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创⽴立
Teambition 公司创⽴立于2011年年4⽉月，总部位于

上海海市，在协作办公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Teambition 是旗下的⼀一款团队协作⼯工具。

现在

⾃自创⽴立以来，Teambition 公司已获得来⾃自⼽戈

壁创投、IDG、盘古创富和北北极光的多轮融资，

2013年年被评为「Red Herring 亚洲500强」，

于2014年年⼊入选「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

强」，并获得了了「2015 ChinaBang 年年度企业

服务奖」。 

⽬目前，Teambition 的员⼯工数超过200⼈人，遍布

全国12个城市，除总部上海海外、还包括北北京、⼴广

州、深圳、成都、杭州、南京、重庆、厦⻔门、苏

州、郑州和⻘青岛。⽤用户来⾃自TMT、⼴广告设计、教

育培训、专业服务等⼗十⼏几个⾏行行业。服务付费企业

超过数千家，知名客户包括 TCL、锤⼦子科技、

华为、奥美、新东⽅方教育、顺丰速运和上证所等

⾏行行业知名企业和机构。每天有超过300万项⽬目在 

Teambition 上运⾏行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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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  

公司成⽴立于中国上海海

2013.1  

获得⼽戈壁创投400
万⼈人⺠民币 Pre-A 轮
融资

2013.9  

2013年年，被评为 
「Red Herring」     
亚洲100强企业

2014.9  

上海海总部⼊入驻畅星
圆楼 360°环形办公
区总⾯面积 950平⽶米

2015.3  

创始⼈人兼 CEO ⻬齐俊
元⼊入选 「2015福布
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
的创业者」

2015.12  

Teambition⼊入选 
苹果官⽅方 
AppStore 年年度精
选应⽤用

2012.4  

获得250万⼈人⺠民币     
天使轮融资

2013.6 
正式发布   
Teambition 上线

2014.5 
Teambition           
北北京办公室成⽴立     
⼊入驻微软加速器器计划

2014.11 
获 IDG 资本领投 盘
古创富跟投的500万
美元 A 轮融资

2015.9 
获北北极光领投、⼽戈
壁创投、IDG、盘古
跟投的1200万美⾦金金
的B轮融资 

2016.8 
获腾讯战略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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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项⽬目数

3,000,000+

⽤用户⾏行行业分布

38+
TMT、⼴广告、教育、专业服务等38个⾏行行业

付费企业数

数千家企业
极客公园、TCL、有范、沪江、顺丰速运、
穷游、 华为、招商银⾏行行、新东⽅方等

⽤用户推荐率

移动端市场占有率

公司产品发展

媒体推荐

“当⾦金金蝶、⽤用友们还在为传统企业打造线上 IT 系

统 ( ⽐比 如 O A ) 时 ， 基 于 云 端 的 协 作 软 件 

Teambition 已经开始 弯道超⻋车。” —— 福布斯 

  

在协作之上，Teambition 为企业级⽤用户提供统

计报告、 权限控制及组织架构等企业版功能，

双向满⾜足员⼯工和管理理层的需求。 —— 腾讯科技  

随着 Teambition 逐步建⽴立服务⼤大企业的能⼒力力，

例例如: 制造、通信、⾦金金融等⾏行行业的公司会有很多

和⾃自⼰己业务相关 的需求，通过 Teambition 的

第三⽅方插件平台可以很好地去解决这类问题。           

                                            —— 极客公园  

“⼯工作的重点在于「创造价值」⽽而不不是身处何地 

— 希望今天推荐的 Teambition 可以让你拥有

⼀一种理理想的⼯工作⽅方式” —— 爱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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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个城市

⼴广州

上海海

北北京
深圳

南京

杭州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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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苏州
⻘青岛

郑州

厦⻔门



为什什么选 

Teambition ?  



邮件、QQ、 
⽹网盘、微信 

Teambition  

新型协同⼯工具 
‧员⼯工操作繁重‧                             

‧流程变成灾难‧                  

‧管理理者⽆无法了了解任务进展‧ 

ERP、OA、 
CRM

‧扁平、⾃自主、直观‧     

‧让员⼯工享受⼯工作‧       

‧⽼老老板轻松管理理‧  

‧记录⽆无法保存‧               

‧检索难‧ 

‧管理理不不便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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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对整体进
展 ⽆无从了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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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 l沟通    
上下⽂文差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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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工 间 难 以 共 享 
⽂文件资料料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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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不是协作



协 作 才 是 企 业 适 应 现 代 社
会复杂的  商业格局的⽅方法。



所以

Teambition



Teambit ion 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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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任务 ⽂文件 分享 ⽇日程 群聊



创建⼀一个         
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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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1. 在Teambition上，计划和执⾏行行在

⼀一个⾯面板上确认，⽆无需主动收集

进展，管理理层可时刻确保信息对

称。 

 2. 将设计的协作流程“可视化”呈现

出来，团队成员会清晰了了解上下

游的⼯工作，⽽而⽆无需管理理层主动推

进。

协作模式下:通过「任务板」 
来分配团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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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了了解      
每⼀一个⼈人的      
⼯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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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想法        
轻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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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件        
都可以随时访问 
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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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理者 ⼀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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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管理理者      
了了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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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考核        
清晰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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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任务        
⼼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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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架与阿⾥里里云服务器器  

安全、稳定

我们郑重承诺:你的数据是保密且安全

的。 Teambition 服务器器采⽤用阿⾥里里云 

ECS 弹性计算，受阿⾥里里云盾保护，包

括 DDoS 防护， CC 防护，⽹网站安全

防护，SQL 注⼊入防护， XSS 攻击防

护等。服务器器数据盘使⽤用整盘加 密 ，

服务器器之间仅允许内⽹网通信，并在系

统 层⾯面限制特定内⽹网 IP 才允许通信，

保证⽤用户 数据在服务器器端的安全。⽹网

站全站通信采⽤用 256位 https 加密，

保证⽤用户数据在服务器器和浏览器器之间

传输的安全。数据库采⽤用 replica set 

⾼高可⽤用架构，数据库数据每⽇日备份，

并通过 SSH 安全通道远程备份到安

全服务器器，保证⽤用户数据不不会丢失。

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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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 API  

即将有更更多的插件进⼊入平台

应⽤用与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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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用中⼼心，提供了了丰富的⾃自
研和第三⽅方合作的应⽤用与插件，
可以对更更多协作场景所需的功能
进⾏行行了了很好的扩展和延伸。

企业应⽤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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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团队

售后服务 

客户的成功，才是我们
的成功

个性化咨询流程，帮你打造 
Teambition 上的 佳⼯工作
流程。

团队与 Teambition ⼀一起成⻓长?
我们 帮您制定新员⼯工 
Teambition 培训。

根据⾏行行业属性，定期定向推送“别
⼈人家 的团队” 都是怎么进⾏行行团
队协作的。

专业的⼀一对⼀一专属顾问，解
决客户 对 Teambition 的各
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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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公司简介: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化的智能产品制造及互联⽹网应⽤用服务企

业集团，1999年年在深圳证券交易易所上市，现有7万多名员⼯工，23个研发

机构，21个制造基地，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业务遍及

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5年年，公司总销售额达到286亿港元，品

牌价值710.28亿元⼈人⺠民币，居中国百强品牌第7位，连续10年年蝉联中国

彩电业第⼀一品牌。 

  

引⼊入 Teambition 的初衷: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传统线下销售商⾯面临严峻挑战，TCL 只

有通过企业转型才有可能制胜未来。他们必须改进现有的传统协作⽅方式，

让企业中的各部⻔门紧密联系，统⼀一步调，为实现转型⻬齐⼼心协⼒力力。  

Teambition 带来的改变: 

Teambition 像⼀一个纽带，让 TCL 产品、销售、市场等多部⻔门围绕统

⼀一的⽬目标紧密协作，有序⾼高效的运转，形成⾯面对转型 完美的企业姿态。

另外，TCL 在⽤用 Teambition 进⾏行行项⽬目管理理时，⼯工作流程变的更更加精

细，充分的调动了了⼈人的积极性，在协作中每个⼈人都能成⻓长和创造，形成

了了优秀的企业氛围。



沪江英语
公司简介:  

沪江诞⽣生于2001年年，是专业的互联⽹网学习平台，致⼒力力于为⽤用户提供便便

捷、优质的全⽅方位⽹网络学习产品和服务。2016年年1⽉月，沪江⽤用户量量突破1

亿，合作机构多达500余家，成为互联⽹网教育⾏行行业领军企业。  

引⼊入 Teambition 的初衷:  

随着业务迅速扩张，沪江⽤用户量量突破1亿，合作机构多达500家，对协

作有更更⾼高的要求。同时沪江不不断推出更更多的业务平台满⾜足⽤用户需求，所

以产品研发部⻔门迫切需要更更敏敏捷 ⾼高效的管理理。  

Teambition 带来的改变:  

Teambition ⽀支持沪江技术部⻔门实现“敏敏捷⽅方法论”，缩短了了技术部⻔门需

求落地的时间， 将「敏敏捷开发」完美实践。另外沪江将 Teambition 

进⼀一步应⽤用到管理理、教学、⾏行行政等 传统部⻔门，更更科学的统筹规划直接

提升企业效率。 



上海海⼤大学
公司简介:  

上海海⼤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原名SILC(Sydney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ommerce)。悉尼⼯工商学院成⽴立于1994年年，是国内成⽴立 早、声誉卓著

的中外合作商学院，合作⽅方为澳⼤大利利亚悉尼科技⼤大学(UTS)。学院已经形

成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以研究⽣生教育和国际学⽣生教育为两翼的办学格局。

⾃自2010起，连续5年年被新浪⽹网、新华⽹网等第三⽅方媒体评为年年度⼗十⼤大 具影

响⼒力力中外合作院校。  

引⼊入 Teambition 的初衷:  

1.   更更快的处理理速度。基于 Teambition 开展学校各项科研、教学和⾏行行政
⼯工作，使团队更更快地进⾏行行信息共享，在 短时间内做出反应。 

2.  更更好的资源整合。将不不同学科的⼈人员及资源聚集在⼀一个平台上，更更合
理理、全⾯面地思考如何各取所⻓长，突破学科限制。  

3. 更更灵活的组织架构。采⽤用团队协作⼯工具以替代各种传统部⻔门的存在。以 
    项⽬目为主：项⽬目结束，团队即可⽴立刻解散，不不会浪费⼈人⼒力力资源。  

Teambition 带来的改变:  

Teambition 主要应⽤用于上海海⼤大学的教学职能、科研职能、⾏行行政职能三⼤大

块领域，通过 Teambition 的应⽤用，实现了了⾼高校团队协作信息化的建设，

改变了了信息孤岛的情况，打造了了 ⼀一个统⼀一、透明、⾼高效的协作平台。  



⻓长虹电⼦子
公司简介: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1958年年，从军⼯工⽴立业、彩电

兴业，到信息电⼦子的多元拓拓展，已成为集军⼯工、消费电⼦子、核⼼心器器件研

发与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跨国企业集团，并正向具有全球竞争⼒力力的信息

家电内容与服务提供商挺进。2016年年，品牌价值达1208.96亿元。  

引⼊入 Teambition 的初衷:  

作为传统家电⾏行行业的领军⼈人物，四川⻓长虹致⼒力力于不不断突破和创新，期待

以互联⽹网思维转变公司整体战略略，在研发条线的投⼊入也不不断加⼤大，从⽽而

对整体研发管理理和需求管理理都希望能够提升效率和管理理能⼒力力。  

Teambition 带来的改变:  

通过 Teambition 搭建了了研发管理理与需求管理理流程，并且打通开发⼈人员

与其他团队之间的跨团队协作平台，在逐步完善研发能⼒力力的同时，逐步

向敏敏捷开发过渡。  



浙报传媒
公司简介: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报业集团中第⼀一家媒体经营性资产整

体上市的公司， 浙报传媒以投资与经营现代传媒产业为核⼼心业务，负

责运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浙江在线》等超过35家媒体

和边锋⽹网络平台，拥有600万读者资源和5000多万活跃⽤用户，产业规

模居全国同⾏行行业前列列。  

引⼊入 Teambition 的初衷:  

随着传统媒体不不断地变⾰革与发展，新媒体应⽤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为读者

带来了了更更优秀的 体验，浙报集团希望通过引⼊入 Teambition，在新媒体

领域的技术研发，跨部⻔门协作等⽅方⾯面提升效率，以应对更更多的调整。  

Teambition 带来的改变:  

对于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工作，提供了了⼀一个统⼀一的平台⼊入⼝口，沟通协

作⽅方式变得更更为 集中有效。项⽬目经理理可以通过 Teambition，直观地把

控项⽬目进展，真正实现：事前沟通，事中可控，事后追溯等应⽤用⽬目标。  



婚礼主义
公司简介:  

婚礼主义是上海海⼀一家婚礼策划⾏行行业的创业公司，⼀一直坚持以⾃自⼰己的奇思

妙想和⽆无限创意为新⼈人打造⼀一场场专属于他们的完美婚礼，这让婚礼主

义 Weddingism 逐渐成为婚礼⾏行行业的⻛风向标和领军品牌。  

引⼊入 Teambition 的初衷:  

作为婚礼策划界的领军⼈人物，婚礼主义⼀一共30位员⼯工需要同时对接100

多场婚礼策划案。鉴于婚礼服务对于时间要求⾮非常⾼高，⽽而且需要关注⽅方

⽅方⾯面⾯面的细节，所以婚礼主义希望通过 Teambition 能够更更好的管理理每

个婚礼项⽬目，让沟通的时间节省下来提供更更优质的 服务。  

Teambition 带来的改变:  

Teambition 灵活的⾯面板设置，可以根据不不同的婚礼策划团队⻛风格和要

求调整⼯工作流程和任务。在 Teambition 上，可以井井有条地规划好所

有的时间，让婚礼筹备⼯工作⾮非常顺畅，并且能够帮助团队规范流程，降

低培训成本，以此提供更更优质的婚礼服务。 



他们都在⽤用 Teamb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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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在⽤用 Teambit ion



在 Teambition 上协作的项⽬目

3,000,000+



未来会有⼀一天，⼈人们只需通过 Teambition, 

即可在家⾥里里和世界各地的团队成员讨论⼯工作， 

执⾏行行⼯工作任务，研发⼀一个项⽬目，甚⾄至打造⼀一架⽆无⼈人机。

⼯工作场所的界限将被打破，距离将被重新定义。

张杰校⻓长，上海海交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