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有适当的工具，视窗和苹果不论
在任何机构都能够兼容共存

员工选择计划的兴起以及 Apple 设备投放在企业中的增长，
为以前由 Windows 主导的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未知因
素。本报告概述了如何整合 Mac 和 Windows 设备、工具和
基础架构，从而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环境。

在使用微软视窗的机构 中管
理苹果装置

要了解如何成功整合您的 Mac 和 Windows 环境，请问： 
www.jamf.com/zh/products/jamf-pro/microsoft 

企业概要

https://www.jamf.com/zh/products/jamf-pro/microsoft/


微软管理是视窗的最佳管理方案

在不影响员工生产力的情况下，加强组织安全性需要使用
专用工具。 

微软的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SCCM 
或ConfigMgr 2012)跃升成 企业内首选的视窗客户端
管控软件是自然不过的 事。配以本机 OS 作业系统整
合，ConfigMgr 有 着 优 越 的 库 存 、配 置 、补 丁 管 
理 和 I T 保 安 功 能 。使 用ConfigMgr 的机构都习惯了
对视窗客户端拥有一 定程度的操控，因此难以想像要为引
入苹果装置而 降低对现有装置的控制。

但随着 Mac 设备投放在企业中的增长以及将资产和
管理转移到云端的需求，Microsoft 管理理念有了新的
形式，也就是 Microsoft Intune。Intune 通过移动设
备管理 (MDM) 为 Windows 管理提供了一种现代化方
法。Windows 管理员可以利用 Intune 来保护 Windows 
和 Android 设备的安全性。

尽管 Microsoft 提供了一些基本的 Apple 管理功能，但
由于 Microsoft 和 Apple 的根本区别，许多企业组织都
不使用这些功能来管理 Apple 设备。

有限度机构内苹果支援

利用 Microsoft 工具构建管理实践的组织，现在则面临
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在现代化工作模式中大量涌现的 
Mac、iPad、iPhone 和 Apple TV 设备。考虑到学习一门
新的 IT 语言需要时间、精力和资源，而许多组织可能无法
负担这些成本，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管理员需要适当的工具和流程去管理苹果装 置——与管
理视窗装置一样轻松——并要兼顾保 安、IT标准以及用户
体验。

另一道障碍则是苹果的 iOS 和 OS X 作业系统的 更新频
率。跟相隔数年才推出重大更新的视窗有所 不同，苹果的
作业系统是每年推出新版本的。更困 难的是，较新的苹果
硬体是无法被降级的，意味着 IT 团队必须在每个新操作
系统推出时能对其即时 支援。管理工具亦需要相应地作
出更新。

JAMF PRO 是苹果装置的最佳管理方案

Jamf 的 JAmf Pro 专为苹果平 台而设，为 IT 团队配备
所有管理苹果装置所需 的工具。配以本机 OS 作业系统整
合，JAmf Pro为 iPad 、Apple TV 、iPhone 和 Mac 提供
库存、配置 和保安功能，并紧贴苹果操作系统推出时间表作 
出更新，从而确保管理的无间断性和无痛更新。 Jamf Pro 
更已经与最新的苹果技术整合，包 括苹果创新的装置注册
计划(DEP)和批量购买计 划(V P P)。 



JAMF PRO 和 MICROSOFT INTUNE 集成

随着传统营业时间和工作空间的转变，现代员工队伍也变得越来越灵活。时至今日，IT 人员的工作早已不仅仅意味着建立一道“
墙”来保护人员、设备和敏感数据，因为员工会在传统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需要访问存储在云端的资源。

为了适应那些应用云技术以及在计算机方面提供选择的组织，Jamf 和 Microsoft 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保数据及设备
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 无论在何种计算机平台。

这种集成使 Jamf Pro 能够与 Microsoft Intune 共同完成三项核心管理功能:

•    整体库存。Jamf Pro Mac 库存数据可与 Microsoft Intune 共享，从而启用 360 度环境视图。

•   为 Mac 启用条件访问。对 Mac 用户应用与 Windows 用户相同的条件，以便安全地访问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公司资源。

•    一键修复。最终用户可以轻松地使他们的 Mac 设备达到安全标准，从而访问公司资源。

1) Mac 由 Jamf 管理

2) Mac 在 Intune 注册  

4) Intune 评估合规性， 

3) 库存数据共享给

5) 允许访问公司资源 

6) 阻止来自不合规设备的访问， 
并提供用户友好型修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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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使用最优等的苹果和微软管理工具，让IT管理员得到所需的控制和管理使用者装置的能 
力。Jamf Pro 和 Intune 结合的威力无出其右，让苹果装置管理过渡变得史无前 例的简单
方便。即使面对一套全新的平台时，IT仍能充满信心，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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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如何安全并成功整合您的 Mac 和 Windows                 

环境， 请访问： 

jamf.com/zh/products/jamf-pro/microsoft

快速配置，轻松整合

Jamf 为 IT 管理员提供现场 JumpStart 支援，加快初始配
置。 JumpStart 协 助过渡视窗管理方案并提供苹果管理
技术建议。有经验的 Windows 管理员会通过 Jamf Pro 工
具发现熟悉的概念，根据不同平台，实施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 JumpStart 之后，IT 管理员可以继续培养有关 Jamf 和 
Apple 技术培训和认证课程的专业知识。

 

为 IT 提供熟悉的平台和報告功能

在维护多个平台时，IT 人员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需要报告所
有设备的安全状态（加密、关键安全更新等）。有些人会错误
地假设，实施 Apple 设备将使 IT 人员看不到他们所习惯的
完整或类似报告。

为了减轻这种顾虑，Jamf 提供了一个 SCCM 插件，该插件
可以与传统 Windows 管理工具共享 Mac 库存数据。这些
报告直接来自 IT 管理员熟悉的配置管理器报告视图。

https://www.jamf.com/zh/products/jamf-pro/microso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