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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控制移动设备上的企业电子邮件
提供受保护的企业电子邮件访问
关键优势

IBM®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提供包含电子邮件、日历和联系
人的受保护办公效率应用程序，让员工可以安全地与同事协作，同时
保留个人设备的移动体验。

•

安全支持 BYOD

•

区分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

•

降低敏感数据泄露风险

•

使用单点登录进行身份验证

•

能够进行在线和离线合规性检查

•

擦除电子邮件容器、企业配置文件或整
个服务

通过身份验证和授权，仅经过核准的有效用户才能访问敏感电子邮件
和数据。借助数据流控制策略，您可以限制用户共享、附件转发以及
复制和粘贴。您可以选择性地擦除丢失、被盗或受到危害的设备，
以移除受保护的电子邮件容器、所有附件和配置文件。

•

提供简单直观的用户界面，不会降低员
工效率

选择合适的电子邮件保护方法

•

MaaS360 无法访问机密电子邮件数据

•

不与电子邮件数据内联，不存在性能或
中断风险

作为 IBM® MaaS360® Productivity Suite 的基本组件，它应对数据丢
失风险方面的关键问题。

其他解决方案通过截取电子邮件流、移除附件和在单独应用程序中加
载电子邮件来保护电子邮件。这通常会在本机电子邮件客户端和可能
仅提供文档视图的独立应用程序之间产生脱节的用户体验。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在 MaaS360 Productivity Suite 内无缝
工作，在移动设备的一个隔离工作区内管理所有电子邮件、日历、
联系人、应用程序、文档和 Web。
从邮件处理到查看、编辑和共享文档，用户能够借助一致的用户体验
保持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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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r
(PIM) 应用程序
•
•
•
•
•

•

强大的数据丢失防范
•
•

保护电子邮件、日历和联系人
提供身份验证并阻止未经授权的电子邮件访问
在容器内控制电子邮件和附件
直接在应用程序中查看附件
不只是查看，还在加密的 IBM® MaaS360® Content Suite
中安全地创建、编辑、保存和共享内容
支持常见文件类型，包括 Word、Excel、PowerPoint、
文本和 PDF 格式

•
•
•
•

控制可以在哪里复制或移动文件
限制转发和移动到其他应用程序
禁用复制、粘帖和截屏
不仅保护电子邮件附件，还保护电子邮件文本
执行设备合规检查
选择性地擦除容器和附件，甚至在电子邮件之外

图 2：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安全设置示例

图 1：可能在设备上显示的容器、收件箱和电子邮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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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基础架构轻松集成
•
•
•
•

•
•

控制企业电子邮件

基于现有的 Exchange ActiveSync 基础架构构建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简化身份验证和授权
支持诸如 Office 365 和 Gmail 之类的云电子邮件
在不与电子邮件数据内联的设备级别集成强大的电子邮件
安全性
MaaS360 无法访问机密电子邮件数据
无额外的性能或中断风险

电子邮件仍然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必备应用程序
之一，但它可能对您组织的移动安全性和合规政策构成
挑战。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保护业务电子邮件和附件
以防止企业数据泄漏，同时保持员工的移动生产效率。

关键特性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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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MaaS360 与 IT 系统集成的简单概览

持续的安全报警和报告
•
•
•
•

在容器内保护电子邮件（文本和附件）、日历和联
系人
实现身份验证并阻止未经授权的电子邮件访问
在访问电子邮件前执行在线和离线合规检查
为 iOS 和 Android 采用符合 FIPS 140-2 的 AES256 加密
直接在应用程序中查看附件
控制可以在哪里复制或移动文件
限制转发、移动到其他应用程序、复制、粘贴和截
屏
选择性地擦除附件，甚至在电子邮件之外
在 MaaS360 Content Suite 内工作，以存储、查
看、编辑和共享内容

配置自动化的合规性实施措施
接收自动违规报警
通过自动化或人工干预迅速采取行动
查看安全和合规历史图形报告

图 4：MaaS360 安全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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