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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简易部署、管理和保护移动应用程序
提供受保护的应用程序访问
关键优势
•

利用容器化技术保护企业应用程序

•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满意度

•

利用基于 Web 的控制台集中管理移动
应用程序

•

安全支持 BYOD

•

降低敏感数据泄露风险

•

加强设备上访问控制，遵守政策和法规

•

执行选择性擦除应用程序目录和管理应
用程序

•

使用精细管理控制和互动式图形报告

•

降低网络负载，提高应用程序性能和可
扩展性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正在通过提高生产力、效率和客户满意度转变企
业。然而，无法保护敏感的企业数据，就不能放任移动设备恣意增
长，这在自带设备 (BYOD) 时代尤为重要。
这不再只是控制电子邮件和管理设备那么简单。移动应用程序正在释
放移动设备的真正潜力。
然而，移动应用程序日益成为企业安全漏洞的来源，这主要是因为存
在不良的数据存储做法、恶意软件、未经授权的访问、缺乏加密和同
步产生的数据泄漏。
有超过一百万种不同的移动应用程序可供您的员工安装在智能手机和
平板电脑上使用。1
企业需要有能力分发、管理和保护个人和企业拥有的设备上对其业务
至关重要的移动应用程序。
IBM® 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通过提供直观的企
业应用程序目录简化移动应用程序管理，实现稳健的安全性和应用程
序运行生命周期管理。

“到 2017 年，25% 的企业会拥有企业应用程
序商店，用于管理 PC 和移动设备上的企业
认可应用程序” 2– G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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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用程序目录
•

•
•

•
•

提供适用于 iOS、Android 和 Windows Phone 设备的
直观、可定制的企业应用程序目录
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
使用户能够迅速查看可用的应用程序、安装应用程序和提
醒应用程序更新
分发公共和企业应用程序精选
利用受保护的、基于 Web 的控制台管理和分发应用程序

移动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
•

•
•
•

利用最佳实践移动应用程序管理工作流程
向所有用户、用户组或个人设备分发应用程序并跟踪空
中传送 (OTA) 安装
发布应用程序更新
参考持续的应用程序库存报告
与公共应用程序商店整合，例如，Apple App Store、
Google Play 和 Windows Phone Store，实现无
缝工作流程。

图 2：MaaS360 门户中的应用程序目录示例
图 1：移动设备上的企业应用程序目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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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Security
•

•
•
•
•
•

企业移动应用程序容器
	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通过提供易于
使用的企业应用程序目录简化移动应用程序管理，实现强
大的安全性和应用程序运行生命周期管理。

将简易的应用程序包装器或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用作
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的安全附件
访问应用程序之前验证用户身份
执行设备合规检查
限制复制和粘贴，以及本地和云数据备份
接收近乎实时的违规警告
应用程序层面的隧道，提供受保护的企业数据访问，
而无需设备 VPN

企业应用程序目录
	
适用于 iOS、Android 和 Windows Phone 的直观、
可定制的企业应用程序目录。

移动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分发、更新、管理和保护公共和企业移动应用程序的
平台。

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Security
	
适合企业应用程序且提供内置安全管理的移动应用程序容
器，可作为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的
选配附件。

移动应用程序合规性和实施
	
黑名单、白名单和所需应用程序的安全政策。自动实施规
则，以提醒管理员、阻止电子邮件、限制网络资源并执行
远程擦除。

图 3：设置应用程序安全方案示例

IBM® MaaS360® Content Service

移动应用程序合规性和实施
•
•
•
•
•

•

	
在全球范围的优化应用程序分发网络上托管和分发企业移
动应用程序的方案。

黑名单、白名单和设置所需的应用程序
限制设备上的本地应用程序（例如，YouTube）
限制访问越狱或获得根权限的设备
配置自动化的合规性实施措施
通过自动化或人工干预迅速采取行动，以阻止电子邮件访
问、限制网络资源（例如，禁用 VPN）以及执行远程擦除
查看安全和合规历史图形报告

大量采购计划
支持员工批量应用程序许可。

如要了解有关 IBM Security 防欺诈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者访问以下
网站：ibm.com/security.

图 4：说明应用程序如何被列入黑名单以免安装在设备上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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