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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產能套件
行動容器以保護企業資料
將工作和娛樂分開
主要優勢
•

一組穩健的辦公室產能工具可供檢視
和分享

IBM® MaaS360® 產能套件可提供一組整合的跨平台解決方案，以隔
離並包含自攜設備 (BYOD) 時代中的工作資料。其可協助客戶安心
存取企業資料，同時還能保留他們使用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行
動體驗。

• 安全地支援 BYOD
• 將個人資料和企業資料分開
• 降低敏感性資料外洩的風險
• 使用單一登入進行驗證
•

啟用線上和離線合規性檢查

•

抹除套件容器、應用程式容器、企業設
定檔或整個裝置

•

體驗 iOS、Android 及 Windows Phone
的一致且順暢的工作流程

•

使用精細的管理控制和互動式的圖形化
報告

MaaS360 產能套件可解決資料遺失風險的主要顧慮。透過驗證
及授權，只有獲得核准和有效的使用者，才能存取敏感性資料。制定
安全的容器政策以控制資料流之後，您就能限制由使用者分享、轉寄
附件和複製及貼上。遺失、遭竊或毀損的裝置可能會遭到選擇性的
抹除，以移除安全的容器和其他企業應用程式、資料或設定檔。

提供公私分開的體驗
MaaS360 產能套件利用一致且順暢的工作流程，提供穩健的預防資料
遺失解決方案。
其會使用公私分開的方法，將使用者工作所需的資訊保存在一個受保護
的位置。他們可以從行動裝置 (無論擁有者為何) 的一個專屬工作區，
管理所有的電子郵件、聯絡人、行事曆、應用程式、文件和 Web。
您可以控制地點以管理這個安全且不會影響其餘裝置的容器，如此您
就能將工作和娛樂區隔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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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跨多個裝置類型獲得安全性及產能

•

利用 MaaS360 產能套件，隨時隨地都能工作

•

iOS、Android 及 Windows Phone 專用的 MaaS360 產能套
件具有行動安全及受保護工作區必備的行動解決方案，特別
是對於員工擁有的裝置而言。專為速度及安全性而設計，
可提供使用者預期的簡單、輕鬆體驗。

•

可讓使用者儲存附件、進行修訂和傳送文件
限制轉寄、移至其他應用程式、複製、貼上和螢幕擷取畫面
選擇性地抹除附件，即使是在電子郵件外部

IBM®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適用於電子郵件、行事曆和聯絡人的直觀式辦公室產能應
用程式。
•
•
•
•
•

適用於電子郵件、行事曆和聯絡人的穩健 PIM 應用程式
控制容器中的電子郵件 (文件及附件)
使用與 FIPS 140-2 相容的 AES-256 加密
支援 Office 365 及 Gmail 此類雲端電子郵件
先啟用驗證及線上和離線合規性檢查，然後再存取電子郵件
圖 2：MaaS360 容器 (含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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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Secure Mobile 瀏覽器
穩健的網頁瀏覽器設計只在保護企業內部網站的存取權
限，以及實施內容政策來實現合規性。

IBM® MaaS360® 行動應用程式安全性
行動應用程式容器及穩健的作業及安全性管理，可防止資
料外洩。
•
•
•
•
•
•

•

•

啟用必要的驗證
強制執行裝置合規性檢查
限制複製和貼上，以及本機和雲端資料備份
收到關於合規性違規的近乎即時警示
設定自動化合規性實施動作
以簡單易用的應用程式包裝函式或 SDK 的形式提供，
以進行整合
應用程式等級通道服務 (無 VPN)，能以受保護的存取權限
使用企業資料

•
•
•
•
•
•
•

安全地存取企業網站，而不需要 VPN
Mobilize SharePoint、JIRA、內部 wiki 和舊型 ERP 系統
使用篩選引擎和聲譽資料庫來封鎖已知的惡意網站
使用超過 60 個種類和數百萬個 URL 來定義 URL 安全性
選取 URL 種類以允許、封鎖和追蹤
限制 Cookie、檔案下載、複製、貼上和列印
將文字或 HTML 違規警示傳送給使用者和管理員
利用稽核追蹤，檢視政策違規的詳細報告

圖 4：適用於 MaaS360 Secure Mobile 瀏覽器的 Web URL
種類篩選

圖 3：應用程式政策選擇及 MaaS360 Mobile 應用程式安全性

若要瞭解有關 IBM Security 預防詐騙解決方案的更多資訊，
請與您的 IBM 業務代表或 IBM 事業夥伴聯絡，或造訪以下
網站：ibm.com/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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