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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 信息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 要像把钱存进银行一样把
信息不断积攒起来， 实现保值增值。

为什么要打造企业级信息银行？

信息银行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来储存、管理、处理、分析和应用信息的虚拟化云
服务。

什么是信息银行？

如何打造企业级信息银行？
印象笔记企业版作为新一代可靠性强的智能信息云储存和共享系统， 追求扁
平的办公理念， 打造极简的操作体验， 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经验的高效沉淀、资
源的便捷共享、知识的快速增值。



1.定位与价值



客户定位

印象笔记企业版诞生于移动互联时代, 是专
为知识密集型行业打造的企业级信息银行。 
全球超过 20000 家公司通过企业版积累
团队经验和智慧， 整合为企业财富。

产品定位

印象笔记企业版以团队知识管理为核心, 支
持多设备自动同步, 旨在为团队成员间共享
资料以及围绕共享内容开展协作提供便利, 
优化团队资源配置, 提升整体工作效率。

团队知识库 
超大上传流量与存储空间, 
团队资料海量存储。

协同办公平台 
便捷共享信息, 快速同步
进度, 项目推进更顺利。

支持主流设备, 信息自动同
步, 随时随地开启办公模式。

移动办公平台

产品价值

使用前 使用后
团队文档等资料分散各处, 管理起来困难 

图文资料信息繁杂, 查找起来不方便

资料共享不方便, 团队协作效率低

出差频繁, 移动端查找资料不方便

团队成员流动, 交接过程中易造成资料丢失

团队预算少, 定制开发信息管理系统成本太高

现有信息管理系统复杂, 培训机会少, 学习成本高

团队资料集中有序管理

强大搜索引擎, 图文皆可识别, 团队知识触手可及

内嵌 IM 工具, 边共享边讨论, 开启流畅团队协作

跨设备实时同步数据, 随时随地查找最新资料

员工离职, 数据完整保留, 充分保障数据归属权

无需专门技术团队, 即可快速在全公司部署

即买即用, 辅以系统的培训, 短时间即可掌握



团队知识库-沉淀集体智慧

移动办公平台-打破时空界限

协同办公平台-重塑团队沟通

文字、图片、Office 文档、PDF、音频、视频、
网页图文、微信和微博图文及消息、往来邮
件及附件等各类资料都可存储, 并快速共享
给团队成员。内嵌强大的搜索引擎, 可以识
别图片中的手写和印刷文字, 资料日后可以
轻松查找。 云端存储, 超大空间, 永不丢失。

无论是在家办公, 还是出差在外, 通过手机、平
板、笔记本电脑都可以随时记录灵感、查资料、 
跟进项目, 团队讨论记录、资料内容更新都将在
各设备实时同步, 一切尽在掌握。

打破传统资料共享模式, 从此告别繁琐
的邮件、低效的 IM 工具、以及有病毒风
险的 U 盘。 共享资料的同时, 还可以立
即开启实时对话, 围绕资料进行深入讨
论, 让协作过程更为流畅。



印象笔记企业版与印象笔记免费/标准/高级帐户

印象笔记企业版基于印象笔记高级帐户打造, 与之共用一个客户端, 有着相似的操作
界面, 支持将免费/标准/高级帐户直接升级为企业帐户。

企业笔记本和企业笔记内的信息归企业所有, 除了管理员, 普通企业用
户无法彻底删除企业笔记, 充分保障企业对数据的所有权。

企业版与高级帐户的区别在于: 除了具有高级帐户的所有功能外, 还增加了便于团队
协作的企业笔记本、企业笔记、企业主页和管理控制台功能。

管理控制台是企业管理用户、企业数据以及企业订单的平台, 只有企业
管理员可以访问。

企业主页是一个内嵌的企业成员信息概览界面。 在这里可以查看所有
加入企业帐户同事的个人资料和他们共享的笔记本和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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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与亮点



技术特色

产品特色

请访问 yinxiang.com/security 查阅印象笔记安全概述。

高效率
一站式信息管理。 存储、共享、查找文档更便捷。 充分
利用碎片化时间, 时刻与团队保持同步。

强安全
使用行业标准 TLS/SSL 加密, 7 x 24 小时保护用户
数据。 保障企业数据所有权和管理权, 员工离职, 所
创建资料仍完整保留。

领潮流
硅谷明星科技公司打造。 追求简约、扁平的办公理
念。 超过 20000 家公司的信赖之选。

移动化
支持各主流设备， 信息跨设备实时同步， 随时随地开
启办公模式。

轻部署
即买即用, 无需耗费巨资开发信息管理系统, 亦无需
成立专门技术团队。

易上手
打造极简的操作体验， 界面美观易用, 团队无需系统
培训即可用起来。

访问控制 管理员可撤消用户对企业帐户的访问权限。 用户本地客户端的所有企业数据将会被删除, 保
障企业对数据的所有权。

数据恢复 企业用户只可将笔记移至废纸篓, 只有管理员可以清空废纸篓, 永久删除笔记。 管理员亦可将
废纸篓内容快速恢复, 有效防止数据遭恶意损毁。

权限控制 管理员可以全方位管控企业数据权限, 包括共享规则、创建人、成员、成员的使用权限。

https://www.yinxiang.com/security/?utm_source=EBWhitePaper2&utm_medium=P9Security&utm_campaign=EBWhitePaper


亮点功能

文字

表格

复选框

Office文档

图片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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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页、企业笔记本和企业笔记将散落各处的团队资源汇聚在
一处, 让团队成员在一处共享、 修改和查阅资料。

汇聚企业资源

无限名片扫描

使用 iOS 或安卓客户端上的名片扫描摄像头, 只需几秒即可把名
片上的信息转化为可以搜索的联系人笔记, 企业用户可扫描无限
张名片。

迅速发现所需

强劲搜索, 不但能识别图片手写体和印刷体文字, 还能搜索笔记
附件里的各类文档内容, 帮你轻松找到最相关的笔记和最专业的
同事。

智能推荐笔记

推荐内容会根据当前笔记内容, 对所有私人笔记和企业帐户里的
共享笔记进行搜索, 自动为你推荐相关的笔记, 帮你更多发现过
往积累的有用信息。

实时开展协作

工作群聊让你和同事快速共享笔记和笔记本, 共同编辑共享内容, 
并展开实时讨论, 有效降低团队沟通成本。



3.成功案例



真格基金专注于 TMT 行业, 包括物联网、移动互联、游戏、企业软件、O2O、电子商务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种子期
投资。 世纪佳缘 (Nasdaq: DATE)、兰亭集势 (Nasdaq: LITB)、聚美优品 (NYSE: JMEI)、一起作业、 美乐乐、找
钢网、大姨吗、 51talk 等多家公司已经成为真格基金投资的明星企业。

真格基金是由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王强和红杉
资本中国在 2011 年联合创立的天使投资基金, 旨在
鼓励青年人创业、创新、创富、创造。

使用前
公司使用国外工具进行协作, 但由于服务器在国外, 
访问起来比较慢。

请访问 blog.yinxiang.com/blog/2015/06/02/zhenfund 查看详情。

"使用了印象笔记企业版之后, 公司有了统一的管理系统。 信息都集中在一起后, 找资料更方
便了, 整个团队的协作也因此更流畅了。"

— Gilda 真格基金

使用后
公司有了统一的管理系统。信息都集中在一起后,找
资料更方便, 整个团队的协作也因此更流畅了。

公司:真格基金 
行业:投资
地点:北京

真格基金的团队协作之道

真格基金把印象笔记企业版部署到了全公司, 各个团
队都有自己的企业笔记本, 公司管理层通过浏览笔记
本列表, 即可清晰查看所有的业务进展情况。

集中管理信息

投资团队经常不在办公室, 印象笔记企业版还扮演着
移动办公平台的角色。 项目的进展都会在笔记中实时
更新, 再通过共享笔记来和团队协同合作。

随时随地办公

投资团队从项目获取到完成投资, 往往涉及到大量的
调研与协作, 印象笔记企业版能够让团队成员在同一
个地方存储和共享投资资料, 快速同步进度。 投资成
功后, 运营团队也能快速跟进后续。

开启流畅协作

http://blog.yinxiang.com/blog/2015/06/02/zhenfund/?utm_source=EBWhitePaper2&utm_medium=P13ZhenFund&utm_campaign=EBWhitePaper


SOCIAL ONE 是一家专注于营销创新的智库及咨
询公司, 创立以来一直使用印象笔记企业版作为沟
通、协作以及知识储备的平台。

使用前
公司主要使用邮件、QQ、Dropbox 等作为沟通工具。 
但这些工具传递的信息比较零散, 影响效率。

请访问 blog.yinxiang.com/blog/2015/01/19/social_one 查看详情。

“在使用印象笔记企业版之前, 我们主要使用邮件、QQ、Dropbox 等作为沟通工具。 但这些
工具传递的信息比较零散, 影响效率。 使用企业版之后, 公司业务可量化、搜索资料更快、知识
分享更便捷、文件备份和转移更方便了。”

— 范怿, Social One 联合创始人、CEO

使用后
公司业务可量化、搜索资料更快、知识分享更便捷、文
件备份和转移更方便了。

公司:SOCIAL ONE 
行业:咨询 
地点:上海

量化公司业务, 轻松管理进度

公司有 30 多个笔记本, 笔记本架构包括管理、财务、
名片、案例库、资讯&数据库、报告库、 产品内容等, 每
个都像小项目, 分的很细。 管理者通过浏览笔记本列
表, 可清晰地查看公司业务情况。

公司部署—轻松掌控全局业务
SOCIAL ONE 跟外部合作伙伴协作也会通过印象
笔记企业版进行。 例如, 公司专门请了专业公司帮忙
做产品开发, 开发文档 (包括字段、功能描述) 的沟通
及修改, 都是在企业版完成的。

对外合作—快速同步项目进展

http://blog.yinxiang.com/blog/2015/01/19/social_one/?utm_source=EBWhitePaper2&utm_medium=P14SocialOne&utm_campaign=EBWhitePaper


在星巴克遍布各个角落、咖啡消费领先全国的上海,
几个年轻创业者主打 “精品” 理念, 创立了 Seesaw 

Coffee。 在业内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他们通过印象

笔记企业版搭建沟通和分享的平台, 持续优化团队协作。 目前 Seesaw 将印象笔记企业版部署到了整个公司, 包
括运营部、产品部、市场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 销售部、学院等。 各个团队在一处共享资源, 并在这里进一步沟
通工作。

使用前
公司员工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都是通过邮件和会
议来进行沟通, 希望有一个能够快 速沟通和分享的
渠道。

使用后
简化流程, 团队协作更流畅; 实时沟通, 获取反馈更及
时; 化零为整, 有序整理碎片资源; 整体部署, 跨部门
沟通更便捷; 简易操作, 员工管理与培训更轻松; 移动
办公, 共享资源触手可及。

公司:Seesaw Coffee 
行业:餐饮
地点:上海

分享就是力量

Seesaw 用印象笔记企业版开展项目协作时, 会通过
共享工作分工笔记, 实现快速任务分配。 将项目相关
笔记跟团队共享后, 所有团队成员都可以在共享笔记
中看到各自分工和项目相关资料。

项目协作
Seesaw 会随时随地记录下跟工作相关的碎片式信
息到指定笔记本, 比如说产品资料、 名片信息等等, 
日后这些信息需要时, 都可以通过搜索快速找到。

碎片化信息归档

Seesaw 通过搭建团队知识库, 实现团队成员间快速
分享咖啡相关资料 (关于咖啡的一切信息、门店问题
的解决方式、对于工作的理解、咖啡大赛讯息等等), 
让企业内容知识得到充分利用, 团队成员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内部知识分享
Seesaw 第一时间使用了“工作群聊”这个功能。 可
以让成员不用离开印象笔记就能提醒项目相关人员
立即去查看新建立的笔记, 并且可以就这个笔记的内
容进行实时讨论, 快速获取反馈。任何成员在任何时
候想到一个问题, 就可以发起群聊, 抛出这个问题, 很
快就会得到解答。

实时讨论



请访问 blog.yinxiang.com/blog/2014/12/23/seesaw 查看详情。

“使用印象笔记之前, 我们都是通过邮件和会议来进行工作。 使用之后, 就我自己的感受的话, 
内部工作邮件至少减少了80%, 至于会议也非常少了, 至少减少了80%。”

— 普林Seesaw市场总监

Seesaw 每个部门根据实际工作的情况为笔记本分
组,让工作一目了然。 然后将笔记本共享给其他部门
的同事, 不断地互相推进。 很多时候, 在各部门共享
的内容中就可快速找到所需信息, 无需发邮件或是当
面沟通, 大大降低了沟通成本。 

在举办或参加户外活动时, Seesaw 会在移动设备上
随时随地使用印象笔记来查找资料、 存储信息、或远
程和同事协作。

Seesaw 还会通过印象笔记企业版进行员工管理和
培训, 通过共享排班表、培训资料, 搭建了与员工快速
沟通的渠道, 让店里的每位员工都成为咖啡大师, 为
顾客提供“精品” 服务。

跨部门沟通 移动办公

员工管理与培训

http://blog.yinxiang.com/blog/2014/12/23/seesaw/?utm_source=EBWhitePaper2&utm_medium=P16Seesaw&utm_campaign=EBWhitePaper


法律行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 律师办理业务过程涉
及大量的案卷、法律法规等信息。
印象笔记企业版作为知识管理平台， 能够帮助律师
高效管理这些信息， 给日后的检索、调阅、使用提供
便利， 从而提升律师的工作效率。 

使用前
团队最早使用 Sharepoint 来协作, 但在 Windows 
环境下, 响应速度较慢, 操作比较繁琐

针对每一个诉讼项目建立一个笔记本， 包括以下笔
记：进程管理、卷宗材料、法律法规、庭审记录。

“团队学习提升” 笔记本用于收集平时看到的好文
章和资料， 扮演团队知识库的角色。

印象笔记企业版操作简单, 易于上手, 给邱律师团队协作带来了新的体验:

·案件管理更高效－团队信息共享更便捷， 内部协作及客户合作效率都得到了提升

·知识管理更便捷－印象笔记·剪藏、“我的印象笔记” 微信号， 可快速收集网页、微信文章

·团队管理更规范－通过印象笔记可快速了解成员工作状态、分配任务， 团队协作更加紧密

案件管理 知识管理

使用后
案件管理更高效 
知识管理更便捷 
团队管理更规范

公司:邱富民鲨鱼诉讼团队 
行业:法律
地点:辽宁

技术驱动法律, 印象笔记助力律师团队

请访问 blog.yinxiang.com/blog/2015/02/10/legal 查看详情。

http://blog.yinxiang.com/blog/2015/02/10/legal/?utm_source=EBWhitePaper2&utm_medium=P17Richer&utm_campaign=EBWhitePaper


3.用户评价



“我们用印象笔记企业版搭建了一个内部知识平
台, 将每个人的思想火花与工作进展累积成智慧的
海洋, 实时同步, 全体共享, 变成团队巨大的知识宝
库与灵感源泉。”

－程明霞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印象笔记企业版为我们永久保存每一个投资项
目的所有信息。 每位团队成员在任何时间、地点都
可以及时了解项目的最新进展、核心信息和背景资
料,  不错过任何投资良机。”

－田溯宁  CBC 宽带资本董事长

“印象笔记企业版帮我们沉淀项目经验， 为新项
目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显著提升了团队的工作

－Aarron Walter MailChimp  用户体验总监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既简便又拥有超群用户体验
的信息归档系统, 而且可以让杜卡迪所有员工随时
随地、使用任意设备都可以查询。”

－杜卡迪



欢迎关注「印象笔记企业版」
微信号， 获取企业版最新
功能、实用模板、使用攻略、    
成功案例等精彩独家内容。

联系印象笔记团队

还在等什么？ 立即尝试印象笔记企业版， 打造团队
知识库， 让协作更便捷！
欢迎访问 yinxiang.com/business/contact-us 
进行购买咨询。

https://www.yinxiang.com/business/contact-us/?utm_source=EBWhitePaper2&utm_medium=P20Link&utm_campaign=EBWhite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