具有对 AD DS 域的读/写访问权限的帐户登录到已下载 IdFix 的计算机。

2. 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转到您在其中提取 IdFix 的位置。 如果在提取过程中选择了默认文件夹，请
C:\Users\<your user name>\Documents\IdFix 转到。

3. 双击 " IdFix"。

4. 默认情况下，IdFix 使用多租户规则集测试目录中的条目。 这是大多数 Office 365 客户的正确规则集。 但
是，如果您是一种 Office 365 专用或国际流量（在 Arm 规章（ITAR））客户，则可以将 IdFix 配置为改用专用
规则集。 如果您不确定您是哪种类型的客户，则可以安全地跳过此步骤。 若要将规则集设置为专用，请单
击菜单栏中的齿轮图标，然后选择 "专专用用"。

5. 选择 "查询查询"。

6. 默认情况下，IdFix 会搜索整个目录中是否有错误。

运行查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目录的大小。 您可以在该工具的主窗口的底部观看进度。 如果单
击 "取消取消"，则需要从头开始重新启动。

7. 在 IdFix 完成查询后，如果没有任何错误，则可以同步您的目录。 如果目录中有错误，建议您在同步之前对
其进行修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准备用于与 Office 365 同步的目录属性。

虽然不强制在同步之前修复这些错误，但强烈建议您至少查看 IdFix 返回的所有错误。

每个错误都显示在该工具的主窗口中的单独行中。

8. 如果您同意 "更新更新" 列中的 "建议的更改"，则在 "操作操作" 列中选择您希望 IdFix 实现更改所要执行的操作，然
后单击 "应应用用"。 当您单击 "应应用用" 时，该工具会在目录中进行更改。

无需在每次更新后单击 "应应用用"。 相反，您可以先修复几个错误，然后再单击 "应应用用"，IdFix 将同时更改所有
这些错误。 您可以通过单击列出错误类型的列顶部的 "错误错误"，按错误类型对错误进行排序。

一种策略是修复相同类型的所有错误;例如，先修复所有重复项，并应用它们。 接下来，修复字符格式错误，
等等。 每次应用更改时，IdFix 工具都会创建一个单独的日志文件，您可以使用该文件来撤消所做的更改，
以防您犯错误。 事务日志存储在提取 IdFix 的文件夹中，这是默认情况下_C:\Users<您的用户名>
\documents\idfix_中的名称。



IdFix 上的其他资源

视频培训

9. 对目录进行所有更改后，再次运行 IdFix 以确保您所做的修补程序未引入新的错误。 您可以根据需要多次
重复这些步骤。 在同步之前，最好先完成几次此过程。

IdFix 排除和支持的对象和属性
Office 365 IdFix 事务日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LinkedIn安装和使用 IdFix 工具，此课程由 LinkedIn 学习版提供。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install-and-use-the-idfix-tool-4d81d73c-f172-4fd5-8542-f601c0c96aa9?ui=en-us&rs=en-us&ad=us


IdFix 排除和支持的对象和属性
2019/12/4 •

IdFix 使用的多租户和专用错误排除

在在  IdFix  IdFix 搜索搜索过过程中排除的程中排除的对对象、属性和象、属性和值值

排除排除 示例示例

Admini* 管理员

CAS_ {* CAS_ {fe35fc98e69e4d08}

DiscoverySearchMailbox* DiscoverySearchMailbox

FederatedEmail* FederatedEmail. GUID

Guest*

HTTPConnector* HTTPConnector

krbtgt* ms-DS-链接

iusr_* iusr_ machinename

iwam* IWAM_ machinename

msol* MSOL_AD_SYNC

support_*

SystemMailbox* Systemmailbox { GUID }

WWIOadmini*

*$

distinguishedName 包含 "\0ACNF：" "\0ACNF： GUID "

对象包含 IsCriticalSystemObject 属性 请参阅属性 isCriticalSystemObject。

由 IdFix 检查的多租户和专用对象和属性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有两组由 IdFix 维护的规则;多租户和专用/ITAR。 此时，这两个规则集将从其搜索中排除相同的对象、属性和属性
值。 这可能会在将来的版本中发生变化。

此部分列出了 IdFix 从目录的搜索中排除的对象、属性和值。 星号（*）是一个可替代其他字符的通配符。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401169


通过使用 IdFix 工具在准备目录属性以与 Office 365 同步中的 "目录对象和属性准备" 一节中介绍了 IdFix 检查是否
有错误的属性。



Office 365 IdFix 事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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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Fix 事务日志位置

IdFix 事务日志日志记录级别

IdFix 事务日志格式

5/22/2018 6:36:44 AM Initialized - IdFix version 1.07 - Multi-Tenant
5/22/2018 6:36:47 AM Query AD
5/22/2018 6:36:47 AM FOREST:e2k10.com SERVER:dc1.e2k10.com FILTER:(|(objectCategory=Person)
(objectCategory=Group))
5/22/2018 6:36:47 AM Please wait while the LDAP Connection is established.
5/22/2018 6:36:49 AM Query Count: 140  Error Count: 29  Duplicate Check Count: 191
5/22/2018 6:36:49 AM Elapsed Time: AD Query - 00:00:02.3890432
5/22/2018 6:36:49 AM Write split files
5/22/2018 6:36:49 AM Merge split files
5/22/2018 6:36:49 AM Count duplicates
5/22/2018 6:36:49 AM Write filtered duplicate objects
5/22/2018 6:36:49 AM Read filtered duplicate objects
5/22/2018 6:36:49 AM Read error file
5/22/2018 6:36:49 AM Elapsed Time: Duplicate Checks - 00:00:00.0780785
5/22/2018 6:36:49 AM Populating DataGrid
5/22/2018 6:36:50 AM Elapsed Time: Populate DataGridView - 00:00:00.0780785
5/22/2018 6:36:50 AM Query Count: 140  Error Count: 53
5/22/2018 6:37:34 AM Apply Pending
5/22/2018 6:37:34 AM Update: [CN=user000001,OU=e2k10OU1,DC=e2k10,DC=com][user][mailnickname][character][user?
^|000001][user000001][EDIT]
5/22/2018 6:37:34 AM Update: [CN=user000008,OU=e2k10OU1,DC=e2k10,DC=com][user][targetAddress][duplicate]
[smtp:user000008@customer.com][][REMOVE]
5/22/2018 6:37:34 AM COMPLETE
5/22/2018 6:37:40 AM Loading Updates
5/22/2018 6:37:40 AM Action Selection
5/22/2018 6:37:57 AM Apply Pending
5/22/2018 6:37:57 AM Update: [CN=user000001,OU=e2k10OU1,DC=e2k10,DC=com][user][mailnickname][character][user?
^|000001][user000001][UNDO]
5/22/2018 6:37:57 AM Update: [CN=user000008,OU=e2k10OU1,DC=e2k10,DC=com][user][targetAddress][duplicate]
[smtp:user000008@customer.com][][UNDO]
5/22/2018 6:37:57 AM COMPLETE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提供了一个示例，并介绍了 Office 365 IdFix 事务日志的命名约定和默认日志级别。

每次单击 IdFix 中的 "应应用用" 并将更改应用于 Active Directory 林时，Office 365 IdFix 工具都会创建一个新的事务
日志。 事务日志保存在您安装 IdFix 的同一文件夹中。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夹为 C:\Deployment Tools\IDFix。 事务
日志文件名使用日期和时间戳格式，例如，详细 6-1-2018 6-17-22 PM 表示在 2018 PM 的6:17:22 年6月1日生成
的文件。 详细指示日志记录级别。

事务日志文件名中的 "详细说明" 一词表示在文件中的日志记录级别。 Verbose 表示日志中捕获的信息的最大数
量。 这是默认的日志记录级别。 此时，您无法更改日志记录级别。

IdFix 将每个更新更新操作的结果写入事务日志，如以下示例所示：



设置 Office 365 目录同步
2019/12/17 •

1. 查看 Azure AD Connect 的先决条件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Office 365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租户存储和管理用于访问基于云的资源的身份验证和权限的
标识。

如果你具有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则可以将 AD DS 用户帐户、组和联系人与 Office 365 订阅的
Azure AD 租户同步。 这是 Office 365 的混合标识。 以下是它的组件。

Azure AD Connect 在本地服务器上运行，并将 AD DS 与 Azure AD 租户同步。 除了目录同步，您还可以指定以
下身份验证选项：

密码哈希同步（PHS）

Azure AD 执行身份验证本身。

直通身份验证 (PTA)

Azure AD 具有 AD DS 执行身份验证。

联合身份验证

Azure AD 重定向请求身份验证的客户端计算机，以联系另一个标识提供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混合标识。

您可以使用 Office 365 订阅获取免费的 Azure AD 订阅。 设置目录同步时，将在其中一台本地服务器上安装
Azure AD Connect。



服服务务器操作系器操作系统统 其他其他软软件件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及更高版本 -默认情况下，安装了 PowerShell，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通过 Windows 更新提供 Net 4.5.1 及更高版本。 确保已在控
制面板中将最新的更新安装到 Windows Server。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ervice Pack 1 （SP1） * * 或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Management Framework 4.0 中提供了最新版本的
PowerShell。 在Microsoft 下载中心搜索它。 
-.Net 4.5.1 及更高版本在Microsoft 下载中心提供。

Windows Server 2008 -支持的最新版本的 PowerShell 可在 Windows Management
Framework 3.0 中提供，可在Microsoft 下载中心上找到。 
-.Net 4.5.1 及更高版本在Microsoft 下载中心提供。

2. 安装 Azure AD Connect 和配置目录同步

3. 完成域设置

后续步骤

对于 Office 365，你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验证您的内部部署域。 Azure AD Connect 向导将指导你完成此步骤。
获取 Office 365 租户和 AD DS 的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对于您在其上安装 Azure AD Connect 的本地服务器，你将需要：

有关 azure AD Connect 的硬件、软件、帐户和权限要求、SSL 证书要求和对象限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的先决条件。

您还可以查看 Azure AD Connect版本的历史记录，以查看每个版本中包含和修复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您具有：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AD DS 域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哪种身份验证方法（PHS、PTA、联合）
是否要使用AZURE AD 无缝单一登录（SSO）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登录到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https://admin.microsoft.com)并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用用户户  >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

2. 在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 页上，选择 "更多更多（三个点） > 目目录录同步同步"。

3. 在 "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准准备备" 页上，选择 "转转到下到下载载中心中心" 以以获获取取  Azure AD Connect 工具工具链接
开始。

4. 按照AZURE Ad connect 和 AZURE Ad Connect Health 安装路线图中的步骤操作。

当您管理 DNS 记录以完成域设置时，请按照为 Office 365 创建 dns 记录中的步骤操作。

向用户帐户分配许可证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1799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1799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1799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17996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install-prerequisite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reference-connect-version-history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sso
https://admin.microsoft.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install-roadmap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get-help-with-domains/create-dns-records-at-any-dns-hosting-provider


将 Office 365 许可证分配给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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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此文章适用于 Office 365 企业版和 Microsoft 365 企业版。

对于仅限云的标识模型，可以在创建用户帐户时将 Office 365 许可证分配给这些帐户，具体取决于您创建它们的方
式。

对于混合标识模型，当首次同步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用户帐户时，不会自动为其分配 Office 365 许可
证。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将许可证分配给用户帐户，以便您的用户可以访问 Office 365 服务，例如电子邮件和
Microsoft 团队。

您可以通过组成员身份单独或自动将许可证分配给用户帐户。

若要将 Office 365 许可证分配给单个用户帐户，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365 管理员中心
Office 365 PowerShell

有关自动许可证分配，请参阅AZURE AD 中的基于组的许可。

使用已分配了许可证的完整用户帐户集，您现在可以：

实施安全性

部署客户端软件，如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
在 Office 365 中设置移动设备管理
配置服务和应用程序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subscriptions-and-billing/assign-licenses-to-user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assign-licenses-to-user-accounts-with-office-365-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fundamentals/active-directory-licensing-whatis-azure-portal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security/office-365-security/security-roadmap
https://docs.microsoft.com/deployoffice/deployment-guide-for-office-365-proplu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t-up-mobile-device-management-mdm-in-office-365-dd892318-bc44-4eb1-af00-9db5430be3cd


配置 Office 365 企业版服务和应用程序
2019/5/16 •

准备好配置 Office 365 服务和应用程序了吗？

服服务务和和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资资源源

Office 365 套件套件 - 向 Office 365 登录页面添加公司品牌 
- 向 Office 365 帮助窗格添加自定义技术支持信息 
- 添加与 Azure AD 和其他应用程序的集成。 
-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组协作使用电子邮件、日历、文档和聊天 
- 在 Office 365 中配置信息保护 
- 在 Office 365 中激活并使用移动设备管理 
- 监视 Office 365 连接性

电电子子邮邮件件  
(Exchange Online)

- 准备好使用 Exchange 部署助理通过 Exchange 混合进行迁移 
- 使用 Exchange 迁移顾问获取自定义设置指南 
- 设置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网站网站  
(SharePoint Online)

- 在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和 Office 365 之间配置混合功能 
- 创建并使用网站模板来自定义 SharePoint Online 的外观 
- 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规划指南或 SharePoint Online 部署
顾问来规划和配置其他功能 
- 管理 Office 365 视频门户

IM 和在和在线线会会议议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 在现有的 Lync Server 2013 或 Skype for Business 2015 环境
与 Office 365 之间配置混合功能 
- 设置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并配置通用功能，如呼叫路
由、电话会议和共享 
- 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部署顾问获取自定义设置指南

文件存文件存储储和共享和共享  
（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 SharePoint Online）

- 设置 Office 365 文件存储和共享：了解何时应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存储文件以及何时应使用 Office 365 团队网站 
- 设置 Office 365 文件存储和共享：了解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 Office 365 团队网站上传文件的难易程度 
- 设置 Office 365 文件存储和共享：获取将文件上传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 Office 365 团队网站的所有步骤。了
解文件共享的提示

- 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设置指南获取自定义设置指南

Office 365 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 Office 365 管理员应使用适用于 Mac、PC 或移动设备的
Office 2016 部署指南来获取有关规划企业 Office 365 ProPlus
部署或升级的帮助。 
- Power BI for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 
- Office Delve for Office 365 管理员 
- 有关 Sway 的常见问题 
- Project Online 入门. 
- Microsoft Intune 部署顾问

基本设置说明可帮助你使所有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均可使用 Office 365 服务和应用程序。有时，通常倾向于在素有
人开始使用之前进行配置。例如，可能需要配置邮件路由、文件存储或共享策略。

如果你需要有关设置 Office 365 的帮助，请使用 FastTrack 或 Office 365 服务的部署顾问。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t-up-office-365-for-business-6a3a29a0-e616-4713-99d1-15eda62d04fa
https://fasttrack.microsoft.com/offic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dd-your-company-branding-to-office-365-sign-in-page-a1229cdb-ce19-4da5-90c7-2b9b146aef0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dd-customized-help-desk-info-to-the-office-365-help-pane-9dd9b104-68f7-4d49-9a30-82561c7d79a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integrated-apps-and-azure-ad-for-office-365-administrators-cb2250e3-451e-416f-bf4e-363549652c2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learn-more-about-groups-b565caa1-5c40-40ef-9915-60fdb2d97fa2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532171.aspx
https://support.office.microsoft.com/article/manage-mobile-devices-in-office-365-dd892318-bc44-4eb1-af00-9db5430be3cd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xdeploy2013
https://aka.ms/office365setup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723153%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83871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nd-use-site-templates-60371b0f-00e0-4c49-a844-34759ebdd98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harepoint-online-planning-guide-for-office-365-for-business-d5089cdf-3fd2-4230-acbd-20ecda2f9bb8
https://aka.ms/spoguidanc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anage-your-office-365-video-portal-c059465b-eba9-44e1-b8c7-8ff7793ff5da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4805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540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t-up-skype-for-business-online-40296968-e779-4259-980b-c2de1c044c6e
https://aka.ms/skypeguidanc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aa9cdc8-2245-4218-81ee-86fa7c35f1de#bkmk_whatdif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aa9cdc8-2245-4218-81ee-86fa7c35f1de#bkmk_movedocsvideo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aa9cdc8-2245-4218-81ee-86fa7c35f1de#bkmk_store
https://aka.ms/od4bguidance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cc303401%28v=office.16%29.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ower-bi-for-office-365-admin-center-help-5e391ecb-500c-47a3-bd0f-a6173b54104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delve-for-office-365-admins-54f87a42-15a4-44b4-9df0-d36287d9531b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46380fa-25bf-47b2-996c-e12cb2f9d07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get-started-with-project-online-e3e5f64f-ada5-4f9d-a578-130b2d4e5f11
https://aka.ms/intuneguidance


企企业业社交社交  
(Yammer)

- 将 Yammer 与 Office 365 结合使用 
- 使用 Yammer Enterprise 设置指南，获取自定义设置指南

服服务务和和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资资源源

我们随时提供帮助！

作为在 Office 365 商业版中为 Office 365 商业版分配的管理员角色，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知识渊博的支持专员。如果
你在本网站上找不到所需信息，请联系商业产品支持人员。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lan-for-yammer-integration-with-office-365-4086681f-6de1-4d39-aa72-752b2af1cbd7
https://aka.ms/yammerdeploy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ac4d046-1afd-4f1a-85fc-8219c79e150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32a17ca7-6fa0-4870-8a8d-e25ba4ccfd4b


将组织数据迁移到 Office 365 企业版
2019/11/8 •

准备好将数据迁移到 Office 365 了吗？

将 电子邮件迁移到 Office 365

迁移文件和文件夹

迁移 Skype for Business 用户

需要与支持人员联系？

基本设置说明可帮助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所有人均可使用 Office 365 服务和应用程序。这会跳过迁移到 Office
365 的混合方案和更高级方法。

如果设置 Office 365 时需要帮助，FastTrack 是部署 Office 365 的最简单方法，还可以登录并使用 Office 365 服务的
部署顾问。

使用 Exchange 部署助理通过 Exchange 混合迁移。（管理员）
详细了解将电子邮件迁移到 Office 365 的不同方法。
寻找可以迁移组织中的人员的电子邮件、联系人和日历的替代方法。

迁移到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联系
SharePoint Server 混合配置路线图。 联系

迁移到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管理员）
下载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更新工具并在每个工作站上运行它。（管理员和/或最终用户）

联系支持人员，获得有关商业版产品的帮助。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t-up-office-365-for-business-6a3a29a0-e616-4713-99d1-15eda62d04fa
https://fasttrack.microsoft.com/office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xdeploy201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ways-to-migrate-multiple-email-accounts-to-office-365-0a4913fe-60fb-498f-9155-a86516418842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igrate-email-and-contacts-to-office-365-for-business-a3e3bddb-582e-4133-8670-e61b9f58627e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migration/migrate-to-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hybrid/configuration-roadmaps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4969.aspx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1659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eeting-update-tool-for-skype-for-business-and-lync-2b525fe6-ed0f-4331-b533-c31546fcf4d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32a17ca7-6fa0-4870-8a8d-e25ba4ccfd4b


指向有关管理中心权限管理的信息的指针
2019/7/19 •

TIPTIP

本主题指向介绍如何在 Office 365 中启用和使用 RMS 的主题。

必须先激活权限管理服务 (RMS), 然后才能使用 Office 365 应用程序和服务的信息权限管理 (IRM) 功能。 激活
RMS 后, 组织可以使用 Azure RMS 开始保护重要的文档和电子邮件。 此信息保护解决方案可保护所有文件类型并
与客户端应用程序 (如 Excel、Microsoft Word 和其他用户、Exchange Online 和 SharePoint Online) 以及 Microsoft
Exchange 和 Microsoft SharePoint 等服务器集成。

如果你不确定是否需要权限管理, 请检查你的组织是否有一个或多个这些业务问题或要求, 并查看操作中的权限管理示例。

有关 RMS 的详细信息, 请使用以下链接:

若要了解有关 RMS 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什么是 Azure 权限管理。

如果你不熟悉 RMS, 请参阅Azure 权限管理概述。

有关部署步骤的概述, 请参阅Azure 权限管理部署路线图。

有关激活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RMS 的说明, 请参阅激活 Azure 权限管理。

对 Office 中的 Azure RMS 和 IRM 之间的区别有了困惑吗？ 想要有关其他权限管理条款的帮助吗？ 请参
阅Rights Management 术语。

https://docs.microsoft.com/rights-management/understand-explore/azure-rms-problems-it-solves
https://docs.microsoft.com/rights-management/understand-explore/what-admins-users-see
https://docs.microsoft.com/rights-management/understand-explore/what-is-azure-rms
https://docs.microsoft.com/rights-management/understand-explore/azure-rights-management
https://docs.microsoft.com/rights-management/plan-design/deployment-roadmap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658941.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595132.aspx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
2019/11/8 •

视频视频：：Office 365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多地理位置简简介介

术语

利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你的组织可将其 Office 365 触及范围扩展到你的现有租户内的多个地理区域和/或国
家或地区。 请联系 Microsoft 帐户团队，为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注册你的跨国公司。

通过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你可以在选择的地理位置中预配和存储静态数据，以满足数据驻留要求，与此同时，开
启面向员工的现代生产力体验的全球推广。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Office 365 租户由（最初在其中设置了 Office 365 订阅）的中心位置以及一个或多个附属位置
组成。 在多地理位置租户中，有关地理位置、 组和用户信息的信息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中进行管理。 由
于系统会集中管理你的租户信息并同步到每个地理位置中，因此共享操作以及涉及到公司中任何人的体验均包含全

局意识。

请注意，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的主要设计目的不是为了优化性能，而是为了满足数据驻留要求。 有关 Office 365
性能优化的信息，请参阅 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或与支持团队联系。

下面是用于描述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的关键术语：

中心位置中心位置  - 最初在其中设置你的租户的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管理地理位置管理员员  - 可管理一个或多个指定附属位置的管理员。
地理位置代地理位置代码码  - 给定地理位置的三个字母的代码。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 可在多地理位置租户中用于托管数据的地理位置，包括 Exchange 邮箱以及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站点。

首首选选数据位置数据位置  (PDL) - 管理员设置的一个用户属性，指明应在其中设置 Exchange 邮箱和 OneDrive 的地理位
置。 PDL 还确定在何处设置用户创建的 SharePoint 站点。
附属位置附属位置  – 多地理位置租户中在其中启用地理位置感知 Office 365 工作负载（SharePoint、OneDrive 和
Exchange）的地理位置。
租租户户  - Office 365 中组织的表示形式，其通常具有一个或多个与之关联的域（例如，contoso.com）。

https://www.microsoft.com/videoplayer/embed/re1yk6b?autoplay=fals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5f1228c-da3c-4654-bf16-d163daee8848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可用性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代代码码 电电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

亚太地区 APC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澳大利亚 AUS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加拿大 CAN 美国数据中心

欧洲/中东/非洲 EUR 欧洲数据中心

法国 FRA 欧洲数据中心

印度 IND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日本 JPN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韩国 KOR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北美 NAM 美国数据中心

南非 ZAF （即将推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即将推出）

英国 GBR 欧洲数据中心

入门

另请参阅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当前在以下国家和地区提供：

请按照以下步骤开始使用多地理位置：

1. 与你的帐户团队协作，在 Office 365 服务计划中添加多地理位置功能。 他们将指导你添加需要的许可证数
量。 Office 365 订阅数至少为 500 个的客户可以使用多地理位置功能。

Microsoft 需要为多地理位置支持配置你的 Exchange Online 租户，然后你才能开始使用 Office 365 多地理
位置。 这个一次性配置流程在你订购“Office 365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服务计划之后触发，并且许可证将显
示在你的租户中。 应用了多地理位置许可证之后，你将在 Office 365 消息中心中收到通知，你随后就可以开
始配置和使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功能。

2. 阅读规划多地理位置环境。

3. 了解管理多地理位置环境和你的用户将对环境有怎样的体验。

4. 准备好设置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时，请为多地理位置配置你的租户。

5. 设置搜索。

Exchange Online 和 OneDrive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38FB3333-BFCC-4340-A37B-DEDA509C2093
https://aka.ms/GoMultiGeo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ulti-geo-capabilities-in-onedrive-and-sharepoint-online-in-office-365


Exchange Online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multi-geo-capabilities-in-exchange-online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
2019/11/8 •

OneDrive

SharePoint 网站和组

管理多地理位置环境

利用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可以控制在其中静态存储共享资源（比如 SharePoint 团
队站点和 Office 365 组邮箱）的国家或地区。

每个用户、组邮箱和 SharePoint 站点都有一个首选数据位置 (PDL)，表示要在其中存储相关数据的地理位置。 可将
用户的个人数据（Exchange 邮箱和 OneDrive）以及用户创建的任何 Office 365 组或 SharePoint 站点存储在指定地
理位置，以满足数据驻留要求。 你可以为每个地理位置指定不同的管理员。

用户在使用 Office 365 服务（包括 Office 应用程序、OneDrive 和搜索）时将能获得无缝体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用户体验。

管理员可依据用户的 PDL 配置每个用户的 OneDrive，或将其移至附属位置。 个人文件随后保留在该地理位置中，
不过可以将这些文件与其他地理位置中的用户共享。

可通过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管理多地理位置功能。 可在相应的博客文章中找到详细信息。

当用户在多地理环境中创建与 SharePoint 组连接的网站时，他们的 PDL 将用于确定网站及其关联的组邮箱的创建
地理位置。 （如果尚未设置用户的 PDL 值，或已将其设置为未配置为附属位置的地理位置，则会在中心位置创建站
点和邮箱。）

除 Exchange、OneDrive 和 SharePoint 外的其他 Office 365 服务都不是多地理位置服务。 但是，通过这些服务创建
的 Office 365 组带有创建者的 PDL 的印记，并将在对应的地理位置中设置其 Exchange 组邮箱和 SharePoint O365
组站点。

多地理位置环境的设置和管理是通过 SharePoint 管理中心完成的。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blog/now-available-multi-geo-in-sharepoint-and-office-365-groups/ba-p/263302


另请参阅

（诸如移动 SharePoint 站点或 OneDrive 站点的某些操作需要 Microsoft PowerShell。）

SharePoint 和 Office 365 组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

管理多地理位置环境

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 SharePoint 存储配额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管理 Exchange Online 邮箱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office-365-blog/now-available-multi-geo-in-sharepoint-and-office-365-groups/ba-p/263302


Exchange Online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
2019/10/18 •

邮箱放置和移动

Exchange Online 中多地理位置的功能限制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可以基于每个用户选择 Exchange Online 邮箱内容（静态数据）的位置。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邮箱放置在卫星地理位置：

直接在卫星地理位置创建新的 Exchange Online 邮箱。

通过更改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将现有 Exchange Online 邮箱移动到卫星地理位置。

将邮箱从内部部署 Exchange 组织直接挂载到卫星地理位置。

Microsoft 完成必备的多地理位置配置步骤后，Exchange Online 将遵循 Azure AD 中用户对象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属性。

Exchange Online 将 PreferredDataLocation 属性从 Azure AD 同步到 Exchange Online 目录服务中的
MailboxRegion 属性。 MailboxRegion 的值确定将放置用户邮箱和任何相关存档邮箱的地理位置。 无法将用户
的主邮箱和存档邮箱配置为驻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每个用户对象只能配置一个地理位置。

在具有现有邮箱的用户上配置 PreferredDataLocation 时，邮箱将被放入重定位队列，并自动移动到指定的
地理位置。

如果在没有现有邮箱的用户上配置 PreferredDataLocation，则在配置邮箱时，它将被配置到指定的地理位
置。

如果用户上未指定 PreferredDataLocation，则在配置邮箱时，它将被配置在中心地理位置。

如果 PreferredDataLocation 代码不正确（例如，类型为 NAN 而不是 NAM），则邮箱将被配置在中心地理
位置。

注意注意：多地理位置功能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区域性托管会议都使用用户对象上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属性来定位服务。 如果在区域托管会议的用户对象上配置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则在 Office 365 租户上启
用多地理位置后，这些用户的邮箱将自动移动到指定的地理位置。

Exchange 管理中心 (EAC) 中提供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功能（例如，审核和电子数据展示）在多地理位置组织中
不可用。 你需要改用 Office 365 安全与合规中心来配置安全性和合规性功能。

当你将 Outlook for Mac 用户的邮箱移动到新的地理位置时，他们可能会暂时无法访问其在线存档文件夹。
当用户的主邮箱和存档邮箱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跨地理位置邮箱移动可能会在不

同时间完成。

用户无法在 Web 上的 Outlook（以前称为 Outlook Web App 或 OWA）中跨地理位置共享邮箱文件夹。 例
如，欧盟的用户无法使用 Web 上的 Outlook 打开位于美国的邮箱中的共享文件夹。 但是，Web 上的
Outlook 用户可以使用单独的浏览器窗口打开不同地理位置中的其他邮箱，如在 Outlook Web App 的单独浏
览器窗口中打开其他人的邮箱中所述。

注意注意：Windows 上的 Outlook 支持跨地理位置邮箱文件夹共享。

多地理位置组织支持公用文件夹。 但是，公用文件夹必须保留在中心地理位置。 无法将公用文件夹移动到卫
星地理位置。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e696a40-b86b-4a20-afcc-559218b7b1b8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909ad30-e413-40b5-a487-0ea70b763081#__toc372210362




计划使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
2019/11/9 •

IMPORTANTIMPORTANT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代代码码 电电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

亚太地区 APC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澳大利亚 AUS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本指南面向跨国公司 (MNC) 的管理员，他们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做好将 Office 365 租户扩大到其他地理位置的
准备，以满足数据驻留需求。

在多地理位置配置中，Office 365 租户由一个中心位置以及一个或多个附属位置组成。 这是一个跨多个地理位置的
租户。 租户信息（包括地理位置）是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中进行管控。

下面是一些关键的多地理位置术语，有助于了解此配置的基本概念：

租租户户  - 组织在 Office 365 中的表示形式，通常有一个或多个关联域（例
如，https://contoso.sharepoint.com)）。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 Office 365 租户中可用于托管数据的地理位置。

附属位置附属位置  - Office 365 租户中已配置用于托管数据的其他地理位置。 多地理位置租户跨多个地理位置（例
如，北美和欧洲）。

首首选选数据位置数据位置  (PDL) - 存储各个用户的 Exchange 和 OneDrive 数据的地理位置。 这可以由管理员设置为
已为租户配置的任何地理位置。 请注意，如果你更改已有 OneDrive 网站的用户的 PDL，用户的 OneDrive
数据不会自动移到新地理位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 OneDrive 库移到其他地理位置。 如果用户有
Exchange 邮箱，邮箱会自动移到新首选数据位置。

启用多地理位置需要四个关键步骤：

1. 与你的帐户团队协作，在 Office 365 服务计划中添加多地理位置功能。

2. 选择需要的附属位置并将其添加到租户。

3. 将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设置为所需的附属位置。 为用户预配的新 OneDrive 网站或 Exchange 邮箱会预配到
用户的 PDL。

4. 根据需要，将用户的现有 OneDrive 网站从中心位置迁移到首选数据位置。 （Exchange 邮箱在你设置用户的
PDL 时自动迁移。）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执行每一步，请参阅配置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

请注意，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旨在满足数据驻留需求，而不是优化性能。 若要了解 Office 365 性能优化，请参阅 Office 365
的网络计划和性能调整，或与支持群组联系。

可以将下列任何地理位置配置为，可托管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网站以及 Exchange 邮箱的附属位置。 计划使用
多地理位置时，列出要添加到 Office 365 租户的位置。 建议从一个或两个附属位置入手，然后根据需要逐渐扩大到
更多地理位置。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5f1228c-da3c-4654-bf16-d163daee8848


加拿大 CAN 美国数据中心

欧洲/中东/非洲 EUR 欧洲数据中心

法国 FRA 欧洲数据中心

印度 IND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日本 JPN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韩国 KOR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北美 NAM 美国数据中心

南非 ZAF （即将推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即将推出）

英国 GBR 欧洲数据中心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代代码码 电电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

最佳做法

配置多地理位置时，请考虑借此机会在迁移到 Office 365 时合并本地基础结构。例如，如果你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有本地服务器场，则可以将它们合并到 APC 附属位置，前提是数据驻留要求允许你执行此操作。

建议在 Office 365 中创建测试用户，以进行一些初始测试。 让生产用户上手使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前，你将使
用此用户执行一些测试和验证步骤。

使用测试用户完成测试后，选择一个试点组（可能来自 IT 部门），作为首个在新地理位置使用 OneDrive 和
Exchange 的组。 对于此第一个组，选择尚未拥有 OneDrive 的用户。 建议此初始组的用户数不超过五人，然后遵循
批量推出方法逐渐扩大。

每个用户都应设置“首选数据位置”**(PDL)，以便 Office 365 可以确定在哪个地理位置预配 OneDrive。用户的首选
数据位置必须与所选卫星位置或中心位置相匹配。虽然 PDL 字段不是强制性的，但我们建议为所有用户设置一个
PDL。没有 PDL 的用户的工作负载将在中央位置进行预配。

创建一个用户列表，并包含他们的用户主体名称 (UPN) 和相应首选数据位置的位置代码。首先包含你的测试用户
和初始试点组。在配置过程中你将需要使用这个列表。

如果用户是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系统同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你必须将首选数据位置设置为 Active
Directory 属性，并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同步它。 无法使用 Azure AD PowerShell 直接为同步用户
配置首选数据位置。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同步：配置 Office 365 资源的首选数据位置中介绍了在 Active
Directory 中设置并同步 PDL 的步骤。

多地理位置租户的管理可能与非多地理位置租户不同，因为许多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设置和服务都具有多地
理位置意识。我们建议你在继续配置之前先查看管理多地理位置环境。

请阅读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用户体验，详细了解最终用户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体验。

若要开始配置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请参阅配置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

完成配置后，记得根据需要迁移用户的 OneDrive 库，以便让用户从首选数据位置工作。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connect/active-directory-aadconnectsync-feature-preferreddata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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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日志搜索

BCS、安全存储、应用

电子数据展示

Exchange 邮箱

信息保护 (IP) 数据丢失防护 (DLP) 策略

Microsoft Flow

Microsoft PowerApps

下文描述了 Office 365 服务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工作方式。

可以从 Office 365 审核日志搜索页中找到所有附属位置的统一审核日志。 你可以查看跨地理位置的所有审核日志
条目，例如，NAM 和 EUR 用户的活动将显示在一个组织视图中，然后你可以应用现有筛选器，查看特定用户的活
动。

BCS、安全存储和应用在每个附属位置都具有单独的实例，因此，SharePoint Online 管理员应从每个附属位置单独
管理和配置这些服务。

默认情况下，电子数据展示管理员或多地理位置租户的管理员将只能在该租户的中心位置执行电子数据展示。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必须分配电子数据展示管理者权限，以允许其他人员执行电子数据展示，并在其适用的合规
性安全筛选器中分配“Region”参数，以便将要进行电子数据展示的区域指定为附属位置，否则，不会对该附属位置
执行任何电子数据展示。 若要针对区域配置合规性安全筛选器，请参阅配置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电子数据展
示。

如果更改了用户的 PDL，则会自动转移用户的 Exchange 邮箱。 创建新邮箱时，如果没有为用户的 PDL 设置值，则
会将新邮箱预配到用户的 PDL 或中心位置。

可以在“安全性和合规性”中心内为 OneDrive for Business、SharePoint 和 Exchange 设置 IP DLP 策略，并根据需
要将策略的适用范围设置为整个租户或适用的用户。 例如：如果你希望为附属位置中的某个用户选择策略，请选择
将策略应用于特定 OneDrive，并输入用户的 OneDrive url。 有关创建 DLP 的一般指南，请参阅数据丢失防护策略
概述。

DLP 策略将基于每个地理位置的适用性自动同步。

在 UI 中，无法为地理位置中的所有用户实施信息保护和数据丢失防护策略，你必须为策略选择适用的帐户，或将
策略全局应用于所有帐户。

为附属位置创建的流程将使用位于租户的默认地理位置中的终结点。 Microsoft Flow 不是多地理位置服务。

为附属位置创建的 PowerApp 将使用位于租户的中心位置中的终结点。 Microsoft PowerApps 不是多地理位置服
务。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0d4d0f35-390b-4518-800e-0c7ec95e946c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1966b2a7-d1e2-4d92-ab61-42efbb137f5e


OneDrive 管理员体验

安全与合规管理中心

SharePoint 存储配额

共享

分类

用户配置文件应用程序

视频门户

OneDrive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有一个“地理位置”**** 选项卡，其中包含地理位置地图，你可在其中查看和管
理地理位置。使用此页面可添加或删除租户的地理位置。

还有一个多地理位置租户的中央合规中心：Office 365 安全与合规中心。

默认情况下，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所有地理位置具有相同的可用租户存储配额。 也可通过为特定地理位置分配特
定配额来管理存储配额。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 SharePoint 存储配额。

管理员可以为他们的每个位置设置和管理共享策略。 每个地理位置中的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站点将只遵循对
应的地理位置特定共享设置。 （例如，你可以为中心位置允许外部共享，但不能为附属位置允许外部共享，反之亦
然。）请注意，共享设置不允许配置地理位置之间的共享限制。

我们支持跨地理位置为企业托管的元数据使用统一分类，并将主分类托管在公司的中心位置中。 我们建议你通过
中心位置管理全局分类，并仅向附属位置分类中添加特定于位置的术语。 全局分类术语将同步到附属位置。

有关附加详细信息及开发人员指南，请参阅管理多地理位置租户中的元数据。

每个地理位置都有一个用户配置文件应用程序。 每个用户的配置文件信息都托管在其地理位置中，并可供该地理
位置的管理员使用。

如果你有自定义配置文件属性，建议跨地区使用同一配置文件架构并在所有地理位置或所需的位置填充自定义配

置文件属性。 有关如何以编程方式填充用户配置文件数据的指导，请参阅批量用户配置文件更新 API。

有关附加信息及开发人员指南，请参阅在多地理位置租户中使用用户配置文件。

在多地理位置租户中，O365 视频门户仅从默认地理位置中获取服务，所有用户都将重定向到该中心门户 url。 因
此，将根据你所在的中心位置使用适用于该地区的远程媒体服务 (RMS) ，如下所示。

Stream 当前可在以下地区使用：

北美地区（托管在美国）

欧洲

亚太地区

但是，Stream 尚不支持在以下目前支持 Office 365 视频的地区中使用，因此对于这些本地实例，我们将使用最近
的受支持地区中的 RMS。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印度

英国

https://admin.onedrive.com
https://protection.office.com/?rfr=admincenter#/homepag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8a462eb-0723-4b0b-8d0a-70feafe4be85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managed-metadata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dev/solution-guidance/multigeo-managedmetadata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manage-user-profiles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dev/solution-guidance/bulk-user-profile-update-api-for-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dev/solution-guidance/multigeo-userprofile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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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邮箱

中心网站

Office 365 应用启动器

Office 应用程序

OneDrive for Business 同步客户端

OneDrive for Business 位置

OneDrive iOS 和 Android

OneDrive 移动客户端

搜索

下面是用户将在 OneDrive 多地理位置配置中看到的内容：

用户的 Exchange 邮箱预配到首选数据位置，并在 PDL 更改后自动重新定位。 用户通常可以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
使用 Outlook 和 Outlook 网页版，用户体验没有变化。

SharePoint 中心网站增强了员工的内容发现和参与能力，同时还能完整、一致地表示项目、部门或地区。 在多地
理位置环境中，附属位置中的网站可以与中心网站轻松关联，无论中心网站的地理位置如何。 用户可以通过一种
搜索体验，跨中心网站搜索并获取结果，无论网站的地理位置如何。

应用启动器可感知多地理位置，并将每个磁贴定向到工作负荷的相应地理位置。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磁贴将
用户指向与用户的已预配地理位置对应的位置。 也就是说，用户在中心位置有 OneDrive，用户的 SharePoint 磁
贴会将他们指向中心位置中的 SP 主页，但组网站会在与用户 PDL 对应的位置中进行预配。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等 Office 应用会在每个用户登录时，自动为用户检测正确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地理位置。 用户无需输入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网站的地理位置专用 URL。

OneDrive for Business 同步客户端（版本 17.3.6943.0625 及更高版本）将自动为用户检测正确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地理位置。 同步客户端支持包括，能够同步基于组的网站，无论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 请注意，多地理位
置不支持 Groove 同步客户端。

用户将在其首选数据位置预配 OneDrive for Business。如果用户导航到包含不正确的地理位置的 OneDrive
URL（例如来自先前地理位置的书签），则会将其自动重定向到相应地理位置的 OneDrive。

OneDrive iOS 和 Android 移动应用将向你显示你的 OneDrive 文件和与你共享的文件，无论你的地理位置如何。
从 OneDrive 移动应用搜索将显示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相关结果。请下载这些应用的最新版本。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iOS 上的 OneDrive 和使用适用于 Android 的 OneDrive。

OneDrive 移动客户端可感知多地理位置，并显示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相关内容和结果。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08d5c5b2-ccc6-40eb-a244-fe3597a3c24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ee1d31c-792d-41d4-8132-f9621b39eb36


SharePoint 主页

SharePoint 移动客户端

共享

Teams 体验

用户个人资料

每个地理位置都有其自己的搜索索引和搜索中心。当用户搜索时，查询将发送到所有地理位置，并将返回的结果

合并，然后进行排名，以便用户获得统一的结果。用户将获取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而不管他们自己的地理位

置如何。有关详情，请参阅配置 OneDrive for Business 多地理位置的搜索。

支持下列搜索客户端：

OneDrive for Business

Delve

SharePoint 主页

搜索中心

使用 SharePoint 搜索 API 的自定义搜索应用程序

在 SharePoint 多地理位置中，SharePoint 主页托管在用户的驻留位置中，具体取决于 OneDrive for Business 位
置。 例如，如果用户在欧洲附属位置中托管 OneDrive，SharePoint 主页将从欧洲呈现。 SharePoint 主页包括与用
户相关的所有内容，无论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

关注的网站、网站新关注的网站、网站新闻闻、最近、最近访问访问的网站、的网站、经经常常访问访问的网站和推荐网站的网站和推荐网站

只要用户有权访问上述内容，就会看到所有这些组件，无论内容托管地理位置如何。

“特特别别推荐推荐”链链接接

管理员可以酌情将 SharePoint 主页中的“特别推荐”链接配置为各个地理位置。 这样一来，管理员可以在每个地区
的 SP 主页中提供适合此地区用户的“特别推荐”链接。

SharePoint 移动客户端可感知多地理位置，并显示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相关内容和结果。

“人员选取器”体验面向所有用户，无论他们的地理位置如何。 这样，一个用户可以与同一地理位置或租户内其他
任何地理位置中的其他用户共享。 来自不同地理位置的内容会显示在用户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与我共享的
内容”**** 视图中，并且可以通过单一登录体验进行访问，无论托管地理位置如何。

团队可感知多地理位置。 用户可看到 OneDrive 文件和最近查看的文件，无论他们的地理位置如何。 “@提及”适用
于所有地理位置中的用户。

用户配置文件信息在用户的地理位置中进行管控。选择用户时，你将被定向到用户的相应地理位置，从中你将看

到他们的完整配置文件详情。

如果 Delve 已关闭，你将看到 SharePoint 中的经典配置文件体验，该体验无法感知多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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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Office 365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计划添加到租户

向租户添加附属位置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代代码码 电电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

亚太地区 APC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澳大利亚 AUS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加拿大 CAN 美国数据中心

欧洲/中东/非洲 EUR 欧洲数据中心

法国 FRA 欧洲数据中心

印度 IND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日本 JPN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韩国 KOR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北美 NAM 美国数据中心

南非 ZAF （即将推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即将推出）

英国 GBR 欧洲数据中心

配置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租户前，请务必先阅读计划使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 若要执行本文中的步骤，需
要列出要作为附属位置启用的地理位置，以及要为这些位置预配的测试用户。

若要使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需要有“Office 365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__ 计划。 与帐户团队合作，以向租户添
加此计划。 帐户团队会让你与相应的许可专家联系，并配置你的租户。

请注意，_Office 365 的多地理位置功能_计划是一个用户级别的服务计划。你需要为每个想要托管在附属位置的用
户提供许可证。随着你将用户添加到附属位置，你可以随时添加更多许可证。

在为租户预配了“Office 365 中的多地理位置功能”__ 计划后，便能在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管理中心内使用“地
理位置”**** 选项卡。

必须为要存储数据的每个地理位置添加附属位置。 下表列出了可用的地理位置：



IMPORTANTIMPORTANT

设置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

IMPORTANTIMPORTANT

添加附属位置的具体步骤

1. 打开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2. 导航到“地理位置”**** 选项卡。

3. 单击“添加位置”****。

4. 选择要添加的位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5. 键入想要与地理位置一同使用的域，然后单击“添加”****。

6. 单击“关闭”****。

预配可能需要几小时到 72 小时，具体要取决于租户的大小。附属位置设置完成后，你将收到电子邮件确认。当新
地理位置在 OneDrive 管理中心的“地理位置”**** 选项卡的地图上以蓝色显示时，你可以继续将用户的首选数据
位置设置为该地理位置。

你的新附属位置将使用默认设置进行设置。这可使你根据当地合规性要求来配置该附属位置。

一旦启用了所需的附属位置，就可以更新你的用户帐户以使用适当的首选数据位置。我们建议你为每个用户设置

一个首选数据位置，即使该用户处于中心位置。

如果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设置为未配置为附属位置或中心位置的位置，系统会在预配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网站以及组邮
箱时，默认使用中心位置。



TIPTIP

使用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同步用同步用户户的首的首选选数据位置数据位置

IMPORTANTIMPORTANT

设设置置仅仅限云用限云用户户的首的首选选数据位置数据位置

IMPORTANTIMPORTANT

OneDrive 设置和 PDL 效果

建议先使用测试用户或少量用户进行验证，再在组织内更广泛地推出多地理位置功能。

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有以下两种类型的用户对象：仅限云用户和同步用户。 请按照用户类型对应的说明
操作。

如果将公司的用户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系统同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则其 PreferredDataLocation 必须
在 AD 中填充并同步到 AAD。请遵循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同步：为 Office 365 资源配置首选数据位
置中的过程，将首选数据位置同步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配置为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建议在标准用户创建工作流中设置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

对于未预配 OneDrive 的新用户，请在将用户的 PDL 同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之后至少等待 24 小时，以便在用户登录
OneDrive for Business 之前传播更改。 （在用户登录预配 OneDrive for Business 前设置首选数据位置，可确保在正确的位置
中预配用户的新 OneDrive。）

如果公司的用户没有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系统同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这意味着他们是在 Office 365
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创建的，必须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 设置 PDL。

此部分中的步骤需要使用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模块的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模块。如果已安装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请确保更新到最新版本。

1. 打开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的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模块。

2. 运行 Connect-MsolService ，然后输入租户的全局管理员凭据。

3. 使用 Set-MsolUser cmdlet 来设置每位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例如：

Set-MsolUser -userprincipalName Robyn.Buckley@Contoso.com -PreferredDatalocation EUR

你可以使用 Get-MsolUser cmdlet 进行检查，以确认首选数据位置已正确更新。例如：

(Get-MsolUser -userprincipalName Robyn.Buckley@Contoso.com).PreferredDatalocation

建议在标准用户创建工作流中设置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

对于未预配 OneDrive 的新用户，请在设置用户的 PDL 之后至少等待 24 小时，以便在用户登录 OneDrive 之前传播更改。
（在用户登录预配 OneDrive for Business 前设置首选数据位置，可确保在正确的位置中预配用户的新 OneDrive。）

如果用户已有在租户中创建的 OneDrive 网站，设置用户 PDL 不会自动移动他们的现有 OneDrive。 若要移动用
户的 OneDrive，请参阅 OneDrive for Business 异地移动，并按照“在地理位置之间移动 OneDrive”中的说明操作。
（请注意，用户的 Exchange 邮箱不会在你设置用户的 PDL 后自动移动。）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sync-feature-preferreddatalocation
https://www.powershellgallery.com/packages/msonline/1.1.166.0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sonline/v1/set-msoluser


配置多地理位置搜索

验证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配置

如果用户在租户内没有 OneDrive 网站，将会根据用户的 PDL 值为他们预配 OneDrive，假定用户的 PDL 与公司
的附属位置之一匹配。

你的多地理位置租户将具有聚合搜索功能，允许搜索查询从租户中的任何位置返回结果。

默认情况下，即使每个搜索索引位于其相关地理位置中，这些入口点的搜索也会返回聚合结果：

OneDrive for Business

Delve

SharePoint 主页

搜索中心

此外，可为使用 SharePoint 搜索 API 的自定义搜索应用程序配置多地理位置搜索功能。

有关说明（包括任何限制和差异），请查看为 OneDrive for Business 多地理位置配置搜索。

下面是建议在公司中更广泛地推出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前，在验证计划中添加的一些基本用例。 完成这些测试
以及与公司相关的其他任何用例后，可以选择继续在初始试点组中添加用户。

OneDrive for Business

从 Office 365 应用启动器中选择“OneDrive”，并确认是否自动定向到用户的相应地理位置（以用户 PDL 为依据。
OneDrive for Business 现在应该开始在相应位置进行预配。 预配后，立即尝试上传并下载一些文档。

OneDrive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使用测试帐户凭据登录 OneDrive 移动应用。确认你可以看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文件，并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与它们进行交互。

OneDrive 同步客同步客户户端端

确认 OneDrive 同步客户端在登录后可自动检测你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地理位置。如果你需要下载同步客户
端，则可单击 OneDrive 库中的“同步”****。

Office 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通过从 Office 应用程序（如 Word）登录，确认你可以访问 OneDrive for Business。打开 Office 应用程序，然后选
择“OneDrive – ”。Office 将检测你的 OneDrive 位置，并显示可打开的文件。

共享共享

尝试共享 OneDrive 文件。确认人员选取器向你显示所有 SharePoint 在线用户，而不管他们的地理位置如何。



为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配置搜索
2019/11/8 •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可以运行哪些搜索客户端？

OneDrive for BusinessOneDrive for Business

DelveDelve

SharePoint SharePoint 主主页页

搜索中心搜索中心

自定自定义义搜索搜索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搜索有什么不同之处？

功能功能 工作原理工作原理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每个地理位置都有自己的搜索索引和搜索中心。 在用户搜索时，查询会扇出以覆盖所有索
引，并合并返回的结果。

例如，位于一个地理位置的用户可以搜索在另一个地理位置中存储的内容，也可以搜索只限不同地理位置的

SharePoint 网站内容。 如果用户有权访问此内容，便会看到搜索结果。

这些客户端可以返回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

OneDrive for Business

Delve

SharePoint 主页

搜索中心

使用 SharePoint 搜索 API 的自定义搜索应用程序

多地理位置环境一旦设置，在 OneDrive 中搜索的用户即可获得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

多地理位置环境一旦设置，在 Delve 中搜索的用户即可获得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

Delve 源和个人资料卡仅显示存储在中心位置的文件的预览。 对于存储在附属位置的文件，则会显示文件类型的
图标。

多地理位置环境一旦设置，用户即可在其 SharePoint 主页上看到来自多地理位置的资讯、最近访问和关注的网
站。如果他们使用 SharePoint 主页上的搜索框，则他们将获得来自多地理位置的合并结果。

多地理位置环境设置后，每个搜索中心将继续仅显示来自其各自地理位置的结果。管理员必须更改每个搜索中心

的设置，以获取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之后，在搜索中心搜索的用户将获得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

同样，自定义搜索应用程序使用现有 SharePoint Search REST API 与搜索索引进行交互。若要获取来自所有（或部
分）地理位置的结果，应用程序必须在请求中调用 API 并包含新的多地理位置查询参数。这将触发对所有地理位置
的查询扇出。

你所熟悉的某些搜索功能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工作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升级的结果 您可以在不同级别创建具有升级的结果

的查询规则：整个租户、网站集或网站。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租户级别定义升

级的结果，以便将结果升级到所有地理

位置中的搜索中心。 如果只想升级位于
站点集或站点的搜索中心中的结果，请

在站点集或站点级别定义升级的结果。

不会升级位于其他地理位置的结果。

如果不需要对每个地理位置使用不同的

升级结果（例如，在出差时使用不同的规

则），我们建议在租户级别定义升级的结

果。

搜索精简 搜索将返回来自租户的所有地理位置的

精简内容，然后对其进行聚合。聚合是最

佳做法，意味着精简计数可能并非

100% 准确。对于大部分搜索驱动的方
案，此准确度已足够。

对于依赖于精简完整度的搜索驱动的应

用程序，请单独查询每个地理位置。

多地理位置搜索不支持数值精简的动态

存储桶。

对于数值精简，请使用“Discretize”参数。

文档 ID 如果正在开发依赖于文档 ID 的搜索驱
动的应用程序，请注意，多地理位置环境

中的文档 ID 对所有地理位置来说并不
是唯一的，它们只对每个地理位置来说

是唯一的。

我们添加了用于标识地理位置的列。 使
用此列来实现唯一性。 此列名
为“GeoLocationSource”。

结果数 搜索结果页将显示来自地理位置的组合

结果，但该页显示的结果不能超过 500
个。

混合搜索 在具有云混合搜索的混合 SharePoint 环
境中，本地内容将添加到中心位置的

Office 365 索引。

功能功能 工作原理工作原理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不支持的搜索有哪些？

搜索功能搜索功能 注意注意

仅应用身份验证 在多地理位置搜索中不支持仅应用身份验证（来自服务的特权

访问）。

来宾用户 来宾用户仅获得其搜索的地理位置中的结果。

如何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进行搜索？

你所熟悉的某些搜索功能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可能不受支持。

所有搜索客户端均使用现有 SharePoint Search REST API 与搜索索引进行交互。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dev/general-development/query-refinement-in-sharepoint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hybrid/learn-about-cloud-hybrid-search-for-sharepoint


获取搜索中心以显示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

1. 搜索客户端使用查询属性 EnableMultiGeoSearch= true 来调用搜索 REST 终结点。
2. 查询将被发送到租户中的所有地理位置。
3. 将对来自每个地理位置的搜索结果进行合并和排名。
4. 客户端将获得统一的搜索结果。

请注意，在收到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之前，我们不会合并搜索结果。 这意味着，与仅包含一个地理位置的环境
中的搜索相比，多地理位置搜索会有额外的延迟。

每个搜索中心具有多个类别，必须单独设置每个类别。

1. 请确保执行这些步骤所使用的帐户具有编辑搜索结果页和搜索结果 Web 部件的权限。

2. 导航到搜索结果页（请参阅搜索结果页的列表）

3. 选择要设置的类别，单击右上角的 “设设置置” 齿轮图标，然后单击 “编辑页编辑页面面”。搜索结果页将在编辑模式下打
开。

4. 在搜索结果 Web 部件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 Web 部件的右上角，单击箭头，然后单击菜单上的“** 编辑
Web 部件** ”。 搜索结果 Web 部件工具窗格在页面右上角的功能区下方打开。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174d36e0-2f85-461a-ad9a-8b3f434a4213


获取自定义搜索应用程序，以显示来自所有（或部分）地理位置的结果

查询查询参数参数

项项目目 说说明明

DataLocation 地理位置，例如 NAM。

终结点 要连接到的终结点，例如 https://contoso.sharepoint.com

SourceId 结果源的 GUID，例如 B81EAB55-3140-4312-B0F4-
9459D1B4FFEE。

5. 在 Web 部件工具窗格中的 “设设置置” 部分，在 “结结果控制果控制设设置置” 下，选择 “显显示多地理位置示多地理位置结结果果”，获取搜索
结果 Web 部件，以显示来自所有地理位置的结果。

6. 单击 “确定确定”，以保存更改并关闭 Web 部件工具窗格。

7. 单击主菜单 “页页面面”选项选项卡上的卡上的“签签入入”，查看对搜索结果 Web 部件所做的更改。

8. 使用页面顶部的注释中提供的链接来发布更改。

自定义搜索应用程序通过指定对 SharePoint Search REST API 的请求的查询参数获取来自所有（或部分）地理位置
的结果。根据查询参数，查询将被扇出到所有（或部分）地理位置。例如，如果只需要查询地理位置的子集来查找相

关信息，可以控制仅扇出到这些子集。如果请求成功，则 SharePoint Search REST API 将返回响应数据。

要求要求

对于每个地理位置，必须确保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已授予根网站（例如 contosoAPAC.sharepoint.com/ and
contosoEU .sharepoint.com/）的读读取取权限级别。了解权限。

EnableMultiGeoSearch - 此布尔值指定是否应将查询扇出到多地理位置租户的其他地理位置的索引。 将其设置为
true 以扇出查询；设置为 false 则不扇出查询。 如果不包含此参数，则默认值为 false（除非针对使用企业搜索中心
模板的网站执行 REST API 调用，在这种情况下，默认值为 true）。 如果在非多地理位置环境中使用该参数，则会
忽略该参数。

ClientType - 此参数为字符串。 输入每个搜索应用程序的唯一客户端名称。 如果不包括此参数，则不会将查询扇出
到其他地理位置。

MultiGeoSearchConfiguration - 这是一个可选列表，其中包含多地理位置租户中的一些地理位置，当
EnableMultiGeoSearch 为 true 时，会将查询扇出到这些地理位置。 如果不包括此参数，或将其保留为空白，则
会将查询扇出到所有地理位置。 对于每个地理位置，请以 JSON 格式输入以下各项：

如果省略 DataLocation 或终结点，或如果 DataLocation 是重复的，则请求将会失败。可以使用 Microsoft Graph
获取有关租户地理位置终结点的信息。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understanding-permission-levels-in-sharepoint-87ecbb0e-6550-491a-8826-c075e4859848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dev/solution-guidance/multigeo-discovery


响响应应数据数据

值值 说说明明

完整 来自所有所有地理位置的完整结果。

部分 来自一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的部分结果。由于暂时性错误，该结

果不完整。

使用使用  REST  REST 服服务查询务查询

请请求求标头标头

名称名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odata=verbose

扇出到扇出到所有所有地理位置的示例地理位置的示例  GET  GET 请请求求

扇出部分扇出部分**** **** 地理位置的示例地理位置的示例  GET  GET 请请求求

NOTENOTE

扇出到扇出到所有所有地理位置的示例地理位置的示例  POST  POST 请请求求

MultiGeoSearchStatus - 这是 SharePoint Search API 响应请求返回的属性。该属性的值是一个字符串，提供有关
SharePoint Search API 所返回结果的以下信息：

使用 GET 请求，指定 URL 中的查询参数。使用 POST 请求，在正文中以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 (JSON) 格式传递
查询参数。

https:// <tenant>/_api/search/query?
querytext='sharepoint'&Properties='EnableMultiGeoSearch:true'&ClientType='my_client_id'

https:// <tenant>/_api/search/query?
querytext='site'&ClientType='my_client_id'&Properties='EnableMultiGeoSearch:true,
MultiGeoSearchConfiguration:
[{DataLocation\:"NAM"\,Endpoint\:"https\://contosoNAM.sharepoint.com"\,SourceId\:"B81EAB55-3140-4312-
B0F4-9459D1B4FFEE"}\,{DataLocation\:"CAN"\,Endpoint\:"https\://contosoCAN.sharepoint-df.com"}]'

MultiGeoSearchConfiguration 属性的地理位置列表中的逗号和冒号前面带有反斜杠反斜杠字符。 这是因为 GET 请求使用冒号分隔
属性，并使用逗号分隔属性的参数。 如果不使用反斜杠作为转义字符，则 MultiGeoSearchConfiguration 属性会被错误解读。



{
    "request": {
        "__metadata": {
        "type": "Microsoft.Office.Server.Search.REST.SearchRequest"
    },
    "Querytext": "sharepoint",
    "Properties": {
        "results": [
            {
                "Name": "EnableMultiGeoSearch",
                "Value": {
                    "QueryPropertyValueTypeIndex": 3,
                    "BoolVal": true
                }
            }
        ]
    },
    "ClientType": "my_client_id"
    }
}

扇出到扇出到部分部分地理位置的示例地理位置的示例  POST  POST 请请求求

{
    "request": {
        "Querytext": "SharePoint",
        "ClientType": "my_client_id",
        "Properties": {
            "results": [
                {
                    "Name": "EnableMultiGeoSearch",
                    "Value": {
                        "QueryPropertyValueTypeIndex": 3,
                        "BoolVal": true
                    }
                },
                {
                    "Name": "MultiGeoSearchConfiguration",
                    "Value": {
                    "StrVal": "
[{\"DataLocation\":\"NAM\",\"Endpoint\":\"https://contoso.sharepoint.com\",\"SourceId\":\"B81EAB55-3140-4312-
B0F4-9459D1B4FFEE\"},{\"DataLocation\":\"CAN\",\"Endpoint\":\"https://contosoCAN.sharepoint.com\"}]",
                        "QueryPropertyValueTypeIndex": 1
                    }
                }
            ]
        }
    }
}

使用使用  CSOM  CSOM 查询查询

var keywordQuery = new KeywordQuery(ctx);
keywordQuery.QueryText = query.SearchQueryText;
keywordQuery.ClientType = <enter a string here>;
keywordQuery["EnableMultiGeoSearch"] = true;

以下是扇出到所有所有地理位置的示例 CSOM 请求：



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 SharePoint 存储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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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理位置配置存储配额

默认情况下，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所有地理位置具有相同的可用租户存储配额。

使用 SharePoint 地理位置存储配额设置，你可以管理每个地理位置的存储配额。 为地理位置分配存储配额时，该
配额将成为可用于该地理位置的最大存储量，并将从可用租户存储配额扣除该配额。 然后，将在未分配特定存储配
额的已配置地理位置之间共享剩余的可用租户存储配额。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员可通过连接到中心位置来为任何地理位置分配 SharePoint 存储配额。 附属位置的地理
位置管理员可查看存储配额，但无法分配。

使用 Microsoft SharePoint Online 模块，并连接到中心位置来为地理位置分配存储配额。

若要为某个位置分配存储配额，请运行 cmdlet：

Set-SPOGeoStorageQuota -GeoLocation <geolocationcode> -StorageQuotaMB <value>

若要查看当前地理位置的存储配额，请运行：

Get-SPOGeoStorageQuota

若要查看所有地理位置的存储配额，请运行：

Get-SPOGeoStorageQuota -AllLocations

若要为某个地理位置删除分配的存储配额，请设置 StorageQuota value = 0 ：

Set-SPOGeoStorageQuota -GeoLocation <geolocationcode> -StorageQuotaMB 0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35588


将 OneDrive 站点移动到其他地理位置
2019/12/18 •

向用户传达

安排 OneDrive 网站移动

移动 OneDrive 网站

使用 OneDrive 异地移动，可将用户的 OneDrive 移动到其他地理位置。OneDrive 异地移动由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员或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执行。在启动 OneDrive 异地移动前，请确保通知其 OneDrive 要被移动的用户，
并建议他们在移动期间关闭所有文件。（如果用户在移动期间有使用 Office 客户端打开的文档，则在移动完成后，
需要将该文档保存到新位置。）如有需要，可将移动设置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执行。

OneDrive 服务使用 Azure Blob 存储来存储内容。与用户的 OneDrive 关联的存储 Blob 将在目标 OneDrive 对用
户可用后的 40 天内从源地理位置移动到目标地理位置。目标 OneDrive 可用后，将立即恢复对用户的 OneDrive
的访问。

在 OneDrive 异地移动窗口期间（约 2-6 小时），用户的 OneDrive 将被设置为只读。用户仍可通过 OneDrive 同步
客户端访问其文件或访问其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 OneDrive 站点。OneDrive 异地移动完成后，当用户导航
到 Office 365 应用启动器中的 OneDrive 时，将被自动连接到他们在目标地理位置中的 OneDrive。同步客户端将
自动从新位置开始同步。

执行本文中的步骤需要安装 Microsoft SharePoint Online PowerShell 模块。

如果在地理位置之间移动 OneDrive 网站，请务必向用户传达预期内容。这有助于减少用户混淆并联系支持人员。
移动前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让他们了解以下信息：

移动应该开始的时间和需要花费的时长

其 OneDrive 要移动到的地理位置和用于访问新位置的 URL
移动期间，他们应关闭文件，不进行任何编辑。

文件权限和共享不会因移动而更改。

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用户体验预期将呈现的内容

移动成功后，务必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告知他们可在 OneDrive 中恢复工作。

可以提前安排 OneDrive 网站移动（在本文后面介绍）。建议先通过少数用户验证工作流和通信策略。如果你对该
过程感到满意，可以按如下方式安排移动：

一次最多可以安排 4,000 次移动。
移动开始后，可以安排更多移动操作，在在队列及任何给定时间内最多有 4,000 个待处理移动。
可移动的最大 OneDrive 大小为 1 太字节 (1 TB)。

若要执行 OneDrive 异地移动，租户管理员必须首先将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 (PDL) 设置为相应的地理位置。PDL
一旦设置，请等待至少 24 小时，以使 PDL 更新在 OneDrive 异地移动开始前跨地理位置同步。

在使用异地移动 cmdlet 时，使用以下语法连接到用户当前 OneDrive 地理位置的 SPO 服务：

Connect-SPOService -url https://<tenantName>-admin.sharepoint.com

例如，若要移动用户“Matt@contosoenergy.onmicrosoft.com”的 OneDrive，请连接到 EUR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因为该用户的 OneDrive 位于 EUR 地理位置：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35588


验证环境

启动 OneDrive 异地移动

取消 OneDrive 异地移动

Connect-SPOSservice -url https://contosoenergyeur-admin.sharepoint.com

在启动 OneDrive 异地移动前，我们建议验证环境。

要确保所有地理位置都可兼容，请运行：

Get-SPOGeoMoveCrossCompatibilityStatus

你将会看到可以在其中移动的地理位置和天气内容列表将显示为“兼容”。 如果命令返回“不兼容”，请稍后重新验
证状态。

举例来说，如果 OneDrive 包含子网站，则不能移动它。 你可以将 Start-SPOUserAndContentMove cmdlet 与 -
ValidationOnly 参数结合使用，以验证 OneDrive 是否可以移动：

Start-SPOUserAndContentMove -UserPrincipalName <UPN>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
ValidationOnly

如果 OneDrive 可以移动，则返回“成功”，如果存在阻止 OneDrive 移动的法定保留或子网站，则返回“失败”。验证
OneDrive 可以移动后，即可开始移动。

若要开始移动，请运行：

Start-SPOUserAndContentMove -UserPrincipalName <UserPrincipalName>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使用以下参数：

UserPrincipalName – 要移动其 OneDrive 的用户的 UPN。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 要移动的 OneDrive 的地理位置。该位置应与用户的首选数据位置相同。

例如，若要将 matt@contosoenergy.onmicrosoft.com 的 OneDrive 从 EUR 移动到 AUS，请运行：

Start-SPOUserAndContentMove -UserPrincipalName matt@contosoenergy.onmicrosoft.com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AUS

若要设置在以后执行的异地移动，请使用以下参数之一：

PreferredMoveBeginDate – 可能在此指定的时间内开始移动。必须使用协调世界时 (UTC) 指定时间。

PreferredMoveEndDate – 可能在此指定的时间内完成移动。必须使用协调世界时 (UTC) 指定时间。

如果移动尚未进行或尚未完成，可以使用 cmdlet 来停止移动用户的 OneDrive：

Stop-SPOUserAndContentMove – UserPrincipalName <UserPrincipalName>



确定当前状态

状状态态 说说明明

NotStarted 移动尚未开始。

InProgress (n/4) 移动正在进行中，状态为以下之一：验证 (1/4)、备份 (2/4)、还
原 (3/4)、清除 (4/4)。

Success 移动已成功完成。

Failed 移动失败。

用户体验

OneDrive for BusinessOneDrive for Business

OneDrive OneDrive 内容内容权权限限

OneDrive OneDrive 同步客同步客户户端端

共享共享链链接接

OneNote OneNote 体体验验

其中 UserPrincipalName 是你想要停止移动其 OneDrive 的用户的 UPN。

可以使用 Get-SPOUserAndContentMoveState cmdlet 在地理位置内外查看你所连接到的 OneDrive 异地移动的
状态。

下表描述了这些移动状态。

若要查找特定用户的移动状态，请使用 UserPrincipalName 参数：

Get-SPOUserAndContentMoveState -UserPrincipalName <UPN>

若要在地理位置内外查找你所连接到的所有移动状态，请使用含有以下值之一的 MoveState 参数：NotStarted、
InProgress、Success、Failed、All。

Get-SPOUserAndContentMoveState -MoveState <value>

此外，还可以添加 -Verbose  参数，以获取移动状态更为详细的说明。

在用户的 OneDrive 被移动到其他地理位置时，OneDrive 用户应会注意到最小的中断。除了在移动期间的简要只
读状态以外，一旦移动完成，现有链接和权限即可继续按预期运行。

当移动进行时，用户的 OneDrive 被设置为只读状态。一旦移动完成，当用户导航到 Office 365 应用启动器或
Web 浏览器中的 OneDrive 时，用户即被定向到他们在新地理位置的 OneDrive。

在移动进行时和完成后，有权访问 OneDrive 内容的用户将仍然能够继续访问内容。

OneDrive 异地移动完成后，OneDrive 同步客户端将自动检测同步并将其无缝转移到新的 OneDrive 位置。用户
无需重新登录或执行任何其他操作。（需要 17.3.6943.0625 版或更高版本同步客户端。）

如果用户在 OneDrive 异地移动进行时更新文件，则同步客户端将告知用户“在移动过程中，文件上传处于待定状
态”。

OneDrive 异地移动完成后，被移动文件的现有共享链接将自动重定向到新地理位置。

OneDrive 异地移动完成后，OneNote win32 客户端和 UWP（通用）应用将自动检测笔记本并将其无缝同步到新
的 OneDrive 位置。用户无需重新登录或执行任何其他操作。对用户唯一可见的指示符是，当 OneDrive 异地移动
进行时，笔记本同步可能失败。以下 OneNote 客户端版本提供了此体验：



Teams Teams 应应用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OneDrive for Business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iOS) (iOS)

现现有已关注有已关注组组和网站和网站

OneNote win32 – 版本 16.0.8326.2096（及更高版本）

OneNote UWP – 版本16.0.8431.1006（及更高版本）

OneNote 移动应用 – 版本 16.0.8431.1011（及更高版本）

在 OneDrive 异地移动完成后，用户将可以访问其在 Teams 应用上的 OneDrive 文件。此外，在异地移动前通过
Teams 聊天从其 OneDrive 中共享的文件将可在移动完成后继续使用。

在 OneDrive 异地移动完成后，用户需要在 iOS 移动应用上注销并重新登录，以同步到新的 OneDrive 位置。

已关注网站和组将显示在用户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而无关其地理位置。在其他地理位置托管的网站和组
将在单独的标签页中打开。



将 SharePoint 站点移到其他地理位置
2019/11/15 •

最佳做法

向用户传达

安排 SharePoint 站点移动

移动站点

利用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动，你可以将 SharePoint 站点移到多地理位置环境内的其他地理位置。

可在地理位置之间移动以下类型的站点：

Office 365 组连接的站点
没有 Office 365 组关联的新式站点
经典 SharePoint 站点
通信站点

你必须是全局管理员或 SharePoint 管理员才能在地理位置之间移动站点。

在 SharePoint 的移动过程中会有大约 4-6 小时的只读阶段，具体取决于站点内容。

尝试在测试站点上进行 SharePoint 站点移动，以熟悉程序。
在安排或执行移动之前，验证站点是否可移动。

尽可能将跨地理位置站点移动安排在非工作时间进行，以便减少用户影响。

在进行站点移动之前，与受影响的用户沟通。

在地理位置之间移动 SharePoint 站点时，请务必向站点的用户（通常是能够编辑站点的任何人）传达预期结果。 这
可帮助减少用户困惑和致电技术支持的次数。 在移动之前向站点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告知他们以下信息：

移动应该开始的时间和需要花费的时长

其站点要移动到的地理位置和用于访问新位置的 URL
移动期间，他们应关闭文件，不进行任何编辑。

文件权限和共享不会因移动而更改。

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预期用户体验

移动成功完成后，务必向站点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告知他们可在站点上恢复工作。

你可以提前安排 SharePoint 站点移动 （在本文后面介绍）。 可以按如下方式安排移动：

一次最多可以安排 4,000 次移动。
移动开始后，可以安排更多移动操作，在在队列及任何给定时间内最多有 4,000 个待处理移动。

若要将 SharePoint 站点移动安排在稍后进行，请在开始移动时包括以下参数之一：

PreferredMoveBeginDate  -移动将可能在此指定时间开始。
PreferredMoveEndDate  -移动将尽可能在此指定时间之前完成。

对于这两个参数，均必须以协调世界时 (UTC) 指定时间。



验证环验证环境境

Start-SPOSiteContentMove -SourceSiteUrl <SourceSiteUrl> -ValidationOnly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DestinationLocation>

为为没有关没有关联联  Office 365  Office 365 组组的站点开始的站点开始  SharePoint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站点地理位置移动动

为为  Office 365  Office 365 组连组连接的站点开始接的站点开始  SharePoint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站点地理位置移动动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动要求你通过站点所在的地理位置中的 SharePoint 管理 URL 连接并执行移动。

例如，如果站点 URL 为 https://contosohealthcare.sharepoint.com/sites/Turbines，请连接到位于
https://contosohealthcare-admin.sharepoint.com: 的 SharePoint 管理 URL

Connect-SPOService -url https://contosohealthcare-admin.sharepoint.com

在安排任何站点移动之前，我们建议你执行验证来确保站点可移动。

我们不支持移动包含以下各项的站点：

Business Connectivity Services
InfoPath 表单

若要确保所有地理位置都兼容，请运行 Get-SPOGeoMoveCrossCompatibilityStatus ： 这将显示所有地理位置，并显示环
境是否与目标地理位置兼容。

若要在站点上执行仅验证检查，请将 Start-SPOSiteContentMove 与 -ValidationOnly  参数结合使用，验证是否能够移
动站点。 例如：

如果站点可移动，这将返回 Success，如果存在任何造成阻碍的情况，则返回 Fail。

默认情况下，站点的初始 URL 将更改为目标地理位置的 URL。 例如：

https://Contoso.sharepoint.com/sites/projectx 更改为 https://ContosoEUR.sharepoint.com/sites/projectx

对于没有 Office 365 组关联的站点，你也可以通过使用 -DestinationUrl  参数来重命名站点。 例如：

https://Contoso.sharepoint.com/sites/projectx 重命名为 https://ContosoEUR.sharepoint.com/sites/projecty

若要开始站点移动，请运行：

Start-SPOSiteContentMove -SourceSiteUrl <siteURL>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
DestinationUrl <DestinationSiteURL>

若要移动 Office 365 组连接的站点，全局管理员首先必须更改 Office 365 组的首选数据位置 (PDL) 属性。

若要为 Office 365 组设置 PDL，请执行以下操作：

https://contosohealthcare.sharepoint.com/sites/turbines%ef%bc%8c%e8%af%b7%e8%bf%9e%e6%8e%a5%e5%88%b0%e4%bd%8d%e4%ba%8e
https://contosohealthcare-admin.sharepoint.com
https://contosoeur.sharepoint.com/sites/projectx
https://contosoeur.sharepoint.com/sites/projecty


Set-SPOUnifiedGroup -PreferredDataLocation <PDL> -GroupAlias <GroupAlias>
Get-SPOUnifiedGroup -GroupAlias <GroupAlias>

Start-SPOUnifiedGroupMove -GroupAlias <GroupAlias>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DestinationDataLocation>

取消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动

确定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动的状态

状状态态 说说明明

Ready to Trigger 移动尚未开始。

Scheduled 移动在队列中，但尚未开始。

InProgress (n/4) 移动正在进行中，状态为以下之一：验证 (1/4)、备份 (2/4)、还原
(3/4)、清除 (4/4)。

Success 移动已成功完成。

Failed 移动失败。

用户体验

站点站点

权权限限

同步客同步客户户端端

更新 PDL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站点移动：

如果移动尚未进行或尚未完成，则可以使用 Stop-SPOSiteContentMove  cmdlet 来停止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
动。

通过使用以下 cmdlet，你可以确定站点移入或移出所连接到的地理位置的状态：

Get-SPOSiteContentMoveState（非组连接的站点）
Get-SPOUnifiedGroupMoveState（组连接的站点）

使用 -SourceSiteUrl  参数来指定要查看其移动状态的站点。

下表描述了这些移动状态。

你也可以应用 -Verbose  选项来查看有关移动的其他信息。

将站点用户的站点移动到其他地理位置时，应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会注意到的中断情况。 除了在移动过程中会有很
短的一段时间处于只读状态外，现有链接和权限在移动完成后将继续按预期方式工作。

移动进行时站点会设为只读状态。 移动完成后，当用户单击书签或其他站点链接时，系统会将用户定向到新地理位
置中的新站点。

在移动进行时和完成后，有权访问站点的用户将仍然能够继续访问站点。

站点移动完成后，同步客户端将自动检测并将同步无缝转移到新站点位置。 用户无需再次登录或进行其他操作。
（需要同步客户端版本 17.3.6943.0625 或更高版本。）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sharepoint-online/get-spositecontentmovestate


共享共享链链接接

Office Office 中最近使用的文件中最近使用的文件  (MRU) (MRU)

OneNote OneNote 体体验验

TeamsTeams（适用于（适用于  Office 365  Office 365 组连组连接的站点）接的站点）

SharePoint SharePoint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iOS/Android) (iOS/Android)

SharePoint SharePoint 工作流工作流

应应用用

流程流程

PowerAppsPowerApps

地理位置之地理位置之间间的数据移的数据移动动

如果用户在移动进行时更新文件，则同步客户端将告知用户“在移动过程中，文件上传处于待定状态”。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动完成后，被移动文件的现有共享链接将自动重定向到新地理位置。

移动完成后，MRU 服务将随站点 URL 及其内容 URL 一起更新。 这适用于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站点移动完成后，OneNote win32 客户端和 UWP （通用）应用会自动检测并将笔记本无缝同步到新站点位置。 用户
无需再次登录或进行其他操作。 站点移动正在进行时，用户只会看到笔记本同步将失败的指示符。 以下 OneNote
客户端版本上提供了此体验：

OneNote win32 – 版本 16.0.8326.2096（及更高版本）
OneNote UWP – 版本16.0.8431.1006（及更高版本）
OneNote 移动应用 – 版本 16.0.8431.1011（及更高版本）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动完成后，用户将能在 Teams 应用访问其 Office 365 组站点文件。 此外，在地理位置移
动之前通过 Teams 聊天从其站点中共享的文件在移动完成后将继续工作。

SharePoint 移动应用跨地理位置兼容，并能够检测站点的新地理位置。

需要在站点移动之后重新发布 SharePoint 2013 工作流。 SharePoint 2010 工作流应会继续正常工作。

如果移动具有应用的站点，你必须在站点的新地理位置重新实例化应用，因为应用及其连接在目标地理位置中可能

不可用。

在大多数情况，流程在 SharePoint 站点地理位置移动后将继续工作。 我们建议你在移动完成后测试流程。

需要在目标位置中重新创建 PowerApps。

SharePoint 为其内容使用 Azure Blob 存储，而与站点关联的元数据及其文件存储在 SharePoint 内。 将站点从其源
地理位置移到目标位置后，服务也会移动其关联的 Blob 存储。 Blob 存储移动将在大约 40 天内完成。



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中添加或删除地理位置管
理员
2019/11/9 •

配置地理位置管理员

添加用添加用户户作作为为地址位置管理地址位置管理员员

添加添加组组作作为为地理位置管理地理位置管理员员

另请参阅

可以为租户中的每个地理位置配置单独的管理员。 这些管理员将有权访问特定于其地理位置的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设置。

某些服务（例如术语库）通过中心位置管理并复制到附属位置。 中心位置的地理位置管理员有权访问这些服务，而
附属位置的地理位置管理员则无权访问。

全局管理员和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员仍然有权访问中心位置和所有附属位置中的设置。

配置地理位置管理员需要 SharePoint Online PowerShell 模块。

使用 Connect SPOService 连接到想在其中添加地理位置管理员的地理位置的管理中心（例如，Connect
SPOService https://ContosoEUR-admin.sharepoint.com.)

若要查看某个位置的现有地理位置管理员，请运行 Get-SPOGeoAdministrator

若要添加用户作为地理位置管理员，请运行 Add-SPOGeoAdministrator -UserPrincipalName <UPN>

若要将用户作为某个位置的地理位置管理员删除，请运行 Remove-SPOGeoAdministrator -UserPrincipalName <UPN>

可以添加安全组或启用邮件的安全组作为地理位置管理员。（不支持通讯组和 Office 365 组。）

若要添加组作为地理位置管理员，请运行 Add-SPOGeoAdministrator -GroupAlias <alias>

若要将组作为地理位置管理员删除，请运行 Remove-SPOGeoAdministrator -GroupAlias <alias>

请注意，并非所有安全组都有组别名。 如果要添加没有别名的安全组，请运行 Get-MsolGroup 来检索组列表，找到
安全组的对象 ID，然后运行：

Add-SPOGeoAdministrator -ObjectID <ObjectID>

若要使用对象 ID 删除组，请运行 Remove-SPOGeoAdministrator -ObjectID <ObjectID>

Add-SPOGeoAdministrator

Get-SPOGeoAdministrator

Remove-SPOGeoAdministrator

为安全组设置别名 (MailNickName)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sharepoint-online/connect-sposervice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msonline/get-msolgroup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sharepoint-online/add-spogeoadministrato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sharepoint-online/get-spogeoadministrato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sharepoint-online/remove-spogeoadministrato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azuread/set-azureadgroup


将 SharePoint 网站内容限制到某个地理位置
2019/10/18 •

限制限制 说说明明

NoRestriction 可将站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理位置。

BlockMoveOnly 无法将站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理位置，但可将站点内容缓存在其

他地理位置中。

BlockFull 无法将站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理位置，并且不会在其他地理位置

中缓存完整文件内容。 文件的标题（从内容中获取）、文件名和
文件的其他属性仍可缓存在其他地理位置中。

将该参数配置为 BlockFull 之前存储在站点中的内容可能继续缓
存在其他地理位置中。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选择通过以下方式将某个站点及其文件内容强制保留在（在其中创建了站点的）地理位置

中：防止转移站点，或者防止将站点的文件内容缓存在另一个地理位置中。

可使用 RestrictedToGeo 参数通过 Set-SPOSite cmdlet 来执行此操作。 此参数的默认值为 NULL，但你可以将其
更改为以下值之一：

使用以下语法：

Set-SPOSite -Identity <siteURL> -RestrictedToGeo <restriction>

例如：

Set-SPOSite -Identity https://contoso.sharepoint.com/sites/RegionRestrictedTeamSite -RestrictedToGeo BlockFull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sharepoint-online/set-sposite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电子数据展示配置
2019/10/18 •

NOTENOTE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代代码码 电电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

亚太地区 APC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澳大利亚 AUS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加拿大 CAN 美国数据中心

欧洲/中东/非洲 EUR 欧洲数据中心

法国 FRA 欧洲数据中心

印度 IND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日本 JPN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韩国 KOR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北美 NAM 美国数据中心

南非 ZAF （即将推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即将推出）

英国 GBR 欧洲数据中心

默认情况下，多地理位置租户的电子数据展示管理者或管理员只能在该租户所在的中心位置实施电子数据展示。若

要支持在附属位置实施电子数据展示，可通过 PowerShell 获取一个名为“Region”的新合规性安全筛选器参数。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必须分配电子数据展示管理者权限，以允许其他人员执行电子数据展示，并在其适用的合规
性安全筛选器中分配“Region”参数，以便将要进行电子数据展示的区域指定为附属位置，否则，不会对该附属位置
执行任何电子数据展示。

当为特定附属位置设置电子数据展示管理者或管理员角色时，电子数据展示管理者或管理员将只能对位于该附属

位置的 SharePoint 网站和 OneDrive 网站执行电子数据展示搜索操作。如果电子数据展示管理者或管理员尝试搜
索指定附属位置以外的 SharePoint 或 OneDrive 网站，将不返回任何结果。此外，当某个附属位置的电子数据展示
管理者或管理员触发导出时，数据将导出到该地区的 Azure 实例。通过禁止跨受控界限导出内容，将有助于组织保
持合规性。

如果需要电子数据展示管理者搜索多个 SharePoint 附属位置，将需要为电子数据展示管理者创建另一个用户帐户，以指定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网站所在的备用附属位置。

针对区域设置合规性安全筛选器：

1. 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



2. 输入
$s = New-PSSession -ConfigurationName Microsoft.Exchange -ConnectionUri
https://ps.compliance.protection.outlook.com/powershell-liveid -Credential $cred -Authentication Basic -
AllowRedirection -SessionOption (New-PSSessionOption -SkipCACheck -SkipCNCheck -
SkipRevocationCheck)

$a = Import-PSSession $s -AllowClobber  

3. New-ComplianceSecurityFilter -Action ALL -FilterName EnterTheNameYouWantToAssign -Region
EnterTheRegionParameter -Users EnterTheUserPrincipalName

例如：New-ComplianceSecurityFilter -Action ALL -FilterName NAMEDISCOVERYMANAGERS -
Region NAM -Users adwood@contosodemosx.onmicrosoft.com

请参阅 New-ComplianceSecurityFilter 一文了解其他参数和语法

https://ps.compliance.protection.outlook.com/powershell-liveid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210915(v=exchg.160).aspx


使用特定 PDL 创建 Office 365 组
2019/12/18 •

New-UnifiedGroup -DisplayName MultiGeoEUR -Alias "MultiGeoEUR" -AccessType Public -MailboxRegion EUR 

地理位置代码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代代码码 电电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

亚太地区 APC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澳大利亚 AUS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加拿大 CAN 美国数据中心

欧洲/中东/非洲 EUR 欧洲数据中心

法国 FRA 欧洲数据中心

印度 IND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当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用户创建 Office 365 组时，组首选数据位置将自动设置为用户的该位置。 全局管理员、
SharePoint 管理员和 Exchange 管理员可在其所选的任何区域中创建组。

如需使用特定 PDL 创建组，可使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或 Exchange Online New-UnifiedGroup Microsoft
PowerShell cmdlet 执行该操作。 执行此操作时，将在指定 PDL 中设置组邮箱以及与该组相关联的 SharePoint 站
点。

要使用指定的 PDL 创建 Office 365 组，请转到 SharePoint 管理中心内要创建组站点的地理位置。

例如：

如果想要在澳大利亚位置创建一个组站点，可转到 https://ContosoAUS-
admin.sharepoint.com/_layouts/15/online/AdminHome.aspx#/siteManagement

1. 选择“+创创建建”。
2. 按照流程创建组站点。

将在与你发起站点创建请求的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相对应的地理位置中预配组站点。

使用 Exchange PowerShell

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并传递包含地理位置代码的 -MailBoxRegion 参数。

例如：

请注意，SharePoint 组站点设置是按需进行的。 将在组所有者或成员首次试图访问站点时对其进行设置。

https://contosoaus-admin.sharepoint.com/_layouts/15/online/adminhome.aspx#/sitemanagement


日本 JPN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韩国 KOR 东南亚或东亚数据中心

北美 NAM 美国数据中心

南非 ZAF （即将推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即将推出）

英国 GBR 欧洲数据中心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代代码码 电电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子数据展示数据位置

另请参阅

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


删除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中的附属位置
2019/10/18 •

WARNINGWARNING

如果不再需要附属位置，可以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内将它从租户中删除。

附属位置中的所有用户数据都将被永久删除。 这包括所有 OneDrive for Business 内容、SharePoint 网站和 Exchange 邮箱（包
括 Office 365 组邮箱）。 删除附属位置前，必须先将所有数据都迁移到其他附属位置或中心位置。 此操作无法撤消。

只有全局管理员可以删除附属位置。

删除附属位置的具体步骤

1. 打开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2. 导航到“地理位置”**** 选项卡。

3. 在地图上，单击要删除的地理位置。

4. 单击“删除位置”。****

5. 通过选择确认复选框来确认删除。

6. 单击“删除”。****



在卫星定位中启用 SharePoint 多地理位置功能
2019/5/16 •

NOTENOTE

IMPORTANTIMPORTANT

要将地理位置设置为 SPO 模式

NOTENOTE

本文面向 2019 年 3 月 27 日正式发布 SharePoint 多地理位置功能以前以前已创建多地理位置卫星位置且未在其卫星
地理位置启用 SharePoint 多地理位置的全局或 SharePoint 管理员。

如果已在 3 月月  27 日后日后添加新的地理位置，则无需执行这些说明，因为新的地理位置已针对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多地理位
置启用。

通过这些说明，可以在卫星位置启用 SharePoint，因此多地理位置卫星用户可以利用 O365 中的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多地理位置功能。

请注意这是单向启用。 设置 SPO 模式后，则不能将租户还原到仅 OneDrive 多地理位置模式，除非向支持人员上报。

要将地理位置设置为 SPO 模式，请连接到要在 SPO 模式中设置的地理位置：

1. 打开 SharePoint Online Management Shell
2. Connect-SPOService -URL "https://$tenantGeo-admin.sharepoint.com" -Credential $credential
3. Set-SPOMultiGeoExperience

4. 此操作通常需要约一小时，在此期间，我们会在服务中执行多种发布返回，并重新戳记你的租户。 至少 1 小时
后，请执行 Get-SPOMultiGeoExperience。 这将显示此地理位置是否在 SPO 模式下。

服务中的某些缓存每 24 小时更新一次，因此在最多 24 小时内，卫星地理位置可能间歇地表现出就像仍在 ODB 模式下的行
为。 这不会导致任何技术问题。

有关 SharePoint 多地理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ka.ms/sharepointmultigeo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ulti-geo-capabilities-in-onedrive-and-sharepoint-online-in-office-365


在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管理 Exchange Online 邮箱
2019/10/18 •

使用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直接连接到某个地理位置

查看在 Exchange Online 组织中配置的可用地理位置

Get-OrganizationConfig | Select -ExpandProperty AllowedMailboxRegions | Format-Table

查看 Exchange Online 组织的中心地理位置

需要远程 PowerShell 才能在 Office 365 环境中查看和配置多地理位置属性。 若要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请参阅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你需要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 模块 v1.1.166.0 或 v1.x 中的更高版本才能查看用户对象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属性。 无法通过 AAD PowerShell 直接修改通过 AAD Connect 同步到 AAD 中的用户对
象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 可以通过 AAD PowerShell 修改仅限云的用户对象。 若要连接到 Azure AD
PowerShell，请参阅连接到 Office 365 PowerShell。

通常，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将连接到中心地理位置。 但你也可以直接连接到附属地理位置。 由于性能有所
改进，因此，当你仅管理附属地理位置中的用户时，我们建议直接连接到该位置。

用于连接到特定地理位置的 ConnectionUri 参数与常规连接指令不同。 命令和值的其余部分是相同的。 步骤如下：

$UserCredential = Get-Credential

$Session = New-PSSession -ConfigurationName Microsoft.Exchange -ConnectionUri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powershell?email=<emailaddress> -Credential $UserCredential -
Authentication  Basic -AllowRedirection

$Session = New-PSSession -ConfigurationName Microsoft.Exchange -ConnectionUri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powershell?email=olga@contoso.onmicrosoft.com -Credential $UserCredential 
-Authentication  Basic -AllowRedirection

Import-PSSession $Session

1. 在本地计算机上，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 并运行以下命令：

在“Windows PowerShell 凭据凭据请请求求”对话框中，键入工作或学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再单击“确定确定”。

2. 将 <emailaddress>  替换为目标地理位置中的任何任何邮箱的电子邮件地址，并运行以下命令。 你对邮箱的权限
和与步骤 1 中凭据的关系并不重要；电子邮件地址只是告知 Exchange Online 连接到何处。

例如，如果 olga@contoso.onmicrosoft.com 是你想要连接的地理位置的有效邮箱地址，则运行以下命令：

3. 运行以下命令：

若要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中查看配置的地理位置的列表，请在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中运行以下命令：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connect-to-exchange-online-powershell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28552.microsoft-azure-active-directory-powershell-module-version-release-history.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connect-to-office-365-powershell


Get-OrganizationConfig | Select DefaultMailboxRegion

查找邮箱的地理位置

Get-Mailbox -Identity <MailboxIdentity> | Format-List Database,MailboxRegion*

Get-Mailbox -Identity chris@contoso.onmicrosoft.com | Format-List Database, MailboxRegion*

Database                    : EURPR03DG077-db007
MailboxRegion               : EUR
MailboxRegionLastUpdateTime : 2/6/2018 8:21:01 PM

将现有的仅限云邮箱移动到特定地理位置

Get-MsolUser -UserPrincipalName <UserPrincipalName> | Format-List UserPrincipalName,PreferredDataLocation

Get-MsolUser -UserPrincipalName michelle@contoso.onmicrosoft.com | Format-List

Set-MsolUser -UserPrincipalName <UserPrincipalName> -PreferredDataLocation <GeoLocationCode>

若要查看租户的中心地理位置，请在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中运行以下命令：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中的 Get-Mailbox cmdlet 显示邮箱的以下多地理位置相关属性：

Database：对地理位置代码对应的数据库名称的前 3 个字母，告知你邮箱当前位于何处。 对于在线存档邮
箱，应使用 ArchiveDatabase 属性。

MailboxRegion：指定管理员设置的地理位置代码（从 Azure AD 中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同步）。

MailboxRegionLastUpdateTime：指明 MailboxRegion 的最后（自动或手动）更新时间。

若要查看邮箱的这些属性，请使用以下语法：

例如，若要查看邮箱 chris@contoso.onmicrosoft.com 的地理位置信息，请运行以下命令：

此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注意：注意：  如果数据库名称中的地理位置代码与 MailboxRegion 值不匹配，则会将该邮箱自动放入重定位队列，
并移动到 MailboxRegion 值指定的地理位置 （Exchange Online 会查找这些属性值的不匹配之处）。

仅限云的用户是未通过 AAD Connect 同步到租户的用户。 此用户是在 Azure AD 中直接创建的。 使用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的 Azure AD 模块中的 Get-MsolUser 和 Set-MsolUser cmdlet 来查看或指定将在其中存储
仅限云的用户邮箱的地理位置。

若要查看用户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请在 Azure AD PowerShell 中使用此语法：

例如，若要查看用户 michelle@contoso.onmicrosoft.com 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请运行以下命令：

若要修改仅限云的用户对象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请在 Azure AD PowerShell 中使用以下语法：

例如，若要为用户 michelle@contoso.onmicrosoft.com 将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设置为欧盟 (EUR) 地理位



Set-MsolUser -UserPrincipalName michelle@contoso.onmicrosoft.com -PreferredDataLocation EUR

移移动处动处于于诉讼诉讼保留状保留状态态的已禁用的已禁用邮邮箱箱

在特定地理位置中创建新的云邮箱

New-MsolUser -UserPrincipalName <UserPrincipalName> -DisplayName "<Display Name>" [-FirstName <FirstName>] [-
LastName <LastName>] [-Password <Password>] [-LicenseAssignment <AccountSkuId>] -PreferredDataLocation 
<GeoLocationCode>

置，请运行以下命令：

注意注意：

如前所述，你不能为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同步的用户对象使用此过程。 你需要在 Active Directory 中更改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并使用 AAD Connect 进行同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同步：为 Office 365 资源配置首选数据位置。

将邮箱重定位到新的地理位置所花费的时间取决于若干因素：

邮箱的大小和类型。

正在移动的邮箱数量。

移动资源的可用性。

对于处于诉讼保留状态的已禁用邮箱，无法通过在已禁用状态下通过更改其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来移动这
些邮箱。 若要移动处于诉讼保留状态的已禁用邮箱，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暂时为邮箱分配一个许可证。

2. 更改 PreferredDataLocation。

3. 在将邮箱移到所选地理位置之后从邮箱中删除许可证，将其重新置于禁用状态。

若要在特定地理位置中创建新邮箱，你需要执行以下任一步骤：

在 Exchange Online 中创建邮箱之前，按上一节中所述配置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 例如，在分配许可
证之前为用户配置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

在设置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的同时分配许可证。

若要在特定地理位置中创建新的仅限云许可用户（未通过 AAD Connect 同步），请在 Azure AD PowerShell 中使用
以下语法：

此示例使用下面的值为 Elizabeth Brunner 创建新用户帐户：

用户主体名称：ebrunner@contoso.onmicrosoft.com

名字：Elizabeth

姓氏：Brunner

显示名称：Elizabeth Brunner

密码： 随机生成，并显示在命令的结果中（因为我们未使用 Password 参数）

许可证： contoso:ENTERPRISEPREMIUM  (E5)

位置：澳大利亚 (AU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connect/active-directory-aadconnectsync-feature-preferreddatalocation


New-MsolUser -UserPrincipalName ebrunner@contoso.onmicrosoft.com -DisplayName "Elizabeth Brunner" -FirstName 
Elizabeth -LastName Brunner -LicenseAssignment contoso:ENTERPRISEPREMIUM -PreferredDataLocation AUS

NOTENOTE

在特定地理位置中载入现有本地邮箱

多地理位置报告

另请参阅

有关创建新用户帐户和在 Azure AD PowerShell 中查找 LicenseAssignment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Office 365
PowerShell 创建用户帐户和使用 Office 365 PowerShell 查看许可证和服务。

如果使用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启用邮箱并需要在 PreferredDataLocation 中所指定的地理位置中直接创建邮箱，你
需要直接针对云服务使用诸如 Enable-Mailbox 或 New-Mailbox 等 Exchange Online cmdlet。 如果在本地 Exchange
PowerShell 中使用 Enable-RemoteMailbox cmdlet，则会在中心地理位置创建邮箱。

你可以使用标准载入工具和流程将邮箱从本地 Exchange 组织迁移到 Exchange Online，这些工具和流程包括 EAC
中的“迁移”仪表板，以及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中的 New-MigrationBatch cmdlet。

第一步是验证用户对象对于要载入的每个邮箱是否存在，并验证是否在 Azure AD 中配置了正确的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 载入工具将考虑 PreferredDataLocation 值，并将邮箱直接迁移到指定地理位置。

或者，你可以使用以下步骤，通过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中 New-MoveRequest cmdlet 在特定地理位置中直
接载入邮箱。

$RC = Get-Credential

New-MoveRequest -Remote -RemoteHostName mail.contoso.com -RemoteCredential $RC -Identity 
user@contoso.com -TargetDeliveryDomain <YourAppropriateDomain>

1. 验证用户对象对于要载入的每个邮箱是否存在，并且是否在 Azure AD 中将 PreferredDataLocation 设置
为所需的值。 PreferredDataLocation 的值将同步到 Exchange Online 中对应邮件用户对象的
MailboxRegion 属性。

2. 使用本主题前面的连接说明直接连接到特定附属地理位置。

3. 在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中，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将用于执行邮箱迁移的本地管理员凭据存储在一个
变量中：

4. 在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中，创建一个类似于以下示例的新 New-MoveRequest：

5. 为需要从本地 Exchange 迁移到当前连接的附属地理位置的每个邮箱重复步骤 4。

6. 如果需要将其他邮箱迁移到不同的附属地理位置，请为每个特定位置重复步骤 2-4。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的“多地理位置使用情况多地理位置使用情况报报告告”按地理位置显示用户计数。 该报告显示当前月份的用户
分布，并提供过去 6 个月的历史数据。

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管理 Office 365 和 Exchange 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create-user-accounts-with-office-365-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view-licenses-and-services-with-office-365-powershell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164b35c-f624-4f83-ac58-b7cae96ab331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ove-and-migration/new-migrationbatch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ove-and-migration/new-moverequest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06a743bb-ceb6-49a9-a61d-db4ffdf54fa6


将核心数据移动到新的 Office 365 数据中心信息
2020/1/2 •

在在  * * * * 中使用租中使用租户户注册国家注册国家 /
地区的客地区的客户户 以前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以前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 * * * 新数据中心地理位置新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 * * * GEO （自（自  * * * *）后可用）后可用

日本 * * * * 亚洲/太平洋 日本 2014 年 12 月

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 * * *
* *

亚洲/太平洋 澳大利亚 2015 年 3 月

印度 * * * * 亚洲/太平洋 印度 2015 年 10 月

加拿大 * * * * 北美 加拿大 2016 年 5 月

英国 * * * * * 欧洲 英国 2016 年 9 月

韩国 * * * * 亚洲/太平洋 韩国 2017 年 4 月

法国 * * * * 欧洲 法国 2018 年 3 月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 * * 欧洲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9 年 6 月

南非 * * * * 欧洲 南非 2019 年 7 月

瑞士，列支敦士登 * * * * 欧洲 瑞士 2019 年 12 月

德国 * * * * 欧洲 德国 2019 年 12 月

我们继续为 Office 365 for business 服务打开新的数据中心信息。 这些新数据中心信息添加容量和计算资源，以支
持我们持续的客户需求和使用情况增长。 此外，新的数据中心信息为核心客户数据提供了地理位置数据常驻。

Core customer data 是一个术语，指的是一部分客户数据，包括：

Exchange Online 邮箱内容（电子邮件正文、日历条目和电子邮件附件的内容）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内容和该网站中存储的文件
上载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文件
工作组聊天邮件，包括在聊天中使用的专用邮件、频道消息和图像

启动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不会影响已在现有数据中心地理位置存储其核心客户数据的现有客户。 我们不会通过
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引入独特的功能、功能或合规性认证。 作为这两个信息中任何一个的客户，你将遇到与以前
一样的服务质量、性能和安全控制。 我们提供了下表中列出的现有客户，以请求将其组织的核心客户数据提前迁移
到其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在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推出之后创建的新客户或 Office 365 租户将在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自动将其核心客户
数据存储在 rest 上。



NOTENOTE

数据常驻选项

相关主题

我们在12月2019日启动了德国数据中心区域。 具有与租户关联的德国注册地址的新 Office 365 客户将其核心客户数据存储在
德国的其他位置。 我们计划在将来为德国客户提供从欧洲到德国的迁移。 目前，Microsoft 云德国/德国客户可以请求迁移到新
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中的 Office 365 服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如何选择从 Microsoft 云德国（Microsoft 云德国）迁移到
Office 365 服务。

所有数据中心信息、数据中心和 rest 上的客户数据位置的完整列表都可用作交互式数据中心地图的一部分。

我们为在上表中列出的数据中心信息所涵盖的现有 Office 365 客户提供数据派驻选项。 使用此选项，具有数据驻留
要求的客户可以将其组织的核心客户数据提前迁移到其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Microsoft 将在注册期间请求提前
迁移的所有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已提交的截止时间。 查看如何请求数据移动页面，以获取有关你的地理位置的注册
窗口的更多详细信息以及注册到程序中的步骤。 在请求期结束后，数据移动可能需要长达24个月。

如果不执行任何操作，Microsoft 能够在服务管理和优化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将您的核心客户数据移动到新的数据
中心地理位置。您的核心客户数据只能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而不能移动到任何其他地理位置。当此类服

务管理移动完成并更新管理中心中的数据位置时，我们将通过消息中心通知租户管理员。

我们不会通过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引入独特的功能、功能或合规性认证。

我们需要在全局运营和自动环境中执行数据移动的复杂性、精度和规模将禁止我们在对你的租户或任何其他单一租

户完成数据移动时进行共享。 客户在其数据移动完成后，每个参与的服务都会在邮件中心收到一条确认消息。

数据移动是一种后端服务操作，对最终用户影响最小。 可受影响的功能将在数据移动页面的过程中和之后列出。 我
们遵循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服务级别协议（SLA）的可用性，以便客户无需准备或在移动过程中进行监视。 如
果需要，将执行任何服务维护的通知。

将数据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完成时，客户不需要额外付费。

如何请求数据移动

数据移动常见问题解答

适用于 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 的新数据中心信息

按区域的 Azure 服务

https://aka.ms/office365germanymoveoptin
https://office.com/datamap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389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15924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gions/


如何请求数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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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可以请求移动？

在中注册国家在中注册国家 /地区的客地区的客户户 请请求求时间时间段开始段开始 请请求截止日期求截止日期

日本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0日 

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0日 

印度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0日 

加拿大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0日 

英国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0日 

韩国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0日 

法国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0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9 年 7 月 15 日 2020年6月30日 

南非 2019 年 7 月 25 日 2020年6月30日 

瑞士，列支敦士登 2019 年 12 月 10 日 2020年6月30日 

德国 相同 相同 

如何请求移动

此页面上的信息仅适用于在其 geo 中的新数据中心启动前拥有现有 Office 365 租户的客户。

现有 Office 365 客户有资格在 rest 上为整个组织的核心客户数据请求提前迁移。

符合条件的客户将在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看到一个页面，这将允许他们请求将其核心客户数据移动到其新
的数据中心区域。

若要访问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的页面，请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展开 "设设置置"，然后单击 "组织组织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https://aka.ms/365admin


在 "组织组织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页上，向下滚动到 "数据常数据常驻选项驻选项" 部分。

如果如果应应用了以下情况之一，用了以下情况之一，则则可能不会看到此部分可能不会看到此部分：

你的租户不符合 Office 365 移动程序的条件。 资格由租户注册国家/地区决定。
Rest 上的所有核心客户数据都已位于新地理位置（请参阅页面的 "数据位置" 部分）。

如果您的组织具有数据驻留要求，并且您需要请求提前迁移，请单击部分右上方的 "选择选择"。 屏幕右侧将显示一个
新分区，说明 Office 365 移动程序的详细信息。 选择 "我想要迁移的我的我想要迁移的我的组织组织的核心客的核心客户户数据数据" 的文本旁边的
切换按钮。 然后，单击“保存”****。

您应该会看到 "数据数据驻驻留留" 部分的文本更改，以指示您的您的组织组织已已请请求移求移动动其核心客其核心客户户数据。数据。  您的邮件中心中也
会有一条确认消息。 这将确认您是否已成功请求移动。



请求移动后会发生什么？

Microsoft Teams

请求移动前的可选操作

如果使用基于如果使用基于  IP  IP 的防火的防火墙墙，，请为请为新新  IP  IP 地址添加允地址添加允许规则许规则

使用新租使用新租户进户进行行测试测试

通知用通知用户户在移在移动设备动设备上更新上更新过过期的期的  Exchange  Exchange 设设置置

相关主题

在请求移动后，我们将计划在运营限制允许时尽快移动你。 由于许多约束的不可预知的性质，我们无法共享特定
的移动日期或时间范围。 在移动完成后，你将看到一条通知。

在您的国家/地区的请求期限内，可能需要花费最长24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移动。

从2020年1月起，符合条件的 Office 365 国家/地区的客户可以选择加入 Microsoft 团队聊天服务数据的迁移。 对
于所有符合条件的国家/地区，自愿加入时间线已重新打开或扩展，让客户有机会在范围内与 Microsoft 团队一起
考虑早期迁移计划。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我们建议使用防火墙而不是 IP 地址的 DNS 筛选。 不需要任何新的 DNS 条目。

如果使用基于 IP 的防火墙进行 Internet 连接，则必须为目标数据中心地理位置的新 IP 地址添加允许规则。 新的
数据中心信息的 IP 地址除了新服务器外，还会连续添加到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有关如何添加允许规则（也称为 "白名单"）的信息，请参阅防火墙文档。

添加 IP 地址后，您可能需要测试与新数据中心地理位置的连接。 为此，我们建议您在新的数据中心 geo 推出后立
即创建一个新的免费试用版租户。

如果您想要在移动之前测试连接，可以在新的数据中心 geo 可用后设置一个新的免费30天试用租户，并使用它来
体验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承载的 Office 365。

试用租户无法与现有租户结合使用：

用户必须使用单独的试用帐户进行测试。

没有办法在租户之间移动数据。

如果用户具有将 Exchange Server 设置为 " m.outlook.com " 或 " podxxxxx.outlook.com" 的移动设备，则建
议他们切换到outlook.office365.com，按照设置移动设备以与您的帐户同步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核心数据移动到新的 Office 365 数据中心信息

数据移动常见问题解答

适用于 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 的新数据中心信息

按区域的 Azure 服务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2963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46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46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9139caf-01ab-41a0-827c-3c06ee569ed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15924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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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注册国家在中注册国家 /地区的客地区的客户户 所有移所有移动动完成者完成者

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 2022年7月1日 

日本 2022年7月1日 

印度 2022年7月1日 

加拿大 2022年7月1日 

韩国 2022年7月1日 

英国 2022年7月1日 

法国 2022年7月1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22年7月1日 

南非 2022年7月1日 

瑞士，列支敦士登 2022年7月1日 

德国 相同 

NOTENOTE

Exchange Online

数据移动是一种后端操作，对最终用户影响最小。 在 Microsoft 将租户的每项服务和关联数据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
地理位置时，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数据传输和验证在后台进行，并对用户影响最小。

每个服务的移动发生在不同的时间。 因此，你将在不同时间看到每个服务的已描述缩减功能。

在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 Skype for Business 移动时，请观看 Office 365 消息中心，以确认是否
已完成。 如下表所示，在注册期结束后，可能需要长达24个月，以完成针对特定地理位置的所有客户的所有请求的
数据移动。 如果你在移动后发现租户出现任何问题，请联系Office 365 支持部门以获取帮助。

符合条件的 Office 365 国家/地区的客户可能会选择参加 Microsoft 团队聊天服务数据迁移，从2020到6月30日，2020，这也
将为任何其他符合条件的工作负荷通知迁移。 如果客户选择在2020之前进行迁移，则预计 Exchange Online 和 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for Business 将在最初的期限内完成，而团队将于所有客户在 2022 6 月1日完成。

由于需要花费时间将每个用户移动到单个租户的新数据中心地理位置，因此在移动期间，某些用户将仍处于旧的数

据中心地理位置，而其他用户则位于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这意味着，涉及访问多个邮箱的某些功能在移动过程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2459


在在  Outlook Web Access  Outlook Web Access 中打开中打开  " "共享文件共享文件夹夹""

配置配置 说说明明

用户拥有对另一个邮箱的邮箱文件夹权限 可能受到限制。 
如果在租户移动过程中，用户 A 和邮箱 B 不在同一地理位置，
如果用户 A 对邮箱 B 中的特定文件夹有权限，则用户 A 无法
在 Outlook Web Access 中打开邮箱 B 的文件夹。 
若要添加共享文件夹，请右键单击左侧导航面板中的用户名，

然后选择 "添加共享文件添加共享文件夹夹"。 

具有对另一个邮箱的 "完全邮箱" 权限的用户 完全支持。 
如果用户 A 对邮箱 B 具有 "完全访问权限" 权限，则用户 A 可
以在 Outlook Web Access 的左侧导航窗格中单击共享文件夹
以打开显示邮箱 B 的窗口。 在移动过程中，用户可以使用
Outlook Web Access 打开共享邮箱，而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
响。 限制仅适用于邮箱中的文件夹级共享。

SharePoint Online

Office 365 Office 365 视频视频服服务务

搜索搜索

中可能不会完全工作，这可能是持续几周的一段时间。 以下各节介绍了这些功能。

某些用户使用 "共享文件夹" 功能在 Outlook Web Access 中打开另一个邮箱中的共享邮件文件夹（该用户对其具有
读取或写入权限）。 下表介绍了在邮箱移动过程中共享文件夹的访问工作方式。 请注意，对共享邮箱拥有完全权限
的用户可以在移动过程中使用 Outlook Web Access 打开邮箱。

移动 SharePoint Online 时，还会移动以下服务的数据：

OneDrive for Business

Project Online

Project for Office 365

Office 365 视频服务

浏览器中的 Office

Office 365 ProPlus

Visio Pro for Office 365

完成移动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后，您可能会看到以下某些效果。

视频的数据移动比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移动其他内容的时间长。

移动 SharePoint Online 内容之后，将会有一个时间段，无法播放视频。

我们要从以前的数据中心删除交易编码副本，并在新数据中心中再次转换它们。

在移动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的过程中，我们会将搜索索引和搜索设置迁移到新位置。 在我们完成完成对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的移动之前，我们将继续为你的用户提供原始位置的索引。 在新位置，在完成移动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后，搜索将自动开始对你的内容进行爬网。 从现在开始，我们通过迁移的索引为你的用户提供服务。 在进行爬
网之前，迁移后对你的内容所做的更改不会包含在迁移的索引中。 大多数客户都不会注意到，在我们完成移动其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后，结果就会变得不太新鲜，但有些客户可能会在前24-48 小时内体验到缩减新鲜度

以下搜索功能将受到影响：

搜索结果和搜索 Web 部件：结果中不包含迁移之后发生的更改，直到爬网进行挑选。



Microsoft Teams

Skype for Business

在整个移在整个移动过动过程中工作的功能程中工作的功能 移移动过动过程中可能会受到限制的功能程中可能会受到限制的功能

即时消息和语音呼叫 
用户可以添加联系人、添加联系人组、添加会议、设置其位置并

更改 "今天发生的情况"。 
音频会议提供商（ACP）设置将复制到目标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如果目标数据中心中存在 ACP 提供程序，则它将正常工作。 否
则，它将不会。 

租户管理员 TRPS （租户远程 PowerShell）将不可供管理员创建
会话。 
租户管理员 LAC 将不可供管理员登录并更改用户设置。 

移移动动后后

会议数据（上载的演示文稿等）将不会移动，需要重新上载。 
较旧的 Lync 客户端（如 Lync 2010 客户端和 Lync for Mac 2011 客户端）被识别为导致登录问题的服务缓存 DNS 信息。 如果用户
不在最新的 Skype for Business Windows 客户端上，则可能需要清除 DNS 缓存。 请参阅Office 365 中的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DNS 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适用于 Mac 客户端用户的 Lync 应按照这些说明操作。 

涉及第三方音涉及第三方音频频会会议议提供商的提供商的  Skype for Business  Skype for Business 移移动动

相关主题

Delve： Delve 不包含迁移之后发生的更改，直到爬网对其进行挑选。

网站的热门程度和搜索报告：新位置中 Excel 报告的计数仅包括在完成移动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后运行
的使用率报告中的已迁移计数和计数。 来自临时时段的任何计数都将丢失，且无法恢复。 此期间通常为几
天。 有些客户可能会遇到较短或更长的损失。

视频门户：查看视频门户的计数和统计信息取决于 Excel 报告的统计信息，因此，在与 Excel 报告相同的时间
段内，视频门户的查看次数和统计信息将会丢失。

电子数据展示：在爬网选取更改之前，不会显示在迁移过程中更改的项目。

数据丢失保护（DLP）：在爬网选取更改之前，不会对更改的项强制实施策略。

符合条件的 Office 365 国家/地区的客户可能会选择参加 Microsoft 团队聊天服务数据迁移，从2020年1月1日起。

在剪切转移过程中，所有用户都将从 Skype for Business 客户端软件注销。 自动登录将在两分钟内重新连接用户。

适用于 Skype for business 的第三方音频会议提供商附加服务不适用于驻留在新地理位置的新数据中心中的用户。
使用第三方音频会议提供商服务的现有客户不应请求移动到新的特定地理位置的数据中心。 如果新客户部署到新
的特定地理位置数据中心，则需要请求移动到区域数据中心以使用第三方音频会议提供商。

如何请求数据移动

数据移动常见问题解答

适用于 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 的新数据中心信息

按区域的 Azure 服务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troubleshoot/online-configuration/dns-configuration-issue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262986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15924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gions/


数据移动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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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客户有资格请求移动？

如何定义核心客户数据？

在什么时候完成了我的迁移，以便我的租户的核心客户数据存储在我的

新 geo 中的地方？

我的租户是否会自动移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如何确保移动过程中的客户数据是安全的，并且不会经历停机时间？

团队迁移的范围是什么？

以下是有关将核心数据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的常见问题的解答。

选择符合新数据中心地理位置的国家/地区的现有 Office 365 商业客户将能够请求移动。 此程序仅适用于分配有符
合条件的国家/地区代码的租户，可将核心客户数据迁移到 Office 365 租户，以将适用工作负载的核心客户数据迁
移到相应的 Office 365 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请参阅 how to request the data move page，确认国家/地区的资格。 

  Core customer data 是一个术语，指的是在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术语中定义的客户数据子集：

Exchange Online 邮箱内容（电子邮件正文、日历条目和电子邮件附件的内容）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内容和该网站中存储的文件
上载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文件

由于 Exchange Online 和 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for Business 之间存在共享依赖关系，因此在迁移这两个服
务之前，不能将任何迁移都视为已完成。 Exchange Online 和 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for Business 通常分别
以不同的时间进行迁移，且相互独立。 在每个服务迁移完成时，租户管理员会在邮件中心中接收确认，并且可以随
时查看管理中心中的数据位置卡，以确认每个服务的 rest 位置的核心客户数据。

  您可以将两个操作作为租户管理员来执行。

选择加入。注册 Office 365 移动程序并接收服务的承诺截止时间，以将 rest 上的核心客户数据迁移到新的数据
中心地理位置。请参阅 how to request the data move page，获取有关如何选择程序的说明。
不执行任何操作。不执行任何操作，这将导致 Microsoft 能够将您的核心客户数据同时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
位置，作为服务管理和优化的一部分。您的数据只能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而不能移动到任何其他地理

位置。当此类服务管理移动完成时，我们会通过消息中心通知。

数据移动是一种后端服务操作，对最终用户影响最小。 在数据移动期间和之后会列出受影响的功能。 我们遵
循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服务级别协议（SLA）的可用性，以便客户无需准备或在移动过程中进行监视。

所有 Office 365 服务在数据中心中运行相同的版本，因此您可以确保功能的一致性。 您的服务在整个过程中完全
受支持。

除了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Microsoft 会将团队数据迁移到本地数据中
心。

工作组聊天邮件，包括私人邮件和频道消息。

https://aka.ms/ost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3897


在不同的信息中具有不同的服务会有什么影响？

在新的数据中心信息中是否会自动预配新的 Office 365 客户？

我的核心客户数据位于何处？

何时我将能够请求移动？

如何请求移动？

在请求移动后，是否可以更改我的选定内容？

如果我在最后期限之前未请求移动，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我想要移动数据以便获得更好的网络性能，该怎么办？

所有服务是否都在同一天移动其数据？

在聊天中使用的团队图像。

团队文件存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团队聊天文件存储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 语音邮件、日历、聊天历
史记录和联系人存储在 Exchange Online 中。 在许多情况下，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已由本地数据中心地理位置的客户使用，并且也是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客户国家/地区的 Office 365 迁移计
划的一部分。

某些 Office 365 服务可能位于不同的信息中，用于某些现有客户和移动过程中间的客户。 我们的服务独立运行，在
这种情况下，不会对用户体验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出于数据驻留目的，在 Exchange Online 和 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for business 都迁移到同一数据中心地理位置之前，不能认为租户迁移已完成。

可以。 在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可用后，在注册过程中选择符合新地理位置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客户的新 Office
365 将把其核心客户数据存储在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租户管理员可随时查看管理中心内的数据位置卡，以确认每个服务的 rest 位置的核心客户数据，尤其针对其租
户。我们还发布了 office 365 交互式数据中心的数据中心信息、数据中心和365位置的位置，作为对新租户的当前
默认核心客户数据的参考。 您可以通过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内组织配置文件下的 "数据位置" 部分，验证 rest 上
的客户数据的位置。  

请参阅 how to request the data move page for a datacenter geo 支持的时间段。

符合条件的客户将在其Office 365 管理门户中看到一个页面。 请参阅如何请求数据移动以获取有关如何请求移动
的说明。

提交请求后，我们无法将您从进程中删除。

我们可能会根据异常接受请求，以向你的租户授予完成移动的承诺期限。请 联系Office 365 支持部门以发出请求。
请注意，即使不采取自愿加入请求，一些工作负载也可能会移到你的新地理位置，因为 Microsoft 能够在服务管理
和优化过程中将你的核心客户数据同时移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您的数据只能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而不能移动到任何其他地理位置。  当此类服务管理移动完成时，我们会通过消息中心通知。

接近于 Office 365 datacenter 不能保证更好的网络性能。 有许多因素和组件会影响最终用户与 Office 365 服务之
间的网络性能。 有关此和性能调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

每个服务都独立移动，并且可能会在不同时间移动其数据。

https://office.com/datamaps
https://portal.office.com/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2459


我是否可以选择何时移动数据？

是否可以在移动数据时共享？

如果用户在移动数据时访问服务，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何知道移动已完成？

我是一个新的数据中心信息中的 Office 365 客户，但当我注册时，我选择
了其他国家/地区。 如何将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如果我们在 Exchange Online 移动过程中将电子邮件数据迁移到 Office
365，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可以试运行某些用户吗？

我不想等待 Microsoft 移动我的数据。 我是否可以只创建一个新的租户
并移动自己？

我不准备移动，是否可以选择特定的移动日期？

我的客户数据已移动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 我可以向后移动吗？

客户无法选择特定日期，它们不能延迟移动，也不能共享特定的移动日期或时间范围。

数据移动是一种后端操作，对最终用户影响最小。 我们需要在全局运营和自动环境中执行数据移动的复杂性、精度
和规模将禁止我们在对你的租户或任何其他单一租户完成数据移动时进行共享。 客户在其数据移动完成后，每个
参与的服务都会在邮件中心收到一条确认消息。

在数据移动过程中和之后，请参阅数据移动的完整列表，在每个服务的部分数据移动过程中可能会受到限制。

观看 Office 365 消息中心，以确认每个服务的数据移动是否已完成。 移动每个服务的数据后，我们将发布一个完成
通知，以便您将获得三个完成通知：每个完成通知分别对应于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您还可以通过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组织配置文件下的 "数据位置" 部分，验证 rest 上的客户
数据的位置。  

无法更改与你的租户关联的注册国家/地区。 而是需要使用新订阅创建新的 Office 365 租户，并将用户和数据手动
移动到新的租户。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方案，完全受支持。 Datacenter 信息之间的云迁移不会干扰任何 on premisis to 云邮箱迁移。

您可以创建单独的试用租户来测试连接，但不能以任何方式将试用租户与现有租户组合在一起。

是的，但是此过程不会像 Microsoft 执行数据移动那样顺畅。

如果在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之后创建新租户，新租户将托管在新地理位置。 此新租户完全独立于以前的租户，您
将负责移动所有用户邮箱、网站内容、域名和其他任何数据。 请注意，不能将租户名称从一个租户移动到另一个租
户。 我们建议您等待 Microsoft 提供的移动程序，因为我们将负责移动用户的所有设置、数据和订阅。

否，不能更改每个服务的核心客户数据的移动时间。

否，这是不可能的。 已移动到新 geo 数据中心的客户不能移动回来。 作为任何地区的客户，你将体验到以前所做的
相同质量的服务、性能和安全控制。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可供某些客户作为加载项，让单个租户可以创建多个附

https://aka.ms/multi-geo


新的数据中心信息是否使用与当前数据中心信息相同版本的 Office 365
服务？

在新数据中心托管的 Office 365 租户是否适用于该国家/地区之外的用
户？

我的租户是为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配置的。 我是否可以在 Office 365
移动程序中注册我的租户以更改我的默认地理位置并将任何用户不在附

属区域中移动到新的默认地理位置？

相关主题

属信息，并可将用户数据移动到具有数据派驻服务承诺的这些信息中。

可以。

A. 可以。 Microsoft 在全球范围内的35国家/地区内的国家/地区的多达130个位置维护一个大型的全球网络，其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Isp）数量超过2700的对等协议。 用户将能够从 Internet 上的任何位置访问数据中心。

是的，你的租户符合注册条件。 我们会将所有 EXO 邮箱从当前的默认地理位置移动到新的本地数据中心地理位
置。 我们不会移动在 "多地理" 卫星区域中配置的任何 EXO 邮箱，而是按预期继续遵循卫星区域数据派驻服务。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无法迁移到新的数据中心地理位置作为移动程序的一部分，但您可以
通过多地理程序将 OneDrive for Business 共享配置为移动到您想要的任何区域。

将核心数据移动到新的 Office 365 数据中心信息

如何请求数据移动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

Office 365 交互式数据中心映射

Office 365 支持

适用于 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 的新数据中心信息

按区域的 Azure 服务

https://aka.ms/multi-geo
https://aka.ms/multi-geo
https://office.com/datamap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245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15924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gions/


从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
的 Office 365 服务
2019/12/12 •

NOTENOTE

在德国提供的云服务

移到新的德国区域

如何做好准备以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务

本文仅适用于符合条件的 德国 Microsoft 云客户。

2018 年 8 月，我们宣布计划在新的德国云区域中提供完整的 Microsoft 云（Azure、Office 365、Dynamics 365 和
Power Platform），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客户的数字化转型。 2019 年 8 月，我们宣布已启动在德国开放新的云区域的
流程。 我们宣布在 8 月推出 Azure，在 12 月推出 Office 365。 预计在 2020 年第 1 季度提供 Dynamics 365 和
Power Platform。

新区域提供更高的灵活性、最新的智能云服务、到我们的全球云网络的完整连接，以及在德国驻留客户数据的服务，

旨在应对德国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现有德国 Microsoft 云客户现可开始迁移其 Office 365、Dynamics 365 Customer Engagement 和 ower Platform BI
客户。 首先要选择采用 Microsoft 引导的迁移方法，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

对于选择采用 Microsoft 提出的方法的组织，预计在 2020 年进行迁移。 迁移后，核心客户数据和订阅会迁移到新的
德国区域。

下列服务将采用 Microsoft 提出的方法进行迁移：

Azure Active Directory
Exchange Online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SharePoint Online
OneDrive for Business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从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到德国数据中心期间，现有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客户将过渡到 Microsoft Teams。 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始 Microsoft Teams 升级。

Office 365 组
Dynamics 365/Power Platform

有关迁移这些服务的先决条件及其影响，可参阅 Dynamics 365 Customer Engagement 文章。

首先是要通知 Microsoft，以便我们获得你的授权，可将你的订阅和数据从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
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务。 有关说明，请参阅“选择加入”过程。

所有正在迁移的客户都需要验证到全球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包括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的连接。
请查看 Office 365 平台服务说明，了解在完成到德国区域的迁移后哪些功能和服务可供你的组织使用。

https://aka.ms/office365germanymoveoptin
https://aka.ms/skypetoteams-home
https://aka.ms/d365ceoptin


在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务期间的客户体验

Azure Active DirectoryAzure Active Directory

Exchange OnlineExchange Online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SharePoint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OneDrive for BusinessOneDrive for Business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德国 Microsoft 云与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务之间的
主要区别

德国德国  MICROSOFT 云云
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服
务务

Microsoft 365 服务适用于只有一个
Office 365 租户的订阅

15 项服务（请参见 REF） 29 项服务（请参见 REF）

新增功能 不提供任何新功能。 新功能的可用性将与全球 Office 365 服
务的保持一致。

数据受托人 是 否

与全球 Office 365 租户跨租户协作 否 是

迁移将切换付费订阅。 我们无法迁移试用版订阅。

租户迁移以后端服务操作的形式执行，需要的客户互动程度最低。 在迁移过程中，消息中心将显示客户引导的所有
其他任务和整体迁移状态。 例如，任务可能包括客户管理的 DNS 更新或 Exchange 混合客户的混合设置的重新配
置。

租户迁移的目标是将对终端客户和管理员的影响降至最低。 但是，每个工作负载都有注意事项。

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重新定位，来自德国 Microsoft 云的 Office/Dynamics 订阅会过渡到德国区
域中。 然后，组织会进行更新，以反映出新的全球服务订阅。 在简短的订阅转移过程中，将阻止更改订阅。

Exchange Online 混合客户必须在过渡之前重新运行混合配置向导，对照德国 Microsoft 云更新本地配置，并在针对
全球服务进行清理时重新执行 HCW。 对于具有自定义域的客户，可能需要其他 DNS 更新。

邮箱以后端进程的形式进行迁移，你组织中的用户在过渡期间可能位于德国 Microsoft 云中，也可能位于德国区域
中，而且这些用户属于同一 Exchange 组织 (GAL)

后端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功能会复制到新的德国区域

在将 SharePoint Online 迁移到德国区域之后，会重新生成数据索引。 在重建索引完成后，依赖搜索索引的功能可能
会受到影响。

现有 sharepoint.de URL 会保留供已过渡的组织使用。

在将 OneDrive for Business 迁移到德国区域之后，会重新生成数据索引。 在重建索引完成后，依赖搜索索引的功能
可能会受到影响。

现有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客户将过渡到 Microsoft Teams。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aka.ms/SkypeToTeams-Home。

https://aka.ms/skypetoteams-home


客户数据驻留 客户数据将仅存储在德国数据中心。 Microsoft 将在德国存储下列静态客户数
据：Exchange Online 邮箱内容（电子邮件
正文、日历项和电子邮件附件内容）、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内容及该网站中
存储的文件，以及上传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文件。

适用条款 在线服务条款（带补充条款） 在线服务条款

德国德国  MICROSOFT 云云
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服
务务

常见问题解答

是否需要迁移？是否需要迁移？

不同不同  Office 365  Office 365 云服云服务务方案中的服方案中的服务务可用性是什么？可用性是什么？

Microsoft 准许客户免费将Office 365 租户从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务。
我们强烈建议你选择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但我们也将继续对德国 Microsoft 云区域提供必要的安全更
新。

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务还具有以下优势：

为 Azure、Office 365、Dynamics 365 Customer Engagement 和 Power BI 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定价。
与 Microsoft 全球网络相连，提供数百个网络边缘网站、对等互连位置和出口点，以在全球任何位置提供可靠的
用户体验。

帮助你满足德国境内的当地客户数据驻留要求。

提供我们具备完整功能的全球云服务/产品，包括服务的最新版本以及 Microsoft Teams 和 Office 365 多地理位
置等新功能。 按 Azure、、Office 365 和 Dynamics 365 的区域比较产品。
提供完备功能、企业级安全性和全面的功能，帮助客户满足合规性和法规要求。

可通过现有在线服务合同访问。

德国 Microsoft 云服务方案提供下列 15 项服务。 未添加新服务至德国 Microsoft 云。

1. Exchange Online
2. 客户密码箱 (Exchange Online)
3. 组（新式组）
4. Delve 配置文件
5.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6. 高级威胁防护 (ATP)
7. 高级电子数据展示
8. 高级数据管理
9. SharePoint Online

10. 客户密码箱 (SharePoint Online)
11. OneDrive for Business
12. Skype for Business
13. Word Online、Excel Online、PowerPoint, OneNote、Visio Online
14.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
15. Outlook Mobile

目前，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提供 29 项服务，是 Office 365 服务的一部分。 新功能和服务的可用性将持续与全球
Office 365 服务的保持一致。

https://www.microsoftvolumelicensing.com/documentsearch.aspx?mode=3&documenttypeid=46
https://www.microsoftvolumelicensing.com/documentsearch.aspx?mode=3&documenttypeid=64
https://www.microsoftvolumelicensing.com/documentsearch.aspx?mode=3&documenttypeid=46
https://azure.microsoft.com/pricing/calculator/
https://www.microsoft.com/microsoft-365/business/compare-more-office-365-for-business-plans
https://dynamics.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azure.microsoft.com/global-infrastructure/services/?products=all&regions=germany-non-regional,germany-central,germany-north,germany-northeast,germany-west-central
https://products.office.com/zh-cn/where-is-your-data-located
https://docs.microsoft.com/dynamics365/get-started/availability


何何时时将将进进行迁移？行迁移？

AzureAzure

Office 365Office 365

Dynamics 365 Dynamics 365 和和  Power BI Power BI

我使用的我使用的  Office  Office 服服务务的价格将出的价格将出现变现变化化吗吗？？

我可如何我可如何获获取帮助，取帮助，让让  Microsoft  Microsoft 帮我迁移到新的区域或解答支持帮我迁移到新的区域或解答支持问题问题？？

1. Exchange Online
2. 客户密码箱 (Exchange Online)
3. 组（新式组）
4. Delve 配置文件
5. MyAnalytics
6. 工作区分析
7.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8. 高级威胁防护 (ATP)
9. 高级电子数据展示

10. 高级安全管理
11. 信息权限管理
12. 高级数据管理
13. SharePoint Online
14. 客户密码箱 (SharePoint Online)
15. OneDrive for Business
16. Microsoft Stream
17. Skype for Business（迁移期间过渡到 Microsoft Teams）
18. 云 PBX
19. PSTN 会议
20. PSTN 呼叫
21. Microsoft Teams
22. 管理员报告/使用率报告
23. Word Online、Excel Online、PowerPoint、OneNote 和 Visio Online
24. 规划器
25. Sway
26.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
27. Outlook Mobile
28. EMS E3（Azure Active Directory Premium P1 + Intune + 权限管理服务）
29. Yammer Online

可立即开始将你的 Azure 资源迁移到另一区域。 如果你有带 Office 365、Dynamics 365 和/或 Power BI 的 Azure，
请按照下述步骤操作。

立即选择加入以执行 Microsoft 引导的迁移。 在我们准备好开始你的迁移时，我们将通过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
内的消息中心通知你。

对于 Dynamics 365 Customer Engagement 和 Power BI，请立即选择执行 Microsoft 引导的迁移。 在我们准备好开
始你的迁移时，我们将通过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内的消息中心通知你。

是，Microsoft 全球云区域（包括新的数据中心区域）中的定价普遍更低。

如有疑问，可通过下述方式联系我们，也可通过你的合作伙伴进行联系：

对于 Azure，可在 Azure 门户提交新的支持请求。
对于 Office 365，可通过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需要帮助?”提交问题。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germany/germany-migration-main
https://aka.ms/office365germanymoveoptin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manage/message-center?view=o365-worldwide
https://aka.ms/d365ceoptin
https://aka.ms/pbioptin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manage/message-center?view=o365-worldwide
https://portal.microsoftazure.de/#blade/microsoft_azure_support/helpandsupportblade/newsupportrequest
https://portal.office.de/


更多信息

对于同时具备 Office 365 的 Dynamics 365 Customer Engagement 和 Power BI 客户，可通过 Microsoft 365 管
理中心的“需要帮助?”提交问题。 有关 Dynamics 365 Customer Engagement 支持选项，可查看此处。 有关
Power BI 支持选项，可查看此处。

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助手
如何选择加入迁移

Dynamics 365 迁移计划信息
Power BI 迁移计划信息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Office 365 混合配置向导
开始 Microsoft Teams 升级

https://portal.office.de/
https://docs.microsoft.com/dynamics365/get-started/suppor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aka.ms/germanymigrateassist
https://aka.ms/office365germanymoveoptin
https://aka.ms/d365ceoptin
https://aka.ms/pbioptin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aka.ms/hybridwizard
https://aka.ms/skypetoteams-home


如何选择从德国 Microsoft 云（Microsoft Cloud
Deutschland）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务
2019/12/12 •

NOTENOTE

如何请求迁移

本文仅适用于符合条件的 德国 Microsoft 云客户。

在德国 Microsoft 云中预配了服务的合格客户将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看到一个页面，客户租户管理员可在此
页面中选择进行迁移。

要访问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此页面，请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展开“设设置置”，然后单击“组织组织档案档案”。

在“组织组织档案档案”页面上，向下滚动到“从德国从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云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服务务”部
分。

如果你的组织希望将你的服务从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的 Office 365 服务，请单击“选选
择择加入加入”。

屏幕右侧将显示一个新分区，可在此处接受确认信息。 将切换按钮设置为“是是”，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一旦管理员代表你的租户选择加入，所有管理员将立即在“从德国从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云迁移到新的德国数据中心区域内

的的  Office 365 服服务务”部分中看到确认信息，包括选择加入的日期。 管理员还将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消息中
心内收到确认信息。



选择进行迁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更多信息

对于选择采用 Microsoft 提出的方法的组织，预计在 2020 年进行迁移。 迁移后，核心客户数据和订阅会迁移到新的
德国区域。 在整个迁移期间，Microsoft 将在消息中心发送更新动态。

德国 Microsoft 云迁移助手
Office 365 德国 Microsoft 云客户迁移计划
Dynamics 365 德国 Microsoft 云客户迁移计划
Power BI 德国 Microsoft 云客户迁移计划
使用“需要帮助?”提交问题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链接

https://aka.ms/germanymigrateassist
https://aka.ms/office365germanymove
https://aka.ms/d365ceoptin
https://aka.ms/pbioptin
https://portal.office.de/




  

将本地网络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虚拟网络
2019/12/18 •

概述

NOTENOTE

规划你的 Azure 虚拟网络

Azure 跨界虚拟网络连接到本地网络，从而可扩展网络以包含在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托管的子网和虚拟机。上述
连接可让本地网络中的计算机直接访问 Azure 中的虚拟机，反之亦然。

例如，在 Azure 虚拟机上运行的一个目录同步服务器需要查询本地域控制器，以获取对帐户所做的更改并将其与
Office 365 订阅同步。本文介绍如何使用已准备就绪托管 Azure 虚拟机的站点间虚拟专用网络 (VPN) 连接来设置
跨界 Azure 虚拟网络。

Azure 中的虚拟机无需与本地环境隔离。若要将 Azure 虚拟机连接到本地网络资源，必须配置 Azure 跨界虚拟网
络。下图显示了使用 Azure 中的虚拟机部署跨部署 Azure 虚拟网络所需的组件。

在该关系图中，有两个通过站点间 VPN 连接进行连接的网络：本地网络和 Azure 虚拟网络。站点间 VPN 连接为：

在可寻址和位于在公共 Internet 上的两个终结点之间。
两端分别为本地网络中的 VPN 设备和 Azure 虚拟网络中的 Azure VPN 网关。

Azure 虚拟网络托管虚拟机。Azure 虚拟网络上从虚拟机发出的网络流量将转发到 VPN 网关，然后再跨站点间
VPN 连接将流量转发到本地网络上的 VPN 设备。本地网络的路由基础结构接着会将流量转发到其目标。

此外，你还可以使用 ExpressRoute，即组织和 Microsoft 网络之间的直接连接。ExpressRoute 上的流量不会在公共 Internet 上
传输。本文对 ExpressRoute 的用法将不做介绍。

要设置 Azure 虚拟网络和本地网络之间的 VPN 连接，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 本地：为指向本地 VPN 设备的 Azure 虚拟网络的地址空间定义并创建本地网络路由。

2. **** Microsoft Azure：使用站点间 VPN 连接创建一个 Azure 虚拟网络。

3. **** 本地：将本地硬件或软件 VPN 设备配置为终止使用遵循 Internet 协议安全性 (IPsec) 的 VPN 连接。

建立站点到站点 VPN 连接后，将 Azure 虚拟机添加到虚拟网络子网。

https://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expressroute/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解决方案体系解决方案体系结结构构设计设计假假设设

规规划划  Azure  Azure 虚虚拟拟网网络络的路由基的路由基础结础结构构变变更更

规规划划发发送到本地送到本地  VPN  VPN 设备设备以及从本地以及从本地  VPN  VPN 设备发设备发出的流量的防火出的流量的防火墙规则墙规则

 

 Azure 订阅。有关 Azure 订阅的信息，请转到如何购买 Azure 页面。

可用的专用 IPv4 地址空间，将分配给虚拟网络及其子网，具有足够的空间容纳现在和将来所需的虚拟机。

本地网络中的可用 VPN 设备，用于终止支持 IPsec 要求的站点间 VPN 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用
于站点间虚拟网络连接的 VPN 设备。

对路由基础结构的变更，以便路由到 Azure 虚拟网络地址空间的流量转发到承载站点间 VPN 连接的 VPN
设备。

Web 代理，向连接到本地网络的计算机和 Azure 虚拟网络授予 Internet 访问权限。

下面的列表显示已为该解决方案体系结构做出的设计选择。

此解决方案使用具有站点间 VPN 连接的单个 Azure 虚拟网络。Azure 虚拟网络承载可能包含多个虚拟机的
单个子网。

可以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6 或 Windows Server 2012 中的路由和远程访问服务 (RRAS) 在本地网络和
Azure 虚拟网络之间建立 IPsec 站点间 VPN 连接。还可以使用其他选项，例如 Cisco 或 Juniper Networks
VPN 设备。

本地网络可能还具有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 (AD DS)、域名系统 (DNS) 和代理服务器等网络资源。根据你
的要求，它可能在将部分网络资源放到 Azure 虚拟网络中时非常有帮助。

对于具有一个或多个子网的现有 Azure 虚拟网络，确定是否还有剩余的地址空间以便附加子网托管您所需的虚拟
机，具体取决于您的要求。如果您没有供附加子网使用的剩余地址空间，请创建具有站点间 VPN 连接的其他虚拟
网络。

您必须将本地路由基础结构配置为将目标为 Azure 虚拟网络的地址空间的流量转发到承载站点间 VPN 连接的本
地 VPN 设备。

更新路由基础结构的具体方法取决于您管理路由信息的方式，可能的选项如下：

基于手动配置路由表更新。

基于路由协议路由表更新，例如路由信息协议 (RIP) 或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 (OSPF) 协议。

咨询路由专家，确保目标为 Azure 虚拟网络的流量将转发到本地 VPN 设备。

如果您的 VPN 位于一个外围网络，且该外围网络和 Internet 之间存在防火墙，您可能需要对防火墙进行配置，以
便以下规则允许站点间 VPN 连接。

到 VPN 设备的流量（从 Internet 传入）：

VPN 设备的目标 IP 地址和 IP 协议 50

VPN 设备的目标 IP 地址和 UDP 目标端口 500

VPN 设备的目标 IP 地址和 UDP 目标端口 4500

来自 VPN 设备的流量（传出到 Internet）：

VPN 设备的源 IP 地址和 IP 协议 50

VPN 设备的源 IP 地址和 UDP 源端口 500

VPN 设备的源 IP 地址和 UDP 源端口 4500

https://azure.microsoft.com/pricing/purchase-option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3093


规规划划  Azure  Azure 虚虚拟拟网网络络的的专专用用  IP  IP 地址空地址空间间

所需的虚所需的虚拟拟机数量机数量 所需的主机位数所需的主机位数 子网大小子网大小

1-3 3 /29 

4-11 4 /28 

12-27 5 /27 

28-59 6 /26 

60-123 7 /25 

用于配置用于配置  Azure  Azure 虚虚拟拟网网络络的的规规划工作表划工作表

项项 CONFIGURATION 元素元素 说说明明 值值

1. 虚拟网络名称 要分配给 Azure 虚拟网络的
名称（例如，DirSyncNet）。 

2. 虚拟网络位置 将包含虚拟网络的 Azure 数
据中心（如美国西部）。 

 

3. VPN 设备 IP 地址 Internet 上 VPN 设备接口的
公用 IPv4 地址。与 IT 部门协
作，以确定该地址。 

 

4. 虚拟网络地址空间 虚拟网络地址空间（在一组专

用地址前缀中定义）。与 IT 部
门协作，以确定该地址空间。

地址空间应为无类别域际路

由选择 (CIDR) 格式，也称为
网络前缀格式。例

如，10.24.64.0/20。 

 

5. IPsec 共享的密钥 一组 32 位字符的随机字母
数字字符串，用于对站点间

VPN 连接的两端进行身份验
证。与 IT 或安全部门协作来
确定此密钥值，然后将其存

储在安全的位置。或者，请参

阅创建 IPsec 预共享密钥的
随机字符串。

 

Azure 虚拟网络的专用 IP 地址空间必须能够容纳 Azure 用于承载虚拟网络的地址，且具有至少一个有足够地址供
Azure 虚拟机使用的子网。

要确定子网需要的地址数量，请计算您现在需要的虚拟机数量，估计未来增长的数量，然后使用下表确定子网大

小。

 

在创建托管虚拟机的 Azure 虚拟网络之前，您必须在下表中确定所需的设置。

有关虚拟网络的设置，请填写表 V。

表表  V：跨部署虚：跨部署虚拟拟网网络络配置配置

此解决方案的子网请填写表 S。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32330.create-a-random-string-for-an-ipsec-preshared-key.aspx


项项 子网名称子网名称 子网地址空子网地址空间间 用途用途

1. GatewaySubnet  Azure 网关使用的子网。 

2.    

项项 DNS 服服务务器的友好名称器的友好名称 DNS 服服务务器的器的  IP 地址地址

1.   

2.   

项项 本地网本地网络络地址空地址空间间

1.  

2.  

3.  

部署路线图

对于第一个子网，请为 Azure 网关子网确定 28 位的地址空间（带有 /28 前缀长度）。有关如何确定此地址空
间的信息，请参阅 Calculating the gateway subnet address space for Azure virtual networks（计算 Azure 虚
拟网络的网关子网地址空间）。

对于第二个子网，请指定友好名称（基于虚拟网络地址空间的单一 IP 地址空间）和描述性目的。

与 IT 部门协作以确定这些虚拟网络地址空间中的地址空间。这两个地址空间应为 CIDR 格式。

表表  S：虚：虚拟拟网网络络中的子网中的子网

对于您想要让虚拟网络中的虚拟机使用的本地 DNS 服务器，请填写表 D。为 DNS 服务器提供友好名称和单一 IP
地址。此友好名称不需要与 DNS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计算机名相匹配。请注意已列出两个空白条目，但您可以添加
更多。与 IT 部门协作，以确定该列表。

表表  D：本地：本地  DNS 服服务务器器

要通过站点间 VPN 连接将数据包从 Azure 虚拟网络传输到组织网络，则必须使用本地网络配置虚拟网络。此本地
网络包含组织的本地网络上的所有位置的地址空间列表（使用 CIDR 格式），虚拟网络中的虚拟机必须能够访问这
些本地网络。这可能是本地网络上的所有位置或部分位置。用于定义本地网络的地址空间列表必须是唯一的，并且

不得与用于此虚拟网络或其他跨界虚拟网络的地址空间重叠。

对于本地网络地址空间集，请填写表 L。请注意已列出三个空白条目，但通常需要更多。与 IT 部门协作，以确定该
列表。

表表  L：本地网：本地网络络的地址前的地址前缀缀

 

在 Azure 中创建跨界虚拟网络并添加虚拟机包含三个阶段：

阶段 1：准备本地网络。

阶段 2：在 Azure 中创建跨界虚拟网络。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solutions_advisory_board/2016/12/01/calculating-the-gateway-subnet-address-space-for-azure-virtual-networks/


    

    

阶阶段段  1 1：准：准备备您的本地网您的本地网络络 ::

阶阶段段  2 2：在：在  Azure  Azure 中中创创建跨部署虚建跨部署虚拟拟网网络络

Connect-AzAccount

Get-AzSubscription | Sort SubscriptionName | Select SubscriptionName

$subscrName="<subscription name>"
Select-Az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Name $subscrName

Get-AzResourceGroup | Sort ResourceGroupName | Select ResourceGroupName

阶段 3（可选）：添加虚拟机。

 

必须配置本地网络，其中路由指向目标为虚拟网络地址空间的流量并将流量提供给本地网络边缘中的路由器。请咨

询你的网络管理员，以确定如何将路由添加到本地网络的路由结构。

下面是生成的配置。

 

首先，请打开 Azure PowerShell 提示符。如果没有安装 Azure PowerShell，请参阅 Azure PowerShell 使用入门。

下一步，使用此命令登录 Azure 帐户。

使用以下命令获得订阅名称。

通过这些命令设置 Azure 订阅。使用正确的订阅名称替换引号内的所有内容（包括 < 和 > 字符）。

接下来，为虚拟网络创建一个新的资源组。要确定一个唯一的资源组名称，请使用此命令列出您现有的资源组。

使用这些命令创建新的资源组。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get-started-azureps


$rgName="<resource group name>"
$locName="<Table V - Item 2 - Value column>"
New-AzResourceGroup -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 Fill in the variables from previous values and from Tables V, S, and D
$rgName="<name of your new resource group>"
$locName="<Azure location of your new resource group>"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vnetAddrPrefix="<Table V - Item 4 - Value column>"
$gwSubnetPrefix="<Table S - Item 1 - Subnet address space column>"
$SubnetName="<Table S - Item 2 - Subnet name column>"
$SubnetPrefix="<Table S - Item 2 - Subnet address space column>"
$dnsServers=@( "<Table D - Item 1 - DNS server IP address column>", "<Table D - Item 2 - DNS server IP address 
column>" )
$locShortName=(Get-AzResourceGroup -Name $rgName).Location

# Create the Azure virtual network and a network security group that allows incoming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s to the subnet that is hosting virtual machines
$gatewaySubnet=New-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Name "GatewaySubnet" -AddressPrefix $gwSubnetPrefix
$vmSubnet=New-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Name $SubnetName -AddressPrefix $SubnetPrefix
New-AzVirtualNetwork -Name $v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AddressPrefix 
$vnetAddrPrefix -Subnet $gatewaySubnet,$vmSubnet -DNSServer $dnsServers
$rule1=New-AzNetworkSecurityRuleConfig -Name "RDPTraffic" -Description "Allow RDP to all VMs on the subnet" -
Access Allow -Protocol Tcp -Direction Inbound -Priority 100 -SourceAddressPrefix Internet -SourcePortRange * -
DestinationAddressPrefix * -DestinationPortRange 3389
New-AzNetworkSecurityGroup -Name $Sub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ShortName -SecurityRules 
$rule1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vnetName
$nsg=Get-AzNetworkSecurityGroup -Name $Sub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SubnetName -AddressPrefix $SubnetPrefix -
NetworkSecurityGroup $nsg
$vnet | Set-AzVirtualNetwork

接下来，请创建 Azure 虚拟网络。

下面是生成的配置。

下一步，请使用这些命令来创建站点间 VPN 连接的网关。



# Fill in the variables from previous values and from Tables V and L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localGatewayIP="<Table V - Item 3 - Value column>"
$localNetworkPrefix=@( <comma-separated, double-quote enclosed list of the local network address prefixes from 
Table L, example: "10.1.0.0/24", "10.2.0.0/24"> )
$vnetConnectionKey="<Table V - Item 5 - Value column>"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Name $v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 Attach a virtual network gateway to a public IP address and the gateway subnet
$publicGatewayVipName="PublicIPAddress"
$vnetGatewayIpConfigName="PublicIPConfig"
New-AzPublicIpAddress -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
AllocationMethod Dynamic
$publicGatewayVip=Get-AzPublicIpAddress -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ew-AzVirtualNetworkGatewayIpConfig -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ame -PublicIpAddressId 
$publicGatewayVip.Id -SubnetId $vnet.Subnets[0].Id
# Create the Azure gateway
$vnetGatewayName="AzureGateway"
$vnetGateway=New-AzVirtualNetworkGateway -Name $vnetGateway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GatewayType Vpn -VpnType RouteBased -IpConfigurations $vnetGatewayIpConfig
# Create the gateway for the local network
$localGatewayName="LocalNetGateway"
$localGateway=New-AzLocalNetworkGateway -Name $localGateway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GatewayIpAddress $localGatewayIP -AddressPrefix $localNetworkPrefix
# Create the Azure virtual network VPN connection
$vnetConnectionName="S2SConnection"
$vnetConnection=New-AzVirtualNetworkGatewayConnection -Name $vnetConnection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
Location $locName -ConnectionType IPsec -SharedKey $vnetConnectionKey -VirtualNetworkGateway1 $vnetGateway -
LocalNetworkGateway2 $localGateway

下面是生成的配置。

接下来，请将本地 VPN 设备配置为连接到 Azure VPN 网关。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用于站点间 Azure 虚拟网
络连接的 VPN 设备。

若要配置 VPN 设备，您需要以下各项:

用于虚拟网络的 Azure VPN 网关的公用 IPv4 地址。 使用 Get-AzPublicIpAddress -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命令显示此地址。

站点间 VPN 连接的 IPsec 预共享密钥（表 V - 项 5 - 值列）

下面是生成的配置。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vpn-gateway/vpn-gateway-about-vpn-devices


阶阶段段  3 3（可（可选选）：添加虚）：添加虚拟拟机机

后续步骤

在 Azure 中创建所需的虚拟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Azure 门户中创建 Windows 虚拟机。

使用以下设置：

在****“基本信息”选项卡中，选择与虚拟网络相同的订阅和资源组。稍后将需要使用这些信息登录到虚拟
机。在“实例详细信息”**** 部分中，选择适当的虚拟机大小。在安全位置记录管理员帐户用户名和密码。

在“网络”**** 选项卡中，选择虚拟网络的名称和托管虚拟机（非网关子网）的子网。将所有其他设置保留为其
默认值。

请检查内部 DNS 验证虚拟机是否正确使用 DNS，确保已为新虚拟机添加地址 (A) 记录。要访问 Internet，必须将
Azure 虚拟机配置为使用本地网络的代理服务器。有关要在服务器上执行的其他配置步骤，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下面是生成的配置。

在 Microsoft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目录同步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3098


在 Microsoft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目录同步
2019/11/22 •

NOTENOTE

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目录同步的概述

摘要：摘要：  在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的虚拟机上部署 Azure AD Connect，以在本地目录和 Office 365 订阅的 Azure AD
租户之间同步帐户。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D) Connect（以前称为 Directory Synchronization 工具、Directory Sync 工具或
DirSync.exe 工具）是用户在加入域的服务器上安装的应用程序，用于将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 (AD DS) 用户
同步到 Office 365 订阅的 Azure AD 租户。Office 365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作为其目录服务。
Office 365 订阅包括 Azure AD 租户。此租户还可用于管理组织的标识以及其他云工作负载，包括 Azure 中的其他
SaaS 应用程序和应用。

可以在本地服务器上安装 Azure AD Connect，但也可以将其安装在 Azure 中的虚拟机上，具体原因如下：

可以更快地预配和配置基于云的服务器，使服务更快地提供给用户使用。

Azure 可以更轻松地提供更好的网站可用性。
可以减少组织中本地服务器的数量。

此解决方案要求在本地网络和 Azure 虚拟网络之间建立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本地网络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虚拟网络。

本文介绍了单个林中单个域的同步。Azure AD Connect 将 Active Directory 林中的所有 AD DS 域与 Office 365 同步。如果你有
多个 Active Directory 林要与 Office 365 同步，请参阅使用单一登录的多林目录同步方案。

下图显示了在将本地 AD DS 林同步到 Office 365 订阅的 Azure（目录同步服务器）中的虚拟机上运行的 Azure AD
Connect。

图中有两个通过站点间 VPN 或 ExpressRoute 连接进行连接的网络：一个是 AD DS 域控制器所在的本地网络，另
外一个是带有目录同步服务器的 Azure 虚拟网络，目录同步服务器是一个运行 Azure AD Connect 的虚拟机。有两
个主要通信流源自目录同步服务器：

Azure AD Connect 查询本地网络上的域控制器以获取对帐户和密码的更改。
Azure AD Connect 将帐户和密码的更改发送到 Office 365 订阅的 Azure AD 实例。因为目录同步服务器处于你
的本地网络中的扩展部分，这些更改会通过本地网络的代理服务器进行发送。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3091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7594


NOTENOTE

IMPORTANTIMPORTANT

NOTENOTE

规划将 Office 365 的目录同步服务器托管在 Azure 中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解决方案体系解决方案体系结结构构设计设计假假设设

本解决方案描述单个 Active Directory 林中单个 Active Directory 域的同步。Azure AD Connect 将 Active Directory 林中的所有
Active Directory 域与 Office 365 同步。如果你有多个 Active Directory 林要与 Office 365 同步，请参阅使用单一登录的多林目
录同步方案。

部署此解决方案时有两个主要步骤：

1. 创建 Azure 虚拟网络和建立到本地网络的站点间 VPN 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本地网络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虚拟网络。

2. 在 Azure 中加入域的虚拟机上安装 Azure AD Connect，然后将本地 AD DS 同步到 Office 365。这包括：

创建 Azure 虚拟机以运行 Azure AD Connect。

安装和配置 Azure AD Connect。

要配置 Azure AD Connect，必须提供 Azure AD 管理员帐户和 AD DS 企业管理员帐户的凭据（用户名和密
码）。Azure AD Connect 会立即运行并且会不间断地将本地 AD DS 林同步到 Office 365。

在生产中部署此解决方案之前，可以使用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目录同步中的说明，将此配置设置为用于演示
或实验的概念证明。

Azure AD Connect 配置完成后，它不会保存 AD DS 企业管理员帐户凭据。

此解决方案说明如何将单个 AD DS 林同步到 Office 365。本文中讨论的拓扑只是表示实现此解决方案的一种方法。根据你的特
殊网络要求和安全考虑事项，你组织的拓扑可能有所不同。

 

开始操作之前，请查看此解决方案的以下先决条件。

查阅规划你的 Azure 虚拟网络中有关规划的内容。

确保满足配置 Azure 虚拟网络的所有先决条件。

具有包含 Active Directory 集成功能的 Office 365 订阅。有关 Office 365 订阅的信息，请转到 Office 365 订
阅页面。

预配一个运行 Azure AD Connect 的 Azure 虚拟机，以便将本地 AD DS 林与 Office 365 同步。

必须具有 AD DS 企业管理员帐户和 Azure AD 管理员帐户的凭据（名称和密码）。

下面列出了此解决方案需做出的设计选择。

此解决方案使用具有站点间 VPN 连接的单个 Azure 虚拟网络。Azure 虚拟网络托管包含一个服务器（即运行
Azure AD Connect 的目录同步服务器）的单个子网。

在本地网络中，存在域控制器和 DNS 服务器。

Azure AD Connect 执行密码哈希同步而不是单一登录。你无需部署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A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3091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7594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7594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dirsync-for-your-office-365-dev-test-environment
https://products.office.com/compare-all-microsoft-office-products?tab=2


部署路线图

第第  1  1 阶阶段：段：创创建和配置建和配置  Azure  Azure 虚虚拟拟网网络络

阶阶段段  2 2：：创创建和配置建和配置  Azure  Azure 虚虚拟拟机机

FS) 基础结构。要了解有关密码哈希同步和单一登录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为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混合
标识解决方案选择正确的身份验证方法。

下面是在环境中部署此解决方案时可能会考虑的一些其他设计选项：

如果现有的 Azure 虚拟网络中已有 DNS 服务器，请确定是否希望目录同步服务器取代本地网络的 DNS 服
务器将其用于名称解析。

如果现有的 Azure 虚拟网络中存在域控制器，请确定配置 Active Directory 站点和服务是否为更好的选择。
目录同步服务器可以用 Azure 虚拟网络中的域控制器查询帐户和密码的更改，而不是使用本地网络上的域控
制器。

在 Azure 的虚拟机上部署 Azure AD Connect 的过程包含三个阶段：

阶段 1：创建和配置 Azure 虚拟网络

阶段 2：创建和配置 Azure 虚拟机

阶段 3：安装和配置 Azure AD Connect

部署之后，还必须为 Office 365 中的新用户帐户分配位置和许可证。

要创建和配置 Azure 虚拟网络，请完成将本地网络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虚拟网络部署路线图中的阶段 1：准备你
的本地网络和阶段 2：在 Azure 中创建跨界虚拟网络。

这是生成的配置。

该图显示了通过站点间 VPN 或 ExpressRoute 连接来连接到 Azure 虚拟网络的本地网络。

按照在 Azure 门户中创建第一个 Windows 虚拟机中的说明在 Azure 中创建虚拟机。使用以下设置：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窗格中，选择与虚拟网络相同的订阅、位置和资源组。在安全的位置记录用户名和密码。你稍后
将需要使用这些以连接到虚拟机。

在“选择大小”**** 窗格中，请选择“A2 标准”**** 大小。

在“设置”**** 窗格的“存储”**** 部分中，选择“标准”**** 存储类型。在“网络”**** 部分中，选择虚拟网络的名
称和托管目录同步服务器（不是 GatewaySubnet）的子网。其他所有设置都保留默认值。

通过检查内部 DNS 验证目录同步服务器是否正确使用 DNS，以确保为具有其 IP 地址的虚拟机添加地址 (A) 记
录。

按照连接到虚拟机并登录中的说明，使用远程桌面连接来连接到目录同步服务器。登录后，将虚拟机加入到本地

AD DS 域。

https://aka.ms/auth-option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3098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virtual-machines/windows/connect-logon


阶阶段段  3 3：安装和配置：安装和配置  Azure AD Connect Azure AD Connect

C a u t i o nC a u t i o n

将位置和将位置和许许可可证证分配分配给给  Office 365  Office 365 中的用中的用户户

若要使用 Azure AD Connect 访问 Internet 资源，必须将目录同步服务器配置为使用本地网络的代理服务器。有关
要执行的其他配置步骤，应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这是生成的配置。

该图显示跨界 Azure 虚拟网络中的目录同步服务器虚拟机。

请完成以下过程：

1. 通过远程桌面连接，使用具有本地管理员特权的 AD DS 域帐户连接到目录同步服务器。请参阅连接到虚拟
机并登录。

2. 从目录同步服务器中打开设置 Office 365 的目录同步一文，并按照使用密码哈希同步进行目录同步的说明操
作。

安装程序将在本地用户组织单位 (OU) 中创建 AAD_xxxxxxxxxxxx 帐户。请勿移动或删除该帐户，否则同步将失
败。

这是生成的配置。

该图显示跨界 Azure 虚拟网络中具有 Azure AD Connect 的目录同步服务器。

Azure AD Connect 将帐户从本地 AD DS 添加到 Office 365 订阅，但为了使用户能够登录到 Office 365 并使用其
服务，必须使用位置和许可证配置这些帐户。使用下列步骤为适当的用户帐户添加位置和激活许可证：

1. 登录到 Office 365 门户页，然后单击“管理员”****。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用户”>“活动用户”****。

3. 在用户帐户列表中，选中你想要激活的用户旁的复选框。

4. 在用户页面上，单击“产品许可证”**** 的“编辑”****。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virtual-machines/windows/connect-logon
https://www.office.com


另请参阅

5. 在“产品许可证”**** 页上，为“位置”**** 选择一个用户位置，然后为用户启用合适的许可证。

6. 完成后，单击“保存”****，然后单击“关闭”**** 两次。

7. 对于其他用户，请返回步骤 3。

云应用和混合解决方案

将本地网络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虚拟网络

下载 Azure AD Connect

设置 Office 365 的目录同步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loud-adoption-and-hybrid-solu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7594


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
证
2019/11/29 •

NOTENOTE

NOTENOTE

这篇文章包含指向特定内容的链接，即通过这些虚拟机在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为 Microsoft Office 365 部署高
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的分步说明：

两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

两个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AD FS) 服务器

两个副本域控制器

一个运行 Azure AD Connect 的目录同步服务器

下面是包含每个服务器的占位符名称的配置。

Azure 中中  Office 365 基基础结础结构的高可用性构的高可用性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

所有虚拟机都位于一个跨界 Azure 虚拟网络 (VNet) 中。

各个用户的联合身份验证不依赖任何本地资源。不过，如果跨界连接变得不可用，VNet 中的域控制器将无法接收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 (AD DS) 中执行的用户帐户和组更新。若要确保此问题不会发生，可以为跨界连接配置高可用性设置。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高可用性跨界连接与 VNet 到 VNet 连接

用于特定角色的每对虚拟机都位于自己的子网和可用性集中。

由于此 VNet 连接到本地网络，所以此配置不包括管理子网上的跳转框或监视虚拟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unning
Windows VMs for an N-tier architecture（运行用于 N 层体系结构的 Windows VM）。

此配置的结果是，将对所有 Office 365 用户使用联合身份验证，即可以使用自己的 AD DS 凭据（而不是 Office
365 帐户）进行登录。 联合身份验证基础结构使用冗余的一组服务器，它们更易于在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而非本
地边缘网络）中进行部署。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vpn-gateway/vpn-gateway-highlyavailable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guidance/guidance-compute-n-tier-vm


物料清单

项项 虚虚拟拟机机说说明明 AZURE 库图库图像像 默默认认大小大小

1. 第一个域控制器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D2 

2. 第二个域控制器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D2 

3. Azure AD Connect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D2 

4. 第一个 AD FS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D2 

5. 第二个 AD FS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D2 

6. 第一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D2 

7. 第二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D2 

部署阶段

此基线配置需要以下 Azure 服务和组件集：

七个虚拟机

一个具有四个子网的跨界虚拟网络

四个资源组

三个可用性集

一个 Azure 订阅

这里是针对此配置的虚拟机及其默认大小。

若要计算此配置的估算成本，请参阅 Azure 定价计算器

在以下阶段部署此工作负载：

阶段 1：配置 Azure。创建资源组、存储帐户、可用性集和跨界虚拟网络。

阶段 2：配置域控制器。 创建和配置副本 AD DS 域控制器和目录同步服务器。

阶段 3：配置 AD FS 服务器。创建和配置两个 AD FS 服务器。

阶段 4：配置 Web 应用程序代理。创建和配置两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

阶段 5：为 Office 365 配置联合身份验证。为 Office 365 订阅配置联合身份验证。

这些文章提供了预定义的体系结构的规范分阶段指南，以便在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为 Office 365 Azure 创建实
用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请注意下列事项：

如果你是有经验的 AD FS 实施者，则可以自由调整第 3 阶段和第 4 阶段的说明，构建最符合你需求的服务
器集。

https://azure.microsoft.com/pricing/calculator/


后续步骤

如果你已经拥有现有的 Azure 混合云部署以及现有的跨界虚拟网络，则可以随意调整或跳过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中的说明，并将 AD FS 和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置于相应的子网上。

若要构建开发/测试环境或此配置的概念证明，请参阅 用于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的联合身份。

使用阶段 1：配置 Azure 开始配置此工作负载。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federated-identity-for-your-office-365-dev-test-environment


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阶段 1：配置 Azure
2019/12/17 •

配置 Azure 组件

项项 配置配置设设置置 说说明明 值值

1. VNet 名称 要分配给 VNet 的名称（示例
FedAuthNet）。 

 

2. VNet 位置 将包含虚拟网络的区域

Azure 数据中心。 
 

3. VPN 设备 IP 地址 Internet 上 VPN 设备接口的
公共 IPv4 地址。 

 

4. VNet 地址空间 虚拟网络的地址空间。与 IT
部门协作，以确定该地址空

间。 

 

5. IPsec 共享的密钥 一组 32 位字符的随机字母
数字字符串，用于对站点间

VPN 连接的两端进行身份验
证。与 IT 或安全部门协作来
确定此密钥值。或者，请参

阅创建 IPsec 预共享密钥的
随机字符串。 

 

在此阶段中，将在 Azure 中创建资源组、虚拟网络（VNet）和可用性集，这些集将承载第2阶段、3步和第4阶段的虚
拟机。 必须先完成此阶段，然后才能进入第2阶段：配置域控制器。 请参阅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
联合身份验证，了解所有阶段。

必须使用以下基本组件预配 Azure：

资源组

包含用于托管 Azure 虚拟机的子网的跨界 Azure 虚拟网络（VNet）

执行子网隔离的网络安全组

可用性集

开始配置 Azure 组件之前，请填写下表。 为了帮助你完成配置 Azure 的过程，请打印此部分并记下所需的信息，
或将此部分复制到文档中进行填写。 对于 VNet 的设置，请填写表 V。

表表  V：跨部署虚：跨部署虚拟拟网网络络配置配置

接下来，填写针对此解决方案的子网的表 S。所有地址空间应为无类别域际路由选择 (CIDR) 格式，也称为网络前
缀格式。例如，10.24.64.0/20。

对于前三个子网，请根据虚拟网络地址空间指定一个名称和一个 IP 地址空间。 对于网关子网，请使用以下命令确
定 Azure 网关子网的27位地址空间（带 a/27 前缀长度）：

1. 将 VNet 地址空间的可变位设置为 1，直到用于网关子网的位，然后将剩余位设置为 0。

https://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32330.create-a-random-string-for-an-ipsec-preshared-key.aspx


项项 子网名称子网名称 子网地址空子网地址空间间 用途用途

1.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域控制器和目录同步服
务器虚拟机（Vm）使用的子
网。 

2.   AD FS Vm 使用的子网。 

3.   Web 应用程序代理虚拟机使
用的子网。 

4. GatewaySubnet  Azure 网关虚拟机使用的子
网。 

项项目目 用途用途 子网的子网的  IP 地址地址 值值

1. 第一个域控制器的静态 IP 地
址 

在表 S 的项目 1 中定义的子
网地址空间的第四个可能的

IP 地址。 

 

2. 第二个域控制器的静态 IP 地
址 

在表 S 的项目 1 中定义的子
网地址空间的第五个可能的

IP 地址。 

 

3. 目录同步服务器的静态 IP 地
址 

在表 S 的项目1中定义的子
网地址空间的第六个可能的

IP 地址。 

 

4. AD FS 服务器的内部负载平
衡器的静态 IP 地址 

在表 S 的项目 2 中定义的子
网地址空间的第四个可能的

IP 地址。 

 

5. 第一个 AD FS 服务器的静态
IP 地址 

在表 S 的项目 2 中定义的子
网地址空间的第五个可能的

IP 地址。 

 

6. 第二个 AD FS 服务器的静态
IP 地址 

在表 S 的项目 2 中定义的子
网地址空间的第六个可能的

IP 地址。 

 

7. 第一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
务器的静态 IP 地址 

在表 S 的项目 3 中定义的子
网地址空间的第四个可能的

IP 地址。 

 

2. 将生成位转换为十进制并表示为一个地址空间，其中将前缀长度设置为网关子网的大小。

有关为您执行此计算的 PowerShell 命令块和 c # 或 Python 控制台应用程序，请参阅Azure 网关子网的地址空间
计算器。

与 IT 部门协作以确定这些虚拟网络地址空间中的地址空间。

表表  S：虚：虚拟拟网网络络中的子网中的子网

下一步，针对分配给虚拟机和负载平衡器实例的静态 IP 地址填写表 I。

https://gallery.technet.microsoft.com/scriptcenter/address-prefix-calculator-a94b6eed


8. 第二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
务器的静态 IP 地址 

在表 S 的项目 3 中定义的子
网地址空间的第五个可能的

IP 地址。 

 

项项目目 用途用途 子网的子网的  IP 地址地址 值值

项项 DNS 服服务务器的友好名称器的友好名称 DNS 服服务务器的器的  IP 地址地址

1.   

2.   

项项 本地网本地网络络地址空地址空间间

1.  

2.  

3.  

NOTENOTE

Connect-AzAccount

TIPTIP

表表  I：虚：虚拟拟网网络络中的静中的静态态  IP 地址地址

对于您希望在最初设置虚拟网络中的域控制器时使用的本地网络中的两个域名系统（DNS）服务器，请填写表 D。
与 IT 部门合作以确定此列表。

表表  D：本地：本地  DNS 服服务务器器

若要通过站点到站点 VPN 连接将数据包从跨界网络路由到组织网络，您必须为虚拟网络配置具有所有可访问的
地址空间列表（在 CIDR 表示法中）的本地网络。组织的本地网络上的位置。 定义本地网络的地址空间列表必须是
唯一的，并且不得与用于其他虚拟网络或其他本地网络的地址空间重叠。

对于本地网络地址空间集，请填写表 L。请注意已列出三个空白条目，但通常需要更多。与 IT 部门协作，以确定该
地址空间列表。

表表  L：本地网：本地网络络的地址前的地址前缀缀

现在，让我们开始构建 Azure 基础结构以托管 Office 365 的联合身份验证。

[!注意] 下面的命令集使用最新版 Azure PowerShell。 请参阅Azure PowerShell 入门。

首先，启动 Azure PowerShell 提示符并登录到你的帐户。

若要基于自定义设置生成可随时运行的 PowerShell 命令块，请使用此Microsoft Excel 配置工作簿。

使用以下命令获得订阅名称。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get-started-azurep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deploy-high-availability-federated-authentication-for-office-365-in-azure/o365fedauthinazure_config.xlsx


Get-AzSubscription | Sort Name | Select Name

Get-AzSubscription | Sort Name | Select SubscriptionName

$subscrName="<subscription name>"
Select-Az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Name $subscrName

Get-AzResourceGroup | Sort ResourceGroupName | Select ResourceGroupName

项项目目 资资源源组组名称名称 用途用途

1.  域控制器 

2.  AD FS 服务器 

3.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 

4.  基础结构元素 

$locName="<an Azure location, such as West US>"
$rgName="<Table R - Item 1 - Name column>"
New-AzResourceGroup -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rgName="<Table R - Item 2 - Name column>"
New-AzResourceGroup -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rgName="<Table R - Item 3 - Name column>"
New-AzResourceGroup -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rgName="<Table R - Item 4 - Name column>"
New-AzResourceGroup -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对于较旧版本的 Azure PowerShell，请改为使用此命令。

设置 Azure 订阅。 使用正确的名称替换引号内的<所有内容，包括和 > 字符。

接下来，创建新的资源组。 要确定唯一的一组资源组名称，请使用此命令列出现有的资源组。

为一组唯一资源组名称填写下表。

表表  R：：资资源源组组

使用这些命令创建新的资源组。

接下来，创建 Azure 虚拟网络及其子网。



$rgName="<Table R - Item 4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locName="<your Azure location>"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vnetAddrPrefix="<Table V - Item 4 - Value column>"
$dnsServers=@( "<Table D - Item 1 - DNS server IP address column>", "<Table D - Item 2 - DNS server IP 
address column>" )
# Get the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location
$locShortName=(Get-AzResourceGroup -Name $rgName).Location

# Create the subnets
$subnet1Name="<Table S - Item 1 - Subnet name column>"
$subnet1Prefix="<Table S - Item 1 - Subnet address space column>"
$subnet1=New-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Name $subnet1Name -AddressPrefix $subnet1Prefix
$subnet2Name="<Table S - Item 2 - Subnet name column>"
$subnet2Prefix="<Table S - Item 2 - Subnet address space column>"
$subnet2=New-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Name $subnet2Name -AddressPrefix $subnet2Prefix
$subnet3Name="<Table S - Item 3 - Subnet name column>"
$subnet3Prefix="<Table S - Item 3 - Subnet address space column>"
$subnet3=New-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Name $subnet3Name -AddressPrefix $subnet3Prefix
$gwSubnet4Prefix="<Table S - Item 4 - Subnet address space column>"
$gwSubnet=New-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Name "GatewaySubnet" -AddressPrefix $gwSubnet4Prefix

# Create the virtual network
New-AzVirtualNetwork -Name $v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AddressPrefix 
$vnetAddrPrefix -Subnet $gwSubnet,$subnet1,$subnet2,$subnet3 -DNSServer $dnsServers

# Create network security groups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vnetName

New-AzNetworkSecurityGroup -Name $subnet1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ShortName
$nsg=Get-AzNetworkSecurityGroup -Name $subnet1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subnet1Name -AddressPrefix $subnet1Prefix -
NetworkSecurityGroup $nsg

New-AzNetworkSecurityGroup -Name $subnet2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ShortName
$nsg=Get-AzNetworkSecurityGroup -Name $subnet2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subnet2Name -AddressPrefix $subnet2Prefix -
NetworkSecurityGroup $nsg

New-AzNetworkSecurityGroup -Name $subnet3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ShortName
$nsg=Get-AzNetworkSecurityGroup -Name $subnet3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subnet3Name -AddressPrefix $subnet3Prefix -
NetworkSecurityGroup $nsg
$vnet | Set-AzVirtualNetwork

接下来，为每个具有虚拟机的子网创建网络安全组。 若要执行子网隔离，可以添加规则，指定允许或拒绝进入子网
的网络安全组的特定类型流量。

下一步，请使用这些命令来创建站点间 VPN 连接的网关。



$rgName="<Table R - Item 4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locName="<Azure location>"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Name $v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ubnet=G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GatewaySubnet"

# Attach a virtual network gateway to a public IP address and the gateway subnet
$publicGatewayVipName="PublicIPAddress"
$vnetGatewayIpConfigName="PublicIPConfig"
New-AzPublicIpAddress -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
AllocationMethod Dynamic
$publicGatewayVip=Get-AzPublicIpAddress -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ew-AzVirtualNetworkGatewayIpConfig -Name $vnetGatewayIpConfigName -PublicIpAddressId 
$publicGatewayVip.Id -Subnet $subnet

# Create the Azure gateway
$vnetGatewayName="AzureGateway"
$vnetGateway=New-AzVirtualNetworkGateway -Name $vnetGateway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GatewayType Vpn -VpnType RouteBased -IpConfigurations $vnetGatewayIpConfig

# Create the gateway for the local network
$localGatewayName="LocalNetGateway"
$localGatewayIP="<Table V - Item 3 - Value column>"
$localNetworkPrefix=@( <comma-separated, double-quote enclosed list of the local network address prefixes 
from Table L, example: "10.1.0.0/24", "10.2.0.0/24"> )
$localGateway=New-AzLocalNetworkGateway -Name $localGateway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GatewayIpAddress $localGatewayIP -AddressPrefix $localNetworkPrefix

# Define the Azure virtual network VPN connection
$vnetConnectionName="S2SConnection"
$vnetConnectionKey="<Table V - Item 5 - Value column>"
$vnetConnection=New-AzVirtualNetworkGatewayConnection -Name $vnetConnection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
Location $locName -ConnectionType IPsec -SharedKey $vnetConnectionKey -VirtualNetworkGateway1 $vnetGateway -
LocalNetworkGateway2 $localGateway

NOTENOTE

Get-AzPublicIpAddress -Name $publicGatewayVip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各个用户的联合身份验证不依赖任何本地资源。 但是，如果此站点到站点 VPN 连接变得不可用，VNet 中的域控制器将不会
收到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中进行的用户帐户和组的更新。 若要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可以为站点到站点 VPN 连
接配置高可用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高可用性跨界连接与 VNet 到 VNet 连接

接下来，从此命令的显示内容中，记录用于虚拟网络的 Azure VPN 网关的公用 IPv4 地址。

接下来，请将本地 VPN 设备配置为连接到 Azure VPN 网关。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VPN 设备。

若要配置本地 VPN 设备，需要以下各项：

Azure VPN 网关的公用 IPv4 地址。

站点到站点 VPN 连接的 IPsec 预共享密钥（表 V - 第 5 项 - 值列）。

接下来，请确保虚拟网络的地址空间是可以从本地网络访问。这通常是通过以下操作完成：将对应于虚拟网络地址

空间的路由添加到 VPN 设备中，然后将该路由公布到组织网络中其余的路由基础结构。与 IT 部门协作，以确定
如何完成上述操作。

接下来，定义三个可用性集的名称。 填写表 A。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vpn-gateway/vpn-gateway-highlyavailable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vpn-gateway/vpn-gateway-about-vpn-devices


项项目目 用途用途 可用性集的名称可用性集的名称

1. 域控制器  

2. AD FS 服务器  

3.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  

$locName="<the Azure location for your new resource group>"
$rgName="<Table R - Item 1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avName="<Table A - Item 1 - Availability set name column>"
New-AzAvailabilitySet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avName -Location $locName -Sku Aligned  -
PlatformUpdateDomainCount 5 -PlatformFaultDomainCount 2
$rgName="<Table R - Item 2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avName="<Table A - Item 2 - Availability set name column>"
New-AzAvailabilitySet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avName -Location $locName -Sku Aligned  -
PlatformUpdateDomainCount 5 -PlatformFaultDomainCount 2
$rgName="<Table R - Item 3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avName="<Table A - Item 3 - Availability set name column>"
New-AzAvailabilitySet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avName -Location $locName -Sku Aligned  -
PlatformUpdateDomainCount 5 -PlatformFaultDomainCount 2

后续步骤

另请参阅

表表  A：可用性集：可用性集

在第 2、3 和 4 阶段中创建虚拟机时，将需要这些名称。

使用这些 Azure PowerShell 命令创建新的可用性集。

这是该阶段成功完成后生成的配置。

第第1阶阶段：适用于段：适用于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的高可用性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的的  Azure 基基础结础结构构

使用阶段2：配置域控制器以继续配置此工作负载。

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

用于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的联合身份

云应用和混合解决方案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federated-identity-for-your-office-365-dev-test-environment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loud-adoption-and-hybrid-solutions


了解 Office 365 标识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阶段 2：配置域控制器
2019/12/17 •

NOTENOTE

在 Azure 中创建域控制器虚拟机

项项 虚虚拟拟机名称机名称 库图库图像像 存存储类储类型型 最小大小最小大小

1. 
（第一个域控制器，例

如 DC1）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Standard_LRS Standard_D2 

2. 
（第二个域控制器，例

如 DC2）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Standard_LRS Standard_D2 

3. 
（目录同步服务器，示

例 DS1）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Standard_LRS Standard_D2 

4. 
（第一个 AD FS 服务
器，示例 ADFS1）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Standard_LRS Standard_D2 

5. 
（第二个 AD FS 服务
器，示例 ADFS2）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Standard_LRS Standard_D2 

6. 
（第一个 web 应用程
序代理服务器，示例

WEB1）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Standard_LRS Standard_D2 

7. 
（第二个 web 应用程
序代理服务器，示例

WEB2）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Standard_LRS Standard_D2 

在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为 Office 365 联合身份验证部署高可用性这一阶段，在 Azure 虚拟网络中配置两个域控
制器和目录同步服务器。 然后用于身份验证的客户端 Web 请求可以在 Azure 虚拟网络中进行身份验证，而不是
将通过站点到站点 VPN 连接的该身份验证流量发送到本地网络。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AD FS）无法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代替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域控制器。

在转到第3阶段：配置 AD FS 服务器之前，您必须完成此阶段。 请参阅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
合身份验证，了解所有阶段。

首先，需要填写表 M 的 虚虚拟拟机名称机名称  列，并根据需要在 最小大小最小大小  列修改虚拟机大小。

表表  M-Azure 中适用于中适用于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的高可用性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的虚的虚拟拟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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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up variables common to both virtual machines
$locName="<your Azure location>"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subnetName="<Table S - Item 1 - Value column>"
$avName="<Table A - Item 1 - Availability set name column>"
$rgNameTier="<Table R - Item 1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rgNameInfra="<Table R - Item 4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rgName=$rgNameInfra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Name $v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ubnet=G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subnetName

$rgName=$rgNameTier
$avSet=Get-AzAvailabilitySet -Name $av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 Create the first domain controller
$vmName="<Table M - Item 1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vmSize="<Table M - Item 1 - Minimum size column>"
$staticIP="<Table I - Item 1 - Value column>"
$diskStorageType="<Table M - Item 1 - Storage type column>"
$diskSize=<size of the extra disk for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s (AD DS) data in GB>

$nic=New-AzNetworkInterface -Name ($vmName +"-NIC")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Subnet 
$subnet -PrivateIpAddress $staticIP
$vm=New-AzVMConfig -VMName $vmName -VMSize $vmSize -AvailabilitySetId $avset.Id
$vm=Set-AzVMOSDisk -VM $vm -Name ($vmName +"-OS") -DiskSizeInGB 128 -CreateOption FromImage -
Storage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diskConfig=New-AzDiskConfig -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Location $locName -CreateOption Empty -DiskSizeGB 
$diskSize
$dataDisk1=New-AzDisk -DiskName ($vmName + "-DataDisk1") -Disk $diskConfig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vm=Add-AzVMDataDisk -VM $vm -Name ($vmName + "-DataDisk1") -CreateOption Attach -ManagedDiskId $dataDisk1.Id 
-Lun 1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or account for the first 

有关虚拟机大小的完整列表，请参阅虚拟机的大小。

以下 Azure PowerShell 命令块可创建两个域控制器的虚拟机。 指定变量的值， <并删除和 > 字符。 请注意，此
Azure PowerShell 命令块使用下表中的值：

表 M，用于虚拟机

表 R，用于资源组

表 V，用于虚拟网络设置

表 S，用于子网

表 I，用于静态 IP 地址

表 A（针对可用性集）

回想一下您在第1阶段： Configure Azure中定义了表 R、V、S、I 和 A。

[!注意] 下面的命令集使用最新版 Azure PowerShell。 请参阅Azure PowerShell 入门。

提供所有正确值后，在 Azure PowerShell 提示符处或本地计算机的 PowerShell 集成脚本环境 (ISE) 上运行生成
块。

若要基于自定义设置生成可随时运行的 PowerShell 命令块，请使用此Microsoft Excel 配置工作簿。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virtual-machines/virtual-machines-windows-size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get-started-azurep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deploy-high-availability-federated-authentication-for-office-365-in-azure/o365fedauthinazure_config.xlsx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or account for the first 
domain controller." 
$vm=Set-AzVMOperatingSystem -VM $vm -Windows -ComputerName $vmName -Credential $cred -ProvisionVMAgent -
EnableAutoUpdate
$vm=Set-AzVMSourceImage -VM $vm -PublisherName MicrosoftWindowsServer -Offer WindowsServer -Skus 2016-
Datacenter -Version "latest"
$vm=Add-AzVMNetworkInterface -VM $vm -Id $nic.Id
New-AzVM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VM $vm

# Create the second domain controller
$vmName="<Table M - Item 2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vmSize="<Table M - Item 2 - Minimum size column>"
$staticIP="<Table I - Item 2 - Value column>"
$diskStorageType="<Table M - Item 2 - Storage type column>"
$diskSize=<size of the extra disk for AD DS data in GB>

$nic=New-AzNetworkInterface -Name ($vmName +"-NIC")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Subnet 
$subnet -PrivateIpAddress $staticIP
$vm=New-AzVMConfig -VMName $vmName -VMSize $vmSize -AvailabilitySetId $avset.Id
$vm=Set-AzVMOSDisk -VM $vm -Name ($vmName +"-OS") -DiskSizeInGB 128 -CreateOption FromImage -
Storage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diskConfig=New-AzDiskConfig -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Location $locName -CreateOption Empty -DiskSizeGB 
$diskSize
$dataDisk1=New-AzDisk -DiskName ($vmName + "-DataDisk1") -Disk $diskConfig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vm=Add-AzVMDataDisk -VM $vm -Name ($vmName + "-DataDisk1") -CreateOption Attach -ManagedDiskId $dataDisk1.Id 
-Lun 1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or account for the second 
domain controller." 
$vm=Set-AzVMOperatingSystem -VM $vm -Windows -ComputerName $vmName -Credential $cred -ProvisionVMAgent -
EnableAutoUpdate
$vm=Set-AzVMSourceImage -VM $vm -PublisherName MicrosoftWindowsServer -Offer WindowsServer -Skus 2016-
Datacenter -Version "latest"
$vm=Add-AzVMNetworkInterface -VM $vm -Id $nic.Id
New-AzVM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VM $vm

# Create the directory synchronization server
$vmName="<Table M - Item 3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vmSize="<Table M - Item 3 - Minimum size column>"
$staticIP="<Table I - Item 3 - Value column>"
$diskStorageType="<Table M - Item 3 - Storage type column>"

$nic=New-AzNetworkInterface -Name ($vmName +"-NIC")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Subnet 
$subnet -PrivateIpAddress $staticIP
$vm=New-AzVMConfig -VMName $vmName -VMSize $vmSize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or account for the 
directory synchronization server." 
$vm=Set-AzVMOperatingSystem -VM $vm -Windows -ComputerName $vmName -Credential $cred -ProvisionVMAgent -
EnableAutoUpdate
$vm=Set-AzVMSourceImage -VM $vm -PublisherName MicrosoftWindowsServer -Offer WindowsServer -Skus 2016-
Datacenter -Version "latest"
$vm=Add-AzVMNetworkInterface -VM $vm -Id $nic.Id
$vm=Set-AzVMOSDisk -VM $vm -Name ($vmName +"-OS") -DiskSizeInGB 128 -CreateOption FromImage -
Storage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New-AzVM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VM $vm

NOTENOTE

配置第一个域控制器

由于这些虚拟机用于 Intranet 应用程序，所以不会为它们分配公用 IP 地址或 DNS 域名称标签，也不会将它们公开到
Internet。但是，这也意味着你无法从 Azure 门户与它们进行连接。查看虚拟机的属性时“连接”**** 选项不可用。使用远程桌
面连接附件或另一个远程桌面工具连接使用其专用 IP 地址或 Intranet DNS 名称的虚拟机。

使用你选择的远程桌面客户端并创建到第一个域控制器虚拟机的远程桌面连接。使用其 Intranet DNS 或计算机



Get-Disk | Where PartitionStyle -eq "RAW" | Initialize-Disk -PartitionStyle MBR -PassThru | New-Partition -
AssignDriveLetter -UseMaximumSize | Format-Volume -FileSystem NTFS -NewFileSystemLabel "WSAD Data"

$domname="<DNS domain name of the domain for which this computer will be a domain controller, such as 
corp.contoso.com>"
$cred = Get-Credential -Message "Enter credentials of an account with permission to join a new domain 
controller to the domain"
Install-WindowsFeature AD-Domain-Services -IncludeManagementTools
Install-ADDSDomainController -InstallDns -DomainName $domname  -DatabasePath "F:\NTDS" -SysvolPath 
"F:\SYSVOL" -LogPath "F:\Logs" -Credential $cred

配置第二个域控制器

Get-Disk | Where PartitionStyle -eq "RAW" | Initialize-Disk -PartitionStyle MBR -PassThru | New-Partition -
AssignDriveLetter -UseMaximumSize | Format-Volume -FileSystem NTFS -NewFileSystemLabel "WSAD Data"

$domname="<DNS domain name of the domain for which this computer will be a domain controller, such as 
corp.contoso.com>"
$cred = Get-Credential -Message "Enter credentials of an account with permission to join a new domain 
controller to the domain"
Install-WindowsFeature AD-Domain-Services -IncludeManagementTools
Install-ADDSDomainController -InstallDns -DomainName $domname  -DatabasePath "F:\NTDS" -SysvolPath 
"F:\SYSVOL" -LogPath "F:\Logs" -Credential $cred

名称以及本地管理员帐户的凭据。

接下来，使用第一个域控制器虚第一个域控制器虚拟拟机上机上的 Windows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将额外的数据磁盘添加到第一个域
控制器中：

接下来，使用 ping 命令对组织网络中的资源名称和 IP 地址执行 ping 操作，测试第一个域控制器到组织网络中
的位置的连接。

此过程确保 DNS 名称解析正常进行（已为该虚拟机正确配置本地 DNS 服务器），并可以向/从跨本地虚拟网络发
送数据。如果这个基本测试失败，请与你的 IT 部门联系，来解决 DNS 名称解析和数据包传递问题。

接下来，从第一个域控制器的 Windows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处运行以下命令：

系统将提示你提供域管理员帐户的凭据。计算机将重新启动。

使用你选择的远程桌面客户端并创建到第二个域控制器虚拟机的远程桌面连接。使用其 Intranet DNS 或计算机
名称以及本地管理员帐户的凭据。

接下来，您需要使用第二个域控制器虚第二个域控制器虚拟拟机上机上的 Windows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中的此命令将额外的数据磁
盘添加到第二个域控制器中：

接下来，请运行以下命令：

系统将提示你提供域管理员帐户的凭据。计算机将重新启动。

接下来，需要为虚拟网络更新 DNS 服务器，以便 Azure 为虚拟机分配两个新域控制器的 IP 地址，将它们用作其
DNS 服务器。 填写变量，然后从本地计算机上的 Windows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处运行以下命令：



$rgName="<Table R - Item 4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adrgName="<Table R - Item 1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locName="<your Azure location>"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onpremDNSIP1="<Table D - Item 1 - DNS server IP address column>"
$onpremDNSIP2="<Table D - Item 2 - DNS server IP address column>"
$staticIP1="<Table I - Item 1 - Value column>"
$staticIP2="<Table I - Item 2 - Value column>"
$firstDCName="<Table M - Item 1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secondDCName="<Table M - Item 2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vnetName
$vnet.DhcpOptions.DnsServers.Add($staticIP1)
$vnet.DhcpOptions.DnsServers.Add($staticIP2) 
$vnet.DhcpOptions.DnsServers.Remove($onpremDNSIP1)
$vnet.DhcpOptions.DnsServers.Remove($onpremDNSIP2) 
Set-AzVirtualNetwork -VirtualNetwork $vnet
Restart-AzVM -ResourceGroupName $adrgName -Name $firstDCName
Restart-AzVM -ResourceGroupName $adrgName -Name $secondDCName

$vnet="<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vnetSpace="<Table V - Item 4 - Value column>"
New-ADReplicationSite -Name $vnet 
New-ADReplicationSubnet -Name $vnetSpace -Site $vnet

配置目录同步服务器

$domName="<AD DS domain name to join, such as corp.contoso.com>"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a domain acccount."
Add-Computer -DomainName $domName -Credential $cred
Restart-Computer

请注意，我们重新启动两个域控制器，这样不会为它们配置本地 DNS 服务器作为 DNS 服务器。因为这两个控制
器本身就是 DNS 服务器，因此在升级为域控制器后会自动为它们配置本地 DNS 服务器作为 DNS 转发器。

接下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Active Directory 复制站点以确保 Azure 虚拟网络中的服务器使用本地域控制器。使
用域管理员帐户连接到任一域控制器，从管理员级 Windows PowerShell 提示符处运行以下命令：

使用您选择的远程桌面客户端并创建到目录同步服务器虚拟机的远程桌面连接。 使用其 Intranet DNS 或计算机
名称以及本地管理员帐户的凭据。

接下来，通过 Windows PowerShell 提示符下的这些命令将其加入相应的 AD DS 域。

以下是因成功完成这一阶段后生成的配置，包含占位符计算机名称。

第第2阶阶段：适用于段：适用于  Azure 中的高可用性中的高可用性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基基础结础结构的域控制器和目构的域控制器和目录录同步服同步服务务器器



后续步骤

另请参阅

使用阶段3：配置 AD FS 服务器以继续配置此工作负载。

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

用于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的联合身份

云应用和混合解决方案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federated-identity-for-your-office-365-dev-test-environment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loud-adoption-and-hybrid-solutions


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阶段 3：配置 AD FS 服务器
2019/11/26 •

在 Azure 中创建 AD FS 服务器虚拟机

NOTENOTE

TIPTIP

在为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的 Office 365 联合身份验证部署高可用性的这一阶段中，创建一个内部负载均衡器和
两个 AD FS 服务器。

必须先完成此阶段，然后才能进入第4阶段：配置 web 应用程序代理。 请参阅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
性联合身份验证，了解所有阶段。

使用以下 PowerShell 命令块创建两个 AD FS 服务器的虚拟机。此 PowerShell 命令集使用下表中的值：

表 M，用于虚拟机

表 R，用于资源组

表 V，用于虚拟网络设置

表 S，用于子网

表 I，用于静态 IP 地址

表 A（针对可用性集）

回想一下在阶段2：配置域控制器和表 R、V、S、I 和 A阶段1： configure Azure中定义了表 M。

[!注意] 下面的命令集使用最新版 Azure PowerShell。 请参阅Azure PowerShell 入门。

首先，为两个 AD FS 服务器创建 Azure 内部负载均衡器。 指定变量的值， <并删除和 > 字符。 提供所有正确值
后，在 Azure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处或 PowerShell ISE 上运行生成块。

若要基于自定义设置生成可随时运行的 PowerShell 命令块，请使用此Microsoft Excel 配置工作簿。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get-started-azurep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deploy-high-availability-federated-authentication-for-office-365-in-azure/o365fedauthinazure_config.xlsx


# Set up key variables
$locName="<your Azure location>"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subnetName="<Table R - Item 2 - Subnet name column>"
$privIP="<Table I - Item 4 - Value column>"
$rgName=<Table R - Item 4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Name $v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ubnet=G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subnetName

$frontendIP=New-AzLoadBalancerFrontendIpConfig -Name "ADFSServers-LBFE" -PrivateIPAddress $privIP -Subnet 
$subnet
$beAddressPool=New-AzLoadBalancerBackendAddressPoolConfig -Name "ADFSServers-LBBE"

$healthProbe=New-AzLoadBalancerProbeConfig -Name WebServersProbe -Protocol "TCP" -Port 443 -IntervalInSeconds 
15 -ProbeCount 2
$lbrule=New-AzLoadBalancerRuleConfig -Name "HTTPSTraffic" -FrontendIpConfiguration $frontendIP -
BackendAddressPool $beAddressPool -Probe $healthProbe -Protocol "TCP" -FrontendPort 443 -BackendPort 443
New-AzLoadBalancer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ADFSServers" -Location $locName -LoadBalancingRule 
$lbrule -BackendAddressPool $beAddressPool -Probe $healthProbe -FrontendIpConfiguration $frontendIP

接下来，创建 AD FS 服务器虚拟机。

提供所有正确值后，在 Azure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处或 PowerShell ISE 上运行生成块。



# Set up variables common to both virtual machines
$locName="<your Azure location>"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subnetName="<Table R - Item 2 - Subnet name column>"
$avName="<Table A - Item 2 - Availability set name column>"
$rgNameTier="<Table R - Item 2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rgNameInfra="<Table R - Item 4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rgName=$rgNameInfra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Name $v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ubnet=G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subnetName
$backendSubnet=G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Name $subnetName -VirtualNetwork $vnet
$webLB=Get-AzLoadBalancer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ADFSServers"

$rgName=$rgNameTier
$avSet=Get-AzAvailabilitySet -Name $av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 Create the first ADFS server virtual machine
$vmName="<Table M - Item 4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vmSize="<Table M - Item 4 - Minimum size column>"
$staticIP="<Table I - Item 5 - Value column>"
$diskStorageType="<Table M - Item 4 - Storage type column>"

$nic=New-AzNetworkInterface -Name ($vmName +"-NIC")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Subnet 
$backendSubnet -LoadBalancerBackendAddressPool $webLB.BackendAddressPools[0] -PrivateIpAddress $staticIP
$vm=New-AzVMConfig -VMName $vmName -VMSize $vmSize -AvailabilitySetId $avset.Id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or account for the first AD 
FS server." 
$vm=Set-AzVMOperatingSystem -VM $vm -Windows -ComputerName $vmName -Credential $cred -ProvisionVMAgent -
EnableAutoUpdate
$vm=Set-AzVMSourceImage -VM $vm -PublisherName MicrosoftWindowsServer -Offer WindowsServer -Skus 2016-
Datacenter -Version "latest"
$vm=Add-AzVMNetworkInterface -VM $vm -Id $nic.Id
$vm=Set-AzVMOSDisk -VM $vm -Name ($vmName +"-OS") -DiskSizeInGB 128 -CreateOption FromImage -
Storage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New-AzVM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VM $vm

# Create the second AD FS virtual machine
$vmName="<Table M - Item 5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vmSize="<Table M - Item 5 - Minimum size column>"
$staticIP="<Table I - Item 6 - Value column>"
$diskStorageType="<Table M - Item 5 - Storage type column>"

$nic=New-AzNetworkInterface -Name ($vmName +"-NIC")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Subnet 
$backendSubnet -LoadBalancerBackendAddressPool $webLB.BackendAddressPools[0] -PrivateIpAddress $staticIP
$vm=New-AzVMConfig -VMName $vmName -VMSize $vmSize -AvailabilitySetId $avset.Id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or account for the second 
AD FS server." 
$vm=Set-AzVMOperatingSystem -VM $vm -Windows -ComputerName $vmName -Credential $cred -ProvisionVMAgent -
EnableAutoUpdate
$vm=Set-AzVMSourceImage -VM $vm -PublisherName MicrosoftWindowsServer -Offer WindowsServer -Skus 2016-
Datacenter -Version "latest"
$vm=Add-AzVMNetworkInterface -VM $vm -Id $nic.Id
$vm=Set-AzVMOSDisk -VM $vm -Name ($vmName +"-OS") -DiskSizeInGB 128 -CreateOption FromImage -
Storage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New-AzVM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VM $vm



NOTENOTE

$domName="<AD DS domain name to join, such as corp.contoso.com>"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a domain acccount."
Add-Computer -DomainName $domName -Credential $cred
Restart-Computer

后续步骤

另请参阅

由于这些虚拟机用于 Intranet 应用程序，所以不会为它们分配公用 IP 地址或 DNS 域名称标签，也不会将它们公开到
Internet。但是，这也意味着你无法从 Azure 门户与它们进行连接。查看虚拟机的属性时“连接”**** 选项不可用。使用远程桌面
连接附件或另一个远程桌面工具连接使用其专用 IP 地址或 Intranet DNS 名称的虚拟机。

对于每个虚拟机，请使用所选择的远程桌面客户端并创建远程桌面连接。使用其 Intranet DNS 或计算机名称以及
本地管理员帐户的凭据。

对于每个虚拟机，请通过 Windows PowerShell 提示符下的这些命令将它们加入相应的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
（AD DS）域。

以下是因成功完成这一阶段后生成的配置，包含占位符计算机名称。

阶阶段段  3：：Azure 中用于高可用性中用于高可用性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基基础结础结构的构的  AD FS 服服务务器和内部器和内部负载负载均衡器均衡器

使用阶段4：配置 web 应用程序代理以继续配置此工作负载。

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

用于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的联合身份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federated-identity-for-your-office-365-dev-test-environment


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阶段 4：配置 Web 应用程序
代理
2019/11/26 •

在 Azure 中创建面向 Internet 的负载均衡器

NOTENOTE

TIPTIP

# Set up key variables
$locName="<your Azure location>"
$rgName="<Table R - Item 4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publicIP=New-AzPublicIpAddress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WebProxyPublicIP" -Location $LocName -
AllocationMethod "Static"
$frontendIP=New-AzLoadBalancerFrontendIpConfig -Name "WebAppProxyServers-LBFE" -PublicIpAddress $publicIP
$beAddressPool=New-AzLoadBalancerBackendAddressPoolConfig -Name "WebAppProxyServers-LBBE"
$healthProbe=New-AzLoadBalancerProbeConfig -Name "WebServersProbe" -Protocol "TCP" -Port 443 -
IntervalInSeconds 15 -ProbeCount 2
$lbrule=New-AzLoadBalancerRuleConfig -Name "WebTraffic" -FrontendIpConfiguration $frontendIP -
BackendAddressPool $beAddressPool -Probe $healthProbe -Protocol "TCP" -FrontendPort 443 -BackendPort 443
New-AzLoadBalancer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WebAppProxyServers" -Location $locName -
LoadBalancingRule $lbrule -BackendAddressPool $beAddressPool -Probe $healthProbe -FrontendIpConfiguration 
$frontendIP

Write-Host (Get-AzPublicIpaddress -Name "WebProxyPublicIP" -ResourceGroup $rgName).IPAddress

确定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QDN 并创建 DNS 记录

在为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的 Office 365 联合身份验证部署高可用性的这一阶段中，创建一个内部负载均衡器和
两个 AD FS 服务器。

您必须先完成此阶段，然后再转到第5阶段：为 Office 365 配置联合身份验证。 请参阅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了解所有阶段。

必须创建面向 Internet 的负载均衡器，以便 Azure 在两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之间平均分发来自 Internet 的
传入客户端身份验证通信。

[!注意] 下面的命令集使用最新版 Azure PowerShell。 请参阅Azure PowerShell 入门。

提供位置和资源组值后，在 Azure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处或 PowerShell ISE 中运行生成块。

若要基于自定义设置生成可随时运行的 PowerShell 命令块，请使用此Microsoft Excel 配置工作簿。

若要显示分配给面向 Internet 的负载均衡器的公用 IP 地址，请在本地计算机上的 Azure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
处运行以下命令：

需要确定 DNS 名称以在 Internet 上标识联合身份验证服务名称。Azure AD Connect 将在阶段 5 中使用此名称来
配置 Office 365，该名称将成为 Office 365 发送到连接客户端以获取安全令牌的 URL 的一部分。例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get-started-azurep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officedocs-enterprise/raw/live/enterprise/media/deploy-high-availability-federated-authentication-for-office-365-in-azure/o365fedauthinazure_config.xlsx


名称名称 TYPE TTL 值值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DQN A 3600 面向 Internet 的 Azure 负载
均衡器的公用 IP 地址（通过
上一节中的 Write-Host 命
令显示) 

名称名称 TYPE TTL 值值

fs.contoso.com A 3600 131.107.249.117 

在 Azure 中创建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虚拟机

如，fs.contoso.com（fs 代表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在拥有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DQN 之后，创建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DQN 的公用 DNS 域 A 记录，该完全限定的域名
可解析为面向 Internet 的 Azure 负载均衡器的公用 IP 地址。

下面是一个示例：

接下来，将一个 DNS 地址记录添加到组织的专用 DNS 命名空间，以将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QDN 解析为分配给
AD FS 服务器（表 I，第 4 项，值列）的内部负载均衡器的专用 IP 地址。

使用下面的 Azure PowerShell 命令块为两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创建虚拟机。

请注意，以下 Azure PowerShell 命令集使用下表中的值：

表 M，用于虚拟机

表 R，用于资源组

表 V，用于虚拟网络设置

表 S，用于子网

表 I，用于静态 IP 地址

表 A（针对可用性集）

回想一下在阶段2：配置域控制器和表 R、V、S、I 和 A阶段1： configure Azure中定义了表 M。

提供所有正确值后，在 Azure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处或 PowerShell ISE 上运行生成块。



# Set up variables common to both virtual machines
$locName="<your Azure location>"
$vnetName="<Table V - Item 1 - Value column>"
$subnetName="<Table R - Item 3 - Subnet name column>"
$avName="<Table A - Item 3 - Availability set name column>"
$rgNameTier="<Table R - Item 3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rgNameInfra="<Table R - Item 4 - Resource group name column>"

$rgName=$rgNameInfra
$vnet=Get-AzVirtualNetwork -Name $vnet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subnet=G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VirtualNetwork $vnet -Name $subnetName
$backendSubnet=Get-AzVirtualNetworkSubnetConfig -Name $subnetName -VirtualNetwork $vnet
$webLB=Get-AzLoadBalancer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Name "WebAppProxyServers"

$rgName=$rgNameTier
$avSet=Get-AzAvailabilitySet -Name $avName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 Create the first web application proxy server virtual machine
$vmName="<Table M - Item 6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vmSize="<Table M - Item 6 - Minimum size column>"
$staticIP="<Table I - Item 7 - Value column>"
$diskStorageType="<Table M - Item 6 - Storage type column>"

$nic=New-AzNetworkInterface -Name ($vmName +"-NIC")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Subnet 
$backendSubnet -LoadBalancerBackendAddressPool $webLB.BackendAddressPools[0] -PrivateIpAddress $staticIP
$vm=New-AzVMConfig -VMName $vmName -VMSize $vmSize -AvailabilitySetId $avset.Id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or account for the first 
web application proxy server." 
$vm=Set-AzVMOperatingSystem -VM $vm -Windows -ComputerName $vmName -Credential $cred -ProvisionVMAgent -
EnableAutoUpdate
$vm=Set-AzVMSourceImage -VM $vm -PublisherName MicrosoftWindowsServer -Offer WindowsServer -Skus 2016-
Datacenter -Version "latest"
$vm=Add-AzVMNetworkInterface -VM $vm -Id $nic.Id
$vm=Set-AzVMOSDisk -VM $vm -Name ($vmName +"-OS") -DiskSizeInGB 128 -CreateOption FromImage -
Storage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New-AzVM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VM $vm

# Create the second web application proxy virtual machine
$vmName="<Table M - Item 7 - Virtual machine name column>"
$vmSize="<Table M - Item 7 - Minimum size column>"
$staticIP="<Table I - Item 8 - Value column>"
$diskStorageType="<Table M - Item 7 - Storage type column>"

$nic=New-AzNetworkInterface -Name ($vmName +"-NIC")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Subnet 
$backendSubnet -LoadBalancerBackendAddressPool $webLB.BackendAddressPools[0] -PrivateIpAddress $staticIP
$vm=New-AzVMConfig -VMName $vmName -VMSize $vmSize -AvailabilitySetId $avset.Id

$cred=Get-Credential -Message "Type the name and password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or account for the second 
web application proxy server." 
$vm=Set-AzVMOperatingSystem -VM $vm -Windows -ComputerName $vmName -Credential $cred -ProvisionVMAgent -
EnableAutoUpdate
$vm=Set-AzVMSourceImage -VM $vm -PublisherName MicrosoftWindowsServer -Offer WindowsServer -Skus 2016-
Datacenter -Version "latest"
$vm=Add-AzVMNetworkInterface -VM $vm -Id $nic.Id
$vm=Set-AzVMOSDisk -VM $vm -Name ($vmName +"-OS") -DiskSizeInGB 128 -CreateOption FromImage -
StorageAccountType $diskStorageType
New-AzVM -ResourceGroupName $rgName -Location $locName -VM $vm

NOTENOTE
由于这些虚拟机用于 Intranet 应用程序，所以不会为它们分配公用 IP 地址或 DNS 域名称标签，也不会将它们公开到
Internet。但是，这也意味着你无法从 Azure 门户与它们进行连接。查看虚拟机的属性时“连接”**** 选项不可用。使用远程桌面
连接附件或其他远程桌面工具连接使用其专用 IP 地址或 Intranet DNS 名称及本地 Administrator 帐户凭据的虚拟机。



后续步骤

另请参阅

以下是因成功完成这一阶段后生成的配置，包含占位符计算机名称。

阶阶段段  4：：Azure 中用于高可用性中用于高可用性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基基础结础结构的面向构的面向  Internet 的的负载负载均衡器和均衡器和  Web 应应用程序代理用程序代理

服服务务器器

使用阶段5：为 Office 365 配置联合身份验证，以继续配置此工作负载。

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

用于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的联合身份

云应用和混合解决方案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federated-identity-for-your-office-365-dev-test-environment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loud-adoption-and-hybrid-solutions


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阶段 5：为 Office 365 配置联
合身份验证
2019/11/26 •

获取公共证书并将其复制到目录同步服务器

验证配置

在 Azure 基础结构服务中为 Office 365 部署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的最后一阶段，您将获取并安装由公共证书颁
发机构颁发的证书，验证您的配置，然后安装并运行 Azure AD在目录同步服务器上连接。 Azure AD Connect 配
置 Office 365 订阅、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AD FS) 以及用于联合身份验证的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
务器。

请参阅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了解所有阶段。

从具有以下属性的公共证书颁发机构获取数字证书：

适合于创建 SSL 连接的 X.509 证书。

将使用者可选名称 (SAN) 扩展属性设置为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QDN（示例：fs.contoso.com）。

证书必须具有私钥并以 PFX 格式存储。

此外，组织计算机和设备必须信任颁发数字证书的公共证书颁发机构。通过将公共证书颁发机构的一个根证书安

装在计算机和设备上的受信任根证书颁发机构存储中来建立这种信任。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的计算机通常会
安装常用证书颁发机构颁发的这些类型的一系列证书。如果尚未安装公共证书颁发机构提供的根证书，则必须将

该证书部署到组织的计算机和设备。

有关联合身份验证的证书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联合身份验证安装和配置的先决条件。

收到证书后，将其复制到目录同步服务器的 C：驱动器上的文件夹中。 例如，将文件命名为 SSL，并将其存储在目
录同步服务器\上的 C：证书文件夹中。

现在，应该准备就绪，可以配置 Azure AD Connect 和 Office 365 的联合身份验证。为确保已就绪，请检查以下清
单：

组织的公共域已添加到 Office 365 订阅。

组织的 Office 365 用户帐户已配置为组织的公共域名并可以成功登录。

已基于公共域名确定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QDN。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QDN 的公用 DNS A 记录指向用于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的面向 Internet 的
Azure 负载均衡器的公用 IP 地址。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QDN 的专用 DNS A 记录指向用于 AD FS 服务器的内部 Azure 负载均衡器的专用 IP
地址。

适用于将 SAN 设置为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QDN 的 SSL 连接的公共证书颁发机构-isssued 数字证书是存储
在目录同步服务器上的 PFX 文件。

公共证书颁发机构的根证书安装在计算机和设备上受信任根证书颁发机构存储中。

下面是 Contoso 组织的一个示例：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connect/active-directory-aadconnect-prerequisites#prerequisites-for-federation-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


运行 Azure AD Connect 以配置联合身份验证

Azure 中高可用性中高可用性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基基础结础结构的示例配置构的示例配置

Azure AD Connect 工具通过以下步骤配置 AD FS 服务器、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和用于联合身份验证的
Office 365：

1. 使用具有本地管理员特权的域帐户创建到目录同步服务器的远程桌面连接。

2. 从目录同步服务器的桌面，打开 "Internet Explorer"，然后转https://aka.ms/aadconnect到。

3. 在"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页上，单击"下载"，然后单击"运行"。

4. 在"欢迎使用 Azure AD Connect"页上，请依次单击"我同意"、"继续"。

5. 在"快速设置"页上，单击"自定义"。

6. 在"安装所需的组件"页上，单击"安装"。

7. 在"用户登录"页上，依次单击"使用 AD FS 进行联合身份验证"和"下一步"。

8. 在"连接到 Azure AD"页上，键入 Office 365 订阅全局管理员帐户的名称和密码，然后单击"下一步"。

9. 在 "连连接目接目录录" 页上，确保在 "林林" 中选择了 "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AD DS）林"，键入域管理员
帐户的名称和密码，单击 "添加目添加目录录"，然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10. 在"Azure AD 登录配置"页上，单击"下一步"。

11. 在"域和 OU 筛选"页上，单击"下一步"。

12. 在"唯一标识用户"页上，单击"下一步"。

13. 在"筛选用户和设备"页上，单击"下一步"。

https://aka.ms/aadconnect


另请参阅

14. 在"可选功能"页上，单击"下一步"。

15. 在"AD FS 场"页上，单击"配置新的 AD FS 场"。

16. 单击"浏览"并指定公共证书颁发机构的 SSL 证书的位置和名称。

17. 出现提示时，键入证书密码，然后单击"确定"。

18. 确认"使用者名称"和"联合身份验证服务名称"已设置为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FQDN，然后单击"下一步"。

19. 在"AD FS 服务器"页上，键入第一个 AD FS 服务器的名称（表 M - 第 4 项 - 虚拟机名称列），然后单击"添
加"。

20. 键入第二个 AD FS 服务器的名称（表 M - 第 5 项 - 虚拟机名称列），依次单击"添加"、"下一步"。

21. 在"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页上，键入第一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的名称（表 M - 第 6 项 - 虚拟机
名称列），然后单击"添加"。

22. 键入第二个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的名称（表 M - 第 7 项 - 虚拟机名称列），依次单击"添加"、"下一步"。

23. 在"域管理员凭据"页上，键入域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下一步"。

24. 在"AD FS 服务帐户"页上，键入企业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下一步"。

25. 在"Azure AD 域"页的"域"中，选择组织的 DNS 域名，然后单击"下一步"。

26. 在"准备配置"页上，单击"安装"。

27. 在"安装完成"页上，单击"验证"。应该可以看到两条指明 Intranet 和 Internet 配置均已成功验证的消息。

Intranet 消息应为 AD FS 服务器列出 Azure 内部负载均衡器的专用 IP 地址。

Internet 消息应为 Web 应用程序代理服务器列出面向 Internet 的 Azure 负载均衡器的公用 IP 地址。

28. 在"安装完成"页上，单击"退出"。

下面是服务器具有占位符名称的最终配置。

阶阶段段  5：：Azure 中高可用性中高可用性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基基础结础结构的最构的最终终配置配置

Azure 中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基础结构已完成。

在 Azure 中部署 Office 365 的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

用于 Office 365 开发/测试环境的联合身份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federated-identity-for-your-office-365-dev-test-environment


云应用和混合解决方案

Office 365 的联合标识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loud-adoption-and-hybrid-solution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understanding-office-365-identity-and-azure-active-directory-06a189e7-5ec6-4af2-94bf-a22ea225a7a9#bk_federated


客户端连接
2019/11/9 •

本文是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的一部分。

NOTENOTE

连接到最接近的数据中心

这对标准云产品的功能有何作用？

摘要：摘要：  介绍了客户端计算机如何连接到 Office 365 租户，具体取决于客户端计算机和 Office 365 租户数据中心的
位置。

Office 365 位于世界各地的 Microsoft 数据中心，可帮助保持服务正常运行，即使一个区域中存在重大问题（例如地
震或断电）也是如此。 当您连接到 Office 365 租户时，客户端连接将定向到承载租户的相应数据中心。 确定租户的
托管位置的规则是由与 Microsoft 的协议定义的。 确定客户端从该数据中心位置获取数据的方式取决于您所使用的
服务的体系结构的规则。

例如，当您登录到 Office 365 门户时，通常是连接到客户端的最接近的数据中心，然后根据您下一步使用的服务进
行定向。 如果你启动电子邮件，则显示 UI 的初始连接可能仍来自最近的数据中心，但在最近的数据中心和你的租
户所在的数据中心之间可能会打开第二个连接，以向你显示阅读的电子邮件中的内容。 Microsoft 在世界上十大网
络中的一种，这导致数据中心到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速度非常惊人。

阅读本文后，您很可能了解为什么我们不提供每个数据中心的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它们只是相互互联且
相互依赖以使这一点成为可行的。

如果您使用的是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在大多数情况下，连接将通过与 Office 365 的专用连接
（而不是此处介绍的公用连接）进行。 有关客户端连接方式的原则仍是准确的。 了解有关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的详细信息。

有关 Skype for business 网络请求的更多详细信息，请阅读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文章媒体质量和网络连
接性能。

我们非常重视管理客户数据，因此它在我们的数据中心中是安全且保密的。 有关管理隐私所需步骤的详细信息包括在信任中
心中。

这是最常见的连接类型，由 Office 365 门户和 Exchange Online 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端尝试连接到 Office
365 时，其计算机的 DNS 查询将确定其计算机的来源区域，而 Office 365 会将请求重定向到最近的数据中心。

与门户的连接在最近的数据中心停止，客户端计算机会在该位置显示有关客户端的租户的信息。

Exchange Online 将进一步执行操作。 将客户端计算机连接到最接近的数据中心后，该数据中心内的 Exchange 服
务器将连接到租户实际所在的数据中心，如下面的 "如何实现此操作" 部分所示。 然后，在最近的数据中心中的
Exchange Online 服务器将来自客户端计算机的请求代理到邮箱服务器。 这将通过将电子邮件和日历项目检索到
Microsoft 网络的大量提升来提高客户端计算机的体验速度。

此连接过程是高流量的标准，高价值 web 应用程序（如 Office 365）。 在本节中，我们将概述并说明过程中的步骤。
当客户端计算机与租户不在同一区域中时，连接的外观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客户端连接到的服务。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edia-quality-and-network-connectivity-performance-in-skype-for-business-online-5fe3e01b-34cf-44e0-b897-b0b2a83f0917
https://aka.ms/tun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397383


如何使用 sovereign 云产品？

此图描述了使用标准 Office 365 产品和北美的租户的客户。 在这种情况下，发出请求的人员将向欧洲旅行，并从该
位置使用 Office 365。

1. 客户端计算机将为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地址请求本地 DNS 服务器。

2. 客户端计算机的本地 DNS 服务器会向 Microsoft DNS 服务器询问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地址。

3. Microsoft 的 DNS 服务器返回区域服务器名称（基于客户端的 DNS 服务器的位置），客户端计算机重复步骤
1和步骤2，以获取区域 Office 365 数据中心的 IP 地址。

4. 客户端计算机连接到区域数据中心 IP 地址。

5. Exchange Online 服务器将建立与客户租户驻留的活动数据中心的连接。

此连接在 sovereign 云产品（如由 21 Vianet 运营的 Office 365）中略有不同。 使用 Office 365 的 sovereign 实例中
的租户，将接受门户连接的最近的 Office 365 服务器是租户驻留的 sovereign 区域内的服务器。 同样，在我们的
sovereign 云或标准产品中访问 SharePoint Online 的客户将被定向到租户所在的前端服务器。 请参阅下面的连接
到活动数据中心。

1. 客户端计算机将为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地址请求本地 DNS 服务器。

2. 客户端计算机的本地 DNS 服务器会向 Microsoft DNS 服务器询问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地址。

3. Microsoft 的 DNS 服务器返回区域服务器名称（基于客户端的 DNS 服务器的位置），客户端计算机重复步骤
1和步骤2，以获取区域 Office 365 数据中心的 IP 地址。

4. 客户端计算机连接到区域数据中心 IP 地址。

5. Exchange Online 服务器将建立与客户租户驻留的活动数据中心的连接。



连接到活动数据中心

这是如何工作的？

连接到活动数据中心是为了进行更厚的数据传输工作负载，目前由 SharePoint Online 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当客
户端尝试连接到 Office 365 时，其浏览器会重定向到其 SharePoint Online 租户的活动数据中心。

当客户端计算机从不同的区域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时，该连接将重定向到活动的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中
心。 在这种情况下，客户使用的是标准产品，导致门户连接保持在本地，并且 SharePoint Online 连接将定向到活动
数据中心。

1. 客户端计算机将为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地址请求本地 DNS 服务器。

2. 客户端计算机的本地 DNS 服务器会向 Microsoft DNS 服务器询问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地址。

3. Microsoft 的 DNS 服务器返回活动 SharePoint Online datacenter 的服务器名称（基于客户端的 Office 365
租户的位置），客户端计算机重复步骤1和步骤2以获取活动 Office 365 数据中心的 IP 地址。

4. 客户端计算机连接到活动数据中心 IP 地址。



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连接

这是如何工作的？

仅当客户端计算机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时，此类型的连接才适用。 实际上，由于使用了 VPN，Office 365 的行
为不会发生更改，但 Vpn 通常用于控制客户端计算机如何建立到 Office 365 的连接，并且通常会导致性能下降，因
此必须进行覆盖。

当客户端计算机在不同区域建立与企业办公室的 VPN 连接时，将使用该办公室中的 DNS 服务器，而不是客户端计
算机位置的 DNS 服务器。 在大多数情况下，此额外的 VPN 连接会降低 Office 365 体验。 Office 365 服务已经过
优化，可尽可能接近最终用户的服务客户连接。 许多服务利用 Azure edge 网络、内容传递网络以及 Microsoft 网络
上的可靠网络容量，在对 Office 365 服务的网络请求在客户端计算机附近的接近时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尽可能。

1. 客户端计算机会向 VPN DNS 服务器请求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地址。

2. 客户端计算机的 VPN DNS 服务器会向 Microsoft DNS 服务器询问与 Office 365 关联的 IP 地址。

3. Microsoft 的 DNS 服务器返回区域服务器名称（基于 VPN DNS 服务器的位置），客户端计算机重复步骤1和
步骤2，以获取区域 Office 365 数据中心的 IP 地址信息。

4. 客户端计算机连接到与公司办公室最接近的数据中心 IP 地址。它们与之建立了 VPN 连接。



另请参阅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ttps://aka.ms/o365clientconnectivity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https://aka.ms/o365clientconnectivity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监视 Office 365 连接性
2019/11/4 •

监视 Office 365 连接性

获获得有关新得有关新  Office 365 终结终结点的通知点的通知  如果你要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并且需要在我们发布新终结
点时收到通知，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 RSS 阅读器订阅我们的
RSS 源。下面介绍了如何通过 Outlook 进行订阅，或者，可以设
置通过电子邮件向你发送 RSS 源更新。

使用使用  System Center 监视监视  Office 365 如果你使用的是 Microsoft System Center，可以下载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System Center 管理包，以便立即开始监视 Office
365。有关详细指导，请参阅管理包操作指南或此博客文章：使
用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 Office365 

监视监视  Azure ExpressRoute 运行状况运行状况  如果使用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Azure ExpressRoute 连接到
Office 365，则需要确保同时使用 Office 365 服务运行状况仪表
板以及 Azure 通过 Azure 资源运行状况减少故障排除时间 

将将  Azure AD Connect Health 与与  AD FS 一起使用一起使用  如果你使用 AD FS 进行 Office 365 单一登录，则需要开始使用
Azure AD Connect Health 监视 AD FS 基础结构。 

以以编编程方式程方式监视监视  Office 365 请参阅有关 Office 365 管理 API 的指南。 

另请参阅

部署 Office 365 后，可以使用下面的一些工具和技术保持 Office 36 5 连接。需要了解官方服务运行状况和连续
性指南以及在慢速网络中使用 Office 365 的最佳做法。还需要获取 Office 365 管理员应用程序并为 Office 365 商
业版 - 管理帮助添加书签。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https://aka.ms/monitorconnectivity365

配置 Office 365 企业版服务和应用程序

使组织为部署 Office 365 企业版做好准备

Office 365 的网络规划和性能优化

Office 365 与本地环境的集成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rvicedescriptions/office-365-platform-service-description/service-health-and-continuity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fd16c8d2-4799-4c39-8fd7-045f06640166
https://blogs.office.com/2015/03/13/administer-on-the-go-with-the-updated-office-365-admin-app/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17d3ff3f-3601-466e-b5a1-482b31cfb791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3241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32417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3708
https://blogs.msdn.com/b/mvpawardprogram/archive/2015/07/08/office365-monitoring-using-system-centre-operations-manager.aspx
https://azure.microsoft.com/blog/reduce-troubleshooting-time-with-azure-resource-health/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active-directory-aadconnect-health-adf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365-management-api/office-365-management-apis-overview
https://aka.ms/monitorconnectivity36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在 Office 365 中查看目录同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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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目录同步状态

"管理目录同步" 页上的信息

ITEM 它有何用途？它有何用途？

已已验证验证域域 您已对其进行验证的 Office 365 租户中的域的数量。

未未验证验证域域 已添加但未验证的域。

目目录录同步已启用同步已启用 True 或 False。 指定是否已启用目录同步。

最新目最新目录录同步同步 上次运行目录同步的时间。 如果上一次同步的时间已超过三天,
将显示一条警告和指向故障排除工具的链接。

启用密启用密码码同步同步 True 或 False。 指定在内部部署和 Office 365 租户之间是否有
密码哈希同步。

上次密上次密码码同步同步 上次运行密码哈希同步的时间。 如果上一次同步的时间已超过
三天, 将显示一条警告和指向故障排除工具的链接。

目目录录同步客同步客户户端版本端版本 如果已发布新版本的 Azure AD Connect, 则包含下载链接。

IDFix 工具工具 下载指向IDFix的链接, 可用于检查本地 Active Directory 的工
具。

目目录录同步服同步服务帐户务帐户 显示 Office 365 目录同步服务帐户的名称。

如果已通过将本地环境与 Office 365 同步, 将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与 Azure AD 集成, 则还可以检查同步的状态。

登录到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 并在主页上选择 " DirSync Status "。
或者, 您可以转到用用户户  >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 , 并在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 页上选择 "更多更多  > 目目录录同步同步"。 在 "目目录录同步同步" 窗格中, 选择
"转转到到  DirSync management"。

下表列出了可以在页面上获取相关信息的功能。

如果目录同步存在问题, 则还会在此页面上列出这些错误。 有关可能遇到的不同错误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识别 Office
365 中的目录同步错误。

https://admin.microsoft.com


查看 Office 365 中的目录同步错误
2019/5/16 •

查看管理中心的目录同步错误

您可以在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查看目录同步错误。 仅显示用户对象错误。 若要使用 PowerShell 查看错误, 请
参阅使用 DirSyncProvisioningErrors 标识对象。

查看后, 请参阅解决 Office 365 的目录同步问题以更正任何已确定的问题。

若要查看管理中心中的任何错误, 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工作或学校帐户登录 Office 365。

2. 转到有关管理中心的 "关于"。

3. 在主主页页上, 您将看到DirSync 状状态态磁贴。

4. 在磁贴上, 选择 " DirSync 状状态态" 以转到 "目目录录同步状同步状态态" 页。

在页面底部, 您可以查看是否存在 DirSync 错误。

https://admin.microsoft.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syncservice-duplicate-attribute-resiliency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58befc4-0888-4009-9f14-0d147402fd23


NOTENOTE

选择我我们发现们发现了目录同步对象错误, 以转到目录同步错误的详细视图。

如果选择在dirsync 状状态态磁贴上发现发现了了  dirsync 对对象象错误错误 , 也可以转到 " dirsync errors " 页面。

5. 在 " DirSync errors " 页面上, 选择列出的任何错误, 以显示详细信息窗格, 其中包含有关错误的信息以及如何修
复该错误的提示。



修复 Office 365 的目录同步问题
2019/11/26 •

如何知道是否出现了问题？

如何获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工具？

解决 Office 365 中的目录同步问题的常见原因
同步的同步的对对象不会象不会显显示或示或联联机更新，或者我将从服机更新，或者我将从服务务中中获获取同步取同步错误报错误报告。告。

我在管理中心我在管理中心发发出通知，或者收到最近未出通知，或者收到最近未进进行同步事件的自行同步事件的自动电动电子子邮邮件件

密密码码哈希未同步，或者我在管理中心内看到一个警哈希未同步，或者我在管理中心内看到一个警报报，表明最近密，表明最近密码码哈希同步哈希同步

我看到一个警我看到一个警报报，指出，指出对对象配象配额额已超出已超出

我需要知道哪些属性是同步的我需要知道哪些属性是同步的

我无法管理或我无法管理或删删除已同步到云的除已同步到云的对对象象

我收到一条我收到一条错误错误消息，指出我的公司已超出可同步的消息，指出我的公司已超出可同步的对对象数象数

通过目录同步，您可以继续管理本地用户和组，并同步对云的添加、删除和更改。 但安装程序有点复杂，有时可能
很难确定问题的根源。 我们有一些资源，可帮助你找出潜在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的 DirSync 状态磁贴指示存在问题，则第一表明出现了错误。

你还将收到来自 Office 365 的邮件（到备用电子邮件和管理员电子邮件），指示你的租户遇到目录同步错误。 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识别 Office 365 中的目录同步错误。

在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导航到 "用用户户  >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 单击 "更多更多" 菜单（三个点），然后选择 "目目录录同步同步"。

按照向导中的说明下载 Azure AD Connect。

如果仍在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同步（DirSync），请参阅如何对 Office 365 中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同步
工具安装和配置向导错误消息进行故障排除，以了解有关安装目录同步、所需权限以及如何对常见错误进行故障排

除的信息。

若要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同步更新到 Azure AD Connect，请参阅升级说明。

标识同步和重复属性弹性

解决 Azure AD Connect 的连接问题
Azure AD Connect 帐户和权限
Azure AD Connect sync：如何管理 Azure AD 服务帐户
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目录同步停止，或者你收到同步未在一天内注册的警告

使用 Azure AD Connect 同步实现密码哈希同步

我们有一个内置的对象配额，可帮助保护服务。 如果目录中的对象太多，需要同步到 Office 365，您必须联系支
持人员以获取业务产品，以增加配额。

您可以在此处找到在内部部署和云之间同步的所有属性的列表。

你是否已准备好仅在云中管理对象？ 或者是否存在本地删除的对象，但它在云中被卡住？ 请查看同步和支持
文章中的此故障排除错误，以获取有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南。

你可以在此处阅读有关此问题的详细信息。

https://admin.microsoft.com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1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33240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syncservice-duplicate-attribute-resiliency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tshoot-connect-connectivity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20598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azureadaccount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2882421/directory-synchronization-to-azure-active-directory-stops-or-you-re-warned-that-sync-hasn-t-registered-in-more-than-a-day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hybrid/how-to-connect-password-hash-synchronization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32a17ca7-6fa0-4870-8a8d-e25ba4ccfd4b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19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2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4204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21


其他资源

诊断工具

用于修复用户主体名称重复的脚本

如何为目录同步准备不可路由的域（例如，本地域）

计算同步对象总数的脚本

AD FS 2.0 故障排除

使用 PowerShell 为已启用邮件的组修复空的 DisplayName 属性

使用 PowerShell 修复重复的 UPN

使用 PowerShell 修复重复的电子邮件地址

IDFix 工具用于在准备迁移到 Office 365 时，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环境中执行 identity 对象及其属性的发现和
修正。 IDFix 适用于负责与 Office 365 服务进行目录同步的 Active Directory 管理员。

从 Microsoft 下载中心下载 IDFix 工具。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25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repare-a-non-routable-domain-for-directory-synchronization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26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2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28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3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3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96718


禁用 Office 365 的目录同步
2020/1/31 •

关闭目录同步

Set-MsolDirSyncEnabled -EnableDirSync $false

您可以使用 PowerShell 关闭目录同步。 但是，不建议您将目录同步作为故障排除步骤关闭。 如果您需要有关对目
录同步进行故障排除的帮助，请参阅解决 Office 365 文章中的目录同步问题。

如果需要，请联系业务产品支持人员。

若要关闭目录同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首先，安装所需的软件并连接到 Office 365 订阅。 有关说明，请参阅连接到适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的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模块。

2. 使用MsolDirSyncEnabled禁用目录同步：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32a17ca7-6fa0-4870-8a8d-e25ba4ccfd4b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connect-to-office-365-powershell#connect-with-the-microsoft-azure-active-directory-module-for-windows-powershell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21939


用于管理 Office 365 帐户的工具
2019/8/6 •

规划将管理用户帐户的位置和方式

云身份云身份验证验证

联联合身份合身份验证验证

管理帐户

选项选项 NOTES

管理中心 将用户逐个或批量添加到 Office 365-管理员帮助 
提供一个简单的 web 界面来添加和更改用户帐户。 
如果启用目录同步 (可以设置位置和许可证分配), 则不能使用
更改用户。 
不能与 SSO 选项一起使用。 

您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管理 Office 365 用户, 具体取决于您的配置。 你可以在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
Windows PowerShell、本地目录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管理门户中管理用户。 在购买 Office 365 后, 可以立即
使用管理中心和 Windows PowerShell 来管理帐户。 管理云标识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有单独的用户 ID 和密码 (适用
于 Office 365)。 如果要与您的本地基础结构集成, 并让用户帐户与 Office 365 同步, 可以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Connect 来提供标识同步, 或者提供密码同步 (可选), 或完全单一登录功能。

如何管理用户帐户的位置和方式取决于您要用于 Office 365 的标识模型。 这两个整体模型是云身份验证和联合身
份验证。

云身份验证-创建和管理用户在管理中心中, 您还可以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管理用户。

带有无缝单一登录的密码哈希同步-为 Azure AD 中的本地目录对象启用身份验证的最简单方法。 使用密码
哈希同步 (PHS), 您可以将内部部署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对象与 Office 365 同步并在本地管理您的用
户。

带有无缝单一登录的传递身份验证-使用在一个或多个本地服务器上运行的软件代理, 为 Azure AD 身份验证
服务提供简单的密码验证, 以直接在本地活动中验证用户。文件夹.

联合身份验证选项-主要针对具有更复杂的身份验证要求的大型企业组织, 本地目录对象与 Office 365 同步,
并且用户帐户在本地进行管理。

第三方身份验证和标识提供程序-内部部署目录对象可能会同步到 Office 365, 并且云资源访问主要由第三方
标识提供程序 (IdP) 进行管理。

在决定您的组织创建和管理帐户的方式时, 请考虑以下事项:

目录同步软件需要安装在本地环境中的服务器上, 以连接 Office 365 和本地目录之间的标识。

任何目录同步选项 (包括 SSO 选项) 都需要您的本地目录属性满足标准。 在目录中使用哪些属性以及需要清
除的内容 (如果有) 的具体说明,准备通过目录同步将用户预配到 Office 365。 有关如何使用 IdFix 自动执行
目录清理的说明, 请参阅下载并运行 Office 365 IdFix 工具。

规划如何创建 Office 365 帐户。

下表列出了不同的帐户管理工具。

https://admin.microsoft.com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1970f7d6-03b5-442f-b385-5880b9c256ec


Windows PowerShell 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管理 Office 365 
允许您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脚本在批量用户中添加用户。 
可用于将位置和许可证分配给帐户, 而不考虑帐户的创建方式。 

批量导入 同时向 Office 365 添加多个用户 - 管理员帮助 
允许您导入 CSV 文件以将一组用户添加到 Office 365。 
不能与 SSO 选项一起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你可以使用 Office 365 订阅获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免
费版本。 您可以为云用户执行自助密码重置等功能, 并使用免
费版本自定义登录和访问面板页。 若要获取增强的功能, 您可
以升级到基本版本或高级版。 有关支持的功能的列表, 请参
阅Azure Active Directory 版本。 

目录同步 将本地标识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 
对于使用或不使用密码同步进行目录同步, 请将AZURE AD
Connect 与 express 设置结合使用。 
对于多个林和 SSO 选项, 请使用自定义安装的 AZURE AD
Connect。 
提供启用 SSO 所需的基础结构。 
对于很多混合方案是必需的: 
暂存迁移 
混合 Exchange 
将本地目录中的安全和已启用邮件的组同步。 

选项选项 NOTES

后续步骤

另请参阅

IMPORTANTIMPORTANT

无论您打算如何将用户帐户添加到 Office 365, 您都需要管理多个帐户功能, 例如分配许可证、指定位置等。
可以从管理中心管理这些功能, 也可以使用 Office 365 PowerShell 来创建用户帐户。

如果选择通过管理中心添加和管理所有用户, 您将指定位置, 并在创建 Office 365 帐户的同时分配许可证。
因此, 不需要进行大量规划。

在 Office 365 中创建帐户, 而不分配许可证 (例如为 SharePoint Online) 意味着帐户所有者可以查看 Office 365 门户,
但不能访问公司订阅中的任何服务。 分配位置和许可证后, 帐户将复制到您分配的服务或服务。 用户可以登录到其帐
户并使用您分配给他们的服务。

Office 365 与本地环境的集成

在 Office 365 中管理用户帐户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47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46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24168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53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9843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1708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3204162b-0b6c-4838-8a11-394b9bfd31de.aspx


同时向 Office 365 添加多个用户 - 管理员帮助
2019/12/5 •

NOTENOTE

将多个用户添加到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的 Office 365

User Name,First Name,Last Name,Display Name,Job Title,Department,Office Number,Office Phone,Mobile 
Phone,Fax,Address,City,State or Province,ZIP or Postal Code,Country or Region
chris@contoso.com,Chris,Green,Chris Green,IT Manager,Information Technology,123451,123-555-1211,123-555-
6641,123-555-9821,1 Microsoft way,Redmond,Wa,98052,United States
ben@contoso.com,Ben,Andrews,Ben Andrews,IT Manager,Information Technology,123452,123-555-1212,123-555-
6642,123-555-9822,1 Microsoft way,Redmond,Wa,98052,United States
david@contoso.com,David,Longmuir,David Longmuir,IT Manager,Information Technology,123453,123-555-1213,123-555-
6643,123-555-9823,1 Microsoft way,Redmond,Wa,98052,United States
cynthia@contoso.com,Cynthia,Carey,Cynthia Carey,IT Manager,Information Technology,123454,123-555-1214,123-555-
6644,123-555-9824,1 Microsoft way,Redmond,Wa,98052,United States
melissa@contoso.com,Melissa,MacBeth,Melissa MacBeth,IT Manager,Information Technology,123455,123-555-1215,123-
555-6645,123-555-9825,1 Microsoft way,Redmond,Wa,98052,United States

后续步骤

团队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用户帐户，才能登录并访问 Office 365 服务（如电子邮件和 Office）。 如果有很多人，则可以
从 Excel 电子表格或以 CSV 格式保存的其他文件中一次添加所有帐户。 不确定哪种 CSV 格式？

如果未使用新的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可通过选择“试试用新的管理中心用新的管理中心 ”切换按钮（位于主页顶部）将其打开。

1. 使用工作或学校帐户登录 Office 365。

2. 在 "管理中心" 中，选择 "用用户户  >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

3. 选择 "添加多个用添加多个用户户"。

4. 在 "导导入多个用入多个用户户" 面板上，您可以选择下载带有或不带填充样本数据的示例 CSV 文件。

您的电子表格需要包含与样本1（用户名、名字等）完全相同的列完全相同的列标题标题。如果使用模板，请在文本编辑工具（如

记事本）中打开它，并考虑仅保留第1行中的所有数据，并且仅在第2行和更低的行中输入数据。

您的电子表格还需要包含用户名的值（如 bob@contoso.com）和每个用户的显示名称（如 Bob 凯利）。

5. 在框中输入文件路径，或选择 "浏览浏览" 浏览 CSV 文件位置，然后选择 "验证验证"。

如果文件有问题，则会在面板中显示该问题。 您还可以下载日志文件。

6. 在 "设设置用置用户选项户选项" 对话框中，您可以设置登录状态，并选择将分配给所有用户的产品许可证。

7. 在 "查查看您的看您的结结果果" 对话框中，您可以选择将结果发送给您自己或其他用户（密码将为纯文本），您可以查看
创建的用户数，以及是否需要购买更多许可证以分配给某些新用户。

 现在，这些人具有帐户，需要在电脑或 Mac 上下载并安装或重新安装 office 365 或 office 2016。 您的团队中
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最高5台电脑或 Mac 上安装 Office 365。

每个人还可以在最大5个平板电脑和5个电话（例如 Iphone、Ipad 和 Android 电话和平板电脑）上的移动设备
上设置 Office 应用和电子邮件。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从任何位置编辑 Office 文件。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414eaaf-0478-48be-9c42-23adc4716658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7dabb6cb-0046-40b6-81fe-767e0b1f014f


有关如何将用户添加到 Office 365 的详细信息
不确定哪种不确定哪种  CSV  CSV 格式？格式？

有关有关设设置置电电子表格格式的提示子表格格式的提示

用用户户数据列数据列标签标签 最大字符最大字符长长度度

User Name （必需） 79，其中包含 name@domain 格式的 at 符号（@）。<扩展>。
用户的别名不能超过30个字符，并且域名不能超过48个字符。 

名字 64 

姓氏 64 

有关安装步骤的端到端列表，请参阅设置 Office 365 for business 。

 

 CSV 文件是一个包含以逗号分隔的值的文件。 您可以使用任何文本编辑器或电子表格程序（如 Excel）创建或编辑此
类文件。

您可以将此示例电子表格作为起始点下载。 请记住，Office 365 需要列标题在第一行中，因此不要将其替换为其他
内容。

使用新名称保存该文件，并指定 CSV 格式。

保存文件时，您可能会收到提示，如果您以 CSV 格式保存文件，则工作簿中的某些功能将丢失。 这没关系。 单击"
是是"即可继续。

 

是否需要与示例是否需要与示例电电子表格中的列子表格中的列标题标题相同？相同？  是。 示例电子表格在第一行中包含列标题。 这些标题是必需
的。 对于要添加到 Office 365 中的每个用户，在标题下创建一行。 如果添加、更改或删除任何列标题，Office
365 可能无法从文件中的信息创建用户。

如果我没有每个用如果我没有每个用户户所需的全部信息，所需的全部信息，该该怎么怎么办办？？  用户名和显示名称是必需的，并且您无法添加不包含
此信息的新用户。 如果没有其他信息（如传真），您可以使用空格加上逗号，以指示该字段应保留为空。

* * 电子表格是否可以小或大？ * * 电子表格必须至少有两行。 一个用于列标题（用户数据列标签），另一个用
于用户。 行数不能超过251。 如果需要导入多于250个用户，可以创建多个电子表格。

* * 我可以使用哪些语言？ * * 创建电子表格时，可以输入任何语言或字符形式的用户数据列标签，但不能更
改标签的顺序，如示例中所示。 然后，可以使用任何语言或字符将条目输入到字段中，并将文件保存为
Unicode 或 UTF-8 格式。

如果我要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添加用如果我要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添加用户户，，该该怎么怎么办办？？  为每个区域创建单独的电子表格。 您需要逐步完成
每个电子表格的 "批量添加用户" 向导，为所使用的文件中包含的所有用户提供一个位置。

对对我可以使用的字符数是否有限制？我可以使用的字符数是否有限制？  下表显示了示例电子表格中每个用户数据列标签和最大字符长度。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6a3a29a0-e616-4713-99d1-15eda62d04fa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5485


显示名称（必需） 256 

职务 64 

部门 64 

办公室号码 128 

办公室电话 64 

Mobile Phone － 移动电话 64 

传真 64 

地址 1023 

城市 128 

省/自治区/直辖市 128 

邮政编码 40 

国家或地区 128 

用用户户数据列数据列标签标签 最大字符最大字符长长度度

将用将用户户添加到添加到  Office 365  Office 365 时时仍遇到仍遇到问题问题？？

相关文章

请请仔仔细检查电细检查电子表格的格式是否正确。子表格的格式是否正确。  检查列标题以确保它们与示例文件中的标题相匹配。 请确保遵循
字符长度的规则，并使用逗号分隔每个字段。

如果你在如果你在  Office 365 中没有立即看到新用中没有立即看到新用户户，，请请稍等几分稍等几分钟钟。。  在 Office 365 中的所有服务中进行更改可
能需要一些时间。

将用户逐个或批量添加到 Office 365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add-users/add-users


恢复用户邮箱中已删除的项目 - 管理员帮助
2019/11/16 •

NOTENOTE

步骤1：为自己分配电子数据展示权限

本文适用于管理本文适用于管理员员。您是否正在。您是否正在尝试尝试恢复您自己的恢复您自己的邮邮箱中的已箱中的已删删除除邮邮件？件？  尝试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 Outlook for Windows 中恢复已删除项目
在 Outlook Web App 中恢复已删除项目或电子邮件
在 web 上的 Outlook 中还原已删除的电子邮件
Outlook.com

用户是否从其 Outlook 邮箱中永久删除了项目？ 用户希望它们回退，但无法恢复它们。 如果清除的项目尚未从用
户的邮箱中永久删除，则可以恢复这些清除的项目。 为此，可以使用 Exchange Online 中的就地电子数据展示工具
在用户邮箱中搜索已删除的电子邮件和其他项目（如联系人、日历约会和任务）。 如果找到已删除的项目，则可以将
其导出到 PST 文件（也称为 Outlook 数据文件），然后用户可以使用该文件将项目还原回其邮箱。

以下是恢复用户邮箱中已删除项目的步骤。 这将花费多长时间？ 第一次可能需要20或30分钟才能完成所有步骤，
具体取决于尝试恢复的项目数。

您必须是 Office 365 中的Exchange 管理管理员员或全局管理全局管理员员，或者是 exchange Online 中的 "组织管理" 角色组的成员，才能执
行本文中的步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 Office 365 管理员角色。

 

第一步是在 Exchange Online 中为自己分配必要的权限，以便您可以使用就地电子数据展示工具搜索用户的邮箱。
您只需执行一次此操作。 如果您需要在将来搜索另一个邮箱，可以跳过此步骤。

1. 使用您的工作或学校帐户Where to sign in to Office 365 for business。

2. 在左上角的 Office 中选择应用启动器图标，然后单击 "管理管理"。

3. 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中，展开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然后单击 " Exchang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9e81f3c-c8f4-4426-a0b9-c0fd751d48c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3d8fc15-eeef-4f1c-81df-e27964b7edd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8ca78ac-4721-4066-95dd-571842e9fb1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2343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a585eea-f576-4f55-a1e0-87090b6aaa9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9eb7d51-5430-4929-91ab-6157c5a050b4


NOTENOTE

4. 在 Exchange 管理中心中，单击 "权权限限"，然后单击 "管理角色管理角色"。

5. 在列表视图中，选择 "发现发现管理管理"，然后单击 "编辑编辑 "。

6. 在 "角色角色组组" 中的 "成成员员" 下](media/8ee52980-254b-440b-99a2-18d068de62d3.gif)，单击 "添加添加 ![添加图
标"。

7. 在 "选择选择成成员员" 中，从名称列表中选择自己，单击 "添加添加"，然后单击 "确定确定"。

您还可以添加您所属的组，例如 "组织管理" 或 "TenantAdmins"。 如果添加一个组，则会向该组的其他成员分配运行就
地电子数据展示工具所需的权限。

8. 在 "角色角色组组" 中，单击 "保存保存"。



C a u t i o nC a u t i o n

步骤2：在用户的邮箱中搜索已删除的项目

9. 注销 Office 365。

必须先注销，然后才能开始下一步，以便新权限生效。

发现管理角色组的成员可以访问敏感邮件内容。 这包括搜索组织中的所有邮箱、预览搜索结果（和其他邮箱项目）、
将结果复制到发现邮箱，以及将搜索结果导出到 PST 文件。

Return to top

 

当您运行就地电子数据展示搜索时，搜索中的邮箱中的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将自动包含在搜索中。 "可恢复的项
目" 文件夹是指永久删除的项目的存储位置，直到将其从邮箱中清除（永久删除）。 因此，如果尚未清除某个项目，
则应该能够使用就地电子数据展示工具找到它。

1. 使用您的工作或学校帐户Where to sign in to Office 365 for business。

2. 在左上角的 Office 中选择应用启动器图标，然后单击 "管理管理"。

3. 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中，展开 "管理管理员员"，然后单击 " Exchange"。

4. 在 Exchange 管理中心中，单击 "合合规规性管理性管理"，单击 "就地就地&电电子数据展示保留子数据展示保留"，然后单击]
(media/8ee52980-254b-440b-99a2-18d068de62d3.gif)"新建新建 ![添加图标"。

5. 在 "名称和名称和说说明明" 页上，键入搜索的名称（如要为其恢复电子邮件的用户的名称）、可选说明，然后单击 "下一下一
步步"。

6. 在 "邮邮箱箱" 页上，单击 "指定要搜索的指定要搜索的邮邮箱箱"，然后](media/8ee52980-254b-440b-99a2-18d068de62d3.gif)
单击 "添加添加 ![" "添加" 图标。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9eb7d51-5430-4929-91ab-6157c5a050b4


7. 查找并选择要恢复已删除电子邮件的用户的名称，单击 "添加添加"，然后单击 "确定确定"。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将显示 "搜索搜索查询查询" 页。 你可以在此处定义搜索条件，以帮助你查找用户邮箱中缺少的项目。

9. 在“搜索查询”**** 页上，填写下列字段：

包含所有内容包含所有内容选择此选项可将用户邮箱中的所有内容包含在搜索结果中。 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无法指定
其他搜索条件。

基于条件基于条件进进行行筛选筛选选择此选项以指定搜索条件，包括关键词、开始和结束日期、发件人和收件人地址以及

邮件类型。



FIELD 使用以下各使用以下各  .。。。。

 指定关键字、日期范围、收件人和邮件类型。 

 搜索带关键字或短语的邮件，并使用逻辑运算符（如and或or）。 

 搜索在某个日期范围内发送或接收的邮件。 

 搜索从特定人员接收或发送的邮件。 

 搜索所有邮件类型或选择特定的邮件类型。 

TIPTIP
以下是有关如何构建搜索查询以查找缺失项目的一些提示。 尝试从用户处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以帮助您创建搜索查询，以便
您可以找到要查找的内容。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查找缺失的邮件，请考虑使用 "包括所有内容包括所有内容" 选项。 搜索结果将包含用户的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中的所有项目，包括包含已被用户清除的项目的隐藏文件夹（称为 "清除文件夹"）。 然后，您可以转到步
骤3，将结果复制到发现邮箱，并查看隐藏文件夹中的邮件。 如果您知道用户最初何时发送或接收丢失的邮件，请使用 "指定开指定开

始日期始日期" 和 "指定指定结结束日期束日期" 选项提供日期范围。 这将返回该日期范围内用户发送或接收的所有邮件。 指定日期范围是缩小
搜索结果范围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如果您知道缺少的电子邮件的发件人，请使用 "发发件人" 框指定此发件人。 如果要将搜索
结果缩小为不同类型的邮箱项目，请单击 "选择邮选择邮件件类类型型"，单击 "选择选择要搜索的要搜索的邮邮件件类类型型"，然后选择要搜索的特定邮件类
型。 例如，可以仅搜索日历项目或联系人。 以下是您可以搜索的不同邮件类型的屏幕截图。默认值为搜索所有邮件类型。

完成搜索搜索查询查询页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Optional步骤3：将搜索结果复制到发现邮箱

10. 在 "就地保留就地保留设设置置" 页上，单击 "完成完成" 以启动搜索。 若要恢复已删除的电子邮件，没有理由将用户的邮箱置
于保留状态。

启动搜索后，Exchange 将根据您指定的条件显示搜索将返回的总大小和项目数的估计值。

11. 选择刚刚创建的搜索，然后单击**** 刷新" 以更新详细信息窗格中显示的信息。 "估估计计成功成功状态" 指示搜索
已完成。 Exchange 还显示根据您在步骤9中指定的搜索条件，搜索找到的项目总数（及其大小）的估计值。

12. 在 "详细信息" 窗格中，单击 "预览预览搜索搜索结结果果" 以查看找到的项目。 这可能会帮助您识别您要查找的项目。 如
果找到要尝试恢复的项目，请转到步骤4，将搜索结果导出到 PST 文件。

13. 如果找不到您要查找的内容，可以通过选择搜索，单击 "编辑编辑 "，然后单击 "搜索搜索查询查询" 来修改搜索条件。 更
改搜索条件，然后重新运行搜索。

Return to top

 

如果无法通过预览搜索结果找到项目，或者如果您想要查看用户的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中的项目，则可以将搜
索结果复制到特殊邮箱（称为发现邮箱），然后在 Outlook 网页 t 中打开该邮箱。o 查看实际项目。 复制搜索结果的
最佳原因是，您可以查看用户的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中的项目。 您尝试恢复的项目很可能位于 "清除" 子文件夹
中。

1. 在 Exchange 管理中心中，转到 "合合规规性管理性管理  >就地电电子数据子数据&展示保留展示保留"。

2. 在搜索列表中，选择您在步骤2中创建的搜索。

3. 单击**** 搜索"，然后从下拉列表中单击 "复制搜索复制搜索结结果果"。



NOTENOTE

4. 在 "复制搜索复制搜索结结果果" 页上，单击 "浏览浏览"。

5. 在 "显显示名称示名称" 下，单击 "发现发现搜索搜索邮邮箱箱"，然后单击 "确定确定"。

发现搜索邮箱是在 Office 365 组织中自动创建的默认发现邮箱。

6. 返回到 "复制搜索复制搜索结结果果" 页上，单击 "复制复制" 以开始将搜索结果复制到发现搜索邮箱的过程。



7. 单击**** 刷新" 以更新有关显示在详细信息窗格中的复制状态的信息。

8. 复制完成后，单击 "打开打开" 以打开 "发现搜索" 邮箱查看搜索结果。

复制到发现搜索邮箱的搜索结果放置在与就地电子数据展示搜索同名的文件夹中。 您可以单击一个文件夹
以显示该文件夹中的项目。

运行搜索时，也会搜索用户的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 这意味着，如果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中的项目满
足搜索条件，则这些项目将包含在搜索结果中。 "删除" 文件夹中的项目是指用户永久删除的项目（通过从



步骤4：将搜索结果导出到 PST 文件

TIPTIP

"已删除邮件" 文件夹中删除项目，或通过选择它并按Shift + Delete。 用户可以使用 Outlook 或 web 上的
Outlook 中的 "恢复已删除邮件" 工具恢复删除文件夹中的项目。 "清除" 文件夹中的项目是用户使用 "恢复
已删除项目" 工具清除的项目，或者是应用于邮箱的策略自动清除的项目。 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管理员才
能恢复 "清除" 文件夹中的项目。

如果用户无法使用 "可恢复的项目" 工具找到已删除的项目，但该项目仍是可恢复的（意味着它尚未从邮箱中永久删
除），则它很可能位于 "清除" 文件夹中。 因此，请务必在 "清除" 文件夹中查找要为用户尝试恢复的已删除项目。

Return to top

 

在您找到要为用户尝试恢复的项目后，下一步是将在步骤2中运行的搜索的结果导出到 PST 文件。 用户将在下一
步中使用此 PST 文件，将已删除的项目还原到其邮箱。

1. 在 Exchange 管理中心中，转到 "合合规规性管理性管理  >就地电电子数据子数据&展示保留展示保留"。

2. 在搜索列表中，选择您在步骤2中创建的搜索。

3. 单击 "导导出到出到  PST 文件文件"。

4. 如果系统提示您安装电子数据展示导出工具，请单击 "运行运行"。

5. 在 "电子数据展示 PST 导出" 工具中，单击 "浏览浏览" 以指定要下载 PST 文件的位置。

您可以忽略选项以启用重复数据删除并包括不可搜索项目。

6. 单击 "开始开始" 将 PST 文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

电电子数据展示子数据展示  PST 导导出工具出工具显示有关导出过程的状态信息。 导出完成后，可以在文件的下载位置访问该
文件。

Return to top



步骤5：将已恢复的项目还原到用户的邮箱
 

最后一步是使用在步骤4中导出的 PST 文件将已恢复的项目还原到用户的邮箱中。 将 PST 文件发送给用户后，用
户将执行此步骤的其余部分，以打开 PST 文件，然后将恢复的项目移至其邮箱中的其他文件夹。 对于分步说明，您
还可以向用户发送指向本主题的链接：打开和关闭 Outlook 数据文件（.pst）。 或者，您可以使用下面的 "PST 文件"
部分向用户发送一个指向 "还原已删除邮件" 的链接，并要求他们执行这些步骤。

将将  PST 文件文件发发送送给给用用户户

需要执行的最后一步是将在步骤4中导出的 PST 文件发送给用户。 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此目的：

将 PST 文件附加到电子邮件。 如果将 Outlook 配置为阻止 PST 文件，则必须压缩该文件，然后将其附加到邮件
中。 操作步骤如下：

1.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或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浏览到 PST 文件。

2. 右键单击该文件，然后选择 "发发送到送到  > 压缩压缩（（zipped）文件）文件夹夹"。 Windows 将创建一个新的 zip 文件，并为其
提供与 PST 文件相同的名称。

3. 将压缩的 PST 文件附加到电子邮件，并将其发送给用户，然后可以通过单击该文件来对其进行解压缩。

将 PST 文件复制到用户可访问和检索的共享文件夹。

下一节中的步骤由用户执行，以将已删除的项目还原到其邮箱。

  使用使用  PST 文件将已文件将已删删除除邮邮件件还还原到原到邮邮箱箱

您必须使用 Outlook 桌面应用程序使用 PST 文件还原已删除的项目。 您不能使用 Outlook Web App 或 Web 上的
Outlook 打开 PST 文件。

1. 在 Outlook 2013 或 Outlook 2016 中，单击 "文件文件" 选项卡。

2. 单击 " &打开打开导导出出"，然后单击 "打开打开  Outlook 数据文件数据文件"。

3. 浏览到您保存管理员发送的 PST 文件的位置。

4. 选择该 PST，然后单击 "打开打开"。

PST 文件显示在 Outlook 的左侧导航栏中。

5. 单击箭头以展开 PST 文件以及它下面的文件夹，找到要恢复的项目。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381b776d-7511-45a0-953a-0935c79d24f2


TIPTIP
在 "清除" 文件夹中查找要恢复的项目。 这是清除的项目移至的隐藏文件夹。 您的管理员恢复的项目很可能在此文件
夹中。

6. 右键单击要恢复的项目，然后单击 "移移动动  > 其他文件其他文件夹夹"。

7. 若要将项目移到收件箱中，请单击 "收件箱收件箱"，然后单击 "确定确定"。

提示：提示：  若要恢复其他类型的项目，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若要恢复日历项目，请右键单击该项目，然后单击 "移移动动  > 其他文件其他文件夹夹  > 日日历历"。

若要恢复某个联系人，请右键单击该联系人，然后单击 "移移动动  > 其他文件其他文件夹夹  > 联联系人系人"。

若要恢复某个任务，请右键单击该任务，然后单击 "移移动动  > 其他文件其他文件夹夹  > 任任务务"。



NOTENOTE

详细信息

日历项目、联系人和任务直接位于 "清除" 文件夹中，而不是在 "日历"、"联系人" 或 "任务" 子文件夹中。 不过，您可以按类类型型进
行排序，以将相似类型的项目分组。

8. 完成恢复已删除项目后，右键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PST 文件，然后选择 "关关闭闭" "pst 文件的名称文件的名称"。

Return to top

 

如果项目的已删除项目保留期尚未过期，则用户可能会恢复永久删除的项目。 作为管理员，您可能已指定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中的项目可用于恢复的时间。 例如，可能存在一个策略，用于删除用户的 "已删除邮
件" 文件夹中的30天内的任何内容，以及允许用户将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中的项目恢复到另一个14天的
其他策略。 但是，在此14天之后，您可能仍可以使用本主题中的过程恢复用户邮箱中的项目。

如果项目尚未清除且已删除项目的保留期尚未过期，则用户可以恢复已删除项目。 若要帮助用户恢复邮箱
中的已删除邮件，请将其指向下列主题之一：

在 Outlook for Windows 中恢复已删除项目

在 Outlook 2010 中恢复已删除邮件

在 Outlook Web App 中恢复已删除项目或电子邮件

在 web 上的 Outlook 中还原已删除的电子邮件

在 Outlook 中恢复已删除的联系人

在 Outlook.com 中还原已删除的电子邮件

Return to top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49e81f3c-c8f4-4426-a0b9-c0fd751d48c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d9dfe12-8e8c-4a21-bbbf-4bd103a3f1f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3d8fc15-eeef-4f1c-81df-e27964b7edd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8ca78ac-4721-4066-95dd-571842e9fb11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1c83288-6888-4dcd-8c99-4932daabf64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23435


Microsoft 365 来宾共享设置参考
2020/1/31 •

Azure Active Directory

NOTENOTE

组织组织关系关系设设置置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本文提供了可能影响 Microsoft 365 工作负载的组织外人员共享的各种设置参考：Teams、Office 365 组、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这些设置位于 Azure Active Directory、Microsoft 365、Teams 和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管理管理员员角色：角色：  全局管理员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是 Microsoft 365 使用的目录服务。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组织关系设置直接影响 Teams、
Office 365 组、SharePoint 和 OneDrive 中的共享。

仅当已配置 Azure AD B2B 的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集成（预览）时，这些设置才会影响 SharePoint。 下表假定已对此进行了
配置。

导导航：航：Azure Active Directory 管理中心 > Azure Active Directory > 组织关系 > 设置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sharepoint-azureb2b-integration-preview
https://aad.portal.azure.com


来宾用户权限处于限制状态 是 此设置会影响来宾可以执行的目录任

务。

管理员和具有“来宾邀请者”角色的用户
可以邀请

是 设置为“是是 ”时，管理员可以通过 Azure
AD 和 Microsoft 365 共享体验（如
Teams 和 SharePoint）邀请来宾；设置
为“否否 ”时，则不能邀请。

成员可以邀请 是 设置为“是是 ”时，Azure AD 成员可以通过
Azure AD 来邀请来宾；设置为“否否 ”时，则
不能邀请。 设置为“是是 ”时，Office 365 组
成员可以在所有者批准的情况下邀请来

宾；设置为“否否 ”时，Office 365 组成员也
可以在所有者批准的情况下邀请来宾，

但这些所有者必须是全局管理员才能批

准。 

请注意，“成成员员可以邀可以邀请请 ”是指 Azure AD
中的成员（与来宾相对），而不是

Microsoft 365 中的网站或组成员。 

这与 Microsoft 365 安全和隐私中的“允允
许许用用户户将新的来将新的来宾宾添加到添加到组织组织 ”设置相
同。

来宾可以邀请 是 设置为“是是 ”时，目录中的来宾可以邀请其
他来宾协作处理 Azure AD 资源以及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中的文件和文
件夹；设置为“否否 ”时，则不能邀请。 

请注意，必须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启
用“允允许许外部用外部用户户通通过键过键入精确的入精确的电电子子

邮邮件地址匹配件地址匹配项项在目在目录录中中查查找用找用户帐户帐

户户 ”，以便来宾与其他来宾共享文件和文
件夹。

为来宾启用电子邮件一次性密码(预览) 否 设置为“是是 ”时，没有 MSA 或工作或学校
帐户的来宾可以使用一次性密码对

Azure AD 进行身份验证；设置为“否否 ”时，
用户需要创建 Microsoft 帐户才能进行
身份验证。 必须将此设置设为“是是 ”，这
样“Azure AD B2B 的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集成（预览）”才能工作。

协作限制 允许向任何域发送邀请 此设置允许你为共享指定允许或阻止的

域列表。 如果指定了允许的域，则只能将
共享邀请发送到这些域。 如果指定了拒
绝的域，则不能将共享邀请发送到这些

域。

此设置会影响 Microsoft 365 共享体验，
例如 Teams 和 SharePoint。 你可以通过
使用 SharePoint 或 Teams 中的域筛选功
能来更精确地允许或阻止域。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Microsoft 365

这些设置会影响邀请用户加入目录的方式。 它们不会影响与目录中已有的来宾进行共享。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b2b/one-time-passcode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sharepoint-azureb2b-integration-preview


共享共享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允许用户将新的来宾添加到组织 打开 设置为“是是 ”时，Azure AD 成员可以通过
Azure AD 来邀请来宾；设置为“否否 ”时，则
不能邀请。 设置为“是是 ”时，Office 365 组
成员可以在所有者批准的情况下邀请来

宾；设置为“否否 ”时，Office 365 组成员也
可以在所有者批准的情况下邀请来宾，

但这些所有者必须是全局管理员才能批

准。 

请注意，“成成员员可以邀可以邀请请 ”是指 Azure AD
中的成员（与来宾相对），而不是

Microsoft 365 中的网站或组成员。 

这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组织关系设
置中的“成成员员可以邀可以邀请请 ”设置相同。

Office 365 Office 365 组组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允许组织外部的组成员访问组内容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访问组内容；
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不能访问。 对于来宾
用户与 Office 365 组或 Teams 进行交互
的任何情况，此设置应为“打开打开 ”。

允许组所有者将组织外部的人员添加到

组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Office 365 组或 Teams
的所有者可邀请新来宾加入组。 设置
为“关关闭闭 ”时，所有者只能邀请目录中已有
的来宾。

管理管理员员角色：角色：  全局管理员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具有用于共享和 Office 365 组的组织级别设置。

导导航：航：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 > 设置 > 设置 >“安全和隐私”选项卡 > 共享

导导航：航：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 > 设置 > 设置 > Office 365 组

https://admin.microsoft.com
https://admin.microsoft.com


Teams

来来宾访问宾访问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在 Teams 中允许访客访问 关闭 打开或关闭整个 Teams 的来宾访问。 更
改后，此设置可能需要 24 小时才能生
效。

来来宾宾呼叫呼叫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拨打私人电话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在 Teams 中
进行对等呼叫；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不能
执行此操作。

来来宾宾会会议议

这些设置均为组织级别的设置。 有关如何使用 PowerShell 在组级别更改这些设置的信息，请参阅创建针对特定组
的设置。

必须将 Teams 主来宾访问开关“在在  Teams 中允中允许访许访客客访问访问”设置为“打开打开”，这样才能使其他来宾设置可用。

管理管理员员角色：角色：  Teams 服务管理员

导导航：航：Teams 管理中心 > 组织范围的设置 > 来宾访问

导导航：航：Teams 管理中心 > 组织范围的设置 > 来宾访问

导导航：航：Teams 管理中心 > 组织范围的设置 > 来宾访问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users-groups-roles/groups-settings-cmdlets#create-settings-for-a-specific-group
https://admin.teams.microsoft.com
https://admin.teams.microsoft.com
https://admin.teams.microsoft.com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允许 IP 视频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在电话和会议
中使用视频；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不能执
行此操作。

屏幕共享模式 整个屏幕 设置为“已禁用已禁用 ”时，来宾无法在 Teams
中共享其屏幕。 设置为“单单个个应应用程用程
序序 ”时，来宾只能在其屏幕上共享一个应
用程序。 设置为“整个屏幕整个屏幕 ”时，来宾可以
选择共享应用程序或其整个屏幕。

允许立即开会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使用 Teams
中的“立即开会”功能；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
则不能使用该功能。

来来宾宾消息消息传递传递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导导航：航：Teams 管理中心 > 组织范围的设置 > 来宾访问

https://admin.teams.microsoft.com


编辑已发送的消息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编辑他们之前
发送的消息；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无法执
行此操作。

删除已发送的消息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删除他们之前
发送的消息；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无法执
行此操作。

聊天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使用 Teams
中的聊天功能；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不能
使用该功能。

在对话中使用 Giphy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在对话中使用
Giphy；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不能使用它。

Giphy 内容评级 适度 设置为“允允许许所有内容所有内容 ”时，无论内容评
级如何，来宾都可以在聊天中插入所有

Giphys。 设置为“适度适度 ”时，来宾可以在聊
天中插入 Giphys，但会适度限制成人内
容。 设置为“严严格格 ”时，来宾可以在聊天中
插入 Giphys，但会限制插入成人内容。

在对话中使用 Meme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在对话中使用
Meme；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不能使用它。

对话中的用户贴纸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在对话中使用
贴纸；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不能使用它。

允许沉浸式阅读器以查看消息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在沉浸式阅读
器中查看消息；设置为“关关闭闭 ”时，则无法
执行此操作。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SharePoint 和 OneDrive（组织级别）

SharePoint SharePoint 和和  OneDrive  OneDrive 共享共享设设置置

管理管理员员角色：角色：  SharePoint 管理员

这些设置会影响组织中的所有网站。 它们不会直接影响 Office 365 组或 Teams，但建议使这些设置与 Office 365 组
和 Teams 的设置保持一致，以避免用户体验问题。 （例如，如果在 Teams 而非 SharePoint 中允许来宾共享，则
Teams 中的来宾将无法访问“文件”选项卡，因为 Teams 文件存储在 SharePoint 中。）

由于 OneDrive 是 SharePoint 中的网站层次结构，因此组织级别共享设置将直接影响 OneDrive，如同影响其他
SharePoint 网站一样。

导导航：航：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 共享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SharePoint 任何人 指定 SharePoint 网站允许的最宽松共享
权限。

OneDrive 任何人 指定 OneDrive 网站允许的最宽松共享
权限。 此设置不能比 SharePoint 设置更
宽松。

SharePoint SharePoint 和和  OneDrive  OneDrive 高高级级共享共享设设置置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按域限制外部共享 关闭 此设置允许你为共享指定允许或阻止的

域列表。 如果指定了允许的域，则只能将
共享邀请发送到这些域。 如果指定了拒
绝的域，则不能将共享邀请发送到这些

域。

此设置会影响组织中的所有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网站。

来宾必须使用发送共享邀请的同一帐户

登录

关闭 阻止来宾使用与接收邀请的电子邮件地

址不同的地址来兑换网站共享邀请。

Azure AD B2B 的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集成（预览）不使用此设置，因
为所有来宾都将根据接收邀请的电子邮

件地址添加到目录中。 备选电子邮件地
址无法用于访问网站。

允许来宾共享不属于他们的项目 打开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来宾可以与其他用户或
来宾共享不属于他们的项目；设置为“关关
闭闭 ”时，则无法执行此操作。 来宾始终可
以共享其拥有完全控制权的项目。

导导航：航：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 共享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sharepoint-azureb2b-integration-preview


SharePoint SharePoint 和和  OneDrive  OneDrive 文件和文件文件和文件夹链夹链接接设设置置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文件和文件夹链接 使用此链接的任何人 指定用户共享文件或文件夹时默认显示

的共享链接。 如果需要，用户可以在共享
前更改此选项。 如果将默认设置设为“使使
用此用此链链接的任何人接的任何人 ”并且指定的网站不
允许“任何人”共享，则“仅仅限限组织组织中的人中的人

员员 ”将显示为该网站的默认设置。

这些链接必须在该天数内过期 关闭（无过期期限） 指定“任何人”链接在创建后的多少天内
过期。 无法续订已过期的链接。 如果需
要在过期后继续共享，请创建新链接。

文件权限 查看和编辑 指定创建“任何人”链接时向用户提供的
文件权限级别。 如果已选择“查查看看 ”，则用
户只能创建具有查看权限的“任何人”文
件链接。 如果已选择“查查看和看和编辑编辑 ”，则
用户可以在创建链接时选择查看权限或

查看和编辑权限。

文件夹权限 查看、编辑和上传 指定创建“任何人”链接时向用户提供的
文件夹权限级别。 如果已选择“查查看看 ”，则
用户只能创建具有查看权限的“任何
人”文件夹链接。 如果已选择“查查看、看、编编
辑辑和上和上传传 ”，则用户可以在创建链接时选
择查看权限或查看、编辑和上传权限。

SharePoint SharePoint 和和  OneDrive  OneDrive 安全安全组设组设置置

在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中共享文件和文件夹时，系统会向共享收件人发送一个具有该文件或文件夹权限的链
接，而不是授予对文件或文件夹本身的直接访问权限。 提供了多种类型的链接，你可以选择在共享文件或文件夹时
向用户显示的默认链接类型。 你还可以为“任何人”链接设置权限和到期选项。

导导航：航：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 共享

如果想要在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中限制可与来宾进行共享的人员，则可以通过将共享限制为指定安全组中的人
员来实现这一点。 这些设置不会影响通过 Office 365 组或 Teams 进行共享。 尽管只能由指定安全组中的人员来共
享文档和文件夹，但通过组或团队邀请的来宾还有权访问关联的网站。

导导航：航：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 共享 > 将外部共享的范围限制到特定安全组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仅让所选安全组中的用户与已验证的外

部用户共享

关闭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只有指定安全组中的人
员才能与外部用户共享。 仅提供“特定人
员”链接。 除非“仅让仅让所所选选安全安全组组中的用中的用

户户使用匿名使用匿名链链接与已接与已验证验证的外部用的外部用户户

共享共享 ”也设置为“打开打开 ”，才会有效禁用“任
何人”链接。

仅让所选安全组中的用户使用匿名链接

与已验证的外部用户共享

关闭 设置为“打开打开 ”时，只有指定安全组中的人
员才能与来宾共享。 提供“任何人”和“特
定人员”链接。

SharePoint（网站级别）

网站共享网站共享

可同时使用这两个设置。 如果用户位于为这两个设置指定的安全组中，则以更高权限级别为准（“任何人”加“特定用
户”）。

管理管理员员角色：角色：  SharePoint 管理员

由于这些设置取决于 SharePoint 的组织范围设置，如果组织级别设置发生更改，则网站的有效共享设置可能会随之
更改。 如果你在此处选择设置，并且组织级别随后设置为更严格的值，则此网站将以这一更严格的值运行。 例如，
如果你选择“任何人任何人”，并且组织级别设置随后设为“新来新来宾宾和和现现有来有来宾宾”，则此网站将仅允许新来宾和现有来宾进行
共享。 如果组织级别设置随后设置回“任何人任何人”，则此网站将再次允许使用“任何人”链接。

可为 SharePoint 中的每个网站设置来宾共享权限。 此设置适用于网站共享以及文件和文件夹共享。 （“任何人”共享
不可用于网站共享。 如果你选择“任何人任何人”，则用户可以使用“任何人”链接来共享文件和文件夹，并且网站本身可以
与新来宾和现有来宾共享。）

导导航：航：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 活动站点 > 选择站点 >“策略”选项卡 > 编辑外部共享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网站内容可与以下人员共享 因网站类型而异（参见下表） 指示此网站允许的外部共享类型。 此处
提供的选项取决于 SharePoint 的组织级
别共享设置。

网站文件和文件网站文件和文件夹链夹链接接设设置置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按域限制共享 关闭 此设置允许你为共享指定允许或阻止的

域列表。 如果指定了允许的域，则只能将
共享邀请发送到这些域。 如果指定了拒
绝的域，则不能将共享邀请发送到这些

域。

此设置不能用于覆盖在组织或 Azure AD
级别设置的域限制。

默认共享链接类型 与组织级别设置相同 此设置允许你指定在此网站中显示给用

户的默认共享链接。 “与组织级别设置相
同”选项由组织和网站共享设置的组合进
行定义。

你可以为每个网站设置链接类型和权限的默认值，以及“任何人”链接的到期设置。 在网站级别进行设置时，这些设
置会覆盖组织级别的设置。 请注意，如果在组织级别禁用“任何人”链接，则“任何人”将不会是网站级别的可用链接类
型。

导导航：航：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 活动站点 > 选择站点 >“策略”选项卡 > 编辑外部共享



“任何人”链接的高级设置 与组织级别设置相同 指定在为此网站中某个文件创建“任何
人”链接后经过多少天到期。 无法续订已
过期的链接。 如果需要在过期后继续共
享，请创建新链接。

默认链接权限 与组织级别设置相同 此设置允许你为此网站中文件的共享链

接指定默认权限（“查看”或“编辑”）。

设设置置 默默认认 说说明明

默默认认网站共享网站共享设设置置

网站网站类类型型 默默认认共享共享设设置置

经典 仅组织仅组织内部人内部人员员

OneDrive 任何人任何人

与组连接的网站（包括 Teams） 新来新来宾宾和和现现有来有来宾宾  — 如果 Office 365 组设置“允允许组许组所有者所有者

将将组织组织外部的人外部的人员员添加到添加到组组 ”设置为“打开打开 ”；否则为“仅现仅现有来有来
宾宾 ”

通信 仅组织仅组织内部人内部人员员

不含组的新式网站 (#STS3 TeamSite) 仅组织仅组织内部人内部人员员

另请参阅

下表显示了每种网站类型的默认共享设置。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外部共享概述

Microsoft Teams 中的来宾访问

将来宾添加到 Office 365 组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external-sharing-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guest-acces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bfc7a840-868f-4fd6-a390-f347bf51aff6


与组织外部的人员进行协作
2019/12/10 •

另请参阅

默认情况下，在 Microsoft 365 中，与组织外部的人员共享启用 SharePoint 和 OneDrive，但对团队禁用。 许多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外部共享方案的工作方式不需要进一步配置。 若要确认您正在使用的方案的设置，或启用
新的设置，请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对文档进行协作-了解如何配置 Microsoft 365 以允许与您的组织外部的人员（来宾和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共享
和协作处理文件和文件夹中的人员。

在网站中进行协作-了解如何配置 Microsoft 365 以启用与来宾共享 SharePoint 网站。
作为团队协作-了解如何配置 Microsoft 365 以在团队中启用来宾协作。

有关与身份未经验证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的最佳做法

在与组织外部的人员共享时，限制对文件的意外曝光

创建安全来宾共享环境）



在文档中与来宾协作
2019/12/10 •

视频演示

Azure 组织关系设置

如果需要与组织外部的人员协作处理 SharePoint 或 OneDrive 中的文档，则可以向其发送指向文档的共享链接。
在本文中，我们将完成必要的 Microsoft 365 配置步骤，以设置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的共享链接，以满足组织
的需求。

该视频显示了本文档中描述的配置步骤。

Microsoft 365 中的共享受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组织关系设置的最高级别的管辖。 如果在 Azure AD 中禁用
或限制来宾共享，这将替代您在 Microsoft 365 中配置的任何共享设置。

检查组织关系设置以确保不会阻止与来宾共享。

设置组织关系设置

1. 登录到 Microsoft Azure https://portal.azure.com。
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 Azure Active Directory"。
3. 在 "概述概述" 窗格中，单击 "组织组织关系关系"。
4. 在 "组织组织关系关系" 窗格中，单击 "设设置置"。

https://www.microsoft.com/videoplayer/embed/re450vt?autoplay=false
https://portal.azure.com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共享设置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默认链接设置

5. 确保来来宾宾邀邀请请者角色中的管理者角色中的管理员员和用和用户户可以邀可以邀请请和成成员员都可以邀请都设置为 "是是"。
6. 如果进行了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请注意 "协协作限制作限制" 部分中的设置。 确保不会阻止您要与之进行协作的来宾域。

为使组织外部的人员能够访问 SharePoint 或 OneDrive 中的文档，SharePoint 和 OneDrive 组织级共享设置必须允
许与组织外部的人员共享。

SharePoint 的组织级设置决定了各个 SharePoint 网站可用的设置。 网站设置不能比组织级别设置更具有更好的许
可。 OneDrive 的组织级别设置决定了用户的 OneDrive 库中可用的共享级别。

对于 SharePoint 和 OneDrive，如果要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文件和文件夹共享，请选择 "任何人任何人"。 如果您想要确保
组织外部的人员必须进行身份验证，请选择 "新建新建" 和和  "现现有来有来宾宾"。 任何链接都是最简单的共享方式：组织外部的
人员可以在不进行身份验证的情况下打开链接，并且可以自由地将其传递给其他人。

对于 SharePoint，选择组织中的任何网站将需要的 "最高" 设置。

设置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共享设置

1. 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在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下，单击 " SharePoint"。
2.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共享共享”。
3. 确保将 SharePoint 或 OneDrive 的外部共享设置为 "任何人任何人" 或新的和新的和现现有的来有的来宾宾。 （请注意，OneDrive 设置
不能比 SharePoint 设置更具许可。）

4. 如果进行了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默认的文件和文件夹链接设置确定在用户共享文件或文件夹时，默认情况下向用户显示的链接选项。 如果需要，用
户可以在共享之前将链接类型更改为其他选项之一。

请注意，此设置会影响组织中的 SharePoint 网站以及 OneDrive。

选择当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时默认选择的链接类型：

任何具有任何具有链链接的人接的人-如果您想要执行大量未经身份验证的文件和文件夹共享，请选择此选项。 如果要允许任何
人链接，但担心意外的共享，请考虑其他选项之一作为默认选项。 仅当您已启用任何任何共享时，此链接类型才可
用。

仅仅限限组织组织中的人中的人员员-如果您希望大多数文件和文件夹共享与组织内部的人员共享，请选择此选项。
特定人特定人员员-如果您希望对来宾执行大量文件和文件夹共享，请考虑此选项。 此类型的链接可与来宾配合使用，并
要求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SharePoint 网站级别共享设置

邀请用户

设置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组织级别默认链接设置

1. 导航到 SharePoint 管理中心中的 "共享" 页面。
2. 在 "文件和文件文件和文件夹链夹链接接" 下，选择要使用的默认共享链接。
3. 如果进行了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如果要共享 SharePoint 网站中的文件和 fodlers，则还需要检查该网站的网站级共享设置。

设置网站级共享设置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中，在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网站网站"，然后单击 "活活动动网站网站"。
2. 选择您刚刚创建的网站。
3. 在功能区中，单击 "共享共享"。
4. 确保将 "共享" 设置为 "任何人任何人" 或 "新的和新的和现现有的来有的来宾宾"。
5. 如果进行了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现在已配置来宾共享设置，因此用户现在可以与组织外部的人员共享文件和文件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共享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fcc2f7d-de0c-4cec-93b0-a82024800c07


另请参阅

OneDrive 文件和文件夹以及共享 SharePoint 文件或文件夹。

有关与未经认证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的最佳做法

与来宾共享时限制文件意外曝光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1fe37332-0f9a-4719-970e-d2578da4941c


在网站中与来宾协作
2019/12/18 •

视频演示

Azure 组织关系设置

如果需要在文档、数据和列表之间与来宾进行协作，则可以使用 SharePoint 网站。 新式 SharePoint 网站连接到可
管理网站成员身份的 Office 365 组，并提供其他协作工具（如共享邮箱和日历）。

在本文中，我们将逐步完成为与来宾协作设置 SharePoint 网站所必需的 Microsoft 365 配置步骤。

该视频显示了本文档中描述的配置步骤。

Microsoft 365 中的共享受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组织关系设置的最高级别的管辖。 如果在 Azure AD 中禁用
或限制来宾共享，这将替代您在 Microsoft 365 中配置的任何共享设置。

检查组织关系设置以确保不会阻止与来宾共享。

设置组织关系设置

1. 登录到 Microsoft Azure https://portal.azure.com。
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 Azure Active Directory"。
3. 在 "概述概述" 窗格中，单击 "组织组织关系关系"。

https://www.microsoft.com/videoplayer/embed/re44llg?autoplay=false
https://portal.azure.com


Office 365 组来宾设置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共享设置

4. 在 "组织组织关系关系" 窗格中，单击 "设设置置"。
5. 确保来来宾宾邀邀请请者角色中的管理者角色中的管理员员和用和用户户可以邀可以邀请请和成成员员都可以邀请都设置为 "是是"。
6. 如果进行了任何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请注意 "协协作限制作限制" 部分中的设置。 确保不会阻止您要与之进行协作的来宾域。

新式 SharePoint 网站使用 Office 365 组来控制网站访问。 必须打开 Office 365 组来宾设置，才能使 SharePoint 网
站中的来宾访问能够正常工作。

设置 Office 365 组来宾设置

1. 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设设置置"。
2. 单击 "服服务务" & 外接程序外接程序。

3. 在列表中，单击 " Office 365 组组"。
4. 确保将组织组织外部的成外部的成员访问组员访问组内容内容和允允许组许组所有者将所有者将组织组织外部的人外部的人员员添加到添加到组组复选框均选中。

5. 如果进行了更改，请单击 "保存更改保存更改"。

为使来宾能够访问 SharePoint 网站，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共享设置必须允许与来宾共享。

组织级别设置确定了哪些设置可用于单个网站。 网站设置不能比组织级别设置更具有更好的许可。

如果要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文件和文件夹共享，请选择 "任何人任何人"。 如果要确保组织外部的所有人员都必须进行身
份验证，请选择 "新建新建" 和和  "现现有来有来宾宾"。 选择组织中的任何网站将需要的 "最高" 设置。

设置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共享设置

1. 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在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下，单击 " SharePoint"。



创建网站

SharePoint 网站级别共享设置

邀请用户

2.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共享共享”。
3. 确保将 SharePoint 的 "外部共享" 设置为 "任何人任何人" 或 "新的和新的和现现有的来有的来宾宾"。
4. 如果进行了任何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下一步是创建您计划用于与来宾协作的网站。

创建网站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中的 "网站网站" 下，单击 "活活动动网站网站"。
2. 单击“创创建建”。
3. 单击 "团队团队网站网站"。
4. 键入网站名称并输入组所有者的名称（网站所有者）。
5. 在 "高高级设级设置置" 下，选择是否希望它成为公用或专用网站。
6. 单击"下一步"。
7. 单击“完成”****。

我们将稍后邀请用户。 接下来，请务必检查此网站的网站级共享设置。

检查网站级别的共享设置以确保它们允许您对此网站所需的访问类型。 例如，如果将组织级别设置设置为 "任何任何
人人"，但希望所有来宾都对此网站进行身份验证，请确保将网站级别的共享设置设置为 "新建新建" 和和  "现现有来有来宾宾"。

请注意，不能将网站与未经身份验证的人员（任何人任何人设置）共享，但可以对各个文件和文件夹进行共享。

设置网站级共享设置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站点站点”，然后单击 “活活动动站点站点”。
2. 选择您刚刚创建的网站。
3. 在功能区中，单击 “共享共享”。
4. 确保将 "共享" 设置为 "任何人任何人" 或 "新的和新的和现现有的来有的来宾宾"。
5. 如果进行了任何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现在已配置来宾共享设置，因此您可以开始向网站添加内部用户和来宾。 网站访问通过关联的 Office 365 组进行
控制，因此我们将在此处添加用户。



另请参阅

向组邀请内部用户

1. 导航到要在其中添加用户的网站。
2. 单击右上角的 "成成员员"。
3. 单击“添加成添加成员员”。
4. 键入要邀请到网站的用户的名称或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击 "保存保存"。

无法从网站添加来宾用户。 您需要在 web 上使用 Outlook 添加它们。

将来宾邀请到组

1. 在 web 上的 Outlook 中的 "组组" 下，单击要在其中添加成员的组。
2. 打开组联系人卡片，然后在 "更多更多选项选项（...）" 下，单击 "添加成添加成员员"。
3. 键入要邀请的来宾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击 "添加添加"。
4. 单击“关闭”****。

有关与未经认证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的最佳做法

与来宾共享时限制文件意外曝光

创建安全的来宾共享环境

使用受管理的来宾创建 B2B extranet



在团队中与来宾协作
2020/1/15 •

视频演示

Azure 组织关系设置

如果需要在文档、任务和对话中与来宾进行协作，我们建议使用 Microsoft 团队。 团队提供了 Office 和 SharePoint
中提供的所有协作功能，并在统一的用户体验中提供了持续聊天和可自定义且可扩展的协作工具集。

在本文中，我们将完成必要的 Microsoft 365 配置步骤，以设置一个团队以与来宾协作。

该视频显示了本文档中描述的配置步骤。

Microsoft 365 中的共享受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组织关系设置的最高级别的管辖。 如果在 Azure AD 中禁用
或限制来宾共享，这将替代您在 Microsoft 365 中配置的任何共享设置。

检查组织关系设置以确保不会阻止与来宾共享。

设置组织关系设置

1. 登录到 Microsoft Azure https://portal.azure.com。
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 Azure Active Directory"。
3. 在 "概述概述" 窗格中，单击 "组织组织关系关系"。

https://www.microsoft.com/videoplayer/embed/re44ntr?autoplay=false
https://portal.azure.com


团队来宾访问设置

NOTENOTE

Office 365 组来宾设置

4. 在 "组织组织关系关系" 窗格中，单击 "设设置置"。
5. 确保来来宾宾邀邀请请者角色中的管理者角色中的管理员员和用和用户户可以邀可以邀请请和成成员员都可以邀请都设置为 "是是"。
6. 如果进行了任何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请注意 "协协作限制作限制" 部分中的设置。 确保不会阻止您要与之进行协作的来宾域。

团队具有用于来宾访问的主开/关开关，以及可用于控制来宾在团队中可执行的操作的各种设置。 主开关，允允许许在在
团队团队中中****进进行来行来宾宾访问，以便来宾访问能够在团队中工作。

检查以确保在团队中启用了来宾访问，并根据你的业务需求对来宾设置进行任何调整。 请记住，这些设置会影响所
有团队。

设置团队来宾访问设置

1. 登录到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https://admin.microsoft.com。
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全部全部显显示示"。
3. 在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下，单击 "团队团队"。
4. 在团队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组织组织范范围围的的设设置置"，然后单击 "来来宾访问宾访问"。
5. 确保将 "允允许许在在团队团队中中进进行来行来宾访问宾访问" 设置为 "开开"。
6. 对其他来宾设置进行所需的更改，然后单击 "保存保存"。

"团队来宾" 设置可能需要24小时才能在打开后变为活动状态。

团队使用适用于团队成员资格的 Office 365 组。 必须打开 Office 365 组来宾设置，才能使团队中的来宾访问能够
正常工作。

设置 Office 365 组来宾设置

1. 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设设置置"。

https://admin.microsoft.com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共享设置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默认链接设置

2. 单击 "服服务务" & 外接程序外接程序。

3. 在列表中，单击 " Office 365 组组"。
4. 确保将组织组织外部的成外部的成员访问组员访问组内容内容和允允许组许组所有者将所有者将组织组织外部的人外部的人员员添加到添加到组组复选框均选中。

5. 如果进行了更改，请单击 "保存更改保存更改"。

工作组内容（如文件、文件夹和列表）都存储在 SharePoint 中。 为使来宾能够访问团队中的这些项目，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共享设置必须允许与来宾共享。

组织级别设置决定了可用于单个网站的设置，包括与团队相关的网站。 网站设置不能比组织级别设置更具有更好
的许可。

如果要允许与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请选择 "任何人任何人"。 如果要确保所有来宾都必须进行身份验
证，请选择 "新建新建" 和和  "现现有来有来宾宾"。 选择组织中的任何网站将需要的 "最高" 设置。

设置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共享设置

1. 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在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下，单击 " SharePoint"。
2.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共享共享”。
3. 确保将 SharePoint 的 "外部共享" 设置为 "任何人任何人" 或 "新的和新的和现现有的来有的来宾宾"。
4. 如果进行了任何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默认的文件和文件夹链接设置确定在用户共享文件或文件夹时，默认情况下向用户显示的链接选项。 如果需要，用
户可以在共享之前将链接类型更改为其他选项之一。

请注意，此设置会影响组织中的所有团队和 SharePoint 网站。

选择当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时默认选择的链接类型：

任何具有任何具有链链接的人接的人-如果您希望执行大量未经身份验证的文件和文件夹共享，请选择此选项。 如果要允许任何
人链接，但担心意外的共享，请考虑其他选项之一作为默认选项。 仅当您已启用任何任何共享时，此链接类型才可
用。

仅仅限限组织组织中的人中的人员员-如果您希望大多数文件和文件夹共享与组织内部的人员共享，请选择此选项。
特定人特定人员员-如果您希望对来宾执行大量文件和文件夹共享，请考虑此选项。 此类型的链接可与来宾配合使用，并
要求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创建团队

SharePoint 网站级别共享设置

设置 SharePoint 组织级别的默认链接设置

1. 导航到 SharePoint 管理中心中的 "共享" 页面。
2. 在 "文件和文件文件和文件夹链夹链接接" 下，选择要使用的默认共享链接。
3. 如果进行了任何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下一步是创建计划用于与来宾协作的团队。

创建团队

1. 在团队中的 "团队团队" 选项卡上，单击 "加入" 或 "在左窗格底部创创建建团队团队"。
2. 单击 "创创建建团队团队"。
3. 单击 "从从头头开始构建开始构建团队团队"。
4. 选择 "专专用用" 或 "公共公共"。
5. 键入团队的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 "创创建建"。
6. 单击 "跳跳过过"。

我们将稍后邀请用户。 接下来，请务必检查与团队关联的 SharePoint 网站的网站级别共享设置。

检查网站级别的共享设置以确保它们允许此团队的访问类型。 例如，如果将组织级别设置设置为 "任何人任何人"，但希
望所有来宾都对此团队进行身份验证，请确保将网站级别的共享设置设置为 "新建新建" 和和  "现现有来有来宾宾"。



邀请用户

另请参阅

设置网站级共享设置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站点站点”，然后单击 “活活动动站点站点”。
2. 选择刚才创建的团队站点。
3. 在功能区中，单击 “共享共享”。
4. 确保将 "共享" 设置为 "任何人任何人" 或 "新的和新的和现现有的来有的来宾宾"。
5. 如果进行了任何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现在已配置来宾共享设置，因此您可以开始向团队添加内部用户和来宾。

向团队邀请内部用户

1. 在团队中，单击 "更多更多选项选项" （**），然后单击 "添加成添加成员员"。
2. 键入要邀请的人员的姓名。
3. 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单击“关关闭闭”。

向团队邀请来宾

1. 在团队中，单击 "更多更多选项选项" （**），然后单击 "添加成添加成员员"。
2. 键入要邀请的来宾的电子邮件地址。
3. 单击 "编辑编辑来来宾宾信息信息"。
4. 键入来宾的全名并单击复选标记。
5. 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单击“关关闭闭”。

有关与未经认证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的最佳做法

与来宾共享时限制文件意外曝光

Create a secure guest sharing environment（创建安全的来宾共享环境）

使用受管理的来宾创建 B2B extranet



有关与身份未经验证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的最佳

做法
2019/12/11 •

NOTENOTE

设置“任何人”链接的到期日期

设置链接权限

未经身份验证共享（任何人链接）非常方便，在各种情景中都很有用。 任何人链接是最简单的共享方式：用户无需身
份验证即可打开链接，并可将其自由传递给其他人。

通常情况下，并非组织中的所有内容都适合未经身份验证共享。 本文介绍了一些可用选项，这些选项可帮助你创
建一个环境，让你的用户能在其中未经身份验证共享文件和文件夹，但其中也有安全措施来帮助你保护组织的内

容。

若要正常使用未经身份验证共享功能，必须为你的组织以及要使用的各个网站或团队启用该功能。 对于你希望启用该功能的
情景，请参阅与组织外部人员协作。

文件通常在网站、组和团队中存储很长一段时间。 偶尔有些数据保留策略会要求将文件保留几年时间。 如果与未
经身份验证人员共享此类文件，可能会导致将来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访问和更改文件。 为了降低这种可能性，可
为任何人链接配置到期时间。

任何人链接到期后，不能再将其用于访问内容。

设置“任何人”链接的到期日期

1. 打开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共享共享”。
3. 在“‘任何人任何人 ’链链接的高接的高级设级设置置”下，选中“这这些些链链接必接必须须在在这这些天数内些天数内过过期期”复选框。

4. 在输入框中键入天数，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请注意，任何人链接到期后，可以使用新的“任何人”链接重新共享该文件或文件夹。

默认情况下，文件的任何人链接允许用户编辑文件，而文件夹的任何人链接允许用户编辑和查看其中的文件以及

向文件夹上传新文件。 可单独将这些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更改为“仅查看”。

如果希望允许未经身份验证共享，但担心未经身份验证的人员修改组织的内容，可考虑将文件和文件夹权限设置

为“查查看看”。

设置“任何人”链接权限



将默认链接类型设置为仅适用于组织内部人员

防范恶意文件

1. 打开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共享共享”。
3. 在“‘任何人任何人 ’链链接的高接的高级设级设置置”下，选择要使用的文件和文件夹权限。

“任何人”链接设置为“查查看看”后，用户仍可与来宾共享文件和文件夹，并可使用特定人员链接为其提供编辑权限。 这
些链接要求组织外人员作为来宾进行身份验证，并且你可以跟踪和审核使用这些链接共享的文件和文件夹上的来

宾活动。

为组织启用任何人共享后，通常将默认共享链接设置为“任何人任何人”。 虽然这对用户来说非常方便，但是会增加意外
的未经身份验证的共享风险。 如果用户忘记在共享敏感文档时更改链接类型，可能会意外地创建不需要身份验证
的共享链接。

你可以通过将默认链接设置更改为仅适用于组织内部人员的链接来降低此风险。 确实需要未经身份验证共享的用
户，则必须明确选择该选项。

设置默认的文件和文件夹共享链接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共享共享”。
2. 在“文件和文件文件和文件夹链夹链接接”下，选中“仅仅限限组织组织中的人中的人员员”。

3. 单击“保存保存”

如果允许匿名用户上传文件，可能会增加他人上载恶意文件的风险。 在 Microsoft 365 中，可使用高级威胁防护中
的安全附件功能自动扫描上传的文件并隔离发现的不安全文件。

启用安全附件

1. 打开 Microsoft 365 安全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策略策略”。
3. 在“威威胁胁防防护护”下，单击“ATP 安全附件安全附件(Office 365)”。
4. 选中“为为  SharePoint、、OneDrive 和和  Microsoft Teams 启用启用  ATP”复选框，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https://security.microsoft.com


将版权信息添加到文件

另请参阅

如果在 Microsoft 365 合规管理中心使用灵敏度标签，则可以配置标签，以便自动向组织的 Office 文档添加水印或
页眉/页脚。 通过这种方法，可确保共享文件包含版权或其他所有权信息。

向带标签的文件添加页脚

1. 打开 Microsoft 365 合规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中的“分分类类”下，单击“敏感度敏感度标签标签”。
3. 单击要添加页脚的标签，然后单击“编辑标签编辑标签”。
4. 单击“内容内容标记标记”选项卡，然后打开打开内容标记。
5. 选中要添加的文本类型的复选框，然后单击“自定自定义义文本文本”。
6. 键入要添加到文档中的文本，选择所需的文本选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7. 单击“保存保存”，然后单击“关关闭闭”。

为标签启用内容标记后，用户应用该标签时，你指定的文本将添加到 Office 文档。

敏感度标签概述

与来宾共享时限制文件意外曝光

创建安全的来宾共享环境

https://compliance.microsoft.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sensitivity-labels


在与组织外人员共享文件时限制意外公开信息
2019/12/11 •

对“任何人”链接使用最佳做法

关闭“任何人”链接

与组织外人员共享文件和文件夹时，可通过多种方法来降低意外共享机密信息的机率。 可从本文中的选项中进行
选择，以最好地满足贵组织的需求。

如果贵组织中的人员需要进行未经身份验证共享，但你担心未经身份验证的人员修改内容，请阅读未经身份验证

共享的最佳做法，获取有关如何处理贵组织中的未经身份验证共享的指南。

建议对相应内容保持启用 “任何人” 链接，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共享方法，可帮助降低用户查找超出 IT 部门控制范围
的其他解决方案的风险。 可以将“任何人”链接转发给其他人，但是文件访问权只可用于拥有该链接的人。

如果始终希望组织外人员在访问 SharePoint、组或团队中的内容时进行身份验证，则可关闭“任何人”共享。 这将能
够防止用户未经验证身份而共享内容。

如果禁用“任何人”链接，用户仍然可以使用“特定人员”链接与来宾轻松共享。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所有组织外人
员进行身份验证，然后才能访问共享内容。

根据你的需要，可以针对特定网站或整个组织禁用“任何人”链接。

关闭组织的 “任何人” 链接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共享共享”。
2. 将 SharePoint 外部共享设置设为 “新来新来宾宾和和现现有来有来宾宾”。

3. 单击 “保存保存”。

关闭站点的 “任何人” 链接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站点站点”，然后单击 “活活动动站点站点”。
2. 选择刚才创建的团队站点。
3. 在功能区中，单击 “共享共享”。
4. 确保将共享设置为 “新来新来宾宾和和现现有来有来宾宾”。



域筛选

5. 如果进行了任何更改，请单击 “保存保存”。

可使用域允许或拒绝列表确定用户与组织外人员共享的域名。

使用允许列表，可以指定贵组织中用户可与组织外人员共享的域名列表。 禁止与他人共享域名。 如果贵组织仅从
特定域的列表中与人员进行协作，则可以使用此功能阻止与其他域共享。

使用拒绝列表，可以指定贵组织用户无法与组织外人员共享的域名列表。 禁止共享列出的域名。 如果有竞争对手
（例如想要阻止其访问组织中的内容的人员），此功能可能非常有用。

允许列表和拒绝列表仅影响与来宾的共享。 如果尚未禁用用户，用户仍可使用“任何人”链接与被禁止域中的人员
共享。 若要使用域允许和拒绝列表获得最佳结果，请考虑按上面所述禁用“任何人”链接。

为组织外人员设置域允许或拒绝列表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共享共享”。
2. 在 “用于外部共享的高用于外部共享的高级设级设置置” 下，选中 “限制外部共享限制外部共享(按域按域)” 复选框。
3. 单击 “添加域添加域”。
4. 选择是否要阻止域，键入域，然后单击 “确定确定”。

5. 单击 “保存保存”。

如果想要在高于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的级别限制按域共享，则可以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允许或阻止来
自特定组织的 B2B 用户的邀请。 （必须配置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与 Azure AD B2B Preview 的集成，这些设置
才会影响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b2b/allow-deny-list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sharepoint-azureb2b-integration-preview


限制与外部组织人员共享的文件、文件夹和站点至指定安全组。

另请参阅

可以将于组织外人员共享的文件、文件见和站点限定至指定安全组的成员。 如果希望启用外部共享，但有批准工
作流或请求流程，则此功能非常有用。

限制与安全组成员进行外部共享

1. 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共享共享”。
2. 在 “其他其他设设置置” 下， 按照 “将外部共享的范将外部共享的范围围限制到特定安全限制到特定安全组组” 链接操作。
3. 在 “可可进进行行组织组织外共享的人外共享的人员员” 下，选中复选框之一或全部选中：a. “仅让仅让所所选选安全安全组组中的用中的用户户与已与已验证验证的的

外部用外部用户户共享共享” 以指定可与已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共享的安全组。 “仅让仅让所所选选安全安全组组中的用中的用户户使用匿名使用匿名链链接接

与已与已验证验证的外部用的外部用户户共享共享” 以指定可使用“任何人”链接与已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共享的安全组。
4. 单击 “确定确定”。

请注意，这会影响文件、文件夹和站点，但不会影响 Office 365 组或团队。 当成员将来宾邀请到 Microsoft Teams
中的私有 Office 365 组或私人团队中时，该邀请会发送给组或团队所有者进行审批。

创建安全的来宾共享环境

有关与匿名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的最佳做法



创建安全的来宾共享环境
2019/12/8 •

为来宾设置多重身份验证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设置来宾的使用条款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多种在 Microsoft 365 中创建安全来宾共享环境的选项。 这是一个示例方案，可让你大致
了解可用选项。 你可以在不同的组合中使用这些过程，以满足组织的安全性和合规性需求。 在本文末尾，我们将
演练一个测试案例，介绍其中的一些选项如何协同工作。

此方案包括：

为来宾设置多重身份验证。

设置来宾的使用条款。

设置每季度来宾访问评审，以定期验证来宾是否继续需要团队和站点的权限。

限制来宾仅对非托管设备进行仅 Web 访问。
配置会话超时策略，确保来宾每天进行身份验证。

创建和发布敏感度标签以对内容进行分类。

为高度机密项目创建敏感信息类型。

自动为包含敏感信息类型的文档分配高度机密标签。

自动从标记为高度机密的文件中删除来宾访问。

本文中所述的某些选项要求来宾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具有帐户。 若要确保在与来宾共享文件和文件夹时
在目录中包含这些来宾，请使用与 Azure AD B2B 预览版的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集成。

请注意，我们不在本文中讨论如何启用来宾共享设置。 有关为不同方案启用来宾共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与组织
外部人员进行协作。

多重身份验证可显著降低帐户被盗的机率。 由于来宾用户对个人电子邮件帐户的使用可能不符合任何管理策略
或最佳做法，因此要求对来宾进行多重身份验证尤为重要。 如果来宾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被盗，则要求进行双重
身份验证可显著降低未知方获得对网站和文件的访问权限的机率。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条件访问策略为来宾设置多重身份验证。

为来宾设置多重身份验证

1. 在 Microsoft Azure 中，搜索“条件访问”。
2. 在“条件条件访问访问  - 策略策略”边栏选项卡上，单击“新建策略新建策略”。
3. 在“名称名称”字段中，键入“来宾 MFA”。
4. 在“分配分配”下，单击“用用户户和和组组”。
5. 在“用用户户和和组组”边栏选项卡上，选择“选择选择用用户户和和组组”，选中“所有来所有来宾宾和外部用和外部用户户”复选框，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6. 在“访问访问控制控制”下，单击“授予授予”。
7. 在“授予授予”边栏选项卡上，选中“要求多重身份要求多重身份验证验证”复选框，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8. 在“新建新建”边栏选项卡中的“启用策略启用策略”下面，单击“打开打开”，然后单击“创创建建”。

现在，来宾需要在多重身份验证中进行注册，然后才能访问共享内容、网站或团队。

规划基于云的 Azure 多重身份验证部署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sharepoint-azureb2b-integration-pre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collaborating-with-people-outside-your-organiz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uthentication/howto-mfa-getstarted


通常，来宾用户可能未与贵组织签署保密协议或其他法律协议。 你可以要求来宾在访问与之共享的文件之前同意
使用条款。 可在他们首次尝试访问共享文件或网站时显示使用条款。

若要创建使用条款，首先需要在 Word 或其他创作程序中创建文档，然后将其另存为 pdf 文件。 然后，可将该文
件上传到 Azure AD。

创建 Azure AD 使用条款

1. 以全局管理员、安全管理员或条件访问管理员的身份登录到 Azure。
2. 导航到“使用条款”。
3. 单击“新建条款新建条款”。

4. 在“名称名称”和“显显示名称示名称”框中，键入“来宾使用条款”。
5. 对于“使用条款文档使用条款文档”，浏览至你创建的 pdf 文件并选择它。
6. 选择使用条款文档的语言。
7. 将“要求用要求用户户展开使用条款展开使用条款”设置为“打开打开”。
8. 在“条件条件访问访问”下的“强强制制实实施条件施条件访问访问策略模板策略模板”列表中，选择“稍后稍后创创建条件建条件访问访问策略策略”。
9. 单击“创创建建”。

创建使用条款后，下一步是创建用于显示来宾用户的使用条款的条件访问策略。

创建条件访问策略

1. 在 Microsoft Azure 中，搜索“条件访问”。
2. 在“条件条件访问访问  - 策略策略”边栏选项卡上，单击“新建策略新建策略”。
3. 在“名称名称”框中，键入“来宾用户使用条款策略”。
4. 在“分配分配”下，单击“用用户户和和组组”。
5. 在“用用户户和和组组”边栏选项卡上，选择“选择选择用用户户和和组组”，选中“所有来所有来宾宾和外部用和外部用户户”复选框，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6. 在“分配分配”下，单击“云云应应用或操作用或操作”。
7. 在“包括包括”选项卡上，选择“选择应选择应用用”，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8. 在“选择选择”边栏选项卡上，选择“Microsoft Teams”、“Office 365 SharePoint Online”和“Outlook Groups”，
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9. 在“云云应应用或操作用或操作”边栏选项卡上，单击“完成完成”。
10. 在“访问访问控制控制”下，单击“授予授予”。
11. 在“授予授予”边栏选项卡上，选择“来来宾宾使用条款使用条款”，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12. 在“新建新建”边栏选项卡中的“启用策略启用策略”下面，单击“打开打开”，然后单击“创创建建”。

现在，当来宾用户首次尝试访问组织中的内容、团队或网站时，必须接受使用条款。

https://aka.ms/ca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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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来宾访问评审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使用条款

借助 Azure AD 中的访问评审功能，可以自动定期评审用户对各个团队和组的访问权限。 通过特别要求对来宾进
行访问评审，可帮助确保来宾用户在规定时间内拥有对组织敏感信息的访问权限。

访问评审可以组织成计划。 计划是一组类似的访问评审，可用于组织访问评审以进行报告和审核。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创建一个用于来宾访问评审的计划。

创建计划

1. 登录到 Azure 门户并打开 Identity Governance 页面。
2. 在左侧菜单中，单击“计计划划”
3. 单击“新建新建计计划划”。
4. 在“名称名称”框中，键入“来宾访问评审计划”。
5. 在“说说明明”框中，键入“来宾访问评审的计划”。
6. 单击“创创建建”。

创建计划后，即可创建来宾访问评审并将其与计划关联。

设置来宾用户访问评审

1. 在 Identity Governance 页面上的左侧菜单中，单击“访问评审访问评审”。
2. 单击“新建新建访问评审访问评审”。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conditional-access/terms-of-use
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erm/dashboardblade
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erm/dashboard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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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名称名称”框中，键入“每季度来宾访问评审”。
4. 对于“频频率率”，选择“每季度每季度”。
5. 对于“结结束束”，选择“从不从不”。
6. 对于“范范围围”，选择“仅仅限来限来宾宾用用户户”。
7. 单击“组组”，选择要包括在访问评审中的组，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8. 在“计计划划”下，单击“链链接到接到计计划划”。
9. 在“选择计选择计划划”边栏选项卡上，选择“来来宾访问评审计宾访问评审计划划”

10. 单击“开始开始”。

将为你指定的每个组创建一个单独的访问评审。 每个组的组所有者将在每季度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用于批准或拒
绝来宾访问其组。

请务必注意，可以向来宾授予对团队或组的访问权限，也可以授予对各个文件和文件夹的访问权限。 授予对文件
和文件夹的访问权限时，可能不会将来宾添加到任何特定组。 如果想要对不属于团队或组的来宾用户执行访问评
审，可在 Azure AD 中创建一个动态组，以包含所有来宾并为该组创建访问评审。

使用 Azure AD 访问评审管理来宾访问权限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governance/manage-guest-access-with-access-reviews


为来宾用户设置仅 Web 访问权限

为来宾用户配置会话超时

在 Azure AD 访问评审中针对组或应用程序创建访问评审

通过要求来宾用户仅使用 Web 浏览器来访问团队、网站和文件，可以减少攻击面并简化管理。 这是通过 Azure
AD 条件访问策略完成的。

限制来宾进行仅 Web 访问

1. 在 Microsoft Azure 中，搜索“条件访问”。
2. 在“条件条件访问访问  - 策略策略”边栏选项卡上，单击“新建策略新建策略”。
3. 在“名称名称”框中，键入“来宾用户浏览器访问”。
4. 在“分配分配”下，单击“用用户户和和组组”。
5. 在“用用户户和和组组”边栏选项卡上，选择“选择选择用用户户和和组组”，选中“所有来所有来宾宾和外部用和外部用户户”复选框，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6. 在“分配分配”下，单击“云云应应用或操作用或操作”。
7. 在“包括包括”选项卡上，选择“选择应选择应用用”，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8. 在“选择选择”边栏选项卡上，选择“Microsoft Teams”、“Office 365 SharePoint Online”和“Outlook Groups”，
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9. 在“云云应应用或操作用或操作”边栏选项卡上，单击“完成完成”。
10. 在“分配分配”下，单击“条件条件”。
11. 在“条件条件”边栏选项卡上，单击“客客户户端端应应用用”。
12. 在“客客户户端端应应用用”边栏选项卡上，为“配置配置”单击“是是”，然后选择“移移动应动应用和桌面客用和桌面客户户端端”和“新式身份新式身份验证验证客客户户

端端”设置。

13. 单击“完成完成”，然后在“条件条件”边栏选项卡上，再次单击“完成完成”。
14. 在“访问访问控制控制”下，单击“授予授予”。
15. 在“授予授予”边栏选项卡上，选择“需要需要标记为标记为兼容的兼容的设备设备”和“需要加入混合需要加入混合  Azure AD 的的设备设备”。
16. 在“对对于多个控件于多个控件”，选择“需要某一已需要某一已选选控件控件”，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17. 在“新建新建”边栏选项卡中的“启用策略启用策略”下面，单击“打开打开”，然后单击“创创建建”。

如果来宾用户的设备不安全，则定期要求来宾进行身份验证可以降低未知用户访问组织内容的可能性。 可以在
Azure AD 中为来宾用户配置会话超时条件访问策略。

配置来宾会话超时策略

1. 在 Microsoft Azure 中，搜索“条件访问”。
2. 在“条件条件访问访问  - 策略策略”边栏选项卡上，单击“新建策略新建策略”。
3. 在“名称名称”框中，键入“来宾会话超时”。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governance/create-access-review


创建敏感度标签

4. 在“分配分配”下，单击“用用户户和和组组”。
5. 在“用用户户和和组组”边栏选项卡上，选择“选择选择用用户户和和组组”，选中“所有来所有来宾宾和外部用和外部用户户”复选框，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6. 在“分配分配”下，单击“云云应应用或操作用或操作”。
7. 在“包括包括”选项卡上，选择“选择应选择应用用”，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8. 在“选择选择”边栏选项卡上，选择“Microsoft Teams”、“Office 365 SharePoint Online”和“Outlook Groups”，
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9. 在“云云应应用或操作用或操作”边栏选项卡上，单击“完成完成”。
10. 在“访问访问控制控制”下，单击“会会话话”。
11. 在“会会话话”边栏选项卡上，选择“登登录频录频率率”。
12. 为时间段选择 1 和“天天”，然后单击“选择选择”。
13. 在“新建新建”边栏选项卡中的“启用策略启用策略”下面，单击“打开打开”，然后单击“创创建建”。

可通过多种方式使用敏感度标签来分类和保护组织的信息。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标签来帮助管理来
宾对共享文件和文件夹的访问。

首先，我们将在 Microsoft 365 合规中心创建三个敏感度标签：

常规

机密

高度机密

请按下列步骤创建“常规”和“机密”标签。

创建分类标签（常规和机密）

1. 在 Microsoft 365 合规中心的左侧导航中，展开“分分类类”，然后单击“敏感度敏感度标签标签”。
2. 单击“创创建建标签标签”。
3. 在“标签标签名称名称”中，键入“常规”或“机密”。
4. 在“工具提示工具提示”中，键入“可与员工、来宾和合作伙伴共享的常规信息”或“仅与员工和授权来宾共享的机密信
息”，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5. 让加密保持“关关闭闭”，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6. 让内容标记保持“关关闭闭”，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7. 让终结点数据丢失防护保持“关关闭闭”，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让自动标记保持“关关闭闭”，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9. 单击“创创建建”。

使用“高度机密”标签，为带有标签的文档自动添加水印。

创建分类标签（高度机密）

1. 单击“创创建建标签标签”。
2. 在“标签标签名称名称”中，键入“高度机密”。
3. 在“工具提示工具提示”中，键入“高度机密信息。不要与来宾共享”，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4. 让加密保持“关关闭闭”，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5. 将内容标记设为“打开打开”，选中“添加添加页页眉眉”复选框，然后单击“自定自定义义文本文本”。
6. 为页眉文本键入“高度机密”，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7. 在“内容内容标记标记”页面上，将内容标记设为“打开打开”。
8. 选中“添加水印添加水印”复选框，然后单击“自定自定义义文本文本”。
9. 对于“水印文本水印文本”，请键入“高度机密”。

10. 为“字号字号”键入 24，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https://compliance.microsoft.com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为高度机密项目创建敏感信息类型

11. 在“内容内容标记标记”页面上，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12. 让终结点数据丢失防护保持“关关闭闭”，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13. 让自动标记保持“关关闭闭”，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14. 单击“创创建建”。

创建标签后，下一步是发布它们。

发布标签

1. 在“敏感度敏感度标签标签”页面上，单击“发发布布标签标签”。
2. 单击“选择选择要要发发布的布的标签标签”。
3. 单击“添加添加”，选择创建的标签，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4. 单击“完成完成”。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6. 将用户和组设置保留为“全部全部”，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7. 在“默默认认将此将此标签应标签应用于文档和用于文档和电电子子邮邮件件”列表中，选择“常常规规”，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在“策略策略设设置置”页面上，为名称键入“文档敏感度”，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9. 单击“发发布布”。

发布标签后，Office 桌面应用的用户就可以使用它们。 当用户应用高度机密高度机密标签时，水印会自动添加到文档中。

敏感度标签概述

敏感信息类型是预定义的字符串，可以在策略工作流中使用这些字符串来强制执行合规性要求。 Microsoft 365
合规中心提供一百多种敏感信息类型，包括驾驶执照号码、信用卡号、银行帐号等。

你可以创建自定义敏感信息类型，以帮助管理特定于组织的内容。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为高度机密项目创建自定
义敏感信息类型。 然后，可使用此敏感信息类型自动应用分类标签。

创建敏感信息类型

1. 在 Microsoft 365 合规中心的左侧导航中，展开“分分类类”，然后单击“敏感信息敏感信息类类型型”。
2. 单击“创创建建”。
3. 对于“名称名称”和“说说明明”，键入“土星土星项项目目”，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4. 单击“添加元素添加元素”。
5. 在“检测检测内容包含内容包含”列表上，选择“关关键键字字”，然后在“关键字”框中键入“土星项目”。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sensitivity-labels
https://compliance.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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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根据敏感信息类型分配标签的策略

NOTENOTE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创建用于删除来宾对高度机密文件的访问权限的策略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再单击“完成完成”。
7. 如果系统询问你是否要测试敏感信息类型，请单击“否否”。

自定义敏感信息类型

创建敏感信息类型后，可以在 Microsoft Cloud App Security 中创建文件策略，以将“高度机密”标签自动应用于包
含“土星项目”字符串的文档。

可通过复制过程在 Cloud App Security 中使用敏感度标签。 你可能无法立即看到可用于某一策略的标签。

创建基于敏感信息类型的文件策略

1. 打开 Microsoft Cloud App Security。
2. 在左侧导航中，展开“控制控制”，然后单击“策略策略”。
3. 单击“创创建策略建策略”，然后选择“文件策略文件策略”。
4. 对于“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土星项目标记”。
5. 在“创创建一个建一个筛选筛选器，器，筛选筛选出即将出即将应应用此策略的文件用此策略的文件”下，单击 X 两次以删除默认筛选器。
6. 在“选择筛选选择筛选器器”列表中选择“应应用用”，然后从“选择应选择应用用 ...”列表中选择 Microsoft SharePoint Online。
7. 在“检查检查方法方法”下，选择“数据分数据分类类服服务务”。
8. 在“选择检查类选择检查类型型”列表上，选择“敏感信息敏感信息类类型型”。
9. 搜索并选择“土星项目”敏感度标签，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10. 在“治理治理”下，展开 Microsoft SharePoint Online。
11. 选中“应应用分用分类标签类标签”复选框，然后选择“高度机密高度机密”标签。
12. 单击“创创建建”。

实施策略后，当用户在文档中键入“土星项目”时，Cloud App Security 在扫描文件时将自动应用高度机密标签。

文件策略

在本文的示例中，不应将带有“高度机密”标签的文件与来宾共享。 可以在 Cloud App Security 中创建一个文件策
略，该策略会自动从带有该标签的文件中删除来宾访问权限。

请注意，这不会阻止用户共享或重新共享这些文件。 对于存储在允许来宾共享的网站中的文件，仍依靠用户来执
行你的治理策略。 但是，这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可用于从与来宾共享后添加了机密信息的文件中删除来宾访问权
限。

创建基于标签的文件策略

1. 打开 Microsoft Cloud App Security。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ustom-sensitive-info-types
https://portal.cloudappsecurity.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cloud-app-security/data-protection-policies
https://portal.cloudappsecurity.com


测试解决方案

另请参阅

2. 在左侧导航中，展开“控制控制”，然后单击“策略策略”。
3. 单击“创创建策略建策略”，然后选择“文件策略文件策略”。
4. 对于“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土星项目 - 删除来宾访问权限”。
5. 在“创创建一个建一个筛选筛选器，器，筛选筛选出即将出即将应应用此策略的文件用此策略的文件”下，单击 X 两次以删除默认筛选器。
6. 在“选择筛选选择筛选器器”列表中选择“应应用用”，然后从“选择应选择应用用 ...”列表中选择 Microsoft SharePoint Online。
7. 单击“添加添加筛选筛选器器”。
8. 在“选择筛选选择筛选器器”列表中，选择“分分类标签类标签”，然后从“选择筛选选择筛选器器 ...”列表中选择“Azure 信息保信息保护护”。
9. 在“选择选择分分类标签类标签”列表中，选择“高度机密高度机密”。

10. 在“治理治理”下，展开 Microsoft SharePoint Online。
11. 选中“向文件所有者向文件所有者发发送策略匹配摘要送策略匹配摘要”和“删删除外部用除外部用户户”复选框。
12. 对于自定义通知消息，请键入“此文件是高度机密文件。公司策略禁止与来宾共享该文件”。
13. 单击“创创建建”。

请务必注意，该策略将删除使用特定人员链接共享的文件的访问权限。 它不会从未认证（任何人）链接中删除访问
权限。 如果来宾是整个网站或团队的成员，也不会删除其访问权限。 如果计划将网站或团队中的高度机密文档与
来宾成员进行共享，请考虑使用 Teams 中的私人频道并仅允许组织成员在私人频道中共享。

若要测试本文中所述的解决方案，请创建一个 Word 文档并将其保存到文档库。 与来宾用户共享文件。 当来宾尝
试访问该文档时，应要求他们在多重身份验证中注册，然后接受使用条款。

一旦来宾有权访问文档，请在文档中键入“土星项目”并进行保存。 Cloud App Security 扫描文档后，应该应用“高
度机密”标签，并且来宾用户将不再有权访问它。

可使用本文中所述的各种组合工具，帮助为组织创建高效而安全的来宾共享环境。

与来宾共享时限制文件意外曝光

有关与未经认证用户共享文件和文件夹的最佳做法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60ef929a-4d68-418b-bf4f-5784db184ec9


使用受管理的来宾创建 B2B extranet
2019/12/18 •

连接合作伙伴组织

选择要共享的资源

您可以使用Azure Active Directory 权限管理创建 B2B extranet，以与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合作伙伴组织
进行协作。 这样，用户可以在 extranet 网站或团队中自行注册，并通过审批工作流接收访问权限。

通过这种共享资源进行协作的方法，合作伙伴组织可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终端上维护和批准来宾用户，减少 IT 部
门的负担，并允许最熟悉协作协议的人管理用户访问.

本文逐步介绍了如何创建可通过自助服务访问注册模型与合作伙伴组织共享的资源包（在此示例中为网站或团

队）。

在开始之前，请创建要与合作伙伴组织共享的网站或团队，并为其启用来宾共享。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网站中
与来宾进行协作或与团队中的来宾协作。 我们还建议您查看 "创建安全来宾共享环境"，以获取有关安全和合规性
功能的信息，您可以使用这些功能来帮助维护与来宾协作时的管理策略。

为了从合作伙伴组织中邀请来宾，您需要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将合作伙伴的域添加为连接的组织。

添加已连接的组织

1. 在 "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单击 "身份治理身份治理"。

2. 单击 "连连接的接的组织组织"。

3. 单击 "添加已添加已连连接的接的组织组织"。

4. 键入组织的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Directory + 域域"。

5. 单击 "添加目添加目录录  + 域域"。

6. 键入要连接的组织的域，然后单击 "添加添加"。

7. 单击 "连连接接"，然后单击 "下一步：主下一步：主办办方方"。

8. 添加你的组织或你要连接到的组织中的人员，以批准来宾用户的访问权限。

9. 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审阅审阅  + 创创建建"。

10. 查看您选择的设置，然后单击 "创创建建"。

选择要与合作伙伴组织共享的资源的第一步是创建要包含它们的目录。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governance/entitlement-management-overview
https://aad.portal.azure.com


创建目录

1. 在 "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单击 "身份治理身份治理"。

2. 单击 "目目录录"。

3. 单击 "新建目新建目录录"。

4. 键入目录的名称和说明，并确保为为外部用外部用户户****启用启用和启用两者都设置为 "是是"。

5. 单击“创创建建”。

创建目录后，添加要与合作伙伴组织共享的 SharePoint 网站或团队。

将资源添加到目录

1. 在 Azure AD 标识管理中，单击 "目目录录"，然后单击要在其中添加资源的目录。

2. 单击 "资资源源"，然后单击 "添加添加资资源源"。

3. 选择要包含在 extranet 中的团队或 SharePoint 网站，然后单击 "添加添加"。

在定义了要共享的资源后，下一步是创建访问包，该程序包将定义合作伙伴用户授予的访问类型和请求访问的新合

作伙伴用户的审批流程。

创建访问包

1. 在 Azure AD 标识管理中，单击 "目目录录"，然后单击要在其中创建访问包的目录。

2. 单击 "访问访问包包"，然后单击 "新建新建  Access 程序包程序包"。

3. 键入访问包的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资资源角色源角色"。

4. 从目录中选择要用于 extranet 的资源。

5. 对于每个资源，在 "角色角色" 列中，选择要为使用 extranet 的来宾用户授予的用户角色。

6. 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请请求求"。

7. 在 "可可请请求求访问权访问权限的用限的用户户" 下，选择 "不在你的目不在你的目录录中的用中的用户户"。

https://aad.portal.azure.com


8. 确保选择了 "连连接的特定接的特定组织组织" 选项，然后单击 "添加目添加目录录"。

9. 选择您之前添加的已连接的组织，然后单击 "选择选择"

10. 在 "审审批批" 下，选择 "是是" 以以  " 需要需要审审批批"。

11. 在 "首次首次审审批者批者" 下，选择您之前添加的某个发起人或选择特定用户。

12. 单击 "添加回退添加回退" 并选择一个回退审批者。

13. 在 "启用启用" 下，选择 "是是"。

14. 单击 "下一步：生命周期下一步：生命周期"。

15. 选择要使用的过期和访问检查设置，然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审阅审阅  + 创创建建"。

16. 查看您的设置，然后单击 "创创建建"。

如果要与大型组织合作，您可能希望隐藏该访问包。 如果包处于隐藏状态，则合作伙伴组织中的用户将不会在其
"我的 Access " 门户上看到该程序包。 相反，必须向其发送直接链接以注册该包。 隐藏访问包可以减少不适当的访
问请求数，还可以帮助保留组织在合作伙伴组织门户中的可用访问包。

将访问包设置为隐藏

1. 在 Azure AD 标识管理中，单击 "访问访问包包"，然后单击您的访问包。

2. 在 "概述概述" 页上，单击 "编辑编辑"。

3. 在 "属性属性" 下，为 "隐隐藏藏  " 选择选择  "是是" ，然后单击 "保存保存"。



邀请合作伙伴用户

另请参阅

如果将访问包设置为 "隐藏"，则需要向合作伙伴组织发送直接链接，以便他们可以请求访问您的网站或团队。

查找访问门户链接

1. 在 Azure AD 标识管理中，单击 "访问访问包包"，然后单击您的访问包。

2. 在 "概述概述" 页上，单击 "我的我的访问门户访问门户" 链链接接的 "复制到剪复制到剪贴贴板板" 链接。

复制链接后，可以将其与合作伙伴组织的联系人共享，并可将其发送给协作团队中的用户。

创建安全的来宾共享环境



如何查看 Office 365 服务运行状况
2020/1/15 •

如何如何查查看服看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

您可以在管理中心的 "Office 365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 页上查看 microsoft 服务的运行状况，包括 web 上的 Office、
YAMMER、Microsoft Dynamics CRM 和 microsoft Intune 云服务。 If you are experiencing problems with a cloud
service, you can check the service health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is a known issue with a resolution in progress
before you call support or spend time troubleshooting.

如果无法登录到服务门户，则可以使用 "服务状态" 页来检查阻止你登录租户的已知问题。

NOTENOTE

1. 转到管理中心https://admin.microsoft.com，并使用管理员帐户登录。

分配为全局管理员或服务管理员角色的人员可以查看服务运行状况。 若要允许 Exchange、SharePoint 和 Skype for
Business 管理员查看服务运行状况，必须向他们分配服务管理员角色。 有关可查看服务运行状况的角色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关于管理员角色。

2. 如果您没有使用新管理中心，请在主页上，选择右上角的 "尝试尝试新管理中心新管理中心" 切换。

3. 若要查看服务运行状况，请在 "管理中心" 中，转到 "运行状况运行状况  > 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或选择 "主主页页" 仪仪表板表板上
的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卡片。 仪表板卡片指示是否存在活动的服务问题，以及指向详细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页面的链

接。

4. 在 "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 页上，将以表格格式显示每个云服务的运行状况状态。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microsoft-365-admin-center-preview?view=o365-worldwid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024339
https://status.office365.com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024339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admin/add-users/about-admin-roles?view=o365-worldwide#roles-available-in-the-microsoft-365-admin-center


TIPTIP

查查看已看已发发布服布服务务的运行状况的运行状况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所有服所有服务务" 选项卡（默认视图）显示所有服务及其当前运行状况状态。 图标和状状态态列指示每个服务的状态。 若要将
视图筛选为当前遇到事件的服务，请选择页面顶部的 "事件事件" 选项卡。 选择 "建建议议" 选项卡将仅显示当前已发布建议
的服务。 "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选项卡显示已解决的事件和建议的历史记录。

如果您遇到 Office 365 服务的问题，但未在 "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 页上看到它，请通过选择 "报报告告问题问题" 和 "填写短格式"
来告诉我们它。 我们将介绍其他组织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以查看问题的广泛程度，以及是否与我们的服务有
关。 如果是，我们会将其作为新事件或 "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 页上的公告添加，您可以在其中跟踪其解决方案。 如果您
在30分钟内未看到它显示在列表中，请考虑联系支持人员以解决此问题。

你也可以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Office 365 Admin 应用查看服务运行状况，这是一种通过推送通知随时获取最新消息的好方法。

在 "所有服所有服务务" 视图中，选择服务状态将打开 "建议" 或 "事件" 的摘要视图。

公告或事件摘要提供以下信息：

标题标题-问题的摘要。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27216


服服务务-受影响的服务的名称。
ID -问题的数字标识符。
状状态态-此问题对服务产生的影响。
开始开始时间时间-问题开始的时间。
上次更新上次更新时间-上次更新服务运行状况消息的时间。 我们会通过频繁的消息进行发布，让你知道我们在应用解决
方案时要做的进展。

选择 "问题标题" 以查看 "问题详细信息" 页，其中显示了有关该问题的详细信息，包括在处理解决方案时发布的所
有邮件的历史记录。



翻翻译译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服务运行状况说明是实时发布的，因此这些说明不会自动翻译成你的语言，并且服务事件的详细信息仅以英语形式

提供。若要翻译这些说明，请遵循以下步骤：

1. 转到翻译工具。

2. 在" 服服务务运行状况运行状况"页上，选择一个事件或公告。在" 显显示示详细详细信息信息"下，复制关于该问题的文本。

3. 在"翻译工具"中，粘贴文本，然后选择" 翻翻译译"。

https://www.bing.com/translator/


    

定定义义

TIPTIP

事件和公告事件和公告

如果服务显示公告，这意味着某问题正在影响一些用户，但该服

务仍然可用。公告中通常存在针对该问题的变通方法，并且该问

题可能是间歇性的，或其作用范围和对用户的影响有限。 

如果服务显示遇到活动事件，则说明遇到关键问题，且服务或其

主要功能目前不可用。例如，用户可能无法发送和接收电子邮

件，或无法登录。事件会对用户产生显著影响。对于正在进行的

事件，我们会在服务运行状况仪表板中提供有关调查、缓解措施

和解决方法确认的更新。 

状状态态定定义义

状状态态 定定义义

正在正在调查调查 我们已发现存在潜在问题，我们正在收集有关情况和影响范围

的详细信息。

服服务务降降级级 我们已确认存在可能影响服务或功能使用的问题。例如，如果服

务的执行速度比平常慢、存在间歇性中断或某功能运行不正常，

则可能看到此状态。

服服务务中断中断 如果我们确定某问题影响用户访问服务的能力，则你将看到此

状态。在本例中，问题十分重大且可持续重现。

正在正在还还原服原服务务 我们已确定问题成因，知晓需要采取的纠正措施，并正在将服务

恢复到正常状态。

延期恢复延期恢复 此状态表示正在执行纠正措施，为大多数用户恢复服务，但恢复

所有受影响的系统仍需一些时间。如果我们为了减轻影响，而在

实施永久解决措施前实施临时措施，你也可能看到此状态。

调查暂调查暂停停 如果对潜在问题的详细调查需要请求客户提供其他信息，以便

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则你将看到此状态。如果我们需要你的参

与，我们会告知你所需的数据或日志。

已已还还原服原服务务 我们确认纠正措施已解决基础问题，且服务已还原到正常状态。

若要了解出了什么问题，请查看问题详细信息。

已已发发布事件后布事件后报报告告 我们已发布了一个针对特定问题的公告事件报告，其中包括根

本原因信息和后续步骤，以确保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

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大多数情况下，服务将显示为正常，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服务出现问题时，该问题会标识为公告或事件，并显示当前
状态。

服务运行状况中不会显示计划内维护事件。可以通过" 消息中心消息中心"随时了解最新消息，从而跟踪计划内维护事件。筛选出分类
为"更改计划"的消息，了解发生更改的时间、其影响以及如何做好相应准备。请参阅 Office 365 中的消息中心获取更多详细信
息。

服务运行状况允许你查看当前运行状况状态，并查看在过去30天内受到影响的任何服务通知和事件的历史记录。 若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38fb3333-bfcc-4340-a37b-deda509c2093


提供反馈

另请参阅

要查看所有服务的过去运行状况，请在 "问题详细信息" 页上选择 "查查看看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显示在选定时间范围内发布的所有服务运行状况消息的列表，如下所示：

展开任意行以查看有关问题的更多详细信息。

有关我们对运行时间的承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中的透明操作。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向你及时、准确地提供仍在持续的问题的有用信息。若要告知我们采取的操作是否切实有效，请

选择一个星级评分。给我们评出 1 - 5 星的分数后，你可以提供有关任何特定详细信息的反馈。我们将使用你的反馈
微调服务运行状况系统。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的活动报告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869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0d6dfb17-8582-4172-a9a9-aed798150263


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2019/7/11 •

有关精细调整 Office 365 性能的文章

本文链接到培训课程、博客、文章和其他资源, 这些主题告诉您如何提高 Office 365 的性能。

本文是 Office 365 项目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的一部分。

请参阅 Paul Collinge 对Office 365 网络连接进行优化和故障排除前10个提示。

有关在 Office 365 中使用网络地址转换的信息, 请参阅使用 office 365 的 NAT 支持。

https://aka.ms/tune
https://blogs.technet.com/b/onthewire/archive/2014/06/18/top-10-tips-for-optimising-amp-troubleshooting-your-office-365-network-connectivity.aspx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2019/11/9 •

IMPORTANTIMPORTANT

您应该了解的有关 Office 365 性能的事项

IMPORTANTIMPORTANT

好的，性能问题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有几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检查 Office 365 与您的业务之间的连接性能，让您能够建立连接的粗略基准。 了解客户
端计算机连接的性能历史记录可帮助您及早检测新兴问题，识别和预测问题。

如果您没有使用过性能问题，本文旨在帮助您考虑一些常见问题，如如何知道您所看到的问题是性能问题而不是

Office 365 服务事件？ 如何规划最佳性能、长期？ 如何能够保持对性能的关注？ 如果您的团队或客户端在使用
Office 365 时发现性能低，并且您对上述任何问题感到疑惑，请继续阅读。

你的客你的客户户端和端和  Office 365 现现在是否有性能在是否有性能问题问题？？  按照针对 Office 365 的性能故障排除计划中概述的步骤进行操作。

Office 365 位于高容量专用 Microsoft 网络中，该网络不只受自动化的监视，而是真实人员。 维护 Office 365 云
的角色的一部分是在实现性能调整和简化的情况下进行优化。 由于 Office 365 云的客户端必须通过 Internet 进
行连接，因此在不同的 Office 365 服务中进行微调的速度也会不断提高。 性能改进决不会真正在云中停止，并且
在保持云正常运行和快速的情况方面有很多积累的体验。 如果从您的位置连接到 Office 365 时遇到性能问题，
最好不要从支持用例开始，再等待。 相反，应开始调查 "内部输出" 中的问题。 也就是说，从你的网络中开始，然
后向 Office 365 推出。 在使用 Office 365 支持打开事例之前，您可以收集数据并执行操作，并可能会解决问题。

请注意 Office 365 中的容量规划和限制。 当您尝试解决性能问题时，该信息将使您排在曲线的前面。 以下是指向Office 365
平台服务说明的链接。 这是一个中心中心，Office 365 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有一个从此处转到其自己的服务说明的链接。 这意
味着，如果您需要查看 SharePoint Online 的标准限制，请单击 " Sharepoint Online 服务说明" 并找到其 " sharepoint online
限制" 部分。

请务必进行故障排除，了解性能是一个可调的尺度，而不是将 idealized 值永久保留（如果您认为这是如此，则偶
尔会出现高带宽任务，如 "留出"大量用户或执行大型数据迁移将会非常紧张--因此需要对性能影响进行规划。 你
可以且应该能够大致了解性能目标，但很多变量在性能上会发挥作用，因此性能各不相同。 这就是性能的性质。

性能故障排除不涉及会议特定目标并无限期地维护这些号码，这是为了改进现有活动（假设所有变量）。

首先，你需要确保你遇到的问题确实是性能问题，而不是服务事件。 性能问题与 Office 365 中的服务事件不同。
下面介绍如何区分这些内容。

如果 Office 365 服务有问题，这就是服务事件。 您将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的 "当前运行状况当前运行状况" 下看到红色
或黄色图标，在连接到 Office 365 的客户端计算机上，您可能还会注意到性能较慢。 例如，如果当前运行状况报
告了一个红色的图标，并且你在 Exchange 旁边看到了调查调查，则你可能还会收到来自组织中的人员的一组呼叫，
他们抱怨使用 Exchange Online 的客户端邮箱执行时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您的 Exchange Online 性能仅成
为服务中的问题的牺牲品是合理的。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office-365-service-descriptions.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sharepoint-online-service-description.aspx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56113


如何定义和测试性能问题

此时，Office 365 管理员应检查当前运行状况当前运行状况，然后查查看看详细详细信息和信息和历历史史记录记录，以及时更新我们在系统上执行

的维护。 已创建当前运行状况当前运行状况仪表板，以更新有关服务中的更改和问题的信息。 向管理员的运行状况历史记录
中写入的注释和说明可帮助您评估影响，并使您在日常工作中进行了发布。

性能问题不是服务事件，即使事件可能导致性能降低。 性能问题如下所示：

无论管理员中心的当前运行状况当前运行状况是为服务报告的，都会发生性能问题。

用于相对无缝的行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或永远不会完成。

您还可以复制问题，或者至少您知道在执行正确的一系列步骤时，将会发生此问题。

如果问题是间歇性的，则仍有一种模式，例如，在10:00 的情况下，你将收到无法可靠地访问 Office 365 的
用户的呼叫，并且呼叫将在中午周围下降。

这可能听起来非常熟悉;或许过于熟悉。 一旦您知道存在性能问题，问题就变成 "你接下来做什么？" 本文的其余
部分将帮助您确定确切的情况。

性能问题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因此定义实际问题可能是很困难的。 您需要创建一个好的问题陈述并
为问题上下文做一个好主意，然后需要可重复的测试步骤才能赢得这一天。 否则，如果没有自己的故障，可能会
丢失。 为什么？ 嗯，下面是一些不提供足够信息的问题声明示例：

从 "我的收件箱" 切换到我没有注意到的 "我的日历"，现在它是一个咖啡中断。 你可以让它与它的行为类
似吗？

将我的文件上传到 SharePoint Online 会永久占用。 为什么下午慢，但在其他时间，速度很快？ 它无法快
速实现吗？

上面的问题声明带来了一些大型挑战。 具体来说，有很多多义性需要处理。 例如：



您是否知道性能如何在什么情况中进行查看？

不清楚如何在便携式计算机上使用的收件箱和日历之间切换。

当用户说： "无法再快些"，什么是 "快"？

"永久" 的时间是多长？ 是数秒或数分钟，或者用户是否可以访问午餐，如果用户返回午餐，它会在十分钟
后完成？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不考虑管理员和疑难解答不能了解来自以下问题声明的许多详细信息。 例如，当问题开始发
生时;用户在家工作，仅在家庭网络中看到慢速切换;用户必须在本地客户端上运行其他几个内存密集型应用程
序，或者用户运行的是较旧的操作系统，或者没有运行最近的更新。

当用户报告性能问题时，需要收集大量信息。 收集此信息是对问题进行作用域或调查它的过程的一部分。 以下是
可用于收集有关性能问题的信息的基本作用域列表。 此列表并不详尽，但它是启动您自己的一个位置：

问题是在什么日期发生的，以及在白天或晚上的什么时间？

你使用的是哪种类型的客户端计算机，以及如何连接到企业网络（VPN、有线、无线）？

您是否正在远程工作或是否已在 office 中工作？

您是否尝试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执行相同的操作并查看相同的行为？

演练为您提供问题的步骤，以便您可以编写您将执行的操作。

以秒或分钟为单位的性能速度有多慢？

你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

其中一些问题比其他问题更明显。 大多数人都要了解故障排除程序需要的具体步骤才能再现问题。 毕竟，如何记
录错误，以及如何在问题修复时测试其他信息？ 不太明显，如 "您看到问题的日期和时间是什么？" 和 "世界上的
位置是什么？"，可以串联使用的信息。 根据用户的工作时间，几个小时的差异可能意味着维护已在公司网络的
各个部分进行。 例如，如果您的公司有混合实施，如混合 SharePoint 搜索（可以同时在 SharePoint Online 和本
地 SharePoint Server 2013 实例中查询搜索索引），则可能会在内部部署服务器场中进行更新。 如果您的公司都
在云中，则系统维护可能包括添加或删除网络硬件、推出公司范围的更新，或者对 DNS 或其他核心基础结构进
行更改。

当您解决性能问题时，我们有点像犯罪场景，您需要精确而 observant 地从证据中得出任何结论。 若要执行此操
作，您必须通过收集证据获取一个正常的问题声明。 它应包括计算机的上下文、用户的上下文、问题开始时的上
下文以及暴露性能问题的确切步骤。 此问题语句应和在您的笔记中的最顶层页面保持不变。 通过在解决解决方
案后再次浏览问题声明，您将采取相应步骤来测试并证明您执行的操作是否已解决问题。 在完成工作时，了解这
一点非常关键。

如果你是 unlucky，则没有人知道。 无人有号码。 这意味着无人可以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约有多少秒用
于在 Office 365 中显示收件箱？"，或 "在执行官拥有 Lync Online 会议时它使用的时间长短？"，这是许多公司的
常见方案。

此处缺少的是性能基准。

基线为您的性能提供了一个上下文。 您应偶尔花费一些基准，具体取决于贵公司的需求。 如果您是一个更大的公
司，则操作团队可能会对您的本地环境执行比较基准。 例如，如果您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对所有 Exchange 服
务器进行修补，并在第三个星期一的所有 SharePoint 服务器上进行修补，则操作团队可能会提供一系列任务和
修补程序在修补后运行的方案，以证明关键函数是操作. 例如，打开收件箱，单击 "发送/接收"，并确保文件夹更
新，或者在 SharePoint 中浏览网站的主页面，进入企业级搜索页面，并执行返回结果的搜索。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在 Office 365 中，则您可以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基准是，从网络内部的客户端计算机、传出点
或您离开网络并转到 Office 365 的位置测量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下面是您可以调查和录制的一些有用的基线：



什么是比较基准？

确定客户端计算机和传出点之间的设备，例如代理服务器。

您需要知道您的设备，以便为性能问题提供上下文（IP 地址、设备类型等）。

代理服务器是常见的出口点，因此您可以检查 web 浏览器以查看其设置使用的代理服务器（如果
有）。

有第三方工具可以发现和映射网络，但了解设备的最安全方法是询问网络团队的成员。

确定您的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ISP），记下其联系信息，并询问您拥有多少个电路。

在你的公司内部，识别你的客户端与传出点之间的设备的资源，或确定要与网络问题交谈的紧急联系人。

下面是使用工具进行的简单测试可为您计算的一些基准：

从客户端计算机到你的出局点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从传出点到 Office 365 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在浏览时解析 Office 365 URL 的服务器世界上的位置

您的 ISP 的 DNS 解析速度（毫秒）、数据包到达时不一致（网络抖动）、上载和下载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如果您不熟悉如何执行这些步骤，我们将在本文中详细介绍。

您可以知道它在出现故障时的影响，但如果您不知道您的历史性能数据，则不可能有可能会有什么损坏的上下

文，以及何时发生的情况。 因此，如果没有比较基准，就不会错过解决谜题的关键线索： "拼图" 框中的图片。 在
性能故障排除中，需要进行比较。 简单的性能比较基准不是很难执行。 你的运营团队可能会对按计划执行这些任
务的任务负责。 例如，假设您的连接如下所示：

这意味着你已与你的网络团队进行了核对，并发现你通过代理服务器将公司留在 Internet 上，并且该代理将处理
客户端计算机发送到云的所有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应绘制一个可列出所有干预设备的简化版本的连接。 现在，
可以使用 "插入" 工具来测试客户端、传出点（您将网络留在 Internet 上）与 Office 365 云之间的性能。



由于查找性能数据所需的专业知识量，这些选项将列为简单简单和高高级级。 与运行命令行工具（如 PsPing 和
TraceTCP）相比，网络跟踪需要很长时间。 这两个命令行工具已被选择，因为它们不使用 ICMP 数据包（它将被
Office 365 阻止），因为它们提供了离开客户端计算机或代理服务器（如果有权访问）并到达 Office 365 所需的时
间（以毫秒为单位）。 从一台计算机到另一台计算机的每个跃点都将以时间值结束，这对于比较基准而言非常
好！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命令行工具允许您向命令中添加端口号，这很有用，因为 Office 365 通过端口443进行
通信，后者是安全套接字层和传输层安全性（SSL 和 TLS）使用的端口。 但是，其他第三方工具可能是您的情况的
更好解决方案。 Microsoft 不支持所有这些工具，因此，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获取 PsPing 和 TraceTCP，请使用
类似于 Netmon 的工具移动到网络跟踪。

你可以在营业时间之前获取比较基准，再次使用，然后在数小时后再次使用。 这意味着，您的文件夹结构可能会
在结尾处看上去类似于以下内容：

您还应选取文件的命名约定。 下面是一些示例：

Feb_09_2015_9amPST_PerfBaseline_Netmon_ClientToEgress_Normal

Jan_10_2015_3pmCST_PerfBaseline_PsPing_ClientToO365_bypassProxy_SLOW

Feb_08_2015_2pmEST_PerfBaseline_BADPerf

Feb_08_2015_8 30amEST_PerfBaseline_GoodPerf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执行此操作，但使用 " ** <日期></时间格式" 这一>测试中所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
入门之处。 为此，我们会在稍后尝试解决问题时帮助您这。 稍后，您将能够说出 "我在2月8日做了两个跟踪，一
个显示好的性能，另一个显示了错误，因此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 这对于故障排除非常有帮助。

您需要有一个有条理的方式来保留历史比较基准。 在此示例中，简单方法生成了三个命令行输出，并将结果作为
屏幕截图进行收集，但您可能有网络捕获文件。 使用最适用于您的方法。 存储历史比较基准并在您注意到在线服



  

为何在试点过程中收集性能数据？

如何收集基线

简单简单方法方法

务行为发生变化的点处对其进行引用。

在试用 Office 365 服务的过程中，开始制作基准的时间不会更好。 您的 office 可能有成千上万个用户、成百上千
个，或者可能有五个，但即使用户数量较少，您也可以执行测试来测量性能波动。 在大型公司的情况下，可以将
数百个用户试点 Office 365 的代表性示例向外投影到几个数以千计的，以便您知道问题在发生之前可能出现的
位置。

在小型公司中，如果使用的是小型公司，则表示所有用户同时进入服务且没有试点，请保留性能措施，以便您可

以向可能需要对执行错误的操作进行故障排除的任何人显示数据。 例如，如果您注意到，突然你可以在上载中型
图形时所花的时间内开始进行你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很快发生。

对于所有故障排除计划，您需要至少确定以下各项：

正在使用的客户端计算机（计算机或设备的类型、IP 地址以及导致问题的操作）

客户端计算机在世界上的位置（例如，此用户是否位于 VPN 上的网络、远程工作或公司 intranet 上）

客户端计算机从你的网络中使用的出局点（流量为 ISP 或 Internet 离开你的业务点）

您可以从网络管理员处了解网络布局。 如果你在小型网络上，请查看连接到 Internet 的设备，如果你对布局有任
何疑问，请致电你的 ISP。 创建最终布局的图形以供参考。

本节分为简单的命令行工具和方法，以及更高级的工具选项。 我们将首先介绍简单的方法。 但是，如果现在遇到
了性能问题，则应跳转到高级方法，并尝试执行示例性能故障排除操作计划。

这些简单方法的目标是了解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学习、理解和正确地存储简单的性能基准，以便了解有关 Office
365 性能的信息。 下面是简单的简单图表，如下所示：



NOTENOTE
TraceTCP 包含在此屏幕截图中，因为它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用于显示请求处理所需的时间，以及从一台计算机到下一台计算
机的网络跃距或从一台计算机到下一台计算机之间的连接要到达目标所需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TraceTCP 还可以提供在
跃点期间使用的服务器的名称，这对于支持中的 Microsoft Office 365 疑难解答非常有用。 > TraceTCP 命令可能非常简单，
例如： > tracetcp.exe outlook.office365.com:443 > 请务必在命令中包括端口号！ > TraceTCP是免费下载，但依赖于
Wincap。 Wincap 是一种也由 Netmon 使用和安装的工具。 我们还在 "高级方法" 部分中使用 Netmon。

如果有多个办公室，则还需要在每个位置的客户端中保留一组数据。 此测试可衡量延迟，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
个数字值，它描述客户端向 Office 365 发送请求与 Office 365 响应请求之间的时间量。 测试源于客户端计算机
上的域，并在 Internet 中从传出点传出网络中的往返行程，并将其从 Internet 发送到 Office 365，然后再到上一
页进行测量。

在这种情况下，有几种方法可以处理出局点（在此示例中为代理服务器）。 您可以从1到2进行跟踪，然后从2到3进
行跟踪，然后以毫秒为单位添加数字以获得网络边缘的最终总计。 或者，可以将连接配置为绕过 Office 365 地址
的代理。 在具有防火墙、反向代理或两者的某个组合的大型网络中，可能需要在代理服务器上发出例外，允许流
量传递给大量 Url。 有关 Office 365 使用的终结点列表，请参阅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如果您有身份验
证代理，请首先测试以下项的异常：

端口80和443

TCP 和 HTTPs

出站到以下任意 Url 的连接：

*。 microsoftonline.com

*。 microsoftonline-p.com

*.sharepoint.com

*。 outlook.com

*。 lync.com

osub.microsoft.com

必须允许所有用户访问这些地址，而无需任何代理干扰或身份验证。 在小型网络中，应将它们添加到 web 浏览
器中的代理绕过列表中。

若要将它们添加到 Internet Explorer 中的代理绕过列表，请转到Tools > Internet Options > Connections >
LAN settings > Advanced。 您还可以在 "高级" 选项卡中找到代理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端口。 您可能需要单击
"为为  LAN 使用代理服使用代理服务务器器" 复选框，以访问 "高高级级" 按钮。 您需要确保选中 "对对本地地址本地地址绕过绕过代理服代理服务务器器"。 单
击 "高高级级" 后，您将看到一个可在其中输入例外的文本框。 使用分号分隔上面列出的通配符 Url，例如：

*. microsoftonline.com;*。 sharepoint.com

绕过代理之后，您应该能够直接在 Office 365 URL 上使用 ping 或 PsPing。 下一步将测试 ping
outlook.office365.com。 或者，如果您正在使用 PsPing 或另一个工具，以允许您向命令提供端口号，PsPing
将根据portal.microsoftonline.com:443查看平均往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往返行程时间（或 RTT）是一个数字值，用于衡量向服务器（如 outlook.office365.com）发送 HTTP 请求所需的时
间，并获得确认服务器知道您已执行此操作的响应。 有时，您会看到这种缩写为 RTT。 这应该是相对较短的时间
量。

您必须使用PSPing或其他不使用 ICMP 数据包的工具，这些数据包被 Office 365 阻止，以便执行此测试。

如何使用如何使用  PsPing 从从  Office 365 URL 中直接中直接获获取整体往返取整体往返时间时间（以毫秒（以毫秒为单为单位）位）

https://simulatedsimian.github.io/tracetcp_download.html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sysinternals/jj729731.aspx


1. 通过完成以下步骤运行提升的命令提示符：

2. 单击“开始开始”。

3. 在 "开始搜索开始搜索" 框中，键入 cmd，然后按 CTRL + SHIFT + ENTER。

4. 如果出现“用用户帐户户帐户控制控制”对话框，请确认所显示的是您想要执行的操作，然后单击“继续继续”。

5. 导航到安装工具（在此示例中为 PsPing）的文件夹，并测试这些 Office 365 Url：

psping portal.office.com:443

psping microsoft-my.sharepoint.com:443

psping outlook.office365.com:443

psping www.yammer.com:443

请务必包括端口号443。 请注意，Office 365 在加密频道上工作正常。 如果没有端口号，则您的请求将失败
PsPing。 在 ping 你的短列表后，请查找以毫秒为单位的平均时间（毫秒）。 这就是您想要录制的内容！

如果您不熟悉代理旁路，并且想要分步采取措施，则需要先找出代理服务器的名称。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转
到工具工具  > Internet 选项选项  > 连连接接  > LAN 设设置置  > 高高级级。 "高高级级" 选项卡是您将在其中看到列出的代理服务器的位
置。 通过完成此任务在命令提示符处 Ping 代理服务器：

Ping 代理服代理服务务器并器并获获取取阶阶段段1到到2的往返行程的往返行程值值（以毫秒（以毫秒为单为单位）位）

1. 通过完成以下步骤运行提升的命令提示符：

2. 单击“开始开始”。

3. 在 "开始搜索开始搜索" 框中，键入 cmd，然后按 CTRL + SHIFT + ENTER。

4. 如果出现“用用户帐户户帐户控制控制”对话框，请确认所显示的是您想要执行的操作，然后单击“继续继续”。

5. 键入 ping <浏览器使用的代理服务器的名称，或键入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按 enter。 如果已安装
PsPing 或其他工具，则可以选择改用该工具。

您的命令可能如下例所示：

http://www.yammer.com:443


高高级级方法方法

ping ourproxy.ourdomain.industry.business.com

ping 155.55.121.55

ping ourproxy

psping ourproxy.ourdomain.industry.business.com:80

psping 155.55.121.55：80

psping ourproxy：80

3. 当跟踪停止发送测试数据包时，你将获得一个小摘要，其中列出了平均值（以毫秒为单位），这是你的值。 获取
提示的屏幕截图并使用您的命名约定保存它。 此时，还可能会帮助您在图表中填入值。

或许你已在上午早上进行跟踪，并且你的客户端可以快速访问代理（或任何出口服务器退出到 Internet）。 在这种
情况下，你的号码可能如下所示：

如果您的客户端计算机是对代理（或传出）服务器的访问权限之一的选择，则可以通过远程连接到该计算机来运

行下一条测试，从那里运行命令提示符 PsPing 到 Office 365 URL。 如果您没有对该计算机的访问权限，则可以
联系网络资源，以获取下一条腿的帮助，并获得确切的号码。 如果不可能，请针对相关 Office 365 URL 采取
PsPing，并将其与 PsPing 或 Ping time 相对于代理服务器进行比较。

例如，如果从客户端到 Office 365 URL 的51.84 毫秒，并且从客户端到代理（或传出点）的时间为2.8 毫秒，则从
传出到 Office 365 中有49.04 毫秒。 同样，如果从客户端到代理的 PsPing 为12.25 毫秒，在一天的高度和从客户
端到 Office 365 URL 的62.01 毫秒之间，则到 Office 365 URL 的代理传出的平均值为49.76 毫秒。

在进行故障排除的过程中，您可能会发现，只是保留这些基准是很有趣的。 例如，如果发现从代理或传出点到
Office 365 URL 的延迟时间通常大约为40到59毫秒，并且有一个客户端到大约3到7毫秒的代理或出口点延迟
（取决于所 seein 的网络流量量g 在一天中，如果你的最后三个客户端代理或出局比较基准显示延迟为45毫秒，您
肯定会知道存在什么问题。

如果您确实想知道您的 Internet 请求在 Office 365 中发生的情况，您需要熟悉网络跟踪。 您喜欢这些跟踪、
HTTPWatch、Netmon、消息分析程序、Wireshark、Fiddler、开发人员仪表板工具或任何其他工具的情况并不重
要，只要该工具可以捕获和筛选网络流量。 在本节中，您将看到运行这些工具中的多个工具，以获得更完整的问
题的详细信息是有益的。 在测试时，这些工具中的一些也会在自己的权限中充当代理。 在配套文章中使用的工
具、 Office 365 的性能故障排除计划、包括Netmon 3.4、 HTTPWatch或WireShark。

性能基线是此方法的简单部分，其中的许多步骤与解决性能问题时的步骤相同。 创建性能基线的更高级方法要
求您采用和存储网络跟踪。 本文中的大多数示例都使用 SharePoint Online，但您应该在订阅的 Office 365 服务
中为测试和记录创建一系列常见操作。 下面是一个比较基准示例：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865
https://www.httpwatch.com/download/
https://www.wireshark.org/


另请参阅

SPO 的基线列表-* * 步骤1： * * 浏览 SPO 网站的主页并执行网络跟踪。 保存跟踪。

SPO 的基线列表-步步骤骤2：：  通过企业级搜索搜索术语（如公司名称）并执行网络跟踪。 保存跟踪。

SPO 的基线列表-第第3步：步：  将大型文件上传到 SharePoint Online 文档库并执行网络跟踪。 保存跟踪。

SPO 的基线列表-步步骤骤4：：  浏览 OneDrive 网站的主页并执行网络跟踪。 保存跟踪。

此列表应包括用户对 SharePoint Online 所执行的最重要的常见操作。 请注意，最后一步是跟踪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生成 SharePoint Online 主页（通常由公司自定义）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主页（很少自定义）的加载
项之间的比较。 当遇到速度较慢的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时，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测试。 你可以将此差异的记
录构建到测试中。

如果您处于性能问题的中间部分，则许多步骤与采用比较基准时相同。 网络跟踪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将处理
下一步的重要跟踪。

若要解决性能问题，现在您需要在遇到性能问题时进行跟踪。 您需要具有适当的工具来收集日志，并且您需要一
个行动计划，即，要采取的故障排除操作的列表，以收集您可以使用的最佳信息。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记录测试
的日期和时间，以便可以将文件保存在反映计时的文件夹中。 接下来，缩小问题步骤本身。 以下是您将用于测试
的确切步骤。 不要忘记基本操作：如果问题仅与 Outlook 一起使用，请确保记录该问题行为只发生在一个 Office
365 服务中。 缩小此问题的范围将有助于您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内容上。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优化 Exchange Online 性能
2019/5/16 •

为了改进 Exchange Online 性能, 需要考虑的事项

一般建议

本文包含的常规提示和指向其他资源的链接, 这些链接告诉您如何提高 Exchange Online 的性能 (尤其是在迁移之
前)。 本文是 Office 365 项目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的一部分。

若要提高迁移速度并减少组织的 Exchange Online 带宽限制, 请考虑以下事项:

减小减小邮邮箱大小。箱大小。  邮箱大小较小可提高迁移速度。

将将邮邮箱移箱移动动功能与功能与  Exchange 混合部署混合部署结结合使用。合使用。  使用 Exchange 混合部署时, 脱机邮件 (格式为)。OST
文件) 在迁移到 Exchange Online 时不需要重新下载。 这极大地降低了下载带宽要求。

将将邮邮箱移箱移动动安排在安排在  Internet 流量流量较较低和本地低和本地  Exchange 使用使用较较低的低的时时段段发发生。生。  在安排移动时, 迁移请求
将提交到邮箱复制代理, 并且不会立即生效。

对对  web 上的上的  Outlook 使用精益使用精益弹弹出内容。出内容。  精益弹出内容通过在服务器上呈现一些组件, 在 Microsoft
Edge 或 Internet Explorer 中提供特定电子邮件的较小、占用大量内存的版本。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使用精
益弹出内容以减少阅读邮件时使用的内存。

确保 outlook.office.com 的 DNS 查找在你的位置的逻辑入口位置输入 MS 数据中心。

研究邮箱缓存并选择适当的选项 (re)。 缓存期, 共享邮箱缓存, et。

将 Outlook 数据传递到 Internet 之前, 请保留 VPN 连接 (到中央办公室)。

请确保您的邮箱数据符合对文件夹、项目、数量的限制。

有关 Exchange 迁移性能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Office 365 迁移性能和最佳实践。

https://aka.ms/tun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6d6ba01-2562-4c3d-a8f1-78748dd506cf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9acb371-fd6c-4c14-aa8e-db5cbe39aa57


优化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
2019/11/8 •

有关优化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的文章

本文包含的链接指向其他文章，这些文章介绍如何提高 SharePoint Online 的页面下载时间的性能。 本文是 Office
365 项目的网络规划和性能调整的一部分。

使用这些文章可以微调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优化简介

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的页面诊断工具

SharePoint Online 的导航选项

SharePoint Online 门户性能指南

SharePoint Online 的图像优化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延迟加载图像和 JavaScript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缩小和捆绑

使用内容交付网络

结合使用 Office 365 内容分发网络和 SharePoint Online

使用内容搜索 Web 部件而不是内容查询 Web 部件来提高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性能

容量规划和负载测试 SharePoint Online

诊断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问题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使用对象缓存

如何：避免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受限制或被阻止

在 SharePoint Online 新式门户页面中优化 Iframe

在 SharePoint Online 新式门户页面中优化 web 部件性能

在 SharePoint Online 新式门户页面中优化页面调用

在 SharePoint Online 新式门户页面中优化页面权重

在 SharePoint Online 新式门户页面中优化图像

https://aka.ms/tu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age-diagnostics-for-spo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navigation-options-for-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dev/solution-guidance/portal-performanc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image-optimization-for-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delay-loading-images-and-javascript-in-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inification-and-bundling-in-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using-content-delivery-networks-with-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use-office-365-cdn-with-spo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using-content-search-web-part-instead-of-content-query-web-part-to-improve-perfo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apacity-planning-and-load-testing-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using-the-object-cache-with-sharepoint-online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office/dn889829.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odern-iframe-optimiz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odern-web-part-optimiz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odern-page-call-optimiz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odern-page-weight-optimiz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odern-image-optimization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优化简介
2019/11/8 •

SharePoint Online 指标

由于数据的原因而达到的由于数据的原因而达到的结论结论

检查性能时使用标准用户帐户

用于性能优化的连接类别

本文介绍在设计页面以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实现最佳性能时需要考虑的特定方面。

SharePoint Online 的以下广义指标提供了有关性能的真实世界数据：

页面加载速度

每页所需的往返行程数

服务的问题

导致性能下降的其他因素

数据告诉我们：

大多数页面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性能良好。

非自定义页面的加载速度非常快。

OneDrive for Business、工作组网站和系统页面（如 _layouts 等）都是快速加载的。

最慢的1% 的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的加载时间超过5000毫秒。

您可以使用的一种简单基准测试是通过将您自己的门户的加载时间与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主页的加载时间进行
比较，因为它使用了极少的自定义功能来衡量性能。 这通常是在排除网络性能问题时，第一步支持将会要求你完成
此过程。

网站集管理员、网站所有者、编辑者或参与者属于其他安全组，具有其他权限，因此在页面上有 SharePoint 加载的
其他元素。

这适用于 SharePoint 本地和 SharePoint Online，但在本地方案中，差别并不像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那样容易察
觉。

为了正确评估页面对用户的执行方式，应使用标准用户帐户来避免加载创作控件以及与安全组相关的其他流量。

您可以将服务器和用户之间的连接分类为三个主要组件。 在设计 SharePoint Online 页以深入了解加载时间时，请
考虑这些情况。

ServerMicrosoft 在数据中心中托管的服务器。

网网络络数据中心和用户之间的 Microsoft 网络、Internet 和本地网络。

浏览浏览器器页面的加载位置。

在这三种连接中，通常有五个原因导致慢速页面的95%。 本文中讨论了上述每个原因：

导航问题



服服务务器器连连接接

网网络连络连接接

内容汇总

大型文件

对服务器的多个请求

Web 部件处理

许多影响 SharePoint 本地的性能的问题也适用于 SharePoint Online。

正如您所期望的那样，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服务器如何使用本地 SharePoint 进行操作。 SharePoint Online 的
内容稍有不同。 您所做的工作越多，呈现页面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在 SharePoint 中，此方面最大的原因是具有多个
web 部件的复杂页面。

SharePoint Server 本地

SharePoint Online

通过 SharePoint Online，某些页面请求实际上可能会结束呼叫多台服务器。 您最终可能会在服务器之间请求单个
请求的请求矩阵。 从页面加载角度来看，这些交互成本很高，并且会导致速度变慢。

这些服务器与服务器交互的示例如下：

Web 到 SQL Server

Web 到应用程序服务器

可能导致服务器交互下降的另一件事是缓存未命中。 与本地 SharePoint 不同的是，您可能会遇到一种极轻巧的情
况，即您对以前访问过的页面的同一服务器进行了访问;这会使对象缓存过时。

使用不使用 WAN 的本地 SharePoint 时，您可以在数据中心和最终用户之间使用高速连接。 通常情况下，从网络的
角度来看可以轻松地管理内容。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还有其他几个因素需要考虑;例如：

Microsoft 网络



浏览浏览器器连连接接

Internet

ISP

无论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SharePoint （和哪个网络），通常会导致网络处于忙碌状态的内容包括：

大型有效负载

许多文件

与服务器的物理距离较大

您可以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使用的一项功能是 Microsoft CDN （内容传递网络）。 CDN 基本上是跨多个数据中
心部署的服务器的分布式集合。 利用 CDN，页面上的内容可以托管在服务器附近，即使客户端离原始 SharePoint
服务器远。 Microsoft 将在将来使用此信息来存储无法自定义的页面的本地实例，例如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中心
主页。 有关 Cdn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Content 传递网络。

您需要注意但可能无法完成的操作是您的 ISP 的连接速度。 简单的速度测试工具将告诉您连接速度。

从性能角度来看，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 web 浏览器。

访问复杂页面会影响性能。 大多数浏览器只有较小的缓存（围绕90MB），而平均网页通常约为 1.6 MB。 使用此设置
不需要很长时间。

带宽也可能是一个问题。 例如，如果用户在另一个会话中观看视频，这将影响 SharePoint 页面的性能。 虽然您无法
阻止用户处理媒体，但您可以控制页面加载用户的方式。

请查看以下文章，了解不同的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自定义技术和其他最佳实践，以帮助你实现最佳性能。

SharePoint Online 的导航选项

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的页面诊断工具

SharePoint Online 的图像优化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延迟加载图像和 JavaScript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缩小和捆绑

使用内容交付网络

使用内容搜索 Web 部件而不是内容查询 Web 部件来提高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性能

容量规划和负载测试 SharePoint Online

诊断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问题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使用对象缓存

如何：避免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受限制或被阻止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content-delivery-network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navigation-options-for-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age-diagnostics-for-spo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image-optimization-for-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delay-loading-images-and-javascript-in-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minification-and-bundling-in-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using-content-delivery-networks-with-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using-content-search-web-part-instead-of-content-query-web-part-to-improve-perfo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capacity-planning-and-load-testing-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using-the-object-cache-with-sharepoint-online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office/dn889829.aspx


诊断 SharePoint Online 的性能问题
2019/11/8 •

使用 F12 工具条诊断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性能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开发人员工具诊断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的常见问题。

您可以使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来确定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上的页面在自定义项中存在性能问题。

F12 工具栏网络监视器

与非自定义基线的比较

SharePoint Online 响应标头指标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上述每种方法来诊断性能问题。 一旦您发现问题的原因，您可以使用有关改进 SharePoint 性
能的文章来解决问题https://aka.ms/tune。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11。 其他浏览器上的 F12 开发人员工具的版本具有类似的功能，尽管它们
看起来可能略有不同。 有关 F12 开发人员工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F12 工具的新增功能

使用 F12 开发人员工具

若要显示开发人员工具，请按F12键，然后单击 wi-fi 图标：

在 "网网络络" 选项卡上，按绿色的 "播放" 按钮以加载一个页面。 该工具将返回浏览器请求的所有文件，以便获取您要
求的页面。 下面的屏幕截图显示了一个这样的列表。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254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2546


为 SharePoint Online 设置非自定义基准

查看 SharePoint 响应头信息

查查看看  SharePoint  SharePoint 响响应头应头信息信息

您还可以查看右侧文件的下载时间，如此屏幕截图中所示。

这使您能够直观地表示文件加载所需的时间。 绿色线表示浏览器准备呈现页面的时间。 这可让你快速查看可能导
致你的网站上的页面负载缓慢的不同文件。

 

确定网站性能薄弱点的最佳方式是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设置完全开箱即用的网站集。 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将
网站的各个方面与在页面上没有自定义的内容进行比较。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主页是一个不太可能具有任何自
定义项的单独网站集的一个很有用的示例。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您可以访问发送回每个文件的响应头中的浏览器的信息。 诊断性能问题最有用的值
是SPRequestDuration，它显示请求对服务器进行处理的时间量。 这有助于确定请求是否非常繁重且占用大量资
源。 这是您对服务器为页面提供服务所需的最大的洞察力。

1. 确保已安装 F12 工具。 有关下载和安装这些工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F12 工具中的新增功能。

2. 在 F12 工具的 "网网络络" 选项卡上，按绿色的 "播放" 按钮以加载页面。

3. 单击工具返回的 .aspx 文件之一，然后单击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4. 单击 "响响应头应头"。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22545


SharePoint Online 中导致性能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SharePoint Online 的文章导航选项显示了使用 SPRequestDuration 值来确定复杂的结构导航导致页面在服务器上
进行处理的时间较长的示例。 通过为基线网站（而不是自定义）获取值，可以确定是否有任何给定的文件需要很长
时间才能加载。 SharePoint Online 的导航选项中使用的示例是主要 .aspx 文件。 该文件包含为您的页面加载运行
的大部分 ASP.NET 代码。 根据您使用的网站模板，可以启动 .aspx、default.aspx、default.aspx 或其他名称（如果自
定义主页）。 如果此数字比您的基准网站大得多，则表明页面中存在导致性能问题的复杂内容。

确定了特定于网站的问题后，建议的方法是找出导致性能不佳的原因是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原因（如页面自定义），然

后将它们逐个添加回网站。 在删除了足够的自定义项后，页面的运行状况很好后，即可逐个添加特定的自定义项。

例如，如果您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导航，请尝试将导航更改为 "不显示子网站"，然后检查开发人员工具以查看这是否
会产生差异。 或者，如果您有大量的内容汇总，请尝试从页面中删除它们，并查看这是否会提高内容。 如果您消除
了所有可能的原因并一次将其重新添加到一个中，则可以轻松地确定哪些功能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再向解决方案中

进行操作。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navigation-options-for-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navigation-options-for-sharepoint-online


优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性能
2019/7/11 •

微调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性能

改进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性能的更多方法

有关设置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的文章

另请参阅

本文为要规划网络带宽要求或需要提高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性能的系统管理员提供链接。

若要了解用于若要了解用于维护组织维护组织的通的通话质话质量的量的设设置和指置和指标标 , 请务必阅读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媒体质量和
网络连接性能。 如果您想要使用 ExpressRoute, 请参阅本文中的信息, 了解您将需要的部署类型和其他信息。

对对于内部部署和混合部署于内部部署和混合部署 , 您可以查看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电话拨入式会议的带宽要求, 请参阅在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 中规划电话拨入式会议。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 ExpressRoute 和 QoS: 通过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和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的专用网络连接连接到 office 365。

打开和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呼叫质量仪表板: 呼叫质量仪表板 (CQD) 允许您监控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服务进行呼叫的质量并了解其质量。

设置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为 Skype for Business 和 Microsoft 团队设置音频会议

设置通话套餐 (Skype for Business)

你可以通过 Office 365 中的电话系统获取以下内容

Office 365 网络计划和性能优化

优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网络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 ExpressRoute 和 QoS

使用 ExpressRoute 的呼叫流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optimizing-your-network/media-quality-and-network-connectivity-performance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plan-your-deployment/conferencing/dial-in-conferencing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optimizing-your-network/expressroute-and-qos-in-skype-for-business-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using-call-quality-in-your-organization/turning-on-and-using-call-quality-dashboard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set-up-skype-for-business-online/set-up-skype-for-business-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audio-conferencing-in-office-365/set-up-audio-conferencing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what-are-calling-plans-in-office-365/set-up-calling-plans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what-is-phone-system-in-office-365/here-s-what-you-get-with-phone-system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optimizing-your-network/optimizing-your-network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optimizing-your-network/expressroute-and-qos-in-skype-for-business-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optimizing-your-network/call-flow-using-expressroute


Office 365 的性能疑难解答计划
2019/12/4 •

性能故障排除操作计划示例

准准备备客客户户端端计计算机算机

记录记录性能性能问题问题

您需要了解在 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for business、Exchange Online 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和您
的客户端计算机之间识别和修复滞后、挂起和降低性能的步骤吗？ 在致电支持之前，本文可帮助您解决 Office
365 性能问题，甚至修复一些最常见的问题。

本文实际上是一个示例操作计划，可用于在发生性能问题时捕获有价值的数据。 本文还包括一些主要问题。

如果你不熟悉网络性能，并且想要制定长期计划来监视客户端计算机和 Office 365 之间的性能，请查看Office
365 性能调整和故障排除-管理员和 IT 专业人员。

此操作计划包含两个部分;准备阶段和日志记录阶段。 如果现在遇到性能问题，并且需要进行数据收集，则可以
立即开始使用此计划。

查找可能会再现性能问题的客户端计算机。 此计算机将在故障排除过程中使用。
记下导致性能问题发生的步骤，以便在测试时做好准备。

安装用于收集和录制信息的工具：

安装Netmon 3.4 （或使用等效的网络跟踪工具）。
安装HTTPWatch的免费基本版本（或使用等效的网络跟踪工具）。
使用屏幕录制器或运行 Windows Vista 及更高版本附带的步骤记录器（PSR），以保留在测试过程中执
行的步骤的记录。

tracert <subscriptionname>.onmicrosoft.com

关闭所有多余的 Internet 浏览器。

启动步骤记录器或另一个屏幕录制器。

启动 Netmon 捕获（或网络跟踪工具）。

通过在命令行中键入 ipconfig/flushdns. 来清除客户端计算机上的 DNS 缓存

启动新的浏览器会话并打开 HTTPWatch。

可选：如果要测试 Exchange Online，请从 Office 365 管理控制台运行 Exchange 客户端性能分析器工具。

重现导致性能问题的确切步骤。

停止 Netmon 或其他工具的跟踪。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并按 ENTER，以运行指向 Office 365 订阅的跟踪路由：

停止步骤记录器并保存视频。 请务必包括捕获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它是正常还是坏的性能。

保存跟踪文件。 此外，请务必包含捕获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它是正常还是坏的性能。

如果您不熟悉本文中提到的工具的运行，请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在下一步提供这些步骤。 如果您习惯于执行此
类网络捕获，则可以跳转到如何收集比较基准（描述了筛选和读取日志）。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865
https://www.httpwatch.com/download/


先刷新先刷新  DNS  DNS 缓缓存存

刷新刷新  DNS  DNS 解析器解析器缓缓存存

Netmon

获获取取  Netmon  Netmon 跟踪并再跟踪并再现问题现问题

为什么？ 通过刷新 DNS 缓存，你将使用干净的盖板启动测试。 通过清除缓存，您要将 DNS 解析程序内容重置
为最新的条目。 请注意，刷新不会删除主机文件条目。 如果频繁使用主机文件条目，则应将这些条目复制到另
一个目录中的文件中，然后清空主机文件。

ipconfig /flushdns

1. 打开命令提示符（"开始开始  > 运行运行  > cmd or Windows key > cmd"）。

2. 键入下面的命令，并按 Enter：

Microsoft 网络监控工具（Netmon）分析在网络上的计算机之间传递的数据包（即流量）。 通过使用 Netmon 来跟
踪使用 Office 365 的流量，您可以捕获、查看和读取数据包标头、标识介入的设备、检查网络硬件上的重要设
置、查找丢弃的数据包，并遵循公司中计算机之间的流量流量。网络和 Office 365。 由于流量的实际正文已加
密，即它（通过 SSL/TLS 在端口443上传输，无法读取正在发送的文件。 而是获取对数据包所采用的路径的未筛
选跟踪，从而帮助您跟踪问题行为。

请务必现在不应用筛选器。 而是在停止跟踪和保存之前，先执行步骤并演示问题。

安装 Netmon 3.4 后，打开该工具并执行以下步骤：

1. 启动 Netmon 3.4。 起始起始页上有三个窗格： "最近捕最近捕获获"、"选择选择网网络络" 和 " Microsoft 网网络监视络监视器器3.4 入入
门门"。通知。通知。 "选择网络" 面板还将提供可从中捕获的默认网络的列表。 确保在此处选择了网卡。

2. 单击起始起始页顶部的 "新建捕新建捕获获"。 这将在 "起始起始页" 选项卡（称为捕捕获获  1）旁边添加一个新选项卡。 

3. 若要获取简单的捕获，请单击工具栏上的 "开始开始"。

4. 重现出现性能问题的步骤。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865


HTTPWatch

NOTENOTE

运行运行  HTTPWatch  HTTPWatch 并再并再现问题现问题

5. 单击 "停止停止  > 文件文件  > 另存另存为为"。 请记住，请提供时区的日期和时间，并注明它是否演示了坏的或好的性
能。

HTTPWatch的费用和免费版本。 免费的基本版本涵盖了此测试所需的一切。 HTTPWatch 在浏览器窗口中直接
监视网络流量和页面加载时间。 HTTPWatch 是以图形方式描述性能的 Internet Explorer 的插件。 可以在
HTTPWatch Studio 中保存和查看分析。

如果您使用其他浏览器（如 Firefox、Google Chrome 或无法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安装 HTTPWatch，则打开一个新的浏览
器窗口并在键盘上按 F12。 您应该会看到浏览器底部的 "开发工具" 弹出窗口。 如果使用了 Opera，请按 CTRL + SHIFT + I
for Web Inspector，然后单击 "网网络络" 选项卡并完成下面所述的测试。 信息会略有不同，但加载时间仍将以毫秒为单位显
示。 > HTTPWatch 对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加载时间的问题也非常有用。

HTTPWatch 是一个浏览器插件，因此在浏览器中公开此工具会因 Internet Explorer 的每个版本而略有不同。 通
常情况下，您可以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中的命令栏下找到 HTTPWatch。 如果您在浏览器窗口中看不到
HTTPWatch 插件，请单击 "帮助帮助  > "，或，或在 Internet explorer 的更高版本中查看浏览器的版本，然后单击齿轮符
号和 "关于关于  internet explorer"。 若要启动命令命令栏，请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右键单击菜单栏，然后单击 "命令命令
栏栏"。

过去，HTTPWatch 已与命令和浏览器栏相关联，因此在安装后，如果您不立即看到图标（即使在重新启动后），
请检查工具工具以及您的工具栏上的图标。 请注意，可以自定义工具栏，并且可以向其添加选项。

1. 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窗口中启动 HTTPWatch。 它将停靠在该窗口底部的浏览器中。 单击 "记录记录"。

2. 重现性能问题中涉及的确切步骤。 单击 HTTPWatch 中的 "停止停止" 按钮。

3. 保存保存HTTPWatch 或通通过电过电子子邮邮件件发发送送。 请记住为该文件命名，以使其包含日期和时间信息，并指示您
的监视是否包含正常或坏性能的演示。

https://www.httpwatch.com/download/


问题步骤记录器

运行运行问题问题步步骤记录骤记录器（器（PSRPSR））记录记录您的工作您的工作

阅读跟踪

此屏幕截图来自 HTTPWatch 的专业版。 您可以打开在具有专业版的计算机上的基本版本中拍摄的跟踪，并在
其中阅读。 可通过该方法在跟踪中获取额外信息。

通过步骤记录器或 PSR，可以在出现问题时记录这些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并且运行起来非常简单。

1. 使用 "启启动动  > 运行运行  >类型" PSR > "确定确定"，或者单击 " Windows 键键  >类型PSR > "，然后按 enter。

2. 当出现小型 PSR 窗口时，请单击 "开始开始记录记录" 并重现再现性能问题的步骤。 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注释，方
法是单击 "添加注添加注释释"。

3. 完成这些步骤后，单击 "停止停止录录制制"。 如果性能问题是页面呈现，请在停止录制之前等待页面呈现。

4. 单击“保存”****。

为您记录日期和时间。 这会及时将您的 PSR 链接到 Netmon 跟踪和 HTTPWatch，并有助于精确的故障排除。
PSR 记录中的日期和时间可以显示在 URL 的登录和浏览和管理网站的部分呈现之间传递的分钟数，例如。

无法通过一篇文章了解有关网络和性能疑难解答的所有内容。 在性能方面取得出色的体验，并了解网络的工作
原理以及通常的执行情况。 但可以对首要问题列表进行舍入，并显示工具如何使您更轻松地消除最常见的问
题。

如果您想要为您的 Office 365 网站挑选阅读网络跟踪的技能，则没有更好的教师定期创建页面加载的跟踪，并
获得阅读体验。 例如，当你有机会时，请加载 Office 365 服务并跟踪进程。 筛选 DNS 通信的跟踪，或在
FrameData 中搜索您浏览的服务的名称。 扫描跟踪以了解服务加载时发生的步骤。 这将帮助您了解正常页面加
载的外观，在进行故障排除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性能方面，比较好的对坏跟踪可能会很多。

Netmon 在显示筛选器字段中使用 Microsoft Intellisense。 智能感知或智能代码完成是指在一段时间内键入句



获获取正确跟踪的提示取正确跟踪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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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所有可用选项的技巧显示在下拉选项框中。 例如，如果你担心 TCP 窗口缩放，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查找筛
选器（如 .protocol.tcp.window < 100 ）。

Netmon 跟踪可以在其中包含大量流量。 如果你不熟悉阅读这些文件，可能会在首次打开跟踪时淹没过重。 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来自跟踪的背景噪音的信号分开。 您针对 Office 365 进行了测试，这就是您想要查看的流
量。 如果您用于浏览跟踪，则可能不需要此列表。

您的客户端和 Office 365 之间的流量通过 TLS 传播，这意味着在常规 Netmon 跟踪中，流量的正文将被加密且
不可读。 您的性能分析不需要知道数据包中的信息的细节。 但是，它非常关注数据包标头及其包含的信息。

了解客户端计算机的 IPv4 或 IPv6 地址的值。 您可以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IPConfig ，然后按 enter 获
取。 了解此地址将使您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跟踪中的流量是否直接涉及客户端计算机。 如果有已知代
理，请将其 ping 并获取其 IP 地址。

刷新 DNS 解析器缓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关闭运行测试的所有浏览器之外的其他所有浏览器。 如果您
无法执行此操作，例如，如果支持使用一些基于浏览器的工具来查看您的客户端计算机的桌面，请准备筛

选您的跟踪。

在繁忙跟踪中，找到您正在使用的 Office 365 服务。 如果以前从未或很少看到你的流量，则在将性能问
题与其他网络噪音区分开来时，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步骤。 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此目的。 在测试之前，您
可以将_ping_或_PsPing_用于特定服务的 URL （ ping outlook.office365.com  
psping -4 microsoft-my.sharepoint.com:443 例如）。 您还可以轻松地在 Netmon 跟踪（按进程名称）中找到

ping 或 PsPing。 这将为您提供开始查看的位置。

如果在出现问题时仅使用 Netmon 跟踪，那也没关系。 若要自己定位，请使用类似
ContainsBin(FrameData, ASCII, "office") 于 ContainsBin(FrameData, ASCII, "outlook") 或的筛选器。 您可以从跟
踪文件中记录您的帧编号。 您可能还需要将 "帧摘要" 窗格一直滚动到右侧，并查找 "会话 ID" 列。 此特定对话
的 ID 指示有一个数字，您还可以在以后记录和查看。 请记住在应用任何其他筛选之前删除此筛选器。

Netmon 有许多有用的内置筛选器。 尝试_显示_筛选窗格顶部的 "加加载筛选载筛选器器" 按钮。



熟悉您的流量，并了解如何查找所需的信息。 例如，了解如何确定跟踪中的哪个数据包具有对所使用的 Office
365 服务的第一个引用（如 "Outlook"）。

以 Office 365 Outlook Online 为例，流量的开始部分如下所示：

具有匹配 QueryIDs 的 outlook.office365.com 的 DNS 标准查询和 DNS 响应。 请务必注意此转换的时间
偏移量，以及 Office 365 全局 DNS 发送请求进行名称解析的位置。 理想情况下，尽量在本地进行，而不
是世界的一半。

其状态报告被永久移动的 HTTP GET 请求（301）

X-RWS-VERSION 流量包括 X-RWS-VERSION Connect 请求和连接答复。 （这是远程 Winsock 为你建
立连接。）

TCP SYN 和 TCP SYN/ACK 对话。 此对话中的很多设置会影响性能。

然后，一系列 TLS： tls 流量，即 TLS 握手和 TLS 证书对话发生的位置。 （请记住，数据是通过 SSL/TLS
进行加密的。）

流量的所有部分都很重要且已连接，但跟踪量的较小部分包含有关性能故障排除的信息。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

这些区域。 此外，由于我们在 Microsoft 完成了足够多的 Office 365 性能故障排除，因此，我们将重点介绍这些
问题，以及如何使用我们必须将其排除在下一步下的各种工具。



常见问题

TCP TCP 窗口窗口缩缩放放

工具工具

要要查查找的内容找的内容

TCP TCP 空空闲时间设闲时间设置置

如果尚未将其安装就绪，则下面的矩阵将使用多个工具。 如果可能。 向安装点提供了链接。 此列表包含常见的
网络跟踪工具，如Netmon和Wireshark，但使用您熟悉的任何跟踪工具，并且您习惯于筛选网络流量。 在测试
时，请记住：

关闭浏览器并在仅运行一个浏览器的情况下进行测试-这将减少捕获的总体流量。 它可用于较差的跟踪。
在客户端计算机上刷新您的 DNS 解析器缓存-这将在你开始获取捕获时为你提供干净的盖板，以获取更干净
的跟踪。

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以及如何在网络跟踪中查找这些问题。

在 SYN-SYN/ACK 中找到。 旧的或过时的硬件可能无法利用 TCP windows 缩放。 如果没有正确的 TCP 窗口缩
放设置，TCP 标头中的默认16位缓冲区将以毫秒为单位填充。 在客户端收到已收到原始数据的确认后，流量将
无法继续发送，从而导致延迟。

Netmon
Wireshark

在网络跟踪中查找 SYN-SYN/ACK 流量。 在 Netmon 中，使用类似 tcp.flags.syn == 1 的筛选器。 此筛选器在
Wireshark 中是相同的。

请注意，对于每个 SYN，都会在相关确认（SYN/ACK）的目标端口（Udp.dstport）中匹配一个源端口
（Udp.srcport）编号。

若要查看你的网络连接使用的 Windows 缩放值，请先展开 SYN，然后再展开相关的 SYN/ACK。

在过去，大多数外围网络都配置为暂时连接，这意味着空闲连接通常会终止。 在超过100到300秒的代理和防火
墙可以终止空闲的 TCP 会话。 这对于 Outlook Online 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会创建和使用长期连接（无论它
们是否处于空闲状态）。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865
https://www.wiresha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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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延迟迟//往返往返时间时间

工具工具

要要查查找的内容找的内容

当代理或防火墙设备终止连接时，将不会通知客户端，并且尝试使用 Outlook Online 意味着客户端计算机将在
revive 连接之前尝试进行新的连接，然后再创建一个新的连接。 在页面加载时，您可能会看到产品挂起、提示或
降低性能。

Netmon
Wireshark

在 Netmon 中，查看往返行程的 "时间偏移量" 字段。 往返行程是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并接收响应的时间。
在客户端和传出点之间进行检查（例如 客户端-> -代理）或客户端到 Office 365 （客户端-> ---------office 365）。
您可以在多种类型的数据包中看到此情况。

例如，Netmon 中的筛选器可能如下所示
.Protocol.IPv4.Address == 10.102.14.112 AND .Protocol.IPv4.Address == 10.201.114.12 ，或在 Wireshark 中
ip.addr == 10.102.14.112 &amp;&amp; ip.addr == 10.201.114.12 。

不知道跟踪中的 IP 地址是否属于您的 DNS 服务器？ 请尝试在命令行上进行查找。 单击 "开始开始  > 运行运行  > " 并键入cmd，
或按Windows 键键  >并键入cmd。 在提示符处，键入 nslookup <the IP address from the network trace> 。 若要进行
测试，请对自己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使用 nslookup。 > 若要查看 Microsoft IP 范围的列表，请参阅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
范围。

如果出现问题，则预计会出现长时间偏移，在此示例中（Outlook Online），尤其是在 TLS：显示应用程序数据的
这一阶段的 TLS 数据包（例如，在 Netmon 中，可以通过
.Protocol.TLS AND Description == "TLS:TLS Rec Layer-1 SSL Application Data" ）查找应用程序数据。 您应该会在
会话过程中看到进展顺利。 如果您在刷新 Outlook Online 时看到长时间延迟，则可能是由于发送的重置次数过
高而导致的。

延迟是一种可根据许多变量（如升级老化设备、向网络中添加大量用户以及网络连接上的其他任务消耗的总体带

宽百分比）来更改大量的度量。

在此网络规划和 "office 365 的性能调整" 页面中，有适用于 office 365 的带宽计算器。

需要衡量你的连接速度，还是你的 ISP 连接的带宽？ 尝试此网站（或网站，如网站）： Speedtest 官方网站，或查
询短语速度速度测试测试的您喜爱的搜索引擎。

Ping
PsPing
Netmon
Wireshark

若要跟踪跟踪中的延迟，您将受益于在 Office 365 中记录了客户端计算机 IP 地址和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这旨在简化跟踪筛选的目的。 如果通过代理连接，将需要客户端计算机 IP 地址、代理/传出 IP 地址和 Office
365 DNS IP 地址，以使工作更容易。

发送到 outlook.office365.com 的 ping 请求将告知您接收请求的数据中心的名称，即使 ping可能无法连接以发
送商标连续 ICMP 数据包。 如果使用 PsPing （用于下载的免费工具），并且特定端口（443），并且可能使用 IPv4
（-4），则会为发送的数据包获取平均往返时间。 这将对 Office 365 服务中的其他 Url （如
psping -4 yourSite.sharepoint.com:443 ）执行此操作。 事实上，您可以指定多个 ping 以获取更大的采样示例，请
尝试类似 psping -4 -n 20 yourSite-my.sharepoint.com:443 的操作。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hh373144.aspx
https://www.speedtest.net/


NOTENOTE
PsPing 不发送 ICMP 数据包。 通过特定端口对 TCP 数据包执行 ping 操作，以便您可以使用任何已知的打开方式。 在使用
SSL/TLS 的 Office 365 中，尝试将端口：443附加到你的 PsPing。

如果在执行网络跟踪时已加载 "执行速度较慢的 Office 365" 页面，则应筛选 Netmon 或 DNS Wireshark 跟踪。
这是我们要查找的 IPs 之一。

下面是筛选 Netmon 以获取 IP 地址的步骤（并查看 DNS 延迟）。 此示例使用 outlook.office365.com，但也可以
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租户的 URL （例如，hithere.sharepoint.com）。

1. Ping URL ping outlook.office365.com  ，并在结果中记录向其发送 ping 请求的 DNS 服务器的名称和 IP 地
址。

2. 网络跟踪打开页面，或执行性能问题的操作，或者，如果你在 ping 上看到过高的延迟，它本身就是网络跟
踪。

3. 在 Netmon 中打开跟踪并筛选 DNS （此筛选器也适用于 Wireshark，但区分大小写 -- dns ）。 由于你知道你
的 ping 中的 DNS 服务器的名称，因此你也可以在 Netmon 中筛选更多
DNS AND ContainsBin(FrameData, ASCII, "namnorthwest") 的 speedily，如下所示：，在 Wireshark DNS 中和

frame 包含 "namnorthwest" 这种情况下。
打开响应数据包，并在 "Netmon帧详细帧详细信息信息" 窗口中，单击 " DNS " 以展开以获取详细信息。 在 DNS 信息
中，您将找到在 Office 365 中请求进入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下一步（PsPing 工具）将需要此 IP 地址。
删除筛选器，请右键单击 Netmon 中的 dns 响应（帧帧摘要摘要  > "查查找找对话对话  > DNS"）以查看 DNS 查询和响应并
行。

4. 在 Netmon 中，还请注意 DNS 请求和响应之间的时间偏移列。 在下一步中，易于安装和使用的PsPing工具
非常方便，这是因为 ICMP 通常在防火墙上被阻止，并且 PsPing elegantly 跟踪延迟（以毫秒为单位）。
PsPing 完成到地址和端口的 TCP 连接（在我们的示例中，打开端口443）。

5. 安装 PsPing。
6. 打开命令提示符（启动> "运行>类型 Cmd" 或 "Windows >键类型 cmd"），并将目录更改为您在其中安装

PsPing 的目录以运行 PsPing 命令。 在我的示例中，您可以看到我在 C 的根目录上建立了 ' Perf ' 文件夹。您
可以进行相同的快速访问。

7. 键入命令，以便您可以根据早期 Netmon 跟踪（包括端口号）对 Office 365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进行
PsPing psping -n 20 132.245.24.82:445 。 这将为您提供20个 ping 采样和平均延迟在 PsPing 停止时的采
样。

如果通过代理服务器转到 Office 365，则步骤略有不同。 您将首先 PsPing 代理服务器，以毫秒为单位获取代理/
传出和回退的平均延迟值，然后在代理上运行 PsPing，或者在具有直接 Internet 连接的计算机上运行以获取缺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sysinternals/jj729731.aspx


NOTENOTE

代理身份代理身份验证验证

工具工具

要要查查找的内容找的内容

少的值（即 Office 365 和后端）。

如果您选择从代理运行 PsPing，则会有两个毫秒的值：客户端计算机到代理服务器或传出点，以及代理服务器到
Office 365。 你已经完成了！ 当然，仍应记录值。

如果在连接到 Internet 的直接连接的另一台客户端计算机上运行 PsPing （即，没有代理），则会有两个毫秒的
值：客户端计算机到代理服务器或传出点，以及客户端计算机到 Office 365。 在这种情况下，将客户端计算机的
值从客户端365计算机的值中减去到代理服务器或传出点，并将 RTT 编号从客户端计算机到代理服务器或传出
点，以及从代理服务器或传出点到 Office 365。

但是，如果您可以在受影响的直接连接位置找到客户端计算机，或者绕过代理，您可以选择是否在此处重现问

题，以开始使用，并在此后进行测试。

延迟（如 Netmon 跟踪中所示），如果任何给定会话中有足够的时间，则这些额外的毫秒数可能会增加。

你的 IP 地址可能与此处显示的 IPs 不同，例如，你的 ping 可能会返回更像 157.56.0.0/16 或类似范围的内容。 有关 Office
365 使用的范围列表，请查看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如果要搜索，请记住展开所有节点（顶部有一个按钮），例如，132.245。

这仅适用于您正在通过代理服务器的情况。 如果不是，则可以跳过这些步骤。 正常工作时，代理身份验证应以
毫秒为单位持续进行。 在高峰使用时段内不应看到间歇性的坏性能（例如）。

如果启用了代理身份验证，则每次建立到 Office 365 的新 TCP 连接以获取信息时，您需要通过幕后的身份验证
过程进行传递。 因此，例如，当从 Outlook Online 中的 "日历" 切换到 "邮件" 时，您将进行身份验证。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如果页面显示来自多个网站或位置的媒体或数据，则将针对呈现数据所需的每个不同
TCP 连接进行身份验证。

在 Outlook Online 中，只要您在 "日历" 和 "邮箱" 之间切换或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缓慢页面加载，就可能会
遇到负载缓慢的情况。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症状未在此处列出。

代理身份验证是您的出口代理服务器上的一项设置。 如果它导致 Office 365 出现性能问题，则必须咨询网络团
队。

Netmon
Wireshark

无论何时新的 TCP 会话都必须旋转（通常是从服务器请求文件或信息）或提供信息，都会发生代理身份验证。 例
如，您可能会看到有关 HTTP GET 或 HTTP POST 请求的代理身份验证。 如果要查看在跟踪中对请求进行身份
验证的帧，请将 "NTLMSSP 摘要" 列添加到 Netmon 并筛选 .property.NTLMSSPSummary 。 若要查看身份验证所
花费的时间，请添加时间增量列。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hh37314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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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列添加到 Netmon：

1. 右键单击某个列，如 "说说明明"。
2. 单击 "选择选择列列"。
3. 在列表中找到_NTLMSSP Summary_和_Time Delta_ ，然后单击 "添加添加"。
4. 将新列移到 "说明" 列之前或之后，以便您可以并排阅读它们。
5. 单击“确定”。

即使不添加列，Netmon 筛选也能正常运行。 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你的身份验证阶段，你的故障排除将会大大
简化。

在查找代理身份验证的实例时，请务必研究存在 NTLM 质询的所有帧，或者存在身份验证消息。 如有必要，请
右键单击特定的流量，然后查找 " >对话 TCP"。 请注意这些对话中的时间增量值。

代理身份验证中的四秒延迟，如 Wireshark 中所示。 通过在 "帧详细信息" 中右键单击具有相同名称的字段，然
后选择 "添加为列"，可在以前以前显显示的框架示的框架列中进行时间增量。 

在尽可能接近客户端国家/地区时，名称解析的工作速度最佳。

如果 DNS 名称解析在海外进行，则可以在页面负载中添加秒数。 理想情况下，名称解析发生在100毫秒下。 如
果不是，则应进行进一步调查。

不确定客户端连接在 Office 365 中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请查看此处的客户端连接参考文档。

Netmon
Wireshark
PsPing

分析 DNS 性能通常是网络跟踪的另一个作业。 但是，PsPing 在可能的原因中或可能的原因中也很有帮助。

DNS 流量基于 TCP，并且 UDP 请求和响应使用 ID 进行清楚标记，以帮助将特定请求与特定的响应匹配。 例
如，当 SharePoint Online 在网页上使用网络名称或 URL 时，您将看到 DNS 通信。 作为经验的规则，除了在传
输区域时，通过 UDP 运行之外的大部分流量。

在 Netmon 和 Wireshark 中，最基本的筛选器只 dns 允许您查看 DNS 流量。 指定筛选器时，请务必使用小写字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741250.aspx


代理可伸代理可伸缩缩性性

母。 在开始在客户端计算机上重现问题之前，请务必刷新 DNS 解析器缓存。 例如，如果主页的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加载速度较慢，则应关闭所有浏览器、打开新的浏览器、启动跟踪、刷新 DNS 解析器缓存，然后浏
览到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 整个页面解析后，应停止并保存该跟踪。

您想要查看此处的时间偏移量。 将 "时间时间增量增量" 列添加到 Netmon 中可能会有所帮助，具体方法是通过完成以
下步骤来完成：

1. 右键单击某个列，如 "说说明明"。
2. 单击 "选择选择列列"。
3. 在列表中找到_时间 Delta_ ，然后单击 "添加添加"。
4. 将新列移到 "说明" 列之前或之后，以便您可以并排阅读它们。
5. 单击“确定”。

如果找到感兴趣的查询，请考虑将其隔离，具体方法是在 "框架详细信息" 面板中右键单击该查询，然后选择 "查查
找找对话对话  > DNS"。 请注意，网络对话面板将直接跳转到其 UDP 流量日志中的特定对话。

在 Wireshark 中，可以将列用于 DNS 时间。 将跟踪（或打开跟踪）放在 Wireshark 中，然后按 dns 、或，更

helpfully 的 dns.time 方式进行筛选。 单击任意 DNS 查询，并在显示详细信息的面板中展开
Domain Name System (response) 详细信息。 你将看到 "时间" 字段（例如，" [Time: 0.001111100 seconds] "。 右键
单击此时间并选择 "应应用用为为列列"。 这将为您提供一个时间时间栏，以便更快地对跟踪进行排序。 单击 "新建" 列按降序
排列值，以查看哪个 DNS 调用所用时间最长。

按照 dns.time（小写）在 Wireshark 中筛选的 SharePoint Online 的浏览，其中包含将详细信息插入到某个列以及
按升序进行排序的时间。

如果要对 DNS 解析时间进行更多调查，请尝试使用 TCP 使用的 DNS 端口的 PsPing （例如， 
psping <IP address of DNS server>:53 ）。 您是否仍会看到性能问题？ 如果这样做，则问题更可能比特定的要解
决的 DNS 应用程序的问题更广泛：网络问题更大。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一点是，ping 到 outlook.office365.com
将告诉你发生 Outlook Online 的 DNS 名称解析的位置（例如，outlook-namnorthwest.office365.com）。

如果问题看起来是 DNS 特定的，则可能需要联系 IT 部门以查看 DNS 配置和 DNS 转发器，以便进一步调查此
问题。

file:///T:/sp4r/media/1439dcc2-12ff-4ee2-9ef3-1484cf79c38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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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工具

要要查查找的内容找的内容

NOTENOTE

Office 365 中的 Outlook Online 之类的服务向客户端授予多个长期连接。 因此，每个用户可能会使用需要较长
寿命的更多连接。

数学

没有特定于此的网络跟踪或故障排除工具。 相反，它基于给定限制和其他变量的带宽计算。

在 SYN-SYN/ACK 中找到。 在您采取的任何性能网络跟踪中执行此操作，以确保将 TCP 数据包配置为尽可能地
携带最大数据量。

目标是查看用于传输数据的 MSS 为1460字节的 MSS。 如果您使用的是代理，或者您使用的是 NAT，请务必从
客户端到代理/传出/NAT 运行此测试，以及从代理/传出/NAT 到 Office 365，以获得最佳结果！ 这些是不同的
TCP 会话。

Netmon

TCP Max 段大小（MSS）是网络跟踪中的三向握手的另一个参数，这意味着您将在 SYN-SYN/ACK 数据包中找
到所需的数据。 MSS 实际上相当简单，可以查看。

打开您拥有的任何性能网络跟踪，并查找您想要了解的连接，或者演示性能问题。

如果要查看跟踪，并需要查找与对话相关的流量，请按客户端 IP 或代理服务器或传出点的 IP 或代理服务器或传出点的 IP
进行筛选。 直接执行此操作，您需要在跟踪中 ping 正在测试的 Office 365 的 IP 地址的 URL，并按其进行筛选。

是否要再次查看跟踪？ 请尝试使用筛选器来为你的方向定位。 在 Netmon 中，根据 URL 运行搜索，例如
Containsbin(framedata, ascii, "sphybridExample") ，记下帧编号。

在 Wireshark 中使用类似 frame contains "sphybridExample" 的内容。 如果您发现已找到远程 Winsock （X-RWS-
VERSION）流量（它可能在 Wireshark 中显示为 [PSH，ACK]），请记住，在相关的 SYN-SYN/Ack 之前，可能会
看到 X-RWS-VERSION 连接，如前文所述。

此时，您可以记录帧编号，删除筛选器，单击 Netmon 中的 "网络对话" 窗口中的 "所有通信所有通信" 以查看最接近的
SYN。

重要的是，如果在跟踪时没有收到任何 IP 地址信息，则在跟踪中查找您的 URL （例如
sphybridExample-my.sharepoint.com ，部分）将为您提供用于筛选的 ip 地址。

在跟踪中查找您想要查看的连接。 为此，可以扫描跟踪、按 IP 地址筛选，或通过 Netmon 中的 "网络对话" 窗口
选择特定的对话 Id。 在发现 SYN 数据包后，展开 "帧详细信息" 面板中的 "TCP （Netmon）" 或 "传输控制协议
（在 Wireshark 中）"。 展开 "TCP 选项" 和 "MaxSegmentSize"。 找到相关的 SYN ACK 帧，并展开 "TCP 选项" 和
"MaxSegmentSize"。 这两个值中较小的值将成为最大线段大小。 在此图中，我使用了名为 TCP 故障排除的
Netmon 中的内置列。



内置列在 "框架框架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面板的顶部。 （若要切换回普通视图，请再次单击 "列列"，然后选择 "时时区区"。）

以下是 Wireshark 中的已筛选跟踪。 有一个特定于 MSS 值（ tcp.options.mss ）的筛选器。 SYN、SYN/ACK、
ACK 握手的帧在 Wireshark 的底部链接，后者相当于帧详细信息（例如，帧 47 ACK、指向 46 SYN/ACK 的链
接、指向 43 SYN 的链接），从而使这种工作更容易。



选择选择性确性确认认

工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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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检查选择选择性确性确认认（此矩阵中的下一个主题），请不要关闭您的跟踪！

在 SYN-SYN/ACK 中找到。 必须在 SYN 和 SYN/ACK 中都以允许的形式报告。 选择性确认（SACK）允许在缺少
数据包或数据包时以更流畅的量传输数据。 设备可以禁用此功能，这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

如果您使用的是代理，或者您使用的是 NAT，请务必从客户端到代理/传出/NAT 运行此测试，以及从代理/传
出/NAT 到 Office 365，以获得最佳结果！ 这些是不同的 TCP 会话。

Netmon

选择性确认（SACK）是 SYN-SYN/ACK 握手中的另一个参数。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筛选跟踪的 SYN-
SYN/ACK。

通过扫描跟踪、按 IP 地址筛选或通过使用 Netmon 中的 "网络对话" 窗口单击会话 ID，找到您想要查看的跟踪
中的连接。 在发现 SYN 数据包后，展开 Netmon 中的 TCP 或 Wireshark 中的 "帧详细信息" 部分中的 "传输控
制协议"。 展开 "TCP 选项"，然后展开 "SACK"。 找到相关的 SYN ACK 帧并展开 "TCP 选项" 和 "SACK" 字段。
确保在 SYN 和 SYN/ACK 中都允许使用某些 SACK。 以下是在 Netmon 和 Wireshark 中看到的 SACK 值。



DNS DNS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在世界各地的 Office 365 中，在哪里尝试解析您的 DNS 呼叫会影响您的连接速度。

在 Outlook Online 中，在第一次 DNS 查找完成后，将使用该 DNS 的位置连接到最接近的数据中心。 你将连接
到 Outlook Online CAS 服务器，该服务器将使用中枢网络连接到存储数据的数据中心（dC）。 这速度更快。

在访问 SharePoint Online 时，会将位于国外的用户定向到其活动数据中心--该 dC 的位置基于其 SPO 租户的
主址（如果用户基于美国，则为 USA 中的 dC）。

Lync online 一次在多个 dC 中具有活动节点。 当为 Lync online 实例发送请求时，Microsoft 的 DNS 将确定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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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365 Office 365 应应用程序故障排除用程序故障排除

工具工具

来自何处，并返回最近的区域 dC 中的 IP 地址（Lync online 处于活动状态）。

需要了解有关客户端如何连接到 Office 365 的详细信息？ 查看 "客户端连接参考" 一文（及其有用的图形）。

Ping
PsPing

从客户端的 DNS 服务器到 Microsoft DNS 服务器进行名称解析的请求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 Microsoft DNS
返回区域数据中心（dC）的 IP 地址。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的总部在 Bangalore、印度，但你在美国出差，
当浏览器发出 Outlook Online 请求时，Microsoft 的 DNS 服务器应将你的 IP 地址交给美国的数据中心--区域
数据中心。 如果需要来自 Outlook 的邮件，则该数据将在数据中心之间跨 Microsoft 的快速主干网络传输。

当名称解析在尽可能接近用户位置时，DNS 工作速度最快。 如果你在欧洲，你想要转到欧洲的 Microsoft
DNS，并（理想）处理欧洲的数据中心。 在欧洲的客户端转到 DNS 和北美的数据中心的性能将会降低。

对 outlook.office365.com 运行 Ping 工具，以确定您的 DNS 请求在全球的路由。 如果你在欧洲，你应该会看到
类似 outlook-emeawest.office365.com 的答复。 在美洲，期待的类似 outlook-namnorthwest.office365.com。

在客户端计算机上打开命令提示符（通过 " >开始>运行 Cmd" 或> "Windows 键类型" cmd）。 键入 ping
outlook.office365.com，然后按 ENTER。 请记住，若要通过 IPv4 指定 ping，请指定-4。 您可能无法从 ICMP 数
据包中获取答复，但应该会看到向其路由请求的 DNS 的名称。 如果要查看此连接的延迟号码，请尝试 PsPing
到 ping 返回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

Netmon
HTTPWatch
浏览器中的 F12 控制台

在此特定于网络的文章中，我们不会讨论在特定于应用程序的故障排除中使用的工具。 但你会发现可在此页面
上使用的资源。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741250.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network-planning-and-performance-tuning-for-office-365-e5f1228c-da3c-4654-bf16-d163daee8848


相关主题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Office 365 终结点 FAQ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4088321-1c89-4b96-9c99-54c75cae2e6d


管理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的连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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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前缀筛选

选项选项 复复杂杂度度 更改控件更改控件

接受所有 Microsoft 路由 低：低：  客户依靠 Microsoft 控件来确保所
有路由都正确拥有。 

无 

筛选 Microsoft 拥有的 supernets 中：中：  客户实施汇总的前缀筛选器列表，
仅允许 Microsoft 拥有的路由。 

客户必须确保在路由筛选器中反映不常

用的更新。 

筛选器 Office 365 IP 范围 
[!CAUTION] 不推荐

高：高：  客户根据定义的 Office 365 IP 前缀
筛选路由。 

客户必须实施针对每月更新的可靠的更

改管理过程。 
[!CAUTION] 此解决方案需要进行大量
的日常更改。 未按时实现的更改可能会
导致服务中断。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 ExpressRoute 提供了备用的路由路径，以达到多个 Office 365 服务，而无需向 internet 传出
传出流量。 虽然仍然需要 internet 连接到 Office 365，但 Microsoft 通过 BGP 向网络公布的特定路由使直接
ExpressRoute 电路成为首选，除非网络中存在其他配置。 您可能需要配置用于管理此路由的三个常见方面，包括
前缀筛选、安全性和合规性。

Microsoft 更改了 Microsoft 对等路由域对 Azure ExpressRoute 的审查方式。 从2017年7月31日起，所有 Azure ExpressRoute
客户都可以直接从 Azure 管理控制台或通过 PowerShell 启用 Microsoft 对等。 启用 Microsoft 对等关系后，任何客户都可以
创建路由筛选器，以接收 Dynamics 365 客户参与应用程序（以前称为 CRM Online）的 BGP 路由播发。 需要 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的客户必须先从 Microsoft 获取评审，然后才能为 Office 365 创建路由筛选器。 请联系你的
Microsoft 帐户团队以了解如何请求评审以启用 Office 365 ExpressRoute。 尝试为 Office 365 创建路由筛选器的未授权订阅
将收到错误消息

Microsoft 建议客户接受从 Microsoft 播发的所有 BGP 路由，提供的路由经过严格的审核和验证过程将消除对添
加的审查的任何好处。 ExpressRoute 本身提供了建议的控件，如 IP 前缀所有权、完整性和扩展-客户端上没有入
站路由筛选。

如果需要在 ExpressRoute 公共对等之间进行额外的路由所有权验证，则可以针对所有表示Microsoft 公共 IP 范
围的 IPv4 和 IPv6 IP 前缀列表检查播发的路由。 这些范围涵盖完整的 Microsoft 地址空间并不经常更改，提供了
要筛选的一组可靠的范围，同时还为关注非 Microsoft 所属路由的客户提供其他保护。环境. 如果发生更改，则会
在每个月的第一月中进行更改，并且页面的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部分中的版本号在每次更新文件时都会发生变化。

为避免使用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以生成前缀筛选器列表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Office 365 IP 前缀经常会经历大量更改。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旨在管理防火墙允许列表和代理基础结构，而不是路由。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不包含可能在您的 ExpressRoute 连接范围内的其他 Microsoft 服务。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181709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3602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安全性安全性

从客从客户户到到  Microsoft  Microsoft 的出站的出站

C a u t i o nC a u t i o n

选项选项 复复杂杂度度 更改控件更改控件

无限制 低：低：  客户可以对 Microsoft 进行无限制
的出站访问。 

无 

端口限制 低：低：  客户通过预期的端口限制对
Microsoft 的出站访问。 

偶尔. 

FQDN 限制 高：高：  客户根据已发布的 Fqdn 限制对
Office 365 的出站访问。 

每月更改。 

从从  Microsoft  Microsoft 到客到客户户的入站的入站

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 连接到 Office 365 基于特定 IP 子网的 BGP 播发，这些子网代表部署 Office 365 终结点
的网络。 由于 Office 365 的全局特性和组成 Office 365 的服务的数量，客户通常需要在其网络上管理他们接受的
广告。 如果你担心向你的环境中播发的前缀数，则BGP 社区功能允许你将播发筛选为一组特定的 Office 365 服
务。 此功能现在处于预览阶段。

无论您如何管理来自 Microsoft 的 BGP 路由广告，与仅通过 internet 电路连接到 Office 365 相比，Office 365 服
务之间将不会有任何特殊的公开。 无论客户用来连接到 Office 365 的电路类型如何，Microsoft 保持相同的安全
性、合规性和性能级别。

Microsoft 建议您维护您自己的网络和安全外围控制，以实现与 ExpressRoute 公共和 Microsoft 对等的连接，其中
包括与 Office 365 服务的连接。 应将从你的网络到 Microsoft 网络的出站网络请求以及从 Microsoft 网络到你的
网络的入站网络请求设置安全控制。

当计算机连接到 Office 365 时，它们将连接到同一组终结点，而不管是否通过 internet 或 ExpressRoute 电路建立
连接。 无论使用哪种电路，Microsoft 建议您将 Office 365 服务视为比通用 internet 目标更受信任。 您的出站安全
控制措施应重点放在端口和协议上，以减少暴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日常维护。 " Office 365 终结点参考" 一文中提
供了所需的端口信息。

对于添加的控件，可以在代理基础结构中使用 FQDN 级别筛选来限制或检查针对 internet 或 Office 365 的部分或
所有网络请求。 将 Fqdn 列表维护为已发布功能，Office 365 产品的演变需要对发布的Office 365 终结点进行更强
大的更改管理和更改跟踪。

Microsoft 建议您不要仅依靠 IP 前缀来管理到 Office 365 的出站安全性。

有几种可选方案需要 Microsoft 启动与网络的连接。

用于登录的密码验证期间的 ADFS。

Exchange Server 混合部署。

从 Exchange Online 租户发送到本地主机的邮件。

SharePoint Online 邮件从 SharePoint Online 发送到本地主机。

SharePoint 联合混合搜索。

SharePoint 混合 BCS。

Skype for business 混合和/或skype for business 联盟。

Skype For Business 云连接器。

Microsoft 建议您通过 internet 电路接受这些连接，而不是您的 ExpressRoute 电路，以降低复杂性。 如果合规性或
性能需求规定必须通过 ExpressRoute 线路接受这些入站连接，则建议使用防火墙或反向代理来限定已接受的连接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using-bgp-communities-in-expressroute-for-office-365-scenarios-preview-9ac4d7d4-d9f8-40a8-8c78-2a6d7fe96099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0581%28v=exchg.150%2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197174.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197239.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5403.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skype-for-business-online-federation-and-public-im-conectivity.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605227.aspx


合合规规性性

相关主题

的范围。 您可以使用Office 365 终结点来确定正确的 FQDN 和 IP 前缀。

我们不依赖为任何合规性控制使用的路由路径。 无论您是通过 ExpressRoute 还是 internet 电路连接到 Office 365
服务，我们的合规性控制措施不会更改。 应查看 Office 365 的不同合规性和安全认证级别，以确定满足组织需求
的最佳选择。

以下是可以用于返回的简短链接：https://aka.ms/manageexpressroute365

内容分发网络

Office 365 URL 和 IP 地址范围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Training（Azure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培训）

https://aka.ms/o365endpoints
https://aka.ms/manageexpressroute365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8548a211-3fe7-47cb-abb1-355ea5aa88a2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99cab9d4-ef59-4207-9f2b-3728eb46bf9a
https://channel9.msdn.com/series/aer


Office 365 中的管理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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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365 访问控制

客客户户数据数据

其他其他类类型的数据型的数据

Microsoft 已在系统和控件中进行了大量投资，以自动化大多数 Office 365 操作，同时有意限制 Microsoft 对客户内
容的访问权限。 人类控制服务，软件运行服务。 这使 Microsoft 能够在规模扩展时管理 Office 365，并管理对客户
内容的内部威胁的风险。

By default, Microsoft engineers have zero standing administrative privileges and zero standing access to customer
content in Office 365. Microsoft 工程师可在有限的时间段中对客户的内容进行有限的审核和安全访问。 只有在服
务操作必要时才进行访问，并且仅当由 Microsoft 高级管理的成员批准时才能访问。 对于客户密码箱许可的客户，
客户将提供对 Office 365 上托管内容的访问审批。

Microsoft 使用多种形式的云传递提供了在线服务：

公共云：公共云：  包括在北美、南美洲、欧洲、亚洲、澳大利亚等托管的 Office 365、Azure 和其他服务的多租户版本。
国家国家/地区云：地区云：  包括美国以外的所有 sovereign 和第三方运营云（前面提到的云除外），例如中国（由世纪互联运
营）的 Office 365 和德国的 Office 365 （由 Microsoft 使用，但在一个采用德语数据受托者的模型下）。德国电
信，控制和监控 Microsoft 对客户数据和包含客户数据的系统的访问。
政府群：政府群：  包含适用于美国政府客户的 Office 365 和 Azure 服务。

出于本文的目的，Office 365 服务包括：

Exchange Online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SharePoint Online
OneDrive for Business
Skype for Business
Microsoft Teams
Yammer

出于访问控制目的，Microsoft 将 Office 365 数据分类为客户数据或其他类型的数据。

客户数据是使用 Office 365 服务时代表客户提供或代表客户提供的所有数据。 这是由 Office 365 用户直接创建或
上载的客户内容，包括：

电子邮件

SharePoint Online 内容
即时消息

日历项目

Documents
联系人

最终用户身份信息（EUII）（对用户而言是唯一的，或对单个用户而言是 linkable 但不包含客户内容的数据）。

其他类型的数据包括：

帐户帐户数据：数据：  包括管理数据（管理员在注册或购买服务时提供的信息）和付款数据（有关付款仪器的信息，如信用卡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exchange-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eop/exchange-online-protection-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sharepoint-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onedrive/onedrive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skype-for-business-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teams/teams-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yammer/yammer-landing-page


相关链接

详细信息）。

组织组织的可的可识别识别信息：信息：  包含用于标识租户、使用情况数据，而不是 linkable 给个人用户或包含在客户内容中的数
据。

系系统统元数据：元数据：  包括包含配置设置、系统状态、Microsoft IP 地址和订阅和租户的技术信息的服务日志。

Microsoft 已建立了访问控制机制，以确保没有人撤销对客户数据或访问控制数据的访问权限。 访问控制数据管理
对环境中其他类型的数据或函数的访问，包括对客户内容或 EUII、Microsoft 密码、安全证书和其他与身份验证相关
的数据的访问。 访问控制机制还可防止对 Office 365 生产环境进行未批准的物理、逻辑或远程访问。

Microsoft 使用的 access 控件有三个类别，用于运行 Office 365：

隔离控件

人员控制

技术控制

组合后，这些控件有助于防止和检测 Office 365 中的恶意操作。 除了 Microsoft 使用的隔离、人员和技术控件之
外，还有第四个类别的控件：由客户实施的控件。

Office 365 允许您以与在本地环境中管理数据的方式管理数据。 注册 Office 365 组织的人员将自动成为全局管理
员。 全局管理员可以访问管理门户中的所有功能，并且可以：

创建或编辑用户

向其他人分配管理员角色

重置用户密码

管理用户许可证

管理域

批准客户密码箱请求

建议每个组织至少配置两个管理员帐户。 对于大型企业组织，我们建议专门的管理员帐户来提供不同的功能。

有关分配管理员角色和权限的信息，请参阅在 office 365 中分配管理员角色和关于 Office 365 管理员角色。

隔离控件

人员控制

技术控制

监视和审核访问控制

Yammer Enterprise访问控制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ssigning-admin-roles-in-office-365-eac4d046-1afd-4f1a-85fc-8219c79e150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ermissions-in-office-365-da585eea-f576-4f55-a1e0-87090b6aaa9d


监视和审核 Office 365 中的访问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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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对 Office 365 中发生的所有委派、特权和操作执行全面的监视和审核。 Office 365 访问控制是基于最小
特权原则构建的自动化过程，并包含数据访问控制和审核：

所有允许的访问都可供唯一用户跟踪。 管理员负责处理客户内容。
捕获访问控制请求、审批和管理操作日志，以分析安全和恶意事件。

根据安全组成员身份，在接近实时的情况中查看访问级别，以确保只有具有授权的业务理由并满足资格要求的

用户才有权访问系统。

Office 365、其访问控制和支持服务（包括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和物理数据中心）定期通过独立第三方进行审
核，以符合ISO/IEC 27001、 ISO/iec 27018、 SOC、 FedRAMP和其他标准。
Office 365 工程师必须参加年度安全培训，查看提升的访问最佳步骤，并确认 Microsoft 的安全和隐私政策，以
维持对服务的权利。

当检测到可疑活动（如短时间内的多个失败的登录）时，自动通知会触发。 Office 365 安全响应团队使用机器学习和
大型数据分析来查看和分析活动、查找不规则的访问模式并主动响应异常和违法活动。 Microsoft 还采用了一组专
门的渗透测试人员，并参与定期的红色团队和蓝色的团队练习，以查找服务中的安全性和访问控制问题。 客户可以
通过使用由 Office 365 提供的审核报告和管理活动 API 来验证访问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Office 365 管理活动 API 参考和office 365 中的审核与报告。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compliance/iso-iec-27001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compliance/iso-iec-27018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compliance/soc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compliance/fedramp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compliance?service=office#icons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office/mt22739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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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内容隔离

Microsoft 连续工作，以确保 Office 365 的多租户体系结构支持企业级安全性、机密性、隐私、完整性、本地、国际和
可用性标准。 Microsoft 提供的服务的规模和范围使其难以和非经济地管理 Office 365，从而实现显著的人工交互。
Office 365 服务通过多个全局分布式数据中心提供，每个都具有极大的自动化，需要人工触摸或任何对客户内容的
访问。 我们的员工使用自动化工具和高度安全的远程访问支持这些服务和数据中心。 有关如何在 Office 365 中运
行大规模服务的一些详细信息，请参阅IT 专业人员在 office 365 中的幕后外观。

Office 365 由多个服务组成，这些服务可提供重要的业务功能并参与整个 Office 365 体验。 这些服务中的每一项都
是独立的，旨在与另一项集成。

Office 365 的设计具有以下原则：

面向服面向服务务的体系的体系结结构构：：  以可互操作的服务的形式设计和开发软件，以提供完善定义的业务功能。
操作安全保操作安全保证证：：  一种框架，其中包含通过 microsoft 独有的各种功能获得的知识，包括 Microsoft安全开发生命
周期、 microsoft 安全响应中心和 cybersecurity 威胁的深层感知。

Office 365 服务之间相互进行互操作，但它们已经过设计和实现，以便可以将它们作为自治服务进行部署，并相互
独立。 Microsoft segregates Office 365 的责任和职责范围，以减少对组织资产进行未经授权或无意的修改或误用
的机会。 Office 365 团队已将角色定义为全面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制的一部分。

租户中的所有客户内容都独立于其他租户以及 Office 365 管理中使用的操作和系统数据。 在整个 Office 365 中实
施多种形式的保护，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任何 Office 365 服务或应用程序造成危害的风险。 多种形式的保护也会阻
止对租户或 Office 365 系统本身的信息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

有关 Microsoft 如何在 Office 365 中实现租户数据的逻辑隔离的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中的租户隔离。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compliance?service=office#icons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sharepoint-conference/2014/spc202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aa480021.aspx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0872
https://www.microsoft.com/sdl/default.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44071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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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人员筛选标准

Microsoft 预雇用筛选

定期重新筛选

供应商筛选

Microsoft 致力于维护一个安全、安全的环境，以正确保护我们的员工、客户、属性、个人数据和专有信息。 全面的
后台屏蔽计划是实现此目标的关键。 在 Microsoft 开始雇用之前，必须满足所有雇用和 internship 的候选人。 特定
角色中的当前员工也可能受到定期重新筛选的制约。

Microsoft 人员筛选标准适用于在开发、操作或将在线服务交付给政府或商业云客户时涉及的所有 Microsoft 员工、
实习员工和临时员工。

Office 365 的人员屏蔽实践与 Microsoft 的公司标准和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协会（NIST）控件进行了人员筛选。 需
要访问以下各项的 microsoft 员工受 Microsoft 人事筛选标准的制约：

物理访问数据中心、colocations、安全聊天室、cages、服务器机架或提供支持为政府或商业云客户提供联机服务
的基础结构的网站。

对通过特定托管环境提供的政府或商业云客户数据的逻辑访问。

对传输或存储政府或商业云客户数据的设备和服务的网络管理访问。

在具有受限制访问个人信息的强健隐私法律的国家/地区，在开发、运营或将在线服务交付给政府或商业云客户时
所涉及的员工可能会受到其他检查。 触发筛选要求的特定人员相关事件包括：

新的 Microsoft 员工放置在筛选是已定义的要求的角色中。
将内部 Microsoft 员工转移或移动到当前包含作为定义要求的筛选的现有角色。
更改作用域的现有角色，以包含筛选为定义的要求。

Microsoft 的全球安全部门负责确保候选人在开始与 Microsoft 雇用前进行背景屏蔽。 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支票包括以下内容：

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政府颁发的文档中进行标识确认的 SSN 跟踪。
犯罪历史记录在重罪和调查州的状态、县和本地级别上检查最长七年，如果适用于美国，则在联邦级别检查。 国
际犯罪史检查（取决于当地法律）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区域。

对学术成就的最高级别的确认

5年的雇用历史记录
全球制裁和强制检查，包括外部资产控制（OFAC）列表的 Office、行业和安全性（BIS）列表和 Office 的国防商业
控制管制人员（DDTC）列表检查。

某些管理、安全性或其他角色（包括需要访问客户数据的角色的员工）可能需要定期重新筛选和/或其他背景检查（请
参阅云背景检查）。

Microsoft 要求供应商（临时人员）对其执行要求访问 Microsoft 拥有或租赁设施的服务或项目的所有人员进行预先
布置后台检查，或访问 Microsoft 资源，如电子邮件、网络访问、cardkey 或其他访问徽章。

本地法律供应商筛选检查允许的范围包括以下内容：



Microsoft 云背景检查

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政府颁发的文档中进行标识确认的 SSN 跟踪。
犯罪历史记录在重罪和调查州的状态、县和本地级别上检查最长七年，如果适用于美国，则在联邦级别检查。 国
际犯罪史检查（取决于当地法律）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区域。

对学术成就的最高级别的确认

全球制裁和强制执行检查

在美国每个供应商员工的每个成员的每个位置的每个位置之前，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供应商将执行预布置，

并在使用 Microsoft 的定期进行背景检查。首选的后台检查筛选服务提供商，他将向 Microsoft 确认筛选符合
Microsoft 标准。

国际上，上述要求将在所有国家/地区在2020年9月实施，并且目前尚未实施，第三方的合约指定了 Microsoft 必须
执行的屏蔽要求，并且供应商负责 attesting 到 Microsoft，以编写已成功完成的后台检查。

对于作为美国员工提供 Office 365 相关服务的候选人，Microsoft 云背景检查是必需的。 美国的 microsoft 员工必
须遵守所有 Office 365 服务所需的 Microsoft 云背景检查流程，才能访问客户数据。 在美国之外，该过程会有所不
同。 例如，适用于德国的 Microsoft 云使用数据受信者审批模型，旨在确保数据受信者（德国公司）（而不是
Microsoft）可以控制对客户数据的访问。 德国的 Microsoft 云是从德国的数据中心提供的，并且包含数据受托者的
技术员工的操作中心（OC）也在德国。 数据受信者可对数据中心和 OC 功能进行维护和控制。

在本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在 Microsoft 云背景检查过程中执行以下检查。

美国：社会安全号码跟踪

犯罪历史记录在重罪和调查州的状态、县和本地级别上检查最长七年，如果适用于美国，则在联邦级别检查。 国
际犯罪史检查（取决于当地法律）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区域。

全球制裁和强制检查，包括外部资产控制（OFAC）列表的 Office、行业和安全性（BIS）列表和 Office 的国防商业
控制管制人员（DDTC）列表检查。

来自 Microsoft 云背景检查的结果存储在我们的员工数据库中，并连接到我们的数据中心访问控制系统。 如果
Microsoft 云背景检查过期，并且员工没有续订它，则在完成 Microsoft 云背景检查之前，对 Office 365 服务的访问
权限将被吊销且不再可用。 当与 Microsoft 的雇用关系结束时，将立即撤销所有数据中心访问权限。

美国公民对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版服务具有物理或逻辑访问权限的所有员工进行验证。 若要验证公民、员工和/或
新员工候选人是否与训练有素的美国公民代理人会面，以验证美国公民的情况。 员工或新员工候选人必须具有所需
的文档，并使用其所在区域的公民代理人签署证明表单。 会议必须在人员中完成。 一旦个人符合公民代理人，并提
供了必要的文档和签名，则公民代理人会将文档副本转发给提交副本以保留的 Microsoft 人员配备操作。

对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社区云进行逻辑访问的人员，或对 Azure 美国政府产品的逻辑或物理访问，必须遵守 FBI
的刑事审判信息服务（CJIS）的联邦政府要求，包括人员筛选。 支持 Office 365 美国政府服务的 CJIS 屏蔽包括基于
指纹的犯罪背景检查调查州审判由 CJIS 系统机构在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CJIS 支持计划中注册的状态中指定
adjudicator。

https://www.fbi.gov/services/cjis
https://blogs.office.com/2013/10/23/california-and-microsoft-sign-cjis-security-policy-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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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箱和客户密码箱

NOTENOTE

NOTENOTE

实时访问

Microsoft 使用多种工具和技术来控制、管理和审核对其在线服务中的客户数据的访问。 这些应用于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密码箱和客户密码箱、多重身份验证等。 Yammer 使用Yammer Enterprise Access 控
件中所述的类似控件。

Office 365 工程师对 Office 365 客户数据具有零的访问权限。 在访问客户数据以进行服务操作之前，工程师必须先
完成 Microsoft 审批流程。 如果客户对 Exchange Online 和 SharePoint Online 的客户密码箱功能进行了授权，则对
客户数据的访问需要客户审批。 经过批准后，特定于服务的管理帐户将为服务请求所需的任务预配实时访问。

虽然极少数情况下，客户可以从 Microsoft 向 Microsoft 工程师公开客户内容的帮助。 为了控制对 Exchange Online
的访问，Microsoft 使用名为 "密码箱" 的访问控制系统。 在 Microsoft 工程师访问任何 Exchange Online 或
SharePoint Online 系统或数据之前，必须使用密码箱提交访问请求。 Exchange Online 和 SharePoint Online 的所
有服务请求都由密码箱系统处理。 通过密码箱和客户密码箱，所有批准的访问都可对唯一用户进行跟踪，使工程师
对客户数据的处理负责。

Exchange Online 包括存储在用户邮箱中的任何 Skype for Business 数据。 Skype for business 覆盖范围不包括 Skype 会议广播
录制或用户上载到会议的内容。 SharePoint Online 包括 OneDrive for Business。

密码箱处理授予工程师在服务中执行操作和管理功能的能力的权限请求。 工程师通过密码箱提交请求，Microsoft
管理员必须先批准请求，然后工程师才能访问客户数据。 在经理批准后，工程师对客户数据具有受时间限制和范围
限制的访问权限，以处理客户问题。

适用于 Office 365 的客户密码箱可帮助您满足合规性义务（如果您需要实施显式数据访问授权的过程）。 这是对某
些合规性标准（如 FedRAMP 和 HIPAA）的要求。 客户密码箱将你插入密码箱审批过程，并为你提供控制 Microsoft
access 对 Exchange Online 或 SharePoint Online 内容的授权，以进行服务操作。

在 Microsoft 服务工程师需要访问您的数据时，在极少数的实例中，仅授予对解决问题所需的数据的访问权限以及
有限的时间。 如果拒绝访问请求，Microsoft 工程师将无法访问你的内容，并且无法完成服务操作。 如果你批准请
求，Microsoft 工程师通过受监控和约束的管理界面来限制你的内容的实时访问。

支持工程师采取的操作是出于审核目的而记录的，可通过Office 365 管理活动 API和安全与合规中心进行访问。

客户密码箱在Office 365 企业版 E5中可作为附加购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Office 365 客户锁箱请求。

Microsoft 使用 Office 365 的实时（JIT）访问原则来缓解凭据篡改风险和横向攻击。 J IT 可删除服务的持久管理访问
权限，并将权限替换为根据需要提升为这些角色。 从管理员删除永久访问权限可确保凭据仅在需要时才可用，并可
降低凭据窃取风险。

JIT 访问模型要求工程师在有限的时段内请求提升的权限，以执行管理任务。 此外，工程师使用使用计算机生成的
复杂密码创建的临时帐户，并只授予那些允许他们执行必要任务的角色。 例如，由密码箱授予的管理访问权限是受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office/dn707383.aspx
https://protection.office.com/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office-365-enterprise-e5-business-softwar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customer-lockbox-requests-36f9cdd1-e64c-421b-a7e4-4a54d16440a2


受约束的管理接口

时间限制的，并且访问权限的时间量取决于请求的角色。 工程师指定对密码箱系统的请求中所需的时间访问的持续
时间。 当请求的时间超过提升的最长允许时间时，密码箱系统会拒绝请求。 过期后，将删除管理访问权限，并且临
时帐户将过期。

当授权和批准访问时，工程师将收到由授权系统生成的一次性管理密码。 每次批准请求提升访问权限时，都会生成
新密码。 密码将被复制到密码安全，与工程师为 Microsoft 公司环境的凭据分开，且仅适用于已批准的提升的访问
会话。

工程师使用两个管理界面执行管理任务：通过安全的终端服务网关（TSGs）和远程 PowerShell 的远程桌面。 在这些
管理界面中，软件策略和访问控制对所执行的应用程序以及可用的命令和 cmdlet 施加了很大的限制。

Office 365 服务器将并发会话限制为每个服务的团队管理员，每个服务器一个会话。 TSGs 仅允许用户单个并发会
话，不允许多个会话。 通过对每个服务器使用一个会话，TSGs 允许 Office 365 服务团队管理员同时连接到多台服
务器，以便管理员能够有效地执行其职责。 服务团队管理员对 TSGs 本身没有任何权限。 TSG 仅用于强制实施多因
素身份验证（MFA）和加密要求。 一旦服务团队管理员通过 TSG 连接到特定服务器，则该特定服务器会强制每个管
理员一个会话限制为一个。

Office 365 人员的使用限制和连接和配置要求由 Active Directory 组策略建立。 这些策略包括以下特征：

TSGs 仅使用FIPS 140-2 验证的加密。
在30分钟不活动后断开的 TSG 会话。
在24小时后，TSG 会话将自动注销。

与 TSGs 的连接还需要使用单独的物理智能卡和帐户（与工程师的 Microsoft 公司凭据分开）进行 MFA。 为各种平
台和机密管理平台颁发不同的智能卡的工程师可确保凭据的安全存储。 TSGs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组策略来控制
谁可以登录到远程服务器、允许的会话数和空闲超时设置。 其他策略将限制对允许的应用程序的访问，并限制
Internet 访问。

除了使用巧尽心思配置的 TSGs 的远程访问之外，Exchange Online 还允许具有服务工程师操作角色的用户使用远
程 PowerShell 访问生产服务器上的特定管理功能。 若要执行此操作，用户必须获得对 Office 365 生产环境的只读
（调试）访问权限。 启用权限提升的方式与使用密码箱进程为 TSGs 启用权限的方式相同。

对于远程访问，每个数据中心都有一个负载平衡的虚拟 IP，用作单一访问点。 可用的远程 PowerShell cmdlet 基于
身份验证期间获取的访问声明中标识的权限级别。 这些 cmdlet 仅提供使用此方法进行连接的用户可访问的唯一管
理功能。 远程 PowerShell 限制可用于工程师的命令的范围，并基于通过密码箱进程授予的访问级别。 例如，在
Exchange Online 中，可以使用 "获取邮箱"，但将 "邮箱" 设置为 "邮箱"。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compliance/fips


Yammer Enterprise访问控制
2019/9/21 •

对 Yammer 生产环境的物理和逻辑访问仅限于一小部分人员（基础结构和操作）。 与其他 Office 365 工程师一
样，Yammer 工程师可以获得对客户数据的零访问权限。 必须使用基于审批的实时访问控制系统请求访问，这类似
于具有有限数量的审批者的密码箱。 审批者验证请求（例如，他们根据需求、业务案例、时间等验证请求是否合
法），然后批准或拒绝该请求。 如果请求得到批准，则会为已定义和有限的时间授予 J IT 访问权限。 超出访问时间
后，访问将自动过期。

与其他 Office 365 服务一样，对 Yammer 生产环境的所有访问都将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所有访问和命令历史记录
都属于用户，并定期由 Yammer 安全团队记录和查看。

有关 Yammer 管理和管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Yammer 管理员帮助。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yammer-%e2%80%93-admin-help-e1464355-1f97-49ac-b2aa-dd320b179dbe?ui=en-us&rs=en-us&ad=us


Microsoft 云服务中的审核和报告
2019/11/9 •

简介

安全 & 合规中心

服务保证

OneDrive for Business 管理中心

Microsoft 云服务包括几种审核和报告功能，可用于跟踪租户内的用户和管理活动，示例包括对 Exchange Online
和 SharePoint Online 租户配置设置所做的更改，以及用户对文档和其他项目所做的更改。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云服务中提供的审核信息和报告更有效地管理用户体验、缓解风险并满足合规性义务。

Office 365 安全 & 合规性中心、 Microsoft 365 安全中心和microsoft 365 合规性中心是用于保护组织中的数据的
一站式门户，其中包括许多审核和报告功能。 这些中心可帮助你解决数据保护或合规性需求，并审核用户和管理员
活动。 您可以使用订阅管理员帐户访问这些中心。

这些中心包括用于访问多个功能的导航窗格：

警警报报：：  使你能够使用Office 365 云应用安全管理警报、查看与安全相关的警报以及管理高级通知。
权权限：限：  使您能够将合规性管理员、电子数据展示管理器等权限分配给组织中的人员，以便他们可以在这些中心
执行任务。 您可以为每个中心的大多数功能分配权限，但必须使用 Exchange 管理中心和 SharePoint 管理中心
配置其他权限。

威威胁胁管理：管理：  使您能够创建和应用使用Office 365 移动设备管理的设备管理策略，设置组织的数据丢失防
护（DLP）策略，配置电子邮件筛选、反恶意软件、域密钥识别邮件（DKIM）、安全附件、安全链接和 OAuth 应用。
数据治理：数据治理：  使您能够将其他系统中的电子邮件或 SharePoint 数据导入到 Office 365中，配置存档邮箱，并为电
子邮件和组织中的其他内容设置保留策略。

搜索搜索  & 调查调查：：  提供内容搜索、审核日志、隔离和电子数据展示案例管理工具，以快速深入了解 Exchange online
邮箱、组和公用文件夹、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的活动。
报报告：告：  使您能够快速访问 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for Business、Exchange Online 和 Azure AD 的报告。
服服务务保保证证：：  提供有关 Microsoft 如何为 Office 365、Azure、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Microsoft Intune
和其他云服务的全球标准维护安全性、隐私和合规性的信息。 此外，还包括对第三方 ISO、SOC 和其他审核报
告的访问权限，以及已审核的控件，这些控件提供有关已由 Office 365 的第三方审计员测试和验证的各种控件
的详细信息。

管控行业中的许多组织受广泛的合规性要求的制约。 若要执行自己的风险评估，客户通常需要了解有关 Office 365
如何维护其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的详细信息。 Microsoft 致力于在其云服务中提供客户数据的安全和隐私，并通过
提供其操作的透明视图并轻松访问独立合规性报告和评估，从而赢得客户信任。

服务保证提供了操作的透明性，以及 Microsoft 如何在 Office 365 中维护客户数据的安全、隐私和合规性的相关信
息。 它包括第三方审核报告以及 Office 365 主题中的一库白皮书、Faq 和其他材料，例如数据加密、数据恢复、安全
事件管理等。 客户可以使用此信息来执行自己的法规风险评估。 合规性监察官可以分配 "服务保证用户" 角色，以
向用户授予服务保证的访问权限。 租户管理员还可以通过Microsoft 云服务信任门户（STP）为外部用户（如独立审
计员）提供服务保证仪表板中的信息的访问权限。 有关如何访问 ST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Office 365 for
business、Azure 和 DYNAMICS CRM Online 订阅中的服务信任门户的服务信任门户入门。

Microsoft OneDrive 管理中心可帮助你快速轻松地在一个位置管理组织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设置。 若要使用
OneDrive 管理中心，需要访问 onedrive.com。 您还必须是组织的全局管理员或具有 SharePoint 管理员角色的自定

https://protection.office.com
https://security.microsoft.com
https://compliance.microsoft.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cloud-app-security/what-is-cloud-app-security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give-users-access-to-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2cfce2c8-20c5-47f9-afc4-24b059c1bd76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verview-of-mobile-device-management-for-office-365-faa7d8e5-645d-4d59-839c-c8d4c1869e4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verview-of-data-loss-prevention-policies-1966b2a7-d1e2-4d92-ab61-42efbb137f5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import-pst-files-or-sharepoint-data-to-office-365-ba688e0a-0fcb-4bd7-8e57-2b669564ea8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nable-archive-mailboxes-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268a109e-7843-405b-bb3d-b9393b2342ce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retention-policie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un-a-content-search-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61852fd9-fe8a-4880-a339-cb19ed3bff4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arch-the-audit-log-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0d4d0f35-390b-4518-800e-0c7ec95e946c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anage-ediscovery-cases-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edea80d6-20a7-40fb-b8c4-5e8c8395f6da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eports-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7acd33ce-1ec8-49fb-b625-43bac7b58c5a
https://aka.ms/stp
https://aka.ms/stphelp


相关链接

义管理员。 访问上https://admin.onedrive.com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管理员中心。

主要功能包括一个合规性区域，该区域为管理员提供了指向有关主要方案（如搜索审核日志、使用 DLP、保留、电子
数据展示和警报）的相应管理中心的链接。

电子数据展示和搜索功能

Office 365 报告功能
Office 365 管理活动 API
Office 365 邮箱迁移
Office 365 工程部的内部日志记录

https://admin.onedrive.com/


Office 365 报告功能
2019/11/8 •

简介

Office 365 报告仪表板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报告

Exchange Online 审核报告

NOTENOTE

Office 365 中的 "报告" 功能提供了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D）、Exchange Online、设备管理、监管审核和数据丢
失防护（DLP）的各种审核报告。 这些报告与 Office 365 活动报告不同，彼此独立。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预览中的 "报告" 仪表板显示跨 Office 365 的使用情况活动。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或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或 Skype for Business 管理员可以详细了解该服务的使用情况。 例如，特定的
Office 365 服务中的用户数、已激活 Office Professional 的用户数以及通过组织流动的邮件量。 报告可用于最近7、
30、90和180天。

可以使用以下报告：

电子邮件活动报告

Microsoft Office 激活报告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使用率报告
OneDrive for Business 使用率报告
Yammer 活动报告
Skype for Business 活动报告
Skype for Business 对等活动报告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组织者报告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参与者活动报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中的活动报告。

Office 365 使用 Azure AD 进行身份验证和身份管理。 Office 365 管理员使用 Azure 生成的报告来标识不寻常的活
动，并对其数据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 您可以使用 Azure AD 中的访问和使用情况报告深入了解组织的目录完整性
和安全性。 使用此信息，您可以确定和缓解可能的安全风险。

Azure AD 报告可以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并与 Office 365 中的其他数据相关联。 例如，审核日志搜索的结果可
以深入了解访问、身份验证和应用程序级别的活动。 Azure AD Premium 提供了高级异常和资源使用情况报告。 这
些高级报告可帮助您改善安全状态，并通过应用有关设备访问和应用程序使用情况的分析来帮助您响应潜在的威

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Azure Active Directory 报告。

Exchange Online 审核报告包含有关邮箱访问和管理员对 Exchange Online 租户所做更改的详细信息。 使用邮箱审
核，您可以使用下表中的任务运行报告和导出 Exchange Online 审核日志。

您必须为每个邮箱启用邮箱审核日志记录，以便将审核的事件保存在该邮箱的审核日志中。 如果没有为邮箱启用邮箱审核日志
记录，则该邮箱的事件将不会保存在审核日志中，并且不会显示在邮箱审核报告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邮箱审核。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reports-in-the-admin-center-preview--email-activity-1cbe2c00-ca65-4fb9-9663-1bbfa58ebe4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reports-in-the-admin-center-preview--microsoft-office-activations-87c24ae2-82e0-4d1e-be01-c3bcc3f18c60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reports-in-the-admin-center-preview--sharepoint-site-usage-4ecfb843-e5d5-464d-8bf6-7ed512a9b213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reports-in-the-admin-center-preview--onedrive-for-business-usage-0de3b312-c4e8-4e4b-a02d-32b2f726a680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view-the-yammer-activity-report-in-the-office-365-admin-center-preview-c7c9f938-5b8e-4d52-b1a2-c7c32cb2312a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skype-for-business-online-reporting/activity-report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skype-for-business-online-reporting/peer-to-peer-activity-report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skype-for-business-online-reporting/conference-organizer-activity-report
https://docs.microsoft.com/skypeforbusiness/skype-for-business-online-reporting/conference-participant-activity-report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ctivity-reports-in-the-office-365-admin-center-0d6dfb17-8582-4172-a9a9-aed798150263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reports-monitoring/overview-report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nable-mailbox-auditing-in-office-365-aaca8987-5b62-458b-9882-c28476a66918


任任务务 说说明明

运行非所有者邮箱访问报告 显示除邮箱所有者之外的其他人访问的邮箱的列表。 此报告包
含有关访问邮箱的人员、他们在邮箱中执行的操作以及操作是

否成功的信息。

导出邮箱审核日志 邮箱审核日志包含有关邮箱所有者之外的用户所执行的邮箱中

的访问和操作的信息。 管理员可以指定邮箱以及日期范围来生
成报告。 日志以 XML 形式导出，并附加到邮件，并发送给由管
理员确定的特定用户。

运行管理员角色组报告 管理员角色组为用户分配管理权限。 这些权限允许用户执行管
理任务，如重置密码、创建或修改邮箱以及将管理员权限分配给

其他用户。 管理员角色组报告显示对角色组的更改，包括添加
或删除成员。

查看管理员审核日志 管理员审核日志报告列出了由 Exchange Online 中的管理员执
行的所有创建、更新和删除功能。 日志条目提供了有关运行的
cmdlet、使用的参数、运行 cmdlet 的执行者以及受影响对象的
信息。

邮箱内容搜索和保留 提供对邮箱的就地电子数据展示或就地保留设置所做的任何更

改的详细信息。

导出管理员审核日志 管理员审核日志记录了 Exchange Online 中的创建、更新和删
除等特定管理操作。 将日志中的结果导出到 XML，管理员可以
选择将此日志发送给一组用户。

运行预邮箱诉讼保留报告 提供有关邮箱上的诉讼保留设置的任何更改的详细信息。

查看和导出外部管理员审核日志 包含由外部管理员执行的操作的详细信息。 这些条目提供了有
关运行的 cmdlet、所使用的参数以及在 Exchange Online 中创
建、修改或删除对象的任何操作的信息。

设备合规性报告

数据丢失防护

您可以使用 Office 365 移动设备管理（MDM）管理和安全连接到 Office 365 组织的移动设备。 用于访问工作电子邮
件、日历、联系人和文档的移动设备在确保员工随时能够随时随地工作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保护组织的信息
非常关键。 您可以使用 Office 365 MDM 设置设备安全策略和访问规则。 如果丢失或被盗，还可以使用 Office 365
MDM 来擦除移动设备。

MDM 合规性报告提供组织设置的用于保护访问 Office 365 数据的移动设备的策略的概述。 此报告允许按符合性
状态、报告的冲突、阻止的设备以及由于安全策略而擦除的设备来筛选设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Overview of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for Office 365。

DLP 策略可帮助管理组织中信息的安全性和流动。 您可以设置策略以阻止对内容的访问、加密数据，或使用应用程
序中的 DLP 策略提示通知用户策略和策略违规。 DLP 报告提供了有关策略和规则匹配数、覆盖和误报的见解。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来查看您的 DLP 策略检测到的邮件数量的相关信息。 DLP 报告提供了对发送
和接收的邮件的策略和规则匹配的见解。 您还可以使用 Exchange 管理中心查看过去24小时内每个策略的匹配项、
重写次数和误报数。 如果下载 Excel 报告，您可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例如谁发送哪一封邮件，哪天，哪些策略匹配
被触发。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查看有关 DLP 策略检测的报告。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exchange-auditing-reports/non-owner-mailbox-access-report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exchange-auditing-reports/export-mailbox-audit-logs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eop/run-an-administrator-role-group-report-in-eop-eop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exchange-auditing-reports/view-administrator-audit-log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in-place-ediscovery/in-place-ediscovery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exchange-auditing-reports/search-role-group-changes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exchange-auditing-reports/per-mailbox-litigation-hold-report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exchange-auditing-reports/view-external-admin-audit-log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verview-of-mobile-device-management-for-office-365-faa7d8e5-645d-4d59-839c-c8d4c1869e4a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889415(v=exchg.150).aspx


Yammer 企业版中的审核

FILENAME 说说明明

Users.csv 网络中的所有新的、挂起的和挂起的用户

Messages.csv 网络中的所有邮件

Files .csv （元数据） 元数据，如文件名、文件 API URL、上载 ID、上载位置等。

文件 .csv （原始文件） 用户上载到 Yammer 中的原始文件的 Zip 文件

Topics.csv 在网络上创建的主题

Pages.csv 用户在网络中创建的页面（注释）

Admins.csv 网络中所有已验证的管理员

Networks.csv 所有 Yammer 外部网络

Yammer Enterprise 为管理员提供了通过Yammer 数据导出 API从其 yammer 网络导出用户活动数据的功能，或通
过 yammer 网络管理页面手动导出的功能。 将日志导出的功能仅限于 Yammer 中的网络管理员。 （所有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都是 Yammer 网络管理员。）

可导出以下数据：

Yammer Enterprise 数据也可以通过 Office 365 活动报告获得。 此外，Yammer 正在主动处理通过 Office 365 管理
活动 API 公开其他日志记录的功能，以及使用 Power BI 对数据的原因的功能。 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Office 路线图。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xport-data-from-yammer-enterprise-b303d8f3-007d-4ad4-81f8-54fb1ecfb3f2
https://fasttrack.microsoft.com/roadmap?filters=yammer


电子数据展示和搜索功能
2019/11/9 •

电子数据展示

内容搜索

审核日志搜索

属性属性 描述描述

日期 事件的日期和时间

用户 执行操作的用户

ClientIP 记录活动时使用的设备的 IPv4 或 IPv6 地址。

CreationTime 用户执行活动时的日期和时间（采用协调通用时间（UTC））。

EventSource 标识发生的事件。 可能的值为 SharePoint 和 ObjectModel。

ID 报告条目的 ID。 ID 唯一标识报告条目。

电子数据展示功能为管理员、合规专员和其他经授权的用户提供了单一位置，以在 Office 365 用户活动中进行全面
调查。 具有相应权限的安全主管对内容执行搜索和就地保留。 搜索结果与从内容搜索中获取的结果相同，只是为任
何应用的保留创建电子数据展示事例。 来自电子数据展示搜索的结果将针对安全性进行加密，并且您可以使用高级
电子数据展示分析导出的数据。

内容搜索是一个电子数据展示搜索工具，它通过以前的电子数据展示搜索工具提供改进的扩展和性能功能。 您可以
使用内容搜索来搜索邮箱、公用文件夹、SharePoint Online 网站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位置。 内容搜索支持大
型搜索。 对可以搜索的邮箱数和网站数没有限制。 同时也没有对同时运行的搜索数量的限制。 运行搜索后，内容源
的数量和估计的搜索结果数将显示在 "搜索" 页上的 "详细信息" 窗格中。 您可以预览结果，也可以将其导出到本地
计算机。 如果您的组织具有 Office 365 企业版 E5 订阅，则可以使用office 365 高级电子数据展示的强大分析功能
来准备要分析的结果。

除了在 Office 365 组织中跟踪更改之外，您还可以查看审核报告和导出审核日志。 为 Office 365 租户启用审核后，
将在事件日志中记录用户和管理活动并使其可供搜索。 例如，您可以使用邮箱审核日志记录来跟踪邮箱所有者之外
的用户对邮箱执行的操作。 合规性监察官可以对特定用户活动使用搜索和筛选功能。 例如，确定查看或下载特定文
档的用户，如果管理员已执行用户管理活动，或查看在过去的90天内租户配置中的更改。 搜索结果包含有关用户或
管理员执行的特定活动的有价值的取证信息。 有关 Office 365 中记录的用户和管理活动的说明，请参阅office 365
中的审核活动。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的事件在发生30分钟的时间内显示在日志中。 来自 Exchange
Online 的事件出现在发生的24小时内的审核日志中。 来自 Azure AD 的登录事件在发生几分钟内可用，并且来自
Azure AD 的其他目录事件在发生24小时内可用。 您可以在审核日志搜索结果中导出通风口以供进一步分析。 从单
个审核日志搜索中，最多可以导出50000个条目。 若要导出此限制的更多条目，请减少日期范围或运行多个审核日
志搜索。

下表详细介绍了活动报告中显示的一些信息。 有关每个 Office 365 工作负荷所收集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审核日志中的详细属性。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office-365-advanced-ediscovery-fd53438a-a760-45f6-9df4-861b50161ae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un-a-content-search-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61852fd9-fe8a-4880-a339-cb19ed3bff4a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20116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un-a-content-search-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61852fd9-fe8a-4880-a339-cb19ed3bff4a#prepar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arch-the-audit-log-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0d4d0f35-390b-4518-800e-0c7ec95e946c#auditlogevent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etailed-properties-in-the-office-365-audit-log-ce004100-9e7f-443e-942b-9b04098fcfc3


操作 用户或活动的名称，对应于在 "此用户活动的显示结果" 中选择
的值。

OrganizationId 发生事件的组织的 Office 365 服务的 GUID。

UserAgent 浏览器提供的有关用户浏览器的信息。

UserID 执行操作（在 Operation 属性中指定）导致记录记录的用户。

UserType 执行操作的用户的类型。 以下值指示用户类型。

0表示常规用户。

2表示 Office 365 组织中的管理员。

3表示 Microsoft 数据中心管理员或数据中心系统帐户。

Workload 发生活动的 Office 365 服务。 此属性的可能值为：

Exchange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OneDrive for Busines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报告

属性属性 描述描述

搜索统一审核日志

有关搜索 Office 365 审核日志的详细步骤，请参阅在 office 365 中搜索审核日志。

使用审核日志搜索功能搜索统一审核日志。 Office 365 还提供了使用远程 PowerShell 搜索此日志的功能。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中的UnifiedAuditLog cmdlet用于搜索与来自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 Azure AD 的用户操作相关的事件的统一审核日志。

您可以搜索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所有事件，也可以根据特定条件（如特定操作、执行操作的用户或目标对象）筛选结

果。 管理员最多可以使用三个同时运行的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会话拆分大量的日期范围搜索。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earch-the-audit-log-in-the-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center-0d4d0f35-390b-4518-800e-0c7ec95e946c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policy-and-compliance-audit/search-unifiedauditlog?view=exchange-ps


Office 365 工程团队的内部日志记录
2019/11/8 •

除了可用于客户的事件和日志数据之外，Office 365 工程师还提供了内部日志数据收集系统。 许多不同类型的日志
数据将从 Office 365 服务器上传到内部的大型数据计算服务（称为 Cosmos）。 每个服务团队将审核日志从各自的
服务器上载到 Cosmos 数据库中，以进行聚合和分析。 此数据传输通过经过专用的自动化工具（称为 Office 数据加
载程序（ODL））在专门批准的端口和协议上进行 FIPS 140-2 验证的 TLS 连接。 Office 365 中用于收集和处理审核
记录的工具不允许对原始审核记录的内容或时间排序进行永久或不可恢复的更改。

服务团队使用 Cosmos 作为一个集中存储库来对应用程序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以衡量系统和操作性能，并查找可能
指示问题或安全问题的 abnormalities 和模式。 每个服务团队将日志的基准上载到 Cosmos，具体取决于他们要分
析的内容，这通常包括：

事件日志

AppLocker 日志
性能数据

System Center data
呼叫详细信息记录

经验数据的质量

IIS Web 服务器日志
SQL Server 日志
Syslog 数据
安全审核日志

在将数据上载到 Cosmos 中之前，ODL 应用程序使用清理服务来模糊处理包含客户数据（如租户信息和最终用户身
份信息）的任何字段，并将这些字段替换为哈希值。 重写匿名和哈希日志，然后将其上载到 Cosmos。 服务团队针对
Cosmos 中的数据在关联、警报和报告方面运行作用域内查询。 Cosmos 中的审核日志数据保留期由服务团队决定;
大多数审核日志数据会保留90天或更长的时间，以支持安全事件调查并满足法规保留要求。

对存储在 Cosmos 中的 Office 365 数据的访问权限仅限于已授权的人员。 Microsoft 将审核功能的管理限制为负责
审核功能的服务团队成员的有限子集。 这些团队成员不能修改或删除 Cosmos 中的数据，并且会记录和审核对
Cosmos 的日志记录机制所做的所有更改。

每个服务团队通过授权某些应用程序进行特定分析来访问其日志数据以供分析。 例如，Office 365 安全团队通过专
有事件日志分析器使用 Cosmos 中的数据来关联、通知和生成可操作报告，以了解 Office 365 生产环境中可能存在
的可疑活动。 这些数据中的报告用于更正漏洞，并可提高服务的整体性能。 如果特定警报或报告需要进一步调查，
服务人员可以请求将数据导入回 Office 365 服务。 由于要从 Cosmos 导入的特定日志是加密的，并且服务人员不
具有解密密钥的访问权限，因此目标日志以编程方式传递给授权服务人员的解密服务返回范围的结果。 将使用
Microsoft 的标准安全事件管理渠道报告和升级从本练习中发现的任何漏洞。



Office 365 邮箱迁移
2019/11/16 •

通过基于 Exchange 的混合部署，客户可以选择将本地 Exchange 邮箱移动到Exchange online组织，或将 exchange
Online 邮箱移动到exchange 内部部署组织。 在内部部署组织和 Exchange Online 组织之间移动邮箱时使用迁移批
处理。

客户可以使用以下 cmdlet 查看有关邮箱迁移的统计信息和其他信息：

Get-moverequeststatistics：提供用户邮箱的默认统计信息，其中包括状态、邮箱大小、存档邮箱大小和完成百分
比。

Get 邮箱：提供组织中的邮箱对象和属性的摘要列表。
"获取-收件人：" 提供现有的已启用邮件的对象（如邮箱、邮件用户、联系人和通讯组）的列表。
New-moverequest：提供正在进行的邮箱迁移的详细状态。
Get-migrationuser：提供有关邮箱移动和迁移用户的信息。
New-migrationbatch：提供有关当前迁移批处理的状态信息。
Get-migrationuserstatistics：提供有关特定用户的迁移状态的详细信息。
Get-mailboxstatistics：提供有关邮箱的信息，如大小、邮件数以及上次访问时间。

有关 cmdle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Exchange Online 中的移动和迁移 cmdlet。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exchange-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exchange-serve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ove-and-migration/get-moverequeststatistics?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ailboxes/get-mailbox?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users-and-groups/get-recipient?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ove-and-migration/get-moverequest?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ove-and-migration/get-migrationuser?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ove-and-migration/get-migrationbatch?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ove-and-migration/get-migrationuserstatistics?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exchange/mailboxes/get-mailboxstatistics?view=exchange-p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exchange-online-powershell?view=exchange-ps


Office 365 管理活动 API
2019/9/21 •

Microsoft 提供了可用于获取有关 Office 365 租户的聚合事务性信息的 reporting services。 Office 365 管理活动
API使用行业标准的 RESTful 设计和 OAuth v2 进行身份验证。 这使您可以轻松开始体验检索数据，并将数据
ingesting 到可视化工具和应用程序中。 API 提供了包含 Office 365 中的用户、管理员、操作和安全活动的信息的数
据源。 数据可出于法规目的而保留，也可与本地基础结构或其他源中的日志数据采购相结合。 这有助于在整个企业
中构建针对运营、安全性和合规性的监控解决方案。

使用 Office 365 管理活动 API，可从 Office 365 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活动日志中获取各个用户、管理员、系统
以及策略操作和事件的相关信息。 API 提供了一致的审核架构，其中10个以上的字段在所有服务中都很常见。 API
使组织能够在事件之间建立轻松的连接，并启用了新的方法来对数据进行原因。

许多独立软件供应商（Isv）与 Microsoft 合作并具有基于 API 的构建解决方案。 一些解决方案仅重点关注 Office
365 数据和来自多个云提供商和本地系统的其他源数据，以创建与操作、安全性和合规性相关的活动的统一视图。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管理活动 API 参考。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365-management-api/office-365-management-apis-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365-management-api/office-365-management-activity-api-reference


Office 365 中的数据复原能力
2019/11/8 •

简介

恢复能力和可恢复性内置

Office 365 数据恢复原则

相关链接

考虑到云计算的复杂特性，Microsoft 注意，如果出现问题，则不是这样，而是不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设计云服务，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可靠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客户发生错误时对客户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已经迁移到依赖复杂物
理基础结构的传统策略之外，我们已直接在云服务中构建冗余。 我们使用的是不太复杂的物理基础结构和更智能软
件的组合，可将数据弹性构建到服务中，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可用性。

在恢复能力和恢复中，从以下假设假定基础基础结构和过程将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硬件（基础结构）将失败，人会犯

错误，并且软件将产生错误。 虽然软件开发人员不会在云之前考虑这些问题，但在典型的 IT 实施中如何处理这些问
题在云之前是非常不同的，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硬件和基础结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这意味着具有99.99% 可靠性的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源和网络冗余，
并且服务器是使用基于硬件的群集、双电源、双网络接口等实现的。

其次，流程非常重要。 操作团队维护了严格的过程，已雇用更改窗口，并且经常发生重大的项目管理开销。
第三，部署采用 glacial 节奏进行。 在不拥有资源的情况下部署代码意味着要等待修补程序版本，主版本的版本
涉及硬件更换和显著的资本 outlay。 此外，更正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回滚。 因此，大多数 IT 组织仅部署主要版本，
以避免工作保持最新。

最后，部署的系统的规模以及其 interconnectedness 的级别以前比现在更小。

目前，客户预期来自 Microsoft 的连续创新不会降低质量，这也是 Microsoft 服务和软件以恢复和恢复为依据而构建
的原因之一。

弹性是指基于云的服务经受某些类型的故障的能力，但从客户的角度来看功能完全正常。 数据恢复意味着无论
Office 365 中发生什么故障，关键客户数据保持不变且不受影响。 为此，Office 365 服务在设计方面围绕了五种特
定的恢复原则：

存在关键和非关键数据。 非关键数据（例如，是否已读取邮件）可以在罕见故障方案中删除。 关键数据（例如，客
户数据（如电子邮件）应以极高的成本进行保护。 作为设计目标，已传递的邮件始终是关键的，例如邮件是否已被
阅读是不重要的。

客户数据的副本必须分成不同的故障区域或尽可能多的故障域（例如，数据中心可通过单个凭据（process、server
或 operator）来提供故障隔离）。
必须监视关键客户数据，以确保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持续性（ACID）的任何部分失败。
必须保护客户数据不受损坏。 必须主动扫描或监视、修复和恢复。
大多数数据丢失结果来自客户操作，因此允许客户使用 GUI 自行恢复，使他们能够还原意外删除的项目。

通过将我们的云服务与这些原则相结合，Office 365 能够满足和超过客户的需求，同时确保平台能够进行持续的创
新和改进。

处理数据损坏

恶意软件和勒索软件防护

监视和自愈



Exchange 数据恢复能力



处理 Office 365 中的数据损坏
2019/9/21 •

运行大型云服务的一个有挑战性的方面是，如果数据量和独立系统的数据量较大，如何处理数据损坏。 数据损坏可
能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

应用程序或基础结构错误，损坏部分或全部应用程序状态

导致数据丢失或无法读取数据的硬件问题

人为操作错误

恶意黑客和不满意的员工

外部服务中导致数据丢失的事件

由于数据完整性方面的更高的恢复意味着较少的数据损坏事件，Microsoft 已经内置了 Office 365 保护机制，以防
止发生损坏，以及使我们能够恢复数据的系统和进程。 在工程发布过程的各个阶段中都存在检查和流程，以提高对
数据损坏的恢复能力，包括：

系统设计

代码组织和结构

代码评审

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

行程线路测试/关口

在 Office 365 生产环境中，数据中心之间的对等复制可确保始终有任何数据的多个活动副本。 标准图像和脚本用于
恢复丢失的服务器，复制的数据用于还原客户数据。 由于内置的数据弹性检查和过程，Microsoft 在 SharePoint
Online 和我们的内部代码中使用内置复制功能，仅维护 Office 365 信息系统文档（包括与安全相关的文档）的备份
存储库工具，源仓库。 系统文档存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源仓库包含系统和应用程序映像。 SharePoint
Online 和源仓库都使用版本控制，并在近实时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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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数据库可用性组

有两种类型的损坏可能会影响 Exchange 数据库：物理损坏通常是由硬件（尤其是存储硬件）问题引起的，以及因其
他因素而发生的逻辑损坏。 通常情况下，Exchange 数据库中可能发生两种类型的逻辑损坏：

数据数据库逻辑损库逻辑损坏坏-数据库页的校验和匹配，但页面上的数据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如果数据库引擎（可扩展存储引
擎（ESE））尝试写入数据库页面，即使操作系统返回成功消息，但数据永远不会写入磁盘或写入错误的位置，则可
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称为 "丢失的刷新"。 ESE 包含的许多功能和保护措施旨在防止数据库的物理损坏和其他
数据丢失场景。 为了防止丢失刷新丢失的数据，ESE 在数据库中包含丢失的刷新机制以及一个功能（单页还原）
以更正它。

存存储逻辑损储逻辑损坏坏-以用户不期望的方式添加、删除或操作数据。 这些情况通常都是由第三方应用程序引起的。 通常
在用户将其看作损坏时才认为是损坏的。 Exchange 存储会考虑产生一系列有效 MAPI 操作的逻辑损坏的事务。
Exchange Online 中的就地保留功能提供了对存储逻辑损坏的保护（因为它会阻止用户或应用程序永久删除内
容）。

Exchange Online 在日志检查和日志重播期间对复制的日志文件执行几项一致性检查。 这些一致性检查防止系统复
制物理损坏。 例如，在日志检查过程中，有一个物理完整性检查，它会验证日志文件，并验证日志文件中记录的校验
和是否与内存中生成的校验和相匹配。 此外，还会检查日志文件头，以确保日志文件头中记录的日志文件签名与日
志文件的签名相匹配。 在日志重播过程中，日志文件会经历进一步的审查。 例如，数据库标头还包含与日志文件的
签名进行比较的日志签名，以确保它们相匹配。

对 Exchange Online 中邮箱数据的损坏进行保护是通过使用 Exchange 本机数据保护实现的，这是一种可跨多个服
务器和多个数据中心以及其他数据中心使用应用程序级别复制的复原策略帮助防止数据因损坏或其他原因而丢失

的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由 Microsoft 或 Exchange Online 应用程序本身管理的本机功能，如：

数据可用性组

单一位更正

在线数据库扫描

刷新检测丢失

单个页面还原

邮箱复制服务

日志文件检查

在弹性文件系统上部署

有关上面列出的本机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单击上面的超链接，并查看有关不带超链接的项目的详细信息。 除了这些
本机功能之外，Exchange Online 还包括客户可以管理的数据恢复功能，如：

单个项目恢复（默认情况下已启用）

就地保留和诉讼保留

已删除邮件保留和软删除邮箱（默认情况下启用）

Office 365 中的每个邮箱数据库都托管在数据库可用性组（DAG）中，并复制到同一区域中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数据中
心。 最常见的配置是四个数据中心中的四个数据库副本;但是，有些区域的数据中心较少（数据库将被复制到印度的
三个数据中心和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两个数据中心）。 但在所有情况下，每个邮箱数据库都有四个跨多个数据中心分
布的副本，因此可确保邮箱数据免受软件、硬件甚至数据中心故障的保护。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create-or-remove-in-place-holds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back-up-email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recipients-in-exchange-online/manage-user-mailboxes/recover-deleted-messages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security-and-compliance/in-place-and-litigation-holds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recipients-in-exchange-online/delete-or-restore-mailboxes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back-up-email


传输弹性

单一位更正

在线数据库扫描

刷新检测丢失

单个页面还原

在这四个副本中，其中有三个配置为高可用性。 第四个副本配置为滞后数据库副本。 滞后数据库副本不用于单个邮
箱恢复或邮箱项目恢复。 其目的是针对系统范围的灾难性逻辑损坏的罕见事件提供恢复机制。

Exchange Online 中的滞后数据库副本配置了为期七天的日志文件重播延迟时间。 此外，Exchange 重播延迟管理器
已启用，以提供滞后副本的动态日志文件，以允许滞后数据库副本进行自我修复和管理日志文件增长。 尽管滞后数
据库副本在 Exchange Online 中使用，但务必要了解它们不是一个可保证的时间点备份。 Exchange Online 中的滞
后数据库副本具有可用性阈值（通常约为 90%），因为由于磁盘故障导致包含滞后副本的磁盘丢失，因此滞后副本将
变为高可用性副本（由于自动播放），也是如此在滞后数据库副本重新生成日志重播队列的时段。

Exchange Online 包括两种主要传输复原功能：卷影冗余和安全网络。 "卷影冗余" 在传输过程中保留邮件的冗余副
本。 安全网络在邮件成功传递后保留邮件的冗余副本。

使用卷影冗余，每个 Exchange Online 传输服务器在确认成功接收发送到发送服务器的邮件之前，会为每个收到的
邮件创建一个副本。 这将使传输管道中的所有邮件在传输过程中冗余。 如果 Exchange Online 确定原始邮件在传输
过程中丢失，将重新发送邮件的冗余副本。

安全网络是与邮箱服务器上的传输服务相关联的传输队列。 此队列存储服务器成功处理的邮件的副本。 当邮箱数
据库或服务器故障需要激活邮箱数据库的过期副本时，安全网络队列中的邮件将自动重新提交到邮箱数据库的新活

动副本。 安全网络也是冗余的，因此消除了作为单一故障点的传输。 它使用主安全网络的概念和阴影安全网络（如
果主安全网络不可用超过12个小时），重新提交请求将变为 "卷影重新提交请求"，并从 "卷影安全网络" 重新传递邮
件。

来自安全网络的邮件重新提交由管理 Dag 和邮箱数据库副本的 Microsoft Exchange 复制服务的活动管理器组件自
动启动。 重新提交安全网络中的邮件不需要手动操作。

ESE 包括一种机制，用于检测和解决因硬件错误而导致的单一位 CRC 错误（亦称为 "一位翻转"）（如此，它们代表物
理损坏）。 发生这些错误时，ESE 会自动更正这些错误，并在事件日志中记录事件。

在线数据库扫描（也称为数据库校验和）是一个过程，ESE 使用数据库一致性检查器读取每个页面并检查页面损坏情
况。 主要目的是检测事务操作可能无法检测到的物理损坏和丢失刷新。 数据库扫描还会执行存储后崩溃操作。 空
间可能因故障而泄漏，联机数据库扫描发现并恢复丢失的空间。 系统设计时假定每七天完全扫描一次每个数据库。

当磁盘子系统/操作系统返回为已完成的数据库写入操作实际上没有写入磁盘或写入错误的位置时，将发生刷新丢
失。 丢失刷新事件可能会导致数据库逻辑损坏，因此，为了防止丢失因丢失数据而导致的刷新，ESE 包含丢失的刷
新检测机制。 在将数据库页面写入被动副本时，将对活动副本上的丢失刷新执行检查。 如果检测到丢失的刷
新，ESE 可以使用页面修补过程修复进程。

单页还原（亦称为 "页面修补"）是一种自动过程，在正常的副本中由正常副本替换损坏的数据库页面。 损坏页面的修
复过程取决于数据库副本是活动的还是被动的。 当活动数据库副本遇到损坏的页面时，可以从其副本之一复制页
面，前提是它复制的页面完全是最新的。 为此，请将对页面的请求放入日志流中，这是邮箱数据库复制的基础。 一
旦副本遇到页面请求，它就会将页面的副本发送到请求数据库副本，以进行响应。 单页还原还提供了主动的异步通
信机制，可从副本中请求页面，即使副本当前处于脱机状态也是如此。

如果被动数据库副本中出现损坏（包括滞后数据库副本），因为这些副本始终位于其活动副本后面，所以将任何页面

从活动副本复制到被动副本始终是安全的。 被动数据库副本的本质上是高可用性的，因此在修补页面过程中，日志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high-availability/manage-ha/activate-lagged-db-copies


邮箱复制服务

日志文件检查

在弹性文件系统上部署

重播已挂起，但日志复制继续进行。 被动数据库副本从活动副本中检索损坏的页面的副本，一直等到复制和检查满
足所需的最大日志生成要求的日志文件，然后再修补损坏的页面。 页面修补后，日志重播恢复。 滞后数据库副本的
过程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滞后数据库首先重播实现修补状态所需的所有日志文件。

移动邮箱是管理大规模电子邮件服务的关键部分。 始终需要更新的技术和硬件和版本升级，因此具有强大的受限制
系统，使我们的工程师能够完成此工作，同时使邮箱对用户保持透明（通过确保它们保持在线在整个过程中）是关键

的，并确保在邮箱变大且更大时，进程能够适当地扩展。

Exchange 邮箱复制服务（MRS）负责在数据库之间移动邮箱。 在移动过程中，MRS 对邮箱中的所有项目执行一致
性检查。 如果发现一致性问题，MRS 将纠正此问题，或跳过已损坏的项目，从而删除邮箱中的损坏。

由于 MRS 是 Exchange Online 的一个组件，因此我们可以在其代码中进行更改，以解决将来检测到的新的损坏形
式。 例如，如果我们检测到 MRS 无法修复的一致性问题，我们可以分析损坏情况，更改 MRS 代码并纠正不一致
（如果我们了解如何）。

Exchange 数据库生成的所有事务日志文件都会经历几种形式的一致性检查。 创建日志文件时，完成的第一件事情
是写入一个位模式，然后执行一系列日志写入操作。 这样一来，Exchange Online 就可以执行一系列检查（丢失刷
新、CRC 和其他检查），以在每个日志文件写入时对其进行验证，并在复制时再次进行。

为了帮助防止在文件系统级别发生损坏，Exchange Online 将部署在弹性文件系统（ReFS）分区上，以提供改进的恢
复功能。 ReFS 是 Windows Server 2012 及更高版本中的一种文件系统，旨在更好地防止数据损坏，从而最大限度
地提高数据可用性和完整性。 具体说来，ReFS 将改进元数据的更新方式，从而为数据提供更好的保护并减少数据
损坏情况。 它还使用校验和来验证文件数据和元数据的完整性，以确保易于找到并修复数据损坏。

Exchange Online 充分利用了多个 ReFS 优势：

数据完整性方面的更多恢复意味着较少的数据损坏事件。 减少损坏事件的数量意味着减少不必要的数据库重新
设定种子。

在元数据上运行的校验和使对损坏情况的检测更快更明确，使我们能够在数据量出现灰色故障之前解决客户数

据损坏问题。

旨在适用于极大的数据集-pb 和更大的数据集，而不会影响性能
对 Exchange Online 使用的其他功能（如 BitLocker 加密）的支持。

Exchange Online 还可受益于其他 ReFS 功能：

完整性（完整性流）完整性（完整性流）  -ReFS 以保护数据的方式存储数据，这可能会导致通常会导致数据丢失的许多常见错误。
Office 365 搜索使用完整性流来帮助早期磁盘损坏检测和文件内容的校验和。 该功能还减少了因 "断写" 而导致
的损坏事件（当写操作由于断电等原因而无法完成时）。

可用性（可用性（抢抢救）救）  -ReFS 对数据可用性进行优先级划分。 以前，文件系统通常容易受到数据损坏的攻击，这可能需
要系统脱机才能进行修复。 尽管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发生损坏，ReFS 也会实现抢救，这是一项功能，可从实时卷
上的命名空间中删除损坏的数据，并确保不能修复的损坏数据不会对正常的数据产生负面影响。 应用抢救功能
并将数据损坏隔离到 Exchange Online 数据库卷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损坏卷上的不受影响的数据库置于损坏和修
复操作之间的良好状态。 这将提高通常受此类磁盘损坏问题影响的数据库的可用性。



Office 365 中的恶意软件和勒索软件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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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客户数据免受恶意软件的攻击

针对恶意软件的 Exchange Online 防护

高级威胁防护

恶意软件由病毒、间谍软件和其他恶意软件组成。 Office 365 包括保护机制，以防止客户端或 Office 365 服务器将
恶意软件引入 Office 365。 反恶意软件的使用是从恶意软件保护 Office 365 资产的主要机制。 反恶意软件软件检
测并阻止在任何服务系统中引入计算机病毒、恶意软件、rootkit、蠕虫和其他恶意软件。 反恶意软件软件提供对恶
意软件的预防和侦探控制。

就地中的每个反恶意软件解决方案都会跟踪软件的版本以及正在运行的签名。 自动下载和应用签名更新从供应商
的病毒定义网站中至少每天进行，每个服务团队使用相应的反恶意软件工具进行集中管理。

以下函数由每个服务团队的每个终结点上的相应反恶意软件工具进行集中管理：

环境的自动扫描

定期扫描文件系统（至少每周）

文件下载、打开或执行时的实时扫描

自动从供应商的病毒定义网站下载和应用签名更新（至少每天）

检测到的恶意软件的警报、清除和缓解

当反恶意软件工具检测到恶意软件时，它们将阻止恶意软件并为 Office 365 服务团队人员、Office 365 安全性和/或
运行我们数据中心的 Microsoft 组织的安全与合规团队生成警报。 接收人员启动事件响应过程。 跟踪和解决事件，
并执行事后分析。

Exchange Online 的所有电子邮件都通过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EOP），它将实时隔离和扫描所有的电子邮
件和电子邮件附件，并将系统输入和保留病毒和其他恶意软件。 管理员无需设置或维护筛选技术;默认情况下，启用
它们。 但是，管理员可以使用 Exchange 管理中心进行特定于公司的筛选自定义。

使用多个反恶意软件引擎，EOP 将提供设计用于捕获所有已知恶意软件的多层保护。 扫描通过服务传输的邮件是
否有恶意软件（包括病毒和间谍软件）。 如果检测到恶意软件，邮件将被删除。 当受感染的邮件被删除且无法送达
时，还会向发件人或管理员发送通知。 您也可以选择使用通知收件人恶意软件检测结果的默认或自定义邮件取代受
感染的附件。

以下项可帮助提供反恶意软件保护：

针对恶针对恶意意软软件的分件的分层层防御防御-EOP 中使用的多个反恶意软件扫描引擎有助于防止已知和未知威胁。 这些引擎包括
强大的启发式检测，即使在恶意软件发作的早期，该检测也可提供保护。 这种多引擎方法已经显示出可以提供明
显多于单一防恶意软件引擎的保护。

实时实时威威胁胁响响应应-在某些病毒发作期间，反恶意软件团队可能会提供有关病毒或其他形式的恶意软件的足够信息，
以编写完善的策略规则，即使在服务使用的任何引擎中都有定义的情况下，也能检测到威胁。 这些规则每两个小
时就向全球网络发布一次，以向组织提供防止攻击的额外保护层。

快速反快速反恶恶意意软软件定件定义义部署部署-反恶意软件团队与开发反恶意软件引擎的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关系。 所以，该服务在
恶意软件定义与修补程序公开发布之前就可以接收和集成这些信息。 我们与这些合作伙伴的联系通常也使我们
能够开发自己的补救措施。 该服务每小时为所有的反恶意软件引擎检查一次是否有更新的定义。

高级威胁防护（ATP）是一种电子邮件筛选服务，可针对特定类型的高级威胁（包括恶意软件和病毒）提供额外的保



针对勒索软件的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防护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回收站

护。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目前使用由多个引擎针对已知的恶意软件和病毒提供支持的强大且分层的防病毒
保护。 ATP 通过称为安全附件的功能扩展了此保护，该功能可抵御未知的恶意软件和病毒，并提供了更好的零天保
护以保护您的邮件系统。 没有已知病毒/恶意软件签名的所有邮件和附件都将被路由到特殊的虚拟机管理程序环
境，在此环境中，使用各种机器学习和分析技术来执行行为分析以检测恶意意图。 如果没有检测到可疑的活动，会
发布邮件并传递到邮箱中。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还会在 Office 365 中扫描传输中的每封邮件，并提供传递保护时间，并阻止邮件中的
任何恶意超链接。 攻击者有时会尝试使用看似安全的链接隐藏恶意 Url，在邮件收到后，转发服务会将这些 Url 重
定向到不安全的网站。 如果用户单击这样的链接，则安全链接将主动保护您的用户。 每次单击该链接时，都会保持
保护，并会在正常的链接可访问时动态阻止恶意链接。

ATP 还提供丰富的报告和跟踪功能，以便您可以深入了解在组织中获得目标的用户以及所面临的攻击类别。 报告和
邮件跟踪功能使您可以调查由于未知病毒或恶意软件而被阻止的邮件，而 URL 跟踪功能允许您跟踪已单击的邮件
中的各个恶意链接。

有关 AT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和Office 365 高级威胁防护。

有多种形式的勒索软件攻击，但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恶意个人对用户的重要文件进行加密，然后在 exchange 中要
求用户提供一些内容（如资金或信息），以便密钥对其进行解密。 勒索软件攻击在增加，尤其是加密存储在用户的云
存储中的文件的攻击。 有关勒索软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indows Defender 安全智能站点。

在这些类型的勒索软件攻击中，版本控制可帮助保护 SharePoint Online 列表和 SharePoint Onlin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 库。 默认情况下，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 SharePoint Online 中启用版本控制。 由于在 SharePoint
Online 网站列表中启用了版本控制，因此您可以查看早期版本并将其恢复（如有必要）。 这使您能够恢复勒索软件
的预加密项目的版本。 由于法律原因或审核目的，某些组织也会在其列表中保留项目的多个版本。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员可以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中心还原已删除的网站集。 SharePoint Online 用户拥
有存储已删除内容的回收站。 如果需要，他们可以访问回收站以恢复已删除的文档和列表。 回收站中的项目保留
90 天。 回收站捕获下列数据类型：

网站集

站点

列表

库

文件夹

列表项目

文档

Web 部件页面

回收站不捕获通过 SharePoint Designer 进行的站点自定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SharePoint 网站集的回收
站。 另请参阅还原已删除的网站集。

版本控制不能抵御复制文件、加密文件和删除原始文件的勒索软件攻击。 但是，在勒索软件攻击发生后，最终用户
可以利用回收站恢复 OneDrive for business 文件。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eop/exchange-online-protection-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security/office-365-security/office-365-atp
https://www.microsoft.com/wdsi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estore-deleted-items-from-the-site-collection-recycle-bin-5fa924ee-16d7-487b-9a0a-021b9062d14b?ui=en-us&rs=en-us&ad=us
https://docs.microsoft.com/sharepoint/restore-deleted-site-collection?redirectsourcepath=%252fen-us%252farticle%252frestore-a-deleted-site-collection-91c18651-c017-47d1-9c27-3a22f325d6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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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可用性

自动种子重新设定

考虑到 Office 365 的规模，无法保持客户数据的恢复能力和安全，而无需进行全面的内置监控、智能化的警报，以
及快速而可靠的自我修复。 以 Office 365 的规模监控一组服务是非常困难的。 需要引入新的 mindsets 和方法，并
需要创建全新的技术集，以在连接的全局环境中运行和管理服务。 我们已从传统监控数据收集和筛选的方法中移
走，以创建基于数据分析的方法的警报;在该数据中接受信号并建立可信度，然后使用自动化来恢复或解决问题。 此
方法有助于防止人离开恢复等式，进而使操作更便宜、速度更快且容易出错。

Office 365 监控的基础是包含数据见解引擎（基于 Azure、SQL Azure 和开放源代码流式处理数据库技术构建）的一
系列技术。 它旨在收集和聚合数据并得出结论。 目前，它在多个区域的多个数据中心分布分散100000的每小时每
小时处理500000000个以上的事件（大约每日约 15 TB）。

Office 365 使用外部监视，其中包括创建综合事务以测试重要的所有内容。 例如，在 Exchange Online 中，每个方案
都以分散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每隔五分钟对每个数据库进行测试，从而提供接近系统中各项内容的接近连续覆盖范

围。 从多个位置，每日250000000测试事务的执行是为服务创建一个可靠的基准或检测信号。

Office 365 还使用红色警报的概念，该警报将从数据中心中所有计算机上的所有监视信号缩小到可由人管理的内
容。 概念非常简单：如果在多个信号中发生了问题，则必须进行一些操作。 并不是要在一个信号中构建可信度，这
就是对每个信号具有合理的保真度，以便获得更高的准确性。 此监视系统非常强大，以至于我们不会对我们的监视
器进行全天候监视;我们要唤醒的所有机器在检测到问题时唤醒，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使用适当的呼叫人员或更频繁
的呼叫人员来解决问题，只需继续解决问题。 一旦我们开始收集信号并构建红色警报，我们就可以在所有服务分区
中启动 triangulating。

根据故障警报和红色警报的组合，此警报准确表明哪些组件可能有问题，并且系统即将尝试通过重新启动邮箱服务

器来纠正问题。

除了自愈功能（如单页还原）之外，Exchange Online 还包含多种功能，这些功能采用一种监视和自我修复的方法，重
点是保留最终用户体验。 这些功能包括提供内置监视和恢复操作的托管可用性以及 AutoReseed，这将在磁盘故障
后自动还原数据库冗余。

托管可用性提供了本机运行状况检查和恢复解决方案，可通过面向恢复的操作来监视和保护最终用户体验。 托管可
用性是 Exchange 高可用性平台的内置监控和恢复操作的集成。 它设计用于在问题出现后立即被系统检测到以检测
并恢复。 与 Exchange 之前的外部监视解决方案和技术不同的是，托管可用性不会尝试识别或沟通问题的根本原
因。 相反，它重点介绍了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领域的最终用户体验的恢复方面：

可用性可用性–用户是否可以访问该服务？
延延迟迟-用户体验如何？
错误错误-用户能否完成所需的操作？

托管可用性是在运行 Exchange Online 的每台 Office 365 服务器上运行的内部功能。 它每秒轮询和分析数百个运
行状况度量。 如果发现有问题，大部分时间会自动修复。 但有时托管的可用性将无法自行修复的问题。 在这些情况
下，托管可用性将通过事件日志记录将问题上报给 Office 365 支持团队。

Exchange Online 服务器部署在将多个数据库及其日志流存储在同一个非 RAID 磁盘上的配置中。 此配置通常称
为一组磁盘（JBOD），因为没有用于复制磁盘上的数据的存储冗余机制（如 RAID）。 当 JBOD 环境中的磁盘出现故
障时，该磁盘上的数据将丢失。

https://cassandra.apache.org/


如果 Exchange Online 的大小和在其中部署的事实是数百万个磁盘驱动器，则在 Exchange Online 中定期发生磁盘
驱动器故障。 事实上，每天有100以上的故障。 当某个磁盘在本地企业部署中失败时，管理员必须手动替换故障磁
盘并还原受影响的数据。 在云部署中，Office 365 的大小是，使用操作员（云管理员）手动替换磁盘既不可行，也不
经济。

自动种子重新设定种子或AutoReseed是一项功能，它是为响应磁盘故障、数据库损坏事件或其他需要重新设定种子
数据库副本的问题而执行的通常操作员驱动的操作替代的功能。 AutoReseed 旨在当磁盘故障发生后通过使用系统
提供的备用磁盘自动还原数据库冗余。 如果某个磁盘出现故障，则该磁盘上存储的数据库副本会自动重新设定种子
到服务器上的预先配置的备用磁盘，从而恢复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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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留

数据数据类别类别 数据分数据分类类 说说明明 示例示例 保留期保留期

客户数据 客户内容 由管理员和用户直接

提供/创建的内容 

使用 Office 365 中的
服务时，包括所有文

本、声音、视频、图像

文件以及软件在

Microsoft 数据中心内
创建和存储的软件

最常用的 Office 365
应用程序的示例，这些

应用程序允许用户创

作数据包括 Word、
Excel、PowerPoint、
Outlook 和 OneNote 

客户内容还包括由客

户拥有/提供的机密
（密码、证书、加密密

钥、存储密钥）

主主动删动删除方案：除方案：  最多
30天 

被被动删动删除方案：除方案：  最多
180天

客户数据 最终用户身份信息

（EUII）
标识或可用于标识

Microsoft 服务用户的
数据。 EUII 不包含客
户内容

用户名或显示名称（域

\ 用户名） 

用户主体名称

（name@domain） 

特定于用户的 IP 地址

主主动删动删除方案：除方案：  最多
180天（仅租户管理员
操作） 

被被动删动删除方案：除方案：  最多
180天

个人数据 
（客户数据中未包含的

数据）

最终用户匿名标识符

（EUPI）
Microsoft 创建的与
Microsoft 服务用户关
联的标识符。 与其他
信息（如 mapping 表）
结合使用时，EUPI 标
识最终用户 

EUPI 不包含由客户上
传或创建的信息

用户 Guid、PUIDs 或
Sid 

会话 Id

主主动删动删除方案：除方案：  最多
30天 

被被动删动删除方案：除方案：  最多
180天

订阅保留

Microsoft 具有 Office 365 的数据处理标准策略，用于指定客户数据在删除后保留多长时间。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将
删除客户数据：

主主动删动删除除：租户具有活动的订阅，用户或管理员删除数据，或管理员删除了用户。

被被动删动删除除：租户订阅结束。

对于每个删除方案，下表显示了数据类别和分类的最大数据保留期：

在活动订阅的期限内，订阅者可以访问、提取或删除存储在 Office 365 中的客户数据。 如果付费订阅结束或终
止，Microsoft 会在90天内将存储在 Office 365 中的客户数据保留为天，以使订阅者能够提取数据。 在90天的保留
期结束后，Microsoft 将禁用该帐户并删除客户数据。 在过期或终止对 Office 365 的订阅后，不超过180
天，Microsoft 将禁用该帐户并删除帐户中的所有客户数据。 一旦所有数据的最大保留期已过，数据将以商业方式呈
现，从而无法恢复。

对于免费试用版，你的帐户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的30天内将转入宽限期状态。 在此宽限期期间，您可以购买



加速删除

相关链接

Office 365。 如果您决定不购买 Office 365，您可以取消试用或让宽限期过期，并删除试用版帐户信息和数据。

对于任何订阅，订阅者都可以与 Microsoft 支持人员联系，并请求加速订阅的取消设置。 在此过程中，管理员输入
Microsoft 提供的锁定代码后，将在三天内删除所有用户数据。 这包括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数据和 Exchange
Online 中的 "保留" 或 "存储在非活动邮箱中"。

有关加速取消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取消 Office 365。

数据销毁

Office 365 中的永久性
Exchange Online 数据删除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删除
Skype for Business 数据删除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ancel-office-365-for-business-b1bc0bef-4608-4601-813a-cdd9f7467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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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数据销毁

虚拟数据销毁

Microsoft 具有数据处理标准策略，这些策略可解决磁盘驱动器的回收和处置故障，以及服务器的故障或淘汰。 在
重用任何 Office 365 磁盘驱动器之前，Microsoft 将执行物理净化过程，与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专用出版物800-88
（NIST SP 800-88 For Media 净化指南）一致。 由于 Office 365 中的所有磁盘驱动器都使用 BitLocker 卷级加密进
行了加密，因此在技术上不需要 NIST SP 800-88 兼容的擦除。 尽管如此，Microsoft 也会执行此过程。

在 Office 365 数据中心内使用的故障磁盘是通过 ISO 进程物理销毁和审核的。 资产类型决定了适当的处置方法。
对于无法擦除的硬驱，Microsoft 使用销毁过程来销毁媒体，并无法恢复信息。 例如，磁盘实际损坏、pulverized 或
incinerated。 Microsoft 保留销毁的所有记录，并在 Office 365 中重用的服务器上执行类似的清理过程。 这些准则
包含电子和物理净化。

每个数据中心都使用现场实际销毁进程来释放其磁盘。 为磁盘处置指定的存储媒体的安全容器位于数据中心的每
个区域。 每个安全的 bin 工作站都具有视频监控监控。 一旦处置空间达到约50% 的容量，网站服务团队将与物理安
全团队联系以协调删除。 网站服务人员和安全办公室删除安全处置 bin 并将其放在指定的安全存储区域中。 在处
理过程中管理数据贴出设备处理的策略和程序将定期进行测试，包括确保机械销毁的设备条件的过程。

在数据销毁过程中，将以符合 NIST 800-88 的方式清除磁盘（如果可能），然后将其置于行业清除程序和物理
demolished 中。 Microsoft 为那些离开数据中心的资产提供责任，即使用 NIST SP 800-88 一致的清理/清除、资产
销毁、加密、准确清查、跟踪和保护在传输过程中的保管链。 此过程通过闭合电路电视进行监控，并在完成后发出销
毁证书。

Microsoft 使用来自极限协议解决方案（EPS）的数据擦除单元。 EPS 软件支持对清理和清除/安全擦除的 NIST SP
800-88 要求。 在清理或销毁之前，清单由 Microsoft 资产管理器创建。 如果供应商用于销毁，供应商为销毁的每个
资产提供一个销毁证书，该证书由资产管理者进行验证。

Microsoft 拥有的数据处理策略和过程可解决有效的数据虚拟数据销毁，以防止在服务租户之间不正当地共享数据
或在服务中进行硬删除后可供访问的可能性。 其他服务租户无法访问从一个租户中的服务中删除的数据，即使任何
基础物理存储已重新分配也是如此。 这是用于扩展虚拟环境的多个虚拟化和碎片技术的复合效果的结果，每个服务
租户中应用程序的活动删除行为（如页清零），以及所需的媒体和应用程序内容加密过程。

https://nvlpubs.nist.gov/nistpubs/specialpublications/nist.sp.800-88r1.pdf
https://www.enterprisedataerasur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securitycompliance/office-365-exchange-online-data-deletion#page-zer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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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遵从性、内部治理要求或诉讼风险要求组织将电子邮件和相关数据保存在可检测到的表单中。 系统中的所有数
据都必须可检测到，且不能销毁或更改。 本行业标准术语是 "不可变性" 的。

传统的不可变性方法通常通过将电子邮件移动到单独的只读存储位置来实现。 虽然此类系统提供了保留邮箱项以
供发现的目的，但它们通常会通过从习惯的日常工作流中删除保留的项目来影响用户体验。 对于 IT 专业人员，这种
永久性方法需要对单独的服务器和存储基础结构进行部署和日常维护。 使用邮件系统外部的工具执行发现，并包括
关联的部署和维护成本。

通过在 Office 365 及其服务中进行存档的就地保留和保留策略功能，可以保留和保留许多类的传入、内部和传出数
据。 这包括：

入站和出站电子邮件通信

包含在电子邮件表单或共享联机文档中的书籍和记录

会议请求

早

即时消息

联机会议期间共享的文档

Voicemails

此外，Microsoft 还开发了附加功能，通过与第三方数据捕获和管理解决方案集成，允许从其他来源存档数据。 导入
第三方数据后，可以将 Office 365 合规性功能应用于数据，包括：

诉讼保留

就地电子数据展示和保留

合规性搜索

就地存档

邮箱审核

保留策略

例如，当将邮箱置于诉讼保留状态时，将保留第三方数据。 您可以使用就地电子数据展示或合规性搜索来搜索第三
方数据。 或者，您可以将存档和保留策略应用于第三方数据，就像 Microsoft 数据一样。 在 Office 365 中存档第三
方数据可帮助您的组织遵守政府和法规策略。

Office 365 中的存档提供有价证券和 Exchange 委员会（SEC）规则17a-4 兼容的存储。 Office 365 保留使用就地保
留策略和保留策略（包括保留锁定）以不可改写、不可擦除的格式收集的所有数据的永久文件。

具体来说：

使用以上所述的保留策略存储的所有记录将保留在普通用户的 purview 的专用存储区域中。 只有授权用户可以
访问和搜索这些记录，但不能更改或清除它们。

每个项目的元数据包括用于计算保留期的时间戳。 在接收或创建新项目时应用时间戳，不能在元数据中对其进
行修改或将其删除。

Office 365 中的存档允许用户将不同的保留策略和保留操作组合在一起，以创建精确的保留策略。 这些策略定
义保留项目的类型或位置以及保留时间。

保留锁定功能允许用户选择是否将策略设为限制性策略。 限制性策略禁止任何人能够删除、禁用或对保留策略
进行任何更改。 这意味着，一旦启用了保留锁定，就不能禁用它，并且不会存在任何机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
覆盖、修改、清除或删除保留策略所收集的现有保管人中的任何数据。保留期。 此外，保留锁设置的保留期可能
不会缩短或减少。 但是，如果法律要求继续保留所存储的数据，则可能会延长此时间，如上文所述。 保留锁定可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rchiving-third-party-data-in-office-365-0ce338d5-3666-4a18-86ab-c6910ff408cc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create-a-litigation-hold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manage-legal-investigation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search-for-content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enable-archive-mailboxes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enable-mailbox-auditing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retention-policies


确保任何人（甚至不是管理员或具有特定控制访问权限的管理员）都可能会更改设置或覆盖或擦除已存储的数

据，从而使 Office 365 中的存档与 SEC 2003 版本中提出的指导相结合规则17a-4。

若要了解 Office 365 如何帮助您满足法规义务（尤其是与规则17a-4 要求相关），请参阅本白皮书，其中包括
Exchange Online 存档、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 Skype for business。 该白皮书还提供了对
Office 365 存档功能和功能的深入分析，以根据 SEC Rule 17a-4 中的每个要求，向管控客户演示 Office 365 存档如
何使他们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满足.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3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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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删除和硬删除邮箱

软删除和硬删除项目

页面清零

在 Exchange Online 中，有两种删除：软删除和硬删除。 这适用于邮箱和邮箱中的项目。

软删除的用户邮箱是指已使用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或删除邮箱 cmdlet 删除的邮箱，并且在30天内仍处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回收站中。 可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软删除邮箱：

用户邮箱关联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已软删除（用户对象超出范围或在回收站容器中）。
用户邮箱关联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已硬删除，但 Exchange Online 邮箱处于诉讼保留或电子数据
展示保留状态。

用户邮箱关联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已在最近30天内清除;这是最大保留长度的 Exchange Online
将邮箱保留为软删除状态，然后才会永久清除和不可恢复。

硬删除的用户邮箱是已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删除的邮箱：

用户邮箱已软删除30天以上，并且关联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已硬删除。 所有邮箱内容（如电子邮件、联
系人和文件）都将被永久删除。

已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硬删除与用户邮箱关联的用户帐户。 用户邮箱现已在 Exchange Online 中软删
除，并在30天内保持软删除状态。 如果在30天的时间内，新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将与原始收件人帐户
同步，具有相同的ExchangeGuid或ArchiveGuid，并且该新帐户已获得 Exchange Online 许可，这将导致硬删
除原始用户邮箱。 所有邮箱内容（如电子邮件、联系人和文件）都将被永久删除。
使用删删除除邮邮箱箱-PermanentlyDelete删除软删除邮箱。

上述删除方案假定用户邮箱不处于任何保留状态，如诉讼保留或电子数据展示保留。 如果邮箱上有任何类型的保
留，则不能删除邮箱。 对于所有邮件用户收件人类型，任何保留设置都将被忽略，并且不会影响硬删除或软删除。

当用户删除邮箱项目（如电子邮件、联系人、日历约会或任务）时，该项目将移动到 "可恢复的项目" 文件夹中，并将
其移动到名为 "删除" 的子文件夹中。 这称为软删除。 已删除的项目保留在" 删除"文件夹中的时间取决于为邮箱设
置的"已删除项目保留期限"。 默认情况下，Exchange Online 邮箱会将已删除项目保留14天，但 Exchange Online 管
理员可以将此设置更改为最多30天的时间。 （有关提高 Exchange Online 邮箱的已删除邮件保留期的详细步骤，请
参阅更改为 Exchange online 邮箱保留永久删除的项目的时间。）用户可以在已删除项目的保留时间过期之前恢复
或清除其删除的项目。 为此，它们使用 Microsoft Outlook 或 web 上的 Outlook 中的 "恢复已删除邮件" 功能。

如果用户使用 Outlook 或 web 上的 Outlook 中的 "恢复已删除邮件" 功能清除已删除的项目，这就称为硬删除。 在
Exchange Online 中，创建新邮箱时，默认情况下会启用单个项目恢复，这样管理员仍可以在已删除项目的保留期过
期之前恢复硬删除的邮件。 此外，如果单个项目恢复已启用，那么当用户或进程更改邮件时，原始项目的副本也会
予以保留。

清零是一种安全机制，它可以对删除的数据写入零或二进制模式，以便更难以恢复删除的数据。 在 Exchange
Online 中，邮箱数据库将页面用作存储单元，并实现称为页面清零的覆盖过程。 默认情况下会启用页面清零，且不
能被客户或 Microsoft 禁用。 将页面清零操作记录在事务日志文件中，以便给定数据库的所有副本都以类似的方式
进行页清零。 对活动数据库副本的页面进行清零会导致页面在数据库的被动副本上被清零。

页面清零会将二进制模式写入硬删除记录。 页面清零模式特定于可扩展存储引擎（ESE）操作（Exchange Online 中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anage-legal-investigations-in-office-365-2e5fbe9f-ee4d-4178-8ff8-4356bc1b168e?ui=en-us&rs=en-us&ad=us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recipients-in-exchange-online/manage-user-mailboxes/change-deleted-item-reten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exchange/recipients/user-mailboxes/recover-deleted-messages


ESE 运行运行时时操作操作 填充模式填充模式

替换 R

记录/长数值删除 D

释放的页空间 H

ESE 后台数据后台数据库维护库维护操作操作 填充模式填充模式

记录删除 D

长数值删除 L

部分使用的页的释放页空间 Z

未使用的页的释放页空间 U

页页面清零面清零过过程程

数据数据库删库删除方案除方案 对对数据数据库库数据清零的数据清零的  ESE 过过程和程和时间时间范范围围

项目将根据已删除项目的保留期而过期。 一个异步线程对删除的数据写入二进制模式。 此操作在数毫秒
的记录删除过程中发生。 如果存储进程因异步清零工作仍未完
成而发生故障（或由于版本存储的增长而取消了版本存储清

理），则当后台数据库维护处理数据库的该部分时，将完成清

零。

查看方案： Outlook/Outlook on the web folder view （例如对话
视图）中的项目过期

当后台数据库维护处理该部分数据库时会进行数据清零。

移动邮箱/删除邮箱方案：源邮箱已删除（已删除邮箱过期） 当后台数据库维护处理该部分数据库时会进行数据清零。

不不进进行行页页清零的清零的邮邮箱数据箱数据类类型型

连续复制

的服务器所使用的内部数据库引擎的名称），并且与后台数据库维护操作的运行时操作不同。 （后台数据库维护是持
续校验和扫描每个数据库的过程。 它的主要功能是校验数据库页的校验和，但它还处理清理空间，并将未清零的记
录和页面清零，因为存储发生故障。

下表列出对应于特定运行时操作的填充模式。

下表列出对应于在 ESE 后台数据库维护期间进行的特定操作的填充模式。

页面清零的过程取决于删除方案。 下表讨论数据库删除方案以及页清零功能的执行时间。

以下邮箱数据类型对页面清零没有任何规定：

邮邮箱数据箱数据库库事事务务日志日志-当事务日志作为正常操作的一部分被删除时，存储已删除的日志文件的文件系统中将不
会有零个进程。 文件系统可能会迅速为新创建的日志重新利用该可用空间，但不能保证会发生这种情况。
内容索引目内容索引目录录文件文件-Exchange Online 使用搜索基础（也称为 FAST）搜索索引功能。 搜索索引目录由存储在与邮
箱数据库文件相同的卷上的多个文件组成。 当从邮箱数据库中硬删除邮件时，不会立即删除搜索编录中的关联
内容。 当 Search Foundation 在一个较大的文件中执行多个小目录文件的阴影（或主合并）时，将发生内容删除。
主合并完成后，会删除较小的编录文件。 没有过程可用于对存储已删除编录文件的块进行清零。



连续复制（也称为日志传送和重播）是 Exchange Online 中的技术，它可创建和维护每个邮箱数据库的副本，以提供
高可用性、站点恢复能力和灾难恢复。 连续复制利用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崩溃恢复支持，以提供对邮箱数据库
的一个或多个副本执行异步更新的技术。 每个邮箱服务器都将在一组连续的 1 MB 事务日志文件中的日志记录记
录在活动数据库（例如，用户电子邮件活动）上进行的数据库更新。 这组文件称为 "日志流"。 在连续复制中，日志流
还用于异步更新数据库的一个或多个副本。 这是通过将日志传输到包含活动数据库的被动副本的位置来实现的，然
后将这些日志重放到被动数据库副本中。 如果对数据库的被动副本重播活动数据库中的所有日志，则这两个数据库
是等效的，并且通过此过程，对主动数据库所做的任何物理更改都会复制到该数据库的所有被动副本。

任何从邮箱数据库中删除、邮箱项目或整个邮箱以及软删除或硬删除的删除都表示对活动数据库的物理更改。 页面
清零还需要对活动数据库进行物理更改。 这些更改通过一个称为 "连续复制" 的过程写入日志文件，当这些日志文
件重放到数据库的被动副本时，对这些被动数据库进行相同的物理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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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Point Online 将对象存储为应用程序数据库中的抽象代码。 当用户将文件上传到 SharePoint Online 时，会反
汇编该文件并将其转换为应用程序代码，并将其存储在多个数据库的多个表中。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客户上
传的所有内容都被分成多个块，并进行了加密（可能包含多个 AES 256 位密钥），并分布在整个数据中心中。 有关分
块和加密过程的具体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云中的加密。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项目会从从其原始位置删除时起的93天保留一段时间。 它们将在整个时间内保持在网站
回收站中，除非有人将其从那里删除或清空回收站。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项将转到网站集的回收站，这些项将在剩
余的93天内保留。 有关还原已删除项目的信息，请参阅在 SharePoint 网站的回收站中还原项目和从网站集回收站
还原已删除的项目。 无法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配置回收站保留时间。

删除网站集时，还会删除集合中的网站层次结构，以及其中的所有内容：

文档和文档库

列表和列表数据

网站配置设置

与网站或其子网站相关的角色和安全信息

顶级网站的子网站、其内容和用户信息

如果意外删除了网站集，则可以使用 SharePoint 管理中心通过全局或 SharePoint 管理来还原网站集。

当用户清除网站集回收站中的已删除项目、保留和备份期间过期时，或者管理员使用remove-spodeletedsite
cmdlet永久删除网站集时，将发生硬删除。 当用户硬删除（永久删除或清除）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内容时，已删
除的区块的所有加密密钥也将被删除。 以前存储已删除的区块的磁盘上的块被标记为未使用，可供重复使用。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office-365-encryption-in-the-microsoft-cloud-overview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6df466b6-55f2-4898-8d6e-c0dff851a0be#id0eaadaaa=online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5fa924ee-16d7-487b-9a0a-021b9062d14b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sharepoint-online/remove-spodeletedsite?view=sharepoin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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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内容保留期

NOTENOTE

会议过期

白板协作

音频测试服务

Skype for Business 在会议中提供对等即时消息、多方即时消息和内容上载活动的存档。 存档功能需要 Exchange
并由用户的 Exchange 邮箱就地保留属性控制，这将对电子邮件和 Skype for business 内容进行存档。

Skype for Business 中的所有存档均被视为 "用户级存档"，因为您可以为一个或多个特定用户或用户组创建、配置
和应用针对这些用户的用户级存档策略，为其中一个或多个特定用户启用或禁用该存档。 在 Skype for Business 管
理中心内，不能直接控制存档设置。

在 Skype for Business 中不存档以下类型的内容：

对等文件传输

对等即时消息和会议的音频/视频
对等即时消息和会议的应用程序共享

会议注释

使用 Skype for Business 的客户可以将内容作为附件（如 PowerPoint 演示文稿、OneNote 文件和其他文件）上传到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 上载到会议的内容的保留期如下所示：

一次性会一次性会议议内容将保留一段时间，从最后一人离开会议的15天开始。
定期会定期会议议-在最后一人离开会议的最后一个会话后的15天内保留内容。 如果某人在 15 天内加入同一会议会话，
则重置保留计时器。 例如，假设某个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安排在一年的每周进行一次，并在第一个实例中将
文件上传到会议。 如果每周至少有一个人加入会议会话，该文件将保留在整个年的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服务器中，此外，在最后一个用户离开该系列的最后一次会议后15天。
会议结束时间后，立即开会会立即开会会议议-内容将保留8小时。

如果用户未获授权或已禁用（例如，如果msRTCSIP-msrtcsip-userenabled设置为False），然后重新授权或重新启用，则不会保
留会议内容。

用户可以在会议结束后访问某个特定的会议，但取决于以下过期时间：

一次性会一次性会议议会议将在安排的会议结束时间后14天过期。
带带有有结结束日期的定期会束日期的定期会议议-会议在上次会议发生的计划结束时间后14天过期。
"立即开会立即开会" 会会议议-会议在8小时后过期。

所有参与者都将看到在白板上所做的注释。 保存白板时，白板和所有批注将存储在 Skype for Business 服务器上，
并且将根据管理员设置的会议内容过期策略保留在服务器上。

在音频测试服务呼叫过程中，会记录你的语音的短（约5秒）示例。 根据录制的质量，你可以使用语音示例检查和/或



持久组聊天

验证 Skype for Business 呼叫的声音质量。 当音频测试服务呼叫结束时，语音示例将被删除。

持续组聊天存储组聊天对话的内容。 如果启用，管理员可以控制保留期、存储此信息的服务器、组内聊天历史记录
是否出于合规性或其他目的进行存档，以及如何管理/修改聊天室上的任何属性。 具有不同角色的用户具有对持久
化数据的不同访问权限，如下所示：

管理员可以从任何聊天室删除较旧的内容（例如，在特定日期之前发布的内容），以使数据库大小不会显著增长。

或者，他们可以删除或替换视为不适合给定聊天室的邮件（或认为不适合）。

最终用户（包括邮件作者）无法删除任何聊天室中的内容。

聊天室管理员可以禁用聊天室，但不能删除聊天室。 只有管理员才能在创建聊天室后删除该聊天室。



防御 Office 365 中的拒绝服务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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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拒绝服务攻击的定义和症状

相关主题

对于托管在超过100个数据中心的全球云基础结构中的200云服务，Microsoft 提供了一个可信赖的基础结构。 具体
包括：

Microsoft Azure
Microsoft Bing
Microsoft Dynamics 365
Microsoft Office 365
Microsoft OneDrive
Skype
Xbox Live

作为具有大量 Internet 状态以及提供云服务的显著 Internet 属性的全球组织，Microsoft 是黑客和其他恶意用户的
一个大型、常见的目标。 客户端和 Microsoft 云之间的网络通信层是恶意攻击的最大目标之一。 事实上，Microsoft
持续且永久地采用某种形式的基于网络的 cyberattack。 根据这一点，Microsoft 使用纵深防御安全原则来保护其云
服务和网络。 如果没有可靠且持久的缓解系统防御这些攻击，Microsoft 的云服务将处于脱机状态，并且对客户不可
用。

攻击网络服务的一种方法是，创建多个针对服务主机的请求，以使网络和服务器严重遭受向合法用户授予服务的攻

击。 这称为拒绝服务（DoS）攻击。 当多个参与者、终结点和/或向量执行攻击时，它称为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
击。 尽管方法、motives 和目标各不相同，但 DoS 和 DDoS 攻击通常都是为了防止 Internet 站点或服务正常运行，
或者暂时或无限期。

美国计算机紧急就绪团队（美国-CERT）定义 DoS 攻击的症状，以包括：

网络性能异常慢（打开文件或访问 Internet 站点时）
网站不可用

无法访问网站

收到的垃圾邮件大大增加

断开无线连接或有线 Internet 连接
长期失去对 Web 或任何 Internet 服务的访问权限

防御拒绝服务攻击的核心原则

Microsoft 的拒绝服务防御策略
防御拒绝服务攻击的 Microsoft 云服务

https://www.us-cert.gov/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office-365-defending-cloud-services-against-dos-attacks


Office 365 拒绝服务防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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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针对基于网络的拒绝服务（DoS）攻击的策略是唯一的，因为规模和全球空间不足。 此扩展使 Microsoft 能
够利用策略和技术（组织、提供商或客户组织）可以与之相匹配。 DoS 策略的基础是我们的全球状态。 Microsoft 与
Internet 提供商、对等提供商（公用和私人）以及全球各地的专用公司建立了接洽。 这为 Microsoft 提供了很大的
Internet 状态，使 Microsoft 能够吸收跨大型 surface 区域的攻击。

由于这种独特的特点，Microsoft 使用不同于大型企业使用的检测和缓解过程。 该策略基于多个网络边缘的检测和
全局分布式缓解的分离。 许多企业使用第三方解决方案来检测和缓解边缘的攻击。 随着 Microsoft 的边缘容量增
长，它会清楚对单个或特定边缘的任何攻击的重要性。 由于这种独特的配置，Microsoft 将检测和缓解组件分开。
Microsoft 部署多层检测系统，以检测更接近其饱和点的攻击，同时在边缘维护全局缓解。 此策略可确保我们可以
同时处理多个并发攻击。

Microsoft 对 DoS 攻击所采用的最有效和低成本的防护之一是减少服务攻击面。 不需要的流量会在网络边缘断开，
而无需对数据进行直接分析、处理和清理。

在与公用网络的接口上，Microsoft 使用专用安全设备进行防火墙、网络地址转换和 IP 筛选功能。 Microsoft 还使用
全局同等成本多路径（ECMP）路由。 全局 ECMP 路由是一个网络框架，可确保有多个用于访问服务的全局路径。 使
用这些多路径，针对服务的攻击仅限于攻击源自的地区。 其他区域应受到此攻击的影响，因为最终用户将使用其他
路径到达这些区域中的服务。 Microsoft 还开发了内部 DoS 关联和检测系统，它们使用流数据、性能指标和其他信
息。 这是 Microsoft Azure 中的超大型云服务，它将分析从 Microsoft 网络和服务上的各个点收集的数据。 跨工作
负载 DoS 事件响应团队确定团队中的角色和职责、升级条件以及用于参与各种团队和事件处理的协议。 这些解决
方案针对 DoS 攻击提供了基于网络的保护。

最后，基于云的工作负载根据其协议和带宽使用情况配置优化的阈值，以唯一保护该工作负载。



防御拒绝服务攻击的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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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 DoS 攻击

防御基于网络的 DoS 攻击时的三个核心原则是吸收、检测和缓解。 在检测之前全部发生，并在缓解之前发生检测。
吸收是抵御 DoS 攻击的最佳防御能力。 如果无法检测到攻击，则无法缓解攻击。 但是，如果甚至无法吸收最小的
DoS 攻击，则服务的运行时间将不足以检测到攻击。

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购买多余的容量来吸收 DoS 攻击并不可行，因为这需要在技术和技术方面有相当大的投资。
这将重点介绍使用 Microsoft 云服务的安全优势之一。 Microsoft 服务的巨大规模将以经济高效的方式为云客户提
供强大的网络保护。 甚至在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在吸收、检测和缓解之间必须有平衡。 为了找出这种平
衡，Microsoft 会研究攻击增长率，以估计 Microsoft 需要吸收多少内容。

检测是一种 cat 和鼠标游戏。 您必须不断寻找用户受到攻击的新方法，并尝试击败您的系统。 检测-> 缓解-> 检测-
> 缓解等，是永久永久状态，持续无限期。

若要成功抵御 DoS 攻击，早期检测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在系统被淹没之前检测攻击，defenders 可以执行响应计
划。

下面的公式有助于估计 DoS 攻击的影响时间：

最大容量（以字最大容量（以字节节/秒秒为单为单位）位）/增增长长率（以字率（以字节节/秒秒为单为单位）位）  = 影响的影响的时间时间（以字（以字节节/秒秒为单为单位）位）

如果检测时间发生在时间影响之后，则 DoS 攻击可能会成功。 如果检测时间在影响时间之前发生，则在使用缓解
策略时，攻击服务应保持在线并可访问。 因此，防御 DoS 攻击只需要执行以下两项操作：

增加容量以提升最大容量的上限（进而提供更多的时间来检测攻击）;和
缩短要检测的时间。

增加的容量有直接的财政影响。 Microsoft 建议客户至少开发最基本的容量，以确保其可经受一定级别的 DoS 攻
击。 实际的最大产量因客户而异，因为每个客户都有其自己的针对暴露、风险和财务 outlay 的阈值。 出于经济方面
的原因，在研究和时间缩短检测时间的方法方面的投资通常是最经济高效的防御措施。



Office 365 中的租户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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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云计算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多个客户之间共享的通用基础结构的概念，从而导致规模经济。 此概念称为多租户。
Microsoft 连续工作，以确保云服务的多租户体系结构支持企业级安全性、机密性、隐私、完整性和可用性标准。

根据可信赖的计算和安全开发生命周期收集到的重要投资和经验，Microsoft 云服务设计为假设所有租户都有可能
与所有其他租户有敌意，并实施了安全措施以防止一个租户的操作影响另一个租户的安全或服务，或访问其他租户

的内容。

在多租户环境中维护租户隔离的两个主要目标是：

1. 防止对租户之间的客户内容的泄露或未经授权访问;并
2. 防止一个租户的操作对另一个租户的服务产生不利影响

在整个 Office 365 中实施了多种形式的保护，以防止客户损害 Office 365 服务或应用程序，或未经授权访问其他租
户或 Office 365 系统本身的信息，其中包括：

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授权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实现每个租户中的客户内容在 Office 365 服务中的逻
辑隔离。

SharePoint Online 在存储级别提供了数据隔离机制。
Microsoft 使用严格的物理安全、背景屏蔽和多层加密策略来保护客户内容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所有 Office 365
数据中心都具有生物特征访问控制，大多数情况下需要 palm 打印才能获得物理访问权限。 此外，所有基于美国
的 Microsoft 员工都需要在聘用过程中成功完成标准背景检查。 有关 Office 365 中用于管理访问的控件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管理访问控制。
Office 365 使用服务端技术来加密 rest 和传输中的客户内容，包括 BitLocker、文件加密、传输层安全性（TLS）和
Internet 协议安全性（IPsec）。 有关 Office 365 中的加密的具体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中的数据加密技术。

上面列出的保护功能提供了可靠的逻辑隔离控制，它们提供了与独立的物理隔离提供的威胁防护和缓解等效项。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隔离和访问控制
Office Graph 和 Delve 中的租户隔离
Office 365 搜索中的租户隔离
Office 365 视频中的租户隔离
资源限制

监视和测试租户边界

Office 365 中的隔离和访问控制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
https://www.microsoft.com/securityengineering/sdl/
https://docs.microsoft.com/microsoft-365/compliance/office-365-encryption-in-the-microsoft-cloud-overview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隔离和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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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re Active Directory 旨在通过逻辑数据隔离以一种高度安全的方式托管多个租户。 对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
访问通过授权层进行了封闭。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将租户容器的客户与安全边界相隔离，以保护客户的内容，以
使其无法通过共同租户访问或泄露内容。 由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授权层执行三项检查：

是否为主体启用了对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的访问权限？
是否为主体启用了对此租户中的数据的访问权限？

此租户中的主体角色是否已授权用于请求的数据访问类型？

没有适当的身份验证和令牌或证书，无需应用程序、用户、服务器或服务即可访问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如果请
求未附带正确的凭据，则会被拒绝。

实际上，Azure Active Directory 将每个租户托管在其自己的受保护容器中，并将策略和权限包含在由租户完全拥有
和管理的容器中。

租户容器的概念在所有层的目录服务中深度 ingrained，从门户一直到永久存储。 即使将多个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元数据存储在同一物理磁盘上，在目录服务定义的其他容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又由租户管理员
决定。 在没有事先通过授权层的情况下，可以从任何请求的应用程序或服务中直接连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存储。

在下面的示例中，Contoso 和 Fabrikam 都有独立的专用容器，即使这些容器可以共享一些相同的基本基础结构（如
服务器和存储），它们仍然彼此独立且相互独立，并通过授权和访问控制层。



此外，没有可以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执行的应用程序组件，并且一个租户无法强制实施另一个租户的完整
性、访问其他租户的加密密钥或从服务器读取原始数据。

默认情况下，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不允许由其他租户中的标识颁发的所有操作。 每个租户通过基于声明的访问控
制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逻辑隔离。 目录数据的读取和写入作用域为租户容器，并由内部抽象层和基于角色
的访问控制（RBAC）层（共同将租户强制为安全边界）封闭。 每个目录数据访问请求都由这些层处理，Office 365 中
的每个访问请求都是通过上述逻辑 policed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具有北美、美国政府、欧洲联合、德国和全球通用分区。 一个租户存在于单个分区中，分区
可以包含多个租户。 对分区信息进行抽象，使其远离用户。 给定分区（包括其中的所有租户）将复制到多个数据中心
中。 租户的分区是根据租户的属性（例如，国家/地区代码）选择的。 使用专用密钥对每个分区中的机密和其他敏感
信息进行加密。 创建新分区时，会自动生成密钥。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系统功能是每个用户会话的唯一实例。 此外，Azure Active Directory 使用加密技术在网络
级别提供共享系统资源的隔离，以防止未经授权和无意的信息传输。



监视和测试租户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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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破坏方法

Microsoft 持续监视和显式测试租户边界中的弱点和漏洞，包括监视入侵、权限违规尝试和资源不足。 我们还使用
多个内部系统连续监视不适当的资源利用率（如果检测到，则触发内置限制）。

Office 365 具有内部监视系统，可持续监控所有故障并在检测到故障时驱动自动恢复。 Office 365 系统分析服务行
为的差异并启动内置于系统中的自愈过程。 Office 365 还使用外部监视，在监视是从来自受信任的第三方服务（用
于独立 SLA 验证）和我们自己的数据中心以引发警报的多个位置执行的。 对于诊断，我们有广泛的日志记录、审核
和跟踪。 精细跟踪和监控可帮助我们隔离问题并执行快速、有效的根本原因分析。

虽然 Office 365 具有自动执行的恢复操作，但 Microsoft 待命工程师可全天候使用，以调查所有严重等级1安全上
报，并在事后审查每个服务事件后对连续学习和有待. 此团队包括支持工程师、产品开发人员、项目经理、产品经理
和高级领导。 我们的待命专家提供了及时的备份，并且通常可以自动执行恢复操作，以便在下次发生某个事件时，
它可以是自我 healed 的。

每次发生 Office 365 安全事件时，无论影响的大小如何，Microsoft 都会执行一次完整的事件后检查。 事件后检查
包含对所发生情况的分析，我们如何响应以及我们如何预防将来的类似事件。 在透明和责任方面，我们将与受影响
客户的任何重大服务事件共享事件后检查。 有关具体详细信息，请参阅Office 365 安全事件管理。

根据安全趋势的详细分析，Microsoft 拥护者和重点关注在反应性安全流程和技术方面对其他投资的需求，这些投
资侧重于对新兴威胁的检测和响应，而不是仅预防这些威胁。 由于威胁的深度和深入分析发生变化，Microsoft 改
进了其安全策略，而不只是防止安全问题在发生时能够更好地处理违规事件（这是一种考虑重大安全事件的策略）。

作为 if，但如果这样做。

尽管 Microsoft 的假设入侵行为已有多年了，但许多客户都不知道在幕后进行的工作要强化 Microsoft 云。 假定违
规行为是指导安全投资、设计决策和操作安全实践的思维方式。 假定泄露通过将其全部（内部和外部）视为不安全和
已泄露，来限制应用程序、服务、标识和网络中放置的信任。 尽管假定违规策略不是由任何 Microsoft 企业版或云服
务的实际违规造成的，但如果所有人都不想阻止它，则 it 认识到，在整个行业中，许多组织都被破坏了。 尽管防止
泄露是任何组织运营的重要部分，但必须对这些实践进行不断的测试和扩充，以有效解决新式 adversaries 和高级
持久威胁。 为使任何组织准备进行入侵，他们必须首先构建和维护可靠、可重复且经过全面测试的安全响应过程。

虽然阻止安全过程（如威胁建模、代码检查和安全测试）在安全开发生命周期中非常有用，但假定违规行为通过在发

生入侵的过程中实施和评定反应性功能来帮助客户实现总体安全，这会带来诸多优势。

在 Microsoft，我们通过持续进行的 war 游戏和实时网站渗透测试来实现我们的安全响应计划，目的是改进我们的
检测和响应功能。 Microsoft 会定期模拟实际违规行为、执行连续安全监视和实践安全事件管理，以验证和提高
Office 365、Azure 和其他 Microsoft 云服务的安全性。

Microsoft 使用两个核心组执行其假定违反安全策略：

红色团队（攻击者）

蓝色团队（defenders）

Microsoft Azure 和 Office 365 人员分别独立于全时红色团队和蓝色团队。

称为 "红色组合"，这种方法是使用与实时生产基础结构相同的策略、技术和过程来测试 Azure 和 Office 365 系统和
运营，而不是工程部门或运营团队中的 foreknowledge。 这将测试 Microsoft 的安全检测和响应功能，并帮助您以
可控方式识别生产漏洞、配置错误、无效的假设以及其他安全问题。 每个红色的团队违规都会在两个团队之间完全
公开，以确定缺口、解决结果并改进违规响应。

https://aka.ms/office365sim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security/default.aspx
https://www.microsoft.com/securityengineering/sdl/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8599


红色团队

蓝色团队

注意注意：在红色分组或实时网站渗透测试过程中，不会有意为客户数据设定目标。 这些测试针对的是 Office 365 和
Azure 基础结构和平台，以及 Microsoft 自己的租户、应用程序和数据。 不会针对 Office 365 或 Azure 中托管的客
户租户、应用程序和内容。

红色团队是 Microsoft 中的一组全职员工，侧重于 breaching Microsoft 的基础结构、平台和 Microsoft 自己的租户
和应用程序。 它们是专门的入侵者（一组符合道德的黑客），对在线服务（Microsoft 基础结构、平台和应用程序，但
不是最终客户的应用程序或内容）执行目标和持久攻击。

红色团队的角色是使用与入侵者相同的步骤攻击和渗透环境：

在其他函数中，红色团队专门尝试破坏租户隔离边界以查找隔离设计中的缺陷或缺口。

蓝色团队由安全事件响应、工程和运营组织中的一组专用安全响应者或成员组成。 无论其组成如何，它们都是独立
的，并与红色团队单独运行。 蓝色团队遵循已建立的安全过程，并使用最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检测和响应攻击和渗
透。 就像现实世界中的攻击，蓝色团队不知道何时或如何进行红色团队的攻击，也不知道哪些方法可以使用。 他们
的工作（无论是红色的团队攻击还是实际的 assault）都可以检测并响应所有安全事件。 出于此原因，蓝色的团队会
持续进行通话，并对红色团队违规行为的反应与对任何其他违规行为的方式相同。

当敌人（如红色团队）已破坏环境时，蓝色团队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收集入侵者留下的证据

检测证据是否为泄露的迹象

通知相应的工程和操作团队

会审警报以确定是否值得进一步调查

从环境中收集上下文以对违规进行范围

构成修补计划以包含或退出敌人

执行修正计划并从入侵中恢复

这些步骤构成了与入侵者并行运行的安全事件响应，如下所示：

红色团队违规允许实施蓝色的团队检测并响应端到端的实际攻击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它允许在遭到正版攻击之前
进行安全事件响应。 此外，由于红色的团队违规，蓝色的团队会增强其形势感知，这在处理将来泄露（无论是来自红
色团队还是其他入侵者）时可能很有价值。 在整个检测和响应过程中，蓝色的团队将生成可操作的智能，并深入了
解他们尝试防御的环境的实际条件。 通常，这是通过数据分析和取证执行的，由蓝色的团队在响应红色团队攻击和
建立威胁指示器（如泄露指示器）时执行。 与红色团队确定安全情景中的缺口的方式非常相似，蓝色的团队确定其检
测和响应能力的差距。 此外，由于红色的团队会对真实的攻击进行建模，因此可以准确评估蓝色团队，以解决已确
定和永久 adversaries 的能力或无法处理的能力。 最后，红色的团队违规会衡量我们的违规响应的就绪和影响。



资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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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额（限制）和限制来强制实施资源限制。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和单独的 Office 365 服务使用两者。 在添加
新功能时，限制因服务而异并随时间而变化。 有关各种服务的当前限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主题：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服务限制和限制
Exchange Online 限制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限制
SharePoint Online 软件边界和限制
Skype for Business 限制
Yammer REST API 和速率限制
Sway 中的文件大小限制

除了这些限制之外，在整个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和 Office 365 中使用了多个限制机制。 如果 Microsoft 数据中心
中的网络资源针对使用服务的广泛客户进行了优化，则服务中的限制尤为重要。 限制机制包括：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和 Office 365 功能用户级别限制，它限制单个用户可以执行的事务或并发呼叫（按脚本或
代码）的数量。

在创建租户时，会为每个租户分配一个默认的 PowerShell 限制策略。 这些设置会影响其他项目，如一台管理员
可打开的最大并发 PowerShell 会话数。
每个 Exchange Online 客户都有一个默认的 Exchange Web 服务（EWS）策略，该策略针对 EWS 客户端操作进行
了优化，并具有适用于所有 Outlook 客户端的限制。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azure/dn764971.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exchange-online-limits.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exchange-online-protection-limits.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harepoint-online-software-boundaries-and-limits-8f34ff47-b749-408b-abc0-b605e1f6d498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skype-for-business-online-limits.aspx
https://developer.yammer.com/docs/rest-api-rate-limit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file-size-limits-in-sway-4db21bc6-b42b-499f-9272-66e089db10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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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Online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和 Office 365 使用高度复杂的数据模型，其中包括数十个服务、数百个实体、数千个关系和
数十个属性。 在较高级别，Azure Active Directory 和服务目录是使用基于状态的复制协议保持同步的租户和收件人
的容器。 除了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保留的目录信息外，每个服务工作负载都有自己的目录服务基础结构。

在此模型中，没有一个目录数据源。 特定系统拥有单独的数据片段，但没有单个系统保存所有数据。 在此数据模型
中，Office 365 服务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合作。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是共享数据的 "真实系统"，它通常是每
个服务使用的小型和静态数据。 Office 365 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使用的联合模型提供了数据的共享视图。

Office 365 同时使用物理存储和 Azure 云存储。 Exchange Online （包括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和 Skype for
Business 将自己的存储用于客户数据。 SharePoint Online 同时使用 SQL Server 存储和 Azure 存储，因此需要在存
储级别对客户数据进行额外的隔离。

Exchange Online 将客户数据存储在邮箱中。 邮箱托管在称为 "邮箱数据库" 的可扩展存储引擎（ESE）数据库中。 这
包括用户邮箱、链接邮箱、共享邮箱和公用文件夹邮箱。 用户邮箱包括保存的 Skype for Business 内容，如对话历
史记录。

用户邮箱内容包括：

电子邮件和电子邮件附件

日历和忙/闲信息
联系人

任务

注释

组

推理数据

Exchange Online 中的每个邮箱数据库包含来自多个租户的邮箱。 授权代码可保护每个邮箱，包括租赁内。 默认情
况下，只有分配的用户才有权访问邮箱。 保护邮箱的访问控制列表（ACL）包含在租户级别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进行身份验证的标识。 每个租户的邮箱仅限于对租户的身份验证提供程序的身份进行身份验证，其中仅



Skype for Business

SharePoint Online

包含来自该租户的用户。 租户 A 中的用户无法以任何方式获取租户 B 中的内容，除非租户 A 明确批准。

Skype for Business 将数据存储在不同的位置：

用户和帐户信息（包括连接终结点、租户 Id、拨号计划、漫游设置、状态状态、联系人列表等）存储在 Skype for
Business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和各种 Skype for Business 数据库服务器中。 如果为用户启用了这两个产品或
Skype for business 服务器（如果用户不是这样），则联系人列表存储在用户的 Exchange Online 邮箱中。 Skype
for Business 数据库服务器不按租户分区，但通过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强制实施多租户数据隔离。
会议内容和上载的数据存储在分布式文件系统（DFS）共享上。 如果启用此内容，还可以将其存档在 Exchange
Online 中。 DFS 共享不按租户分区。 内容是通过 RBAC 强制实施的，而多租户则通过 RBAC 进行保护。
呼叫详细信息记录（如呼叫历史记录、IM 会话、应用程序共享、IM 历史记录等）也可以存储在 Exchange Online
中，但大多数呼叫详细信息记录临时存储在呼叫详细信息记录（CDR）服务器上。 不对每个租户对内容进行分
区，但通过 RBAC 强制实施了多租户。

SharePoint Online 具有几种独立的机制，可提供数据隔离。 它将对象存储为应用程序数据库中的抽象代码。 例如，
当用户将文件上传到 SharePoint Online 时，文件将被反汇编，转换为应用程序代码，并存储在多个数据库中的多个
表中。

如果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包含数据的存储，则不会将内容 interpretable 到 SharePoint Online 之外的人或任何系统。
这些机制包括安全访问控制和属性。 所有 SharePoint Online 资源均由授权代码和 RBAC 策略（包括租赁中的）进行
保护。 保护资源的访问控制列表（ACL）包含在租户级别进行身份验证的标识。 租户的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仅限
于由租户的身份验证提供程序身份验证的标识。

除了 Acl 之外，指定身份验证提供程序（即租户特定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的租户级别属性只写入一次，并且在
设置后不能更改。 为租户设置身份验证提供程序租户属性后，将无法使用公开给租户的任何 Api 对其进行更改。

每个租户都使用唯一的SubscriptionId 。 所有客户网站均由租户拥有，并向其分配了对租户唯一的订阅。 网站上
的SubscriptionId属性只写入一次，并且是永久的。 一旦分配给租户，便无法将网站移至其他租户。
SubscriptionId是用于为身份验证提供程序创建安全作用域并与租户关联的密钥。

SharePoint Online 使用 SQL Server 和 Azure 存储来存储内容元数据。 内容存储的分区键是在 SQL 中SiteId 。 运
行 SQL 查询时，SharePoint Online 将使用验证为租户级别SubscriptionId检查的一部分的SiteId 。

SharePoint Online 将加密文件内容存储在 Microsoft Azure blob 中。 每个 SharePoint Online 场都有自己的
Microsoft Azure 帐户，保存在 Azure 中的所有 blob 都使用存储在 SQL 内容存储中的密钥进行单独加密。 加密密
钥受授权层在代码中保护，且不会直接向最终用户公开。 SharePoint Online 具有实时监控，可在 HTTP 请求读取或
写入多个租户的数据时进行检测。 将针对访问的资源的SubscriptionId跟踪请求标识SubscriptionId 。 最终用户永远
不应发生访问多个租户的资源的请求。 多租户环境中的服务请求是唯一的例外。 例如，搜索爬网程序一次性提取整
个数据库的内容更改。 这通常涉及在单个服务请求中查询多个租户的网站，这是出于提高效率的原因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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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索引的租户分离

租户 ID 筛选和租户 ID 条款前缀

文档访问控制列表检查

SharePoint Online 搜索使用租户分离模型来平衡共享数据结构的效率，并防止租户之间的信息泄露。 在此模型中，
我们阻止搜索功能来自：

返回包含来自其他租户的文档的查询结果

在查询结果中公开足够的信息，训练有素的用户可以推断有关其他租户的信息

显示其他租户中的架构或设置

将分析处理信息混合在租户或存储结果中的错误租户中

使用其他租户中的字典条目

对于每种类型的租户数据，我们在代码中使用一个或多个保护层，以防止意外泄漏信息。 最关键的数据具有最多的
保护层，以确保单个缺陷不会导致实际或感觉信息泄露。

搜索索引存储在磁盘上托管索引组件的服务器上，租户共享索引文件。 租户的已编制索引的文档仅对该租户的查询
可见。 三种独立的机制防止信息泄露：

租户 ID 筛选
租户 ID 条款前缀
ACL 检查

所有三种机制都必须失败，才能使搜索将文档返回到错误的租户。

搜索将为使用租户 ID 在全文索引中编制索引的每个术语加上前缀。 例如，当 ID 为 "123" 的租户为术语编制索引
时，全文本索引中的条目是 "123foo"。**

每个查询都将转换为包含使用名为租户 ID 筛选的过程的租户 ID。 例如，查询 "foo" 将转换为 "
<guid>。foo和tenantID： <guid> "，其中 <guid> 表示执行查询的租户。 此查询转换发生在每个索引节点中，并且
不能对查询和内容处理进行影响。 由于租户 ID 已添加到每个查询中，因此无法通过在一个租户中查看最佳匹配排
名来推断出其他租户中术语的频率。

租户 ID 条款前缀仅发生在全文本索引中。 上市搜索（如 "title： foo"）转到一个合成搜索索引，其中术语不以租户 ID
作为前缀。 相反，上市搜索将以字段名称作为前缀。 例如，查询 "title： foo" 将转换为 "fields：foo 和 fields.
tenantID： <guid>"。 由于术语的频率不影响合成搜索索引中的命中排名，因此无需在术语 "前缀" 的情况下进行租
户分隔。 对于上市搜索（如 "title： foo"），租户内容分离取决于租户 ID 筛选（通过查询转换）。

搜索控制通过在搜索索引中保存的 Acl 对文档的访问。 每个项目都使用特殊 ACL 字段中的一组术语编制索引。
ACL 字段包含可查看文档的每个组或用户一个术语。 每个查询都使用一系列访问控制项（ACE）术语进行扩充，每个
查询已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所属的组一个。

例如，类似于 "<guid> 的查询。FOO 和 tenantID： <guid> "将变为：" <guid>。foo 和 tenantID： <guid>
和（docACL：<ace1> 或 docACL： <ace2> or docACL： <ace3> ...） "

由于用户和组标识符，因此 Ace 是唯一的，因此这将为仅对某些用户可见的文档提供其他级别的安全性。 对于在租
户中向常规用户授予访问权限的特殊 "除外部用户之外的任何人" ACE 也是如此。 但由于 "Everyone" 的 Ace 对于



所有租户都是相同的，因此公共文档的租户分隔取决于租户 ID 筛选。 此外，还支持 Deny Ace。 当与 deny ACE 匹
配时，查询扩充将添加从结果中删除文档的子句。

在 Exchange Online 搜索中，索引在邮箱 ID 上针对单个用户的邮箱（而不是租户 ID （订阅 ID））进行分区，就像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一样。 分区机制与 SharePoint Online 相同，但没有 ACL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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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简介

Office 365 视频中的租户隔离

Office 365 视频将替换为 Microsoft Stream。 若要详细了解向视频协作添加智能的新企业视频服务并了解当前 Office 365 视频
客户的过渡计划，请参阅从 Office 365 视频迁移到流。

Azure 存储用于存储多个 Office 365 服务（包括 Office 365 视频和 Sway）的数据。 Azure 存储包括 Blob 存储，它是
一个用于存储非结构化数据的高可缩放、基于 REST 的云对象存储。 Azure 存储使用简单的访问控制模型;每个
Azure 订阅都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存储帐户。 每个存储帐户都有一个密钥，用于控制对该存储帐户中的所有数据的
访问。 这支持存储与应用程序相关联的典型方案，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完全控制其关联的数据;例如，Sway 将内容存
储在 Azure 存储中。 Sway 的所有客户内容都存储在共享的 Azure 存储帐户中。 每个用户的内容都位于 Azure 存储
中的 blob 的单独目录树中。

管理对客户环境的访问（例如，Azure 门户、SMAPI 等）的系统在由 Microsoft 运营的 Azure 应用程序中隔离。 这将
在逻辑上将客户访问基础结构与客户应用程序和存储层分开。

Office 365 视频是一个企业门户，它为组织提供了用于发布、共享和发现视频内容的高度安全的组织范围的目标。
在 Office 365 视频中，每个租户的视频在所有位置中保持独立和加密，并且仅对对组织视频具有访问权限和权限的
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可用。 Office 365 视频使用多种技术来实现此目的：

SharePoint Online 用于存储视频文件和元数据（视频标题、说明等）。 它还提供了安全性和合规性层（包括身份
验证）和搜索功能。

Azure 媒体服务提供了转码、自适应流、安全传递（使用 AES 加密）和缩略图功能。

Azure 媒体服务是一种平台即服务，用于在云中启用端到端媒体工作流。 该平台提供了 REST API，用于上载、编
码、加密（使用 PlayReady）以及通过全球的 Azure 数据中心传递媒体。

所有上载的 Office 365 视频通过 HTTPS 进行。 在上载视频文件时，会将其存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并将该文
件的副本通过加密通道发送到 Azure 媒体服务。 Azure 媒体服务将视频 transcodes 为多种格式，这些格式针对查看
体验（例如，移动、低带宽、高带宽等）进行了优化。 这些文件以及上载过程中获取的原始文件都存储在 Azure Blob
存储中。 这些文件128使用每个 MPEG 通用加密打包算法（或更早的 PlayReady 版本）进行播放，并在存储在 Azure
Blob 存储中之前使用 AES 256 存储加密进行加密，从而对这些文件进行加密。 （使用 Azure 媒体服务客户端 SDK，
客户可以控制使用哪些加密。 例如，在上载 it Azure Blob 存储之前，客户可以将 Azure 媒体服务存储加密（AES
256）应用到高价值媒体资产。

Azure 媒体服务还会生成视频的缩略图，它会通过加密通道将其连同缩略图元数据一起传输到 SharePoint Online。

https://docs.microsoft.com/stream/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eet-office-365-video-ca1cc1a9-a615-46e1-b6a3-40dbd99939a6
https://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media-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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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Graph 中的租户隔离

Delve 中的租户隔离

Office 365 服务中的Office Graph模型活动，包括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Yammer、Skype for
Business、Azure Active Directory 等，以及外部服务（如其他 Microsoft 服务或第三方服务）中的活动。 Office 365 中
使用 office Graph 组件。 Office Graph 表示内容和活动的集合，以及在整个 Office 套件中发生的关系。 它使用先进
的机器学习技术将用户连接到相关内容、对话和用户周围的人员。 例如，SharePoint Online 中的租户索引具有一个
用于为 Delve 查询提供服务的 Office Graph 索引，SharePoint Online 中的分析处理引擎用于存储信号并计算见
解，Exchange Online 计算每个用户的将收件人缓存用作租户分析的输入。

Office Graph 包含有关企业对象的信息，例如人员和文档，以及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和交互。 关系和交互表示为边
缘。 Office Graph 由租户分段，因此，边缘只能存在于同一租赁中的节点之间。 节点是具有统一资源标识符（URI）、
节点类型、访问控制列表以及包含元数据和边缘的一组 facet 的实体。 每个节点都有关联的元数据和边缘，它们按
常见知识模型中的facet排列。 元数据是存储在节点上的命名属性，可用于在 office graph 中进行搜索、筛选或分
析。 Facet是节点上的元数据和边缘的逻辑集合。 每个 facet 描述节点的一个方面。

Office Graph 不会将所有数据都引入单个存储库;相反，它存储有关位于其他位置的数据的元数据和关系。 Office
Graph 由多个数据存储和处理组件组成：

租户图形存储为高效分析提供了批量存储优化。

活动内容缓存可提供对主动节点和边缘的随机访问，以推动用户体验。

输入路由器会将组件的内部和外部更改通知给租户图形。

每个工作负荷内的分析推断与租户范围内的计算相关的见解，并将其推送到租户图。 租户中的所有活动的租户分析
原因，以在行为模式中生成见解。 例如，Exchange Online 计算每个用户的收件人缓存，并对每个用户的邮箱的有效
原因进行分析。 这些每用户分析在每个人上生成一组RecipientCache 边缘，这些边缘又被推入租户图。 这将使尽可
能多的分析处理保持尽可能接近的源数据。

如前所述，Office Graph 能够帮助用户发现企业中的当前活动并进行协作，并提供以实体为中心的平台，用于跨工
作负载的内容和活动的分析和超过 Office 365。 Delve 是由 Office Graph 提供支持的第一种体验。 Delve 是 Office
365 web 体验，它通过 Office Graph 将内容从 Office 365 和 Yammer Enterprise 显示为 Office 365 用户。 Web 体
验将数据显示为不同的板，每个板都有一定的主题，如周围的趋势分析或由我修改的。 每个板都包含多个文档卡
片，这些卡片显示摘要文本和文档中的图片。 智能卡使用户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打开文档或文档的 Yammer 页面。
Office 365 租户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页面，其中显示了此人最相关的文档，以及可以调用 Exchange Online 或
Skype for Business 以与此人交互的图标。 由于 Delve 基于 Office Graph API，因此它受该 API 基于租户的隔离的
约束。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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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适用于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365。

Office 365 PowerShell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管理工具，可补充 Microsoft 365 管理中心。 例如，您可以使用 Office 365
PowerShell 自动操作以更快地管理多个用户帐户和许可证并创建报告。 了解如何将 Office 365 PowerShell 与
Office 365 用户和许可证、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SharePoint Online、Exchange Online 和 Office 365 安全 &
合规性中心结合使用。

根据您的需求选择主题：

入门

如果您不熟悉 Office 365 PowerShell，并且想要安装 Office 365 PowerShell 模块并连接到 Office 365 订阅，
请从这里开始。

用户帐户、许可证和组

如果您已安装 Office 365 PowerShell 模块并希望了解有关使用自动化命令来管理用户帐户、许可证和组的
详细信息，请从这里开始。

SharePoint Online

如果您已安装 Office 365 PowerShell 模块并且想要使用自动化命令来管理 SharePoint Online，请从这里开
始。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若要使用自动化命令来管理 Exchange Online，请从本主题入手。

将电子邮件迁移到 Office 365

如果您已安装 Office 365 PowerShell 模块并且想要从现有的系统中迁移您的电子邮件，请从这里开始。

安全性 & 合规性中心

若要使用自动化命令来管理安全与合规中心，请从本主题入手。

委派访问权限（分配）合作伙伴

如果您想要使用联合和云解决方案提供商 (CSP) 合作伙伴来管理您的 Office 365 客户租户，请从这里开始。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如果已安装 Office 365 PowerShell 模块，且要管理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请从本主题入手。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getting-started-with-office-365-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manage-user-accounts-and-licenses-with-office-365-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manage-sharepoint-online-with-office-365-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exchange-online/exchange-online-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use-powershell-for-email-migration-to-office-365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exchange/office-365-scc/office-365-scc-powershell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manage-office-365-with-windows-powershell-for-delegated-access-permissions-dap-p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Office365/Enterprise/powershell/manage-skype-for-business-online-with-office-365-powershell

	Cover Page
	云体系结构模型
	SharePoint、Exchange、Skype for Business 和 Lync 的体系结构模型

	Office 365 计划
	Office 365 租户
	订阅、许可证和租户
	规划网络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有关连接到 Office 365 服务的网络设备的计划
	Office 365 的网络和迁移规划

	规划标识
	标识模型
	混合标识

	Office 365 第三方 SSL 证书计划
	Office 365 服务的部署顾问
	集成应用和 Azure AD
	Office 365 集成
	与内部部署集成
	Azure 集成
	Azure ExpressRoute
	如何将新式验证用于 Office 2013 和 Office 2016 客户端应用
	租户间协作


	Office 365 客户端支持
	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条件访问
	在 MDM 和 Intune 之间进行选择
	移动应用管理
	新式验证
	单一登录

	混合新式身份验证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和 Exchange Server 的先决条件
	配置 Exchange Server
	配置 Skype for Business
	删除或禁用 Skype for Business 和 Exchange

	Office 客户端和服务器
	升级计划
	Office 2007
	从 Office 2007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
	Office 2007 桌面版
	Exchange 2007
	SharePoint 2007
	Office Communications Server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
	Project Server 2007

	Office 2010
	从 Office 2010 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升级
	Office 2010 桌面版
	Exchange 2010
	SharePoint 2010
	Lync Server 2010
	Project Server 2010



	测试 Office 365
	部署 Office 365 企业版
	1. 设置网络
	设置企业网络
	添加域
	Office 365 网络连接概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原则
	Office 365 网络计划和性能优化
	评估 Office 365 网络连接
	Office 365 网络合作伙伴计划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Office 365 终结点
	管理 Office 365 终结点
	全球终结点
	美国政府 DoD 终结点
	美国政府 GCC 高终结点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 终结点
	Office 365 Germany 终结点
	Office for Mac 中的网络请求
	Office 365 IP 地址和 URL Web 服务
	Web 服务中未包含的其他终结点

	内容分发网络
	Office 365 服务中的 IPv6 支持
	Office 365 随附的 NAT 支持
	使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实现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网络计划
	使用 ExpressRoute for Office 365 路由


	2. 设置标识
	保护全局管理员帐户
	仅限云标识
	混合标识
	准备进行目录同步
	使用 IdFix 工具
	使用 IdFix 工具准备好目录属性
	下载并运行 IdFix 工具
	IdFix 排除和支持的对象和属性
	IdFix 事务日志

	设置目录同步

	向用户帐户分配许可证

	3. 实施安全性
	4. 部署客户端软件
	部署 Office 365 专业增强版
	部署 Skype for Business 客户端
	部署和管理移动应用

	5. 设置移动设备管理
	6. 配置服务和应用程序
	准备就绪
	将数据迁移到 Office 365
	Exchange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Skype for Business
	Microsoft Teams
	Yammer
	激活权限管理
	配置发布选项

	7. 培训用户
	高级部署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多地理位置
	Exchange 多地理位置
	多地理位置规划
	管理体验
	多地理位置环境中的用户体验

	配置多地理位置功能
	配置首选数据位置
	配置搜索

	管理多地理位置环境
	管理 SharePoint 配额
	移动 OneDrive 网站
	移动 SharePoint 网站
	添加或删除地理位置管理员
	将内容限制到某个地理位置
	配置 Office 365 多地理位置电子数据展示
	使用特定 PDL 创建组
	删除地理位置
	在卫星定位中启用 SharePoint 多地理位置功能
	管理 Exchange 多地理位置


	移动到新的 Office 365 数据中心地区
	如何请求数据移动
	数据移动期间和数据移动之后
	数据移动常见问题解答
	德国 Microsoft 云：Office 365 迁移计划
	德国 Microsoft 云：选择加入迁移

	混合解决方案
	将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用于 SharePoint Server 2016 身份验证
	将本地网络连接到 Azure 虚拟网络
	在 Azure IaaS 中部署目录同步服务器
	在 Azure 中为 Office 365 部署高可用性联合身份验证
	阶段 1：配置 Azure
	阶段 2：配置域控制器
	阶段 3：配置 AD FS 服务器
	阶段 4：配置 Web 应用程序代理
	阶段 5：配置联合身份验证




	管理 Office 365
	网络
	客户端连接
	监视连接性

	目录同步
	查看目录同步状态
	识别目录同步错误
	修复目录同步问题
	关闭目录同步

	用户
	Office 365 Admin 帮助中心
	用于管理用户帐户的工具
	同时添加多个用户
	恢复用户邮箱中的已删除邮件
	与来宾协作
	来宾共享参考
	来宾共享解决方案
	来宾协作概述
	协作处理文档
	在网站中协作
	团队协作

	来宾共享安全性
	未经身份验证的共享
	限制意外公开
	保护来宾共享环境

	创建 B2B Extranet


	设备
	在 MDM 和 Intune 之间进行选择
	管理设备访问设置

	工作负载
	Exchange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Skype for Business
	Microsoft Teams
	Yammer

	服务运行状况
	检查方法
	支持选项

	性能
	优化 Office 365 性能
	使用基线和性能历史记录优化性能
	优化 Exchange Online 性能
	优化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优化简介
	诊断 SharePoint Online 性能问题

	优化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性能
	优化 Project Online 性能
	性能故障排除计划
	管理 ExpressRoute


	服务保证
	Office 365 安全与合规中心内的服务保证
	Office 365 中的管理访问控制
	监视和审核访问控制
	Office 365 隔离控制
	Office 365 人员控制
	Office 365 技术控制
	Yammer Enterprise访问控制

	Office 365 中的审核与报告
	Office 365 报告功能
	电子数据展示和搜索功能
	Office 365 工程部的内部日志记录
	Office 365 邮箱迁移
	Office 365 管理活动 API

	Office 365 中的数据复原能力
	处理数据损坏
	Exchange Online 数据复原能力
	恶意软件和勒索软件防护
	监视和自愈

	Office 365 中的数据保留、删除和销毁
	数据销毁
	Office 365 中的永久性
	Exchange Online 数据删除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删除
	Skype for Business 数据删除

	在 Office 365 中防御拒绝服务攻击
	Microsoft 的拒绝服务防御策略
	防御拒绝服务攻击的核心原则

	Microsoft 云中的加密
	Office 365 服务加密
	传输中的数据的加密
	客户管理的加密功能
	加密风险和保护
	Skype for Business、OneDrive for Business、SharePoint Online 和 Exchange Online 的加密
	Microsoft Dynamics 365 中的加密
	Azure 中的加密

	Office 365 中的租户隔离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隔离和访问控制
	监视和测试租户边界
	资源限制
	Office 365 中的隔离和访问控制
	Office 365 搜索中的租户隔离
	Office 365 视频中的租户隔离
	Office Graph 和 Delve 中的租户隔离


	Office 365 PowerShell
	Microsoft 365 合规中心
	Microsoft 365 安全中心
	Office 365 企业版
	Microsoft 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