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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aaS360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for
Windows Phone
配置、管理和保护 Windows Phone 设备、应用程
序和文档
管理您的同事想要的设备
关键优势
•

从单一控制台配置、保护和管理您的
设备

•

以空中传送方式配置电子邮件、日历、
通讯录、Wi-Fi 和 VPN 配置文件，以快
速加载用户

•

体验 Windows Phone 设备最新移动操
作系统版本的推出日支持

•

设置安全策略并通过自动的合规性措施
（例如要求提供设备密码和阻止被入侵
的设备）强制执行

•

使用稳健的仪表板和报告来管理公司
和个人设备

IBM® MaaS360®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for Windows Phone
提供基于 Web 的控制台，用于通过空中传送注册设备，配置企业策
略，支持设备、用户、应用程序和文档，以及监控和报告您的整个移
动 IT 环境。MaaS360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使用 Microsoft 移
动设备管理 (MDM) API 和推送通知服务。
MaaS360 在数分钟内实现强大的企业移动管理 (EMM)。无论您拥有
10 个用户还是 100,000 个用户，它都能让您进行轻松扩展，并顺利集
成到现有企业系统中。
MaaS360 帮助您最终决定支持最新的个人和企业拥有的设备。

到 2019 年，Windows Phone 在整个智能手机
市场的份额将增至 >5%。
- IDC Worldwide Mobile Phone Track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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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您所需要的可见性和控制

设定并分发策略

MaaS360 Mobile Device Managemen for Windows Phone
提供您的 IT 员工所需的可见性和控制，以支持企业中的统
一 Windows 设备。MaaS360 Mobile Device Managemen 支
持最新 Windows Phone 版本，包括 Windows Phone 7 和
8+ 设备系列。

• 强制执行密码要求
• 配置安全性设置和限制
– 强制执行设备加密
– 禁用 SD 卡
– 全新个人助理 Cortana
– 近场通信 (NFC)
– 复制/粘帖
– 相机、位置服务
•  配置电子邮件设置
–– IMAP 和 POP
• 配置和分发 Exchange ActiveSync 设置

您现在可以拥有所需工具，以获得洞察、执行操作、设定并
分发策略、管理应用程序和文档等等。

获得洞察
•
•
•
•

•
•

制造商和型号
序列号
操作系统
当前运营商
– MAC 地址
位置信息
设备 ID（IMEI、电子邮件地址）
– 屏幕语言
– 屏幕分辨率
– 固件版本
– 安装的配置文件
– MSFT 推送通知
– 企业中心

执行操作
•
•
•

•
•
•

图 1：Windows Phone 设备策略设置

按需刷新设备详细信息
对丢失设备执行全面擦除
有选择性地擦除企业数据，同时在员工拥有的设备
上保持个人数据
向设备发送信息
找到最后已知位置
更改 Windows Phone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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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目录
企业应用程序易管理性：IBM 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to Windows Phone 设备分发的移动应用程序变
得受管理，让您可以简化应用程序部署并提高易管理性。
•
•
•
•
•
•

•

	MaaS360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可以帮助您管理
Windows Phone 设备、应用程序和数据。这个MaaS360
平台为新移动操作系统发布和升级提供当天支持。

通过企业中心分发应用程序
分发“内部开发”的应用程序
发布应用程序更新
将应用程序加入黑名单或白名单
静默安装应用程序
按需或作为选择性或全面擦除操作的一部分删除应用程序
及其数据
如果用户删除设备上的 MDM 配置文件，自动移除企业应
用程序

	MaaS360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支持最新
Windows Phone 版本，包括Windows Phone 7 和
8+ 设备系列。

支持 Windows Phone
•

使用 Microsoft 预先封装的设备管理客户端通过空中
传送 (OTA) 进行注册

•

要求密码并指定密码要求

•

强制执行设备加密

•

禁用 SD 卡

•

配置和分发 Exchange ActiveSync 策略
– SCEP 证书

图 2：应用程序被加载到应用程序目录，并在此分发给用户

•

配置和分发 Wi-Fi 策略

•

配置设备限制，包括：
–– Cortana、位置服务、NFC、相机、蓝牙、截屏

•

配置 IMAP/POP 电子邮件设置

•

将应用程序加入白名单/黑名单

•

静默安装应用程序

•

配置网络限制，包括：
–– Wi-Fi、数据漫游、互联网共享、手机网络 VPN

•

设置操作系统版本的合规规则

•

使用企业中心分发企业和公共应用程序

•

服务台支持操作：定位设备、向设备发送消息等

 要了解有关 IBM MaaS360 的更多信息并开始 30 天的免
如
费试用，请访问 www.ibm.com/maas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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