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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Content
Suite
在移动设备上分发、保护和编辑文档
控制和共享移动设备上的文档
关键优势
•

利用容器化技术避免企业文档出现数据
泄漏

•

安全地支持 BYOD，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和满意度

•

区分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

•

集中管理文档分发

•

在移动设备上查看、创建、编辑和保存
内容

•

同步管理设备的文档

•

体验 iOS 和 Android 设备的一致无缝
流程

•

有选择地擦除管理文档

•

降低网络负载，提高下载性能和可扩
展性

员工需要在百忙之中使用移动设备访问相关内容。然而，对于公司而言，
如果未制定保护该信息的适当控制措施，则会带来巨大的合规风险。
组织需要简单且具可扩展性的方式分发、管理和保护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上的文档。用户需要能够在移动中查看文档并与同事和客户共享。
所有人都需要解决数据丢失以及如何加以避免的重要问题，同时还能
获益于使用移动设备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协作。
IBM® MaaS360® Content Suite 通过提供受保护且加密的容器和
Productivity Suite，为管理员提供他们所需的控制，为员工提供他们
所需的访问，简化在移动设备上传送、查看和共享文档的流程。
组织安全共享的用例不胜枚举，无论是在销售部、营销部、运营部还
是财务部：
• 就在客户会议开始之前，在移动中查看和共享销售演示最后一刻的
变动
• 登机之前协作处理电子表格中的最新财务数据
• 在咖啡馆与同事讨论，集思广益，分享营销信息
• 向董事会分发季度财务文档，并设置成会后过期
• 与销售团队按需共享产品资料，他们就不必忙着寻找最新数据表或竞
争性信息
• 有助于确保零售店的平板电脑拥有最新产品和库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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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Mobile Content
Management
•

•
•
•

•
•

提供适合 iOS 和 Android 设备的直观、包含其中的企业文
档目录
利用图标、说明和其他细节提供出众的用户体验
提醒用户查看和下载可用文档
使用常见的文件类型，包括 Word、Excel、PowerPoint、
文本和 PDF 格式以及网络、视频和音频文件
管理相同文档的不同版本
使用受保护的基于 Web 的控制台
图 2：从 MaaS360 控制台分发文档、跟踪下载文档的用户等

IBM® MaaS360® Mobile Document Editor
•

•
•
•

在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的加密容器内安全地创建、编辑
和保存内容
对 Word、Excel、PowerPoint 和文本文件进行协同工作
更改字体及插入图片、表格、链接等
在文档内执行搜索

图 1：移动设备上的企业文档目录

文档生命周期管理

•

应用最佳实践文档管理流程
以空中传送方式向所有用户、用户组或个人设备分发文档
并跟踪下载
安全地查看加密的容器
通过 IBM®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访问内容
及企业文件共享，例如，SharePoint、Windows File
Share、Box、OneDrive for Business、Google
Drive、IBM Connections 及其他内容管理互操作性服务
(CMIS) 存储库。
设置基于时间的过期，以便删除文档

•

参考不断更新的文档详细目录

•
•

•
•

图 3：MaaS360 Mobile Document Editor 创建、编辑和保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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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Mobile Document Sync

文档合规和执行
•

•

无缝同步管理设备的用户内容
限制管理设备数据的复制/粘贴
阻止内容在其他应用程序中打开或共享

•

安全存储内容，无论是在云中还是在设备上

•

•
•

•
•

•

•

限制访问越狱或获得根权限的设备
配置自动化实施行动
接收自动违规报警
通过自动化或人工干预迅速采取行动
阻止电子邮件访问，限制网络资源（例如，禁用 VPN）以
及远程擦除分发的文档
查看详细的文档、用户和设备报告

图 4：MaaS360 Mobile Document Sync 使用户能够处理管理设备的内容

文档安全性
•
•
•
•
•
•
•

轻松配置每份文档的特定安全策略
启用所需的认证
使用本地设备加密，保护敏感数据
指定仅在 Wi-Fi 环境下自动下载
限制容器外部共享、打印、加密和粘贴
隐藏文档预览，并防止下载后删除
执行设备合规检查

图 6：文档安全设置示例

企业文档容器
	MaaS360 Content Suite 是集成式、受保护的办公效率工
具套件，可查看和共享内容。

企业文档目录
提供适合 iOS 和 Android 设备的直观 企业文档目录。

文档生命周期管理
	
管理员分发、更新、管理和 保护文档的平台。用户可安
全地 在移动设备上查看和共享文档。

MaaS360 Mobile Document Editor
	
在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创建、编辑和保存文档的办公
效率应用程序。
图 5：文档策略方案示例

MaaS360 Mobile Document Sync
	
让用户能够轻松安全地同步 iOS管理设备内容的省时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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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安全性
具备广泛的操作和安全管理功能的加密文档容器。

文档合规和执行
数据丢失防范控制措施可避免未经授权分发文档。

IBM® MaaS360® Content Service
	
在全球范围的优化内容分发网络上托管和分发企业文档
的方案。

与现有服务整合
	
与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及企业文件共享无缝整
合，例如，SharePoint、Windows File Share、Box、
OneDrive for Business、Google Drive、IBM Connections
及其他内容管理互操作性服务 (CMIS)存储库。

如要了解有关 IBM MaaS360 的更多信息并开始 30 天的
免费试用，请访问 www.ibm.com/maas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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