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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万物互联的世界，管理所有事物的数字身份是企业必

须做的事情。这些身份可以是人员的，合作伙伴的，系统的

或者“物件”的。他们被植入到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网络和生态

系统中。

在数字化的企业里几乎没有边界，然而，这些身份需要得到

安全的管理是始终不变的要求。

万物互联正在变得无所不在，信息现存在于云端。这使得商

业上许多伟大的事情得以实现：

     •  产品一直保持联接在线

     •  业务伙伴可以无缝协同

     •  消费者和他们最爱的品牌数字化互动

     •  员工可以在任何可以连网的地方完成工作

要让所有这些伟大的事情得以实现，数字身份必须得到管理

。这种管理需要以一种对企业来说容易的方式来进行。它需

要随着企业的业务流程一起流动，而不是减慢业务流程。它

需要提升企业的安全而不是使之妥协。

数字身份的数量只会不断增长 – 企业必须跟上这种增长，而

使企业本身得以不断增长。

商业影响力

身份管理（IdM）本质上是IT部门的职责，IT部门管理企业互

动的对象身份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互动的对象包括人员、

合作伙伴、系统和事物。

但如今企业的业务部门对身份管理也有巨大的兴趣。许多业

务用户依赖他们的数字身份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如果身份管

理不能工作或他们没有正确的权限，他们就无法完成工作。

此外，客户正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证书和企业互动。这些“
虚拟”的客户实际上就是最终为企业带来财富的真正客户。

客户管理永远是企业的一个重点。

你为什么需要Covisint

要实现所有这些优异的功能需要不少的付出。管理所有这些

人员、合作伙伴、系统和事物的数字身份并不容易。事实上

这相当艰难，却又不是大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的实现

对企业不仅是个挑战，它的管理和维护也要耗费大量的开支。

鉴于企业自己尝试管理数字证书相对较高的失败率，你就会

看到为什么采用专门开发的系统更具有实际意义。

Covisint平台身份管理构成

Covisint平台提供一整套可靠的身份管理功能，为客户不同复

杂层次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基于云的身份管理解决方案

领域，我们已有15年的行业经验，并且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

加以证明。

通过Covisint平台，企业可以集中管理他们内部和外部用户身

份的整个生命周期，以及这些用户对整个企业各种资源的访

问。

身份管制 – 提供服务来管理用户可以访问什么，以及如何访

问，包括请求/批准、自动授权、多阶段批准、基于规则的

授权、批量授权、基于行为的终止、申报等。

认证 - 验证用户身份的真实性，是否是他们声称的身份，并

给与访问权限 – 传统上通过用户名/密码验证

联合 – 在不同的身份域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这样用户可以穿

越不同的域。

名录服务 – 传统的LDAP和活动目录服务，在Covisint，他们被

移动到云端，用户信息通过API提供。

用户配置 – 管理身份的创建、更新和删除，包括注册流程、

邀请和身份验证。

身份智能 – 提供报表和分析，以及其他的有关身份如何创建

和谁提供什么访问权限的情报。

Covisint的优势

Covisint提供一个不受限于基础设施、高度可扩展、专门开发

的平台即服务(Paas)，来释放物联网和其他以身份为中心方

案的潜能。

优势就在解决方案中 – 基于云计算的PaaS释放由客户与合作

伙伴共同领导的开发的潜能，加速应用层的创新。

不受限于基础设施、高度可扩展 – 满足不断增长的跨国业务

的安全性和性能需求。

专为联接人员、进程、系统和事物的方案开发 – 帮助实现平

台性能和你的解决方案的快速创新。

以云服务的方式提供 – 通过规模效应为客户简化运营，降低

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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