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选项，而是必不可少
文件集中化解决方案



文件集中化，
请按照您需要的方式引进。

ClouDoc
(On-premise)

可按照公司内构建的方式直接管理

永久性许可（可采用租赁方式）

30名以上用户即可使用

mcloudoc
www.mcloudoc.com

(cloud service)

无需设备及管理人员，可立即应用

每月按照用量计费！收费合理

用户在5名以上的营业场所均可使用

利用按照客户分类的密钥予以加密存储

各种资料、日益增加的数据与不断积累
的公司价值，贵公司是如何管理的？

保持现有操作环境，而安全措施力求严
加防范，无懈可击！

文件集中化解决方案在中心文件箱高
效管理，安全存储所有数据。

*援引本公司问卷调查

贵公司最需要保护的文件是什么？

仅文件集中化一项即可
完美管控文件外泄 / 应对勒索软件 / 保护个人信息 / 图纸安全，一并解决！

公司内构建型 / 提供与云服务相同的功能

第1.  设计图纸资料

第2.  Office文件

第3.  程序源代码

第4.  设计文件



针对技术资料外泄事故，
请从解决根本原因着手！
您是否了解，事实上诸如设计图纸、程序源代码等核心技术外泄事故大部分由
内部相关人员及合作企业引起！

经企业的业务活动而产生的所有产物版权均属于企业。

贵公司的企业技术资产管理现状如何？
不经意的行为威胁着企业的技术信息。

文件集中化ClouDoc使用案例

ClouDoc可将具有外泄隐患的设计图纸、程序源代码等核心技术资料加密并在
中心文件箱安全存储，严格管控未经审批的输入/出操作，实现无懈可击的企业
资产化进程。

引进效果



如果您对日趋智能化的
勒索软件感到担忧

文件集中化ClouDoc使用案例

不仅屏蔽勒索软件，还可保护及复原文件！

通过ClouDoc的差异化4阶应对方法，先发制人地应对勒索软件隐患。

针对勒索软件日益智能化的特性,
ClouDoc对所有文件提供不受其种类限制的自动管理版本功能。

从文件存储到复原，妥善保护贵公司的所有文件。

1. 利用Whitelist(白名单)屏蔽
2. 屏蔽IO模式
3. 自动管理版本
4. 备份

引进效果

超过65%的企业经历过感染勒索软件的事件，
最近3年来勒索软件受害案例已超过1万件，经济损失超过10，500亿韩元。

勒索软件不断向智能化、
高端化发展。

您是否妥善应对？



您是否在为保护个人信息而烦恼？

文件集中化ClouDoc使用案例

我们将设置符合贵公司规定的个人信息检测模式，安全存储所有个人信息，并予
以完美保护。

我们提供旨在构建信息保护经营系统的“ISO 27001”以及旨在管理信息系统与个
人信息保护业务,且“ISM-P”要求的技术性安全系统。

包括文件保护、加密、网分离！
ClouDoc将为您一并处理各种安全要求事项。

引进效果

不经意间在本地PC存储的客户个人信息可在无意中外泄并被恶意利用。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规日渐完善的今天，您是否在审思该从何着手、如何管理？



绝密资料，
贵公司是否妥善管理？

在虚拟机环境的文件集中化！

文件集中化ClouDoc使用案例

ClouDoc的文件安全等级功能推出新的文
件管理模式。
现有文件箱系统维持原状，对部门、职级、
职员应用具体的文件操作权限。

请通过具体且缜密的文件管理最大限度提
升工作效率，从源头上严防信息外泄!

请以mcloudoc取代在虚拟计算机环境基本
提供的单纯存储器！

除了存储及阅览文件以外，mcloudoc还可
提供稳定的协作空间，并通过沟通与协作
助力团队实现既定目标。

引进效果

引进效果

青瓦台、国防部等执行主要公共业务的国家机关管理大量绝密文件。
贵公司如何管理企业的主要绝密信息？

在VDI(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环境或虚拟桌面环境等
虚拟计算机环境如何应用文件集中化？



未经物理性变化，
一次单击即可进行逻辑性网分离！

无纸业务环境

文件集中化ClouDoc使用案例

在建筑工地、教室、会议室。 
移动中或者与客户协商时，我们的业务不仅仅在桌面完成。

构建物理性网分离所要求的高额费用
新网与计算机的增加导致管理成本增加

物理性网分离的短板！如何解决？

针对建筑工地照片、门店装修、需更改的
客户要求事项。

拍照、上传、更改、共享、获审批、导出。

无论何何地，
cloudoc可在任何设备便捷执行业务。

引进效果

通过ClouDoc的逻辑性网分离技术，仅
一次单击即可完成！

在内网模式屏蔽外网，在外网模式则屏
蔽内网。

请通过简单易行的逻辑性网分离，严防
信息外泄，并保护个人信息！

引进效果



70,000名以上用户
选择ClouDoc的原因

文件集中化ClouDoc优势及功能

核心功能

屏蔽屏幕截图
禁止打印
提供打印日志信息
打印机水印
限制剪贴板复制DiskLock Plus

移动功能

支持iOS、Android等各种设备

提供设备登记、定位追踪、远程
删除等安全功能

阅览个人/部门/共享文件箱

提供相机、影集联动功能

Basic

管理文件版本
使用时文件自动上锁
由文件管理员管理权限、容量
提供Windows/移动/网页/Java资
源管理器
共享文件 / 共享文件链接
提供访客账户

DiskLock

屏蔽勒索软件
禁止本地存储
管理应用程序类别
提供导出流程
直接管控设备

保护个人信息

管理检测模式
检测个人信息
管控检测文件
报告检测结果

韩国独家100%自有技术
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的驱动器！

基于哈希值，而不是域名
最为强劲的体系结构！

各种拓展功能
已准备就绪! 您只需选择即可！

便捷性 安全性 拓展性



文件集中化ClouDoc的功能

新增安全功能

内网模式，外网模式
> 内网模式 – 屏蔽外网
> 外网模式 – 屏蔽内网

交换网间资料

网络锁 PC日志

各种本地磁盘输入.出记录
建议应用程序.拓展者.路径等
日志获取对象
阅览已存储日志
提供各种关于日志的统计表

外部DRM

向合作企业传达加密文
件（文件/文件夹/链接）
的功能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功能

业务协助功能

管理项目版本

管理版本不受文件种类所限
可应用来管理3D CAD图纸版本 
预约备份、增量备份、紧急时刻
复原 对外文件

交换服务

在DMZ区域交换对外文件
发送服务器文件链接/接收文件

Push服务

通知.导出文件.链接邮件，审批等
Push服务
支持iOS、安卓等移动设备

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内直接搜索
内容
搜索各种文件格式化内容
搜索文件元信息
搜索扫描文件的组配及内容搜索引擎PC备份

提供即刻.排程
增量备份
确认文件完整性
复原

文件安全等级

灵活的文件安全等级定义
灵活的文件处理权限定义
利用灵活的安全规定管控导
出及信息外泄

大数据分析

掌握职员基于文件应用现状的业务模式
监控基于文件应用现状的安全隐患



每月以小额投资收获大回报
文件集中化云服务 mcloudoc

文件集中化云服务- www.mcloudoc.com 

从设备、微机室、服务器管理到技术支持，一举囊括！
现在起，请交给我们！

Basic + Mobile Basic + Mobile +
DiskLock + DiskLockPlus

敬请亲自确认MclouDoc详细功能！

Standard
业务文件的资产化

Secure
值得您信赖的业务伙伴！

新增模块
可仅续购所需模块

mcloudoc Package types

Resources

网络锁

搜索引擎

外部DRM

对外文件交换服务

PC日志

安全查看器

保护个人信息

管理项目版本

生成及管理文件箱

管理文件版本

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及访客登记

使用移动应用程序

2次验证

登记设备及定位

远程删除功能

预防数据损失

屏蔽勒索软件

应用具体的安全规定

批准导出流程

提供安全磁盘，以防断网

截屏、剪贴板、打印安全

打印材料水印

Youtube mcloudoc
与刘代表一同了解文件集中化

Ep 1. mcloudoc简介

Ep 5. mcloudoc的各种网络支持环境

Ep 3. mcloudoc防止文件外泄！有何不同？

Ep 7. mcloudoc移动工作环境

Ep 10. 保护个人信息与mcloudoc 

Ep 2.
利用mcloudoc进行文件集中化势在必行的
10个理由

Ep 6. mcloudoc的直观协作环境！

Ep 9. 在各种虚拟机环境应用mcloudoc 

Ep 4. 应对恶意代码的极简、低成本网分离！

Ep 8. 在mcloudoc、VDI环境最优化文件管理

Ep 11. 利用mcloudoc应对勒索软件及恶意代码

请在搜索栏
搜索



客户超过350家，用户达70，000名以上

在文件集中化领域市场占有率雄踞榜首的解决方案

我们将携手客户，共同发展。

文件集中化Cloudoc参考



Document Centralization
Start with NetID

LOCATION

FAX

TEL

EMAIL

WEB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驿三路170，RIO大厦302号

+82 2 588 0708

www.mcloudoc.com   /   www.net-id.co.kr

mcloudoc@net-id.co.kr  /  netid@net-id.co.kr

+82 2 588 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