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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Phone
專用 IBM MaaS360
行動裝置管理
佈建、管理及保護 Windows Phone 裝置、
應用程式及文件
管理您同事需要的裝置
主要優勢
•

從單一主控台佈建、保護和管理您
的裝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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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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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MaaS360® Windows Phone 專用行動裝置管理為您提供 Web 型
主控台，以無線方式註冊裝置；設定企業原則；支援裝置、使用者、
應用程式和文件；以及堅控和報告您整個行動 IT 環境。MaaS360
行動裝置使用 Microsoft 行動裝置管理 (MDM) API 及推播通知服務。
MaaS360 只需幾分鐘，就能實現強大的企業行動力管理 (EMM)。
無論您的使用者數量是 10 或 100,000，其都能讓您毫不費力地進
行擴充，然後再順暢地整合至現有企業系統。
MaaS360 協助您最後向個人和企業擁有的最新裝置表達「是！」。

在 2019 年，Windows Phone的總智慧型手機
市占率將超過 5%
- IDC Worldwide Mobile Phone Track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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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您需要的可見性和控制能力

設定和分配原則

Windows Phone 專用 MaaS360 Mobile 裝置管理可為您的
IT 員工提供在企業中支援統一 Windows 裝置所需的可見性
和控制能力。MaaS360 行動裝置管理支援最新版本的
Windows Phone，包含 Windows Phone 7 和 8+ 裝置系列。

•
•

您現在可以擁有所需工具以取得見解、執行動作、設定和分
配原則、管理應用程式及文件和其他。

取得見解
•
•
•
•

•
•

•

製造商及型號
序號
作業系統
目前承運商
–– MAC 位址
位置資訊
裝置 ID (IMEI、電子郵件地址)
–– 螢幕語言
–– 螢幕解析度
–– 韌體版本
–– 已安裝的設定檔
–– MSFT 推播通知
–– 公司中心

•

執行動作
•
•
•

•
•
•

強制執行密碼要求
設定安全性設定及限制
–– 強制執行裝置加密
–– 停用 SD 記憶卡
–– 新的個人助理 Cortana
–– 近場通訊 (NFC)
–– 複製/貼上
–– 相機，定位服務
設定電子郵件設定
–– IMAP 及 POP
設定及分配 Exchange ActiveSync 設定

圖 1：適用於 Windows Phone 裝置的原則設定

隨需重新整理裝置詳細資料
完全抹除遺失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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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送訊息至裝置
尋找最近已知的位置
變更 Windows Phone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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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類別
企業應用程式可管理性：由 IBM MaaS360 行動應用程式
管理分配到 Windows Phone 裝置的行動應用程式變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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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MaaS360 行動裝置管理可協助您管理 Windows Phone
裝置、應用程式及資料。此MaaS360 平台可為新行動
OS 版本及升級提供同一天支援。

透過公司中心分配應用程式
分配「故鄉」應用程式
發佈更新到應用程式
黑名單或白名單應用程式
無訊息地安裝應用程式
隨需刪除應用程式及其資料，或是作為選擇性或完全抹
除動作的一部分
如果使用者刪除裝置上的 MDM 設定檔，便會自動移除
企業應用程式

MaaS360 行動裝置管理支援最新版本的 Windows
Phone，包含 Windows Phone 7 和 8+ 裝置系列。

適用於 Windows Phone 的支援
•

•
•
•
•

•
•

•
•

圖 2：會將應用程式載入「應用程式目錄」中，其中可將之分配
給使用者

•
•

•
•
•

使用 Microsoft 預先封裝的裝置管理用戶端無線
(OTA) 註冊
需要密碼並指定其品質
強制執行裝置加密
停用 SD 記憶卡
設定和分配 Exchange ActiveSync 的原則
–– SCEP 憑證
設定和分配 Wi-Fi 原則
設定裝置限制，包含：
–– Cortana、定位服務、NFC、相機、藍芽、
螢幕擷取畫面
設定 IMAP/POP 電子郵件設定
白名單/黑名單應用程式
無訊息地安裝應用程式
設定網路限制， 包含：
–– Wi-Fi、資料漫遊、網際網路共用、
VPN over cellular
設定 OS 版本的合規性規則
使用公司中心分配企業及公共應用程式
服務台動作支援：找到裝置、傳送訊息至裝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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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