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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成就价值

当比尔盖茨的父亲，问及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本人，“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

么”？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答案异口同声都是“专注”。

一个人能否在某个领域成为最优秀，甚至最卓越的人才，往往专注是其最重要

的衡量标准。而对于一个企业和企业家而言，更是如此。

上中学时，班主任讲，“人生的未来难以预测，但人生只要一辈子去做好一件

事，足以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上大学后，记得某个管理学课程有个定律，叫“

一万小时定律”让我很着迷，原因其实很简单——何事情持之以恒研究学习1万小

时，就能成为该领域的顶级专家。 

回想自己上班工作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企业移动信息化的学习所花费的时间占

据了绝对的主导，甚至茶余饭后的空余时间，基本全部花在了企业移动信息化的学

习与思考上。这一切，可以用刻苦、专研、勤奋来表达，用“天道酬勤”来概括，

但归根结底就是专注。

国信灵通自开始创业，就定位为一家专注于企业移动服务的高新技术公司。早

在8年前，公司就开始与运营商及黑莓（BlackBerry）中国公司合作推动黑莓业务

在中国企业的应用落地服务，并陆续与苹果、三星、联想、中兴、微软、诺基亚进

行业务合作及拓展，凭借多年对各行业及移动信息化的深刻理解和专业技术积累，

并借助网秦全球领先的移动安全技术，国信灵通自主研发了多个兼具高安全性、高

管理性并可同时支持iOS、Android、Windows Phone多平台的移动管理平台。

对于大部企业来说，企业移动信息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加上企业级应用对

于企业决策层往往超出自我想象空间，这让行业内的同仁感觉浮躁、困惑。但做企

业最忌浮躁，唯有专注和心无旁骛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唯有专注才能抓住核心的企

业竞争力之所在！

专注有时候真像是“愚公移山”，但却充满了大道至简的智慧和成功后的喜

悦！有了专注，企业和企业家就抓住了人生的向心力，无论怎么走，都围绕着轨

迹，不离不弃；有了专注，简单快乐、目标明确、心无杂念且独立思考。

其实，专注就是用“不繁”来置换“不凡”。专注成就价值，唯有专注才能成

就自己！

CEO 侯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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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VMware收购AirWatch 云+移动端版图诸候显现
最近，云计算解决方案服务商VMware以15.4 亿美金收购企业移动设备公司AirWatch，
此举是为了VMware在移动端的布局，强化云+移动战略。AirWatch一直是移设备管理
行业领导者，云端的布署和销售模式也符合VMware的整体战略，功能上AirWatch涵
盖了移动设备管理方面的各种需求，包括 MAM、MEM、MCM以及 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解决方案等。

10 企业级移动应用：如何发掘下一座金矿
企业市场一直就不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它们没有一夜激增数百万用户的神话，都是
渐进式增长，如果不是有一名过于形象鲜明的创始人或极度擅长做市场公关的话（比
如Box和Twillio），它们即便做成每年盈利数千万美元的公司也会默默无闻，上不了

TechCrunch。但创业者们也渐渐发现不能再忽视这个“无趣”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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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抓住移动化时代企业信息沟通的喉舌——企业IM
企业信息化最早是由“业务需求”所驱动的，而一股强劲的发展势头却表明，这个驱
动力已经开始转向“员工服务”。⋯⋯随时随地地访问即时业务数据，随时随地的进
行即时沟通和相关服务都成为了不容忽视的需求，保证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工作状

态能极大地增加企业的营业收入，提高办事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

15 MDM系统的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浅析
如今，极少的企业主还在要求所有的员工都使用一种智能手机。所以操作系统的可管
理性和安全性成为企业移动化管理最核心的部分。因此这两个参数对于企业来说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前沿
MDM系统的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浅析24 视角

MDM，掀起你的盖头来17热点
VMware收购 AirWatch云+移动端版图诸候显现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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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新闻

20 国信灵通为国家统计局超过50万台设备部署移动设备管理平台（MDM）
日前,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提供商北京国信灵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NationSky）宣布为国家统

计局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超过50万台设备成功部署NQSky MDM产品。

20 国信灵通受邀加入“北京通信信息协会”
应北京通信信息协会的邀请，作为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提供商，国信灵通受邀加入北京通信信

息协会。

21 国信灵通“保险业移动信息化典型案例”入选研究报告
作为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商，国信灵通“保险业移动信息化典型案例”入选《2013-2014企业

移动信息化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21 国信灵通受邀参加企业移动计算联盟大会
应中国计算机学会（CCF）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邀请，国信灵通参加了在京召开的企业移动计算
联盟大会。

经典案例

22 国信灵通助力餐饮集团提升客户体验
某餐饮集团清楚地认识到移动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寻找一些在各个领域内有实力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企业进行合作。

26 NQSky推动某保险移动化进程
某保险亟需有效的办法实现多平台统一管理、资产管理、安全策略、应用管理、内容管理、进程协
助，以确保业务的有效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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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DM，掀起你的盖头来
BYOD的策略也被大量引入企业，传统的IT管理在针对不断涌现的新兴移动设备管理方面受到巨大
的挑战。这就要求能够应用企业IT策略及规范管理这些设备。

19 移动办公时代的企业IT管理
作为企业IT网络末端的移动终端，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移动性强，如何建立一套安全高效的控
制管理机制，是企业信息系统中最大的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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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很多人让我评价一下，联想收购IBM X产品

线，我觉得那块的内容不是我的强项，如果仅是调侃尚

且，但要形成文章可能会仅限皮毛流于形式，会让业内

专家笑话，还是专注我善长的领域，盘点一下IT巨头们

的战略格局，云+移动版图诸候显现，国内软件厂商也

不能守株待兔要有所行动了。

最近，云计算解决方案服务商VMware以15.4 亿

美金收购企业移动设备公司AirWatch，此举是为了

VMware在移动端的布局，强化云+移动战略。

AirWatch一直是移设备管理行业领导者，云端的布

署和销售模式也符合VMware的整体战略，功能上AirWatch涵

盖了移动设备管理方面的各种需求，包括 MAM（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MEM（Mobile Email Man-

agement）、MCM（Mobile Content Management ）以

及 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解决方案等。

除了VMware外，在过去的几年里，移动设备管理

市场收购潮不断，特别是随着移动设备大量涌入企业，

使得原有的业务模式被打破，IT巨头们为了逐步完善自

已在云端和移动端解决方案上的能力，收购成为他们圈

地布局的关键。

IBM完善云+移动端战略布局

2013年11月14日，IBM宣布收购FiberLink通讯公

司，FiberLink以MaaS360的品牌提供基于云的企业移

动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收购交易预计在今年完成。而

IBM计划在IBM SoftLayer基础设施中提供MaaS360。

IBM此次收购目的非常明显：第一，这个市场可

想象的空间很大，保持这一领域的竞争优势，并且IBM

有意将重心从硬件向云服务迁移，可以保证未来的持

续增长。第二，IBM加速云加移动整合，当云落地中国

后，IBM加紧了移动应用端的布局。第三，此次收购也

进一步证明了企业移动管理在未来云和移动业务中的重

要作用。企业移动管理市场将发展成为一套移动解决

方案，包含移动设计、开发、分发、管理、分析，管

理、安全等解决方案。通过这个收购交易，IBM将在这

个领域处于有利的地位。也可以实现云+移动端的安全

着陆。

其实从四年前开始IBM就为了这个版图做了精心

设计。

2010年5月IBM收购了云计算专业厂商Cast Iron 

Systems，提供在线托管的软件程序服务。

2012年2月IBM收购以色列移动应用开发和基础软

件提供商WorkLight，通过这次收购，将促使IBM的移

动服务横跨移动应用软件开发、整合、安全和管理领

域。IBM的目标是为企业提供移动应用、软件和设备的

安全管理及移动数据分析等多项服务的一个终端对终端

的综合性解决方案。WorkLight也将成为IBM公司移动战

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打通客户从PC到智能手机和平板的

最后一公里。

2013年IBM又收购SoftLayer技术公司的协议，以加

快其公有云基础设施建设。此次收购SoftLayer将为IBM

提供更完整的内部安装的产品，因为企业希望把某些应

热点

文/移动信息化那些事

用程序保留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同时把其它应用迁移到

公共云。

2013年11月IBM收购基于云的消息工具提供商

Xtify。这家公司提供的工具可帮助机构改善移动销售，

推动商店内的流量和以个性化的促销与客户交流。这个

收购交易将帮助IBM通过云服务将其移动能力扩展到各

个行业的数字营销中。

2014年IBM发布了全球云战略。

通过一连串的收购案，IBM拥有了包括私有云、公

有云和混合云平台以及移动端的业务链条已经形成，收

购完Fiberlink后IBM就能提供全面的云产品组合，实现

对客户移动设备的管理，将有助于更快地开发、部署和

交付具备移动、分析、社交解决方案。

Citrix将ZenPrise收入囊中 完成了BYOD拼图

Citrix也是一家以收购著称的多元化公司，Citrix多

年来一直专注于虚拟化领域，在应用虚拟化和桌面虚拟

化一直保持不错的佳绩，自从2012年5月Citrix发布云

战略以来，Citrix就显示迎战VMware和进军移动市场

的野心。

2011年Citrix收购Cloud.com。Cloud.com的软件能

帮助企业将计算任务转移至大型数据中心。通过此次收

购，客户将可以更快的速度、更便宜的价格使用云计算

软件。

2012年4月Citrix 将广受欢迎的CloudStack解决方

案提交给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ASF）的

云平台，有网友说Citrix加入ASF开源组织为了应

对以OpenStack为云基础的VMware ，无论怎样两

家的恩怨情仇由来已久。

2012年Citrix再次出手收购企业云协作平台

Podio，继续布局云计算。Podio 是一个企业级的

社交网络平台，与Yammer注重于企业本身的社交

网络不同，Podio更注重于企业应用方面，而基于

云服务是Podio的另一一个重要特点。

2012年6月Citrix收购移动设备管理厂商Zen-

prise，进一步强化在BYOD企业移动设备管理市场

的竞争力。收购Zenprise后，Citrix将其与原Citrxi

产品进行整合推出XenMobile，为企业移动办公提

2012年6月Citrix收购移动设备管理厂商Zen-

prise，进一步强化在BYOD企业移动设备管理市

场的竞争力。VMware收购 AirWatch云+
移动端版图诸候显现

Hot Topics 热点Hot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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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条革新路径。它将移动设备、应用和数据管理、

统一的企业应用商店、移动生产力应用和“一键式”现

场支持整合为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全面支撑企

业移动化。

而VMware收购AirWatch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

Citrix因为两者之间无论是从目标客户，还是产品的重合

度上都非常高，未来这两家不仅在云端撕杀，在移动端

也将一较高下。

SAP占尽先机 拣了个大便宜

其实与上述几家厂商布局移动端的路线图不

同，SAP的云和移动路线图则是从数据库开始。

2010年SAP收购Sybase，这项交易将使两家IT技术

的领军企业合二为一，SAP的此次收购也被认为一举多

得，一是可以更好地帮助客户成为运营更佳的“无线企

业”。二是，摆脱长期以来依附Oracle阴影之下，打破

Oracle在数据库领域的垄断地位。三是，Sybase当时在

内存数据库技术上的优势，也成就了今天的HANA。

另外一点在今天看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很多人只记

住数据库是Sybase是强项，在当年实际上Sybase的移

动商务解决方案也相当有水准，SUP移动一体化平台，

以及现在业内非常有名的移动设备管理平台afaria。

由于大家关注点都集中在数据库领域，但在当

时Gartner就曾预测SAP收购Sybase是剑指移动市

场，2010年就断言移动信息化是未来软件巨头的兵家必

争之地。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大量的移动设备开始涌入企

业，当年隐身在Sybase数据库背后的两大平台也逐渐浮

出水面。

2013年SAP同略会就重点推出了企业移动平台和消

费者移动平台，而两个平台的基因都来自于Sybase。

为了进一步强化SAP在移动战略上的能力，2012

年4月SAP收购企业移动应用平台开发商Syclo，此番

收购，是SAP推动核心应用、分析、企业移动、云、数

据库和技术等发展和创新的一次战略抉择。收购将促进

基于Sybase Unwired平台的新移动资产管理和场景服

务解决方案的普及和部署。实现与SAP移动平台和SAP 

Afaria的集成。

而在云端布局方面，SAP与前两家不同，必竟是管

理软件公司，更侧重于应用云的收购。

2011年12月SAP以总价3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云

计算技术公司SuccessFactors，与其说这一次收购

是为了抵抗甲骨文，不如说是SAP的早有预谋的布

局。SuccessFactors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

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弥补SAP在云应用上的空白。

2012年5月SAP以43 亿美元收购了云技术公司

Ariba，这样就强化了SAP在云平台上和端到端解决方案

的能力。

移动端市场还会有几宗大的并购

IT几大巨头的布局你是否看懂，但是路径已经非常

清晰，如果哪家IT公司在吹自已的云战略，就要看看他

2012年4月SAP收购企业移动应用平台开发商

Syclo，此番收购，是SAP推动核心应用、分

析、企业移动、云、数据库和技术等发展和创新

的一次战略抉择。

是否能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能力。随着新一轮收购浪

潮的涌现，未来还有哪些公司会有在该领域展开并购？

在Gartner最新的移动设备管理（MDM）的调研报

告中，第一象限厂商都基本上名花有主了。尚存的遗珠

仅剩Good和MobileIron，以及第三象限SOTI，还有第

四象限的BoXTOne，未来的收购很可能会在上述几家中

产生，而收购者除了思科、甲骨文和微软外，基本上IT

巨头们的版图布局已经完成。

VMware收购移动设备管理公司AirWatch 云+移动

端版图诸候显现 云计算 MDM AirWatch

国内厂商华为完善的BYOD解决方案，是思科必须

要跟进的，未来的争夺是端到端之间的竞争。

甲骨文在2014年1月也发布自已的移动战略，虽然

甲骨文的云端已经完成布局，但是在移动端甲骨文尚有

缺口，Oracle ADF Mobile仅能实现移动平台的开发能

力，但是在移动端的管理和安全方面明显存在不足，未

来甲骨文必然会从中收购补充内力。

微软和SOTI在的关系一直比较暖昧，两者也一直

在产品方面有所合作，其默契度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

程度，微软的云端战略也已完成，移动端战略如果首选

SOTI是上上之选。

其实从上述的收购都有一个共通的路径，从云技术

到云平台到云管理到云应用再到移动端，这也是未来IT

厂商们的另一把大杀器。

从国内的IT厂商分析，只有华为布局还算完整外，

没有一家厂商有完整规划，当管理软件集体遭遇发展瓶

颈，谁能参与下一阶段企业级市场的竞争，按国外厂商

的经验来看，你需要集齐上述船票才行。

收购者除了思科、甲骨文和微软外，基本上IT巨
头们的版图布局已经完成。

热点 Hot Topics 热点Hot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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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亿美元级别的企业级市场鲜有和移动互联

网扯上关系，这真的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没办法，

企业市场一直就不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它们没有

一夜激增数百万用户的神话，都是渐进式增长，如

果不是有一名过于形象鲜明的创始人或极度擅长做

市场公关的话（比如Box和Twillio），它们即便做

成每年盈利数千万美元的公司也会默默无闻，上不

了TechCrunch。但创业者们也渐渐发现不能再忽

视这个“无趣”的金矿。

尤其是随着智能终端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企业员工的日常工作也已经开始离不开他们 的

移动设备（传说中的BYOD趋势）—Box联合创始人兼

CEO Aarion Levie预言：未来18-36个月，人们的工作

方式将随着移动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是时候了。

笔者认为企业移动解决方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帮

助解决企业数据安全的移动设备管理方案，二是帮助企

业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的企业移动应用。我们之前介绍过

移动设备管理的相关话题，本文将会重点讨论企业移动

应用。

作为一个在企业移动应用领域有一些经验的人，笔

者必须得说：开发企业移动应用与开发企业桌面应用是

两回事，根据Symantec一份调查表明：71%的企业预

计或者正在开发部署自己的企业移动应用，面对如此大

的市场，现有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却并不让人满意。

桌面企业套件厂商的移动应用：SAP、Salesforce

和微软都错在哪？

SAP、Salesforce和Microsoft等传统桌面企业应用

厂商都已经相继推 出了自己的移动应用，但企业用户却

对这些大厂商的移动应用不那么感兴趣。传统厂商做移

动应用就像做桌面应用一样，想要把尽可能多的功能都

放到一个产品中。 但是用户的使用场景与硬件环境都已

改变—用户在桌面端可以忍受的响应迟缓与交互复杂等

问题，在移动端都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企业移动应用开发平台：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

因为大公司企业应用的复杂、丑陋和臃肿，这个市

场为新兴的创业公司提供了机会。当然更大的机会是：

为企业自行DIY移动应用提供开发工具和平台，这是目

前移动企业应用市场的真正金矿。

Kony Solutions是企业移动应用开发平台提供商的

领头羊，已累计融资3400万美元，有近70家的财富500

强企业是其客户。Kony Solutions对桌面企业套件与移

动系统整合，为企业提供相关的开发环境与API。企业

客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构建自己的工作流应用。

这一类解决方案的优势，一是可根据企业不同的需

求定制应用，二是编写一次代码，就可以在多种平台上

运行。 不足则在于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设计及开

发应用，且为了跨平台运行，而不得不忽视一些产品细

节，对用户体验和运行效率造成伤害。类似的公司还有 

Verivo和Antenna。

企业移动应用：如何发掘下一
座“金矿”？

企业应用如何做到“Mobile First”

既然“移动优先”（Mobile First）的开发策略已扩

散到企业级应用，那么，开发者首先要认识到的是桌面

端与移动端的不同。这意味着开发者需要完全按照移动

端特有的交互方式与用户需求进行设计。

而这里面的核心逻辑是：移动应用不是为了替代桌

面企业套件而产生的，而是对桌面应用的补充。每个独

立的移动应用需专注于不同的领域，将一个大型商业系

统压缩成一个移动应用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DoubleDutch与Magnet 

System是两家在移动优先方面开拓者。DoubleDutch

已发布3款CRM领域的移动应用，融资700万美元，

并已从今年上半年起开始盈利。 Magnet System开始

专注于社交企业应用，后转向企业移动应用。Magnet 

System由前BEA创始人Alfred Chuang创立，目前共拿

到Andreessen Horowitz与HTC投资的4800万美元。

企业移动应用领域有充足的机会留给我们创业者，

但是其中的困难也是不能毫无准备的。首先技术上对

现有桌面企业套件的整合，就是一件急不来的事情。其

次，建立面对企业的市场与销售团队，也是创业者必须

解决的问题—在重产品轻销售的文化下，越来越多的创

业公司太不擅长这点了。

收购者除了思科、甲骨文和微软外，基本上IT

巨头们的版图布局已经完成。

热点 Hot Topics 热点Hot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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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交互途径不但复杂，而且在不断变化。

人们常常在由位于不同地点的同事动态组建的团队中工

作。为了给员工提供支持，企业已对各种各样的协作、

电话和视频技术进行了投资。然而，这些技术通常是孤

立的，而且未得到充分利用。

20年前，电话、面对面会议和差旅是人们的协作方

式。然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与同事、客户和合作伙伴

的互动方式需要更加复杂和灵活。并且由于竞争压力，

这些互动方式还需要速度更快。但是需要交互的人们可

能位于全球各地。

其结果可能是在业务流程中造成“人为延迟”。等

待返回的电子邮件。进行电话留言。花费大量时间组建

一个团队来实施项目。人为延迟可能导致销售损失、客

户不满意，以及基于不准确或不完整的信息制定决策。

根据 Gartner 的数据，2012 年企业应用的市场规

模为1200亿美元（较11年增长4%）；移动办公（3A办

公）应用领域正在发展；腾讯通过微信拿到移动互联网

的“船票”，这类沟通工具正在被习惯使用。

企业信息化最早是由“业务需求”所驱动的，而一

股强劲的发展势头却表明，这个驱动力已经开始转向“

员工服务”。不管是针对客户，还是自己的员工，随时

随地地访问即时业务数据，随时随地的进行即时沟通和

相关服务都成为了不容忽视的需求，保证不受时间、空

间限制的工作状态能极大地增加企业的营业收入，提高

办事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

即时通讯（Instant Message）作为企业移动化的沟

通桥梁，已经成为了企业构建移动信息化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企业面临的挑战

移动办公是企业信息系统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作

为企业 IT 网络末端的移动终端，其数量庞大、种类繁

多、移动性强。如何建立一套安全便捷的沟通方式，使

得员工能够很好的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协作办公，是企业

信息系统中较大的难题。

目前企业在沟通中主要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 企业面临着 IT 消费化的趋势，人与人的沟通社交

化形态严重，互联网的IM产品正在让企业的信息失去了

边界。

• 企业重要消息得不到保护，造成商业机密的泄

露，那么如何让企业的数据更加安全？

• 公司的销售人员和咨询团队有很多时间会花费在

路上。但无论他们处于何处，销售人员和顾问们都必须

保持联系。甚至还需要记录下客户的关键信息。这个时

候无人接听电话带来的延迟，或者遗漏重要事件意味着

影响客户满意度。

• 企业中跨部门间的合作，需要组建虚拟团队。为

了使虚拟团队中的成员足够合适，他需要去询问不同部

门的同事来寻求反馈，这样寻求反馈的方式将造成极大

的人为延迟，影响了组建新虚拟团队的效率。在这个流

程上花费太多时间会直接导致了工作效率的降低。

为此，NQSky BeTalk（简称“BeTalk”）企业即时

抓住移动化时代企业信息沟
通的喉舌——企业IM

通讯解决方案应运而生，BeTalk为企业员工在企业移动

信息化生态系统中提供一

条沟通交流的纽带，使得

整个企业的移动信化生态

系统整合得更加紧密。

BeTalk提供即时信

息、语音、数据及状态查

询，这使人们更容易发

现、联系他人并与其进行

有效协作。

NQSky BeTalk 集成了

以下功能：

• 企业即时通讯：丰富

的文本、音频聊天、内网

部署、DLP 策略启用确保

企业使用的安全性与健全性!

• 同步企业通讯录：NQSky BeTalk 可以选择导入企

业全部 AD 数据或部分AD 数据，同步企业组织架构，

使企业员工联系更加紧密。

• 丰富的存在感知：在线状态、可用性、动位置感

知和可选的电话状态使您能够迅速找到您需要的人员并

判断现在是否是一个发起实时对话的好时机。

• 日历提醒：把聊天中的重要信息归纳到 To-do 

List，并设置日历提醒

• 移动性：通过移动客户端保证随时随地沟通的可

能性。

• SDK：用户通信的基于Eclipse的富客户端技术和 

Web 2.0 API 使业务流程顺利进行。

NQSky BeTalk 客户端功能

消息发送与接收

NQSky BeTalk 能够发送多种形式的消息，包括文

字、语音、图片、视频、文件、位置、名片等。多样的

消息形式，能够使得用户沟通更加方便并且更具有趣味

性。

• 便捷地发送文字语音消息，保证员工直接能够没

有空间限制得即时通讯。

• 用户可以使用 NQSky BeTalk 发起语音视频会

议。

• 用户可以使用 NQSky BeTalk 发送富媒体消息，

例如视频、图片、地理位置、联系人的名片。

在聊天设置中，可以

设置对话的加密，开启该

功能后，聊天中消息将无

法被复制、转发、收藏。

确保了消息的安全性。

联系人、组织架构

用户可以添加企业 

AD，同步企业组织架

构，用户可以方便的通

过组织架构查找到所需联

系人，并对联系人进行操

用户可以添加企业 AD，同步企业组织架构，

用户可以方便的通过组织架构查找到所需联系

人，并对联系人进行操作。

前沿 Frontier 前沿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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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例如：发起聊天、拨打电话、发送邮件等。用户还

可对联系人进行添加星标，那么该联系人将出现在用户

常用联系人列表中。

NQSky BeTalk 带来的统一用户体验和从任何工作

地点都能调用这种体验的能力，使其更容易被企业接

受，它便能为企业创造真正的商业价值：

• 找寻解决问题的人将更快速，将更多时间用于创

造生产力上。通过更有效地解决问题降低客户服务和技

术支持热线成本。

• 加快审核、更快地回答客户问题，从而实现更多

销售。

• 随时随地开展工作的同时确保管理和工作环境的

有效性，使员工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 在文字聊天、语音、电话中选择任何最适合沟通

的方式进行交流。

NQSky BeTalk 带来的统一用户体验和从任何

工作地点都能调用这种体验的能力，使其更容易

被企业接受，它能为企业创造真正的商业价值。

如今，极少的企业主还在要求

所有员工都使用一种智能手机。所

以操作系统的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成

为企业移动化管理最核心的部分。

因此这两个参数对于企业来说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笔者也可喜

的发现移动操作系统基本都支持移

动化管理，当然每一个操作系统的

支持力度和支持内容都不太一样。

一些原本就具备，一些需要借助第

三方。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所有四

个操作系统虽然有差异，但是都具

备密码、加密和接入控制选项。

那么需要对比哪些移动操作系

统呢？根据IDC 2012年11月的全球

市场份额报告，android OS占据了

68%市场；apple iOS紧随其后占据

19%；RIM BBOS 5%以及微软Windows 

phone 占据3%。此外，IDC预测这

四个操作系统在2016年占据98%的

市场（可能window phone会有10%的

市场份额提升）下面笔者针对这四

个系统的可管理性和安全性做一些

浅析。

可管理性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可管理

性取决于移动操作系统和其与你的

MDM平台接口能力。如今，有三种

模式：

·单平台的MDM

·跨平台的MDM

·基于EAS的管理

除了黑莓之外，如果你只需

要一个简单的管理功能，可以通

过EAS来完成管理。如果需要更深

入的管理功能同时需要跨平台的

MDM，那么就需要例如AirWatch , 

MobileIron, RIM and Zenprise等

第三方厂家（国内有国信灵通、天

畅等）。而对于黑莓的管理，你需

要BES，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通

过跨平台MDM。

终端管理的控制程度依赖于你

的管理方法和策略、移动终端以及

操作系统版本。黑莓OS具有最丰富

的远程管理策略，其次是windows 

mobile6.5，apple的iOS（具有超过

150项的MDM配置策略），Android和

Window Phone7支持的策略比较少。

而Window phone8和window RT可通

过Microsoft system center提供较

多的管理手段。

安全能力

移动化安全能力是检查产品是

否是适合企业的一个核心参数。而

这基本上依赖于设备制造商、型

号、操作系统及其版本。四个操作

系统支持下图中所有的安全项目，

但是笔者可以看到不同的操作系统

每一个安全项目的能力不同，甚至

有些操作系统版本不支持某些安全

选项。

  四个移动操作系统基本都支

持pin 和passcode，而smart card

只有windows phone和黑莓支持。

 关于保护用户信息和应用数据

的加密能力，基本上四个移动操作

系统都支持。全设备支持的只有黑

莓和apple（其实apple也是3GS之后

才支持），而window phone7 以及

部分Android设备是不支持的。（当

然可以通过软件加密来完成）。另

外很可惜iOS不支持SD加密（因为压

根没有SD插槽，哈哈）。

 四个移动操作系统都可以使用

传输层安全（TLS）保护传输通道或

通过 WPA2来保护无线通信。然而，

对于VPN四个操作系统有些不同。

MDM系统的可管理性和安全
性浅析

前沿 Frontier 前沿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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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ndroid 4是唯一支持第三方安全协议（IPSec）

VPN Cilents的操作系统，而iOS可以通过VPN策略提供

更好的管理控制政策。如果你的公司对移动设备的VPN

支持有需求，就需要咨询厂商可支持的移动操作系统和

版本。

  笔者还需要说一下关于恶意代码的问题，相对来

说，android是最危险的，因为android有太多的第三方

市场，而第三方市场相对不可控。风险系数相对大一

些。而其他几家市场并不存在第三方市场，审核应用相

对可控，所以风险系数小一些。

  笔者无意对这四个操作系统进行排名，但是笔者

可以看到在MDM市场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不完全取

决于第三方厂商、还有设备制造商、OS厂商），所以

CIO在选择MDM产品时，需要擦亮眼睛！   

[相关链接]

主流移动终端操作系统

iOS：由苹果公司开发，产品包括iPhone、 iPad、 

iPod Touch、 iTV 等多种终端系统。制造商苹果公司。

Android:由Google公司开发，产品包括平板电脑及

手机等多种不同设备，主要制造商有三星、HTC、摩托

罗拉、华为、中兴等。

BlackBerry：由RIM公司开发，产品主要为智能手

机及平板电脑，2013年1月底推出全新BlackBerry10。制

造商RIM公司。

WindowsPhone: 由微软公司开发，2012年6月微

软推出最新Windows Phone 8操作系统。主要制造商有 

Nokia、 HTC、三星、华为等。

移动化安全能力是检查产品是否是适合企业的

一个核心参数。而这基本上依赖于设备制造商、

型号、操作系统及其版本。

何谓MDM
目前，原本为个人消费者设计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正在不断被企业用于承载关键业务及核心应用。

加之，BYOD的策略也被大量引入企业，传统的IT管

理在针对不断涌现的新兴移动设备管理方面受到巨大的

挑战。这就要求能够应用企业IT策略及规范管理这些设

备。

于是，移动设管理（MDM）由此应运而生，主流的移

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都不同程度的支持移动设备管理。

MDM的价值在哪里？

价值体现一：安全“保护神”

设备丢失或被盗情况下的处理。移动管理可执行一

系列操作，搜寻设备的位置、远程锁定设备、远程擦除

设备上的数据、使手机发出警报音，确保在能够定位和

检索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数据。

危险配置保护。移动管理平台能强制设备设置密

码，同时能在设备越狱后第一时间通知管理员。

违规拷贝的保护。对SD存储卡具备数据加密功能。

恶意软件入侵的防御。对企业应用商店进行安全扫

面检测，在第一时间杜绝不安全的因素。

应用滥用。设置应用的黑白名单，禁止部分应用安

装和使用，保证终端的安全。

价值体现二：应用及文档分发“二传手”

对于企业应用更新、消息、特定文档能一键下发到

终端，并可设置文档的下载/预览权限。

价值体现三：资产管理“好管家”

IT自动化框架的核心优势是审计与库存管理，而结

合移动设备管理之后，用户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远程

管理设备。这部分功能包括有单一集成界面、详细设备

信息、详细应用信息、根据请示更新设备信息、便捷的

管理报告。

值体现四：配置策略“好帮手”

MDM可以提供完整的移动设备生命周期管理。从设

备注册、激活、使用、淘汰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管理。具

体能实现用户及设备管理，配置管理，安全管理，资产

管理等功能。

数据是企业宝贵的资产，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员工个人的设备接入企业网络并查

看、收发企业数据已十分普遍，在管理企业移动设备的

同时，MDM还能提供全方位安全体系防护，同时在移动

设备、移动APP、移动文档三方面进行管理和防护。

此管理允许管理员通过无线方式来规范和批量部署

网络连接、网络安全和应用程序设置。不再需要逐个手

动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价值体现五：备份和恢复“好记星”

对于需要确保最少停机时间和最大生产力的企业来

说，业务连续性至关重要。移动管理可以远程地将关键

用户数据备份到具有自动恢复功能的中央储存器中。

价值体现六：通讯成本管控“好省心”

可统计用户流量情况并告警，统计用户漫游与否状

态并告警，保证企业的移动设备管理。

MDM，掀起你的盖头来

视角 View 视角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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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IT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融合,随之带来的是

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市场的空前繁荣,尤其是基于iOS和

Android等操作系统的智能终端设备功能日益强大,移动

互联网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正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

工作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已经或即将摆脱

办公室的约束，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来处理日

常事务。

MDM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作为企业IT 

向移动互联网过渡的平台技术，帮助企业将IT管理能力

从传统的 PC 延伸到移动设备甚至移动应用APP 。

随着企业移动化IT 的不断发展，MDM 正在不断

向MAM（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 和 MCM 

(Mobile Content Management ) 方向拓展。

随着企业移动化IT 的不断发展，MDM 正在不断

向MAM（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 和 
MCM (Mobile Content Management ) 方向拓展。 移动办公时代的IT管理

近年来由于IT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融合，移动

互联网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正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

工作的各个领域。随着3G网络的优化完善，智能手机及

平板电脑市场的空前繁荣，基于iOS和Android等主流操

作系统的智能终端设备具有普及程度高，计算能力强，

存储容量大的特点，利用智能终端设备访问企业IT系统

进行移动办公成为市场潮流。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员

工将摆脱办公室的约束，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

来处理日常事务。

移动办公是企业信息系统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然

而作为企业IT网络末端的移动终端，其数量庞大、种类

繁多、移动性强，如何建立一套安全高效的控制管理机

制，是企业信息系统中最大的管理难题。

目前企业信息系统面临如下几方面的挑战：

尽管企业可以通过BYOD项目提升员工的自由度, 但

是如何使成千上万的移动设备处于IT系统的管理控制之

下，对企业分发设备和个人自带设备做差异化管理，并

且防止非法设备访问破坏企业数据；

不同于传统PC平台Windows操作系统一枝独秀，移

动设备平台已形成多操作系统共存的局面,而且不少厂家

还对操作系统进行了不同程度定制化改动，需要对移动

设备多操作系统保持良好兼容；

企业内部移动应用和文档的分发、更新需要耗费大

量人力物力成本，且容易发生遗漏；面对海量的手机应

用如何保证员工只使用合规的应用；

企业员工的通讯费用居高不下，尤其是对于出差员

工产生大量漫游话费和数据流量缺乏有效管控；

移动设备体积小,容易丢失或被盗, 如被他人窃取设

备中的企业数据,并非法访问企业网络是非常危险的；

手机有限的处理能力让病毒侵入成为可能，企业应

用商店应避免恶意软件的破坏。

为此，企业的IT管理亟需完善的移动设备管理方

案。NQSky EMM移动管理平台一方面提供智能终端设

备、应用、内容统一管理，一方面提供全面的安全防

护。通过部署NQSky移动管理平台，可在不影响现有企

业信息系统的前提下解决上述难题，实现如下四方面的

价值：

大幅提升企业生产效率。BYOD实现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无线办公，提高员工办公效率，采用Push通知第一

时间精准分发企业应用和文档，使企业在激烈竞争的信

息时代赢得市场先机。

全面降低企业TCO。多操作系统移动设备、应用、

内容统一管理，降低IT管理费用。利用员工的设备实现

移动办公，降低公司在IT方面的开支。监控智能手机消

费行为，引导合理套餐设定以节约话费。

充分保证企业数据及应用商店的安全。设备定位、

锁定及数据擦除保护企业信息不外漏，采用全球最大移

动安全知识库让企业应用商店远离病毒干扰。

有利于贯彻实施企业信息化规章制度。如通过统一

下发策略配置保证设备强制密码设定，限制部分应用、

文档的使用权限等。

视角 View 视角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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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提供商北京国信灵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NationSky）宣布为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经

济普查的超过50万台设备成功部署NQSky MDM产品。

该项目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MDM部署项目，目前已成

功上线。“我们很荣幸能够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安装部署我们

的MDM产品，为国家第三次经济普查提供服务，如此大批量

用户的集中使用，对于我们产品的性能要求极高，很荣幸的

是，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还有很多类似的大用户数需求的

企业客户在测试我们的产品，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的项目上

线。”国信灵通的CEO侯树立说，这次NQSky能够击败几家

全球知名MDM厂商的产品，并成功运行，也进一步证明了国

信灵通在企业移动管理平台产品领域的领先地位。

自2014年1月1日起，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开始进入普查

登记和数据采集阶段，普查员将利用移动终端设备，对普查对

象进行GPS定位、相关证照拍摄、信息核实和数据采集等。

国信灵通针对此次普查，基于企业级移动服务平台NQSky进

行了进一步的订制和开发，能够提供移动数据安全的维护和保

障；并能够将普查员采集的信息输送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机

房；以及向每位普查员的移动终端进行信息推送等。

国信灵通为国家统计局超过50万台设备部署移动设备管理平台（MDM）

近日，应北京通信信息协会的邀请，作为国内领先的企业

移动服务提供商，国信灵通加入北京通信信息协会。

北京通信信息协会是由北京地区从事通信、信息行业的

产、学、研、政、金、商和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合起

来的地区行业组织的社会经济团体。协会旨在发挥会员及所联

系的社会力量的整体优势，推动本地区通信信息行业（包括运

营、产业和服务等）经济技术事业的发展，促进首都成为全国

的通信信息中心。

国信灵通作为专业的企业移动服务提供商，凭借多年对各

行业及移动信息化的深刻理解和技术积累，并整合网秦公司全

球领先的移动安全技术，自主研发了多个兼具高安全性和高管

理性、并可同时支持iOS、Android、BlackBerry、Windows 8

等移动平台的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

目前，国信灵通已完整地构建了移动信息咨询、硬件实施

部署、软件技术开发、服务托管和外包、移动设备管理等五

大核心能力，此外，公司还自主研发了国内首款能够覆盖移

动设备、移动应用、移动内容管理等模块的MDM产品(Mobile 

Device Management)—NQSky移动管理平台。作为国内第

一家推出MDM产品（NQSky MDM）的公司，该产品目前在

全球部署用户数已经超过50万，涉及政府、银行、保险、证

券、快消、教育等行业客户，NQSky MDM同步发布英文版和

日文版，分别通过其海外分公司及GEMA全球组织成员进行

销售。

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京隆重举行“移动电子政务安全

本示范单位”授牌仪式。作为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提供

商，国信灵通与联想、华为、中兴、爱国者等国内主要移动平

板电脑厂商被授予“移动电子政务安全本示范单位”称号。

国信灵通受邀加入“北京通信信息协会”

国信灵通“保险业移动信息化

典型案例”入选研究报告

日前，由移动信息化研究中心联合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

联盟撰写的《2013-2014企业移动信息化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新鲜出炉。作为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商，国信灵通“保险

业移动信息化典型案例”入选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称，随着3G、4G、城市WiFi网络与移动应用技

术的发展，企业级移动信息化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进程中所

占的权重越来越大。“移动办公管理、移动销售系统、移动政

务”等不断创新的移动信息化应用方式为各行业用户创造了新

的基础办公方式。

国信灵通拥有丰厚的移动解决方案经验及诸多案例，可以

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移动解决方案。从优化移动性系统架构到

应用程序定制、从多样化设备到附件、从定制化的服务到运维

服务、从业务销售到高层管理，国信灵通都可以为客户提供的

稳定、安全、高效的行业移动解决方案。尤其在银行和保险行

业，国信灵通属于国内领先地位。

国信灵通作为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提供商，公司是全

球企业移动联盟（Global Enterprise Mobility Alliance简

称“GEMA”）成员，是国内第一家推出企业移动管理平台的

厂商。公司自成立之初,一直专注于企业移动服务领域，已完

整地构建了移动信息咨询、硬件实施部署、软件技术开发、服

务托管和外包、移动设备管理等五大核心能力，可提供一流的

全生命周期式的移动管理服务。

据《2013-2014企业移动信息化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

示，随着企业级移动信息化环境在未来的逐步成熟和产业链的

不断完善，市场规模也一再扩大，伴随这些有利条件的刺激，

未来几年将保持在一个高速增长期，平均增幅在40%以上，

预计2015年整体市场规模将会在250亿左右。调研数据显示，

预计在未来1-3年内，在整体企业移动信息化的投入中，具体

应用的开发投入会占比50%以上，有关移动安全的投入也达到

20%上下。

由于具备移动化、实时化、交互化和可管理等特点，企业

级移动信息化令企业内外部的办公合作变得更加灵活便捷、更

加效率，未来企业级移动信息化将会开启下一个信息化时代

的序幕。

国信灵通受邀参加

企业移动计算联盟大会

日前，应中国计算机学会（CCF）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

邀请，作为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商,国信灵通参加了在京

召开的企业移动计算联盟大会。同时参会的还有中兴、华为、

联想等相关企业和机构。会议听取了有关专家关于移动互联网

给企业移动办公带来的变革和挑战，共同研讨了如何通过联盟

形式，实现企业强强联合，共同建立我国企业移动计算产业安

全有序环境的问题。

国信灵通专家认为：建立企业移动计算联盟的近期主要任

务是，制定产业各环节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简化不同层面的

技术对接，提高企业移动业务的部署效率；同时强化应用软件

生命期管理，净化计算环境，保证系统安全可靠。远期目标

是，逐步建设以国家需要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相结合的企业移动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机制，开创企业

间“协同创新、标准引领、产业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为我国的信息安全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聚焦 Focus 聚焦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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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简介

某餐饮集团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以经营川味火锅

为主，融会各地火锅特色于一体的大型跨省直营餐饮民

营企业。公司始终秉承“服务至上、顾客至上”的理

念，以创新为核心，改变传统的标准化、单一化的服

务，提倡个性化的特色服务，致力于为顾客提供愉悦的

用餐服务；在管理上，倡导双手改变命运的价值观，为

员工创建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实施人性化和亲情化的

管理模式，提升员工价值。

十九年来，公司已发展成为在北京、上海、西安、

郑州、天津、南京、杭州、深圳、厦门、广州等全国21

个城市拥有81家的直营餐厅，员工19000余人。并且还

在迅速扩展。现有四个大型现代化物流配送基地、一个

底料生产基地。四个大型物流配送基地分别设立在北

京、上海、西安和郑州，以“采购规模化、生产机械

化、仓储标准化、配送现代化”为宗旨，形成了集采

购、加工、仓储、配送为一体的大型物流供应体系。此

外，该集团已经展开在海外扩张的步伐，2012年12月13

日新加坡店开业，进一步推广了其品牌形象，将品牌推

向全球。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如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对餐

饮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吃东西不再是进餐馆的唯一目

的，味道也不再是唯一的竞争力。于是，在餐饮行业竞

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如何主导消费者，如何改良经营

方式，如何给顾客更好的体验、更好的服务，如何宣传

推广等一系列的经营理念成为现代化餐饮企业思考的问

题，而这些都离不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企业移动信

息化”。

移动生活、移动办公如今已经与我们息息相关。政

府、金融、物流、教育、零售等诸多领域已是先行一

步，开始将移动信息技术大量应用到日常的生产、工作

之中。而作为餐饮行业佼佼者的某餐饮集团，也在悄然

发生着技术革命。

某餐饮集团在2012年正式启动了PAD点餐，为每个

门店的每个餐桌配备PAD，让顾客可以在就餐前自己通

过PAD进行点菜并直接下单。从而节省人力、提高服务

水平、降低营运成本、提高餐厅的整体形象。但是某

餐饮集团全国21个城市拥有81家门店，并且还在不断

扩增，平均每个门店拥有120个餐桌，每个餐桌配一个

PAD，这样移动终端数量将上万。如何做到统一资产管

理，如何统一分发、升级应用，如何给顾客最好的体验

同时但不会给IT部门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这是某餐饮集

团面临的难题。

解决方案

2013年7月，北京国信灵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某餐

饮集团正式签约成为战略合作伙伴。通过部署使用国信

灵通的MDM移动安全管理平台产品NQSky，帮助某餐饮

集团解决了各门店PAD点菜带来的诸多难题。

国信灵通通过对某餐饮集团整个业务流程的梳理，

国信灵通助力餐饮集团提升
客户体验

对某餐饮集团门店PAD点餐的实际应用场景的充分了

解，帮助某餐饮集团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并提供了某餐

饮集团需求的解决方案。该餐饮集团部署NQSky移动安

全管理平台之后，可以做到：

应用程序支持静默安装，某餐饮集团的员工不用再

去手动下载安装应用程序，只需要在后台远程推送应用

程序便可以自动安装到移动终端上；

支持后台分组管理，管理账号支持多账号，并可控

制不同权限，并分角色控制，某餐饮集团可以设置不

同角色的管理员针对从城市、区域、门店、组别到餐桌

进行分组管理，包括批量推送管理员指定的应用软件、

视频、图片、文字等，用于促销、新品、热销菜品展示

等，针对不同的分组可以分配不同的策略；

支持查看系统所有安装程序，系统本身程序与后

安装应用可划分开，对于通过MDM推送的并成功安装

的应用程序，用户不可自行卸载，也不能清除数据或

COOK，可通过白名单控制用户自行安装的应用,白名

单之外的任何程序都不可以运行，增强了某餐饮集团对

应用程序的管理，PAD在顾客手中也不用担心个别顾客

恶意的乱下应用程序、删除应用程序，保证每台设备正

常的运行，不会影响门店业务流程；

支持定期发送指定报表到指定邮箱，某餐饮集团的

管理员可以看到PAD使用情况报表统计、设备连接状态

及连接时间统计；

支持高级查询功能，某餐饮集团的管理员可以对每

台设备的在线时间、名称、序列号、设备状态（比如电

量、流量等）、推送状态等进行查询；

支持远程设置密码、修改密码、清除密码，即使有

顾客恶意的给PAD设置密码也不需要某餐饮集团的IT人

员专门到门店去刷机或者将PAD初始化，管理员在后台

就可以远程清除，设置新的密码；

支持禁用系统设置，后台可配置，这样某餐饮集团

就可以对所有PAD统一配置，包括WIFI、密码、铃声等

等，而所有PAD也不会被顾客修改设置导致PAD配置不

统一，难以管理；

支持屏蔽HOME键、侧键、电源键、屏蔽截屏、拍

照操作，可以防止顾客将自己拍的照片留在PAD中或者

设置成背景，防止顾客关机影响业务流程。更有利于每

个点餐PAD的正常运行，保证有序的业务流程，统一的

企业形象；

支持室内/外快速定位，通过快速定位，某餐饮集

团的管理人员可以看到每台PAD的位置信息，包括移动

轨迹，预防PAD被盗。

客户收益

NQSky移动安全管理平台不仅在现在，还是未来，

对某餐饮集团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长远的帮助。

首先，NQSky移动安全管理平台帮助某餐饮集团大

大降低了人力成本。以前，新的一批PAD到门店需要装

应用，或者点餐应用需要更新，某餐饮集团采取的方法

是IT人员到门店手工安装或者更新，平均两个人一天只

能覆盖2-3个门店。而如果有顾客删除应用的情况，或

NQSky移动安全管理平台不仅在现在，还是在

未来，对该餐饮集团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长

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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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顾客的恶意操作导致设备不可用，使得IT人员不得不

专门去门店解决问题，效率低而且成本高。而现在应用

程序可以在后台统一静默安装或者更新应用程序，并且

部署NQSky后可以预防或者远程解决顾客恶意操作所带

来的问题，提升了工作效率，减少了IT运维压力，降低

了人力成本。

第二，NQSky移动安全管理平台帮助某餐饮集团大

大降低了管理成本。某餐饮集团门店分布全国，成千上

万个PAD很难统一管理，只能通过IT人员分片区管理，

各个门店自我管理的模式。而NQSky移动安全管理平台

可以做到让某餐饮集团不同角色的管理员通过不同的权

限统一管理全国的PAD。所有PAD在全国的分布，运行

状态都可以通过报表的形式或者直接在后台查询，最大

限度的降低了管理成本。

第三，NQSky移动安全管理平台帮助某餐饮集团大

大提升了企业形象。以前我们在该餐饮集团用PAD点餐

时会看到PAD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应用，也会看到PAD

背景成为某位顾客的自拍照片，或者我们拿到PAD时发

现根本无法正常点餐，这些都会对客户体验产生不好的

影响，有时甚至会影响整个门店的业务流程。 NQSky

移动安全管理平台可以禁止用户随意的下载应用程序，

让所有PAD安装统一的应用程序，拥有统一的背景，还

可以屏蔽HOME键、侧键、电源键、屏蔽截屏、拍照操

作，可以防止顾客将自己拍的照片留在PAD中或者设置

成背景，防止顾客关机影响业务流程。这更有利于每个

点餐PAD的正常运行，保证有序的业务流程，统一的企

业形象。

为什么选择国信灵通

某餐饮集团清楚地认识到移动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性，他们开始寻找一些在各个领域内有实力和解决问

题能力的企业进行合作，完善整移动体信息化建设的

各个环节，从而提升和保持服务水平，这就是国信灵

通、IBM、联想、华为等企业和某餐饮集团战略合作的

契机。某餐饮集团的信息化建设从思路、方向到体系架

构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国信灵通可以为某餐饮集团

提供整套的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方案，开拓出更

大更具创新的发展空间。

某餐饮集团具有很深企业文化的餐饮企业，在选择

合作伙伴时也十分慎重，国信灵通不仅具有各行业移动

信息化解决方案，还具有一支创新、高效、认真负责的

团队，成功的通过了该集团的层层筛选，与国信灵通长

远合作，共同发展。而国信灵通会一直将服务做为基本

经营理念，准确地把握市场发展趋势，不断的发展与提

升，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战略合作将使

某餐饮集团与国信灵通一起走向更高的台阶。

与某餐饮集团成功合作后，国信灵通吸取了丰富的

经验，从连锁餐饮行业拓展到零售行业，可以为连锁企

业提供企业门店规划、建设、管理和运维等一系列过程

的企业级应用解决方案。同时也展示了国信灵通在国内

市场具备较强的拓展能力，并一直积极探索将自身的技

术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主抓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走向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和产品销售模式。

某餐饮集团的信息化建设从思路、方向到体系

架构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国信灵通可以为某

餐饮集团提供整套的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

方案，开拓出更大更具创新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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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介绍

某保险集团是经营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业务的全

国性保险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

某保险集团目前拥有财险、寿险、健康险、资产管

理、保险销售、保险经纪、银行等多种业务，是一家综

合性保险集团。         

集团网络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拥有3000多个

网点、1000多万客户以及海外资产管理公司。

集团股东包括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

自公司成立以来，集团稳健发展，总资产规模达

5100亿元。

客户面临的挑战

某保险采用移动信息化实现移动勘察、车险通、移

动营销、移动BI、移动OA，从而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竞争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保险行业中保持持续强劲

和增长。

随着移动信息化的深入开展，移动设备采购数量将

大幅增长，而且品牌和平台都将变得更加多元化。

面对海量移动终端，某保险亟需有效的办法实现多

平台统一管理、资产管理、安全策略、应用管理、内容

管理、进程协助，以确保业务的有效运营。

NQSky EMM解决方案

一.移动设备及资产管理（MDM）

1.各平台移动终端集中管理，集中进行密

码、WIFI、VPN等配置，远程操作；

2.全局资产管理，实时了解设备位置和状态；

3.统一合规策略管理，远程批量操作。

通过NQSky的MDM功能，某保险能够全面掌控资

产和智能管理移动终端设备。通过设备定位可以抽检业

务员是否出勤。

二.移动应用管理（MAM）  

1.建立企业应用商店；

2.企业应用集中发布，远程安装；

3.全局应用发布管理，远程批量推送。

通过NQSky的MAM功能，某保险能够实现企业应

用下载平台的统一，且通过统一的应用分布，更新，下

载，省去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让业务员随时随地对企

业应用进行更新和使用，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移动安全管理（MSM）

1.设备安全---强制密码、功能禁用、丢失定位、远

程锁定、远程擦除；

2.应用安全---应用授权、黑白名单、安全容器、应

用禁用、应用擦除；

3.内容安全---阅读限制、导出限制、拷贝限制、数

据加密；

4.环境安全---风险检测、存储加密、安全浏览、配

置校验、病毒查杀。

通过NQSky的MSM技术，某保险的企业安全得到

强力保障。

NQSky推动某保险移动化进程

四.定制化开发

1.签到机制---在MDM客户端开发签到功能，实现考勤和终端设备的状态监控；

2.与企业资产管理平台对接---资产平台统一，全面、智能管理企业资产。

五.系统部署

 

一期通过1-2台NQSky移动管理平台服务器满足5000用户的移动终端管理。

客户价值

1.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品牌影响力

企业移动设备的可用性显著提升，业务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业务的办理，尤其是在处理一些保险赔付时的

快捷体验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和品牌影响力；

2.大幅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通过NQSky EMM方案的部署，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同时，便捷、易用、稳定的新应用系统使得业

务员能够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业务；

3.全面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

通过签到机制，MDM模块与企业资产系统的集成，全面提升了企业的设备管理、人力管理以及应用管理能

力。

通过NQSky EMM方案的部署，节省了大量的人

力和时间成本；同时，便捷、易用、稳定的新应

用系统使得业务员能够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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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MEAP指什么？

○答:Mobile Enterprise Application Platform企业移动应用平台，可以实现对企业移动应用从开发、部署、运

行、管理、安全等方面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问:NQSky平台较其他分散型管理软件为用户（非管理者）带来哪些获益？

○答:不用排队到IT那里配置WIFI、VPN、邮件。不用按照管理员给的安装文档一个一个安装企业应用。省去

了90%以上的配置时间。

使用NQSky后，这些都变成一键安装了。

在手机、平板客户端里，直接通过企业应用商店下载公司应用（OA、业务系统等），还可以通过公司应用商

店下载公司所推荐的App Store等公共应用。当应用更新后，可以通过推送过来的链接直接更新，省去安装烦恼。

手机丢失后，可以通过自服务平台，远程定位，或将手机锁定，远程擦除。

○问:MDM产品如何保障个人隐私不被管理员侵犯？

○答:我们遵循苹果、谷歌提供的标准MDM接口，接口及操作系统对用户隐私有严格限制，所以不会侵犯到个

人隐私。

如我们只能看到用户的应用列表，但不能看到应用数据。

短信、通讯录、电话数据也都不能获取到。

位置数据，只有在终端用户同意的前提下，管理员才可以获取到。

○问:在WIFI和3G并存的环境下，用户是否可以选择使用WIFI网络脱离管控？

○答:不可以。当设备激活，策略（比如WIFI、VPN配置、强制加密等）下发后，就一直在设备中，不管是否

联网，都会生效。

只是当设备不联网时，管理员无法查看到设备的实时状态，管理员下发的新应用、新策略、新内容、新消息无

法到达设备，但是只要设备一联网，这些东西立即会下发到设备。这些类似QQ的离线消息。

问答 关于我们 About Us

北京国信灵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国信灵通）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金4000万，是一家专注于企业移

动服务的高新技术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上市的移动互联网企业—网秦移动有限公司（NYSE 

listed：NQ）的全资子公司。国信灵通是全球企业移动联盟（Global Enterprise Mobility Alliance简称“GEMA”

）成员；苹果中国一级行业授权经销商(APPLE Corporate Reseller)以及苹果中国区咨询顾问团成员（APPLE 

Consultant Network 简称“CAN”）。

国信灵通是国内最早的专业企业移动服务提供商。早在2006年，公司就开始与运营商及黑莓（BlackBerry）

中国公司合作推动黑莓业务在中国企业的应用落地服务，并陆续与苹果、三星、联想、中兴、微软、诺基亚进行

业务合作，凭借多年对各行业及移动信息化的深刻理解和技术积累，并借助网秦公司全球领先的移动安全技术，

国信灵通自主研发了多个兼具高安全性、高管理性并可同时支持iOS、Android、Windows Phone多平台的移动

管理平台，包括企业移动设备管理平台（MDM）、移动应用管理平台（MAM）、移动内容管理平台（MCM）、

企业移动应用开发平台（MEAP）、企业移动IM、企业移动邮件网关。作为国内第一家推出MDM产品（NQSky 

MDM）的公司，该产品目前在全球部署用户数已经超过80万，涉及政府、银行、保险、证券、快消、教育等行业

客户，NQSky MDM同步发布英文版和日文版，分别通过其海外分公司及GEMA全球组织成员进行销售。2013年11

月，NQSky MDM与三星KNOX企业安全解决方案开展全球产品及销售合作，成为三星KNOX全球合作的中国唯一

MDM产品。

国信灵通长期专注于企业移动服务领域，并与国内外领先移动技术公司保持畅通的业务合作和交流，作为国产

软件商的代表，一直以引领企业移动化为使命，并鼓励创新，多年来，公司培养并汇聚了一批国内最优秀的有多年

IT及移动化经验的资深移动化咨询人才，为政府和大型央企提供国际领先的企业移动化整体架构规划咨询服务,积

极推进中国企业的移动化进程。

在行业移动应用上，国信灵通聚焦于银行和保险行业，形成了包括移动保险展业系统、银行移动财富管理、信

用卡开卡开户管理系统、大堂展业系统、移动微贷系统等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并成功服务于众多大中银行及保险公

司，区别于传统的软件开发商，国信灵通将银行和保险的业务与其自身独有的移动化平台技术和移动交互技术完美

结合，为用户带来了优质的移动体验，极大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公司总部设在北京，下设华东、华南、华中、华

西、山东、北方六个大区，移动服务能力覆盖整个中国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