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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專用 IBM MaaS360
行動裝置管理
佈建、管理及保護 iOS 裝置、應用程式及內容
Apple + IBM® MaaS360® = 合則兩利
主要優勢
•

從單一主控台佈建、保護和管理您的
裝置、應用程式及內容

•

透過無線傳輸設定電子郵件、行事曆、
Wi-Fi 和 VPN 設定檔，以快速讓使用
者上線

•

體驗適用於 iOS 裝置之最新行動作業系
統版本的發表日支援

•

設定安全性原則並採用自動化法規遵循
性動作強制執行，例如取得裝置密碼和
封鎖受到危害的裝置

•

使用強大的儀表板和報告功能，以同時
管理企業和個人裝置

Apple 持續創新企業級技術，使得 iOS 9 成為更強大的產能平台。而且
MaaS360 可為 iOS 9 及舊版提供快速且穩健的支援。Apple + IBM 攜手
合作，可協助組織的員工、客戶和合作夥伴徹底發揮行動潛力。
在 Apple 發表日，即時且順暢地註冊裝置並將之更新為最新版本的
iOS，而且不會發生使用者中斷或是令 IT 頭痛的問題。千萬別落後
其他裝置管理 (MDM) 提供者；立即透過 MaaS360 體驗 iOS 9 的許
多全新功能！

即時 Apple iOS 管理
IBM MaaS360 for iOS 提供廣泛的可見性及控制能力，可支援企業
中的 iPhone 及 iPad 且支援 iOS 第 4.3 版及更新版本。其立即支援
iOS 9，而且提供工具讓您能夠取得見解、執行動作、設定和分
配原則、管理應用程式及文件和其他。
解決方案提供快速且輕鬆的方法來保護這些裝置及其包含的企業資料。
您能以無線方式 (OTA) 註冊裝置並使用安全性原則，以強制執行密碼和
加密、偵測及限制越獄裝置、白名單或黑名單應用程式、控制檔案備份
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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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只要將應用程式和內容部署到您組織的 iOS 裝置上即可

取得見解
•
•

•
•
•

•

•

•
•

企業應用程式目錄

型號、序號、作業系統
住家網路/目前網路
–– 漫遊狀態、MAC 位址
可用儲存空間數量
應用程式、版本及大小
裝置 ID (電話號碼、IMEI、電子郵件地址)
–– 裝置等級、越獄偵測、密碼狀態、裝置 限制、已安
裝的設定檔、安全性原則和其他
在啟動期間，利用您的設定和政策以使用 DEP 自動註冊
企業擁有的裝置
「尋找我的 iPhone」中的啟動鎖已啟用，鎖定裝置至使用
者的 Apple ID
如果 iTunes 帳戶已存在於裝置，則回報此現象
檢視文件、使用者、裝置、應用程式及其他的深度報告

•

•

執行動作
•
•
•

•
•
•

設定 Wi-Fi、VPN 及電子郵件設定及設定檔
定位、buzz、鎖定裝置或重設忘記的密碼
選擇性地抹除企業資料，同時維護員工擁有裝置上的個
人資料
完全抹除遺失或遭竊的裝置
變更 iOS 原則
啟用或停用語音及資料漫遊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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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用程式可管理性：由 MaaS360 分配到 iOS 裝置的
行動應用程式變成完全受管理式，因此可讓您簡化應用程
式部署，同時來能提升可管理性。
–– 建議員工使用 iTunes 應用程式
–– 分配「故鄉」應用程式和發佈更新
–– 遠端將應用程式推播至裝置；如果該裝置受到監督，
則會進行無訊息安裝
–– 管理「開啟於」控制項以限制從企業開啟檔案到個
人應用程式，反之亦然
–– 連接受管理式應用程式至 VPN，以取得受保護的網
路存取權限
–– 跨應用程式啟用單一登入進行驗證
–– 自動套用第三方應用程式資料的加密
Apple VPP 支援
–– 分配及安裝預付的應用程式，而不需要造訪 Apple 的
App Store
–– 當使用者不再需要對應用程式及書籍 VPP 授權的完
整擁有權及控制能力時，予以保留以節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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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和分配原則
•
•

•

•

•

•

•
•

強制執行密碼要求
設定裝置限制
–– 強制執行加密的備份
–– 限制使用相機、FaceTime 和 Touch ID 及其他
–– 限制應用程式安裝、分享的相片流及其他
–– 透過全球 HTTP 代理伺服器強制執行網際網路流量
–– 分配 Wi-Fi、VPN 及電子郵件設定檔 (如 Exchange
ActiveSync 設定)
管理 iCloud 控制項
–– 利用 iCloud，為使用者、群組或所有裝置管理文
件、應用程式資料、裝置備份及相片同步
提升電子郵件安全性
–– 限制使用者在帳戶之間移動電子郵件，以保護企業
資料洩漏
–– 防止第三方應用程式傳送電子郵件
進階 Wi-Fi 連線
–– 管理和推播代理設定及 SSID 自動加入
iTunes 密碼強制執行
–– 要求使用者輸入其 iTunes 密碼以存取 iTunes 中儲
存的內容、應用程式及資料
如果裝置遺失，在「鎖定螢幕」上傳送訊息及號碼
允許使用 Handoff 功能以針對受管理式應用程式啟用
Continuity、Spotlight 中的 Web 結果和 iCloud 同步處理

發表日支援
iOS 9 及 MaaS360 攜手合作以提供全新等級的安全性、
產能和裝置及資料管理功能，進而協助您的組織採取後
續步驟而邁向行動力的旅程。
新的 iOS 9 企業安全性功能
•
•

•

限制 AirDrop 用於受管理式應用程式及 iCloud 相片庫
為 App Store 使用、鍵盤捷徑、Apple Watch、密碼
修改、自動應用程式下載及其他設定新的受監督限制
在受監督裝置上關閉企業應用程式的信任

新的 iOS 9 企業分配功能
•

•

•

					

•

•

裝置型應用程式分配會使用大量採購計畫 (VPP) 及
MaaS360 直接將應用程式部署到裝置上，以直接將應
用程式指派到具有序號但不需要 Apple ID 的裝置
推播或抽取公共應用程式，而不需要使用者存取
App Store
使用 MaaS360 安裝的企業應用程式會明確受到信任，
而不需要再提示使用者進行信任確認
如果裝置在受監督前已具有應用程式，則在變成受監督
時，其上的應用程式將會無訊息地受到管理
透過 VPP 購買和分配的應用程式可以指派至可使用該
應用程式之任何國家/地區中的裝置或使用者

新的 iOS 9 裝置及資料管理
•

•

•

對於裝置註冊計畫 (DEP) 中的任何裝置，MaaS360
可以觸發裝置更新至新的 iOS 版本
Apple Configurator 可讓您透過 DEP 利用 MaaS360
預先部署應用程式及串流裝置註冊
每個 App VPN 都支援 UDP 及 TCP 以串流音訊或影片

如需 IBM MaaS360 的詳細資訊並開始使用免費 30 天試
用版，請造訪 www.ibm.com/maas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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