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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的受访员工感觉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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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理解您的邮件
您的需求、工作方式和优先事项完

多达

30%

全是您本人所独有的。因此，
的电子邮件

IBM 打造出一款邮件平台，它能

够识别您的个人通信模式，以准确
预测您的需求以及产生需求的时间
和地点。IBM Verse 提供专为移动
设备而设计的云端功能。在
IBM 分析和高级搜索功能的助力下，Verse 能为您所
用——而非您受累于 Verse。
时间可通过采用社交协
作通信工具重新分配。3

- 合作关系
- 高度安全
4 技术基础

“IBM Verse 如此与众不同。它不会有常常汹涌而来的海量电子邮
件。相反，它可帮助您完全专注于力求完成的任务。”— CDW
协作解决方案架构师 Rupert Clayton

5 IBM Verse 为您提供多种方案
• 独立
• 捆绑 IBM Connections Cloud S1
• IBM Verse Basic
5 获取 IBM Verse

IBM Verse 是什么？
“IBM Verse 是一种变革因素。IBM Verse 令文字阅读变得非常
轻松；很巧妙；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产品。”— 美国国家广播
环球公司战略与自动化总监 Charles Williams

一般交互型员工每个工作周 您如何应对每天涌入收件箱的
约需花费 的时间管理电子 电子邮件？您因为消息和会议
邮
不堪重负而未能完成哪些任
件。1
务？

28%

IBM Verse（简称“Verse”）是对电子邮件应有形式的全面
重新构想。Verse 以您的需求为核心，专为应对不断变化的职
场而设计，可帮助解决如今的信息过载，能将您的注意力转
向关注的消息、会议和任务。这款个人助理突破常规、通过

不再杂乱无章，更加一目了然
当您必须做出更迅速、更明智的决策时，您只需要了解消息、
文档和状态更新中最重要的信息，此外别无其他。Verse 代表
着邮件查看方式，以及与其交互方式的重大转变。它的界面
简单，仅显示所需信息，有助于您优先处理并专注于最重要
的事项。

从小我转变为我们
工作是一种协作活动，而协作不仅仅意味着发送和接收。它需
要整个组织的实时了解、协作与沟通——尤其是分散或外出的
团队。Verse 具有一系列高度安全的智能交互式社交应用，
为您与其他人的协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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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使用任何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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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业务社交、实时和邮件协作领域的领导者，IBM 正

Verse 目前通过云提供，计划后续实现本地部署安装。它专门
设计用于同您现有以及将有的业务文件、应用程序和网络相
集成。实际上，它可以用于任何设备，因此您几乎可以随时
随地与任何人协同工作。

“IBM Verse 令人难以置信；它很直观，用起来。”—
Webgate Consulting AG（Webgate 咨询公司）CEO Roman Weber
更好、更智慧的工作方式。Verse 助您重新将注意力转向重要
事项——您自己、您的社区和您的工作。

在努力满足企业对新工作方式的需求。凭借 IBM Verse，
我们计划以独特、创新的新工作方式解决方案，来在市场
中独占鳌头。

在一流企业社
交软件领域的 IBM 如何打造此产品？
市场份额连续五年处于领导 IBM 使用 Design
Thinking 构建
地位。4
IBM Verse。在
IBM Design Lab 的设计专家、行业和技术专家，以及大
量真实世界的客户与业务合作伙伴用户的共同帮助下，我
们打造出一款符合人们对新工作方式构想的产品。

为何选择 IBM Verse？
IBM Verse 十分独特，而且我们认为它远远领先于市场中的
其他同类产品。IBM 所采用的方法，是在社会企业环境下从
用户视角审视邮件挑战，帮助您寻找、保持专注并出色完成
工作。

“任何产品的真正美妙之处在于其易用性，这正是 IBM Verse
的显著特性。”— Panagenda 总监 Francie Tanner

IBM 的 Design Thinking 方法可确保 Verse 不仅外观精
美，而且还能改进用户的专注度和效率。IBM Verse 专为
Web 和移动用途设计，配备仅显示所需信息的简单界面，
帮助您专注于处理最重要的事项。快如闪电的搜索和一系
列高度安全的智能交互式社交应用，可帮助您优先处理重
要事项，为您开辟新的工作方式。
“每次使用 IBM Verse 执行搜索都比上一次更高
效！”Factory S.R.L. 系统工程师 Matteo Bisi

社交、移动和云技术显著改变了消费者对邮件、社交及其他
协作工具的期望。而消费者将这些变化的期望带入工作场所。
在工作时，这些人在承受为较早时代构建的非互联应用程序
所带来的严重信息过载。

图 1.传统邮件与 IBM Verse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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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Verse 能够为您提供什么帮助？
IBM Verse 将帮助您以三种新方式完成工作：
•	
真正理解您的邮件：支持云、专为移动设备而设计、以
IBM 的分析和高级搜索功能为后盾，IBM Verse 能为
您所用，而非您受累于 Verse。
•	不再杂乱无章，更加一目了然：IBM Verse 配备仅显示
所需信息的简单界面，帮助您专注于最重要的事项。
•	最后一点，它可将小我与我们联系起来：IBM Verse
有一系列高度安全的智能交互式社交应用，开辟了新
的协作方式。

图 3.业务电子邮件和应用程序——IBM Verse 与 Microsoft Office 365 及
Google Apps

全力以赴。IBM Verse 是公司对设计创新投资数百万美元
的成果，它集领先的云、分析、社交和安全平台于一体，
旨在实现未来工作转型。
合作关系。IBM 提供经济实惠的迁移服务，其中包括持续
支持和自助指南，允许客户轻松将部分或全部重要业务应
用程序和数据迁移至 IBM Cloud 产品。
高度安全。IBM 的所有产品均符合 SOC2、ISO27001、
安全港和 HIPAA 标准，可提供企业安全性。IBM 支持
IBM Notes Web 客户端的 S/MIME 和 Notes 加密以及机
会型营销 TLS 。
要详细了解关于 IBM 对安全性的关注，请访问

图 2.“无论您如何定义自己，无论您如何工作——Verse 都能为您所
用。”

ibm.cloud.com/social/security。

无论您在组织中担任何种职位，也无论您在一天当中扮演
多少不同角色，都可以使用各种云端功能帮您管理工作。
所以，无论您如何定义自己，无论您如何工作——无论您
是确定优先事项、执行搜索、身兼数职还是经常外
出——Verse 都能为您所用。

技术基础

了解 IBM Verse 如何融入您的基础架构。
云平台

它与竞争对手有何区别？
其他公司为您提供收件箱；IBM 为您提供组织、安排和利
用工作时间的全新方法。我们诚邀您在以下关键领域及其
他领域对 IBM Verse 进行比较：

•	
作为 IBM SmartCloud Notes 服务的一部分部署
•	
与多种 IBM Connections Cloud 或本地部署服务集成

IBM 软件

客户端/UI 技术

•	
能够创建和查看个人博客

•	
现代浏览器 -（Chrome、Firefox、Internet

•	
能够查看名片和团队分析服务

Explorer、Safari）

•	
创建个人资料并在贵组织和网络中进行使用

•

HTML5、JavaScript、CSS、Dojo、AMD 模块

•	
用于电子邮件的移动应用程序，能够使用移动设备访问

•

CSS FlexBox

移动技术
•

iOS 和 Android 应用

文件和个人资料

“有了 IBM Verse 移动版，终于满足我迅速完成工作的一切
需求。”— midpoints GmbH（中点有限公司）
CIO Detlev Poettgen

服务器技术
•

IBM SmartCloud Notes 邮件服务器

IBM Verse 客户可以选择用户体验。

•	
具有层面和频率支持的新式高级搜索/分析服务

IBM Verse 浏览器体验具有全套优势。它可以提供现代化、

•

JavaScript 聚合器 (JAGGR)

个性化的用户体验，将包括收件箱、日程表、待办事项、

•

LESS（CSS 预处理器）

社交网络、聊天、在线会议和文件在内的多种协作工具融
为一体。

分析技术
•	
用于追踪和分析使用情况的 IBM Digital Analytics

IBM Verse Basic

IBM Verse 为您提供多种方案

本。IBM Verse Basic 是亲身体验集成式社交和邮件出色生

实施最适合贵组织的 Verse。

IBM 也提供 IBM Verse Basic——IBM Verse 的免费版
产力优势的绝佳方式。借助 IBM Verse Basic，您可从云端

独立

处理基于 Web 的邮件、联系信息和社交网络。免费与任

IBM Verse 可作为独立产品，起价为

何 Verse Basic 订户合作，轻松邀请其他人加入。

每用户每月 5 美元。价格可能因国家/地区而异。
与 IBM Verse 一样，IBM Verse Basic 也通过云提供。这意

捆绑 IBM Connections Cloud S1

味着可以轻松、迅速地逐步提供越来越多的新功能。

作为 IBM Connections Cloud S1 产品的一部分，Verse 的
起价为每用户每月 10 美元。价格可能因国家/地区而异。
如果选择 Connections Cloud S1 方案，您可享受基于 Web
的云端邮件、日程表和联系信息，包括输入时提前寻址、
自定义邮件文件夹、邮件线程支持、深入搜索、内嵌预览、
需要留意的操作追踪，以及基于分析的重要内容识别。
您还享有以下权利：
•

50GB 邮件配额

•	
垃圾电子邮件过滤
•

能够了解日程表可用性

•	
能够收发即时消息
•	
能够上传、存储和共享个人文件
•

30GB 个人文件存储容量

要体验 Verse Basic，请访问 ibm.com/verse。

获取 IBM Verse
在 ibm.com/verse 注册 Verse Basic，即可试用 Verse。您
还可开始免费试用、申请报价，以及向 IBM 销售代
表、IBM 授权业务合作伙伴购买 IBM Verse，
或者通过访问 IBM Cloud Marketplace 获取 IBM Verse 和
IBM Connections Cloud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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