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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移动工作者

的安全应用交付

使人们可通过任何类型的设备使用 

 Windows® 应用和原生移动应用， 

同时确保全面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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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性为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使他们可以随时随地

办公；但同时也给 IT 部门带来了没完没了的问题。人们现

在也使用原生移动应用来办公，而不光依赖在 Windows®

设备上运行的 Windows® 应用。他们需要通过任何类型

的设备（从Windows® 和 Mac 笔记本直到平板电脑和

智能手机）同时接入这两种应用。

移动应用也带来了用户体验挑战。与客户端 - 服务器应用

不同，移动应用增加了客户端和后端数据库之间的距离，

带来了用户体验挑战——在不同移动平台上以不同方式

运行的移动应用就是一个例子。应用管理和交付也变得

更为复杂；如何通过移动员工使用的所有设备向他们交

付最新的应用？人们在不同地点和设备间迁移时，能否确

保为最敏感的企业内容提供最高级别的安全性，同时为

不太敏感的数据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Citrix XenApp 可实现更高的企业移动性和生产率，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简化的方式

来将 Windows® 应用和数据安全地交付到任何设备上，使人们可随时随地办公，同

时确保出色的用户体验。Citrix XenMobile 可补充 XenApp，在任何设备上为原生

移动应用和数据提供出色的安全性和控制功能。这是一种完整的端到端移动性解

决方案，使您可以有效管理人们选择的任何设备（不管是企业设备还是个人设备）

及他们使用的应用和数据。 

以人们需要的方式交付他们需要的应用 

人们需要工作时，应用最重要。在移动性尚未流行的时代，IT 部门只需在办公室的

台式机上安装企业应用，就可以为人们提供高效办公所需的一切工具。而现在，企

业应用只是一部分内容——人们使用的设备五花八门，不管是外形还是平台都前所

未有。要满足当前移动工作者更广泛的要求，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必须清楚地了解

不断演进变化的应用格局。

http://www.citrix.com/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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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传统企业应用仍在大多数企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可以支持各种业务流

程和应用场景，但都有着一些相同的核心属性。它们设计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提供广泛的功能和强大的用户界面，使用户可以与大量数据（通常包括高度敏感的

业务信息）进行交互。它们需要在客户端和后端数据库之间建立可用的网络连接。

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帮助正常开展业务的强大关键应用——例如 SAP 和 Siebel。 

企业移动应用，顾名思义，就是设计用于在移动设备（如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

运行的企业应用，但它们与传统应用的区别不限于此。企业移动应用通常有多个版

本，分别设计用于不同的移动平台，如 Apple iOS 或 Android。它们比企业应用更小，

只能提供有限的功能，而且可处理的数据也很有限。它们优化用于小尺寸屏幕，可快

速接入最常用的功能，而不提供杂乱无序的 Windows® 式界面。触屏控制取代了触

摸板或双按键鼠标输入方法。企业移动应用的设计通常非常小巧，它们通过移动网

络向移动设备发送少量数据，或者通过移动网络向后端数据库发送命令。根据处理

数据的方式，移动应用还可以离线使用。 

企业移动应用有两种： 

移动化 Windows® 应用 — 传统企业应用的一种版本，由 IT 部门进行修改

后用于移动设备。

原生移动应用 — 通常由第三方开发商开发的移动应用，专用于移动平台。

为确保全面的企业移动性，IT 部门需要能够安全而高效地将 Windows® 应用交付

到移动设备上，同时确保可提供安全的原生移动应用以在企业内使用。 

利用 Citrix XenApp 移动交付 Windows® 应用 

为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支持各方面的工作，贵公司已投入大量资源来购买和开发

Windows® 应用；而现在，您需要一种简单而高效的方法，将它们交付到移动设备上。

这意味着需要应对几个方面的挑战：

开发 – 在您的环境中移动交付大量 Windows® 应用将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

工作，即使您只需要在一个平台上完成这一工作；但随着自带设备（BYOD）逐

步成为标准，您需要确保与各种设备类型及移动操作系统的兼容性。要实现

全面高效的办公，您需要为员工提供可媲美原生移动设备的 Windows® 应用

体验，包括触屏输入和针对更小尺寸的屏幕进行了优化的界面。您还需要确保

将来开发的定制应用可实现全面移动化，易于接入而且优化用于帮助用户通

过任何设备高效地办公。 

管理和交付 – 移动性有望在不同设备和地点上实现无缝便捷的接入，避免接

入最新应用的多种方法（根据人们使用的应用或设备类型）使人们一头雾水。

IT 部门需要一个统一的通道，使人们可通过自己选择的任何设备接入各种应

用。 

http://www.citrix.com/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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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 某些类型的信息需要安全地保存在数据中心内以满足合规性或风

险管理要求；而有些数据，如用于通过本地客户端接入电子邮件的 Microsoft 

Exchange 帐户数据，可以保存在移动设备中供离线使用——但前提是必须

妥善保存。您的移动性战略应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允许以不同方式处理不同

类型的移动数据。 

用户体验 – Windows® 应用的设计最适合在传统企业环境中运行，而不是移

动设备（数据包需要通过质量不同的移动网络和连接才能到达数据中心）。移

动设备上的 Windows® 应用性能差强人意，很快会导致用户对贵公司移动性

战略的有效性感到失望。 

XenApp 可帮助将集中管理的应用按需交付到企业内任何电脑上，进而帮助推动最

新的 IT 转型。现在，移动性和 BYOD 对 IT 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XenApp 可帮助

企业再次进行应用环境转型，使人们可通过任何类型的设备（包括它们的个人平板

电脑和智能手机）接入所需的应用。 

移动交付基于 Windows® 的企业应用 

XenApp 可帮助轻松地移动交付 Windows® 应用，供用户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上使用。您再也不需要重新编写企业应用的移动版本，而是可以利用 Citrix HDX 

Mobile 技术，修改它们的界面，使它们看起来就像移动设备上的原生移动应用一样，

而不需要修改后台代码。经过优化的移动外观包括触摸式界面、多点触摸手势、原

生菜单控制、摄像头和 GPS 支持。与完整的企业应用版本相比，数量更少的功能

可以更高效地满足移动应用场景的需求。利用一种集中管理的应用来支持使用任

何设备类型（台式机、笔记本、瘦客户端、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用户，您就可以

大大缩短开发周期，同时确保新应用可同时用于各种应用场景。 

简化任何设备上的应用管理和交付 

在您的员工看来，XenApp 使它们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轻松接入 Windows® 应用，就

好像在使用传统电脑一样。Citrix Receiver 可提供一个接入点，使用户可通过任何

类型的设备接入贵公司环境中的各种应用（Windows® 或原生移动应用）。 

保护敏感数据，同时实现用户灵活性 

XenApp 可提供对集中管理的内容的原生接入，而不需要像移动应用一样向设备发

送数据。设备和使用设备的人在移动，但数据本身安全地保存在数据中心内并受到

有效保护。 

http://www.citrix.com/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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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为移动化 Windows® 应用提供类似原生应用的用户体验 

XenApp 交付的 Windows® 应用在数据中心内与数据库一同运行，因此与需要通过

移动网络发送请求的本地安装的移动应用相比可提供更出色的性能。通过智能地

解决移动网络状况动态多变而且容易丢包的问题，并利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硬

件加速功能改进图形和多媒体性能，XenApp 可以进一步改进通过移动设备接入

的 Windows® 应用的性能。 

利用 Citrix XenMobile 管理、保护并部署原生移动应用 

XenApp 提供了一种移动交付 Windows® 应用的简单而高效的解决方案，但原生移

动应用的情况又如何？这些应用不仅在个人用户中十分普及，在企业环境中也是日

渐盛行。企业办公技术和个人用户技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人们可能希望甚

至坚持在各种设备上使用数量日益增加的应用。为使人们更高效地办公，IT 部门需

要一种有效的方式，通过任何类型的设备确保为任何应用和数据提供企业级安全

性。这意味着可以确保设备本身的安全性：设备是否已越狱？实施了哪些密码保护

措施？您能否确保本地企业数据将受到有效保护？ 

Citrix XenMobile 可提供管理、保护并部署原生移动应用的功能，补充通过 XenApp

实现的 Windows® 应用移动化，进而进一步完善您的企业移动性战略。 

管理 – 安全的设备推送和擦除流程可大大简化向移动设备置备应用或从中删

除应用的工作。IT 部门可以将一系列企业移动应用推送到任何设备上，全面

配备新的 BYO 设备或加快新员工入职过程，而不需要访问应用商店并逐一下

载应用。有员工离开公司时，IT 部门可以从远程擦除其设备中的所有企业内容，

而不触动其中的任何个人应用或数据。 

安全性 – XenMobile 使您可以实施 60 多条不同的策略，包括密码、PIN、

摄像头禁用等，进而确保任何原生移动应用的安全性，而不修改原生应用代

码。micro-VPN 可以将移动应用连接到后端数据库，实现安全的数据接入。

对于发送到移动设备的任何数据——不管是 XenApp 策略允许的移动化

Windows® 应用还是原生移动应用，XenMobile 都允许在静止或传输过程中

进行全面加密。企业移动应用可安装到容器中，从而与同一台设备中的个人应

用隔离开来，防止数据泄露。全面的移动设备管理（MDM）特性使您可以实施

密码保护，限制通过越狱设备接入企业网络，有选择性地锁定或擦除丢失或

被盗设备中的数据。 

用户体验 – 早期的移动用户通常随身携带两部智能手机：一部是企业配发的，

由 IT 部门进行置备和锁定；另一部是个人的，安装有用户喜欢的所有应用。有

了 XenMobile，鱼和熊掌可兼得，通过 BYOD 获得两方面的优势，办公和个人

使用只需要一台设备。IT 部门可以全面控制并保护设备中的企业应用和数据

http://www.citrix.com/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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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影响个人内容。在设备丢失或被盗的情况下，远程锁定和擦除功能使 IT

部门可以有选择性地擦除 BYOD 设备中的企业内容，而个人数据和应用可原

封不动。

XenApp 和 XenMobile 相得益彰，提供了一套集成解决方案，可帮助员工移动办公，

帮助企业顺利实施 BYOD 计划。 

结语 

Citrix XenApp可实现最大的移动性，帮助人们随时随地最高效地办公，进而帮助您

的企业顺利完成转型。XenApp 可提供一整套工具来安全地将任何 Windows® 应

用交付到移动设备上，并通过任何类型的设备提供最出色的体验。Citrix XenMobile

可进一步补充 XenApp，因为它可以通过一套集成解决方案提供管理、保护和部署

原生移动应用的功能。该解决方案设计用于帮助人们最高效地办公，灵活地选择最

合适的设备和应用，可确保全面的员工移动性而不降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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