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注终端安全 保护核心机密

IP-guard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

解决方案

IP-guard典型解决方案

IP-guard是屈指可数的

能够提供终端安全管理整

体解决方案的领先产品之

一，为各类型各行业组织

和企业提供各项以及整体

终端安全解决方案。

IP-guard V+全向文档加密技术结合IP-guard原有文档安全保护技

术，构成全新的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解决方案，打造文档操作审

计、文档操作管控、文档透明加密三重保护体系，全方位保护信息

资产，让企业远离信息外泄的困扰。

地址：广东广州科学城科学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3区4楼401

电话：400-666-1438   传真：020-86001438-807   邮编：510663

信箱：sales@ip-guard.net   网址：www.ip-guard.net

信息防泄露解决方案 

IP-guard移动存储介质管理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在总体控制U盘、蓝牙等

计算机外部设备使用权限的基础上，分类规范内部的移动存储设备使用行

为，在企业内部实现内盘内用、外盘外用，消除外设泄密风险。

移动存储介质管理解决方案

IP-guard上网行为管理解决方案应用全面的统计分析工具，帮助管理者了

解系统内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情况，灵活而不失人性化的管理策略更可以有

效提升工作效率，规避上网风险，保障关键业务带宽。

上网行为管理解决方案

IP-guard系统管理解决方案提供简洁实用的系统管理，使IT管理人员可以

在单一控制台上集中管理维护整个IT系统，消除系统故障，部署软件应

用，检测并管理IT资产。管理更轻松，系统更健康。

系统管理解决方案

IP-guard提供国内唯一的终端安全管理整体解决方案，通过解决企业面临

的信息风险、人员管理、系统运行三大棘手问题，帮助企业保护信息资

产、实施人性化管理、提高IT系统工作效率，确保企业内部安全、正常、

高效运转，推动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大步向前。

终端安全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IP-guard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解决方案

信息泄露风险

在信息化不断推进的今天，计算机、互联

网等设备无疑提高了企业的办公效率。但

企业在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便利之时也面

临着随之而来的困扰——如何在纷繁复杂

的虚拟世界中保护自己机密信息的安全？

困扰：

如何全方位保护信息资产

谨防信息外泄,

避免重大损失？

如何防止企业内部人员主动带走或者无意泄密公司的设计图纸、财务报表等

重要资料？

如何避免机密信息通过QQ、MSN等聊天工具或者E-mail随意传播出去？

如何阻止重要文档通过U盘、蓝牙等设备被带出企业而导致的信息外泄？  

如何谨防储存在计算机上的敏感、机密信息被随意打印及泄露？

如何清楚地了解文档操作以免重要资料被恶意删除或修改？

如何有效防范外来计算机非法接入企业内网盗取机密信息，保护网络安全？

如何控制核心数据的使用权限，如经理、主管、普通员工查看文件的权限？

保护机密信息资产，您可已经成竹在胸？

IP-guard牢不可破的信息防泄漏三重保护解决方案

一切意料之外，皆在防范之中！

 

IP-guard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

构 建 完 善 的 信 息 安 全 防 护 体 系

推荐功能组合 

文档透明加密

文档操作管控

设备管控

移动存储管控

文档打印管控  

即时通讯管控

邮件管控

应用程序管控

网络控制

屏幕监视  

     80%的安全威胁来自企业内部，

将近60%的离职者或被辞退者在离开

时会携带企业数据。

——美国CSI/FBI

     70%的泄密犯罪来自机构内部，内部

人员成为了知识产权失窃的首要因素。

——中国公安部统计

     美国去年的数据泄漏事故平均造

成损失为675万美元，每条泄露数据

损失为204美元。

——Ponemon研究机构

     在Fortune排名前1000家的公司

中，每次电子文件泄露所造成的损失

平均是50万美元。

——Gartner调查

IP-guard信息防泄露解决方案，不仅为防止信息通过U盘、Email等

泄露提供解决方法，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企业构建起完善

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使得企业可以实现“事前防御—事中控制—

事后审计”的完整的信息防泄露流程，从而达到信息安全目标的透

明性、可控性和不可否认性的要求。

IP-guard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体系包括详尽细致的操作审计、全面

严格的操作授权和安全可靠的透明加密三部分。

详尽细致的操作审计

是三重保护体系的基础，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使得庞大复杂的

信息系统变得透明，一切操作、行为都可见可查。

审计不仅可以用作事后审计以帮助追查责任，更能够帮助洞察到可

能的危险趋向，还能够帮助发现未知的安全漏洞。

全面严格的操作授权

从网络边界、外设边界以及桌面应用三方面实施全方位控制，达到

信息安全目标中的“可控性”要求，防止对信息的不当使用和流

传，使得文档不会轻易“看得到、改得了、发得出、带得走”。

安全可靠的透明加密

为重要信息提供最有力的保护，它能够保证涉密信息无论何时何地

都是加密状态，可信环境内，加密文档可正常使用，在非授信环境

内则无法访问加密文档，在不改变用户操作习惯的同时最大限度保

护信息安全。

三重保护体系中每一重保护的力度在逐级加强，企业可以根据需保

护信息的涉密程度进行灵活的配置。



三重保护详情

第一重保护：

详尽细致的操作审计

详细的审计是三重保护的基石，全

面记录包括文档操作在内的一切程

序操作，及时发现危险趋向，提供

事后追踪证据！

文档全生命周期审计

完整而详细地将文档从创建之初到访问、修改、移动、复制、直至删除的全生

命周期内的每一项操作信息记录下来，同时，记录共享文档被其它计算机修

改、删除、改名等操作。

另外，对于修改、删除、打印、外发、解密等可能造成文档损失或外泄的相关

操作，IP-guard可以在相关操作发生前及时备份，有效防范文档被泄露、篡

改和删除的风险。

文档传播全过程审计

细致记录文档通过打印机、外部设备、即时通讯工具、邮件等工具进行传播的

过程，有效警惕重要资料被随意复制、移动造成外泄。 

桌面行为全面审计

IP-guard还拥有屏幕监视功能，能够对用户的行为进行全面且直观的审计。

通过对屏幕进行监视，企业甚至可以了解到用户在ERP系统或者财务系统等信

息系统中执行了哪些操作。

第二重保护：

全面严格的操作授权

通过全面严格的第二重保护管控应

用程序操作，防止信息通过U盘、

Email等一切方式泄露，全面封堵可

能泄密漏洞！

文档操作管控 

控制用户对本地、网络等各种位置的文件甚至文件夹的操作权限，包括访

问、复制、修改、删除等，防范非法的访问和操作，企业可以根据用户不同

的部门和级别设置完善的文档操作权限。

移动存储管控

IP-guard能够授予移动存储设备在企业内部的使用权限。可以禁止外来U盘

在企业内部使用，做到外盘外用；同时还可对内部的移动盘进行整盘加密，

使其只能在企业内部使用，在外部则无法读取，做到内盘内用。

终端设备规范

能够限制USB设备、刻录、蓝牙等各类外部设备的使用，有效防止信息通过外

部设备外泄出去。

网络通讯控制

能够控制用户经由QQ、MSN、飞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和E-mail等网络应用发送

机密文档，同时还能防止通过上传下载和非法外联等方式泄露信息。

网络准入控制

及时检测并阻断外来计算机非法接入企业内网从而窃取内部信息，同时还能

防止内网计算机脱离企业监管，避免信息外泄。

桌面安全管理

设置安全管理策略,关闭不必要的共享,禁止修改网络属性,设定登录用户的密码

策略和账户策略。

第三重保护：

安全可靠的透明加密

透 明 加 密 作 为 最 后 一 道 最 强 防 护

盾，自动加密指定文档，保证文档

无论何时何地都处在加密状态，最

大限度保护文档安全！

强制透明加密

IP-guard能对电子文档进行强制性的透明加密，授信环境下加密文档可正常

使用，非授信环境下加密文档则无法使用。同时，鉴于内部用户主动泄密的可

能性，IP-guard会在加密文档的使用过程中默认禁止截屏、打印，以及剪

切、拖拽加密文档内容到QQ、Email等可能造成泄密的应用。

内部权限管理

对于多部门多层级的组织，IP-guard提供了分部门、分级别的权限控制机

制。IP-guard根据文档所属部门和涉密程度贴上标签，拥有标签权限的用户

才能够访问加密文档，控制涉密文档的传播范围，降低泄密风险。

文档外发管理

对于合作伙伴等需要访问涉密文档的外部用户，IP-guard提供了加密文档阅

读器，通过阅读器企业可以控制外发加密文档的阅读者、有效访问时间以及访

问次数，从而有效避免文档外发后的二次泄密。

双备防护机制

IP-guard采用备用服务器机制以应对各种软硬件及网络故障，保证加密系统

持续不断的稳定运行。加密文档备份服务器可以对修改的加密文档实时备份,给

客户多一份的安心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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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严格的操作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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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泄露也安全

信息轻易流不出

知道发生了什么

IP-guard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解决方案



8大独特优势

IP-guard信息防泄露解决方案助力

安驰铝合金车轮有限公司

安驰铝合金车轮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种高致密铝合

金车轮的制造,现已拥有三大生产基地，每年设计车

轮的品种和款式的数量都居世界第一，可实现年产

300万只，远销至日、美、德等62个国家，是中国

轮毂制造行业的领跑者。

安驰能够快速推出针对各种型号车轮的最新设计款

式，这也是其制胜的秘诀，包含了这些核心竞争力

的设计图纸等信息绝对不能外泄，否则后果难以想

象。同时，财务报表、生产流程文件等也是需要保

护的关系到企业正常生产运营的重要信息。

IP-guard方案详解：

通过对安驰内部的信息安全需求进行分析，IP-guard建议其对核心的

设计部、工艺部、模具部和财务部四个部门的20台计算机采用了包含

加密的三重保护解决方案；针对保密要求相对较低的其他部门的50台

计算机，就灵活采用了审计与控制相结合的解决方案。

透明加密保护机密资料

※对设计部、工艺部、模具部常用的 AutoCAD、 PRO/E、UG设计类

文档和财务部常用的OFFICE财务文档进行了强制加密，合法员工使用

时自动解密，不影响他们原有的使用习惯。即使加密文档被非法带出

部门外，也无法打开使用。

※为四个部门的20名员工设定了不同的安全级别，经理可查看所有文

档，普通员工只能查看设定级别文档，确保各个级别的员工不能访问

越级的加密文档。

严格的管控封堵泄密漏洞

为了更高的安全性，在全公司范围内对泄密渠道进行了封堵：

※禁止设计部、工艺部等四个核心部门U盘、3G上网卡、蓝牙等各类外

部设备的使用 

※对允许使用互联网的部门，限制员工通过QQ、MSN、E-mail等网络

应用发送带有文件名包含敏感信息或超出规定大小的文档。

※ 限制设计部、财务部员工只能在指定的本地打印机进行打印。

详细的审计掌控用户操作

记录各部门员工包括文档操作、上网行为等所有操作，帮助管理层洞

察到可能的危险趋向，使得员工自觉遵守安全制度，同时还能为泄密

事件提供强有力的追踪依据。

客户评价：

“现在看来，选择IP-guard是一个明智之举，它

全面、有力的保护让我们不再担心设计图纸或者其

他文档的安全，同时，还无形中规范了员工的行

为。此外，IP-guard在技术支持方面的快速反映

也令我们非常满意!”

安全稳定：

安全程度“高”

“审计-管控-加密”层层保护，为企业信息资产构筑最牢固的保护体系！

稳定性能“高”

经过千百次反复严格的测试，持久可靠的运行，给企业不间断的安全防护！

可扩展性“高”

高度可扩展性免费为客户提供对各种应用软件的加密支持！

强大可靠：

审计能力“强”

详细记录和追踪一切文档操作，文档的使用和传播都有据可查！   

管控力度“强”

对所有可能泄密渠道都进行封堵，最大限度防止信息泄露！

加密效果“强”

高强度透明加密技术，保证文档随时随地处在加密状态！

合理精准：

权限控制“精”

简单合理的权限控制，构建分部门、分级别的完善的安全保密机制！

策略设置“精”

灵活的策略继承与组合，满足管理者多种多样的管理需求！

成功案例

安驰简介：

需求分析：

意识到信息安全对企业自身的重要性之后，安驰本

身 也 已 制 定 了 一 套 安 全 规 章 制 度 ， 也 通 过 设 置

BIOS的方式封锁了设计部门的USB接口（连接打印

机的计算机除外），对设计部门甚至采取了网络隔

离，但一些泄密隐患还是存在：

封BIOS只能取得“允许/禁止”两种效果，一禁

全禁，一放全放，极有可能因为U盘、打印等造

成泄密，用户甚至还可以通过CMOS放电轻松绕

过管制；

通过智能手机、打印带走文件，或使用3G上网卡

等连接网络，通过网络带走；

在允许使用互联网的部门，文件可能通过QQ、

MSN、邮件外泄；

电脑或者硬盘丢失则难以防范；

另外，安驰缺乏对内网行为的审计，管理者无法了

解员工的操作行为，如果泄密事件发生，也无从追

查。

IP-guard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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