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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移动设备管理的十大理由
幽默地看待 IT 管理当今组织自带设备 (BYOD)
时面临的挑战

无需移动设备管理的十大理由

直面现状

表明立场的时候到了

智能手机是一种时尚。那么平板电脑呢？只不过是一部难
以驾驭的智能手机罢了，同时过于智能，难以体现其优势。
谁还会需要它们？

尽管众公司（如 IBM）让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移动设备更便于集
中管理和保证安全性，但也没有理由屈服于大众的想法，屈服
于您想通过紧跟时尚潮流，成为时尚达人来巩固职场地位的
念头。如果您在这件事情上推波助澜，那么您知道的，下一件
事就是公司会要求您支持云端业务。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啊？因此，在采取致命的下一步（即允许移动性、安全性、
BYOD 和用户灵活性）之前，请认真阅读您不需要移动设备管
理的十大理由。

我们这些年没有它们、没有这些疯狂的不受限制的连接不
是也活得很好吗？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于工作，这样
用户就能变得更具移动性、更具灵活性了吗？人们几乎在
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走到哪里就工作在哪里，这难道真的
是一件好事吗？我们都看过统计数据：全球使用智能手机
的用户已超过十亿，而平板电脑的销售处于顶峰状态，
采购量以百万计。这只是让我们购买更多产品的营销炒作
手段，不是吗？

1. 前往 IT 帮助台比去迪斯尼世界® 和拉斯维
加斯加起来还要开心
如果您部署了 MDM 解决方案，您将能够简单轻松地配置设
备、部署安全补丁和功能、管理可扩展性和升级，以及应用策
略更新和变更。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远程发生，并不需要 IT
帮助台像以前那样接触每台设备或去现场支持工作人员。您真
的想对帮助台员工做这样的事情，剥夺他们精心配置每台设备
的机会吗？

遗憾的是，企业中某些人可能会受到这种营销手段的影响
而买进产品。他们认为，员工想使用这些新类型的设备来
使自己行动自如，想要随时在几乎所有设备上实际完成工
作。这些人通常是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企业领导人。他们可
能试图说服您，企业需要一种方法来支持、维持和发展这
种向移动性发展的势头。

2. 技术唯一的用武之地是职场
当然，您的员工精通如何在办公室使用电脑。而且只要您的企
业需要，他们甚至会学会使用这些便携式设备。但没有人希望
在家里使用技术，不是吗？员工在下午五点之后就会将技术抛
在脑后。如果他们必须满足某一重要期限，那么他们宁可在办
公室多待一会，也不愿将工作带回家中。而且，出差人员宁愿在
机场翻翻旧杂志，也不愿利用候机时间来工作。如果有人必须
在旅途中工作，他们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或者更好一点，轻
便的台式机（如果该用户拥有更大的处理能力）。他或她会得

他们会告诉您：移动性是一种新的业务方式，它将帮助企
业节省资金，提高敏捷性；应该支持乃至鼓励员工自带设
备工作，并使用同一设备从事企业活动和个人活动；年轻
员工（有时称为 Y 世代或千禧世代）可能要求享受这个移
动自由；您作为 IT 专业人员或管理员，应将解决方案落
实到位，并且通过协调移动设备管理、安全、策略、可用
性和可扩展性支持这些类型的活动。他们还会告诉您需要
部署一款移动设备管理 (MDM)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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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当然，它们可以通过基于云端的 MDM 服务、以一种简单集
中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只是因为它们是强大的业务工具，用户喜
爱它们；它们发展迅速，最终可能取代笔记本电脑。只是因为它们
能够以简单、有效的方式进行管理，难道这是欢迎它们加入企业
的原因吗？不，平板电脑应该待在它们属于的地方：用来重播“草
原小屋”。

到锻炼，而 IT 可以沐浴在标准化的光芒中。您认为社交媒体
怎么样？只是另一种时尚而已，仅仅是一群孩子喜欢的玩意。
成年人是最大群体的观点并不靠谱，只是用来支持 IPO 的谎
言。只需问问营销人员。他们会告诉您社交媒体并不是潜在客
户销售管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智能手机应该只用于打电话

5. 您只聘用完人

好吧，假设智能手机这种东西并不只是时尚那么简单，员工
正在考虑使用它们来工作。它们唯一真正的工作用途就是打
电话，不是吗？不错，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万款移动应用程
序。而且几乎每个行业的企业确实都在使用这些移动应用程
序来改变员工的工作方式以及客户与公司的互动方式。
是的，IBM® MaaS360®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之类基
于云端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 IT 组织管理如何部署、保护、
使用和报废这些应用程序。但您必须问问自己：如果员工在
自己的智能手机上使用所有这些令人兴奋的业务应用程序，
他们是不是一点儿也不会高兴，而且生产效率也不高？降低
他们的期望不是会更好吗？毕竟，无论它实际上多么智能，
它仍被称为智能手机，而不是智能计算机。

MDM 解决方案，特别是基于云端的 MDM 解决方案，会使
您为设备提供安全保护的方法太过简单。在整个企业范围内
制定和执行一致的移动政策将是轻而易举的事。用户会发
现，要向您证明他们绝不会做任何可能会伤害公司的事情
（不管是恶意还是过失），变得困难很多。如果他们的手机
丢失，或者手机失窃，或者他们试图以某种方法滥用企业数
据，则 MDM 会提供功能和策略来监控潜在的损害，提醒 IT
部门并帮助启用可自动部署的纠正方案。由于您的企业只聘
用永远不会犯错及不管怎样都会盲目忠诚于企业的完人，那
么您为什么要将控制措施落实到位，您为什么不假设您的员
工是完美的，是忠诚的，是完全值得信任的？

6. 您的行业不受监督和监管

4. 您仍然认为平板电脑只是一部被碾平放大的
智能手机

是的，您也是一名幸运者。您从事的业务不受政府监督或监管。
您不是健康、教育、政府机构、零售、制造、媒体、航空航天、
化学、农业、制药、运输、科学、金融行业从业者，也并未从事需
要接受政府或行业监管的其他行业。您主要是在 eBay 上出售芭
比娃娃，对吗？那么就不用烦心政策、审计跟踪或者 MDM 了，
您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您必须支持智能手机，这真是太糟糕了。现在还必须支持平板
电脑？它们二者的格式不同，运行的操作系统也不相同。即使
您通过 MaaS360 便能通过一个窗口管理全部内容，但您为什
么要支持所有这些操作系统呢？而且又是为什么要支持平板电
脑呢？当然，就移动应用程序而言，它们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多选
项。当然，它们能够提高用户的生产效率，有助于业务更具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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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T 喜欢查看和触碰自己掌控之中的每部设备

10. 您每天早晨醒来，清楚地知道“移动”
这件事不久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嘿，如果您看不见、摸不着的话，它可能并不是真的存在。想过
这一点吗？另外，IT 团队也愿意插手干预所有设备，即便是用户
拥有的设备，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可不愿舒服地坐在单一控制
室里，只是做一些策略调整、监控使用情况，快速、简单且持续
地开展他们所需的几乎每件事情。想想看，如果不实施集中监
控，IT 团队该有多么快乐。他们可以向每位用户分发号码，并
让他们来到办公室设置设备：
“人力资源部门的 John Forman，
你的号码是 1,327。下一次升级预约在 2018 年 10 月 22 日。期
待与你见面哦。在这段时间内，请不要擅自触碰任何东西！”

您对各种天花乱坠的宣传持怀疑态度，这是一件好事。
或者对于这件事的一些现实也不相信。在您的心里，您很
清楚所有关于移动的事情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这只是时间
问题。所以，您觉得不再需要部署 MDM 或其他解决方案
来实现移动性。也不再担心移动安全性、BYOD 或者实现
业务灵活性的问题。不必担心如何支持各种设备，支持移
动应用程序，以及如何为多种设备制定和实施策略。云不
再是新一代计算计划：它只是您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一种思
想状态。您每天早晨都会在这种幸福的美妙状态中醒来，
知道自己是对的，移动性是错的。

8. 您的员工是博格人 (Borg)，技术就是移植
到他们身上的皮肤

您改变主意了，想要了解一下 BYOD 能为您做
些什么？

您也知道雇用来自其他星球、其他文明世界的虚拟工人的
好处了。因为您有这种独特的员工，就不用担心员工丢失
或误放设备，也不用担心设备被盗。因此，为什么要考虑
通过远程跟踪、远程擦除和加密等功能集中管理设备的安
全性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是，请转至 www-03.ibm.com/security/mobile/
maas360.html 并开始免费试用 MaaS360 30 天。由于
MaaS360 是基于云的方案，您的测试环境会自动变成生产
环境，不会丢失任何数据。

IBM MaaS360 简介

9. 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营状况会最好

IBM MaaS360 是一款企业级移动性管理平台，让人们的工
作方式更高效，同时实现数据保护。数以千计的组织信赖
MaaS360，将它作为实施移动性计划的基础。MaaS360 可
为用户、设备、应用程序和内容提供具有强大安全控制的
全面管理，从而支持所有移动部署。如需了解有关
IBM MaaS360 的更多信息，并开始 30 天的免费试用，
请访问：www.ibm.com/maas360

高管们喜欢随意花钱。
“投资回报”只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大学
教授们教授商业理论时说出的一个词而已。ROI 在实际业务
中没有立足之地，即便它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也知道它不适用
于 IT。您能相信 IBM Security 推出的 MaaS360 等 MDM
解决方案会提供移动费用管理之类的功能吗？从一个中央位置
主动监控并跟踪用户如何在几分钟之内部署移动应用程序，以
及他们何时将设备用于业务活动，何时用于私人活动。这简直
是天大的浪费。俗话说得好：
“眼不见心不烦。”这句话用在今
天是多么贴切，如果您对过去 500 年来的科学发现视而不见
的话。

IBM Security 简介

IBM 的安全平台提供安全情报，帮助组织为员工、数据、
应用程序和基础架构提供全方位保护。IBM 提供下列解决
方案：身份和访问管理、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数据库安
全、应用程序开发、风险管理、端点管理、新一代入侵防
御等。IBM 是全球最广泛的安全研发和交付组织之一。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bm.com/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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