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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巢

绿盾-支持全系列操作系统的防泄密软件

绿盾-支持全系列操作系统的防泄密软件

蚁巢
邮件和服务器白名单

蚁巢能解决以下问题

QQ聊天图片
QQ TIM 微信 钉钉等聊天内容
QQ TIM 微信 钉钉等文传传输记录

注：如果您需要文档权限审核管理，请使用蚁巢。

QQ TIM 微信 钉钉等聊天内容

蚁巢-让管理文档更加简单有序

蚁巢-让管理文档更加简单有序

蚁巢功能介绍
蚁巢

蚁巢特点

文档自动归档
文档通过流程审核后，自动归档。

蚁巢服务器

蚁巢的角色应用体验

蚁巢-让管理文档更加简单有序

蚁巢手机端功能

软件

安卓安装

绿贝智能备份系统

经典案例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成立于1953年,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全国建筑行业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和开发机构。
以建筑工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致力于解决我国工程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问题;负责编制与管理我国
主要的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和规范等,努力成为中国建筑业科技发展的引领者。

应用范围

应用效果
全方位的数据保护能力,通过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多种技术,

实施范围：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应用功能模块： 文档加密模块 手机端

对内部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
实现在家办公或者出差时计算机上加密文件的安全防护效果与在企业内

用户数

网环境相同。

1000客户端

有效避免了外发文件的二次扩散问题。

广州银行是由广州市政府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前身为在46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的广州城市合作银行，
成立于1996年9月17日。后更名为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获准更名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范围

应用效果

实施范围：总部及84个机构网点，其中3家分行，81家支行

保证业务系统的数据安全

应用功能模块： 文档加密模块 行为审计系统 手机端

保证终端数据分级别使用安全
防止笔记本或者移动存储介质丢失导致的资料泄密

用户数

掌握内部运行、操作情况、及时发现解决安全问题

1500客户端

巨石集团是玻璃纤维的专业制造商，作为世界玻纤的领军企业，多年来一直在规模、技术、市场、效益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集团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

应用范围

应用效果

实施范围： 巨石集团及各分公司
应用功能模块： 文档加密模块

用户数

保证业务系统的数据安全
桌面操作行为管理

行为审计系统 手机端

保证终端数据分级别使用安全
防止笔记本或者移动存储介质丢失导致的资料泄密
掌握内部运行、操作情况、及时发现解决安全问题

2100客户端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686）创建于1994年，是国中央空调风机开发生产的龙头企业和知名的建筑通
风机（工程风机）制造商。

应用范围

应用效果

实施范围： 亿利达总部及8个分公司

保证业务系统的数据安全

应用功能模块： 文档加密模块

保证终端数据分级别使用安全

用户数
1200客户端

桌面操作行为管理

行为审计系统 手机端

防止笔记本或者移动存储介质丢失导致的资料泄密
掌握内部运行、操作情况、及时发现解决安全问题

经典案例

经典案例

模具类

制造业 4500+
宁波神通模塑料有限公司
浙江花为媒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亿利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朗迪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速普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正通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问鼎机器人有限公司
浙江浙东精密件有限公司
浙江大叶园林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大叶园林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长城精工有限公司
浙江金汤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亿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天际互感器有限公司
浙江华夏阀门有限公司
杭州开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宇松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中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东海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威咨马特电子有限公司
台州华崧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金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中泽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创捷自动化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涛兴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利铭金属有限公司
台州华灵电工有限公司
绍兴荣企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东联密封有限公司
浙江永高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恒华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君权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科菲冶金有限公司
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嘉兴四通车轮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上虹货架有限公司
台州意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慧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龙力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隆力模塑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荣波染整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思瑞得磨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迪奥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普鲁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乐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精友汽配有限公司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精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天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菱控自动化有限公司
台州意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五富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西格码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科发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名震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海尔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本松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宁波万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楚橡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丽得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宏昌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欧斯特泵业有限公司
宁波睿盟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美志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星睿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绿之源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精艺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比依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天无明清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高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湖州凯恩涂层有限公司
湖州大港制造有限公司
湖州湖段液压有限公司
湖州经典纺织有限公司
嘉兴中华化工集团
浙江斯帝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嘉兴人民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美尔凯特集成吊顶有限公司
浙江华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嘉兴墩丰机械有限公司
泽鑫精密（平湖）有限公司
世源科技医疗有限公司
义乌市晶辉化妆品有限公司
浙江莱米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超浪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巨尔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浙江星月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中能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环隆橡塑有限公司
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杰程机车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科码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精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金华三联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惠宝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科发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卡倍亿有限公司
浙江户森休闲有限公司
西一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拓新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中元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积成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东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摩多巴克斯汽配有限公司
中国海星海事电气集团
浙江青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华扪电机有限公司
温州明远眼镜有限公司
浙江欧斯特泵业有限公司
温州海顺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方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云时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宝兰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奥锐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塔罗斯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俊威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星莱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力加力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未来之星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永麒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台州聚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酶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飞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固安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麦特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汉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恒利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伟基模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立塑模有限公司
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宏泰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德科精密有限公司
温州辉业模具有限公司
台州巨人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钜诚模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第一塑模具有限公司
嘉兴成达模具有限公司
永康口雄宇模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日普模具有限公司
嘉善道博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五星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象山新丰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鑫达模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伟邦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台大模具有限公司
台州华普模具有限公司
宁海锐新模具有限公司
慈溪盛艺模具有限公司
永康巿雄宇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强盛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齐兴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振弘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嘉善道博模具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东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巨人模具有限公司
余姚百思德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钜诚模具有限公司

塑机类
浙江海信塑机有限公司
宁波双马塑机有限公司
宁波海太塑机有限公司
宁波通用塑机有限公司
宁波震飞塑机有限公司
宁波塑达塑机有限公司
宁波海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伊士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欧意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类
浙江华尔达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宁波萨克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佳吉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森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中恒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振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舜江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东原机动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瑞德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凯腾汽车风叶有限公司
浙江立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余姚市顺马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宁波奥格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台州容大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兴美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创立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余姚市展欣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台州博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瑞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天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塞福特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蓝天汽车门窗有限公司
浙江摩多巴克斯汽配有限公司
浙江天际互感器有限公司
浙江三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嘉兴四通车轮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顺达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玉环广亚汽摩配件有限公司

外贸类
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豪雅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联派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营峰国贸有限公司
宁波百特照明有限公司
宁波喜德尔进出口有公司
宁波杰仕礼品有限公司
宁波中基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金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安昵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万合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利文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开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集远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崇光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易普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金道进出口有限公司
台州宁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鼎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锦灏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永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坚念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凯意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优耐特进出口有限公司

政府机关
绍兴公安局
慈溪市国土勘测局
海宁市水利勘测设计所
奉化水利勘探设计院
嘉兴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7 xxxx部队
广东清远市房管局
太原市国土资源局
中国IEEE协会
国防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沧州劳动人事局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公安消防支队
邵东县规划局

服装类
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自然鞋业有限公司
杭州夏柏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润色服装顾问有限公司
浙江麦娇服饰有限公司
中国高邦集团有限公司
阿迪王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南方寝饰用品有限公司
盛宇家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朴工英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景余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中瑞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南方寝饰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秋益服饰公司
兰溪市其利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春禾服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典虹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多蒙佳乐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朴工英服饰有限公司
桐乡濮院熊豹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逗号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行尚众至服饰有限公司
台州正亚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金羽杰服装有限公司
厦门浪漫宣言制衣有限公司
南阳鞋业有限公司
福建美克休闲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华之望家纺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类
中国美院设计院
宁波东方船舶设计院有限公司
舟山万达船舶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天成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兴甬装饰有限公司
宁波宁创自动化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市交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麟德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义乌画都图片有限公司
宁波明锐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杭州绿品设计中心
杭州欣欣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鞍山市华新焦化设计研究所
宁波道和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敖正设计有限公司
永康市本来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博思特汽车设计有限公司
杭州亿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天翼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红太阳广告有限公司
杭州全成广告有限公司
湖州二十一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科创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省轻工业设计院
四川省化工设计院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
哈尔滨石油化工设计院
衡阳市规划设计院
长春市园林设计研究院
鄂尔多斯市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北京观筑景观规划设计院
广西广信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河北邯邢矿冶设计院
广州市公用事业规划设计院
山西地丰煤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南京苏夏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厦门市港龙装修设计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一品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紫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武汉易盛和园林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其它类
瑞安市直映教育推广中心
苍南县东方飞鸿印业有限公司
杭州德永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浙大联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蓝沙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县立信税务师事务所
宁波鑫一磊检测有限公司
宁波远大检测有限公司
宁波大生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聚通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伯龙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瀚森教育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汇铭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远大建筑设计工程咨询中心
宁波星睿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雅星软件有限公司
台州新势力创意策划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