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彩页：Ivanti 端点管理器 

 

 

Ivanti 端点管理器 
Ivanti 是统一端点管理领域公认的领导者。Ivanti® 端

点管理器由 Landesk 提供技术支持，可帮助 IT 管理

员收集详细的设备数据、自动部署软件和操作系统并

快速解决用户问题，从而提高用户和 IT 部门的工作效

率。它对所有最终用户设备的管理进行集成统一，并

提供可被其他 Ivanti 解决方案和 Ivanti 合作伙伴使用

的核心数据及服务。 
 
 
 
 

 
发现有助于 IT 部门控制资产、成本、合规性及安全

性的数据 
 

洞悉先机。Ivanti 端点管理器通过业内领先的发现及清单生成技

术，提供受管及未受管设备的大量至关重要的数据，可有效提

高贵企业对以下原因引起的业务风险的洞悉程度和管控水平： 

 软件不合规罚款和过量购买许可证 

 不符合企业服务品质协议 

 最终用户设备上的安全漏洞 

 过高的能耗支出 

统一端点管理 
别被您要管理的众多端点绕花了眼。无论用户使用哪种智能设

备或操作系统，您都可以利用 Ivanti 端点管理器轻松管理各种

端点和操作系统，包括： 

 PC/服务器 - Windows、macOS、Linux、Unix 和 
Chromebook 

 移动设备 - OS、Android 和 Windows 

 物联网 - tvOS 和 Raspbian 

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就能访问、配置和管理与用户、组以及他们

的所有关联设备相关的 IT 策略与流程。而设置策略和分发软件

等智能操作仅在有意义的用户设备上进行。 

 
提供洞察力并立即采取行动 

IT 需要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时间获取正确的信息，以便采取果

断措施。Ivanti 端点管理器为最终用户、管理员和 IT 高管提供一

系列集成仪表盘的角色型工作区。有了 Xtraction 定制仪表盘和

报告功能，您可以清楚了解 IT 活动的效率。这些功能完善的仪

表盘、可自定义报告和警报工具包括： 

 用户及其所有设备的信息和可视化内容 

 可链接多个 IT 及商业数据源的商业价值仪表盘 

 集中操控的角色型控制台和工作区 

 自动软件部署项目的甘特图及状态 

 能识别系统及用户潜在风险的主动监控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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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效率，实现 IT 现代化 
Ivanti 端点管理器是实现更加以用户为中心的统

一 IT 方法的核心。这种方法可以自动处理 IT 任务并

实现用户体验现代化，从而提高 IT 人员和最终用户的

工作效率。 

它还能最大限度减少因系统中断、设备停机以及变更

和配置活动而影响用户工作效率的问题。同时，应对 

Windows 10 和 macOS 时代越来越频繁的操作系统迁

移与更新。IT 管理员无需在多个控制台间疲于奔命，

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处理与业务更相关的事务。 

 
本地、云端或托管式交付 

让 IT 资源的分配和交付都更加灵活。有些供应商只提

供一种交付模式，而 Ivanti 可以在本地和云端都让您体

验到相同的端点管理功能及其带来的诸多裨益。在云端

时，您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管理资源，或者利用 Ivanti 

的专业知识来处理您的核心管理需求。 

 
 

对所有用户设备进行真正统一的端点管理 
Ivanti 端点管理器让您可以管理所有用户及他们使用的所有设备。下表简要介绍了每种最终用户设备可用的领先管理功能。 

 

Windows 和 MacOS 移动设备管理 其他平台和附加工具 

包含的工具 功能 包含内容 功能 其他平台 功能 

核心管理 主动式、被动式和无代理发现及

清单生成 
核心移动设备管理 主动式、被动式和无代理发现

及清单生成 
Linux 主动式和被动式发现及

清单生成 

配置及策略管理 注册及设备限制 软件分发 

远程协助 安全远程控制 - 通过任意 HTML 
5 浏览器均可进行 

设备锁定和选择性擦除 Chromebook 主动和被动式发现及清

单生成 

操作系统和

软件管理 
操作系统部署和迁移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最终用户用以访问应用程序、

文档和链接的自助服务工作区 
Unix 主动和被动式发现及清

单生成 

重要附加工具 功能 
软件打包、分配和自动部署项目 以用户为目标的应用程序分发 云服务设备 无需 VPN 即可通过互联网

连接管理远程办公室/用户 

仪表盘、自定

义报告及警报 
Xtraction 商业价值仪表盘 - 无需

电子表单专家，也能实现强大的

洞察力 

基于角色的管理体验 通过单一管理控制台管理用户

和移动设备需求 
端点补丁 对高风险软件进行自动漏

洞评估和补丁管理 

自定义报告和查询 

系统警报，提供积极主动的服务
和支持 

IT 分析人员工作区 - 应用策

略、将应用程序分配给指定用
户、发起远程控制会话 

端点管理器的端点

安全 
在威胁对业务造成影响之

前及时检测和预防，并对

入侵作出快速响应 

自助服务 最终用户自助服务工作区 - 用以

访问应用程序、文档和链接 
资产优化器 注销未使用的软件许可证，

在满足审计需要的同时节省

许可证开支 

基于角色的

管理体验 
通过单一管理控制台管理所有用

户和平台，或将重点管理任务分

配到 IT 分析人员工作区 

MDM 管理平台 iOS 
Android 
Windows 
macOS 

新增 Xtraction 连接

器 

获取来自多个商业及 IT 数据

源的数据，创建商业价值仪

表盘 
 

电源管理 配置和利用最新的操作系统功

能，确立标准的能源节省方式 
ServiceNow 连接器 ServiceNow 商店提供下载，

为端点管理器提供数据同步

和连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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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ti 端点管理器

Ivanti 是统一端点管理领域公认的领导者。Ivanti® 端点管理器由 Landesk 提供技术支持，可帮助 IT 管理员收集详细的设备数据、自动部署软件和操作系统并快速解决用户问题，从而提高用户和 IT 部门的工作效率。它对所有最终用户设备的管理进行集成统一，并提供可被其他 Ivanti 解决方案和 Ivanti 合作伙伴使用的核心数据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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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助于 IT 部门控制资产、成本、合规性及安全性的数据



洞悉先机。Ivanti 端点管理器通过业内领先的发现及清单生成技术，提供受管及未受管设备的大量至关重要的数据，可有效提高贵企业对以下原因引起的业务风险的洞悉程度和管控水平：

· 软件不合规罚款和过量购买许可证

· 不符合企业服务品质协议

· 最终用户设备上的安全漏洞

· 过高的能耗支出

统一端点管理

别被您要管理的众多端点绕花了眼。无论用户使用哪种智能设备或操作系统，您都可以利用 Ivanti 端点管理器轻松管理各种端点和操作系统，包括：

· PC/服务器 - Windows、macOS、Linux、Unix 和 Chromebook

· 移动设备 - OS、Android 和 Windows

· 物联网 - tvOS 和 Raspbian


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就能访问、配置和管理与用户、组以及他们的所有关联设备相关的 IT 策略与流程。而设置策略和分发软件等智能操作仅在有意义的用户设备上进行。



提供洞察力并立即采取行动

IT 需要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时间获取正确的信息，以便采取果断措施。Ivanti 端点管理器为最终用户、管理员和 IT 高管提供一系列集成仪表盘的角色型工作区。有了 Xtraction 定制仪表盘和报告功能，您可以清楚了解 IT 活动的效率。这些功能完善的仪表盘、可自定义报告和警报工具包括：

· 用户及其所有设备的信息和可视化内容

· 可链接多个 IT 及商业数据源的商业价值仪表盘

· 集中操控的角色型控制台和工作区

· 自动软件部署项目的甘特图及状态

· 能识别系统及用户潜在风险的主动监控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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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效率，实现 IT 现代化

Ivanti 端点管理器是实现更加以用户为中心的统一 IT 方法的核心。这种方法可以自动处理 IT 任务并实现用户体验现代化，从而提高 IT 人员和最终用户的工作效率。

它还能最大限度减少因系统中断、设备停机以及变更和配置活动而影响用户工作效率的问题。同时，应对 Windows 10 和 macOS 时代越来越频繁的操作系统迁移与更新。IT 管理员无需在多个控制台间疲于奔命，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处理与业务更相关的事务。




本地、云端或托管式交付

让 IT 资源的分配和交付都更加灵活。有些供应商只提供一种交付模式，而 Ivanti 可以在本地和云端都让您体验到相同的端点管理功能及其带来的诸多裨益。在云端时，您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管理资源，或者利用 Ivanti 的专业知识来处理您的核心管理需求。







对所有用户设备进行真正统一的端点管理

Ivanti 端点管理器让您可以管理所有用户及他们使用的所有设备。下表简要介绍了每种最终用户设备可用的领先管理功能。



		Windows 和 MacOS

		移动设备管理

		其他平台和附加工具



		包含的工具

		功能

		包含内容

		功能

		其他平台

		功能



		核心管理

		主动式、被动式和无代理发现及清单生成

		核心移动设备管理

		主动式、被动式和无代理发现及清单生成

		Linux

		主动式和被动式发现及清单生成



		

		配置及策略管理

		

		注册及设备限制

		

		软件分发



		远程协助

		安全远程控制 - 通过任意 HTML 5 浏览器均可进行

		

		设备锁定和选择性擦除

		Chromebook

		主动和被动式发现及清单生成



		操作系统和软件管理

		操作系统部署和迁移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最终用户用以访问应用程序、文档和链接的自助服务工作区

		Unix

		主动和被动式发现及清单生成



		

		

		

		

		重要附加工具

		功能



		

		软件打包、分配和自动部署项目

		

		以用户为目标的应用程序分发

		云服务设备

		无需 VPN 即可通过互联网连接管理远程办公室/用户



		仪表盘、自定义报告及警报

		Xtraction 商业价值仪表盘 - 无需电子表单专家，也能实现强大的洞察力

		基于角色的管理体验

		通过单一管理控制台管理用户和移动设备需求

		端点补丁

		对高风险软件进行自动漏洞评估和补丁管理



		

		自定义报告和查询

		

		

		

		



		

		系统警报，提供积极主动的服务和支持

		

		IT 分析人员工作区 - 应用策略、将应用程序分配给指定用户、发起远程控制会话

		端点管理器的端点安全

		在威胁对业务造成影响之前及时检测和预防，并对入侵作出快速响应



		自助服务

		最终用户自助服务工作区 - 用以访问应用程序、文档和链接

		

		

		资产优化器

		注销未使用的软件许可证，在满足审计需要的同时节省许可证开支



		基于角色的管理体验

		通过单一管理控制台管理所有用户和平台，或将重点管理任务分配到 IT 分析人员工作区

		MDM 管理平台

		iOS Android Windows
macOS

		新增 Xtraction 连接器

		获取来自多个商业及 IT 数据源的数据，创建商业价值仪表盘





		电源管理

		配置和利用最新的操作系统功能，确立标准的能源节省方式

		

		

		ServiceNow 连接器

		ServiceNow 商店提供下载，为端点管理器提供数据同步和连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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