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vanti 统一端点管理器 
 
 

Ivanti® 统一端点管理器 (Ivanti U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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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作

环境个性化设置并快速解决用户问题，从而提高用户和 IT 

部门的工作效率。Ivanti UEM 是唯一一款既支持用户工作

空间个性化设置，又支持 IT 分析师和管理员通过单一控制

台轻松管理所有设备的解决方案，从此告别操作多个控制

台的手忙脚乱。 
 
提高可见性与响应速度 
发现端点并生成所有端点的清单对统一 IT 至关重要。而仪

表板的设计如有利于发现业务价值，再把正确的数据添加

进去，则可为 IT 人员提供有效指引，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

清晰，行动速度变得更快。Ivanti® Xtraction 可以帮助企业

轻松创建对业务价值有所助益的仪表板，无需任何数据科

学家或专家的协助，即可综合所有信息、找出有价值的数

据，然后以可视化方式显示出来，以此助力团队迅速采取

行动。 

实现多设备的统一管理 

如何管理企业环境中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配置文件并

为之提供支持，是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采用独立的解决

方案进行企业移动设备管理 (EMM)、客户端管理和用户体

验管理复杂又低效，简化是大势所趋。我们的统一端点管

理 (UEM) 解决方案恰能满足企业所需，部署后会有以下几

点成效： 

 有效简化企业的移动设备管理并保障设备安全，包括用

户的笔记本和台式电脑 

 支持快速在所有设备上应用策略、个性化设置和操作 

 支持通过自助服务或针对性推送为用户提供资产或服务 

 支持运用系统智能来决定用户和设备接收的信息 

 

 
 
此外， Ivanti 解决方案支持  Windows（物理和虚拟）、

macOS、Linux、Unix、iOS 和 Android，因而凡是使用这些

操作系统的用户，企业都能进行统一管理，这一点其他供应

商无法企及。我们的产品甚至还能帮助企业管理 IoT 设备，

如 Apple TV 和 Raspberry Pi。 

Windows 10 现代化管理 
Ivanti 统一端点管理可以帮助企业轻松把用户的个人设置和

文件迁移至 Windows 10。但此解决方案的优势绝不仅限于

助力 Windows 10 迁移，也有助于企业实现“Windows 即服

务”更新的自动化，大幅降低网络开销。此外，我们的解决

方案还能利用 Windows Autopilot，助您快速登记新的 

Windows 设备。无需使用 Microsoft InTune®，也无需 IT 人

员协助，即可完成用户设备的预配工作。用户收到全新的 

Windows 10 设备后，只需开机即可使用各项功能，全力投

入工作。 

出色的使用体验助力提升用户生产力 
用户想要的不仅仅是优质的内容，也期望在个性化的用户工

作空间中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个性化的工作空间也可以缩

短登录时间，提高桌面响应速度，从而帮助实现更高的生产

力。随着用户满意度的提高，支持服务的工作量也会减少。

此外，对于新员工来说，设备配置一致有助于他们顺利起

步，也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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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众集成助力实现统一 IT 
集成是 UEM 的核心内容，因为这关系到用户体验。此

解决方案同样可与端点安全和补丁修补工具无缝集

成，集成后只需通过同一个管理控制台便可进行多方

面管控。但其他供应商的解决方案无法实现这一点， 

企业不仅需要维护多个管理系统，还可能在出现问题时找

不到责任供应商。Ivanti 解决方案还充分考量 IT 的各个方

面，力求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集成的统一解决方案，助力轻

松解决企业关注的资产跟踪与许可证合规性、服务管理、

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等问题。 

 

以统一且简化的方式，获得可见性并管理员工使用的设备。 
 

平台 策略与个性化 附加组件与统一 IT 解决方案 
内容 功能 内容 功能 重要附加组件 功能 

客户端管理 主动式、被动式和无代理式设

备发现及清单生成 
降低复杂程度 取代组策略 — 应用 

ADM/ADMX 设置的速度更

快，适用的环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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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macOS  
Linux  
UNIX 

摒弃登录脚本 — 快速登录、

图形控制台、多线程引擎 
端点管理器的端点

安全 
检测并预防威胁，如发现入侵可快

速响应 — 自动隔离及修复勒索软

件和恶意软件造成的破坏 

软件分发、远程控制、操作系

统配置，以及电源或能源管理 
对 Windows 设备

进行个性化设置 
应用基于环境的策略设置和用

户个性化设置 
端点管理器补丁 
插件 

实现操作系统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补丁修补流程与发布自动化 
MDM 
管理 

iOS  
Android  
Windows  
macOS 
Chromebook 

提升 Office 365 使用体验 — 
运用缓存漫游，确保 
Exchange 和 OneDrive 在非

持久性环境中流畅运行 

File Director 在保障全方位 IT 控制、审核和安

全的前提下，把用户桌面文件同步

至本地或 Office 365 存储 

现代化的联合 
管理 

联合管理 CMT 和 MDM。

Windows 10 AutoPilot 支持零

接触设备部署 

其他 Xtraction 连
接器 

访问多个业务部门和 IT 数据源中

的数据，助力创建出对业务价值有

所助益的仪表板 
IoT 管理 Apple TV 

Raspberry Pi (Raspbian) 
打造更为高效的

用户体验 
缩短登录时间 — 把不必要的

操作移出登录流程，并仅在需

要时按需应用策略操作和个性

化设置 

出色的统一 IT 解决

方案 
功能 

仪表板、自定义

报告及警报 
Ivanti Xtraction 业务价值仪表

板 — 无需电子表单专家，也能

帮助企业获得富有见地的洞

察；支持自定义报告和查询；

同时，系统警报还可让企业积

极主动地寻求服务和支持 

Windows 10 迁移

和 Windows 即服

务（更新） 

实现已完成个性化设置且用户就绪

的 Windows 10 设备交付的自动

化，同时高效维护所有的 
Microsoft 更新 

自助服务门户 支持最终用户访问应用程序、

文档和链接的自助服务工作 
空间 

为用户提供便捷、安全的使用

体验 — 隐藏并限制操作系统

和应用程序内容的访问权限，

手段包括文本框、按钮和下拉

菜单 

隔离与修复 阻止恶意软件运行 — 隔离受到感

染的设备，然后远程控制设备，接

着对其进行修复或重装镜像操作，

最后再重新接入网络 

基于角色的管理 在单一的管理控制台上，管理 
PC、移动和 IoT 设备 — 可根

据角色和环境分配管理权限 

自助服务 IT 创建服务目录，用户只需简单几步

操作就可以把后台的服务、部署、

资产管理等所有内容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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