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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DX Toolkit

November 22, 2022
MDX Toolkit 是一种用于增强移动设备体验的应用程序容器技术。使用该工具包，您可以通过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为安全部署准备应用程序。

最新声明

• WKWebView 问题和 Citrix SSO
20.11.x 起，Citrix 开 始 为 移 动 生 产 力 应 用 程 序 支 持 WKWebView， 此 后 Apple 终 止 了 对 使 用
UIWebView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支 持。WKWebView 是 Apple 框 架， 它 取 代 了 之 前 使 用 过 的 UIWebView 框
架。由于技术限制和 WKWebView 的复杂性，某些 Web 站点可能会出现一些通道传输问题。
自版本

Citrix 或许能够尽力提供分析并提出对您的 Web 站点的呈现方式的修改建议。但是，最终，如果遇到问题，我
们建议您使用 Citrix SSO 应用程序进行 VPN 通道传输。
有关 Citrix SSO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 客户端。

•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SDK 可用于替换 iOS 和 Android 平台未涵盖的 MDX 功能区域。

• MDX 封装技术将于 2023 年 7 月达到生命周期结束 (EOL) 状态。要继续管理您的企业应用程序，必须合并 MAM
SDK。
有关 MAM SDK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Mobile App Management (MAM) SDK（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SDK）上的 “Citrix Developer” 部分。还可以在此 Citrix 博客文章和 MAM SDK 概述中找到更多信息。
当您登录到 Citrix 下载时，MAM SDK 将可供下载。

MDX Toolkit 的功能
MDX Toolkit 将以下信息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

支持移动应用程序管理任务（例如预配、自定义身份验证、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吊销、数据包含策略、数据加密
以及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虚拟专用网络连接）所需的代码

•
•

签名的安全证书
策略信息和其他 Endpoint Management 设置

MDX Toolkit 可以安全地封装在贵组织中创建的应用程序或第三方移动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将应用程序添加到 Endpoint Management。添加应用程序时，可以更
改策略信息、添加应用程序类别、应用工作流以及将应用程序部署到交付组中。
要下载 Endpoint Management 组件，请参阅 Citrix Web 站点上的 “下载” ⻚面。

MDX Toolkit 20.10.5 是在 Citrix.com 上发布的版本。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DX Toolkit 中的新增功能和已修复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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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MDX Toolkit 不支持 Windows Phone。

关于应用程序封装
可以封装从应用程序供应商处获取的 Android 或 iOS 应用程序。通过公共应用商店分发，您不必使用 MDX Toolkit
签名和封装 Citrix 开发的应用程序。此过程大大简化了部署应用程序的过程。由于 Endpoint Management 服务器
已经支持从公共应用商店部署应用程序，因此不需要更新服务器。但是，您可以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第三方应用程序
或企业应用程序。有关公共应用商店分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公共应用商店分发。
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可以封装其开发的应用程序，然后在应用商店或 Citrix 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库中提供这些应用程
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MDX 开发人员指南》
。

MDX Toolkit 将应用程序文件（.ipa、.app 或.apk）与 Citrix 组件和您的密钥库或签名证书组合在一起，生成封装的
MDX 应用程序。
MDX Toolkit 支持以下第三方框架：
•

在 Xamarin 平台上开发的 Android 和 iOS 应用程序。
注意：
不支持使用 Xamarin.forms 框架开发的应用程序。

•

使用 PhoneGap (Apache Cordova) 框架开发的应用程序

除非明确说明，否则我们不保证其他第三方框架（例如 Swift）能够与 MDX Toolkit 配合使用。
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MDX Toolkit 和 XenMobile App SDK 包括以下工具：

• 可用于封装 iOS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acOS GUI 工具。
• 用于封装 iOS 应用程序的 macOS 命令行工具。
• 用于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Java 命令行工具。
• XenMobile App SDK：第三方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XenMobile App SDK 根据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在封装应用程序中执行操作。例如，如果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阻止在移动生产力应用程
序中执行剪切和复制，开发人员可以阻止在该应用程序中执行文本选择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MDX 开发
人员指南》。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SDK

MDX Toolkit 逐步弃用，MAM SDK 将取代 iOS 和 Android 平台未涵盖的 MDX 功能区域。请改为使用 MAM SDK
创建应用程序，而非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第三方应用程序。这种开发应用程序的方法允许您直接调用 API，而非依赖
包装器。有关 MAM SDK AP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移动应用程序集成的开发人员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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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November 22, 2022

当前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MAM SDK 22.10
•

新版本的 MAM SDK 已对 Android SDK 31（Java、Cordova 和 Xamarin）可用。MAM SDK 适用于 Android

10.x、11.x、12.x 和 13.x。
•

温馨提示：正如之前在弃用和删除中宣布的那样，MDX Toolkit 将于 2023 年 7 月达到生命周期结束 (EOL) 状
态。自该时间起，您将无法再使用此方法封装应用程序。要继续管理您的企业应用程序，必须合并 MAM SDK。

MDX Toolkit 21.8.5
•

正如之前在弃用和删除中宣布的那样，MDX Toolkit 将于 2023 年 7 月达到生命周期结束 (EOL) 状态。自该时
间起，您将无法再使用此方法封装应用程序。要继续管理您的企业应用程序，必须合并 MAM SDK。
有关 MAM SDK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AM SDK 概述。
以下 MAM SDK 可在 Citrix 下载和 GitHub 上下载：

–
–
–

适用于 iOS 本机的 MAM SDK 版本 21.9.0（支持 iOS 15）
适用于 Xamarin iOS 的 MAM SDK 版本 21.7.0 [技术预览版]
适用于 Cordova iOS 的 MAM SDK 版本 21.7.0 [技术预览版]。

•

支持 iOS 15。

•

支持 Android 12。

MDX Toolkit 21.6.0
•

20.11.x 起，Citrix 开 始 为 移 动 生 产 力 应 用 程 序 支 持 WKWebView， 此 后 Apple 终 止 了 对 使 用
UIWebView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支 持。 如 果 使 用 MDX Toolkit 封 装 的 iOS 应 用 程 序 已 升 级 到 WKWebView，
自版本

则必须使用以下网络访问策略选项：

–
–
–

已阻止
不限制
通道 - Web SSO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6

MDX Toolkit
早期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MDX Toolkit 21.3.0
此 MDX Toolkit 版本中包含多个修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20.10.5
此 MDX Toolkit 版本中包含多个修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20.8.5
此 MDX Toolkit 版本中包含多个修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版本 19.9.5 至 20.7.0
这些 MDX Toolkit 版本包含修复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19.9.0
此版本支持 iOS 13。请注意以下策略变更：运行 iOS 13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不支持 “允许使用的 Wi-Fi 网络”MDX 策略。

MDX Toolkit 19.8.0
此版本支持 Android Q。

MDX Toolkit 19.6.5
加密管理。加密管理允许您使用新式设备平台安全性，同时确保设备处于足够的状态，以便有效地使用平台安全性。确
定了设备必须遵守的一组安全标准，并被视为符合加密管理要求。然后，您可以识别不合规的设备，并限制对不符合这
些标准的设备上的应用程序的访问。
通过使用加密管理，您可以消除本地数据加密冗余，因为文件系统加密是由 Android 和 iOS 平台提供的。加密管理还
提高了性能（避免双重加密）和应用程序与 MDX 的兼容性。
注意：
为了帮助您入⻔，请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中运行新报告，以列出组织中不符合要求的设备。此报
告有助于确定启用对合规性强制执行的影响。要访问报告，请打开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然后导航
至分析 > 报告 > 不合规设备，然后生成报告。

“不合规设备” 报告在运行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版本 19.6.0.2 或更高版本的环境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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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类型
要使用加密管理功能，请在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将加密类型 MDX 策略设置为强制合规的平台加密。
这样可以实现加密管理，并且用户设备上的所有现有加密应用程序数据将无缝转换到由设备而非 MDX 加密的状态。在
此转换期间，应用程序将暂停以进行一次性数据迁移。成功迁移后，本地存储的数据的加密责任将从 MDX 转移到设备
平台。MDX 在每次应用程序启动时都会继续检查设备的合规性。此功能适用于 MDM + MAM 和仅 MAM 环境。
将加密类型策略设置为强制合规的平台加密时，新策略将取代您现有的 MDX 加密。
有关加密管理 MDX 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中的加密部分：

•
•

适用于 iOS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适用于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不合规设备行为
当设备低于最低合规性要求时，“不合规设备行为”MDX 策略将允许您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
•

允许应用程序 — 允许应用程序正常运行。
允许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运行 — 警告用户应用程序不符合最低合规性要求，但允许应用程序运行。此为默认
值。

•

阻止应用程序 — 阻止应用程序运行。

以下标准确定设备是否满足最低合规性要求。
运行 iOS 的设备：

• iOS 10：应用程序正在运行高于或等于指定版本的操作系统版本。
• 调试器访问：应用程序未启用调试。
• 越狱设备：应用程序不在越狱设备上运行。
• 设备通行码：“设备通行码” 设置为 “开”。
• 数据共享：没有为应用程序启用数据共享。
运行 Android 的设备：

• Android SDK 24 (Android 7 Nougat)：应用程序正在运行高于或等于指定版本的操作系统版本。
• 调试器访问：应用程序未启用调试。
• 已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应用程序不在已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上运行。
• 设备锁定：“设备通行码” 设置为 “开”。
• 设备已加密：应用程序在加密设备上运行。
支持 WkWebView。此版本包括对 WkWebView 的支持。WKWebView 是 Apple 框架，用于显示 Web 内容，与
以前使用的 UIWebView 框架相比，性能和安全性都得以改进。使用 WKWebView 框架构建的 iOS 应用程序允许流
量在使用 “通道 - Web SSO” 策略时通过 Micro VPN（也称为 SSL VPN）传输。不需要任何设置配置即可使用此功能。
注意：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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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使用 “完整 VPN 通道”，则可以继续使用 UIWebView 框架，或者切换到使用安全浏览模式（推荐）。

限制
在以下情况下不支持 WkWebView：

•
•
•
•

运行 iOS 10 或更早版本的设备。
运行 Endpoint Management 与 EMS/Intune 集成的设置。
同时使用 WKWebView 组件的两个实例的应用程序。
为 “完整 VPN 模式” 配置的设置。

支持 Google Play 的 64 位应用程序。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Google Play 要求应用程序支持 64 位体系结构。此
版本的 MDX Toolkit 支持封装 64 位版本的应用程序。要评估您的应用程序是否为 64 位设备做好准备，以及有关使用

64 位库构建应用程序的说明，请参阅 Google Play 上的 Google 开发人员文档。
更新了加密库。MDX Toolkit 19.6.5 包括更新后的加密库。这些库会定期更新，以跟上最新的安全趋势，并帮助修复安
全漏洞。我们也不赞成使用较旧的密码。此更新提高了安全性，因为此更新强制环境使用最新和最安全的密码。但是，
当用户更新到使用 MDX Toolkit 19.6.5 封装的应用程序时，不更新密码可能会导致错误。
如果您是 Citrix Gateway 客户，并计划通过 iOS 和 Android 第三方应用程序来允许使用 SSL VPN，请确认您已完
成以下步骤。

•

在 Citrix Gateway 上，在 “SSL 密码” 选项中添加以下密码套件值：- ECDHE-RSA-AES256-GCM-SHA384。
有关添加安全密码的步骤，请参阅安全密码别名。

•

启用椭圆曲线加密 (ECC)。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ECDSA 密码套件支持。

Android 使用 Chrome 74。此版本包括支持在已升级到 Chrome 版本 74 的 Android 的设备上使用
Micro VPN。

支持运行

支持 Apktool 版本 2.4。此版本包括对使用 Apktool 版本 2.4 的应用程序的支持。

MDX Toolkit 19.3.5
MDX Toolkit 19.3.5 中包含多个修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18.12.0
网络策略行为。新策略取代以前的网络策略，以统一功能并使策略更加直观。有关更改的详细信息，请参⻅下表。

旧策略

Intune 策略

新策略

“网络访问”、“首选 VPN
模式” 和 “允许 VPN 模式
切换”

启用 http/https 重定向

网络访问

备注

（使用 SSO）
，禁用

mVPN 完整通道（TCP
级别）重定向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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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策略

Intune 策略

新策略

拆分通道排除列表

mVPN 通道排除列表

排除列表

要求联机会话

需要建立 mVPN 会话

要求 Micro VPN 会话

备注

如果是 Endpoint

Management MAM，
则相应的宽限期策略将控
制用户必须重新建立 VPN
会话的时间。Intune

MAM 不支持宽限期。

对于新的 “网络访问” 和 “要求 Micro VPN 会话” 策略，我们建议您选择一个新值。默认情况下，选择使用以前的设置，
该设置使用您已在更早版本的策略中设置的值。更改后，您不应还原为使用以前的设置。如果要发布新应用程序，请勿
选择使用以前的设置。另请注意，在用户将应用程序升级到 18.12.0 之前，对新策略所做的更改将不起作用。
对新上载的应用程序，默认值如下：

•

网络访问：阻止除 Secure Mail 以外的所有应用程序。由于 Intune 的状态不是被阻止，因此 Secure Mail 的
默认值为无限制。

•

排除列表：空

•

要求 Micro VPN 会话：否
升级到 18.12.0 的客户的注意事项：

“网络访问” 策略默认设置为您之前的 VPN 设置，无需任何操作。如果更改访问类型，则在您将应用程序
升级到 18.12.0 之前，更改才会生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中的应用程序网络访问部分：

•
•

适用于 iOS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适用于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MDX Toolkit 10.8.60
MDX 支持 Android P。现在，您可以封装适用于 Android P 的应用程序。
MDX 现在提供波兰语版本。

MDX Toolkit 10.8.35
对排除策略所做的更改。在 Android 设备上，非 MDX 应用程序现在可以接收 MDX 应用程序中加密的文件的解密副本。
当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设置为限制时，“受限制的打开方式例外列表” 策略中列出的应用程序可以接收 MDX 应
用程序中已加密的文件。接收文件时，这些文件的内容将解密到本地存储，并在关闭文件时从本地存储中删除。例如，将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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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com.microsoft.office.word} 添加到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使 Word 应用程序能够接收来自 MDX
应用程序的解密文件。

MDX Toolkit 10.7.20
控制净推荐值问卷调查： Citrix Files 应用程序的新策略 “允许 NPS Citrix Files” 允许您间歇性向用户显示一份净推
荐值问卷调查以获得反馈。默认值为关。
不通过通道传输端点策略：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SDK 和应用程序用于各种功能的某些服务端点需要从

Micro VPN 通道中排除。MDX 默认执行此操作，但可能会通过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服务器上设置一
个客户端属性来覆盖此列表。有关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配置客户端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客
户端属性。有关覆盖服务端点列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TUNNEL_EXCLUDE_DOMAINS。默认从通道中排除的默认
域列表如下所示。

•
•
•
•
•
•
•
•
•
•
•
•
•
•
•
•
•

ssl.google-analytics.com
app.launchdarkly.com
mobile.launchdarkly.com
events.launchdarkly.com
stream.launchdarkly.com
clientstream.launchdarkly.com
firehose.launchdarkly.com
hockeyapp.net
rttf.citrix.com
rttf-test.citrix.com
rttf-staging.citrix.com
cis.citrix.com
cis-test.citrix.com
cis-staging.citrix.com
pushreg.xm.citrix.com
crashlytics.com
fabric.io

用于控制在本机浏览器中从 Secure Mail 打开 URL 的新策略：SecureWebDomains 策略控制要将哪些域发送到

Secure Web 浏览器（而非本机浏览器）。以逗号分隔的 URL 主机域列表与应用程序通常发送到外部处理程序的任何
URL 的主机名部分相匹配。管理员通常会将此策略配置为 Secure Web 要处理的内部域的列表。
此功能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在版本 10.6.25 中修复了 Android 设备上的策略的早期已知问题。

ExcludeUrlFilterForDomains 策略是从 URL 过滤中排除的 Web 站点域的列表，以逗号分隔。包括列表中的任何域
的 URL 将发送到用户的本机浏览器，而非 Secure Web。如果此策略为空，则所有 URL 都将通过 URL 过滤器传递。
此策略的优先级高于 SecureWebDomains 策略。默认策略值为空。
MDX 支持向 Citrix Insight Service (CIS) 发送崩溃报告：如果 Citrix 报告策略设置为开，并且出现崩溃情况，MDX
将创建一个包含可用的任何日志和崩溃报告的报告捆绑包，并将其上载到 CIS。然后将删除支持捆绑包并将崩溃通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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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以便其同时创建一个支持捆绑包。

MDX Toolkit 10.7.10
MDX Toolkit 10.7.10 是支持封装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的最后一个版本。用户从公共应用商店访问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
10.7.5 及更高版本。有关列出能够通过 MDX Toolkit 10.7.10 封装的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企业版本的表格，请参阅移动
生产力应用程序管理和交付中的 “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的企业交付” 部分。
MDX Toolkit 10.7.10 中包含多个修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10.7.5
MDX Toolkit 10.7.5 中包含多个修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已修复的问题

January 10, 2022

MDX Toolkit 21.8.5
•

在 Secure Mail for Android 中，当您重新启动运行 Android 10 或 Android 11 的 Android Enterprise 设
备时，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不支持对 SDK 管理模式策略所做的更改 [CXM-99115]

MDX Toolkit 21.6.0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您无法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apk。如果应用程序使用的是 Apktool 2.4.1 或更
低版本，并且目标是使用 Android SDK 30，则会出现此问题。[CXM-94960]

•

PDF 文件时，DSMobile 应用程序不会出现在应用程序列表中。在运行
Android 10 或更高版本的 Samsung 设备上会出现此问题。[CXM-95087]

•

在 Secure web for iOS 中，除非手动下拉刷新⻚面，否则无法通过单击链接访问 Web 站点。[CXM-96493]

•

启用了 WKWebView 并将 login.windows.net 添加到 mVPN 通道排除列表中时，身份验证失败，并且您无

尝试在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序上查看

法配置 Secure Mail for iOS。[CXM-96721]

早期版本中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21.3.0
•

在运行 iOS 版本 14.5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上，Secure 应用程序和封装的应用程序在启动时崩溃。[CXM-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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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使用 MDX Toolkit 版本 20.8.5 和 20.10.5 的某些应用程序将崩溃 [CXM-92768]
在工作配置文件模式下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应用程序地理围栏” 策略无法按预期运行。[CXM-92917]
在适用于 Android 的 MDX 中，您无法通过 Secure Hub 启动某些应用程序。您将收到以下错误消息：MDX

encryption is not supported on this version of android. Please reinstall the app.（此 Android
版本不支持 MDX 加密。请重新安装应用程序。
）[CXM-92986]

MDX Toolkit 20.10.5
•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某些应用程序在运行 MDX Toolkit 版本 20.7.0 时崩溃。[CXM-85203]
在适用于 iOS 的 MDX 中，当您访问某些 Intranet 站点时，Citrix ADC 会话过期时会将 /vpn/index.html
附加到 URL。[CXM-85345]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无法启动某些应用程序。您将收到错误请更新 Secure Hub 以使用此应用程序，即使没
有可用于 Secure Hub 的更新时亦如此。[CXM-86669]

•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无法启动某些应用程序。[CXM-86887]

iOS 的设备上，如果 Secure Web 正在使用 WKWebView，某些 Web 站点上的身份验证将失败。
[CXM-87056]
• 您无法在运行 Intune MAM 的设置中配置 Secure Mail for iOS，并出现以下错误：网关登录失败。请使用有
效登录凭据重试。[CXM-88023]
在运行

MDX Toolkit 20.8.5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您无法使用打开方式选项打开某些应用程序中的文件。您会收到以下错误：“受管理员策
略限制阻止在此应用程序中使用打开方式。”[CXM-84436]

•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某些应用程序在使用 MDX Toolkit 20.3.0 版本封装后强制退出。[CXM-84511]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如果加密设置为 “平台加密”，则无法使用 Secure Mail 或 QuickEdit 打开 Citrix Files
上的任何文件。[CXM-84725]

•

iOS 的设备上，当加密设置为 “平台加密” 时，用户会收到随机提示，以验证 Touch ID 是否适用于
Secure Mail。[CXM-84849]

在运行

MDX Toolkit 20.7.0
•
•
•
•
•

在适用于 iOS 的 MDX 中，客户端证书的自动续订在某些封装的应用程序中失败。[CXM-76040]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当使用 MDX Toolkit 版本 19.3.0 及更高版本封装时，某些应用程序会崩溃。[CXM-76271]
启动某些托管应用程序时，会显示非托管应用程序的屏幕，直到刷新 Secure Hub 应用商店。[CXM-78975]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Intune 托管应用程序中的文档无法使用 MDX 托管应用程序打开。[CXM-79109]

Android 的设备上，某些封装的应用程序从 Microsoft Intune 切换到 Endpoint Management。
[CXM-79279]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您无法将某些应用程序中的文件打开到 Secure Mail。[CXM-80194]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在 MDX 中安全浏览 mVPN 模式下 ShareFile 单点登录身份验证将失败。[CXM-80466]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您无法下载某些 MDX 封装的应用程序中的附件。[CXM-80819]
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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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使用 MDX 版本 20.3.0 封装某些应用程序。出现以下错误：Could not create Citrix Mobile app.

Click
View Log for details（无法创建 Citrix 移动应用程序。请单击 “查看日志” 了解详细信息）。[CXM-80953]
• 内部封装的应用程序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崩溃。[CXM-81244]
• 启用了 WkWebview 时，某些内部 Web 站点上的单点登录失败 [CXM-83361]
• 在适用于 Android 的 MDX 中，某些应用程序在使用 MDX Toolkit 20.3.0 版本封装后强制退出。[CXM-83448]

MDX Toolkit 20.3.0
•
•
•

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后，自定义应用程序在启动时崩溃。[CXM-76084]
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后，无法将内部 Android 应用程序连接到后端服务器。[CXM-76139]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当您尝试通过 Secure Mail 以外的应用程序打开附件时，某些封装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崩
溃。[CXM-76248]

•
•
•

在 iOS 上，使用 MDX Toolkit 版本 19.9 或 19.11 封装的应用程序在打开时显示空白屏幕。[CXM-77042]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序崩溃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错误: 服务不可用 [CXM-77616]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序在使用完整 VPN 上载区块大小大于 16 KB 的文件时遇到套接
字超时错误。[CXM-78115]

•

从应用程序发送短信时，封装的 Android 应用程序会崩溃。如果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则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正在启动安全网络连接…[CXM-78795]

•

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后，SAP Fiori 应用程序在初始屏幕上崩溃。[CXM-79117]

MDX Toolkit 19.11.6
在运行 Android 10 的 Samsung Galaxy S10 设备上，剪贴板策略（例如，针对剪切、复制、粘贴功能的限制）不适
用于通过 MDX Toolkit 封装的第三方应用程序。[CXM-74863]

MDX Toolkit 19.11.5
•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在建立 Web SSO 通道之前创建的 WebViews 未路由其流量。[CXM-68445]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当从另一个 MDX 应用程序打开文件时，Citrix QuickEdit 可能会崩溃。此时将显
示以下错误消息：正在启动安全网络连接。[CXM-70454]

•

在 MDX for Android 中，当您尝试打开仅包含 ARMEABI 本机库的已封装的应用程序时，会出现以下错误：此
设备不支持应用程序所需的加密功能。[CXM-72227]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启用了 “通道 - Web SSO” 策略时，某些应用程序在 Samsung 设备上崩溃。此问
题是由于缺少弃用的 Apache 库导致的。[CXM-72586]

•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启动企业内部应用程序时会显示一个空白屏幕。[CXM-73168]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尝试打开封装的 Vocera Collaboration Suite 应用程序时，应用程序会显示一个
空白屏幕。[CXM-73715]

•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当使用 MDX Toolkit 版本 19.9.0 封装时，某些企业应用程序可能会崩溃。[CXM-73924]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UTV 应用程序无法加载。[CXM-7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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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X Toolkit 19.9.5
•

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中，“入站文档交换”MDX 策略设置为受限时会出现以下问题：在运行 iOS

13 的 iPhone 上，用户从 Secure Web 下载文件后，将无法在 Secure Mail 中打开该文件。相反，将显示以
下错误：受管理员策略限制: 对此应用程序阻止了入站文档交换。[CXM-72365]

MDX Toolkit 19.9.0
以下问题在 MDX Toolkit 19.9.0 中已修复：

•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使用 MDX 封装的内部应用程序无法连接到内部网络。[CXM-70156]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当从另一个 MDX 应用程序打开文件时，Citrix QuickEdit 可能会崩溃，并显示以
下错误消息：“正在启动安全网络连接…”[CXM-70454]

•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某些已封装的应用程序无法支持网络呼叫。[CXM-71069]
在 Android 设备上，安全浏览模式不支持已在其 openConnection() 调用中传递 Proxy.DIRECT 对象的

URL 连接。[CXM-71333]

MDX Toolkit 19.8.0
以下问题在 MDX Toolkit 19.8.0 中已修复：

•
•
•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某些已封装的应用程序无法支持网络呼叫。[CXM-68439]
在 Android 9 上运行的内部已封装应用程序可能无法与内部服务器通信。[CXM-68607]
设备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中进行管理的 Android 用户从证书颁发机构服务器收到多个用户证
书。[CXM-69132]

•
•

在 Android 设备上，如果在建立完整 VPN 通道时卸载应用程序，VPN 连接将断开 [CXM-70392]
由于加密错误，您无法在大约 64 位 Sony 和华为设备上访问 MDX 应用程序。[CXM-70738]

MDX Toolkit 19.6.5
以下问题在 MDX Toolkit 19.6.5 中已修复：

•
•
•
•
•
•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封装时第三方应用程序可能无法启动。[CXM-62402]

iOS 的 设 备 上， 无 法 使 用 “复 制 到 Secure Mail” 选 项 在 Secure Mail 中 附 加 文 件。 尝 试 从 微 信、
NETDiSK 或任何其他邮箱应用程序附加文件时，会出现以下错误：无法附加文件。[CXM-63441]
在运行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与在 WebSSO 模式下配置的 Microsoft Intune/EMS 集成的设置
中，您无法使用 Secure Mail for Android 访问您的公司网络。[CXM-63568]
在 Android 设备上，尝试通过 Secure Mail 共享 Web 链接时，该 Web 链接不会填充到电子邮件正文中。
[CXM-63650]
在 iOS 设 备 上， 无 法 使 用 iPhone XS Max 和 iPad Pro 12.9 英 寸 的 设 备 将 图 像 文 件 上 传 到 Web 站 点。
[CXM-65343]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当 “启用加密” 策略设置为 “关” 时，单点登录将失败。[CXM-66659]
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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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您可以连接到在允许使用的 Wi-Fi 网络 MDX 策略中定义的允许使用的 Wi-Fi 网络。此问
题允许您通过未在 MDX 策略中列出的网络打开 Secure Mail for iOS 和 Secure Web for iOS。[CXM-66730]

•
•
•
•
•

在 Android 设备上，登录到 ShareFile 时，您将无法通过隧道网络访问路由连接。当您尝试登录时，Chrome

74 设置不起作用。[CXM-66758]
在 iOS 设备上，当您部署内部应用程序 Atlas 时，应用程序在您打开应用程序并提供凭据时崩溃。[CXM-66805]
在运行 Secure Web 的 Android 设备上，建立完整 VPN 连接后，用户无法访问 Internet 或 Intranet 站点。
[CXM-66940]
在以安全浏览模式运行的 Android 设备上，MDX 请求新的 Citrix Gateway 证书，因为端点意外结束了当前连
接。[CXM-67086]
在运行 Android 9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上，对于使用 MDX 封装的应用程序，您会收到以下错误：Detected
problems with API compatibility (visit g.co/dev/appcompat for more info)（检测到 API 兼容性
问题 (请访问 g.co/dev/appcompat 了解更多信息)）。[CXM-67204]

MDX Toolkit 19.3.5
•

在适用于 iOS 的 MDX Toolkit 中，如果您运行的 Xcode 版本早于 Xcode 10.x，则在封装过程中会出现构建失
败问题。[CXM-59394]

•

在封装的 Android 应用程序中，UserAgent 字符串被附加多次，从而导致标头大小增加。此行为将导致出现错
误，并且⻚面无法加载。[CXM-59869]

•

MDX Toolkit 18.12.0 封装时，您无法在后台启动适用于 iOS 的 Apache Cordova 应用程序。[CXM61255]
使用

MDX Toolkit 18.12.0
•
•

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时，第三方存储应用程序无法间歇性下载文件。[CXM-58814]
在 Xamarin 平台上内部开发的 Android 应用程序在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时运行缓慢。[CXM-58779]

MDX Toolkit 10.8.60
• Secure Mail for iOS 无法将视频文件保存到 ShareFile。[CXM-42238]
• 如果定义了 dnsResolve 的代理自动配置文件是在完整通道模式下配置的，使用 Secure Web 进行浏览的速度
将明显变慢。[CXM-49567]
• 通过 MDX Toolkit 封装时，Cisco Jabber 应用程序在登录时崩溃。[CXM-51052]
• “首选 VPN” 模式设置为 SecureBrowse 时，企业应用程序可能会遇到与内部资源的连接问题。[CXM-52309]
• 通过 MDX Toolkit 封装的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序在启动时崩溃。[CXM-52311]
• 指定 android.support.multidex.MultiDexApplication 或 android.app.Application 作为其应用程序类
别的应用程序无法连接到处于安全浏览模式的内部网络。[CXM-53126]
• 在 Android 设备上，将生成多个证书，并在过期日期之前吊销证书。[CXM-53428]
• 在 Android 中，Secure Mail 在用户退出 Secure Hub 时崩溃。[CXM-53930]
• 在 iOS 设备上，Secure Web 和 Secure Mail 10.8.45 在启动时崩溃。[CXM-5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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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用户通过 Intune 公司⻔户注册运行 Secure Mail for Android 的设备时，Secure Mail 停止运行。[CXM-

54178]
• 在 Android 上，在快速编辑中打开 PDF 时会显示一个错误，指出 “初始化 PDF 渲染器时出错”。[CXM-54950]
• 通过 MDX Toolkit 封装适用于 Android 的 ShareFile 7.1 时，当用户尝试通过 ShareFile 连接器访问内容时，
单点登录 (SSO) 将失败。[CXM-55030]

MDX Toolkit 10.8.35
Android
•

在使用 WebView API 的设备上（包括 Secure Web for Android），尽管 MDX 策略 “阻止库” 设置为 “关”，
但您仍然无法附加库中的图片。[CXM-41475]

•
•
•

在 Android 上，Secure Web 无法打开所有内部/外部站点。[CXM-47379]
在 Android 上，通过 MDX Toolkit 10.7.20 或更高版本封装的内部应用程序在启动时崩溃。[CXM-47566]
某些企业应用程序在启动时崩溃，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Unfortunately, the app has stopped.”（很抱歉，
应用程序已停止。）[CXM-49901]

iOS
•
•
•
•

在 iOS 上，MDX Toolkit 10.7.20 无法封装某些仅限 iPad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CXM-44122]
在 iOS 上，用户无法将链接从 ShareFile 粘贴到除 Secure Mail 以外的其他 MDX 应用程序。[CXM-44274]
在 iOS 上，封装应用程序 SAP Fiori 后，登录⻚面不会显示。[CXM-45542]
在 iOS 10 设备上的 Secure Mail 中配置 “导出联系人”MDX 策略时，不能共享联系人或者与本地联系人同步。
相反，将显示一条 “联系人导出失败” 消息。[CXM-44613]

•
•

在 iOS 上，在不受限制模式下调用 CFSocketConnectToAddress 时第三方应用程序崩溃。[CXM-46592]
如果您的网络是隧道连接的，则在安全浏览模式下浏览某些

Web 站点时，Secure Web for iOS 将崩溃。

[CXM-47989]
• 对于通过 MDX Toolkit 版本 10.7.20 封装的第三方 iOS Cordova 应用程序，启用 “遮蔽屏幕内容” 策略后，
iOS 设备上（而非 PIN 屏幕上）将出现黑屏。[CXM-48471]
• 升级到 iOS 11.3 后，当 “粘贴” 和 “剪切和复制” 策略设置为受限时，您可以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中执行粘贴操作。
[CXM-50427]

MDX Toolkit 10.8.5
Android
•

在 Android 中，当设置了 BLOCK_DNS_FROM_UNMANAGED_APPS_IN_FULL_VPN 策略，并且 MDX
应用程序在 VPN 已在运行过程中请求完整通道 VPN 时，会出现网络故障。用户需要注销然后登录才能解决问
题。[CXM-42853]

•
•

在 Android 设备上建立 Micro VPN 连接后：当用户重新启动设备时，Micro VPN 无法启动。[CXM-43919]
在运行 Android 的设备上，如果连接通过通道连接到内部网络，某些应用程序将无法正常运行。[CXM-4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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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使用 MDX Service 封装.apk 文件但封装失败时出现错误。[CXM-47060]

•
•

禁用加密后，无法在运行 iOS 的设备上在 XenMobile Apps 中执行复制和粘贴。[CXM-43920]

iOS

在 iOS 中，将 XenMobile Apps 升级到 10.7.30 后，如果日志级别设置为 11 或更高级别，Secure Mail 在保
留为打开状态时速度将极其缓慢并崩溃。[CXM-46721]

已知问题

January 10, 2022

MDX Toolkit 21.8.5
此版本中没有已知问题。

MDX Toolkit 21.6.0
此版本中没有已知问题。

早期版本中的已知问题

MDX Toolkit 21.3.0
此版本中没有已知问题。

MDX Toolkit 20.10.5
此版本中没有已知问题。

MDX Toolkit 20.8.5
此版本中没有已知问题。

MDX Toolkit 20.7.0
此版本中没有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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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X Toolkit 19.6.5 到 20.3.0
这些版本中没有已知问题。

MDX Toolkit 18.12.0
适用于 Android 设备的 MDX Toolkit 18.12.0 中没有已知问题。有关已修复的问题，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10.8.60
适用于 Android 设备的 MDX Toolkit 10.8.60 中没有已知问题。有关已修复的问题，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10.8.35
• “文档交换” 策略设置为 “限制” 时，Secure Web 将在尝试下载文件后停止运行。[CXM-48447]

MDX Toolkit 10.8.5
适用于 Android 设备的 MDX Toolkit 10.8.5 中没有已知问题。有关已修复的问题，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MDX Toolkit 10.7.20
•

当 “VPN 模式” 设置为 “安全浏览” 时，如果后端服务器支持的密码套件不受部署中的 NetScaler 支持，则为

Citrix Office365 配置 OAuth 可能会失败。[CXM-41738]
•

在 Android 中，“Secure Web 域” 策略不在默认 Web 浏览器中打开 URL。[CXM-43021]

MDX Toolkit 10.7
•
•
•
•
•

在 iOS 11 中，用户能够使用拖放功能将数据从 MDX 托管应用程序移至非托管应用程序。[CXM-38106]
在 iOS 11 中，“文档交换” 策略设置为 “限制” 时，非托管应用程序仍将出现在 “打开方式” 列表中。[CXM-38705]
在 iOS 11 中，ShareFile 中的在 MDX 封装的应用程序中打开的文件显示为已损坏。[CXM-38900]
在 iOS 中，首次尝试在托管应用程序中打开时，托管应用程序不出现在 “打开方式” 列表中。[CXM-38897]
在 iOS 10 和 11 中，从 MDX 托管应用程序中选择打开方式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CXM-38912]

系统要求

January 10, 2022
本文提供了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移动应用时需满足的系统要求。本文还提供了应用程序平台特定的要求。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9

MDX Toolkit

重要：

XenMobile App SDK 10.2 现 在 需 要 使 用 以 下 组 件：JavaScriptCore.framework 和 LocalAuthentication.framework。
• Java Development Kit (JDK) 1.7 或 1.8：可以从 Oracle Web 站点上的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Downloads（Java SE Development Kit 下载）下载 JDK 1.8。有关安装说明，请参阅 Oracle Web 站点
。请务必安装完整的 JDK 并将 JDK
上的 JDK 8 and JRE 8 Installation Guide（JDK 8 和 JRE 8 安装指南）
1.8 设置为默认值。
• macOS：使用最新版本。MDX Toolkit 和 XenMobile App SDK 的安装程序必须在 macOS 上运行。安装程
序中包含用于封装 iOS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acOS 工具以及一个用于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Java 命
令行工具。

• XenMobile App SDK：使用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iOS SDK 和 Xcode；bitcode 生成功能处于禁用状态。

封装 iOS 移动应用程序时需满足的其他要求
要获取 iOS 的应用程序封装必备项的访问权限，必须注册获取 Apple 分发帐户。有以下三种类型的 iOS 开发者帐户：
企业、个人和大学。Citrix 强烈建议使用 iOS 开发者 “企业” 帐户。MDX Toolkit 还与 iPadOS 兼容。

• iOS 开发者 “企业” 帐户：唯一允许您预配、部署以及对无限数量设备测试无限数量应用程序（在执行或不执行
应用程序封装的情况下）的 Apple 开发者帐户类型。确保向您的开发者分发开发者证书，以便他们能够签名应用
程序。

• iOS“个人” 开发者帐户：每年仅限注册 100 个设备，并且无法使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进行应用
程序封装和企业分发。

• iOS“大学” 开发者帐户：每年仅限注册 200 个设备，并且无法使用 Endpoint Management 进行应用程序
封装和企业分发。
重要：
请务必跟踪您帐户的预配配置文件的到期时间，并在到期之前更新配置文件。如果用于封装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
过期，则必须更新配置文件、重新封装应用程序，然后在用户设备上重新安装应用程序。要续订置备配置文件，请
登录您的 Apple 开发者帐户，转到 Certificates, Identifiers & Profiles（证书、标识符和配置文件），然后
选择 Provisioning Profiles（置备配置文件）
。
从 Xcode Apple Developer Web 站点下载 Xcode 命令行工具。macOS 10.10 不自动安装这些工具。要安装这些工
具，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应用程序 > 实用工具中，单击 “终端” 以使用 Mac 命令行界面 (CLI)。

2.

键入以下命令：

1
2

xcode-select --install
<!--Need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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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在命令中的单词 install 之前包括两个连字符。

3.

安装 Xcode 命令行工具后，请运行 Xcode 以安装任何必备项。

封装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时需满足的其他要求
要封装 Android 软件包，您还需要使用兼容的 Android 软件开发包 (SDK) 和有效的密钥库。要下载、创建和正确配
置 SDK 和密钥库，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Android 软件开发工具包
MDX Toolkit 与 Android SDK 的 API 级别 26 兼容。
1.

转到 Google 开发人员 Web 站点，并从 SDK 下载⻚面下载 Android SDK。不需要使用完整版本的 Android

Studio。可以从⻚面底部附近的命令行工具中执行下载。

2.

安装最新的 tools、platform-tools 和 build-tools。此安装过程需使用 Android SDK > tools 中的 Android
工具来启动 SDK 管理器：

•
•

解压缩已下载的 SDK 文件。
转到 tools 文件夹，然后单击 Android 以运行 SDK 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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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SDK 管理器中，选择下列软件的最新版本：

•
•
•
•
4.

Android SDK Tools
Android SDK Platform
Android SDK Platform-tools
Android SDK Build-tools

单击 Install Packages（安装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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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oose Packages to Install（选择要安装的软件包）屏幕上，针对您要安装的软件包单击 Accept
License（接受许可证），然后单击 Install（安装）。

6.

要确认已下载适当的 SDK 工具和 API，请验证 aapt 文件是否位于 Android SDK > build-tools > 23.0.3

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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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更新 SDK 时，必须从 platform-tools 文件夹中删除所有 aapt 文件。请确保 aapt 文件仅包含在构建工具
中。

8.

如果 zipalign 文件在 build-tools 中缺失，请将该文件从 platform-tools 文件夹复制到 build-tools 文件夹，
然后从 platform-tools 中将其删除。

9.
10.

将新安装的文件夹的位置添加到 MDX Toolkit 安装文件夹中的 android_settings.txt 文件。
在应用程序 > Citrix > MDX Toolkit 中，打开 android_settings.txt 文件，然后添加下列文件夹的完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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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ndroid SDK
Android SDK > tools
Android SDK > platform-tools
Android SDK > build-tools > [version]

注意：
请务必从 android_settings 文件中删除 Android SDK > apktools 路径，因为不再需要使用该路径。
要查找 SDK 文件夹的完整路径，请右键单击文件，选择 Get Info（获取信息）
，然后在 “Where”（位置）面板
上查看位置信息。

11.

在编辑 android_settings 文件之前，生成此文件的副本。

a)

转到应用程序 > Citrix > MDXToolkit > Android_settings。

b)

添加新路径。

c)

将文件保存到应用程序 > Citrix > MDX Toolkit 文件夹之外的位置。

d)

> Citrix > MDX Toolkit
droid_settings.old。

e)

将含已添加的路径的新 android_settings 文件复制到应用程序 > Citrix > MDX Toolkit 文件夹。

重命名应用程序

文件夹中的原始

android_settings

文 件； 例 如，an-

以下示例显示了含已添加的路径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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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密钥库
有效密钥库中包含数字签名的证书，可供您用于签名 Android 应用。您可以创建密钥库一次，然后保留该文件以供当前
和将来封装时使用。如果在封装之前已部署的应用程序的新版本时未使用相同密钥库，这些应用程序的升级过程将无法
正常工作。相反，用户必须先手动删除较旧的版本，然后再安装新版本。
密钥库可包含多个私钥。但是，密钥库通常只包含一个密钥。
有关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签名应用程序。
使用满足以下指导原则的密钥对应用程序进行签名：

• 2048 位密钥大小
• DSA 或 RSA 密钥算法 (-keyalg)
• 不要使用 MD5。
MDX Toolkit 使用 SHA1 对应用程序进行签名，以支持较旧版本的 Android。这种算法即将弃用，以支持 SHA256。
如果要通过其他算法对您的应用程序进行签名，请使用其他工具。
如果不需要使用调试密钥库，请创建一个密钥库。要创建密钥库，请启动终端，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keytool -genkey -keystore my-release-key.keystore -alias alias_name -keyalg RSA -key size 2048
-validity 10000
提供所请求的信息，例如密钥库的密码和贵组织的域名（例如：example.com）。密钥的有效期为 25 年。
要签名应用程序，请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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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signer -verbose -sigalg SHA1withRSA -digestalg SHA1 -keystore my-release-key.keystore
my_application.apk alias_name
现在，您可以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

安装 MDX Toolkit

January 10, 2022
请执行下列步骤以安装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MDX Toolkit 和 XenMobile App SDK。
在运行 macOS 的计算机上执行以下步骤。安装程序中包含以下工具︰

•
•

用于封装 iOS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acOS 工具。
用于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Java 命令行工具。也可以在 Windows 计算机上运行此工具。

注意：
请先删除以前版本的 MDX Toolkit，然后再安装新版本。请在卸载该工具包之前备份 Android_settings.txt。

1.

转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and Citrix XenMobile Server)【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和 Citrix XenMobile Server）
】⻚面并登录。

2.

展开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Productivity Apps and MDX Toolkit（Citrix Endpoint Man-

agement 生产力应用程序和 MDX Toolkit）。
3.

单击 MAM SDKs and Toolkit（MAM SDK 和 Toolkit）
。

4.

找到您要安装的 MDX Toolkit 版本，然后单击其链接开始下载。

5.

在更新版本的 macOS 和 Xcode 中通过 macOS Finder 工具打开 MDXToolkit.mpkg。有关版本要求，请参
阅系统要求。
默认安装路径为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

6.

如果要在 Windows 计算机上运行 Java 命令行工具，请将 ManagedApp.jar 和 ManagedAppUtility.jar
复制到 Windows 计算机上满足 Android 系统封装必备条件的目录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系统要求。

7.

GUI 工 具 封 装 Android 应 用 程 序， 必 须 更 新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 安 装 的 android_settings.txt 文件中的路径信息。如果不完成这些步骤，GUI 工具将指示无法找到必备项。

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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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如果运行 MDX Toolkit 的计算机的区域设置不是英语，则在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时，MDX Toolkit 可
能会失败。

a)

将 android_settings.txt 复制到一个您拥有写入权限的文件夹。

b)

使用任意文本编辑器编辑 android_settings.txt 文件。要使用 Vim，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当系统提示时，
请输入您的用户密码。将在您的终端窗口中打开该文件。

sudo vim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android_settings.txt

c)

使用您环境中的 JDK 和 Android SDK 二进制文件的路径更新该文件。
在 settings.txt 文件中 “PATH =” 行的末尾添加以下内容（在 Mac/Unix 上以 “:” 分隔，在 Windows
上以 “;” 分隔）：

PATH = /bin:/usr/bin:/usr/sbin/sbin:/<Install Location> /adtbundle-mac-x86_64-20130729/sdk:/<Install Location>/adt-bundle-macx86_64-20130729/sdk/tools:<Install Location>/adt-bundle-mac-x86_64
-20130729/sdk/platform-tools:Documents/Android SDK/apktools

d)

将更新的文件保存为同名文件 android_settings.txt，然后将该文件复制到 Applications/Citrix/MDX-

Toolkit.。
系统可能会提示您输入密码，才能复制到该文件夹。
安装软件包中包含用于删除 MDX Toolkit 的小实用程序。该实用程序安装在您计算机中的以下位置︰/Application-

s/Citrix/CGAppPrepTool/Uninstaller.app/Contents。双击该实用程序可启动卸载程序，然后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删除此工具时，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不合规设备行为

July 1, 2021
当设备低于最低合规性要求时，“不合规设备行为” 策略将允许您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
•

允许应用程序：允许应用程序正常运行。
允许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运行：警告用户应用程序不符合最低合规性要求，但允许应用程序运行。此设置为默
认值。

•

阻止应用程序：阻止应用程序运行。

以下标准确定设备是否满足最低合规性要求。
运行 iOS 的设备：

• iOS 10：应用程序正在运行高于或等于指定版本的操作系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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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调试器访问：应用程序未启用调试。
越狱设备：应用程序不在越狱设备上运行。
设备通行码： “设备通行码” 设置为 “开”。
数据共享：没有为应用程序启用数据共享。

运行 Android 的设备：

• Android SDK 24 (Android 7 Nougat)：应用程序正在运行高于或等于指定版本的操作系统版本。
• 调试器访问：应用程序未启用调试。
• 已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应用程序不在已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上运行。
• 设备锁定： “设备通行码” 设置为 “开”。
• 设备已加密：应用程序在加密设备上运行。

封装 iOS 移动应用程序

November 22, 2022
本文描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如何封装第三方企业应用程序，以及开发者如何封装 ISV 应用程序。
要封装 iOS 移动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
•

使用 MDX Service。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DX Service。
使用 MDX Toolkit，其中包括一个 macOS 图形界面工具和一个 macOS 命令行工具。macOS 命令行工具具
有一些自定义选项，可从用于自动化应用程序封装过程的脚本中引用，并允许您预设一些 MDX 策略。

封装的应用程序的文件类型为.mdx。可将.mdx 文件上载到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然后在其中配置特定
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以及由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商店强制执行的策略设置。用户登录时，应用程序将显示在
商店中。用户之后可以订阅、下载该应用程序以及在其用户设备上安装。
下图概述了应用程序封装过程的各个步骤（从安装 MDX Toolkit 到测试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
。图下方列出了相关主题。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9

MDX Toolkit

有关数字 1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 系统要求
• 封装 iOS 移动应用程序时需满足的其他要求
• Endpoint Management 兼容性
• 安装 MDX Toolkit
有关数字 2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
•
•
•
•
•
•

创建预配配置文件
应用程序升级
策略和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
使用图形界面进行企业应用程序封装
使用命令行封装企业 iOS 应用程序
命令选项
预设 iOS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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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识别 iOS 应用程序封装错误
在 iOS 设备上收集系统日志
将 MDX 应用程序添加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重要：
请务必使用与封装应用程序时使用的 MDX Toolkit 版本兼容的 Secure Hub 版本更新用户设备。否则，系统将
显示与不兼容性有关的错误消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Endpoint Management 兼容性。

通过 Apple DEP 部署 iOS 设备

“Apple 部 署 计 划” 中 注 册， 以 利 用 Apple 设 备 注 册 计 划 (DEP)。 可 以 使 用 Apple DEP 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中部署及管理 iOS 和 macOS 设备。有关详细信息，包括如何在 Apple 部署计划中注册，请参阅通过
Apple DEP 部署 iOS 和 macOS 设备。
在

创建预配配置文件
在物理 iOS 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Apple App Store 中的应用程序除外）必须通过预配配置文件和相应的分发证书
进行签名。有两种类型的开发者计划可供分发：

• iOS 开发者计划（临时）
• iOS 开发者企业计划。要封装应用程序，Citrix 建议使用 Enterprise 程序。可以从 Apple Web 站点中注册程
序。

Enterprise 描述文件允许您在数量不受限制的设备上运行应用程序。Ad Hoc 配置文件允许您最多在 100 台设备上运
行应用程序。

Apple 不再支持对新 Enterprise 帐户使用通配符应用程序 ID。如果您的 Enterprise 帐户不支持通配符应用程序 ID，
则必须创建多个显式应用程序 ID 和预配配置文件，如下所示。
1.

确认您具有有效的 iOS 分发证书。

2.

从 Apple 企业开发人员⻔户中，为您计划用 MDX Toolkit 封装的每个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显式应用程序 ID。可
接受的应用程序 ID 示例：com.CompanyName.ProductName。

3.

从 Apple 企业开发人员⻔户中，转到 Provisioning Profiles（预配配置文件）> Distribution（分发）
，并
创建一个内部预配配置文件。对在上一步中创建的每个应用程序 ID 重复此步骤。

4.

下载所有预配配置文件。

如果您的 Apple Enterprise 帐户支持通配符应用程序 ID，您可以继续使用通配符预配配置文件来封装应用程序。但
是，当 Secure Mail 在后台运行期间，如果您将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APNs) 用于通知，则必须使用显式预配配置文
件和应用程序 ID。
要安装 MDX 应用程序的任何设备都需要在设备上包含预配配置文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将该描述文件分发到用户
设备。用户可以通过单击该附件在其 iOS 设备上添加该描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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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预配配置文件和分发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Developer Account Help（Apple 开发者帐户帮助）。
有关将预配配置文件部署到

iOS 设备以及处理过期的配置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预配配置文件设备策略上的

“Endpoint Management” 文章。

应用程序升级
重要：
在升级应用程序前，应了解一下更改应用程序 ID 或使用部分通配符应用程序 ID 预配配置文件会对应用程序升级
产生何种影响。

•

先前已封装的应用程序将原位升级，除非更改了应用程序 ID。例如，如果将捆绑包 ID 从 com.citrix.mail 更改
为 com.example.mail，则没有相应的升级路径。用户必须重新安装应用程序。设备将该应用程序视为新应用
程序。应用程序的新版本和先前版本可以同时驻留在设备上。

•

com.xxx） 来 封 装 某 个 应 用 程 序， 而 该 应 用 程 序 的 捆 绑 包 ID 包 含
com.citrix，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删除由 MDX 封装的已安装应用程序，然后安装使用最新 MDX Toolkit
封装的应用程序。由于捆绑包 ID 从 com.citrix.mail 更改为 com.example，用户必须重新安装该应用程序。
•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原位升级将成功：如果应用程序是使用完整通配符应用程序 ID 封装的，并且新版本的应用
程序与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 ID 一致。
如 果 您 使 用 部 分 预 配 配 置 文 件 （例 如

策略和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
注意：

MDX 10.7.5 版是支持封装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的最后一个版本。不能使用 MDX 10.7.10 及更高版本或 MDX
Service 来封装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 10.7.5 或更高版本。您必须从公共应用商店访问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
Citrix 提供了一组适用于所有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的通用默认策略，以及一组适用于部分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的特定策
略。策略文件名称基于捆绑包 ID。默认情况下，适用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程序的策略文件名格式
为 com.citrix.app_policy_metadata.xml，其中 app 是一个名称，例如 “mail”。
如果您具有不支持通配符应用程序 ID 的 Apple Enterprise 帐户，则在封装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程序时，
请执行以下操作：更改捆绑包 ID 中的公司标识符。例如，Secure Mail 的捆绑包 ID 为 com.citrix.mail。将该标识符
中的 “citrix” 替换为贵公司的标识符。如果您的公司标识符是 “example”，则捆绑包 ID 是 com.example.mail。当
您封装应用程序时，策略文件名是 com.example.mail_policy_metadata.xml。
为了确定将应用于应用程序的策略文件，MDX Toolkit 将按以下顺序查找文件，并使用它找到的第一个文件︰

1.
2.
3.

与您的捆绑包 ID 匹配的文件名，例如 com.example.mail_policy_metadata.xml，如前面的示例中所述。
与原始包 ID 匹配的文件名，例如 com.citrix.mail_policy_metadata.xml。
与通用默认策略文件 policy_metadata.xml 相匹配的文件名。

通过修改与您的捆绑包 ID 或原始包 ID 匹配的文件，来创建针对特定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程序的默
认策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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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形界面进行企业应用程序封装
以下步骤描述用于封装您将从 Endpoint Management 中部署的企业应用程序的常规过程。ISV App Wrapping

Using the Graphical Interface（使用图形界面封装 ISV 应用程序）中描述了用于封装企业应用程序的常规过程。
重要︰
在使用图形用户界面封装 iOS 应用程序之前，必须在您的 Mac 的 “钥匙串访问” 应用程序上安装私钥和证书。如
果关联的分发证书未在 “钥匙串访问” 应用程序上安装私钥，则图形界面不会预填充

iOS 分配证书列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 “在工具包找不到分发证书时修复您的钥匙串”。
1.

在使用工具包封装应用程序之前，请务必备份这些应用程序的原始版本，以便在需要时恢复到这些版本。

2.

从 iOS 应用程序文件夹中启动 MDX Toolkit，选择 For IT administrators（适用于 IT 管理员），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3.

单击浏览，选择该文件，然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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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erify Apps Details（验证应用程序详细信息）屏幕将显示从应用程序获得的信息。请根据需要更改预填充的
信息。
（可选）指定最低和最高操作系统版本，并列出不允许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设备类型。将应用程序上载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后，还可以更改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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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创建 Citrix 移动应用程序屏幕中，单击浏览，选择预配配置文件，然后选择分发证书。如果 “iOS Certificate”

（iOS 证书）列表为空，请在运行 MDX Toolkit 的计算机上修复钥匙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 “在
工具包找不到分发证书时修复您的钥匙串”。

6.

如果您选择了具有显式应用程序 ID 的预配配置文件，该工具会提示您确认应用程序 ID。例如，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程序的捆绑包 ID 为 com.citrix.ProductName。您使用的预配配置文件必须包含您公司
的标识符，而不是 “citrix”。
在单击 Yes（是）之后，单击 Create（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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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选择了具有通配符应用程序 ID 的配置文件，该工具将显示可用应用程序 ID 的列表。如果要使用的应用程
序 ID 未列出，则选择另一个预配配置文件。选择应用程序 ID 后，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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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具包将告知您 MDX 软件包是何时创建的。要封装另一个应用程序，请单击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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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具包会将 _iOS 附加到封装的 iOS 应用程序的文件名的末尾。

使用命令行封装企业 iOS 应用程序
注意：
请务必直接从应用程序供应商那里获取第三方应用程序。从 Apple 应用商店下载的 iOS 应用程序已加密且无法封
装。
在使用工具包封装应用程序之前，请务必备份这些应用程序的原始版本，以便在需要时恢复到这些版本。
下例显示了使用默认设置的基本应用程序封装命令。修改特定系统的粗体显示的信息。结尾处的反斜杠指示命令将继续
执行下一行。运行命令之前，请删除这些符号。
要执行这些命令，请在命令行中导航到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 目录。
基本 iOS 封装命令行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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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CGAppCLPrepTool \
Wrap \
‒ Cert CERTIFICATE \
‒ Profile PROFILE \
-bundleID ID \
‒ in INPUT_FILE \
‒ out OUTPUT_FILE
<!--NeedCopy-->

下面是此命令行选项的示例。

1
2
3
4
5
6
7
8

./CGAppCLPrepTool \
Wrap \
‒ Cert “ iPhone Developer: Joe Admin (12MMA4ASQB) ” \
‒ Profile “ team_profile.mobileprovision ” \
-bundleID “ com.CompanyABC.Sample ” \
‒ in “ ~/Desktop/SampleApps/Sample.ipa ” \
‒ out “ ~/Desktop/SampleApps/Sample.mdx ”
<!--NeedCopy-->

可添加到上述命令的选项的示例包括：

-appName

“Wrapped

-appDesc

“This

Sample app”

is my newly wrapped iOS application.”

这两个选项均默认为从应用程序读取的值（如果可能）。
有关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 “命令选项”、。要获取嵌入式文档，请使用 –help 选项。

命令选项

wrap 命令
• Help：显示针对此命令的帮助信息。
• In：必需。您要封装的应用程序的路径和文件名。
• Out：可选。生成的.mdx 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如果省略此选项，则文件与输入文件具有相同的路径和文件名，
并具有扩展名.mdx。
• outBundle：生成用于上载到 Intune 的.ipa 文件时是必需的。生成的.ipa 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 Cert：必需。要用于签名应用程序的证书的名称。
• Profile：必需。要用于签名应用程序的预配配置文件的名称。
• bundleID：对于不支持通配符应用程序 ID 的 Enterprise 帐户而言是必需的。此值是您的 Apple 捆绑包 ID。
MDX Toolkit 将验证捆绑包 ID 和预配配置文件是否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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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grade：此选项用于旧版应用程序，并将弃用。用于原位升级（当使用部分通配符预配配置文件时）。此选项
可确保使用与以前版本相同的授权来签名新二进制文件。如果授权不匹配，则用户将无法从 Secure Hub 安装
升级程序。

•
•
•
•
•
•

•
•
•
•

AppName：可选。从应用程序获得的应用程序名称（如果可能）。
AppDesc：可选。从应用程序获得的应用程序说明信息（如果可能）。
MinPlatform：可选。支持的最低平台版本。默认值为空。
MaxPlatform：可选。支持的最高平台版本。默认值为空。
ExcludedDevices：可选。不允许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设备类型的列表。默认值为空。
PolicyXML：可选。更换 XML 策略定义文件和路径。默认为内置的策略定义。例如：-policy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后面的 “预设 iOS 应用程序
的 MDX 策略”。
useNetworkOnlylib：此选项将应用程序封装为仅限网络的 MDX 动态库的简化版本。使用此选项封装的应
用程序只能由 Intune 管理或非托管运行。不能由 MDX 管理。
LogFile：可选。日志文件的名称。
LogWriteLevel：可选。日志级别，1 到 4。
LogDisplayLevel：可选。标准输出的日志级别，0 到 4。

Sign 命令
• Help：显示针对此命令的帮助信息。
• In：必需。您要封装的应用程序的路径和文件名。
• Out：可选。生成的.mdx 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如果省略此选项，则文件与输入文件具有相同的路径和文件名，
并具有扩展名.mdx。
• Cert：必需。要用于签名应用程序的证书的名称。
• Profile：必需。要用于签名应用程序的预配配置文件的名称。

setinfo 命令
•
•
•
•
•
•
•
•
•

Help：显示针对此命令的帮助信息。
In：必需。您要修改的应用程序的路径和文件名。
Out：对于 setinfo，输出路径或文件名必须不同于原始路径或文件名。
AppDesc：可选。应用程序说明。如果未指定，则保持不变。
MinPlatform：可选。支持的最低 SDK 级别。如果未指定，则保持不变。
MaxPlatform：可选。支持的最高 SDK 级别。如果未指定，则保持不变。
ExcludedDevices：可选。不允许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设备类型的列表。如果未指定，则保持不变。
StoreURL：可选。应用程序在应用商店中的 URL。如果未指定，则保持不变。
PolicyXML：可选。更换 XML 策略定义文件和路径。默认为内置的策略定义。例如：-policy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后面的 “预设 iOS 应用程序
的 MDX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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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iOS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对于要用 MDX Toolkit 命令行工具封装的应用程序，您可以预设一些 MDX 策略。也可以在添加应用程序时，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配置策略。
1.

在策略 XML 文件中更新策略值。

MDX Toolkit 安装程序将创建此策略文件︰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注意︰
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策略文件有所差别。要预设同时适用于这两种平台的策略，您必须更新它们各
自的策略 XML 文件。

2.

使用命令行封装应用程序时，包括

-policy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识别 iOS 应用程序封装错误
如果您在封装 iOS 应用程序时遇到错误，可以使用 MDX Toolkit 日志确定该错误。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查看 MDX

Toolkit 日志。
运行 MDX Toolkit 时，工具将日志文件保存到以下位置：应用程序 > Citrix > MDXToolkit > 日志 > Citrix.log。默
认情况下，此工具在该日志中保存警告和错误。
如果 iOS 应用程序发生错误，日志结尾处将显示一个带参数的命令行。可以复制命令行并在终端运行该命令。为此，在
应用程序 > 实用程序中，单击终端，并使用 Mac 命令行界面评估命令。可能需要参阅应用程序要求来评估错误。
使用命令行工具运行封装过程时，可以在命令行中指定以下信息：日志文件位置、日志显示级别和日志写入级别。还可
以在命令行中指定详细日志记录级别和其他日志文件。

选择正确的预配配置文件
封装移动 iOS 应用程序时，您可能会收到一条警告，指出应用程序已成功封装，但可能包含错误。如果所选预设预配配
置文件与应用程序最初使用的预设预配配置文件不同，则可能会出现错误。

MDX Toolkit 可以就某些预置描述文件问题向您发出警报。例如，您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下面一种或多种功能：
•
•
•

允许为 iOS 应用程序使用 iCloud 数据存储的 iCloud 应用程序
使用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向 iOS 设备交付消息的推送通知
访问其他应用程序的钥匙串项目所需的特殊钥匙串访问组授权

日志显示应用程序缺少的密钥和值对。对于每个密钥和值对，您可以决定是否需要修复该错误。如果不需要修复该错误，
应用程序可能无法正确运行。此外，根据密钥和值对，您需要检查是否能够修复预置描述文件。有时，您可能无法修复
预置描述文件，并且能够发布带缺陷的应用程序。
有关置备配置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开发者 Web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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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kit 找不到分发证书时修复您的钥匙串
如果 MDX Toolkit 无法识别您的 iOS 分发证书，则可能表示您的 iCloud 钥匙串和运行 MDX Toolkit 的计算机上的
证书链之间存在问题。要修复本地钥匙串，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Mac 上，在 “系统偏好设置” 中，点击 iCloud。

2.

清除钥匙串复选框。
此步骤将从 iCloud 中删除您在本地同步的钥匙串。

3.

打开钥匙串访问（位于 Applications 文件夹内的 Utilities 文件夹中）
。

4.

删除用于为您的封装应用程序签名的 iOS 开发者证书。此证书通常是具有关联私钥的 “iPhone Distribution:

Company Name” 证书。
5.

从钥匙串访问菜单中，选择钥匙串急救。

6.

在 “钥匙串急救” 对话框中，点击修复，然后点击开始。

7.

修复完成后，点击验证，然后点击开始。

8.

如果修复成功，将您的 iOS 分发证书再次导入 “钥匙串访问” 应用程序。

9.

启动 MDX Toolkit。iOS 分发预配配置文件和 iOS 分发证书字段应包含您的信息。

10.

根据需要向 iCloud 重新同步您的钥匙串︰在系统偏好设置中，点击 iCloud，然后选中钥匙串复选框。

为包含 MDX 应用程序 SDK 的应用程序重新签名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已包含使用 Xcode 内置的 MDX 应用程序 SDK，您需要使用您的企业证书或预配配置文件对该应用
程序进行重新签名。下面是 Sign 命令的示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CGAppCLPrepTool Sign -help
Command Line Interface for MDX Toolkit, version 10.4.1.290 (Env:Test)
2016-09-29 15:21:45.284 CGAppCLPrepTool[88453:5477658]
--------------------------------------------------------Sign Command
--------------------------------------------------------CGAppCLPrepTool Sign -in INPUTFILE -out OUTPUTFILE -Cert CERTIFICATE Profile PROFIL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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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Cert CERTIFICATE
the app with

==> (Required)Name of the certificate to sign

-Profile PROFILE
==> (Required)Name of the provisioning profile
to sign the app with
-in INPUTFILE
mdx file

==> (Required)Name of the input app file, ipa/

20
21 -out OUTPUTFILE
==> (Optional)Name of the output app, ipa(if
ipa is input)/mdx file
22
23 -upgrade
==> (Optional)Preserve in-place upgrade
capabilty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apps)
24
25 ---------------EXAMPLE-------------------26
27 Sign -Cert ”iPhone Distribution: Company Name” -Profile ”
distributionprovisioanl.mobileprovision” -in ”/Users/user1/Archives/
citrix.ipa”
28 <!--NeedCopy-->

在 iOS 设备上收集系统日志
可以在 iOS 设备上收集系统日志，方法为使用 iPhone 配置实用工具或 Xcode。然后可通过电子邮件将这些文件发送
到 Citrix 支持人员，以帮助排除应用程序故障。

使用配置实用工具在 iOS 设备上收集系统日志

1.

从

Apple 下载并安装 Apple Configurator 工具（以前称为 iPhone Configuration Utility）。该工具在
iPhone 和 IPad 上都可使用。

2.
3.
4.
5.
6.
7.

确保您的设备满足系统要求和支持的语言。
运行安装程序并按照提示完成向导。
打开 Configurator 工具。
在设备下，单击自己的设备。
单击控制台，然后单击清除以清除现有日志。
重现此问题，单击 Save Console As（将控制台另存为），然后附加日志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技术支持。

使用 Xcode 在 iOS 设备上收集日志

1.

在 Mac 上，单击 Finder，单击前往，然后单击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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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实用工具文件夹中，双击控制台。

3.

在 “控制台” 的设备下，单击控制台要从中记录的 iOS 设备。

4.

重现问题。

5.

在 “控制台” 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

在主窗口中，选择最新的错误消息。
在控制台菜单栏上，单击编辑，然后单击全选。

6.

单击编辑，然后单击拷⻉。

7.

打开文本编辑器，然后将拷⻉的日志粘贴到新文件中。

8.

在您的电子邮件中附加文件以发送给技术支持。

封装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

January 10, 2022
本文描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如何封装第三方企业应用程序，以及开发者如何封装 ISV 应用程序。
要封装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请使用 MDX Toolkit，其中包括一个 macOS 图形界面工具和一个 Java 命令行工具。
此命令行工具具有一些自定义选项，可从用于自动执行应用程序封装过程的脚本中引用，并允许您预设一些 MDX 策略。
封装的应用程序的文件类型为.mdx。可将.mdx 文件上载到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然后在其中配置特定
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以及由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商店强制执行的策略设置。用户登录时，应用程序将显示在
应用商店中。用户之后可以订阅、下载该应用程序以及在其用户设备上安装。
下图概述了应用程序封装过程的各个步骤（从安装 MDX Toolkit 到测试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
。图下方列出了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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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字 1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 系统要求
• 封装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时需满足的其他要求
• Endpoint Management 兼容性
• 安装 MDX Toolkit
有关数字 2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
•
•
•
•
•
•

使用命令行封装 ISV Android 应用程序
使用命令行执行企业 Android 应用程序封装
命令选项
预设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确定 Android 应用程序封装错误
从命令行中收集应用程序日志
添加 MDX 应用程序

重要：
请务必使用与封装应用程序时使用的 MDX Toolkit 版本兼容的 Secure Hub 版本更新用户设备。否则，系统将
接收到一条关于不兼容的错误消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Endpoint Management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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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形界面执行 ISV 应用程序封装
以下步骤描述用于封装将从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中部署的 ISV 应用程序的常规过程。

1.

在使用工具包封装应用程序之前，请务必备份这些应用程序的原始版本，以便在需要时恢复到这些版本。

2.

从 iOS 应用程序文件夹中启动 MDX Toolkit，选择 For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s (ISVs)（适用
于独立软件供应商），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

3.

从 Deploy from App Store（从应用商店部署）屏幕中，选择您的应用程序并单击 Next（下一步）。

4.

如果您已具有应用程序商店 URL，请在 User Settings（用户设置）屏幕中输入此 URL。如果您没有 URL，请
输入占位符，例如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citrix。可
在以后更新此 URL。
对于高级应用程序，请选择 MDX apps（MDX 应用程序）
。对于常规应用程序，请选择 App Store apps（App

Store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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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Verify App Details（验证应用程序详细信息）屏幕中，根据需要更新详细信息。

6.

浏览到您的密钥库，并单击 Create（创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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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存您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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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GUI 工具完成应用程序封装时，应用程序名称中会包含 _andr。

使用命令行执行企业 Android 应用程序封装
可以使用企业应用程序封装工具封装自定义（内部）应用程序和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序。您应直接从应用程序供应商处获
取第三方应用程序。执行企业应用程序封装时，请先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 (.apk)。在使用工具包封装应用程序之前，
请备份这些应用程序的原始版本，以便在需要时恢复到这些版本。
下例显示了使用默认设置的基本应用程序封装命令。应用程序使用提供的密钥库签名。密钥库是包含用于签署 Android
应用程序的证书的文件。如果密钥库包含多个私钥，则可以指定密钥别名。需要创建密钥库一次。之后，可以使用该密
钥库对您封装的应用程序进行签名。如果未使用相同的密钥库封装以前部署的应用程序的新版本，该应用程序的升级将
无法正常工作。用户需要先手动删除旧版本，才能安装新版本。
修改特定系统的粗体显示的信息。结尾处的反斜杠指示命令将继续执行下一行。运行命令之前，请删除这些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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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由于 /Applications/ 目录受到限制，因此，您可能需要在超级用户模式下运行以下命令。为此，请在命令前面添
加 sudo。从此受限目录运行时，系统将提示您输入计算机密码。

1
2
3
4
5
6
7
8
9

java -jar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ManagedAppUtility.jar \
wrap \
-in ~/Desktop/SampleApps/Sample.apk \
-out ~/Desktop/SampleApps/Sample.mdx \
-keystore ~/Desktop/MyCompany.keystore \
-storepass MyKeystorePassword \
-keyalias MyCompanyKeyAlias \
-keypass MyKeyAliasPassword
<!--NeedCopy-->

修改粗体显示的信息后，您可能需要将以下示例选项添加到之前的命令中：

• -appName “Wrapped Sample app”
• -appDesc “这是我的新封装的 Android 应用程序。”
此外，如果在开发期间版本密钥库不可用，可使用以下命令来创建移动应用程序零售版本（通过您的密钥进行签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java -jar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ManagedAppUtility.jar \
wrap \
-in ~/Desktop/SampleApps/Sample.apk \
-out ~/Desktop/SampleApps/Sample.mdx \
-keystore ~/Desktop/MyCompany.keystore \
-storepass MyKeystorePassword \
-keyalias MyCompanyKeyAlias \
-keypass MyKeyAliasPassword \
-createCert
<!--NeedCopy-->

有关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命令选项。要获取嵌入式文档，请使用 –help 选项。

使用命令行封装 ISV Android 应用程序
在使用工具包封装应用程序之前，请务必备份这些应用程序的原始版本，以便在需要时恢复到这些版本。要生成适用于

Android 的封装的 ISV 应用程序，请先执行以下基本封装命令。

1

java -jar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ManagedAppUtility.j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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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wrap \
-in ~/Desktop/SampleApps/Sample.apk \
-out ~/Desktop/SampleApps/Sample.mdx \
-keystore ~/Desktop/MyCompany.keystore \
-storepass MyKeystorePassword \
-keyalias MyCompanyKeyAlias \
-keypass MyKeyAliasPassword \
-createCert
<!--NeedCopy-->

要将应用程序封装为 ISV 应用程序，必须按如下所示设置 -apptype 参数：

•

高级：要将应用程序封装为高级应用程序（在其中将强制实施一些 Citrix 策略，即使对于非托管用户也是如此），
请添加下列选项：-apptype Premium

•

常规：要将应用程序封装为 “一般” 应用程序（其中不包含针对非托管用户的 Citrix 策略实施），请添加下列选
项：-apptype 常规

如果需要将封装的.apk 文件上载到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或 Web 服务器，并且封装时 URL 已知，请添加 -storeURL
选项。还请务必设置 apptype 参数。

-storeURL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zenprise”
如果您在封装时不知道 URL，可稍后通过以下命令修改.mdx 文件：

1
2
3
4
5
6
7

java -jar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ManagedAppUtility.jar \
setinfo \
-in ~/Desktop/SampleApps/Sample.mdx \
-out ~/Desktop/SampleApps/wrapped/Sample.mdx \
-storeURL \
“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zenprise ”
<!--NeedCopy-->

如果已自定义策略文件，请确保指向您已修改的文件︰

-policy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有 关 选 项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命令选项。要获取嵌入式文档，请使用 –help 选项。

命令选项

wrap 命令
• Help：显示针对此命令的帮助信息。
• In：必需。您要封装的应用程序的路径和文件名。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51

MDX Toolkit
• Out：可选。生成的.mdx 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如果省略此选项，则文件与输入文件具有相同的路径和文件名，
并具有扩展名.mdx。
• AppType：可选。默认值为 MDXOnly。要生成 ISV 应用程序，请使用 “常规” 或 “高级”。
• KeyStore：密钥库文件的路径。如果要签名.apk 文件则为必需。
• StorePass：密钥库的密码。如果要签名.apk 文件则为必需。
• KeyAlias：密钥库中的特定密钥的名称。如果要签名.apk 文件则为必需。
• KeyPass：特定密钥的密码。如果要签名.apk 文件则为必需。
• SigAlg：可选。在签名时要使用的算法。
• AppName：可选。从应用程序获得的应用程序名称（如果可能）。
• AppDesc：可选。从应用程序获得的应用程序说明信息（如果可能）。
• MinPlatform：可选。支持的最低 SDK 级别。默认值为空。
• MaxPlatform：可选。支持的最高 SDK 级别。默认值为空。
• ExcludedDevices：可选。不允许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设备类型的列表。默认值为空。
• PolicyXML：可选。更换 XML 策略定义文件和路径。默认为内置的策略定义。示例：
-policyxml/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后面的 “预设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 StoreURL：对于 ISV 应用程序，为 Google App Store 中的应用程序的 URL。默认值为空。

sign 命令
• Help：显示针对此命令的帮助信息。
• In：必需。您要封装的应用程序的路径和文件名。
• Out：可选。生成的.mdx 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如果省略此选项，则文件与输入文件具有相同的路径和文件名，
并具有扩展名.mdx。
• KeyStore：必需。密钥库文件的路径。
• StorePass：必需。密钥库的密码。
• KeyAlias：必需。密钥库中的特定密钥的名称。
• KeyPass：必须。特定密钥的密码。
• SigAlg：可选。在签名时要使用的算法。

setinfo 命令
• Help：显示针对此命令的帮助信息。
• In：必需。您要修改的应用程序的路径和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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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对于 setinfo，输出路径或文件名必须不同于原始路径或文件名。
• AppType：可选。默认值为 MDXOnly。要生成 ISV 应用程序，请使用 “常规” 或 “高级”。
• KeyStore：密钥库文件的路径。如果要签名.apk 文件则为必需。
• StorePass：密钥库的密码。如果要签名.apk 文件则为必需。
• KeyAlias：密钥库中的特定密钥的名称。如果要签名.apk 文件则为必需。
• KeyPass：特定密钥的密码。如果要签名.apk 文件则为必需。
• SigAlg：可选。在签名时要使用的算法。
• AppName：可选。从应用程序获得的应用程序名称（如果可能）。
• AppDes: 可选。从应用程序获得的应用程序说明信息（如果可能）。
• MinPlatform：可选。支持的最低 SDK 级别。默认值为空。
• MaxPlatform：可选。支持的最高 SDK 级别。默认值为空
• ExcludedDevices：可选。不允许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设备类型的列表。默认值为空。
• StoreURL：对于 ISV 应用程序，为 Google App Store 中的应用程序的 URL。默认值为空。
• PolicyXML：可选。更换 XML 策略定义文件和路径。默认为内置的策略定义。示例：
-policy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后面的 “预设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预设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对于要用 MDX Toolkit 命令行工具封装的应用程序，您可以预设一些 MDX 策略。也可以在添加应用程序时，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配置策略。
1.

在策略 XML 文件中更新策略值。

MDX Toolkit 安装程序将创建此策略文件︰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注意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策略文件不同。要预设同时适用于这两种平台的策略，您必须更新它们各自的
策略 XML 文件。

2.

使用命令行封装应用程序时，包括

-policy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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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Android 应用程序封装错误
如果您在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时遇到错误，可以使用 MDX Toolkit 日志确定该错误。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查看

MDX Toolkit 日志。
运行 MDX Toolkit 时，此工具会将日志文件保存到以下位置：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Logs/Citrix.log。
默认情况下，此工具在该日志中保存警告和错误。

从命令行中收集应用程序日志

1.

Android 开发人员 Web 站点安装 Android Debug Bridge。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ndroid Debug
Bridge。
2. 输入以下命令以清除现有日志：“adb logcat -c”
3. 重现问题。
4. 输入以下命令以捕获文件中的日志：adb logcat -d > Name_of_Log_File.txt
从

MDX 第三方应用程序策略概览
January 10, 2022
本文介绍面向 iOS 和 Android 的第三方 MDX 应用程序策略。MDX Toolkit 不支持 Windows。备注中包含限制和

Citrix 的建议。要查看 Android for Work 容器支持的策略，请参阅 Android for Work 中的相关部分。
有关 Citrix 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的策略，请参阅适用于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概览。
注意：

Secure Hub 在特定操作期间会刷新策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Secure Hub。

身份验证
设备通行码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关

应用程序通行码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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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联机会话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关

最⻓脱机期限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168 小时（7 天）

备用 NetScaler Gateway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设备安全
阻止越狱或获得 Root 权限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需要设备锁定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关

网络要求
需要 Wi-Fi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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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使用的 Wi-Fi 网络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其他访问
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 (小时)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168 小时（7 天）
注意：

Citrix 建议使用零 (0) 以外的值。零值将立即阻止用户使用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不发送警告），直到用户
下载并安装更新。此设置可能会导致用户被强制退出应用程序并可能会丢失已执行的工作。

锁定时擦除应用程序数据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关

活动轮询期限 (分钟)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60 分钟（1 小时）
注意：
只有在应用程序面临高⻛险时才将此值设置为低于默认值，否则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加密
加密类型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MDX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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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对于新添加的应用程序，当您从强制合规的平台加密更改为 MDX 加密时，您将被迫删除并重新安装该应
用程序。新添加的应用程序的默认设置为强制合规的平台加密。

不合规设备行为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允许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运行

启用 MDX 加密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小心：
如果您在部署某个应用程序后更改了此策略，用户必须重新安装该应用程序。

加密密钥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允许脱机访问是唯一可用的选项。

MDX 专用文件加密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安全组

私密文件加密排除项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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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文件的访问限制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数据库加密排除项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空

MDX 公用文件加密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安全组

公用文件加密排除项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公用文件迁移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写入 (只写/读写)

文件加密排除项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空

安全组

• iOS：是
• Android：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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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设置：空
小心：
要对现有应用程序应用此策略，用户必须删除并重新安装该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交互
剪切和复制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限制

粘贴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不限制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限制

受限制的打开方式例外列表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Android)；Office 365 应用程序 (iOS)
小心：
请考虑此策略对安全性的潜在影响。例外列表允许内容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与安全 MDX 环境之间传播。

入站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不限制（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全部（适用于 Android for Work）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59

MDX Toolkit
应用程序 URL 方案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阻止所有已注册应用程序的 URL 架构。

从过滤中排除的 URL 域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允许的 URL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
+maps.apple.com
+itunes.apple.com
^http:=ctxmobilebrowser:
^https:=ctxmobilebrowsers:
^mailto:=ctxmail:
+^citrixreceiver:
+^telprompt:
+^tel:
+^col-g2m-2:
+^col-g2w-2:
+^maps:ios_addr
+^mapitem:

允许的 Secure Web 域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应用程序限制
阻止相机

• iO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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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阻止库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关

阻止照片库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阻止⻨克⻛录音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阻止听写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阻止定位服务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阻止 SMS 撰写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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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屏幕捕获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阻止设备传感器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阻止 NFC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阻止 iCloud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阻止查找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阻止文件备份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阻止 AirPrint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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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打印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开

阻止 AirDrop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阻止 Facebook 和 Twitter API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遮蔽屏幕内容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阻止第三方键盘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阻止应用程序日志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关

应用程序网络访问
网络访问

• iO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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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对于新上载的应用程序，除 Secure Mail 之外的所有应用程序的默认值均为被阻止。由于 Intune 的
状态不是被阻止，因此 Secure Mail 的默认值为无限制。

要求 Micro VPN 会话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否

要求 Micro VPN 会话宽限期 (分钟)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0（无宽限期）

证书标签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排除列表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空

阻止建立 localhost 连接

• iOS：否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关

应用程序日志
默认日志输出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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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日志级别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4（信息性消息）

日志文件数上限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2

日志文件大小上限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2 MB

重定向系统日志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应用程序地理围栏
中心点经度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0

中心点纬度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0

半径

• iO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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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0（禁用）
注意：
设置半径（米）。如果设置为零，地理围栏将处于禁用状态。

分析

Google Analytics 的详细信息级别
• iOS：是
• Android：是
• 默认设置：完成

报告

Citrix 报告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关
注意：

Citrix 可能会使用功能标志控制此功能。必须同时启用功能标志和此策略，才能使此功能正常工作。

上载令牌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空

仅通过 WiFi 发送报告

• iOS：是
• Android：否
• 默认设置：开

报告文件缓存最大值

• iOS：是
• Android：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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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设置：2 MB

适用于 Android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January 10, 2022
本文介绍面向 Android 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可以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更改策略设
置。

身份验证
应用程序通行码
如果设置为 On（启用）
，启用程序在处于不活动状态一段时间后启动或恢复时需要输入 PIN 或通行码才能解锁。默认值
为开。
要配置所有应用程序的不活动计时器，请在设置选项卡上的 “客户端属性” 中设置 INACTIVITY_TIMER 值（以分钟为
单位）
。默认不活动计时器值为 60 分钟。要禁用不活动计时器以便 PIN 或通行码提示仅在应用程序启动时出现，请将值
设置为 0。
注意：
如果为 “加密密钥” 策略选择 “安全脱机”，则将自动启用此策略。

最⻓脱机期限 (小时)
定义应用程序在不执行网络登录的情况下重新确认授权和刷新策略时可以脱机运行的最⻓期限。默认值为 168 小时（7
天）。最⻓期限为 1 小时。
将在期限过期前 30 分钟、15 分钟和 5 分钟提醒用户登录。过期后，应用程序将保持锁定，直到用户完成一次成功的网
络登录。

备用 Citrix Gateway
注意：
此策略在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的名称为备用 NetScaler Gateway。
对此应用程序的身份验证和 Micro VPN 会话使用的特定备用 Citrix Gateway（以前称为 NetScaler Gateway）的
地址。这是一项可选策略，当与 “要求联机会话” 策略结合使用时，将强制应用程序对特定网关重新进行身份验证。此类
网关通常具有不同的（具有更高保障）身份验证要求和流量管理策略。如果保留为空，则将始终使用服务器的默认设置。
默认值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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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全
阻止越狱或获得 Root 权限
如果设置为 On（启用）
，则将在设备已越狱或已获得 root 权限后锁定应用程序。如果设置为 Off（禁用）
，则即使设备
已越狱或已获得 root 权限，应用程序仍可运行。默认值为开。

需要设备锁定
如果设置为 Device PIN or passcode（设备 PIN 或通行码），则当设备没有 PIN 或通行码时，应用程序会锁定。如
果设置为 Device pattern screen lock（设备图案锁），则在设备未设置图案锁时，应用程序会锁定。如果设置为

Off （禁用），则即使设备未设置 PIN、通行码或图案锁，也允许应用程序运行。默认值为关。
设备 PIN 码或通行码要求至少使用 Android 4.1 版本 (Jelly Bean)。将此策略设置为设备 PIN 码或通行码将阻止应
用程序在较旧的版本上运行。
在 Android M 设备上，设备 PIN 或通行码和设备图案屏幕锁选项具有相同的效果：启用任一选项后，如果设备未设置

PIN、通行码或图案屏幕锁，应用程序将被锁定。

网络要求
需要 Wi-Fi
如果设置为开，则当设备未连接到 Wi-Fi 网络时，应用程序将被锁定。如果设置为关，则当设备具有活动连接（例如

4G/3G、LAN 或 Wi-Fi 连接）时，应用程序可以运行。默认值为关。

允许使用的 Wi-Fi 网络
允许连接的 Wi-Fi 网络的逗号分隔列表。如果网络名称中包含任何非字⺟数字字符（包括逗号）
，则必须用双引号将名称
括起来。应用程序仅会在连接到所列网络之一的情况下运行。如果留空，则允许所有网络。这不会影响与手机网络的连
接。默认值为空。

其他访问
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 (小时)
定义在系统检测到可用应用程序更新时，可继续使用应用程序的宽限期。默认值为 168 小时（7 天）。
注意：
不建议使用值 0，因为该值会立即阻止使用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直至下载并安装更新（但不会向用户发出任何警
告）
。这可能会导致出现运行该应用程序的用户被强制退出应用程序的情况（可能会丢失工作）
，以遵从所需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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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时擦除应用程序数据
锁定应用程序后，擦除数据并重置应用程序。如果设置为 Off（禁用）
，锁定应用程序时将不擦除应用程序数据。默认值
为关。
应用程序可能由于以下任何原因而锁定：

• 用户丢失应用程序授权
• 应用程序订阅被删除
• 帐户已删除
• Secure Hub 已卸载
• 应用程序身份验证失败的次数过多
• 检测到已越狱的设备（根据策略设置）
• 设备被其他管理操作置于锁定状态

活动轮询期限 (分钟)
应用程序启动时，MDX 框架将轮询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以确定当前应用程序和设备状态。如果能够访问
运行 Endpoint Management 的服务器，该框架将返回与设备的锁定/擦除状态和应用程序的启用/禁用状态有关的信
息。无论是否能够访问该服务器，都会根据活动轮询期限时间间隔安排后续的轮询。超过此期限后，将重新尝试执行新
轮询。默认值为 60 分钟（1 小时）。
重要：
只有在应用程序面临高⻛险时才将此值设置为低于默认值，否则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不合规设备行为
允许您在设备不符合最低合规性要求时选择一项操作。选择允许应用程序允许应用程序正常运行。选择允许应用程序在
显示警告后运行以便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运行。选择阻止以阻止应用程序运行。默认值为允许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
运行。

公用文件迁移
仅当启用了 “Public file encryption”（公共文件加密）策略时才会强制执行此策略，即从 Disabled（已禁用）更改
为 SecurityGroup（安全组）或 Application（应用程序）
。此策略仅适用于未加密的现有公用文件，并指定了对这
些文件进行加密的时间。默认值为 Write (RO/RW)（写入 (RO/RW)）。
选项:

•
•
•

已禁用。不对现有文件进行加密。
写入 (只写/读写)。仅在为只读或读/写访问权限打开现有文件时对其进行加密。
任意。在任何模式下打开现有文件时均对其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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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

在每种情况下，新文件或被覆盖的现有未加密文件将加密替换文件。
加密现有的公用文件将使其他不具有相同加密密钥的应用程序无法使用该文件。

安全组
如果您希望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托管的所有移动应用程序相互交换信息，请将此字段留空。定义安全组名
称，以管理特定应用程序集（例如财务或人力资源）的安全设置。
小心：
如果您为现有应用程序更改了此策略，则用户必须删除并重新安装该应用程序才能应用策略更改。

允许的 Secure Web 域
此策略仅对 URL 过滤策略未排除的域有效。添加在 “文档交换” 设置为 “限制” 时重定向到 Secure Web 应用程序的完
全限定域名 (FQDN) 或 DNS 后缀的列表，以逗号分隔。
如果此策略包含任何条目，则仅在 “文档交换” 策略设置为 “限制” 时将主机字段至少匹配列表中的一个项目（通过 DNS
后缀匹配）的 URL 重定向到 Secure Web 应用程序。
所有其他 URL 都发送到默认的 Android Web 浏览器（绕过 “文档交换限制” 策略）。默认值为空。

应用程序交互
剪切和复制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剪贴板剪切和复制操作。如果选择限制，复制的剪贴板数据将放置在仅对 MDX 应用程
序可用的专用剪贴板中。默认值为限制。

粘贴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剪贴板粘贴操作。如果选择限制，粘贴的剪贴板数据来源于仅对 MDX 应用程序可用的
专用剪贴板。默认为不限制。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文档交换操作。如果设置为限制，则只能与其他 MDX 应用程序交换文档，以及与 “受限
制的打开方式例外列表” 策略中指定的应用程序异常进行交换。如果设置为不限制，则必须将 “私密文件加密” 和 “公用
文件加密” 策略设置为禁用，以便用户可以在未封装的应用程序中打开文档。默认值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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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的打开方式例外列表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设置为限制时，允许将此 Android 意向列表传递到非托管应用程序。需要熟悉 Android
意向才能向列表中添加过滤器。过滤器可以指定操作、软件包、方案或任意组合。

示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
action=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
package=com.sharefile.mobile }
{
action=android.intent.action.DIAL scheme=tel }
<!--NeedCopy-->

小心：
请务必考虑此策略对安全性的潜在影响。例外列表允许内容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与 MDX 环境之间传播。

入站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阻止、限制或允许此应用程序的入站文档交换操作。如果选择限制，则只能与其他 MDX 应用程序交换文档。默认为不
限制。
如果设置为阻止或限制，则您可以使用 “入站文档交换白名单” 策略指定可向此应用程序发送文档的应用程序。有关其他
策略交互的信息，请参阅 “阻止库” 策略。
选项：不限制、阻止或限制

应用程序限制
重要：
请务必考虑用于阻止应用程序访问或使用电话功能的策略对安全性的潜在影响。当那些策略设置为关时，内容可
以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与安全的环境之间传播。

阻止相机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摄像头硬件。默认值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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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库
如果设置为开，则阻止应用程序访问设备上的库。默认值为关。此策略与 “入站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一起工作。

•

如果 “入站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设置为限制，在托管应用程序中工作的用户将无法从库中附加图像，而无
论 “阻止库” 策略设置为何。

•

如果 “入站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设置为不限制，在托管应用程序中工作的用户会遇到以下情况：

–
–

如果 “阻止库” 设置为关，则用户可以附加图像。
如果 “阻止库” 设置为开，则将阻止用户附加图像。

阻止⻨克⻛录音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克⻛软件。默认值为开。

阻止定位服务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定位服务组件（GPS 或网络）
。对于 Secure Mail，默认值为关。

阻止 SMS 撰写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用于从该应用程序发送 SMS/文本消息的 SMS 撰写功能。默认值为开。

阻止屏幕捕获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用户在应用程序运行期间生成屏幕截图。此外，当用户切换应用程序时，会遮蔽应用程序屏幕。
默认值为开。
使用 Android 近场通信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功能时，某些应用程序在执行无线收发内容之前将创
建自身的屏幕快照。要在封装应用程序中启用该功能，请将 “阻止屏幕捕获” 策略更改为关。

阻止设备传感器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设备传感器（例如加速计、运动传感器和陀螺仪）。默认值为开。

阻止 NFC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近场通信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默认值为开。

阻止应用程序日志
如果设置为开，则会阻止应用程序使用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设备。如果设置为关，则将记录应用程序日志，
并且可使用 Secure Hub 电子邮件支持功能收集应用程序日志。默认值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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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打印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打印数据。如果应用程序具有共享命令，则必须将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设置为限制
或阻止以完全阻止打印。默认值为开。

应用程序网络访问
网络访问
注意：
通道 - Web SSO 是设置中安全浏览的名称。该行为是相同的。
设置选项如下所示：

•

使用以前的设置：默认值为您已在更早版本的策略中设置的值。如果更改了此选项，则不应还原到此选项。另请
注意，在用户将应用程序升级到版本 18.12.0 或更高版本之前，对新策略所做的更改将不起作用。

•
•
•
•

阻止：由您的应用程序使用的网络 API 将失败。根据以前的原则，应正确处理此类故障。
不限制：所有网络调用都将直接传输，而不通过通道传输。
通道 - 完整 VPN：来自托管应用程序的所有流量均通过 Citrix Gateway 进行通道传输。
通道 - Web SSO：重写 HTTP/HTTPS URL。此选项仅允许通过通道传输 HTTP 和 HTTPS 流量。通道 - Web

SSO 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可针对 HTTP 和 HTTPS 流量进行单点登录 (SSO)，以及执行 PKINIT 身份验证。在
Android 中，此选项的设置开销低，因此是适用于 Web 浏览操作类型的优先选项。
• 通道 - 完整 VPN 和 Web SSO：根据需要允许在 VPN 模式之间自动切换。如果网络请求由于不能在特定的
VPN 模式下处理身份验证请求而失败，则会在备选模式下重试。
如果选择其中一个通道模式，则在此初始模式下创建返回到企业网络的 PerApp VPN 通道，并使用 Citrix Gateway
拆分通道设置。Citrix 建议对通过客户端证书或端到端 SSL 与企业网络中的资源建立的连接使用通道完整 VPN。Citrix
建议您对需要单点登录的连接使用通道 - Web SSO。

要求 Micro VPN 会话
如果设置为是，用户必须连接到企业网络并且具有活动会话。如果设置为否，则不需要活动会话。默认值是使用以前的
设置。对于新上载的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否。在升级到此策略之前，无论选择哪个设置仍有效，直到选择除使用以前的
设置之外的选项为止。

要求 Micro VPN 会话宽限期 (分钟)
定义系统检测到应用程序更新可用时可以继续使用应用程序的宽限期。默认值为 168 小时（7 天）。
注意：
不建议使用值 0，因为该值会立即阻止使用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直至下载并安装更新（但不会向用户发出任何警
告）
。这可能会导致出现运行该应用程序的用户被强制退出应用程序的情况（可能会丢失工作）
，以遵从所需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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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标签
与 StoreFront 证书集成服务结合使用时，此标签将标识此应用程序所需的特定证书。如果未提供任何标签，证书将不
可与公钥基础结构 (PKI) 结合使用。默认值为空（不使用证书）
。

排除列表
要直接访问而非通过 VPN 连接的 FQDN 或 DNS 的逗号分隔列表。当在拆分通道反向模式下配置了 Citrix Gateway
时，此策略仅适用于通道 - Web SSO 模式。

阻止建立 localhost 连接
如果设置为开，则不允许应用程序建立 localhost 连接。Localhost 是一个地址（例如 127.0.0.1 或::1），用于在设备
上进行的通信。localhost 将跳过本地网络接口硬件并访问该主机上运行的网络服务。如果设置为关，此策略将覆盖网
络访问策略，这意味着如果设备在本地运行代理服务器，应用程序可以在安全容器外部进行连接。默认值为关。

应用程序日志
默认日志输出
确定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默认使用的输出媒介。可能的媒介为文件、控制台或
两者。默认值为文件。

默认日志级别
控制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的默认详细程度。较高级别的数字包括较详细的日志记录。

•
•
•
•
•
•
•

0 - 不记录任何内容
1 - 严重错误
2 - 错误
3 - 警告
4 - 信息消息
5 - 详细信息消息
6 到 15 - 调试值 1 到 10

默认值为级别 4（信息消息）。

日志文件数上限
限制滚动更新之前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保留的日志文件数。最小值为 2。最大值为 8。默认值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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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大小上限
限制滚动更新之前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保留的日志文件的大小 (MB)。最小值为 1 MB。最大值为 5

MB。默认值为 2 MB。

应用程序地理围栏
中心点经度
限制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点/半径地理围栏的中心点的经度（X 坐标）。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
将保持锁定状态。应以带符号的度数格式 (DDD.dddd) 进行表示，例如 -31.9635。西部经度的前面应带减号。默认值
为 0。

中心点纬度
限制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点/半径地理围栏的中心点的纬度（Y 坐标）。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
将保持锁定状态。
应以带符号的度数格式 (DDD.dddd) 进行表示，例如 43.06581。南部纬度的前面应带减号。默认值为 0。

半径
允许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地理围栏的半径。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将保持锁定状态。
应以米为单位进行表示。如果设置为零，地理围栏将处于禁用状态。默认值为 0（禁用）。

分析

Google Analytics 的详细信息
Citrix 收集分析数据以提高产品质量。选择 “匿名” 将不包括公司的可识别信息。

Android Enterprise 支持的设备策略和 MDX 策略
April 1, 2021
MDX Toolkit 支持 Android Enterprise 支持的设备策略。有关 MDX 支持的 Android Enterprise 策略的完整列表，
请参阅配置 Android Enterprise 设备和应用程序策略。
有关设备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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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验证策略

支持

应用程序通行码

X

最⻓脱机期限 (小时)

X

其他访问策略

支持

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 (小时)

X

禁用所需的升级

X

锁定时擦除应用程序数据

X

活动轮询期限 (分钟)

X

应用程序交互策略

支持

从过滤中排除的 URL 域

X

允许的 Secure Web 域

X

应用程序限制策略

支持

阻止⻨克⻛录音

X

阻止 SMS 撰写

X

阻止 NFC

X

应用程序网络访问策略

支持

网络访问

X

要求 Micro VPN 会话

X

排除列表

X

应用程序日志

支持

默认日志输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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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日志

支持

默认日志级别

X

日志文件数上限

X

日志文件大小上限

X

重定向应用程序日志

X

应用程序地理围栏策略

支持

中心点经度

X

中心点纬度

X

半径

X

适用于 iOS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January 10, 2022
本文介绍面向第三方 iOS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添加应用程序时，可以直接在策略 XML 文件或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更改策略设置。

身份验证
设备通行码
如果设置为开，则当设备在启动时或在处于不活动状态一段时间后恢复时，必须输入 PIN 码或通行码才能解锁此设备。
要使用 Apple 文件加密功能加密应用程序数据，必须使用设备通行码。设备上所有应用程序的数据都将被加密。默认值
为关。

应用程序通行码
如果设置为 On（启用）
，启用程序在处于不活动状态一段时间后启动或恢复时需要输入 PIN 或通行码才能解锁。默认值
为开。
要配置所有应用程序的不活动计时器，请在设置选项卡上的客户端属性中设置 INACTIVITY_TIMER 值（以分钟为单
位）。默认不活动计时器值为 60 分钟。要禁用不活动计时器以便 PIN 或通行码提示仅在应用程序启动时出现，请将值
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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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为 “加密密钥” 策略选择安全脱机，则将自动启用此策略。

要求联机会话
最⻓脱机期限 (小时)
定义应用程序可以运行而不需要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重新确认应用程序授权并刷新策略的最⻓期限。过
期后，可能会根据需要触发到服务器的登录。默认值为 168 小时（7 天）
。最⻓期限为 1 小时。

备用 Citrix Gateway
注意：
此策略在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的名称为备用 NetScaler Gateway。
应对此应用程序的身份验证和 Micro VPN 会话使用的特定备用 Citrix Gateway 的地址。这是一项可选策略，当与 “要
求联机会话” 策略结合使用时，将强制应用程序对特定网关重新进行身份验证。此类网关通常具有不同的（具有更高保
障）身份验证要求和流量管理策略。如果保留为空，则将始终使用服务器的默认网关。默认值为空。

设备安全
阻止越狱或获得 Root 权限
如果设置为 On（启用）
，则将在设备已越狱或已获得 root 权限后锁定应用程序。如果设置为 Off（禁用）
，则即使设备
已越狱或已获得 root 权限，应用程序仍可运行。默认值为开。

网络要求
需要 Wi-Fi
如果设置为开，则当设备未连接到 Wi-Fi 网络时，应用程序将被锁定。如果设置为关，则当设备具有活动连接（例如

4G/3G、LAN 或 Wi-Fi 连接）时，应用程序可以运行。默认值为关。

允许使用的 Wi-Fi 网络

Wi-Fi 网络的逗号分隔列表。如果网络名称中包含任何非字⺟数字字符（包括逗号），则必须用双引号将名称括起来。应
用程序仅会在连接到所列网络之一的情况下运行。如果为空，则允许所有网络。这不会影响与手机网络的连接。默认值
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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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访问
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 (小时)
定义系统检测到应用程序更新可用时可以继续使用应用程序的宽限期。默认值为 168 小时（7 天）
。
注意：
不建议使用值 0，因为该值会立即阻止使用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直至下载并安装更新（但不会向用户发出任何警
告）
。这可能会导致出现用户被强制退出应用程序的情况（可能会丢失工作）
，以遵从所需的更新。

锁定时擦除应用程序数据
锁定应用程序后，擦除数据并重置应用程序。如果设置为 Off（禁用）
，锁定应用程序时将不擦除应用程序数据。默认值
为关。
应用程序可能由于以下任何原因而锁定：

• 用户丢失应用程序授权
• 应用程序订阅被删除
• 帐户已删除
• Secure Hub 已卸载
• 应用程序身份验证失败的次数过多
• 检测到已越狱的设备（根据策略设置）
• 设备被其他管理操作置于锁定状态

活动轮询期限 (分钟)
应用程序启动时，MDX 框架将轮询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以确定当前应用程序和设备状态。如果能够访问
运行 Endpoint Management 的服务器，该框架将返回与设备的锁定/擦除状态和应用程序的启用/禁用状态有关的信
息。无论是否能够访问该服务器，都会根据活动轮询期限时间间隔安排后续的轮询。超过此期限后，将重新尝试执行新
轮询。默认值为 60 分钟（1 小时）。
重要：
只有在应用程序面临高⻛险时才将此值设置为低于默认值，否则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不合规设备行为
允许您在设备不符合最低合规性要求时选择一项操作。选择允许应用程序允许应用程序正常运行。选择允许应用程序在
显示警告后运行以便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运行。选择阻止以阻止应用程序运行。默认值为允许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
运行。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79

MDX Toolkit
应用程序交互
剪切和复制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剪贴板剪切和复制操作。如果选择限制，复制的剪贴板数据将放置在仅对 MDX 应用程
序可用的专用剪贴板中。默认值为限制。

粘贴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剪贴板粘贴操作。如果选择限制，粘贴的剪贴板数据来源于仅对 MDX 应用程序可用的
专用剪贴板。默认为不限制。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文档交换操作。如果选择限制，则只能与其他 MDX 应用程序交换文档。
如果设置为不限制，则 “启用加密” 策略设置为开，以便用户可以打开解包的应用程序中的文档。如果收到的应用程序未
封装或者禁用了加密，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将解密文档。
默认值为限制。

受限制的打开方式例外列表
将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设置为限制时，MDX 应用程序可以与逗号分隔的非托管应用程序 ID 列表共享文档，即
使将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设置为限制，并将 “启用加密” 策略设置为开也是如此。默认例外列表允许 Office 365
应用程序：

com.microsoft.Office.Word,com.microsoft.Office.Excel,com.microsoft.Office.Powerpoint,
com.microsoft.onenote,com.microsoft.onenoteiPad,com.microsoft.Office.Outlook
此策略仅支持 Office 365 应用程序。
小心：
请务必考虑此策略对安全性的潜在影响。例外列表允许内容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与 MDX 环境之间传播。

入站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阻止、限制或允许此应用程序的入站文档交换操作。如果选择限制，则只能与其他 MDX 应用程序交换文档。默认为不
限制。
如果设置为阻止或限制，则您可以使用 “入站文档交换白名单” 策略指定可向此应用程序发送文档的应用程序。
注意：

“入站文档交换白名单” 策略仅支持 iOS 12 上运行的设备。
选项：不限制、阻止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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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URL 方案

iOS 应用程序可以将 URL 请求发送给已注册的其他应用程序，以处理特定方案（例如 http://）。此工具提供某个
应用程序将帮助请求传递到另一个应用程序的机制。此策略用于过滤从此应用程序传递到其他应用程序以便进行处理的

URL (即出站 URL)。默认值为空，意味着阻止所有已注册的应用程序 URL 方案。
此策略的格式应为逗号分隔的模式列表，其中每个模式的前面可能都带有加号 (+) 或减号 (-)。将入站 URL 按照列出的
顺序与这些模式进行比较，直到找到匹配项。匹配后，采取的操作将由前缀规定。

•
•
•
•

前缀减号 (-) 阻止将 URL 传递到此应用程序中。
前缀加号 (+) 允许将 URL 传递到此应用程序中以进行处理。
如果随模式提供 + 或 -，则会假定提供 +（允许）
。
将阻止与列表中的任何模式都不匹配的入站 URL。

下表包含应用程序 URL 方案示例：

方案

需要 URL 方案的应用程序

用途

ctxmobilebrowser

Secure Web-

允许 Secure Web 处理来自其他应
用程序的 HTTP: URL。-

ctxmobilebrowsers

Secure Web-

允许 Secure Web 处理来自其他应
用程序的 HTTPS: URL。

ctxmail

Secure Mail-

允许 Secure Mail 处理来自其他应
用程序的 mailto:

COL-G2M

GoToMeeting-

URL。

允许封装 GoToMeeting 应用程序
处理会议请求。

ctxsalesforce

Citrix for Salesforce-

允许 Citrix for Salesforce 处理

Salesforce 请求。
wbx

WebEx

允许封装 WebEx 应用程序处理会
议请求。

应用程序交互 (出站 URL)
从 URL 过滤中排除的域
此策略将排除任何 “允许的 URL” 过滤中的出站 URL。添加要从 “允许的 URL” 过滤中排除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或

DNS 后缀的列表，以逗号分隔。如果此策略为空（默认值），定义的 “允许的 URL” 过滤过程为 URL。如果此策略中包
含任何条目，则主机字段至少匹配列表中的一个项目（通过 DNS 后缀匹配）的 URL 将被原样发送至 iOS，从而绕过
“允许的 URL” 过滤逻辑。默认值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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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 URL

iOS 应用程序可以将 URL 请求发送给已注册的其他应用程序，以处理特定方案（例如 ”http://”）。此工具提供某个
应用程序将帮助请求传递到另一个应用程序的机制。此策略用于过滤从此应用程序传递到其他应用程序以便进行处理的

URL（即出站 URL）。
此策略的格式应为逗号分隔的模式列表，其中每个模式的前面可能都带有加号 (+) 或减号 (-)。将出站 URL 按照列出的
顺序与这些模式进行比较，直到找到匹配项。匹配后，采取的操作将由前缀规定。前缀减号 “-” 阻止将该 URL 传出到其
他应用程序。前缀加号 “+” 允许将该 URL 传出到其他应用程序以便进行处理。如果随模式提供 + 或 -，则会假定提供 +
（允许）。一对由 = 分隔的值指示替换，即将出现的第一个字符串替换为第二个字符串。您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 ^ 前缀来
搜索字符串以将其固定在 URL 的开头。如果出站 URL 与列表中的所有模式都不匹配，则将被阻止。

默认值

+maps.apple.com
+itunes.apple.com
^http:=ctxmobilebrowser:
^https:=ctxmobilebrowsers:
^mailto:=ctxmail:
+^citrixreceiver:
+^telprompt:
+^tel:
+^lmi-g2m:
+^maps:ios_addr
+^mapitem:
+^sms:
+^facetime:
+^ctxnotes:
+^ctxnotesex:
+^ctxtasks:
+^facetime-audio:
+^itms-apps:
+^ctx-sf:
+^shar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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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c:
+^slack:
如果此设置为空，则将阻止所有 URL，但以下各项除外：

• http:
• https:
• +citrixreceiver: +tel:
下表包含允许的 URL 示例：

URL 格式

说明

^mailto:=ctxmail:

所有 mailto:

^http:

所有 HTTP URL 在 Secure Web 中打开。

^https:

所有 HTTPS URL 在 Secure Web 中打开。

^tel:

允许用户拨打电话。

-//www.dropbox.com

阻止从托管应用程序发送的 Dropbox URL。

+^COL-G2M:

允许托管应用程序打开 GoToMeeting 客户端应用程

URL 在 Secure Mail 中打开。

序。

-^SMS:

阻止使用消息聊天客户端。

-^wbx:

阻止托管应用程序打开 WebEx 客户端应用程序。

+^ctxsalesforce:

允许 Citrix for Salesforce 与 Salesforce 服务器通
信。

允许的 Secure Web 域
此策略仅影响会将 URL 重定向到 Secure Web 应用程序的 “允许的 URL” 策略条目（^ http:=ctxmobilebrowser:
和 ^https:=ctxmobilebrowsers:）。添加允许重定向到 Secure Web 应用程序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或 DNS 后
缀的列表，以逗号分隔。如果此策略包含任何条目，则仅将主机字段至少匹配列表中的一个项目（通过 DNS 后缀匹配）
的 URL 重定向到 Secure Web 应用程序。所有其他 URL 都将按原样发送到 iOS，从而绕过 Secure Web 应用程序。
默认值为空。

应用程序限制
重要：
请务必考虑用于阻止应用程序访问或使用电话功能的策略对安全性的潜在影响。当那些策略设置为关时，内容可
以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与安全的环境之间传播。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83

MDX Toolkit
阻止相机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摄像头硬件。默认值为关。

阻止照片库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访问设备上的照片库。默认值为开。

阻止⻨克⻛录音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克⻛软件。默认值为开。

阻止听写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听写服务。默认值为开。

阻止定位服务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定位服务组件（GPS 或网络）
。对于 Secure Mail，默认值为关。

阻止 SMS 撰写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用于从该应用程序发送 SMS/文本消息的 SMS 撰写功能。默认值为开。

阻止电子邮件撰写
如果设置为开，则阻止应用程序使用用于从该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件消息的电子邮件撰写功能。默认值为开。

阻止 iCloud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 iCloud 存储和共享设置及数据。
注意：

iCloud 数据文件由 “阻止文件备份” 策略控制。
默认值为开。

阻止查找
如果设置为开，则阻止应用程序使用查找功能，该功能将搜索字典、iTunes、App Store、电影放映时间、附件的位置
等对象中高亮显示的文本。默认值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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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文件备份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 iCloud 或 iTunes 备份数据文件。默认值为开。

阻止 AirPrint
如果设置为开，则阻止应用程序使用 AirPrint 功能将数据打印到启用了 AirPrint 的打印机。默认值为开。

阻止 AirDrop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 AirDrop。默认值为开。

阻止 Facebook 和 Twitter API
如果设置为开，则阻止应用程序使用 iOS Facebook 和 Twitter API。默认值为开。

遮蔽屏幕内容
如果设置为开，则当用户切换应用程序时，将隐藏屏幕。此策略阻止 iOS 录制屏幕内容和显示缩略图。默认值为开。

阻止第三方键盘（仅限 iOS 11 及更高版本）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在 iOS 8 及更高版本上使用第三方键盘扩展。默认值为开。

阻止应用程序日志
如果设置为开，则会阻止应用程序使用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设备。如果设置为关，则将记录应用程序日志，
并且可使用 Secure Hub 电子邮件支持功能收集应用程序日志。默认值为关。

应用程序网络访问
网络访问
注意：
通道 - Web SSO 是设置中安全浏览的名称。该行为是相同的。
设置选项如下所示：

•
•
•

阻止：阻止所有网络访问。由您的应用程序使用的网络 API 将失败。根据以前的原则，应正确处理此类故障。
不限制：所有网络调用都将直接传输，而不通过通道传输。
通道 - Web SSO：重写 HTTP/HTTPS URL。此选项仅允许通过通道传输 HTTP 和 HTTPS 流量。通道 - Web

SSO 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可针对 HTTP 和 HTTPS 流量进行单点登录 (SSO)，以及执行 PKINIT 身份验证。在
Android 中，此选项的设置开销低，因此是适用于 Web 浏览操作类型的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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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通道 - Web SSO 选项，则在此初始模式下创建返回到企业网络的 PerApp VPN 通道，并使用 Citrix Gateway
拆分通道设置。Citrix 建议您对需要单点登录的连接使用通道 - Web SSO。

要求 Micro VPN 会话
如果设置为是，用户必须连接到企业网络并且具有活动会话。如果设置为否，则不需要活动会话。默认值是使用以前的
设置。对于新上载的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否。在升级到此新策略之前，无论选择哪个设置仍有效，直到选择除使用以前
的设置之外的选项为止。

要求 Micro VPN 会话宽限期 (分钟)
此值确定 “要求联机会话” 策略阻止用户进一步脱机使用应用程序（直到验证联机会话）之前，用户可以脱机使用应用程
序的分钟数。默认值为 0（无宽限期）。此策略不适用于与 Microsoft Intune/EMS 的集成。

证书标签
与 StoreFront 证书集成服务结合使用时，此标签将标识此应用程序所需的特定证书。如果未提供任何标签，证书将不
可与公钥基础结构 (PKI) 结合使用。默认值为空（不使用证书）
。

排除列表
要直接访问而非通过 VPN 连接的 FQDN 或 DNS 的逗号分隔列表。当在拆分通道反向模式下配置了 Citrix Gateway
时，此策略仅适用于通道 - Web SSO 模式。

应用程序日志
默认日志输出
确定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默认使用的输出媒介。可能的媒介为文件、控制台或两者。默认值为文件。

默认日志级别
控制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的默认详细程度。每个级别包括较小级别的值。可能的级别范围包括：

•
•
•
•
•
•
•

0 - 不记录任何内容
1 - 严重错误
2 - 错误
3 - 警告
4 - 信息消息
5 - 详细信息消息
6 到 15 - 调试值 1 到 10

默认值为级别 4（信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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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数上限
限制滚动更新之前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保留的日志文件数。最小值为 2。最大值为 8。默认值为 2。

日志文件大小上限
限制滚动更新之前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保留的日志文件的大小 (MB)。最小值为 1 MB。最大值为 5

MB。默认值为 2 MB。

重定向系统日志
如果设置为开，则会截获系统或控制台日志并将其从应用程序重定向到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工具。如果设置为关，
则不会截获系统的应用程序使用情况或控制台日志。
默认值为开。

应用程序地理围栏
中心点经度
限制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点/半径地理围栏的中心点的经度（X 坐标）。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
将保持锁定状态。
应以带符号的度数格式 (DDD.dddd) 进行表示，例如 -31.9635。西部经度的前面应带减号。默认值为 0。

中心点纬度
限制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点/半径地理围栏的中心点的纬度（Y 坐标）。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
将保持锁定状态。
应以带符号的度数格式 (DDD.dddd) 进行表示，例如 43.06581。南部纬度的前面应带减号。默认值为 0。

半径
允许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地理围栏的半径。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将保持锁定状态。
应以米为单位进行表示。如果设置为零，地理围栏将处于禁用状态。启用 “阻止定位服务” 策略后，地理围栏功能无法正
常运行。默认值为 0（禁用）。

分析

Google Analytics 的详细信息级别
Citrix 收集分析数据以提高产品质量。选择匿名将不包括公司的可识别信息。默认值为完整。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87

MDX Toolkit
报告

Citrix 报告
如果设置为开，Citrix 将收集崩溃报告和诊断信息以帮助对相关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如果设置为关，Citrix 将不收集数
据。
注意：

Citrix 可能会使用功能标志控制此功能。必须同时启用功能标志和此策略，才能使此功能正常工作。
默认值为关。

上载令牌
您可以从您的 Citrix Insight Services (CIS) 帐户获取上载令牌。如果指定此可选令牌，CIS 可以访问从您的设备上载
的崩溃报告和诊断信息。Citrix 有权访问相同的信息。默认值为空。

仅通过 Wi-Fi 发送报告
如果设置为开，Citrix 将仅在您连接到 Wi-Fi 网络时发送崩溃报告和诊断数据。默认值为开。

报告文件缓存最大值
限制清除缓存之前保留的崩溃报告和诊断包的大小。最小值为 1 MB。最大值为 5 MB。默认值为 2 MB。

MAM SDK 概述
November 22, 2022
MDX Toolkit 逐步弃用，MAM SDK 将取代 iOS 和 Android 平台未涵盖的 MDX 功能区域。请改为使用 MAM SDK
创建应用程序，而非使用 MDX Service 或 MDX Toolkit 封装第三方应用程序。这种开发应用程序的方法允许您直接调
用 API，而非依赖包装器。有关 MAM SDK AP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移动应用程序集成的开发人员文档。
MAM SDK 适用于：
• iOS 12+
– Objective C/Swift
• Android 10.x、11.x、12.x、13.x
– Java
– Cordova
– Xa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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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 SDK 当前不支持 Citrix 身份平台。
Citrix 建议您先下载 MAM SDK 并对其进行测试，然后再弃用 MDX Toolkit。可以在 MAM SDK 和 Toolkit 上找到下
载内容。
要使用 MAM SDK，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下载您用于开发的语言的相关 MAM SDK。可以在 Citrix 下载⻚面 MAM SDKs and Toolkit（MAM SDK 和

Toolkit）上找到所需的文件。
2.

提取您下载的文件并将其放置在开发文件夹中。

3.

开发您的应用程序并调用相应的

API。有关作为 MAM SDK 的一部分提供的 API 的信息，请参阅 Mobil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移动应用程序集成）的开发人员文档。
4.

作为构建过程的一部分，将为 iOS 和 Android 自动生成 MDX 文件。
有关为各自的 iOS MAM SDK 自动生成 MDX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各部分内容：

•
•
•
•

在应用程序中实施合规性库
在应用程序中实施包含库
在应用程序中实施本地身份验证库
在应用程序中实施 Micro VPN 库

有关为各自的 Android MAM SDK 自动生成 MDX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各部分内容：

•
•
•

为 Android Native 设置 Citrix Micro VPN 插件
为 Cordova 设置 Citrix Micro VPN 插件
为 Xamarin 设置 Citrix Micro VPN 插件

有关为各自的 MAM SDK 手动生成 MDX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部分内容：

•

生成和更新 MDX 文件

有关为各自的 MAM SDK 手动生成 MDX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各部分内容：

•
•
•
5.

为 Android Native 生成和更新 MDX 文件
为 Cordova Android 生成和更新 MDX 文件
为 Xamarin Android 生成和更新 MDX 文件

将 MDX 文件上载到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如应用程序一文中所述。

•
•

还可以通过 Apple 批量购买分发 iOS 应用程序。有关此分发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批量购买。
同样，您可以通过 Android Enterprise 分发应用程序。有关通过 Android Enterprise 分发应用程序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向 Android Enterprise 用户提供 Citrix 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

注意：
使用 MAM SDK 时，不需要封装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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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策略
下表显示了您可以使用 MAM SDK 集成到 iOS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中的第三方策略。在表中，X 仅表示设备策略作为

MAM SDK 的一部分受支持。对于标记为使用平台的 Android Enterprise 策略，请检查 Endpoint Management
平台中的设备策略，以验证您是否可以添加策略。
有关 MAM SDK 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 Mobil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移动应用程序集成）的开发人员文档。

iOS

Android Enterprise

MAM SDK 库

X

X

核心

默认日志输出

X

X

Micro VPN

默认日志级别

X

X

Micro VPN

日志文件数上限

X

X

Micro VPN

日志文件大小上限

X

X

Micro VPN

网络访问

X

X

Micro VPN

排除列表

X

X

Micro VPN

剪切和复制

X

使用平台

包含

粘贴

X

使用平台

包含

在例外列表中打开

X

X

包含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X

使用平台

包含

受限制的打开方式例外列

X

使用平台

包含

入站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X

使用平台

包含

入站文档交换白名单

X

使用平台

包含

应用程序 URL 方案

X

使用平台

包含

允许的 URL

X

使用平台

包含

阻止相机

X

使用平台

包含

阻止照片库

X

使用平台

包含

阻止⻨克⻛录音

X

使用平台

包含

策略名称
分析：

Google Analytics 的详
细信息级别
应用程序网络访问：

应用程序交互：

表

应用程序限制：

© 1999 ‒ 2022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90

MDX Toolkit

策略名称

iOS

Android Enterprise

MAM SDK 库

阻止定位服务

X

使用平台

包含

阻止 SMS 撰写

X

使用平台

包含

阻止 iCloud

X

不可用

包含

阻止查找

X

使用平台

包含

阻止文件备份

X

使用平台

包含

阻止 AirPrint

X

不可用

包含

阻止 AirDrop

X

不可用

包含

阻止 Twitter 和

X

使用平台

包含

遮蔽屏幕内容

X

使用平台

包含

阻止第三方键盘 (仅限

X

使用平台

包含

X

使用平台

包含

中心点经度

X

使用平台

包含

中心点纬度

X

使用平台

包含

半径

X

使用平台

包含

设备通行码

X

使用平台

合规性

应用程序通行码

X

使用平台

本地身份验证

最⻓脱机期限 (小时)

X

使用平台

本地身份验证

X

使用平台

合规性

X

使用平台

合规性

X

使用平台

包含

X

使用平台

合规性

Facebook API

iOS 11+)
阻止应用程序日志
应用程序地理围栏：

身份验证：

设备安全：
阻止越狱或获得 Root 权
限
不合规设备行为

Secure Mail：
邮件重定向
其他访问：
锁定时擦除应用程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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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名称

iOS

Android Enterprise

MAM SDK 库

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 (小

X

使用平台

合规性

X

使用平台

合规性

时)
活动轮询期限 (分钟)

MAM SDK 不合规设备行为
January 10, 2022
MAM SDK 集成应用程序具有最低的合规性要求，可确保最终用户安全使用该应用程序。最低要求建立在一套标准之上。
如果不符合条件，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不合规设备行为策略来决定应用程序采取的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不合规
设备行为。

数据保护
当 MAM SDK 集成应用程序完全合规时，将建立防止未经授权访问或与未经授权的代理共享数据所需的所有元素。这些
元素包括操作系统提供的数据加密和访问防护。

标准
以下标准确定设备是否满足最低合规性要求：
运行 iOS 的设备：

• iOS 10.2：应用程序正在大于或等于所需的最低版本的操作系统版本中运行。将设备操作系统升级到最低版本
或更高版本将防止此标准失败。

•

调试器访问：应用程序没有附加调试器，安装的应用程序也不是调试版本。确保分发的应用程序是使用发行版配
置文件构建的发布版本，并且没有将调试器附加到应用程序以防止此标准失败。

•

越狱设备：应用程序不在越狱设备上运行。只有在管理员启用了阻止越狱或获得 Root 权限策略的情况下才会评
估此标准。

•

设备通行码： “设备通行码” 设置为开。仅当管理员启用了设备密码策略时才会评估此标准。用户还可以在设备
上启用面容 ID 或 Touch ID，以防止此标准失败。

•

数 据 共 享： 未 为 应 用 程 序 启 用 数 据 共 享。 应 用 程 序 开 发 人 员 必 须 将

UISupportsDocumentBrowser、

UIFileSharingEnabled 和 LSSupportOpeningDocumentsInPlace 键设置为否，或者在为应用程序指定
捆绑包信息属性时确保这些键不存在。

•

遮蔽日志中的 URL：管理员启用了遮蔽日志中的 URL 策略。

运行 Android 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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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SDK 24 (Android 7 Nougat)：应用程序正在高于或等于指定版本的操作系统版本中运行。
• 调试器访问：应用程序未启用调试。
• 已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应用程序不在已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上运行。
• 设备锁定： “设备通行码” 设置为开。
• 设备已加密：应用程序在加密设备上运行。

不合规设备行为
当设备低于最低合规性要求时，不合规设备行为策略将允许管理员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

允许应用程序：允许应用程序正常运行。MAM SDK 忽略了合规性失败。系统不会向用户显示任何警告消息。不
建议使用此模式，但可以在有限的分发场景中使用，例如在积极开发和测试应用程序时。

•

允许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运行：警告用户应用程序不符合最低合规性要求，但允许应用程序运行。此设置为默
认值。不建议对最终生产级别的应用程序使用此模式。

•

阻止应用程序：阻止应用程序运行。建议对分发给广大受众的最终生产级别的应用程序使用此模式。

适用于 Android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MAM SDK 策略

January 10, 2022
本文介绍面向 Android 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MAM SDK 策略。可以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更改
策略设置。

应用程序网络访问
网络访问
注意：
通道 - Web SSO 是设置中安全浏览的名称。该行为是相同的。
设置选项如下所示：

•
•
•

阻止：由您的应用程序使用的网络 API 将失败。根据以前的原则，应正确处理此类故障。
不限制：所有网络调用都将直接传输，而不通过通道传输。
通道 - Web SSO：重写 HTTP/HTTPS URL。此选项仅允许通过通道传输 HTTP 和 HTTPS 流量。通道 - Web

SSO 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可针对 HTTP 和 HTTPS 流量进行单点登录 (SSO)，以及执行 PKINIT 身份验证。在
Android 中，此选项的设置开销低，因此是适用于 Web 浏览操作类型的优先选项。

排除列表
要直接访问而非通过 VPN 连接的 FQDN 或 DNS 的逗号分隔列表。当在拆分通道反向模式下配置了 Citrix Gateway
时，此策略仅适用于通道 - Web SSO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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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日志
默认日志输出
确定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默认使用的输出媒介。可能的媒介为文件、控制台或
两者。默认值为文件。

默认日志级别
控制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的默认详细程度。较高级别的数字包括较详细的日志记录。

•
•
•
•
•
•
•

0 - 不记录任何内容
1 - 严重错误
2 - 错误
3 - 警告
4 - 信息消息
5 - 详细信息消息
6 到 15 - 调试值 1 到 10

默认值为级别 4（信息消息）。

日志文件数上限
限制滚动更新之前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保留的日志文件数。最小值为 2。最大值为 8。默认值为 2。

日志文件大小上限
限制滚动更新之前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保留的日志文件的大小 (MB)。最小值为 1 MB。最大值为 5

MB。默认值为 2 MB。

适用于 iOS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MAM SDK 策略

January 10, 2022
本文介绍面向第三方 iOS 应用程序的 MAM SDK 策略。添加应用程序时，可以直接在策略 XML 文件或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更改策略设置。

应用程序网络访问
网络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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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通道 - Web SSO 是设置中安全浏览的名称。该行为是相同的。
设置选项如下所示：

•
•
•

阻止：由您的应用程序使用的网络 API 将失败。根据以前的原则，应正确处理此类故障。
不限制：所有网络调用都将直接传输，而不通过通道传输。
通道 - Web SSO：重写 HTTP/HTTPS URL。此选项仅允许通过通道传输 HTTP 和 HTTPS 流量。通道 - Web

SSO 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可针对 HTTP 和 HTTPS 流量进行单点登录 (SSO)，以及执行 PKINIT 身份验证。在
Android 中，此选项的设置开销低，因此是适用于 Web 浏览操作类型的优先选项。

身份验证
应用程序通行码
如果设置为 On（启用）
，启用程序在处于不活动状态一段时间后启动或恢复时需要输入 PIN 或通行码才能解锁。默认值
为开。
要配置所有应用程序的不活动计时器，请在设置选项卡上的客户端属性中设置 INACTIVITY_TIMER 值（以分钟为单
位）。默认不活动计时器值为 60 分钟。要禁用不活动计时器以便 PIN 或通行码提示仅在应用程序启动时出现，请将值
设置为 0。
注意：
如果为 “加密密钥” 策略选择安全脱机，则将自动启用此策略。

最⻓脱机期限 (小时)
定义应用程序可以运行而不需要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重新确认应用程序授权并刷新策略的最⻓期限。过
期后，可能会根据需要触发到服务器的登录。默认值为 168 小时（7 天）
。最⻓期限为 1 小时。

应用程序日志
默认日志输出
确定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默认使用的输出媒介。可能的媒介为文件、控制台或两者。默认值为文件。

默认日志级别
控制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的默认详细程度。每个级别包括较小级别的值。可能的级别范围包括：

• 0 - 不记录任何内容
• 1 - 严重错误
• 2 -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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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警告
4 - 信息消息
5 - 详细信息消息
6 到 15 - 调试值 1 到 10

默认值为级别 4（信息消息）。

日志文件数上限
限制滚动更新之前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保留的日志文件数。最小值为 2。最大值为 8。默认值为 2。

日志文件大小上限
限制滚动更新之前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工具保留的日志文件的大小 (MB)。最小值为 1 MB。最大值为 5

MB。默认值为 2 MB。

遮蔽日志中的 URL
如果设置为开，则会截获系统或控制台日志并将其从应用程序重定向到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工具。如果设置为关，
则不会截获系统的应用程序使用情况或控制台日志。
默认值为开。

阻止应用程序日志
如果设置为开，则会阻止应用程序使用移动生产力应用程序诊断日志记录设备。如果设置为关，则将记录应用程序日志，
并且可使用 Secure Hub 电子邮件支持功能收集应用程序日志。默认值为关。

应用程序交互
剪切和复制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剪贴板剪切和复制操作。如果选择限制，复制的剪贴板数据将放置在仅对应用程序可用
的专用剪贴板中。默认值为限制。

粘贴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剪贴板粘贴操作。如果选择限制，粘贴的剪贴板数据来源于仅对应用程序可用的专用剪
贴板。默认为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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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阻止、允许或限制此应用程序的文档交换操作。如果选择限制，则只能与其他应用程序交换文档。
如果设置为不限制，则 “启用加密” 策略设置为开，以便用户可以打开解包的应用程序中的文档。如果收到的应用程序未
封装或者禁用了加密，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将解密文档。
默认值为限制。

受限制的打开方式例外列表
将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设置为限制时，应用程序可以与逗号分隔的非托管应用程序 ID 列表共享文档，即使将

“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策略设置为限制，并将 “启用加密” 策略设置为开也是如此。默认例外列表允许 Office 365 应用
程序：

com.microsoft.Office.Word,com.microsoft.Office.Excel,com.microsoft.Office.Powerpoint,
com.microsoft.onenote,com.microsoft.onenoteiPad,com.microsoft.Office.Outlook
此策略仅支持 Office 365 应用程序。
小心：
请务必考虑此策略对安全性的潜在影响。例外列表允许内容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与 MAM SDK 环境之间传播。

入站文档交换 (打开方式)
阻止、限制或允许此应用程序的入站文档交换操作。如果选择限制，则只能与其他应用程序交换文档。默认为不限制。
如果设置为阻止或限制，则您可以使用 “入站文档交换白名单” 策略指定可向此应用程序发送文档的应用程序。
注意：

“入站文档交换白名单” 策略仅支持 iOS 12 上运行的设备。
选项：不限制、阻止或限制

应用程序 URL 方案

iOS 应用程序可以将 URL 请求发送给已注册的其他应用程序，以处理特定方案（例如 http://）。此工具提供某个
应用程序将帮助请求传递到另一个应用程序的机制。此策略用于过滤从此应用程序传递到其他应用程序以便进行处理的

URL (即出站 URL)。默认值为空，意味着阻止所有已注册的应用程序 URL 方案。
此策略的格式应为逗号分隔的模式列表，其中每个模式的前面可能都带有加号 (+) 或减号 (-)。将入站 URL 按照列出的
顺序与这些模式进行比较，直到找到匹配项。匹配后，采取的操作将由前缀规定。

•
•
•
•

前缀减号 (-) 阻止将 URL 传递到此应用程序中。
前缀加号 (+) 允许将 URL 传递到此应用程序中以进行处理。
如果随模式提供 + 或 -，则会假定提供 +（允许）
。
将阻止与列表中的任何模式都不匹配的入站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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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包含应用程序 URL 方案示例：

方案

需要 URL 方案的应用程序

用途

ctxmobilebrowser

Secure Web-

允许 Secure Web 处理来自其他应
用程序的 HTTP: URL。-

ctxmobilebrowsers

Secure Web-

允许 Secure Web 处理来自其他应
用程序的 HTTPS: URL。

ctxmail

Secure Mail-

允许 Secure Mail 处理来自其他应
用程序的 mailto:

COL-G2M

GoToMeeting-

URL。

允许封装 GoToMeeting 应用程序
处理会议请求。

ctxsalesforce

Citrix for Salesforce-

允许 Citrix for Salesforce 处理

Salesforce 请求。
wbx

WebEx

允许封装 WebEx 应用程序处理会
议请求。

应用程序交互 (出站 URL)
允许的 URL

iOS 应用程序可以将 URL 请求发送给已注册的其他应用程序，以处理特定方案（例如 ”http://”）。此工具提供某个
应用程序将帮助请求传递到另一个应用程序的机制。此策略用于过滤从此应用程序传递到其他应用程序以便进行处理的

URL（即出站 URL）。
此策略的格式应为逗号分隔的模式列表，其中每个模式的前面可能都带有加号 (+) 或减号 (-)。将出站 URL 按照列出的
顺序与这些模式进行比较，直到找到匹配项。匹配后，采取的操作将由前缀规定。前缀减号 “-” 阻止将该 URL 传出到其
他应用程序。前缀加号 “+” 允许将该 URL 传出到其他应用程序以便进行处理。如果随模式提供 + 或 -，则会假定提供 +
（允许）。一对由 = 分隔的值指示替换，即将出现的第一个字符串替换为第二个字符串。您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 ^ 前缀来
搜索字符串以将其固定在 URL 的开头。如果出站 URL 与列表中的任何模式都不匹配，则将阻止该 URL。

合规性
设备通行码
如果设置为开，则当设备在启动时或在处于不活动状态一段时间后恢复时，必须输入 PIN 码或通行码才能解锁此设备。
要使用 Apple 文件加密功能加密应用程序数据，必须使用设备通行码。设备上所有应用程序的数据都将被加密。默认值
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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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越狱或获得 Root 权限
如果设置为 On（启用）
，则将在设备已越狱或已获得 root 权限后锁定应用程序。如果设置为 Off（禁用）
，则即使设备
已越狱或已获得 root 权限，应用程序仍可运行。默认值为开。

不合规设备行为
允许您在设备不符合加密的最低合规性要求时选择一项操作。选择允许应用程序允许应用程序正常运行。选择允许应用
程序在显示警告后运行以便应用程序在显示警告后运行。选择阻止以阻止应用程序运行。默认值为允许应用程序在显示
警告后运行。

锁定时擦除应用程序数据
锁定应用程序后，擦除数据并重置应用程序。如果设置为 Off（禁用）
，锁定应用程序时将不擦除应用程序数据。默认值
为关。
应用程序可能由于以下任何原因而锁定：

• 用户丢失应用程序授权
• 应用程序订阅被删除
• 帐户已删除
• Secure Hub 已卸载
• 应用程序身份验证失败的次数过多
• 检测到已越狱的设备（根据策略设置）
• 设备被其他管理操作置于锁定状态

活动轮询期限 (分钟)
应用程序启动时，MAM SDK 框架将轮询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以确定当前应用程序和设备状态。如果能
够访问运行 Endpoint Management 的服务器，该框架将返回与设备的锁定/擦除状态和应用程序的启用/禁用状态有
关的信息。无论是否能够访问该服务器，都会根据活动轮询期限时间间隔安排后续的轮询。超过此期限后，将重新尝试
执行新轮询。默认值为 60 分钟（1 小时）
。
重要：
只有在应用程序面临高⻛险时才将此值设置为低于默认值，否则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 (小时)
定义系统检测到应用程序更新可用时可以继续使用应用程序的宽限期。默认值为 168 小时（7 天）。
注意：
不建议使用值 0，因为该值会立即阻止使用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直至下载并安装更新（但不会向用户发出任何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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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这可能会导致出现用户被强制退出应用程序的情况（可能会丢失工作）
，以遵从所需的更新。

应用程序限制
重要：
请务必考虑用于阻止应用程序访问或使用电话功能的策略对安全性的潜在影响。当那些策略设置为关时，内容可
以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与安全的环境之间传播。

阻止相机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摄像头硬件。默认值为关。

阻止照片库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访问设备上的照片库。默认值为开。

阻止⻨克⻛录音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克⻛软件。默认值为开。

阻止听写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听写服务。默认值为开。

阻止定位服务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定位服务组件（GPS 或网络）
。对于 Secure Mail，默认值为关。

阻止 SMS 撰写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用于从该应用程序发送 SMS/文本消息的 SMS 撰写功能。默认值为开。

阻止 iCloud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使用 iCloud 存储和共享设置及数据。
注意：

iCloud 数据文件由 “阻止文件备份” 策略控制。
默认值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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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查找
如果设置为开，则阻止应用程序使用查找功能，该功能将搜索字典、iTunes、App Store、电影放映时间、附件的位置
等对象中高亮显示的文本。默认值为开。

阻止文件备份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 iCloud 或 iTunes 备份数据文件。默认值为开。

阻止 AirPrint
如果设置为开，则阻止应用程序使用 AirPrint 功能将数据打印到启用了 AirPrint 的打印机。默认值为开。

阻止 AirDrop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直接使用 AirDrop。默认值为开。

阻止 Facebook 和 Twitter API
如果设置为开，则阻止应用程序使用 iOS Facebook 和 Twitter API。默认值为开。

遮蔽屏幕内容
如果设置为开，则当用户切换应用程序时，将隐藏屏幕。此策略阻止 iOS 录制屏幕内容和显示缩略图。默认值为开。

阻止第三方键盘（仅限 iOS 11 及更高版本）
如果设置为开，则将阻止应用程序在 iOS 8 及更高版本上使用第三方键盘扩展。默认值为开。

应用程序地理围栏
中心点经度
限制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点/半径地理围栏的中心点的经度（X 坐标）。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
将保持锁定状态。
应以带符号的度数格式 (DDD.dddd) 进行表示，例如 -31.9635。西部经度的前面应带减号。默认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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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点纬度
限制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点/半径地理围栏的中心点的纬度（Y 坐标）。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
将保持锁定状态。
应以带符号的度数格式 (DDD.dddd) 进行表示，例如 43.06581。南部纬度的前面应带减号。默认值为 0。

半径
允许在其中运行应用程序的地理围栏的半径。当在所配置的地理围栏之外操作时，应用程序将保持锁定状态。
应以米为单位进行表示。如果设置为零，地理围栏将处于禁用状态。启用 “阻止定位服务” 策略后，地理围栏功能无法正
常运行。默认值为 0（禁用）。

MDX 开发人员指南
January 10, 2022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是一个企业解决方案，可供您用于管理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和数据。Endpoint
Management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向预先存在的应用程序注入企业功能，然后托管在公司的
专用应用商店、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中。
要向移动应用程序中添加 Endpoint Management 企业功能，请通过 MDX Toolkit 封装这些功能。MDX Toolkit 是
用于增强移动设备体验的应用程序容器技术，可以通过添加 MDX 功能使用 Endpoint Management 实现安全部署。

MDX 功能包括策略和设置、已签名的安全证书和移动应用程序管理代码。
MDX Toolkit 包括 MDX 应用程序 SDK，其通过 Citrix MDX 应用程序容器技术向您的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一组完整的
MDX 功能。API 允许您︰
•

基于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在封装应用程序中执行操作。例如，如果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
阻止在 MDX 应用程序中执行剪切和复制，则您可以阻止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执行文本选择操作。您的应用程序
可以与其他启用了 MDX 的应用程序进行通信和共享策略。

•

在启用了 MDX 的应用程序中检测活动。例如，您可以检查某个应用程序是封装的还是托管的应用程序。

•

添加自定义功能，例如安全性和策略执行。

•

开发将在 Citrix 环境内部或外部运行的移动应用程序。

MDX 策 略 集 中 配 置 采 用 MDX 应 用 程 序 SDK 的 应 用 程 序 外 （当 这 些 应 用 程 序 与 Endpoint
Management 一起使用时），还可以在 Citrix 环境之外独立运行这些应用程序。
除了可通过

MDX 应用程序 SDK 10.2 中的新增功能
适用于 iOS 的最新 MDX 应用程序 SDK 的 10.2 版包括以下增强功能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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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低 数 据 保 护 类” 策 略 已 隐 藏。 要 使 此 策 略 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中 可 ⻅， 请 打 开 应 用 程 序 的
policy_metadata.xml 文 件 （位 于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 中）， 在 MinimumDataProtectionClass 部分，将 PolicyHidden 的值更改为 false。在封装应用程序后，当您向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中添加应用程序时，将显示此策略。
在 Xcode 构建过程中集成应用程序封装。开发人员现在可以将 iOS 应用程序作为 Xcode 构建过程的一部分封装和发
布。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 SDK 集成到您的应用程序库中。
支持 Android 应用程序中的共享保管库。MDX 应用程序 SDK 现在包括了针对 MDX 共享保管库功能的 Android API，
使您能够在各种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托管的内容。例如，共享保管库支持通过已注册的应用程序共享证书和私钥，以便应
用程序可以从安全的保管库而不是从 Secure Hub 获取证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Android 的 XenMobile

API。
注意：
开发人员必须对用于执行后台处理任务（如锁定设备上的内容刷新或者后台同步）的已封装应用程序进行测试。

MAM 功能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根据每个应用程序进行更新）控制 Endpoint
Management 所添加的企业功能。Endpoint Management 将按照管理员确定的计划向移动设备推送策略。策略管

可通过策略（由应用管理员在

理功能，如下所示：

•

身份验证。当打开托管的应用程序时，Endpoint Management 可能会要求用户输入企业凭据或 PIN。可定期
地重复执行此凭据要求。

•

应用程序更新。当有适用于托管应用程序的可用更新时，Endpoint Management 会向用户发出通知。管理员
可在特定时间段内强制要求执行更新。如果用户不接受更新，则在此时间段之后旧版本的应用程序将无法执行。

•
•

远程锁定和擦除。管理员可以对每个应用程序或每个设备暂时锁定或永久擦除应用程序。
网络限制和 VPN。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可控制网络访问：可阻挡访问、通过完整 VPN 路由访问，或
者通过代理 VPN 路由访问。VPN 路由过程通过企业托管的 Citrix Gateway 设备执行。

•

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限制。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将确定是阻止在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文档，还是仅允许
在托管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文档。这样，您应用程序中的 “打开方式” 弹出窗口可忽略非托管应用程序。

•

功能限制。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可以禁用应用程序的各种设备功能。例如，摄像头、⻨克⻛和位置传
感器。

Endpoint Management 组件
以下 Endpoint Management 组件可提供 MAM 功能。

•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服务器
此企业或云驻留服务器用于托管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商店、内部应用程序商店。管理员上载
移动应用程序到 Endpoint Management，然后配置应用程序和设备的策略。

• Secure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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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户在其移动设备上安装适用于 Android 或 iOS 的 Secure Hub，然后使用设备注册 URL 和凭据配置应
用程序。打开 Secure Hub 后，用户可以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商店中选择企业应用程序。
在设备上下载并安装应用程序之后，Secure Hub 将是管理这些应用程序和执行各种任务（例如执行用户身份验
证和更新集中管理的策略）的中心位置。

• MDX
MDX 是 MAM 功能的来源。MDX Toolkit 将 MDX 代码添加到您的移动应用程序。除了封装应用程序外，您将
不直接使用 MDX 代码。
• MDX Toolkit 和 MDX 应用程序 SDK
MDX Toolkit 向现有移动应用程序添加了企业功能，是一个称为应用程序封装的过程。MDX 应用程序 SDK 允
许开发人员和系统集成商通过 MDX 启用其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封装过程执行三项主要任务。首先，它向您
的应用程序注入 Citrix 代码，用于实现应用程序管理功能。该任务的输出内容为一个新应用程序文件。然后，应
用程序封装过程使用安全证书对新应用程序文件进行签名。最后，应用程序封装过程创建一个 MDX 文件，其中
包含策略信息和其他设置。在某些情况下，经过签名的应用程序文件也将直接包含在 MDX 文件中。
本开发人员指南重点介绍适用于 ISV 的应用程序封装过程。

ISV 应用程序的非托管和托管模式
MDX 应用程序 SDK 提供了双模式应用程序行为，允许您部署能够在带有或不带 MDX 基础结构的环境中运行的应用程
序。独立于 Secure Hub 运行的应用程序称为非托管应用程序。当这些应用程序满足特定条件时，将转换为托管应用程
序，并在 Secure Hub 的控制下运行。
Endpoint Management 后端部署的 MDX 应用程序形成对比。这些应用程序始终要求存在
Citrix MDX 并从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商店获得授权，才能运行。但是，使用 Intune，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在
不存在 Secure Hub 或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商店的情况下进行部署和管理。
双模式行为与直接从

您可以使用 Endpoint Management API 指定在将应用程序集成到 MDX 中时所需的双模式行为类型。您可以开发一
个应用程序的两种版本，其中一个为非托管版本，一个为托管版本；也可以开发一个应用程序以供独立使用和包含在

MDX 中。MDX 框架强制执行与非托管和托管应用程序关联的默认行为。
非托管应用程序转换为托管应用程序的方式取决于该应用程序是封装为 “一般” 应用程序还是 “高级” 应用程序：

•

常规应用程序：常规应用程序托管在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中。没有 Secure Hub 的用
户通常能够以非托管模式下载并运行应用程序，就像任何通用的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一样。如果非托管用户稍后安
装 Secure Hub，则如果满足这些条件，ISV 应用程序将转换为托管模式。

–

用户至少登录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企业应用商店一次。

–

用户位于应用程序所部署到的 Endpoint Management 交付组中。

– MDX 订阅用户。
–

当系统提示时，用户确认他们的企业可管理应用程序。
如果用户退出企业应用程序管理功能，他们可以继续运行供个人使用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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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应用程序：高级应用程序是针对企业用户的应用程序。例如，Citrix MDX 应用程序就是高级应用程序。虽然
高级应用程序通常在托管模式下运行，但是嵌入式 MDX 框架允许高级应用程序通过一组默认 MDX 策略在非托
管模式下运行（可通过默认策略文件进行设置）
。因此，您可以有效地控制应用程序行为和使用 MDX 功能，即使
用户不与企业帐户相关联也是如此。
如果非托管用户在以后安装 Secure Hub，则如果以下条件得到满足，应用程序将以静默方式转换为托管模式。

– 用户位于应用程序所部署到的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交付组中。
– 用户根据需要登录到 Secure Hub。
– MDX 订阅用户。
注意
应用程序无法从托管模式传输回非托管模式。
下图汇总了 “一般” 应用程序和 “高级” 应用程序的区别（基于它们是托管还是非托管模式）
。

ISV 应用程序封装
本节提供有关 ISV 的应用程序封装过程的常规信息。由企业管理员执行的应用程序封装过程在关于 MDX Toolkit中进
行了讨论。
在封装 ISV 应用程序时，MDX Toolkit 将创建两个文件，即.mdx 文件或应用程序文件（.ipa、.app 或.apk）。MDX

Toolkit 允许向.md 文件嵌入应用商店 URL，然后，您可以将其直接交付给客户或上载到 Citrix Ready Marketplace，
如下一节中所述。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交付应用程序文件：应用商店、自我托管，或向客户分发。
如下图所示，MDX Toolkit 将应用程序文件（.ipa、.app 或.apk）与 Citrix 组件和您的密钥库或签名证书组合在一起，
生成.mdx 文件和经修改的应用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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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SV 应用程序封装过程添加的项目包括：

•

一个信息文件，其中包含 MDX SDK 框架与 Secure Hub 绑定时框架所需的数据。相应绑定信息通过已添加到

Endpoint Management 的.mdx 文件从 Endpoint Management 服务器传递到 Secure Hub。这些数据
包括一些项目，例如用于自我标识的应用程序 ID 和用于应用程序更新检查操作的软件包 ID。
• 嵌入在应用程序中的 OpenSSL FIPS Crypto Object Module 上的 FIPS 指纹已集成到 MDX 应用程序 SDK。
• 仅限 iOS：添加到应用程序文件的新 URL 方案也通过.mdx 文件（由管理员添加到 Endpoint Management）
传递到 Secure Hub。

关于 Citrix Ready 计划

Citrix 将通过 Citrix Ready 计划对 ISV 应用程序进行评估和认证。此评估过程主要涉及 Endpoint Management 集
成测试。通过此认证，可确保应用程序与 Endpoint Management 基础结构兼容，从而在您的应用程序中提供可靠的
企业功能。
在 Citrix Ready 计划中，您可以直接在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中发布经过认证的 ISV 应用程序
二进制文件。这意味着，您不需要将二进制文件分发给企业，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应用程序更新。此外，可使用 ISV 证
书对您的应用程序进行签名。也可以选择将经过认证的应用程序直接分发到企业，或者选择自行托管。
此外，还可以选择如何分发 ISV 应用程序的.mdx 捆绑包：可以将该捆绑包发布到 Citrix Ready Marketplace，也可
以将其直接分发给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客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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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X 应用程序用户体验
用户如何与 MDX 应用程序 SDK 中集成的应用程序进行交互，取决于他们如何安装和启动该应用程序。

用户开始使用 Secure Hub

1. 用户打开 Secure Hub 和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
2. 用户登录到 Endpoint Management 应用商店，然后订阅该应用商店。
3. 用户从公共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应用程序。
4. Secure Hub 提示用户进行登录（如果需要）。
5. 如果应用程序以前处于非托管状态，它以静默方式转换为受托管状态。

用户开始使用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
如果设备上已经存在 Secure Hub，则用户将在 “一般” 应用程序和 “高级” 应用程序中获得以下体验。

常规应用程序

1.

用户启动应用程序。

2.

如果该应用程序检测到 Secure Hub 安装，并且该应用程序已获得授权，则该应用程序将提示用户确认转换为
托管模式。

3.

如果用户选择让其企业管理应用程序，则 Secure Hub 将提示用户进行登录（如果需要）
。

4.

在 MDX 向用户订阅应用程序后，该应用程序将转换为托管模式。
如果设备上不存在 Secure Hub 或应用程序未获得授权，则应用程序在非托管模式下运行，就像普通的公共应
用商店的应用程序一样。

高级应用程序

1.
2.

用户启动应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检测到 Secure Hub 安装，并且该应用程序已获得授权，则该应用程序将以静默方式转换为托管
模式。如果需要 Secure Hub 凭据，则应用程序将通知用户要转换为托管模式，并提示用户进行登录。

MDX 应用程序 SDK 的已知问题
•
•

封装过程不适用于 Android 应用程序，除非它们包含图标。
一些应用程序框架存在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的兼容性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移动应用程
序开发框架支持（适用于 Android）和第三方库支持（适用于 iOS）。

•

有关其他问题，请参阅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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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January 10, 2022
本文包含 MDX Toolkit 和 MAM SDK 的系统要求。有关 MAM SDK AP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移动应用程序集成的
开发人员文档。

MDX Toolkit 和 MDX 应用程序 SDK（iOS 和 Android）
• Java Development Kit (JDK) 1.7 或 1.8。
可以从 Oracle Web 站点上的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Downloads（Java SE Development Kit 下载）
中下载 JDK 1.8。有关安装说明，请参阅 Oracle Web 站点上的 JDK 8 and JRE 8 Installation Guide（JDK

8 和 JRE 8 安装指南）。确保安装完整的 JDK；将 JDK 1.8 设置为默认配置。
• macOS 10.10
MDX Toolkit 和 MDX 应用程序 SDK 的安装程序必须在 macOS 上运行。安装程序中包含用于封装 iOS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acOS 工具，以及一个用于封装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Java 命令行工具。
•

对于 MDX 应用程序 SDK：iOS 11 或更高版本与 Xcode 9，已禁用 bitcode 生成功能。
（我们建议您使用 Apple
提供的 Xcode 的最新版本。
）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 bitcode 生成功能。必须禁用此功能，才能将 Xcode 9 与 MDX 应用程序 SDK 一起使用。

封装 iOS 移动应用程序时需满足的其他要求

•

要获取 iOS 的应用程序封装必备项的访问权限，必须注册获取 Apple 分发帐户。有以下三种类型的 iOS 开发者
帐户：企业、个人和大学。Citrix 强烈建议使用 iOS 开发者 “企业” 帐户。

– iOS 开发者 “企业” 帐户：唯一允许您预配、部署以及对无限数量设备测试无限数量应用程序（在执行或不
执行应用程序封装的情况下）的 Apple 开发者帐户类型。确保向您的开发者分发开发者证书，以便他们能
够签名应用程序。

– iOS“个人” 开发者帐户：每年仅限注册 100 个设备，并且无法使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进
行应用程序封装和企业分发。

– iOS“大学” 开发者帐户：每年仅限注册 200 个设备，并且无法使用 Endpoint Management 进行应用
程序封装和企业分发。
注意：
从 Xcode Apple Developer Web 站点下载 Xcode 命令行工具。macOS 10.10 不自动安装这些工具。要安装
这些工具，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应用程序 > 实用工具中，单击终端以使用 Mac 命令行界面。

2.

键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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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xcode-select --install
<!--NeedCopy-->

请务必在命令中的单词 install 之前包括两个连字符。

3.

安装 Xcode 命令行工具后，请运行 Xcode 以安装任何必备项。

封装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时需满足的其他要求

• Android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API Level 21（支持的最低版本）。
–

从 Google 开发者 Web 站点上的 SDK 下载⻚面下载 Android SDK。

–

安装最新版本的 Android SDK 工具、Android SDK 平台工具以及 Android SDK 构建工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开发者 Web 站点上的安装 Android SDK。

–

编辑 MDX Toolkit 安装文件夹中的 android_settings.txt 文件。将 PATH 变量设置为包含要在封装过
程中使用的 Android SDK 构建工具。将路径添加到 Android SDK 的平台工具和工具子目录中。请参⻅
以下示例：

PATH = /Users/Sample/Downloads/android-sdk-macosx/platform-tools:/Users/Sample/Downloads/an
sdk-macosx/build-tools/28.0.2:/Users/Sample/Downloads/android-sdk-macosx/tools
•

有效的密钥库（包含用于对 Android 应用程序进行签名的数字签名证书）
您可以创建密钥库一次，然后保留该文件以供当前和将来封装时使用。如果在封装之前已部署的应用程序的新版
本时未使用相同密钥库，该应用程序的升级过程将无法正常工作。用户必须先手动删除旧版本，然后再安装新版
本。
密钥库可以包含多个私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仅包含一个私钥。
。
有关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ndroid 开发者 Web 站点上的 Signing Your Applications（应用程序签名）
必须使用满足以下原则的密钥对应用程序进行签名：

– 2048 位密钥大小
– DSA 密钥算法 (-keyalg)
– SHA1 with DSA 签名算法 (-sigalg)

开发 Android 应用程序

January 10, 2022
您可以在移动应用程序中使用 XenMobile API，以允许这些应用程序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进行交互。
本文介绍如何将 MDX 应用程序 SDK 集成到您的应用程序库，以及用于测试、认证和发布应用程序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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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MDX 应用程序 SDK
以下是一些关于如何使用 API 的示例。

对应用程序进行限制
您可以基于 API 调用是否表明该应用程序是托管还是封装模式，来控制应用程序是否允许访问相应功能或操作。例如，
如果应用程序不处于托管或封装模式，则您可以允许用户访问所有功能和操作。如果应用程序已封装但未托管，则可以
限制某些功能或操作。如果应用程序已封装和托管，则可以对此应用程序应用更多限制。

基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设置执行操作
假设您要显示向用户通知（如果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将 “需要 WiFi” 策略设置为 “开”）
，这意味着
允许应用程序在无线网络上运行。可以使用 API 来查找策略设置，然后基于策略值来更改代码。

•

基于自定义策略执行操作
可以使用 API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读取自定义策略。例如，假定您希望允许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在应用程序中显示通知。为此，您可以创建一条空自定义策略（默认），或者一条包含管理员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提供的系统消息的自定义策略。当您的应用程序处于托管状态时，它可以检
测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何时对策略值进行了更改。如果策略值中包含一条消息，则您的应
用程序会显示该通知。
对于 API 的定义的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Android 的 API。

使用 Android Studio 和 Gradle 将 SDK 集成到您的应用程序库中
要将 MDX 应用程序 SDK 添加到您的 Android 应用程序，需将 MDX 应用程序 Java 库导入或库复制到您的应用程序，
如本节中所述。这些步骤基于 Android Studio 和 Gradle 构建系统。通过这些步骤将添加 MDX 应用程序 SDK 库添
加到您的应用程序，以便它的类和方法可由该应用程序访问。

1.

如果您尚未安装最新的 MDX Toolkit，请立即进行安装。

a)

登录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下载⻚面。

b)

展开 XenMobile Apps 和 MDX Toolkit。

c)

找到您要安装的 MDX Toolkit 版本，然后单击其链接开始下载。

d)

macOS 10.9.4 或 更 高 版 本 以 及 Xcode 5.1 或 更 高 版 本 上， 用 macOS Finder 工 具 打 开 MDXToolkit.mpkg。
在

安装路径为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

MDX 应用程序 SDK 文件位于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MDXSDK_Android。
2.

安装 MDX Toolkit 之后，从Android 开发者 Web 站点安装 Android Studio，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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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项目目录中，创建一个名为 libs 的文件夹。

b)

将 worxsdk.aar 文件添加到 libs 文件夹。

c)

编辑项目 “build.gradle” 以添加一条规则，用于搜索 libs 文件夹（作为存储库），并包括 libs 文件夹中
的 worxsdk.aar（作为依赖项）
。

d)

构建您的 APK 文件。

worxsdk.aar 示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 Top-level build file where you can add configuration options
common to all sub-projects/modules.
buildscript {
repositories {
jcenter()
}
dependencies {
classpath 'com.android.tools.build:gradle:1.1.0'
// NOTE: Do not place your application dependencies here;
they belong
// in the individual module build.gradle files
}
}
allprojects {
repositories {
jcenter()
flatDir {
dirs 'libs'
}
}
}
dependenc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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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compile(name:'worxsdk', ext:'aar')

OpenSSL 库可能会导致与 Android 应用程序中的类似库发生冲突。Citrix 建议您使用 Citrix 版本的库以避免冲突。

发布 Android 应用程序
将 MDX 应用程序 SDK 添加到 Android 应用程序后，执行以下步骤来封装、测试、认证和发布应用程序。使用命令行
界面封装应用程序时，请包括下列选项之一：

• –appType 企业
• -appType 高级
• -appType 常规
默认值为 –appType 企业。使用下列准则来选择 appType：

•

企业：应用程序要求在用户设备上安装 Secure Hub。此外，您还必须在 StoreFront 中发布应用程序，并通过

Secure Hub 安装应用程序。
• 常规： ISV 应用程序可以在没有 Secure Hub 的情况下（最初）运行。当应用程序在用户设备上检测到 Secure
Hub，并且您发布一个匹配的应用程序时，该应用程序可转换到托管模式。当作为托管应用程序运行时，常规应
用程序的行为与企业应用程序相同。当作为非托管应用程序运行时，不会强制执行 Citrix 策略。
• 高级： ISV 应用程序可以在用户设备上未安装 Secure Hub 的情况下（最初）运行。如果在用户设备上检测到
Secure Hub，并且您发布匹配的应用程序，则该应用程序可以转换为托管应用程序。当应用程序以非托管模式
运行时，MDX 将实施一些策略，如控制策略（允许网络访问、屏幕捕获或阻止相机）。
如果您需要将封装的.apk 文件上载到应用商店或 Web 服务器，并且已知道 URL，请添加 -storeURL 选项。也可在以
后添加 URL，如后续步骤中所述。

MDX Toolkit 输出一个经过修改的.apk 文件和一个.mdx 文件。将通过下列步骤使用这些文件。使用 MDX Toolkit 封
装应用程序的.apk 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DX Toolkit 文档中的封装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本文包含了所
有封装命令，其中包括特定于 ISV 应用程序的封装命令。
重要：
不再提供用于通过 MDX Toolkit 用户界面封装 ISV 应用程序的选项。必须使用命令行封装 ISV 应用程序。

测试您的应用程序

1.

在 Android 设备上安装修改后的.apk 文件，验证所有应用功能。

2.

使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将.mdx 文件添加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并将其交
付到 Android 设备进行测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 MDX 应用程序添加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在该设备上，测试应用程序的 MDX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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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添加自定义策略，请务必验证这些策略是否出现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并正常工
作。如果更改了 default_sdk_policies.xml，则测试这些更改。有关如何添加策略和更改策略默认设置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策略默认设置和自定义策略。

3.

修复在您的应用程序中发现的任何问题，重新生成应用程序.apk 文件，并使用 MDX Toolkit 再次对应用程序进
行封装。

4.

向 Citrix 提交原始.apk 文件（而不是由 MDX Toolkit 输出的文件），以进行验证和认证。

5.

在 Citrix 认证您的应用程序后，将 MDX Toolkit 所生成的.apk 文件提交到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进行审批。

6.

在 Google 批准您的应用程序后，运行 MDX Toolkit 来更新.mdx 文件中的应用下载 URL。用于更改此 URL
的命令示例如下所示：

java -jar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ManagedAppUtility.jar
setinfo
-in ~/Desktop/SampleApps/Sample.mdx
-out ~/Desktop/SampleApps/wrapped/Sample.mdx
-storeURL
“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zenprise”

向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提供最终的.mdx 文件，管理员将其添加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

ment 并将其发布给用户。或者，为了更广泛地发布您的应用程序，您也可以将经 MDX 验证的应用程序列在 Citrix
Ready Marketplace 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Ready Verified Program（Citrix Ready 验证的程序）。

升级应用程序时的注意事项
各个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软件版本之间的变化很大。必须使用最新版本的 MDX Toolkit 封装您的应用程
序，才能利用最新功能和缺陷修复。请务必封装您的初始.ipa 或.apk 文件，而非经过修改的以前通过 MDX Toolkit 生
成的文件。
务必使用相应的 MDX 应用程序 SDK 版本。

Android 应用程序的最佳实践
January 10, 2022
本文提供的最佳实践可提高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和适用于 Android 设备的移动应用程序之间的兼容性。

MDX 应用程序 SDK 和封装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使用 MDX 应用程序 SDK，则必须使用匹配的 MDX Toolkit 版本进行封装。如果这两个组件的版本
不匹配，可能会导致运行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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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发生此不匹配情况，请使用 “高级” 或 “一般” 应用程序类型封装应用程序。让您可以提供预先封装应用程序。
因此，您的客户不需要封装应用程序，从而避免使用不匹配的 MDX Toolkit。有关封装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封
装 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

请勿阻止主线程
在主线程上运行时，不应使用阻止代码。这是一项 Google 准则，但此准则对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而言
更为重要。在托管应用程序中，某些操作可能需要较⻓时间才能完成，甚或可能会阻止进一步执行线程。
阻止代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

文件或数据库操作
网络操作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应用程序生命周期方法（如 onCreate）都在主线程上运行。

Google 提 供 了 一 个 StrictMode API， 它 可 以 帮 助 检 测 阻 止 代 码。 有 关 详 细 信 息， 请 参 阅 此 博 客 文 章：https:
//android-developers.blogspot.com/2010/12/new-gingerbread-api-strictmode.html。

编写稳定可靠的代码
具体而言，您应该从框架 API 检查返回值或捕捉异常。虽然这只是常⻅的最佳编程实践，但它对于托管应用程序尤其重
要。
如果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阻止基础功能，则预期总可正常工作的各 API 将失败。以前面所述的功能
为例︰

•
•
•
•

网络 API 将失败，就如同没有任何可用网络一样。
传感器 API（例如 GPS 和相机）将返回 null 或引发异常。
定向到非托管应用程序的意向失败。
如果从主线程中使用，则文件和数据库访问可能会失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 “确保数据加密兼容
性” 和 “加密用户熵” 部分。

当遇到故障时，应用程序应正常处理问题，而不是崩溃。

挂接限制

MDX 通过修改 APK 中的 DEX 代码向 Android 二进制应用程序注入功能。存在几个限制条件：
•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可能无法管理在 4.0 之前的 Android SDK 版本中弃用的框架类。请务必避
免使用这些已弃用的类。

•

大部分功能已注入 Java/Android 框架 API。本机 (C/C++) 代码通常为非托管代码。一个例外是，即使对于本
机代码，仍会执行文件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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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JNI 访问 Java 功能的本机代码只针对用户应用程序中的代码。换句话说，不要使用 JNI 直接调用 Java 或

Android 框架的方法。而应使用代理设计模式在您自己的 Java 类中 “封装” 中所需的框架类。然后，从本机代
码调用您的类。

确保数据加密兼容性

MDX 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所有永久保留的数据进行透明加密。您不需要修改应用程序即可使用此功能，实际上，您并不
能直接避免此功能。管理员能够选择性地或完全地禁用加密功能，但应用程序无法这样做。
这是 MDX 的更重要的方面之一，其要求了解以下要点︰

•

文件加密功能目前可用于在托管进程中运行的所有 Java 和本机代码。

•

一些框架 API（如媒体播放器和打印支持功能）实际上运行于不同的操作系统进程中。如果使用此类 API，您可
能会遇到问题。

–

示例：您的应用程序将文件保存到磁盘（已加密），然后向媒体 API 传递对该文件的引用。媒体 API 尝试
读取文件，但无法理解经过加密的内容。此 API 将失败，甚至使应用程序崩溃。

–

示例：您创建一个文件句柄（用于启动已加密的文件）
，并将其提供给相机 API。相机进程直接将未加密的
数据写入已加密的文件。当应用程序尝试读取数据时，将解密数据，并产生垃圾代码。

•

用于处理独立进程的其中一种方法是，首先解密文件，然后将文件传递给相关的 API。或者，如果 API 写数据，
则应让其首先写这些数据，然后您在此 API 完成操作后加密数据。需要执行下列几个步骤：

1.

指定将保持未加密状态的区域。必须为您的客户记录此内容，因为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
员必须创建加密排除项策略。

2.

要进行解密，只需将文件从普通（已加密）位置复制到已解密的位置即可。请注意，必须执行字节复制操
作，而不是文件移动操作。

3.
4.
•

要进行加密，请以相反方向执行以上过程。从未加密的位置复制到已加密的位置。
当不再需要未加密的文件时，删除此文件。

不支持对已加密的文件执行内存映射。如果调用一个将执行内存映射的 API，此 API 会失败。应该对错误进行处
理。如果可能，应避免直接和间接使用内存映射。第三方 SqlCipher 库是一个关于间接使用内存映射的典型示
例。
如果无法避免内存映射，管理员必须指定加密排除项策略以忽略相关文件。必须为您的客户记录此策略。

•

加密功能会显著增加开销。请务必优化文件 I/O，以防止性能下降。例如，如果重复读取和写入相同的信息，则
您可能希望实施应用程序级别的缓存。

•

数据库仅仅是一些文件，所以它们也将进行加密。此处也可能会发生性能问题。标准数据库缓存大小为 2000 ⻚

（或 8 MB）。如果数据库很大，您可能会增大此大小。
由于内存映射的限制，SQLite WAL 模式不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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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用户熵
一个用于加密功能的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选项，要求最终用户输入 PIN，然后才能生成加密密钥。此选项
称为用户熵。它可导致应用程序出现特殊问题。
具体而言，在用户输入 PIN 之前，将无法执行任何文件或数据库访问。如果在可显示 PIN UI 之前运行的某个位置中存
在此 I/O 操作，则此操作始终会失败。存在一些限制条件：

•

不要在主线程中执行文件和数据库操作。例如，如果尝试通过应用程序对象的 onCreate() 方法读取文件，则此
尝试总是会失败。

•

即使不存在应用程序活动，后台操作（如服务或内容提供程序）也可能会运行。这些后台组件无法显示 PIN 用户
界面，并且因此无法执行文件或数据库访问。请注意，一旦有活动在应用程序中运行，将会允许在后台执行 I/O
操作。

针对因用户熵功能而使加密密钥不可用的情况，提供了几种相应的失败处理机制：

•
•
•

如果主线程在尚无可用 PIN 的情况下访问数据库，则应用程序将被终止。
如果非主线程在尚无可用 PIN 的情况下访问数据库，则该线程将被阻止，直到输入 PIN。
对于在尚无可用 PIN 的情况下启动非数据库访问，打开操作将失败。将在 C 级别返回一个 EACCES 错误。在

Java 中，将引发异常。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客户端属性 “Encrypt secrets using Passcode”（使用通行码加密机密）添加用户熵。可以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的配置 > 设置 > 更多 > 客户端属性下配置默已禁用的客户端属性。
为 确 保 您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不 存 在 此 问 题， 请 在 已 启 用 用 户 熵 功 能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测 试。 可 使 用

网络连接和 Micro VPN
管理员可以使用多个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选项执行网络操作。“网络访问” 策略可阻止、允许或重定
向应用程序的网络活动。
重要：

MDX Toolkit 版本 18.12.0 包含了合并或替换较旧的策略的新策略。
“网络访问” 策略结合了 “网络访问”、“首选 VPN 模式” 和 “允许 VPN 模式切换”。“排除列表” 策略替换拆分通道
排除列表。“要求 Micro VPN 会话” 策略替换 “要求联机会话”。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早期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这些选项如下所示：

•

使用以前的设置：默认值为您已在更早版本的策略中设置的值。如果更改了此选项，则您不应还原为使用以前的
设置。另请注意，在用户将应用程序升级到版本 18.12.0 或更高版本之前，对新策略所做的更改将不起作用。

•
•
•

阻止：由您的应用程序使用的网络 API 将失败。根据以前的原则，应正确处理此类故障。
不限制：所有网络调用都将直接传输，而不通过通道传输。
通道 - 完整 VPN：来自托管应用程序的所有流量均通过 Citrix Gateway 进行通道传输。

限制：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不支持套接字服务器。如果套接字服务器在封装的应用程序中运行，则发送到
套接字服务器的网络流量不会通过 Citrix Gateway 进行通道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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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程序开发框架支持
一些应用程序框架存在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的兼容性问题︰

• 对于 PhoneGap，位置服务不会被阻止。
• SQLCipher 无法用于加密，因为它使用内存映射。一种解决方案是不使用 SQLCipher。另一种解决方案是使
用加密排除策略在加密期间排除数据库文件。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必须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配置策略。

调试提示
在调试封装应用程序时，可考虑这些提示信息。

•
•

确定应用程序的未封装版本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未封装版本中出现问题，请使用常规的调试技术。
请尝试关闭各种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

–

这样可以帮助发现不兼容问题。禁用策略将意味着 MDX 不再强制执行相关限制条件，从而使您可以测试
这些功能，就如同应用程序已解包一样。

–
•

如果可通过禁用策略来解决问题，则问题可能在于应用程序未检查相关 API 错误。

如果未进行修改但已重新签名的程序不运行：

1.

使用 JAR 解压缩 APK 的内容：

jar xvf {some.apk}
2. 删除 META-INF 文件夹：
rm -rf META-INF
3. 使用 JAR 将内容重新压缩到新 APK：
jar cvf {/tmp/new.apk} *
4. 使用 JARSIGNER 签名新 APK：
jarsigner -keystore {some.keystore} -storepass {keystorepassword} -keypass {keypassword} {/tmp/new.apk} {keyalias}
5. 如果应用程序仍不运行，则无法使用不同于原始 APK 的签名证书封装应用程序。
• 如果经过反编译或重新编译的 apk 不运行：
1. 使用 APKTOOL 进行反编译和重新编译：
apktool d {some.apk} -o {some.directory}
apktool b {some.directory} -o {new.apk}
2. 使用 JARSIGNER 签名 APK，如上所述。
3. 如果应用程序仍不运行，则意味着这是一个第三方 APKTOOL 缺陷。
• 如果应用程序封装程序不工作：
1. 尝试删除 APKTOOL 框架并重新封装。
– Mac/Linux：rm -rf ~/Library/apktool/framework
– Windows：del /q /s C:\Users\{username}\apktool\framework
2. 将封装程序正使用的 APKTOOL 与您在上一步骤中成功用于反编译和重新编译操作的 APKTOOL 进行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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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是同一个 APKTOOL 版本，则表明封装程序中存在错误。
如果是不同的 APKTOOL 版本，则可能在集成到 MDX Toolkit 实用程序的 APKTOOL 中存在错误。

a)
b)
c)
d)
•

解压缩 ManagedAppUtility.jar 的内容。
用您已在上一步骤中成功用于封装应用程序的 APKTOOL.jar 的内容进行覆盖。
将内容重新压缩到新 ManagedAppUtility.jar。
封装应用程序，以确认嵌入式 APKTOOL 中的缺陷。

运行封装的应用程序，捕获日志信息。

1.

使用 grep 调查在应用程序中发生的活动。
执行应用程序的活动：grep “MDX-Activity”
跟踪应用程序的 MDX 锁定：grep “MDX-Locked”

同时查看两个日志：egrep “MDX-Act

2.
•

MDX-Loc”

如果存在 “应用程序不响应” 错误，则使用 ADB 拉取 ANR 跟踪信息。

如果在与多个应用程序交互（例如使用打开方式）时出现问题：

1.
2.
3.

验证各应用程序的加密策略和安全组是否相同。
尝试其他应用程序。在测试的应用程序中可能存在缺陷。
从所有相关应用程序捕获日志。请注意，Secure Hub 可以捆绑并通过电子发送来自各个应用程序的日志。
从 “我的应用程序” 屏幕中，向右滑动到 “支持” 屏幕。然后，单击屏幕底部的 “需要帮助” 按钮。

除了上面提到的工具，以下工具也可能有帮助：

• AAPT，用于转储有关应用程序的信息。
aapt dump badging {some.apk}
•

在设备上执行 DUMPSYS 命令。

adb shell dumpsys 2>&1 | tee {dumpsys.out}
• DEX2JAR，用于将类重新编译成伪 Java。
dex2jar {some.apk}
转换来自 Dual-Dex 封装的应用程序的类：

apktool d {some.apk} -o {some.dir}
dex2jar {some.dir}/assets/secondary-1.dex
• JD-GUI，用于查看伪 Java 代码。
• BAKSMALI，用于反编译来自 Dual-Dex 封装的应用程序中的应用程序类。
–

反编译已封装的 APK：

apktool d {some.apk} -o {some.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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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编译未在以上调用中反编译的应用程序的类：

baksmali {some.dir}/assets/secondary-1.dex -o {some.dir}/smali

适用于 Android 的 API

January 10, 2022
适用于 Android 的 API 基于 Java。本文汇总了按 API 划分的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API，并提供 API 定
义。
应用程序管理：

• isManaged
• isWrapped
MDX 策略：
• getPoliciesXML
• getPolicyValue
• setPolicyChangeMessenger
共享保管库：

• MDXDictionary
用户数据：

• getUserName

Class com.citrix.worx.sdk.MDXApplication
方法

• isManaged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Managed (Context context)
检查应用程序当前是否由 MDX 托管，这意味着已在设备上安装 Citrix Secure Hub 应用程序并且已强制对应用
程序实施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在 Endpoint Management 后端基础结构（密钥保管库）中
查询数据加密局部密钥（机密）
，MDX 将使用这些密钥加密应用程序文件数据。如果应用程序已托管，则返回真。
非托管高级应用程序使用在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MDXSDK_Android/default_sdk_policies.xml
中指定的默认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将不为非托管的 “一般” 应用程序执行策略。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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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boolean bIsManaged = MDXApplication.isManaged(context);

• isWrapped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Wrapped (Context context)
如果应用程序是通过 MDX Toolkit 封装的，则返回真。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示例

boolean bIsWrapped = MDXApplication.isWrapped(context);

• getUserName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UserName (Context context)
返回一个字符串，其中包含正在运行 MDX 托管应用程序的已注册用户的用户名（无论该用户的登录状态如何）。
如果用户未注册、应用程序不处于托管模式或者应用程序未封装，则返回 nil。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示例

String userName = MDXApplication.getUserName(context);

Class com.citrix.worx.sdk.MDXPolicies
方法

• getPoliciesXML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PoliciesXML (Context context)
default_sdk_policies.xml 的 内 容， 每 个 策 略 一 行， 前 缀 为 (match)， 以 指 示 XML 文 件 中 的 值 与
MDXPolicies.getPolicyValue() 返回的值相匹配。在失败时返回一个空字符串。
返回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示例

String policiesXML = MDXPolicies.getPoliciesXML(context);

• getPolicyValue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PolicyValue (Context context, String polic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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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一个包含命名策略的当前值的字符串。如果找不到值，则返回 null。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policyName – 要搜索的策略的名称。策略名称是策略 XML 文件中 PolicyName 元素的值。
示例

String value = MDXPolicies.getPolicyValue(context”DisableCamera”);

• setPolicyChangeMessenger
public static String setPolicyChangeMessenger (Context context, String policyName. Messenger messenger)
注册一个 Messenger，以便在给定策略的值发生更改时接收消息。当 MDX 检测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

ment 控制台中某个策略值发生更改时，MDX 将向该 Messenger 发出通知。然后，可以使用其他 API 来重新
读取策略值，以及更改应用程序。返回 null。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policyName – 要监视的策略名称。策略名称是策略 XML 文件中 PolicyName 元素的值。
messenger – 将在策略值发生更改时接收消息的 Messenger。
示例

MDXPolicies.setPolicyChangeMessenger(context, ”DisableCamera”, messenger
);

Class com.citrix.mdx.common.MDXDictionary
MDXDictionary 是一个用于读取和存储已加密的 Android“键-值” 对捆绑包的容器。同一个 MDX 安全组中的移动生
产力应用程序共享一个字典。使用共享保管库 API 在具有相同 MDX 字典的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托管内容。例如，可以通
过已注册的应用程序共享证书和私钥，以便应用程序可以从安全的保管库而不是从 Secure Hub 获取证书。
无论私密文件加密策略和公用文件加密策略设置如何，字典都会被加密存储。在检索字典之前，开发者必须解锁保管库。

构造函数

• public MDXDictionary( MDXDictionary source )
构造现有 MDXDictionary 的副本。
参数

source - 应复制的 MDX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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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MDXDictionary( String name, Bundle bundle, long sequence )
通过名称、捆绑包和序列号构造 MDXDictionary。如果不知道序列号，则使用 create() factory 方法。
参数

name - 字典的名称。
bundle - Android 捆绑包。
sequence - 序列号。

方法

• public static MDXDictionary create( Context context, String name )
在要创建字典时，首先检查是否已经存在同名的字典。如果不存在，则返回一个新字典。否则，返回现有字典。
此方法从不返回 null。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name - 字典的名称。
示例

// 创建字典的一个实例。
MDXDictionary dict = MDXDictionary.create(getContext(), ”app-settings”)
;

• public static boolean delete( Context context, String name )
删除字典的名称。在成功时返回 true；失败时返回 false。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name - 字典的名称。
示例

// 创建字典的一个实例。
MDXDictionary.delete(getContext(), ”app-settings”);

• public static MDXDictionary find( Context context, String name )
查找现有的字典。返回一个现有字典；如果找不到字典，则返回 null。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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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 字典的名称。
示例

MDXDictionary dict = MDXDictionary.find(getContext(),”app-settings”);

1
2
3
4
5

if( dict != null )
{
// Use dictionary
}

• public boolean isNew( )
检查这是一个新字典还是现有字典。如果字典不存在，则返回 true。
示例

MDXDictionary dict = MDXDictionary.create(getContext(), ”app-settings”)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if (dict.isNew())
{
// Dictionary was not found.
}
else
{
// Existing dictionary was found.
}

• public boolean save( Context context )
存储已加密的字典。如果已存在同名字典，则将覆盖此字典。在成功时返回 true；失败时返回 false。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示例

MDXDictionary dict = MDXDictionary.find(getContext(), ”app-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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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dict != null )
{
String certificate = getCertificate();
dict.bundle.putString( &quot;secret-certificate&quot;,
certificate );
// Update bundle by overwriting the existing bundle.
dict.save( getContext() );
}

• public boolean append( Context context )
向现有字典附加一个加密字典。如果不存在任何字典，则存储已指定的字典。在成功时返回 true；失败时返回

false。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示例

MDXDictionary dict = MDXDictionary.find(getContext(), ”;app-setting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f( dict != null )
{
String certificate = getCertificate();
Bundle bundle = new Bundle();
bundle.putString( &quot;secret-certificate&quot;,
certificate );
dict.bundle = bundle;
dict.append( getContext() );
// Note that dict.bundle may not match the state of the
// bundle that was stored. The stored bundle could be
// larger.
}

• public boolean delete( Context context )
删除字典。在成功时返回 true；失败时返回 false。
参数

context – 执行此调用的 Android 上下文。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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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XDictionary dict = MDXDictionary.find(getContext(), ”app-settings”);

1
2
3
4
5

if( dict != null )
{
dict.delete( getContext() );
}

备注和注意事项

• 当传入错误的参数时，构造函数将引发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 create() 操作将始终不会返回 null。如果已启用加密策略，则用户需确保在调用 create() 之前解锁加密策略。
• 如果已存储的可解析或序列化的对象不是已知的 Java 或 Android 数据类型，则 append() 操作可能会失败。
Secure Hub 无法解编字典，因为 Secure Hub 无法在内部识别类。
• append() 操作会将其捆绑包附加到现有字典捆绑包。如果已存储的捆绑包与字典中的捆绑包不同，则本地捆绑
包将不反映已存储的捆绑包的状态。必须执行 find() 操作或 create() 操作，才能查询以前存储的捆绑包的状
态。

开发 iOS 应用程序

January 10, 2022
可以使用 MDX API 为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启用移动应用程序。本文介绍如何将 MDX 应用程序 SDK 集
成到您的应用程序库，以及用于测试、认证和发布应用程序的步骤。

如何使用 MDX 应用程序 SDK
以下是一些关于如何使用 API 的示例。

•

对应用程序进行限制
您可以基于 API 调用是否表明该应用程序是托管还是封装模式，来控制应用程序何时允许访问某些功能或操作。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不处于托管或封装模式，则您可以允许用户访问所有功能和操作。如果应用程序已封装但未
托管，则可以限制某些功能或操作。如果应用程序已封装和托管，则可以对此应用程序应用额外的限制。

•

基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设置执行操作
假设您要向用户显示通知（如果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将 “需要 Wi-Fi” 策略设置为
开）。这意味着允许该应用程序仅从贵组织的网络内部运行。可以使用 API 来查找策略设置，然后基于策略值来
更改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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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自定义策略执行操作
可以使用 API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读取自定义策略。例如，假定您希望允许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提供的系统消息的自定义策略。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处于托管状态，它可以检测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何时对策略值进行了更改。如果策略值中包含一条消息，则您的应用程序会显
管理员在应用程序中显示通知。为此，请创建一条空自定义策略，或者一条包含管理员在

示该通知。
对于 API 的定义的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iOS 的 API。

将 SDK 集成到您的应用程序库中
要将 MDX 应用程序 SDK 添加到您的 iOS 应用程序，需将 SDK 框架链接到此应用程序，如本节中所述。适用于 iOS
的 MDX 应用程序 SDK 基于 Objective-C，其中包含一些头文件和一个静态库。

1.

如果您尚未安装最新的 MDX Toolkit，请立即进行安装。

a)

登录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下载⻚面。

b)

展开 XenMobile Apps 和 MDX Toolkit。

c)

找到您要安装的 MDX Toolkit 版本，并单击链接开始下载。

d)

macOS 10.9.4 或 更 高 版 本 以 及 Xcode 7 或 更 高 版 本 上， 通 过 macOS Finder 工 具 打 开 MDXToolkit.mpkg。
在

在 Xcode 8 及更高版本中存在一个已知问题，即，必须在将应用程序推送到设备之前对项目文件进行清
理。
安装路径为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

MDX 应用程序 SDK 文件位于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MDXSDK。
在计算机上安装 MDX Toolkit 后，将 MDX 框架集成到您的 Xcode 项目。

2.

向 Apple Xcode 项目添加数据/MDXSDK 文件夹。为此，可以将该文件夹拖放到 Xcode 项目。

3.

修改应用程序项目的预编译的头文件中的一个代码行，以从 MDX.framework 导入 MDX.h，如下面的示例中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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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fdef__OBJC__
_
//import MDX extensions
#import <AVFoundation/AVFoundation.h>
#import <SystemConfiguration/SCNetworkReachability.h>
#import <MDX/MDX.h>
#endif

如果您仅包含 MDX 框架的 “仅限网络” 版本，您应替换

1

#import <MDX/MDX.h.>

1

#import <MDXNetworkOnly/MDXNetworkOnly.h>

与

如果封装的应用程序显式向 MDX SDK 框架公开的 API 发出调用，MDX.h 和 MDXNetworkOnly.h 行是可选
的。

MDX SDK API 调用，则在构建应用程序时，必须将其链接到 MDX.framework 或
MDXNetworkOnly.framework 二进制文件或将其嵌入到这些文件中。
如果应用程序显式发出

由 MDX Toolkit 封装的预构建第三方企业应用程序不需要任何构建修改，因为该应用程序没有进行显式 MDX

SDK API 调用。
在计算机上安装 MDX Toolkit 后，将 MDX 框架集成到您的 Xcode 项目。

4.

将 data/MDXSDK/MDX.framework（或 data/MDXSDK/MDXNetworkOnly.framework）拖动到应用程
序工作区的 “General properties”（常规属性）面板的 “Embedded Binaries”（嵌入式二进制文件）部分。
这样您可以将该动态框架添加到随应用程序安装的应用程序捆绑包中包含的框架中。此外，框架会自动添加到链
接到应用程序的框架列表中。

您仅应添加一个 MDX 框架。

1.

将 data/MDXSDK/CitrixLogger.framework 拖动到应用程序工作区的 “General properties”（常规属性）
面板的 “Embedded Binaries”（嵌入式二进制文件）部分。

2.

添加运行脚本以从未显示在 Xcode 有效体系结构列表中的嵌入式框架中删除体系结构。这解决了 Apple 的要
求，即嵌入式框架不能包含 Apple Store 应用程序构建的 iOS 模拟器体系结构。此脚本将自动处理所有构建目
标，包括非 Apple Store 和 Apple Store 类型的构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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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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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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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3.

echo ”Strip unnecessary archs from Embedded Frameworks”
cd ”${
BUILT_PRODUCTS_DIR }
/${
FRAMEWORKS_FOLDER_PATH }
”
for file in $(find . -type f -perm +111);
do
if ! [[ ”$(file ”$file”)” == \*”dynamically linked shared
library”\* ]];
then
continue
fi
# Get architectures for current file
archs=”$(lipo -info ”${
file }
” | rev | cut -d ':' -f1 | rev)”
# Strip any archs from frameworks not valid for current app
build
for arch in $archs;
do
if ! [[ ”${
VALID_ARCHS }
” == \*”$arch”\* ]];
then
lipo -remove ”$arch” -output ”$file” ”$file” || exit 1
fi
done
done

添加一个运行脚本，以添加 SDKPrep 命令行。

•

在 Xcode 中选择您的项目，然后选择 Build Phases（构建阶段）选项卡。单击左上⻆的加号 (+) 图标，
然后单击 New Run Script Phase（新建运行脚本阶段）
。

•

Script（脚本）字段。请务必将 PACKAGEID、APPTYPE、
STOREURL 和 POLICYFILE 变量更改为适用于您的应用程序的值。PACKAGEID 是您的应用程序的唯一
标识符，通常为 UUID。这不是必需的，因为无论何时构建应用程序，MDX Toolkit 都会生成一个唯一的
packageID。如果您提供 packageID，请确保其对您使用此命令封装的每个新应用程序版本都是唯一的。
• 如果此应用程序属于企业应用程序，请使用参数 -Apptype Enterprise，这是默认值。对于 ISV 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 Premium（高级）或 General（一般）值。
打开新的运行脚本，然后将以下文本键入

注意：

APPTYPE 支持的关键字包括 “Enterprise”（企业）、“Premium”（高级）和 “General”（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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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PACKAGEID=”your-project-PackageID”
export APPTYPE=”keyword”
export STOREURL=”http://your-store-URL”
export DATE=`date +%Y-%m-%d_%H-%M-%S`
export POLICYFILE=${
SRCROOT }
/${
EXECUTABLE_NAME }
/${
EXECUTABLE_NAME }
\_policy_metadata.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CGAppCLPrepTool SdkPrep -in ”$
{
CODESIGNING_FOLDER_PATH }
” -out ”/Users/<UserName>/Downloads/${
EXECUTABLE_NAME }
\_${
DATE }
.mdx” -storeUrl ”${
STOREURL }
” -appIdPrefix ”ABCDEFGH” -packageId ”${
PACKAGEID }
” -policyXML ”${
POLICYFILE }
” -appType ”${
APPTYPE }
” -entitlements ”${
CODE_SIGN_ENTITLEMENTS }
”

示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export PACKAGEID=”a96d6ed5-6632-4739-b9b6-9ad9d5600732”
export APPTYPE=”Enterprise
export STOREURL=”http://example.com/12345”
export DATE=`date +%Y-%m-%d_%H-%M-%S`
export POLICYFILE=${
SRCROOT }
/${
EXECUTABLE_NAME }
/${
EXECUTABLE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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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olicy_metadata.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CGAppCLPrepTool SdkPrep -in ”$
{
CODESIGNING_FOLDER_PATH }
” -out ”/Users/<UserName>/Downloads/${
EXECUTABLE_NAME }
\_${
DATE }
.mdx” -storeUrl ”${
STOREURL }
” -appIdPrefix ”ABCDEFGH” -packageId ”${
PACKAGEID }
” -policyXML ”${
POLICYFILE }
” -appType ”${
APPTYPE }
” -entitlements ”${
CODE_SIGN_ENTITLEMENTS }
”

参数

说明

-in file name

Xcode 生成的.app 文件的路径。MDX Toolkit 将特定
于 MDX 的资源嵌入此文件

-out file name

.mdx 文件的目标路径。使用此文件可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服务器上发布应用程序。

-storeURl URL

应用程序所对应的应用商店 URL，已嵌入.mdx 文件。
不能将此参数与 -StoreURL 一起使用。

-appType keyword

关键字包括 “Enterprise”、“Premium” 和

“General”。
-packageId UUID

此应用程序的唯一软件包 ID，通常为 UUID。非必需，
因为无论何时构建应用程序，MDX Toolkit 都会生成一
个唯一的 packageID。如果您提供 packageId，请确
保其对您使用此命令封装的每个新应用程序版本都是唯
一的。唯一的 ID 与每个预配配置文件相关联。如果在文
本编辑器中打开预配配置文件 (.mobileprovision)，
您将看到下面的带 UUID 的 XML 标记。

<key>UUID</key> <string>4e38fb18-88
b0-4806-acfa-e08bf38ec48d</string>

-policyXML file name

应用程序所对应的 MDX 策略模板文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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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ntitlements file name

必需（在 10.3.10 版中引入）
。应用程序的授权文件路径。

MDX Toolkit 会向此文件中添加 com.citrix.mdx 的
钥匙串访问组条目。您的应用程序要与使用相同证书签
名的其他 MDX 应用程序共享机密信息时，需要使用该
条目。

-appIdPrefix prefix

应用程序标识符前缀 - 与您的 Apple 开发者帐户相关联
的团队 ID。

4.

编译项目，并生成应用程序二进制文件。

•
•
•
•
•

在 Xcode 中构建您的应用程序，验证其是否正确构建。
通过选择 Product（产品）> Archive（存档）来存档您的应用程序。
在存档应用程序后，Xcode Organizer 将自动打开。
在 Organizer 中选择已存档的内部版本，然后单击 Export（导出）。
选择适当的导出方法，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

按照提示执行操作，将应用程序导出到 IPA 文件。

5.

编译并存档项目，以生成其中包含嵌入式 MDX 框架的应用程序包，即.ipa 软件包。Xcode 生成相应的 MDX 文
件，您需要将该文件上载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服务器。Xcode 构建和存档步骤创建 IPA 捆绑包
后，对 MDX 文件运行 SetInfo 命令。此外，还请运行命令 -embedBundle 选项以将最终的 IPA 文件插入到

MDX 文件中。之后，您可以将应用程序上载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CGAppCLPrepTool SdkPrep -in “${CODESIGNING_FOLDER_PATH}”
-out “/Users/< UserName >/Downloads/${EXECUTABLE_NAME}_${DATE}.mdx” “ -embedBundle
“/Users/deva/Desktop/{EXECUTABLE_NAME}.ipa”
“‘
6.

如果已配置了通过 iTunes Connect Web 站点分发应用程序，也可以直接提交到应用商店或 TestFlight。

升级应用程序时的注意事项
各个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软件版本之间的变化会很大。必须使用最新版本的 MDX Toolkit 封装您的应用
程序，才能利用最新功能和缺陷修复。请务必封装您的初始.ipa 或.apk 文件，而非经过修改的以前通过 MDX Toolkit
生成的文件。
务必使用相应的 MDX 应用程序 SDK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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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应用程序的最佳实践
January 10, 2022
在开发 iOS 应用程序时，可使用这些最佳实践提高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与 iOS 设备的移动应用程序之间
的兼容性。

MDX 应用程序 SDK 框架和封装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使用 MDX 应用程序 SDK 框架，则必须使用与之匹配的 MDX Toolkit 版本进行封装。如果这两个组
件的版本不匹配，可能会导致运行不正常。
为了防止发生此不匹配情况，可将应用程序封装为 ISV 应用程序，并指定高级应用程序模式或一般应用程序模式。让您
可以提供预先封装的应用程序。因此，您的客户不需要封装应用程序，从而避免使用不匹配的 MDX Toolkit。有关 ISV
封装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封装 iOS 移动应用程序。

使用显式应用程序 ID
如果您的 iOS Developer Enterprise 帐户不支持通配符应用程序 ID，请确保为您计划使用 MDX Toolkit 封装的每
个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显式应用程序 ID。此外，请为每个应用程序 ID 创建一个预配配置文件。

请勿阻止主线程
在主线程上运行时，请勿使用阻止代码。这是一项 Apple 准则，但此准则对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而言更
为重要。在托管应用程序中，某些操作可能需要较⻓时间才能完成，设置会阻止进一步执行线程。例如，在执行文件、
数据库和网络操作时可能会阻止当前正在运行的线程，因此，应避免在主线程上执行此类操作。

编写稳定可靠的代码
具体而言，您应按照 Apple 编程指南（如Apple 应用程序编程指南）中所述的最佳实践来编写应用程序。

仅使用 Apple 所发布的接口
检查所有 API 调用的返回值，并处理可能会带来副作用的 API 调用的任何异常。这种努力确保了正常执行错误恢复或正
常终止应用程序。虽然这是常⻅的最佳编程实践，但它对于托管应用程序尤其重要。
如果基础功能由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而被阻止，预期可以正常运行的各种 API 将会失败。以前面
所述的功能为例︰

•
•

网络 API 将失败，就如同没有任何可用网络一样。
传感器 API（例如 GPS 和相机）将返回 null 或引发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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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础功能由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而被阻止，下列 Objective-C 运行库选择器将返回 nil，因
此应进行相应处理。
对象类： AVCaptureDevice

•

选择器名称： devicesWithMediaType:

对象类： MFMailCompose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nit:

对象类： MFMessageCompose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nitWithNibName:bundle:

对象类： NSFileManager

•

选择器名称： URLForUbiquityContainerIdentifier:

对象类： NSUbiquitousKeyValueStore

•

选择器名称： defaultStore:

对象类： PHPhotoLibrary

•

选择器名称： sharedPhotoLibrary:

对象类： UIImagePicker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availableCaptureModesForCameraDevice:

对象类： UIPasteboard

•

选择器名称：

dataForPasteboardType:
valueForPasteboardType:
items:
dataForPasteboardType:inItemSet:
valuesForPasteboardType:inItemSet:
对象类： UIPopover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nitWithContentViewController:

对象类： UINavigation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ctxInitWithRootViewController:
ctxPopToViewController:ani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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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运行时接口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提供 “UI PIN 提示” 交互，因此您不必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执行此操作。
为了确保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已准备就绪，我们建议您不要重定向或替换 Objective-C 运行库选择器。
因为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会混合多个对象类选择器的基本方法以控制或修改应用程序的运行时行为。下表
列出了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重定向的 Objective-C 类选择器：
对象类名称： NSURLProtectionSpace

•

选择器名称： serverTrust

对象类名称： NSURLAuthenticationChallenge

•

选择器名称： sender

对象类名称： NSURLConnection

•

选择器名称：

sendSynchronousRequest:returningResponse:error:
initWithRequest:delegate:startImmediately:
initWithRequest:delegate:
connectionWithRequest:delegate:
对象类名称： NSURLConnectionDelegate

•

选择器名称：

connection:canAuthenticateAgainstProtectionSpace:
connection:didReceiveAuthenticationChallenge:
connection:willSendRequestForAuthenticationChallenge:
对象类名称： NSURLSessionConfiguration

•

选择器名称：

defaultSessionConfiguration
ephemeralSessionConfiguration
对象类名称： ALAssetsLibrary

•

选择器名称： authorizationStatus

对象类名称： AVAudioRecorder

•

选择器名称：

record
prepareTo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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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ForDuration:
recordAtTime:
recordAtTime:ForDuration:
对象类名称： AVAudioSession

•

选择器名称： recordPermission

对象类名称： AVCaptureDevice

•

选择器名称：
个设备

devicesWithMediaType:
对象类名称： AVAsset

•

选择器名称： assetWithURL:

对象类名称： AVURLAsset

•

选择器名称：

initWithURL:options:
URLAssetWithURL:options:
对象类名称： AVPlayerItem

•

选择器名称：

playerItemWithAsset:
initWithURL:
playerItemWithURL:
对象类名称： AVPlayer

•

选择器名称：

playerWithPlayerItem:
initWithPlayerItem:
initWithURL:
对象类名称： CLLocationManager

•

选择器名称： startUpdatingLocation

对象类名称： UIScrollView

•

选择器名称： setContent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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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名称： MFMailCompose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canSendMail
init
对象类名称： MFMessageCompose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canSendText
initWithNibName:bundle:
对象类名称： NSFileManager

•

选择器名称： URLForUbiquityContainerIdentifier:

对象类名称： NSUbiquitousKeyValueStore

•

选择器名称： defaultStore

对象类名称： PHPhotoLibrary

•

选择器名称： authorizationStatus

对象类名称： QLPre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setDataSource:
canPreviewItem:
对象类名称： QLPreviewControllerDataSource

•

选择器名称：

numberOfPreviewItemsInPreviewController:
previewController:previewItemAtIndex:
对象类名称： SLCompose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sAvailableForServiceType:

对象类名称： UIActivity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nitWithActivityItems:applicationActivities:
setExcludedActivityTypes:
对象类名称： UI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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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器名称：

openURL:
canOpenURL:
setApplicationIconBadgeNumber:
对象类名称： UIDocument

•

选择器名称：

closeWithCompletionHandler:
contentsForType:error:
对象类名称： UIDocumentInteraction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nteractionControllerWithURL:
setURL:
setDelegate:
presentPreviewAnimated:
presentOpenInMenuFromBarButtonItem:animated:
presentOpenInMenuFromRect:inView:animated:
presentOptionsMenuFromBarButtonItem:animated:
presentOptionsMenuFromRect:inView:animated:
对象类名称： UIDocumentMenu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nitWithDocumentTypes:inMode:

对象类名称： UIImage

•

选择器名称： imageNamed:

对象类名称： UIImagePicker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setSourceType:

takePicture
startVideoCapture
isSourceTypeAvailable:
isCameraDeviceAvailable:
isFlashAvailableForCamera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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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CaptureModesForCameraDevice:
setMediaTypes
对象类名称： UINavigation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ctxInitWithRootViewController:
ctxPushViewController:animated:
ctxPopToViewController:animated:
对象类名称： UIPasteboard

•

选择器名称：

generalPasteboard
pasteboardWithName:create:
pasteboardWithUniqueName
setValue:forPasteboardType:
setData:forPasteboardType:
setItems:
addItems:
dataForPasteboardType:
valueForPasteboardType:
numberOfItems
pasteboardTypes
pasteboardTypesForItemSet:
containsPasteboardTypes:
containsPasteboardTypes:inItemSet:
items
itemSetWithPasteboardTypes:
dataForPasteboardType:inItemSet:
valuesForPasteboardType:inItemSet:
string
st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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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URL
image
images
color
colors
对象类名称： UIPopover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nitWithContentViewController

对象类名称： UIPrintInteraction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isPrintingAvailable
presentAnimated:completionHandler:
presentFromBarButtonItem:animated:completionHandler:
presentFromRect:inView:animated:completionHandler:
对象类名称： UI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presentViewController:animated:completion:

对象类名称： UIWebView

•

选择器名称：

loadRequest:
setDelegate:
UIWebViewDelegate
webView:shouldStartLoadWithRequest:navigationType:
webViewDidStartLoad:
webViewDidFinishLoad:
webView:didFailLoadWithError:
对象类名称： UIWindow

•

选择器名称： makeKeyAndVisible

对象类名称： UIApplication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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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器名称：

applicationDidFinishLaunching:
application: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application:will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applicationWillResignActive:
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
applicationWillEnterBackground:
applicationDidBecomeActive:
applicationWillTerminate:
application:openURL:sourceApplication:annotation:
application:handleOpenURL:
applicationProtectedDataWillBecomeUnavailable:
applicationProtectedDataDidBecomeAvailable:
application:performFetchWithCompletionHandler:
application:handleEventsForBackgroundURLSession:completionHandler:
application:didReceiveLocalNotification:
application:didReceiveRemoteNotification:
application:didReceiveRemoteNotification:fetchCompletionHandler:
application:did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WithDeviceToken:
application:didFailTo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WithError:
applicationSignificantTimeChange:
application:shouldAllowExtensionPointIdentifier:
对象类名称： QLPreviewController

•

选择器名称： allocWithZone:

确保数据加密兼容性

MDX 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所有永久保留的数据进行透明加密。您不需要修改应用程序即可使用此功能，实际上，您并不
能直接避免此功能。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可以有选择性地禁用加密，也可以完全禁用加密，但应用
程序则不能。
这是 MDX 的更重要的方面之一，其要求了解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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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加密功能目前可用于在托管进程中运行的所有本机代码。
文件数据加密功能实现方式可支持所有本机代码，而不只是使用 Apple 框架和 Apple Objective-C 运行时的
应用程序的代码。在仅限于 Objective-C 运行时中实现的任何文件数据加密很容易被破坏。

•

一些框架 API（例如 AVPlayer 类、UIWebView 类和 QLPreviewController）由不同于用户的托管应用程序
的执行上下文中的 iOS 服务进程执行。
这些服务进程无法解密 MDX 加密的文件数据。因此，托管应用程序必须为服务进程提供临时未加密的数据副本。
副本在 5 秒后由托管应用程序删除。在使用这些类时，请务必了解其局限性。因为我们无法对提供给这些类的数
据进行限制控制（由于 Apple 对这些特定类的执行方式而导致）
。

•

内存映射对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加密功能有问题，因为它依赖于调用文件 I/O 系统调用接口的
应用程序。

I/O 请求将在用户应用程序上下文之外进行管理，从而绕过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加密。由托管应用程序执行的所有 POSIX mmap(2) 调用将映射为 MAP_PRIVATE 和
MAP_ANON，并且不与任何文件说明相关联。如果文件说明被指定为在所有数据中出错，则在 mmap 调用期

文件映射到内存后，针对文件的

间，将尝试在所有映射的数据中进行读取，因为由操作系统执行的任何后续⻚面换入数据会导致读取加密数据
（而不由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解密）。已使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在所有应用程序中
成功测试该技术，因为进行内存映射的数据量小，所以应用程序内未发生内存⻚面回收。

•

加密功能会显著增加开销。开发者应优化磁盘 I/O，以防止性能下降。例如，如果重复读取和写入相同的信息，
则您可能希望实施应用程序级别的缓存。

•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仅加密 Apple libsqlite.dylib 的实例。如果应用程序直接与 libsqlite.dylib
的专用版本链接和/或嵌入了 libsqlite.dylib 的专用版本，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将不加密该专用库
的数据库实例。

• Apple SQLite 数据库由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使用 SQLite 虚拟文件系统层加密。
可能会发生性能问题。标准数据库缓存大小为 2000 ⻚（或 8 MB）
。如果您的数据库很大，则开发者可能需要指
定 SQLite 杂注来增大数据库缓存大小。在 Objective-C 核心数据框架中，可在向持久存储控制器对象添加持
久性存储对象时，将 SQLite 杂注作为选项字典进行添加。

•

由于库重新链接到文件 I/O 接口，并在内部大量使用内存映射，因此不支持 SQLite WAL 模式。

• NSURLCache 磁盘缓存由 iOS 使用 SQLite 数据库实现。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将禁用关联的磁
盘缓存，因为该数据库由非托管的 iOS 服务进程引用。
•

下表是硬编码的排除路径文件名模式的列表：

– .plist：被排除，因为 iOS 系统进程在进程上下文外部进行访问。
– .app：应用程序软件包名称中的旧版子字符串。此子字符串将弃用，因为显式应用程序捆绑包路径现已被
排除。

– .db：具有此后缀的文件（如果该文件不是 SQLite 数据库）将不加密。
– /System/Library：存在于应用程序捆绑包沙盒目录中的文件路径，以及位于应用程序数据沙盒以外的文
件路径不能加密。在 iOS 中，已安装的应用程序为只读模式，并与应用程序运行时所生成和存储的应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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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数据文件位于不同的目录中。

–
–
–
–
–
–
–
–
–
–
–
–
–

Library/Preferences：直接通过 iOS 访问文件。通常此目录路径中只存在.plist 文件。
/com.apple.opengl/: iOS 直接访问这些文件。
csdk.db：旧版 Citrix SSLSDK SQLite 数据库
/Library/csdk.sql：Citrix SSLSDK SQLite 数据库
CtxLog_：Citrix 日志文件名前缀
CitrixMAM.config：MDX 内部文件名
CitrixMAM.traceLog：旧版 MDX 内部文件名
CtxMAM.log：MDX 内部文件名
data.999：MDX 内部文件名
CTXWrapperPersistentData：MDX 内部文件名
/Documents/CitrixLogs：MDX 日志目录
/Document/CitrixLogs.zip：压缩的 MDX 日志目录名称
应用程序捆绑包目录路径中的任何文件：应用程序文件的只读目录

•

在运行时，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会用一个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SecureViewController 类实例替换 Apple Objective-C QLPreviewController 对象类实例。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SecureViewController 类派生自 Apple Objective-C UIWebView 对象类。QLPreviewController
对象类在本机支持几种不受 UIWebView 对象类支持的文件格式，例如音频和 PDF 类型。

•

为了获得最佳性能，应向值为 4096 字节的倍数的文件偏移量发出文件 I/O 请求，以及为值为 4096 字节的倍数
的⻓度发出此请求。

• O_NONBLOCK 文件模式标志不受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加密功能支持。当由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处理时，此文件模式标志将从模式列表中删除。

加密用户熵
一个用于加密功能的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选项，要求最终用户输入 PIN，然后才能生成加密密钥。此选项
称为用户熵。它可导致应用程序出现特殊问题。
具体而言，在用户输入 PIN 之前，将无法执行任何文件或数据库访问。如果在可显示 PIN UI 之前运行的某个位置中存
在此 I/O 操作，则此操作始终会失败。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客户端属性 “Encrypt secrets using Passcode”（使用通行码加密机密）添加用户熵。可以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的配置 > 设置 > 更多 > 客户端属性下配置默已禁用的客户端属性。
为 确 保 您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不 存 在 此 问 题， 请 在 已 启 用 用 户 熵 功 能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测 试。 可 使 用

数据防泄漏技术兼容性

•

任何远程视图控制器不会存在安全控制（例如，数据加密；复制、剪切和粘贴策略阻止，等等）
，因为远程视图控
制器与 MDX 托管应用程序在不同的进程上下文中运行。

• “复制” 操作是 UIResponder 中唯一受支持的操作。其他操作（如 “剪切” 和 “删除”）不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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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会在 UI 级别截获 AirDrop，而不会在更低的级别截获。
不会截获 MFI 和蓝牙。

图标文件支持

MDX 封装过程要求至少存在一个可用作主屏幕图标或应用程序图标的图标。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将其图标添加到资产
目录，或使用 Info.plist 中的 CFBundleIcons 或 CFBundleIconFiles 密钥。
MDX Toolkit 选择 Info.plist 中已知 plist 位置列表中的第一个 plist 位置：
•
•
•
•
•

CFBundleIcons
CFBundlePrimaryIcon
CFBundleIconFiles
UINewsstandIcon
CFBundleDocumentTypes

如果在 Info.plist 中找不到这些密钥，MDX Toolkit 将在应用程序捆绑包的根文件夹中标识以下图标之一：

•
•
•
•

Icon.png
Icon-60@2x.png
Icon-72.png
Icon-76.png

网络连接和 Micro VPN

MDX 目前仅管理由应用程序直接发出的网络调用。一些 DNS 查询由 Apple 框架直接发出，所以不受 MDX 管理。
管理员可以使用多个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策略选项执行网络操作。

“网络访问” 策略可阻止、允许或重定向应用程序的网络活动。
重要：

MDX Toolkit 版本 18.12.0 包含了合并或替换较旧的策略的新策略。
“网络访问” 策略结合了 “网络访问”、“首选 VPN 模式” 和 “允许 VPN 模式切换”。“排除列表” 策略替换拆分通道
排除列表。“要求 Micro VPN 会话” 策略替换 “要求联机会话”。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早期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通道 - Web SSO” 是设置中安全浏览的名称。该行为是相同的。
这些选项如下所示：

•

使用以前的设置：默认值为您已在更早版本的策略中设置的值。如果更改了此选项，则您不应还原为使用以前的
设置。另请注意，在用户将应用程序升级到版本 18.12.0 或更高版本之前，对新策略所做的更改将不起作用。

•
•
•

阻止：由您的应用程序使用的网络 API 将失败。根据以前的原则，应正确处理此类故障。
不限制：所有网络调用都将直接传输，而不通过通道传输。
通道 - 完整 VPN：来自托管应用程序的所有流量均通过 Citrix Gateway 进行通道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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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 - Web SSO：重写 HTTP/HTTPS URL。此选项仅允许通过通道传输 HTTP 和 HTTPS 流量。通道 - Web

SSO 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可针对 HTTP 和 HTTPS 流量进行单点登录 (SSO)，以及执行 PKINIT 身份验证。在
Android 中，此选项的设置开销低，因此是适用于 Web 浏览操作类型的优先选项。
• 通道 - 完整 VPN 和 Web SSO：根据需要允许在 VPN 模式之间自动切换。如果网络请求由于不能在特定的
VPN 模式下处理身份验证请求而失败，则会在备选模式下重试。

限制

•

用户无法在 iOS 包装的 MDX 应用程序中播放内部 Web 站点上托管的视频，因为这些视频在设备上 MDX 不拦
截的 Media Player 进程中播放。

•

NSURLSession 后 台 下 载 (NSURLSessionConfiguration backgroundSessionConfigurationWithIdentifier)。
• 如果 “网络访问” 策略设置为阻止，则会阻止 UDP 流量。如果 “网络访问” 策略设置为通道 - 完整 VPN，则不通
过通道传输 UDP 流量。
• MDX 封装的应用程序无法实例化用于侦听入站连接的套接字服务器。但是，MDX 封装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客户
不支持

端套接字连接到服务器。

第三方库支持
一些应用程序框架存在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的兼容性问题︰

•

支持通过 Xamarin 跨平台开发环境开发的应用程序。由于使用和测试示例不足，因此，Citrix 未正式声明支持
其他跨平台开发环境。

• SQLCipher 无法用于加密，因为它使用内存映射。一种解决方案是不使用 SQLCipher。另一种解决方案是使
用加密排除策略在加密期间排除数据库文件。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必须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配置策略。
• 直接链接到 OpenSSL libcrypto.a 和 libssl.a 的应用程序和第三方库可导致因缺少符号和存在多个符号定义
而发生的链接错误。

• 需支持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的应用程序需要执行 Apple 所要求的具体步骤。
•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将 SQLite 数据库版本显式地设置为 1，以在 SQLite 数据库内禁用 Write
Ahead Logging (WAL) 文件和内存映射文件支持。任何在 SQLite 版本 2 或 3 中直接访问 SQLite 接口的尝试
将失败。

适用于 iOS 的 API

January 10, 2022
适用于 iOS 的 XenMobile API 基于 Objective-C。本文汇总了按 API 划分的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API，
并提供 API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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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管理

• isAppManaged
与 Secure Hub 交互

• isMDXAccessManagerInstalled
• logonMdxWithFlag
• isAppLaunchedByWorxHome
MDX 策略
• getValueOfPolicy
共享保管库

•
•
•
•
•
•

getVaultDataFromVault
saveVaultData
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
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s
deleteVault
deleteVaultWithError

用户数据

• managedUserInformation

MdxManager 类
方法

• getValueOfPolicy
+(NSString*)getValueOfPolicy:(NSString*)policyName error:(NSError **)
error;
对于托管应用程序，返回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管理员设置的策略值。对于非托管高级应用，返回在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MDXSDK/default_policies.xml 中设置的策略值。对于非托管的
“常规” 应用程序，返回 nil
参数：

policyName - 在 default_policies.xml 中搜索策略的名称。
示例：

+(NSString*)getValueOfPolicy:(NSString*)DisableCamera error:(NSError
**)error;

• isMDXAccessManager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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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isMDXAccessManagerInstalled: (NSError **)error;
确认已安装 Secure Hub，这意味着应用程序的 MDX 控制已启用，即使应用程序不处于托管模式也是如此。如
果已安装 Secure Hub，则返回 true。

• isAppManaged
+(BOOL)isAppManaged;
检查应用程序当前是否由 MDX 托管，这意味着 MDX 策略捆绑包以 XML 文件格式嵌入到应用程序中。对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后端基础结构（密钥保管库）查询数据加密部分密钥（机密），此密钥将由 MDX 用于
加密应用程序数据库数据（iOS 9 及更高版本）。如果应用程序已托管，则返回真。
• logonMdxWithFlag
+(BOOL)logonMdxWithFlag:(BOOL)force error:(NSError**)error;
通过 Secure Hub 启动 MDX 登录请求。

• isAppLaunchedByWorxHome
+(BOOL)isAppLaunchedByWorxHome;
检查应用程序间 URL 请求是否来自 Secure Hub 或设备上的其他一些应用程序，如果需要使应用程序了解

MDX 控制通信则这是必需的。在 iOS 上，应用程序可以注册特定的 URL 方案。URL 方案是 URL 的第一个部
分，但不包括冒号。如果 URL 以 http:// 开头，则方案为 http。
启用了 MDX 的应用程序和 Secure Hub 使用自定义 URL 方案进行通信。例如，要处理来自其他应用程序的

mailto: URL，Secure Mail 要求使用 URL 方案 ctxmail。要处理来自其他应用程序的 http 或 https URL，
Secure Web 要求分别使用 URL 方案 ctxmobilebrowser 或 ctxmobilebrowsers。有关 “MDX 应用程序
URL 方案” 策略和 “允许的 URL” 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iOS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
在以下 UIApplication 委派事件调用期间或之后随时随地查询时返回准确的结果：

–

当应用程序从 springboard 或 openURL 调用加载时：

1
2
3
4
5

–

application:will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application: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applicationDidFinishLaunching:

当用户从设备 SpringBoard 激活或重新激活应用程序时

1

applicationDidBecom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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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运行 applicationWillEnterForeground: 过程中不得执行查询。

–

由当应用程序被 openURL 调用激活或重新激活时：

1
2
3

application:openURL:sourceApplication:annotation:
application:handleOpenURL:

• managedUserInformation
extern __attribute__((visibility (”default”)))NSString *const kXenMobileUsername
; +(NSDictionary*)managedUserInformation;
返回一个字符串，其中包含正在运行 MDX 托管应用程序的已注册用户的用户名（无论该用户的登录状态如何）。
如果用户未注册、应用程序不处于托管模式或者应用程序未封装，则返回一个空字符串。

类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方法

• initWithVaultName
- (instancetype)initWithVaultName:(NSString*)vaultName accessGroup:(
NSString*)accessGroup;
初始化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
使用共享保管库 API 在具有相同钥匙串访问权限组的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托管内容。例如，您可以通过已注册的应
用程序共享用户证书，以便应用程序可以从安全的保管库而不是从 Secure Hub 获取证书。
参数：

vaultName –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的名称。
accessGroup - 钥匙串访问权限组的名称。这可以是默认 MDX 访问权限组、命名的 TEAMID_A.appOriginalBundleID，
或者是您将用于在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数据的钥匙串访问权限组。

•

保管库数据类型属性

1
2
3
4
5

@property(nonatomic,readonly) BOOL exists;
@property(nonatomic,readonly) BOOL isAccessible;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MutableDictionary* vaul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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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eedCopy-->

初始化保管库后，将返回以下保管库数据类型属性：

exists - 指示是否已找到具有指定 vaultName 的保管库。
isAccessible – 指示保管库是否位于指定的 accessGroup 中，并且可以访问。
vaultData - 共享保管库中的内容。首次初始化保管库时，vaultData 为 nil 字典。
• getVaultDataFromVault
+ (NSDictionary*)getVaultDataFromVault:(NSString*)vaultName accessGroup
:(NSString*)accessGroup error:(NSError *__autoreleasing *)error;
从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中读取数据。这是三种用于读取保管库数据的方法之一，如下
所示：

–

直接使用 getVaultDataFromVault:accessGroup:error。

–

创建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实例，然后读取 vaultData 属性。

–

创建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实例，然后通过使用 -(BOOL)loadDataWithError:(

NSError *__autoreleasing *)error; 读取 vaultData 属性来重新加载保管库数据。
有关示例代码的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 “共享保管库示例”。
参数：

vaultName –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的名称。
accessGroup - 钥匙串访问权限组的名称。这可以是默认 MDX 访问权限组、命名的 TEAMID_A.appOriginalBundleID，
或者是您将用于在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数据的钥匙串访问权限组。

• saveVaultData
+ (BOOL)saveVaultData:(NSDictionary*)vaultData toVault:(NSString*)
vaultName accessGroup:(NSString*)accessGroup error:(NSError *__autoreleasing
*)error;
将数据保存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中。这是三种用于保存保管库数据的方法之一，如
下所示：

–

直接使用 saveVaultData:toVault:accessGroup:error:。

–

使用 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 或 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s（如下文表
格中所示）。

–

通过创建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实例，加载保管库数据，修改保管库数据，然后同步该
数据来使用 -(BOOL)synchronizeWithError:(NSError *__autoreleasing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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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示例代码的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共享保管库示例。
参数：

vaultData – 数据保存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中。存储在共享保管库中的数据是键/值
对的字典，例如 @{@”username”:@”andreo”}。
vaultName –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的名称。
accessGroup - 钥匙串访问权限组的名称。这可以是默认 MDX 访问权限组、命名的 TEAMID_A.appOriginalBundleID，
或者是您将用于在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数据的钥匙串访问权限组。

• 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
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s
- (BOOL)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NSString*)vaultItem withValue:(
id)itemValue error:(NSError *__autoreleasing *)error;
- (BOOL)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s:(NSDictionary*)vaultItems error
:(NSError *__autoreleasing *)error;
更新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中的数据。要使用此方法，请创建 XenMobileSharedK-

eychainVault 实例，然后通过添加或更新保管库数据项对其进行同步。例如，如果现有保管库条目具有 {a:123,
b:234, c:305}，并且我们使用此 API 和数据更新 {c:345, d:456}，则该 API 会将保管库数据更新为 {a:123,
b:234, c:345, d:456}。有关示例代码的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共享保管库示例。
请参阅上文 saveVaultData，了解其他两种用于保存保管库数据的方法。
参数：

vaultItem – 单个键/值对，采用格式 @{ @”;username::@”;andreo”}。
vaultItems – 键/值对的列表。
• deleteVault
+ (BOOL)deleteVault:(NSString*)vaultName accessGroup:(NSString*)accessGroup
error:(NSError *__autoreleasing *)error;
删除指定的共享保管库。
参数：

vaultName –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共享保管库的名称。
accessGroup - 要删除的保管库使用的钥匙串访问权限组的名称。
• deleteVaultWithError
-(BOOL)deleteVaultWithError:(NSError *__autoreleasing *)error;
删除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实例返回的共享保管库。必须在使用 deleteVaultWithError 删
除对象后释放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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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保管库示例

1
2
3
4
5

#import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h”
@interface ClassA ()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
@end

6
7
8
9 @implementation ClassA
10 ...
11 @synthesize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
_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12
13
14 ...
15 #ifdef USE_CLASS_INSTANCE_METHODS
16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17 {
18
19 if(_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nil) {
20
21 _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alloc]
22
initWithVaultName:<VAULT_NAME>
23
accessGroup:kXenMobileKeychainAccessGroup];
24
}
25
26 return _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27
}
28
29 #endif
30
31 -(void)read
32 {
33
34 NSError* error=nil;
35 #ifdef USE_CLASS_INSTANCE_METHODS
36 NSDictionary* vaultDictionary = nil;
37 if([self.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loadDataWithError:&error]) {
38
39 vaultDictionary = [self.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vaultData];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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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else
NSDictionary* vaultDictionary =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getVaultDataFromVault:<VAULT_NAME>
accessGroup:kXenMobileKeychainAccessGroup error:&error];
#endif
}

-(void)save
{
NSError* error=nil;
/// check error handling here...
NSDictionary* dictToSave = @{
<VAULT_DATA_DICTIONARY_OBJECTS> }
;
#ifdef USE_CLASS_INSTANCE_METHODS
#ifdef USE_CLASS_INSTANCE_METHODS_TO_UPDATE
BOOL result = [self.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updateAndSynchronizeVaultItems:dictToSave error:&error];
#else
self.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vaultData = [NSMutableDictionary
dictionaryWithDictionary:dictToSave];
BOOL result = [self.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synchronizeWithError:&
error];
#endif
#else
BOOL result =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saveVaultData:dictToSave toVault:<VAULT_NAME>
accessGroup:kXenMobileKeychainAccessGroup error:&error];
#endif
}

-(void)delete
{
NSError* error=nil;
#ifdef USE_CLASS_INSTANCE_METHODS
BOOL result = [self.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deleteVaultWithErro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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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else
BOOL result = [XenMobileSharedKeychainVault deleteVault:<VAULT_NAME>
accessGroup:kXenMobileKeychainAccessGroup error:&error];
#endif
}

...
@end
<!--NeedCopy-->

策略默认值和自定义策略

January 10, 2022
本文讨论您可以如何在封装的 ISV 应用程序中使用策略。

更改非托管高级应用程序的策略默认值

MDX 应用程序 SDK 包括下列用于改非托管高级应用程序的默认策略的策略文件。
• Android：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MDXSDK_Android/ default_sdk_policies.xml
• iOS：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MDXSDK/default_policies.xml
这些文件中的所有策略已禁用。将为非托管 “高级” 应用程序忽略未处于文件中的任何策略。
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更改默认设置。

1.
2.

备份您计划要更改的任何默认策略文件，以便在将来需要它们时使用。
要更改 ISV 应用程序的策略默认值，请使用在 MDX Toolkit 文档、适用于 Android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和适
用于 iOS 应用程序的 MDX 策略中指定的策略默认值。

3.

在构建 “高级” 应用程序时，将默认策略文件与您的应用程序资源包括在一起。

创建自定义策略

MDX Toolkit 中的策略文件提供了策略的完整定义，包括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显示的策
略 标 签 和 帮 助 文 本。 当 封 装 应 用 程 序 时， 这 些 策 略 将 包 含 在 所 生 成 的.mdx 文 件 中。 可 以 向 将 这 些 文 件 （位 于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 中的 MDX Toolkit 安装文件夹中）添加自定义策略。
1.

备份您计划要更改的任何策略文件，以便在将来需要它们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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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向策略 XML 文件添加策略，请使用在后面的 “策略格式” 中提供的格式。

3.

封装应用程序时，通过在封装命令行中包含 -policyxml 选项来指定修改后的策略 XML 文件的位置。

-policyxml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data/policy_metadata.xml
有关使用命令行来封装 ISV 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命令行封装企业 iOS 应用程序和使用命令行封装

ISV Android 应用程序。
4.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 制 台 中 验 证 策 略 的 名 称、 说 明 和 值， 请 将 您 的 应 用 程 序 上 载 到
Endpoint Management。

要在

添加策略的指南

• 请仅更改以粗体显示的项目。
• PolicyName 元素的值是您从应用程序调用的名称。
• PolicyCategory 元素的值是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列出策略时所使用的类别名称。要
查找类别名称，请参阅 MDX 策略文件的 <Category> 部分中的 CategoryId 值。
• PolicyDefault 元素的值为您的策略的默认设置。
• <Title res_id=”POLICY_ID”> 中的 POLICY_ID 是用于策略的唯一 ID。此 ID 必须以字⺟开头，不能包含
空格，且仅能包含字⺟、数字或下划线。

• Title 元素的值是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显示的策略标签。
• <Description res_id=”POLICY_DESC_ID”> 中的 POLICY_DESC_ID 是策略说明的唯一 ID。此 ID 必须
以字⺟开头，不能包含空格，且仅能包含字⺟、数字或下划线。

• Description 元素的值是显示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的策略说明。

字符串

1 <Policy>
2
<PolicyName>PolicyName</PolicyName>
3
<PolicyType>string</PolicyType>
4
<PolicyCategory>Category_ID</PolicyCategory>
5
<PolicyDefault>Value</PolicyDefault>
6
<PolicyStrings>
7
<Title res_id=”POLICY_ID ” >Sample String Policy</Title>
8
<Description res_id=”POLICY_DESC_ID”>
9
Please enter the policy value.
10
</Description>
11
</PolicyStrings>
12 </Policy>
13 <!--Need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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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值

1 <Policy>
2
<PolicyName>PolicyName</PolicyName>
3
<PolicyType>string</PolicyType>
4
<PolicyCategory>Category_ID</PolicyCategory>
5
<PolicyDefault>false</PolicyDefault>
6
<PolicyStrings>
7
<Title res_id=”POLICY_ID ” >Sample Boolean Policy</Title>
8
<BooleanTrueLabel res_id=”POLICY_ON”>On</BooleanTrueLabel>
9
<BooleanFalseLabel res_id=”POLICY_OFF”>Off</BooleanFalseLabel>
10
<Description res_id=”POLICY_DESC_ID”>
11
If On, the app does something.
12
If Off, the app does something else.
13
14
Default value is Off.
15
</Description>
16
</PolicyStrings>
17 </Policy>
18 <!--NeedCopy-->

枚举

1
2
3
4
5
6
7

<Policy>
<PolicyName>PolicyName</PolicyName>
<PolicyType>enum</PolicyType>
<PolicyEnumValues>
<PolicyEnumValue>
<PolicyEnumValueId>Value1</PolicyEnumValueId>
<PolicyEnumValueString res_id=”ID_1”>Yes</
PolicyEnumValueString>
8
</PolicyEnumValue>
9
<PolicyEnumValue>
10
<PolicyEnumValueId>Value2</PolicyEnumValueId>
11
<PolicyEnumValueString res_id=”ID_2”>No</
PolicyEnumValueString>
12
</PolicyEnumValue>
13
<PolicyEnumValue>
14
<PolicyEnumValueId>Value3</PolicyEnumValueId>
15
<PolicyEnumValueString res_id=”ID_3”>Maybe</
PolicyEnumValueString>
16
</PolicyEnumValue>
17
</PolicyEnum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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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olicyCategory>Category_ID</PolicyCategory>
19
<PolicyDefault>Value1</PolicyDefault>
20
<PolicyStrings>
21
<Title res_id=”POLICY_ID ” >Sample Enum Policy</Title>
22
<Description res_id=”POLICY_DESC_ID”>
23
Sample policy description.
24
25
Default value is Yes.
26
</Description>
27
</PolicyStrings>
28 </Policy>
29 <!--NeedCopy-->

故障排除

January 10, 2022
要解决您的应用程序在 Citrix Endpoint Management 环境中运行时出现的问题，必须首先确定在解包或封装应用程
序时是否出现此问题。如果在解包应用程序时出现问题，则此问题特定于您的应用程序。按照常规的故障排除步骤操作。

如果在封装应用程序时出现问题

•

查看已知问题。请参阅 MDX 应用程序 SDK 的已知问题和已知问题。

•

验证您正在使用的 MDX 应用程序 SDK 版本是否源自于您封装应用程序时所使用的同一个 MDX Toolkit。对于

iOS，请确保将正确的行添加到项目中。这将确保框架已添加并且 API 将工作。对于 Android，请确保您正在使
用的所有设备的库已添加到项目，并且 worxsdk.aar 已添加到项目依赖项。如果在将 SDK 集成到项目期间遇
到其他问题，请联系 Citrix Ready 或 Citrix 支持人员。
•

确定该问题是否为应用程序封装错误。查看 Applications/Citrix/MDXToolkit/logs 中的 MDX Toolkit 日志。
日志文件中包含关于封装过程的信息和进度。请检查这些日志中的错误消息和警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确定

iOS 应用程序封装错误
和确定 Android 应用程序封装错误。
从 Secure Hub 收集日志：在 Secure Hub 中，轻按 “需要帮助?”，然后轻按您的应用程序名称。然后，Secure

Mail 会打开一条新消息，其中附加了来自选定应用程序的日志。可以在消息中添加有关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列出
在重现问题时需执行的步骤，并包括由失败的封装尝试所生成的日志，以及有关问题的任何其他信息。
源自设备的其他日志可能会有所帮助。请参阅收集 iOS 设备上的系统日志以及通过命令行收集应用程序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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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无法在设备上安装封装的应用程序

•

确认为 Android 应用程序使用有效的密钥库，或为 iOS 使用有效的预配配置文件和证书对。应了解封装 iOS 移
动应用程序中关于预配配置文件和证书的特殊注意事项。

如果您的 Apple 证书密钥有问题

•

从 Apple Keychain Access 应用程序请求补发证书。这将生成一个新的私钥。然后从 Apple 开发者 Web 站
点下载证书和预配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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