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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移动应用的危与机

这是一个移动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企业IT管理逻辑飞速演进的时代。

移动应用在企业内部的普及使企业得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但同时，移动应用

的发展也模糊了企业的应用程序控制边界，造成了诸多问题。

其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企业对内部信息的控制能力大幅削弱。这些往往来源

于应用商店的应用程序因为无法满足安全性的需求（病毒、木马），导致企业信息

外泄；或者无法满足合规性需求，而促使员工工作效率降低，致使企业耗费巨资建

立的内部信息管控系统频于失效或崩溃边缘。

因此，重建应用分发平台，保证企业对平台的管控是实现移动信息管理的重要

一步。特别是对于那些产生大量移动应用需求的企业来说，建立内部应用商店，对

于进入企业的移动应用进行审核并阻止那些不合规应用进入，就成为一个合乎业务

逻辑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企业不再是移动时代的被动应对者，而是移动时代的主

动参与者。移动应用也不仅仅是员工用来进行信息交互的工具，同样是组织增加收

益的手段。

银行、保险、证券、交通、物流、快消等行业机构都有着将入口资源最大化的

需求，以实现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这个需求应交给内部应用商店满足。

适应移动时代的进化需求，国信灵通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单纯控制应用分发的应

用商店，而是提供了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应用推广，并提供增值服务的应用商店。通

过该应用商店，用户可以拥有高效的发行渠道与广告展示平台，还能对用户的需求

进行精准的挖掘，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未来，万物互联、虚拟实景等技术的演进将给企业移动信息化带来更大的挑

战。国信灵通始终坚持走技术和产品创新的企业发展之路，并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推出新的产品与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构建高效、和谐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生态环境是国信灵通不懈的追求！

CEO 侯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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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移动平台市场占有率：Android赶超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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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2%狂飙至44.62%，iOS的使用量却一路下滑，从去年9月份53.68%降至44.19%。

16 选择EMM厂商要考虑哪些因素？
当前EMM产品中所提供的各种功能往往能够让IT管理人员感到震惊，而且厂商还在不断
提供新的功能以响应用户反馈。然而缺乏行业标准可能会使对EMM功能有清晰、明确的

需求的组织拖延在组织内部部署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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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信灵通受邀出席首届软件产业链合作峰会
近日， 主题为“安全可靠、自主可控、超越创新”的首届国产软件产业链峰会在京召开。作为
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商，北京国信灵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受邀出席了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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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信灵通助力银行拓展互联网金融新领域
在安装客户端NQSky Client之后，业务员轻松完成移动微贷引用的安装和更新，随时随地使用移

动微贷应用进行业务办理，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带给了客户全新的体验。

28 国信灵通携手环保局提高移动执法能力
通过NQSky的EMM系统，环保局提升了移动管理IT自动化程度，助力移动执法顺利、全面开展，全方
位提升设备和数据安全，防止政府机密泄露；同时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确保了移动执法更
好更快的开展，提升了工作效率。

问答

视角

18 安全成企业移动应用短板或带来市场新机遇？
智能设备的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企业对于移动技术的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在企业
中，移动技术已经是CIO关注的焦点，并且在2013年许多的企业将开展企业移动信息化建设工作。

20 BYOD 深入浅出才能细水长流
BYOD管理政策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领域。要想创建一个成功的BYOD策略，你需要做出许多决定。管理
政策太紧，你的员工可能会反对。管理政策太松，可能会导致企业数据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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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主要为企业员工提供移动应用程序分发平

台，企业内部应用商店只是在近几年才进入到用户的

视野。虽然诞生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移动应用突飞

猛进的企业级市场，企业内部应用商店还是以其可控

性的优势迅速“扎根”。

安全可控性问题突出

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让我们迅速进入了一个移动

信息化的时代，然而，现在的信息化保障体系却没有

完全做好迎接移动信息化时代的准备，这催生了信息

安全威胁、工作边界定义、移动设备管理等诸多层面

的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是移动应用

管理规范的制定速度，远远赶不上移动应用的普及速

度，在企业还没有对移动应有进行有效控制之前，移

动应用就广泛通过第三方应用商店等途径安装到员工

的个人移动设备中。

这些不可控的移动应用给企业带来了诸多的风

险，首当其冲的便是信息安全威胁。据F-Secure报告

显示，第三方应用程序商店最有可能滋生手机恶意软

件，在中国用户常用的四大应用商店安智、木蚂蚁、

百度和优亿中，恶意软件检测样本比例将近10%。这一

数据依旧令人担忧。在所有应用商店中，Android159

的安全威胁比例最高，检测样本中有33.3%被归为恶意

软件。

专题

企业内部应用商店的机
遇与挑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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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应用商店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对

于那些员工数量较大的公司而言，内部应用商

店的建设符合企业的最佳效益原则。

专题Special

在这些恶意软件中，不乏蠕虫病毒、木马软件、

信息窃密软件等对企业信息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恶

意软件。一旦携带这些恶意软件的移动设备被接入

到企业内网之中，那么恶意软件就很有可能在企业

内部进行传播，感染内网中其它设备，并破坏、窃

取企业的信息资产。

另外一个威胁便是企业工作边界的模糊化，在

PC端，企业很容易通过信息资产管理等手段禁止员

工在上班期间运行游戏、聊天工具、炒股软件等应

用，但是由于移动设备的特殊性，这一策略很难复

制到移动设备上。员工即使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

通过移动设备来运行这些未经审核的应用，降低企

业的整体工作效率。

应用商店建设正当其时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想化解企业内移动

应用带来的问题，就需要对移动应用进行集中的管

控，确保企业内的移动应用是安全可控的。要实现

这一目的，就需要部署适用且高效的MEM解决方案，

而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建设企业内部应用商店便是

重要一环。

相对于第三方应用商店，企业内部应用商店最大

的特征便是其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生态圈。移动应用

要进入应用商店必须要通过审核，同样，应用商店

只面向特定的用户群体（如企业员工、客户），其

他用户未经许可也不得进入应用商店，这样便可以

保证应用商店置于企业移动策略的管理之中。

那么，建设企业内部应用商店的关键在于什么

地方呢？国信灵通专家表示：“企业内部应用商店

往往不以盈利为目的，他应该是企业应用特性的体

现，即合规、可控和安全。不管是应用的开发者还是

应用的使用者，它都是有条件的开放。因此，企业要

想建立内部移动市场，就需要企业实行一整套的管控

措施。”

为此，国信灵通为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的解决方

案，不但为企业提供应用商店官方管理权、移动应用

自主发布权等核心功能，还包含了应用推广、页面广

告、数据库营销等额外的增值服务，可以帮助企业迅

速地搭建其一个安全、可管控的应用商店。

结语

内部应用商店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公司所有的IT消

费化带来的安全与管理隐患，也不能解放员工的移动

设备、让它们更高产高效，但是它们的确可以成为一

种重要的工具，对于那些员工数量较大的公司而言，

内部应用商店的建设符合企业的最佳效益原则。

特别是在国家出台了更加严格的移动应用管理规

范之后，大型企业内部建设内部应用商店的必要性就

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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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在企业

内部的全面应用，企业内部应用商店也作为一种

新的应用分发渠道出现在大家面前。

围绕着这种新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形态，很多

用户都有着各种疑问，下面就由国信灵通专家对

一些常见问题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问题一  企业需要企业内部移动商店吗？

与公用移动商店不同，企业内部应用商店只

对特定人员开放。这就意味着，企业可以以此为

载体，搭建一个专用、与外界环境隔离的应用分

发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应用都应该是经

过企业内部审核的，在安全性、适用性、可用性

等方面都有充分保障。相反，公用移动商店则由

于控制权并不在企业手中，因此很有可能出现不

符合企业需求的应用（如存在着安全风险的移动

应用、游戏等影响工作效率的应用），企业员工

安装这些应用显然会削弱企业的管控力。

如果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

严格的移动应用策略，以及人力监督来实现，那

么对于员工人数动辄上万甚至几十万的大企业来

说，由此需要支出的监管成本将是企业的一个“

噩梦”。在这种情况下，部署企业内部移动商店

就成为一个符合成本效益的选择。

部署企业内部移动商店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企业获得了对移动商店的完全掌控权，可以自由

的添加、删除、推荐应用，还可以将企业研发的

移动应用以最快的速度部署到员工的移动终端之

中。而且，企业还可以在必要时打破应用商店的

边界，将应用商店开放给更多用户使用，这样会

带来入口资源的用户价值最大化，给企业带来额

外的收益。

因此，国信灵通的专家结论是，对于大型企

业或者行业用户来说，部署企业内部应用商店是

一个合乎理性的选择，如果企业有大量自身运营

的移动应用，那么这个选择就更显必要了。

问题二  要建设怎样的企业内部应用商店？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企业内部应用商店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应用的边界，那么企业就需要

维持这个边界的安全性与可控性，不仅要保证应

用商店中的应用是安全的、合规的，还要确保外

部的违规应用不会进入到应用商店中，这样其才

有价值。

另外，企业内部应用商店还需要有一套完整

的规范与流程，这包括符合企业IT管理的规范发

布流程，符合企业IT管理的APP更新流程，符合

企业业务需求的开放对象（即用户访问和权限控

制），符合业务需要的定向的信息通知推送。

国信灵通的专家认为，只有满足以上几个需

三问企业内部移动商店

专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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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才能使企业内部移动商店能够服务于企业整

体的移动管理策略。

问题三   怎样建设企业内部移动商店？

企业内部移动商店并不是单纯的将应用整合

起来，而是需要一整套的移动应用分发与管理策

略，这就意味着企业需要系统的考虑整个移动商

店的构建。IDC咨询公司在分析后认为，未来移动

应用建设往往是项目群方式，单一系统建设模式

已不适应客户需求，需要构建统一的移动应用平

台，合并基础服务，减少总体投入，在软件发布

升级、用户管理、设备管理以及安全保障层面可

进行集中管控，这样才能保证移动商店的可控与

可用性。

企业内部移动商店并不是单纯的将应用整合起

来，而是需要一整套的移动应用分发与管理策

略，这就意味着企业需要系统的考虑整个移动商

店的构建。

专题Special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移动信息化仅是近几年

才在企业内盛行的趋势，因此企业独立建立移动

商店并不符合最佳成本效益。为此，国内企业移

动化的领军企业——国信灵通率先在业界推出了

基于iOS、Android等操作系统的一整套定制化应

用商店解决方案及应用服务平台。

该应用商店平台可以让企业自由的搭建应用

商店，为企业客户构建一个以企业为中心，具有

绝对权威的专业化移动应用门户，为大型企业、

媒体、展会、教育等行业定制一个高效而和谐的

移动互联网应用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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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建立了企业内

部应用商店，商店生态也在逐步完善。那么，企

业内部应用商店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呢？今天就

为大家盘点一下：

支持多个移动平台

由于目前企业内的移动设备多种多样，系统

更是繁多。所以，企业的内部应用商店需要支

持苹果iOS、Android(包括Honeycomb和ICS的多

个版本)以及Blackberry操作系统(版本6.x、7.

x和支持Blackberry OS和BlackBerry PlayBook 

OS、QNX)都应该得到支持。一些企业可能还需

要支持其他移动平台，包括Windows Phone或者

Bada OS(三星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浏览器和本地应用支持

企业应用商店应该允许应用程序从浏览器

通过网址或者通过企业市场应用程序(类似于

Google Play Store或iTunes App store)下载到

设备中。

安全保护

将应用商店与企业单点登录或者身份管理

系统以及MDM(移动设备管理)解决方案整合在一

起。这样的话，应用程序下载将会位于安全的

SSL(HTTPS)或者安全的VPN通道上。你的应用程

序不应该允许通过不安全网络连接的下载。

访问控制

只有被授权的用户才能够下载和安装一个应

用程序。授权可以通过受用户、角色和指定以及

组授权驱动的服务器端ACL(访问控制列表)来实

现。例如，在建筑物和设施管理工作的员工不应

该被允许下载用于销售业务的移动应用程序。

推送通知

管理员应该能够使用受支持移动平台的推送

功能来发送通知。这些通知提醒用户其设备上安

装的应用程序已经可以安装更新。

OTA自动更新功能

Android和iOS(5.x)现在都可以支持OTA(通

过无线方式自动更新)来更新现有的应用程序、

安装补丁和其他相关的修复程序。企业应用商店

应该包括将更新推送到设备的功能，通过设备的

通知系统来通知用户。

设备登记和管理

企业应用商店应该包括用户、设备和应用程

序的数据库。这可以通过使用MDM软件并将其整

合到应用商店来实现。在企业中，一个用户可能

拥有多个移动设备，同样地，设备可能由不同的

用户来使用，每个用户有不同的账户和配置文

件。

管理控制台、集中管理和控制

专题

企业内部应用商店应具备
哪些特征？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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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培训、教育体系，

保证员工清醒地知道移动设备使用规范，以确

保企业敏感信息受到有效保护。

专题Special

易于使用基于web的管理控制台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功能，允许管理员批准新的应用程序

或者对现有程序进行更新，而且还可以让管理

员在必要的时候删除、保存应用程序。

识别恶意代码

恶意软件(例如木马应用程序)是公共应用

商店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企业应用商店同样可

能受到这些恶意软件的攻击，例如来自心怀不

满的员工的内部攻击，或者来自与内部企业应

用程序捆绑的第三方软件和服务包。应用商店

应该提供方法来识别、阻止和删除不符合企业

行为守则的应用程序。

发布过程

应用程序提交、批准和撤销应用程序应该

有一个明确和简单的过程。应该制定一套明确

的指导方针来指导应用程序的审批。还应该对

企业的最佳做法、政策和设计指导方针进行验

证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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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信息化应用的

方式，并让移动应用商店迅速成为产业关注的焦

点。那么，移动应用商店会在技术与市场上产生

哪些创新，这些创新会对移动应用的进化产生哪

些作用呢？

移动应用商店的未来技术创新

由于移动应用商店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移动应

用的分发，所以提高移动应用的传输速度与稳定

性就至关重要，目前该方面的创新技术趋势有：

高效链路优化技术：链路复用，提高带宽利

用率和应用响应速度；

上下行传输优化技术：提高移动APP上下行交

互传输速率，以提高加载速度与可用性；

带宽感知及优化技术：智能检测终端网络环

境，判断网络制式，并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实时

调整移动加速策略；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便是对移动应用的控制

与管理，防止安全性与合规性不足的应用进入到

应用商店之中。现在，该方面的技术趋势有应用

信誉技术、虚拟凭证技术、远程配置及管理等技

术，这些技术可以确保对于应用的严密控制。

移动应用商店的市场创新

在应用商店出现后，消费者对应用价格的期

望值降得很低。虽然企业内部应用商店往往不

以盈利为主要来目标，但是获取利润已经渐渐

成为很多企业建设应用商店的内部动力。企业

需要看到这些效应，并探索出新的“附加”商

业模式，即在应用商店外，对其线下产品和服

务(如Square和Uber)、在线服务(如Spotify和

Dropbox)、甚至硬件产品进行收费。大部分在移

动领域取得成功(即真正实现盈利)的公司无外乎

两类：一类是eBay、Amazon、Facebook等桌面为

王的公司，一类是有附加商业模式的公司。

而回顾生产型应用(productivityapps)的

发展史，不难发现，每一次用户界面的重大

革新都会催生新一批生产型应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计算机都是文字界面，应用大多是

Wordperfect一类的文字处理器及Lotus1-2-3

一类的电子表格。到了八、九十年代，图形界

面开始流行，Powerpoint一类的演示应用及

Photoshop一类的图片编辑应用也应运而生。如

果按照这一演变模式，平板电脑的原生生产型应

用也将会出现。

我们判断，以下几种应用可能会在应用商店

中得到更多的青睐：

1、适用于移动设备的传统B2B应用;

2、为企业移动设备提供支持(如移动安全、

合规性等)的公司;

3、针对之前靠纸笔工作的用户的新型软件。

专题

移动应用商店的未来发展
趋势

Special



page
13

移动商店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趋势便是对移

动应用的控制与管理，防止安全性与合规性不

足的应用进入到应用商店之中。现在，该方面

的技术趋势有应用信誉技术、虚拟凭证技术、

远程配置及管理等技术。

专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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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Frontier

据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Net Applications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2013年9月到2014年7月，

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尽管诸如碎片化、安全

漏洞等问题让Android系统屡遭诟病，但其市场占

尽管在出货量方面，Android具有压倒性的优

势，其市场份额高达85%，而iOS仅占11.9%，但

两大平台的用户使用量却是旗鼓相当。作为第一

次在市场份额方面赶超iOS，Android自是春风得

意，但Android一直主攻中低端市场，而其用户稳

移动平台市占率：Android赶
超iOS

有率却一直处于稳步攀升状态，从最初的29.42%狂

飙至44.62%，而iOS的使用量却在一路下滑，从去年

9月份的53.68%降至44.19%，在与Android的比拼之

中，iOS首次遭遇了滑铁卢。 

定性根本无法与iOS设备比拟，结合出货量和使用量

来看，iOS的用户活跃度却足以秒杀Android。

图：2014年7月各大移动平台分布情况（来源： Net Ap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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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企业用户部署移动CRM的核心需求之一在

于帮助企业用户有效提升业务运作效率，而更深

层次应用的需求驱动力不足。

前沿Frontier

由此可说明，对开发者而言，专注于用户最为广

泛的移动平台并非良策，出货量高也不意味着能够

为你的应用、移动广告及游戏带来最大化的收益。

而另一方面，Android系统每个版本的生命周期

较短，普及率疲软仍然是横在Google面前最为棘手

的问题，截止2014年7月，iOS 7的更新率已高达90%

，而Android 4.4 KitKat却仍在低处徘徊。尽

管许多开发者对于拥有全新Material Design的

Android L赞不绝口，但想象一下，光是含泪适

配各种设备，就已很头疼，Android L还能逆袭

iOS 8吗？

除了iOS和Android两大平台之外，Windows 

Phone却是一直呈现良好趋势，从去年的0.92%，

节节攀升至2.49%。而尽管微软在收购诺基亚设备

与服务部门之后来个史上最大规模的大裁员，诺

基亚与塞班已如昨日黄花，但钟情于塞班的用户

仍不在少数，据统计，截止2014年7月，塞班系统的

使用率持续下滑，却仍占据着2.57%的比重。

图：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移动操作系统走势（来源： Net Ap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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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Frontier

当前EMM产品中所提供的各

种功能往往能够让IT管理人员

感到震惊。然而缺乏行业标准

可能会使对EMM功能有清晰、

明确的需求的组织拖延在组织

内部部署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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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EMM厂商要考虑哪些
因素？

前沿Frontier

选择正确的企业移动管理厂商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企业移动管理（EMM）是一种相对较新并

快速发展的技术。当前EMM产品中所提供的各种

功能往往能够让IT管理人员感到震惊，而且厂

商还在不断提供新的功能以响应用户反馈。然

而缺乏行业标准可能会使对EMM功能有清晰、明

确的需求的组织拖延在组织内部部署EMM。

EMM主要的组件包括移动设备管理（MDM）、

移动应用管理（MCM）、移动支出管理、移动策

略管理以及移动用户身份识别管理。这些组件

并非都是必须要用到的，但移动办公的快速发

展需要采用EMM战略，至少要解决成本、安全性

及生产力问题。

在选择EMM供应商时可以借助以下技巧：

先从移动需求开始：需要回答一些基本的问

题比如规模、范围、应用程序及数据访问等。

此外在与厂商交流前还要考虑管理、预算、设

备支持以及安全性。通常建议在大规模部署前

先从小规模试用开始。

与众多厂商交流：EMM仍旧在不断创新发

展，所以选择最热门的名字可能并不会产生

最好的结果。比如，从MDM开始，但MDM的重要

性已经不比从前了，因为BYOD变得越来越流行

了。在几乎所有的EMM战略中，MCM以及敏感数

据集中化都应该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EMM特性评估：EMM产品琳琅满目，从大而全

的产品套件到适用于特定场景的专用产品。对

产品及服务进行定制集成看起来可能很不错，但要

考虑支撑这一定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在特定的功

能上做出让步要比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处理存在重

叠甚至冲突的产品及功能好得多。同样，做出让步

要比忍受使用多个管理系统带来的开销以及由此产

生的学习、运营成本好得多。

考虑与其他IT管理系统进行集成：为实现成本

最小化以及IT员工效率的最大化，企业将EMM与其

他管理系统、目录服务以及相关的功能进行集成的

期望越来越强烈。目前EMM几乎是与其他传统的IT

管理系统隔离的，尽管移动办公及云计算在IT战略

中已经成为了焦点，但对遗留系统的支持至少在今

后的五年内会是非常重要的。在选择EMM供应商之

前统筹整个移动化及IT管理哲学并制定集成战略路

线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EMM厂商正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功能甚至是

组织整合，某些子功能正在集成到产品中。同时

企业并购同样也在改变市场格局，这使得选择厂商

及产品成为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厂商会继续存在

吗？价格及售后服务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厂商今

后推出的产品将会如何集成到更加复杂的产品及服

务中？在选择任一家EMM供应商时这些问题都需要

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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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成企业移动应用短板或带
来市场新机遇？

视角 View

智能设备的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

企业对于移动技术的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在

企业中，移动技术已经是CIO关注的焦点，2013年

许多企业将开展企业移动信息化建设工作。

现在来看智能设备以及BYOD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管理者希望可以采用智能终端来进行办公，

而且部分企业的业务模式正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出现而发生改变，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移动

应用技术的出现正在颠覆传统的管理以及业务模

式，这一点备受到企业的关注。未来随着技术的

进一步成熟，移动应用必然能够给企业创造更高

的价值。

从实际的部署来看，企业对于移动技术的尝试

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企业管

理者希望能够实现高效率的办公，不在受地域和

时间的限制，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信息，

同时“打发”那些碎片化的时间。但从移动应用

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移动应用与传统的信息技

术应用不同，目前还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一

方面成本比较高，另外一方面随着BYOD应用，企

业的移动安全不能掉以轻心。有专家表示，安全

问题或许成为移动应用部署短板。

安全成为移动应用的第一要素

虽然看上去移动应用很美，但它仍然存在许

多的不足之处，比如安全，无认是平台还是网

络、设备以及员工自身认识都存在严重的威胁，

据埃森哲不久前针对CIO有关移动的调查结果显

示，在国内绝大多数首席信息官认为，他们在部

署和实施移动战略时，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增

长。2013年，63%的受访者认为安全问题是主要障

碍，而 2012年该比例仅有42%。与去年相比，认

为与当前系统缺乏互操作性的受访者也增加了一

倍(今年，半数的首席信息官将其视为阻碍因素，

而2012年持这一看法的受访者仅有四分之一)。

从调查数据中我们看可以看出，CIO对于移动

安全还是非常关注的，移动安全已经是企业部署

移动应用的首要因素。相关专家同时也表示，目

前，中国企业应以集中化、统一的方式实施移动

战略，开发企业移动技术的全部潜力，迎接企业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根据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企

业在移动技术上拥有坚实基础和较高预期。如果

企业希望充分发掘不断增加的数字化优势，就需

要解决数据安全问 题并专注提高系统的互操作

性。”

移动安全为服务商造创新了新机遇

针对移动技术，有观点认为今天的移动技术

就像过去的ERP、SCM一样，对于企业来讲已经成

为未来企业发展的“必选题”，而移动技术在企

业的发展必然会催生新的市场机遇。移动安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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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安全则是移动技术浪潮下所催生的，对于安

全服务来讲有，移动安全就是一块新“蛋糕”，这

块新“蛋糕”给了移动安全服务商新的机遇。

是移动技术浪潮下所催生的，对于安全服务来讲

有，移动安全就是一块新“蛋糕”，这块新“蛋

糕”给了移动安全服务商新的机遇，让安全服务

商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

不过，对于安全服务商来讲，移动安全即是机

遇又是挑战，由于面临不同的应用系统、设备以

及操作系统，从安全服务商本身来讲，开展移动

应用安全没那么轻松，摆在安全服务商面前的“

蛋糕”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啃得动的。除了安全

服务商以外，我们看到传统的应用服务商同样也

能分得一杯羹，众多的服务商针对其应用系统推

出了移动版本，用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术业有专攻，应用服务商更擅长业务应用系

统，而安全服务务擅长安全服务，如果能够能移

动应用为切入点，两者实现强强的联合，(也就是

构建移动生态系统)，必然能够更好的为未来企业

开展移动应用部署保驾护航。

视角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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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OD 深入浅出才能细水长流

BYOD管理政策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领域。要想创建一

个成功的BYOD策略，你需要做出许多决定。管理政策太

紧，你的员工可能会反对。管理政策太松，可能会导致

企业数据泄漏。不考虑所有情况的话，可能会导致成本

上升，而不是想象中的下降。

应该将那些设备纳入企业BYOD方案中？

过去，BYOD表示自带设备(智能手机或者平板)

。BYOD运动起源于黑莓设备。后来，随着苹果和谷歌用

更快的CPU，更大的内存，更大的屏幕以及桌面浏览程

序的更强大的设备统治并颠覆移动市场，BYOD运动也随

之蔓延到苹果和安卓设备。

如今，BYOD的概念已经演变为自带设备(智能手机，

平板或者笔记本电脑)。那你想将什么设备纳入你的

BYOD政策呢？你想要将其限制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还是要将笔记本电脑包含在内？

企业将允许哪些智能设备进入办公空间？

今天，市场上充斥着来自苹果，谷歌，诺基亚，微

软，三星，HTC，摩托罗拉，LG，甚至是亚马逊的智能

手机以及平板电脑选择。如果你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纳入BYOD计划，那么你真的会允许你的员工带任何他们

想带的设备到公司吗，又怎么确保它们的安全性呢？

答案是否定的，并不是所有移动设备的安全性都是

同一等级的。(你也不应该假设你的员工的家庭设备是

安全的。)

2010年，苹果建立了强大而又灵活的API(和iOS4

一起推出)，该插件允许移动设备管理(MDM)厂商控

视角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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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View

在考虑哪些设备允许使用的时候，你需要考虑每个设

备应该如何保证安全性。你可以将设备范围局限在特定

设备上，也可以使用集装箱技术。

制，限制和监视iOS设备。这也开创了企业移动管理的先

河。iOS7里，这些控件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谷歌的安卓系

统在企业里并不是那么的受欢迎，这是由于安卓并未提供

任何的内置控件，通常也变认为是不安全的。

像三星这样的一些安卓厂商也推出了改进版系统以增

加安卓的安全性。例如，三星推出了三星企业支持计划以

及三星Knox(如iOS那样，有相似的控制功能)，并有部分

设备支持。目前，Windows Phone以及Windows RT设备缺

乏像三星和苹果设备那样的安全分离功能。

所以，当在考虑哪些设备允许使用的时候，你需要考

虑每个设备应该如何保证安全性。你可以将设备范围局

限在iOS设备以及一些特定的安卓和Windows Phone设备

上，你也可以使用集装箱技术(后续将提到)的一种设备安

全的技术。

移动设备管理(MDM)还是集装箱技术？

传统的确保智能手机以及平板设备安全的方法是使用

MDM。这可以使得IT部门完全控制整台设备或者仅仅控制

公司数据和应用。

员工们并不喜欢IT部门完全控制他们的整台移动设

备。他们更喜欢你仅仅控制企业数据和应用部分。

集装箱技术(也称为Dual Persona)可以给以下两个问

题提供解决方案。第一个问题是，无论是什么系统的设

备，相同的安全管理方案。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将企业数据

和个人数据分开。

通过将企业电子邮件，通讯录，日历以及应用放置在

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独立，安全加密的分离空间，这样你

就无需查看他们的私人设备，应用以及数据。而IT部门

的权利则被限制在这一个分离空间里。由于集装箱技术

可以分离个人以及公司数据，它正逐渐成为BYOD的一个

解决方案。

自带程序(BYOA)

BYOA运动充分利用了集装箱技术的普及性，仅仅是把

它改变到应用层面。BYOA的想法是，将企业数据安装在一

个安全的分离空间内，并将其装入员工的私人设备里。IT

部门只需要控制该分离空间内的应用，而不是整个设备。

这些被安装在安全的分离空间里，并可通过防火墙进行安

全的连接。

这确实在应用的层别上将企业和个人的数据分开了。

每月的语音以及数据成本

当你允许你的员工使用他们的个人设备，你应该用某

种方式给员工提供补贴。你或许会想由于自带设备的员工

每个月本来就会支付语音以及数据费用，而不提供额外的

津贴。有些员工可能会争辩说，他们之前只会为私人使用

的语音以及数据使用付费。但在这种情况下，访问企业资

源会使得他们的语音以及数据使用增加。

你需要决定是否每月给员工提供语音以及数据津贴，

该提供多少津贴。

如果员工需要因公出国，那么你应该给他们支付多少

国际语音以及数据使用津贴？

支持成本

当你采用BYOD策略时，你需要决定是否给员工提供支

持，提供多少支持。你的员工可能会使用多种系统的移动

设备(或者多种修改版的安卓系统)。

你的IT部门会提供什么种类的支持？你要如何培训你

的员工来应对设备多样性，需不需要雇佣更多的人来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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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电信和国信灵通联合主办的“中国电

信手机管家移动安全培训会”在京成功召开。中国电信

多个省级电信公司相关部门的经理参加了培训，中国电

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高伟等领导出席

了会议并亲自进行了动员。

培训会系统讲解了中国电信手机管家产品的相关功

能，以及如何使用手机管家产品来确保移动安全。培训

融合了产品讲解、模拟案例讲解、营销推广实践、产品

演示互动和分组情景讨论等多个环节，以帮助学员在活

泼、轻松的培训氛围中，更好地掌握产品的功能与应

用。在主要培训内容完成之后，主办方还启动了学员实

操和现场测试环节，并为每个达到考核标准的学员颁发

了手机管家认证证书以及奖品。

手机管家产品是中国电信与国信灵通共同打造的一

款企业级移动管理平台，属于企业管理移动智能终端整

体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其可以帮助企业将IT管理能力

从传统PC延伸到移动设备甚至移动应用，是企业向移动

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保障和必要建设。该产品凭借国信灵

通在移动信息化方面多年积累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运营

商的行业特征，形成了云部署、多租户、业务流程标准

化等多种运营级能力。

据悉，后续中国电信集团将针对手机管家产品进一

步在全国范围进行市场推广并持续运营，以满足更多客

户需求和提升产品价值！

中国电信携手国信灵通召开手机管家移动安全培训会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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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Focus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等移动设备的爆发式增长，单位员工可以随时随地依托移动

智能终端来实现办公，从而打破了工作的时间、空间的边界。

于是，业界惊呼办公的“后智能化时代”来

临，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带设备）成为这个时

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IDC发表报告预测，2014年全球智能

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2亿部，较2013年增长23.1%，而其中用于

BYOD进行移动办公的数量也将有巨量的增长，据估计，2014年

仅亚太地区用于自带设备模式的智能手机将就会接近1.55亿

部，同比增长40.4%。自带设备中的平板电脑总量接近400万

台，较去年同期增长62.7%。

与传统的办公模式相比，BYOD允许员工携带自有设备办

公，从而降低了对工作条件的要求—我们不会每时每刻都会把

电脑带在身边，但是大多数人却会随身携带着手机、平板电

脑。有了它们，不管是在办公室、家中，还是在地铁、公交

上，都能自由自在地及时处理手头的工作。

但是，BYOD盛行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便

是移动设备管理问题。与管理难以移动的PC相比，管理数量繁

多、硬件配置不同、操作系统迥异的移动设备难度要大很多。

而且，一旦管理不善，很容易造成恶意程序随移动设备侵入内

网，致使单位敏感信息外泄等企业危机出现。

如何保证在享受BYOD带来便利的前提下，化解可能出现的

问题，成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管理者普遍担心的问题。对于管

理者来说，是选择固守旧模式，采取回避问题的“鸵鸟式”思

维，还是选择直面问题、化解危机的“鹰式思维”，将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单位BYOD部署的成败。

对于后一类管理者，国信灵通凭借多年的移动化服务经

验，推出了相关BYOD产品与解决方案，其涵盖移动设备管理、

移动应用管理、移动内容管理、移动邮件管理等各个方面，可

以帮助单位管理者完善BYOD策略，解决后顾之忧。

国信灵通: BYOD时代“有喜有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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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灵通:移动管理平台 提升IT管理能力

聚焦 Focus

日前，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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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用智能终端设备访问企业IT系统，进行移动办公也成

为市场潮流。

移动办公是信息系统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可以预见，未

来越来越多的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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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政府、企事业单位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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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位信息系统

中最大的管理难题。

国信灵通NQSky EMM是移动管理平台，可以实现企业移动

智能终端的整体有效管理。帮助政府、企事业单位将IT管理

能力从传统PC延伸到移动设备甚至移动应用APP、文档、邮件

等。帮助客户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任意智能终端访问多种

应用和处理核心业务，打造现代化政府、高效能企事业单位。

与此同时，员工办公的局限性可分别从时间和空间得到释放，

在设备安全、数据安全、通信安全的保障下，单位与员工之间

的满意度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国信灵通NQSky EMM支持 iOS、Android 和Windows 8pro

三大主流平台操作系统终端设备，跨平台提供移动设备管理

（MDM）、移动应用管理（MAM）、移动内容管理（MCM）、移

动邮件管理（BeMail）、移动即时消息（BeTalk）等功能，

可以解决企业移动智能终端统一配置、设备丢失、数据泄

露、App安全获取，文档共享、邮件安全等问题。从而提升IT

管理能力，实现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协

助其打造高效和安全的移动化移动办公环境。



page
25

安全政务本课题”。该课题旨在针对全国政府机关

在移动电子政务办公领域制订统一标准，并基于各

部门不同的移动办公解决方案探索全国政务信息互

联互通与统一管理。 

2014年国信灵通进一步辅助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北

京市经信委，进行标准化方案的落地和完善，并组

织实施对方案内部技术框架进行测试和评审，且不

遗余力地提供技术和方案、积极参与测试和评审工

作。与此同时，国信灵通还积极参与电信运营商云

平台架构的技术支撑，为实现全国推广，在技术领

域提供有力保障。

此前，经过中国软件品牌实验室的严格测试和

专家论证，国信灵通的NQsky 移动管理平台脱颖而

出，入选《政府采购移动安全管理产品选型参考标

准》。同时，位列市场竞争力象限“领先者”区

域，其市场表现和创新能力在国内均属领先地位。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成立，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受到了国

家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国产化遇到了重大发

展机遇。国产软件究竟应如何发展值得业界关注。

国信灵通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实现信息系统的

彻底国产化，必须打破“单

飞”的传统观念，实施“应

用牵引”展思路，要在国产

软件产业链之间架起一座互

通有无的桥梁，构建新型合

作模式。这样才能真正使国

产软件在用户中切实得到应

用，从而最终推动国产软件

的大发展。

近日， 主题为“安全可靠、自主可控、超

越创新”的首届国产软件产业链峰会在京召开。

峰会吸引了50家重点国产软件厂商悉数参与，并

就国产软件产业链深度合作、共同为行业用户打

造安全可控、自主创新的信息化解决方案进行了

深入交流与讨论。作为国内领先的企业移动服务

商，北京国信灵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受邀出席了

峰会。

作为国内企业移动化的领导厂商，国信灵通

在国内率先推出首款基于企业移动管理平台—

NQSky，该产品一经问世就以高可用性、高安全

性、高易用性和低TCO的特点迅速获得了广大企业

青睐，并在银行、保险、证券、政府、餐饮服务

等众多行业得到广泛部署和应用。尤其是为国家

统计局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提供了70万台企业

移动管理平台（MDM）产品，进一步证明了国信灵

通在国产企业移动管理平台产品领域的领先地位

和助力我国移动电子政务产业发展的坚强实力。

2013年，国信灵通积极参与由工业与信息化

部信息化推进司主持、电子政务处负责提议的 “

国信灵通受邀出席首届软件产业链合作峰会

聚焦Focus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nation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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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背景

某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股份合

作制地方银行，目前下辖1家营业部、15家支

行、22家分理处、11家储蓄所、2家离行式自

助银行，机构网点遍布城乡，是该县网点覆盖

最广的银行。该银行长期重视移动信息化建

设，在银行内部开发并推广了移动微贷等移动

应用。

项目背景

随着移动微贷的开展，其他移动应用也将

逐步上线，移动设备越来越多，跨平台、海量

设备管理、应用推送和更新、企业商业机密保

护都成了亟需解决的难题。

解决方案

移动终端安装客户端（NQ Sky Client）

后，IT管理员只要通过部署在公司内部的服务

器（NQ Sky Server）完成设备管理策略、应

用管理策略的配置下发，即刻便由苹果云或安

卓云推送至所有移动终端，无论终端当前是在

哪个地区、哪个营业网点，都能及时接收到统

一管理指令，完成管理配置生效、应用下载安

装过程。

1.移动微贷应用统一推送、更新和卸载

这样可以快速建立企业应用商店，实现移

动微贷应用的批量发布、更新和卸载。普通业

务员可以完成一键操作，快速、便捷。

2.设备生命周期管理和资产清点变得容易

所有设备统一注册、激活、管理和淘汰，

通过定制化与企业资产管理平台对接，实现任

意设备的当前和历史使用记录查询。

3.保护银行商业机密

通过NQSky的移动设备管理，可以对 pad位

置进行定位和锁屏，再利用发送铃声的功能进

行找回；实在无法找回时可以对 pad进行远程

数据擦除。

效果评价

1.移动微贷火热上线，移动应用风生水起

业务员轻松完成移动微贷引用的安装和更

新，随时随地使用移动微贷应用进行业务办

理，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带给了客户全新的

体验。

2.大幅降低企业成本移动信息化

国信灵通助力银行拓展互
联网金融新领域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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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NQSky变得简单、便捷，节省了大量的

人力和时间成本。

3.提升了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设备生命周期管理变得更规范，资产清点一

目了然，设备使用和应用使用可视化、可分析。

该银行IT管理人员表示：“在移动信息化的

背景下，我行的移动金融业务快速增长，并迅速

的与我行的业务版图连接在一起。但同时，我行

的IT部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移动信息化压力，移

动设备丢失、数据泄密等问题都成为阻碍我行发

展移动金融的目标。为此，我行引进了国信灵通

的移动信息化管理方案，方案实现了统一的设备

管理策略、应用管理策略的配置下发，保证了我

行移动微贷业务的顺利开展，移动信息化的成本

也随之大幅降低。”

方案实现了统一的设备管理策略、应用管理策

略的配置下发，保证了我行移动微贷业务的顺利

开展，移动信息化的成本也随之大幅降低。

聚焦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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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背景

某省环保局是政府主管本市环境保护工作的

职能部门组成部门。为了进一步提升执法能力，

该保护局开发了移动执法等移动应用，并开始应

用在实际工作中。

项目背景

随着移动平台产品投入生产，如移动执法应

用开始在智能手机上使用推广，因此预计将增加

大量移动设备。由于移动设备流动性大，必须考

虑随之而来的设备遗失等安全风险，以确保最大

限度的保证移动终端在今后使用中的信息安全。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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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掌控资产和智能

管理移动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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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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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执法人员随时

随地对企业应用进行更新和使用，极大的提高了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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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丢失时，远程锁定设备或者擦除企业数

据，防止相关机密泄露。

■定制化开发

1.设备号绑定：只能在指定的设备上激活MDM

客户端，防止员工使用非配发手机安装MDM   和

企业应用带来的风险。

2.图标自动隐藏： MDM客户端安装激活后图

标自动隐藏，防止用户杀死客户端进程。

效果评价

1.执法能力进一步提高

移动管理IT自动化，助力移动执法顺利、全

面开展。

2.保护机密，防止泄露

通过NQSky的EMM系统，全方位提升设备和数

据安全，防止政府机密泄露。

3.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确保了移动执

法更好更快的开展，提升了工作效率。

国信灵通携手环保局提高
移动执法能力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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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Focus

通过NQSky的MAM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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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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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部署企业应用商店的常见步骤是什么？

○答:

1. 全面评估交付给用户的所有应用 —— Windows、数据中心、Web 及移动应用

2. 评估用户及其应用和数据接入需求

3. 定义企业安全要求，及面向每种应用及数据共享的策略

4. 规划合理的基础架构，将用户需要的应用和数据交付到他们选择的设备上，同时帮助IT 部门顺

利实施安全性和数据共享策略

5. 通过分阶段方法部署企业应用商店

问:NQSky移动管理平台的常见登录对象有哪些？

○答:超级管理员、业务管理员、普通管理员。

问:NQSky的合规类型有哪几种？

○答: 系统合规 、应用合规 、策略合规。

问:策略管理的Android部分，“加密” 是什么意思？

○答:加密分为存储加密和SD卡加密，通过MD5算法将SD进行加密，之后存入的内容自动加密，卡中

的内容被导出后会以密文方式存储（使用前不需要格式化）。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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