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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專用 IBM
MaaS360 筆記型電腦管理
從單一螢幕保護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
輕薄型筆電和平板電腦

管理雲端中的 Windows 裝置
主要優勢

IBM® MaaS360® 專用筆記型電腦管理提供自助服務、雲端型解決方案，
可讓 IT 比更以往輕鬆且更快速地支援整個 Windows PC 生命週期。

•

確定修補程式、協力廠商和防毒軟體特
徵碼檔案都是最新狀態

•

將 Microsoft 修補程式及應用程式更新
推播至裝置，與其位置無關

•

將軟體推播至裝置，與其位置無關

•

找到裝置的位置

•

關閉或重新啟動裝置

•

停止/啟動/重新啟動服務

就像管理行動裝置一樣簡單

•

傳送訊息或鎖定裝置

•

如果裝置遺失或遭竊，則抹除硬碟

簡單、無線 (OTA) 註冊 (就像 MDM 一樣) 和統一且一致的工作流程
(而且與裝置尺寸外型無關) 為 IT 管理員提供易於使用的入口網站。

•

展現遵循性稽核

•

跨裝置尺寸外型的一致且統一的工作
流程

•

OTA 裝置註冊

其可簡化保護今日不斷擴充之 Windows 運算裝置的程序 (所有作業都
能從單一視窗進行) – 用於行動裝置管理 (MDM) 的相同入口網站。
為您提供領先業界的解決方案，讓您能以統一的方法管理 IT 環境中
的許多裝置 (從 Windows 裝置到 Mac 筆記型電腦) 以及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和 BlackBerry 提供技術支援的智慧
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Windows 專用 MaaS360 筆記型電腦管理跨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
腦、輕薄型筆電和平板電腦提供可用資訊。從這些裝置收集及關聯端
點資料，您就能清楚檢視硬體及已安裝軟體、遺失的修補程式、過期
和防獨特徵碼檔案及其他許多項目。
行動智慧™ 儀表板及報告 (包含「我的警示中心」) 可協助您遵循企業
標準和政府法規。

IBM Security
產品型錄

圖 1：保護和管理 Windows 裝置

取得出色可見性
Windows 專用 MaaS360 筆記型電腦管理可讓 Windows 筆記型
電腦、桌上型電腦、超薄型電腦和平板電腦上的硬體及軟體充
分發揮效能。軟體應用程式會在受管理裝置上持續執行，以進
行回報及分析。
• 硬體庫存
• 軟體庫存，包含應用程式類型 (Win32 及 Windows Store
應用程式)
• 關於安全性應用程式的狀態資訊：
– 防毒
– 個人防火牆
– 防間諜軟體
– 資料加密
– 備份與復原
• 作業系統 (OS) 詳細資料
• 修補程式等級及資訊，包含檔案大小、安全性等級和遺失
每個修補程式的使用者數量
• Windows 應用程式 (如 Java 及 Adobe) 更新

圖 2：Windows 筆記型電腦的裝置詳細資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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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修補程式和應用程式更新分配

Windows 專用 MaaS360 筆記型電腦管理可擴充可見性，以協
助 IT 跨組織管理 Windows 裝置。透過中央主控台，IT 管理
員能使用統一工作流程來執行許多行動。
• 無線 (OTA) 註冊裝置
• 識別、排程和安裝卓越的作業系統修補程式
• 找到、鎖定、關閉或重新啟動裝置
• 選擇服務，然後停止、啟動或重新啟動裝置
• 分配包含文件及應用程式的套件，以提升員工產能，
同時還能讓您的資料安全無虞
• 傳送訊息至使用者

Windows 專用 MaaS360 筆記型電腦管理可強調適用於
Microsoft 修補程式及安全性更新的卓越更新，連同常見應用
程式的更新。只要將裝置連線至網際網路，其就能從相同瀏覽
器分配更新並將之套用您的裝置。
有效負荷包括：
• MSFT 修補程式
• iTunes 更新
• Adobe 更新
• 作業系統
• 軟體庫存

圖 4：修補程式分配設定範例

圖 3：Windows 筆記型電腦可用行動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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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瞭解有關 IBM Security 預防詐騙解決方案的更多資訊，
請與您的 IBM 業務代表或 IBM 事業夥伴聯絡，或造訪以下
網站：ibm.com/security.

保護您的 Windows 裝置
	
除了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以外，MaaS360 還支援
Windows 型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及超薄型電腦。
可透過網頁瀏覽器存取的單一入口網站來管理這些裝
置類型。

奠基於雲端
	
因為 MaaS360 是雲端型解決方案，因此不需要您安裝
伺服器、處理複雜配置或提供持續維護作業。部署快速
且簡單，而且只需要點按幾下滑鼠，就能立即取得可見
性和控制能力。				
	
有了 MaaS360，IT 就能支援和管理企業行動運算裝置，
即使這些裝置並未連線到企業網路時也一樣。
	Windows 專用 IBM MaaS360 筆記型電腦管理支援
Windows XP SP3、Windows Vista、Windows 7、
Windows 8+、Windows 8+ Pro 及 Windows 10
(在適當情況下，包含 32 位元及 64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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