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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Server

Feb 22, 2018

当前版本：XenMobile Server 10.8

XenMobile Server 属于本地企业移动性管理解决方案，提供移动设备管理 (MDM) 和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功能。

XenMobile Server 的云服务版本称为 XenMobile Service。除非 XenMobile Server 各文章中另有说明，否则 XenMobile Server

文档适用于 XenMobile Service。

XenMobile Apps 属于生产力和通信应用程序，作为 XenMobile 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提供。

有关 XenMobile 云产品/服务的特定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Service。有关 XenMobile Apps 的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Apps。

对于 XenMobile Server 和应用程序，Citrix 支持当前版本以及之前两个版本的 XenMobile。有关前两个版本中的新增功能、已
知问题和已修复的问题的列表，请参阅：

XenMobile Server 10.7 中的新增功能
XenMobile Server 10.6 中的新增功能

有关最新版本之前的所有版本的 PDF 文档，请参阅旧版文档的存档列表。 

XenMobile 9XenMobile 9。。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版本已达到“生命周期已结束 (EOL)”生命周期状态。当产品版本达到 EOL 时，您可
以根据产品许可协议的条款使用该产品，但可用的支持选项将受到限制。历史信息在知识中心或其他联机资源中显示。文档不
再更新，并且按原样提供。有关产品生命周期里程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roduct Matrix（产品列表）。

EOL 日期后 5 年内，您可以从旧版文档的存档列表中下载 PDF 版本的 XenMobile 9 文档。

有关通过 Citrix Cloud 从 XenMobile 9 移动到 XenMobile Service 的信息，请参阅此 Citrix.com 页面。

升级

Important
升级到升级到 XenMobile 10.8 XenMobile 10.8（本地）之前的准备工作（本地）之前的准备工作

1. 请先将您的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更新到 11.14.x 或更高版本，然后再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10.8。
XenMobile 最新版本需要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 11.14.x（最低版本）。您的 Citrix 许可证上的专享升级服务 (SA) 日期必须晚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可以在许可证服务器中的许可证旁边查看您的 SA 日期。如果要将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连接到较旧的许可证服务器
环境，连接检查将失败，并且您无法配置许可证服务器。
要续订许可证上的 SA 日期，请从 Citrix 门户网站下载最新的许可证文件，然后将该文件上载到 Licensing 服务器。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09580。

2. 对于群集环境：必须在 XenMobile Server 上启用端口 80，才能在 iOS 11 设备上从 XenMobile Store 中安装应用程序。
3. 如果运行要升级的 XenMobile Server 的虚拟机的 RAM 低于 4 GB ，请将 RAM 增加到至少 4 GB。请注意，对于生产环境，建议的最
低 RAM 是 8 GB。

4. 建议：安装 XenMobile 更新之前，请使用虚拟机 (VM) 中的功能创建系统的快照。此外，还请备份您的系统配置数据库。如果您在
升级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完成允许您还原的备份。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xenmobile-servic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6.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legacy-archive/legacy-docs.html
https://www.citrix.com/support/product-lifecycle/product-matrix.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legacy-archive/legacy-docs.html
https://www.citrix.com/products/xenmobile/xenmobile-9-eol.html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09580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2https://docs.citrix.com

升级到升级到 XenMobile 10.8 XenMobile 10.8（本地）之后需要执行的操作（本地）之后需要执行的操作
如果涉及传出连接的功能停止运行，并且您尚未更改自己的连接配置，请检查 XenMobile Server 日志中是否存在如下所示的错误：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VPP Server: Host name '192.0.2.0' does not match the certificate subject provided by the peer（无法连接
到 VPP 服务器: 主机名 192.0.2.0 与对等机提供的证书使用者不匹配）

证书验证错误指示您需要在 XenMobile Server 上禁用主机名验证。默认情况下，主机名验证对除 Microsoft PKI 服务器以外的传
出连接启用。如果主机名验证中断了您的部署，请将服务器属性 dis able.hos tname.verificationdis able.hos tname.verification 更改为 truetrue。此属性的默认
值为 fa ls efa ls e

可以从 10.7.x 或 10.6.x 直接升级到 XenMobile 10.8。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的版本管理版本管理页面。

要执行升级，请使用 xms_10.8.0.23.bin 或 Citrix 下载页面上提供的最新 10.8 二进制文件。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
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然后单击版本管理版本管理。单击升级升级，然后上载 BIN 文件。支持的虚拟机管理程序的升级文件包括：

xms_10.8.0.23.xenserver.xva

xms_10.8.0.23.HyperV.zip

xms_10.8.0.23.vmware.ova

有关从 XenMobile 10.7.x 或 10.6.x 进行升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升级。要从较旧版本的 XenMobile 进行升级，请参阅
XenMobile Server 10.7 PDF 中的“Upgrade”（升级）一文。

要完成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的全新安装，请参阅安装和配置。

相关信息

XenMobile Support Knowledge Center

Citrix Blogs on XenMobile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product-software/xenmobile-10-server.html?_ga=2.215934228.288298292.1518624325-1844197149.1518624325#ctx-dl-eul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pgrad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html
https://support.citrix.com/en/products/xenmobile
https://www.citrix.com/blogs/tag/xen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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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Server 10.7 中的新增功能

Feb 22, 2018

有关升级的信息，请参阅升级。

Important
升级到升级到 XenMobile 10.8  XenMobile 10.8 之前：之前：

请先将您的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更新到 11.14.x 或更高版本，然后再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10.8。

对于群集环境：必须在 XenMobile Server 上启用端口 80，才能在 iOS 11 设备上从 XenMobile Store 中安装应用程序。

升级到升级到 XenMobile 10.8  XenMobile 10.8 之后：之后：

如果涉及传出连接的功能停止运行，并且您尚未更改自己的连接配置，请检查 XenMobile Server 日志中是否存在如下所示的错误：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VPP Server: Host name '192.0.2.0' does not match the certificate subject provided by the peer（无法连接到
VPP 服务器: 主机名 192.0.2.0 与对等机提供的证书使用者不匹配）

如果收到证书验证错误，请在 XenMobile Server 上禁用主机名验证。默认情况下，主机名验证对除 Microsoft PKI 服务器以外的传出连

接启用。如果主机名验证中断了您的部署，请将服务器属性 dis able.hos tname.verifi cationdis able.hos tname.verifi cation 更改为 truetrue。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fa ls efa ls e。

XenMobile Server 10.8 包括以下新增功能：

在受监督的 Windows 10 Phone 设备上安装脱机地图
面向运行 iOS 的受监督设备的新限制
设置如何在 iOS 设备上显示应用程序通知
支持适用于 iOS 的新 Cisco AnyConnect VPN 客户端
在已注册的 macOS 设备上启用 FileVault 设备加密
支持 Samsung Enterprise Firmware-Over-The-Air

增强了 Android for Work 的工作配置文件的安全性
取消注册 Android for Work 企业
指定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请求危险权限时的行为
SNMP 监视
支持适用于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
服务器属性变更以改进服务器优化设置
优化的设备属性搜索功能
其他改进功能

有关缺陷修复的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Important
Symantec 推出的 TouchDown 的生命周期已于 2017 年 7 月 3 日结束，并且标准支持、扩展支持和支持的生命周期将于 2018 年 7 月

2 日结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ymantec 支持文章 TouchDown End-of-Life, End-of-Availability, and End-of-Support

announcement（TouchDown 的生命周期结束、可用性结束和支持结束的声明）。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pgrad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180693585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594057897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133726441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39136610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192830098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60071252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77408541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199968688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96298276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200538484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209398514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13713208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html#par_anchortitle_178482531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fixed-issues.html
https://support.symantec.com/en_US/article.ALERT2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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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10 Phone 设备支持脱机地图。使用“地图”设备策略可指定要将哪些地图下载到设备。Microsoft 地图配置服务提供程
序 (CSP) 当前支持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地图。

以下限制现在适用于在监督模式下运行的 iOS 设备。记录了每个限制支持的最低版本。

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远程观察学生的屏幕应用程序远程观察学生的屏幕： 如果未选中此限制，教师将无法使用“课堂”应用程序远程观察学生的屏幕。默认
设置为选中，教师可以使用“课堂”应用程序观察学生的屏幕。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运行应用程序运行 AirPlay  AirPlay 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的设置
确定学生是否接收向教师授予权限的提示。适用于运行 iOS 9.3（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运行应用程序运行 AirPlay  AirPlay 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 如果选中此限制，教师可以在学生的设备上执行 AirPlay 和查看屏
幕操作，而不提示授予权限。默认设置为未选中。适用于运行 iOS 10.3（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锁定到应用程序以及锁定设备而不提示应用程序锁定到应用程序以及锁定设备而不提示：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开开，“课堂”应用程序会自动将用户设备锁定
到某个应用程序并锁定设备，而不提示用户。默认设置为关关。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自动加入自动加入““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课程而不提示应用程序课程而不提示：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开开，“课堂”应用程序会自动将用户加入到课程中，而不提示用
户。默认设置为关关。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允许 AirPrint AirPrint：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通过 AirPrint 打印。默认设置为开开。此限制设置为开开时，将显示这些额外
的限制。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在钥匙串中存储允许在钥匙串中存储 AirPrint   AirPrint  凭据凭据： 如果此限制未选中，AirPrint 用户名和密码将不存储在钥匙串中。默认设置为选中。适
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使用允许使用 iBeacon  iBeacon 发现发现 AirPrint   AirPrint  打印机打印机： 如果未选中此限制，则将禁用 AirPrint 打印机的 iBeacon 发现。禁用发现功能将
阻止虚假 AirPrint 蓝牙信标对网络流量进行网络钓鱼。默认设置为选中。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仅允许通过仅允许通过 AirPrint   AirPrint  打印到证书受信任的目标打印机打印到证书受信任的目标打印机： 如果选中此限制，用户可以使用 AirPrint 仅打印到证书受信任的目
标打印机。默认设置为未选中。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添加添加 VPN  VPN 配置配置：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创建 VPN 配置。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
监督设备。
修改手机网络套餐设置修改手机网络套餐设置：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修改手机网络套餐设置。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删除系统应用程序删除系统应用程序：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从其设备中删除系统应用程序。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设置新的附近的设备：设置新的附近的设备：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设置新的附近的设备。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
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要配置这些限制，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有关设置限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限制”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policies/restrictions-policy.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5https://docs.citrix.com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6https://docs.citrix.com

此外，您现在还可以在设置助理中跳过键盘选择屏幕。为此，请编辑适用于 iOS 的“限制”设备策略并在系统首选项窗格系统首选项窗格设置下
选择键盘键盘。

通过“应用程序通知”策略，您可以控制 iOS 用户如何从指定的应用程序接收通知。此策略在运行 iOS 9.3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上受
支持。要添加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配置通知设置：

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 指定要应用此策略的应用程序。
允许通知：允许通知： 选择开开将允许通知。
在通知中心中显示：在通知中心中显示： 选择开开将在用户设备的通知中心显示通知。
徽章应用程序图标徽章应用程序图标： 选择开开将在通知中显示徽章应用程序图标。
声音声音： 选择开开将在通知中包含声音。
在锁定屏幕中显示在锁定屏幕中显示： 选择开开将在用户设备的锁定屏幕中显示通知。
解锁的警报样式解锁的警报样式： 在列表中，选择无无、横幅横幅或警报警报来配置解锁的警报的外观。

Cisco 正在分阶段淘汰基于现已弃用的 VPN 框架的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Cisco 已将该客户端重命名为 Cisco Legacy

AnyConnect。捆绑包 ID 保持不变，仍为 com.cisco.anyconnect.gui。

Cisco 具有一个名为 Cisco AnyConnect 的新客户端。新客户端提供更加可靠的与内部资源的连接，并且支持具有“为应用单独
设置 VPN”的 UDP 和 TCP 应用程序。新客户端的捆绑包 ID 为 com.cisco.anyconnect。Cisco 支持适用于 iOS 10（最低版本）
的新客户端。

继续使用继续使用 Legacy AnyConnect   Legacy AnyConnect  客户端客户端： 如果仍使用旧版客户端，则不需要更改适用于 iOS 的现有 VPN 设备策略。此策
略将继续起作用，直至 Cisco 分阶段淘汰对旧版客户端的支持。截至此版本，连接类型连接类型选项 Cisco AnyConnectCisco AnyConnect  已在
XenMobile Server 控制台中重命名为 Cisco Legacy AnyConnectCisco Legacy AnyConnect。
使用新使用新 Cisco AnyConnect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客户端： 新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不检测通过连接类型连接类型选项 Cisco AnyConnectCisco AnyConnect  创建
的“XenMobile VPN”设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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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新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请按如下所示配置 XenMobile Server。

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并添加适用于 iOS 的 VPN 策略。

在 VPN VPN 策略策略平台页面上，配置以下设置。本文中列出的设置对 Cisco AnyConnect 而言是必需的。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 Cisco AnyConnect

连接类型连接类型： 自定义 SSL

自定义自定义 SSL  SSL 标识符标识符((反向反向 DNS  DNS 格式格式))： com.cisco.anyconnect

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 com.cisco.anyconnect

提供程序类型提供程序类型： 数据包通道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和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取决于您的用例。有关信息，请参阅配置 iOS 设置下的“配置自定义 SSL

协议”。

为“VPN”设备策略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将该策略部署到 iOS 设备。

从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cisco-anyconnect/id1135064690?mt=8 上载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将该应用程
序添加到 XenMobile Server，然后再将其部署到 iOS 设备。

从 iOS 设备中删除旧 VPN 设备策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支持文章：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7708。

1.

2.

3.

4.

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9a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cisco-anyconnect/id1135064690?mt=8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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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OS FileVault 磁盘加密功能通过加密系统卷的内容来保护系统卷。如果在 macOS 设备上启用了 FileVault，每次设备启动
时，用户都将使用其帐户密码进行登录。如果用户丢失了自己的密码，可以通过恢复密钥来解锁磁盘并重置密码。

XenMobile 设备策略“FileVault”将启用 FileVault 用户设置屏幕并配置恢复密钥等设置。有关 FileVaul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 https://support.apple.com/kb/PH25107。

要添加此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添加 F ileVaultFileVault  策略并配置以下 macOS 设置。

注销过程中提示设置注销过程中提示设置 F ileVault F ileVault： 如果设置为开开，则将在接下来的 N 次注销过程中提示用户启用 FileVault，如选项跳过跳过
FileVault  F ileVault  设置的最大次数设置的最大次数所指定。如果设置为关关，FileVault 密码提示将不显示。

在启用了此设置的情况下部署 FileVault 策略后，用户注销设备时将显示以下屏幕。此屏幕向用户提供用于在注销前启用
FileVault 的选项。

如果跳过跳过 F ileVault   F ileVault  设置的最大次数设置的最大次数值不是 00：在关闭了此设置的情况下部署 FileVault 策略并且用户登录后，将显示以
下屏幕。

https://support.apple.com/kb/PH2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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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跳过跳过 F ileVault   F ileVault  设置的最大次数设置的最大次数值为 00，或者用户跳过了设置最大次数，则将显示以下屏幕。

跳过跳过 F ileVault   F ileVault  设置的最大次数设置的最大次数： 用户可以跳过 FileVault 设置的最大次数。用户达到最大次数时，必须设置 FileVault 才能
登录。如果设置为 00，用户必须在首次尝试登录过程中启用 FileVault。默认值为 00。
恢复密钥类型恢复密钥类型： 忘记了密码的用户可以键入恢复密钥以解锁磁盘并重置自己的密码。恢复密钥选项：

个人恢复密钥个人恢复密钥： 个人恢复密钥对用户而言是唯一的。FileVault 设置过程中，用户将选择创建恢复密钥还是允许其 iCloud

帐户解锁磁盘。要在 FileVault 设置完成后向用户显示恢复密钥，请启用显示个人恢复密钥显示个人恢复密钥。显示该密钥将使用户能够录
制该密钥以供将来使用。有关恢复密钥管理的信息，请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 https://support.apple.com/en-

us/HT204837。

机构恢复密钥机构恢复密钥： 可以创建一个机构（或主）恢复密钥和 FileVault 证书，以后您将使用这些凭据来解锁设备。有关信息，
请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2385。使用 XenMobile 可将 FileVault 证书部署到设备。
有关信息，请参阅证书和身份验证。

个人和机构恢复密钥个人和机构恢复密钥： 一旦同时启用这两种类型的恢复密钥，则仅当用户丢失了自己的个人恢复密钥时才必须解锁用户
设备。

显示个人恢复密钥显示个人恢复密钥： 如果设置为开开，则将在设备上启用 FileVault 后向用户显示个人恢复密钥。默认值为开开。

Samsung Enterprise FOTA (E-FOTA) 允许您确定设备更新的时间以及要使用的固件版本。E-FOTA 允许您在部署更新之前对其
进行测试，以确保更新与您的应用程序兼容。可以强制设备使用可用的最新固件版本进行更新，而不要求用户交互。

Samsung 支持对运行授权固件的 Samsung KNOX 2.7.1 设备（最低版本）使用 E-FOTA。

要配置 E-FOTA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您从 Samsung 接收的密钥和许可证信息创建一条“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策略。XenMobile Server 随后将验证该1.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4837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238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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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并进行注册。

ELM ELM 许可证密钥许可证密钥： 此字段包含用于生成 ELM 许可证密钥的宏。如果此字段为空，请键入宏 ${elm.license.key}。

键入 Samsung 在您购买 E-FOTA 软件包时提供的以下信息：

Ent erprise FOTA Ent erprise FOTA 客户客户 ID ID

Ent erprise FOTA Ent erprise FOTA 许可证许可证
客户端客户端 ID ID

客户端密码客户端密码

创建“控制操作系统更新”策略。

配置以下设置：

启用启用 Ent erprise FOT A Ent erprise FOT A： 设置为开开。
Ent erprise FOT A Ent erprise FOT A 许可证密钥许可证密钥： 选择您在步骤 1 中创建的“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策略名称。

将“控制操作系统更新”策略部署到 Secure Hub。

工作配置文件通行码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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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运行 Android 7.0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您现在可以要求在 Android for Work 的工作配置文件中提供应用程序的通行码。尝
试在工作配置文件中打开任何应用程序时，系统将提示用户输入通行码。用户输入通行码时，之后可在工作配置文件中访问应
用程序。

您仅负责配置工作配置文件或配置设备的通行码要求。

要配置工作配置文件的通行码要求，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添加通行码通行码策略，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工作配置文件安全挑战：工作配置文件安全挑战： 启用此设置将要求用户完成安全挑战才能访问 Android for Work 工作配置文件中运行的应用程
序。此选项不适用于 Android 7.0 之前的 Android 设备。默认值为关关。
工作配置文件安全挑战的通行码要求工作配置文件安全挑战的通行码要求：
最小长度：最小长度：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的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6。
生物特征识别：生物特征识别： 选择是否启用生物特征识别。如果启用此选项，需含字符需含字符字段将隐藏。默认值为关关。此功能当前不受支
持。
必需字符：必需字符： 配置通行码的组成方式。请仅对运行 Android 7.0 的设备使用无限制无限制。Android 7.1 及更高版本不支持无限无限
制制设置。默认值为数字和字母数字和字母。

默认安全策略

默认情况下，如果某个设备是在工作配置文件模式下在 Android for Work 中注册的，USB USB 调试调试和未知来源未知来源设置在该设备上将处
于禁用状态。

XenMobile 现在允许您使用 XenMobile Server 控制台和 XenMobile Tools 取消注册 Android for Work 企业。

执行此任务时，XenMobile Server 将打开 XenMobile Tools 的弹出窗口。开始之前，请确保 XenMobile Server 有权在您使用的
浏览器中打开弹出窗口。某些浏览器（例如 Google Chrome）要求禁用弹出窗口阻止功能并将 XenMobile 站点的地址添加到
弹出窗口阻止白名单中。

取消注册 Android for Work 企业后：

通过企业注册的设备和用户会将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重置到其默认状态。以前应用的“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权
限”和“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限制”策略不再影响操作。
虽然 XenMobile 负责管理通过企业注册的设备，但是 Google 不对其进行管理。您不能添加新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
序。无法应用新的“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权限”或“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限制”策略。仍然可以将其他策略（例
如“计划”、“密码”和“限制”）应用到这些设备。设备必须重新注册，才能允许应用新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和 Android

for Work 特定的策略。
如果尝试在 Android for Work 中注册设备，这些设备将注册为 Android 设备，而非 Android for Work 设备。

要取消注册 Android for Work 企业，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在“设置”页面上，单击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单击删除企业删除企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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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一个密码。您在执行下一步骤时需要此密码才能完成取消注册操作。然后单击取消注册取消注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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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Tools”页面打开时，请输入您在上一步骤中创建的密码。

单击取消注册取消注册。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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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配置文件内部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的请求：可以通过一项新设备策略配置这些请求如何处理 Google 称作“危
险”权限的权限。您负责控制是否提示用户授予或拒绝来自应用程序的权限申请。此功能适用于运行 Android 7.0 及更高版本的
设备。

Google 将授予应用程序对以下对象的访问权限的权限定义为危险权限：

涉及隐私用户信息的数据或资源。
可能会影响用户已存储的数据或其他应用程序的操作的资源。例如，读取用户联系人的能力属于危险权限。

对于工作配置文件内部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可以配置一个全局状态，用于控制对这些应用程序的所有危险权限申请
的行为。还可以控制每个应用程序的单个权限组的危险权限申请的行为，如 Google 所定义。这些单个设置将替代全局状态。

有关 Google 如何定义权限组的信息，请参阅本 Android developers guide（《Android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Permission

groups”（权限组）。

默认情况下，系统将提示用户授予或拒绝危险权限申请。

要配置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的权限，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并添加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 应用程序权限应用程序权限策略。此策略仅
适用于您在 Google Play 控制台中首次添加并审批，然后作为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添加到 XenMobile 的应用程序。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guide/topics/permissions/requesting.html#perm-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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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全局状态：全局状态： 控制所有危险权限申请的行为。在列表中，单击提示提示、授予授予或拒绝拒绝。默认值为提示提示。
提示提示： 提示用户授予或拒绝危险权限申请。
授予授予： 授予所有危险权限申请而不提示用户。
拒绝拒绝： 拒绝所有危险权限申请而不提示用户。

要替代某个权限组的全局状态全局状态，请设置该权限组的各种行为。要配置某个权限组的设置，请单击添加添加，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应
用程序，然后选择授予状态授予状态。

可以在 XenMobile Server 中启用 SNMP 监视以允许监视系统，从而查询和获取与您的 XenMobile 节点有关的信息。这些查询
使用“处理器负载”、“平均负载”、“内存使用率”和“连接”等参数。有关 SNMP v3 的详细信息，例如身份验证和加密规范，请参
阅 SNMP 的官方文档 RFC 3414。

有关 SNMP 监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NMP 监视。

XenMobile Server 现在支持对 SQL Server 使用 Microsoft Java 数据库连接 (JDBC) 驱动程序。jTDS 驱动程序仍然您在本地安装
XenMobile Server 或者从使用 jTDS 驱动程序的 XenMobile Server 升级时使用的默认驱动程序。

对于这两种驱动程序，XenMobile 支持 SQL Server 身份验证或 Windows 身份验证，启用或关闭 SSL 皆可。

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和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时，驱动程序会将集成身份验证与 Kerberos 结合使用。XenMobile 将联
系 Kerberos 以获取 Kerberos 密钥发行中心 (KDC) 详细信息。如果所需的详细信息未提供，XenMobile CLI 将提示输入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 IP 地址。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341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snmp-monitoring.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6https://docs.citrix.com

要从 jTDS 驱动程序切换到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请通过 SSH 连接到您的所有 XenMobile Server 节点。然后，使用
XenMobile CLI 配置设置。执行的步骤因您当前的 jTDS 驱动程序配置而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QL Server 驱动程序。

对于用于优化 XenMobile 操作的多种服务器属性，默认值现在与优化 XenMobile 操作中提供的建议匹配。

下面是更新后的服务器操作，其中新的默认值在括号中显示：

hibernate.c3p0.timeout（120 秒）
推送服务检测信号时间间隔：ios.apns.heartbeat.interval, windows.wns.heartbeat.interval, gcm.heartbeat.interval（20 小
时）
auth.ldap.connect.timeout (60000)

auth.ldap.read.timeout (60000)

iOS MDM APNS 连接池大小 (10)

后台部署（1440 分钟）
后台硬件清单( 1440 分钟)

检查删除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的时间间隔（15 分钟）

此外，以下用户属性的默认值已更改为服务器属性中建议的设置：

阻止注册已获得 Root 权限的 Android 设备和已越狱的 iOS 设备(真)

您现在可以通过以前未记录在案的以下自定义服务器属性来进一步优化 XenMobile Server。

自定义键： hibernat e.c3p0.min_size hibernat e.c3p0.min_size

此 XenMobile Server（即自定义键）确定 XenMobile 打开的与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最小连接数。默认值为 5050。

要更改此设置，必须向 XenMobile Server 中添加具有以下配置的服务器属性：

键：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键：hibernat e.c3p0.min_sizehibernat e.c3p0.min_size

值：5050

显示名称：hibernat e.c3p0.min_size=hibernat e.c3p0.min_size= nnnnnn

说明：与与 SQL  SQL 的数据库连接的数据库连接

自定义键：hibernat e.c3p0.idle_t est _periodhibernat e.c3p0.idle_t est _period

此 XenMobile Server 属性（即“自定义键”）确定自动验证连接之前的空闲时间，单位为秒。默认值为 3030。

要更改此设置，必须向 XenMobile Server 中添加具有以下配置的服务器属性：

键：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键：hibernat e.c3p0. idle_t est _periodhibernat e.c3p0. idle_t est _period

值：3030

显示名称：hibernat e.c3p0. idle_t est _period =hibernat e.c3p0. idle_t est _period = nnnnn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sql-server-drivers.html
https://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tuning-operations.html
https://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rver-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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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休眠空闲测试时间段休眠空闲测试时间段

以前，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页面中的设备搜索默认包括所有设备属性，这会降低搜索速度。现在，默认搜索范围仅包括以下设备属性：

序列号
IMEI

Wifi MAC 地址
蓝牙 MAC 地址
Active Sync ID

User Name（用户名）

可以使用新服务器属性 include.device.propert ies.during.searchinclude.device.propert ies.during.search 配置搜索范围，其默认值为假假。要在设备搜索中包括所有
设备属性，请将设置更改为真真。

新新 iOS  iOS 设置助理选项：新增功能亮点。设置助理选项：新增功能亮点。iOS 设置助理项目新增功能亮点新增功能亮点设置以下入门信息屏幕：从任意位置访问 Dock 以及
在最近使用的应用程序之间切换。可以选择当用户首次启动其设备时是否从 iOS 设置助理步骤中忽略这些入门屏幕。

新增功能亮点新增功能亮点适用于 iOS 11.0（最低版本）。所有项目的默认设置为未选中。

对具有手机网络流量套餐的 iOS 11 设备执行完全擦除时，可以选择保留流量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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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VPP 或 DEP 令牌即将过期或已过期时，XenMobile 现在会显示许可证过期警告。

面向 macOS VPP 应用程序的 XenMobile 控制台界面发生了如下变化：
在在““配置配置”>“”>“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中，可以按中，可以按 macOS VPP  macOS VPP 筛选应用程序。筛选应用程序。现在将忽略界面的不适用于 macOS VPP 应用程序的各个
部分。例如，“应用商店配置”部分不显示，因为没有适用于 macOS 的 Secure Hub。“VPP 密钥导入”选项不再显示。
在在““管理管理”>“”>“设备设备””中，中，““用户属性用户属性””包括包括““停用停用 VPP  VPP 帐户帐户””。。

适用于适用于 macOS  macOS 的的““控制操作系统更新控制操作系统更新””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您现在可以使用“控制操作系统更新”策略将操作系统更新部署到受监督或
通过 Apple DEP 部署的 macOS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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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允许多个用户使用一个用于允许多个用户使用一个 Samsung SAFE  Samsung SAFE 设备的选项设备的选项。“限制”设备策略现在包括硬件控制选项允许多个用户允许多个用户。此选项适
用于 MDM 4.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禁用禁用 Samsung SAFE  Samsung SAFE 设备上的应用程序设备上的应用程序。您现在使用“限制”设备策略阻止已安装的应用程序列表在 Samsung SAFE 设备上
运行。浏览器浏览器、YouT ubeYouT ube 和 Google Play/Market placeGoogle Play/Market place  选项已弃用。

默认情况下，新的禁用应用程序禁用应用程序设置为关关，表示应用程序处于启用状态。要禁用已安装的应用程序，请将该设置更改
为开开，单击应用程序列表应用程序列表表格中的添加添加，然后键入应用程序软件包名称。

更改和部署某个应用程序列表将覆盖之前的应用程序列表。例如：假定您禁用了 com.example1 和 com.example2。然后
将列表更改为 com.example1 和 com.example3。在这种情况下，XenMobile 将启用 com.example.2。

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页面现在包括 Android 设备报告的以下附加设备属性：

运营商代码（仅由运行 Samsung MDM 5.7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报告）
型号（仅由运行 Samsung MDM 2.0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报告）

““限制限制””设备策略现在包括用于在设备策略现在包括用于在 Android  Android 设备上禁用相机的策略设备上禁用相机的策略。要配置此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单击添加添加，然
后单击限制限制。默认情况下，相机使用功能默认处于启用状态。要禁用相机使用功能，请将相机相机设置更改为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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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设置的日期和时间格式基于区域设置的日期和时间格式。“管理”>“设备和管理”>“用户”页面上显示的日期和时间现在根据区域设置确定格式。例
如，6 PM on October 15, 2017 的显示方式如下：

美国 (en-US)：10/15/17 06:00:00 pm

英国 (en-GB)：15/10/17 18:00:00

南非 (en-ZA)：2017/10/15 06:00:00 pm

“Samsung SAFE 防火墙”设备策略已重命名为“防火墙”设备策略。
对于以下文件，支持包中包括的备份存档的默认数量已缩减到 100。这些文件的默认大小为 10 MB。

DebugLogFile

AdminAuditLogFile

UserAuditLogFile

HibernateStats.log

当支持包包含每种目录的 100 个日志存档时，日志文件将回滚。如果配置的最大日志文件数量较低（“故障排除和支持”-

>“日志设置”），则将立即删除该服务器节点的无关日志文件。

设置设置 > Syslog > Syslog 页面现在包括一个用于向 syslog 服务器发送 XenMobile Server 调试日志的选项。
适用于适用于 REST   REST  服务更新的服务更新的 XenMobile  XenMobile 公共公共 API API。
适用于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用 API 包括以下新 API。有关详细信息，请下载 XenMobile Public API for REST

Services（用于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共 API）PDF 并参阅下文记录的各部分内容。
Get Users by Filter（通过过滤器获取用户）（第 3.12.1 节）
这一新增的 API 替代了现在已启用的 API“获取所有用户”。

Revoke Enrollment Token（吊销注册令牌）（第 3.19.6 节）
Remove Enrollment Token（删除注册令牌）（第 3.19.7 节）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server/downloads/xenmobile-10-8-0-public-rest-ap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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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Server 10.7 中的新增功能

Feb 21, 2018

注意
有关 XenMobile Server 10.7 的产品文档的完整集合，请参阅 PDF。 

Symantec 推出的 Touchdown 的生命周期已于 2017 年 7 月 3 日结束，并且标准支持、扩展支持和支持的生命周期将于 2018 年 7 月 2

日结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ymantec 支持文章 Touchdown End-of-Life, End-of-Availability, and End-of- Support

announcement（Touchdown 的生命周期结束、可用性结束和支持结束的声明）。

有关升级的信息，请参阅升级。要访问 XenMobile 管理控制台，只能使用节点的 XenMobile Server 完全限定域名或 IP 地址。

Important
升级到升级到 XenMobile 10.7   XenMobile 10.7  后：后：

如果涉及传出连接的功能停止运行，并且您尚未更改自己的连接配置，请检查 XenMobile Server 日志中是否存在如下所示的错误：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VPP Server: Host name '192.0.2.0' does not match the certificate subject provided by the peer（无法连接到
VPP 服务器: 主机名 192.0.2.0 与对等机提供的证书使用者不匹配）

如果收到证书验证错误，请在 XenMobile Server 上禁用主机名验证。默认情况下，主机名验证对除 Microsoft PKI 服务器以外的传出连

接启用。如果主机名验证中断了您的部署，请将服务器属性 dis able.hos tname.verifi cationdis able.hos tname.verifi cation 更改为 truetrue。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fa ls efa ls e。

XenMobile Server 10.7 包括以下新增功能：

与 Apple 教育功能相集成
在 iOS 设备中部署 iBook

BitLocker 设备策略
面向运行 iOS 10.3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设备的新限制
重新启动或关闭受监督的 iOS 设备
定位处于丢失模式的受监督 iOS 设备或在该设备上响铃
增强的 Android for Work 支持
更多适用于注册模板的宏
其他改进功能
公用 REST API 变更

有关缺陷修复的信息，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Important
Symantec 推出的 TouchDown 的生命周期已于 2017 年 7 月 3 日结束，并且标准支持、扩展支持和支持的生命周期将于 2018 年 7 月

2 日结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ymantec 支持文章 TouchDown End-of-Life, End-of-Availability, and End-of-Support

announcement（TouchDown 的生命周期结束、可用性结束和支持结束的声明）。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archive/xenmobile/xenmobile-server-10-7-product-documentation.pdf
https://support.symantec.com/en_US/article.ALERT2396.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pgrad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55292834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97555202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204109489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214711828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43047222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128117327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17905028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61526223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7.html#par_anchortitle_144324574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fixed-issues.html
https://support.symantec.com/en_US/article.ALERT2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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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Apple 教育功能相集成

在使用 Apple 教育功能的环境中，可以使用 XenMobile Server 作为您的移动设备管理 (MDM) 解决方案。XenMobile 支持 iOS

9.3 中引入的 Apple 教育增强功能，包括适用于 iPad 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和“课堂”应用程序。新的 XenMobile 教育配置
设备策略配置教师和学生的设备以供 Apple 教育功能使用。

以下视频提供了您对 Apple School Manager 和 XenMobile Server 所做更改的快速浏览。

Cit rix XenMobile Cit rix XenMobile 教育配置：将教育配置：将 Apple  Apple 教育功能与教育功能与 XenMobile  XenMobile 相集成相集成

您负责向教师和学生提供预配置并且受监督的 iPad。该配置包括：

XenMobile 中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注册

配置了新密码的托管 Apple ID 帐户

必需的 VPP 应用程序和 iBook

有关与 Apple 教育功能相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与 Apple 教育功能相集成和教育配置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ntegrate-with-apple-educ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education-configuration-policy.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23https://docs.citrix.com

在 iOS 设备中部署 iBook

可以使用 XenMobile 部署您通过 Apple 批量购买计划 (VPP) 获取的 iBook。在 XenMobile 中配置 VPP 帐户后，您购买的书籍
以及免费书籍将在配置配置 >  > 媒体媒体中显示。从媒体媒体页面中，可以通过选择交付组并指定部署规则来配置 iBook 在 iOS 设备中的部
署。

用户首次收到 iBook 并接受 VPP 许可证时，已部署的书籍将在设备上安装。这些书籍将在 Apple iBook 应用程序中显示。不能
取消书籍许可证与用户的关联，也不能从设备中删除书籍。XenMobile 安装 iBook 作为必需媒体。如果用户从其设备中删除了
已安装的书籍，该书籍仍保留在 iBook 应用程序中，可随时下载。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iOS 设备（最低版本 iOS 8）
按 iOS 批量购买计划中所述，在 XenMobile 中配置 iOS VPP。

配置配置 iBook iBook

通过 VPP 获取的 iBook 在配置配置 >  > 媒体媒体页面上显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媒体。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ios-vpp.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ed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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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ocker 设备策略

Windows 10 企业版中包括一项名为 BitLocker 的磁盘加密功能，该功能提供针对丢失或被盗的设备的未授权访问的额外文件和
系统保护。要获取更多保护，可以对受信任的平台模块 (TPM) 芯片版本 1.2 或更高版本使用 BitLocker。TPM 芯片处理加密操
作、生成和存储加密密钥以及限制对加密密钥的使用。

自 Windows 10 Build 1703 起，MDM 策略可以控制 BitLocker。可以在 XenMobile 中使用 BitLocker 设备策略配置在
Windows 10 设备上的 BitLocker 向导中可用的设置。例如，在启用了 BitLocker 的设备上，BitLocker 可以提示用户以下信
息：

希望如何在启动时解锁其设备

如何备份其恢复密钥

如何解锁固定驱动器。

BitLocker 设备策略还配置是否：

在未配备 TPM 芯片的设备上启用 BitLocker。

在 BitLocker 界面中显示恢复选项。

拒绝在未启用 BitLocker 时对固定驱动器或可移动驱动器的写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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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BitLocker 设备策略。

面向运行 iOS 10.3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设备的新限制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bitlocker-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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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限制”策略，您可以阻止用户在其设备上执行某些操作，该操作通过设备策略实现。

以下限制现在适用于运行 iOS 10.3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听写允许听写：仅在监督下使用。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则不允许听写输入。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 iOS 10.3 及更高版本。
强制列入强制列入 WiFi  WiFi 白名单白名单：可选。仅在监督下使用。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开开，则仅在 Wi-Fi 网络是通过配置文件设置的情况下设
备才能加入这些网络。默认设置为关关。适用于 iOS 10.3 及更高版本。

要设置这些限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选择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页面。

选择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单击限制限制。此时将显示限制 Policy inf ormat ionPolicy inf ormat ion（策略信息）页面。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选择 iOSiOS。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直至出现显示“单应用程序捆绑包 ID”部分的页面。设置限制。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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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设置限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限制”设备策略。

重新启动或关闭受监督的 iOS 设备

可以使用安全操作重新启动或关闭受监督的 iOS 设备（最低版本 10.3）。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设备，单击安全性安全性，然后单
击重新启动重新启动或关闭关闭。

设备将在收到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命令后立即重新启动。通行码锁定的设备在重新启动后不重新加入 WiFi 网络，因此，这些设备可能不与
服务器通信。设备将在收到关闭关闭命令后将立即关闭。

定位处于丢失模式的受监督 iOS 设备或在该设备上响铃

将受监督的 iOS 设备置于丢失模式后，可以使用安全操作定位该设备或使设备响铃。“响铃”是 Apple 为该设备定义的丢失模式
声音。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restrictions-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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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位处于丢失模式的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一个设备，单击安全性安全性，然后单击定位定位。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页面提供位置请求的状态。

如果定位了该设备，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页面将包括一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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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处于丢失模式的设备（最低版本 iOS 10.3）响铃，请执行以下操作：

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一个设备，单击安全性安全性，然后单击响铃响铃。设备下次连接时，将响铃。要停止响铃，用户需要单击
电源按钮。要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停止响铃，请使用禁用丢失模式禁用丢失模式安全操作。

增强的 Android for Work 支持

XenMobile 现在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为贵组织设置 Android for Work 的方法。使用 XenMobile Management Tools，通过
Google Play 将 XenMobile 绑定为您的企业移动性管理提供程序并为 Android for Work 设置一个企业。

注意
G Suite 客户使用旧版 Android for Work 设置配置旧版 Android for Work，如 Android for Work 一文中所述。单击 XenMobile“设置”的

Android for WorkAndroid for Work 页面中的旧版旧版 Android for Work Android for Work。

您需要：

用于登录 XenMobile Tools 的 Citrix 帐户凭据

用于登录 Google Play 的企业 Google ID 凭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ndroid for Work。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ndroid-for-work.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ndroid-for-wo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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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本地设备运行状况证明 (DHA)。

您现在可以通过本地 Windows 服务器为 Windows 10 移动设备启用设备运行状况证明 (DHA)。以前，适用于 XenMobile 的
DHA 可能只能通过 Microsoft 云启用。

要本地启用 DHA，请先配置一个 DHA 服务器。然后创建 XenMobile Server 策略以启用本地 DHA 服务。
要配置 DHA，需要运行 Windows Server 2016 技术预览版 5 或更高版本的计算机。安装 DHA 作为服务器角色。有关说明，请
参阅此 Microsoft TechNet 文章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设备运行状况证明）。

要创建 XenMobile Server 策略以启用本地 DHA 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页面。

2. 如果已创建通过 Microsoft 云启用 DHA 的策略，请跳至步骤 8。

3. 单击添加添加添加新策略。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4.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自定义自定义下方，单击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信息页面。

5. 在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页面。

7.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8. 对于您选择的每个平台：

a. 将启用启用““设备运行状况证明设备运行状况证明””设置为开开。

b. 将配置本地配置本地 Healt h At t est at ion Service Healt h At t est at ion Service  设置为开开。

c. 在本地本地 DHA  DHA 服务服务 FQDN FQDN 中，输入您设置的 DHA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域名。

d. 在本地本地 DHA API  DHA API 版本版本中，选择在 DHA 服务器上安装的 DHA 服务版本。

9.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mt75034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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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认已将该策略推送到 Windows 10 移动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设备”。

2. 选择设备。

3. 选择属性属性。

4. 向下滚动以查看“Windows 设备运行状况证明”。 

更多适用于注册模板的宏

为设备注册邀请创建注册模板时，可以使用下面的新宏：

${enrollment.urls}

${enrollment.ios.url}

${enrollment.macos.url}

${enrollment.android.url}

${enrollment.ios.platform}

${enrollment.macos.platform}

${enrollment.android.platform}

${enrollment.agent}

通过这些宏，您可以创建包含适用于多个设备平台的注册 URL 的注册模板。

下例显示了如何创建包含适用于多个设备平台的注册 URL 的通知。适用于消息消息的宏为：

${enrollment.u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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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示例显示了如何为提示用户单击适用于其设备平台的注册 URL 的通知创建消息：

示例示例 1 1：

要进行注册，请单击下面的适用于您的设备平台的链接：

${enrollment.ios.platform} - ${enrollment.ios.url}

${enrollment.macos.platform} - ${enrollment.macos.url}

${enrollment.android.platform} - ${enrollment.android.url}

示例示例 2 2：

要注册 iOS 设备，请单击链接 ${enrollment.ios.url}。

要注册 macOS 设备，请单击链接 ${enrollment.macos.url}。

要注册 Android 设备，请单击链接 ${enrollment.android.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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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进功能

XenMobile 控制台和自助服务门户现在提供西班牙语版本。

XenMobile XenMobile 现在报告适用于现在报告适用于 Android  Android 设备的安全修补程序级别设备的安全修补程序级别。可以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页面上以及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中查看安全安全
修补级别修补级别。还可以使用配置配置 >  > 操作操作创建安全修补程序级别触发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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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按 macOS  macOS 过滤注册邀请过滤注册邀请。管理管理 >  > 注册邀请注册邀请的平台过滤器现在包括 macOSmacOS。

用于阻止用户使用人脸识别解锁用于阻止用户使用人脸识别解锁 Samsung Galaxy S8+   Samsung Galaxy S8+  设备的设备的““限制限制””策略设置策略设置。适用于 Samsung SAFE 的“限制”策略设置
现在包括设置人脸识别人脸识别。要阻止使用人脸识别来解锁设备访问，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并编辑“限制”策略以将人脸识别人脸识别设置
为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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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必需的 macOS VPP  macOS VPP 应用程序现在受支持应用程序现在受支持。您现在可以将 macOS VPP 应用程序部署为 Active Directory 和本地用户的必需
应用程序。可以在配置配置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中查看 macOS VPP 应用程序，在该页面上，可以按 macOS VPP 过滤应用程序。在该页
面上，应用商店配置应用商店配置部分不对 macOS VPP 应用程序显示，因为没有适用于 macOS 的 Secure Hub。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用用
户属性户属性包括针对 macOS VPP 帐户的“停用 VPP 帐户”选项。

““配置配置”>“”>“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现在显示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和企业应用程序的软件包现在显示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和企业应用程序的软件包 I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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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组的按字母顺序排序的资源列表。交付组的按字母顺序排序的资源列表。在配置配置 >  > 交付组交付组中，所有资源列表和搜索结果都按字母顺序显示。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和管理管理 >  > 用户用户页面上，日期现在以 24 小时制格式显示，即 dd/mm/yyyy hh:mm:ss。日期反映设备和用户的
本地时区。

适用于适用于 iOS  iOS 设备的设备的 VPN  VPN 策略现在具有一个适用于策略现在具有一个适用于 iKEv2  iKEv2 类型的类型的 VPN  VPN 策略的策略的““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选项选项。iOS 9.0 及更高
版本的设备支持对 iKEv2 连接使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选项包括：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8https://docs.citrix.com

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
Safari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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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OS”部分下，添加到 iKEv2 连接类型部分：

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在 iOS 9.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否自动触发为应
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 ari Saf ari 域域：单击添加添加可添加 Safari 域名。

适用于适用于 macOS  macOS 设备的擦除代码在设备的擦除代码在 XenMobile  XenMobile 控制台中显示。控制台中显示。 macOS 设备要求用户在擦除设备后输入一个 PIN 码。如果
用户未记住此代码，您现在可以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详细信息页面中查找擦除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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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 VPP  VPP 部署部署 MDX  MDX 应用程序时，应用程序时，Secure Hub Secure Hub 应用商店现在将仅显示应用程序的应用商店现在将仅显示应用程序的 VPP  VPP 实例实例。以前，VPP 和 MDX 应用
程序都在应用商店中显示。此变更阻止用户安装应用程序的 MDX 版本，这要求用户具有 iTunes 帐户。添加 MDX 应用程序
时，可以使用新设置通过通过 VPP  VPP 部署的应用程序部署的应用程序。如果要使用 VPP 部署应用程序，请将此设置更改为开开。

改进了导入大量改进了导入大量 VPP  VPP 许可证时的性能许可证时的性能。此优化使用多线程功能。新 XenMobile Server 属性 MaxNumberOf WorkerMaxNumberOf Worker 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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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值为 33（线程）。如果需要进一步优化，可以增加线程的数量。但是，如果使用数量较大的线程，例如 6 个，VPP 导入会
导致 CPU 使用率非常高。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对 Mac OS X、OS X、OSX、MACOSX 和 MacOS 的所有引用现在都为 macOS。

重新启动重新启动 Windows 10  Windows 10 设备设备。您现在可以发送安全操作“重新启动”以重新启动设备。对于 Windows Tablet 和 PC，此时将
显示消息“System will reboot soon”（系统很快将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将在之后的 5 分钟内发生。对于 Windows Phone，
不向用户显示任何警告消息，并且重新启动将在几分钟后发生。

公用 REST API 变更

对于设备通知 REST 服务，您现在可以使用设备 ID 通知设备，而不需要运行 XenMobile 以发送令牌。

使用 XenMobile 公用 REST API 创建注册邀请时，您现在可以：

指定自定义指定自定义 PIN PIN。如果注册模式需要 PIN，可以使用自定义 PIN 来代替 XenMobile Server 随机生成的 PIN。PIN 长度必须
匹配为注册模式配置的设置。PIN 长度的默认值为 8。例如，请求可能包括："pin": "12345678"

选择多个平台选择多个平台。以前，只能使用 REST API 为注册邀请指定一个平台。“platform”字段已弃用，替换为“platforms”。例如，
请求可能包括："platforms": ["iOS", "MACOSX"]

适用于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用 API 现在包括以下 API：

按容器 ID 获取
MDX 移动应用程序
企业移动应用程序
WebLink 应用程序
Web/SaaS 应用程序
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在新的或现有的容器中上载应用程序
MDX 移动应用程序
企业移动应用程序

更新平台详细信息包括适用于 MDX 移动应用程序和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容器
添加或更新应用程序

WebLink 应用程序
Web/SaaS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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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按连接器名称获取所有 Web/SaaS 连接器或获取 Web/Saas 连接器
删除应用程序容器

MDX 移动应用程序
企业移动应用程序
WebLink 应用程序
Web/SaaS 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Public API for REST Services（适用于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用 API）。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server/downloads/xenmobile-10-7-public-rest-ap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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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Server 10.6 中的新增功能

Feb 21, 2018

注意
有关 XenMobile Server 10.6 的产品文档的完整集合，请参阅 PDF。该 PDF 包括与从早期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升级有关的信息。

有关 XenMobile Server 10.6 PDF 的更新和更正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Server 10.6 文档勘误表。

有关升级到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的信息，请参阅升级。要访问 XenMobile 管理控制台，只能使用节点的 XenMobile

Server 完全限定域名或 IP 地址。

XenMobile Server 10.6 包括以下新增功能和已修复的问题。

Important
Symantec 推出的 Touchdown 的生命周期已于 2017 年 7 月 3 日结束，并且标准支持、扩展支持和支持的生命周期将于 2018 年 7 月 2

日结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ymantec 支持文章 Touchdown End-of-Life, End-of-Availability, and End-of- Support

announcement（Touchdown 的生命周期结束、可用性结束和支持结束的声明）。

改进了所需应用程序的部署

XenMobile 现在持续迅速地在托管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安装所需的应用程序。此改进功能解决了主要在企业 (XME) 模式下配
置的 XenMobile 中发生的部署问题。用户在以下情况下能够更加迅速地接收更新，例如：

上载新应用程序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标记。
根据需要标记现有应用程序。
用户删除所需的应用程序。
Secure Hub 更新可用。

XenMobile Server 10.6

Secure Hub（最低版本：10.5.15，适用于 iOS；10.5.20，适用于 Android）
MDX Toolkit 10.6

自定义服务器属性 force.server.push.required.apps。

默认情况下，所需应用程序的强制部署处于禁用状态。要启用该功能，请创建一个“自定义密钥”服务器属性。将密钥密钥和显显
示名称示名称设置为 f orce.server.push.required.appsf orce.server.push.required.apps，将值值设置为 t ruet rue。

升级 XenMobile Server 和 Secure Hub 后：使用已注册的设备的用户必须注销并登录 Secure Hub 一次，以获取所需的应用
程序部署更新。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archive/xenmobile/xenmobile-server-10-6-product-documentation.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whats-new/10-6.html#par_anchortitle_212698425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pgrade.html
https://support.symantec.com/en_US/article.ALERT2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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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显示了向交付组添加 Secure Tasks 应用程序并部署交付组的顺序。

示例应用程序 Secure Tasks 部署到用户设备后，Secure Hub 将提示用户安装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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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需要启用 MDX 的应用程序（包括企业应用程序和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将立即更新，即使您为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配置了 MDX 策

略并且用户选择稍后升级应用程序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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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所需应用程序的管理员和用户工作流。这些表介绍了10.6 版之前的 XenMobile Server 版本中的行为与 10.6 版中的
行为的比较结果。

第一个表介绍了 iOS 设备上的工作流。第二个表介绍了 Android 设备上的工作流。 

iOS iOS 所需的应用程序工作流所需的应用程序工作流

Enterpris e appsEnterpris e apps Public app s tore appsPublic app s tore apps

早期版本早期版本 截至截至 XenMobile Server 10.6 XenMobile Server 10.6 早期版本早期版本
截至截至 XenMobile Server XenMobile Server

10.610.6

首次注册期间部署
XenMobile Apps。所需的
应用程序安装在设备上。

相同。
首次注册期间部署
XenMobile Apps。所需的
应用程序安装在设备上。

相同。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更
新应用程序。

相同。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更新
应用程序。

相同。

在设备上打开 Secure Hub

Store。更新图标在应用商
店中显示。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部署以部署所需
的应用程序。

在设备上打开 Secure Hub

Store。更新图标在应用商
店中显示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
部署以部署所需的应用程
序。

SpringBoard 上的应用程序
已更新。

SpringBoard 上的应用程序已更新。
SpringBoard 上的应用程序
已更新。升级自动启动。系
统不提示用户进行更新。

SpringBoard 上的应用程序
已更新。升级自动启动。系
统不提示用户进行更新。

用户从 SpringBoard 中打开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提示用
户在 7 天内进行升级。

用户从 SpringBoard 中打开应用程序。系统
提示用户在 7 天内进行升级。实际上，即使
用户单击“以后”，也会升级应用程序。

在设备上打开应用程序。应
用程序已升级。系统在宽限
期后不提示用户升级。

相同。

用户单击“以后”，升级不启
动。
用户单击“立即更新”，升级
启动。

应用程序已升级。

用户单击“以后”，升级不启
动。
用户单击“立即更新”，升级
启动。

应用程序已升级。

Android Android 所需的应用程序工作流所需的应用程序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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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 e appsEnterpris e apps Public app s tore appsPublic app s tore apps

早期版本早期版本 截至截至 XenMobile Server 10.6 XenMobile Server 10.6 早期版本早期版本
截至截至 XenMobile Server XenMobile Server

10.610.6

首次注册期间部署
XenMobile Apps。所需的
应用程序安装在设备上。

相同。 相同。 相同。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更
新应用程序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部署以部署所
需的应用程序。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更新应
用程序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更
新应用程序

在设备上打开 Secure Hub

Store。更新图标在应用商
店中显示。

应用程序已升级。（Nexus 设备提示安装更
新，但 Samsung 设备执行无提示安装。）

在设备上打开 Secure Hub

Store。更新图标在应用商店中
显示。

单击部署部署或者在设备上进
入 Secure Hub Store。更
新图标在应用商店中显
示。

设备 SpringBoard 上不显
示任何提示或更新。

用户从 SpringBoard 中打开应用程序。系统
提示用户在 7 天内进行升级。实际上，即
使用户单击以后以后，也会升级应用程序。

用户必须在 Secure Hub Store

中单击更新图标才能升级。
（Nexus 将提示用户安装更
新。）

应用程序升级自动启动。
（Nexus 设备将提示用户
安装更新。）

用户从 SpringBoard 中打
开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提
示用户在 7 天内进行升
级。 

应用程序已升级。
在 SpringBoard 上打开应用程
序。应用程序已升级。系统不
提示用户宽限期。 

在 SpringBoard 上打开应
用程序。应用程序已升
级。系统不提示用户宽限
期。 

用户单击以后以后，升级不启
动。
用户单击立即更新立即更新，升级
启动。
（系统不提示用户在
Samsung 设备上安装，但
Nexus 将提示用户进行更
新。）

应用程序已升级。（Samsung 设备执行无
提示安装。）

用户单击以后以后，升级不启动。
用户单击立即更新立即更新。升级启
动。

应用程序已升级。
（Samsung 设备执行无提
示安装。）

配置本地 NetScaler Gateway 以与 XenMobile Server 配
合使用

自 XenMobile 10.6 起，您通过从 NetScaler Gateway 上运行的 XenMobile 中导出一个脚本，将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为与
XenMobile Server 结合使用。该脚本配置 XenMobile 所需的以下 NetScaler Gateway 设置：

MDM 和 MAM 需要的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的会话策略
XenMobile Server 详细信息
NSG 虚拟服务器的身份验证策略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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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脚本描述了 LDAP 配置设置。
代理服务器的流量操作和策略
无客户端访问配置文件
NetScaler 上的静态本地 DNS 记录
其他绑定：服务策略、CA 证书

该脚本不处理以下配置：

Exchange 负载平衡
ShareFile 负载平衡
ICA 代理配置
SSL 卸载

如果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存在，设置设置 > Net Scaler Gat eway > Net Scaler Gat eway  页面现在将包含一个导出配置脚本导出配置脚本按钮。

添加新添加新 Net Scaler Gat eway Net Scaler Gat eway  页面还包括一个用于导出配置脚本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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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适用于 iOS 设备注册的派生凭据

派生凭据提供适用于移动设备的强身份验证。从智能卡派生的凭据驻留在移动设备上，而非智能卡上。智能卡为个人身份验证
(Personal Identity Verification, PIV) 卡或通用访问卡 (Common Access Card, CAC)。

派生凭据为包含用户标识符（例如 UPN）的注册证书。XenMobile 将从凭据提供程序获取的凭据存储在设备上一个安全的保管
库中。

XenMobile 可以使用适用于 iOS 设备注册的派生凭据。如果是为派生凭据配置的，XenMobile 将不支持适用于 iOS 设备的注册
邀请或其他注册模式。但是，您可以使用相同的 XenMobile Server 通过注册邀请和其他注册模式注册 Android 设备。

请使用设置设置 >  > 适用于适用于 iOS  iOS 的派生凭据的派生凭据页面配置派生凭据。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控制台不包括设置设置 >  > 派生凭据派生凭据。要为派生
凭据启用接口，请转至设置设置 >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添加服务器属性 derived.credent ials.enablederived.credent ials.enable  并将其设置为 t ruet ru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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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iOS 的派生凭据。有关派生凭据的 REST API 的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REST API Reference

PDF（XenMobile REST API 参考 PDF）。

为注册邀请选择多个设备平台

您现在可以为注册邀请选择 iOS、macOS 和 Android 设备平台的任意组合。管理管理 >  > 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包括选择平台选择平台设置。所选平台
决定显示的注册模式注册模式选项以及某些设置是否显示，例如设备信息设备信息。

如果收件人收件人为组组，则默认选择所有平台。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server/downloads/XenMobile-10-6-Public-AP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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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件人收件人为用户用户，则默认不选择任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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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显示对每个选定的平台有效的注册模式注册模式选项。例如，如果选择了所有平台，适用于该组合的有效注册模式为“用户名 + 密
码”、“双重”和“用户名 + PIN”。

适用于 macOS 设备的更多注册选项

除了通过发送注册链接注册 macOS 用户外，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发送注册邀请来注册 macOS 用户。这两种方法都使 macOS 用
户能够直接从其设备无线注册。

注册邀请可以使用下面适用于 macOS 设备的任意注册模式：

用户名 + PIN

用户名 + 密码

双重身份验证

用户按照注册邀请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时，将显示一个填写了用户名的登录屏幕。

要向要向 macOS  macOS 设备用户发送注册邀请，请执行以下操作设备用户发送注册邀请，请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面向 macOS 用户注册的邀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向用户发送注册邀请。。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99815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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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收到邀请并单击链接后，以下屏幕将在 Safari 浏览器中显示。XenMobile 填写用户名。如果您为注册模式选择双重双重，则
将额外显示一个字段。

用户根据需要安装证书。如果您为 macOS 配置了公众信任的 SSL 证书和公众信任的数字签名证书，XenMobile 将不提示用
户安装证书。有关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和身份验证。

用户提供请求的凭据。

现在即可以像管理移动设备一样使用 XenMobile 管理 Mac。

要阻止在要阻止在 macOS  macOS 设备上通过安装链接注册，请执行以下操作：设备上通过安装链接注册，请执行以下操作：

可以通过将新服务器属性启用启用 macOS OTAE macOS OTAE  (macos.ot ae.enablemacos.ot ae.enable) 设置为 f alsef alse  来阻止对 macOS 设备使用注册链接。因
此，macOS 用户只能使用注册邀请进行注册。

2.

3.

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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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信息保护设备策略

Windows 信息保护 (WIP) 以前称为企业数据保护 (EDP)，是一项防止出现潜在企业数据泄漏的 Windows 10 技术。数据泄漏会
通过与非企业保护的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之间或在贵组织的网络外部共享企业数据发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TechNet 上的 Protect your enterprise data using Windows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IP)（使用 Windows 信息保护 (WIP) 保
护您的企业数据）。

可以在 XenMobile 创建一条设备策略以指定在您设置的强制级别需要 Windows 信息保护的应用程序。策略“Windows 信息保
护”适用于 Windows 10 1607 版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 Phone、Tablet 和 Desktop。

您指定影响用户体验的强制级别。例如，您可以：

阻止任何不恰当的数据共享。

警告不恰当的数据共享并允许用户替换策略。

登录并允许不恰当的数据共享过程中无提示运行 WIP。

要创建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并添加 Windows Windows 信息保护信息保护策略。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itpro/windows/keep-secure/protect-enterprise-data-using-w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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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indows 信息保护设备策略。

适用于 Android 设备的 Citrix VPN 连接类型

适用于 Android 的 VPN 设备策略现在支持配置 Citrix VPN。Citrix VPN 是在完整 VPN 模式下连接到 NetScaler Gateway 的移
动应用程序，与无客户端 VPN 或 ICA 代理模式截然相反。此功能需要 Secure Hub 10.6。

在 Android 的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上，连接类型连接类型菜单现在包括 Cit rix VPNCit rix VP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indows-information-protection-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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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VPN 连接类型的设置：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IP  地址地址：键入 NetScaler Gateway 的 FQDN 或 IP 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和密码密码：键入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密码密码或密码和证书密码和证书的 VPN 凭据。可选。如果未提供 VPN 凭据，Citrix VPN 应用程序将提
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针对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证书证书或密码和证书密码和证书显示。

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如果未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所有流量都将通
过 Citrix VPN 通道传输。如果启用了“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请指定以下设置。默认值为关关。

白名单白名单或黑名单黑名单：选择一项设置。如果选择白名单白名单，白名单中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将通过此 VPN 传输。如果选择黑名单黑名单，
除黑名单中的任何应用程序以外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将通过此 VPN 传输。

应用程序列表应用程序列表：指定列入白名单或黑名单中的应用程序。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键入以逗号分隔的应用程序软件包名称的列表。

自定义自定义 XML XML：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键入自定义参数。XenMobile 支持 Citrix VPN 的以下参数：

disableL3ModedisableL3Mode：可选。要启用此参数，请键入 YesYes 作为值值。如果启用了此参数，则不显示用户添加的任何 VPN 连
接，并且用户无法添加其他连接。此限制是全局性的，适用于所有 VPN 配置文件。

userAgentuserAgent：字符串值。可以指定要在每个 HTTP 请求中发送的自定义用户代理字符串。指定的用户代理字符串附加到
现有 Citrix VPN 用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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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PN 设备策略。

将 XenMobile 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为 IDP

将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D) 配置为您的身份提供程序 (IDP) 将允许用户使用其 Azure 凭据在 XenMobile 中注册。

支持 iOS、Android 和 Windows 10 设备。iOS 和 Android 设备通过 Secure Hub 注册。

请在设置设置 >  >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 > IDP > IDP  下将 Azure 配置为您的 IDP。IDPIDP  页面是此版本的 XenMobile 的新页面。在早期版本的
XenMobile 中，您在设置设置 > Microsof t  Azure > Microsof t  Azure  下配置 Azur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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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 XenMobile 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为 IDP。

根据应用程序 ID 部署设备策略、应用程序和智能操作

您现在可以将 XenMobile 配置为根据应用程序 ID 部署设备策略、应用程序和智能操作。为此，请使用新部署规则已安装应用已安装应用
程序的名称程序的名称。

可以使用这一新增功能从企业应用商店分发迁移到公共应用商店分发：

请将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规则与“应用程序卸载”设备策略结合使用。这样将触发 XenMobile 在公共应用商店版本安装后从
用户设备中删除企业应用程序。
此功能仅适用于在企业模式 (XME) 下连接到 XenMobile Server 的托管 iOS 设备。

注意
2017 年底之前，Citrix 要求您使用 Citrix 应用程序的公共应用商店版本，而非企业版本。

要为企业应用程序配置要为企业应用程序配置““应用程序卸载应用程序卸载””设备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设备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中，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单击应用程序卸载应用程序卸载。

为该策略命名，然后取消选中除 iOSiOS  平台以外的所有复选框。

在 iOSiOS  页面上，选择旧企业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捆绑包 ID，然后展开部署规则部署规则。

1.

2.

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microsoft-az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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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规则：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然后（如示例中所示）选择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和等于等于。键入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应用程
序捆绑包 ID。

填写分配分配页面，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在示例中，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com.citrix.mail.ios) 安装在指定交付组中的设备上后，XenMobile 将删除企业版本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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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itrix.mail)。

报告改进功能

XenMobile 的分析分析 >  > 报告报告页面的设计得以改进，包含更多适用于所有预定义的报告的功能：

使用基于设备的过滤器进行排序和搜索。
按日期筛选报告
导出 PDF 格式的报告。
直观表示报告数据的交互式图表。
“排名前 25 的应用程序”报告现在称为“应用程序部署尝试总次数”。此报告现在列出已部署的所有应用程序以及尝试在其设备
上安装这些应用程序的用户的百分比。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报告。

定位 Windows 10 设备

XenMobile 控制台管理员和自助服务门户用户现在可以定位 Windows 10 Phone、Desktop 和 Tablet。定位功能已对 iOS 和
Android 设备可用。发出定位命令时，XenMobile Server 将直接与设备通信。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按如下所示向设备发送定位操作。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上，选择一个设备，然后单击安全安全。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rep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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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操作安全操作中，单击定位定位。

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页面提供位置请求的状态并在定位了设备的情况下显示一份地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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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适用于 Windows 10 Phone 和 Tablet 的设备状态属
性

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页面包括更多适用于 Windows 的设备属性。Windows 10 DeviceStatus 配置服务提供程序 (CSP) 提供的以下属性
可用。

反间谍软件签名状态
反间谍软件状态
防病毒签名状态
防病毒状态
电池正在充电
剩余电池电量
加密合规性
防火墙状态
IPV4 地址
IPV6 地址
MAC 地址网络连接
MAC 地址类型
操作系统版本
主 SIM 卡运营商
主 SIM 卡 ICCID

主 SIM 卡漫游合规性
安全引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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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M 版本
用户帐户控制状态

有关这些属性的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文章 DeviceStatus CSP。下例显示了几个已添加的属性。

用于控制 iOS 设备上的操作系统更新的设备策略

您现在可以将 XenMobile 配置为向受监督的 iOS 设备发送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新。请选择是否向设备部署操作系统更新，以便用
户能够手动安装更新，或者强制在设备上安装。要配置新设备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并添加控制操作系统更新控制操作系统更新。

配置以下选项：

操作系统更新选项操作系统更新选项：这两个选项都将根据操作系统更新频率操作系统更新频率将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新下载到受监督设备。设备将提示用户安装
更新。提示在用户解锁设备后可见。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windows/hardware/commercialize/customize/mdm/devicestatus-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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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更新频率操作系统更新频率(1– 365 (1– 365 天天))：确定 XenMobile 检查和更新设备操作系统的频率。默认值为 77  天。

更多适用于 iOS 10+ 的 WiFi 策略选项

禁用俘获型网络检测禁用俘获型网络检测：如果设置为开开，用户将无法加入在访问网络之前需要同意或提供其他信息的网络。默认值为关关。

快车道快车道 QoS  QoS 标记标记：服务质量 (QoS) 标记允许您确定特定企业应用程序的网络带宽优先级。选择限制或不限制 Cisco 快车道
QoS 标记。如果不限制支持 Cisco 快车道 QoS 的 WiFi 网络的 QoS 标记，所有应用程序都将列入白名单以使用 L2 和 L3 标
记。如果限制 QoS 标记，请指定能够使用 L2 和 L3 标记的应用程序。默认设置为不限制不限制 QoS  QoS 标记标记。

如果快车道快车道 QoS  QoS 标记标记设置为限制限制 QoS  QoS 标记标记，则将显示以下选项：

启用启用 QoS  QoS 标记标记：可选。如果设置为关关，则将禁用 QoS 标记。默认值为开开。

将将 Apple  Apple 音频音频//视频通话列入白名单视频通话列入白名单：可选。如果设置为关关，Apple 音频和视频通话将不列入白名单，这表示不优先处理流
量。默认值为开开。

将特定应用程序列入白名单将特定应用程序列入白名单：指定要使用 L2 和 L3 标记的应用程序。

有关适用于 iOS 的 WiFi 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Configurator 2 帮助。

更多适用于 iOS 的“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策略选项

https://help.apple.com/configurator/ma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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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策略包括以下新选项，这些选项在设备上的 VPN 客户端支持多个 VPN 提供程序时使用：

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如果在自定义自定义 SSL  SSL 标识符标识符中指定的应用程序具有多个类型相同（应用程序代理或数据包通道）的
VPN 提供程序，请指定此捆绑包标识符。
提供程序类型提供程序类型：提供程序类型指示提供程序是 VPN 服务还是代理服务。对于 VPN 服务，请选择数据包通道数据包通道。对于代理服
务，请选择应用程序代理应用程序代理。此选项在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设置为开开时可见。

“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项适用于以下连接类型：Cisco AnyConnect、Juniper SSL、F5 SSL、SonicWALL Mobile Connect、
Ariba VIA、Citrix VPN 和自定义 SSL。

要配置要配置““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请执行以下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中，创建一条 VPN 策略。例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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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中，创建一条“应用程序属性”策略以将应用程序与“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策略相关联。对于““为应用单独为应用单独
设置设置 VPN” VPN”标识符标识符，请选择在步骤 1 中创建的 VPN 策略的名称。对于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ID，请从应用程序列表中进行选
择，或者输入应用程序捆绑包 ID。（如果部署了 iOS 的“应用程序清单”策略，应用程序列表将包含应用程序。）

适用于 macOS 设备的更多功能限制选项

“限制”设备策略包含以下适用于 macOS 的附加限制选项。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允许使用所有这些功能。

对于 macOS 10.12.4 及更高版本：

允许 Touch ID 解锁 Mac

允许 iCloud 桌面和文档

对于 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

允许 iCloud 照片
如果将此设置更改为关关，未完全从 iCloud 照片库中下载的所有照片都将从本地设备存储中删除。
允许自动解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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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选项和 Apple Watch 的信息，请参阅 https://support.apple.com/en-ie/HT206995。

更多适用于 VPN 设备策略的 IKEv2 参数

iOS 10.0iOS 10.0

IKEv2、AlwaysOn IKEv2 和 AlwaysOn IKEv2 双配置连接类型具有多个适用于 iOS 10.0 的参数。

https://support.apple.com/en-ie/HT20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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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DNS 服务器服务器 IP   IP  地址地址：可选。DNS 服务器 IP 地址的列表。这些 IP 地址可以包括 IPv4 和 IPv6 地址的混合。

域名域名：可选。通道的主域。

搜索域搜索域：可选。用于完全限定单标签主机名的域的列表。

将补充匹配域附加到解析程序列表将补充匹配域附加到解析程序列表：可选。确定是否将补充匹配域中的域附加到解析程序的搜索域。00 表示附加；11 表示不附
加。默认值为 00。

补充匹配域补充匹配域：可选。用于确定要使用 DNS 服务器地址中包含的 DNS 解析程序设置的 DNS 查询的域的列表。此键将创建一个
拆分 DNS 配置，在该配置中，只有某些域中的主机才能使用通道的 DNS 解析程序进行解析。不在此列表的其中一个域中的主
机将使用系统的默认解析程序进行解析。

如果您保存了此参数的空字符串，XenMobile 将使用该字符串作为默认域。此解决方案说明了拆分通道配置如何将所有 DNS

查询先定向到 VPN DNS 服务器，然后再定向到主 DNS 服务器。如果 VPN 通道成为网络的默认路由，列出的 DNS 服务器将成
为默认解析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补充匹配域列表将被忽略。

iOS 9.0iOS 9.0

IKEv2、AlwaysOn IKEv2 和 AlwaysOn IKEv2 双配置连接类型具有多个适用于 iOS 9.0 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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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数适用于全部三种 IKEv2 连接类型：

禁用移动性和多宿主禁用移动性和多宿主
使用使用 IPv4 /IPv6  IPv4 /IPv6 内部子网属性内部子网属性
禁用重定向禁用重定向
启用完全向前保密启用完全向前保密

两种 AlwaysOn IKEv2 连接类型还包括：

设备在睡眠状态下启用设备在睡眠状态下启用 NAT   NAT  保持连接保持连接

保持连接数据包维护 IKEv2 连接的 NAT 映射。芯片在设备处于唤醒状态时定期发送这些数据包。如果此设置设为开开，即
使设备处于睡眠状态时，芯片也会发送保持连接数据包。

通过 WiFi 传输时，默认时间间隔为 20 秒，通过手机网络传输时为 110秒。可以使用 NAT  NAT  保持连接时间间隔保持连接时间间隔参数。

NAT  NAT  保持连接时间间隔保持连接时间间隔((秒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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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为 2020 秒。

支持基于 Android 的 Zebra 坚固型移动设备

XenMobile 现在支持使用 Zebra Android 设备的用户。

重要重要：Zebra 设备必须安装 Secure Hub 10.5.10 才能在 XenMobile 中注册。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当您管理 Zebra 设备时，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属性属性列表中将显示多个属性。

Zebra APIZebra API：指示设备包含 Zebra API。
Zebra MXMF Zebra MXMF 版本版本：指示 MX 管理框架 (MXMF) 可用于显示 API 以及配置和管理基于 Android 的 Zebra 设备。
Zebra Zebra 修补程序版本修补程序版本：指示设备上当前安装的修补程序版本。

有关 Zebra 设备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Zebra Technologies 文档。

自定义自定义 XML XML MDM 策略也适用于 Zebra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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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进功能

Exchange Exchange 策略现在适用于策略现在适用于 Windows 10 T ablet Windows 10 T ablet。。要添加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这些设置与 Windows 10

Phone 的设置相同。有关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exchange-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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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ve Direct ory Act ive Direct ory 用户名现在使用小写字母存储。用户名现在使用小写字母存储。截至本版本，XenMobile 将使用小写字母存储所有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名。此变更适用于升级时的 XenMobile 数据库中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以及新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此变更不适用于本
地用户名。

用于加载、筛选、排序和搜索设备查询的页面现在的速度快三倍。用于加载、筛选、排序和搜索设备查询的页面现在的速度快三倍。此优化是在根据给定条件查询设备列表时将设备计数与查
询分离的优化的结果。XenMobile Server 现在可以动态提取设备计数。

适用于适用于 iOS  iOS 设备的设备的 VPN  VPN 策略现在具有面向策略现在具有面向 IPSec  IPSec 连接类型的连接类型的““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选项。选项。 iOS 9.0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支
持面向 IPSec 连接的“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Netskope 以及其他云访问安全代理 (Cloud Access Security Broker, CASB) 可
能会建议使用面向 IPSec 的“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连接。

“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项包括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以及 Saf ari Saf ari 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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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组吊销或批量吊销 iOiOS  批量购买计划许可证批量购买计划许可证。您现在还可以取消关联用户组或所有分配的批量购买计划许可证以批量释
放许可证。

一次删除多个一次删除多个 Act ive Direct ory  Act ive Direct ory 用户用户。在您选择一个或多个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时显示的菜单栏现在包括删除删除命令。以
前，删除删除命令仅在单个用户的右键菜单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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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删除的用户具有已注册的设备，而您希望重新注册这些设备，请先删除这些设备，然后再重新注册。要删除某个设
备，请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该设备，然后单击删除删除。

控制控制““通用通用 SAFE  SAFE 通行码通行码””字段是否可编辑字段是否可编辑。为防止无意中更改通用通用 SAFE  SAFE 通行码通行码，Kiosk 策略现在具有一项新设置更改通用更改通用
SAFE SAFE 通行码通行码。默认情况下，新设置为关关。要更改通行码，请将更改通用更改通用 SAFE  SAFE 通行码通行码设置为开开，然后键入通行码的值。

添加策略时筛选设备策略列表添加策略时筛选设备策略列表。在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上，当您单击添加添加时，现在将显示以下页面。您可以像以前一样按名
称搜索策略。还可以筛选列表，以查看适用于选定平台的设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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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最初显示设备策略和平台过滤器的列表。

单击一个或多个平台可查看适用于选定平台的设备策略的列表。单击某个策略名称可继续添加该策略。

在在““邮件邮件””设备策略中增加了设备策略中增加了 Apple  Apple 投递邮件支持投递邮件支持。您现在可以允许对运行 iOS 9.2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使用 Apple 投递邮件。
投递邮件功能允许用户上载太大的无法作为电子邮件附件发送的文件。用户最大可以上载 5 GB 的文件，然后使用其 iOS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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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上的投递邮件功能向收件人发送链接或预览。

为处于仅为处于仅 MAM  MAM 模式的设备的擦除或锁定操作记录的设备详细信息模式的设备的擦除或锁定操作记录的设备详细信息。处于仅 MAM 模式的设备被擦除或锁定时，XenMobile

日志现在包括设备 ID 和用户名。
支持支持 Windows 10 RS2 Windows 10 RS2。我们证实 XenMobile 10.5.3 和 10.5.2 可以在 Windows 10 RS2 Phone 和 Tablet 中运行。
XenMobile 10.5.1、10.5.0、10.4 和 10.3.x 与 Windows 10 RS2 Phone 和 Tablet 兼容。
完全擦除完全擦除 Windows Deskt op  Windows Deskt op 和和 T ablet   T ablet  设备设备。您现在可以执行完全擦除以从 Windows Desktop 或 Tablet 设备中擦除所
有个人和公司数据。从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选择一种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备，单击安全安全，然后单击完全擦除完全擦除。在桌面
设备上，远程擦除将通过删除所有内容删除所有内容触发 Windows 的重置此电脑重置此电脑命令。

单击完全擦除完全擦除后，设备操作设备操作列表将包括取消擦除取消擦除。您可以在 XenMobile 部署擦除请求之前取消擦除。

用户也可以在自助服务门户中擦除其 Windows Desktop 或 Tablet 设备。

XenMobile 日志包括擦除和取消擦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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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所有 iOS 设备策略的删除前的持续时间删除前的持续时间选项已从天更改为小时。此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将现有值转换为小时。
改进了设备查询和设备过滤器扩展的性能改进了设备查询和设备过滤器扩展的性能。XenMobile 现在分开处理设备过滤器计数的查询与设备查询。展开管理管理 >  > 设设
备备页面上的过滤器时，旋转器在过滤器计数的位置显示，直至提供计数。
故障排除和支持故障排除和支持页面现在包括指向 XenMobile Analyzer 的链接。

用于指定用于指定 SSL  SSL 协议的新协议的新 XenMobile CLI   XenMobile CLI  选项选项。您现在可以使用 CLI 指定 XenMobile 使用的 SSL 协议。允许的协议包括：
TLSv1.2

TLSv1.1

TLSv1

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启用其中的每个 SSL 协议。更改 SSL 协议设置时，必须重新启动 XenMobile Server。

要启用或禁用协议，请执行以下操作：

打开 XenMobile CLI，选择 [2] [2] 系统系统，然后选择 [12] [12] 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选择 [3] SSL [3] SSL 协议协议。

显示提示要启用的新要启用的新 SSL  SSL 协议协议后，键入要启用的协议。XenMobile 将禁用不包括在您的响应中的所有协议。例如：要禁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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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Sv1，请键入 T LSv1.2,T LSv1.1T LSv1.2,T LSv1.1，然后键入 yy  以重新启动 XenMobile Server。

已修复的问题

XenMobile 10.6 包含以下已修复的问题。升级工具的已修复问题在本文的“XenMobile 升级工具”中显示。

有关与 XenMobile Apps 相关的已修复问题，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用户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帐户在 XenMobile 中注册时，即便擦除或吊销了设备，他们也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重新注
册。此问题属于第三方问题。[#628865，CXM-23203]

升级到 XenMobile Server 10.4 之后：

如果单击 ShareFileShareFile  选项卡，页面可能不加载并且不显示信息。

尝试添加或编辑交付组时，可能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663344，#663788，CXM-19085]

如果用户表或注册邀请表有多页，而您编辑第二页或之后的页上的某个项目：保存更改后，XenMobile 将显示表格的第一页，
并放弃更新。[CXM-20209]

如果将某个 StorageZone 连接器从交付组 A 移至交付组 B，交付组 A 中的 ShareFile for iOS 用户可以继续使用该连接器。
[CXM-21860]

将 StoreFront 与 XenMobile 集成并部署 HDX 应用程序时：更改了 Active Directory 密码后，HDX 应用程序从 XenMobile

Store 中消失。[CXM-9859，CXM-22821]

如果用户表或注册邀请表有多页，而您编辑第二页或之后的页上的某个项目：保存更改后，XenMobile 将显示表格的第一页，
并放弃更新。[CXM-20209]

如果将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移出有权使用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组，ShareFile for iOS 用户仍然能够访问关联的网络共享。
要解决此问题，请重新安装 ShareFile for iOS 应用程序。[CXM-21859]

无法使用 XenMobile CLI 创建支持包。解决方法：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转到支持支持 >  > 创建支持包创建支持包，然后单击创建创建。[CXM-

2309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fixed-iss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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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XenMobile 控制台中的多页设备表：将对某个项目所做的更改保存在第二页或之后的页后，XenMobile 将显示表格的第一
页，并放弃更新。[CXM-23143]

MAM 部署到 iOS 和 Android 设备的应用程序下载可能会失败。[CXM-23280]

如果服务器属性 St orageZone Connect ors support edSt orageZone Connect ors support ed（支持 StorageZone 连接器）值为 NOT  SUPPORT EDNOT  SUPPORT ED（不支
持），并且您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配置了 ShareFile：导航到其他页面，然后返回到配置配置 > ShareFile > ShareFile  页面后，尽管保存了
配置，但 ShareFile 页面上仍然不会显示配置。要解决此问题，请将服务器属性 ShareFile ShareFile 配置类型配置类型更改为企业企业。[CXM-

23337]

配置 Windows 信息保护设备策略并启用了设置取消注册时吊销取消注册时吊销 WIP  WIP 证书证书时：选择性擦除 Windows 10 Tablet 帐户后，用户
无法访问安全文件。此外，该文件未按预期加密。此条件属于 Windows 10 RS1 Tablet 的问题。[CXM-23362]

对于连接到群集节点的设备：从其他群集节点部署策略和应用程序时，会出现群集问题。[CXM-23737]

sAMAccountName 与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UPN 前缀不同的用户尝试使用邀请 URL 注册其设备时：XenMobile 尝试将
sAMAccountName@domainname 解析为 UPN，但注册失败。解决方法：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按用户（而非按组）创建
邀请。[CXM-24223]

XenMobile 查询 Active Directory 中的用户组并收到不包含任何错误消息的空响应时：XenMobile 将解释该响应以表示该组已
从 Active Directory 中删除。XenMobile 随后将从其数据库中删除用户组，导致用户丢失访问权限。[CXM-24228]

Syslog 服务器不显示应用程序下载的应用程序名称。[CXM-24620]

如果您创建了一个包含 & 符号的 RBAC 角色名称，则会对该符号进行编码，并且您无法编辑该名称。[CXM-24621]

对于 XenMobile Web 剪辑设备策略：如果名称和 URL 包括 HTML 特殊字符，例如 & 符号，XenMobile 将对这些字符进行编
码。因此，当您将该策略部署到托管设备时，URL 将被破坏。[CXM-24622]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添加公共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时：应用程序搜索功能不按预期通过代理，并且搜索无法返回
正确的应用程序。[CXM-24894]

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页面上：按表格中的不活动天数不活动天数和上次访问时间上次访问时间列进行排序会导致出现错误。[CXM-

24895]

对于在设备的初始设置过程中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注册的 Windows 10 设备：无法在设备上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执
行选择性擦除。此问题属于 Microsoft 的限制。[CXM-24899]

将某些 VPP 令牌上载到新安装的 XenMobile 10 时或者将某些 VPP 令牌从 XenMobile 9 迁移到 10.5 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CXM-25268]

如果您在设备策略或 RBAC 角色名称中包括 & 符号，XenMobile 将使用 & & 保存名称，而非使用 &&。例如，policya&bpolicya&b 命名为
policya&bpolicya&b。[CXM-25630]

将设备分配到不同的 DEP 帐户后，XenMobile 将从其数据库中删除这些设备。[CXM-25692]

在 VPN 设备策略的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中，以下设置为可选设置，即使控制台页面指示其属于必需 (*) 设置亦如此：DNS 服
务器 IP 地址、搜索域、补充匹配域。[CXM-25767]

如果您将 VPP 令牌添加到 XenMobile，请使用带有设备关联的 VPP 许可证，删除该令牌，然后再添加相同的令牌：在  配置配置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设置页面上的 VPP ID VPP ID 分配分配表中，关联设备关联设备列可能包括隐藏隐藏而非设备序列号。[CXM-25907]

仅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才会在 XenMobile 中填充已注册的 macOS 设备的所有设备属性：交付组与已注册的设备相关联，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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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已部署的资源，例如策略。[CXM-25917]

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上的添加添加后，XenMobile 不按选定的平台过滤策略列表和搜索结果。仅显示前五条搜索结果。[CXM-

26354]

VMware 控制台中的“常规”属性错误地显示来宾操作系统为 32 位操作系统，而非 64 位操作系统。此问题在您安装更新后的
VMware (.ova) 文件时得以解决。[CXM-28048]

用户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删除某个应用程序时，该应用程序仍保留在数据库中。因此，控制台与数据库将不同步。[CXM-

29613]

在分析分析 >  > 报告报告页面上筛选报告时，“上次访问”下的“日历”在您单击日历图标后不会打开。解决方法：单击值值字段以打开日期选
择器。[CXM-29748]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当您编辑某个交付组角色时，交付组名称和下一步下一步按钮间歇性不显示。[CXM-30010]

聚合 XenApp 和 XenDesktop 资源并将其部署到 Secure Hub 后，如果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配置了关联配置：HDX 应用程序
图标不在应用商店中显示，并且当用户启动应用程序时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消息为：XenApp - Failed to get application

detail（XenApp - 获取应用程序详细信息失败）。请稍后再试。[CXM-30737]

在 XenMobile 10.5 控制台中配置并保存自动化操作时，不保存“基础”和“高级”部署规则。此问题在所有平台上都出现。[CXM-

30742]

在群集化配置中的某些 XenMobile Server 环境中，内存分配问题在所有节点上都出现。出现此问题时，服务器将变得无响应。
[CXM-31283]

导出 VPP VPP 应用程序许可证使用情况应用程序许可证使用情况控制板小组件的 CSV 文件导致数据库服务器上出现高 CPU 利用率。[CXM-31917]

XenMobile Server 实例上有时会出现内存高峰和内存不足错误。出现此问题时，XenMobile Server 将变得无响应。[CXM-

31959]

在设置设置 > Apple Configurat or Device Enrollment > Apple Configurat or Device Enrollment  页面中，更改某项设置并单击保存保存后，将显示“Internal Server Error”（内
部服务器错误）消息。XenMobile 将保存所做的更改。[CXM-32446]

在 XenMobile 的设置设置 > Google Play  > Google Play 凭据凭据页面上：键入设置并单击保存保存后，将间歇性显示消息“Email or password

incorrect”（电子邮件或密码不正确）。此错误是由于来自 Google 的更新导致的。[CXM-32847]

从 XenMobile 9 升级到 XenMobile 10.4 后，Windows 处于 MDM 模式而不是 MAM+MDM 模式。此外，XenMobile Store 不
会打开。解决方法：用户可以重新注册迁移的设备。[CXM-18532]

将某些 VPP 令牌上载到新安装的 XenMobile 10 时或者将某些 VPP 令牌从 XenMobile 9 迁移到 10.5 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CXM-25268]

从 XenMobile 9 升级到 10.x 后，由于证书续订期限对话出现问题，证书可能不会续订。[CXM-25637]

如果在 XenMobile 9 中使用 PostgreSQL：从 XenMobile 9 升级到 10.x 可能会间歇性失败，因为 PostgreSQL JDBC 驱动程序
忽略了提取大小。[CXM-25638]

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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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10.6 包括以下已知问题。已修复的升级工具问题在本文中的标题“XenMobile 升级工具”下列出。

要了解与 XenMobile Apps 有关的已知问题，请参阅已知问题。

某些适用于 Android 的企业应用程序不能上载到在 MDM 或 Enterprise (XME) 模式下配置的 XenMobile 控制台。[CXM-22377]

配置 Windows 信息保护设备策略并启用了设置取消注册时吊销取消注册时吊销 WIP  WIP 证书证书时：选择性擦除 Windows 10 Tablet 帐户后，用户
无法访问安全文件。此外，该文件未按预期加密。此问题属于 Microsoft 的问题，在 Windows 10 RS1 Tablet 中出现。[CXM-

23362]

对于在设备的初始设置过程中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注册的 Windows 10 设备：无法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吊销该设
备。此问题属于 Microsoft 的限制。[CXM-24897]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更新某些 Android 应用程序的模糊 APK 文件后：较旧的版本在详细信息中出现，但更新后的版本未部
署到设备。[CXM-25629]

对于 Windows 10 RS2 Phone：从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发出响铃设备操作时，响铃命令失败，并且未部署到设备。这是第三方问题。
[CXM-25888]

对于 Windows 10 RS2 Phone 和 Tablet：重新注册过程中，系统不提示用户提供服务器 URL。要解决此问题，请重新启动设
备。或者，在电子邮件地址屏幕上，轻按 Connect ing t o a serviceConnect ing t o a service（正在连接到服务）中的 XX将转至服务器服务器 URL URL 页面。这
是第三方问题。[CXM-25900]

XenMobile 处于仅 MAM 模式时，执行以下步骤后注册将失败：[CXM-26481]

1. 用户通过一次性 PIN 邀请注册 iOS 设备。

2. 用户从 Secure Hub 中删除其帐户。

3. 用户通过不同类型的一次性 PIN 邀请重新注册。例如，第一个注册模式为“高安全性”，第二个注册模式为“邀请 URL + PIN”。
注册在 NetScaler 的启用会话重复使用超时值（默认值为 2 分钟）范围内发生时。

在 XenMobile Server 上启用了派生凭据时，自助服务门户将允许您创建适用于 iOS 的注册邀请。[CXM-29679]

对于 Windows 10 RS2 Phone：用于禁用 Internet Explorer 的自定义 XML 策略或限制策略部署到 Phone 后，浏览器将保持已
启用。要解决此问题，请重新启动 Phone。这是第三方问题。[CXM-30053]

在 Windows 10 Phone 上，如果您部署了将 OneDrive 配置为允许使用的应用程序的 Windows 信息保护设备策略，则会出现
以下问题。如果选择性擦除设备，OneDrive 将在用户打开时崩溃。解决方法：在 Windows 信息保护设备策略中将 OneDrive

配置为豁免应用程序。[CXM-30618]

XenMobile 使用适用于 iOS 设备注册的派生凭据后：如果稍后使用不是您的提供商提供的证书更新设置设置 >  > 派生凭派生凭
据据，XenMobile 将继续使用适用于 iOS 设备注册的派生凭据。解决方法：在设置设置 >  > 派生凭据派生凭据中选择其他证书后，从设置设置 >  > 证证
书书中删除派生凭据证书。[CXM-31540]

在 XenMobile Server 中注册的 Windows RS2 Tablet 设备上，登录到部署的 Exchange 帐户后：如果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将
设备设为非托管（完全擦除除外），Exchange 帐户将保留在已注册的设备上。[CXM-31697]

如果配置了已弃用的企业数据保护策略，并升级到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XenMobile 控制台将显示以下错误：“A

configuration error has occurred. Please try again.”（出现配置错误。请重试。）解决方法：在升级 XenMobile Server 之前删
除 EDP 策略。[CXM-32132]

从 XenMobile 控制台搜索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中的应用程序时，将间歇性显示消息“Error logging in with Google Play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known-iss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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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entials”（通过 Google Play 凭据登录时出错）。可以关闭该错误消息并继续搜索应用程序。[CXM-32441]

仅限于美国以外的 XenMobile 云部署：从 XenMobile 控制台搜索公共应用商店中的应用程序时，将显示错误消息“Error

searching app from store platform: windows_phone”（从应用商店平台中搜索应用程序时出错: windows_phone）。[CXM-

32444]

在德语、韩语和简体中文版本的 XenMobile 控制台中：在 VPN 设备策略的 Android 平台页面上，针对 Citrix VPN 连接类型，
以下标签未翻译。

Password and Certificate（密码和证书）（身份验证类型选项）

Application List（应用程序列表）、App Package Name（应用程序软件包名称）[CXM-33640]

XenMobile Server 10.6 文档勘误表

以下各项是自从上次发布后在文档中发现的错误。这些错误属于会影响您使用 XenMobile Server 的内容问题（例如错误或缺少
信息）。 

XenMobile Server 10.6 支持 VMWare ESXi 5.5。
在第 106 页上的“端口要求”下，应包括以下信息。

必须对设备和应用程序打开以下端口以便与 XenMobile 10.x 通信。
端口端口：30001

说明说明：HTTPS 服务的初始分段的管理 API

源源：内部 LAN

说明说明：XenMobile Server

相关信息

XenMobile Support Knowledge Center

https://support.citrix.com/en/products/xen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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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复的问题

Feb 21, 2018

XenMobile 10.8 包含以下已修复的问题。

有关与 XenMobile Apps 相关的已修复问题，请参阅已修复的问题。

向 XenMobile Server 上载 .ipa 企业应用程序时，上载有时会失败。此时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上载的移动应用程序无效。找不
到应用程序图标。[#662026][CXM-43032]

升级到 XenMobile Server 10.5 或更高版本后：设备注册失败，并且使用通用 PKI (GPKI) 的设置的调试日志中将显示错误消
息“Could not sign CSR”（无法为 CSR 签名）。出现此问题是因为 GPKI 协议无法获取签名的用户证书。[#690361]

iOS 用户无法将 Citrix Receiver 更新到版本 7.2.3。单击检查更新检查更新时，将显示消息“已使用最新版本更新此应用程序”，即使您安
装了较旧版本亦如此。[#691529，CXM-38114]

在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列表中左键单击 Secure Mail for Android 或 Citrix Secure Web for Android，然后单击显示更多显示更多时，可能会显
示以下错误：“出现配置错误。请重试。” 在“应用程序评分”部分中，“Android”选项卡为空。[#692848]

在 XenMobile Server 中上载 SSL 侦听器证书时，显示错误消息“无法导入证书”。[#692965]

在 XenMobile Server 中注册 iOS 设备时，注册间歇性失败，并显示错误消息“无法连接”。[#693175]

将某些 APK 文件上载到 XenMobile 控制台可能会失败，并显示“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693978，CXM-40333]

如果通知是从另一个节点发送的，安全操作将不在已针对指定推送初始化的节点上执行。[#695573，CXM-40418]

在 Android 设备上，XenMobile Server API 调用过程中托管应用程序不显示。[#695647]

可以从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中导出的报告包含两个标记为“ASM DEP 设备类型”的列。[#695366，#695895]

如果 VPN 连接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其他非字母数字字符，XenMobile 不会将策略部署到设备中。[CXM-32538]

用户从 iBook 应用程序中删除某本书籍之后，该书籍不会自动重新安装。要再次下载该书籍，请按 iBook 中的下载图标。
[CXM-34281]

如果将“启用丢失模式”安全操作发送到未安装 Secure Hub 的受监督 iOS 设备，设备上将不显示定位定位按钮。[CXM-36106]

“完全擦除”安全操作在运行 macOS High Sierra (10.13 beta3) 并且使用 Apple 文件系统 (APFS) 的已注册设备上失败。[CXM-

36397]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清单显示的 Boeing Toolbox Mobile Library 的版本号不正确。[CXM-37514]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 >  > 属性属性页面上：对于不满足“通行码”策略要求的 Samsung 设备，通行码合规性通行码合规性属性设置为是是。[CXM-37948]

对于在 MDM 模式下注册的 iOS 11 设备，当您在 MDM 或 MDM+MAM 模式下在群集设置中部署 XenMobile 时，MDM 命令
可能会失败。因此，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您可能无法推送 MDM 策略或部署应用程序
您可能无法在 iOS 11 设备上执行安全操作，例如锁定或擦除。
在用户设备上，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应用程序不断尝试安装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fixed-issues.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85https://docs.citrix.com

VPN 或 WiFi 配置无法安装
重复执行安全操作，例如锁定。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必需操作，请参阅此 Citrix 知识中心文章。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7406。[CXM-38331]

如果 RBAC 角色无权访问“应用程序擦除”和“应用程序锁定”操作：具有该角色并登录到自助服务门户的用户可以执行“应用程序
擦除”和“应用程序锁定”操作。[CXM-38348]

具有 RBAC 权限“添加/编辑/删除本地用户和组”的本地和 Active Directory 用户还可以删除管理员帐户。当这些用户登录到
XenMobile 控制台时，管理管理 >  > 用户用户页面将包括面向管理员帐户的编辑编辑和删除删除按钮。[CXM-38350]

安排的数据库清理由于超出磁盘空间限制的大量事务日志而失败。[CXM-38439]

如果自动化操作的触发器基于空设备属性值，则将对该设备执行操作。例如，如果某个操作在平台不是 iOS 时设置为擦除设
备，该操作将擦除 iOS 设备。[CXM-38470]

针对仅在 RBAC 中具有 PKI 实体和凭据提供程序的管理员：添加 PKI 实体或凭据提供程序时，管理员将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
注销。要解决此问题，请将证书权限添加到管理员的 RBAC 角色中。[CXM-38713]

在 XenMobile Server 上通过 https:// /services/zdmservice 等安全连接配置移动服务提供商 (MSP) 时，连接失败并显示以下错
误消息：“An error occurred when verifying security for the message”（验证消息的安全性时出现错误）。[CXM-39048]

在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  > 应用程序锁定策略应用程序锁定策略中：键入策略名称并转至 iOS 页面后，捆绑包 ID 将不在应用程序捆绑包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ID  菜单中显
示。在 Android 与 iOS 之间切换后，将显示应用程序捆绑包 ID。[CXM-39302]

将续订的 SSL 侦听器证书导入到 XenMobile 中时，将显示消息“无法导入证书”。重新启动 XenMobile Server 后，证书证书页面和
XenMobile 数据库将继续引用旧证书。但是，新证书将在 Web 浏览器中显示。[CXM-39409]

如果在已注册的设备上未安装 Secure Hub 时某项操作将这些设备标记为“不合规”：安装了 Secure Hub 的设备也将被标记为“不
合规”。此修复适用于具有以下模式的操作。触发器：如果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不是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不是/不不包含 <<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操作：在延迟
<5 <5 到到 10>  10> 分钟分钟后执行 <<操作操作>>。[CXM-39410]

许可证服务器问题导致群集化的 XenMobile Server 在管理员登录到 XenMobile Server 控制台后重新启动。[CXM-39411]

在设置设置 >  > 许可证许可证页面上显示的 XenMobile 许可证数量仅包括最近安装的永久许可证，不包括年度许可证。[CXM-39412]

在配置配置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列表中左键单击 Secure Mail for Android 或 Secure Web for Android，然后单击显示更多显示更多时，可能会显示以
下错误：“出现配置错误。请重试”。在应用程序评分应用程序评分部分中，AndroidAndroid 选项卡为空。[CXM-40334]

可以从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导出的报告包含两个标记为“ASM DEP 设备类型”的列。[CXM-40872]

RBAC 管理员在 XenMobile Server 控制台中看不到托管设备。此时将出现 500 服务器内部错误。[CXM-41147]

XenMobile Store 显示“Remote Office XA%3D%3DTools”而非“Remote Office\Tools”作为 XenApp 和 XenDesktop 应用程序
的应用程序目标位置。[CXM-41575]

将 Secure Hub APK 文件下载到 XenMobile 控制台的过程中，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500 服务器内部错误。[CXM-41855]

为 iOS 配置“应用程序配置”设备策略时：如果字典内容包括“&”分隔符，XML 代码在设备上将不起作用。日志中的 XML 验证错
误如下：The reference to entity "name" must end with the ';' delimiter.'（对实体“name”的引用必须以“;”分隔符结尾。）
[CXM-41883]

控制板上显示的待执行的选择性擦除操作的数量与“分析”选项卡上显示的数量不一致。[CXM-42020]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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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到控制台日志文件的 NAC 操作导致出现大型文件。[CXM-42071]

切换到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的 Microsoft Java 数据库连接 (JDBC) 驱动程序时，XenMobile Server 数据库连接检查将失败。
[CXM-42271]

ps 实用程序存在的问题导致 XenMobile Server 节点重新启动。[CXM-42305]

从 XenMobile Server 10.6 升级到 XenMobile Server 10.7 时，在仅 MAM 模式下注册的设备可能无法下载 MDX 应用程序。
[CXM-42345]

在某些版本控制场景中，检查应用程序更新功能无法正确运行。[CXM-42388]

对于 Samsung SAFE 的“显示”设备策略：浏览器浏览器、YouTubeYouTube 和 Google Play/Market placeGoogle Play/Market place  选项已弃用。使用禁用应用程禁用应用程
序序选型可启用或禁用这些功能。[CXM-43043]

XenMobile Server 升级到 10.7 RP 1 或 RP 2 时，设备注册将停止，直至添加服务器属性 ios.ssl.proxy.disable 并重新启动所有群
集化的 XenMobile Server。[CXM-43419，CXM-44293]

在为 Android for Work 配置的环境中：注册设备并添加应用程序后，应用程序将不在设备上的 Google Play 中显示。如果取消
注册并重新注册企业，然后添加应用程序，Google Play 可能不会显示任何应用程序。[CXM-43424]

支持包中包含的备份存档的默认数量导致出现超大型文件。[CXM-43598]

注册失败并显示以下日志消息：com.zenprise.zdm.enroll.EnrollmentException:

com.hazelcast.core.OperationTimeoutException: QueryPartitionOperation invocation failed to complete due to operation-

heartbeat-timeout.（com.zenprise.zdm.enroll.EnrollmentException: com.hazelcast.core.OperationTimeoutException:

QueryPartitionOperation 调用由于 operation-heartbeat-timeout 而无法完成。）[CXM-43779]

在设置了“通道”和“Web 剪辑”设备策略的 Android 设备上：在浏览器中打开一个 Web 剪辑，并多次返回之后，Secure Hub 将
挂起。[CXM-43812]

“控制操作系统更新”设备策略部署到 iOS 设备后：XenMobile 中的 ActiveSync ID 与设备 ActiveSync ID 不匹配。因此，用户无
法访问电子邮件。[CXM-43958]

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搜索用户或设备的速度非常缓慢。[CXM-44120]

将群集化的 XenMobile Server 升级到 10.7 RP2 后，注册失败并出现超时异常。[CXM-45669]

写入到控制台日志文件的网络访问控制 (NAC) 操作导致出现大型文件。[XMHELP-817]

数据库表 .EWDEPLOY_HISTO 未定期清理，导致表格大小非常大。[XMHELP-827]

相关信息

XenMobile Support Knowledge Center

https://support.citrix.com/en/products/xen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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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Feb 21, 2018

XenMobile 10.8 包括以下已知问题。

要了解与 XenMobile Apps 有关的已知问题，请参阅已知问题。

针对 macOS 设备的注册邀请是指 MACOSX 而非 macOS。[CXM-32370]

RBAC 管理员可以将默认管理员角色分配给新用户或现有用户。应将分配默认管理员角色操作限制到超级管理员。[CXM-

37805]

升级到 XenMobile Server 10.7 或更高版本并注册设备后：XenMobile 控制台中显示的许可证计数远大于已注册的设备的实际数
量。此问题是因第三方组件造成的。[CXM-40533]

如果 XenMobile Server 是在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模式下安装的，则可以切换到使用 SQL 身份验证的 Microsoft Java

数据库连接 (JDBC) 驱动程序。切换到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的 JDBC 驱动程序失败。[CXM-42619]

如果 SQL Server 是在子域中部署的，或者如果使用子域数据库登录凭据，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的 Microsoft Java 数据库连
接 (JDBC) 将失败。[CXM-42969]

在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和配置配置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按类型类型列对列表进行排序时，项目不按正确的顺序显示。[CXM-43565]

未在共享设备中注册的用户登录该设备时：自助服务门户将显示选择性擦除和完全擦除命令处于激活状态。对于未在共享设备
中注册的用户而言，这些命令应不激活。[CXM-45365]

在 Safari 中使用分析分析 >  > 报告报告页面时，不能将图表导出为 PDF 格式。[CXM-45716]

从配置配置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将最新的 Chrome .apk 文件 (com.android.chrome_v64.0.3282.137-328213700_Android-4.1) 上载到
XenMobile 时，将显示以下消息：500 服务器内部错误。[CXM-45722]

macOS 设备的无线注册仅在 Safari 和 Chrome 浏览器中受支持。[CXM-45872]

XenMobile Server 10.7 和 10.8 与 Remote PostgreSQL 10.1.3 不兼容。请改为使用 Remote PostgreSQL 9.5.1 或 9.5.11。
[CXM-46253]

XenMobile 不支持管理 Android for Work 的自助托管应用程序。请注意，这在 XenMobile Server 10.8 中不属于新问题。
Google 所做的更改将中断此功能的所有新服务器和现有服务器。[CXM-46413]

相关信息

XenMobile Support Knowledge Center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known-issues.html
https://support.citrix.com/en/products/xen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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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

Feb 21, 2018

您选择部署的 XenMobile 参考体系结构中的 XenMobile 组件建立在您所在组织的设备或应用程序管理要求的基础之上。
XenMobile 的组件为模块式，彼此在对方的基础之上构建。例如，要向贵组织中的用户授予对移动应用程序的远程访问权限，
以及跟踪用户设备类型，可以部署 XenMobile 与 NetScaler Gateway。XenMobile 用于管理应用程序和设备，而 NetScaler

Gateway 使用户可以连接到您的网络。

部署 XenMobile 组件：可以部署 XenMobile 组件以允许用户通过以下方式连接到内部网络中的资源：

连接到内部网络。如果您的用户为远程用户，则可以使用 VPN 或 Micro VPN 连接通过 NetScaler Gateway 进行连接。通过
该连接可以访问内部网络中的应用程序和桌面。
设备注册。用户可以在 XenMobile 中注册移动设备，这样一来，您便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管理连接到网络资源的设
备。
Web、SaaS 和移动应用程序。用户可以从 XenMobile 通过 Secure Hub 访问其 Web、SaaS 和移动应用程序。
基于 Windows 的应用程序和虚拟桌面。用户可以通过 Citrix Receiver 或 Web 浏览器进行连接，以从 StoreFront 或 Web

Interface 访问基于 Windows 的应用程序和虚拟桌面。

要在内部部署的 XenMobile Server 上实现其中任何功能，Citrix 建议按以下顺序部署 XenMobile 组件：

NetScaler Gateway。可以使用快速配置向导在 NetScaler Gateway 中配置设置，以实现与 XenMobile、StoreFront 或
Web Interface 的通信。在 NetScaler Gateway 中使用快速配置向导前，必须先安装以下组件之一才能建立通信：
XenMobile、StoreFront 或 Web Interface。
XenMobile。安装 XenMobile 后，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配置策略和设置，以允许用户注册其移动设备。您也可以配
置移动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和 SaaS 应用程序。移动应用程序可以包括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中的应用程
序。用户还可以连接到您通过 MDX Toolkit 打包并上载到控制台的移动应用程序。
MDX Toolkit。MDX Toolkit 可以安全地打包在贵组织中或公司外部创建的移动应用程序。打包应用程序后，可以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将该应用程序添加到 XenMobile 并根据需要更改策略配置。还可以添加应用程序类别、应用工作流并将
应用程序部署到交付组。请参阅关于 MDX Toolkit。
StoreFront（可选）。可以通过连接到 Receiver 从 StoreFront 提供对基于 Windows 的应用程序和虚拟桌面的访问权限。
ShareFile Enterprise（可选）。如果部署 ShareFile，您可以通过 XenMobile 启用企业目录集成，XenMobile 的作用是安全
声明标记语言 (SAML) 身份提供程序。有关为 ShareFile 配置身份提供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hareFile 支持站点。

XenMobile 通过 XenMobile 控制台提供设备管理和应用程序管理。此部分介绍 XenMobile 部署的参考体系结构。

在生产环境中，Citrix 建议采用群集配置部署 XenMobile 解决方案，以实现可扩展性和服务器冗余。此外，利用 NetScaler SSL

卸载功能可以进一步降低 XenMobile Server 的负载，并增加吞吐量。有关如何通过在 NetScaler 上配置两个负载平衡虚拟 IP

地址来设置 XenMobile 群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群集。

有关为灾难恢复部署配置 XenMobil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部署手册中的灾难恢复一文。这篇文章包括了体系结构图。

下面各部分内容说明了 XenMobile 部署的不同参考体系结构。有关参考体系结构图，请参阅《XenMobile 部署手册》文章适用
于内部部署的参考体系结构和适用于云部署的参考体系结构。有关端口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端口要求（内部部署）和端口要
求（云）。

移动设备管理移动设备管理 (MDM)  (MDM) 模式模式

Important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about-mdx-toolki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clusterin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operate-and-monitor/disaster-recover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reference-architecture-cloud.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por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xenmobile-service.html#par_anchortitle_77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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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置了 MDM 模式，之后更改为 ENT  模式，请务必使用相同的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XenMobile 不支持在用户注册后更改

身份验证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XenMobile 10 MDM Edition 升级到 Enterprise Edition。

XenMobile MDM Edition 提供移动设备管理。有关平台支持，请参阅支持的设备操作系统。如果您计划只使用 XenMobile 的
MDM 功能，请在 MDM 模式下部署 XenMobile。例如，如果您要执行以下操作。

部署设备策略和应用程序。
检索资产清单。
在设备上执行操作，例如设备擦除。

在建议的模型中，XenMobile Server 位于 DMZ 中，可选 NetScaler 位于前端，后者为 XenMobile 提供更多的保护。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MAM) 模式模式

MAM（也称为仅 MAM 模式）提供移动应用程序管理。有关平台支持，请参阅支持的设备操作系统。如果您计划只使用
XenMobile 的 MAM 功能而不要求设备进行 MDM 注册，请在 MDM 模式下部署 XenMobile。例如，如果您要执行以下操作。

保护 BYO 移动设备上应用程序和数据的安全。
交付企业移动应用程序。
锁定应用程序并擦除其数据。

设备不能进行 MDM 注册。

在此部署模型中，XenMobile Server 与 NetScaler Gateway 位于前端，后者为 XenMobile 提供更多的保护。

MDM+ MAM MDM+ MAM 模式模式

同时使用 MDM 和 MAM 模式可以提供移动应用程序和数据管理以及移动设备管理功能。有关平台支持，请参阅支持的设备操
作系统。如果您计划使用 XenMobile 的 MDM+MAM 功能，请在 ENT（企业）模式下部署 XenMobile。例如，如果您希望：

通过使用 MDM 来管理公司发放的设备
部署设备策略和应用程序
检索资产清单
擦除设备
交付企业移动应用程序
锁定应用程序并擦除设备上的数据

在建议的部署模型中，XenMobile Server 位于 DMZ 中，NetScaler Gateway 位于前端，后者为 XenMobile 提供更多的保护。

XenMobile XenMobile 在内部网络中在内部网络中 - 另一种部署方案是将内部部署的 XenMobile Server 放置在内部网络中，而不是放置在 DMZ 中。
如果您的安全策略要求只能将网络设备放置到 DMZ 中，请使用此部署。在此部署中，XenMobile Server 不在 DMZ 中。因
此，不需要打开内部防火墙中的端口即可允许从 DMZ 访问 SQL Server 和 PKI 服务器。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pgrade.html#par_anchortit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upported-device-platform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upported-device-platform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upported-device-platfor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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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和兼容性

Feb 21, 2018

有关更多要求和兼容性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XenMobile 兼容性
支持的设备操作系统
端口要求
可扩展性
许可
FIPS 140-2 合规性
语言支持

要运行 XenMobile 10.8，需要满足以下最低系统要求：

以下其中一种：
XenServer（支持的版本：6.5.x、7.0、7.1、7.2、7.3）；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Server

VMware（支持的版本：ESXi 5.5、ESXi 6.0 或 ESXi 6.5.0）；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Mware

Hyper-V（支持的版本：Windows Server 2012 R2 或 Windows Server 2016）；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yper-V

双核处理器
4 个虚拟 CPU

对于生产环境：8 GB RAM；对于概念验证和测试环境：4 GB RAM

50 GB 磁盘空间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 11.14.x 或更高版本

要在 XenMobile 10.8 中运行 NetScaler Gateway，需要满足以下最低系统要求。

NetScaler Gateway（本地）。支持的版本：12.0、11.1

您还必须能够与 Active Directory 通信，这需要使用服务帐户。您只需具有查询和读取权限。

XenMobile 需要使用以下数据库之一：

Microsoft SQL Server

XenMobile 存储库支持在以下其中一个受支持的版本上运行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有关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SQL Server。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SP1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R2 SP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XenMobile 支持 SQL Basic 可用性组（AlwaysOn 可用性组）和 SQL 群集以实现数据库高可用性。

Citrix 建议远程使用 Microsoft SQ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compatibilit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upported-device-platform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por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calabilit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licensin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fips-complianc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language-suppor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server.html
http://www.vmware.com/
http://www.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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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确保要在 XenMobile 上使用的 SQL Server 服务帐户具有 DBcreator 角色权限。有关 SQL Server 服务帐户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Developer Network 站点上的以下页面。这些链接提供有关 SQL Server 2014 的信息。如果您使
用的是其他版本，请从 Ot her VersionsOt her Versions（其他版本）列表中选择您的服务器版本：

Server Configuration - Service Accounts（服务器配置 - 服务帐户）

Configure Windows Service Accounts and Permissions（配置 Windows 服务帐户和权限）

Server-Level 角色

PostgreSQL（仅适用于测试环境）。PostgreSQL 随附在 XenMobile 中。您可以在测试环境中本地或远程使用。数据库迁
移不受支持。不能将在测试环境中创建的数据库移动到生产环境。

注意：注意：所有 XenMobile 版本都支持适用于 Windows 的 Remote PostgreSQL 9.5.1 和 9.5.11，但存在以下限制：最多支持
300 台设备。对于超出 300 个设备的情况，可使用本地 SQL Server；不支持群集。 

StoreFront 3.13

StoreFront 3.12

StoreFront 3.0.5000.1

XenApp 和 XenDesktop 7.16

XenApp 和 XenDesktop 7.15 长期服务版本 (LTSR)

XenApp 和 XenDesktop 7.6 LTSR CU5

XenMobile Mail Manager 10.1.1.149.x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8.5.0.051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281953%28v=sql.120%29.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43504%28v=sql.120%29.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88659%28v=sql.120%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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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兼容性

Feb 21, 2018

要使用新增功能、修复和策略更新，Citrix 建议您安装最新版本的 MDX Toolkit、Secure Hub 和 XenMobile Apps。可以使用
MDX Service 来代替 MDX Toolkit。

Important
Citrix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终止了对 XenMobile 生产力应用程序的企业分发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Product Matrix（Citrix

产品列表）。现在，Citrix 仅支持公共应用商店分发。

本文概述了可以集成的受支持的 XenMobile 组件的版本。

支持的版本和升级路径

最新版本的 Secure Hub、MDX Toolkit 和 XenMobile Apps 与最新版本和前两个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兼容。

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Apps 要求最新版本的 Secure Hub。这两个版本的应用程序与最新版本的 Secure Hub 兼容。

XenMobile Server（本地）

Citrix 支持从最后两个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进行升级。
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XenMobile Server 10.8

从以下版本升级：
XenMobile Server 10.7.x

XenMobile Server 10.6.x

MDX Toolkit

MDX Toolkit 10.7.10 是支持打包 XenMobile Apps 的最后一个版本。用户从公共应用商店访问 XenMobile Apps 10.7.5 及更高
版本。自版本 6.5 起，用户将从公共应用商店访问适用于 XenMobile 的 ShareFile。

Citrix 支持三个最新版本 (n.n.n) 的 MDX Toolkit。
最新的 Toolkit 版本为 MDX Toolkit 10.7.20（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请勿使用此版本打包 Citrix Enterprise Secure

Apps。
可以从 MDX Toolkit 10.7.10、MDX Toolkit 10.6.20 (iOS) 和 MDX Toolkit 10.6.20 (Android) 升级到 MDX Toolkit

10.7.20。
最后一个受支持的用于打包 Citrix Enterprise Secure Apps（例如 Secure Mail 和 Secure Web）的 Toolkit 版本为 MDX

Toolkit 10.7.10（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可以从 MDX Toolkit 10.7.5 升级到 MDX Toolkit 10.7.10。

来自公共应用商店的 XenMobile Apps

用户从公共应用商店访问 XenMobile Apps 10.7.5 及更高版本。自版本 6.5 起，用户将从公共应用商店访问适用于 XenMobile

https://www.citrix.com/support/product-lifecycle/product-matri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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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hareFile。

Citrix 支持从最后两个版本进行升级。
启用了自动更新的用户从应用程序商店接收最新版本。
最新的应用程序支持以前的两个 MDX 文件。

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Secure Hub、Secure Mail 和 Secure Web 的最新版本：
10.7.30

10.7.25

10.7.20

从以下版本升级：
Secure Hub 10.7.15 或 10.7.10

Secure Mail 10.7.15 或 10.7.10

Secure Web 10.7.15 或 10.7.10

面向面向 Cit rix Ent erprise Secure Apps Cit rix Ent erprise Secure Apps

下表列出了可以通过 MDX Toolkit 10.7.10 打包的最后一批 Citrix Enterprise Secure Apps 版本。

XenMobile XenMobile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iOS iOS 版本版本 Android Android 版本版本

Secure Forms 10.7.0.13、10.7.0.67 -

Secure Mail 10.7.20、10.7.25、10.7.30 10.7.20、10.7.25、10.7.30

Secure Notes 10.7.0 10.6.20

Secure Tasks 10.7.0 10.6.20

Secure Web 10.7.20、10.7.25、10.7.30 10.7.20、10.7.25、10.7.30

QuickEdit 6.15 6.16

ScanDirect 1.3.6 -

ShareConnect 3.5 3.5

ShareFile 6.6 6.6

ShareFile 可能支持 10.7.10 之后的 MDX Toolkit 版本。

浏览器支持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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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10.8 支持以下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9 或更早版本
Chrome

Firefox

移动设备上的 Safari，用于访问自助服务门户

XenMobile 10.8 与最新版本的浏览器以及当前版本之前的一个版本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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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设备平台

Feb 21, 2018

XenMobile 支持对运行以下平台和操作系统的设备进行企业移动性管理，包括应用程序和设备管理。由于平台限制和安全功
能，XenMobile 并不在所有平台上支持所有功能。

本文中支持的设备平台信息还适用于 XenMobile Mail Manager 和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注意
Citrix 最低支持每个主操作系统平台的当前版本和之前版本。并非 XenMobile 较新版本的所有功能都能在较旧的平台版本上运行。本文

详细介绍了 Citrix 支持的适用于每个操作系统的功能。本文还包括 Citrix 测试过的设备型号。对于在使用其他设备型号时遇到的问题，

请联系 Citrix 支持。

Android

发布 Android O（版本 8）后：

Android 5 成为 XenMobile 支持的最低版本。
截至 XenMobile Apps 10.6.20 公共应用商店版本，对 Android 4.4x 的支持已结束。

XenMobile 10.xXenMobile 10.x

所有模式都支持的操作系统：Android 5.x、6.x、7.x、8

仅 MDM 模式支持的操作系统：Android 4.4、5.x、6.x、7.x、8

XenMobile Apps 和 MDX 打包的应用程序在基于 ARM 处理器的 Android 设备上可用。这些应用程序在基于 Intel x86 或 x64

的 Android 设备中不受支持。

在在 MDM+ MAM MDM+ MAM（企业）模式下（企业）模式下 XenMobile 10.x  XenMobile 10.x 上专门测试过的上专门测试过的 Android  Android 设备和操作系统设备和操作系统

Google Nexus 9 平板电脑（操作系统 7.0）
Google Nexus 5（操作系统 6.0.1）
Google Nexus 5X（操作系统 7.1.1 和 8.0）
Google Nexus 9 Tab（操作系统 5.0.1）
Google Nexus 9 Tab（操作系统 5.1.1）
Google Nexus 6P（操作系统 7.1.1 和 8.0）
Google Nexus 6（操作系统 6.0.1 和 7.0）
Google Nexus 5（操作系统 8.0）
Google Pixel（操作系统 7.0 和 8.0）
Google Pixel C（操作系统 8.0）
Google Pixel XL（操作系统 8.0）
Google Pixel 2（操作系统 8.0）
Google Pixel 2 XL（操作系统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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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S8（操作系统 7.1.1）
Galaxy S7（操作系统 7.0）
Galaxy S6（操作系统 6.0.1、5.0）
Galaxy Tab A（操作系统 6.0）
Galaxy Note3 型号 SM-N900（操作系统 5.0）
Galaxy S6 Edge，SM-G925F（操作系统 6.0.1）
Galaxy S5 SM-G900F（操作系统 6.0.1）
Galaxy S5 SM-G900H（操作系统 6.0.1）
Huawei P10 Lite

Huawei P10

Huawei P8 Lite 2017

Moto Turbo（操作系统 6.0.1）
OnePlus（操作系统 5、6、7 和 8）
Sony Xperia，型号：SGP311（操作系统为 5.0.1）
Zebra（所有型号和操作系统）

在仅在仅 MDM  MDM 模式下模式下 XenMobile 10.x  XenMobile 10.x 上专门测试过的上专门测试过的 Android  Android 设备和操作系统设备和操作系统

Google Nexus 7 平板电脑（操作系统 4.4.4）
Google Nexus 9 平板电脑（操作系统 7.0）
Google Nexus 5（操作系统 6.0.1）
Google Nexus 5X（操作系统 7.1.1 和 8.0）
Google Pixel（操作系统 7.0 和 8.0）
Google Pixel C（操作系统 8.0）
Google Pixel XL（操作系统 8.0）
Google Pixel 2（操作系统 8.0）
Galaxy S7（操作系统 7.0）
Galaxy S8（操作系统 7.1.1）
Galaxy S6（操作系统 6.0.1、5.0）
Galaxy Tab A（操作系统 6.0）
Galaxy Note3 型号 SM-N900（操作系统 5.0）
Galaxy S6 Edge，SM-G925F（操作系统 6.0.1）
Galaxy S5 SM-G900F（操作系统 6.0.1）
Galaxy S5 SM-G900H（操作系统 6.0.1）
华为 Nexus 6（操作系统 6.0.1 和 7.0）
Huawei P10 Lite

Huawei P10

Huawei P8 Lite 2017

Nexus 9 Tab（操作系统 5.0.1）
Nexus 9 Tab（操作系统 5.1.1）
Nexus 7（操作系统 4.4）
Nexus 5（操作系统 8.0）
OnePlus（操作系统 5、6、7 和 8）
Sony Xperia，型号：SGP311（操作系统为 5.0.1）
Zebra（所有型号和操作系统）

此外，还使用 Secure Mail 测试了以下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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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typeDevice type Operating s ys temOperating s ys tem

Google Pixel 7.0 和 8.0

Samsung S8 7.0

Samsung S7 7.0

Samsung S6 6.0.1

Samsung S5 5

Samsung Tab A 6.0.1

Google Pixel 2 8.0

SAFE SAFE 和和 KNOX KNOX

在兼容的 Samsung 设备上，XenMobile 10.x 可同时支持和扩展 Samsung for Enterprise (SAFE) 和 Samsung KNOX 策略。
XenMobile 要求您先启用 SAFE API，然后再部署 SAFE 策略和限制。为此，应将内置 Samsung Enterprise License

Management (ELM) 密钥部署到设备。要启用 Samsung KNOX API，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 Samsung KNOX License Management System (KLMS) 购买 Samsung KNOX 许可证。

2. 部署 Samsung ELM 密钥。

对于 HTC 专用策略，XenMobile 支持 HTC API 0.5.0。对于 Sony 特定的策略，XenMobile 支持 Sony Enterprise SDK 2.0。

iOS

发布 iOS 11 后：

XenMobile 对 iOS 8 设备的支持已结束。
XenMobile 对运行 XenMobile Apps 的 iOS 9 设备的支持已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结束。
XenMobile 将继续支持处于 MDM 模式的 iOS 9 设备。
Secure Hub 在运行 iOS 11 的设备上不再支持 SHA-1 证书。为避免出现相关为题，用户必须先更新到 Secure Hub 10.6.10 或
更高版本，然后再将其设备升级到 iOS 11。有关预先准备此变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iOS 11 and Android O

Support（XenMobile iOS 11 和 Android O 支持）中的知识中心文章。

XenMobile 10.6 XenMobile 10.6 和和 10.7 10.7

iOS 11.x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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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10.x

iOS 9.x（仅限 MDM）

XenMobile 10.6 和 10.7 支持的部分 iOS 设备：

iPhone X

iPhone 8、8 Plus

iPhone 7 Plus 10.2.1（XenMobile 10.5 及更高版本）
iPhone 6、6 Plus、6S Plus、6S+、5s

iPhone 5、5c（仅限 iOS 9.x）
iPad 2、3

iPad Air、iPad Air-2、iPad Mini-4、Mini-3、Mini-2

iPad Pro

macOS

XenMobile 10.7XenMobile 10.7

macOS 10.11 El Capitan

macOS 10.12 Sierra

macOS 10.13 High Sierra

XenMobile 10.6.xXenMobile 10.6.x

macOS 10.10 Yosemite

macOS 10.11 El Capitan

macOS 10.12 Sierra

Windows Phone 和 Tablet

XenMobile 10.5XenMobile 10.5、、10.6 10.6 和和 10.7 10.7

Windows 10 RS1、RS2 和 RS3 Phone 和 Tablet

XenMobile 处于仅 MAM 模式不受支持。
Windows Phone 10

Windows Phone 8.1

仅限 MDM 模式
Windows Mobile/CE

如果 XenMobile 处于仅 MAM 模式，则不支持。

Symbian

XenMobile 10.6 XenMobile 10.6 和和 10.7 10.7

以下列表包含 10.5、10.6 和 10.7 支持的部分 Symbia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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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ian 3

Symbian S60 第五版
Symbian S60 第三版，Feature Pack 2

Symbian S60 第三版，Feature Pack 1

Symbian S60 第三版
Symbian S60 第二版，Feature Pack 3

Symbian S60 第二版，Feature Pack 2

黑莓

黑莓设备通过 XenMobile Mail Manager 进行管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Mail Manager。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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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要求

Feb 21, 2018

要使设备和应用程序能够与 XenMobile 通信，应在防火墙中打开特定端口。下表列出了必须打开的端口。有关 XenMobile

Service 的端口要求，请参阅端口要求。

打开下列端口以允许用户通过 NetScaler Gateway 从 Citrix Secure Hub、Citrix Receiver、 NetScaler Gateway 插件连接到以
下组件：

XenMobile

StoreFront

XenDesktop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其他内部网络资源，例如 Intranet Web 站点

要实现从 NetScaler 到 Launch Darkly 的通信，可以使用此支持知识中心文章中所述的 IP 地址。 

有关 NetScaler Gateway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aler Gateway 文档中的配置 XenMobile 环境的设置。有关 NetScaler 拥
有的 IP 地址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aler 文档中的 NetScaler 如何与客户端和服务器进行通信。该节包括有关 NetScaler IP

(NSIP) 虚拟服务器 IP (VIP) 和子网 IP (SNIP) 地址的信息。

T CP portT CP port Des criptionDes cription SourceSource Des tinationDes tination

21 或 22 用于将支持包发送到 FTP 或 SCP 服务器。    XenMobile FTP 或 SCP 服务器

3（TCP 和
UDP）

用于 DNS 连接。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DNS 服务器

80
NetScaler Gateway 通过第二个防火墙将 VPN 连接传递到内部网络资
源。用户使用 NetScaler Gateway 插件登录时，通常会发生此情况。    

NetScaler Gateway Intranet Web 站点

80 或 8080

__________

443

用于枚举、票证记录和身份验证的 XML 和 Secure T icket Authority

(STA) 端口。
 

Citrix 建议使用端口 443。    

StoreFront 和 Web

Interface XML 网络
流量
 

NetScaler Gateway

STA

XenDesktop 或 XenApp

123（TCP 和
UDP）

用于网络时间协议 (NTP) 服务。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NTP 服务器

389 用于不安全的 LDAP 连接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或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xenmobile-service.html#par_anchortitle_77ca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3479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gateway/11-1/config-xenmobile-wizard.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11-1/getting-started-with-netscaler/communicate-with-clients-serv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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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下面的每个项目都与右侧列中的相同项目对应。 

用于从 Citrix Receiver 连接到 StoreFront 或从 Receiver for Web 连
接到 XenApp 和 XenDesktop。    

用于连接到 XenMobile 以实现 Web、移动和 SaaS 应用程序交付。
    

用于与 XenMobile Server 的一般设备通信
注册时用于从移动设备到 XenMobile 的连接。    

用于从 XenMobile 到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连接。    

用于从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到 XenMobile 的连接。    

用于在未进行证书身份验证的部署中的回调 URL。    

Internet

Internet

XenMobile

Internet

XenMobil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XenMobil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514 用于 XenMobile 与 Syslog 服务器之间的连接。    XenMobile Syslog 服务器

636 用于安全 LDAP 连接。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或
Active Directory

1494
用于与内部网络中基于 Windows 应用程序的 ICA 连接。Citrix 建议保
持此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NetScaler Gateway XenApp 或 XenDesktop

1812 用于 RADIUS 连接。    NetScaler Gateway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

2598
用于使用会话可靠性连接到内部网络中基于 Windows 的应用程序。
Citrix 建议保持此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NetScaler Gateway XenApp 或 XenDesktop

3268 用于 Microsoft Global Catalog 非安全 LDAP 连接。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或
Active Directory

3269 用于 Microsoft Global Catalog 安全 LDAP 连接。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或
Active Directory

9080
用于 NetScaler 和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之间的 HTTP 流
量。    

NetScaler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30001 HTTPS 服务的初始分段的管理 API 内部 LAN XenMobile Server

9443
用于 NetScaler 和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之间的 HTTPS 流
量。    

NetScaler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45000

________

80

用于部署在群集中的两个 XenMobile VM 之间的通信。
端口 80 用于节点间通信和 SSL 卸载。

XenMobile XenMobile

8443 用于注册、XenMobile Store 和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设备
Internet

XenMobile

T CP portT CP port Des criptionDes cription SourceSource Des tinationDes 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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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4443

用于管理员通过浏览器访问 XenMobile 控制台。    

用于从一个节点为所有 XenMobile 群集节点下载日志和支持捆绑
包。    

访问点（浏览
器）
XenMobile

XenMobile

27000 用于访问外部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的默认端口。 XenMobile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

7279 用于签入和签出 Citrix 许可证的默认端口。    XenMobile Citrix 供应商守护程序

161 用于使用 UDP 协议的 SNMP 流量。 SNMP 管理器 XenMobile

162
用于从 XenMobile 向 SNMP 管理器发送 SNMP 陷阱警报。来源为
XenMobile，目标为 SNMP 管理器。 

XenMobile SNMP 管理器

T CP portT CP port Des criptionDes cription SourceSource Des tinationDes tination

打开以下端口以允许 XenMobile 在网络中通信。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03https://docs.citrix.com

T CPT CP
portport

Des criptionDes cription SourceSource Des tinationDes tination

25
用于 XenMobile 通知服务的 SMTP 端口。如果 SMTP 服务器使用其他端口，请确
保防火墙不会阻止该端口。    

XenMobile SMTP 服务器

80 和
443

与 Apple iTunes App Store (ax.itunes.apple.com)、Google Play（必须使用 80）
或 Windows Phone 应用商店建立的企业应用商店连接。用于通过 iOS 上的 Citrix

Mobile Self-Serve、适用于 Android 的 Secure Hub 或适用于 Windows Phone 的
Secure Hub 从应用商店发布应用程序。    

XenMobile

Apple iTunes App

Store（ax.itunes.apple.com

和 *.mzstatic.com）
Apple 批量购买计划
(vpp.itunes.apple.com)

对于 Windows Phone：
login.live.com 和
*.notify.windows.com

Google Play

(play.google.com)

 

80 或
443

用于 XenMobile 与 Nexmo SMS Notification Relay 之间的出站连接。    XenMobile Nexmo SMS Relay 服务器

389 用于非安全 LDAP 连接。 XenMobile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或 Active

Directory

443

用于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 的注册和代理安装。
用于 Android 和 Windows 设备、XenMobile Web 控制台和 MDM 远程支持客
户端的注册和代理安装。

Internet

Internet

LAN 和
Wi-Fi

XenMobile

1433 默认用于与远程数据库服务器的连接（可选）。 XenMobile SQL Server

2195
用于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APNs) 到 gateway.push.apple.com 的出站连接，适用
于 iOS 设备通知和设备策略推送。

XenMobile
Internet（使用公用 IP 地址
17.0.0.0/8 的 APNs 主机）

2196
用于到 feedback.push.apple.com 的 APNs 出站连接，适用于 iOS 设备通知和设
备策略推送。

5223 用于从 Wi-Fi 网络上的 iOS 设备到 *.push.apple.com 的 APNs 出站连接。
Wi-Fi 网络
上的 iOS

设备

Internet（使用公用 IP 地址
17.0.0.0/8 的 APNs 主机）

8081 用于来自可选 MDM 远程支持客户端的应用程序通道。默认设置为 8081。
远程支持
客户端

XenMobile

8443 用于 iOS 和 Windows Phone 设备注册。

Internet

LAN 和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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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端口配置可确保从 Secure Hub for Android 连接的 Android 设备能够从内部网络访问 Citrix 自动发现服务 (ADS)。下载通过
ADS 提供的任何安全更新时能够访问 ADS 非常重要。

注意注意：ADS 连接可能不支持您的代理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允许 ADS 连接跳过代理服务器。

如果您希望启用证书固定，应满足以下必备条件：

收集收集 XenMobile Server  XenMobile Server 和和 Net Scaler  Net Scaler 证书证书。证书必须采用 PEM 格式，并且必须是公用证书，而非私钥。
联系联系 Cit rix  Cit rix 支持并请求启用证书固定功能支持并请求启用证书固定功能。在此过程中，系统会要求您提供证书。

证书固定功能要求设备先连接到 ADS，然后再注册。此要求可确保最新的安全信息对正在其中注册设备的环境的 Secure Hub

可用。为了 Secure Hub 注册设备，该设备必须访问 ADS。因此，在内部网络中打开 ADS 访问功能对启用设备注册非常重要。

要允许访问 Secure Hub for Android 的 ADS，请为以下 FQDN 和 IP 地址打开端口 443：

FQDNFQDN IP addres sIP addres s PortPort IP and port us ageIP and port us age

discovery.mdm.zenprise.com 52.5.138.94 443 Secure Hub - ADS 通信

discovery.mdm.zenprise.com 52.1.30.122 443 Secure Hub - ADS 通信

ads.xm.cloud.com* 34.194.83.188 443 Secure Hub - ADS 通信

ads.xm.cloud.com* 34.193.202.23 443 Secure Hub - ADS 通信

* Secure Hub 10.6.15 及更高版本使用 ads.xm.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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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性和性能

Feb 21, 2018

理解扩展 XenMobile 基础结构在确定如何部署和配置 XenMobile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包含来自针对小型到大型
XenMobile 企业本地的可扩展性测试的数据，以及有关如何针对这些部署来确定性能和可扩展性方面的基础结构要求。

可扩展性在本文中是根据已在部署中注册的设备同时重新连接到部署的能力来定义的。

可扩展性定义为在部署中注册的最大设备数。
登录速率定义为现有设备可以重新连接到部署的最大速率。

本文中的数据源自对规模范围从 10000 到 75000 台设备的部署的测试。测试中的移动设备使用已知工作负载。

所有测试都是在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 上完成。

测试是使用 NetScaler Gateway 8200 进行的。预计具有相似或更高容量的 NetScaler 设备可以获得相似或更高的可扩展性和
性能。

此表汇总了可扩展性测试结果：

可扩展性可扩展性 最多最多 7 5000  7 5000 台设备台设备

登录速率登录速率 现有用户的重新连接速率 每小时最多 9375 台设备

配置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MPX 8200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 XenMobile Server 7 节点群集

数据库 Microsoft SQL Server 外部数据库

 

测试结果（按设备数量和硬件配置）

此表提供了与测试的部署设备数量和硬件配置对应的可扩展性测试结果。

设备数量设备数量 12500 30,000 60,000 75000

每小时现有设备的重新连接速每小时现有设备的重新连接速
率率

1250 3,750 7,500 9375

XenMobile Server - XenMobile Server - 模式模式 独立 群集 群集 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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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Server - XenMobile Server - 群集群集 不适用 3 5 7

XenMobile Server - XenMobile Server - 虚拟设虚拟设
备备

内存 = 8 GB RAM

vCPU = 4

内存 = 16 GB RAM

vCPU = 6

内存 = 24 GB RAM

vCPU = 8

内存 = 24 GB RAM

vCPU = 8

Act ive Direct oryAct ive Direct ory 内存 = 4 GB RAM

vCPU = 2

内存 = 8 GB RAM

vCPU = 4

内存 = 16 GB RAM

vCPU = 4

内存 = 16 GB RAM

vCPU = 4

Microsof t  SQL Server Microsof t  SQL Server 外外
部数据库部数据库

内存 = 8 GB RAM

vCPU = 4

内存 = 16 GB RAM

vCPU = 8

内存 = 24 GB RAM

vCPU = 16

内存 = 24 GB RAM

vCPU = 16

可扩展性配置文件

这些表格汇总了得出本文数据所用的测试配置文件：

Act ive Direct ory Act ive Direct ory 配置配置 使用的配置文件使用的配置文件

用户 100000

组 200000

嵌套级别 5

 

XenMobile Server XenMobile Server 配置配置 总数总数 每个用户每个用户

策略 20 20

应用程序 270 50

公共应用程序 200 0

MDX 50 30

Web 和 SaaS 应用程序 20 20

操作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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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组 20  

每个交付组的 Active Directory 组数 10  

SQLSQL

数据库数 1

这些可扩展性测试按部署中注册的设备在 8 小时的时间段内重新连接的能力来收集数据。

测试模拟了重新连接时间间隔，在这段时间里，进行重新连接的设备获得所有授权安全策略，导致 XenMobile Server 节点需要
承受的负载情况高于一般情况。在后续重新连接过程中，只有更改的策略或新策略推送至 iOS 设备，从而减轻 XenMobile

Server 节点上的负载。

这些测试混合使用了 50% 的 iOS 设备和 50% 的 Android 设备。

这些测试假定进行重新连接的 Android 设备接收了以前的 GCM 通知。

在 8 小时的测试时间间隔内，发生了以下应用程序相关活动：

Secure Hub 打开了一次以列举获得授权的应用程序
打开了 2 个 SAML Web 应用程序
下载了 4 个 MAM 应用程序
生成了 1 个 STA 以供 Secure Mail 使用
240 次 STA 票据验证，每个通过 Micro VPN 的 Secure Mail 重新连接事件执行一次验证。

参考体系结构

有关这些可扩展性测试中使用的部署的参考体系结构，请参阅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Premises Deployments（适用
于本地部署的参考体系结构）中的“Core MAM+MDM Reference Architecture”（核心 MAM+MDM 参考体系结构）。

附加说明和限制

考虑本文中的可扩展性测试结果时请注意以下内容：

未测试 Windows 平台。
针对 iOS 和 Android 设备测试了策略推送功能。
每个 XenMobile Server 节点最多同时支持 12000 台设备。

http://docs.citrix.com/en-us/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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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

Feb 21, 2018

XenMobile Service 和 XenMobile Server 的许可不同：

Citrix Cloud Ops 处理 XenMobile Service 的许可。
XenMobile Server 和 NetScaler Gateway 需要许可证。

有关 NetScaler Gateway 许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aler Gateway 文档中的许可。XenMobile 使用 Citrix Licensing

管理许可证。有关 Citrix Licensing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The Citrix Licensing System（Citrix Licensing 系统）。

购买 XenMobile Server 时，您会收到一封订单确认电子邮件，其中包含用于激活许可证的说明。新客户必须先注册加入
许可证计划才能下订单。有关 XenMobile 许可模式和计划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licensing（XenMobile 许
可）。

有关显示每个 XenMobile 版本中可用的 XenMobile 功能的数据表，请参阅此 PDF。

必须先安装 Citrix Licensing，然后再下载 XenMobile 许可证。需要安装了 Citrix Licensing 的服务器的名称才能生成许可证文
件。安装 XenMobile 时，默认在服务器上安装 Citrix Licensing。您也可以使用现有 Citrix Licensing 部署管理 XenMobile 许可
证。有关安装、部署和管理 Citrix Licensing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许可使用本产品。

注意
请先将您的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更新到 11.14.x 或更高版本，然后再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10.8。早期许可证服务器版本

与 XenMobile 最新版本不兼容。

Important
如果打算将 XenMobile 的节点或实例群集在一起，必须在远程服务器上使用 Citrix Licensing。

Citrix 建议您保留收到的所有许可证文件的一份本地副本。保存配置文件的备份副本时，所有许可证文件都包含在备份中。但
是，如果您在未提前备份配置文件的情况下重新安装 XenMobile，则需要使用原始许可证文件。

在不提供许可证的情况下，XenMobile 将在宽限期为 30 天的试用模式下运行，功能齐全。此试用模式只能使用一次，期限为
从安装 XenMobile 开始持续 30 天。无论是否有可用的有效 XenMobile 许可证，均不会阻止对 XenMobile Web 控制台的访
问。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您可以看到试用期剩余的天数。

尽管 XenMobile 允许上载多个许可证，但同一时间只能激活一个许可证。

XenMobile 许可证过期后，您将无法再执行任何设备管理功能。例如，新用户或设备将无法注册，部署到已注册设备的应用程
序和配置将无法更新。有关 XenMobile 许可模式和计划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licensing（XenMobile 许可）。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gateway/11-1/licensing.html
http://www.citrix.com/buy/licensing/overview.html
http://www.citrix.com/buy/licensing/product.html
https://www.citrix.com/content/dam/citrix/en_us/documents/products-solutions/citrix-xenmobile-the-revolutionary-way-to-mobilize-your-business.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licensing.html
http://www.citrix.com/buy/licensing/produ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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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XenMobile 后首次显示许可许可页面时，许可证设置为默认 30 天的试用模式，并且尚未配置。可以在此页面上添加和配置许
可证。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许可许可。此时将显示许可许可页面。

添加新许可证时，新许可证将显示在表格中。添加的第一个许可证自动被激活。如果添加同一类别（如企业）和类型的多个许
可证，这些许可证将显示在表格的同一行中。在这些情况下，许可证总数许可证总数和使用的数量使用的数量反应公共许可证的总数。过期过期 日期显示
公共许可证中的最新过期日期。

通过 XenMobile 控制台管理所有本地许可证。

1. 从 Simple License Service 获取许可证文件，方法是通过许可证管理控制台或直接利用您在 Citrix.com 上的帐户。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获取许可证文件。

2.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3. 单击许可许可。此时将显示许可许可页面。

4. 将配置许可证配置许可证设置为开开。在许可证类型许可证类型列表中，单击添加添加按钮，将显示许可许可表。许可许可表包含已用于 XenMobile 的许可证。如
果尚未添加任何 Citrix 许可证，此表为空。

http://docs.citrix.com/zh-cn/licensing/11-11-1/lic-getting-started/lic-install-license-fi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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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保将许可证类型许可证类型设置为本地许可证本地许可证，然后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许可证添加新许可证对话框。

6. 在添加新许可证添加新许可证对话框中，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然后浏览到许可证文件的位置。

7. 单击上载上载。许可证将上载到本地并显示在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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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可证显示在许可许可页面上的表格中以后，请将其激活。如果此许可证是表格中的第一个许可证，则会自动激活此许可证。

如果使用的是远程 Citrix Licensing 服务器，可使用 Citrix Licensing 服务器来管理所有许可活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许可使
用本产品。

1. 将许可证服务器证书导入到 XenMobile Server 中（设置设置 >  > 证书证书）。

2. 默认情况下，主机名验证对除 Microsoft PKI 服务器以外的传出连接启用。如果主机名验证中断了您的部署，请将服务器属
性 disable.host name.verificat iondisable.host name.verificat ion 更改为 t ruet rue。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f alsef alse。

主机名验证失败时，服务器日志将包括如下所示的错误消息：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VPP Server: Host name '192.0.2.0'

does not match the certificate subject provided by the peer（无法连接到 VPP 服务器: 主机名 192.0.2.0 与对等机提供的证书
使用者不匹配）

3. 在许可许可页面上，将配置许可证配置许可证设为开开。在许可证类型许可证类型列表中，单击添加添加按钮，将显示许可许可表。许可许可表包含已用于 XenMobile

的许可证。如果尚未添加任何 Citrix 许可证，此表为空。

4. 将许可证类型许可证类型设置为远程许可证远程许可证。许可证服务器许可证服务器和端口端口字段以及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按钮将替换添加添加按钮。

5. 配置以下设置：

许可证服务器许可证服务器：键入远程许可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端口端口：接受默认端口或键入用于与许可服务器通信的端口号。

http://docs.citrix.com/zh-cn/licen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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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如果连接成功，XenMobile 将与许可服务器连接，并且在许可表中填充可用的许可证。如果只有一个许可
证，会自动激活此许可证。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时，XenMobile 将确认以下信息：

XenMobile 可以与许可证服务器通信。
许可证服务器上的许可证有效。
许可证服务器与 XenMobile 兼容。

如果连接不成功，请检查显示的错误消息，进行必要的修改，然后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

如果您有多个许可证，可以选择要激活的许可证。但是，同一时间只能激活一个许可证。

1. 在许可许可页面的许可表许可表中，单击要激活的许可证所在的行。行旁边将显示激活激活确认对话框。

2. 单击激活激活。此时将显示激活激活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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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激活激活。所选许可证现已激活。

Important
如果激活所选许可证，当前激活的许可证将取消激活。

激活远程或本地许可证后，可以将 XenMobile 配置为在临近许可证过期日期时通知您，或配置一个委派。

1. 在许可许可页面上，将到期通知到期通知设为开开。将显示新的与通知相关的字段。

2. 配置以下设置：

通知时间间隔通知时间间隔：键入：
发送通知的频率，如每 77  天一次。
开始发送通知的时间，如在许可证过期前 60 天发送。

收件人收件人：键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许可证负责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内容内容：键入收件人在通知中看到的过期通知消息。

3. 单击保存保存。根据您的设置，XenMobile 开始向您在收件人收件人中键入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您在内容内容中键入的文本。
通知按照您设置的频率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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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S 140-2 合规性

Feb 21, 2018

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 NIST) 发布的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 FIPS) 指定了安全系统中使用的加密模块的安全要求。FIPS 140-2 是此标准的第二版。有关
NIST 认证的 FIPS 140 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csrc.nist.gov/groups/STM/cmvp/documents/140-

1/140sp/140sp1747.pdf。

重要： 仅对 XenMobile Server 本地安装提供 FIPS 支持。只可以在初始安装时启用 XenMobile FIPS 模式。
注意：只要未使用任何 HDX 应用程序，XenMobile 仅移动设备管理、XenMobile 仅移动应用程序管理和 XenMobile
Enterprise 均与 FIPS 兼容。
在 iOS 上执行的所有静态数据 (data-at-rest) 和传输中数据 (data-in-transit) 加密操作 使用 OpenSSL 和 Apple 提供的 FIPS 认
证加密模块。在 Android 上，从移动设备到 NetScaler Gateway 的所有静态数据 加密操作和所有传输中数据加密操作使用
OpenSSL 提供的 FIPS 认证加密模块。

受支持的 Windows 设备上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的所有静态数据和传输中数据加密操作使用 Microsoft 提供的
FIPS 认证加密模块。

XenMobile Device Manager 上的所有 静态数据和传输中数据加密操作使用 OpenSSL 提供的 FIPS 认证加密模块。与上面介绍
的移动设备加密操作以及移动 设备与 NetScaler Gateway 之间的加密操作结合时，MDM 流的所有静态数据和 传输中数据在
端到端传输时使用 FIPS 合规 加密模块。

iOS、Android 和 Windows 移动设备与 NetScaler Gateway 之间的所有传输中数据加密操作使用 FIPS 认证加密模块。
XenMobile 使用配备了认证 FIPS 模块的 DMZ 托管 NetScaler FIPS Edition 设备来确保这些数据的安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 NetScaler FIPS 文档。

MDX 应用程序在 Windows Phone 上受支持，在 Windows Phone 上使用 FIPS 兼容的加密库和 API。Windows Phone 上
MDX 应用程序的所有静态数据和 Windows Phone 设备与 NetScaler Gateway 之间的所有传输中数据使用这些库和 API 进行
加密。

MDX Vault 使用 OpenSSL 提供的 FIPS 认证加密模块加密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 MDX 打包的应用程序以及关联静态数据。

有关完整的 XenMobile FIPS 140-2 合规声明（包括在每种情况下使用的 特定模块），请与 Citrix 代表联系。

http://csrc.nist.gov/groups/STM/cmvp/documents/140-1/140sp/140sp1747.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11-1/ssl/fi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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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支持

Feb 21, 2018

XenMobile 应用程序和 XenMobile 控制台已修改为可供在英语以外的语言中使用。支持非英语字符和键盘输入，即使应用程序
未本地化为用户的首选语言时也是如此。有关所有 Citrix 产品的全球支持信息，请参阅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119253。

本文列出了 XenMobile 最新版本支持的语言。

法语
德语
西班牙语
日语
韩语
葡萄牙语
简体中文

X 表示应用程序可在该特定语言中使用。Secure Forms 应用程序目前仅提供英语版本。

注意注意：自发布版本 10.4 起，Worx 移动应用程序已重命名为 XenMobile 应用程序。大多数单个 XenMobile 应用程序也进行了
重命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 XenMobile 应用程序。

iOS 和 Android

 Secure HubSecure Hub Secure MailSecure Mail Secure WebSecure Web SecureSecure

Not esNot es

Secure TasksSecure Tasks QuickEditQuickEdit

日语 X X X X X X

简体中文 X X X X X X

繁体中文 X X X X X X

法语 X X X X X X

德语 X X X X X X

西班牙语 X X X X X X

韩语 X X X X X X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119253
http://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apps/10/about-secure-ap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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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语 X X X X X X

荷兰语 X X X X X X

意大利语 X X X X X X

丹麦语 X X X X X X

瑞典语 X X X X X X

希伯来语 X X X X X 仅限 iOS

阿拉伯语 X X X X X X

俄语 X X X X X X

土耳其语 X X 仅限 Android    

Windows

Secure HubSecure Hub Secure MailSecure Mail Secure WebSecure Web

法语 X X X

德语 X X X

西班牙语 X X X

意大利语 X X X

丹麦语 X X X

瑞典语 X X X

下表概述了每个应用程序对中东语言文本的支持情况。X 指示功能是否对响应的平台可用。对于 Windows 设备，不支持从右
向左排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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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iOS AndroidAndroid

Secure Hub X X

Secure Mail X X

Secure Web X X

Secure Tasks X X

Secure Notes
X X

QuickEdit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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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

Feb 21, 2018

开始之前：开始之前：

可以使用以下预安装核对表记录安装 XenMobile 的必备条件和设置。每项任务或记录都包含一列，指明适用此要求的组件或功
能。

规划 XenMobile 部署有多个注意事项。有关您的完整 XenMobile 环境的建议、常见问题和用例，请参阅 XenMobile 部署手
册。

有关安装步骤，请参阅本文后面的安装 XenMobile 部分。

预安装核对表

基本网络连接基本网络连接

以下是 XenMobile 解决方案需要的网络设置。

必备条件或设置必备条件或设置
组件或功组件或功
能能

记录记录
设置设置

 记录远程用户连接到的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公用和本地 IP 地址。

您需要这些 IP 地址来配置防火墙以设置网络地址转换 (NAT)。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子网掩码。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 DNS IP 地址。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下 WINS 服务器 IP 地址（如果适用）。 NetScaler

Gateway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introduc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html#par_anchortitle_ea51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10-2/Downloads/xenmobile-flowchart-deploy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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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并记下 NetScaler Gateway 主机名。

注意：此项目不是 FQDN。FQDN 位于绑定到用户所连接的虚拟服务器的已签名服务器证书中。
您可以使用 NetScaler Gateway 中的安装向导来配置主机名。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 XenMobile 的 IP 地址。

如果安装一个 XenMobile 实例，请保留一个 IP 地址。

如果配置群集，请记录需要的所有 IP 地址。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上配置的一个公用 IP 地址
NetScaler Gateway 的一个外部 DNS 条目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 Web 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端口、代理主机列表，以及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如果您在网
络中部署代理服务器，这些设置是可选的（如果适用）。

注意：配置 Web 代理的用户名时，可以使用 sAMAccountName 或用户主体名称 (UPN)。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默认网关 IP 地址。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系统 IP (NS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子系统 IP (SN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证书中的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 IP 地址和 FQDN。

要配置多个虚拟服务器，请记录证书中的所有虚拟 IP 地址和 FQDN。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用户可经由 NetScaler Gateway 访问的内部网络。

例如：10.10.0.0/24

输入用户在以下情况下需要访问的所有内部网络和网段：通过 Secure Hub 或 NetScaler

Gateway 插件连接时，拆分通道设置为“开”时。

NetScaler

Gateway

 

 确保 XenMobile Server、NetScaler Gateway、外部 Microsoft SQL Server 与 DNS 服务器之间的
网络连接良好。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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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许可

XenMobile 要求您购买 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的许可选项。有关 Citrix Licensing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The Citrix

Licensing System（Citrix Licensing 系统）。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组件组件
记录位记录位
置置

从 Citrix Web 站点获取通用许可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aler Gateway 文档
中的许可。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Citrix 许可证服务
器

证书证书

XenMobile 和 NetScaler Gateway 需要使用证书来启用用户设备与其他 Citrix 产品和应用程序的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文档中的证书和身份验证部分。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组件组件 注意注意

获取并安装必需证书。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端口端口

打开端口以允许与 XenMobile 组件通信。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组件组件 注意注意

 打开用于 XenMobile 的端口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数据库数据库

XenMobile 需要数据库连接配置。XenMobile 存储库要求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在系统要求和兼容性中记录的受支持的
版本之一上运行。Citrix 建议远程使用 Microsoft SQL。PostgreSQL 包含在 XenMobile 中，并且应仅在测试环境中本地或远程
使用。

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使用 jDTS 数据库驱动程序。要对 XenMobile Server 的本地安装使用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请参
阅 SQL Server 驱动程序。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组件组件 记录设置记录设置

http://www.citrix.com/buy/licensing/overview.html
http://www.citrix.com/buy/licensing/managemen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gateway/11-1/licensin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sql-server-driv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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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SQL Server IP 地址和端口。

确保要用于 XenMobile 的 SQL Server 服务帐户具有
DBcreator 角色权限。

XenMobile  

Act ive Direct ory Act ive Direct ory 设置设置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组件组件
记录记录
设置设置

 记录主服务器和辅助服务器的 Active Directory IP 地址和端口。

如果使用端口 636，请在 XenMobile 上安装 CA 的根证书，并将使用安全连接选项设置为是。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 Active Directory 域名。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帐户，该帐户需要用户 ID、密码和域别名。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帐户是 XenMobile 用来查询 Active Directory 的帐户。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用户基础 DN。

用户所在的目录级别；例如，cn=users, dc=ace, dc=com。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使用此 DN 来查询 Active Directory。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组基础 DN。

组所在的目录级别。

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使用此 DN 来查询 Active Directory。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XenMobile 与与 Net Scaler Gat eway  Net Scaler Gat eway 之间的连接之间的连接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组件组件 记录设置记录设置

记录 XenMobile 主机名。 XenMobile

记录 XenMobile 的 FQDN 或 IP 地址。 XenMobile

识别用户可以访问的应用程序。 NetScaler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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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回调 URL。 XenMobile

用户连接：访问用户连接：访问 XenDeskt op XenDeskt op、、XenApp XenApp 和和 Cit rix Secure Hub Cit rix Secure Hub

Citrix 建议在 NetScaler 中使用快速配置向导来配置 XenMobile 与 NetScaler Gateway 之间以及 XenMobile 与 Secure Hub 之
间的连接设置。可以创建第二个虚拟服务器以允许用户从 Citrix Receiver 和 Web 浏览器建立连接。这些连接是与 XenApp 和
XenDesktop 中基于 Windows 的应用程序和虚拟桌面建立的。Citrix 建议您同时在 NetScaler 中使用快速配置向导来配置这些
设置。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组件组件
记录记录
设置设置

 记录 NetScaler Gateway 主机名和外部 URL。

外部 URL 是用户用来进行连接的 Web 地址。

XenMobile  

 记录 NetScaler Gateway 回调 URL。 XenMobile  

 记录虚拟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 Program Neighborhood Agent 或 XenApp Services 站点的路径。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记录运行 Secure Ticket Authority (STA) 的 XenApp 或 XenDesktop 服务器的 FQDN 或 IP

地址（仅限 ICA 连接）。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 XenMobile 的公共 FQDN。 NetScaler

Gateway

 

 记录 Secure Hub 的公共 FQDN。 NetScaler

Gateway

 

XenMobile 部署的流程图

可以使用此流程图指导您完成部署 XenMobile 的主要步骤。图后面提供每个步骤的主题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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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要求和兼容性

2：安装和配置

3 和 4：预安装核对表（本文）

5：在命令提示窗口中配置 XenMobile（本文）

6：在 Web 浏览器中配置 XenMobile（本文）

7：配置 XenMobile 环境的设置

8：端口要求

流程图还以 PDF 格式提供。

安装 XenMobile

XenMobile 虚拟机 (VM) 在 Citrix XenServer、VMware ESXi 或 Microsoft Hyper-V 上运行。可以使用 XenCenter 或 vSphere 管
理控制台安装 XenMobile。

注意
确保使用正确的时间配置虚拟机管理程序（使用 NTP 服务器或手动配置），因为 XenMobile 会使用该时间。如果您在将 XenMobile 时

间与虚拟机管理程序同步时遇到时区问题，可以通过将 XenMobile 指向 NTP 服务器来避免这些问题。为此，请使用 XenMobile CLI，

如命令行接口选项中所述。

XenServer XenServer 或或 VMware ESXi  VMware ESXi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在 XenServer 或 VMware ESXi 上安装 XenMobile 之前，必须执行以下操作。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 XenServer 或 VMware 文档。
在硬件资源充足的计算机上安装 XenServer 或 VMware ESXi。
在单独的计算机上安装 XenCenter 或 vSphere。托管 XenCenter 或 vSphere 的计算机通过网络连接 XenServer 或 VMware

ESXi 主机。

部署 XenMobile 的流程图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gateway/12/config-xenmobile-wizard.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ports.html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10-2/Downloads/xenmobile-flowchart-deployment.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command-line-interfac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server.html
http://www.vm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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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V Hyper-V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在 Hyper-V 上安装 XenMobile 之前，必须执行以下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yper-V 文档。

在具有充足系统资源的计算机上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8 R2、Windows Server 2012 或已启用 Hyper-V 和角色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安装 Hyper-V 角色时，请确保在服务器上指定 Hyper-V 将用来创建虚拟网络的网络接口卡
(NIC)。可以保留某些 NIC 供主机使用。
删除 Virtual Machines/.xml 文件
将 Legacy/.exp 文件移到虚拟机内

如果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 Windows Server 2012，请执行以下操作：

由于有两个不同版本的 Hyper-V 清单文件可以表示 VM 配置 (.exp and .xml)，因此这些步骤十分必要。Windows Server 2008

R2 和 Windows Server 2012 版本仅支持 .exp。对于这些版本，您在安装前必须只具有 .exp 清单文件。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不要求执行这些额外步骤。

FIPS 14 0-2 FIPS 14 0-2 模式模式：如果您打算在 FIPS 模式下安装 XenMobile Server，则需要完成一组必备条件，如配置 FIPS 中所述。

可以从 Citrix Web 站点下载产品软件。您需要首先登录站点，然后使用 Citrix Web 页面上的下载链接，导航到包含要下载的软
件的页面。

下载 XenMobile 的软件

1. 转至 Citrix Web 站点。
2. 在“搜索”框旁边，单击登录以登录您的帐户。
3. 单击下载选项卡。
4. 在下载页面上，从选择产品列表中，单击 XenMobile。

 

 

5. 单击转到转到。此时将显示 XenMobile 页面。
6. 展开 XenMobile ServerXenMobile Server。
7. 展开 Product  Sof t wareProduct  Sof t ware（产品软件）。
8. 单击 XenMobile Server 10XenMobile Server 10。
9. 单击 Jump t o DownloadJump t o Download（跳至下载）菜单，选择要用于安装 XenMobile 的恰当的虚拟映像。此外，可以向下滚动页面以
定位要安装的映像的 Download FileDownload File（下载文件）按钮。

10.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下载软件。

下载 NetScaler Gateway 的软件

http://www.microsoft.com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fips.html#par_anchortitle_8dcb
http://www.citrix.com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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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执行以下过程来下载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设备或现有 NetScaler Gateway 设备的软件升级。

1. 转至 Citrix Web 站点。
2. 如果尚未登录 Citrix Web 站点，在“搜索”框旁边，单击登录以登录您的帐户。
3. 单击下载选项卡。
4. 在下载页面上，从选择产品列表中，单击 NetScaler Gateway。
5. 单击转到。此时将显示 NetScaler Gateway 页面。
6. 在 NetScaler Gateway 页面上，展开您所使用的 NetScaler Gateway 版本。
7. 在固件下面，单击要下载的设备软件版本。
注意：还可以单击 Virtual Appliances（虚拟设备）以下载 NetScaler VPX。选择此选项时，将显示适用于每个虚拟机管理程
序所对应的虚拟机的软件列表。

8. 单击要下载的设备软件版本。
9. 在要下载版本的设备软件页面上，单击相应虚拟设备的下载。

10.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下载软件。

1. 通过使用 XenCenter 或 vSphere 命令行控制台，配置 XenMobile 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 服务器等。

注意
使用 vSphere Web Client 时，我们建议您在自定义模板自定义模板页面上部署 OVF 模板过程中不要配置网络连接属性。因此，在高可用性配置

中，您可以避免克隆并重新启动第二个 XenMobile 虚拟机时 IP 地址出现问题。

2. 只能通过 XenMobile Server 的完全限定域名或节点的 IP 地址访问 XenMobile 管理控制台。

3. 登录并按照初始登录屏幕上的步骤进行操作。

在命令提示窗口中配置 XenMobile

1. 将 XenMobile 虚拟机导入 Citrix XenServer、Microsoft Hyper-V 或 VMware ESXi。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Server、Hyper-V 或 VMware 文档。

2. 在虚拟机管理程序中，选择导入的 XenMobile 虚拟机并启动命令提示窗口视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虚拟机管理程
序的文档。

3. 在虚拟机管理程序控制台页面中，通过在命令提示窗口中键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为 XenMobile 创建管理员帐户。
重要：
创建或更改命令提示窗口管理员帐户、公钥基础结构 (PKI) 服务器证书和 FIPS 的密码时，XenMobile 针对除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其密码在 XenMobile 外部管理）之外的所有用户强制执行以下规则。
密码的长度至少为 8 个字符，并且必须至少满足以下复杂条件中的三项：
大写字母（A 至 Z）
小写字母（a 至 z）
数字（0 至 9）
特殊字符（如 !、#、$、%）

http://www.citrix.com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server.html
http://www.microsoft.com
http://www.vm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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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键入新密码时，不会显示任何字符，例如星号。不会显示任何内容。

4. 提供以下网络信息，然后键入 y 以提交设置：
1. XenMobile Server 的 IP 地址
2. 网络掩码
3. 默认网关，即 DMZ 中默认网关的 IP 地址
4. 主 DNS 服务器，即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5. 辅助 DNS 服务器（可选）

注意：本图片和后面的图片中显示的地址并不可用，仅作为示例提供。
 

5. 键入 y 可通过生成随机的加密密码增加安全性，或者键入 n 提供自己的密码。Citrix 建议键入 y 生成随机密码。密码是加密
密钥（用于保护敏感数据）保护措施的一部分。密码哈希存储在服务器文件系统中，用于在加密数据和解密数据过程中提取
密钥。无法查看密码。

注意：注意：如果打算扩展您的环境并配置更多服务器，请提供您自己的密码。如果选择随机密码，则不能查看。
 

6. （可选）启用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有关 FIP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FIPS。此外，请务必完成一组必备条件，如配
置 FIPS 中所述。

7. 提供以下信息以配置数据库连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fips-complianc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fips.html#par_anchortitle_8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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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库可以是本地数据库或远程数据库。键入 l 表示本地数据库，键入 r 表示远程数据库。
2. 选择数据库类型。键入 mi 表示 Microsoft SQL，或者键入 p 表示 PostgreSQL。
重要：

Citrix 建议远程使用 Microsoft SQL。PostgreSQL 包含在 XenMobile 中，并且应仅在测试环境中本地或远程使用。
不支持数据库迁移。在测试环境下创建的数据库不能移动到生产环境中。

3. （可选）键入 y 可为数据库使用 SSL 身份验证。
4. 提供托管 XenMobile 的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此单个主机服务器同时提供设备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管理服
务。

5. 如果数据库端口号不同于默认端口号，请键入您的数据库端口号。Microsoft SQL 的默认端口为 1433，PostgreSQL 的
默认端口为 5432。

6. 键入数据库管理员用户名。
7. 键入您的数据库管理员密码。
8. 键入数据库名称。
9. 按 Ent erEnt er 键提交数据库设置。

8. （可选）键入 y 以启用群集 XenMobile 节点或实例。
重要：如果启用 XenMobile 群集，完成系统配置后，请打开端口 80，以便在群集成员之间启用实时通信。请在所有群集节
点上完成该设置。

9. 键入 XenMobile Server 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10. 按 Ent erEnt er 键提交设置。
11. 识别通信端口。有关端口及其用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端口要求。
注意注意：通过按 Ent erEnt er 键（在 Mac 上为 Return 键）接受默认端口。

12. 由于您是首次安装 XenMobile，请跳过下一个关于从之前的 XenMobile 版本进行升级的问题。
13. 如果要为每个公钥基础结构 (PKI) 证书使用相同的密码，请键入 y。有关 XenMobile PKI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上载证
书。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por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lient-certific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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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如果打算将 XenMobile 的节点或实例群集在一起，必须为后续节点提供完全相同的密码。
14. 键入新密码，然后重新输入新密码以进行确认。
注意：键入新密码时，不会显示任何字符，例如星号。不会显示任何内容。

15. 按 Ent erEnt er 键提交设置。
16. 创建管理员帐户以便使用 Web 浏览器登录 XenMobile 控制台。请务必记住这些凭据，供稍后使用。

注意：键入新密码时，不会显示任何字符，例如星号。不会显示任何内容。
 

17. 按 Ent erEnt er 键提交设置。此时已保存初始系统配置。
18. 当询问是否为升级时，请键入 n，因为这是全新安装。
19. 完整复制屏幕上显示的 URL，并在 Web 浏览器中继续此初始 XenMobile 配置。

在虚拟机管理程序命令提示窗口中完成 XenMobile 配置的初始部分后，在 Web 浏览器中完成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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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Web 浏览器中，导航到命令提示窗口配置的结论部分提供的位置。

2. 键入在命令提示窗口中创建的 XenMobile 控制台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3. 在“入门”页面中，单击开始。此时将显示“许可”页面。
4. 配置许可证。如果未上载许可证，则使用有效期为 30 天的评估版许可证。有关添加和配置许可证以及配置过期通知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许可。

重要：如果打算通过添加 XenMobile 的群集节点或实例来使用 XenMobile 群集，必须在远程服务器上使用 Citrix Licensing。
5. 在证书页面上，单击导入。此时将显示导入对话框。

6. 导入您的 APNs 和 SSL 侦听器证书。如果管理 iOS 设备，需要 APNs 证书。有关使用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

注意：此步骤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
7. 如果适用于环境，请配置 NetScaler Gateway。有关配置 NetScaler 网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以及配置 XenMobile 环境的设置。

注意：
可以在您的内部网络（或 Intranet）外围部署 NetScaler Gateway。在部署中，您可以安全地单点访问内部网络中驻留的服
务器、应用程序和其他网络资源。在此部署中，所有远程用户必须先连接到 NetScaler Gateway，才能访问内部网络中的任
何资源。
尽管 NetScaler Gateway 为可选设置，但在页面上输入数据后，必须清除或完成必填字段，才能离开页面。

8. 完成 LDAP 配置，以便从 Active Directory 访问用户和组。有关配置 LDAP 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LDAP 配置。

9. 配置能够向用户发送消息的通知服务器。有关通知服务器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通知。

后续条件后续条件：重新启动 XenMobile Server 以激活您的证书。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licensin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lient-certificat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gateway/11-1/config-xenmobile-wizard.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domain-security-toke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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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enMobile 中配置 FIPS

Feb 21, 2018

注意
XenMobile Service 服务器端组件不遵从 FIPS 140-2。

XenMobile 中的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s, FIPS) 模式通过将服务器配置为仅对所有加密操
作使用通过 FIPS 140-2 认证的库来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客户。在 FIPS 模式下安装 XenMobile Server 可确保 XenMobile 客户端
与服务器的未使用的所有数据以及传输中的数据完全遵从 FIPS 140-2。

在 FIPS 模式下安装 XenMobile Server 之前，需要完成以下必备条件。

必须对 XenMobile 数据库使用外部 SQL Server 2012 或 SQL Server 2014。还必须配置 SQL Server 以实现安全 SSL 通信。有
关配置与 SQL Server 的安全 SSL 通信的说明，请参阅 SQL Server 联机丛书。

安全 SSL 通信要求在 SQL Server 上安装 SSL 证书。SSL 证书可以是来自商业 CA 的公用证书或来自内部 CA 的自签名证书。
请注意，SQL Server 2014 无法接受通配符证书。因此，Citrix 建议您通过 SQL Server 的 FQDN 请求 SSL 证书。

如果使用 SQL Server 的自签名证书，则需要颁发了您的自签名证书的根 CA 证书的副本。必须在安装过程中将根 CA 证书导
入到 XenMobile Server 中。

可以在 XenMobile Server 的初始安装过程中启用 FIPS 模式。安装完成后则无法启用 FIPS。因此，如果您打算使用 FIPS 模
式，则必须在开始时在 FIPS 模式下安装 XenMobile Server。此外，如果您有 XenMobile 群集，则所有群集节点都必须启用
FIPS；不能在同一个群集中同时包含 FIPS 和非 FIPS XenMobile Server。

XenMobile 命令行接口中存在一个不供生产使用的 Toggle FIPS modeToggle FIPS mode（切换 FIPS 模式）选项。此选项专用于非生产诊断，
在生产型 XenMobile Server 上不受支持。

1. 在初始设置过程中，启用 F IPS modeFIPS mode（FIPS 模式）。

2. 上载 SQL Server 的根 CA 证书。如果在 SQL Server 上使用了自签名 SSL 证书而非公用证书，请为此选项选择 YesYes（是），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复制并粘贴 CA 证书。

b. 导入 CA 证书。要导入 CA 证书，必须将该证书发布到可通过 HTTP URL 从 XenMobile Server 访问的 Web 站点。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将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

3. 指定 SQL Server 的服务器名称和端口，用于登录 SQL Server 的凭据以及要为 XenMobile 创建的数据库名称。

注意注意：可以使用 SQL 登录凭据或 Active Directory 帐户访问 SQL Server，但您使用的登录凭据必须具有 DBcreator 角色。

4. 要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帐户，请以 domain\username 格式输入凭据。

5. 完成这些步骤后，请继续执行 XenMobile 初始设置。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91192%28v=sql.120%29.aspx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lient-certificate.html#par_anchortitle_f1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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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认 FIPS 模式是否已成功配置，请登录 XenMobile 命令行接口。登录横幅中将显示阶段 In FIPS Compliant  ModeIn FIPS Compliant  Mode（处于
FIPS 兼容模式）。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通过导入证书在 XenMobile 上配置 FIPS，使用 VMware 虚拟机管理程序时需要使用该模式。

SQL 必备条件

1. 从 XenMobile 到 SQL 实例的连接必须安全，且必须是 SQL Server 2012 或 SQL Server 2014。要确保连接安全，请参阅 How

to enable SSL encryption for an instance of SQL Server by using 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如何使用 Microsoft 管
理控制台为 SQL Server 的实例启用 SSL 加密）。

2. 如果该服务未正确重新启动，请检查以下项：打开 Services.mscServices.msc。

a. 复制用于 SQL Server 服务的登录帐户信息。

b. 在 SQL Server 上打开 MMC.exe。

c. 转至文件文件 > 添加添加//删除管理单元删除管理单元，然后双击证书项以添加证书管理单元。在向导中的两个页面上选择计算机帐户和本地
计算机。

d. 单击确定确定。

e. 展开证书证书((本地计算机本地计算机)) > 个人个人 > 证书证书，找到导入的 SSL 证书。

f. 右键单击导入的证书（在 SQL Server 配置管理器中进行选择），然后单击所有任务所有任务 > 管理私钥管理私钥。

g. 在组或用户名组或用户名下方，单击添加添加。

h. 输入在之前的步骤中复制的 SQL 服务帐户名称。

i. 取消选中允许完全控制允许完全控制选项。默认情况下，该服务帐户将被同时授予完全控制和读取权限，但只需要能够读取私钥。

j. 关闭 MMCMMC 并启动 SQL 服务。

3. 确保 SQL 服务已正确启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必备条件

1. 下载 rootcert (base 64)。

2. 将 rootcert 复制到 IIS 服务器上的默认站点 C:\inetpub\wwwroot。

3. 选中默认站点的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复选框。

4. 将匿名匿名设置为已启用已启用。

5. 选中失败请求跟踪失败请求跟踪规则复选框。

6. 确保 .cer 不被阻止。

7. 在 Internt Explorer 浏览器中从本地服务器浏览到 .cer 所在的位置 http://localhost/certname.cer。根证书文本应在浏览器中
显示。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kb/31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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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根证书不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中显示，请务必按如下所示在 IIS 服务器上启用 ASP。

a.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b. 在管理管理 > 添加角色和功能添加角色和功能中导航到向导。

c. 在服务器角色中，依次展开 Web Web 服务器服务器(I IS)(I IS)、Web Web 服务器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开发，然后选择 ASPASP。

d. 完成安装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9.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并浏览到 http://localhost/cert.ce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eb 服务器 (IIS)。

注意
可以为此过程使用 CA 的 IIS 实例。 

在命令行控制台中完成首次配置 XenMobile 的步骤时，必须完成以下设置才能导入根证书。有关安装步骤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安装 XenMobile。

启用 FIPS：是
上载根证书：是
复制 (c) 或导入 (i)：i

输入 HTTP URL 以导入：http://IIS 服务器的 FQDN/cert.cer

服务器：SQL Server 的 FQDN
端口：1433

用户名：能够创建数据库的服务帐户 (domain\username)。
密码：服务帐户的密码。
数据库名称：这是您选择的名称。

默认情况下，FIPS 模式在移动设备上处于禁用状态。要启用 FIPS 模式，请转至设置设置 >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编辑启用启用 F IPS  F IPS 模式模式属
性，然后将值设置为 t ruet rue。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客户端属性。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hh831725(v=ws.11).aspx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client-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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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群集

Feb 21, 2018

要配置群集，请在 NetScaler 上配置下面两个负载平衡虚拟 IP 地址。

移动设备管理移动设备管理 (MDM)  (MDM) 负载平衡虚拟负载平衡虚拟 IP   IP  地址地址：与群集中配置的 XenMobile 节点进行通信需要使用 MDM 负载平衡虚拟 IP

地址。此负载平衡在 SSL 桥接模式下完成。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MAM) 负载平衡虚拟负载平衡虚拟 IP   IP  地址地址：NetScaler Gateway 与群集中配置的 XenMobile 节点进行通信需要使用
MAM 负载平衡虚拟 IP 地址。在 XenMobile 中，默认情况下，来自 NetScaler Gateway 的所有流量在端口 8443 上路由到
负载平衡虚拟 IP 地址。

本文中的步骤解释了创建新 XenMobile 虚拟机 (VM)、将新 VM 加入现有 VM 从而创建群集设置的方法。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已完整配置所需的 XenMobile 节点。
在所有群集节点上和 XenMobile 数据库中配置 NTP。除非所有服务器的时间都相同，否则群集无法正常工作。
一个用于 MDM 负载平衡器的公用 IP 地址和一个用于 MAM 的专用 IP 地址。
服务器证书。
一个用作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 IP 地址的可用 IP。
在群集设置中以及仅 MDM 或企业模式 (MDM+MAM) 下部署了 XenMobile 的情况下：必须将您的 NetScaler 负载平衡器配
置修改为对所有 NetScaler MDM 负载平衡器（即，为端口 8443 和 443 设置的虚拟服务器）使用 Source IPSource IP

persist encepersist ence（源 IP 暂留）。请在用户设备升级到 iOS 11 之前完成该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此 Citrix 知识中心文
章：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7406。
必须在 XenMobile Server 上启用端口 80，才能在 iOS 11 设备上从 XenMobile Store 中安装应用程序。

有关群集配置中 XenMobile 10.x 的参考体系结构图，请参阅体系结构。

根据您需要的节点数，创建新的 XenMobile VM。将新 VM 指向相同的数据库并提供相同的 PKI 证书密码。

1. 打开新 VM 的命令行控制台，并输入管理员帐户的新密码。

2. 提供网络配置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740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rchitec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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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要使用默认密码进行数据保护，请键入 y；否则，请键入n，然后输入新密码。

4. 如果要使用 FIPS，请键入 y；否则，请键入 n。

5. 配置数据库，以便指向之前完整配置的 VM 所指向的同一个数据库。将显示以下消息：Database already exists（数据库已
经存在）。

6. 输入与为第一个 VM 提供的证书相同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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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密码后，第二个节点上的初始配置将完成。

7. 配置完成后，服务器重新启动并显示登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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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登录对话框与第一个 VM 的登录对话框相同。这种相同是供您确认两个 VM 使用相同的数据库服务器的一种途径。
8. 使用 XenMobile 的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在 Web 浏览器中打开 XenMobile 控制台。

9.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扳手图标 。

此时将打开支持支持页面。

10. 在高级高级下，单击群集信息群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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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关于此群集的所有信息，包括群集成员、设备连接信息、任务等。新节点现在属于群集的成员。 

您可以按照相同的步骤添加其他节点。添加到节点的第一个群集的角色为最早最早。在其后添加的群集的角色将为无无或空空。

将所需的节点作为成员添加到 XenMobile 群集中后，需要对节点进行负载平衡才能访问群集。负载平衡通过运行 NetScaler

10.5.x 中提供的 XenMobile 向导完成。您可以通过运行此向导，按照本过程中的步骤对 XenMobile 进行负载平衡。

1. 登录 NetScaler。

2. 在配置选项卡上，单击 XenMobile，然后单击开始。

3. 选中 Access through NetScaler Gateway（通过 NetScaler Gateway 访问）复选框和 Load Balance Xen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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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s（XenMobile Server 负载平衡）复选框，然后单击 Continue（继续）。

4. 输入 NetScaler Gateway 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Continue（继续）。

5.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将服务器证书绑定到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 IP 地址，然后单击 Continue（继续）。
在 Use existing certif icate（使用现有证书）中，从列表中选择服务器证书。
单击 Install Certif icate（安装证书）选项卡以上载新的服务器证书。

6. 输入身份验证服务器详细信息，然后单击 Continue（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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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确保 Server Logon Name Attribute（服务器登录名称属性）与您在 XenMobile LDAP 配置中提供的相同。
7. 在 XenMobile settings（XenMobile 设置）中，输入 Load Balancing FQDN for MAM（MAM 的负载平衡 FQDN），然后
单击 Continue（继续）。

注意：确保 MAM 负载平衡虚拟 IP 地址的 FQDN 与 XenMobile 的 FQDN 相同。
8. 如果使用 SSL 桥接模式 (HTTPS)，请选择 HTTPS communication to XenMobile Server（与 XenMobile Server 进行 HTTPS

通信）。但是，如果要使用 SSL 卸载，请选择 HTTP communication to XenMobile Server（与 XenMobile Server 进行
HTTP 通信），如上图所示。为实现本文的目的，请选择 SSL 桥接模式 (HTTPS)。

9. 绑定 MAM 负载平衡虚拟 IP 地址的服务器证书，然后单击 Continue（继续）。 

10. 在 XenMobile Servers（XenMobile Server）下面，单击 Add Server（添加服务器）以添加 XenMobile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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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输入 XenMobile 节点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Add（添加）。

12. 重复步骤 10 和 11 以添加其他 XenMobile 节点，作为 XenMobile 群集的一部分。您将看到已添加的所有 XenMobile 节点。
单击继续。

13. 单击 Load Balance Device Manager Servers（Device Manager 服务器负载平衡）以继续执行 MDM 负载平衡配置。 

14. 输入要用作 MDM 负载平衡 IP 地址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Continue（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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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列表中显示 XenMobile 节点后，单击 Continue（继续），然后单击 Done（完成）以完成此过程。

您将在 XenMobile 页面上看到虚拟 IP 地址状态。

16. 要确认虚拟 IP 地址是否已启用并运行，请单击 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然后导航到 Traff ic Management（流量管
理）> Load Balancing（负载平衡）> Virtual Servers（虚拟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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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看到 NetScaler 中的 DNS 条目指向 MAM 负载平衡虚拟 IP 地址。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44https://docs.citrix.com

灾难恢复指南

Feb 21, 2018

可以设计使用主-被故障转移策略的灾难恢复的多个站点的 XenMobile 部署的架构并配置该部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部署手册》中的灾难恢复一文。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operate-and-monitor/disaster-recov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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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代理服务器

Feb 21, 2018

如果想要控制出站 Internet 流量，可以在 XenMobile 中设置代理服务器来承载此流量。为此，需要通过命令行接口 (CLI) 设置
代理服务器。请注意，设置代理服务器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 在 XenMobile CLI 主菜单中，键入 22 以选择“System Menu”（系统菜单）。

2. 在“System Menu”（系统菜单）中，键入 66 以选择“Proxy Server”（代理服务器）菜单。

3. 在“Proxy Configuration Menu”（代理配置菜单）中，键入 11 以选择 SOCKS，键入 22 以选择 HTTPS，或键入 33 以选择
HTTP。

4. 键入代理服务器 IP 地址、端口号和目标。有关每种代理服务器类型支持的目标类型，请参阅下表。

代理类型代理类型 支持的目标支持的目标

SOCKS AP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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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APNS、Web。PKI

HTTPS Web、PKI

HTTP 并进行身份验证 Web、PKI

HTTPS 并进行身份验证 Web、PKI

5. 如果选择在 HTTP 或 HTTPS 代理服务器上配置用户名和密码以进行身份验证，请键入 yy，然后键入用户名和密码。

6. 键入 yy  将完成代理服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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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驱动程序

Feb 21, 2018

XenMobile Service 对与 SQL Server 的连接使用 jTDS 驱动程序。要切换到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请联系 Citrix Cloud

Operations 部门。[KP(1]

对于从本地 XenMobile Server 到 SQL Server 的连接，可以使用默认驱动程序 jTDS，也可以使用 Microsoft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DBC) 驱动程序。jTDS 驱动程序是您在本地安装 XenMobile Server 或者从配置为使用 jTDS 驱动程序的
XenMobile Server 升级时使用的默认驱动程序。

对于这两种驱动程序，XenMobile 支持 SQL Server 身份验证或 Windows 身份验证。对于身份验证和驱动程序的这些组合，可
以打开或关闭 SSL。

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和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时，驱动程序会将集成身份验证与 Kerberos 结合使用。XenMobile 将联
系 Kerberos 以获取 Kerberos 密钥发行中心 (KDC) 详细信息。如果所需的详细信息未提供，XenMobile CLI 将提示输入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要从 jTDS 驱动程序切换到 JDBC 驱动程序，请通过 SSH 连接到您的所有 XenMobile Server 节点并使用 XenMobile CLI 进行配
置。执行的步骤因您当前的 jTDS 驱动程序配置而异，如下所示。

切换到 Microsoft JDBC（SQL Server 身份验证）

要完成这些步骤，您需要提供 SQL Server 用户名和密码。

通过 SSH 连接到所有 XenMobile Server 节点。

在 XenMobile CLI 主菜单中，键入 2 以选择“System Menu”（系统菜单）。

键入 12 选择“高级设置”。

键入 7 选择“切换 JDBC 驱动程序”，然后键入 m 表示 Microsoft。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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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示时，请键入 y 选择 SQL 身份验证，然后键入 SQL Server 用户名和密码。

对每个 XenMobile Server 节点重复执行上述步骤。

重新启动每个 XenMobile Server 节点。

切换到 Microsoft JDBC（SSL 关闭；Windows 身份验证）

要完成这些步骤，您需要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名和密码、Kerberos KDC 领域以及 KDC 用户名。

1. 通过 SSH 连接到所有 XenMobile Server 节点。
2. 在 XenMobile CLI 主菜单中，键入 2 以选择“System Menu”（系统菜单）。
3. 键入 12 选择“高级设置”。
4. 键入 7 选择“切换 JDBC 驱动程序”，然后键入 m。
5. 系统提示是否要使用 SQL Server 身份验证时，键入 n。
6. 系统提示时，请键入为 SQL Server 配置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名和密码。
7. 如果 XenMobile 不自动发现 Kerberos KDC 领域，系统将提示输入 KDC 详细信息，包括 SQL Server FQDN。
8. 系统提示是否要使用 SSL 时，键入 n。XenMobile 将保存配置。如果 XenMobile 由于出错而无法保存配置，则将显示一条
错误消息以及您输入的详细信息。

9. 对每个 XenMobile Server 节点重复执行上述步骤。
10. 重新启动每个 XenMobile Server 节点。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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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属性

Feb 21, 2018

XenMobile 具有多个适用于服务器范围内的操作的属性。本文将介绍多个服务器属性，并详细说明如何添加、编辑或删除服务
器属性。

一些属性是自定义键。要添加自定义键，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从键键中选择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有关通常配置的属性的信息，请参阅《XenMobile 虚拟手册》中的服务器属性。

服务器属性定义

始终添加设备始终添加设备:

如果设置为 true，XenMobile 将向 XenMobile 控制台中添加设备，即使注册失败亦如此，因此，您能够看到尝试注册的设
备。默认值为 false。

AG 客户端证书颁发限制时间间隔客户端证书颁发限制时间间隔:

两次生成证书之间的宽限期。此时间间隔阻止 XenMobile 在短时间内为某个设备生成多个证书。Citrix 建议您不要更改此
值。默认值为 30 分钟。

审核日志清理执行时间审核日志清理执行时间:

启动审核日志清理的时间，格式为 HH:MM AM/PM。示例：04:00 AM。默认值为 02:00 AM。

审核日志清理时间间隔审核日志清理时间间隔(天天):

XenMobile Server 保留审核日志的天数。默认值为 1。

Audit Logger（审核记录器）:

如果设置为 False，则不记录用户界面 (UI) 事件。默认值为 False。

审核日志保留期限审核日志保留期限(天天):

XenMobile Server 保留审核日志的天数。默认值为 7。

auth.ldap.connect .timeout  和 auth.ldap.read.timeout：

为了补偿 LDAP 响应慢的情况，Citrix 建议为以下自定义键添加服务器属性。

键：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键：auth.ldap.connect .timeout
值：60000
显示名称：auth.ldap.connect .timeout=60000
说明：LDAP 连接超时

键：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键：auth.ldap.read.timeout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server-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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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60000
显示名称：auth.ldap.read.timeout=60000
说明：LDAP 读取超时

证书续订证书续订(秒秒)：

XenMobile 在证书过期之前开始续订证书的秒数。例如，如果证书将于 12 月 30 日过期，并且此属性设置为 30 天：如果设
备在 12 月 1 日到 12 月 30 日之间连接，XenMobile 会尝试续订证书。默认值为 2592000 秒（30 天）。

连接超时连接超时：

会话不活动超时（以分钟为单位），在这段时间之后 XenMobile 关闭与设备的 TCP 连接。会话保持打开状态。适用于
Android 和 Windows CE 设备及远程支持。默认值为 5 分钟。

与与 Microsoft 认证服务器的连接超时认证服务器的连接超时：

XenMobile 等待来自证书服务器的响应的秒数。如果证书服务器速度缓慢，并且具有大量流量，可将此值增加到 60 秒或更
长时间。在 120 秒后不响应的证书服务器需要维护。默认值为 15000 毫秒（15 秒）。

默认部署渠道默认部署渠道：

确定 XenMobile 将资源部署到设备的方式：在用户级别 (DEFAULT_TO_USER) 或设备级别。默认值为
DEFAULT_TO_DEVICE。

部署日志清理时间部署日志清理时间(天天)：

XenMobile Server 保留部署日志的天数。默认值为 7。

禁用主机名验证禁用主机名验证：

默认情况下，主机名验证对除 Microsoft PKI 服务器以外的传出连接启用。主机名验证失败时，服务器日志将包括如下所示
的错误消息：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VPP Server: Host name '192.0.2.0' does not match the certif icate subject

provided by the peer（无法连接到 VPP 服务器: 主机名 192.0.2.0 与对等机提供的证书使用者不匹配）如果主机名验证中断
了您的部署，请将此属性更改为 true。默认设置为 false。

禁用禁用 SSL 服务器验证服务器验证：

如果为 True，则在满足所有以下条件时禁用 SSL 服务器证书验证：

- 在 XenMobile Server 上启用了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 Microsoft CA 服务器是证书颁发者

- 其根 XenMobile Server 不信任的内部 CA 已为您的证书签名。

默认值为 true。

启用控制台启用控制台：

如果设置为 true，则允许用户访问自助服务门户控制台。默认值为 true。

启用崩溃报告启用崩溃报告：

如果设置为 true，Citrix 将收集崩溃报告和诊断信息以帮助对 Secure Hub for iOS 和 Secure Hub for Android 存在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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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故障排除。如果设置为 false，则不收集任何数据。默认值为 true。

启用启用/禁用休眠统计信息日志记录以进行诊断禁用休眠统计信息日志记录以进行诊断：

如果设为 True，则会启用 Hibernate 统计信息日志记录，以协助排除应用程序性能问题。Hibernate 是用于与 Microsoft

SQL Server 建立 XenMobile 连接的组件。默认情况下，此日志记录功能已禁用，因为它会影响应用程序的性能。只应在短
时间内启用日志记录功能，以避免生成巨大的日志文件。XenMobile 将此日志写入 /opt/sas/logs/hibernate_stats.log。默
认值为 False。

启用启用 macOS OTAE：

如果设置为 false，则阻止为 macOS 设备使用注册链接，这意味着 macOS 用户只能使用注册邀请进行注册。默认值为
true。

启用通知触发器启用通知触发器：

启用或禁用 Secure Hub 客户端通知. 值 true 启用通知。默认值为 true。

force.server.push.required.apps：

诸如以下情况下在 Android 和 iOS 设备上启用所需应用程序的强制部署：
上载新应用程序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标记。
根据需要标记现有应用程序。
用户删除所需的应用程序。
Secure Hub 更新可用。

默认情况下，所需应用程序的强制部署设置为 false。创建自定义键并将值值设置为 true 以启用强制部署。强制部署过程
中，需要启用 MDX 的应用程序（包括企业应用程序和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将立即更新，即使您为应用程序更新宽限
期配置了 MDX 策略并且用户选择稍后升级应用程序亦如此。 

键：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键：force.server.push.required.apps
值：false
显示名称：force.server.push.required.apps
说明：强制部署所需应用程序

完全拉取完全拉取 ActiveSync 允许和拒绝的用户允许和拒绝的用户：

XenMobile 拉取 ActiveSync 允许和拒绝的用户的完整列表（基线）的时间间隔（秒）。默认值为 28800 秒。

hibernate.c3p0.idle_test_period

此 XenMobile Server 属性（即“自定义键”）确定自动验证连接之前的空闲时间，单位为秒。按如下所示配置建。默认值为
30。

键： 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键： hibernate.c3p0. idle_test_period
值： 30
显示名称： hibernate.c3p0. idle_test_period =nnn
说明： 休眠空闲测试时间段休眠空闲测试时间段

hibernate.c3p0.max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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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定义键确定 XenMobile 可以打开的与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最大连接数。XenMobile 使用您为此自定义键指定的值作为
上限。仅当需要连接时才会打开连接。设置基于数据库服务器的容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优化 XenMobile 操作。按如
下所示配置建。默认值为 1000。

键： hibernate.c3p0.max_size
值： 1000
显示名称： hibernate.c3p0.max_size=nnn
说明： DB 与 SQL 的连接数

hibernate.c3p0.min_size：

此自定义键确定 XenMobile 打开的与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最小连接数。按如下所示配置建。默认值为 100。

键： hibernate.c3p0.min_size
值： 100
显示名称： hibernate.c3p0.min_size=nnn
说明： DB 与 SQL 的连接数

hibernate.c3p0.timeout：

此自定义键确定空闲超时时间，单位为秒。默认值为 120。

键： 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键： hibernate.c3p0.timeout
值： 120
显示名称： hibernate.c3p0.timeout=nnn
说明： 数据库空闲超时时间

确定是否已启用遥测确定是否已启用遥测：

确定是否已启用遥测（客户体验改善计划，或 CEIP）。您可以在安装或升级 XenMobile 时选择加入 CEIP。如果 XenMobile

有 15 次连续失败的上载，则会禁用遥测。默认值为 false。

不活动超时不活动超时(分钟分钟)：

如果 WebServices timeout type（Web 服务超时类型）服务器属性为 INACTIVITY_TIMEOUT：此属性定义分钟数，超过
此时间后，XenMobile 注销执行了以下操作的不活动管理员︰
使用面向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共 API 来访问 XenMobile 控制台
使用面向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共 API 来访问任何第三方应用程序。超时为 0 意味着不活动用户保持登录状态。

默认值为 5。

已启用已启用 iOS 设备管理注册自动安装设备管理注册自动安装：

如果设置为 true，此属性可以减少设备注册过程中所需的用户干预数量。用户必须单击 根根 CA 安装安装（如果需要）和 MDM
配置文件安装配置文件安装。

延迟执行延迟执行 iOS 设备管理注册的第一个步骤设备管理注册的第一个步骤：

用户在设备注册过程中输入其凭据后，此值指定在提示提供根 CA 之前等待的时间长度。Citrix 建议仅针对网络延迟或速度问
题编辑此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请勿将该值设置为超过 5000 毫秒（5 秒）。默认值为 1000 毫秒（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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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执行延迟执行 iOS 设备管理注册的最后一个步骤设备管理注册的最后一个步骤：

在设备注册过程中，此属性的值指定在设备上安装 MDM 配置文件与启动代理之间需等待的时间量。Citrix 建议仅针对网络
延迟或速度问题编辑此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请勿将该值设置为超过 5000 毫秒（5 秒）。默认值为 1000 毫秒（1 秒）。

iOS 设备管理标识交付模式设备管理标识交付模式：

指定 XenMobile 使用 SCEP（出于安全原因而推荐使用）还是 PKCS12 向设备分发 MDM 证书。在 PKCS12 模式下，密钥对
在服务器上生成，并且不执行任何协商。默认值为 SCEP。

iOS 设备管理标识密钥大小设备管理标识密钥大小：

定义 MDM 身份、iOS 配置文件服务和 XenMobile iOS 代理身份的私钥的大小。默认值为 1024。

iOS 设备管理标识续订设备管理标识续订(天天)：

指定 XenMobile 在证书过期之前开始续订证书的天数。例如：如果证书将于 10 天后过期，并且此属性设置为 10 天，当设
备在过期之前 9 天连接时，XenMobile 会颁发新证书。默认值为 30 天。

iOS MDM APNS 私钥密码私钥密码：

此属性包含 APNs 密码，XenMobile 向 Apple 服务器推送通知需要该密码。

设备断开连接之前不活动的时间长度设备断开连接之前不活动的时间长度：

指定设备在 XenMobile 将其断开连接之前可以保持不活动状态的时长，包括最后一次身份验证。默认值为 7 天。

MAM Only Device Max（仅 MAM 设备最大值）：

此自定义键限制每个用户可以注册的仅 MAM 设备数。按如下所示配置建。值值为 0 表示设备注册数不受限制。

键：number.of.mam.devices.per.user
值：5
显示名称：仅仅 MAM 设备最大值设备最大值
说明：限制每个用户可以注册的 MAM 设备数。

MaxNumberOfWorker：

导入大量 VPP 许可证时使用的线程数量。默认值为 3。如果需要进一步优化，可以增加线程的数量。但请注意，如果使用大
量线程，例如 6 个，VPP 导入会导致 CPU 使用率非常高。

NetScaler 单点登录单点登录：

如果设置为 False，则会在从 NetScaler 单点登录到 XenMobile 时禁用 XenMobile 回调功能。如果 NetScaler Gateway 配
置包括回调 URL，则 XenMobile 使用回调功能验证 NetScaler Gateway 会话 ID。默认值为 False。

连续失败的上载次数连续失败的上载次数：

显示客户体验改善计划 (CEIP) 上载过程中连续失败的次数。XenMobile 会在上载失败时增加该值。上载失败 15 次
后，XenMobile 将禁用 CEIP（又称为遥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服务器属性确定是否已启用遥测确定是否已启用遥测。XenMobile 会在上
载成功时将该值重置为 0。

每个用户的设备数每个用户的设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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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 MDM 中注册相同设备的用户的最大数量。值 0 表示能够注册相同设备的用户数量不受限制。默认值为 0。

拉取允许和拒绝的用户的增量变更拉取允许和拒绝的用户的增量变更：

XenMobile 在执行 PowerShell 命令以获取 ActiveSync 设备的增量时等待来自域的响应的秒数。默认值为 60 秒。

读取读取 Microsoft 认证服务器中的数据的超时认证服务器中的数据的超时：

XenMobile 在执行读取时等待来自证书服务器的响应的秒数。如果证书服务器速度缓慢，并且具有大量流量，您可以将此值
增加到 60 秒或更长时间。在 120 秒后不响应的证书服务器需要维护。默认值为 15000 毫秒（15 秒）。

REST Web 服务服务：

启用 REST Web 服务。默认值为 true。

检索指定大小的区块中的设备信息检索指定大小的区块中的设备信息：

此值在内部用于设备导出期间的多线程处理。如果该值较高，则单个线程解析较多的设备。如果该值较低，则有较多的线程
提取设备。降低该值可能会提高导出和设备列表提取的性能，但可能会减少可用内存。默认值为 1000。

会话日志清理时间会话日志清理时间(天天)：

XenMobile Server 保留会话日志的天数。默认值为 7。

服务器模式服务器模式：

确定 XenMobile 在 MAM、MDM 还是 ENT（企业）模式下运行，这三个值分别对应于应用程序管理、设备管理或应用程序
和设备管理。请根据所需的设备注册方式设置“服务器模式”属性，如下表所示。无论许可证类型为何，“服务器模式”都默认
设置为 ENT。

如果您具有 XenMobile MDM Edition 许可证，不管您在“服务器属性”中如何设置服务器模式，有效服务器模式始终为
MDM。如果您具有 MDM Edition 许可证，则无法通过将“服务器模式”设置为“MAM”或“ENT”来启用应用程序管理。

您的许可证为此版本您的许可证为此版本 您希望设备在此模式下注册您希望设备在此模式下注册 将将“服务器模式服务器模式”属性设置为属性设置为

Enterprise/Advanced MDM 模式 MDM

Enterprise/Advanced MDM+MAM 模式 ENT

MDM MDM 模式 MDM

有效服务器模式是许可证类型和服务器模式的组合。对于 MDM 许可证，无论服务器模式的设置为何，有效服务器模式始终为
MDM。对于 Enterprise 和 Advanced 许可证，如果服务器模式为 ENT  或 MDM，有效服务器模式将与服务器模式一致。如果
服务器模式为 MAM，则有效服务器模式为 ENT。

XenMobile 会在服务器日志中为以下每个活动添加服务器模式：激活某个许可证、删除某个许可证以及在“服务器属性”中更改
服务器模式。有关创建和查看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日志和查看和分析 XenMobile 中的日志文件。

ShareFile 配置类型配置类型：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loggin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view-analyze-logs.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56https://docs.citrix.com

指定 ShareFile 存储类型。ENTERPRISE 表示启用 ShareFile Enterprise 模式。CONNECTORS 表示仅提供对通过 XenMobile

控制台创建的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访问权限。默认值为 NONE（无），此时显示 Conf igure（配置）（配置）> ShareFile 屏幕的
初始视图，在该屏幕中可以选择“ShareFile Enterprise”与“Connectors”。默认值为无无。

静态超时静态超时(分钟分钟)：

如果 WebServices timeout type（Web 服务超时类型）服务器属性为 STATIC_TIMEOUT：此属性定义分钟数，超过此时
间后，XenMobile 注销执行了操作的管理员︰
用于访问 XenMobile 控制台的面向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共 API。
用于访问任何第三方应用程序的面向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共 API。

默认值为 60。

触发代理的消息禁止显示功能触发代理的消息禁止显示功能：

启用或禁用 Secure Hub 客户端消息传递。值 false 启用消息传递。默认值为 true。

触发代理的声音禁止显示功能触发代理的声音禁止显示功能：

启用或禁用 Secure Hub 客户端声音。值 false 启用声音。默认值为 true。

Android 设备的未经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下载设备的未经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下载：

如果设置为 True，则可以将自托管应用程序下载到运行 Android for Work 的 Android 设备。如果启用了在 Google Play 应
用商店中静态提供下载 URL 的 Android for Work 选项，XenMobile 将需要此属性。在这种情况下，下载 URL 不能包括带有
身份验证令牌的一次性票证（由 XAM 一次性票证服务器一次性票证服务器属性定义）。默认值为 False。

Windows 设备的未经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下载设备的未经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下载：

仅适用于不验证一次性票证的较旧 Secure Hub 版本。如果设置为 False，则可以将未经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从 XenMobile

下载到 Windows 设备。默认值为 False。

使用使用 ActiveSync ID 执行执行 ActiveSync 擦除设备操作擦除设备操作：

如果设置为 true，XenMobile Mail Manager 将使用 ActiveSync 标识符作为 asWipeDevice 方法的参数。默认值为 false。

用户定义的设备属性用户定义的设备属性 N：

仅用于 Windows CE 设备。此自定义键允许您获取在 Windows CE 设备的注册表中创建的属性。这些属性保存在
XenMobile 数据库中之后，您可以根据这些属性的值创建部署规则。

键：自定义键自定义键
键：device.properties.userDefinedN
值：<administrator-defined>
显示名称：<administrator-defined>
说明：<administrator-defined>

仅限来自仅限来自 Exchange 的用户的用户：

如果设置为 true，则禁用针对 ActiveSync Exchange 用户的用户身份验证。默认值为 false。

VPP 基准时间间隔基准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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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重新导入 Apple 提供的 VPP 许可证的最小时间间隔。刷新许可证信息可确保 XenMobile 反映所有更改，例如，
手动从 VPP 删除导入的应用程序时。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按每 720 分钟的最小时间间隔为基准刷新 VPP 许可证。

如果您安装了许多 VPP 许可证（例如，超过 50,000）：Citrix 建议增加基准时间间隔以降低导入许可证的频率和开销。
如果您预计 Apple 会频繁更改 VPP 许可证：Citrix 建议降低该值以使更改及时更新到 XenMobile 中。两个基准之间的最
小时间间隔为 60 分钟。此外，XenMobile 每隔 60 分钟执行一次增量导入，以捕获自上次导入后所做的更改。因此，如
果 VPP 基准时间间隔为 60 分钟，则基准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能会最长延迟 119 分钟。

WebServices 超时类型超时类型：

指定如何使从公共 API 中获取的身份验证令牌过期。如果设置了 STATIC_TIMEOUT，XenMobile 会在静态超时静态超时(分钟分钟)服务
器属性中指定的值之后将身份验证令牌视为已过期。

如果设置了 INACTIVITY_TIMEOUT，XenMobile 会在令牌不活动的时间为在不活动超时不活动超时(分钟分钟)服务器属性中指定的值之
后将身份验证令牌视为已过期。默认值为 STATIC_TIMEOUT。

Windows Phone MDM 证书延长的有效期证书延长的有效期(5 年年)

MDM 为 Windows Phone 和 Tablet 颁发的设备证书的有效期。在设备管理过程中，设备使用设备证书向 MDM 服务器进
行身份验证。如果为 true，有效期为五年。如果为 false，有效期为两年。默认值为 true。

Windows WNS 通道通道 - 续订之前的天数续订之前的天数：

ChannelURI 的续订频率。默认值 10 天。

Windows WNS 检测信号时间间隔检测信号时间间隔：

XenMobile 在以每五分钟三次的速率连接到某个设备之后再次连接到该设备之前等待的时间。默认值为 6 小时。

XAM One-Time TicketXAM 一次性票据一次性票据：

一次性身份验证令牌 (OTT) 对下载应用程序有效的毫秒数。此属性与属性 Unauthenticated App download for
Android（面向 Android 的未经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下载）和 Unauthenticated App Download for Windows（面向
Windows 的未经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下载）一起使用。这些属性指定是否允许进行未经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下载。默认值
为 3600000。

XenMobile MDM 自助服务门户控制台的最长不活动时间间隔自助服务门户控制台的最长不活动时间间隔(分钟分钟)：

XenMobile 从 XenMobile 自助服务门户注销不活动用户之前的分钟数。超时值 0 表示不活动用户保持登录状态。默认值为
30。

添加、编辑或删除服务器属性

在 XenMobile 中，可以将属性应用到服务器。更改后，务必在所有节点上重新启动 XenMobile 以提交并激活更改。

注意
要重新启动 XenMobile，请通过虚拟机管理程序使用命令提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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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方，单击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此时将显示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页面。可以从此页面添加、编辑和删除服务器属性。

添加服务器属性

1.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服务器属性添加新服务器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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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以下设置：

密钥密钥：在列表中，选择合适的密钥。键区分大小写。如果要编辑属性值或申请特殊密钥，请联系 Citrix 支持。
值值：根据选择的密钥输入一个值。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输入新属性值显示在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表格中的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新服务器属性的说明。

3. 单击保存保存。

编辑服务器属性

1. 在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表格中，选择要编辑的服务器属性。

注意注意：选中服务器属性旁边的复选框时，选项菜单将显示在服务器属性列表上方。可以单击列表中的某个项目以在此列表
的右侧显示选项菜单。

2. 单击编辑编辑。此时将显示编辑新服务器属性编辑新服务器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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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当更改以下信息：

密钥密钥：无法更改此字段。
值值：属性值。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属性名称。
说明说明：属性说明。

4.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您的更改，或单击取消取消保持属性不变。

删除服务器属性

1. 在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表格中，选择要删除的服务器属性。

注意注意：可以通过选中每个属性旁边的复选框，选择要删除的多个属性。

2. 单击删除删除。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再次单击删除删除。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61https://docs.citrix.com

命令行接口选项

Feb 21, 2018

对于本地安装的 XenMobile Server，您可以随时按如下所示访问 CLI 选项：

从安装了从安装了 XenMobile 的虚拟机管理程序的虚拟机管理程序：在虚拟机管理程序中，选择导入的 XenMobile 虚拟机，启动命令提示窗口视图，
并登录到您的 XenMobile 管理员帐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虚拟机管理程序的文档。
如果在您的防火墙中启用了如果在您的防火墙中启用了 SSH，则使用，则使用 SSH。登录到您的 XenMobile 管理员帐户。

可以使用 CLI 执行各种配置和故障排除任务。下面是 CLI 的顶层菜单。

“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

下面是 Configuration（配置）菜单以及为每个选项所显示的设置的示例。

[1] Network（网络）（网络）

[2] Firewall（防火墙）（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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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tabase（数据库）（数据库）

[4 ] Listener Ports（侦听器端口）（侦听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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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ing”（群集）选项

下面是 Clustering（群集）菜单以及为每个选项所显示的设置的示例。

[1] Show Cluster Status（显示群集状态）（显示群集状态）

[2] Enable/Disable cluster（启用（启用/禁用群集）禁用群集）

选择启用群集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要在群集成员之间启用实时通信，请使用 CLI 菜单中的“防火墙”菜单选项打开端口 80。Also configure Access white list

under Firewall settings for restricted access.（要在群集成员之间启用实时通信，请使用 CLI 菜单上的“Firewall”菜单选项
打开端口 80。同时在“Firewall”设置下配置访问白名单以限制访问。）

选择禁用群集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You have chosen to disable clustering. Access to port 80 is not needed. Please disable it.（您已选择禁用群集。无需访
问端口 80。请禁用此端口）。

[3] Cluster member white list（群集成员白名单）（群集成员白名单）

[4 ] Enable or disable SSL offload（启用或禁用（启用或禁用 SSL 卸载）卸载）

当选择启用或禁用 SSL 卸载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启用 SSL 卸载将为所有人打开端口 80。Please configure Access white list under Firewall settings for restricted access.

（启用 SSL 卸载将为所有人打开端口 80。请在“Firewall”设置下配置访问白名单以限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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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splay Hazelcast Cluster（显示（显示 Hazelcast 群集）群集）

选择显示 Hazelcast 群集时，将显示以下选项：

Hazelcast Cluster Members:（Hazelcast 群集成员:）

[列出 IP 地址]

注意：如果所配置的某个节点不属于群集，请重新启动该节点。

“System”（系统）选项

在 System（系统）菜单中，您可以显示或设置系统级信息、重新启动或关闭服务器，或者访问 Advanced Settings（高级设
置）。

通过“设置 NTP 服务器”，可以指定 NTP 服务器信息。如果您在将 XenMobile 时间与虚拟机管理程序同步时遇到时区问题，可
以通过将 XenMobile 指向 NTP 服务器来避免这些问题。请在更改此选项后重新启动所有群集服务器。

[12] Advanced Settings（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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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协议协议选项默认设置为允许使用的所有协议。显示提示要启用的新要启用的新 SSL 协议协议后，键入要启用的协议。XenMobile 将禁用不包
括在您的响应中的所有协议。例如：要禁用 TLSv1，请键入 TLSv1.2,TLSv1.1，然后键入 y 以重新启动 XenMobile Server。

Server Tuning（服务器优化）选项包括“server connection timeout”（服务器连接超时）、“maximum connections (by

port)”（最大连接数(按端口)）和“maximum threads (by port)”（最大线程数(按端口)）。

切换切换 JDBC 驱动程序驱动程序选项为 jTDS 和 Microsoft  JDBC。默认驱动程序为 jTDS。有关切换到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的信息，
请参阅 SQL Server 驱动程序。

“Troubleshooting”（故障排除）选项

下面是 Troubleshooting（故障排除）菜单（故障排除）菜单以及为每个选项所显示的设置的示例。

[1] Network Utilit ies（网络实用程序）（网络实用程序）

[2] Logs（日志）（日志）

[3] Support Bundle（支持包）（支持包）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sql-server-driv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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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控制台工作流入门

Feb 21, 2018

XenMobile 控制台是 XenMobile 中的统一管理工具。本文假设您已安装了 XenMobile，并准备好使用此控制台。如果有待安装
XenMobile，请参阅安装 XenMobile。有关 XenMobile 控制台的浏览器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XenMobile 兼容性”一文。

初始设置工作流

首先在命令行控制台，然后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配置 XenMobile 后，控制板将打开。您无法返回到初始配置屏幕。如果您
跳过了某些安装配置，可以在控制台中配置以下设置。开始添加用户、应用程序和设备之前，请考虑完成这些安装设置。开始
时，请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注意注意：带星号的项目为可选项目。

有关每项设置的详细信息及分步说明，请参阅以下 Citrix 产品文档文章和各节：

身份验证
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通知

必须具有以下帐户相关设置，才能支持 Android、iOS 和 Windows 平台。

Android

创建 Google Play 凭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Play 启动。
创建一个 Android for Work 管理员帐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Android for Work。
通过 Google 验证您的域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erify your domain for G Suite（验证您的 G Suite 域）。
启用 API 并为 Android for Work 创建一个服务帐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ndroid Enterprise 帮助。

iOS

创建一个 Apple ID 和开发人员帐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Developer Program（Apple 开发者计划）Web 站点。
创建一个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APNs) 证书。如果您打算通过 XenMobile Service（云）部署管理 iOS 设备，则需要使用
Apple APNs 证书。如果您为您的 WorxMail 部署使用推式通知，您还需要 Apple APNs 证书。有关获取 Apple APNs 证书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有关 XenMobile 和 APN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Ns 证书和 WorxMail for iOS 的
推送通知。
创建一个批量购买计划 (VPP) 公司令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Volume Purchasing Program。

Windows

创建一个 Microsoft Windows 应用商店开发人员帐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Dev

Center（Microsoft Windows 开发人员中心）。
获取一个 Microsoft Windows 应用商店发布者 ID。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Dev Center（Microsoft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http://developer.android.com/distribute/googleplay/star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ndroid-for-work.html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60216?hl=en&ref_topic=3035788&vid=0-635786172084405398-1386602762
https://support.google.com/work/android/answer/6095397?hl=en
https://developer.apple.com/programs/
https://idmsa.apple.com/IDMSWebAuth/login?appIdKey=3fbfc9ad8dfedeb78be1d37f6458e72adc3160d1ad5b323a9e5c5eb2f8e7e3e2&rv=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ecure-mail/push-notifications.html
https://vpp.itunes.apple.com/?l=en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apps/jj863494.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apps/hh96778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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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开发人员中心）。
从 Symantec 获取一个企业证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Dev Center（Microsoft Windows 开发人员
中心）。
如果计划在注册 Windows Phone 时使用 XenMobile 自动发现功能，请确保您具有可用的公用 SSL 证书。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XenMobile 自动发现服务。
创建一个应用程序注册令牌 (AE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Dev Center（Microsoft Windows 开发人员
中心）。

控制台必备条件工作流

此工作流显示在添加应用程序和设备之前要配置的必备条件。

注意注意：带星号的项目为可选项目。

有关每项设置的详细信息及分步说明，请参阅以下 Citrix 产品文档文章和各节：

用户帐户、角色和注册
部署资源
使用 RBAC 配置角色
通知
创建和管理工作流
ShareFile 与 XenMobile 结合使用

添加应用程序工作流

此工作流显示了向 XenMobile 中添加应用程序时应遵循的建议顺序。

注意注意：带星号的项目为可选项目。

有关每项设置的详细信息及分步说明，请参阅以下 Citrix 产品文档文章和各节：

关于 MDX Toolkit

添加应用程序
MDX 策略概览
创建和管理工作流
部署资源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windows/apps/jj206943.aspx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utodiscovery.html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apps/jj735576%28v=vs.105%29.aspx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59d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sharefile-and-xenmobil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about-mdx-toolki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xmob-mobile-app-policy-defaults-lega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59d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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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设备工作流

此工作流显示了向 XenMobile 中添加和注册设备时应遵循的建议顺序。

注意注意：带星号的项目为可选项目。

有关每项设置的详细信息及分步说明，请参阅以下 Citrix 产品文档文章和各节：

设备
支持的设备操作系统
部署资源
监视和支持
自动化操作

注册用户设备工作流

此工作流显示了在 XenMobile 中注册用户设备时应遵循的建议顺序。

有关每项设置的详细信息及分步说明，请参阅以下 Citrix 产品文档文章：

用户帐户、角色和注册
通知

正在进行的应用程序和设备管理工作流

此工作流显示您可以在控制台中执行的应用程序和设备管理活动。

注意注意：带星号的项目为可选项目。

有关通过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扳手图标找到的支持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监视和支持。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upported-device-platform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omated-ac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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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和身份验证

Feb 21, 2018

在 XenMobile 操作期间，若干组件都会参与身份验证：

XenMobile Server：在 XenMobile Server 中可以定义注册安全性和注册体验。加入用户的选项包括向所有用户开放注册还
是仅对收到邀请的用户开放注册，以及要求执行双重身份验证还是三重身份验证。通过 XenMobile 中的客户端属性，您可
以启用 Citrix PIN 身份验证以及配置 PIN 复杂性和过期时间。
NetScaler：NetScaler 为 Micro VPN SSL 会话提供终端。NetScaler 还提供网络在途安全，并允许您定义用户每次访问应用
程序时的身份验证体验。
Secure Hub：注册期间，Secure Hub 会与 XenMobile Server 协同工作。Secure Hub 是设备上可以与 NetScaler 通信的实
体：会话过期时，Secure Hub 会从 NetScaler 获取身份验证票证，并将该票证传递给 MDX 应用程序。Citrix 建议使用证书
固定，以防范中间人攻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ecure Hub 一文中的证书固定部分。

Secure Hub 还有助于使用 MDX 安全容器：Secure Hub 会推送策略，在应用程序超时后与 NetScaler 建立会话，以及定义
MDX 超时和身份验证体验。Secure Hub 还可执行越狱检测、地理位置检查以及您应用的所有策略。

MDX 策略策略：MDX 策略会在设备上创建数据保管库。MDX 策略会将 Micro VPN 连接引导回 NetScaler，强制执行脱机模式
限制，以及强制执行超时等客户端策略。

有关如何配置身份验证的注意事项的详细信息，包括单重方法和双重方法概述，请参阅《部署手册》中的身份验证一文。

使用 XenMobile 中的证书创建安全连接并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本文余下部分将介绍证书。有关其他配置详细信息，请参阅以
下文章：

域或域加安全令牌身份验证
客户端证书或证书加域身份验证
PKI 实体
凭据提供程序
APNs 证书
SAML 单点登录与 ShareFile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设置

证书

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附带在安装期间生成的自签名安全套接字层 (SSL) 证书，用于确保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流安全。Citrix

建议您使用知名证书颁发机构 (CA) 发布的可信 SSL 证书替换此 SSL 证书。

注意
iOS 10.3 设备不支持自签名证书。如果 XenMobile 使用自签名证书，用户无法将 iOS 10.3 设备注册到 XenMobile 中。要将运行 iOS

10.3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注册到 XenMobile 中，必须在 XenMobile 中使用可信 SSL 证书。

XenMobile 还使用自己的公钥基础结构 (PKI) 服务或从客户端证书的 CA 获取证书。所有 Citrix 产品均支持通配符和使用者备用
名称 (SAN) 证书。对于大多数部署，仅需两个通配符或 SAN 证书。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ecure-hub.html#par_anchortitle_f454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authentic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domain-security-toke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lient-certificat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pki-entit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redential-provider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saml-sso-sharefil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microsoft-az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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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为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安全层，允许用户无缝访问 HDX 应用程序。配置了客户端证书身份验
证时，用户将键入其 Citrix PIN 以对启用了 XenMobile 的应用程序进行单点登录 (SSO) 访问。Citrix PIN 还简化了用户身份验证
体验。Citrix PIN 用于确保客户端证书的安全或在设备本地保存 Active Directory 凭据。

要在 XenMobile 中注册并管理 iOS 设备，应设置并创建 Apple 提供的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APNs) 证书。有关步骤，请参阅
APNs 证书。

下表显示了每个 XenMobile 组件的证书格式和类型：

XenMobile
组件组件

证书格式证书格式 所需的证书类型所需的证书类型

NetScaler

Gateway

PEM
(BASE64)、PFX
(PKCS#12) SSL、根证书；NetScaler Gateway 自动将 PFX 转换为 PEM。

XenMobile

Server

.p12（在基于
Windows 的计
算机上为 .pfx）

SSL、SAML、APNs；XenMobile 还在安装过程中生成完全 PKI。重要重要：XenMobile
Server 不支持扩展名为 .pem 的证书。要使用 .pem 证书，请将 .pem 文件拆分为一个证书
和密钥，并将每个部分导入到 XenMobile Server 中。 

StoreFront PFX (PKCS#12) SSL、根

XenMobile 支持位长度为 4096、2048 和 1024 的 SSL 侦听器证书和客户端证书。请注意，1024 位证书很容易被破坏。

对于 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Server，Citrix 建议从公共 CA（如 Verisign、DigiCert 或 Thawte）获取服务器证书。
您可以从 NetScaler Gateway 或 XenMobile 配置实用程序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CSR)。创建 CSR 后，将其提交到 CA 进行签名。
CA 返回已签名证书后，即可在 NetScaler Gateway 或 XenMobile 上安装该证书。

在 XenMobile 中上载证书

您上载的每个证书在证书表中都有一个条目，提供其内容摘要。配置需要证书的 PKI 集成组件时，您要选择满足上下文相关条
件的服务器证书。例如，您可能希望将 XenMobile 配置为与 Microsoft CA 集成。与 Microsoft CA 的连接必须通过使用客户端
证书进行身份验证。

本部分内容介绍了上载证书的常规过程。有关创建、上载和配置客户端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客户端证书或证书加域身份验
证。

私钥要求私钥要求

XenMobile 可能会处理给定证书的私钥，但也可能不会进行此项处理。同样，XenMobile 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所上载证书的
私钥。

向控制台上载证书向控制台上载证书

将证书上载到控制台的主要方式有两种：

您可以单击以导入一个密钥库。然后，您在密钥库存储库中识别要安装的条目，除非您要上载 PKCS#12 格式。
可以单击以导入一个证书。

http://10.0.4.36/cf#/content/docs/en-us/xenmobile/10-4/authentication/ap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lient-certific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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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上载 CA 用于对请求进行签名的 CA 证书（不带私钥）。您还可以上载用于客户端身份验证的 SSL 客户端证书（带私
钥）

在配置 Microsoft CA 实体时，您指定 CA 证书。您从属于 CA 证书的所有服务器证书列表中选择 CA 证书。同样，配置客户端
身份验证时，您可以从包含 XenMobile 具有私钥的所有服务器证书的列表中进行选择。

导入密钥库导入密钥库

按照设计，密钥库（安全证书的存储库）可以包含多个条目。因此，从密钥库加载时，系统会提示您指定条目别名，用于识别
要加载的条目。如果未指定别名，将加载库中的第一个条目。由于 PKCS#12 文件通常仅包含一个条目，当选择 PKCS#12 作为
密钥库类型时，不会显示别名字段。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证书证书。此时将显示证书证书页面。

3. 单击导入导入。此时将显示导入导入对话框。

4. 配置以下设置：

导入导入：在列表中，单击密钥库密钥库。导入导入对话框将更改以反应可用的密钥库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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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库类型密钥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 PKCS#12。
用作用作：在列表中，单击您计划使用证书的方式。可用选项如下：
服务器服务器。服务器证书是 XenMobile Server 功能性使用的证书，这些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 Web 控制台中。这些证书包括
CA 证书、RA 证书以及用于您基础结构其他组件的客户端身份验证的证书。此外，您还可以使用服务器证书来存储您要部
署到设备的证书。此用法特别适用于在设备上建立信任所使用的 CA。
SAML。安全声明标记语言 (SAML) 认证允许您提供对服务器、Web 站点和应用程序的 SSO 访问权限。
APNs。利用 Apple 提供的 APNs 证书可通过 Apple 推送网络进行移动设备管理。
SSL 侦听器侦听器。安全套接字层 (SSL) 侦听器向 XenMobile 通知 SSL 加密活动。

密钥库文件密钥库文件：浏览查找要导入的文件类型为 .p12 （在基于 Windows 的计算机上为 .pfx）的密钥库。
密码密码：键入分配给证书的密码。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密钥库的说明，以帮助您将其与其他密钥库区分开。

5. 单击导入导入。密钥库将添加到证书表中。

导入证书导入证书

从文件或密钥库条目导入证书时，XenMobile 将尝试基于输入内容构建证书链，并导入链中的所有证书（为每个证书创建一个
服务器证书条目）。仅当文件或密钥库条目中的证书形成链时，才可执行此操作。例如，如果链中每个后续证书是前一个证书
的颁发者。

为进行提示，您可以为导入的证书添加可选说明。此说明将仅附加到链中的第一个证书上。可在以后更新提醒说明。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然后单击证书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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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证书证书页面上，单击导入导入。此时将显示导入导入对话框。

3. 在导入导入对话框的导入导入中，如果尚未选择，请单击证书证书。

4.导入导入对话框将更改以反应可用的证书选项。在用作用作中，单击使用密钥库的方式。可用选项如下：

服务器服务器。服务器证书是 XenMobile Server 功能性使用的证书，这些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 Web 控制台中。这些证书包括
CA 证书、RA 证书以及用于您基础结构其他组件的客户端身份验证的证书。此外，您还可以使用服务器证书来存储您要部署
到设备的证书。此选项特别适用于在设备上建立信任所使用的 CA。
SAML。安全声明标记语言 (SAML) 认证允许您提供对服务器、Web 站点和应用程序的单点登录 (SSO) 访问权限。
SSL 侦听器侦听器。安全套接字层 (SSL) 侦听器向 XenMobile 通知 SSL 加密活动。

5. 浏览查找要导入的文件类型为 .p12 （在基于 Windows 的计算机上为 .pfx）的密钥库。

6. 浏览以查找证书的可选私钥文件。私钥用于与证书一起使用以便进行加密和解密。

7. 键入证书的说明（可选），以帮助您将其与其他证书区分开。

8. 单击导入导入。证书将添加到证书表中。

更新证书更新证书

在任何时间，XenMobile 都仅允许系统中每个公钥存在一个证书。如果您尝试为已导入证书的同一密钥对导入证书，可以替换
现有条目或将其删除。

要最有效地更新您的证书，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执行以下操作。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以打开设置设置页面，然后单
击证书证书。在导入导入对话框中，导入新证书。

当更新服务器证书时，使用先前证书的组件将自动切换到使用新证书。同样，如果已经在设备上部署服务器证书，证书将在下
一次部署时自动更新。

XenMobile 证书管理

我们建议您列出在您的 XenMobile 部署中使用的证书，尤其是证书的过期日期和关联的密码。本部分内容旨在帮助您更轻松地
在 XenMobile 中进行证书管理。

您的环境中可能包含以下部分或所有证书：

XenMobile Server
用于 MDM FQDN 的 SSL 证书
SAML 证书（用于 ShareFile）
用于前述证书以及任何其他内部资源（StoreFront/代理等）的根 CA 证书和中间 CA 证书
用于 iOS 设备管理的 APN 证书
用于 XenMobile Server Secure Hub 通知的内部 APNs 证书
用于连接到 PKI 的 PKI 用户证书

MDX Toolkit
Apple 开发者证书
Apple 置备配置文件（根据应用程序设置）
Apple APNs 证书（用于 Citrix Secure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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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密钥库文件
Windows Phone - Symantec 证书

NetScaler
用于 MDM FQDN 的 SSL 证书
用于网关 FQDN 的 SSL 证书
用于 ShareFile SZC FQDN 的 SSL 证书
用于 Exchange 负载平衡（卸载配置）的 SSL 证书
用于 StoreFront 负载平衡的 SSL 证书
用于前述证书的根 CA 证书和中间 CA 证书

XenMobile 证书过期策略

如果允许证书过期，证书则会无效。您不能再在您的环境中运行安全事务，也不能访问 XenMobile 资源。

注意
证书颁发机构 (CA) 会在过期日期之前提示您续订 SSL 证书。

用于 Citrix Secure Mail 的 APNs 证书

由于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APNs) 证书每年都会过期，因此，请在该证书过期之前创建 APNs SSL 证书并在 Citrix 门户中进行更
新。如果证书过期，用户会面临 Secure Mail 推送通知不一致的情况。此外，您不能再为您的应用程序发送推送通知。

用于 iOS 设备管理的 APNs 证书

要在 XenMobile 中注册和管理 iOS 设备，应设置和创建 Apple 提供的 APNs 证书。如果证书过期，用户将不能在 XenMobile

中注册，而您不能管理其 iOS 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PNs 证书。

可以通过登录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来查看 APNs 证书状态和过期日期。必须使用创建证书的同一用户身份登录。

在过期日期之前 30 天和 10 天，您还会收到 Apple 发送的电子邮件通知，其中包含以下信息：

The following 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certificate, created for Apple ID CustomerID will expire on Date. Revoking or

allowing this certificate to expire will require existing devices to be re-enrolled with a new push certificate.

Please contact your vendor to generate a new request (a signed CSR), then visit https://identity.apple.com/pushcert to

renew your 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certificate.（为 AppleID CustomersID 创建的以下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证书将于
Date 过期。吊销此证书或允许此证书过期需要为现有设备重新注册新的推送证书。请联系您的供应商以生成新请求（签名的
CSR），然后访问 https://identity.apple.com/pushcert 以续订您的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证书。）

Thank You,（顺祝商祺）

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MDX Toolkit（iOS 分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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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置备配置文件进行签名。还必须使用相应
的分发证书为应用程序签名。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
https://identity.apple.com/push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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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验证您的 iOS 分发证书是否有效，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Apple 企业开发者门户中，为您计划用 MDX Toolkit 打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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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 Apple 企业开发者门户中，转到 Provisioning Profiles（置备配置文件）> Distribution（分发），并创建一个内部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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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载所有置备配置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打包 iOS 移动应用程序。

要确认所有 XenMobile Server 证书是否有效，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设置，然后单击证书证书。
2. 检查包括 APNs、SSL 侦听器、根和中间证书在内的所有证书是否有效。

Android 密钥库

密钥库是指包含用于为您的 Android 应用程序签名的证书的文件。当您的密钥有效期过期后，用户不能再无缝地升级到应用程
序的新版本。

Symantec 提供的用于 Windows Phone 的企业证书

Symantec 是用于 Microsoft 应用程序中心服务的代码签名证书的独家提供商。开发者和软件发行者加入应用程序中心来分发
Windows Phone 和 Xbox 360 应用程序，以便通过 Windows Marketplace 下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ymantec 文档中的
Symantec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s for Windows Phone（Symantec 用于 Windows Phone 的代码签名证书）。

如果证书过期，Windows Phone 用户将无法注册。用户无法安装公司发布和签名的应用程序，也不能启动手机上安装的公司
应用程序。

NetScaler

有关如果处理 NetScaler 的证书过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支持知识中心中的 How to handle certificate expiry on

NetScaler （如何处理 NetScaler 的证书过期）。

如果 NetScaler 证书过期，用户将无法注册和访问应用商店。过期的证书还会阻止用户使用 Secure Mail 时连接到 Exchange

Server。此外，用户不能枚举和打开 HDX 应用程序（具体取决于哪个证书过期）。

Expiry Monitor 和 Command Center 可以帮助您跟踪 NetScaler 证书。Center 会在证书过期时通知您。这些工具可以协助监视
以下 NetScaler 证书：

用于 MDM FQDN 的 SSL 证书
用于网关 FQDN 的 SSL 证书
用于 ShareFile SZC FQDN 的 SSL 证书
用于 Exchange 负载平衡（卸载配置）的 SSL 证书
用于 StoreFront 负载平衡的 SSL 证书
用于上述证书的根和中间 CA 证书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xmob-mdx-kit-app-wrap-ios.html
https://www.symantec.com/code-signing/windows-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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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Feb 21, 2018

使用 XenMobile 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时，为远程设备访问内部网络建立身份验证机制。利用此功能，移动设备上的应用
程序可以访问位于 Intranet 上的企业服务器。XenMobile 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与 NetScaler Gateway 之间创建一个 Micro

VPN。

您通过从 NetScaler Gateway 上运行的 XenMobile 中导出一个脚本，将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为与 XenMobile 服务器结合
使用。本文包含以下各节：

使用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脚本的必备条件

配置身份验证以便远程设备能够访问内部网络

添加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

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以与 XenMobile 服务器配合使用

添加回调 URL 和 NetScaler Gateway VPN 虚拟 IP

使用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脚本的必备条件

NetScaler 的要求：

NetScaler（最低版本 11.0，内部版本号 70.12）。
NetScaler IP 地址已配置并且连接到 LDAP 服务器（平衡了 LDAP 的负载时除外）。
NetScaler Subnet (SNIP) IP 地址已配置，连接到必需的后端服务器，并且能够通过端口 8443/TCP 访问公共网络。
DNS 可以解析公共域。
NetScaler 已通过平台/通用许可证或试用版许可证获得许可。有关信息，请参阅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126049。
NetScaler Gateway SSL 证书已上载并安装在 NetScaler 上。有关信息，请参阅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136023。

XenMobile 的要求：

XenMobile 服务器（最低版本 10.6）。
LDAP 服务器已配置。

配置身份验证以便远程设备能够访问内部网络

在 XenMobile Web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方，单击 NetScaler Gateway。此时将显示 NetScaler Gateway 页面。在下例中，NetScaler Gateway 实例存
在。

1.

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prerequisite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configure_authenticatio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add_netscaler_gateway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configure_netscaler_for_xenmobi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add_callback_url_virtual_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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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选择是否启用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开开。
向用户提供用于身份验证的证书向用户提供用于身份验证的证书：选择是否希望 XenMobile 与 Secure Hub 共享身份验证证书，以便 NetScaler

Gateway 处理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关关。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凭据提供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凭据提供程序。

单击保存保存。

添加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

保存身份验证设置后，请向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打开设置设置页面。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方，单击 NetScaler Gateway。此时将显示 NetScaler Gateway 页面。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的添加新的 NetScaler Gateway 页面。

3.

4.

1.

2.

3.

http://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redential-provid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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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的名称。
别名别名：（可选）包括 NetScaler Gateway 的别名。
外部外部 URL：键入 NetScaler Gateway 的公共访问 URL。例如，https://receiver.com。
登录类型登录类型：选择登录类型。类型包括仅限域仅限域、仅限安全令牌仅限安全令牌、域和安全令牌域和安全令牌、证书证书、证书和域证书和域以及证书和安全令牌证书和安全令牌。需要需要
密码密码字段的默认设置会根据所选登录类型登录类型发生变化。默认值为仅限域仅限域。

如果您有多个域，请使用证书和域证书和域。 

如果使用证书和安全令牌证书和安全令牌，需要在 NetScaler Gateway 上执行额外配置以支持 Secure Hub。有关信息，请参阅为
XenMobile 配置证书和安全令牌身份验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部署手册中的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

需要密码需要密码：选择是否希望使用需要密码的身份验证。默认值因所选登录类型登录类型而异。
设为默认值设为默认值：选择是否将此 NetScaler Gateway 用作默认选项。默认值为关。关。
导出配置脚本导出配置脚本：单击此按钮可导出您上载到 NetScaler Gateway 以通过 XenMobile 设置对其进行配置的配置包。有关信
息，请参阅这些步骤后面的“配置本地 NetScaler Gateway 以与 XenMobile 服务器配合使用”。
回调回调 URL 和虚拟虚拟 IP：请在添加这些字段之前保存您的设置。有关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添加回调 URL 和 NetScaler

Gateway VPN 虚拟 IP”。

单击保存保存。此时 NetScaler Gateway 已添加并显示在表格中。可以通过单击列表中的名称编辑或删除实例。

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以与 XenMobile 服务器配合使
用

要配置本地 NetScaler Gateway 以与 XenMobile 服务器配合使用，请执行本文中详细介绍的以下常规步骤：

4.

5.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15200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authent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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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XenMobile 服务器下载一个脚本以及相关的文件。请参阅脚本附带的自述文件了解最新的详细说明。

确认您的环境是否满足必备条件。

更新脚本使其适用您的环境。

在 NetScaler 上运行脚本。

测试配置。

该脚本配置 XenMobile 所需的以下 NetScaler Gateway 设置：

MDM 和 MAM 需要的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的会话策略
XenMobile Server 详细信息
NSG 虚拟服务器的身份验证策略和操作。
该脚本描述了 LDAP 配置设置。
代理服务器的流量操作和策略
无客户端访问配置文件
NetScaler 上的静态本地 DNS 记录
其他绑定：服务策略、CA 证书

该脚本不处理以下配置：

Exchange 负载平衡
ShareFile 负载平衡
ICA 代理配置
SSL 卸载

要下载、更新和运行脚本，请执行以下操作要下载、更新和运行脚本，请执行以下操作：

如果要添加 NetScaler Gateway，请单击添加新添加新 NetScaler Gateway 页面上的导出配置脚本导出配置脚本。

1.

2.

3.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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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您在导出脚本之前添加了一个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并单击保存保存，请返回到设置设置 > NetScaler Gateway，选
择 NetScaler，单击导出配置脚本导出配置脚本，然后单击下载下载。

单击导出配置脚本导出配置脚本后，XenMobile 将创建一个 .tar.gz 脚本包。脚本包中包括：

包含详细说明的 readme 文件
包含用于在 NetScaler 中配置所需组件的 NetScaler CLI 命令的脚本
XenMobile 服务器的公用根 CA 证书和中间 CA 证书（这些证书用于 SSL 卸载，不是当前版本必需的证书）
包含用于删除 NetScaler 配置的 NetScaler CLI 命令的脚本

编辑脚本 (NSGConfigBundle_CREATESCRIPT.txt) 以将所有占位符替换为您的环境中的详细信息。

按照脚本包附带的自述文件所述，在 NetScaler bash shell 中运行编辑后的脚本。例如：

/netscaler/nscli -U :: batch -f  "/var/NSGConfigBundle_CREATESCRIPT.txt"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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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完成后，将显示以下行。

测试配置

验证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显示的状态是否为运行运行。

验证代理负载平衡虚拟服务器显示的状态是否为运行运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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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Web 浏览器，连接到 NetScaler Gateway URL，并尝试进行身份验证。如果身份验证失败，将显示以下消息：HTTP

状态 404 - 未找到

注册设备，并确保其获取 MDM 和 MAM 注册。

添加回调 URL 和 NetScaler Gateway VPN 虚拟 IP

添加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后，可以添加一个回调 URL 并指定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 IP 地址。注意注意：这些设置是可选设
置，但是可以进行配置以增强安全性，特别是当 XenMobile 服务器位于 DMZ 中时。

在设置设置 > NetScaler Gateway 中，选择 NetScaler Gateway，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在表格中，单击添加添加。

对于回调回调 URL，请键入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回调 URL 验证请求是否来自 NetScaler Gateway。请确保回调 URL 解析为
可从 XenMobile 服务器访问的 IP 地址。回调 URL 可以是外部 NetScaler Gateway URL 或某些其他 URL。

键入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虚拟 IP 地址，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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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域加安全令牌身份验证

Feb 21, 2018

XenMobile 支持根据一个或多个目录执行基于域的身份验证，例如与轻型目录访问协议 (LDAP) 兼容的 Active Directory。您可
以在 XenMobile 中配置与一个或多个目录的连接，然后使用 LDAP 配置导入组、用户帐户和相关属性。

LDAP 是一个独立于供应商的开源应用程序协议，用于通过 Internet 协议 (IP) 网络访问和维护分布式目录信息服务。目录信息
服务用于共享通过网络可用的用户、系统、网络、服务和应用程序信息。LDAP 的常见用处是为用户提供单点登录 (SSO)，即每
个用户在多项服务之间共享一个密码，使用户登录一次公司 Web 站点之后，即可自动登录到公司的 Intranet。

客户端通过连接到 LDAP 服务器（称为目录系统代理程序 (Directory System Agent, DSA)）启动 LDAP 会话。然后，客户端向
服务器发送操作请求，服务器通过相应的身份验证进行响应。

Important
用户在 XenMobile 中注册设备后，XenMobile 不支持将身份验证模式从域身份验证更改为其他身份验证模式。

在 XenMobile 中添加 LDAP 连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方，单击 LDAP。此时将显示 LDAP 页面。可以从此页面添加、编辑或删除兼容 LDAP 的目录。

添加兼容 LDAP 的目录

1. 在 LDAP 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添加 LDAP 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domain-security-token.html#par_anchortitle_8f47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domain-security-token.html#par_anchortitle_556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domain-security-token.html#par_anchortitle_87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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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以下设置：

目录类型目录类型：在列表中，单击相应的目录类型。默认值为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主服务器主服务器：键入用于 LDAP 的主服务器；可以输入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辅助服务器辅助服务器：（可选）如果配置了辅助服务器，请输入辅助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 FQDN。此服务器是故障转移服务器，在无
法访问主服务器时使用。
端口端口：键入 LDAP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号。默认情况下，对于不安全的 LDAP 连接，端口号设置为 389。请为安全的 LDAP 连
接使用端口号 636，为 Microsoft 的不安全 LDAP 连接使用 3268，或者为 Microsoft 的安全 LDAP 连接使用 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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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域名：键入域名。
用户基础用户基础 DN：通过唯一的标识符在 Active Directory 中键入用户的位置。语法示例包括：ou=users、dc=example 或
dc=com。
组基本组基本 DN：在 Active Directory 中键入组的位置。例如，cn=users, dc=domain, dc=net，其中 cn=users 表示组的容器名
称，dc 表示 Active Directory 的域组件。
用户用户 ID：键入与 Active Directory 帐户关联的用户 ID。
密码密码：键入与用户关联的密码。
域别名域别名：键入域名称的别名。
XenMobile 锁定限制锁定限制：键入介于 0 至 999 之间的数字，表示失败登录尝试次数。将此字段设置为 0 表示 XenMobile 从不会
根据失败登录尝试次数锁定用户。
XenMobile 锁定时间锁定时间：键入介于 0 至 99999 之间的数字，表示用户超过锁定限制后必须等待的分钟数。将此字段设为 0 表
示不会强制用户在锁定后等待。
全局目录全局目录 TCP 端口端口：键入全局目录服务器的 TCP 端口号。默认情况下，TCP 端口号设为 3268；对于 SSL 连接，使用端口
号 3269。
全局目录根上下文全局目录根上下文：可选，键入用于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全局目录搜索的全局根上下文值。此搜索是除标准 LDAP 搜
索之外的方法，可在任何域中使用，无需指定实际的域名。
用户搜索依据用户搜索依据：在此列表中，单击 userPrincipalName 或 sAMAccountName。默认值为 userPrincipalName。
使用安全连接使用安全连接：选择是否使用安全连接。默认值为否否。

3. 单击保存保存。

编辑兼容 LDAP 的目录

1. 在 LDAP 表中，选择要编辑的目录。

注意注意：如果选中某个目录旁边的复选框，选项菜单将显示在 LDAP 列表上方；如果单击此列表的任何其他位置，选项菜单
将显示在列表右侧。

2. 单击编辑编辑。此时将显示编辑编辑 LDAP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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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当更改以下信息：

目录类型目录类型：在列表中，单击相应的目录类型。
主服务器主服务器：键入用于 LDAP 的主服务器；可以输入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辅助服务器辅助服务器：（可选）键入辅助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 FQDN（如果配置了辅助服务器）。
端口端口：键入 LDAP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号。默认情况下，对于不安全的 LDAP 连接，端口号设置为 389。请为安全的 LDAP 连
接使用端口号 636，为 Microsoft 的不安全 LDAP 连接使用 3268，或者为 Microsoft 的安全 LDAP 连接使用 3269。
域名域名：无法更改此字段。
用户基础用户基础 DN：通过唯一的标识符在 Active Directory 中键入用户的位置。语法示例包括：ou=users、dc=example 或
dc=com。
组基础组基础 DN：键入组基础 DN 组名，以 cn=groupname 的形式指定。例如，cn=users, dc=servername, dc=net，其中
cn=users 是组名；DN 和 servername 表示运行 Active Directory 的服务器的名称。
用户用户 ID：键入与 Active Directory 帐户关联的用户 ID。
密码密码：键入与用户关联的密码。
域别名域别名：键入域名称的别名。
XenMobile 锁定限制锁定限制：键入介于 0 至 999 之间的数字，表示失败登录尝试次数。将此字段设置为 0 表示 XenMobile 从不会
根据失败登录尝试次数锁定用户。
XenMobile 锁定时间锁定时间：键入介于 0 至 99999 之间的数字，表示用户超过锁定限制后必须等待的分钟数。将此字段设为 0 表
示不会强制用户在锁定后等待。
全局目录全局目录 TCP 端口端口：键入全局目录服务器的 TCP 端口号。默认情况下，TCP 端口号设为 3268；对于 SSL 连接，使用端口
号 3269。
全局目录根上下文全局目录根上下文：可选，键入用于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全局目录搜索的全局根上下文值。此搜索是除标准 LDAP 搜
索之外的方法，可在任何域中使用，无需指定实际的域名。
用户搜索依据用户搜索依据：在此列表中，单击 userPrincipalName 或 sAMAccountName。
使用安全连接使用安全连接：选择是否使用安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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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您的更改，或单击取消取消保持属性不变。

删除兼容 LDAP 的目录

1. 在 LDAP 表格中，选择要删除的目录。

注意注意：可以通过选中每个属性旁边的复选框，选择要删除的多个属性。

2. 单击删除删除。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再次单击删除删除。

配置域加安全令牌身份验证

可以将 XenMobile 配置为要求用户通过 RADIUS 协议使用其 LDAP 凭据以及一次性密码进行身份验证。

为实现最佳可用性，您可以将此配置与 Citrix PIN 和 Active Directory 密码缓存组合在一起，以便用户不需要重复输入其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名和密码。用户需要在注册、密码过期和帐户锁定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配置 LDAP 设置

使用 LDAP 进行身份验证要求您在 XenMobile 上安装证书颁发机构颁发的 SSL 证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XenMobile 中
上载证书。

1. 在设置设置中，单击 LDAP。

2. 选择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3. 确认“端口”为 636（适用于安全 LDAP 连接）还是 3269（适用于 Microsoft 安全 LDAP 连接）。

4. 将使用安全连接使用安全连接更改为是是。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par_anchortitle_460b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88https://docs.citrix.com

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设置

以下步骤假定您已向 XenMobile 中添加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要添加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请参阅配置新
NetScaler Gateway 实例。

1. 在设置设置中，单击 NetScaler Gateway。

2. 选择 NetScaler Gateway，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3. 在登录类型登录类型中，选择域和安全令牌域和安全令牌。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par_richtext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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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Citrix PIN 和用户密码缓存

要启用 Citrix PIN 和用户密码缓存，请转至设置设置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然后选中这些复选框：启用启用 Citrix PIN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和启用用户密启用用户密
码缓存码缓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客户端属性。

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以进行域和安全令牌身份验证

为与 XenMobile 配合使用的虚拟服务器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会话配置文件和策略。有关信息，请参阅 NetScaler

Gateway 文档中的为 XenMobile 配置域和安全令牌身份验证。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client-propert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gateway/11-1/config-xenmobile-wizard/configure-domain-and-security-token-authentication-for-xenmob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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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证书或证书加域身份验证

Feb 21, 2018

XenMobile 的默认配置是用户名和密码身份验证。要为 XenMobile 环境中的注册和访问再增加一个安全层，请考虑使用基于证
书的身份验证。在 XenMobile 环境中，此配置是用于实现安全性和用户体验的最佳解决方案，同时，通过 NetScaler 进行的双
重身份验证还能提供最佳 SSO 选择和安全。

为实现最佳可用性，您可以将此配置与 Citrix PIN 和 Active Directory 密码缓存组合在一起，以便用户不需要重复输入其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名和密码。用户需要在注册、密码过期和帐户锁定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Important
用户在 XenMobile 中注册设备后，XenMobile 不支持将身份验证模式从域身份验证更改为某些其他身份验证模式。

如果禁用了 LDAP 并且不希望使用智能卡或类似方法，配置证书可代替智能卡来访问 XenMobile。用户随后使用 XenMobile 生
成的唯一 PIN 进行注册。用户获取访问权限后，XenMobile 会创建和部署后续用来在 XenMobile 环境中执行身份验证的证
书。

使用 NetScaler 仅证书身份验证或证书加域身份验证时，可以使用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向导设置 XenMobile 所需的配
置。只能运行一次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向导。

在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环境中，在组织外的公共或不安全网络中使用 LDAP 凭据会被视为组织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这时可以
使用客户端证书和安全令牌这种双重身份验证方案。有关信息，请参阅为 XenMobile 配置证书和安全令牌身份验证。

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适用于 XenMobile MAM 模式（仅 MAM）和 ENT 模式（当用户注册到 MDM 时）。当用户注册到旧版
MAM 模式时，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不适用于 XenMobile ENT 模式。必须依次配置 Microsoft 服务器、XenMobile Server 和
NetScaler Gateway，才能对 XenMobile ENT 和 MAM 模式使用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执行本文所述的如下常规步骤。

在 Microsoft 服务器上：

1. 向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中添加证书管理单元。
2. 向证书颁发机构 (CA) 中添加模板。
3. 从 CA 服务器创建 PFX 证书。

在 XenMobile Server 上：

1. 将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
2. 为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创建 PKI 实体。
3. 配置凭据提供程序。
4. 将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为提供用于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证书。

在 NetScaler Gateway 上，按照 NetScaler Gateway 文档中的配置客户端证书或客户端证书和域身份验证所述执行配置。

必备条件

创建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模板时，为避免已注册的设备可能会出现的身份验证问题，请避免在模板名称中使用特殊字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15200
http://docs.citrix.com/zh-cn/netscaler-gateway/11-1/config-xenmobile-wizard/configure-client-certificate-and-domain-authent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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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例如 :、!、$、()、#、%、+、*、~、?、|、{} 和 []。

对于使用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和 SSL 卸载的 Windows Phone 8.1 设备，必须在 NetScaler 中的两个负载平衡服务器上对端
口 443 禁用 SSL 会话重用。为此，请在虚拟服务器上对端口 443 运行以下命令：

set ssl vserver sessReuse DISABLE

注意：注意：如果禁用 SSL 会话重用，还将禁用 NetScaler 提供的某些优化功能，这会导致 NetScaler 上的性能下降。

要为 Exchange ActiveSync 配置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请参阅此 Microsoft 博客。
如果正在使用专用服务器证书来确保流向 Exchange Server 的 ActiveSync 通信安全，请确保移动设备具有所有根证书/中间
证书。否则，在 Secure Mail 中设置邮箱时，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将失败。在 Exchange IIS 控制台中，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一个 Web 站点以供 XenMobile 和 Exchange 使用，并绑定 Web 服务器证书。
使用端口 9443。
对于该 Web 站点，必须添加两个应用程序，一个用于 Microsoft-Server-ActiveSync，一个用于 EWS。对于这两个应用
程序，请在 SSL Settings（SSL 设置）下方选择 Require SSL（需要 SSL）。

确保使用最新 MDX Toolkit 打包 Secure Mail（如果您的部署方法需要）。

 

向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添加证书管理单元

1. 打开该控制台，然后单击 Add/Remove Snap-Ins（添加/删除管理单元）。

2. 添加以下管理单元：

证书模板证书模板
证书证书(本地计算机本地计算机)
证书证书 - 当前用户当前用户
证书颁发机构证书颁发机构(本地本地)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exchange/2012/11/28/configure-certificate-based-authentication-for-exchange-active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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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证书模板证书模板。

4. 选择用户用户模板和复制模板复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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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模板显示名称。

重要重要：除非需要，否则请勿选中在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发布证书中发布证书复选框。如果选中了此选项，则将在 Active Directory

中推送/创建所有用户客户端证书，这可能会导致您的 Active Directory 数据库混乱不堪。

6. 选择 Windows 2003 Server 作为模板类型。在 Windows 2012 R2 Server 中的兼容性兼容性下方，选择证书颁发机构证书颁发机构并将收件人
设置为 Windows 2003。

7. 在安全安全下方，在已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对应的允许允许列中选择注册注册选项。

8. 在加密加密下方，请务必提供需要在 XenMobile 配置过程中输入的密钥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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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使用者名称使用者名称下方，选择在请求中提供在请求中提供。应用更改并保存。

向证书颁发机构中添加模板

1. 转至证书颁发机构证书颁发机构并选择证书模板证书模板。

2. 在右侧窗格中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新建新建 > 要颁发的证书模板要颁发的证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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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在上一步中创建的模板，然后单击确定确定将其添加到证书颁发机构证书颁发机构。

从 CA 服务器创建 PFX 证书

1. 使用登录时使用的服务帐户创建用户 .pfx 证书。此 .pfx 将上载到 XenMobile 中，而 XenMobile 将代表注册其设备的用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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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户证书。

2. 在当前用户当前用户下方，展开证书证书。

3. 在右侧窗格中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申请新证书申请新证书。

4. 此时将显示证书注册证书注册屏幕。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5. 选择 Active Directory 注册策略注册策略，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97https://docs.citrix.com

6. 选择用户用户模板，然后单击注册注册。

7. 导出在上一步中创建的 .pfx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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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是，导出私钥是，导出私钥。

9. 选中如果可能，则包括证书路径中的所有证书如果可能，则包括证书路径中的所有证书和导出所有扩展属性导出所有扩展属性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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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置要在将此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 中时使用的密码。

11. 将证书保存到您的硬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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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屏幕。

2. 依次单击证书证书和导入导入。

3. 输入以下参数：

导入导入：密钥库
密钥库类型密钥库类型：PKCS#12

用作用作：服务器
密钥库文件密钥库文件：单击“浏览”选择刚刚创建的 .pfx 证书。
密码密码：输入为此证书创建的密码。

4. 单击导入导入。

5. 验证是否已正确安装证书。证书应显示为用户证书。

为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创建 PKI 实体

1. 在设置设置中，转至更多更多 > 证书管理证书管理 > PKI 实体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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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次单击添加添加和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此时将显示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常规信息常规信息屏幕。

3. 输入以下参数：

名称名称：键入任意名称
Web 注册服务根注册服务根 URL：https://RootCA-URL/certsrv/

请务必在 URL 路径结尾添加一个斜杠 (/)。
certnew.cer 页面名称页面名称：certnew.cer（默认值）
certfnsh.asp：certfnsh.asp（默认值）
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客户端证书
SSL 客户端证书客户端证书：选择要用于颁发 XenMobile 客户端证书的用户证书。

4. 在模板模板下方，添加配置 Microsoft 证书时创建的模板。请勿添加空格。

5. 跳过“HTTP 参数”，然后单击 CA 证书证书。

6. 选择与您的环境对应的根 CA 名称。此根 CA 属于从 XenMobile 客户端证书中导入的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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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保存保存。

配置凭据提供程序

1. 在设置设置中，转至更多更多 > 证书管理证书管理 >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2. 单击添加添加。

3. 在常规常规下方，输入以下参数：

名称名称：键入任意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任意说明。
颁发实体颁发实体：选择之前创建的 PKI 实体。
颁发方法颁发方法：签名
模板模板：选择在“PKI 实体”下方添加的模板。

4. 单击证书签名请求证书签名请求，然后输入以下参数：

密钥算法密钥算法：RSA

密钥大小密钥大小：2048

签名算法签名算法：SHA1withRSA

使用者名称使用者名称：cn=$user.username

对于使用者备用名称使用者备用名称，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输入以下参数：

类型类型：用户主体名称
值值：$user.userprincipa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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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分发分发并输入以下参数：

颁发颁发 CA 证书证书：选择签署了 XenMobile 客户端证书的颁发 CA。
选择分发模式选择分发模式：选择首选集中式首选集中式: 服务器端密钥生成服务器端密钥生成。

6. 对于下面两个部分，即吊销吊销 XenMobile 和吊销吊销 PKI，请根据需要设置参数。鉴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将跳过这两个选项。

7. 单击续订续订。

8. 对于在证书过期时续订在证书过期时续订，请选择开开。

9. 让所有其他设置保留为默认设置，或者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10.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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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ecure Mail 配置为使用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将 Secure Mail 添加到 XenMobile 时，请务必在应用程序设置应用程序设置下方配置 Exchange 设置。

在 XenMobile 中配置 NetScaler 证书交付

1. 登录到 XenMobile 控制台并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屏幕。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方，单击 NetScaler Gateway。

3. 如果尚未添加 NetScaler Gateway，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指定以下设置：

外部外部 URL：https://YourNetScalerGatewayURL

登录类型登录类型：证书
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关
设为默认值设为默认值：开

4. 对于向用户提供用于身份验证的证书向用户提供用于身份验证的证书，请选择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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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请选择一个提供程序，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6. 如果要使用用户证书中的 sAMAccount 属性作为用户主体名称 (UPN) 的备用名称，请按如下所示在 XenMobile 中配置 LDAP

连接器：转至设置设置 > LDAP，选择目录并单击编辑编辑，然后在用户搜索依据用户搜索依据中选择 sAMAccoun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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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Citrix PIN 和用户密码缓存

要启用 Citrix PIN 和用户密码缓存，请转至设置设置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然后选中这些复选框：启用启用 Citrix PIN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和启用用户密启用用户密
码缓存码缓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客户端属性。

为 Windows Phone 创建企业中心策略

对于 Windows Phone 设备，必须创建企业中心设备策略才能交付 AETX 文件和 Secure Hub 客户端。

注意
请确保 AETX 和 Secure Hub 文件都使用证书提供程序提供的相同企业证书以及来自 Windows 应用商店开发人员帐户的相同发布者

ID。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2. 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在更多更多 > XenMobile Agent  下方单击企业中心企业中心。

3. 命名该策略后，请务必为企业中心选择正确的 .AETX 文件和签名 Secure Hub 应用程序。

4. 将该策略分配给交付组并保存。

客户端证书配置故障排除

成功配置前述配置及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后，用户工作流如下：

1. 用户注册其移动设备。

2. XenMobile 提示用户创建 Citrix PIN。

3. 随后用户被重定向到 XenMobile Store。

4. 用户启动 Secure Mail 时，XenMobile 将不提示其提供用户凭据以配置其邮箱。相反，Secure Mail 将从 Secure Hub 请求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client-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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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证书，并将其提交给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以进行身份验证。如果 XenMobile 在用户启动 Secure Mail 时提示用户
提供凭据，请检查您的配置。

如果用户能够下载并安装 Secure Mail，但邮箱配置过程中 Secure Mail 无法完成配置：

1. 如果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ActiveSync 使用专用 SSL 服务器证书来确保通信安全，请确认是否已在移动设备上安装根
证书/中间证书。

2. 验证为 ActiveSync 选择的身份验证类型是否为 Require client certificates（需要客户端证书）。

3. 在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上，检查 Microsoft-Server-ActiveSync 站点是否已启用客户端证书映射身份验证（默认禁
用）。该选项位于 Configuration Editor（配置编辑器）（配置编辑器）> Security（安全性）（安全性）>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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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选择 True 后，请务必单击 Apply（应用）以使更改生效。

4.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检查 NetScaler Gateway 设置：确保向用户提供用于身份验证的证书向用户提供用于身份验证的证书设置为开开，并且凭据提供程凭据提供程
序序选择了正确的配置文件，如上文“在 XenMobile 中配置 NetScaler 证书交付”中所述。

要确定是否已向移动设备提供客户端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转至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然后选择设备。

2. 单击编辑编辑或显示更多显示更多。

3. 转至交付组交付组部分，并搜索以下条目：

NetScaler Gateway Credentials : Requested credential, CertId=

要验证是否已启用客户端证书协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运行以下 netsh 命令以显示 IIS Web 站点上绑定的 SSL 证书配置：

netsh http show sslcert

2. 如果 Negotiate Client Certificate（协商客户端证书）的值为 Disabled（已禁用），请运行以下命令将其启用：

netsh http delete sslcert ipport=0.0.0.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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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h http add sslcert ipport=0.0.0.0:443 certhash=cert_hash appid={app_id} certstorename=store_name

verifyclientcertrevocation=Enable VerifyRevocationWithCachedClientCertOnly=Disable UsageCheck=Enable

clientcertnegotiation=Enable

例如：

netsh http add sslcert ipport=0.0.0.0:443 certhash=609da5df280d1f54a7deb714fb2c5435c94e05da appid=

{4dc3e181-e14b-4a21-b022-59fc669b0914} certstorename=ExampleCertStoreName

verifyclientcertrevocation=Enable VerifyRevocationWithCachedClientCertOnly=Disable UsageCheck=Enable

clientcertnegotiation=Enable

如果无法通过 XenMobile 向 Windows Phone 8.1 设备提供根证书/中间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通过电子邮件将根证书/中间证书 (.cer) 文件发送到 Windows Phone 8.1 设备并直接安装。

如果无法在 Windows Phone 8.1 上成功安装 Secure Mail，请执行以下操作：

验证应用程序注册令牌 (.AETX) 文件是否已使用企业中心设备策略通过 XenMobile 提供。
验证创建应用程序注册令牌时使用的证书提供程序提供的企业证书是否与用于打包 Secure Mail 并对 Secure Hub 应用程序
进行签名的企业证书相同。
验证是否正在使用相同的发布者 ID 签名并打包 Secure Hub、Secure Mail 和应用程序注册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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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I 实体

Feb 21, 2018

XenMobile 公钥基础结构 (PKI) 实体配置代表执行实际 PKI 操作（颁发、吊销和状态信息）的组件。这些组件是 XenMobile 的
内部组件或外部组件。内部组件称为自主组件。外部组件属于企业基础结构的组成部分。

XenMobile 支持 以下类型的 PKI 实体：

通用 PKI (GPKI)

XenMobile Server GPKI 支持包括 Symantec 托管 PKI。

Microsoft 证书服务
任意证书颁发机构 (CA)

XenMobile 支持以下 CA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常见 PKI 概念

无论何种类型，每个 PKI 实体均拥有下列功能的子集：

签名：基于证书签名请求 (CSR) 颁发新证书。
提取：恢复现有证书和密钥对。
吊销：吊销客户端证书。

关于 CA 证书

配置 PKI 实体时，请向 XenMobile 指明哪个 CA 证书将成为该实体所颁发（或从该实体恢复）的证书的签署者。该 PKI 实体可
以返回任意多个不同 CA 签名（提取或新签名）的证书。

请在 PKI 实体配置过程中提供其中每个 CA 的证书。为此，请将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然后在 PKI 实体中引用这些证书。对
于任意 CA，证书实际上是签名 CA 证书。对于外部实体，必须手动指定该证书。

Important
创建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模板时，为避免已注册的设备可能会出现的身份验证问题，请避免在模板名称中使用特殊字符。例如：! :

$ ( ) # % + * ~ ? | { } [ ]

通用 PKI

通用 PKI (GPKI) 协议是 XenMobile 专有协议，在 SOAP Web 服务层之上运行，用于实现与各种 PKI 解决方案的统一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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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KI 协议定义以下三个基本 PKI 操作：

签名：适配器可以接收 CSR，将其传输到 PKI 并返回新签名的证书。
提取：适配器能够从 PKI 检索（恢复）现有证书和密钥对（取决于输入参数）。
吊销：适配器会导致 PKI 吊销给定证书。

GPKI 协议的接收端是 GPKI 适配器。该适配器将基本操作转换为其构建所针对的特定类型的 PKI。例如，存在适用于 RSA 和
Entrust 的 GPKI 适配器。

作为 SOAP Web 服务端点，GPKI 适配器可发布自我描述的 Web 服务描述语言 (WSDL) 定义。创建 GPKI PKI 实体相当于通过
URL 或上载文件本身为 XenMobile 提供该 WSDL 定义。

可以选择是否支持适配器中的各个 PKI 操作。如果适配器支持某个给定操作，可以称之为拥有相应功能（签名、提取或吊
销）。这些功能中的每一项均可与一组用户参数相关联。

用户参数是指 GPKI 适配器针对特定操作定义的参数，您必须为 XenMobile 提供这些参数的值。XenMobile 通过解析 WSDL 文
件来确定适配器支持的操作以及适配器针对每个操作所需的参数。如果选择此项，则使用 SSL 客户端身份验证保护 XenMobile

与 GPKI 适配器之间的连接。

添加通用 PKI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设置 > PKI 实体实体。

2. 在 PKI 实体实体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

此时将显示一个 PKI 实体类型菜单。

3. 单击通用通用 PKI 实体实体。

此时将显示“通用 PKI 实体: 常规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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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通用通用 PKI 实体实体: 常规信息常规信息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名称名称：键入 PKI 实体的描述性名称。
WSDL URL：键入描述适配器的 WSDL 的位置。
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
无无
HTTP 基本认证基本认证：提供连接到适配器所需的用户名和密码。
客户端证书客户端证书：选择正确的 SSL 客户端证书。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通用 PKI 实体: 适配器功能页面。

6. 在通用通用 PKI 实体实体: 适配器功能适配器功能页面上，检查与适配器关联的功能和参数，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通用通用 PKI 实体实体: 颁发颁发 CA 证书证书页面。

7. 在通用 PKI 实体: 颁发 CA 证书页面上，选择要用于此实体的证书。

注意注意：尽管实体可能会返回不同 CA 签名的证书，但通过给定证书提供商获取的所有证书必须由同一个 CA 签名。因此，在配
置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设置时，在分发分发页面上，选择在此处配置的证书之一。

8. 单击保存保存。

实体将显示在 PKI 实体表格中。

Symantec 托管 PKI

XenMobile Server GPKI 支持包括 Symantec 托管 PKI，又称为 MPKI。本部分内容介绍如何为 Symantec 托管 PKI 设置
Windows Server 和 XenMobile Server。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访问 Symantec 托管 PKI 基础结构
安装了以下组件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服务器：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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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Tomcat

Symantec PKI 客户端
Portecle

有关安装这些组件的信息，请参阅下文“设置 Windows Server”。

访问 XenMobile 下载站点

设置 Windows Server

本部分内容将帮助您设置 Windows Server 以便其满足 GPKI 支持的 XenMobile 要求。

在在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上安装 Java

从 https://java.com/en/download/faq/java_win64bit.xml 下载 Java 并安装。在“Security Warning”（安全警告）对话框中，请
务必单击 Run（运行）。

在在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上安装 Apache Tomcat

从 https://tomcat.apache.org/download-80.cgi 下载 Apache Tomcat 32/64 位 Windows 服务安装程序并安装。在“Security

Warning”（安全警告）对话框中，请务必单击 Run（运行）。使用下面的示例作为指南，完成 Apache Tomcat 安装。

https://java.com/en/download/faq/java_win64bit.xml
https://tomcat.apache.org/download-80.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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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转至“Windows 服务”并将启动类型启动类型从手动手动更改为自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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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上安装 Symantec PKI 客户端客户端

从 PKI Manager 控制台下载安装程序。如果您对该控制台没有访问权限，请从 Symantec 支持页面 How to download

Symantec PKI Client（如何下载 Symantec PKI 客户端）下载安装程序。解压并运行安装程序。

https://knowledge.symantec.com/support/mpki-for-ssl-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SO25938&actp=RSS&viewlocal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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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ecurity Warning”（安全警告）对话框中，请务必单击 Run（运行）。按照安装程序中的说明完成安装。安装程序完成时，
系统将提示您重新启动。

在在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上安装 Portecle

从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portecleinstall/files/ 下载安装程序，然后解压并运行该安装程序。

为为 Symantec 托管托管 PKI 生成注册机构生成注册机构 (RA) 证书证书

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的密钥库包含在注册机构 (RA) 证书中，名为 RA.jks。以下步骤说明了如何使用 Portecle 生成该证书。也可
以使用 Java CLI 生成 RA 证书。

本文还说明了如何上载 RA 证书和公用证书。

在 Portecle 中，转至 Tools（工具）> Generate Key Pair（生成密钥对），提供所需的信息，然后生成密钥对。1.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portecleinstall/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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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单击该密钥对，然后单击 Generate Certification Request（生成证书请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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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CSR。

在 Symantec PKI Manager 中，生成 RA 证书：依次单击 Settings（设置） 和 Get a RA Certificate（获取 RA 证书），粘
贴 CSR，然后单击 Continue（继续）。

单击 Download（下载）下载生成的 RA 证书。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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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ortecle 中，导入 RA 证书：右键单击密钥对，然后单击 Import CA Reply（导入 CA 答复）。

在 Symantec PKI Manager 中，转至 Resources（资源）（资源）> Web Services（（Web 服务）服务），然后下载 CA 证书。

在 Portecle 中，将 RA 中间证书和根证书导入到密钥库中：转至 Tools（工具）（工具）> Import Trusted Certificates（导入可信（导入可信
证书）证书）。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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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CA 后，在 Windows Server 上的 C:\Symantec 文件夹下将密钥库保存为 RA.jk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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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 Windows Server 上配置上配置 Symantec PKI Adapter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Windows Server。

上载您在前面部分中生成的 RA.jks 文件。此外，还请上载适用于您的 Symantec MPKI 服务器的公用证书 (cacerts.jks)。

在 XenMobile Server 10 下载页面上，展开 Tools（工具）并下载 Symantec PKI 适配器文件。用户名为
XenMobile_Symantec_PKI_Adapter.zip。解压该文件并将这些文件复制到 Windows Server C: 驱动器：

custom_gpki_adapter.properties

Symantec.war

在记事本中打开 custom_gpki_adapter.properties 并编辑以下值：

Gpki.CaSvc.Url=https://

# 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的密钥库

keyStore=C:\\Symantec\\RA.jks

# 使用自签名根 CA 的服务器的信任存储区

trustStore=C:\\Symantec\\cacerts.jks

在文件夹 \webapps 下复制 Symantec.war，然后启动 Tomcat。

验证是否已部署应用程序：打开一个 Web 浏览器并导航到 http://localhost/Symantec。

导航到文件夹 \webapps\Symantec\WEB-INF\classes 并编辑 gpki_adapter.properties。修改属性 CustomProperties，使
其指向 C:\Symantec 文件夹下的 custom_gpki_adapter 文件：

CustomProperties=C:\\Symantec\\custom_gpki_adapter.properties

重新启动 Tomcat，导航到 http://localhost/Symantec，然后复制端点地址。在下一部分中，请在配置 PKI 适配器时粘贴该
地址。

为 Symantec 托管 PKI 配置 XenMobile Server

请先完成 Windows Server 设置，然后再执行以下 XenMobile Server 配置。

导出导出 Symantec CA 证书并配置证书并配置 PKI 实体实体

导入颁发最终用户证书的 Symantec CA 证书：在 XenMobile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设置设置 > 证书证书并单击导入导入。

1.

2.

3.

4.

5.

6.

7.

8.

1.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product-software/xenmobile-10-server.html
http://localhost/Symantec
http://localhost/Syman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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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并配置 PKI 实体：转至设置设置 > PKI 实体实体，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选择通用通用 PKI 实体实体。在 WSDL URL 中，粘贴您在上一部分中
配置 PKI 实体时复制的端点地址，然后按如下所示附加 ?wsdl。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XenMobile 将从 WSDL 中填充参数名称。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选择正确的 CA 证书，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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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设置 > PKI 实体实体页面上，确认您添加的 PKI 实体的状态状态为有效有效。

为为 Symantec 托管托管 PKI 创建凭据提供程序创建凭据提供程序

在 Symantec PKI Manager 控制台中，从证书模板中复制证书配置文件证书配置文件 OID。

在 XenMobile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设置设置 >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按如下所示配置设置。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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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键入新提供程序配置的唯一名称。此名称用于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其他部分引用该配置。

说明说明：凭据提供程序的说明。尽管此字段为可选字段，但当您需要与凭据提供程序有关的详细信息时，说明会非常有用。

颁发实体颁发实体：选择凭据颁发实体。

颁发方法颁发方法：选择签名签名作为系统用于从已配置的实体中获取客户端证书的方法。

certParams：添加以下
值：commonName=${user.mail},otherNameUPN=${user.userprincipalname},mail=${user.mail}

certificateProfileid：粘贴您在步骤 1 中复制的证书配置文件 OID。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在其余的每个页面（“证书签名请求”到“续订”）上，接受默认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保存。

测试配置和对配置进行故障排除测试配置和对配置进行故障排除

创建凭据设备策略：转至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单击添加添加，开始键入凭据凭据，然后单击凭据凭据。

指定策略名称策略名称。

按如下所示配置平台设置：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选择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选择 Symantec 提供程序。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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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平台设置后，转至分配分配页面，将策略分配给交付组，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要检查是否已将策略部署到设备，请转至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选择设备，单击编辑编辑，然后单击已分配的策略已分配的策略。下例显示了一个成功
的策略部署。

如果该策略未部署，请登录 Windows Server 并检查 WSDL 是否正确加载。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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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故障排除信息，请查看 \logs\catalina. 中的 Tomcat 日志。

Microsoft 证书服务

XenMobile 通过其 Web 注册界面与 Microsoft Certificate Services 交互。XenMobile 仅支持通过该界面颁发新证书（相当于
GPKI 签名功能）。如果 Microsoft CA 生成 NetScaler Gateway 用户证书，NetScaler Gateway 将支持续订和吊销这些证书。

要在 XenMobile 中创建 Microsoft CA PKI 实体，必须指定证书服务 Web 界面的基本 URL。如果选择此项，则使用 SSL 客户端
身份验证保护 XenMobile 与证书服务 Web 界面之间的连接。

添加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然后单击 PKI 实体实体。

2. 在 PKI 实体实体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

此时将显示一个 PKI 实体类型菜单。

3. 单击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此时将显示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常规信息常规信息页面。

4. 在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常规信息常规信息页面上，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为新建实体键入一个名称，此名称以后将用于指代该实体。实体名称必须唯一。
Web 注册服务根注册服务根 URL：键入 Microsoft CA Web 注册服务的基本 URL，例如，https://192.0.2.13/certsrv/。该 URL 可能会
使用纯 HTTP 或 HTTP-over-SSL。
certnew.cer 页面名称页面名称：certnew.cer 页面的名称。若非因为某些原因重命名了此页面，请使用默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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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fnsh.asp：certfnsh.asp 页面的名称。若非因为某些原因重命名了此页面，请使用默认名称。
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选择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
无无
HTTP 基本基本：键入连接所需的用户名和密码。
客户端证书客户端证书：选择正确的 SSL 客户端证书。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以确保服务器可以访问。如果不可访问，则会显示一条消息，指出连接失败。请检查配置设置。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模板模板页面。在此页面上，指定 Microsoft CA 所支持模板的内部名称。创建凭据提供程序
时，从此处定义的列表中选择模板。使用此实体的每个凭据提供程序仅使用一个此类模板。

有关 Microsoft 证书服务模板的要求，请参阅您的 Microsoft Server 版本对应的 Microsoft 文档。除了证书中所述的证书格式
要求外，XenMobile 对其分发的证书并无其他要求。

7. 在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模板模板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键入模板的名称，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为要添加的每个模板重复执行此步
骤。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HTTP 参数参数页面。在此页面上，您可以指定 XenMobile 应在 Microsoft Web 注册界面的
HTTP 请求中引入的自定义参数。自定义参数仅对 CA 上运行的自定义脚本有用。

9. 在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HTTP 参数参数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键入要添加的 HTTP 参数的名称和值，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CA 证书证书页面。在此页面上，必须将系统通过此实体获取的证书的签署者告知
XenMobile。续订 CA 证书时，在 XenMobile 中更新此证书，随之更改将以透明方式应用于实体。

10. 在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证书服务实体: CA 证书证书页面上，选择要用于此实体的证书。

11. 单击保存保存。

实体将显示在 PKI 实体表格中。

NetScaler 证书吊销列表 (CRL)

XenMobile 仅支持对第三方证书颁发机构使用证书吊销列表 (CRL)。如果您配置了 Microsoft CA，XenMobile 将使用
NetScaler 管理吊销。

配置基于客户端证书的身份验证时，请考虑是否配置 NetScaler 证书吊销列表 (CRL) 设置 Enable CRL Auto Refresh（启用
CRL 自动刷新）。此步骤可确保处于仅 MAM 模式的设备的用户无法使用设备上的现有证书进行身份验证。XenMobile 将重新
颁发新证书，因为吊销一个用户证书后，XenMobile 不限制用户再生成用户证书。此设置提高了 CRL 检查过期的 PKI 实体时
PKI 实体的安全性。

任意 CA

向 XenMobile 提供 CA 证书及关联的私钥时，将创建任意 CA。XenMobile 将根据您指定的参数，在内部处理证书颁发、吊销
和状态信息。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3/xmob-certificat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lient-certific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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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任意 CA 时，可以为该 CA 激活联机证书状态协议 (OCSP) 支持。当且仅当您启用了 OCSP 支持时，CA 才会向该 CA 颁发的
证书中添加 id-pe-authorityInfoAccess 扩展。该扩展指向以下位置处的 XenMobile 内部 OCSP 响应者：

https://server/instance/ocsp

配置 OCSP 服务时，请为相关任意实体指定 OCSP 签名证书。可以将 CA 证书本身用作签署者。要避免 CA 私钥的不必要暴露
（建议避免），请创建一个由 CA 证书签名并包含 id-kp-OCSPSigning extendedKeyUsage 扩展的委派 OCSP 签名证书。

XenMobile OCSP Responder Service 支持在请求中使用基本 OCSP 响应及以下散列算法：

SHA-1

SHA-224

SHA-256

SHA-384

SHA-512

响应通过 SHA-256 及签名证书的密钥算法（DSA、RSA 或 ECDSA）进行签名。

XenMobile Server添加任意 CA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然后单击更多更多 > PKI 实体实体。

2. 在 PKI 实体实体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

此时将显示一个 PKI 实体类型菜单。

3. 单击任意任意 CA。

此时将显示任意任意 CA: 常规信息常规信息页面。

4. 在任意任意 CA: 常规信息常规信息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名称名称：键入任意 CA 的描述性名称。
用于对证书请求进行签名的用于对证书请求进行签名的 CA 证书证书：单击任意 CA 用于为证书请求签名的证书。此证书列表使用您通过配置配置 > 设置设置 > 证证
书书上载到 XenMobile 的私钥从 CA 证书生成。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 Discretionary CA: Parameters（任意 CA: 参数）页面。

6. 在 Discretionary CA: Parameters（任意 CA: 参数）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序列号生成器序列号生成器：任意 CA 为其颁发的证书生成序列号。从此列表中，单击按顺序按顺序或不按顺序不按顺序，以确定生成此序列号的方式。
下一个序列号下一个序列号：键入一个值，用于确定颁发的下一个号码。
证书有效期证书有效期：键入证书有效的天数。
密钥用法密钥用法：通过将相应的密钥设置为开开，标识任意 CA 所颁发证书的目的。设置后，CA 仅限于为这些目的颁发证书。
扩展密钥用法扩展密钥用法：要添加更多参数，请单击添加添加，键入密钥名称，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 Discretionary CA: Distribution（任意 CA: 分发）页面。

8. 在 Discretionary CA: Distribution（任意 CA: 分发）页面上，选择分发模式：

集中式集中式: 服务器端密钥生成服务器端密钥生成。Citrix 建议使用集中选项。在服务器上生成并存储私钥，然后分发到用户设备。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230https://docs.citrix.com

分布式分布式: 设备端密钥生成设备端密钥生成。私钥在用户设备上生成。此分布式模式使用 SCEP 并需要采用 keyUsage keyEncryption 的 RA 加
密证书和采用 KeyUsage digitalSignature 的 RA 签名证书。同一个证书可以同时用于加密和签名。

9.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 Discretionary CA: Online Certificate Status Protocol (OCSP)（任意 CA: 在线证书状态协议(OCSP)）页面。

在 Discretionary CA: Online Certificate Status Protocol (OCSP)（任意 CA: 在线证书状态协议(OCSP)）页面上，执行以下
操作：

如果要向此 CA 签署的证书添加 AuthorityInfoAccess (RFC2459) 扩展，请将为此为此 CA 启用启用 OCSP 支持支持设置为开开。此扩展指
向位于 https://server/instance/ocsp 的 CA OCSP 响应者。
如果启用了 OCSP 支持，请选择 OSCP 签名 CA 证书。此证书列表使用您上载到 XenMobile 的 CA 证书生成。

10. 单击保存保存。

任意 CA 将显示在 PKI 实体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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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据提供程序

Feb 21, 2018

凭据提供程序是在 XenMobile 系统的各个部分中使用的实际证书配置。它们定义证书的来源、参数和生命周期，无论这些证书
是设备配置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配置，都将按原样推送到设备。

设备注册 约束证书生命周期。也就是说，XenMobile 在注册前不颁发 证书，尽管 XenMobile 可能会在注册的过程中 颁发某些
证书。此外，在某个注册环境下从内部 PKI 颁发的证书会在注册被吊销时 吊销。管理关系终止后，不保留任何有效 证书。

一个 凭据提供程序配置可用于多个位置，从而达到通过一个 配置同时控制任意多个证书的效果。这时， 其唯一性在于部署资
源和部署。例如，如果 凭据提供程序 P 作为配置 C 的一部分部署到设备 D， 则 P 的颁发设置将决定部署到 D 的证书。 同样，
在更新 C 时将应用 D 的续订设置， 在删除 C 时或吊销 D 时应用 D 的吊销设置。

基于此， XenMobile 中的凭据提供程序配置执行以下操作：

确定证书的来源。
确定获取证书的方法：签发新证书还是提取（恢复）现有证书和密钥对。
确定用于颁发或恢复的参数。例如，密钥大小、密钥算法、标识名、证书扩展名等证书签名请求 (CSR) 参数。
确定将证书交付给设备的方式。
决定吊销条件。尽管在管理关系终止后 XenMobile 中的所有证书都将被吊销，但该配置可以指定在更早时间吊销，例如在
删除关联设备配置时吊销。此外，在某些情况下，XenMobile 中关联证书的吊销可能会发送给后端公钥基础结构 (PKI)；也
就是说，XenMobile 中关联证书的吊销可能导致其在 PKI 上也随之吊销。
决定续订设置。通过指定凭据提供程序获取的证书可以在即将过期时自动续订，或者采用与之不同的方式，在接近过期时由
系统发送通知。

各种配置选项的 可用程度主要取决于为凭据提供程序选择的 PKI 实体的类型和颁发方法。

证书颁发方法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称为“颁发方法”）获取证书：

签名签名。利用此方法，颁发包括创建新私钥、创建 CSR 和将 CSR 提交给证书颁发机构 (CA) 进行签名。XenMobile 支持对三种
PKI 实体（MS 证书服务实体、通用 PKI 和任意 CA）使用此签名方法。
提取提取。利用此方法，用于 XenMobile 的颁发是指对现有密钥对的恢复。XenMobile 仅支持对通用 PKI 使用提取方法。

凭据提供程序使用签名或提取颁发方法。所选方法会影响可用配置选项。具体而言，仅当颁发方法为签名时，才可以使用 CSR

配置和分散交付。提取的证书始终作为 PKCS#12 发送给设备，相当于签名方法的集中交付模式。

证书交付

XenMobile 中可用的证书交付模式共有两种：集中和分散。分布式模式使用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并且只有在客户端支持
该协议时方可使用（仅限 iOS）。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采用分布式模式。

对于支持分散式（SCEP 辅助）交付的凭据提供程序，需要特殊的配置步骤：设置注册机构 (RA) 证书。需要 RA 证书是因为，
使用 SCEP 协议时，XenMobile 充当实际证书颁发机构的委派者（注册者）。XenMobile 必须向客户端证实自己有权执行此类
操作。通过向 XenMobile 上载上述证书，可以建立该机构。

需要两种不同的证书角色（尽管同一证书即可满足这两项要求）：RA 签名和 RA 加密。这些角色的限制如下：

RA 签名证书必须拥有 X.509 密钥用法数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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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加密证书必须拥有 X.509 密钥用法密钥加密。

要配置凭据提供程序的 RA 证书，必须首先将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然后在凭据提供程序中链接到这些证书。

仅当凭据提供程序为证书角色配置了证书时，才可将凭据提供程序视为支持分散式交付。可以将每个凭据提供程序配置为首选
集中式模式、首选分布式模式或要求分布式模式。实际结果取决于具体环境：如果环境不支持分布式模式，但是凭据提供程序
要求使用该模式，部署将失败。同样地，如果环境要求使用分布式模式，但凭据提供程序不支持该模式，部署也将失败。在所
有其他情况下，将会应用首选设置。

下面显示了 SCEP 在整个 XenMobile 的分布：

上下文上下文 支持支持 SCEP 需要需要 SCEP

iOS 配置文件服务 是 是

iOS 移动设备管理注册 是 否

iOS 配置文件 是 否

SHTP 注册 否 否

SHTP 配置 否 否

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Tablet 注册 否 否

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Tablet 配置 否，WiFi 设备策略除外，
Windows Phone 8.1 和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0 支持该策略

否

证书 吊销

有三种 类型的吊销。

内部吊销内部吊销。 内部吊销影响由 XenMobile 维护的证书状态。 在 XenMobile 评估收到的证书时，或者 XenMobile 必须提供某
些证书的 OCSP 状态信息时，将考虑此状态。 凭据提供程序配置决定在各种条件下此状态受到的影响。 例如，凭据提供程
序可以指定：将通过证书提供商获取的证书从设备中删除后，将这些证书标记为已吊销。
外部传播的外部传播的 吊销吊销。又称“吊销 XenMobile”，这种类型的吊销适用于从外部 PKI 获取的证书。 在凭据提供程序配置定义的条
件下，当证书由 XenMobile 在内部吊销时也会同时在 PKI 上吊销。 The call to perform the revocation requires a revoke-

capable General PKI (GPKI) entity.

外部引起的外部引起的 吊销吊销。又称“吊销 PKI”，这种类型的吊销适用于从外部 PKI 获取的证书。 每次 XenMobile 评估指定证书的状态
时，XenMobile 都将向 PKI 查询该状态。 如果证书已吊销，XenMobile 将在内部吊销该证书。 此机制使用 OCSP 协议。

这三种类型并不互斥，而是可以一起应用：外部吊销或独立查询结果导致内部吊销，内部吊销进而潜在影响外部吊销。

证书续订

证书续订由吊销现有证书和颁发另一个证书两个过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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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XenMobile 将首先尝试获取新证书，然后再吊销之前的证书，以避免在颁发失败时造成服务中断。 如果采用分散式
（支持 SCEP）交付，仅当证书成功安装到设备后再进行吊销，否则，将在新证书发送给设备之前进行吊销，无论新证书是否
安装成功。

配置吊销时，需要指定特定的持续时间（天）。 如果设备已连接，服务器将验证证书的“不晚于”日期是否晚于当前日期减去指
定的持续时间。 如果晚于两者之差，则尝试续订。

创建凭据提供程序

凭据提供程序的配置方式有多种，主要取决于为其选择的颁发实体和颁发方法。可以将使用内部实体或外部实体的凭据提供程
序区分开来：

任意实体属于内部实体，位于 XenMobile 内部。任意实体的颁发方法始终为签名。这意味着，在执行每个颁发操作
时，XenMobile 都将使用为该实体选择的 CA 证书给新密钥对签名。该密钥对是在设备上生成还是在服务器上生成取决于所
选的分发方法。

外部实体包括 Microsoft CA 或 GPKI，属于企业基础结构的一部分。

有关设置 Symantec 托管 PKI（包括创建凭据提供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KI 实体中的“Symantec 托管 PKI”。

 1. 在 XenMobile Web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然后单击更多更多 >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2. 在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

此时将显示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常规信息常规信息页面。

3. 在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常规信息常规信息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名称名称：键入新提供程序配置的唯一名称。此名称之后将用于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其他部分引用该配置。
说明说明：凭据提供程序的说明。尽管此字段为可选字段，但说明在以后可帮助您记住此凭据提供程序的详细信息。
颁发实体颁发实体：单击凭据颁发实体。
颁发方法颁发方法：单击签名签名或提取提取以选择系统用于从已配置的实体获取证书的方法。对于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请使用签名签名。
如果模板模板列表可用，请为凭据提供程序选择您在 PKI 实体下添加的模板。

4.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注意注意：在设置设置 > PKI 实体实体中添加 Microsoft 证书服务实体时，这些模板将变为可用。

此时将显示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证书签名请求证书签名请求页面。

5. 在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证书签名请求证书签名请求页面上，根据您的证书配置来配置以下设置：

密钥算法密钥算法：选择用于获取新密钥对的密钥算法。可用值为 RSA、DSA 和 ECDSA。
密钥大小密钥大小：键入密钥对的大小，以位为单位。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注意注意：允许的值取决于密钥类型；例如，DSA 密钥的最大大小为 1024 位。为避免错误的负值（取决于基础硬件或软
件），XenMobile 不强制实施密钥大小。您应始终先在测试环境中测试凭据提供程序配置，然后在生产环境中激活这些配
置。

签名算法签名算法：单击用于新证书的值。值取决于密钥算法。
使用者名称使用者名称：必填。键入新证书使用者的标识名 (DN)。例如：
CN=${user.username}, OU=${user.department}, O=${user.companyname},C=${user.c}\endquotation

例如，对于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请使用以下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pki-enti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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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算法密钥算法：RSA

密钥大小密钥大小：2048

签名算法签名算法：SHA1withRSA

使用者名称使用者名称：cn=$user.username

6. 要向使用者备用名称使用者备用名称表格中添加新条目，请单击添加添加。选择备用名称的类型，然后在第二列中键入一个值。

对于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请指定以下设置：

类型类型：用户主体名称
值值：$user.userprincipalname

注意注意：与使用者名称相同，可以在值字段中使用 XenMobile 宏。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将显示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分发分发页面。

8. 在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分发分发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在颁发颁发 CA 证书证书列表中，单击提供的 CA 证书。由于凭据提供程序使用任意 CA 实体，因此该凭据提供程序的 CA 证书将始终
为在该实体上配置的 CA 证书；该证书在此显示是为了与使用外部实体的配置保持一致。
在选择分发模式选择分发模式中，单击以下生成和分发密钥方式中的一种：
首选集中式首选集中式: 服务器端密钥生成服务器端密钥生成。Citrix 建议采用此集中模式选项。它支持 XenMobile 支持的所有平台，并且在使用
NetScaler Gateway 身份验证时也需要使用此模式。在服务器上生成并存储私钥，然后分发到用户设备。
首选分布式首选分布式: 设备端密钥生成设备端密钥生成。在用户设备上生成并存储私钥。此分布式模式使用 SCEP 并需要采用 keyUsage

keyEncryption 的 RA 加密证书和采用 KeyUsage digitalSignature 的 RA 签名证书。同一个证书可以同时用于加密和签
名。
仅限分布式仅限分布式: 设备端密钥生成设备端密钥生成。此选项与首选分布式: 设备端密钥生成的工作方式相同，但是此选项是“仅限”而非“首选”，
当设备端生成密钥失败或不可用时，没有其他选项可用。

如果选择首选分布式首选分布式: 设备端密钥生成设备端密钥生成或仅限分布式仅限分布式: 设备端密钥生成设备端密钥生成，请单击 RA 签名证书和 RA 加密证书。同一个证书可用
于这两个目的。此时将显示有关这些证书的新字段。

9.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吊销吊销 XenMobile 页面。在此页面上，配置 XenMobile 在内部将通过此提供程序配置颁发的证书标记
为吊销的条件。

12. 在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吊销吊销 XenMobile 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在吊销已颁发的证书吊销已颁发的证书中，选择一个表明何时应吊销证书的选项。
如果希望 XenMobile 在吊销证书时发送通知，请将发送通知发送通知设置为开开并选择通知模板。

如果要在从 XenMobile 吊销证书后也在 PKI 上吊销此证书，请将吊销吊销 PKI 上的证书上的证书设置为开开，并在实体列表实体列表中，单击某个
模板。实体列表将显示具有吊销功能的所有可用 GPKI 实体。从 XenMobile 吊销证书后，吊销调用将发送给在实体列表中选
择的 PKI。

13.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吊销吊销 PKI 页面。请在此页面上指出吊销证书时应对 PKI 执行的操作。您还可以选择创建通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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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吊销吊销 PKI 页面上，如果要从 PKI 吊销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将启用外部吊销检查启用外部吊销检查设置更改为开开。此时将显示其他与吊销 PKI 相关的字段。
在 OCSP 响应者响应者 CA 证书证书列表中，单击证书使用者的标识名 (DN)。注意注意：可以为 DN 字段值使用 XenMobile 宏。例如：
CN=${user.username}, OU=${user.department}, O=${user.companyname}, C=${user.c}\endquotation

在吊销证书时吊销证书时列表中，单击吊销证书时对 PKI 实体执行的以下操作之一：

不执行任何操作。

续订证书。

吊销和擦除设备。

如果希望 XenMobile 在吊销证书时发送通知，请将发送通知发送通知的值设置为开开。

可以从两个通知选项中选择：

如果选择选择通知模板选择通知模板，则可以选择预先写好的通知消息，且之后可以进行自定义。这些模板位于通知模板列表中。
如果选择输入通知详细信息输入通知详细信息，则可以自行编写通知消息。除了提供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消息，还可以设置发送通知的频
率。

1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续订续订页面。在此页面上，您可以配置 XenMobile 以使其执行以下操作：

续订证书、在证书完成续订时发送通知（续订时通知）并从操作中排除已过期的证书（后两项操作为可选操作）。
为即将过期的证书发送通知（续订前通知）。

16. 在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续订续订页面上，如果要在证书过期时进行续订，请执行以下操作：将续订证书续订证书设置为开开。

此时将显示其他字段。

在证书在此时间内提供时续订证书在此时间内提供时续订字段中，键入应在过期前多少天续订证书。
（可选）选择不续订已过期的证书不续订已过期的证书。注意注意：在此情况下，“已过期”表示证书的“不晚于”日期在过去，不是指证书已经被吊
销。内部吊销后，XenMobile 将不会续订证书。

17. 如果希望 XenMobile 在续订证书后发送通知，请将发送通知发送通知的值设置为开开。可以从两个通知选项中选择：

如果选择选择通知模板选择通知模板，则可以选择预先写好的通知消息，且之后可以进行自定义。这些模板位于通知模板列表中。
如果选择输入通知详细信息输入通知详细信息，则可以自行编写通知消息。除了提供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消息，还可以设置发送通知的频
率。

18. 如果希望 XenMobile 在证书接近过期时发送通知，请将证书即将过期时发送通知证书即将过期时发送通知设置为开开。可以从两个通知选项中选择：

如果选择选择通知模板选择通知模板，则可以选择预先写好的通知消息，且之后可以进行自定义。这些模板位于通知模板通知模板列表中。
如果选择输入通知详细信息输入通知详细信息，则可以自行编写通知消息。除了提供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消息，还可以设置发送通知的频
率。

19. 在证书在此时间内提供时通知证书在此时间内提供时通知字段中，键入应在证书过期前多少天发送通知。

20. 单击保存保存。

凭据提供程序将添加到凭据提供程序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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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Ns 证书

Feb 21, 2018

要使用 XenMobile 注册和管理 iOS 设备，需要从 Apple 设置并创建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APNs) 证书。本节概述了用于请求
APNs 证书的以下基本步骤：

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或 Windows 2008 R2 Server 和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 或 Mac 计算机
生成证书签名请求 (CSR)。
要求 Citrix 为 CSR 签名。
从 Apple 请求 APNs 证书。
将证书导入到 XenMobile。

注意：
利用 Apple 的 APNs 证书可通过 Apple 推送网络启用移动设备管理。如果您无意或有意吊销了该证书，则无法管理自己的设
备。
如果使用 iOS Developer Enterprise Program 创建 Mobile Device Manager 推送证书，则可能会因为将现有证书迁移到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而需要采取相应措施。 

这些主题概述了分步说明，在本节中依次列出，如下所示：

步骤步骤 1：对于 Windows，请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或 Windows 2008 R2 Server 和 Microsoft IIS 生成 CSR。对于
Mac，请在 Mac 计算机上生成 CSR。Citrix 建议采用这种方法。

使用 Microsoft IIS 创建 CSR

在 Mac 计算机上创建 CSR

步骤步骤 2：在 XenMobile APNs CSR Signing Web 站点上将 CSR 提交给 Citrix（需要 MyCitrix ID）。Citrix 使用其移动设备管理签
名证书给 CSR 签名并返回 .plist 格式的已签名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为 CSR 签名

步骤步骤 3：在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上将已签名 CSR 提交给 Apple（需要 Apple ID），然后从 Apple 下载 APNs 证书。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将已签名 CSR 提交给 Apple。

不不izhou4：将 APNs 证书导出为 PCKS #12 (.pfx) 证书（在 IIS、Mac 或 SSL 上）。请参阅：

使用 Microsoft IIS 创建 .pfx APNs 证书
在 Macintosh 计算机上创建 .pfx APNs 证书
使用 OpenSSL 创建 .pfx APNs 证书

步骤步骤 5：将 APNs 证书导入到 XenMobile。

Apple MDM 推送证书迁移信息

在 iOS Developer Enterprise Program 中创建的移动设备管理 (MDM) 推送证书已迁移到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此迁移影响新
MDM 推送证书的创建以及现有 MDM 推送证书的续订、吊销和下载。迁移不影响其他（非 MDM）APNs 证书。

如果 MDM 推送证书是在 iOS Developer Enterprise Program 中创建的，则以下情况适用：

已为您自动迁移证书。
可以在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续订证书，不会影响您的用户。
需要使用 iOS Developer Enterprise Program 吊销或下载预先存在的证书。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par_anchortitle_447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par_anchortitle_29db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par_anchortitle_edb2
https://identity.apple.com/pushcert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par_anchortitle_838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par_anchortitle_583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par_anchortitle_31e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par_anchortitle_897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apns.html#par_anchortitle_f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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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即将过期的 MDM 推送证书，则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如果有即将过期的 MDM 推送证书，请联系您的 MDM 解决方案
提供商。然后将 iOS Developer Program Agent 登录到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使用其 Apple ID ）。

所有新的 MDM 推送证书都必须在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中创建。iOS Developer Enterprise Program 不再允许创建带有包含
com.apple.mgmt 的产品组合 ID（APNs 主题）的 App ID。

注意注意：必须跟踪用于创建证书的 Apple ID。此外，该 Apple ID 应是公司 ID，而不是个人 ID。

使用 Microsoft IIS 创建 CSR

生成 iOS 设备的 APNs 证书请求的第一步是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CSR)。在 Windows 2012 R2 或 Windows 2008 R2 Server 上，
可以使用 Microsoft IIS 生成 CSR。

1. 打开 Microsoft IIS。
2. 双击 IIS 的服务器证书图标。
3. 在“服务器证书”窗口中，单击创建证书请求创建证书请求。
4. 键入相应的标识名 (DN) 信息，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5. 为加密服务提供程序选择 Microsoft RSA SChannel Cryptographic Provider，并为位长度选择 2048，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6. 输入文件名并指定保存 CSR 的位置，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在 Mac 计算机上创建 CSR

1. 在运行 macOS 的 Mac 计算机上，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 实用工具实用工具下方，启动钥匙串访问应用程序。
2. 打开钥匙串访问钥匙串访问菜单，然后单击偏好设置偏好设置。
3. 单击证书证书选项卡，将 OCSP 和 CRL 的选项更改为关关，然后关闭“首选项”窗口。
4. 在钥匙串访问钥匙串访问菜单上，单击证书助理证书助理 > 从证书颁发机构请求证书从证书颁发机构请求证书。
5. “证书助理”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1.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负责管理证书的个人或角色帐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2. 公用名公用名。负责管理证书的个人或角色帐户的公用名。
3. CA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证书颁发机构的电子邮件地址。

6. 选择保存到磁盘保存到磁盘和让我指定密钥对信息让我指定密钥对信息选项，然后单击继续继续。
7. 输入 CSR 文件的名称，在您的计算机上保存此文件，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8. 通过选择密钥大小密钥大小 2048 位以及 RSA 算法算法，指定密钥对信息，然后单击继续继续。作为 APNs 证书流程的一部分，CSR 文件已可
供上载。

9. 证书助理完成 CSR 流程后，单击完成完成。

使用 OpenSSL 创建 CSR

如果不能使用 Windows 2012 R2 或 Windows 2008 R2 Server 和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 或 Mac 计算机生
成证书签名请求 (CSR)，以提交到 Apple 来获取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 (APNs) 证书，可以使用 OpenSSL。

注意注意：要使用 OpenSSL 创建 CSR，首先需要从 OpenSSL Web 站点下载并安装 OpenSSL。

1. 在安装 OpenSSL 的计算机上，从命令提示窗口或 Shell 执行以下命令。
openssl req -new -keyout Customer.key.pem –out CompanyAPNScertificate.csr -newkey rsa:2048

2. 此时将显示以下要求证书命名信息的消息。根据请求输入信息。
You are about to be asked to enter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
What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what is called a Distinguished Name or a DN.
There are quite a few fields but you can leave some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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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ome fields there will be a default value,
If  you enter '.', the field will be lef t blank.
-----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AU]:US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Some-State]:CA
Locality Name (eg, city) []:RWC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Internet Widgits Pty Ltd]:Customer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Marketing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John Doe
Email Address []:john.doe@customer.com

3. 在下一条消息中，输入 CSR 私钥的密码。
Please enter the following 'extra' attributes
to be sent with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A challenge password []:
An optional company name []:

4. 将生成的 CSR 发送给 Citrix。

Citrix 会准备签名的 CSR 并通过电子邮件向您返回相关文件。

为 CSR 签名

证书需要通过 Citrix 签名以便可用于 XenMobile，然后您才能将其提交给 Apple。

1. 在浏览器中，转到 XenMobile APNs CSR Signing Web 站点。
2. 单击 Upload the CSR（上载 CSR）。
3. 浏览并选择证书。
注意注意：证书必须采用 .pem/txt 格式。

4. 在“XenMobile APNs CSR Signing”页面上，单击 Sign（签名）。将为 CSR 签名并将签名后的 CSR 自动保存到已配置的下载
文件夹。

将签名后的 CSR 提交给 Apple 以获取 APNs 证书

从 Citrix 收到已签名的证书签名请求 (CSR) 后，需要将其提交给 Apple，以获取 APNs 证书。

注意注意：有些用户报告登录 Apple 推送门户时遇到问题。作为替代方法，可以先登录到 Apple 开发人员门户
(http://developer.apple.com/devcenter/ios/index.action)，之后再转到步骤 1 中的 identity.apple.com 链接。

1. 在浏览器中，转到 https://identity.apple.com/pushcert。
2. 单击 Create a Certif icate（创建证书）。
3. 如果是首次使用 Apple 创建证书，请选中 I have read and agree to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我已阅读并同意这些
条款和条件）复选框，然后单击 Accept（接受）。

4. 单击 Choose File（选择文件），浏览到计算机上已签名的 CSR，然后单击 Upload（上载）。此时应显示一条确认消息，
表明上载成功。

5. 单击 Download（下载）以检索 .pem 证书。
注意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 且文件扩展名丢失，则单击 Cancel（取消）两次，然后从下一个窗口下载。

使用 Microsoft IIS 创建 .pfx APNs 证书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https://identity.apple.com/push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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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来自 Apple 的 APNs 证书用于 XenMobile，需要在 Microsoft IIS 中完成证书请求，将证书导出为 PCKS #12 (.pfx) 文件，
然后将 APNs 证书导入 XenMobile。

重要重要：此任务需要使用用于生成 CSR 的 IIS 服务器。

1. 打开 Microsoft IIS。
2. 单击“服务器证书”图标。
3. 在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窗口中，单击完成证书请求完成证书请求。
4. 浏览至来自 Apple 的 Certif icate.pem 文件。然后，键入友好名称或证书名称并单击确定确定。请勿在名称中包含空格字符。
5. 选择在步骤 4 中确定的证书，然后单击导出导出。
6. 为 .pfx 证书指定位置和文件名以及密码，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注意注意：在 XenMobile 安装期间需要该证书的密码。

7. 将 .pfx 证书复制到要安装 XenMobile 的服务器上。
8.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XenMobile 控制台。
9.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10. 单击证书证书。此时将显示证书证书页面。
11. 单击导入导入。此时将显示导入导入对话框。
12. 在导入导入菜单中，选择密钥库密钥库。
13. 在用作用作中，选择 APNs。
14. 在密钥库密钥库文件中，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要导入的密钥库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15. 在密码密码中，键入分配给证书的密码。
16. 单击导入导入。

在 Macintosh 计算机上创建 .pfx APNs 证书

1. 在用于生成 CSR 的运行 macOS 的 Mac 计算机上，找到从 Apple 接收的生产标识 (.pem) 证书。
2. 双击证书文件，将文件导入到钥匙串。
3. 如果提示将证书添加到指定钥匙串，则保持已选择的默认登录钥匙串，然后单击确定确定。新添加的证书会出现在证书列表中。
4. 单击该证书，然后在文件文件菜单上，单击导出导出，开始将证书导出到 PCKS #12 (.pfx) 证书中。
5. 使用唯一的名称为证书文件命名，以便在 XenMobile Server 中使用。请勿在名称中包含空格字符。然后，为保存的证书选
择一个文件夹位置，选择 .pfx 文件格式，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6. 输入用于导出证书的密码。Citrix 建议使用具有唯一性的强密码。还要确保证书和密码的安全性，以供以后使用和引用。
7. 钥匙串访问应用程序会提示您输入登录密码或选定的钥匙串。输入密码，然后单击确定确定。保存的证书现在即可用于

XenMobile Server。
注意注意：如果计划不保存和保留最初用于生成 CSR 并完成证书导出过程的计算机及用户帐户，Citrix 建议从本地系统保存或导
出个人密钥及公钥。否则，不能访问 APNs 证书以重新使用，且必须重复整个 CSR 和 APNs 过程。

使用 OpenSSL 创建 .pfx APNs 证书

使用 OpenSSL 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CSR) 后，还可使用 OpenSSL 创建 .pfx APNs 证书。

1. 在命令提示窗口或者 Shell 中，执行以下命令。
openssl pkcs12 -export -in MDM_Zenprise_Certificate.pem -inkey Customer.key.pem -out apns_identity.p12

2. 输入 .pfx 证书文件的密码。记住此密码，因为在将证书上载到 XenMobile 时需要再次使用该密码。
3. 记下 .pfx 证书文件的位置，然后将该文件复制到 XenMobile Server 中，以便可以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来上载文件。

将 APNs 证书导入到 Xen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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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求并接收到新 APNs 证书后，可将 APNs 证书导入 XenMobile，以便首次添加该证书或者替换现有证书。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证书证书。此时将显示证书证书页面。
3. 单击导入导入。此时将显示导入导入对话框。
4. 在导入导入菜单中，选择密钥库密钥库。
5. 在用作用作中，选择 APNs。
6. 浏览到计算机上的 .p12 文件。
7. 输入密码，然后单击导入导入。

有关 XenMobile 中的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部分。

续订 APNs 证书

要续订 APNs 证书，需要执行与创建新证书相同的步骤。然后，访问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并上载新证书。登录后，就可看见自
己的现有证书，或者看见从自己之前的 Apple 开发人员帐户导入的证书。在“证书门户”上，续订证书的唯一区别是要单击续续
订订。要访问该站点，您必须拥有证书门户的开发人员帐户。续订您的证书时，请务必使用相同的组织名称和 Apple ID。

注意注意：要确定 APNs 证书的过期时间，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置设置 > 证书证书。如果证书已过期，请勿吊销它。

1. 请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生成 CSR。
2. 在 XenMobile APNs CSR Signing（XenMobile APNs CSR 签名）Web 站点上，上载新 CSR，然后单击 Sign（签名）。
3. 将签名后的 CSR 提交给 Apple，站点为 Apple 推送证书门户。
4. 单击续订续订。
5. 使用 Microsoft IIS 生成 PCKS #12 (.pfx) APNs 证书。
6.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更新新 APNs 证书。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7. 单击证书证书。此时将显示证书证书页面。
8. 单击导入导入。此时将显示导入导入对话框。
9. 在导入导入菜单中，选择密钥库密钥库。

10. 在用作用作中，选择 APNs。
11. 浏览到计算机上的 .p12 文件。
12. 输入密码，然后单击导入导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lient-certificate.html
https://identity.apple.com/pushcert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https://identity.apple.com/push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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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L 单点登录与 ShareFile

Feb 21, 2018

可以将 XenMobile 和 ShareFile 配置为使用安全声明标记语言 (SAML) 来提供对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的单点登录 (SSO) 访
问。此功能包括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的 ShareFile 应用程序和未打包的 ShareFile 客户端（例如 Web 站点、Outlook 插件或
同步客户端）。

面向打包的面向打包的 ShareFile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通过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登录 ShareFile 的用户将被重定向到 Secure Hub 进行用户身
份验证以及获取 SAML 令牌。成功进行身份验证后，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会将 SAML 令牌发送到 ShareFile。初始登录
后，用户可以通过 SSO 访问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还可以将附件从 ShareFile 附加到 Secure Mail 邮件，而不需要每次都
登录。
面向未打包的面向未打包的 ShareFile 客户端客户端。使用 Web 浏览器或其他 ShareFile 客户端登录 ShareFile 的用户将被重定向到 XenMobile

进行用户身份验证以及获取 SAML 令牌。成功进行身份验证后，SAML 令牌将被发送到 ShareFile。初始登录后，用户可以
通过 SSO 访问 ShareFile 客户端，而不需要每次都登录。

要将 XenMobile 作为 SAML 身份提供程序 (IdP) 用于 ShareFile，必须将 XenMobile 配置为使用 ShareFile Enterprise，如本文
所述。或者，可以将 XenMobile 配置为只与 StorageZone 连接器一起使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hareFile 与 XenMobile

结合使用。

有关详细的参考体系结构图，请参阅《XenMobile 部署手册》中的适用于本地部署的参考体系结构一文。

必备条件

必须先完成以下必备条件，才能对 XenMobile 和 ShareFile 应用程序配置 SSO：

MDX Service 或兼容版本的 MDX Toolkit（适用于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兼容性。

兼容版本的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和 Secure Hub。
ShareFile 管理员帐户。
通过验证的 XenMobile 与 ShareFile 之间的连接。

配置 ShareFile 访问

为 ShareFile 设置 SAML 之前，请按如下所示提供 ShareFile 访问信息：

1. 在 XenMobile Web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ShareFile。此时将显示 ShareFile 配置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sharefile-and-xenmobil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compatibi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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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以下设置：

域域：键入 ShareFile 子域的名称，例如 example.sharefile.com。
分配给交付组分配给交付组：选择或搜索希望能够对 ShareFile 使用 SSO 的交付组。
ShareFile 管理员帐户登录管理员帐户登录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 ShareFile 管理员用户名。此用户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
密码密码：键入 ShareFile 管理员的密码。
用户帐户置备用户帐户置备：如果要在 XenMobile 中启用用户置备，请打开此选项；如果计划使用 ShareFile 用户管理工具来置备用
户，请将其保留在禁用状态。

注意注意：如果选定的角色中包含没有 ShareFile 帐户的用户，XenMobile 会自动为该用户置备 ShareFile 帐户，前提是您启
用了“用户帐户置备”。Citrix 建议您使用具有小型成员关系的角色以测试配置。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大量没有 ShareFile 帐户
的用户的可能性。

3.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按钮以确认 ShareFile 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可以向指定的 ShareFile 帐户进行身份验证。

4. 单击保存保存。XenMobile 将与 ShareFile 同步并更新 ShareFile 设置 ShareFile 颁发者颁发者/实体实体 ID 和登录登录 URL。

为打包的 ShareFile MDX 应用程序设置 SAML

以下步骤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和设备。

1. 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有关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应用程序。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xmob-mdx-kit-app-wrap-i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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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上载打包的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 有关上载 MDX 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向 XenMobile 中添
加 MDX 应用程序。

3. 使用在上面配置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ShareFile 来验证 SAML 设置。

4. 确认为 ShareFile 和 XenMobile 配置了相同的时区。

注意注意：确保 XenMobile 显示所配置时区对应的正确时间。如果时间不正确，SSO 可能会失败。

验证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

1. 在用户设备上，如果尚未安装和配置 Secure Hub，请进行安装和配置。

2. 从 XenMobile Store 下载并安装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

3. 启动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ShareFile 将启动，但不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使用 Secure Mail 验证

1. 在用户设备上，如果尚未安装和配置 Secure Hub，请进行安装和配置。

2. 从 XenMobile Store 下载、安装并设置 Secure Mail。

3. 打开新的电子邮件窗体，然后轻按从从 ShareFile 附加附加。此时将显示可以附加到电子邮件中的文件，但不提示输入用户名或密
码。

为其他 ShareFile 客户端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如果要配置对未打包的 ShareFile 客户端（例如 Web 站点、Outlook 插件或同步客户端）的访问，必须将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为支持使用 XenMobile 作为 SAML 身份提供程序，如下所示：

禁用主页重定向。
创建 ShareFile 会话策略和配置文件。
在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上配置策略。

禁用主页重定向

必须禁用通过 /cginfra 路径发出的请求的默认行为，以便用户能够看到最初请求的内部 URL，而非配置的主页。

1. 编辑用于 XenMobile 登录的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的设置。在 NetScaler 10.5 中，转至 Other Settings（其他设
置），然后取消选中标记了 Redirect to Home Page（重定向到主页）的复选框。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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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ShareFile 下方，键入 XenMobile 内部服务器的名称和端口号。

3. 在 AppController 下方，键入 XenMobile URL。

此配置授权您向通过 /cginfra 路径输入的 URL 发送请求。

创建 ShareFile 会话策略并请求配置文件

请配置以下设置以创建 ShareFile 会话策略并请求配置文件：

1. 在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实用程序的左侧导航窗格中单击 NetScaler Gateway > Policies（策略）（策略）> Session（会话）（会话）。

2. 创建一个新会话策略。在 Policies（策略）选项卡上，单击 Add（添加）。

3. 在 Name（名称）字段中，键入 ShareFile_Policy。

4. 单击 + 按钮创建新操作。此时将显示 Create NetScaler Gateway Session Profile（创建 NetScaler Gateway 会话配置文
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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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Name（名称）：键入 ShareFile_Profile。
单击 Client Experience（客户端体验）选项卡，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Home Page（主页）：键入“none”（无）。
Session Time-out (mins)（会话超时(分钟)）：键入 1。
Single Sign-on to Web Applications（单点登录到 Web 应用程序）：选择此设置。
Credential Index（凭据索引）：在列表中，单击“PRIMARY”（主要）。

单击 Published Applications（已发布的应用程序）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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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ICA Proxy（ICA 代理）：在列表中，单击 ON（开）。
Web Interface Address（Web Interface 地址）：键入 XenMobile Server 的 URL。
Single Sign-on Domain（单点登录域）：键入 Active Directory 的域名。

注意注意：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会话配置文件时，Single Sign-on Domain（单点登录域）的域后缀必须与在 LDAP 中
定义的 XenMobile 域别名匹配。

5. 单击 Create（创建）以定义会话配置文件。

6. 单击 Expression Editor（表达式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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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Value（值）：键入 NSC_FSRD。
Header Name（标头名称）：键入 COOKIE。
单击 Done（完成）。

7. 单击 Create（创建），然后单击 Close（关闭）。

在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上配置策略

在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上配置以下设置。

1. 在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实用程序的左侧导航窗格中单击 NetScaler Gateway > Virtual Servers（虚拟服务器）。

2. 在 Details（详细信息）窗格中，单击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

3. 单击编辑编辑。

4. 单击 Configured policies（已配置的策略）（已配置的策略） > Session policies（会话策略）（会话策略），然后单击 Add binding（添加绑定）。

5. 选择 ShareFile_Policy。

6. 编辑为选定策略自动生成的 Priority（优先级）编号，以便与列出的任何其他策略相比，其优先级最高（编号最小），如下
图所示。

7. 单击 Done（完成），然后保存运行的 NetScaler 配置。

为非 MDX ShareFile 应用程序配置 SAML

请执行以下步骤，查找 ShareFile 配置的内部应用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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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URL https://:4443/OCA/admin/ 登录 XenMobile 管理员工具。请务必使用大写字母输入 OCA。

2. 在 View（查看）列表中，单击 Configuration（配置）。

3. 单击 Applications（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Applications（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并记录 Display Name（显示名称）为 ShareFile 的应用程序
的 Application Name（应用程序名称）。

修改 ShareFile.com 的 SSO 设置

1. 以 ShareFile 管理员身份登录 ShareFile 帐户 (https://<子域>.sharefile.com)。

2. 在 ShareFile Web 界面中，单击 Admin（管理），然后选择 Configure Single Sign-on（配置单点登录）。

3. 按如下所示编辑 Login URL（登录 URL）：

Login URL（登录 URL）应如下所示：https://xms.citrix.lab/samlsp/websso.do?

action=authenticateUser&app=ShareFile_SAML_SP&req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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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enMobile Server 的 FQDN 前面插入 NetScaler Gateway 虚拟服务器的外部 FQDN 和 /cginfra/https/，然后在
XenMobile 的 FQDN 后面添加 8443。

URL 现在应如下所示：https://nsgateway.acme.com/cginfra/https/xms.citrix.lab:8443/samlsp/websso.do?

action=authenticateUser&app=ShareFile_SAML_SP&reqtype=1

将参数 &app=ShareFile_SAML_SP 更改为 SAML 单点登录与 ShareFile 中步骤 3 中的内部 ShareFile 应用程序名称。内部名
称默认为 ShareFile_SAML，但是，每次更改配置时，都会在内部名称后面附加一个数字（ShareFile_SAML_2、
ShareFile_SAML_3，依此类推）。

URL 现在应如下所示：https://nsgateway.acme.com/cginfra/https/xms.citrix.lab:8443/samlsp/websso.do?

action=authenticateUser&app=ShareFile_SAML&reqtype=1

向 URL 的结尾末尾添加 &nssso=true。

修改后的 URL 现在应如下所示：https://nsgateway.acme.com/cginfra/https/xms.citrix.lab:8443/samlsp/websso.do?

action=authenticateUser&app=ShareFile_SAML&reqtype=1&nssso=true。

重要重要：每次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编辑或重新创建 ShareFile 应用程序或更改 ShareFile 设置时，都会在内部应用程序名
称后附加一个新数字，这意味着您还必须在 ShareFile Web 站点中更新登录 URL，以反映更新后的应用程序名称。

4. 在 Optional Settings（可选设置）下方，选中 Enable Web Authentication（启用 Web 身份验证）复选框。

验证配置

请执行以下配置以验证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saml-sso-sharefile.html#par_anchortitle_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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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浏览器指向 https://<子域>sharefile.com/saml/login。

系统会将您重定向到 NetScaler Gateway 登录表单。如果未被重定向，请验证前面的配置设置。

2. 输入所配置的 NetScaler Gateway 和 XenMobile 环境的用户名和密码。

此时将在 <子域>.sharefile.com 下显示您的 ShareFile 文件夹。如果未显示您的 ShareFile 文件夹，请确保您输入了正确的登录
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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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设置

Feb 21, 2018

将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D) 配置为您的身份提供程序 (IDP) 将允许用户使用其 Azure 凭据在 XenMobile 中注册。

支持 iOS、Android 和 Windows 10 设备。iOS 和 Android 设备通过 Secure Hub 注册。

请在设置设置 >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 > IDP 下将 Azure 配置为您的 IDP。IDP 页面是此版本的 XenMobile 的新页面。在早期版本的 XenMobile

中，您在设置设置 > Microsoft Azure 下配置 Azure。

要求

版本和许可证版本和许可证

要注册 iOS 或 Android 设备，需要 Secure Hub 10.5.5。
要注册 Windows 10 设备，需要 Microsoft Azure Premium 许可证。

目录服务和身份验证目录服务和身份验证

必须将 XenMobile Server 配置为进行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如果要使用 NetScaler 进行身份验证，必须将 NetScaler 配置为进行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Secure Hub 身份验证使用 Azure AD 并遵从在 Azure AD 上定义的身份验证模式。
XenMobile Server 必须使用 LDAP 连接到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AD)。将您的本地 LDAP 服务器配置为与 Azure AD 同
步。

身份验证流程

设备通过 Secure Hub 注册，并且 XenMobile 配置为使用 Azure 作为其 IDP 时：

用户在自己的设备上在 Secure Hub 中显示的 Azure AD 登录屏幕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Azure AD 验证该用户并发送一个 ID 令牌。

Secure Hub 将该 ID 令牌与 XenMobile Server 共享。

XenMobile 验证该 ID 令牌以及 ID 令牌中出现的用户信息。XenMobile 返回一个会话 ID。

Azure 帐户设置

要使用 Azure AD 作为 IDP，请先登录您的 Azure 帐户并做以下更改：

注册自定义域并验证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dd your own domain name to Azure Active Directory（将自己的域名添
加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使用目录集成工具，将本地目录扩展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目录集成。

要使用 Azure AD 注册 Windows 10 设备，请对您的 Azure 帐户做以下更改：

1.

2.

3.

4.

1.

2.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articles/active-directory-add-domain/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zure/jj57365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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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MDM 设为 Azure AD 的可信部分。为此，请单击 Azure Active Directory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从库中选择添加应用程序添加应用程序。转至移动设备管理移动设备管理，然后选择本地本地 MDM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保存设置。
注意：注意：即使注册加入了 Citrix XenMobile Cloud，您也将选择本地应用程序，因为在 Microsoft 术语中，任何非多租户应用
程序都属于本地 MDM 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中，按如下所述配置 XenMobile Server 发现、终端使用条款和应用程序 ID URI：
•MDM 发现发现 URL：https://:8443/instanceName/wpe

•MDM 使用条款使用条款 URL：https://:8443/instanceName/wpe/tou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ID URI：https://:8443/

选择您在步骤 2 中创建的本地 MDM 应用程序。启用管理这些用户的设备管理这些用户的设备，以便为所有用户或任何特定用户组启用 MDM

管理。

有关对 Windows 10 设备使用 Azure A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文章 Azure Active Directory integration with

MDM（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与 MDM 的集成）。

将 Azure AD 配置为您的 IDP

在您的 Azure 帐户中查找或记录所需的信息：

来自 Azure 应用程序设置页面的租户 ID。
如果要使用 Azure AD 注册 Windows 10 设备，您还需要：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ID URI：运行 XenMobile 的服务器的 URL。
客户端客户端 ID：“Azure 配置”页面中您的应用程序的唯一标识符。
密钥密钥：来自 Azure 应用程序设置页面。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在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下，单击身份提供程序身份提供程序(IDP)。此时将显示身份提供程序身份提供程序页面。

1.

2.

3.

4.

1.

2.

3.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windows/hardware/commercialize/customize/mdm/azure-active-directory-integration-with-mdm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253https://docs.citrix.com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 IDP 配置配置页面。

配置与您的 IDP 有关的以下信息：

IDP 名称名称：键入要创建的 IDP 连接的名称。
IDP 类型类型：选择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作为您的 IDP 类型。
租户租户 ID：从 Azure 应用程序设置页面复制此值。在浏览器地址栏中，复制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部分。

例如，在
https://manage.windowszaure.com/acmew.onmicrosoft.com#workspaces/ActiveDirectoryExtensin/Directory/abc213-

abc123-abc123/onprem ... 中，租户 ID 为：abc123-abc123-abc12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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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字段将自动填充。填充了这些字段时，请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要继续将 XenMobile 配置为使用 Azure AD 注册 Windows 10 设备以完成 MDM 注册，请配置以下设置。要跳过此可选步
骤，请清除 Win 10 MDM。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ID URI：键入您在配置 Azure 设置时输入的 XenMobile Server 的 URL。
客户端客户端 ID：从“Azure 配置”页面复制并粘贴此值。客户端 ID 是您的应用程序的唯一标识符。
密钥密钥：从 Azure 应用程序设置页面复制此值。在密钥下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持续时间并保存设置。然后，可以复制此
密钥并将其粘贴到此字段中。应用程序在 Microsoft Azure AD 中读写数据时需要密钥。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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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Citrix 已在 Microsoft Azure 中注册 Secure Hub 并维护该信息。此屏幕显示 Secure Hub 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通信时使
用的详细信息。如果其中的任何信息需要变更，将来都会使用此页面。仅当 Citrix 建议时才能编辑此页面。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配置 IDP 提供的用户标识符的类型。

用户标识符类型用户标识符类型：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userPrincipalName。
用户标识符字符串用户标识符字符串：此字段自动填充。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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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摘要摘要页面并单击保存保存。

用户体验到的过程

用户开始使用 Secure Hub。用户随后输入 XenMobile Server 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用户主体名称 (UPN) 或电子邮件地
址。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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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随后单击是，注册是，注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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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其 Azure AD 凭据登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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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完成注册步骤，方式与通过 Secure Hub 执行的任何其他注册相同。

注意：注意：XenMobile 不支持通过 Azure AD 针对注册邀请完成身份验证。如果您向用户发送了一个包含注册 URL 的注册邀请，
用户将通过 LDAP 进行身份验证，而非通过 Azure 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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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iOS 的派生凭据

Feb 21, 2018

派生凭据提供适用于移动设备的强身份验证。从智能卡派生的凭据驻留在移动设备上，而非智能卡上。智能卡为个人身份验证
(Personal Identity Verification, PIV) 卡或通用访问卡 (Common Access Card, CAC)。

派生凭据为包含用户标识符（例如 UPN）的注册证书。XenMobile 将从凭据提供程序获取的凭据存储在设备上一个安全的保管
库中。

XenMobile 可以使用适用于 iOS 设备注册的派生凭据。如果是为派生凭据配置的，XenMobile 将不支持适用于 iOS 设备的注册
邀请或其他注册模式。但是，您可以使用相同的 XenMobile Server 通过注册邀请和其他注册模式注册 Android 设备。

要求

以下派生凭据解决方案之一：
Intercede 3.12

Citrix 已验证 XenMobile 能够与 Intercede 派生凭据解决方案结合使用。Apple App Store 中的应用程序名称为 MyID for

Citrix。
注意注意：用户必须先在其设备上安装 MyID for Citrix，才能在 XenMobile 中注册。

其他派生凭据解决方案
虽然大多数其他凭据解决方案可能都与 XenMobile 兼容，但请在将其部署到生产环境之前测试集成。
XenMobile Server 10.6（最低版本）
针对企业 (XME) 模式配置
必须具有向凭据提供程序服务器颁发证书的颁发机构的根证书。该设置使 XenMobile 在注册过程中能够接受数字签名的
证书。有关添加证书的信息，请参阅证书和身份验证。
如果用户电子邮件域与 LDAP 域不同，请在设置设置 > LDAP 下的域别名域别名设置中包括该电子邮件域。例如，如果电子邮件地址
的域为 myID.com，LDAP 域名为 sample.com，请将域别名域别名设置为 sample.com, myID.com。
不能对共享设备使用派生凭据。

用户标识证书：
“使用者备用名称”字段中的用户名的格式必须为 SubjectAltName 扩展的 otherName、rfc822Name 或 dNSName 字段。
其他字段不受支持。有关使用者备用名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https://www.ietf .org/rfc/rfc5280.txt。
“电子邮件”或“CN”中“使用者”字段中的用户标识当前不受支持。

NetScaler Gateway 配置为进行证书身份验证或证书加安全令牌身份验证
有关 PKI 配置的信息，请参阅 PKI 实体。
Secure Hub 10.6（最低版本）
XenMobile Apps 10.6（最低版本）

Secure Mail 不使用派生凭据，继续按之前的方式运行。
请使用相同的开发人员证书对 Apple App Store 中的所有应用程序进行签名。

体系结构

进行注册时，XenMobile Server 将按“要求”部分中所述连接到各组件，如下图所示。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https://www.ietf.org/rfc/rfc528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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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注册期间，Secure Hub 从派生凭据应用程序获取证书。
派生凭据应用程序在注册过程中与凭据管理服务器进行通信。
可以为凭据管理服务器和第三方 PKI 提供程序使用相同或不同的服务器。
XenMobile Server 连接到您的第三方 PKI 服务器以获取证书。

注册后，各组件将按下图所示进行连接。

以下各部分内容介绍了如何为 XenMobile 配置派生凭据提供程序、为注册启用派生凭据以及管理使用派生凭据的设备。

启用派生凭据

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控制台不包括设置设置 > 派生凭据派生凭据页面。要为派生凭据启用接口，请转至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添加服务
器属性 derived.credentials.enable 并将其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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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派生凭据

这些说明假定您的计划与 XenMobile 集成的派生凭据提供程序具有有效配置。之后您可以将 XenMobile 配置为与该服务器进
行通信。也可以选择已添加到 XenMobile 的派生凭据 CA 证书或导入证书。

可以激活对该 CA 证书的联机证书状态协议 (OCSP) 支持。有关 OCS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KI 实体中的“任意 CA”。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转至设置设置 > 适用于适用于 iOS 的派生凭据的派生凭据。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pki-enti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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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程序提供程序下：

选择派生凭据程序选择派生凭据程序。Citrix 已验证 XenMobile 能够与 Intercede 结合使用。如果选择其他其他作为提供程序，请先测试集成，
然后再将您的服务器置于生产环境。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URL (iOS)：如果选择 Intercede 作为提供程序，XenMobile 将填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URL。如果选择其他其他作为提供程
序，请从您的派生凭据提供程序中获取应用程序 URL。

注意：如果设备无法访问您的提供程序，请验证应用程序 URL 是否适用于该提供程序。您可能需要更改提供程序。

可选参数可选参数：某些派生凭据提供程序可能要求您提供连接参数。例如，某个供应商可能要求您指定后端服务器的 URL。单
击添加添加可提供参数。

指定派生凭据的证书：如果某个证书已上载到 XenMobile，请从颁发者颁发者 CA 中选择该证书。否则，请单击导入导入以添加证书。
此时将显示导入证书导入证书对话框。

在导入证书导入证书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浏览导航到该证书。然后单击浏览浏览导航到私钥文件。

如果选择 Intercede 作为提供程序，XenMobile 将填写用户标识符字段用户标识符字段和用户标识符类型用户标识符类型。对于 Intercede，用户标识符字用户标识符字
段段为使用者备用名称使用者备用名称，用户标识符类型用户标识符类型为 userPrincipalName。请联系其他派生凭据提供商以获取其信息并配置设置。

可以选择性使用 OCSP 响应者执行证书吊销检查。默认情况下，OSP 检查处于关闭状态。要为 CA 证书激活 OCSP 支持，请
执行以下操作：

将 OCSP 检查检查设置为开开。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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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自定义使用自定义 OCSP URL 选择一个选项。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从证书中提取 OCSP URL（使用证书定义进行吊销使用证书定义进行吊销选
项）。要指定响应者 URL，请单击使用自定义使用自定义并键入 URL。
响应者响应者 CA：在响应者响应者 CA 中，选择一个证书。或者，单击导入导入，然后使用导入证书导入证书对话框查找证书。

单击保存保存。此时将显示派生凭据派生凭据对话框。

要启用派生凭据配置，请单击保存保存。还必须配置注册设置才能使用派生凭据。

要启用派生凭据配置，然后立即转至设置设置 > 注册注册，请单击保存并转至保存并转至“注册注册”。

要为注册启用派生凭据，请执行以下操作：在设置设置 > 注册注册页面上的高级注册高级注册下，选择派生凭据派生凭据(仅限仅限 iOS)，然后单击启用启用。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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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要启用派生凭据，请选中该复选框，然后单击启用启用。

要编辑派生凭据注册的选项，请转至设置设置 > 注册注册，选择派生凭据派生凭据(仅限仅限 iOS)，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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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派生凭据后：在“设备注册”报告中，注册模式注册模式列显示 derived_credentials。

有关使用派生凭据时的注册步骤，请参阅使用派生凭据的 iOS 设备。

针对派生凭据的日志消息

Secure Hub 与 XenMobile Server 通信过程中的日志消息指示成功或失败，如下所示。

来自来自 XenMobile Server 的消息的消息 (SessionCreate SUCCESS)

2017-05-11T23:23:28.537+0000 | D88973753C718B23  |  INFO | http-nio-10080-exec-47 |

com.sparus.nps.ios.agent.V9AgentUtils | Derived Credential: User extracted from certificate: XXXXXXX@XMTEST.NET

2017-05-11T23:23:28.728+0000 | D88973753C718B23  |  INFO | http-nio-10080-exec-47 |

com.sparus.nps.ios.agent.V9AgentUtils | Derived Credential: Using user XXXXXX@XMTEST.NET' from cert and converted to

XXXXXXX with certid 60000001a95b7fecbbbf2821dd0000000001a9

2017-05-11T23:23:28.883+0000 | D88973753C718B23  |  INFO | http-nio-10080-exec-47 |

com.citrix.cg.bo.spring.impl.InternalUserServiceImpl | Input params for addUser. UserName XXXXXXX@auster.ctx' and

Domain Name 'auster.ctx'

2017-05-11T23:23:29.94+0000 | D88973753C718B23  |  INFO | http-nio-10080-exec-47 |

com.citrix.xms.oca.imil.service.impl.GroupServiceImpl | No.of groups:0 retrieved by UserID:40

2017-05-11T23:23:29.95+0000 | D88973753C718B23  |  WARN | http-nio-10080-exec-47 |

com.sparus.nps.ldap.LdapCredentialHandlerImpl | No groups found for user XXXXXX@auster.ctx'

2017-05-11T23:23:34.244+0000 | 21829910a6438ef5  |  INFO | http-nio-10080-exec-60 |

com.sparus.nps.ios.agent.V7ContextBuilder | No matching identity found in request from 172.16.1.57 to

/zdm/ios/agent;jsessionid=D88973753C718B23ADDEA26B46E5FBB2

2017-05-11T23:23:59.118+0000 | 21829910a6438ef5  |  INFO | http-nio-10080-exec-52 |

com.sparus.nps.ios.enroll.ProfileServiceServlet | New enrollment initiated for serialNumber=CCQLQNKPFMJF, imei=null,

udid=4a621749b64f7d915849ebcef3ded9cf7f460406, meid=null

来自来自 XenMobile Server 的消息的消息 (SessionCreate FAIL)

2017-05-11T23:06:46.168+0000 | 40DA582380D50C72  |  INFO | http-nio-10080-exec-42 |

com.sparus.nps.ios.agent.V9AgentUtils | Derived Credential: User extracted from certificate: XXXXXXXX@XMTEST.NET

2017-05-11T23:06:46.233+0000 | 40DA582380D50C72  |  WARN | http-nio-10080-exec-42 | com.citrix.cg.util.CGUtil | No

default Domain found redirecting to 'local' domain.

2017-05-11T23:06:46.253+0000 | 40DA582380D50C72  |  WARN | http-nio-10080-exec-42 | com.citrix.cg.util.CGUtil |

local domain. Directory service not managed for IDP local

2017-05-11T23:06:46.253+0000 | 40DA582380D50C72  | ERROR | http-nio-10080-exec-42 |

com.sparus.nps.ios.agent.V9AgentUtils | dc ecxeption

com.citrix.xms.oca.imil.exception.OperationFailedException: Could not log on. Incorrect user name or passwor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ios_enroll_derived_cred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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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来自 Secure Hub 的消息的消息 (SessionCreate SUCCESS)

start request with id 6 and value (redacted) https://*****/zdm/ios/agent?action=sessioncreate&h=dc

Handling the client cert challenge for h=dc

Cred length is 3405

Passing the credentials in DC client cert challenge

Credentials parsed successfully

received challenge NSURLAuthenticationMethodServerTrust

request with id 6 succeeded with httpResponse code 200

来自来自 Secure Hub 的消息的消息 (SessionCreate FAIL)

start request with id 6 and value (redacted) https://*****/zdm/ios/agent?action=sessioncreate&h=dc

Handling the client cert challenge for h=dc

Item found.

Cred length is 3434

Passing the credentials in DC client cert challenge

Credentials parsed successfully

request with id 6 failed with httpResponse code 500

与与 NetScaler 有关的消息有关的消息

User is enrolled with Derived Credential and transientCredential is NOT nil. //Derived credential certificate is passed to

NetScaler.

User is enrolled with Derived Credential and transientCredential is nil. ////Derived credential certificate isn't found and

isn't passed to NetScaler.

User is enrolled with Derived Credential and the certificate has expired. Displaying message to the user to renew the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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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Feb 21, 2018

Important
升级到升级到 XenMobile 10.8（本地）之前的准备工作（本地）之前的准备工作

1. 请先将您的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更新到 11.14.x 或更高版本，然后再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10.8。
XenMobile 最新版本需要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 11.14.x（最低版本）。您的 Citrix 许可证上的专享升级服务 (SA) 日期必须晚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可以在许可证服务器中的许可证旁边查看您的 SA 日期。如果要将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连接到较旧的许可证服务器
环境，连接检查将失败，并且您无法配置许可证服务器。
要续订许可证上的 SA 日期，请从 Citrix 门户网站下载最新的许可证文件，然后将该文件上载到 Licensing 服务器。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09580。

2. 对于群集环境：必须在 XenMobile Server 上启用端口 80，才能在 iOS 11 设备上从 XenMobile Store 中安装应用程序。
3. 如果运行要升级的 XenMobile Server 的虚拟机的 RAM 低于 4 GB ，请将 RAM 增加到至少 4 GB。请注意，对于生产环境，建议的最
低 RAM 是 8 GB。

4. 建议：安装 XenMobile 更新之前，请使用 VM 中的功能创建系统的快照。此外，还请备份您的系统配置数据库。如果您在升级过程
中遇到问题，请完成允许您还原的备份。

升级到升级到 XenMobile 10.8（本地）之后需要执行的操作（本地）之后需要执行的操作

如果涉及传出连接的功能停止运行，并且您尚未更改自己的连接配置，请检查 XenMobile Server 日志中是否存在如下所示的错误：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VPP Server: Host name '192.0.2.0' does not match the certificate subject provided by the peer（无法连
接到 VPP 服务器: 主机名 192.0.2.0 与对等机提供的证书使用者不匹配）

证书验证错误指示您需要在 XenMobile Server 上禁用主机名验证。默认情况下，主机名验证对除 Microsoft PKI 服务器以外的传出

连接启用。如果主机名验证中断了您的部署，请将服务器属性 disable.hostname.verification 更改为 true。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false。

Citrix 将 XenMobile 的新版本或重要更新发布到 Citrix.com。同时，向每个客户的在案联系人发送通知。

可以从 10.7.x 或 10.6.x 直接升级到 XenMobile 10.8。要执行升级，请使用 xms_10.8.0.23.bin 或 Citrix 下载页面上提供的最新
10.8 二进制文件。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然后单击版本管理版本管理。

要从较旧版本的 XenMobile 进行升级，请参阅 XenMobile Server 10.7 PDF 中的“Upgrade”（升级）一文。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版本管理版本管理页面、如何升级群集化的 XenMobile 部署以及如何从 MDM 升级到 Enterprise Edition。

使用“版本管理”页面进行升级

请使用版本管理版本管理页面从支持的 XenMobile 10.7.x 或 10.6.x 升级到最新版本的 XenMobile Server。

必备条件：

检查系统要求。

如果您有群集部署，请参阅本文结尾处的说明。

1. 在 Citrix Web 站点上登录您的帐户，然后转至下载页面。将 XenMobile 升级 (.bin) 文件下载到恰当的位置。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09580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product-software/xenmobile-10-server.html?_ga=2.215934228.288298292.1518624325-1844197149.1518624325#ctx-dl-eula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archive/xenmobile/xenmobile-server-10-7-product-documentation.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html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product-software/xenmobile-10-server.html#ctx-dl-e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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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3. 单击版本管理版本管理。此时将显示版本管理版本管理页面。

4. 在更新更新下方，单击更新更新。此时将显示更新更新对话框。

5. 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从 Citrix.com 下载的 XenMobile 升级文件的位置，选择此文件。

6. 单击更新更新，然后在收到提示时，重新启动 XenMobile。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更新未能成功完成，会显示一条指出问题的错误消息。系统会恢复到尝试更新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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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升级后，XenMobile 需要重新启动。可使用 XenMobile CLI 重新启动 XenMobile Server。系统重新启动后清除浏览器缓
存非常重要。

升级群集 XenMobile 部署

Important
安装 XenMobile 更新前，请使用虚拟机 (VM) 中的功能创建系统的快照。此外，还请备份您的系统配置数据库。如果您在升级过程中遇

到问题，请完成允许您还原的备份。

如果系统是在群集模式下配置的，请按照以下步骤从 XenMobile 10 版本更新每个节点：

1. 在所有节点上从设置设置 > 版本管理版本管理上载 .bin 文件。

2. 在 CLI 中从系统菜单系统菜单关闭所有节点。

3. 在 CLI 中从系统菜单系统菜单提出一个节点，并检查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4. 按顺序逐一提取其他节点。

如果 XenMobile 无法成功完成更新，会显示一条指出问题的错误消息。XenMobile 随后将系统还原到尝试更新之前的状态。

从 XenMobile 10.8 MDM Edition 升级到 Enterprise Edition

对于 iOS 和 Android 设备，可以从 XenMobile 10.8 MDM Edition 升级到 XenMobile 10.8 Enterprise Edition。

必备条件：

正确的 Enterprise 许可证。
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执行升级：

1. 转至设置设置 > 许可许可并验证是否已上载正确的 Enterprise Edition 许可证类型。
2. 转至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并将服务器模式服务器模式属性从 MDM 更改为 ENT。
3. 转至设置设置 > Netscaler Gateway 并配置 NetScaler Gateway 详细信息。将身份验证模式设置为与 MDM Edition 相同，
即，域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XenMobile 不支持在用户注册后更改身份验证模式。

4. 可选：转至设置设置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并启用 Citrix PIN 身份验证。

完成这些步骤后，用户必须执行以下步骤以将设备切换到企业模式。

iOS 用户：

1. 关闭 Secure Hub：轻按设备主页按钮两次（快速）并向上滑动 Secure Hub 应用程序。
2. 打开 Secure Hub。

Android 用户：

1. 打开 Secure Hub。
2. 转至首选项首选项 > 设备信息设备信息。
3. 单击刷新策略刷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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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了 Citrix PIN 身份验证，Secure Hub 将提示用户创建 PIN。用户创建 PIN 后，XenMobile 将在企业模式下配置设备。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页面随后会将设备的 MDM 和 MAM 同时显示为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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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帐户、角色和注册

Feb 21, 2018

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的管理管理选项卡和设置设置页面上配置以下项：

用户帐户和组
用户帐户和组的角色
注册模式和邀请

在管理管理选项卡中，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用户用户手动添加用户帐户，或者使用 .csv 置备文件导入帐户并管理本地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添加、编辑或删除本地用户帐户
使用 .csv 置备文件导入用户帐户和置备文件格式
在 XenMobile 中添加或删除组

也可以使用工作流来管理用户帐户创建和删除操作，具体如本文后面的创建和管理工作流中所述。

单击注册注册可以配置最多七种模式并发送注册邀请。每种注册模式均具有自己的安全级别和用户注册自己的设备必须采取的步
骤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配置注册模式并启用自助服务门户
在 XenMobile 中启用自动发现以执行用户注册

在设置设置页面上，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向用户和组分配预定义角色或权限集合。这些权限控制用户对系统功能的访问级别。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使用 RBAC 配置角色

单击通知模板通知模板以在自动化操作、注册和发送给用户的标准通知消息中使用。配置通知模板以通过三种不同的通道发送消息：
Secure Hub、SMTP 或 SMS。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创建和更新通知模板

添加、编辑或删除本地用户帐户

可以手动向 XenMobile 中添加本地用户帐户，也可以使用置备文件导入帐户。有关从置备文件导入用户的步骤，请参阅使用
.csv 置备文件导入用户帐户。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管理 > 用户用户。此时将显示用户用户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e14b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9e4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1c1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7c9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b27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utodiscover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1c15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275https://docs.citrix.com

2. 单击显示过滤器显示过滤器以过滤列表。 

添加本地用户帐户添加本地用户帐户

1. 在用户用户页面上，单击添加本地用户添加本地用户。此时将显示添加本地用户添加本地用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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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以下设置：

用户用户：键入名称，这是必填字段。可以在名称中包含空格，也可以包含大写和小写字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用户密码。
角色角色：在列表中，单击用户角色。有关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RBAC 配置角色。可能的选项包括：

ADMIN

DEVICE_PROVISIONING

SUPPORT

USER

成员身份成员身份：在列表中，单击要添加此用户的一个或多个组。
用户属性用户属性：添加可选用户属性。对于您要添加的每个用户属性，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用户属性用户属性：在列表中，单击某个属性，然后在该属性旁边的字段中键入用户属性。
单击完成完成保存用户属性或单击取消取消。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用户属性，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属性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 X。属性立即被删除。

要编辑现有用户属性，请单击属性并进行更改。单击完成完成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者单击取消取消保持列表不发生变化。

3. 单击保存保存。

编辑本地用户帐户编辑本地用户帐户

1. 在用户用户页面上的用户列表中，单击以选中某个用户，然后单击编辑编辑。此时将显示编辑本地用户编辑本地用户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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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当更改以下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无法更改用户名。
密码密码：更改或添加用户密码。
角色角色：在列表中，单击用户角色。
成员身份成员身份：在列表中，单击要添加或编辑此用户帐户的一个或多个组。要从组中删除用户帐户，请取消选中组名称旁边的复
选框。
用户属性用户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对于您要更改的各个用户属性，请单击属性并进行更改。单击完成完成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者单击取消取消保持列表不发生变
化。
对于您要添加的每个用户属性，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用户属性用户属性：在列表中，单击某个属性，然后在该属性旁边的字段中键入用户属性。
单击完成完成保存用户属性或单击取消取消。

对于要删除的每个现有用户属性，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属性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 X。属性立即被删除。

3. 单击保存保存保存您的更改，或者单击取消取消保持用户不发生变化。

删除本地用户帐户删除本地用户帐户

1. 在用户用户页面上的用户帐户列表中，单击以选中某个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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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可以通过选中每个用户帐户旁边的复选框，选择要删除的多个用户帐户。

2. 单击删除删除。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3.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用户帐户或单击取消取消。

删除删除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用户

要一次删除一个或多个 Active Directory 用户，请选择这些用户，然后单击删除删除。

如果要删除的用户具有已注册的设备，而您希望重新注册这些设备，请先删除这些设备，然后再重新注册。要删除某个设备，
请转至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选择该设备，然后单击删除删除。

导入用户帐户

您可以从称为置备文件的 .csv 文件导入本地用户帐户和属性，该文件可以手动创建。有关置备文件格式的信息，请参阅置备文
件的格式。

注意：注意：

对于本地用户，请使用域名以及导入文件中的用户名。例如，指定 username@domain。如果在 XenMobile 中将创建或导入
的本地用户用于托管域，则用户无法使用对应的 LDAP 凭据进行注册。
如果将用户帐户导入到 XenMobile 内部用户目录，请禁用默认域以加快导入过程的速度。请谨记，禁用域会影响注册，因
此，应在内部用户导入完成后重新启用默认域。
本地用户可以采用用户主体名称 (UPN) 格式。但是，Citrix 建议您不要使用托管域。例如，如果 example.com 处于托管状
态，请勿使用以下 UPN 格式创建本地用户：user@example.com。

准备好置备文件后，请按照以下步骤将此文件导入到 XenMobile 中。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管理 > 用户用户。此时将显示用户用户页面。

2. 单击导入本地用户导入本地用户。此时将显示导入置备文件导入置备文件对话框。

3. 对于要导入的置备文件的格式，选择用户用户或属性属性。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1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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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置备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5. 单击导入导入。

置备文件的格式

手动创建且用于将用户帐户和属性导入到 XenMobile 中的置备文件必须采用以下格式之一：

用户置备文件字段用户置备文件字段：user;passowrd;role;group1;group2

用户属性置备文件字段用户属性置备文件字段：user;propertyName1;propertyValue1;propertyName2;propertyValue2

注意：注意：

使用分号 (;) 分隔置备文件中的字段。如果某个字段的某一部分包含分号，请使用反斜杠字符 (\) 进行转义。例如，在置备文
件中，按照 propertyV\;test\;1\;2 形式键入属性 propertyV;test;1;2。
角色角色的有效值为预定义的角色 USER、ADMIN、SUPPORT 和 DEVICE_PROVISIONING 以及您定义的任何其他角色。
使用句点字符（.）作为分隔符来创建组层次结构。请勿在组名称中使用句点。
属性置备文件中的属性使用小写。数据库区分大小写。

用户置备内容示例用户置备内容示例

user01;pwd\;o1;USER;myGroup.users01;myGroup.users02;myGroup.users.users01 条目表示：

用户用户：user01

密码密码：pwd;01

角色角色：USER

组组：
myGroup.users01

myGroup.users02

myGroup.users.users.users01

另一个示例 AUser0;1.password;USER;ActiveDirectory.test.net 表示：

用户用户：AUser0

密码密码：1.password

角色角色：USER

组组：ActiveDirectory.test.net

用户属性置备内容示例用户属性置备内容示例

user01;propertyN;propertyV\;test\;1\;2;prop 2;prop2 value 条目表示：

用户用户：user01

属性属性 1
名称名称：propertyN

值值：propertyV;test;1;2

属性属性 2：
名称名称：prop 2

值值：prop2 value

配置注册模式并启用自助服务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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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设备注册模式以允许用户在其 XenMobile 中注册其设备。XenMobile 提供七种模式，每种均具有自己的安全级别和用户注
册其设备必须执行的步骤。您可以在自助服务门户上提供某些模式。用户可以登录门户并生成可通过其注册自己的设备的注册
链接，也可以选择向自己发送注册邀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设置设置 > 注册注册页面配置注册模式。

从管理管理 > 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发送注册邀请。有关信息，请参阅发送注册邀请。

注意注意：如果您计划使用自定义通知模板，必须在配置注册模式之前设置模板。有关通知模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或更新通
知模板。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注册注册。此时将显示注册注册页面，其中包含所有可用注册模式的表格。默认情况下，启用所有注册模式。

3. 在列表中选择任何注册模式以对其进行编辑。然后将该模式设置为默认模式、禁用该模式或允许用户通过自助服务门户访
问。

注意注意：选中注册模式旁边的复选框时，选项菜单将在注册模式列表上方显示。可以单击列表中的某个项目以在此列表的右侧显
示选项菜单。

可从这些注册模式中选择：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1d2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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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 + 密码
高安全性
邀请 URL

邀请 URL + PIN

邀请 URL + 密码
双重身份验证
用户名 + PIN

您可以使用注册邀请来限制仅收到邀请的用户可以注册。

您可以使用一次性 PIN (OTP) 注册邀请作为双重解决方案。OTP 注册邀请控制用户可以注册的设备数。

对于安全要求非常高的环境，您可以通过 SN/UDID/EMEI 将注册邀请关联到设备。双重选项也可用于要求 Active Directory 密
码和 OTP。

编辑注册模式编辑注册模式

1. 在注册注册列表中，选择注册模式，然后单击编辑编辑。此时将显示编辑注册模式编辑注册模式页面。根据所选择的模式，您会看到不同的选项。

2. 适当更改以下信息：

此时间后过期此时间后过期：键入过期期限，此时间后用户将无法注册其设备。此值显示在用户和组注册邀请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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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键入 0 可防止邀请过期。

天天：在列表中，单击天天或小时小时，对应于您在此时间后过期此时间后过期中输入的过期期限。
最大尝试次数最大尝试次数：键入用户可以尝试注册的次数，超出此次数后用户将被锁定，无法开始注册过程。此值显示在用户和组注册
邀请配置页面。
注意注意：键入 0 表示尝试次数不受限制。

PIN 长度长度：键入用于设置生成的 PIN 的长度的数字。
数字数字：在列表中，单击数字数字或字母数字字母数字以选择 PIN 类型。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
注册注册 URL 模板模板：在列表中，单击用于注册 URL 的模板。例如，注册邀请模板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或 SMS。方法取决于您
是如何配置用于允许用户在 XenMobile 中注册其设备的模板。有关通知模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或更新通知模板。
注册注册 PIN 模板模板：在列表中，单击用于注册 PIN 的模板。
注册确认模板注册确认模板：在列表中，单击用于通知用户注册已成功的模板。

3. 单击保存保存。

将注册模式设为默认模式将注册模式设为默认模式

将注册模式设为默认模式后，若不选择其他注册模式，此模式将用于所有设备注册请求。如果未将任何注册模式设为默认模
式，必须为每个设备注册创建注册请求。

注意注意：可以用作默认注册模式的注册模式只能是用户名用户名 + 密码密码、双重双重或用户名用户名 + PIN 。

1. 选择默认注册模式：用户名用户名 + 密码密码、双重双重或用户名用户名 + PIN。

注意： 要将某个模式用作默认模式，请先启用它。

2. 单击默认默认。所选模式现已成为默认模式。如果将任何其他注册模式设为默认模式，此模式将不再作为默认模式。

禁用注册模式禁用注册模式

禁用注册模式将使此模式不可供用户使用，既不可用于组注册邀请，也不可在自助服务门户中提供。通过禁用某种注册模式并
启用另一种注册模式，可以更改允许用户注册其设备的方式。

1. 选择注册模式。

注意注意：无法禁用默认注册模式。如果要禁用默认注册模式，必须首先删除其默认状态。

2. 单击禁用禁用。注册模式不再处于启用状态。

在自助服务门户上启用注册模式在自助服务门户上启用注册模式

通过在自助服务门户上启用注册模式，可允许用户单独在 XenMobile 中注册其设备。

注意注意：

注册模式必须启用并绑定通知模板，才能在自助服务门户上提供。
同一时间只能在自助服务门户上启用一种注册模式。

1. 选择注册模式。

2. 单击自助服务门户自助服务门户。此注册模式现已在自助服务门户上提供，可供用户使用。已经在自助服务门户上启用的任何模式均不再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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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用户使用。

添加或删除组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以下页面上的管理组管理组对话框中管理组：用户用户、添加本地用户添加本地用户或编辑本地用户编辑本地用户。没用组编辑命令。

如果删除组，请注意删除组不影响用户帐户。删除组只是删除用户与该组的关联。用户还会丧失此组关联的交付组提供的应用
程序或配置文件的访问权限，但是其他组关联性不受影响。如果用户不与任何其他本地组关联，它们将在顶层关联。

添加本地组添加本地组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用户用户页面上，单击管理本地组管理本地组。

在添加本地用户添加本地用户页面或编辑本地用户编辑本地用户页面上，单击管理组管理组。

此时将显示管理组管理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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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组列表下方，键入组名称，然后单击加号 (+)。用户组已添加到列表中。

3. 单击关闭关闭。

删除组删除组

注意注意：删除组不会影响用户帐户。删除组只会删除用户与此组的关联。用户还会丧失此组关联的交付组提供的应用程序或配置
文件的访问权限，但是其他组关联性不受影响。如果用户不与任何其他本地组关联，它们将在顶层关联。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用户用户页面上，单击管理本地组管理本地组。
在添加本地用户添加本地用户页面或编辑本地用户编辑本地用户页面上，单击管理组管理组。

此时将显示管理组管理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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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管理组管理组对话框上，单击要删除的组。

3. 单击组名称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4. 单击删除删除以确认操作并删除该组。

重要重要：此操作无法撤消。

5. 在管理组管理组对话框上，单击关闭关闭。

创建和管理工作流

可以使用工作流对用户帐户的创建和删除进行管理。应先确定组织中有权批准用户帐户请求的人员，才能使用工作流。然后可
以使用工作流模板创建和批准用户帐户请求。

首次设置 XenMobile 时，要配置工作流电子邮件设置，您必须先配置此设置才能使用工作流。随时可以更改工作流电子邮件设
置。这些设置包括电子邮件服务器、端口、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创建用户帐户的请求是否需要进行审批。

可以在 XenMobile 中的两个位置配置工作流：

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工作流工作流页面中。在工作流工作流页面上，可以配置多个用于应用程序配置的工作流。在工作流页面上配置
工作流时，可以在配置应用程序时选择工作流。
配置应用程序连接器时，在应用程序中提供工作流名称，然后配置可以审批用户帐户请求的人员。请参阅向 XenMobile 添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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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应用程序。

可以为用户帐户分配最多三个经理审批级别。如果需要其他人员批准用户帐户，可以使用其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搜索和选择这
些人员。XenMobile 找到相应的人员时，您可以将其添加到工作流中。工作流中的所有人员都将收到电子邮件，以批准或拒绝
新用户帐户。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工作流工作流。此时将显示工作流工作流页面。

3.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工作流添加工作流页面。

4. 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工作流的唯一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工作流的说明。
电子邮件审批模板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在列表中，选择要指定的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设置设置下方的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部分创建电
子邮件模板。单击此字段右侧的眼睛图标，即可预览正在配置的模板。

经理审批级别经理审批级别：在列表中，选择此工作流所需的经理审批级别数。默认值为 1 级级。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需要
1 级
2 级
3 级

选择选择 Active Directory 域域：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工作流的合适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在搜索字段中键入姓名，然后单击搜索搜索。源于 Active Directory 的姓名。
姓名显示在此字段中后，选中姓名旁边的复选框。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显示在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
要从列表中删除某个姓名，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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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搜索搜索以查找选定域中的所有人员列表。
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名称或部分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以限制搜索结果。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的人员姓名旁边有一个复选标记。滚动列表，并取消选中要删除的
各个姓名旁边的复选框。

5. 单击保存保存。已创建的工作流显示在工作流工作流页面上。

创建工作流后，您可以查看工作流详细信息，查看与工作流相关的应用程序，或者删除工作流。工作流创建后无法进行编辑。
如果需要使用不同审批级别或审批者的工作流，请创建另一个工作流。

查看详细信息和删除工作流查看详细信息和删除工作流

1. 在工作流工作流页面上的现有工作流列表中，选择一个特定的工作流。为此，请单击列表中的行，或者选中工作流旁边的复选框。

2. 要删除工作流，请单击删除删除。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再次单击删除删除。

重要重要：此操作无法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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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BAC 配置角色

Feb 21, 2018

每个预定义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 角色都具有某些关联的访问权限和功能权限。本文描述其中的每个权限可以执行的操
作。要获取每个内置角色的默认权限的完整列表，请下载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默认设置。

应用权限时，您将定义 RBAC 角色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组。请注意，默认管理员无法更改应用的权限设置。默认情况下，所应
用的权限适用于所有用户组。

进行分配时，要向组分配 RBAC 角色，以便用户组拥有 RBAC 管理员权限。

本文包含以下各节：

管理角色
设备置备角色
支持角色
用户角色
使用 RBAC 配置角色

管理角色

具有预定义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具有或不具有 XenMobile 中以下功能的访问权限。默认情况下，启用授权访问授权访问（自助服务门户除
外）、控制台功能控制台功能以及应用权限应用权限。

授权访问

管理控制台访问 管理员有权访问 XenMobile 控制台上的所有功能。

自助门户访问 管理员不具有自助门户访问权限。

共享的设备注册程序 管理员不具有“共享设备注册人员”访问权限。此功能适用于需要注册共享设备的用
户。

远程支持访问 管理员拥有远程支持访问权限。*

公共 API 访问 管理员有权访问公共 API，以便以编程方式执行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执行的操
作。这些操作包括管理证书、应用程序、设备、交付组和本地用户。

* 远程支持不适用于 XenMobile Service 客户。对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 部署：通过远程支持，您的技术支持代表能够远程
控制托管的 Windows CE 和 Android 移动设备。屏幕录像功能仅在 Samsung KNOX 设备上受支持。远程支持不适用于本地群
集 XenMobile Server 部署。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server/downloads/rbac-defaults-10-8.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par_anchortit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par_anchortitle_467425077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par_anchortitle_3837621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par_anchortitle_97372652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par_anchortitle_40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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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功能

管理员对 XenMobile 控制台具有不受限制的访问权限。

控制板 控制板控制板是管理员在登录到 XenMobile 控制台之后看到的第一个页面。控制板控制板显示与通知和设
备有关的基本信息。

报告 分析分析 > 报告报告页面提供预定义的报告，您可以利用这些报告分析应用程序和设备部署情况。

设备 在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页面中，可以管理用户设备。可以在此页面上逐个添加设备，也可以通过导入
设备置备文件一次添加多个设备。

本地用户和组 在管理管理 > 用户用户页面中，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本地用户和本地用户组。

注册 在管理管理 > 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中，可以管理如何邀请用户在 XenMobile 中注册其设备。

策略 在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中，可以管理 VPN 和 WiFi 等设备策略。

应用程序 在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中，可以管理用户能够在其设备上安装的各种应用程序。

媒体 在配置配置 > 媒体媒体页面中，可以管理用户能够在其设备上安装的各种媒体。

智能操作 在配置配置 > 操作操作页面中，可以管理触发事件的响应。

注册配置文件 在配置配置 > 注册配置文件注册配置文件页面中，可以配置注册配置文件（模式）以允许用户注册其设备。

交付组 在配置配置 > 交付组交付组页面中，可以管理交付组以及与其关联的资源。

Settings（设置） 在设置设置页面中，可以管理系统设置，例如客户端和服务器属性、证书和凭据提供程序。

支持 在故障排除和支持故障排除和支持页面中，可以执行运行诊断和生成日志等故障排除活动。

设备

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设备限制、设置并向设备发送通知、管理设备上的应用程序等操作，访问控制台各处的设备功能。

完全擦除设备 擦除设备上的所有数据和应用程序，包括内存卡（如果设备具有内存卡）。

清除限制 删除一项或多项设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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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擦除设备 擦除设备上的所有企业数据和应用程序，保留个人数据和应用程序。

查看位置 查看设备的位置以及在设备上设置地理区域限制。包括：定位设备、查看设备
的位置、跟踪设备、跟踪设备位置随时间的变化。

锁定设备 远程锁定设备，使用户无法使用设备。

解锁设备 远程解锁设备，使用户可以使用设备。

锁定容器 远程锁定设备上的企业容器。

解锁容器 远程解锁设备上的企业容器。

重置容器密码 重置企业容器密码。

启用 ASM DEP/绕过激活锁 启用激活锁时，在受监督的 iOS 设备上存储绕过码。如果需要擦除该设备，请
使用此代码自动清除激活锁。

使设备响铃 远程使 Windows 设备以最高音量响铃 5 分钟。

重新启动设备 从 XenMobile 控制台重新启动 Windows 设备。

部署到设备 向设备发送应用程序、通知、限制等。

编辑设备 更改设备上的设置。

通知设备 向设备发送通知。

添加/删除设备 从 XenMobile 添加或删除设备。

设备导入 通过文件向 XenMobile 导入一组设备。

导出设备表 从“设备”页面收集设备信息，并将其导出到 .csv 文件。

吊销设备 禁止设备连接到 XenMobile。

应用程序锁定 拒绝访问设备上的所有应用程序。在 Android 上，用户根本无法登录
XenMobile。在 iOS 上，用户仍然能够登录，但无法访问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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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擦除 在 Android 上，此操作将删除用户的 XenMobile 帐户。在 iOS 上，此操作将
删除用户访问 XenMobile 功能所需的加密密钥。

查看软件清单 查看设备上安装的软件。

请求使用 AirPlay 镜像 请求启动 AirPlay 流。

停止使用 AirPlay 镜像 停止 AirPlay 流。

启用丢失模式 在“管理”页面上的“设备”中，可以将受监督的设备置于丢失模式以阻止锁屏界
面上的受监督设备，并在设备丢失或被盗时定位该设备。

禁用丢失模式 在“管理”页面上的“设备”中，可以禁用设置为丢失模式的设备的丢失模式。

操作系统更新设备 可以在设备中部署“控制操作系统更新”设备策略。

关闭设备 从 XenMobile 控制台关闭 iOS 设备。

重新启动设备 从 XenMobile 控制台重新启动 iOS 设备。

本地用户和组

管理员在 XenMobile 中的管理管理 > 用户用户页面上管理本地用户和本地用户组。

添加/删除本地用户

编辑本地用户

导入本地用户

导出本地用户

本地用户组

注册

管理员可以添加和删除注册邀请、向用户发送通知以及将注册表导出到 .csv 文件。

添加/删除注册 添加或删除向一个或一组用户发送的注册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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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用户 向一个或一组用户发送注册邀请。

导出注册邀请表 从“注册”页收集注册信息并将其导出到 .csv 文件。

策略

添加/删除策略 添加或删除设备策略或应用程序策略。

编辑策略 更改设备策略或应用程序策略。

上载策略 上载设备策略或应用程序策略。

克隆策略 复制设备策略或应用程序策略。

禁用策略 禁用现有应用程序策略。

导出策略 从“设备策略”页面收集设备策略信息，并将其导出到 .csv 文件。

分配策略 将设备策略分配给一个或多个交付组。

应用程序

管理员在 XenMobile 中的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管理应用程序。

添加/删除应用商店或企业应用程序 添加或删除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或未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的应用程
序。

编辑应用商店或企业应用程序 更改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或未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的应用程序。

添加/删除 MDX、Web 和 SaaS 应用程序 向 XenMobile 添加或从中删除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的应用程序（MDX

应用程序）、内部网络中的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或公用网络中的应
用程序 (SaaS)。

添加 MDX、Web 和 SaaS 应用程序 更改 XenMobile 中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的应用程序（MDX 应用程
序）、内部网络中的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或公用网络中的应用程序
(SaaS)。

添加/删除类别 添加或删除应用程序在 XenMobile Store 中可以归属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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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共/企业应用程序分配给交付组 将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或未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的应用程序分配给交
付组以便部署。

将 MDX/WebLink/SaaS 应用程序分配给交
付组

将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的应用程序（MDX 应用程序）、无需单点登录的
应用程序 (WebLink) 或公用网络中的应用程序 (SaaS) 分配到交付组以便部
署到用户设备。

导出应用程序表 从“应用程序”页收集应用程序信息并将其导出到 .csv 文件。

媒体

管理从公共应用商店或通过 VPP 许可证获取的媒体。

添加/删除应用商店或企业书籍

将公共/企业书籍分配给交付组

编辑应用商店或企业书籍

智能操作

添加/删除智能操作 添加或删除通过触发器（事件、设备或用户属性、已安装的应用程序名称）定义的操
作及其关联响应。

编辑智能操作 更改通过触发器（事件、设备或用户属性、已安装的应用程序名称）定义的操作及其
关联响应。

将智能操作分配给交付组 将操作分配给交付组以便部署到用户设备。

导出智能操作 从“操作”页收集操作信息并将其导出到 .csv 文件。

交付组

管理员在 XenMobile 中的配置配置 > 交付组交付组页面上管理交付组。

添加/删除交付组 创建或删除交付组，即添加指定用户和可选策略、应用程序和操作。

编辑交付组 更改现有交付组，即修改用户和可选策略、应用程序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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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交付组 使交付组可供使用。

导出交付组 从“交付组”页收集交付组信息并将其导出到 .csv 文件。

注册配置文件

管理注册配置文件。

添加/删除注册配置文件

编辑注册配置文件

将注册配置文件分配给交付组

Settings（设置）

管理员在设置设置页面上配置各种设置。

RBAC RBAC 分配、分配角色

LDAP 管理一个或多个 LDAP 兼容目录（例如 Active Directory），以导入组、用户帐户
和相关属性。

许可证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管理您的 Citrix 许可证。

注册 为用户以及自助门户启用注册模式。

版本管理 查看当前安装的版本。包括：发布管理更新

证书 编辑 APNS 证书、证书 SSL 侦听器

通知模板 创建要在自动执行的操作、注册以及对用户的标准通知消息交付中使用的通知模
板。

工作流 管理用于应用程序配置的用户帐户的创建、审批和删除。

凭据提供程序 添加一个或多个授权颁发设备证书的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控制证书格式以
及续订或吊销证书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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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I 实体 管理公钥基础结构实体（通用、Microsoft Certificate Services 或任意 CA）。

测试 PKI 连接 使用设置设置 > PKI 实体实体页面上的“测试连接”按钮可确保服务器可访问。

客户端属性 管理用户设备上的各种属性，例如通行码类型、长度、过期日期等。

客户端支持 设置用户联系支持服务的方式（电子邮件、电话或支持票证电子邮件）。

客户端外观方案 为 XenMobile Store 创建自定义的应用商店名称和默认应用商店视图。添加在
XenMobile Store 或 Secure Hub 中显示的自定义徽标。

运营商 SMS 网关 设置运营商 SMS 网关以配置 XenMobile 通过运营商 SMS 网关发送的通知。

通知服务器 设置用于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的 SMTP 网关服务器。

ActiveSync Gateway 通过规则和属性，管理用户对用户和设备的访问权限。

Google Play 凭据 设置用户名、密码和设备 ID，以允许访问 Google Play。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 Apple DEP 帐户。

Apple Configurator 设备注册 在 XenMobile 中配置 Apple Configurator 设置。

iOS/VPP 设置 添加 Apple Volume Purchase Program 帐户。

移动服务提供商 使用移动服务提供商界面查询 BlackBerry 及其他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并发
布操作。

NetScaler Gateway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添加 NetScaler Gateway。选择是否启用身份验
证以及是否推送用户证书以进行身份验证。选择凭据提供程序。

网络访问控制 设置确定设备不兼容并因此拒绝访问网络的条件。

Samsung KNOX 启用或禁用 XenMobile 查询 Samsung KNOX 认证服务器 REST API。

服务器属性 添加或修改服务器属性。需要在所有节点上重新启动 XenMobile。

Syslog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使用服务器主机名或 IP 地址将日志文件发送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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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日志 (syslog) 服务器。

XenApp/XenDesktop 允许用户通过 Secure Hub 添加 XenApp 和 XenDesktop。

ShareFile 将 XenMobile 与 ShareFile Enterprise 结合使用时：配置连接到 ShareFile 帐户和
管理员服务帐户以管理用户帐户的设置。需要使用现有 ShareFile 域和管理员凭
据。在 XenMobile 中使用 StorageZone 连接器时：将 XenMobile 配置为指向在
ShareFile StorageZone 连接器中定义的网络共享和 SharePoint 位置。

体验改善计划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选择是否参与向 Citrix 发送匿名统计数据和使用信
息。

Microsoft Azure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将 XenMobile 与 Microsoft Azure 相集成。

Android for Work 配置 Android for Work 服务器设置。

身份提供程序(IDP) 配置身份提供程序。

派生凭据 配置适用于 iOS 设备注册的派生凭据。

XenMobile Tools 访问“XenMobile Tools”页面。

SNMP 配置 为 XenMobile Server 节点启用 SNMP。编辑或添加监视用户、设置显示陷阱通知
的 SNMP 管理器以及配置陷阱时间间隔和阈值。

支持

管理员可以执行各种支持任务。

NetScaler Gateway 连接检查 通过 IP 地址执行 NetScaler Gateway 的各种连接检查。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XenMobile 连接检查 为选定的 XenMobile 功能（如数据库、DNS、Google Plan 等）执行连接检查。

创建支持包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创建一个文件，以发送给 Citrix 支持用于进行故障排
除。该文件中包含系统信息、日志、数据库信息、内核信息、跟踪文件以及
XenMobile 或 NetScaler Gateway 的最新配置信息。

Citrix 产品文档 访问公共 Citrix XenMobile 文档站点。

Citrix 知识中心 访问 Citrix 支持站点以搜索知识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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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访问并分析用于调试、管理员审核和用户审核的日志文件详细信息。

群集信息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访问群集环境中关于每个节点的信息。

垃圾回收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访问不再使用的内存对象的信息。

Java 内存属性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访问 Java 内存使用情况、内存详细信息和内存池详细
信息的快照。

宏 在配置文件、策略、通知或注册模板的文本字段内填充用户或设备属性数据。配置一
个策略并将其部署到较大的用户群，并为每个目标用户显示特定于用户的值。

PKI 配置 导入和导出 PKI 配置信息。

APNS 签名实用程序 提交 Apple 推送网络签名 (Apple Push Network signing, APNs) 证书请求，或上载适用
于 iOS 的 Secure Mail APNs 证书。

Citrix Insight Services 将日志上载到 Citrix Insight Services (CIS)，以帮助解决各种问题。

设备 NetScaler Connector 状态 根据设备 ActiveSync ID 向 XenMobile 查询发送到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设备状态。

匿名和取消匿名 适用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在 XenMobile 中创建支持包时，默认情况下会将敏感
用户、服务器和网络数据设为匿名。可以在“高级”下的“支持”中的“匿名和取消匿名”页
面上更改此行为。

日志设置 自定义日志级别或添加自定义调试器。

限制组访问

管理员用户可以应用所有用户组的权限。

设备置备角色

Important
“设备置备角色”仅适用于 Windows CE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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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预定义设备置备角色的用户对控制台功能具有有限访问权限；默认情况下，其权限针对所有用户组设置，用户无法更改此
设置。

控制台功能

设备置备用户具有 XenMobile 控制台的以下有限访问权限。默认情况下，以下各功能均处于启用状态。

设备

编辑设备 更改设备上的设置。

添加/删除设备 从 XenMobile 添加或删除设备。

Settings（设置）

设备置备用户可以访问设置设置页面，但无权配置功能。

支持角色

具有支持角色的用户有权访问远程支持；其权限默认应用于所有用户，用户无法编辑此设置。

用户角色

具有用户角色的用户具有 XenMobile 的以下有限访问权限。

授权访问

自助服务门户 用户在 XenMobile 中仅具有自助服务门户的访问权限。

控制台功能

用户具有 XenMobile 控制台的以下有限访问权限。

设备

完全擦除设备 擦除设备上的所有数据和应用程序，包括内存卡（如果设备具有内存卡）。

选择性擦除设备 擦除设备上的所有企业数据和应用程序，保留个人数据和应用程序。

查看位置 查看设备的位置以及在设备上设置地理区域限制。包括：定位设备、查看设备的位置、
跟踪设备、跟踪设备位置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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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设备 远程锁定设备，使其无法使用。

解锁设备 远程解锁设备，使其可以使用。

锁定容器 远程锁定设备上的企业容器。

解锁容器 远程解锁设备上的企业容器。

重置容器密码 重置企业容器密码。

启用 ASM DEP/绕过激活锁 启用激活锁时，在受监督的 iOS 设备上存储绕过码。如果需要擦除该设备，请使用此代
码自动清除激活锁。

使设备响铃 远程使 Windows 设备以最高音量响铃 5 分钟。

重新启动设备 重新启动 Windows 设备。

查看软件清单 查看设备上安装的软件。

注册

添加/删除注册 添加或删除向一个或一组用户发送的注册邀请。

通知用户 向一个或一组用户发送注册邀请。

限制组访问

对于所有四种默认角色，此权限在默认情况下设置，并且可应用于所有用户组。您无法编辑此角色。

使用 RBAC 配置角色

通过 XenMobile 中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 功能，可以向用户和组分配预定义的角色（或称权限集）。这些权限控制用户
对系统功能的访问级别。

XenMobile 实现四种默认用户角色，用于在逻辑上区分系统功能的访问权限：

管理员管理员。授予完整系统访问权限。
设备置备设备置备。授权访问针对 Windows CE 设备的基本设备管理。
支持支持。授予对远程支持的访问权限。
用户用户。供可以注册设备和访问自助服务门户的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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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默认角色作为模板，通过自定义来创建具有默认角色定义的功能之外的其他特定系统功能的访问权限的新用户角
色。

角色可以分配给本地用户（在用户级别）或 Active Directory 组（此组中的所有用户具有相同的权限）。如果用户属于多个
Active Directory 组，则所有权限合并起来，以定义该用户的权限。例如，如果 ADGroupA 可以查找管理员设备，ADGroupB

用户可以擦除员工设备，则同时属于这两个组的用户可以查找和擦除管理员和员工的设备。

注意注意：本地用户可以仅分配有一个角色。

可以使用 XenMobile 中的 RBAC 功能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角色。
将组添加到角色。
向本地用户分配角色。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此时将显示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页面，其中显示了四种默认用户角色以及您之前添加的任何角
色。

如果单击某个角色旁边的加号 (+)，角色将展开以显示此角色的所有权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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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添加添加可添加新用户角色，单击现有角色右侧的铅笔图标可以编辑此角色，单击您之前所定义角色右侧的垃圾箱图标可以
删除此角色。无法删除默认用户角色。

单击添加添加或铅笔图标时，将显示添加角色添加角色或编辑角色编辑角色页面。
单击垃圾桶图标时，将显示一个确认对话框。单击删除删除将删除选定角色。

4. 要创建新用户角色或编辑现有用户角色，请输入以下信息：

RBAC 名称名称：输入新用户角色的描述性名称。无法更改现有角色的名称。
RBAC 模板模板：可选，单击某个模板以将其作为新角色的起点。如果正在编辑现有角色，则无法选择模板。

RBAC 模板是默认用户角色。它们定义与此角色关联的用户对系统功能的访问权限。选择某个 RBAC 模板后，可以在授权访授权访
问问和控制台功能控制台功能字段看到此角色关联的所有权限。使用模板为可选操作；您也可以直接在授权访问授权访问和控制台功能控制台功能字段选择要分
配给角色的选项。

5. 单击 RBAC 模板模板字段右侧的应用应用以使用选定模板的预定义访问权限和功能权限填充授权访问授权访问和控制台功能控制台功能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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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中或取消选中授权访问授权访问和控制台功能控制台功能复选框可自定义角色。

如果单击某项控制台功能旁边的三角形，将显示特定于此功能的权限，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相应的权限。单击顶层的复选框
可以阻止访问此控制台部分；您必须选择顶层下面的单独选项，才能启用这些选项。例如，在下图中，完全擦除设备完全擦除设备和清除限清除限
制制选项不会显示在分配给此角色的用户的控制台上，但是，选中的选项会显示。

7.应用权限应用权限：选择要向其应用选定权限的组。如果单击至特定用户组至特定用户组，将显示组的列表，您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组。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03https://docs.citrix.com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分配分配页面。

9. 输入下列信息，以将角色分配给用户组。

选择域选择域：在列表中，单击某个域。
包括用户组包括用户组：单击搜索以查看所有可用组的列表，或键入完整或部分组名称以将列表限制为仅显示具有此名称的组。
在显示的列表中，选择要向其分配角色的用户组。选择某个用户组后，此组将显示在选定用户组选定用户组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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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要从选定用户组选定用户组列表删除用户组，请单击用户组名称旁边的 X。

10.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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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Feb 21, 2018

可以将 XenMobile 中的通知用于以下目的：

与选择的用户组通信以使用多个系统相关功能。也可以将这些通知发送给特定用户。例如，使用 iOS 设备的所有用户、设备
不合规的用户、使用员工自带设备的用户等。
注册用户及其设备
满足某些条件时自动通知用户（使用自动化操作）。例如：
由于合规性问题阻止用户设备访问企业域时。
设备已被越狱或获得 Root 权限时。

有关自动化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动化操作。

要使用 XenMobile 发送通知，必须配置网关和通知服务器。可以在 XenMobile 中设置通知服务器，以配置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和短信服务 (SMS) 网关服务器，以便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和文本 (SMS) 通知。可以使用通知经两种不同的通道发送消
息：SMTP 或 SMS。

SMTP 是面向连接的文本协议，邮件发送方通常通过传输控制协议 (TCP) 发布命令字符串并提供必需的数据，从而与邮件接
收方通信。SMTP 会话包括来自 SMTP 客户端（邮件发送人员）的命令和来自 SMTP 服务器的相应响应。
SMS 是手机、Web 或移动通信系统的文本消息服务组件。SMS 使用标准化通信协议，使固定线路或移动电话设备可以交换
短文本消息。

还可以在 XenMobile 中设置运营商 SMS 网关，以配置通过运营商的 SMS 网关发送的通知。运营商使用 SMS 网关发送和接受
来往于电信网络的 SMS 传输。这些基于文本的消息使用标准化通信协议，允许固定线路或移动电话设备交换短文本消息。

本文说明了如何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 SMTP 服务器

添加 SMS 网关

添加运营商 SMS 网关

创建和更新通知模板

必备条件

配置 SMS 网关之前，请咨询系统管理员以确定服务器信息。了解 SMS 服务器是否托管在内部企业服务器上或者服务器是否
属于托管电子邮件服务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服务提供商 Web 站点上的信息
可配置 SMTP 通知服务器以向用户发送消息。如果此服务器托管在内部服务器上，请联系系统管理员以获取配置信息。如果
此服务器是托管的邮件服务，请在服务提供商的 Web 站点上查找适当的配置信息。
请确保一次只能激活一个 SMTP 服务器和一个 SMS 服务器。
从位于网络的 DMZ 中的 XenMobile 打开端口 25 以指回内部网络上的 SMTP 服务器。这样，XenMobile 能够成功发送通
知。

配置 SMTP 服务器和 SMS 网关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通知通知下方，单击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此时将显示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omated-ac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6d1b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66b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5c6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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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一个菜单，其中包含用于配置 SMTP 服务器或 SMS 网关的选项。

要添加 SMTP 服务器，请单击 SMTP 服务器服务器，然后参阅添加 SMTP 服务器了解配置此设置的步骤。
要添加 SMS 网关，请单击 SMS 网关网关，然后参阅添加 SMS 网关了解配置此设置的步骤。

添加 SMTP 服务器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6d1b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6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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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与此 SMTP 服务器帐户关联的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输入服务器的说明。
SMTP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服务器的主机名。主机名可以是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或 IP 地址。
安全通道协议安全通道协议：在列表中，单击服务器使用的相应安全通道协议（如果服务器配置为使用安全身份验证）SSL、TLS 或无无。
默认值为无无。
SMTP 服务器端口服务器端口：键入 SMTP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默认情况下，此端口设置为 25；如果 SMTP 连接使用 SSL 安全通道协
议，则此端口设置为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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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验证身份验证：选择开开或关关。默认值为关关。
如果启用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进行身份验证时使用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身份验证用户的密码。

Microsoft 安全密码身份验证安全密码身份验证(SPA)：如果 SMTP 服务器使用的是 SPA，请单击开开。默认值为关关。
发件人姓名发件人姓名：键入客户端接收来自此服务器的通知电子邮件时，显示在发件人发件人框中的名称。例如，公司 IT。
发件人电子邮件发件人电子邮件：键入电子邮件收件人回复 SMTP 服务器发送的通知时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2. 单击测试配置测试配置以发送测试电子邮件通知。

3. 展开高级设置高级设置，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SMTP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键入 SMTP 服务器发送邮件失败的重试次数。默认值为 5。
SMTP 超时超时：键入发送 SMTP 请求时等待的持续时间（以秒为单位）。如果频繁出现因超时导致消息发送失败的情况，请
增加此值。降低此值时请格外小心；此操作可增加超时次数和未送达的消息。默认值为 30 秒。
最大最大 SMTP 收件人数收件人数：键入 SMTP 服务器发送的每封电子邮件的最大收件人数。默认值为 100。

4. 单击添加添加。

添加 SMS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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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XenMobile 仅支持 Nexmo SMS 消息传递。如果还没有使用 Nexmo 消息传递的帐户，请访问其 Web 站点以创建帐户。

1. 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 SMS 网关配置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配置的说明。
密钥密钥：键入系统管理员在激活帐户时提供的数字标识符。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密码密码：键入系统管理员提供的密码，当密码丢失或被盗时用于访问您的帐户。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虚拟电话号码虚拟电话号码：向北美电话号码（前缀为 +1）发送时使用此字段。在此字段中，必须键入 Nexmo 虚拟电话号码，且只能使
用数字。可以在 Nexmo Web 站点上购买虚拟电话号码。

https://www.nexm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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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如果是否使用 HTTPS 将 SMS 请求传输到 Nexmo。默认值为关关。

重要重要：让 HTTPS 设置为开开，除非 Citrix 支持指导您将其改为关关。

国家国家/地区代码地区代码：在此列表中，单击贵组织中收件人的默认 SMS 国家/地区代码前缀。此字段始终以 + 符号开头。默认值
为阿富汗阿富汗 +93。

2. 单击测试配置测试配置以使用当前的配置发送测试消息。系统将立即检测并显示连接错误，如身份验证或虚拟电话号码错误。接收消
息的时间范围与移动电话之间发送消息的时间范围相同。

2. 单击添加添加。

添加运营商 SMS 网关

您可以在 XenMobile 中设置运营商 SMS 网关，以配置通过运营商的 SMS 网关发送的通知。运营商使用短信服务 (SMS) 网关发
送或接受来往于电信网络的 SMS 传输。这些基于文本的消息使用标准化通信协议，允许固定线路或移动电话设备交换短文本
消息。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通知通知下方，单击运营商运营商 SMS 网关网关。此时将显示运营商运营商 SMS 网关网关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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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检测检测以自动发现网关。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指出没有检测到新的运营商或列出在已注册设备中间检测到的新运营
商。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运营商添加运营商 SMS 网关网关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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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XenMobile 仅支持 Nexmo SMS 消息传递。如果还没有使用 Nexmo 消息传递的帐户，请访问其 Web 站点以创建帐户。

4. 配置以下设置：

运营商运营商：键入运营商的名称。
网关网关 SMTP 域域：键入与 SMTP 网关关联的域。
国家国家/地区代码地区代码：在列表中，单击运营商的国家/地区代码。
电子邮件发送前缀电子邮件发送前缀：（可选）指定电子邮件发送前缀。

5.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新运营商，或单击取消取消不添加新运营商。

创建和更新通知模板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或更新用于自动化操作、注册和发送给用户的标准通知消息的通知模板。配置通知模板以通过三种不
同的通道发送消息：Secure Hub、SMTP 或 SMS。

XenMobile 包含很多反应不同事件类型的预定义通知模板，XenMobile 会自动针对这些事件类型向系统中的每台设备发出响
应。

注意注意：如果计划使用 SMTP 或 SMS 通道向用户发送通知，必须设置通道后才能将其激活。如果尚未设置通道，当添加通知模
板时，XenMobile 会提示您设置通道。

https://www.nexm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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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通知模板通知模板。此时将显示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页面。

添加通知模板添加通知模板

1. 单击添加添加。如果尚未设置任何 SMS 网关或 SMTP 服务器，会显示一条关于使用 SMS 和 SMTP 通知的消息。可以选择立即
或稍后设置 SMTP 服务器或 SMS 网关。

如果选择立即设置 SMS 或 SMTP 服务器设置，将重定向到设置设置页面上的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页面。设置了要使用的通道后，可以返回
到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页面，继续添加或修改通知模板。

Important
如果选择稍后设置 SMS 或 SMTP 服务器设置，将无法在添加或编辑通知模板时激活这些通道，这意味着这些通道将不能用于发送用户

通知。

2. 配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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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键入模板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模板的说明。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通知类型。仅显示选定类型支持的通道。仅允许一个 APNS 证书过期模板，此为预定义模板。这表示
您无法添加此类型的新模板。

注意注意：对于某些模板类型，类型的下面会显示短语“支持手动发送”。这表示此模板会显示在控制板控制板和设备设备页面上的通知通知列表
中，允许您手动向用户发送模板。在“主题”或“消息”字段中使用以下宏的任何模板在任何通道上均不可以使用手动发送。

${outofcompliance.reason(whitelist_blacklist_apps_name)}

${outofcompliance.reason(smg_block)}

3. 在通道通道下方，配置用于此通知的每个通道的信息。可以选择任何通道或所有通道。您选择的通道取决于您希望发送通知的方
式。

如果选择 Secure Hub，则仅 iOS 和 Android 设备接收通知，通知将显示在设备的通知托盘中。
如果选择 SMTP，大多数用户应该可以接收邮件，因为他们已使用其电子邮件地址注册。
如果选择 SMS，则仅使用的设备带有 SIM 卡的用户接收通知。

Secure Hub：

激活激活：单击以启用通知通道。
消息消息：键入要发送给用户的消息。如果使用的是 Secure Hub，此字段为必填字段。有关在消息中使用宏的信息，请参
阅宏。
声音文件声音文件：在列表中，单击用户收到通知时听到的通知声音。

SMTP：

激活激活：单击以启用通知通道。

重要重要：如果已设置 SMTP 服务器，则仅可以激活 SMTP 通知。

发件人发件人：键入通知的可选发件人，可以是名称、电子邮件地址或同时包含二者。
收件人收件人：此字段包含除临时通知以外的所有通知的预置宏，以确保将通知发送给正确的 SMTP 收件人地址。Citrix 建议您不
要修改模板中的宏。除了用户，您还可以通过添加以分号 (;) 分隔的收件人地址，添加其他收件人（如企业管理员）。要发送
临时通知，可以在此页面上输入特定收件人，或从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页面选择设备并从此处发送通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
备。
主题主题：键入通知的描述性主题。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消息消息：键入要发送给用户的消息。有关在消息中使用宏的信息，请参阅宏。

SMS：

激活激活：单击以启用通知通道。

重要重要：如果已设置 SMS 网关，则只能激活 SMS 通知。

收件人收件人：此字段包含除临时通知以外的所有通知的预置宏，以确保将通知发送给正确的 SMS 收件人地址。Citrix 建议您不要
修改模板中的宏。要发送临时通知，可以输入特定收件人，或从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页面选择设备。
消息消息：键入要发送给用户的消息。此字段为必填字段。有关在消息中使用宏的信息，请参阅宏。

5. 单击添加添加。正确配置所有通道后，通道将按照以下顺序显示在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页面：SMTP、SMS 和 Secure Hub。未正确配置的通
道将在经过正确配置后显示。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macro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macro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macros.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15https://docs.citrix.com

编辑通知模板编辑通知模板

1. 选择通知模板此时将显示特定于此模板的编辑页面，您可以在此页面上更改类型类型字段以外的所有内容，以及激活或取消激活
通道。

2. 单击保存保存。

删除通知模板删除通知模板

注意注意：您只能删除自己添加的通知模板；不能删除预定义通知模板。

1. 选择现有通知模板。

2. 单击删除删除。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2.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通知模板，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删除通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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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Feb 21, 2018

XenMobile Server 数据库存储移动设备的列表。唯一的序列号或国际移动设备标识 (IMEI)/移动设备标识符 (MEID) 标识唯一地定义每个移动设备。要将设备
填充到 XenMobile 控制台中，可以手动添加设备或从文件导入设备列表。有关设备置备文件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置备文件格式。

XenMobile 控制台中的设备设备页面列出每个设备以及以下信息：

状态状态（图标指示设备是否已越狱，是否托管，Active Sync Gateway 是否可用以及部署状态）
模式模式（设备模式是 MDM、MAM 还是两者）
与设备有关的其他信息，例如用户名用户名、设备平台设备平台、操作系统版本操作系统版本、设备型号设备型号、上次访问时间上次访问时间以及不活动天数不活动天数。这些标题是显示的默认标题。

要自定义设备设备表，请单击最后一个标题上的向下箭头。然后选择要在表格中看到的其他标题，或者清除要删除的所有标题。

可以手动添加设备、从设备置备文件中导入设备、编辑设备详细信息、执行安全操作以及向设备发送通知。还可以将所有设备表数据导出到 .csv 文件，以创
建自定义报告。服务器将导出所有设备属性。如果应用过滤器，XenMobile 会在创建 .csv 文件时使用这些过滤器。

有关管理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部分：

手动添加设备
从设备置备文件导入设备
执行安全操作
向设备发送通知
导出设备表
手动标记用户设备
设备置备文件格式
设备属性名称和值

手动添加设备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此时将显示设备设备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b87c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ac2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d2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535c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1d9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726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b87c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c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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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设备添加设备页面。

3. 配置以下设置：

选择平台选择平台：单击 iOS 或 Android。
序列号序列号：键入设备序列号。
IMEI/MEID：（可选，仅适用于 Android 设备）键入设备的 IMEI/MEID 信息。

4. 单击添加添加。设备将添加到所显示的设备设备表格的列表底部。选择已添加的设备，然后在显示的菜单中，单击编辑编辑以查看并确认设备详细信息。

注意注意：选中某个设备旁边的复选框时，选项菜单将在设备列表上方显示。可以单击列表中的某个项目以在此列表的右侧显示选项菜单。

在企业 (XME) 或 MDM 模式下配置的 XenMobile Server

已配置 LDAP

如果使用本地组和本地用户：

一个或多个本地组。

分配给本地组的本地用户。

交付组与本地组相关联。

如果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交付组与 Active Directory 组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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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规常规页面列出设备标识符标识符，例如序列号、 ActiveSync ID 以及平台类型的其他信息。对于设备所有权设备所有权，请选择公司公司或 BYOD。

常规常规页面还列出了设备安全安全属性，例如强 ID、锁定设备、激活锁绕过和平台类型的其他信息。完全擦除设备完全擦除设备字段包括用户的 PIN 码。擦除设备后，用户必须
输入该代码。如果用户忘记了该代码，您可以在此处查找。

6.属性属性页面列出了 XenMobile 要置备的设备属性。此列表显示了用于添加设备的置备文件中包含的任何设备属性。要添加属性，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从列表中
选择一种属性。有关每个属性的有效值，请参阅本文中的设备属性名称和值。

添加属性时，它最初将显示在添加了该属性的类别下方。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返回到属性属性页面后，属性将显示在相应列表中。

要删除某个属性，请将鼠标悬停在列表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 X。XenMobile 将立即删除该项目。

7. 其余的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部分包含设备的摘要信息。

用户属性：用户属性： 显示用户的 RBAC 角色、组成员关系、VPP 帐户和属性。可以从此页面中停用 VPP 帐户。
已分配的策略已分配的策略：显示已分配策略的数量，包括已部署的策略数、待定策略数和失败的策略数。提供每个策略的策略名称、类型和上次部署信息。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显示上个清单的已安装、挂起和失败的应用程序部署数量。提供应用程序名称、标识符、类型和其他信息。
媒体媒体： 显示上个清单的已部署、挂起和失败的媒体部署数量。
操作操作：显示已部署、挂起和失败的操作数量。提供上个部署的操作名称和时间。
交付组交付组：显示成功、挂起和失败的交付组数量。对于每个部署，提供交付组的名称和部署时间。选择一个交付组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包括状态、操作以
及通道或用户。
iOS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显示上一个 iOS 配置文件清单，包括名称、类型、组织和说明。
iOS 置备配置文件置备配置文件︰显示企业分发置备配置文件信息，例如 UUID、过期日期以及是否托管。
证书证书：显示有效证书、已过期证书或已吊销证书信息，例如类型、提供商、颁发者、序列号、过期之前的剩余天数。
连接连接：显示第一个连接状态和最后一个连接状态。提供每个连接的用户名、倒数第二次身份验证和上次身份验证时间。
MDM 状态状态： 显示 MDM 状态、上次推送时间以及上次设备答复时间等信息。
TouchDown（仅限 Android 设备）：显示上次设备身份验证时间和上次用户身份验证时间。提供每个适用策略的名称和策略值。

从置备文件导入设备

您可以导入移动运营商或设备制造商支持的文件，或创建自己的设备置备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设备置备文件格式。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c10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b8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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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至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然后单击导入导入。此时将显示导入置备文件导入置备文件对话框。

2. 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然后导航到要导入的文件。

3. 单击导入导入。设备设备表将列出导入的文件。

4. 要编辑设备信息，请将其选中，然后单击编辑编辑。有关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页面的信息，请参阅手动添加设备。

向设备发送通知

您可以从设备页面向设备发送通知。有关通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通知。

1. 在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页面上，选择要向其发送通知的一个或多个设备。

2. 单击通知通知。此时将显示通知通知对话框。收件人收件人字段中列出要接收通知的所有设备。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ac2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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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以下设置：

模板模板：在列表中，单击要发送的通知类型。对于除临时临时外的每个模板，主题主题和消息消息字段将显示为所选模板配置的文本。
通道通道：选择发送消息的方式。默认值为 SMTP 和 SMS。单击选项卡以查看每个通道的消息格式。
发件人发件人：输入可选发件人。
主题主题：输入临时临时消息的主题。
消息消息：输入临时临时消息的消息。

4. 单击通知通知。

导出设备表

1. 根据您希望在导出文件中显示的内容过滤设备设备表。

2. 单击设备设备表上方的导出导出按钮。XenMobile 将提取过滤后的设备设备表中的信息，并将其转换为 .csv 文件。

3. 系统提示时，打开或保存 .csv 文件。

手动标记用户设备

可以在 XenMobile 中通过以下方式手动标记设备：

在基于邀请的注册过程中。
在自助服务门户注册过程中。
通过添加设备所有权作为设备属性

您可以选择将设备标记为公司所有或员工所有。使用自助服务门户自助注册设备时，可以将设备标记为公司所有或员工所有。也可以手动标记设备，如下所
示。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从设备设备选项卡向设备添加属性。
2. 添加名为所有者所有者的属性，然后选择公司公司或 BYOD（员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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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置备文件格式

许多移动运营商或设备制造商都会提供授权移动设备的列表。可以使用这些列表来避免手动输入长长的移动设备列表。XenMobile 支持以下三个受支持设备
类型通用的导入文件格式：Android、iOS 和 Windows。

手动创建并用于将设备导入 XenMobile 的置备文件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序列号;IMEI;操作系统系列;属性名1;属性值1;属性名2;属性值2; ... 属性名N;属性值N

注意：

有关属性名称和值，请参阅下一部分中的“设备属性名称和值”。
使用 UTF-8 字符集。
使用分号 (;) 分隔置备文件中的字段。如果某个字段的某一部分包含分号，请使用反斜杠字符 (\) 进行转义。

例如，对于属性 

propertyV;test;1;2

，请按如下所示进行转义：
propertyV\;test\;1\;2

对于 iOS 设备，必须提供序列号，因为序列号是 iOS 设备标识符。
对于其他设备平台，必须包括序列号或 IMEI。
OperatingSystemFamily 的有效值为 WINDOWS、ANDROID 或 iOS。

1050BF3F517301081610065510590391;15244201625379901;WINDOWS;propertyN;propertyV\;test\;1\;2;prop 2

2050BF3F517301081610065510590392;25244201625379902;ANDROID;propertyN;propertyV$*&&ééétest

3050BF3F517301081610065510590393;35244201625379903;iOS;test;

4050BF3F517301081610065510590393;;iOS;test;

;55244201625379903;ANDROID;test.testé;value;

文件中的每行都描述一个设备。上述示例中第一个条目的含义如下：

序列号：1050BF3F517301081610065510590391

IMEI：15244201625379901

操作系统系列：WINDOWS

属性名：propertyN

属性值：propertyV\;test\;1\;2;prop 2

设备属性名称和值

“管理管理”>“设备设备”页面中的属性名称页面中的属性名称 设备置备文件的名称和值设备置备文件的名称和值 值（含义）值（含义） 值类值类
型型

AIK 是否存在? WINDOWS_HAS_AIK_PRESENT  字符
串

设备置备文件示例 复制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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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已暂停？ GOOGLE_AW_DIRECTORY_SUSPENDED  字符
串

激活锁绕过码 ACTIVATION_LOCK_BYPASS_CODE  字符
串

已启用激活锁 ACTIVATION_LOCK_ENABLED 1（是）、0（否） 布尔
值

活动 iTunes 帐户 ACTIVE_ITUNES 1（是）、0（否） 布尔
值

ActiveSync ID EXCHANGE_ACTIVESYNC_ID  字符
串

MSP 已知的 ActiveSync 设备 AS_DEVICE_KNOWN_BY_ZMSP 1（真）、0（假） 布尔
值

已禁用管理员 ADMIN_DISABLED 1（是）、0（否） 布尔
值

Amazon MDM API 可用 AMAZON_MDM 1（真）、0（假） 布尔
值

Android for Work 设备 ID GOOGLE_AW_DEVICE_ID  字符
串

启用了 Android for Work 的设备？ GOOGLE_AW_ENABLED_DEVICE  字符
串

Android for Work 安装类型 GOOGLE_AW_INSTALL_TYPE DeviceAdministrator（设备
所有者）、
AvengerManagedProfile（工
作托管设备）、
ManagedProfile（工作配置
文件）

字符
串

反间谍软件签名状态
(Windows 10)

ANTI_SPYWARE_SIGNATURE_STATUS  布尔
值

反间谍软件状态
(Windows 10)

ANTI_SPYWARE_STATUS  布尔
值

防病毒软件签名状态
(Windows 10)

ANTI_VIRUS_SIGNATURE_STATUS 非最新版本，最新版本。不
适用

字符
串

防病毒软件状态
(Windows 10)

ANTI_VIRUS_STATUS 开和监视、已禁用、关或不
监视、暂时不监视、不适用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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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标签 ASSET_TAG  字符
串

自动更新状态 AUTOUPDATE_STATUS  字符
串

可用 RAM MEMORY_AVAILABLE  整数

可用存储空间 TOTAL_DISK_SPACE  整数

BIOS 信息 BIOS_INFO  字符
串

备份电池 BACKUP_BATTERY_PERCENT  整数

基带固件版本 MODEM_FIRMWARE_VERSION  字符
串

电池状态 BATTERY_STATUS  字符
串

电池正在充电
(Windows 8.1 Phone)

BATTERY_CHARGING 1（真）、0（假） 布尔
值

电池正在充电
(Windows 10)

BATTERY_CHARGING_STATUS 1（真）、0（假） 布尔
值

剩余电池电量
(Windows 10)

BATTERY_ESTIMATED_CHARGE_REMAINING  整数

MSP 已知的 Bes 设备 BES_DEVICE_KNOWN_BY_ZMSP 1（真）、0（假） 布尔
值

BES PIN BES_PIN  字符
串

BES 服务器代理 ID ENROLLMENT_AGENT_ID  字符
串

BES 服务器名称 BES_SERVER  字符
串

BES 服务器版本 BES_VERSION  字符
串

Bit Locker 状态 WINDOWS_HAS_BIT_LOCKER_STATUS  字符
串

蓝牙 MAC 地址 BLUETOOTH_MAC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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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启用启动调试？ WINDOWS_HAS_BOOT_DEBUGGING_ENABLED  字符
串

启动管理器修订列表版本 WINDOWS_HAS_BOOT_MGR_REV_LIST_VERSION  字符
串

运营商代码 CARRIER_CODE  字符
串

运营商设置版本 CARRIER_SETTINGS_VERSION  字符
串

手机网络纬度 GPS_LATITUDE_FROM_CELLULAR  字符
串

手机网络经度 GPS_LONGITUDE_FROM_CELLULAR  字符
串

手机网络技术 CELLULAR_TECHNOLOGY  整数

手机网络时间戳 GPS_TIMESTAMP_FROM_CELLULAR  日期

下次登录时更改密码？ GOOGLE_AW_DIRECTORY_CHANGE_PASSWORD_NEXT_LOGIN  字符
串

客户端设备 ID CLIENT_DEVICE_ID  字符
串

已启用云备份 CLOUD_BACKUP_ENABLED 1（是）、0（否） 布尔
值

已启用代码完整性？ WINDOWS_HAS_CODE_INTEGRITY_ENABLED  字符
串

代码完整性修订列表版本 WINDOWS_HAS_CODE_INTGTY_REV_LIST_VERSION  字符
串

颜色 COLOR  字符
串

CPU 时钟速度 CPU_CLOCK_SPEED  整数

CPU 类型 CPU_TYPE  字符
串

创建时间 GOOGLE_AW_DIRECTORY_CREATION_TIME  字符
串

当前运营商网络 CURRENT_CARRIER_NETWORK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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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当前移动国家/地区代码 CURRENT_MCC  整数

当前移动网络代码 CURRENT_MNC  字符
串

DEP 帐户名称 BULK_ENROLLMENT_DEP_ACCOUNT_NAME
 字符

串

DEP 策略 WINDOWS_HAS_DEP_POLICY  字符
串

允许数据漫游 DATA_ROAMING_ENABLED 1（是）、0（否） 布尔
值

最后一次 iCloud 备份日期 LAST_CLOUD_BACKUP_DATE  日期

说明 DESCRIPTION  字符
串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配置文件分配
时间

PROFILE_ASSIGN_TIME  日期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配置文件推送
时间

PROFILE_PUSH_TIME  日期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配置文件删除
时间

PROFILE_REMOVE_TIME  日期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注册者 DEVICE_ASSIGNED_BY  字符
串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注册日期 DEVICE_ASSIGNED_DATE  日期

设备类型 DEVICE_TYPE  字符
串

设备型号 MODEL_ID  字符
串

设备名称 DEVICE_NAME  字符
串

已激活“请勿打扰” DO_NOT_DISTURB 1（是）、0（否） 布尔
值

已加载 ELAM 驱动程序？ WINDOWS_HAS_ELAM_DRIVER_LOADED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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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合规性
(Windows 10)

ENCRYPTION_COMPLIANCE 已加密、未加密 字符
串

ENROLLMENT_KEY_GENERATION_DATE ENROLLMENT_KEY_GENERATION_DATE  日期

企业 ID ENTERPRISE_ID  字符
串

外部存储 1：可用空间 EXTERNAL_STORAGE1_FREE_SPACE  整数

外部存储 1：名称 EXTERNAL_STORAGE1_NAME  字符
串

外部存储 1：总空间 EXTERNAL_STORAGE1_TOTAL_SPACE  整数

外部存储 2：可用空间 EXTERNAL_STORAGE2_FREE_SPACE  整数

外部存储 2：名称 EXTERNAL_STORAGE2_NAME  字符
串

外部存储 2：总空间 EXTERNAL_STORAGE2_TOTAL_SPACE  整数

已加密外部存储 EXTERNAL_ENCRYPTION 1（是）、0（否） 布尔
值

防火墙状态
(Windows 8.1 Phone)

FIREWALL_STATUS  字符
串

防火墙状态
(Windows 10)

DEVICE_FIREWALL_STATUS 开和监视、已禁用、关或不
监视、暂时不监视、不适用

字符
串

固件版本 FIRMWARE_VERSION  字符
串

首次同步 ZMSP_FIRST_SYNC  日期

GPS 海拔 GPS_ALTITUDE_FROM_GPS  字符
串

GPS 纬度 GPS_LATITUDE_FROM_GPS  字符
串

GPS 经度 GPS_LONGITUDE_FROM_GPS  字符
串

GPS 时间戳 GPS_TIMESTAMP_FROM_GPS  日期

Google Directory 别名 GOOGLE_AW_DIRECTORY_GOOGLE_ALIAS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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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Directory 系列名称 GOOGLE_AW_DIRECTORY_FAMILY_NAME  字符
串

Google Directory 名称 GOOGLE_AW_DIRECTORY_NAME  字符
串

Google Directory 主电子邮件 GOOGLE_AW_DIRECTORY_PRIMARY  字符
串

Google Directory 用户 ID GOOGLE_AW_DIRECTORY_USER_ID  字符
串

HAS_CONTAINER HAS_CONTAINER 1（是）、0（否） 布尔
值

HTC API 版本 HTC_MDM_VERSION  字符
串

HTC MDM API 可用 HTC_MDM 1（是）、0（否） 布尔
值

硬件加密功能 HARDWARE_ENCRYPTION_CAPS  整数

当前登录的 iTunes 应用商店帐户的哈希 ITUNES_STORE_ACCOUNT_HASH  字符
串

主运营商网络 SIM_CARRIER_NETWORK  字符
串

主移动国家/地区代码 SIM_MCC  整数

主移动网络代码 SIM_MNC  字符
串

ICCID ICCID  字符
串

IMEI/MEID 编号 IMEI  字符
串

IMSI IMSI  字符
串

IP 位置 IP_LOCATION  字符
串

身份 AS_DEVICE_IDENTITY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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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加密内部存储 LOCAL_ENCRYPTION 1（真）、0（假） 布尔
值

IPV4 地址
(Windows 10)

IP_ADDRESSV4  字符
串

IPV6 地址
(Windows 10)

IP_ADDRESSV6  字符
串

颁发时间 WINDOWS_HAS_ISSUED_AT  字符
串

已越狱/获得 Root 权限 ROOT_ACCESS 1（是）、0（否） 布尔
值

已启用内核调试？ WINDOWS_HAS_OS_KERNEL_DEBUGGING_ENABLED  字符
串

Kiosk 模式 IS_KIOSK 1（真）、0（假） 布尔
值

上次已知 IP 地址 LAST_IP_ADDR  字符
串

上次策略更新时间 LAST_POLICY_UPDATE_TIME  日期

上次同步 ZMSP_LAST_SYNC  日期

已启用定位器服务 DEVICE_LOCATOR 1（是）、0（否） 布尔
值

MAC 地址网络连接
(Windows 10)

MAC_NETWORK_CONNECTION 1（是）、0（否） 布尔
值

MAC 地址类型
(Windows 10)

MAC_ADDRESS_TYPE 未知、LAN、WLAN 字符
串

MDX_SHARED_ENCRYPTION_KEY MDX_SHARED_ENCRYPTION_KEY  字符
串

MEID MEID  字符
串

邮箱设置 GOOGLE_AW_DIRECTORY_MAILBOX_SETUP  字符
串

主电池 MAIN_BATTERY_PERCENT  整数

移动电话号码 TEL_NUMBER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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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ID SYSTEM_OEM  字符
串

型号 MODEL_NUMBER  字符
串

网络适配器类型 NETWORK_ADAPTER_TYPE  字符
串

已安装 NitroDesk TouchDown TOUCHDOWN_FIND 1（真）、0（假） 布尔
值

已通过 MDM 授权使用 NitroDesk

TouchDown

TOUCHDOWN_LICENSED_VIA_MDM 1（真）、0（假） 布尔
值

操作系统内部版本号 SYSTEM_OS_BUILD  字符
串

操作系统版本
(Windows 10)

OS_EDITION  字符
串

操作系统语言（区域设置） SYSTEM_LANGUAGE  字符
串

操作系统版本 SYSTEM_OS_VERSION  字符
串

组织地址 ORGANIZATION_ADDRESS  字符
串

组织电子邮件 ORGANIZATION_EMAIL  字符
串

组织幻数 ORGANIZATION_MAGIC  字符
串

组织名称 ORGANIZATION_NAME  字符
串

组织电话号码 ORGANIZATION_PHONE  字符
串

其他 其他  字符
串

不合规 OUT_OF_COMPLIANCE 1（真）、0（假） 布尔
值

所有者 CORPORATE_OWNED 1（企业）、0 (BYOD) 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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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PCR0 WINDOWS_HAS_PCR0  字符
串

地理围栏的 PIN 码 PIN_CODE_FOR_GEO_FENCE  字符
串

通行码合规性 PASSCODE_IS_COMPLIANT 1（是）、0（否） 布尔
值

通行码遵从配置 PASSCODE_IS_COMPLIANT_WITH_CFG 1（是）、0（否） 布尔
值

通行码存在 PASSCODE_PRESENT 1（是）、0（否） 布尔
值

超出边界 GPS_PERIMETER_BREACH 1（是）、0（否） 布尔
值

已激活个人热点 PERSONAL_HOTSPOT_ENABLED 1（是）、0（否） 布尔
值

平台 SYSTEM_PLATFORM  字符
串

平台 API 级别 API_LEVEL  整数

策略名称 POLICY_NAME  字符
串

主电话号码 IDENTITY1_PHONENUMBER  字符
串

主 SIM 卡运营商
(Windows 10)

IDENTITY1_CARRIER_NETWORK_OPERATOR  字符
串

主 SIM 卡 ICCID

(Windows 10)

IDENTITY1_ICCID  字符
串

主 SIM IMEI IDENTITY1_IMEI  字符
串

主 SIM IMSI IDENTITY1_IMSI  字符
串

主 SIM 漫游 IDENTITY1_ROAMING 1（真）、0（假） 布尔
值

主 SIM 卡漫游合规性 IDENTITY1_ROAMING_COMPLIANCE 1（真）、0（假） 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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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10) 值

产品名称 PRODUCT_NAME  字符
串

发布者设备 ID PUBLISHER_DEVICE_ID  字符
串

重置计数 WINDOWS_HAS_RESET_COUNT  字符
串

重新启动计数 WINDOWS_HAS_RESTART_COUNT  字符
串

SBCP 哈希 WINDOWS_HAS_SBCP_HASH  字符
串

具有 SMS 功能 IS_SMS_CAPABLE 1（真）、0（假） 布尔
值

已启用安全模式？ WINDOWS_HAS_SAFE_MODE  字符
串

Samsung KNOX API 可用 SAMSUNG_KNOX 1（真）、0（假） 布尔
值

Samsung KNOX API 版本 SAMSUNG_KNOX_VERSION  字符
串

Samsung KNOX 认证 SAMSUNG_KNOX_ATTESTED 1（通过）、0（失败） 布尔
值

Samsung KNOX 认证更新日期 SAMSUNG_KNOX_ATT_UPDATED_TIME  日期

Samsung SAFE API 可用 SAMSUNG_MDM 1（真）、0（假） 布尔
值

Samsung SAFE API 版本 SAMSUNG_MDM_VERSION  字符
串

屏幕：X 轴分辨率 SCREEN_XDPI  整数
(PPI)

屏幕：Y 轴分辨率 SCREEN_YDPI  整数
(PPI)

屏幕：高度 SCREEN_HEIGHT  整数
（像
素）

屏幕：颜色数量 SCREEN_NB_COLORS  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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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大小 SCREEN_SIZE  十进
制
（英
寸）

屏幕︰宽度 SCREEN_WIDTH  整数
（像
素）

辅助电话号码 IDENTITY2_PHONENUMBER  字符
串

辅助 SIM IMEI IDENTITY2_IMEI  字符
串

辅助 SIM IMSI IDENTITY2_IMSI  字符
串

辅助 SIM 漫游 IDENTITY2_ROAMING 1（真）、0（假） 布尔
值

已启用安全启动？
(Windows 8.1 Phone)

WINDOWS_HAS_SECURE_BOOT_ENABLED  字符
串

安全启动状态
(Windows 10)

SECURE_BOOT_STATE 不受支持、已启用、已禁用 字符
串

已启用 SecureContainer WINDOWS_HAS_BIT_LOCKER_STATUS  字符
串

序列号 SERIAL_NUMBER  字符
串

Sony Enterprise API 可用 SONY_MDM 1（真）、0（假） 布尔
值

Sony Enterprise API 版本 SONY_MDM_VERSION  字符
串

受监督 受监督 1（是）、0（否） 布尔
值

暂停原因 GOOGLE_AW_DIRECTORY_SUSPENTION_REASON  字符
串

被篡改状态 TAMPERED_STATUS  字符
串

条款和条件 TERMS_AND_CONDITIONS  字符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33https://docs.citrix.com

串

已接受条款和协议？ GOOGLE_AW_DIRECTORY_AGREED_TO_TERMS  字符
串

已启用测试签名？ WINDOWS_HAS_TEST_SIGNING_ENABLED  字符
串

RAM 总量 MEMORY  整数

总存储空间 FREEDISK  整数

TPM 版本
(Windows 10)

TPM_VERSION  字符
串

UDID UDID  字符
串

用户帐户控制状态
(Windows 10)

UAC_STATUS 不受支持、已启用、已禁用 字符
串

用户代理 USER_AGENT  字符
串

用户定义的第一个 USER_DEFINED_1  字符
串

用户定义的第二个 USER_DEFINED_2  字符
串

用户定义的第三个 USER_DEFINED_3  字符
串

用户语言（区域设置） USER_LANGUAGE  字符
串

已启用 VSM？ WINDOWS_HAS_VSM_ENABLED  字符
串

供应商 VENDOR  字符
串

语音支持 IS_VOICE_CAPABLE 1（真）、0（假） 布尔
值

允许语音漫游 VOICE_ROAMING_ENABLED 1（是）、0（否） 布尔
值

WINDOWS_ENROLLMENT_KEY WINDOWS_ENROLLMENT_KEY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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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S 通知状态 WNS_PUSH_STATUS  字符
串

WNS 通知 URL PROPERTY_WNS_PUSH_URL  字符
串

WNS 通知 URL 过期日期 PROPERTY_WNS_PUSH_URL_EXPIRY  字符
串

WiFi MAC 地址 WIFI_MAC  字符
串

已启用 WinPE？ WINDOWS_HAS_WINPE  字符
串

XenMobile Agent ID AGENT_ID  字符
串

XenMobile Agent 修订版 EW_REVISION  字符
串

XenMobile Agent 版本 EW_VERSION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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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Sync Gateway

Feb 21, 2018

ActiveSync 是 Microsoft 开发的移动数据同步协议。ActiveSync 与手持设备和台式（便携式）计算机同步数据。

可以在 XenMobile 中配置 ActiveSync Gateway 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可以允许或拒绝设备访问 ActiveSync 数据。例如，如果
激活“缺少必备应用程序”规则，XenMobile 将检查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是否存在必备应用程序，如果缺少必备应用程序，则会
拒绝对 ActiveSync 数据的访问。对于每个规则，可以选择允许允许或拒绝拒绝。默认设置为允许允许。

有关应用程序访问设备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访问设备策略。

XenMobile 支持以下规则：

匿名设备匿名设备：检查设备是否处于匿名模式。如果在设备尝试重新连接时 XenMobile 无法重新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则可以执行此
检查。

Samsung KNOX 认证失败认证失败：检查设备是否无法通过 Samsung KNOX 认证服务器的查询。

禁止的应用程序禁止的应用程序：检查设备是否具有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定义的禁止的应用程序。

隐式允许和拒绝：隐式允许和拒绝：此操作是 ActiveSync Gateway 的默认操作。网关创建不满足其他任何过滤器规则条件的所有设备的设备列
表，并根据该列表允许或拒绝连接。如果任何规则均不匹配，则默认规则为“隐式允许”。

不活动设备：不活动设备：按照“服务器属性”中“Device Inactivity Days Threshold”（设备不活动天数阈值）设置的定义，检查设备是否处于
不活动状态。

缺少必备应用程序：缺少必备应用程序：检查设备是否缺少在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定义的必备应用程序。

非推荐应用程序：非推荐应用程序：检查设备是否具有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定义的非推荐应用程序。

不合规密码：不合规密码：检查用户密码是否合规。在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XenMobile 可以确定设备上的当前密码是否符合发送到该设
备的通行码策略。例如，在 iOS 设备上，如果 XenMobile 向该设备发送了通行码策略，则用户可在 60 分钟内设置密码。在用
户设置密码之前，通行码可能不合规。

不合规设备：不合规设备：根据“不合规”设备属性检查设备是否不合规。该属性通常由自动化操作进行更改，或由第三方利用 XenMobile

API 进行更改。

吊销状态：吊销状态：检查设备证书是否已吊销。再次授权之前，已吊销的设备无法重新注册。

已获得已获得 root 权限的权限的 Android 设备和已越狱的设备和已越狱的 iOS 设备：设备：检查 Android 设备或 iOS 设备是否已越狱。

非托管设备：非托管设备：检查设备是否仍处于托管状态，受 XenMobile 控制。例如，在 MAM 模式下运行的设备或已取消注册的设备为非
托管设备。

将将 Android 域用户发送到域用户发送到 ActiveSync Gateway：：单击是是可确保 XenMobile 将 Android 设备信息发送到 ActiveSync

Gateway。

配置配置 ActiveSync Gateway 设置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面，单击 ActiveSync Gateway。此时将显示 ActiveSync Gateway 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app-access-policy.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36https://docs.citrix.com

3. 在激活以下规则激活以下规则中，选择要激活的一个或多个规则。

4. 在仅限仅限 Android 中的将将 Android 域用户发送到域用户发送到 ActiveSync Gateway 中，单击是是 以确保 XenMobile 将 Android 设备信息
发送到 ActiveSync Gateway。

5.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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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at Work

Feb 21, 2018

Android for Work 是运行 Android 5.0 及更高版本的 Android 设备上提供的一个安全工作区。该工作区将企业帐户、应用程序和数据与个人帐户、应用程序和数
据隔离开来。在 XenMobile 中，通过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创建单独的工作配置文件来管理自带设备 (BYOD) 以及公司拥有的 Android s设备。通过结合使用硬件
加密以及您所部署的策略，可以安全地隔离设备上的企业和个人区域。您可以在不影响用户个人区域的情况下，远程管理或擦除所有公司策略、应用程序和数
据。有关支持的 Android 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Android Enterprise Web 页面。

使用 Google Play 可添加、购买和审批应用程序，以便部署到设备上的 Android for Work 工作区。可以使用 Google Play 部署您的私有 Android 应用程序，以及
公共和第三方应用程序。向 XenMobile 中添加面向 Android for Work 的付费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时，可以查看批量购买许可状态。该状态显示可用许可证总
数、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量以及占用这些许可证的每个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有关向 XenMobile 中添加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向 XenMobile 中添加公共应
用商店应用程序。

设置 Android for Work

XenMobile 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为贵组织设置 Android for Work 的方法。使用 XenMobile Management Tools，通过 Google Play 将 XenMobile 绑定为您的企业
移动性管理提供程序并为 Android for Work 设置一个企业。

注意：注意：G Suite 客户，请参阅“适用于 G Suite 客户的旧版 Android for Work”。

您需要：
• 用于登录 XenMobile Tools 的 Citrix 帐户凭据
• 用于登录 Google Play 的企业 Google ID 凭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页面。

2. 在“设置”页面上，单击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3. 在 XenMobile“设置”中的“Android for Work”页面上，单击转至转至 XenMobile Tools XenMobile Tools。。

https://enterprise.google.com/androi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10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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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系统提示，请登录您的 Citrix 帐户。
5. 在“XenMobile Tools 管理”中的“Android for Work”页面上，单击转至转至 Google Play Googl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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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Google Play 中，注册 Citrix 作为贵组织的企业移动性管理工具：

a. 输入贵组织的名称。
b. 确保 Citrix 显示为您的企业移动性管理工具。
c. 接受条款。
d. 单击 ConfirmConfirm（确认）。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40https://docs.citrix.com

e. 在显示的页面中，单击 Complet e Regist rat ionComplet e Regist rat ion（完成注册）。

这将创建一个文件，供您下载并上载到 XenMobile。

7. 在“XenMobile Tools Management”（XenMobile Tools 管理）中的“Android for Work”页面上，单击 DownloadDownload（下载）。
8. 创建一个用于文件加密的密码。您需要在上载文件时再次使用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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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 Go back t o XenMobileGo back t o XenMobile（返回 XenMobile）。
10. 在 XenMobile“设置”的“Android for Work”页面中，单击上载文件上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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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浏览到下载的文件并输入您创建的密码。单击上载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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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为 Android for Work 添加企业 ID。要启用 Android for Work，请将启用启用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 滑动到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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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G Suite 客户的旧版 Android for Work

G Suite 客户应对旧版 Android for Work 使用旧版 Android for Work 设置。

旧版 Android for Work 的要求：

可公开访问的域
Google 管理员帐户
支持托管配置文件并且运行 Android 5.0+ Lollipop 的设备
安装了 Google Play 的 Google 帐户
用户设备上设置的工作配置文件

要开始配置旧版 Android for Work，请单击 XenMobile“设置”的“Android for Work”页面中的旧版旧版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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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Android for Work 帐户

必须满足以下必备条件，才能设置 Android for Work 帐户：

如果已向 Google 验证您的域名，可以跳至以下步骤：设置 Android for Work 服务帐户并下载 Android for Work 证书。

1. 导航到 https://www.google.com/a/signup/?enterprise_product=ANDROID_WORK。

此时将显示以下页面，您可以在此页面中键入管理员和公司信息。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ndroid-for-work.html#par_anchortitle_2
https://www.google.com/a/signup/?enterprise_product=ANDROID_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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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入管理员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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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入您的公司信息（管理员帐户信息除外）。

此过程中的第一个步骤已完成，请继续查看下面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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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域所有权

允许 Google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验证您的域：

将 TXT 或 CNAME 记录添加到域主机的 Web 站点。
向域的 Web 服务器上载 HTML 文件。
向您的主页添加 标记。Google 建议使用第一种方法。本文不包含验证域所有权的步骤，但您可以从以下网址找到所需的信
息：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6095407/。

1. 单击 St artSt art（开始）开始验证您的域。

此时将显示 Verif y domain ownershipVerif y domain ownership（验证域所有权）页面。请按照此页面上显示的说明验证您的域。

2. 单击 Verif yVerif y（验证）。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609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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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ogle 验证您的域所有权。

4. 成功验证后，将显示以下页面。单击继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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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oogle 创建一个需要向 Citrix 提供的 EMM 绑定令牌，您在配置 Android for Work 设置时需要使用该令牌。复制并保存该令牌；稍后的设置过程中需要使用
该令牌。

6. 单击完成完成完成设置 Android for Work。此时将显示一个页面，指示您已成功验证您的域。

创建 Android for Work 服务帐户后，可以登录 Google 管理控制台管理您的移动性管理设置。

设置 Android for Work 服务帐户并下载 Android for Work 证书

要允许 XenMobile 联系 Google Play 和 Directory 服务，必须使用面向开发人员的 Google 项目门户创建新服务帐户。此服务帐户用于 XenMobile 与适用于
Android 的 Google 服务之间的服务器至服务器通信。有关所使用的身份验证协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identity/protocols/OAuth2ServiceAccount。

1. 在 Web 浏览器中，转至 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project 并使用您的 Google 管理员凭据登录。

2. 在 Project sProject s（项目）列表中，单击 Creat e ProjectCreat e Project（创建项目）。（创建项目）。

3. 在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项目名称）中，键入项目的名称。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identity/protocols/OAuth2ServiceAccount
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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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Dashboard”（控制板）上，单击 Use Use Google APIsGoogle APIs（使用 Google API）。

5. 单击 LibraryLibrary（库），在 SearchSearch（搜索）中，键入 EMMEMM，然后单击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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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OverviewOverview（概览）页面上，单击 EnableEnable（启用）。

7. 在 Google Play EMM APIGoogle Play EMM API  旁边，单击 Go t o Credent ialsGo t o Credent ials（转至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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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Add credent ials t o our projectAdd credent ials t o our project（向我们的项目中添加凭据）列表中，在步骤 1 中单击 service accountservice account（服务帐户）。

9. 在 Service Account sService Account s（服务帐户）页面上，单击 Creat e Service AccountCreat e Service Account（创建服务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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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Creat e service accountCreat e service account（创建服务帐户）中，命名该帐户，然后选中 Furnish a new privat e keyFurnish a new privat e key（提供新私钥）复选框。单击 P12P12，选中 EnableEnable

Google Apps Domain-wide Delegat ionGoogle Apps Domain-wide Delegat ion（启用 Google App 域范围的委派）复选框，然后单击 Creat eCreat e（创建）。（创建）。

证书（P12 文件）将下载到您的计算机。请务必将该证书保存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11. 在 Service account  creat edService account  creat ed（已创建服务帐户）确认屏幕上，单击 CloseClose（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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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 PermissionsPermissions（权限）中，单击 Service account sService account s（服务帐户），然后在您的服务帐户对应的 Opt ionsOpt ions（选项）下，单击 View Client  IDView Client  ID（查看客户
端 ID）。

13. 此时将显示 Google 管理控制台上的帐户授权所需的详细信息。将 Client  IDClient  ID（客户端 ID）和 Service account  IDService account  ID（服务帐户 ID）复制到以后能够从中检
索信息的位置。需要提供此信息以及域名，才能发送给 Citrix 技术支持用于添加到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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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LibraryLibrary（库）页面上，搜索 Admin SDKAdmin SDK（管理 SDK），然后单击搜索结果。

15. 在 OverviewOverview（概览）页面上，单击 EnableEnable（启用）。

16. 打开您的域对应的 Google 管理控制台，然后单击 Securit ySecurit y（安全）。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57https://docs.citrix.com

17. 在 Set t ingsSet t ings（设置）页面上，单击 Show moreShow more（显示更多），然后单击 Advanced set t ingsAdvanced set t ings（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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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单击 Manage API client  accessManage API client  access（管理 API 客户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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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 Client  NameClient  Name（客户端名称）中，输入您之前保存的客户端 ID，在 One or More API ScopesOne or More API Scopes（一个或多个 API 作用域）中，键入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然后单击 Aut horizeAut horize（授权）。

必须先联系 Citrix 技术支持并提供您的域名、服务帐户和绑定令牌，才能使用 XenMobile 管理您的 Android 设备。Citrix 会将该令牌绑定到 XenMobile 作为企业
移动性管理 (EMM) 提供程序。有关 Citrix 技术支持的联系信息，请参阅 Citrix 技术支持。

1. 要确认绑定，请登录 Google 管理门户，然后单击 Securit ySecurit y（安全）。

2. 单击 Manage EMM provider f or AndroidManage EMM provider f or Android（管理适用于 Android 的 EMM 提供程序）。

您将看到自己的 Google Android for Work 帐户绑定到 Citrix，用作 EMM 提供程序。

确认令牌绑定后，可以开始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管理您的 Android 设备。导入在步骤 14 中生成的 P12 证书。设置 Android for Work 服务器设置，启用基于
SAML 的单点登录 (SSO)，并至少定义一条 Android for Work 设备策略。

https://www.citrix.com/contact/technical-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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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导入 Android for Work P12 证书：

1. 登录到 XenMobile 控制台。

2.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以打开设置设置页面，然后单击证书证书。此时将显示证书证书页面。

3. 单击导入导入。此时将显示导入导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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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导入导入：在列表中，单击密钥库密钥库。
密钥库类型密钥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 PKCS#12PKCS#12。
用作用作：在列表中，单击服务器服务器。
密钥库文件密钥库文件：单击浏览浏览，然后导航到 P12 证书。
密码密码：键入密钥库密码。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证书的说明。

4. 单击导入导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单击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此时将显示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页面。

配置以下设置：

域名域名：键入 Android for Work 的域名，例如 domain.com。
域管理员帐户域管理员帐户：键入域管理员的用户名，例如，用于 Google 开发人员门户的电子邮件帐户。
服务帐户服务帐户 ID ID：键入服务帐户 ID，例如，Google 服务帐户中关联的电子邮件 (serviceaccountemail@xxxxxxxxx.iam.gserviceaccount.com)。
启用启用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单击可启用或禁用 Android fo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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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保存保存。

1. 登录到 XenMobile 控制台。

2. 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3. 单击证书证书。此时将显示证书证书页面。

3. 在证书列表中，单击 SAML 证书。

4. 单击导出导出并将证书保存到您的计算机。

5. 使用您的 Android for Work 管理员凭据登录到 Google 管理门户。有关门户的访问权限，请参阅 Google 管理门户。

6. 单击 Securit ySecurit y（安全）。

7. 在 Securit ySecurit y（安全）下，单击 Set  up single sign-on (SSO)Set  up single sign-on (SSO)（设置单点登录(SSO)），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https://admin.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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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页面登录页面 URL URL：键入用户登录您的系统和 Google 应用程序使用的 URL。例如：https:///aw/saml/signin。
注销页面注销页面 URL URL：键入注销时用户被定向到的 URL。例如：https:///aw/saml/signout。
Change password URLChange password URL（更改密码 URL）：键入 URL 以允许用户更改其系统中的密码。例如：https:///aw/saml/changepassword。如果定义了此字段，
用户将看到此提示，即使 SSO 不可用时也是如此。
Verif icat ion cert if icat eVerif icat ion cert if icat e（验证证书）：单击 CHOOSE FILECHOOSE FILE（选择文件）并导航到从 XenMobile 导出的 SAML 证书。

8. 单击 SAVE CHANGES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设置通行码策略，以便用户在首次注册时必须在其设备上创建通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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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任何设备策略的基本步骤如下。

1. 登录到 XenMobile 控制台。

2. 单击配置配置，然后单击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3. 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在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选择要添加的策略。在此示例中，请单击通行码通行码。

4. 完成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

5. 单击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并配置策略设置。

6. 将策略分配到交付组。

有关设置适用于 Android for Work 的其他设备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设备策略（按平台）。

您必须在 XenMobile 中设置 Android for Work 域和帐户信息，才能开始管理设备上的 Android 应用程序和策略。首先，请在 Google 上完成 Android for Work

设置任务以设置域管理员，并获取服务帐户 ID 和绑定令牌。

1. 在 XenMobile Web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单击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此时将显示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配置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3/xmob-device-policy-wrapper/xmob-device-policy-matri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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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页面上，配置以下设置：

域名域名：键入域名。
域管理员帐户域管理员帐户：键入域管理员用户名。
服务帐户服务帐户 ID ID：键入 Google 服务帐户 ID。
启用启用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选择是否启用 Android for Work。

4. 单击保存保存。

取消注册 Android for Work 企业

可以使用 XenMobile Server 控制台和 XenMobile Tools 取消注册 Android for Work 企业。

执行此任务时，XenMobile Server 将打开 XenMobile Tools 的弹出窗口。开始之前，请确保 XenMobile Server 有权在您使用的浏览器中打开弹出窗口。某些浏
览器（例如 Google Chrome）要求禁用弹出窗口阻止功能并将 XenMobile 站点的地址添加到弹出窗口阻止白名单中。

警告
取消注册企业后，设备上已通过 Android for Work 注册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将重置到其默认状态。这些设备将不再由 Google 托管。如果未进一步进行配置，在

Android for Work 企业中重新注册这些设备可能不会恢复以前的功能。

取消注册 Android for Work 企业后：

通过企业注册的设备和用户会将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重置到其默认状态。以前应用的“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权限”和“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
限制”策略不再有效。
通过企业注册的设备由 XenMobile 托管，但在 Google 看来未托管。无法添加任何新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无法应用任何“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
序权限”或“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限制”策略。仍然可以将其他策略（例如“计划”、“密码”和“限制”）应用到这些设备。
如果尝试在 Android for Work 中注册设备，这些设备将注册为 Android 设备，而非 Android for Work 设备。

要取消注册 Android for Work 企业，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页面。

在“设置”页面上，单击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单击删除企业删除企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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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一个密码。您在执行下一步骤时需要此密码才能完成取消注册操作。然后单击取消注册取消注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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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Tools”页面打开时，请输入您在上一步骤中创建的密码。 

单击取消注册取消注册。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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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Android for Work 设备

如果您的设备注册过程要求用户输入用户名或用户 ID，接受的格式取决于将 XenMobile Server 配置为按用户主体名称 (UPN) 还是 SAM 帐户名称来搜索用户。

如果 XenMobile Server 配置为按 UPN 搜索用户，用户必须按以下格式输入 UPN：

用户名域

如果 XenMobile Server 配置为按 SAM 搜索用户，用户必须按以下格式之一输入 SAM：

用户名域
域\用户名

要确定为您的 XenMobile Server 配置的用户名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Server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 LDAPLDAP  以查看 LDAP 连接的配置。
3. 在靠近页面底部的位置，查看用户搜索依据用户搜索依据字段：

如果设置为 userPrincipalNameuserPrincipalName，XenMobile Server 将设置为按 UPN 搜索。
如果设置为 sAMAccount NamesAMAccount Name，XenMobile Server 将设置为按 SAM 搜索。

在 Android for Work 中置备工作托管设备模式

Android for Work 的工作托管设备模式仅适用于企业拥有的设备。XenMobile 在工作托管设备模式下支持两种注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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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场通信近场通信 (NFC)  (NFC) 碰撞碰撞可以在已重置为出厂设置的队列设备上使用 NFC 碰撞注册方法。NFC 碰撞通过在两台设备之间使用近场通信来传输数据。蓝牙、Wi-Fi

和其他通信模式在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上处于禁用状态。NFC 是此状态下设备可以使用的唯一通信协议。
QR QR 代码。代码。QR 代码置备是置备不支持 NFC 的分布式设备队列（例如平板电脑）的简便方式。可以在已恢复出厂设置的队列设备上使用 QR 代码注册方法。
QR 代码注册方法通过扫描设置向导中的 QR 代码来设置并配置工作托管设备模式。 

要使用 NFC 碰撞在设备模式下注册设备，需要两台设备：一台已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以及一台运行 XenMobile Provisioning Tool 的设备。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为 Android for Work 启用的 XenMobile Server 10.4。
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在工作托管设备模式下针对 Android for Work 置备。可以在本文中查找完成此必备条件的步骤。
另一台设备具有 NFC 功能，运行已配置的 Provisioning Tool。Provisioning Tool 在 Secure Hub 10.4 或 Citrix 下载页面上提供。

每个设备只能配备一个 Android for Work 配置文件，通过企业移动性管理 (EMM) 应用程序管理。在 XenMobile 中，Secure Hub 为 EMM 应用程序。仅允许在
每个设备上配备一个配置文件。尝试添加第二个 EMM 应用程序将删除第一个 EMM 应用程序。

可以在新设备上或还原为出厂设置的设备上启动工作托管设备模式。您将通过 XenMobile 管理整个设备。

数据通过数据通过 NFC  NFC 碰撞传输碰撞传输

置备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需要您通过 NFC 碰撞发送以下数据以启动 Android for Work：

要作为设备所有者（在此示例中为 Secure Hub）的 EMM 提供程序应用程序的包名称。
可以从中下载 EMM 提供程序应用程序的 Intranet/Internet 位置。
用于验证下载是否成功的 EMM 提供程序应用程序的 SHA1 哈希。
Wi-Fi 连接详细信息，以便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能够连接和下载 EMM 提供程序应用程序。注意：Android 现在不支持在此步骤中使用 802.1x Wi-Fi。
设备的时区（可选）。
设备的地理位置（可选）。

碰撞两台设备时，来自 Provisioning Tool 的数据将发送到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该数据随后用于下载使用管理员设置的 Secure Hub。如果未输入时区和位置
值，Android 将在新设备上自动配置值。

配置配置 XenMobile Provisioning Tool XenMobile Provisioning Tool

执行 NFC 碰撞之前，必须配置 Provisioning Tool。此配置随后在 NFC 碰撞过程中被传输到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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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数据键入到必填字段中，或者通过文本文件进行填充。下一个过程中的步骤介绍了如何配置文本文件，并且包含每个字段的说明。键入后，该应用程序将
不保存信息，因此，您可能希望创建一个文本文件以保留该信息供将来使用。

使用文本文件配置使用文本文件配置 Provisioning Tool Provisioning Tool

将文件命名为 nfcprovisioning.txt  并将其放置在设备的 SD 卡中的 /sdcard/ 文件夹下。该应用程序随后可以读取文本文件并填充值。

文本文件必须包含以下数据：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DOWNLOAD_LOCAT ION=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DOWNLOAD_LOCAT ION=

此行为 EMM 提供程序应用程序的 Intranet/Internet 位置。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在进行 NFC 碰撞后连接到 Wi-Fi 之后，该设备必须有权访问此位置才能进行下
载。该 URL 为常规 URL，不需要特殊格式。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CHECKSUM=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CHECKSUM=

此行是 EMM 提供程序的校验和。此校验和用于验证下载是否成功。本文中后面的内容介绍了获取校验和的步骤。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WIFI_SSID=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WIFI_SSID=

此行是运行 Provisioning Tool 的设备的已连接的 Wi-Fi SSID。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WIFI_SECURIT Y_T YPE=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WIFI_SECURIT Y_T YPE=

支持的值为 WEP 和 WPA2。如果 Wi-Fi 未受保护，此字段必须留空。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WIFI_PASSWORD=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WIFI_PASSWORD=

如果 Wi-Fi 不受保护，此字段必须留空。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LOCALE=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LOCALE=

输入语言和国家/地区代码。语言代码为包含两个小写字母的 ISO 语言代码（例如 en），如 ISO 639-1 所定义。国家/地区代码为包含两个大写字母的 ISO 国家/

地区代码（例如 US），如 ISO 3166-1 所定义。例如，请键入 en_US 表示在美国所讲的英语。如果未输入任何代码，则会自动填充国家/地区和语言。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T IME_ZONE=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T IME_ZONE=

设备运行时所在的时区。请键入表单区域/位置的 Olson 名称。例如，America/Los_Angeles 表示太平洋时间。如果未输入名称，则将自动填充时区。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NAME=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NAME=

此数据不是必需的，因为该值已硬编码到应用程序中作为 Secure Hub。在本文中提及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完整性。

如果存在使用 WPA2 保护的 Wi-Fi，完整的 nf cprovisioning.t xtnf cprovisioning.t xt  文件可能如下所示：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DOWNLOAD_LOCATION=http://www.somepublicurlhere.com/path/to/securehub.apk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CHECKSUM=ga50TwdCmfdJ72LGRFkke4CrbAk\u003d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WIFI_SSID=Protected_WiFi_Name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WIFI_SECURITY_TYPE=WPA2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WIFI_PASSWORD=wifiPasswordHere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LOCALE=en_US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TIME_ZONE=America/Los_Angeles

如果存在不受保护的 Wi-Fi，完整的 nfcprovisioning.txt 文件可能如下所示：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DOWNLOAD_LOCATION=http://www.somepublicurlhere.com/path/to/securehub.apk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CHECKSUM=ga50TwdCmfdJ72LGRFkke4CrbAk\u003d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WIFI_SSID=Unprotected_WiFi_Na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O_639-1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O_3166-1_alpha-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z_database_time_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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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LOCALE=en_US

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TIME_ZONE=America/Los_Angeles

获取获取 Secure Hub  Secure Hub 校验和校验和

要获取任何应用程序的校验和，请添加该应用程序作为企业应用程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此时将显示添加应用程序添加应用程序窗口。

2. 单击企业企业。

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

3. 选择以下配置并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 企业应用程序企业应用程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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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 .apk 的路径，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以上载文件。

上载完成后，系统将显示上载的软件包的详细信息。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显示下载 JSON 文件的页面，随后可以在该页面中上载到 Google Play。对于 Secure Hub，不需要上载到 Google Play，但需要 JSON 文件才能从
中读取 SHA1 值。

典型的 JSON 文件格式如下：

6. 复制 file_sha1_base64  file_sha1_base64  值值并在 Provisioning Tool 中的哈希哈希字段中使用。注意注意：哈希的 URL 必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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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 ++  符号转换为 --

将所有 //  符号转换为 __

将尾部的 \u003d\u003d 替换为 ==

如果您将哈希值存储在设备的 SD 卡上的 nfcprovisioning.txt 文件中，该应用程序将执行安全转换。但是，如果选择手动键入哈希值，您将负责确保其 URL 的安
全性。

使用的库使用的库

Provisioning Tool 在其源代码中使用以下库：

Google 在 Apache License 2.0 下提供的 v7 appcompat 库
Google 在 Apache License 2.0 下提供的设计支持库
Google 在 Apache License 2.0 下提供的 v7 Palette 库
Jake Wharton 在 Apache License 2.0 下提供的 Butter Knife

要使用 QR 代码在设备模式注册设备，请通过创建一个 JSON 并将该 JSON 转换为 QR 代码来生成 QR 代码。设备的摄像头将扫描 QR 代码以注册设备。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支持在运行 Android 7.0 及更高版本的所有 Android 设备上使用 QR 代码置备工作托管设备模式。

从从 JSON  JSON 创建创建 QR  QR 代码代码

创建包含以下字段的 JSON。

以下字段均为必填项：

键：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COMPONENT_NAME

值：com.zenprise/com.zenprise.configuration.AdminFunction

键：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SIGNATURE_CHECKSUM

值：qn7oZUtheu3JBAinzZRrrjCQv6LOO6Ll1OjcxT3-yKM

键：android.app.extra.PROVISIONING_DEVICE_ADMIN_PACKAGE_DOWNLOAD_LOCATION

值：https://path/to/securehub.apk

注意：注意：如果将 Secure Hub 上载到 Citrix XenMobile Server 作为企业应用程序，则可以从 https://:4443/instanceName/worxhome.apk 下载该应用程序。 用作
上述值的 Secure Hub APK 路径应该能够通过设备在置备期间将要连接到的 Wi-Fi 连接进行访问。 

以下字段为选填字段：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LOCALE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LOCALE

输入语言和国家/地区代码。语言代码为包含两个小写字母的 ISO 语言代码（例如 en），如 ISO 639-1 所定义。国家/地区代码为包含两个大写字母的 ISO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 US），如 ISO 3166-1 所定义。例如，请输入 en_US 表示在美国所讲的英语。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T IME_ZONE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T IME_ZONE

设备运行时所在的时区。请输入表单区域/位置的 Olson 名称。例如，America/Los_Angeles 表示太平洋时间。如果未输入，则将自动填充时区。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LOCAL_T IME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LOCAL_T IME

从 Epoch 开始经过的时间，单位为毫秒。Unix epoch（或 Unix 时间、POSIX 时间或 Unix 时间戳）是指从 1970 年 1 月 1 日（午夜，UTC/GMT）开始经过
的秒数，不考虑闰秒（在 ISO 8601 中：1970-01-01T00:00:00Z）。

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SKIP_ENCRYPT IONandroid.app.ext ra.PROVISIONING_SKIP_ENCRYPT ION

将此字段设置为 true 将在配置文件创建期间跳过加密。将此字段设置为 false 将在配置文件创建期间强制加密。 

典型的 JSON 格式如下：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ools/support-library/features.html#v7-appcompat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ools/support-library/features.html#design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ools/support-library/features.html#v7-palette
https://github.com/JakeWharton/butterknife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O_639-1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O_3166-1_alpha-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z_database_time_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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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意 JSON 验证工具（例如，https://jsonlint.com）验证创建的 JSON，然后使用任意联机 QR 代码生成器（例如，http://goqr.me）将该 JSON 字符串转换
为 QR 代码。

恢复出厂设置的设备将扫描此 QR 代码以在工作托管设备模式下注册设备。  

注册设备注册设备

要在工作托管设备模式下注册设备，该设备必须处于已恢复出厂设备状态。

要注册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欢迎屏幕上轻按该屏幕 6 次以启动 QR 代码注册流程。
2. 系统提示时，连接到 Wi-Fi。QR 代码（JSON 编码）中 Secure Hub 的下载位置可以通过此 Wi-Fi 网络访问。
设备成功连接到 Wi-Fi 后，将从 Google 下载一个 QR 代码读取器并启动摄像头。

3. 将摄像头对准 QR 代码以扫描该代码。

Android 将从 QR 代码中的下载位置下载 Secure Hub，验证签名证书的签名，安装 Secure Hub 并将其设置为设备所有者。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 Android EMM 开发人员的 Google 指南：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droid/work/prov-devices#qr_code_method。

在 Android for Work 中置备工作配置文件模式

Android for Work 的工作配置文件模式适用于安全地分隔了设备（例如，BYOD 设备）上的企业区域与个人区域的设备。工作配置文件模式的注册体验与
XenMobile 中的 Android 注册体验相似，但用户需要从 Google Play 下载 Secure Hub 并注册设备。有关注册 Android 设备的信息，请参阅注册设备。

提示
在工作配置文件模式下在 Android for Work 中注册设备时，将始终转至 Google Play。在该应用商店中，允许 Secure Hub 在用户的个人配置文件中显示。

https://jsonlint.com/
http://goq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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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注册 iOS 和 macOS 设备

Feb 21, 2018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 XenMobile 中注册大量 iOS 和 macOS 设备。

可以使用 Apple 的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注册您直接从 Apple、Apple 授权经销商或运营商处购买的 iOS 和
macOS 设备。XenMobile 支持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面向企业）和 Apple School Manager（面向教育行业）。本
文介绍了如何与企业 DEP 帐户集成。有关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帐户的信息，请参阅与 Apple 教育功能相集成。

对于 macOS 设备的 DEP 注册，XenMobile 要求设备运行 macOS 10.10 或更高版本。

也可以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注册 iOS 设备，无论这些设备是否直接从 Apple 购买，皆可注册。

使用企业 DEP 注册时，您不需要触控或准备设备。只需通过 DEP 提交设备序列号或采购订单编号，即可配置并注册设备。
XenMobile 注册设备后，可以将其提供给能够立即开箱使用这些设备的用户。此外，通过 DEP 设置设备时，可以不执行用户在
首次启动设备时需要完成的某些设置助理步骤。有关设置 DE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页面。

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注册时，需要将 iOS 设备连接到运行 macOS 10.7.2 或更高版本以及 Apple Configurator 2 应用程序的
Apple 计算机。请通过 Apple Configurator 2 准备 iOS 设备并配置策略。为设备置备所需的策略后，首次将设备连接到
XenMobile 时，这些设备将从 XenMobile 接收策略。您之后可以开始管理设备。有关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 Apple Configurator 帮助。

Important
必须打开所需的端口才能在 XenMobile 与 Apple 之间建立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端口要求。

将 Apple 企业 DEP 帐户与 XenMobile 相集成

如果没有 Apple 企业 DEP 帐户，请参阅通过 Apple DEP 部署 iOS 和 macOS 设备。

要将您的 Apple 企业 DEP 帐户与 XenMobile Server 部署相连接，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和 Apple DEP 门户中输入信息，如以
下步骤中所述。

1. 登录到 XenMobile 控制台，转至设置设置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ntegrate-with-apple-education.html
https://help.apple.com/deployment/business/
http://help.apple.com/configurator/mac/1.7.2/#/cadf1802ae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por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dep-deploy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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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载公钥下载公钥下，单击下载下载。

1. 使用您的公司 Apple ID 登录到 Apple Deployment Program Portal（Apple 部署计划门户）。

2. 在 Apple DEP 门户中，单击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3. 单击 Manage ServersManage Servers（管理服务器），然后单击右侧的 Add MDM ServerAdd MDM Server（添加 MDM 服务器）。

https://deploy.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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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Add MDM ServerAdd MDM Server（添加 MDM 服务器）中，输入 XenMobile Server 的名称，然后单击 NextNext（下一步）。

5. 在 Apple DEP 门户上，单击 Choose fileChoose file（选择文件）选择从 XenMobile 下载的公钥，然后单击 Next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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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Your Server TokenYour Server Token（您的服务器令牌）生成一个服务器令牌（可以从浏览器下载），然后单击 DoneDone（完成）。

导入令牌文件后，您的 Apple DEP 令牌信息将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显示。您将在向 XenMobile 中添加 DEP 帐户时上载服务
器令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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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 XenMobile 中添加多个 DEP 帐户。有了此功能，可以按国家/地区和部门等使用不同的注册设置和设置助理选项。然后
将 DEP 帐户与不同的设备策略相关联。

例如，可以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所有 DEP 帐户集中在同一 XenMobile Server 上，以导入和监督所有 DEP 设备。通过按部
门、组织层次结构或其他结构自定义注册设置和设置助手选项，可以确保策略在整个组织中提供合适的功能，并确保设备用户
获得合适的设置帮助。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转至设置设置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在添加添加 DEP  DEP 帐户帐户下，单击添加添加。

2. 在帐户信息帐户信息页面中，指定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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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 DEP 帐户名称帐户名称：此 DEP 帐户的唯一名称。请使用反映您如何组织 DEP 帐户（例如按国家/地区或组织层次结构）的名称。
企业企业//教育部门教育部门：将设备分配到的业务部门。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唯一服务唯一服务 ID ID：有助于您进一步识别帐户的可选唯一 ID。
支持电话号码支持电话号码：支持电话号码，用户在设置期间可以拨打此号码寻求帮助。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支持电子邮件地址支持电子邮件地址：向用户提供的可选支持电子邮件地址。

3. 在服务器令牌服务器令牌页面中，指定您的服务器令牌文件，然后单击上载上载。

此时将显示您的服务器令牌信息。

4. 在 iOS iOS 设置设置中，指定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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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设置注册设置

要求设备注册要求设备注册：是否要求用户注册其设备。默认值为是是。
需要提供凭据才能完成设备注册需要提供凭据才能完成设备注册：DEP 设置过程中是否需要用户输入其凭据。此功能适用于 iOS 7.1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
为否否。
注意：当 DEP 打开以进行首次设置并且您未选中此选项时，将创建 DEP 组件，例如 DEP 用户、Secure Hub、软件清单和
DEP 部署组。如果未选择此选项，XenMobile 将不创建这些组件。因此，如果您在以后清除此选项，则尚未输入其凭据的用
户将无法执行 DEP 注册，因为这些 DEP 组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添加 DEP 组件，应禁用并启用 DEP 帐户。
等待完成配置设置等待完成配置设置：是否要求用户的设备一直保持在“设置助理”模式，直到将所有 MDM 资源部署到设备。此选项适用于采
用受监督模式的 iOS 9.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否否。

Apple 文档指出，当设备处于“设置助手”模式时，以下命令可能无法使用：
InviteToProgram

InstallApplication

ApplyRedemptionCode

InstallMedia

RequestMirroring

DeviceLock

设备设置设备设置

受监督模式受监督模式：如果要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管理 DEP 注册的设备或启用等待完成配置设置等待完成配置设置，则必须设置为是是。默认值
为是是。有关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允许删除注册配置文件允许删除注册配置文件：是否允许设备使用能够远程删除的配置文件。默认值为否否。
允许设备配对允许设备配对：是否允许通过 DEP 注册的设备通过 iTunes 和 Apple Configurator 进行管理。默认值为否否。

5. 在 macOS macOS 设置设置中，指定以下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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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设置注册设置

要求设备注册要求设备注册：是否要求用户注册其设备。默认值为是是。
等待完成配置设置等待完成配置设置：如果选择是是，macOS 设备将不继续在设置助理中操作，直至将 MDM 资源通行码部署到设备。该部署
在创建本地帐户之前进行。这一点适用于 macOS 10.11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默认值为否否。

设备设置设备设置

允许删除注册配置文件允许删除注册配置文件：是否允许设备使用能够远程删除的配置文件。默认值为否否。

6. 在 iOS iOS 设置助理选项设置助理选项中，选择用户在首次开始使用其设备时不需要执行的 iOS 设置助理步骤（即要跳过的步骤）。所有项目
的默认设置为未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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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服务定位服务：在设备上设置定位服务。
T ouch IDT ouch ID：在 iOS 8.0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上设置 Touch ID。
通行码锁通行码锁：为设备创建通行码。
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将设备设置为新设备或从 iCloud 或 iTunes 备份设置设备。
从从 Android  Android 移动移动：启用从 Android 设备向 iOS 9 或更高版本设备传递数据。此选项仅在已选择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即跳
过此步骤）时可用。
Apple IDApple ID：设置设备的 Apple ID 帐户。
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要求用户接受条款和条件才能使用设备。
Apple PayApple Pay：在 iOS 8.0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上设置 Apple Pay。
SiriSiri：是否在设备上使用 Siri。
应用程序分析应用程序分析：设置是否与 Apple 共享崩溃数据和使用情况统计信息。
显示缩放显示缩放：设置 iOS 8.0 或更高版本设备上的显示分辨率（标准或放大）。
T rue T oneT rue T one：  在 iOS 10.0 设备（最低版本）上设置 True Tone 显示。
主页按钮主页按钮：在 iOS 10.0 设备（最低版本）上设置  “主页按钮”屏幕敏感度。
新增功能亮点：新增功能亮点： 在 iOS 11.0 设备（最低版本）上设置入门信息屏幕、从任意位置访问 Dock 以及在最近使用的应用程序之间
切换。

DEP 帐户在设置设置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上显示。

7. 在 macOS macOS 设置助理选项设置助理选项中，选择用户在首次开始使用其设备时不需要执行的 macOS 设置助理步骤（即要跳过的步骤）。
所有项目的默认设置为未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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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将设备设置为新设备或从 iCloud 或 iTunes 备份设置设备。
定位服务定位服务：在设备上设置定位服务。
Apple IDApple ID：设置设备的 Apple ID 帐户。
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要求用户接受条款和条件才能使用设备。
SiriSiri：是否在设备上使用 Siri。
FileVaultFileVault：使用 FileVault 加密启动磁盘。仅当系统具有一个本地用户帐户并且该帐户已登录到 iCloud 时 XenMobile 才应
用 FileVault 设置。

注意：可以使用 macOS FileVault 磁盘加密功能通过加密其内容来保护系统卷的安全 (https://support.apple.com/en-

us/HT204837)。如果您在未打开 FileVault 功能的新型便携式 Mac 上运行设置助理，系统可能会提示您打开此功能。该
提示在新系统以及升级到 OS X 10.10 或 10.11 的系统中显示，但仅当系统具有一个本地管理员帐户并且该帐户已登录到
iCloud 时显示。

应用程序分析应用程序分析：设置是否与 Apple 共享崩溃数据和使用情况统计信息。
注册注册：要求用户注册其设备。

注册信息设置通过 OS X 10.9 获取。注册过程允许您向 Apple 发送系统注册信息。此信息已将您的联系信息与 Mac 硬件
关联。Apple 主要使用该信息来帮助提供 AppleCare 支持。如果以前输入了 Apple ID，设置助理将根据您的 Apple ID 帐
户有选择地提交注册。如果未输入 Apple ID，可以手动输入您的联系信息。

在本地帐户设置选项本地帐户设置选项下，指定用于创建管理员帐户的设置，这是 macOS 所需的设置。XenMobile 将使用指定的信息来创建帐
户。

8. 要测试 XenMobile 与 Apple 之间的连接，请选择该帐户并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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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显示一条状态消息。

配置 DEP 帐户的设备策略和应用程序的部署规则

可以使用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和配置配置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的部署规则部署规则部分将 DEP 帐户与不同的设备策略和应用程序相关联。可以指定某
个策略或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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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针对特定的 Apple DEP 帐户部署。
针对除所选帐户外的所有 Apple DEP 帐户部署。

DEP 帐户的列表仅包括状态为已启用或已禁用的帐户。如果 DEP 帐户已禁用，DEP 设备将不属于该帐户。因此，XenMobile

不会将应用程序或策略部署到该设备。

在下例中，设备策略仅针对使用 Apple DEP 帐户名称“DEP Account US”的设备进行部署。

配置 Apple Configurator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转至设置设置 > Apple Configurat or  > Apple Configurat or 设备注册设备注册。

2. 将启用启用 Apple Configurat or  Apple Configurat or 设备注册设备注册设置为是是。

3.Enrollment  URL t o ent er in Apple Configurat orEnrollment  URL t o ent er in Apple Configurat or（要在 Apple Configurator 中输入的注册 URL）为只读字段。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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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Server 与 Apple 通信时使用的 URL。稍后在这些步骤中，请将该 URL 复制并粘贴到 Apple Configurator 中。在
Apple Configurator 2 中，注册 URL 是指 XenMobile Server 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例如 mdm.server.url.com）或 IP 地址。

4. 要防止注册未知设备，请将要求在注册之前注册设备要求在注册之前注册设备设置为是是。注意：如果此设置为是是，必须先在 XenMobile 中手动或通过
CSV 文件将所配置的设备添加到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然后再进行注册。

5. 请将需要提供凭据才能完成设备注册需要提供凭据才能完成设备注册设置为是是，才能要求使用 iOS 7.1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的用户在注册时输入其凭据。默认
不要求提供注册凭据。

6. 注意：如果 XenMobile Server 使用的是可信 SSL 证书，请跳过此步骤。单击导出锚点证书导出锚点证书，然后将 certchain.pem 文件保存
到 macOS 钥匙串中（登录或系统）。

7. 启动 Apple Configurator，然后转至 PreparePrepare（准备）（准备）> Set up> Set up（设置）（设置）> Configure Set t ings> Configure Set t ings（配置设置）（配置设置）。

8. 在设备注册设备注册设置中，将步骤 4 中的 MDM 服务器 URL 粘贴到 Configurator 中的 MDM server URLMDM server URL（MDM 服务器 URL）字
段。

9. 如果 XenMobile 不使用可信 SSL 证书，请在设备注册设备注册设置中，将根证书颁发机构和 SSL 服务器证书颁发机构复制到
AnchorAnchor（锚点）证书中。

10. 使用 USB 电缆的基座接口将设备连接到运行 Apple Configurator 的 Mac，以便同时配置多达 30 台已连接的设备。如果没
有基座接口，请使用一个或多个有源 USB 2.0 高速集线器连接设备。

11. 单击 PreparePrepare（准备）。有关通过 Apple Configurator 准备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Configurator 帮助页面准备设
备。

12. 在 Apple Configurator 中，配置所需的设备策略。

13. 在配置每个设备的过程中，请将其打开以启动 iOS 设置助理，以便为首次使用准备好设备。

使用 Apple DEP 时续订或更新证书

https://help.apple.com/configurator/mac/1.0/#cad96c7ac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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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订 XenMobile 安全套接字层 (SSL) 证书时，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设置设置 > 证书证书中上载新证书。在导入导入对话框的用作用作中，请
务必单击 SSL SSL 侦听器侦听器，以便将该证书用于 SSL。重新启动服务器后，XenMobile 将使用新 SSL 证书。有关 XenMobile 中的证
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上载 XenMobile 中的证书。

续订或更新 SSL 证书时，不需要在 Apple DEP 与 XenMobile 之间重新建立信任关系。但是，可以按照本文中之前的步骤随时
重新配置 DEP 设置。

有关 Apple DE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文档。

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Important
将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时，系统将会在设备上安装所选版本的 iOS，同时完全擦除设备上以前存储的任何用户数据或应用程序。

1. 从 iTunes 安装 Apple Configurator。

2. 将 iOS 设备连接到 Apple 电脑。

3. 启动 Apple Configurator。Configurator 显示您有一台设备需要进行监督前的准备工作。

4. 设备监督前准备工作：

a. 将 SupervisionSupervision（监督）控件值切换到 OnOn（开）。如果您打算通过定期重新应用配置来维护对设备的控制，Citrix 建议您选
择此设置。

b. 提供设备的名称（可选）。

c. 在 iOS 中，单击 Lat estLat est（最新），获取您要安装的最新版本的 iOS。

5. 当您准备进行设备监督前的准备工作时，请单击 PreparePrepare（准备）。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http://www.apple.com/business/dep/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apple-configurator/id434433123?m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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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属性

Feb 21, 2018

客户端属性包含用户设备上直接提供给 Secure Hub 的信息。可以使用这些属性配置高级设置，如 Citrix PIN。从 Citrix 支持获
取客户端属性。

每次发布 Secure Hub 时以及有时发布客户端应用程序时，都会更改客户端属性。有关通常要配置的客户端属性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本文中后面的内容介绍的客户端属性参考。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客户端客户端下方，单击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此时将显示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页面。可以从此页面添加、编辑和删除客户端属性。

1.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客户端属性添加新客户端属性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client-properties.html#par_anchortitle_38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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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以下设置：

键键：在列表中，单击要添加的属性键。重要重要：更新这些设置之前，请联系 Citrix 技术支持。您可以申请一个特殊键。
值值：选定属性的值。
名称名称：属性的名称。
说明说明：属性的说明。

3. 单击保存保存。

1. 在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表格中，选择要编辑的客户端属性。

注意注意：选中客户端属性旁边的复选框时，选项菜单将显示在客户但属性列表上方。可以单击列表中的某个项目以在此列表的右
侧显示选项菜单。

2. 单击编辑编辑。此时将显示编辑客户端属性编辑客户端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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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当更改以下信息：

密钥密钥：无法更改此字段。
值值：属性值。
名称名称：属性名称。
说明说明：属性说明。

4.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您的更改，或单击取消取消保持属性不变。

1. 在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表格中，选择要删除的客户端属性。

注意注意：可以通过选中每个属性旁边的复选框，选择要删除的多个属性。

2. 单击删除删除。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再次单击删除删除  。

客户端属性参考

XenMobile 首选客户端属性及其默认设置如下所示。

CONTAINER_SELF_DEST RUCT _PERIODCONTAINER_SELF_DEST RUCT _PERIOD：

显示名称：MDX 容器自毁期限
自毁功能阻止在经过指定天数的不活动状态后访问 Secure Hub 和托管应用程序。超过该时间限制后，应用程序将不再可
用。擦除数据包括清除已安装的各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数据，包括应用程序缓存和用户数据。不活动时间是指在经过特定时
间长度后，服务器不接收身份验证请求以验证用户。例如，如果此属性为 30 天，并且用户不使用应用程序的时间超过 30

天，此策略将生效。

此全局安全策略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平台，是对现有应用程序锁定和擦除策略的增强。

要配置此全局策略，请转至设置设置 >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然后添加自定义键 CONT AINER_SELF_DEST RUCT _PERIODCONT AINER_SELF_DEST RUCT _PERIOD。
值：天数

DEVICE_LOGS_TO_IT _HELP_DESKDEVICE_LOGS_TO_IT _HELP_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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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名称：向 IT  技术支持人员发送设备日志
此属性启用或禁用向 IT  技术支持人员发送日志的功能。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f alsef alse

DISABLE_LOGGINGDISABLE_LOGGING：

显示名称：禁用日志记录
使用此属性可阻止用户从其设备收集和上载日志。此属性禁用 Secure Hub 以及已安装的所有 MDX 应用程序的日志记录功
能。用户无法从“支持”页面发送任何应用程序的日志。即使显示了邮件撰写对话框，也不附加日志。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
指示日志记录功能已禁用。此设置还阻止您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更新 Secure Hub 和 MDX 应用程序的日志设置。

此属性设置为 t ruet rue  时，Secure Hub 会将阻止应用程序日志阻止应用程序日志设置为 t ruet rue。因此，应用新策略时，MDX 应用程序将停止日
志记录。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f alsef alse（不禁用日志记录）

ENABLE_CRASH_REPORT INGENABLE_CRASH_REPORT ING：

显示名称：启用崩溃报告
如果设置为 t ruet rue，Citrix 将收集崩溃报告和诊断信息以帮助对 Secure Hub for iOS 和 Secure Hub for Android 存在的问题进
行故障排除。如果设置为 f alsef alse，则不收集任何数据。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t ruet rue

ENABLE_CREDENT IAL_STOREENABLE_CREDENT IAL_STORE：

显示名称：启用凭据存储区
启用凭据存储区意味着 Android 或 iOS 用户在访问 XenMobile Apps 时输入一次其密码。  可以使用凭据存储区，无论是否启
用 Citrix PIN。如果不启用 Citrix PIN，用户输入其 Active Directory 密码。XenMobile 只对 Secure Hub 和公共应用商店应
用程序支持将 Active Directory 密码用于凭据存储区。如果您将 Active Directory 密码用于凭据存储区，XenMobile 将不支
持 PKI 身份验证。
要在 Secure Mail 中自动注册，需要将此属性设置为 t ruet rue。
要配置此自定义客户端策略，请转至设置设置 >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添加自定义键 ENABLE_CREDENT IAL_ST ORE ENABLE_CREDENT IAL_ST ORE，并将值值设置为
t ruet rue。    

ENABLE_FIPS_MODEENABLE_FIPS_MODE：

显示名称：启用 FIPS 模式
此属性在移动设备上启用或禁用 FIPS 模式。更改此值后，Secure Hub 会在执行下一次联机身份验证时将新值传递到设备。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f alsef alse

ENABLE_NET WORK_EXT ENSIONENABLE_NET WORK_EXT ENSION：

显示名称：ENABLE_NETWORK_EXTENSION

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在 Secure Hub 安装时启用 Apple 网络扩展框架。要禁用网络扩展，请转至设置设置 >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添
加自定义键 ENABLE_NET WORK_EXT ENSIONENABLE_NET WORK_EXT ENSION 并将值值设置为 f alsef alse。
默认值：t ruet rue

ENABLE_PASSCODE_AUT HENABLE_PASSCODE_AU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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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名称：启用 Citrix PIN 身份验证
此属性允许您打开 Citrix PIN 功能。启用 Citrix PIN 或通行码后，系统将提示用户定义要使用的 PIN（而非其 Active

Directory 密码）。如果启用了 ENABLE_PASSWORD_CACHING，或者如果 XenMobile 使用证书身份验证，此设置将自动
启用。

执行脱机身份验证时，Citrix PIN 将在本地验证，并且允许用户访问所请求的应用程序或内容。执行联机身份验证
时，Citrix PIN 或通行码将解锁 Active Directory 密码或证书，随后将发送该密码或证书以通过 XenMobile 执行身份验
证。

如果 ENABLE_PASSCODE_AUTH 设置为 true，ENABLE_PASSWORD_CACHING 设置为 false，联机身份验证将始终提
示输入密码，因为 Secure Hub 不保存该密码。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f alsef alse

ENABLE_PASSWORD_CACHINGENABLE_PASSWORD_CACHING：

显示名称：启用用户密码缓存。
此属性允许在移动设备上本地缓存 Active Directory 密码。将此属性设置为 t ruet rue  时，还必须将
ENABLE_PASSCODE_AUT HENABLE_PASSCODE_AUT H 属性设置为 t ruet rue。如果启用了用户密码缓存，XenMobile 将提示用户设置 Citrix PIN 或通行
码。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f alsef alse

ENABLE_TOUCH_ID_AUT HENABLE_TOUCH_ID_AUT H：

显示名称：启用 Touch ID 身份验证
对于支持 Touch ID 身份验证的设备，此属性将在设备上启用或禁用 Touch ID 身份验证。要求：

用户设备必须启用 Citrix PIN 或 LDAP。如果 LDAP 身份验证处于关闭状态（例如，因为使用了仅基于证书的身份验
证），则用户必须设置 Citrix PIN。在这种情况下，XenMobile 要求使用 Citrix PIN，即使客户端属性
ENABLE_PASSCODE_AUT HENABLE_PASSCODE_AUT H 为 f alsef alse  也是如此。

将 ENABLE_PASSCODE_AUT HENABLE_PASSCODE_AUT H 设置为 f alsef alse，以便用户启动应用程序时，他们必须响应提示以使用 Touch ID。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f alsef alse

ENABLE_WORXHOME_CEIPENABLE_WORXHOME_CEIP：

显示名称：启用 Worx Home CEIP

此属性将打开客户体验改善计划。该功能会定期向 Citrix 发送匿名配置和使用数据。该数据将帮助 Citrix 提高 XenMobile 的
品质、可靠性和性能。
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f alsef alse

ENABLE_WORXHOME_GAENABLE_WORXHOME_GA：

显示名称：在 Worx Home 中启用 Google Analytics

此属性将启用或禁用在 Secure Hub 中使用 Google Analytics 收集数据的功能。更改此设置时，仅当用户下次登录 Secure

Hub（以前称为 Worx Home）时才设置新值。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94https://docs.citrix.com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t ruet rue

ENCRYPT _SECRET S_USING_PASSCODEENCRYPT _SECRET S_USING_PASSCODE：

显示名称：使用通行码加密机密
此属性将敏感数据存储在设备上的 Secret Vault 中（而非基于平台的本机存储中），例如 iOS 钥匙串。此属性允许使用强加
密的密钥，但还会添加用户熵。用户熵是用户生成的只有自己知道的随机 PIN 码。

Citrix 建议您启用此属性以帮助提高用户设备的安全性。因此，用户将遇到多个要求输入 Citrix PIN 的身份验证提示。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f alsef alse

INACT IVIT Y_T IMERINACT IVIT Y_T IMER：

显示名称：不活动计时器
此属性定义用户可以保持其设备处于不活动状态且之后访问应用程序不会提示输入 Citrix PIN 或通行码的时间长度。要为
MDX 应用程序启用此设置，请将“应用程序通行码”设置设为“开”。如果“应用程序通行码”设置设为“关”，用户将被重定向到
Secure Hub 以执行完全身份验证。更改此设置时，该值将在系统下次提示用户进行身份验证时生效。

注意：在 iOS 上，不活动计时器还将管理 MDX 应用程序和非 MDX 应用程序对 Secure Hub 的访问。

可能的值：任意正整数
默认值：1515（分钟）

ON_FAILURE_USE_EMAILON_FAILURE_USE_EMAIL：

显示名称：失败时使用电子邮件向 IT  技术支持人员发送设备日志
此属性启用或禁用使用电子邮件向 IT  发送设备日志的功能。
可能的值：t ruet rue  或 f alsef alse

默认值：t ruet rue

PASSCODE_EXPIRYPASSCODE_EXPIRY：

显示名称：PIN 更改要求
此属性定义 Citrix PIN 或通行码的有效时间长度，超过此时间后，系统将强制用户更改其 Citrix PIN 或通行码。更改此设置
时，仅当用户的当前 Citrix PIN 或通行码过期时才设置新值。
可能的值：11 到 9999（推荐）。为了永远不重置 PIN，请将该值设置为一个非常大的数值（例如 100000000000）。如果最初
设置的过期期限介于 1 到 99 天之间，然后在该时间段内更改为更大的数值，PIN 在初始期限结束时仍会过期，但之后永不
过期。
默认值：9090（天）

PASSCODE_HISTORYPASSCODE_HISTORY：

显示名称：PIN 历史记录
此属性定义之前使用的 Citrix PIN 或通行码的数量，用户在更改其 Citrix PIN 或通行码时不能重用。如果更改此设置，用户
下次重置其 Citrix PIN 或通行码时将设置新值。
可能的值：11 到 9999

默认值：55

PASSCODE_MAX_AT T EMPT SPASSCODE_MAX_AT T EMP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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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名称：PIN 尝试次数
此属性定义用户可以尝试输入错误 Citrix PIN 或通行码的次数，之后系统将提示用户进行完全身份验证。用户成功执行完全
身份验证后，系统将提示其创建 Citrix PIN 或通行码。
可能的值：任意正整数
默认值：1515

PASSCODE_MIN_LENGT HPASSCODE_MIN_LENGT H：

显示名称：PIN 长度要求
此属性定义 Citrix PIN 的最小长度。
可能的值：11 到 9999

默认值：66

PASSCODE_ST RENGT HPASSCODE_ST RENGT H：

显示名称：PIN 强度要求
此属性定义 Citrix PIN 或通行码的强度。更改此设置时，系统将在下次提示用户进行身份验证时提示其创建 Citrix PIN 或通
行码。
可能的值：低低、中中或强强
默认值：中中
每种强度设置的密码规则如下所示，具体取决于 PASSCODE_TYPE 设置：

数字通行码的规则：

通行码强通行码强
度度

数字通行码类型的规则数字通行码类型的规则 允许允许 不允许不允许

低 所有数字，允许使用任意顺序 444444、123456、654321  

中
（默认设
置）

所有数字不能相同，也不能连续。 444333、124567、
136790、555556、788888

444444、123456、654321

高 与“中”通行码强度相同。   

强 与“中”通行码强度相同。   

字母数字通行码的规则：

通行码强通行码强
度度

字母数字通行码类型的规则字母数字通行码类型的规则 允许允许 不允许不允许

低 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数字和一个字母 aa11b1、Abcd1#、Ab123~、
aaaa11、aa11aa

AAAaaa、aaaaaa、
abcdef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396https://docs.citrix.com

中
（默认设
置）

除“低”通行码强度的规则外，字母和所有数字
都不能相同。字母和数字都不能连续。

aa11b1、aaa11b、aaa1b2、
abc145、xyz135、sdf123、
ab12c3、a1b2c3、Abcd1#、
Ab123~

aaa11、aa11aa 或
aaa111；abcd12、
bcd123、123abc、
xy1234、xyz345 或
cba123

高 至少包括一个大写字母和一个小写字母。 Abcd12、jkrtA2、23Bc#、AbCd abcd12、DFGH2

强 至少包括一个数字、一个特殊符号、一个大
写字母以及一个小写字母。

Abcd1#、Ab123~、xY12#3、
Car12#、AAbc1#

abcd12、Abcd12、
dfgh12、jkrtA2

 

PASSCODE_T YPEPASSCODE_T YPE：

显示名称：PIN 类型
此属性定义用户能够定义数字型 Citrix PIN 还是字母数字型通行码。选择数字数字时，用户只能定义数字 (Citrix PIN)。选择字母字母
数字数字时，用户可以使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通行码）。

注意：更改此设置时，用户必须在系统下次提示进行身份验证时设置新 Citrix PIN 或通行码。

可能的值：数字数字或字母数字字母数字
默认值：数字数字

REFRESHINT ERVALREFRESHINT ERVAL：

显示名称：REFRESHINTERVAL

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每隔 3 天会对自动发现服务器 (ADS) 执行 ping 命令查找固定证书。要更改刷新时间间隔，请转
至设置设置 >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添加自定义键 REFRESHINT ERVALREFRESHINT ERVAL，并将值值设置为小时数。
默认值：7 27 2 小时（3 天）

SEND_LDAP_AT T RIBUT ESSEND_LDAP_AT T RIBUT ES：

对于 Android、iOS 或 macOS 设备的仅 MAM 部署：可以配置 XenMobile，以便使用电子邮件凭据在 Secure Hub 中注册的
用户能够自动在 Secure Mail 中注册。因此，用户不需要提供额外的信息或执行额外的步骤即可在 Secure Mail 中注册。
要配置此全局客户端策略，请转至设置设置 >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添加自定义键 SEND_LDAP_AT T RIBUT ESSEND_LDAP_AT T RIBUT ES，并按如下所示设
置值值。
值：userPrincipalName=${user.userprincipalname},sAMAccountNAme=${user.samaccountname},

displayName=${user.displayName},mail=${user.mail}

与 MDM 策略类似，属性值会指定为宏。
以下示例介绍了帐户服务如何响应此属性：

注意：对于此属性，XenMobile 会将逗号字符视为字符串终止符。因此，如果属性值包括一个逗号，请在其前面添加
一个反斜杠。反斜杠将阻止客户端将嵌入的逗号解释为属性值的结尾。反斜杠字符表示为“\\”。

HIDE_T HREE_FINGER_TAP_MENUHIDE_T HREE_FINGER_TAP_MENU：

此属性未设置或设置为假假时，用户可以通过在其设备上执行三指轻按操作来访问隐藏的功能菜单。隐藏的功能菜单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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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用户重置应用程序数据。将此属性设置为真真将禁止用户访问隐藏的功能菜单。
要配置此全局客户端策略，请转至设置设置 >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添加自定义键 HIDE_T HREE_FINGER_T AP_MENUHIDE_T HREE_FINGER_T AP_MENU，然后
设置值值。

T UNNEL_EXCLUDE_DOMAINST UNNEL_EXCLUDE_DOMAINS：

显示名称：通道排除域
默认情况下，MDX 将从 Micro VPN 通道中排除 XenMobile SDK 和应用程序用于各种功能的某些服务端点。例如，这
些端点包括不需要通过企业网络路由的服务，例如 Google Analytics、Citrix Cloud 服务和 Active Directory 服务。使用
此客户端属性可替换排除的域的默认列表。
要配置此全局客户端策略，请转至设置设置 >  > 客户端属性客户端属性，添加自定义键 T UNNEL_EXCLUDE_DOMAINST UNNEL_EXCLUDE_DOMAINS，并设
置值值。
值：要将默认列表替换为要从通道中排除的域，请键入以逗号分隔的域后缀列表。要在通道中包括所有域，请键入
nonenone。默认值：

app.launchdarkly.com,cis.citrix.com,cis-staging.citrix.com,cis-test.citrix.com,clientstream,launchdarkly.com,

crashlytics.com,events.launchdarkly.com,fabric.io,firehose.launchdarkly.com,

hockeyapp.net,mobile.launchdarkly.com,

pushreg.xm.citrix.com,rttf.citrix.com,rttf-staging.citrix.com,rttf-test.citrix.com,ssl.google-

analytics.com,stream.launchdar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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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pple DEP 部署 iOS 和 macOS 设备

Feb 21, 2018

Apple 制定了面向企业和教育帐户的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计划。对于企业帐户，需要在“Apple 部署计划”中注册才能使
用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在 XenMobile 中注册和管理设备。该计划面向 iOS 和 macOS 设备。有关如何注册
企业“Apple 部署计划”帐户的信息，请参阅此 Apple PDF。

请注意：“Apple 部署计划”面向组织而非个人提供。您必须提供很多企业细节和信息才能创建“Apple 部署计划”帐户。因此，可
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帐户申请并收到帐户批准。

对于教育帐户，需要创建一个 Apple School Manager 帐户。Apple School Manager 统一了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和批量购买计划 (VPP)。Apple School Manager 的类型为教育 DEP。要创建 Apple School Manager 帐户，请转至
https://school.apple.com/。

1. 访问 deploy.apple.com 以申请“Apple 部署计划”帐户。申请 DEP 帐户时，最佳做法是使用组织的电子邮件地址，例如
dep@company.com。

注意：如果是教育机构帐户，请访问 https://school.apple.com/。

2. 键入组织信息后，Apple 会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发送新 Apple ID 的临时密码。

http://images.apple.com/business/docs/DEP_Guide.pdf
https://school.apple.com/
http://deploy.apple.com
https://school.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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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随后请使用 Apple ID 登录并完成帐户的安全设置。

4. 配置并启用双重验证（需要在 DEP 门户上使用该验证方法）。在执行这些步骤的过程中，您添加一个电话号码后，您会收到
用于双重验证的 4 位数 PIN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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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录 DEP 门户以使用设置的双重验证完成帐户配置。

6. 添加您的公司详细信息，然后选择购买设备的地点。有关购买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一部分订购启用了 DEP 的设备。

7. 添加 Apple 客户编号或 DEP 经销商 ID。然后验证注册详细信息并等待 Apple 审批您的帐户。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dep-deployment.html#par_anchortitle_2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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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到 Apple 发送的登录凭据后，登录 Apple DEP 门户。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402https://docs.citrix.com

要将您的帐户连接到 XenMobile，请参阅批量注册 iOS 和 macOS 设备中的“将 Apple DEP 帐户与 XenMobile 集成”。

可以直接从 Apple 或启用了 DEP 的授权经销商或运营商处订购启用了 DEP 的设备。要从 Apple 订购，请在 Apple DEP 门户中
提供您的 Apple 客户 ID。Apple 可以通过您的客户 ID 将您购买的设备与您的 Apple DEP 帐户关联。

要从经销商或运营商处订购，请联系 Apple 经销商或运营商，确认其是否加入了 Apple DEP。购买设备时，请要求提供经销商
的 Apple DEP ID。您将您的 Apple DEP 经销商添加到您的 Apple DEP 帐户时，Apple 要求提供此信息。添加经销商的 Apple

DEP ID 后，您将收到 DEP 客户 ID。请向经销商提供 DEP 客户 ID，经销商将使用该 ID 将您购买的设备的相关信息提交给
Apple。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Web 站点。

请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DEP 门户更新您的 Apple DEP 帐户来将设备与 XenMobile Server 关联。

1. 登录 Apple DEP 门户。

2. 单击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然后单击 Manage DevicesManage Devices（管理设备）。在 Choose Devices ByChoose Devices By（选择设备依
据）中，选择上载并定义启用了 Apple DEP 的设备时使用的选项，即 Serial NumberSerial Number（序列号）、Order NumberOrder Number（订单
号）或 Upload CSV FileUpload CSV File（上载 CSV 文件）。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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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将您的设备分配给 XenMobile Server，请单击 Choose Act ionChoose Act ion（选择操作）下方的 Assign t o ServerAssign t o Server（分配给服务
器）。然后，在列表中选择 XenMobile Server 的名称。单击 OK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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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Apple DEP 设备现在已与选定 XenMobile Server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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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DEP 令牌即将过期或已过期时，XenMobile 会显示许可证过期警告。

用户注册启用了 Apple DEP 的设备时，其体验如下。

1. 用户启动启用了 Apple DEP 的设备。

2. XenMobile 将您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配置的 Apple DEP 配置提交至启用了 Apple DEP 的设备。

3. 用户在其设备上配置初始设置。

4. 该设备将自动启动 XenMobile 设备注册过程。

5. 用户继续在其设备上配置其他初始设置。

6. 在主屏幕中，系统可能会提示用户登录 iTunes，以便他们可以下载 Citrix Secure Hub。

注意
如果 XenMobile 已配置为使用基于设备的批量购买计划 (VPP) 应用程序分配来部署 Secure Hub 应用程序，则此步骤是可选的。在这种

情况下，不需要创建 iTunes 帐户，也不需要使用现有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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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户打开 Secure Hub 并键入其凭据。如果策略要求，系统可能会提示用户创建并验证 Citrix PIN。

XenMobile 将任何其余必备应用程序部署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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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注册限制

Feb 21, 2018

XenMobile 包括一个默认注册配置文件，该配置文件允许用户注册不限数量的设备。默认配置文件的名称为 Global。仅当要限
制用户能够注册的设备数量时才能创建注册配置文件。可以将注册配置文件与交付组相关联。

设备注册限制适用于 ENT、MDM 和 MAM 服务器模式。此功能仅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设备。

转至配置配置 >  > 注册配置文件注册配置文件。此时将显示默认的 Global 配置文件。

要添加注册配置文件，请单击添加添加。在注册信息注册信息页面中，键入注册配置文件的名称，然后选择使用此配置文件的成员能够注
册的设备数量。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会显示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屏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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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此注册配置文件的交付组，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此时将显示交付组交付组页面。

要更改与交付组关联的注册配置文件，请转至配置配置 >  > 交付组交付组，然后单击注册配置文件注册配置文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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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设备注册限制时的用户体验

设置了设备注册限制后，如果用户尝试注册一个新设备，他们要遵循以下步骤：

1. 登录到 Secure Hub。

2. 输入要注册的服务器地址。

3. 输入凭据。

4. 如果达到设备限制，则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通知用户已超出设备注册限制。

此时会再次显示 Secure Hub 注册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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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设备

Feb 21, 2018

为了安全地远程管理用户设备，请在 XenMobile 中注册这些设备。将 XenMobile 客户端软件安装在用户设备上并验证用户的
身份。然后，安装 XenMobile 和用户配置文件。之后，您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执行设备管理任务。可以应用策略、部
署应用程序、将数据推送到设备以及锁定、擦除和定位丢失或被盗的设备。

iOS、Android 和 Windows 10 设备支持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注册。有关将 Azure 配置为身份提供程序 (IDP) 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 XenMobile 与作为 IDP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集成。

注意注意：必须先申请 APNs 证书才能注册 iOS 设备用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和身份验证。

要针对用户和设备更新配置选项，请使用管理管理 >  > 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发送注册邀请。

本文包含以下各部分内容：

Android 设备

使用用户提供的凭据的 iOS 设备

使用派生凭据的 iOS 设备

macOS 设备

Windows 设备

发送注册邀请

Android 设备

注意
有关注册 Android for Work 设备的信息，请参阅 Android for Work。

1. 在 Android 设备上转到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下载 Citrix Secure Hub 应用程序，然后轻按该应用程序。
2. 提示安装应用程序时，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单击安装安装。
3. Secure Hub 安装完毕后，轻按打开打开。
4. 输入您的企业凭据，例如 XenMobile Server 名称、用户主体名称 (UPN) 或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Act ivat e device administ rat orAct ivat e device administ rat or（激活设备管理员）屏幕上，轻按激活激活。
6. 输入贵公司密码，然后轻按登录登录。
7. 系统可能会要求您创建一个 Citrix PIN，具体取决于 XenMobile 的配置方式。可以使用该 PIN 登录 Secure Hub 或其他启用
了 XenMobile 的应用程序，例如 Secure Mail 和 ShareFile。请输入 Citrix PIN 两次。在创建创建 Cit rix PIN Cit rix PIN 屏幕上，输入一个
PIN。

8. 重新输入 PIN。此时会打开 Secure Hub。这时即可访问 XenMobile Store 来查看您可以安装在 Android 设备上的应用程
序。

9. 如果您在注册后将 XenMobile 配置为自动向设备推送应用程序，系统将提示用户安装这些应用程序。此外，您在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microsoft-azur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1d2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f3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1d5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158296990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f1b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e12c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1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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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中配置的策略将部署到设备。轻按安装安装，安装应用程序。

取消注册和重新注册取消注册和重新注册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

用户可以从 Secure Hub 内部取消注册。用户通过以下过程取消注册时，设备将仍然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设备清单中显示。
但您无法在设备上执行操作。无法跟踪设备，也无法监视设备合规性。

1. 轻按以打开 Secure Hub 应用程序。

2. 执行以下操作，具体取决于您拥有的是手机还是平板电脑：

在手机上：

a. 从屏幕左侧轻扫以打开设置窗格。

b. 依次轻按首选项首选项、帐户帐户和删除帐户删除帐户。

在平板电脑上：

a. 轻按右上角的电子邮件地址旁边的箭头。

b. 依次轻按首选项首选项、帐户帐户和删除帐户删除帐户。

3. 轻按重新注册重新注册。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确认是否要重新注册自己的设备。

4. 轻按确定确定。

您的设备将取消注册。

5. 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重新注册设备。

使用用户提供的凭据的 iOS 设备

1. 从设备上的 Apple iTunes App Store 下载 Secure Hub 应用程序，然后在设备上安装该应用程序。

2. 在 iOS 设备主屏幕上，轻按 Secure Hub 应用程序。

3. Secure Hub 应用程序打开时，输入技术支持人员提供的服务器地址。

显示的屏幕可能因这些示例而异，具体取决于 XenMobile 的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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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提示时，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或 PIN。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413https://docs.citrix.com

5. 系统提示注册时，单击是，注册是，注册，然后在收到提示时输入您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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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轻按安装安装，安装 Citrix Prof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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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轻按信任信任。

8. 轻按打开打开，然后输入您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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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派生凭据的 iOS 设备

注册要求用户向连接到其桌面的读卡器中插入智能卡。

用户安装 Secure Hub 以及您的派生凭据提供商提供的应用程序。

适用于 Intercede 的身份提供程序为 MyID for Citrix。下面是该应用程序的徽标。

用户开始使用 Secure Hub。系统提示时，用户键入 XenMobile Server 的完全限定域名，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在 Secure Hub

中的注册将开始运行。如果 XenMobile Server 支持派生凭据，Secure Hub 将提示用户创建一个 Citrix PI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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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按照说明进行操作，激活其智能凭据。此时将显示一个启动屏幕，然后显示扫描 QR 代码的提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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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将其智能卡插入连接到其桌面的智能卡读卡器中。桌面应用程序随后将显示一个 QR 代码，并提示用户使用其移动设备
扫描该代码。

系统提示时，用户输入其 Secure Hub PIN。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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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 PIN 进行身份验证后，Secure Hub 将下载证书。The user then follows the prompts to complete enrollment.

要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查看设备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然后选择一个设备以显示命令框。单击显示更多显示更多。

转至分析分析 >  > 控制板控制板。

macOS 设备

XenMobile 提供两种方法来注册运行 macOS 的设备。这两种方法都使 macOS 用户能够直接从其设备无线注册。

向用户发送注册邀请向用户发送注册邀请。此注册方法允许您为 macOS 设备设置以下任意注册模式：

用户名 + 密码

用户名 + PIN

双重身份验证

用户按照注册邀请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时，将显示一个填写了用户名的登录屏幕。

向用户发送注册链接向用户发送注册链接。这一适用于 macOS 设备的注册方法向用户发送一个注册链接，用户可以在 Safari 或 Chrome 浏览器
中打开该链接。用户随后通过提供其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注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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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阻止对 macOS 设备使用注册链接，请将服务器属性启用启用 macOS OTAE macOS OTAE  设置为 f alsef alse。因此，macOS 用户只能使用
注册邀请进行注册。

（可选）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设置 macOS 设备策略。有关设备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策略。要了解可以为
macOS 配置的设备策略，请参阅 XenMobile 策略（按平台）。

添加面向 macOS 用户注册的邀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发送注册邀请。

用户收到邀请并单击链接后，以下屏幕将在 Safari 浏览器中显示。XenMobile 填写用户名。如果您为注册模式选择双重双重，则
将显示另一个字段。

用户根据需要安装证书。用户是否会收到安装证书的提示取决于您是否为 macOS 配置了以下证书：公众信任的 SSL 证书和
公众信任的数字签名证书。有关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和身份验证。

用户提供请求的凭据。

安装 Mac 设备策略。现在即可以像管理移动设备一样使用 XenMobile 管理 Mac。

（可选）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设置 macOS 设备策略。有关设备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策略。要了解可以为
macOS 配置的设备策略，请参阅 XenMobile 策略（按平台）。

发送注册链接 https://serverFQDN:8443/instanceName/macos/otae，用户可以在 Safari 或 Chrome 浏览器中打开该链
接。

serverFQDNserverFQDN 是运行 XenMobile 的服务器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端口 84 4 384 4 3 为默认安全端口。如果已配置其他端口，请使用该端口替换 8443。
instanceName（通常显示为 zdm）为在服务器安装过程中指定的名称。

有关发送安装链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发送安装链接。

用户根据需要安装证书。如果您为 iOS 和 macOS 配置了公众信任的 SSL 证书和数字签名证书，用户将看到安装证书的提
示。有关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和身份验证。

1.

2.

3.

4.

5.

1.

2.

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device-policy-matrix.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1d2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device-policy-matrix.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send_installation_link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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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登录其 Mac 设备。

安装 Mac 设备策略。现在即可以像管理移动设备一样使用 XenMobile 管理 Mac。

Windows 设备

注意
本部分内容包括对 Windows Phone 8.1 设备的引用，Microsoft 已将该设备的支持结束日期移至 2017 年 7 月 11 日。XenMobile 当前

仅支持对 Windows Phone 8.1 设备执行 MDM 注册。 

运行 Windows 10 的设备向 Azure 注册是一种联合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方法。可以采用下列方法之一将 Windows 10 设
备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AD：

首次打开设备电源时在 Azure AD 联接启用过程中在 MDM 中注册。
配置设备后，从“Windows 设置”页面执行 Azure AD 联接过程中在 MDM 中注册。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注册运行以下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设备：

Windows 10 Phone 和 Tablet

Windows Phone 8.1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其设备注册。

请注意，对于 Windows 10 RS2 Phone 和 Tablet：重新注册过程中，系统不提示用户提供服务器 URL。要解决此问题，请重新
启动设备。或者，在电子邮件地址屏幕上，轻按“Connecting to a service”（正在连接到服务）中的 X 将转至服务器 URL 页
面。这是第三方问题。

必须为用户注册配置自动发现和 Windows 发现服务，才能启用对受支持的 Windows 设备的管理。

必须先在 XenMobile 中配置 Microsoft Azure 服务器，Windows 设备用户才能使用 Azure 进行注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设置。

注意
SSL 侦听器证书必须是公用证书，才能注册 Windows 设备。如果上载了自签名 SSL 证书，注册将失败。

在配置自动发现的情况下注册在配置自动发现的情况下注册 Windows  Windows 设备设备

要启用对 Windows 设备的管理，Citrix 建议您配置自动发现和 Windows 发现服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自动发现。

1. 在设备上，找到并安装所有可用的 Windows 更新。

2. 对于 Windows 10：在超级按钮菜单中，轻按设置设置，然后轻按帐户帐户 >  > 访问工作单位或学校访问工作单位或学校 >  > 连接到工作单位或学校连接到工作单位或学校。对于
Windows 8.1 Phone：轻按 PC PC 设置设置 >  > 网络网络 >  > 工作区工作区。

3. 输入您的公司电子邮件地址，然后轻按继续继续（在 Windows 10 上）或打开设备管理打开设备管理（在 Windows 8.1 上）。要注册为本地用

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microsoft-azur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utodiscovery.html#par_anchortitle_e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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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输入带有正确域名的不存在的电子邮件地址（例如，foo@mydomain.com）。这将允许您绕过已知 Microsoft 限制，即注
册由 Windows 上的内置设备管理执行；在正在连接到服务正在连接到服务对话框中，输入与本地用户关联的用户名和密码。设备即会自动发
现 XenMobile Server 并开始注册过程。
 
4. 输入您的密码。使用与某帐户相关的密码，该帐户应该是 XenMobile 中用户组的一部分。
 
5. 对于 Windows 10：在使用条款使用条款对话框中，指明您同意托管自己的设备，然后轻按接受接受。对于 Windows 8.1：在允许允许 IT   IT  管理管理
员提供的应用和服务员提供的应用和服务对话框中，指明您同意托管自己的设备，然后轻按打开打开。
在未配置自动发现的情况下注册在未配置自动发现的情况下注册 Windows  Windows 设备设备

可以在不配置自动发现的情况下注册 Windows 设备。但是，Citrix 建议您配置自动发现。由于在不配置自动发现的情况下进行
注册会导致在连接到所需的 URL 前调用端口 80，因此，这不是用于生产部署的最佳做法。Citrix 建议您仅在测试环境和概念验
证部署中使用此过程。

1. 在设备上，找到并安装所有可用的 Windows 更新。

2. 对于 Windows 10：在超级按钮菜单中，轻按设置设置，然后轻按帐户帐户 >  > 访问工作单位或学校访问工作单位或学校 >  > 连接到工作单位或学校连接到工作单位或学校。对于
Windows 8.1：轻按 PC PC 设置设置 >  > 网络网络 >  > 工作区工作区。

3. 输入企业电子邮件地址。

4. 对于 Windows 10：如果未配置自动发现，则将显示一个选项，您可以在此处输入服务器详细信息，如步骤 5 中所述。对于
Windows 8.1：如果自动检测服务器地址自动检测服务器地址设置为开开，请轻按以关闭关闭此选项。

5. 对于 Windows 10：在输入服务器地址输入服务器地址字段中，键入地址：
https://serverfqdn:8443/serverInstance/wpe。
如果用于未经身份验证 SSL 连接的端口不是 8443，请使用相应的端口号替换此地址中的 8443。

对于 Windows 8.1：采用以下格式键入服务器地址：
https://serverfqdn:8443/serverInstance/Discovery.svc。
如果用于未经身份验证 SSL 连接的端口不是 8443，请使用相应的端口号替换此地址中的 8443。

6. 键入密码。
7. 对于 Windows 10：在使用条款使用条款对话框中，指明您同意托管自己的设备，然后轻按接受接受。对于 Windows 8.1：在允许允许 IT   IT  管理管理
员提供的应用和服务员提供的应用和服务对话框中，指明您同意托管自己的设备，然后轻按打开打开。

注册注册 Windows Phone  Windows Phone 设备设备

要在 XenMobile 中注册 Windows Phone 设备，用户需要使用其 Active Directory 或内部网络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如果未设
置自动发现，用户还需要 XenMobile Server 的服务器 Web 地址。然后，他们需要按照此过程在设备上完成注册。

注意注意：如果您计划通过 Windows Phone 企业应用商店部署应用程序，则在用户注册前，请确保您已配置企业中心策略（具有
签名的 Secure Hub、适用于您支持的每个平台的 Windows Phone 应用程序）。

1. 在 Windows Phone 的主屏幕上，轻按设置设置图标。

对于 Windows 10：轻按帐户帐户 >  > 访问工作单位或学校访问工作单位或学校 >  > 连接到工作单位或学校连接到工作单位或学校，或轻按帐户帐户 >  > 工作单位访问权限工作单位访问权限 >  > 注册设注册设
备管理备管理，具体取决于您使用的版本。
对于 Windows 8.1：轻按 PC PC 设置设置 >  > 网络网络 >  > 工作区工作区，然后轻按添加帐户添加帐户。

2. 在下一屏幕上，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然后轻按登录登录。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enterprise-hub-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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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域配置了自动发现，随后几个步骤中所需的信息将会自动填充。继续执行步骤 8。

如果没有为域配置自动发现，请继续执行下一步。要注册为本地用户，输入带有正确域名的不存在的电子邮件地址（例
如，foo@mydomain.com）。这样允许您绕过已知的 Microsoft 限制；在正在连接到服务正在连接到服务对话框中，输入与本地用户关联的用
户名和密码。

3. 在下一屏幕上，输入 XenMobile Server 的 Web 地址，例如：https://://wpe。例
如，https://mycompany.mdm.com:8443/zdm/wpe。注意注意：必须将端口号调整为适用于您的实现。该端口必须与您用于 iOS

注册的端口相同。

4. 如果通过用户名和域进行身份验证，请输入用户名和域，然后轻按登录登录。

5. 如果出现提示证书有问题的屏幕，该错误是由于使用自签名证书造成的。如果服务器可信，轻按继续继续。否则，轻按取消取消。

6. 在 Windows Phone 8.1 上，添加帐户时，可以选择 Inst all company appInst all company app（安装企业应用程序）。如果管理员已配置企业
应用商店，请选中此选项，然后轻按完成完成。如果取消选中此选项，您需要重新注册设备才能接收 Company App Store。

7. 在 Windows Phone 8.1 上，在已添加帐户已添加帐户屏幕上，轻按完成完成。

8. 要强制连接到某一服务器，请轻按“刷新”图标。如果设备没有手动连接到服务器，XenMobile 会尝试重新连接。XenMobile

会每 3 分钟连续 5 次连接设备，然后间隔改为 2 小时。您可以在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的 Windows WNS Windows WNS 检测信号间隔检测信号间隔中修改此连接
率。注册完成后，Secure Hub 将在后台注册。安装完成时不会提示。从所有应用程序所有应用程序屏幕轻按 Secure Hub。

发送注册邀请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可以向 iOS、macOS 和 Android 设备的用户发送注册邀请。还可以向 iOS 或 Android 设备的用户发
送安装链接。

注册邀请的发送方式如下所示：

如果注册邀请面向本地用户或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用户将通过您指定的电话号码和运营商收到来自 SMS 的邀请。

如果注册邀请面向组：用户将收到来自 SMS 的邀请。如果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具有电子邮件地址和
移动电话号码，则会收到该邀请。本地用户将通过在用户属性中指定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收到邀请。

用户注册后，其设备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上将显示为托管设备。邀请 URL 的状态显示为已兑换已兑换。

在企业 (XME) 或 MDM 模式下配置的 XenMobile Server

已配置 LDAP

如果使用本地组和本地用户：

一个或多个本地组。

分配给本地组的本地用户。

交付组与本地组相关联。

如果使用 Active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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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组与 Active Directory 组相关联。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管理 > 注册邀请注册邀请。此时将显示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一个注册选项菜单。

要向用户或组发送注册邀请，请单击添加邀请添加邀请。
要通过 SMTP 或 SMS 向收件人列表发送注册安装链接，请单击发送安装链接发送安装链接。

如何发送注册邀请和安装链接将在这些步骤之后进行介绍。 

3. 单击添加邀请添加邀请。此时将显示注册邀请注册邀请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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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以下设置：

收件人收件人：选择组组或用户用户。
选择平台选择平台：如果收件人收件人为组组，则默认选择所有平台。可以更改所选平台。如果收件人收件人为用户用户，则不选择任何平台。选择平
台。
设备所有权设备所有权：选择公司公司或员工员工。

此时将显示用户或组的设置，如下面各部分内容中所述。

向用户发送注册邀请向用户发送注册邀请

1. 配置以下用户用户设置：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名。用户必须作为本地用户或 Active Directory 中的用户存在于 XenMobile Server 中。如果用户是本地用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429https://docs.citrix.com

户，请务必设置用户的电子邮件属性，以便能够向该用户发送通知。如果用户在 Active Directory 中，请务必配置 LDAP。
设备信息设备信息：如果您选择了多个平台，或者如果您仅选择了 macOS，此设置将不显示。选择序列号序列号、UDIDUDID 或 IMEIIMEI。选择某
个选项后，将显示一个字段，您可以在此处键入设备的相应值。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如果您选择了多个平台，或者如果您仅选择了 macOS，此设置将不显示。（可选）键入用户的电话号码。
运营商运营商：如果您选择了多个平台，或者如果您仅选择了 macOS，此设置将不显示。选择与用户的电话号码关联的运营商。
注册模式注册模式：选择希望用户采用的注册方式。默认值为用户名用户名 +   +  密码密码。下面某些选项不对所有平台可用：
用户名 + 密码
高安全性
邀请 URL

邀请 URL + PIN

邀请 URL + 密码
双重身份验证
用户名 + PIN

仅显示对每个选定的平台有效的注册模式。用于注册的 PIN 又称为一次性 PIN。此类 PIN 仅在用户注册时有效。

注意注意：选择包含 PIN 的注册模式时，会显示注册注册 PIN  PIN 模板模板字段，您可以在此处单击注册注册 PIN PIN。

代理下载模板代理下载模板：选择下载名为下载链接下载链接的链接模板。该模板适用于受支持的所有平台。
注册注册 URL  URL 模板模板：选择注册邀请注册邀请。
注册确认模板注册确认模板：选择注册确认注册确认。
此时间后过期此时间后过期：此字段在配置注册模式时设置，用于指出注册的过期时间。有关配置注册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注册
模式。
最大尝试次数最大尝试次数：此字段在配置注册模式注册模式时设置，用于指出注册过程发生的最大次数。有关配置注册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配置注册模式。
发送邀请发送邀请：选择开开将立即发送邀请。选择关关将向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上的表格中添加邀请，但不发送。

2. 如果已启用发送邀请发送邀请，请单击保存并发送保存并发送。否则，请单击保存保存。邀请将显示在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上的表格中。

向组发送注册邀请向组发送注册邀请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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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以下设置：

域域：选择要接收邀请的组的域。
组组：选择要接收邀请的组。
注册模式注册模式：选择希望组中的用户采用的注册方式。默认值为用户名用户名 +   +  密码密码。下面某些选项不对所有平台可用：
用户名 + 密码
高安全性
邀请 URL

邀请 URL + PIN

邀请 URL + 密码
双重身份验证
用户名 + PIN

仅显示对每个选定的平台有效的注册模式。

注意注意：选择包含 PIN 的注册模式时，会显示注册注册 PIN  PIN 模板模板字段，您可以在此处单击注册注册 PIN PIN。

代理下载模板代理下载模板：选择下载名为下载链接下载链接的链接模板。该模板适用于受支持的所有平台。
注册注册 URL  URL 模板模板：选择注册邀请注册邀请。
注册确认模板注册确认模板：选择注册确认注册确认。
此时间后过期此时间后过期：此字段在配置注册模式时设置，用于指出注册的过期时间。有关配置注册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注册
模式。
最大尝试次数最大尝试次数：此字段在配置注册模式时设置，用于指出注册过程发生的最大次数。有关配置注册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配置注册模式。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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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邀请发送邀请：选择开开将立即发送邀请。选择关关将向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上的表格中添加邀请，但不发送。

2. 如果已启用发送邀请发送邀请，请单击保存并发送保存并发送。否则，请单击保存保存。邀请将显示在注册邀请注册邀请页面上的表格中。

发送安装链接发送安装链接

您必须通过设置设置页面在通知服务器上配置通道（SMTP 或 SMS），才能发送注册安装链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通知。

1. 配置以下设置：

收件人收件人：对于您要添加的每个收件人，请单击“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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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电子邮件：键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键入收件人的电话号码。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单击保存保存。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收件人，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收件人，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更新列表，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
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通道通道：选择用于发送注册安装链接的通道。可以通过 SMT PSMT P  或 SMSSMS  发送通知。在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的设置设置页面上配置服务器设置
后，才能激活这些通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通知。

SMT PSMT P：配置以下可选设置。如果不在这些字段中键入任何内容，将使用为所选平台配置的通知模板中指定的默认值：
发件人发件人。键入可选发件人。
主题主题：键入消息的可选主题。例如，“注册您的设备”。
消息消息：键入要发送给收件人的可选消息。例如，“注册您的设备以获取组织应用程序和电子邮件的访问权限。”

SMSSMS：配置以下设置。如果不在此字段中键入任何内容，将使用为所选平台配置的通知模板中指定的默认值：
消息消息：键入要发送给收件人的消息。对于基于 SMS 的通知，此为必填字段。

注意注意：在北美，超过 160 个字符的 SMS 消息将通过多条消息发送。

2. 单击发送发送。

注意
如果您的环境使用 sAMAccountName：在用户收到邀请并单击链接后，必须编辑用户名才能完成身份验证。用户名以

sAMAccountName@domainname.com 格式显示。用户必须删除 @domainname.com 部分。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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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Feb 21, 2018

作为策略活动轮询期限活动轮询期限的备选策略，可以使用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GCM) 控制 Android 设备如何以及何时连接到
XenMobile。通过使用以下配置，任何安全操作或部署命令都将触发推送通知，以提示用户重新连接到 XenMobile 服务器。

必备条件

XenMobile 10.3.x

最新版本 Secure Hub 客户端
Google 开发人员帐户凭据
在 XenMobile 上打开指向 Android.apis.google.com 和 Google.com 的端口 443

体系结构

此图显示了外部和内部网络中 FCM 的通信流。

为 GCM 配置 Google 帐户

1. 使用您的 Google 开发人员帐户凭据登录以下 URL：

https://console.firebase.google.com/?pli=1

2. 单击 Creat e a projectCreat e a project（创建项目）。

https://console.firebase.google.com/?p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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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键入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项目名称），然后单击 Creat eCreat e（创建）。

4. 单击左上角项目名称旁边的齿轮图标，然后单击 Project  Set t ingsProject  Set t ings（项目设置）。

5. 选择 Cloud MessagingCloud Messaging 选项卡。可以在此页面上查找发件人 ID 和服务器密钥。复制这些值，因为必须在 XenMobile 服务
器中提供它们。请务必注意，必须在 Firebase 控制台中创建 2016 年 9 月之后创建的任何服务器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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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GCM 配置 XenMobile

1. 登录 XenMobile 控制台，然后单击设置设置 >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在搜索栏中，键入 GCMGCM  并单击“搜索”。

a. 编辑 GCM API GCM API 密钥密钥，并键入在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配置的最后一步中复制的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API

密钥。

b. 编辑 GCMGCM  发件人发件人 ID ID，并键入在前一个步骤中记录的发件人 ID 值。

测试您的配置

作为测试 FCM 配置的先决条件，不配置计划计划策略。此外，请勿将该策略设置为 Always ConnectAlways Connect（始终连接）。有关配置
SchedulingScheduling（计划）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heduling device policy（“计划”设备策略）。

1. 注册 Android 设备。

2. 保持设备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空闲状态，以使其与 XenMobile 服务器断开连接。

3. 登录 XenMobile 管理员控制台，单击管理管理，选择 Android 设备，然后单击安全安全。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onnection-scheduling-policy.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436https://docs.citrix.com

4. 在设备操作设备操作下，单击选择性擦除选择性擦除。

成功配置后，即可在设备上执行选择性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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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Play 凭据

Feb 21, 2018

XenMobile 使用 Google Play 凭据为设备提取应用程序信息。

要查找 Android ID，请在您的手机上输入 *#*#8255#*#*。如果代码在您的设备类型中不显示设备 ID，可以使用第三方应用
程序派生设备 ID。要获取的 ID 为带有 GSF ID 标签的 Google Services Framework ID。

注意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搜索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时，搜索操作会根据设备上安装的 Android 操作系统返回应用程序。例

如，Samsung S6 Edge 运行操作系统版本 6.0.1。搜索应用程序时，搜索结果中显示的唯一应用程序为与 Android 6.0.1 兼容的应用程

序。

Important
要启用 XenMobile 来提取应用程序信息，可能需要将 Gmail 帐户配置为允许非安全连接。有关步骤的信息，请参阅 Google 支持站

点。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平台平台下方，单击 Google Play Google Play 凭据凭据。此时将显示 Google Play 凭据页面。

3. 配置以下设置：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与 Google Play 帐户关联的名称。
密码密码：键入用户密码。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6010255?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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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备 ID ID：键入 Android ID。
请参阅本文前面的注意部分，了解有关获取 Android ID 的步骤。

3.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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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Apple 教育功能相集成

Feb 21, 2018

在使用 Apple 教育功能的环境中，可以使用 XenMobile Server 作为您的移动设备管理 (MDM) 解决方案。XenMobile 支持 iOS

9.3 中引入的 Apple 教育增强功能，包括适用于 iPad 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和“课堂”应用程序。XenMobile 的“教育配置”设
备策略配置教师和学生的设备以供 Apple 教育功能使用。

您负责向教师和学生提供预配置并且受监督的 iPad。该配置包括 XenMobile 中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注册、配置了新
密码的托管 Apple ID 帐户以及必需的 VPP 应用程序和 iBook。

以下视频提供了您对 Apple School Manager 和 XenMobile Server 所做更改的快速浏览。

Cit rix XenMobile Cit rix XenMobile 教育配置：将教育配置：将 Apple  Apple 教育功能与教育功能与 XenMobile  XenMobile 相集成相集成

下面是 XenMobile 对 Apple 教育功能的支持的几点重要事项。

Apple School ManagerApple School Manager

Apple School Manager 是一项服务，通过该服务，您可以设置、部署和管理教育机构使用的 iOS 设备和 macOS 便携式计算
机。Apple School Manager 包括一个基于 Web 的门户，在该门户中，IT  管理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向不同的 MDM 服务器分配 DEP 设备。

购买适用于各种应用程序和 iBook 的 VPP 许可证

批量创建托管托管 Apple ID Apple ID。这些自定义的 Apple ID 提供对各项 Apple 服务的访问权限，例如在 iCloud Drive 中存储文档以及
在 iTunes 课程中注册。

Apple School Manager 的类型为教育 DEP。XenMobile 同时支持企业 DEP 和 Apple School Manager 注册。

可以向 XenMobile Server 中添加多个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帐户。例如，借助此功能，您可以按教育单位或部门使用不
同的注册设置和设置助手选项。然后将 DEP 帐户与不同的设备策略相关联。

向 XenMobile 控制台中添加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帐户后，XenMobile 将检索班级和名单信息。设备设置过程
中，XenMobile Server 将执行以下操作：

注册设备。

安装您为部署配置的资源，例如设备策略（教育配置、主屏幕布局等）。此外，还将安装通过 VPP 购买的应用程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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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ok。

您随后向教师和学生提供预配置的设备。如果设备丢失或被盗，可以使用 MDM 丢失模式功能锁定和定位设备。

适用于适用于 iPad  iPad 的的““课堂课堂””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通过适用于 iPad 的“课堂”应用程序，教师可以连接到学生的设备以及对其进行管理。可以查看设备屏幕、打开 iPad 上的应用程
序、打开 Web 链接以及在 Apple TV 上呈现学生的屏幕。

“课堂”应用程序在 App Store 中免费提供。您需要将该应用程序上载到 XenMobile 控制台。随后使用“教育配置”设备策略配
置“课堂”应用程序（将该应用程序部署到教师的设备）。

有关 Apple 教育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Education（教育）站点和 Apple Education Deployment Guide（《教育部署
指南》）。

必备条件

NetScaler Gateway

在企业模式（XME，又称为“MDM+MAM”) 或 MDM 模式下配置的 XenMobile Server。如果您已在 XME 或 MDM 模式下配
置 XenMobile Server，可以将其与 Apple School Manager 结合使用。 

安装了 iOS 9.3（最低版本）的 Apple iPad 第三代（最低版本）或 iPad Mini

注意：

XenMobile 当前支持一对一的 Apple 教育模式。只能将一个 iPad 分配给一个 Apple School Manager 用户。

XenMobile Server 不针对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验证 Apple School Manager 用户帐户。但是，可以将 XenMobile

Server 连接到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以便管理与 Apple School Manager 教师或学生无关的用户和设备。例如，可以使
用 Active Directory 将 Secure Mail 和 Secure Web 提供给其他 Apple School Manager 成员，例如 IT  管理员和经理。

由于 Apple School Manager 教师和学生都是本地用户，因此，不需要向其设备部署 Citrix Secure Hub。

包括 NetScaler Gateway 身份验证的 MAM 注册不支持本地用户（仅支持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因此，XenMobile 仅向
教师和学生设备部署必需的 VPP 应用程序和 iBook。

配置 Apple School Manager 和 XenMobile Server

从 Apple 或 Apple 授权经销商或运营商处购买 iPad 后，请按照本部分内容中介绍的工作流程设置您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帐户和设备。此工作流程包括您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门户和 XenMobile 控制台中执行的步骤。

如果要从 Apple 部署计划升级，请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 Prepare to upgrade to Apple School Manager（准备升级到 Apple

School Manager）。要创建 Apple School Manager 帐户，请转至 https://school.apple.com/ 并按照说明进行注册。首次登录
Apple School Manager 时，设置助手将打开。

有关 Apple School Manager 必备条件、设置助手和管理任务的信息，请参阅 Apple School Manager help（Apple School

Manager 帮助）。

https://www.apple.com/education/
https://help.apple.com/deployment/education/#/ior07cd2ef8a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6590
https://school.apple.com/
https://help.apple.com/school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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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Apple School Manager 时，请使用与 Active Directory 的域名不同的域名。例如，请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的域名
中添加与 appleidappleid 类似的前缀。

将 Apple School Manager 连接到您的名单数据时，Apple School Manager 将为教师和学生创建托管 Apple ID。名单数据包
括教师、学生和班级。有关向 Apple School Manager 中添加名单数据的信息，请参阅 Apple School Manager help（Apple

School Manager 帮助）中的“Find staff, students and classes”（查找员工、学生和班级）下的文章。

可以为您的机构自定义托管 Apple ID 格式，如 Apple School Manager help（Apple School Manager 帮助）中的“Managed

Apple IDs”（托管 Apple ID）下的文章所述。

重要重要：将 Apple School Manager 信息导入到 XenMobile Server 之后，请勿更改托管 Apple ID。

如果您是通过经销商或运营商购买的设备，请将这些设备链接到 Apple School Manager。有关信息，请参阅 Apple School

Manager help（Apple School Manager 帮助）中的“Manage devices”（管理设备）下的文章。

Apple School Manager 门户包括一个 MDM ServersMDM Servers（MDM 服务器）选项卡。需要使用 XenMobile Server 中的公钥文件才
能完成该设置。

将 XenMobile Server 的公钥下载到您的本地计算机：登录 XenMobile 控制台并转至设置设置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Program (DEP)。

在下载公钥下载公钥下，单击下载下载，然后保存 PEM 文件。

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门户中，单击 MDM ServersMDM Servers（MDM 服务器）并键入 XenMobile Server 的名称。键入的服务器
名称仅供参考，并不是服务器 URL 或名称。

在 Upload your Public KeyUpload your Public Key（上载您的公钥）下，单击 Upload FileUpload File（上载文件）。

1.

2.

3.

4.

https://help.apple.com/schoolmanager/
https://help.apple.com/schoolmanager/
https://help.apple.com/school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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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您从 XenMobile Server 下载的服务器密钥，然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生成服务器令牌：单击 Get  TokenGet  Token（获取令牌），然后将服务器令牌文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

单击 Device Assignment sDevice Assignment s（设备分配），选择设备的分配方式，然后提供请求的信息。有关信息，请参阅“Apple School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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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help”（Apple School Manager 帮助）中的 Assign devices（分配设备）。

在 Perf orm Act ionPerf orm Act ion（执行操作）菜单中的 Choose Act ionChoose Act ion（选择操作）下，单击 Assign t o ServerAssign t o Server（分配给服务器）。
然后，在 MDM ServerMDM Server（MDM 服务器）菜单中，单击 XenMobile Server 以管理设备，然后单击 DoneDone（完成）。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转至设置设置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在添加添加 DEP  DEP 帐户帐户下，单击添加添加。

在服务器令牌服务器令牌页面中，单击上载上载，然后选择您从 Apple School Manager 门户下载的服务器令牌 (.p7m) 文件。此时将显示令
牌信息。

8.

1.

2.

https://help.apple.com/schoolmanager/#/asmf500c0851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444https://docs.citrix.com

注意：

组织组织 ID ID  为您的 DEP 的客户 ID。

Apple School Manager 帐户的组织类型组织类型为教育教育，组织版本组织版本为 v2v2。

在帐户信息帐户信息页面中，指定以下设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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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 DEP 帐户名称帐户名称：此 DEP 帐户的唯一名称。请使用反映您如何组织 DEP 帐户（例如按国家/地区或组织层次结构）的名
称。

业务部门业务部门//教育单位教育单位：设备分配的教育单位或部门。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唯一服务唯一服务 ID ID：有助于您进一步识别帐户的可选唯一 ID。

支持电话号码支持电话号码：支持电话号码，用户在设置期间可以拨打此号码寻求帮助。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支持电子邮件地址支持电子邮件地址：向用户提供的可选支持电子邮件地址。

教育后缀教育后缀：为给定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帐户添加标记。（VPP 后缀标记给定 VPP 帐户的应用程序和 iBook。）
建议您为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和 Apple School Manager VPP 帐户使用相同的后缀。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在 iOS iOS 设置设置中，指定以下设置。

注册设置注册设置

要求设备注册要求设备注册：要求用户注册其设备。请将此设置更改为否否。

需要提供凭据才能完成设备注册需要提供凭据才能完成设备注册：要求用户在 DEP 设置过程中输入其凭据。对于 Apple School Manager 与 XenMobile

Server 的集成，此设置默认为是是。

等待完成配置设置等待完成配置设置：是否要求用户设备一直保持在“设置助手”模式，直到将所有 MDM 资源部署到设备。对于 Apple

School Manager 与 XenMobile Server 的集成，此设置默认为否否。根据 Apple 文档，当设备处于“设置助手”模式时，以下
命令可能不起作用：

InviteToProgram

InstallApplication

InstallMedia

ApplyRedemptionCo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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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置设备设置

受监督模式受监督模式：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请勿更改默认值是是。有关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
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允许删除注册配置文件允许删除注册配置文件： 对于 Apple School Manager 集成，允许用户从设备中删除注册配置文件。请将此设置更改
为是是。

允许设备配对允许设备配对：对于 Apple School Manager 集成，允许设备配对以便您能够通过 iTunes 和 Apple Configurator 管理这
些设备。请将此设置更改为是是。

在 iOS iOS 设置助手选项设置助手选项中，选择用户在首次启动其设备时跳过的 iOS 设置助手步骤。默认情况下，设置助手包括所有步骤。
请注意，从设置助手中删除步骤将简化用户体验。

Important
Citrix 强烈建议您包括 Apple IDApple ID 以及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步骤。这些步骤将使教师和学生能够提供新的托管 Apple ID 密码并接受必要的条款

和条件。

定位服务定位服务：在设备上设置定位服务。

Touch IDTouch ID：在 iOS 8.0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上设置 Touch ID。

通行码锁通行码锁：为设备创建通行码。

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将设备设置为新设备或从 iCloud 或 iTunes 备份设置设备。

从从 Android  Android 移动移动：启用从 Android 设备向 iOS 9 或更高版本设备传递数据。此选项仅在已选择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设置为新对象或还原（即
跳过此步骤）时可用。

Apple IDApple ID：设置设备的 Apple ID 帐户。Citrix 建议您选中包括此步骤的复选框。

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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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要求用户接受条款和条件才能使用设备。Citrix 建议您选中包括此步骤的复选框。

Apple PayApple Pay：在 iOS 8.0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上设置 Apple Pay。

SiriSiri：是否在设备上使用 Siri。

应用程序分析应用程序分析：设置是否与 Apple 共享崩溃数据和使用情况统计信息。

显示缩放显示缩放：设置 iOS 8.0 或更高版本设备上的显示分辨率（标准或放大）。

True ToneTrue Tone：  在 iOS 10.0 设备（最低版本）上设置 True Tone 显示。

主页按钮主页按钮：在 iOS 10.0 设备（最低版本）上设置  “主页按钮”屏幕敏感度。

DEP 帐户在设置设置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上显示。要测试 XenMobile Server 与 Apple School

Manager 帐户之间的连接，请选择该帐户并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

此时将显示一条状态消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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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Apple School Manager 中的用户帐户将在管理管理 >  > 用户用户页面上显示。XenMobile Server 根据导入的每个用户的托
管 Apple ID 创建本地用户帐户。在下例中，用户帐户的自定义 Apple ID 的域名前缀为 appleidappleid。

要查找给定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帐户的所有用户，请在每个用户搜索过滤器中键入帐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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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中，您将 XenMobile 指向用于为应用程序和 iBook 购买 VPP 许可证的 VPP 帐户。

要为 Apple School Manager 配置教育 VPP 帐户，请按照 iOS 批量购买计划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添加 VPP 帐户”屏幕要求您
提供公司令牌。请直接从您的教育 VPP 帐户 (https://volume.itunes.apple.com/us/store) 下载令牌并将其粘贴到添加添加 VPP VPP

帐户帐户屏幕中。

请等待几分钟时间，以便将 VPP 许可证导入到 XenMobile Server 中。

添加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帐户后，XenMobile Server 将从 Apple School Manager 中导入班级和用户。XenMobile 将
班级视为本地组，并在控制台中使用术语“组”。如果某个班级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中具有组名称，XenMobile 会将该组名
称分配给班级。否则，XenMobile 将为组名称使用源系统 ID。XenMobile 不为班级名称使用课程名称，因为 Apple School

Manager 中的课程名称不唯一。

XenMobile 使用托管 Apple ID 创建用户类型为 ASMASM  的本地用户。这些用户属于本地用户，因为 Apple School Manager 创建

1.

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ios-v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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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凭据与所有外部用户源都无关。因此，XenMobile 不使用目录服务器对这些新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Apple School Manager 不向 XenMobile Server 发送临时用户密码。可以从 CSV 文件导入或手动添加这些密码。要导入临时用
户密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获取 Apple School Manager 在创建托管 Apple ID 临时密码时生成的 CSV 文件。

编辑 CSV 文件，将临时密码替换为用户在 XenMobile Server 中注册时提供的新密码。为实现这一目的，不对密码类型设置
任何限制。

CSV 文件中的条目格式如下所示：elizabethabeles@appleid.citrix.com,Elizabeth,Anne,Abeles,Citrix123!

其中：

用户：elizabethabeles@appleid.citrix.com

名字：Elizabeth

中间名：Anne

姓氏：Abeles

密码：Citrix123!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管理 >  > 用户用户。此时将显示用户用户页面。

下面的管理管理 >  > 用户用户屏幕示例显示了从 Apple School Manager 中导入的用户的列表。在用户用户列表中：

用户名用户名显示托管 Apple ID。

用户类型为 ASMASM，指示源自 Apple School Manager 的帐户。

组组显示班级。

单击导入本地用户导入本地用户。此时将显示导入置备文件导入置备文件对话框。

对于格式，请选择 ASM ASM 用户用户，导航到您在步骤 2 中准备的 CSV 文件，然后单击导入导入。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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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某个本地用户的属性，请选择该用户，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除名称属性外，还将显示以下 Apple School Manager 属性：

ASM DEP accountASM DEP account（ASM DEP 帐户）：您在 XenMobile Server 中为帐户命名的名称。

ASM person t it leASM person t it le（ASM 人员职务）：“Instructor”（教师）、“Student”（学生）或“Other”（其他）。

ASM person unique IDASM person unique ID（ASM 人员的唯一 ID）：用户的唯一标识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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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source syst em IDASM source syst em ID（ASM 源系统 ID）：贵组织为用户配置的标识符。

ASM person st at usASM person st at us（ASM 人员状态）：指定托管 Apple ID 的状态为 Act iveAct ive（活动）还是 Inact iveInact ive（不活动）。用户
提供其托管 Apple ID 帐户的新密码后，此状态将变为活动。

ASM managed Apple IDASM managed Apple ID（ASM 托管 Apple ID）：托管 Apple ID 可能包括您的机构名称和 appleidappleid。例如，该 ID 可
能类似于 johnappleseed@appleid.myschool.edu。XenMobile Server 需要使用托管 Apple ID 进行身份验证。

ASM st udent  gradeASM st udent  grade（ASM 学生年级）：学生的年级信息（教师不使用）。

ASM passcode t ypeASM passcode t ype（ASM 通行码类型）：人员的密码策略：complexcomplex（复杂）（包含 8 个或更多数字和字母的非学
生用密码）、f ourf our（4）（数字）或 66（数字）。

ASM dat a sourceASM dat a source（ASM 数据源）：班级的数据源，例如 CSVCSV  或 SFT PSFT P。

可以添加每个学生的照片。如果教师使用 Apple“课堂”应用程序，照片将在此应用程序中显示。

照片建议：

分辨率：256 x 256 像素（在 2x 设备上建议 512 x 512 像素）

格式：JPEG、PNG 或 T IFF

要添加照片，请转至管理管理 >  > 用户用户，选择某个用户，单击编辑编辑，然后单击选择图像选择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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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组指定要部署到各类别的用户的资源。例如，可以为教师和学生创建一个交付组。或者，可以创建多个交付组，以便您能
够自定义发送给不同教师或学生的应用程序、媒体和策略。可以为每个班级创建一个或多个交付组。还可以为管理员（教育机
构中的其他员工）创建一个或多个交付组。

部署到用户设备的资源包括设备策略、VPP 应用程序和 iBook。

设备策略：

如果教师使用“课堂”应用程序，则需要配置“教育配置”设备策略。请务必检查其他设备策略，以确定您希望如何配置和限制
教师和学生的 iPad。

VPP 应用程序：

XenMobile 要求您将 VPP 应用程序部署为教育用户的必需应用程序。XenMobile Server 当前不支持将此类 VPP 应用程序部
署为可选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 Apple“课堂”应用程序，请仅将其部署到教师的设备。

部署要提供给教师或学生的任何其他应用程序。此解决方案不使用 Citrix Secure Hub 应用程序，因此，不需要为教师或学生
部署。

VPP iBook：

XenMobile Server 连接到您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VPP 帐户后，您购买的 iBook 将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配置配置 >  > 媒媒
体体中显示。该页面上列出的 iBook 可以添加到交付组中。XenMobile Server 当前仅支持将 iBook 添加为必需媒体。

为教师和学生规划资源和交付组后，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创建这些项目。

创建要为教师或学生设备部署的任何设备策略。有关“教育配置”设备策略的信息，请参阅“教育配置”设备策略。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education-configuration-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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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设备策略的信息，请参阅设备策略以及各策略文章。

配置应用程序（配置配置 >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和 iBook（配置配置 >  > 媒体媒体）：

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在用户级别分配应用程序和 iBook。首次部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将收到一条提示注册参加 VPP

的提示。接受邀请后，用户会在接下来的部署中（6 个小时内）收到其 VPP 应用程序和 iBook。Citrix 建议您强制为新
VPP 用户部署应用程序和 iBook。为此，请选择交付组并单击部署部署。

可以选择在设备级别分配应用程序（而非 iBook）。为此，请将设置强制与设备建立许可证关联强制与设备建立许可证关联更改为开开。在设备级别分
配应用程序时，用户不会收到加入 VPP 计划的邀请。

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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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仅为教师部署应用程序，请选择仅包括教师的交付组，或者使用以下部署规则：
Deploy t his resource by ASM DEP device t ypeDeploy t his resource by ASM DEP device t ype

（按（按 ASM DEP  ASM DEP 设备类型部署此资源）仅为设备类型部署此资源）仅为  

Inst ruct orInst ruct or（教师）

有关添加 VPP 应用程序的并帮助，请参阅添加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可选。根据 Apple School Manager 用户属性创建操作。例如，您可能会创建在新应用程序安装时向学生设备发送通知的操
作。或者，可以创建用户属性触发的操作，如下例中所示。

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10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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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操作，请转至配置配置 >  > 操作操作。有关配置操作的信息，请参阅自动化操作。

在配置配置 >  > 交付组交付组中，为教师和学生创建交付组。选择从 Apple School Manager 中导入的班级。此外，请为教师和学生创建
部署规则。

例如，以下用户分配针对教师。部署规则为：
通过用户属性限制通过用户属性限制
ASM ASM 人员职务人员职务
等于等于
教师教师

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omated-a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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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用户分配针对学生。部署规则为：
通过用户属性限制通过用户属性限制
ASM ASM 人员职务人员职务
等于等于
学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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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基于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帐户名称的部署规则过滤交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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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源分配给交付组。下例显示了交付组中包含的 iBook。

下例显示了在您选择交付组并单击部署部署时显示的确认对话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部署资源中的“编辑交付组”和“部署到交付组”。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注册设备：

学校管理员可以使用您能够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设置的用户密码注册教师和学生设备。因此，可以向用户提供设置了应
用程序和媒体的设备。

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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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设备时，用户使用您向其提供的用户密码进行注册。注册完成后，XenMobile Server 将向设备发送设备策略、应用程序
和媒体。

要测试注册，请使用链接到 Apple School Manager 的 DEP 设备。

如果设备未链接到 Apple School Manager，请通过执行硬重置来擦除设备内容和设置。

将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设备注册给教师。然后，将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设备注册给学生。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页面中，检查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设备是否在仅 MDM 模式下注册。

可以按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设备状态过滤设备设备页面：ASM DEP regist eredASM DEP regist ered（注册的 ASM

DEP）、Inst ruct orInst ruct or（教师）和 St udentSt udent（学生）。

要验证是否为每个设备正确部署了 MDM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选择设备，单击编辑编辑，然后检查各页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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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建议您举办活动，以便能够将设备分发给教师和学生。

如果未分发预注册的设备，还需要向这些用户提供以下各项内容：

用于 DEP 注册的 XenMobile Server 密码

托管 Apple ID 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临时密码。

首次用户体验如下所示。

1. 用户在硬重置后首次启动其设备时，XenMobile 将在 DEP 注册屏幕中提示用户注册其设备。

2. 用户提供用于对 XenMobile Server 进行身份验证的托管 Apple ID 和 XenMobile Server 密码。

3. 在 Apple ID 设置步骤中，设备将提示用户提供其托管 Apple ID 和 Apple School Manager 的临时密码。这些项目将对 Apple

服务验证用户的身份。

4. 设备提示用户为其托管 Apple ID 创建密码，用于保护 iCloud 中的数据。

5. 在设置助手结束时，XenMobile Server 将开始向设备中安装策略、应用程序和媒体。对于在用户级别分配的应用程序和
iBook，设置助手将提示教师和学生注册参加 VPP。接受邀请后，用户会在接下来的部署中（6 个小时内）收到其 VPP 应用
程序和 iBook。

管理教师、学生和班级数据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462https://docs.citrix.com

管理教师、学生和班级数据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将 Apple School Manager 信息导入到 XenMobile Server 之后，请勿更改托管 Apple ID。XenMobile 还使用 Apple School

Manager 用户标识符来识别用户。

如果您在创建一个或多个“教育配置”设备策略后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中添加或更改了班级数据，请编辑策略，然后重
新部署这些策略。

如果班级的教师在您部署“教育配置”设备策略后发生了变化，请检查策略以确保其在 XenMobile 控制台进行了更新，然后重
新部署该策略。

如果您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门户中更新了用户属性，XenMobile 还将在控制台中更新这些属性。但是，XenMobile 不
通过与接收其他属性相同的方式接收 ASM 人员职务属性，即“Instructor”（教师）、“Student”（学生）或“Other”（其
他）。因此，如果您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中更改了 ASM 人员职务，请完成以下步骤以在 XenMobile 中反映该变更。

1. 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门户中，更新学生班级并清除教师班级。

2. 如果您将学生帐户更改为教师帐户，请将该用户从班级中的学生列表中删除。然后，将该用户添加到同一班级或其他班级
中的教师列表中。

如果您将教师帐户更改为学生帐户，请将该用户从班级中删除。然后，将该用户添加到同一班级或其他班级中的学生列表
中。您的更新将在下次同步时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显示（默认时间间隔为每隔 5 分钟）或提取（默认时间间隔为每隔 24

小时） 。

3. 编辑“教育配置”设备策略以应用更改并重新部署。

如果您从 Apple School Manager 门户中删除了某个用户，XenMobile Server 也将在提取后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删除该用
户。

可以通过更改以下服务器属性值来缩短两个基线之间的时间间隔：bulk.enrollment .f et chRost erInf oDelaybulk.enrollment .f et chRost erInf oDelay（默认值为
14 4 014 4 0 分钟）。

部署资源后：如果学生加入了某个班级，请创建仅包含该学生的交付组，并为该学生部署资源。

如果某个学生或教师丢失了临时密码，请其联系 Apple School Manager 管理员。管理员可以提供临时密码或生成一个新密
码。

管理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中注册的丢失或被
盗设备

Apple 的“查找我的 iPhone/iPad”服务包括激活锁功能。激活锁可防止未授权的用户使用或转售在 DEP 中注册的丢失或被盗设
备。XenMobile Server 包括 ASM DEP ASM DEP 激活锁激活锁安全操作，该操作允许您向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中注册的设备发送锁
定代码。

使用 ASM DEP ASM DEP 激活锁激活锁安全操作时，XenMobile 不需要用户启用“查找我的 iPhone/iPad”服务即可定位设备。Apple School

Manager 设备被硬重置或完全擦除后，用户需要提供其托管 Apple ID 和密码才能解锁该设备。

要从控制台中释放锁定，请单击安全操作激活锁绕过激活锁绕过。有关绕过激活锁的信息，请参阅“安全操作”一文中绕过 iOS 激活锁。用
户还可以将登录保留为空，并键入 ASM DEP ASM DEP 激活锁绕过码激活锁绕过码作为密码。该信息在属性属性选项卡上的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中提供。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18577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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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激活锁，请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设备，单击安全性安全性，然后单击 ASM DEP ASM DEP 激活锁激活锁。

属性 ASM DEP ASM DEP 托管密钥托管密钥和 ASM DEP ASM DEP 激活锁绕过码激活锁绕过码在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中显示。

ASM DEP 激活锁的 RBAC 权限为设备设备 >  > 启用启用 ASM DEP/ ASM DEP/绕过激活锁绕过激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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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访问控制

Feb 21, 2018

如果已在网络中设置了网络访问控制 (NAC) 设备（如 Cisco ISE），则在 XenMobile 中，可以启用过滤器以根据规则或属性设
置设备的 NAC 兼容性。如果 XenMobile 中的托管设备不满足指定条件，并因此被标记为“不合规”，NAC 设备将在您的网络中
阻止该设备。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条件，以将设备设为“不合规”。

XenMobile 支持以下 NAC 合规性过滤器：

匿名设备匿名设备：检查设备是否处于匿名模式。如果在设备尝试重新连接时 XenMobile 无法重新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则可以执行此
检查。

Samsung KNOX Samsung KNOX 认证失败认证失败：检查设备是否无法通过 Samsung KNOX 认证服务器的查询。

禁止的应用程序禁止的应用程序：检查设备是否具有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定义的禁止的应用程序。有关应用程序访问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应用程序访问设备策略。

不活动设备不活动设备：按照“服务器属性”中“Device Inactivity Days Threshold”（设备不活动天数阈值）设置的定义，检查设备是否处于
不活动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服务器属性。

缺少必备应用程序缺少必备应用程序：检查设备是否缺少在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定义的必备应用程序。

非推荐应用程序：非推荐应用程序：检查设备是否具有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定义的非推荐应用程序。

不合规密码：不合规密码：检查用户密码是否合规。在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XenMobile 可以确定设备上的当前密码是否符合发送到该设
备的通行码策略。例如，在 iOS 设备上，如果 XenMobile 向该设备发送了通行码策略，则用户可在 60 分钟内设置密码。在用
户设置密码之前，通行码可能不合规。

不合规设备：不合规设备：根据“不合规”设备属性检查设备是否不合规。该属性通常由自动化操作进行更改，或由第三方利用 XenMobile

API 进行更改。

吊销状态：吊销状态：检查设备证书是否已吊销。再次授权之前，已吊销的设备无法重新注册。

已获得已获得 root   root  权限的权限的 Android  Android 设备和已越狱的设备和已越狱的 iOS  iOS 设备：设备：检查 Android 设备或 iOS 设备是否已越狱。

非托管设备：非托管设备：检查设备是否仍处于托管状态，受 XenMobile 控制。例如，在 MAM 模式下运行的设备或已取消注册的设备为非
托管设备。

注意
“隐式合规/不合规”过滤器仅在由 XenMobile 托管的设备上设置默认值。例如，任何已安装黑名单应用程序的设备或未注册的设备都将

被标记为“不合规”，并会被 NAC 设备阻止在您的网络外。

配置网络访问控制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app-access-poli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server-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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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方，单击网络访问控制网络访问控制。此时将显示网络访问控制网络访问控制页面。

3. 选中要启用的设为不合规设为不合规过滤器旁边的复选框。

4.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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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KNOX

Feb 21, 2018

可以配置 XenMobile 以查询 Samsung KNOX 认证服务器 REST API。

Samsung KNOX 利用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提供多级别保护的硬件安全功能。其中一种安全级别驻留在通过认证的平台上。认
证服务器提供移动设备的核心系统软件（例如，引导加载程序和内核）验证。该验证基于在可信引导期间收集的数据在运行时
进行。

1. 在 XenMobile Web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平台平台下方，单击 Samsung KNOXSamsung KNOX。此时将显示 Samsung KNOXSamsung KNOX 页面。

3. 在启用启用 Samsung KNOX  Samsung KNOX 认证认证中，选择是否启用 Samsung KNOX 认证。默认值为否否。

4. 将启用启用 Samsung KNOX  Samsung KNOX 认证认证设置为是是时，Web Web 服务服务 URL URL 选项即被启用。然后在列表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单击适当的认证服务器。

b. 单击新增新增，然后输入 Web 服务 URL。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以验证连接性。将显示成功或失败消息。

6. 单击保存保存。

注意
可以使用 Samsung KNOX Mobile Enrollment 将多个 Samsung KNOX 设备注册到 XenMobile（或任何移动设备管理器）中，无需手动

配置每个设备。有关信息，请参阅 Samsung KNOX 批量注册。

http://docs.citrix.com/zh-cn/worx-mobile-apps/10/xmob-worx-home/worx-home-samsung-knox-bulk-enroll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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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

Feb 21, 2018

可以从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页面执行设备和应用程序安全操作。设备操作包括吊销、锁定、解锁及擦除。应用程序安全操作包括应用程
序锁定和应用程序擦除。

激活锁绕过激活锁绕过：设备激活之前从受监督的 iOS 设备中删除激活锁。此命令不需要用户的个人 Apple ID 或密码。

应用程序锁定应用程序锁定：拒绝访问设备上的所有应用程序。在 Android 中，应用程序锁定后，用户将无法登录 XenMobile。在 iOS

中，用户可以登录，但无法访问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擦除应用程序擦除：在 Android 上，应用程序擦除操作将从 XenMobile 中删除用户帐户。在 iOS 中，将删除 Secure Hub 中的用
户帐户。

ASM DEP ASM DEP 激活锁激活锁：为在 Apple School Manager DEP 中注册的 iOS 设备创建激活锁绕过码。

清除限制清除限制：在受监督的 iOS 设备中，此命令允许 XenMobile Server 清除用户配置的限制密码和限制设置。

启用启用//禁用丢失模式禁用丢失模式：将受监督的 iOS 设备置于丢失模式并向设备发送要显示的消息、电话号码和脚注。第二次发送此命令
将使设备脱离丢失模式。

完全擦除完全擦除：立即从设备中（包括从任何内存卡中）擦除所有数据和应用程序。

对于 Android 设备，此请求还可以包括用于擦除内存卡的选项。

对于 iOS 和 macOS 设备，擦除操作将立即发生，即使设备处于锁定状态亦如此。对于 iOS 11 设备（最低版本）：确认
完全擦除时，可以选择在设备上保留手机网络流量套餐。

对于 Windows Phone 设备，完全擦除将删除所有 XenMobile 信息及所有用户数据，包括应用程序、电子邮件、联系人
和媒体等个人内容。

对于运行 Windows Mobile 6 或更早版本的 Windows 移动设备：擦除后，可能需要将设备送回制造商处，以重新加载初
始操作系统和/或软件。

如果设备用户在删除内存卡内容之前关闭了设备，用户可能仍然对设备数据具有访问权限。

可以在将擦除请求发送到设备之前取消该请求。

定位定位：在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 >  > 常规常规下的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页面上定位设备并报告设备位置，包括地图。

锁定锁定：远程锁定设备，在设备丢失而您确定其被盗时非常有用。XenMobile 随之生成一个 PIN 码并在设备中进行设置。要访
问设备，用户需要键入该 PIN 码。使用取消锁定取消锁定可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删除锁定

锁定并重置密码锁定并重置密码：远程锁定设备并重置密码。

通知通知((响铃响铃))：在 Android 设备上播放声音。

重新启动重新启动：重新启动 Windows 10 设备。对于 Windows Tablet 和 PC，此时将显示消息“System will reboot soon”（系统很
快将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将在之后的 5 分钟内发生。对于 Windows Phone，重新启动将在几分钟后发生，并且不向用户
显示任何警告消息。

请求使用请求使用//停止使用停止使用 AirPlay  AirPlay 镜像镜像：在受监督的 iOS 设备上启动和停止 AirPlay 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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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关闭关闭：立即重新启动或关闭受监督的 iOS 设备。

吊销吊销：禁止设备连接到 XenMobile Server。

吊销吊销//授权授权(iOS(iOS、、macOS)macOS)：执行与“选择性擦除”相同的操作。吊销后，可以重新向设备授权以进行重新注册。

响铃响铃：如果设备处于丢失模式，响铃将在受监督的 iOS 设备上播放声音。声音将持续播放，直至您将设备从丢失模式中删除
或者用户禁用声音。

选择性擦除选择性擦除：擦除设备上的所有企业数据和应用程序，保留个人数据和应用程序。选择性擦除后，用户可以重新注册设备。

选择性擦除 Android 设备不会断开设备与 Device Manager 及企业网络的连接。要阻止设备访问 Device Manager，还必
须吊销设备证书。

如果启用了 Samsung KNOX API，选择性擦除设备还将删除 Samsung KNOX 容器。

对于 iOS 和 macOS 设备，此命令将删除通过 MDM 安装的任何配置文件。

在 Windows 设备上执行的选择性擦除还将删除当时已登录的任何用户的配置文件文件夹的内容。选择性擦除不会删除您
通过配置向用户提供的任何 Web 剪辑。要删除 Web 剪辑，用户需要手动取消注册其设备。不能重新注册选择性擦除的
设备。

选择性擦除 Windows Phone 设备会删除允许 XenMobile 在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的企业令牌。该擦除操作还将删除为设
备部署的所有 XenMobile 证书和配置。不能重新注册选择性擦除的 Windows Phone 设备。

解锁解锁：清除设备被锁定时向其发送的通行码。此命令不解锁设备。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页面还将列出设备安全属性。这些属性包括“强 ID”、“锁定设备”、“激活锁绕过”以及平台类型
的其他信息。完全擦除设备完全擦除设备字段包括用户的 PIN 码。擦除设备后，用户必须输入该代码。如果用户忘记了该代码，您可以在此
处查找。

本文其余的内容包含以下主题：

Android 设备的安全操作
iOS 和 macOS 设备的安全操作
Windows 设备的安全操作
锁定 iOS 设备
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删除 iOS 设备
选择性擦除设备
删除设备
锁定、解锁、擦除或取消擦除应用程序
将 iOS 设备置于丢失模式
绕过 iOS 激活锁

Android 设备的安全操作

安全操作安全操作 AndroidAndroid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BYOD)(BYOD)

Android f or WorkAndroid f or Work

（公司拥有）（公司拥有）
1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119707008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347621287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102594371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35190059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138592893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707714217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190908587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192890090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18577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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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锁定 是 否 否

应用程序擦除 是 否 否

完全擦除 是 否 是

查找 是 是 是

锁定 是 是 是

锁定并重置密码 是 否 是

通知（响铃） 是 是 是

吊销 是 是 是

选择性擦除 是 是 否

 Android for Work 设备除外。

 对于运行 Android 6.0+ 的设备，定位操作要求用户在注册过程中授予定位权限。用户可以选择不授予定位权限。如果用户在
注册过程中不授予该权限，XenMobile 会在发送定位命令时再次申请定位权限。

iOS 和 macOS 设备的安全操作

安全操作安全操作 iOSiOS macOSmacOS

激活锁绕过 是 否

应用程序锁定 是 否

应用程序擦除 是 否

ASM DEP 激活锁 是 否

清除限制 是 否

启用/禁用丢失模式 是 否

2 2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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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禁用跟踪 是 否

完全擦除 是 是

查找 是 否

锁定 是 是

响铃 是 是

请求使用/停止使用 AirPlay 镜像 是 否

重新启动/关闭 是 否

吊销/授权 是 是

选择性擦除 是 是

解锁 是 否

Windows 设备的安全操作

安全操作安全操作 Windows Phone 10Windows Phone 10 Windows Tablet  10Windows Tablet  10 Windows Phone 8.1Windows Phone 8.1

查找 是 是 否

锁定 是 是 是

锁定并重置密码 是 否 是

重新启动 是 是 否

吊销 是 是 是

响铃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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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擦除 是 是 是

擦除 是 否 是

本文的其余部分提供执行各种安全操作的步骤。也可以自动执行某些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动化操作。

锁定 iOS 设备

您可以锁定丢失的 iOS 设备，同时在设备锁定屏幕上显示消息和电话号码。运行 iOS 7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支持此功能。

要在锁定设备上显示消息和电话号码，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将通行码策略设置为 true。用户也可以手动在设备上启用通行
码。

单击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此时将显示设备设备页面。

选择要锁定的 iOS 设备。

选中某个设备旁边的复选框时，选项菜单将在设备列表上方显示。可以单击列表中的某个项目以在此列表的右侧显示选项菜
单。

1.

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omated-ac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asscode-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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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项菜单中，选择安全安全。此时将显示安全操作安全操作对话框。

单击锁定锁定。此时将显示安全操作确认对话框。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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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键入将显示在设备锁屏界面上的消息和电话号码。

对于运行 iOS 7 及更高版本的 iPad: iOS 将“丢失的 iPad”字样附加到您在消息消息字段中键入的内容后。

对于运行 iOS 7 及更高版本的 Iphone：如果将消息消息字段留空，并提供电话号码，Apple 将在设备锁屏界面上显示消息“呼叫
所有者”。

单击锁定设备锁定设备。

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删除 iOS 设备

Important
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删除设备时，托管应用程序和数据仍然保留在设备上。要从设备中删除托管应用程序和数据，请参阅本文后面

的“删除设备”部分。

要从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删除某个设备，请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一个托管设备，然后单击删除删除。

选择性擦除设备

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一个托管设备，然后单击安全安全。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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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操作安全操作中，单击选择性擦除选择性擦除。

仅限 Android 设备：要断开设备与企业网络的连接，请在擦除设备后，在安全操作安全操作中，单击吊销吊销。

要在擦除之前撤回选择性擦除请求，请在安全操作安全操作中，单击取消选择性擦除取消选择性擦除。

删除设备

此过程将从设备中删除托管应用程序和数据，并从 XenMobile 控制台的设备列表中删除设备。 

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一个托管设备，然后单击安全安全。

单击选择性擦除选择性擦除。系统提示时，单击执行选择性擦除执行选择性擦除。

要验证擦除命令是否成功，请刷新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在模式模式列中，琥珀色的 MDM 和 MAM 指示擦除命令成功。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选择一个设备，然后单击删除删除。系统提示时，再次单击删除删除。

锁定、解锁、擦除或取消擦除应用程序

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一个托管设备，然后单击安全安全。

在安全操作安全操作中，单击应用程序操作。

还可以使用安全操作安全操作对话框检查已禁用或从 Active Directory 中删除的用户的设备状态。如果存在“应用程序解锁”操作或“应
用程序取消擦除”操作，则表明应用程序已被锁定或擦除。

将 iOS 设备置于丢失模式

XenMobile 丢失模式设备属性将 iOS 设备置于丢失模式。与 Apple 托管丢失模式不同，XenMobile 丢失模式不要求用户执行以
下任一操作来启用定位其设备：配置“查找我的 iPhone/iPad”设置或为 Citrix Secure Hub 启用定位服务。

在 XenMobile 丢失模式下，只有 XenMobile Server 能够解锁设备。（与此相反，如果您使用 XenMobile 设备锁定功能，用户
可以使用您提供的 PIN 码直接解锁设备。

启用或禁用丢失模式：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某个受监督的 iOS 设备，并单击安全安全。然后，单击启用丢失模式启用丢失模式或禁用丢失模禁用丢失模
式式。

2.

3.

1.

2.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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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击启用丢失模式启用丢失模式，请键入设备处于丢失模式时要在其上显示的信息。

可使用以下任何方法来检查丢失模式状态：

在安全操作安全操作窗口中，确认按钮是否为禁用丢失模式禁用丢失模式。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常规常规选项卡上的安全安全下方 ，查看最后一次“启用丢失模式”或“禁用丢失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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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的属性属性选项卡上 ，确认已启用已启用 MDM  MDM 丢失模式丢失模式设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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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iOS 设备上启用 XenMobile 丢失模式，XenMobile 控制台也会更改，如下所示：

在配置配置 >  > 操作操作中，操作操作列表中不包括这些自动化操作：吊销设备吊销设备  ，选择性擦除设备选择性擦除设备和完全擦除设备完全擦除设备。
在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中，安全操作安全操作列表中不再包括吊销吊销和选择性擦除选择性擦除设备的操作。您仍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安全操作来执行完全擦完全擦
除除操作。

对于运行 iOS 7 及更高版本的 iPad：iOS 将“丢失的 iPad”字样附加到您在安全操作安全操作屏幕的消息消息中输入的内容后。

对于运行 iOS 7 及更高版本的 iPhone：如果将消息消息留空，并提供一个电话号码，Apple 将在设备锁屏界面上显示消息“呼叫所有
者”。

绕过 iOS 激活锁

激活锁是一项“查找我的 iPhone/iPad”功能，用于阻止重新激活丢失或被盗的受监督设备。激活锁需要用户的 Apple ID 和密
码，之后用户才能关闭“查找我的 iPhone/iPad”、擦除设备或重新激活设备。对于组织拥有的设备，绕过激活锁是（例如）重置
或重新分配设备的必要操作。

要启用激活锁，请配置并部署“XenMobile MDM 选项”设备策略。之后可以从 XenMobile 控制台管理设备，而不需要用户的
Apple 凭据。要绕过激活锁的 Apple 凭据要求，请从 XenMobile 控制台发出“激活锁绕过”安全操作。

例如，如果用户在执行完全擦除操作之前或之后归还了丢失的手机或设置了设备：手机提示输入 iTunes 帐户凭据时，可以通过
从 XenMobile 控制台发出“激活锁绕过”安全操作来绕过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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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锁绕过的设备要求激活锁绕过的设备要求

iOS 7.1（最低版本）
通过 Apple Configurator 或 Apple DEP 进行监督
配置了 iCloud 帐户
已启用“查找我的 iPhone/iPad”

已在 XenMobile 中注册
“MDM 选项”设备策略（启用了激活锁）已部署到设备

要在发出设备的完全擦除操作之前绕过激活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设备，单击安全安全，然后单击激活锁绕过激活锁绕过。
2. 擦除设备。激活锁屏幕在设备设置过程中不显示。

要在发出设备的完全擦除操作之后绕过激活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重置或擦除设备。激活锁屏幕在设备设置过程中显示。
2. 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设备，单击安全安全，然后单击激活锁绕过激活锁绕过。
3. 轻按设备上的“返回”按钮。此时将显示主屏幕。

注意
建议您的用户不要关闭“查找我的 iPhone/iPad”。请勿从设备执行完全擦除操作。在这些情况下，系统将提示用户输入 iCloud 帐户
密码。验证帐户后，用户在擦除所有内容和设置后将看不到“激活 iPhone/iPad”屏幕。
对于具有生成的激活锁绕过码并且启用了激活锁的设备：如果在执行完全擦除操作后无法绕过“激活 iPhone/iPad”页面，则不需要从
XenMobile 中删除设备。您或用户可以联系 Apple 技术支持人员来直接解锁设备。
确认硬件清单过程中，XenMobile 将查询设备中是否存在激活锁绕过码。如果绕过码可用，设备会将其发送到 XenMobile。之后，
要从设备中删除绕过码，请从 XenMobile 控制台发送“激活锁绕过”安全操作。
此时，XenMobile Server 和 Apple 将具有解锁设备所需的绕过码。
“激活锁绕过”安全操作依赖 Apple 服务的可用性。如果该操作无法运行，您可以按如下所示解锁设备。在设备上，手动输入 iCloud

帐户的凭据。或者，将“用户名”字段留空，并在“密码”字段中键入绕过码。要查找绕过码，请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选择设备，单击编编
辑辑，然后单击属性属性。激活锁绕过码激活锁绕过码在安全信息安全信息下显示。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481https://docs.citrix.com

共享设备

Feb 21, 2018

XenMobile 允许您配置可由多个用户共享的设备。例如，利用共享设备功能，医院的临床医生可以使用附近的任何设备访问应
用程序和数据，而无需随身携带特定设备。您可能还希望执法、零售和制造等领域的工作者转向使用共享设备，以降低装备成
本。

关于共享设备的要点

MDM 模式

可在 iOS 和 Android 平板电脑和手机上使用。XenMobile Enterprise 共享设备不支持基本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注册。必须使用经过授权的 DEP 在此模式下注册共享设备。
不支持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Citrix PIN、Touch ID、用户熵和双重身份验证。

MDM+MAM 模式

只能在 iOS 和 Android 平板电脑上使用。
在 XenMobile 10.3.x 及更高版本上支持。
仅支持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名和密码身份验证。
不支持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Worx PIN、Touch ID、用户熵和双重身份验证。
不支持仅 MAM 模式。设备必须在 MDM 下注册。
仅支持 Secure Mail、Secure Web 和 ShareFile 移动应用程序。不支持 HDX 应用程序。
仅支持 Active Directory 用户；不支持本地用户和组
现有仅 MDM 共享设备要更新到 MDM+MAM 模式需要重新注册。
用户只能共享 XenMobile Apps 以及 MDX 打包应用程序；他们无法共享设备上的本机应用程序。
在首次注册期间下载好 XenMobile Apps 后，不必在新用户每次登录设备时重新下载。新用户拿到设备后，只需登录即可使
用。
在 Android 设备上，为了出于安全考虑隔离每个用户的数据，应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将 Disallow root ed devicesDisallow root ed devices（不
允许已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策略设置为开开。

注册共享设备的必备条件

您必须先执行以下操作，才能注册共享设备：

创建共享设备注册用户角色。请参阅使用 RBAC 配置角色。
创建共享设备用户。请参阅在 XenMobile 中添加、编辑或删除本地用户。
创建包含要应用于共享设备注册用户的基本策略、应用程序和操作的交付组。请参阅管理交付组。

1. 创建一个名称类似于 Shared Device EnrollersShared Device Enrollers  的 Active Directory 组。
2. 将要注册共享设备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添加到此组。如果要使用一个专用于注册共享设备的新帐户，请创建新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例如 sdenrollsdenroll），并将该用户添加到 Active Directory 组。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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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设备要求

为提供最佳用户体验，包括无提示安装和应用程序删除，Citrix 建议在下列平台上配置共享设备：

iOS 9（仅限 MDM）和 iOS 10

Android M

Android 5.x

Android 4.4.x（仅限 MDM）
Android 4.0.x（仅限 MDM）

配置共享设备

按照以下步骤配置共享设备。

1. 从 XenMobile 控制台，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页面。
2. 单击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然后单击添加添加。此时会显示添加角色添加角色屏幕。
3. 创建一个名为共享设备注册用户共享设备注册用户的共享设备注册用户角色，并在授权访问授权访问下设置共享设备注册人员共享设备注册人员权限。请务必展开控制台控制台
功能功能中的设备设备，然后选择选择性擦除设备选择性擦除设备。此设置可确保在取消设备注册后，使用共享设备注册人员帐户置备的应用程序和
策略通过 Secure Hub 被删除。

请保留应用权限应用权限的默认设置至所有用户组至所有用户组，或者使用至特定用户组至特定用户组向特定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组分配权限。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转至分配分配屏幕。将刚创建的共享设备注册角色分配给在步骤 1 中的“必备项”下为共享设备注册用户创建的 Active

Directory 组。在下图中，cit rix.labcit rix.lab 是 Active Directory 域，而共享设备注册人员共享设备注册人员是 Active Directory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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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一个交付组以包含要在用户未登录时应用于设备的基本策略、应用程序和操作，然后将该交付组与共享设备注册用户
Active Directory 组相关联。

5. 在共享设备上安装 Secure Hub，然后使用共享设备注册用户帐户将其注册到 XenMobile 中。现在即可通过 XenMobile 控制
台查看并管理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设备。

6. 要为已验证身份的用户应用不同的策略或提供额外的应用程序，必须创建与这些用户关联的交付组，并将该交付组仅部署到
共享设备。在创建交付组时，请配置相应的部署规则，以确保将软件包部署到共享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部署规
则。

7. 要停止共享设备，请执行选择性擦除，从设备中删除共享设备注册用户帐户以及部署到该设备的所有应用程序和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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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设备用户体验

用户只会看到他们可用的资源，而且在每个共享设备上都能获得同样的使用体验。共享设备注册策略和应用程序会始终保留在
设备上。当未在共享设备中注册的用户登录到 Secure Hub 时，该用户的策略和应用程序将部署到设备中。在用户注销时，与
共享设备注册不同的策略和应用程序会被删除，而共享设备注册资源则保持不变。

Secure Mail 和 Secure Web 将在由共享设备注册用户注册后部署到设备中。用户数据会安全地保留在设备上。当其他用户登录
到 Secure Mail 或 Secure Web 时，系统不会将这些数据公开给这些用户。

一次只能有一个用户登录到 Secure Hub。上一个用户必须注销，下一个用户才能登录。出于安全原因，Secure Hub 不在共享
设备上存储用户凭据，因此用户必须在每次登录时输入其凭据。为确保新用户不能访问为前面的用户提供的资源，Secure Hub

在删除与以前用户相关的策略、应用程序和数据时不允许新用户登录。

共享设备注册不会更改应用程序升级过程。您可以照常将升级推送给共享设备的用户，而共享设备的用户可以直接在其设备上
升级应用程序。

建议的 Secure Mail 策略

要确保 Secure Mail 获得最佳性能，请根据要共享设备的用户数设置 Max sync periodMax sync period（最长同步期限）。不建议允许无限
同步。

共享设备的用户数量共享设备的用户数量 建议的最长同步期限建议的最长同步期限

21 到 25 1 周或更短

6 到 20 2 周或更短

5 或更少 1 个月或更短

阻止启用联系人导出启用联系人导出以避免向共享设备的其他用户显示用户的联系人。

在 iOS 上，只能基于用户设置以下设置。所有其他设置在共享该设备的用户之间相同：

通知
签名
外出
同步邮件期限
S/MIME

检查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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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自动发现服务

Feb 21, 2018

自动发现是许多 XenMobile 部署的重要部分。自动发现可简化用户的注册过程。用户可以使用他们的网络用户名和 Active

Directory 密码注册其设备，无需再输入 XenMobile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用户以用户主体名称 (UPN) 格式输入其用户名，例
如，user@mycompany.com。通过 XenMobile 自动发现服务，不需要 Citrix 支持的帮助即可创建或编辑自动发现记录。

要访问 XenMobile 自动发现服务，请导航到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然后单击 Request  Aut o DiscoveryRequest  Aut o Discovery（申请
自动发现）。

申请自动发现

1. 在“AutoDiscovery Service”（自动发现服务）页面上，需要先声明一个域。单击 Add DomainAdd Domain（添加域）。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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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输入 XenMobile 环境的域名，然后单击 NextNext（下一步）。

3. 下一步将提供有关验证您是否拥有域的说明。

a. 复制在 XenMobile Tools 门户网站中提供的 DNS 令牌。

b. 在托管提供程序门户网站的域中，在您的域对应的区域文件中创建一条 DNS TXT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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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 DNS TXT 记录，需要登录您在上面的步骤 2 中添加的域的域托管提供程序门户网站。在域托管门户网站中，可以
编辑您的域名服务器记录以及添加自定义 TXT 记录。下例说明了如何在示例域 domain.com 的托管门户中添加 DNS TXT

条目。

c. 粘贴 DNS TXT 记录中的域令牌并保存您的域名服务器记录。

d. 返回 XenMobile Tools 门户，单击“Done”（完成），启动 DNS 检查。

系统将检测您的 DNS TXT 记录。或者，可以单击 I'll update later（我将在以后更新），记录将被保存。DNS 检查在您选
择“Waiting”（等待）记录并单击“DNS Check”（DNS 检查）后才会启动。

此检查的理想时间大约为一小时，但最长需要两天时间才能返回响应。此外，您可能需要离开该门户并返回以查看状态变
更。

4. 声明您的域后，可以输入自动发现服务信息。右键单击要为其申请自动发现的域记录，然后单击 Add ADSAdd ADS（添加
ADS）。

如果您的域已有自动发现记录，请通过 Citrix 技术支持记录一个案例以根据需要修改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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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 XenMobile Server FQDNXenMobile Server FQDN（XenMobile 服务器 FQDN）、Net Scaler Gat eway FQDNNet Scaler Gat eway FQDN 和 Inst anceInst ance

NameName（实例名称），然后单击 NextNext（下一步）。如不确定，请添加默认实例“zdm”。

6. 输入 Secure Hub 的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NextNext（下一步）。

a.User ID TypeUser ID Type（用户 ID 类型）：选择用户登录时使用的 ID 类型，即 E-mail addressE-mail 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或

在上面的屏幕截图中，请注意 Worx Home 现在称为 Secure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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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NUPN。

用户的 UPN（用户主体名称）与其电子邮件地址相同时将使用 UPNUPN。这两种方法都使用输入的域来查找服务器地
址。使用 E-mail addressE-mail 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时，系统将要求用户输入其用户名和密码，使用 UPNUPN 时，系统将要求
用户输入其密码。

b. HT T PS PortHT T PS Port（HTTPS 端口）：输入用于通过 HTTPS 访问 Secure Hub 的端口。通常为端口 443。

c. iOS Enrollment  PortiOS Enrollment  Port（iOS 注册端口）：输入注册 iOS 时用于访问 Secure Hub 的端口。通常为端口 8443。

d. Required Trust ed CA f or XenMobileRequired Trust ed CA f or XenMobile（XenMobile 所需的可信 CA）：指示是否需要可信证书才能访问
XenMobile。此选项可以为 OFFOFF（关）或 ONON（开）。当前无法上载适用于此功能的证书。如果要使用此功能，需
要联系 Citrix 支持，请其设置自动发现。要了解与证书固定有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应用程序文档的
Secure Hub 中有关证书固定的部分。要了解与使证书固定起作用所需的端口有关的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Port

Requirements for ADS Connectivity（ADS 连接的 XenMobile 端口要求）上的技术支持文章。

7. 摘要页面将显示您在上述步骤中输入的所有信息。验证该数据是否正确，然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在上面的屏幕截图中，请注意 Worx Home 现在称为 Secure Hub。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ecure-hub.html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0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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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自动发现

自动发现可简化用户的注册过程。用户可以使用他们的网络用户名和 Active Directory 密码注册其设备，无需再输入
XenMobile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用户以用户主体名称 (UPN) 格式输入其用户名，例如，user@mycompany.com。

要启用自动发现，可以访问自动发现服务门户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在有限的几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联系 Citrix 支持以启用自动发现。为此，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将部署信息告知 Citrix 技术支
持团队，如果使用 Windows 设备，则应将 SSL 证书告知 Citrix 技术支持团队。Citrix 收到此信息后，会在用户注册其设备时，
提取域信息并将其映射到服务器地址。此信息保留在 XenMobile 数据库中，以便用户注册时随时访问和获取。

1. 如果无法使用自动发现服务门户（网址为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启用自动发现，请使用 Citrix 支持门户打开一
个技术支持案例，然后提供以下信息：

包含用户注册所用帐户的域。
XenMobile 服务器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XenMobile 实例名称。默认情况下，实例名称为 zdm 并区分大小写。
用户 ID 类型，可以是 UPN 或电子邮件。默认情况下，类型为 UPN。
用于 iOS 注册的端口（如果更改了默认端口号 8443）。
XenMobile 服务器通过其接受连接的端口（如果更改了默认端口号 443）。
（可选）XenMobile 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2. 如果计划注册 Windows 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上面的屏幕截图中，请注意 Worx Home 现在称为 Secure Hub。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http://www.citrix.com/support/open-a-support-c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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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获取 enterpriseenrollment.mycompany.com 的公共签名非通配符 SSL 证书，其中 mycompany.com 是包含用户注册时要
使用的帐户的域。请在您的请求中附上 .pfx 格式的 SSL 证书及其密码。
在您的 DNS 中创建一条规范名称 (CNAME) 记录，并将 SSL 证书的地址 (enterpriseenrollment.mycompany.com) 映射到
autodisc.zc.zenprise.com。Windows 设备用户使用 UPN 注册时，除了提供 XenMobile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外，Citrix 注册服
务器还指导设备从 XenMobile 服务器请求一个有效证书。

当您的详细信息和证书（如适用）添加到 Citrix 服务器时，您的技术支持案例将更新。此时，用户可使用自动发现开始注册。

注意：如果要使用多个域进行注册，还可以使用多域证书。多域证书应具有以下结构：

SubjectDN，包含用于指定所服务的主域的 CN（例如 enterpriseenrollment.mycompany1.com）。
适用于其余域的恰当 SAN（例如 enterpriseenrollment.mycompany2.com、enterpriseenrollment.mycompany3.co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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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通过创建策略，配置 XenMobile 与您的设备的交互方式。尽管很多策略对所有设备通用，但是每种设备均具有一组特定于
其操作系统的策略。因此，您可能会发现平台之间的差异，甚至 Android 设备的不同制造商之间的差异。

有关按平台列表的策略，请下载 Device Policies by Platform Matrix（设备策略（按平台）列表）PDF。有关每个设备策略的摘
要说明，请参阅本文中的设备策略摘要。

Important
创建策略之前，请完成以下要求：创建计划使用的任何交付组。安装所有必需的 CA 证书。

创建设备策略的基本步骤如下：

1. 为策略命名并添加说明。
2. 为一个或多个平台配置策略。
3. 创建部署规则（可选）。
4. 将策略分配到交付组。
5. 配置部署计划（可选）。

要创建和管理设备策略，请转到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server/downloads/xenmobile-10-8-device-matrix.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par_anchortitle_14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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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设备策略

1. 在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2. 单击一个或多个平台可查看适用于选定平台的设备策略的列表。单击某个策略名称可继续添加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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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搜索框中键入策略的名称。随着键入，将显示可能的匹配项。如果列表中存在您的策略，请单击此策略。只有选中的
策略保留在结果中。单击此策略以打开其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

3. 选择要包含在策略中的平台。选定平台的配置页面显示在步骤 5 中。

4. 完成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收集策略名称等信息，以帮助您识别和跟踪自己的策略。此页面在所有
策略之间相似。

5. 完成平台页面。显示在步骤 3 选择的每个平台的平台页面。这些页面因策略而异。策略可能会因平台而异。并非所有策略都
适用于所有平台。

配置部署规则：

注意：有关配置部署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部署资源。

a. 展开部署规则部署规则，然后配置以下设置。默认情况下将显示基础基础选项卡。

在此列表中，单击选项以确定部署策略的时间。可以选择在满足所有条件时部署策略，或在满足任意条件时部署策略。默认
选项为全部全部。
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以定义条件。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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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单击条件，如设备所有权设备所有权和 BYODBYOD。
如果要添加更多条件，请再次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您可以添加任意多项条件。

b. 单击高级高级选项卡以使用布尔选项组合规则。此时将显示您在基础基础选项卡上选择的条件。

c. 您可以使用更多高级布尔逻辑来组合、编辑或添加规则。

单击 ANDAND、OROR 或 NOTNOT。
在列表中，选择要添加到规则的条件。然后单击右侧的加号 (++ ) 向规则添加条件。

您随时可以通过单击选择某个条件，然后单击编辑编辑以更改此条件或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此条件。

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添加其他条件。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移到下一个平台页面，或者在完成所有平台页面后移到分配分配页面。

7. 在分配分配页面上，选择要应用此策略的交付组。如果单击某个交付组，此组将显示在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框中。

注意：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您选择某个交付组之后才显示。

8. 在分配分配页面上，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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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保存保存。

该策略显示在设备策略设备策略表中。

编辑或删除设备策略

要编辑或删除某个策略，请选中策略旁边的复选框，以在策略列表上方显示选项菜单。或者单击列表中的某个策略，以在此列
表右侧显示选项菜单。

要查看策略详细信息，请单击显示更多显示更多。

要编辑某个设备策略的所有设置，请单击编辑编辑。

如果单击删除删除，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再次单击删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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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已添加的设备策略列表

可以按策略类型、平台和关联的交付组过滤已添加的策略列表。在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中，单击显示过滤器显示过滤器。在列表中，选择
您要查看的项对应的复选框。

单击保存此视图保存此视图以保存过滤器。之后过滤器的名称显示在保存此视图保存此视图按钮下面的一个按钮中。

设备策略摘要

设备策略名称设备策略名称 设备策略说明设备策略说明

AirPlay 镜像 将特定 AirPlay 设备（例如 Apple TV 或其他 Mac 计算机）添加到 iOS 设备。还可以使用用于将设备添
加到受监督设备的白名单中的选项。该选项仅将用户限制到白名单中的 AirPlay 设备。

AirPrint 将 AirPrint 打印机添加到 iOS 设备上的 AirPrint 打印机列表。通过此策略可以更加轻松地为打印机和设
备位于不同子网的环境提供支持。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注意：请确保知道每个打印机的 IP 地
址和资源路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权限
配置对工作配置文件内部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的请求如何处理 Google 称作“危险”权限的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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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限制
更新与 Android 应用程序相关联的限制。

APN 确定将设备连接到特定电话运营商的通用分组无线服务 (GPRS) 所使用的设置。大多数新式电话中已定
义此设置。如果贵组织不使用使用者 APN 从移动设备连接到 Internet，请使用此策略。

应用程序访问 定义设备上的必需、可选或受阻止应用程序的列表。然后，可以创建自动化操作，以使设备符合此应
用程序列表。

应用程序属性 为 iOS 设备指定各种属性，例如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或“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标识符。

应用程序配置 远程配置支持托管配置的应用程序的各种设置和行为。为此，您要将 XML 配置文件（称为属性列表或
plist）部署到 iOS 设备。或者，将键/值对部署到 Windows 10 手机、台式机或平板电脑设备。

应用程序清单 收集托管设备上的应用程序清单。之后 XenMobile 将清单与部署到这些设备的任何应用程序访问策略
进行比较。这样一来，便可以检测应用程序黑名单或白名单上的应用程序，然后采取相应操作。

应用程序锁定 定义用户可以或无法在 iOS 或某些 Android 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列表。

应用程序网络使
用

设置网络使用规则，以指定 iOS 设备上托管应用程序如何使用网络（例如手机网络数据网络）。规则
仅适用于托管应用程序。托管应用程序是指您通过 XenMobile 部署到用户设备的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限制 创建您要阻止用户在 Samsung KNOX 设备上安装的应用程序的黑名单。您还可以创建您要允许用户安
装的应用程序的白名单。

应用程序卸载 从用户设备中删除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卸载限
制

指定用户可以或无法卸载的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通知 控制 iOS 用户如何从指定的应用程序接收通知。

BitLocker 配置在 Windows 10 设备上的 BitLocker 界面中可用的设置。

浏览器 定义用户设备是否可以使用浏览器或设备可以使用的浏览器功能。

日历(CalDav) 将日历 (CalDAV) 帐户添加到 iOS 或 macOS 设备。使用 CalDAV 帐户，用户可以将计划数据与支持
CalDAV 的任何服务器同步。

手机网络 配置手机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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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理器 为自动连接到 Internet 和专用网络的应用程序指定连接设置。此策略仅适用于 Windows Pocket PC。

联系人(CardDAV) 将 iOS 联系人 (CardDAV) 帐户添加到 iOS 或 macOS 设备。使用 CardDAV 帐户，用户可以将联系人数
据与支持 CardDAV 的任何服务器同步。

控制操作系统更
新

将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新部署到支持的受监督设备。

将应用程序复制
到 Samsung 容器

将已在设备上安装的应用程序复制到受支持的 Samsung 设备上的 SEAMS 或 KNOX 容器。复制到
SEAMS 容器的应用程序显示在设备主屏幕上。复制到 KNOX 容器的应用程序仅当用户登录 KNOX 容
器时可用。

凭据 启用使用 XenMobile 中的 PKI 配置进行集成身份验证。例如，使用 PKI 实体、密钥库、凭据提供程序
或服务器证书。

自定义 XML 自定义设备置备、设备功能启用、设备配置和故障管理等功能。

Defender 配置适用于台式机和平板电脑的 Windows 10 的 Windows Defender 设置。

删除文件和文件
夹

从 Windows Mobile/CE 设备中删除特定的文件或文件夹。

删除注册表项和
值

从 Windows Mobile/CE 设备中删除特定的注册表项和值。

设备运行状况证
明

需要 Windows 10 设备报告其运行状况的状态。为此，它们向 Health Attestation Service (HAS) 发送
特定数据和运行时信息以供分析。HAS 创建并返回运行状况证明证书，然后，设备将此证书发送给
XenMobile。XenMobile 收到运行状况证明证书后，根据该证书的内容，部署您设置的自动操作。

设备名称 在 iOS 和 macOS 设备上设置名称，以便您可以轻松识别设备。可以使用宏、文本或二者的组合定义设
备名称。

教育配置 配置教师和学生的设备以供 Apple 教育使用。如果教师使用“课堂”应用程序，则需要配置“教育配置”设
备策略。

企业中心 通过企业中心公司应用商店将应用程序分发到 Windows Phone。对于一种 Windows Phone Secure

Hub 模式，XenMobile 仅支持一种企业中心策略。例如，不要使用不同版本的 Secure Home for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 创建多个企业中心策略。只能在设备注册过程中部署初始企业中心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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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为设备上的本机电子邮件客户端启用 ActiveSync 电子邮件。

文件 将为用户执行某些功能的脚本文件添加到 XenMobile。或者，您可以添加您希望 Android 设备用户能
够在其设备上访问的文档文件。添加文件时，还可以指定设备上要存储该文件的目录。

FileVault 此策略允许您在已注册的 macOS 设备上启用 FileVault 设备加密。还可以控制用户在登录过程中可以
跳过 FileVault 设置的次数。适用于 macOS 10.7 或更高版本。

防火墙

 

为 Samsung 设备配置防火墙设置。提供要在设备上允许或阻止的 IP 地址、端口和主机名。还可以配
置代理和代理重新路由设置。

字体 在 iOS 和 macOS 设备上添加字体。字体必须是 TrueType (.TTF) 字体或 OpenType (.OFT) 字体。
XenMobile 不支持字体集合（.TTC 或 .OTC）。

主屏幕布局 指定 iOS 9.3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设备上的 iOS 主屏幕的应用程序和文件夹布局。

导入 iOS 和
macOS 配置文件

将 iOS 和 macOS 设备的设备配置 XML 文件导入到 XenMobile 中。此文件包含您通过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准备的设备安全策略和限制。

是否需要 Kiosk 限制应用程序在 Samsung SAFE 设备上的使用。您可以将可用应用程序限于特定的一个或多个应用程
序。此策略对计划仅运行特定类型或类别的应用程序的企业设备很有用。此策略还允许您针对 Kiosk

模式选择设备主屏幕和锁屏界面墙纸使用的自定义图片。

Launcher 配置 指定 Android 设备上的 Citrix Launcher 的设置，例如允许的应用程序以及 Launcher 图标的自定义徽标
图像。

LDAP 提供与要用于 iOS 设备的 LDAP 服务器有关的信息，包括任何必要的帐户信息（例如 LDAP 服务器主
机名）。此策略还提供了一组在查询 LDAP 服务器时使用的 LDAP 搜索策略。

位置 允许您在地图上对设备进行地理定位（假定该设备已为 Secure Hub 启用 GPS）。将此策略部署到设备
之后，可以从 XenMobile Server 发送定位命令。之后设备会返回其位置坐标。XenMobile 还支持地理
围栏和跟踪策略。

邮件 在 iOS 或 macOS 设备上配置电子邮件帐户。

托管域 定义应用于电子邮件和 Safari 浏览器的托管域。托管域可以控制哪些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Safari 打开从
域下载的文档，从而保护企业数据。对于 iOS 8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管设备，可以指定 URL 或子域以控
制用户通过浏览器打开文档、附件或下载内容的方式。

MDM 选项 在受监督的 iOS 7.0 及更高版本的手机设备上管理“查找我的 iPhone 和 iPad 激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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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信息 为 XenMobile 部署到 iOS 设备的警报消息指定组织信息。

通行码 在托管设备上强制使用 PIN 码或密码。您可以为设备上的通行码设置复杂性和超时。

个人热点 允许用户不在 WiFi 网络的范围内时连接到 Internet。用户通过其 iOS 设备上手机网络数据连接并使用
个人热点功能进行连接。

配置文件删除 从 iOS 或 macOS 设备中删除应用程序配置文件。

置备配置文件 指定要发送到设备的企业分发置备配置文件。在开发 iOS 企业应用程序以及为其进行代码签名时，通
常会包括置备配置文件。Apple 要求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在 iOS 设备上运行。如果置备配置文件缺失或
已过期，用户轻按应用程序以将其打开时，应用程序将崩溃。

删除置备配置文
件

删除 iOS 置备配置文件。

代理 为运行 Windows Mobile/CE 和 iOS 的设备指定全局 HTTP 代理设置。只能为每个设备部署一个全局
HTTP 代理策略。

注册表 定义允许您管理 Windows Mobile/CE 设备的注册表项和值。Windows Mobile/CE 注册表存储关于应
用程序、驱动器、用户首选项和配置设置的数据。

远程支持 向您提供远程访问 Samsung KNOX 设备的权限。

限制 提供在托管设备上执行锁定和控制功能的数百种选项。限制选项示例：禁用相机或麦克风、强制执行
漫游规则以及强制访问第三方服务（例如应用商店）。

漫游 配置在 iOS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备上是否允许语音和数据漫游。如果禁用语音漫游，会自动禁用
数据漫游。

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
指定内置 Samsung Enterprise License Management (ELM) 密钥，必须先将该密钥部署到设备，才能
部署 SAFE 策略和限制。XenMobile 还支持 Samsung Enterprise Firmware-Over-The-Air (E-FOTA) 服
务。XenMobile 支持并扩展了 Samsung for Enterprise (SAFE) 和 Samsung KNOX 策略。

计划 必需策略，用于使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 设备重新连接到 XenMobile Server 以进行 MDM 管
理、应用程序推送和策略部署。如果不向设备发送此策略并且未启用 Google FCM，设备将无法重新
连接回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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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P 将 iOS 和 macOS 设备配置为从外部 SCEP 服务器检索证书。您还可以使用 SCEP 从连接到 XenMobile

的 PKI 向设备交付证书。为此，请在分布式模式下创建 PKI 实体和 PKI 提供程序。

SSO 帐户 创建单点登录 (SSO) 帐户，以便用户只需登录设备一次，即可访问 XenMobile 和内部公司资源。用户
无需在设备上存储任何凭据。XenMobile 跨应用程序（包括 App Store 中的应用程序）使用 SSO 帐户
的企业用户凭据。此策略与 Kerberos 身份验证兼容。适用于 iOS。

存储加密 加密内部和外部存储。对于某些设备，此策略可防止用户在其设备上使用存储卡。

已订阅的日历 将订阅的日历添加到 iOS 设备上的日历列表。请务必先订阅某个日历，才能将其添加到用户设备上已
订阅的日历列表中。

条款和条件 要求用户接受贵公司控制与公司网络的连接的特定策略。当用户在 XenMobile 中注册其设备时，必须
接受这些条款和条件才能注册其设备。拒绝这些条款和条件会取消注册过程。

通道 仅用于远程支持。通过 Remote Support，您的技术支持代表能够远程控制托管的 Windows CE 和
Android 移动设备。远程支持不适用于 XenMobile Service 客户，并且不支持本地群集 XenMobile

Server 部署。

VPN 提供对使用传统 VPN 网关技术的后端系统的访问权限。此策略用于提供可以部署到设备的 VPN 网关
连接的详细信息。XenMobile 支持多个 VPN 提供商，包括 Cisco AnyConnect、Juniper 及 Citrix

VPN。如果您的 VPN 网关支持此选项，您可以将此策略链接到 CA 并按需启用 VPN。

墙纸 添加 .png 或 .jpg 文件，以设置 iOS 设备锁屏界面、主屏幕或二者的墙纸。要在 iPad 和 iPhone 上使用
不同的墙纸，请创建不同的墙纸策略并将其部署到相应的用户。

Web 内容过滤器 过滤 iOS 设备上的 Web 内容。XenMobile 使用 Apple 自动过滤功能和您添加到白名单和黑名单的站
点。仅适用于受监督的 iOS 设备。

Web 剪辑 在 Web 站点中放置快捷方式或 Web 剪辑，以便其与应用程序一起出现在用户设备上。您可以指定自
己的图标来表示 iOS、macOS 和 Android 设备的 Web 剪辑。Windows 平板电脑只需要一个标签和一
个 URL。

WiFi 允许管理员将 WiFi 路由器详细信息部署到托管设备。路由器详细信息包括 SSID、身份验证数据和配
置数据。

Windows CE 证
书

从外部 PKI 创建 Windows Mobile/CE 证书并将其交付到用户设备。

Windows 信息保
护

指定在您为策略设置的强制级别需要 Windows 信息保护的应用程序。此策略适用于 Windows 10

1607 版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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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Store 指定 XenMobile Store Web 剪辑是否显示在用户设备的主屏幕上。

XenMobile 选项 配置在从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备连接到 XenMobile 时 Secure Hub 的行为。

XenMobile 卸载 从 Android 和 Window Mobile/CE 设备中卸载 XenMobile。部署此策略时，它将从部署组中的所有设
备上删除 XenMobile。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505https://docs.citrix.com

XenMobile 设备策略（按平台）

Feb 21, 2018

要按平台查看策略，请下载 Device Policies by Platform Matrix PDF（设备策略（按平台）列表 PDF）。在 XenMobile 控制台
中，可以从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添加和配置设备策略。
XenMobile 最新版本支持适用于以下平台的设备策略：

Amazon

iOS

macOS

Android HTC

Android TouchDown

Android for Work

Android

Android Sony

Android Zebra

Samsung SAFE

Samsung KNOX

Samsung SEAMS

Windows 10 Phone

Windows 10 Desktop/Tablet

Windows Mobile/CE

有关 XenMobile 最新版本中的支持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支持的设备平台。

注意
如果您的环境配置了组策略对象 (GPO)：

为 Windows 10 配置 XenMobile 设备策略时，请记住以下规则。如果已注册的一台或多台 Windows 10 设备上的某个策略冲突，则优

先应用与 GPO 对应的策略。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server/downloads/xenmobile-10-8-device-matrix.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upported-device-platfor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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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lay 镜像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Apple AirPlay 功能允许用户通过 Apple 电视采用流技术将 iOS 设备中的内容无线推送到电视屏幕，或将设备上显示的内容精确
显示到电视屏幕或其他 Mac 计算机上。

您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从而将特定 AirPlay 设备（如 Apple 电视或其他 Mac 计算机）添加到用户的 iOS 设
备。您还可以将设备添加到受监督设备的白名单，从而使用户仅限于白名单上的 AirPlay 设备。有关将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的信
息，请参阅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注意注意：继续操作前，请确保您具有要添加的所有设备的设备 ID 和任何密码。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方，单击 AirPlay AirPlay 镜像镜像。此时将显示 AirPlay AirPlay 镜像策略镜像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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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lay AirPlay 密码密码：对于要添加的每个设备，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设备设备 ID ID：以 xx:xx:xx:xx:xx:xx 格式输入硬件地址（Mac 地址）。此字段不区分大小写。
密码密码：输入设备的可选密码。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设备，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设备。

白名单白名单 ID ID：对于未受监督的设备，忽略此列表。此列表中的设备 ID 仅包括可用于用户设备的 AirPlay 设备。对于希望添加
到此列表中的每个 AirPlay 设备，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设备设备 ID ID：以 xx:xx:xx:xx:xx:xx 格式键入设备 ID。此字段不区分大小写。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设备，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设备。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设备，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
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设备，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
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以下设置：

AirPlay AirPlay 密码密码：对于要添加的每个设备，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设备设备 ID ID：以 xx:xx:xx:xx:xx:xx 格式输入硬件地址（Mac 地址）。此字段不区分大小写。
密码密码：输入设备的可选密码。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设备，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设备。

白名单白名单 ID ID：对于未受监督的设备，忽略此列表。此列表中的设备 ID 仅包括可用于用户设备的 AirPlay 设备。对于希望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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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列表中的每个 AirPlay 设备，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设备设备 ID ID：以 xx:xx:xx:xx:xx:xx 格式键入设备 ID。此字段不区分大小写。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设备，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设备。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设备，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
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设备，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
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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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rint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您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以便在用户的 iOS 设备上向 AirPrint 打印机列表中添加 AirPrint 打印机。通过此策
略可以更加轻松地为打印机和设备位于不同子网的环境提供支持。

注意注意：

此策略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
请确保知道每个打印机的 IP 地址和资源路径。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面，单击 AirPrintAirPrint。此时将显示 AirPrint  AirPrint  策略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iOS 平台信息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AirPrint  AirPrint  目标目标：对于您要添加的各个 AirPrint 目标，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IP  IP 地址地址：输入 AirPrint 打印机 IP 地址。
资源路径资源路径：输入与打印机关联的资源路径。此值与 _ipps.tcp Bonjour 记录的参数相对应。例
如，printers/Canon_MG5300_series 或 printers/Xerox_Phaser_7600。
单击保存保存以添加打印机，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打印机。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打印机，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单击“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打印机，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
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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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限制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修改与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关联的限制，但是在执行此操作前，必须满足以下必备条件：

在 Google 上完成 Android for Work 设置任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Android for Work 管理设备。
创建 Android for Work 帐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Android for Work 帐户。
将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添加到 XenMobile。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向 XenMobile 添加应用程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添加新策略。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方，单击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 应用程序限制应用程序限制。此时将显示一个请求您选择应用程序的对话框。

4. 在列表中，选择要应用限制的应用程序，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如果没有要添加到 XenMobile 中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将无法继续操作。有关向 XenMobile 添加应用程序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向 XenMobile 添加应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没有关联任何限制，将显示有关相关影响的通知。单击确定确定取消对话框。
如果应用程序具有与之关联的限制，将显示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 应用程序限制策略应用程序限制策略信息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ndroid-for-work.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ndroid-for-work.html#par_anchortitle_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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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Android f or Work Android f or Work 平台平台页面。

7. 为选择的应用程序配置设置。显示的设置取决于与所选应用程序关联的限制。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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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for Work 权限

Feb 21, 2018

对于运行 Android 7.0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可以配置对工作配置文件内部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的请求如何处理 Google

称作“危险”权限的权限。您负责控制是否提示用户授予或拒绝来自应用程序的权限申请。

Google 将危险权限定义为允许应用程序访问涉及用户的私人信息或者可能会影响用户已存储的数据或其他应用程序的操作的数
据或资源的权限。例如，读取用户的联系人的能力属于危险权限。

可以配置一个全局状态，用于控制对工作配置文件内部的 Android for Work 应用程序的所有危险权限申请的行为。还可以控制
每个应用程序的单个权限组的危险权限申请的行为，如 Google 所定义。这些单个设置将替代全局状态。

有关 Google 如何定义权限组的信息，请参阅本 Android developers guide（《Android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Permission

groups”（权限组）。

默认情况下，系统将提示用户授予或拒绝危险权限申请。

配置以下设置：

全局状态：全局状态： 控制所有危险权限申请的行为。在列表中，单击提示提示、授予授予或拒绝拒绝。
提示提示： 系统提示用户授予或拒绝危险权限申请。
授予授予： 授予所有危险权限申请。系统不提示用户。
拒绝拒绝： 拒绝所有危险权限申请。系统不提示用户。

默认值为提示提示。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guide/topics/permissions/requesting.html#perm-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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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每个应用程序的每个权限组的单个行为。要配置某个权限组的行为，请执行以下操作：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从
列表中选择一个应用程序。在“授予状态”下，选择提示提示、授予授予或拒绝拒绝。此授予状态将替代全局状态。
提示：提示： 系统提示用户授予或拒绝来自此应用程序的这一权限组的危险权限申请。
授予：授予： 授予来自此应用程序的这一权限组的危险权限申请。系统不提示用户。
拒绝：拒绝： 拒绝来自此应用程序的这一权限组的危险权限申请。系统不提示用户。

默认值为提示提示。

单击应用程序和授予状态旁边的保存保存。
要为权限组添加更多应用程序，请再次单击添加添加并重复执行这些步骤。
完成设置要设置的所有权限组的授予状态时，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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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N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为 iOS、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备添加接入点名称 (APN) 设备策略。如果贵组织不使用客户 APN 从移动设备
连接到 Internet，可以使用此策略。APN 策略确定将设备连接到特定电话运营商的通用分组无线服务 (GPRS) 所使用的设置。
大多数新式电话中已经定义此设置。

iOS 设置

Android 设置

Windows Mobile/CE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网络访问权限网络访问权限下方，单击 APNAPN。此时将显示 APN APN 策略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注意注意：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时，会选中所有平台，并且首先看到 iOS 平台。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apn-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ae1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apn-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ea6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apn-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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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APNAPN：键入接入点的名称。此信息必须与接受的某个 iOS APN 匹配，否则策略将失败。
用户名用户名：该字符串指定此 APN 的用户名。如果用户名丢失，则在配置文件安装期间设备会提示该字符串。
密码密码：此 APN 的用户密码。为进行混码处理，对密码进行了编码。如果负载中缺少密码，则配置文件安装期间设备会提示
输入密码。
服务器代理地址服务器代理地址：APN 代理的 IP 地址或 URL。
服务器代理端口服务器代理端口：APN 代理的端口号。如果已输入服务器代理地址，则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以下设置：

APNAPN：键入接入点的名称。此信息必须与接受的某个 Android APN 匹配，否则策略将失败。
用户名用户名：该字符串指定此 APN 的用户名。如果用户名丢失，则在配置文件安装期间设备会提示该字符串。
密码密码：此 APN 的用户密码。为进行混码处理，对密码进行了编码。如果负载中缺少密码，则配置文件安装期间设备会提示
输入密码。
服务器服务器：此设置在智能手机之前出现，通常为空。它是指无法访问或显示标准 Web 站点的手机的无线应用协议 (WAP) 网关
服务器。
APN APN 类型类型：此设置必须匹配运营商的接入点用途。它是 APN 服务说明符的逗号分隔字符串，必须与无线运营商的发布定义
匹配。示例包括：

*。所有流量均通过此接入点。
mms。多媒体流量通过此接入点。
default（默认）。包括多媒体在内的所有流量均通过此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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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l。与 GPS 关联的安全用户层面定位 (Secure User Plane Location)

dun。拨号网络已经过时，很少使用。
hipri。高优先级网络。
fota。无线固件升级用于接收固件更新。

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无”。
服务器代理地址服务器代理地址：运营商的 APN HTTP 代理的 IP 地址或 URL。
服务器代理端口服务器代理端口：APN 代理的端口号。如果已输入服务器代理地址，则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MMSCMMSC：运营商提供的 MMS 网关服务器地址。
多媒体消息服务器多媒体消息服务器(MMS)(MMS)代理地址代理地址：指 MMS 通信的多媒体消息服务服务器。MMS 使得 SMS 可以发送包含多媒体内容
（如图片或视频）的大型消息。这些服务器需要特定的协议（如 MM1、... MM11)。
MMS MMS 端口端口：用于 MMS 代理的端口。

配置以下设置：

APNAPN：键入接入点的名称。此信息必须与接受的某个 Android APN 匹配，否则策略将失败。
网络网络：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网络类型。默认值为内置办公网络内置办公网络。
用户名用户名：该字符串指定此 APN 的用户名。如果用户名丢失，则在配置文件安装期间设备会提示该字符串。
密码密码：此 APN 的用户密码。为进行混码处理，对密码进行了编码。如果负载中缺少密码，则配置文件安装期间设备会提示
输入密码。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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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访问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利用 XenMobile 中的应用程序访问设备策略，可以定义需要安装到设备上、可以安装到设备上或不得安装到设备上的应用程序
列表。然后，可以创建自动化操作，以使设备符合此应用程序列表。可以创建适用于 iOS、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
备的应用程序访问策略。 
一次只能配置一种类型的访问策略。可以针对必选的应用程序列表、推荐的应用程序列表或禁止的应用程序列表添加策略，但
不能在一个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混合这些应用程序列表。如果为每种列表类型创建一个策略，建议谨慎地为每个策略命名，以
便于了解 XenMobile 中的哪项策略适用于哪种应用程序列表。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面，单击应用程序访问应用程序访问。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访问策略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在平台平台下，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6. 分别为选择的每个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访问策略访问策略：单击必需、推荐或禁止。默认值为“必需”。
要向列表中添加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输入应用程序的名称。
应用程序标识符应用程序标识符：输入可选应用程序标识符。
单击保存保存或取消取消。
对要添加的每个应用程序重复这些步骤。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
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
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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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属性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在“应用程序属性”设备策略中可以为 iOS 设备指定各种属性，例如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或“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标识符。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方，单击应用程序属性应用程序属性。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属性策略应用程序属性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属性应用程序属性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ID：在列表中，单击某个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或单击新增新增。
如果单击新增新增，请在显示的字段中键入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VPN”标识符标识符：在列表中，单击“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标识符。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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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标识符：在列表中，单击要配置的应用程序，或单击新增新增向列表中添加新应用程序。
如果单击新增新增，请在显示的字段中键入应用程序标识符。

字典内容字典内容：键入或复制并粘贴 XML 属性列表 (plist) 配置信息。
单击检查字典检查字典。XenMobile 验证 XML。如果没有错误，将在内容框下面显示有效有效 XML XML。如果内容框下面显示语法错误，必须纠正这
些错误，然后才能继续操作。

应用程序配置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通过向用户的 iOS 设备部署 XML 配置文件（称为属性列表或 plist）或向 Windows 10 Phone、Tablet 或 Desktop 设备部
署键/值对来远程配置支持托管配置的应用程序。配置指定应用程序中的各种设置和行为。XenMobile 在用户安装应用程序时将
配置推送到设备。可以配置的实际设置和行为取决于应用程序，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面，单击应用程序配置应用程序配置。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配置策略应用程序配置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在平台平台下，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完成对平台设置的配置后，请参阅步骤 6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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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出选择做出选择列表中，单击要配置的应用程序，或单击新增新增向列表中添加新应用程序。
如果单击新增新增，请在显示的字段中键入软件包系列名。

对于您要添加的各个配置参数，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为 Windows 设备输入应用程序设置的键名称。有关 Windows 应用程序设置的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文档。
值值：输入指定参数的值。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参数，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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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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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清单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借助 XenMobile 中的应用程序清单策略，您可以收集托管设备上应用程序的清单，然后根据该清单对比部署到这些设备上的任
何应用程序访问策略。这样，您可以发现出现在应用程序黑名单（在应用程序访问策略中禁止）或白名单（在应用程序访问策
略中需要）上的应用程序，并采取相应的操作。可以为 iOS、macOS、Android（包括为 Android for Work 启用的设备）、
Windows Desktop/Tablet、Windows Phone 或 Windows Mobile/CE 设备创建应用程序访问策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面，单击应用程序清单应用程序清单。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清单策略应用程序清单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在平台平台下，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6. 对于所选的每个平台，保留默认设置或将设置更改为关关。默认值为开开。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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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锁定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一条策略，用于定义允许在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列表，或阻止在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列表。可以
同时为 iOS 和 Android 设备配置此策略，但策略具体的执行方式则因平台而异。例如，不能阻止在 iOS 设备上运行多个应用程
序。

同样，对于 iOS 设备，每个策略只能选择一个 iOS 应用程序。这表示用户只能使用其设备运行单个应用程序。在强制执行应用
程序锁定策略时，用户无法在设备上执行除您明确允许的选项之外的任何其他活动。

此外，必须监督 iOS 设备才能推送应用程序锁定策略。

虽然设备策略在大多数 Android L 和 M 设备上起作用，但是，由于 Google 弃用了所需的 API，因此，应用程序锁定策略在
Android N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上不起作用。

iOS 设置

Android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捆绑包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ID：在列表中，单击此策略适用的应用程序，或单击新增新增向列表中添加新应用程序。如果选择新增新增，请在
显示的字段中键入应用程序名称。
选项选项：以下各选项仅适用于 iOS 7.0 或更高版本。对于每个选项，除“禁用触摸屏”默认设置为开开之外，默认情况下均设置
为关关。
禁用触摸屏
禁用设备旋转感应
禁用音量按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app-lock-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d89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app-lock-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2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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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铃声开关 - 注意注意：禁用此选项时，铃声行为取决于首次禁用时开关所处的位置。
禁用睡眠/唤醒按钮
禁用自动锁定
禁用 VoiceOver

启用缩放
启用反转颜色
启用 AssistiveTouch

启用朗读所选内容
启用单声道音频

用户已启用的选项用户已启用的选项：以下各选项仅适用于 iOS 7.0 或更高版本。对于各选项，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 VoiceOver 调整
允许缩放调整
允许反转颜色调整
允许 AssitiveTouch 调整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o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o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o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o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注意
不能使用“应用程序锁定”设备策略阻止 Android 的“设置”应用程序。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锁定参数应用程序锁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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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消息锁定消息：键入用户尝试打开锁定的应用程序时看到的消息。
解锁密码解锁密码：键入解锁应用程序的密码。
阻止卸载阻止卸载：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卸载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关关。
锁定屏幕锁定屏幕：单击“浏览”并导航到显示在设备锁定屏幕上的图像所在的位置，选择此图像。
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单击黑名单黑名单以创建不允许在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列表，或单击白名单白名单以创建允许在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的列表。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在列表中，单击要添加到白名单或黑名单的应用程序的名称，或单击新增新增向可用应用程序列表中添加新应
用程序。
如果选择新增新增，请在显示的字段中键入应用程序名称。
单击保存保存或取消取消。
为要添加到白名单或黑名单中的每个应用程序重复执行这些步骤。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
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
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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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网络使用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您可以设置网络使用规则，以指定 iOS 设备上托管应用程序使用网络（如手机网络数据网络）的方式。规则仅适用于托管应用
程序。托管应用程序是您通过 XenMobile 部署到用户设备的应用程序。其中不包括用户直接下载到设备上且未通过 XenMobile

部署的应用程序，或者在设备向 XenMobile 注册时已经安装到设备上的应用程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面，单击应用程序网络使用应用程序网络使用。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网络使用策略应用程序网络使用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允许手机网络数据漫游允许手机网络数据漫游：选择指定应用程序是否可以在漫游时使用手机网络数据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手机网络数据允许手机网络数据：选择指定应用程序是否可以使用手机网络数据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应用程序标识符匹配应用程序标识符匹配：对于要添加到此列表中的每个应用程序，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程序标识符应用程序标识符：输入应用程序标识符。
单击保存保存将应用程序保存到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不将应用程序保存到列表中。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
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
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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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通知”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通过“应用程序通知”策略，您可以控制 iOS 用户如何从指定的应用程序接收通知。此策略在运行 iOS 9.3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上受
支持。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 指定要应用此策略的应用程序。
允许通知：允许通知： 选择开开将允许通知。
在通知中心中显示：在通知中心中显示： 选择开开将在用户设备的通知中心显示通知。
徽章应用程序图标徽章应用程序图标： 选择开开将在通知中显示徽章应用程序图标。
声音声音： 选择开开将在通知中包含声音。
在锁定屏幕中显示在锁定屏幕中显示： 选择开开将在用户设备的锁定屏幕中显示通知。
解锁的警报样式解锁的警报样式： 在列表中，选择无无、横幅横幅或警报警报来配置解锁的警报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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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限制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为希望阻止用户在 Samsung KNOX 设备上安装的应用程序创建黑名单，以及为希望允许用户安装的应用程序创建白名
单。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方，单击应用程序限制应用程序限制。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限制策略应用程序限制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Samsung KNOX Samsung KNOX 平台平台页面。

6. 对于要添加到“允许/拒绝”列表中的每个应用程序，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允许允许//拒绝拒绝：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安装应用程序。
新应用程序限制新应用程序限制：键入应用程序软件包 ID；例如 com.kmdm.af.crackle。
单击保存保存将应用程序保存到“允许/拒绝”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不将应用程序保存到“允许/拒绝”列表中。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
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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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通道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注意
“应用程序通道”策略仅用于远程支持。有关远程支持的信息，请参阅支持选项和远程支持。

应用程序通道旨在提高移动应用程序的服务连续性及数据传输可靠性。应用程序通道定义移动设备应用程序的客户端组件与应
用程序服务器组件之间的代理参数。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通道创建设备的远程支持通道以使用管理支持。可以为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备配置应用程序通道策略。

注意注意：通过在此策略中定义的通道发送的任何应用程序流量均先通过 XenMobile，然后再被重定向到运行此应用程序的服务
器。

Android 设置

Windows Mobile/CE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网络访问网络访问下方，单击通道通道。此时将显示通道策略通道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remote-suppor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tunnel-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670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tunnel-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4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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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使用此通道进行远程支持：使用此通道进行远程支持：选择是否将此通道用于远程支持。

注意注意：根据是否选择远程支持，配置步骤会有所不同。

如果不选择远程支持，请执行以下操作：
连接发起者连接发起者：单击设备设备或服务器服务器以指定发起连接的源。
每台设备最大连接数每台设备最大连接数：键入一个数字，用于指定应用程序可以建立的并发 TCP 连接数。此字段仅适用于设备发起的连
接。
定义连接超时定义连接超时：选择是否设置通道关闭前应用程序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
连接超时连接超时：如果将定义连接超时定义连接超时设置为开开，则键入通道关闭前应用程序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阻止手机网络连接通过此通道阻止手机网络连接通过此通道：选择是否在漫游时阻止此通道。
注意注意：不会阻止 WiFi 和 USB 连接。

客户端端口客户端端口：键入客户端端口号。在大多数情况下，此值与服务器端口相同。
IP  IP 地址或服务器名称地址或服务器名称：键入应用程序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名称。此字段仅适用于设备发起的连接。
服务器端口服务器端口：键入服务器端口号。

如果选择远程支持，请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此通道进行远程支持使用此通道进行远程支持：设置为开开。
定义连接超时定义连接超时：选择是否设置通道关闭前应用程序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
连接超时连接超时：如果将定义连接超时定义连接超时设置为“开”，则键入通道关闭前应用程序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使用使用 SSL  SSL 连接连接：选择是否为此通道使用安全 SSL 连接。
阻止手机网络连接通过此通道阻止手机网络连接通过此通道：选择是否在漫游时阻止此通道。
注意注意：不会阻止 WiFi 和 USB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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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使用此通道进行远程支持使用此通道进行远程支持：选择是否将此通道用于远程支持。

注意注意：根据是否选择远程支持，配置步骤会有所不同。

如果不选择远程支持，请执行以下操作：
连接发起者接发起者：单击设备设备或服务器服务器以指定发起连接的源。
协议协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协议。默认值为通用通用 T CP T CP。
每台设备最大连接数每台设备最大连接数：键入一个数字，用于指定应用程序可以建立的并发 TCP 连接数。此字段仅适用于设备发起的连
接。
定义连接超时定义连接超时：选择是否设置通道关闭前应用程序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
连接超时连接超时：如果将定义连接超时定义连接超时设置为开开，则键入通道关闭前应用程序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阻止手机网络连接通过此通道阻止手机网络连接通过此通道：选择是否在漫游时阻止此通道。
注意注意：不会阻止 WiFi 和 USB 连接。

重定向到重定向到 XenMobile XenMobile：在列表中，单击设备连接到 XenMobile 的方式。默认值为通过应用程序设置通过应用程序设置。
如果选择使用本地别名使用本地别名，请在本地别名本地别名中键入别名。默认值为 localhostlocalhost。
如果选择 IP  IP 地址范围地址范围，请在 IP  IP 地址范围起点地址范围起点中键入起始 IP 地址，在 IP  IP 地址地址范围终点中键入结束 IP 地址。

客户端端口客户端端口：键入客户端端口号。在大多数情况下，此值与服务器端口相同。
IP  IP 地址或服务器名称地址或服务器名称：键入应用程序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名称。此字段仅适用于设备发起的连接。
服务器端口服务器端口：键入服务器端口号。

如果选择远程支持，请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此通道进行远程支持使用此通道进行远程支持：设置为开开。
定义连接超时定义连接超时：选择是否设置通道关闭前应用程序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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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超时连接超时：如果将“定义连接超时”设置为“开”，则键入通道关闭前应用程序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使用使用 SSL  SSL 连接连接：选择是否为此通道使用安全 SSL 连接。
阻止手机网络连接通过此通道阻止手机网络连接通过此通道：选择是否在漫游时阻止此通道。
注意注意：不会阻止 WiFi 和 USB 连接。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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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卸载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您可以为 iOS、Android、Samsung KNOX、Android for Work、Windows Desktop/Tablet 和 Windows Mobile/CE 平台创建
应用程序卸载策略。通过应用程序卸载策略，您可以因任何原因将应用程序从用户设备中删除。原因可以是您不再想要支持某
些应用程序，贵公司可能要将现有应用程序替换为其他供应商的类似应用程序等等。当此策略部署到用户的设备时，应用程序
被删除。用户会收到卸载应用程序的提示，但是 Samsung KNOX 设备除外；Samsung KNOX 设备用户不会收到卸载应用程序
的提示。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方，单击应用程序卸载应用程序卸载。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卸载策略应用程序卸载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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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ID：：在列表中，单击现有应用程序或单击新增新增。如果此平台没有配置应用程序，该列表将是空的，您
必须添加新的应用程序。
如果单击添加添加，您可在出现的字段中键入应用程序的名称。

配置以下设置：

要卸载的应用程序要卸载的应用程序：对于您要添加的每个设备，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在列表中，单击现有的应用程序，或单击新增新增输入新的应用程序名称。如果此平台没有配置应用程序，该
列表将是空的，您必须添加新的应用程序。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应用程序，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应用程序。

注意注意：要从卸载策略中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
确认对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保
存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可以将 XenMobile 配置为在安装公共应用商店版本时删除 Citrix 应用程序的企业版本。此功能可防止用户设备在安装公共应用
商店版本后具有两个相同的应用程序图标。

“应用程序卸载”设备策略的部署条件将触发 XenMobile 在安装新版本时从用户设备中删除较旧的应用程序。此功能仅适用于在
企业模式 (XME) 下连接到 XenMobile 服务器的托管 iOS 设备。

要通过“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条件配置一条部署规则，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企业应用程序的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ID。

添加规则：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然后（如示例中所示）选择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和等于等于。键入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应用程
序捆绑包 ID。

在示例中，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com.citrix.mail.ios) 安装在指定交付组中的设备上时，XenMobile 将删除企业版本
(com.citrix.mai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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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卸载限制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指定用户在 Samsung SAFE 或 Amazon 上可以卸载或不能卸载的应用程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方，单击应用程序卸载限制应用程序卸载限制。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卸载限制策略应用程序卸载限制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7. 为您选择的每个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卸载限制设置应用程序卸载限制设置：对于要添加的每个应用程序规则，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在列表中，单击某个应用程序，或单击新增新增以添加新应用程序。
规则规则：选择是否用户可以卸载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允许卸载。
单击保存保存或取消取消。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
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8.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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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ocker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Windows 10 中包括一项名为 BitLocker 的磁盘加密功能，该功能提供针对丢失或被盗的 Windows 设备的未授权访问的额外文
件和系统保护。要获取更多保护，可以对受信任的平台模块 (TPM) 芯片版本 1.2 或更高版本使用 BitLocker。TPM 芯片处理加
密操作、生成和存储加密密钥以及限制对加密密钥的使用。

自 Windows 10 Build 1703 起，MDM 策略可以控制 BitLocker。可以在 XenMobile 中使用 BitLocker 设备策略配置在
Windows 10 设备上的 BitLocker 向导中可用的设置。例如，在启用了 BitLocker 的设备上，BitLocker 可以提示用户如何在启
动时解锁其设备、如何备份其恢复密钥以及如何解锁固定驱动器。BitLocker 设备策略还配置是否：

在未配备 TPM 芯片的设备上启用 BitLocker。

在 BitLocker 界面中显示恢复选项。

拒绝在未启用 BitLocker 时对固定驱动器或可移动驱动器的写入访问。

要求要求

部署 BitLocker 设备策略之前，请准备您的环境以便使用 BitLocker。有关 Microsoft 提供的详细信息，包括 BitLocker 系统要
求和设置，请参阅 BitLocker 以及该节点下的文章。

配置配置 Windows 10  Windows 10 设置设置

BitLocker 加密在设备上启动后，您将无法再继续通过部署更新后的策略来更改设备上的 BitLocker 设置。

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开始键入 Bit LockerBit Locker，然后在搜索结果中单击该名称。此时将显示 BitLocker 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为您选择的每个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Windows Phone Windows Phone 设置设置

1.

2.

3.

4.

5.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device-security/bitlocker/bitlocke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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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 device t o be encrypt edRequire device t o be encrypt ed（要求加密设备）：确定是否提示用户在 Windows Phone 系统卡中启用 BitLocker

加密。如果设置为 OnOn（开），设备将在注册完成后显示一条消息，指出企业要求设备加密。如果用户选择不进行设备加
密，用户将不会被授予对系统卡的写入访问权限。如果设置为 Of fOf f（关），系统将不会提示用户，并且 BitLocker 策略将
决定是否加密设备。默认值为关关。

Require st orage card encrypt ionRequire st orage card encrypt ion（要求存储卡加密）：确定是否提示用户在 Windows Phone 存储卡中启用
BitLocker 加密。如果设置为 OnOn（开），则需要存储卡加密才能获取对卡片的写入权限。默认值为关关。

Windows Deskt op Windows Deskt op 和和 Tablet   Tablet  设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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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 device t o be encrypt edRequire device t o be encrypt ed（要求加密设备）：确定是否提示用户在 Windows Desktop 或 Tablet 中启用
BitLocker 加密。如果设置为 OnOn（开），设备将在注册完成后显示一条消息，指出企业要求设备加密。如果设置为
Of fOf f（关），系统将不提示用户，并且 BitLocker 将使用策略设置。默认值为关关。

Configure encrypt ion met hodsConfigure encrypt ion met hods（配置加密方法）：确定要对特定设备类型使用的加密方法。如果设置为
Of fOf f（关），BitLocker 向导将提示用户要对某种驱动器类型使用的加密方法。所有驱动器的加密方法都默认为 XTS-AES

128 位。可移动驱动器的加密方法默认为 AES-CBC 128 位。如果设置为 OnOn（开），BitLocker 将使用在策略中指定的加
密方法。如果设置为 OnOn（开），则将显示以下额外的设置：Operat ing syst em driveOperat ing syst em drive（操作系统驱动器）、FixedFixed

drivedrive（固定驱动器）和 Removable driveRemovable drive（可移动驱动器）。选择每种驱动器类型的默认加密方法。默认值为关关。

Require addit ional aut hent icat ion at  st art upRequire addit ional aut hent icat ion at  st art up（要求在启动时额外进行一次身份验证）：指定在设备启动过程中需
要额外进行一次身份验证。此外，还指定是否允许在未配备 TPM 芯片的设备上启用 BitLocker。如果设置为
Of fOf f（关），未配备 TPM 的设备将无法使用 BitLocker 加密。有关 TPM 的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文章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echnology Overview（受信任的平台模块技术概览）。如果设置为 OnOn（开），则将显示以下额外的
设置。默认值为关关。

Block Bit Locker on devices wit hout  T PM chipBlock Bit Locker on devices wit hout  T PM chip（阻止在未配备 TPM 芯片的设备上启用 BitLocker）：在未配备
TPM 芯片的设备上，BitLocker 要求用户创建解锁密码或启动密钥。启动密钥存储在 USB 驱动器中，用户必须在启动
之前将该驱动器连接到设备。解锁密码最少包含 8 个字符。默认值为关关。

T PM st art upT PM st art up（TPM 启动）：在配备了 TPM 的设备上，存在四种解锁模式：“仅 TPM”、“TPM + PIN”、“TPM + 密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device-security/tpm/trusted-platform-module-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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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以及“TPM + PIN + 密钥”。TPM 启动面向“仅 TPM”模式，在该模式下，加密密钥存储在 TPM 芯片中。此模式不要
求用户提供额外的解锁数据。用户设备在重新启动过程中使用 TPM 芯片中的加密密钥自动解锁。默认值为 AllowAllow

T PMT PM（允许 TPM）。

T PM st art up PINT PM st art up PIN（TPM 启动 PIN）：此设置为“TPM + PIN”解锁模式。PIN 最多可以包含 20 个数字。使用
Minimum PIN lengt hMinimum PIN lengt h（最短 PIN 长度）设置可指定最短 PIN 长度。用户将在 BitLocker 设置过程中配置 PIN，并在
设备启动过程中提供 PIN。

T PM st art up keyT PM st art up key（TPM 启动密钥）：此设置为“TPM + 密钥”解锁模式。启动密钥存储在 USB 或其他可移动驱动器
中，用户必须在启动之前将该驱动器连接到设备。

T PM st art up key and PINT PM st art up key and PIN（TPM 启动密钥和 PIN）：此设置为“TPM + PIN + 密钥”解锁模式。

如果解锁成功，操作系统将开始加载。如果解锁失败，输入将进入恢复模式。

Minimum PIN lengt hMinimum PIN lengt h（最短 PIN 长度）：TPM 启动 PIN 的最短长度。默认值为 66。

Configure OS drive recoveryConfigure OS drive recovery（配置操作系统驱动器恢复）：如果解锁步骤失败，BitLocker 将提示用户提供已配置的
恢复密钥。此设置将配置对用户可用的操作系统驱动器恢复选项（如果用户没有解锁密码或 USB 启动密钥）。默认值
为关关。

Allow cert ificat e based dat a recovery agentAllow cert ificat e based dat a recovery agent（允许启用基于证书的数据恢复代理）：指定是否允许启用基于证
书的数据恢复代理。从公钥策略中添加数据恢复代理，该代理位于组策略管理控制台 (GPMC) 或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中。有关数据恢复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文章 BitLocker Basic Deployment（BitLocker 基础部署）。默
认值为关关。

Creat e 4 8-digit  recovery password f or OS drive recoveryCreat e 4 8-digit  recovery password f or OS drive recovery（创建 48 位恢复密码用于操作系统驱动器恢复）：
指定是否允许或要求用户使用恢复密码。BitLocker 生成密码并将其存储在文件中或 Microsoft 云帐户中。默认值为
Allow 4 8-digit  passwordAllow 4 8-digit  password（允许创建 48 位密码）。

Creat e 256-bit  recovery keyCreat e 256-bit  recovery key（创建 256 位恢复密钥）：指定是否允许或要求用户使用恢复密钥。恢复密钥为 BEK

文件，该文件存储在 USB 驱动器中。默认值为 Allow 256-bit  recovery keyAllow 256-bit  recovery key（允许创建 256 位恢复密钥）。

Hide OS drive recovery opt ionsHide OS drive recovery opt ions（隐藏操作系统恢复选项）：指定在 BitLocker 界面中显示还是隐藏恢复选项。如
果设置为 OnOn（开），则不在 BitLocker 界面中显示任何恢复选项。在这种情况下，请将设备注册到 Active Directory

中，将恢复选项保存到 Active Directory 中，并将 Save recovery inf o t o AD DSSave recovery inf o t o AD DS（将恢复信息保存到 AD DS 中）
设置为 OnOn（开）。默认值为关关。

Save recovery inf o t o AD DSSave recovery inf o t o AD DS（将恢复信息保存到 AD DS 中）：指定是否将恢复选项保存到 Active Directory 域服
务中。默认值为关关。

Configure recovery inf o st ored in AD DSConfigure recovery inf o st ored in AD DS（配置 AD DS 中存储的恢复信息）：指定在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中
存储 BitLocker 恢复密码还是恢复密码和密钥包。存储密钥包将支持从物理损坏的驱动器中恢复数据。默认值为
Backup recovery passwordBackup recovery password（备份恢复密码）。

Enable Bit Locker af t er st oring recovery inf o in AD DSEnable Bit Locker af t er st oring recovery inf o in AD DS（在 AD DS 中存储恢复信息后启用 BitLocker）：指定
是否阻止用户启用 BitLocker，但设备已连接到域，并且将 BitLocker 恢复信息备份到 Active Directory 成功时除外。
如果设置为 OnOn（开），设备必须在启动 BitLocker 之前加入域。默认值为关关。

Cust omize preboot  recovery message and URLCust omize preboot  recovery message and URL（自定义预启动恢复消息和 URL）：指定 BitLocker 是否在恢复屏
幕上显示自定义的消息和 URL。如果设置为 OnOn（开），则将显示以下额外的设置：Use def ault  recovery messageUse def ault  recovery message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dn383581(v=ws.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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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RLand URL（使用默认恢复消息和 URL）、Use empt y recovery message and URLUse empt y recovery message and URL（使用空恢复消息和 URL）、UseUse

cust om recovery messagecust om recovery message（使用自定义恢复消息）和 Use cust om recovery URLUse cust om recovery URL（使用自定义恢复 URL）。如果
设置为 Of fOf f（关），则将显示默认恢复消息和 URL。默认值为关关。

Configure fixed drive recoveryConfigure fixed drive recovery（配置固定驱动器恢复）：为用户配置面向 BitLocker 加密的固定驱动器的恢复选项。
BitLocker 不向用户显示与固定驱动器加密有关的消息。要在启动过程中解锁驱动器，用户需要提供密码或智能卡。用户
在固定驱动器上启用了 BitLocker 加密时，启动解锁设置（不在此策略中）将在 BitLocker 界面上显示。有关相关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此列表中前面部分的 Configure OS drive recoveryConfigure OS drive recovery（配置操作系统驱动器恢复）。默认值为关关。

Block writ e access t o fixed drives not  using Bit LockerBlock writ e access t o fixed drives not  using Bit Locker（阻止对不使用 BitLocker 的固定驱动器的写入访问）：如
果设置为 OnOn（开），则仅当固定驱动器通过 BitLocker 加密时，用户才能向这些驱动器写入数据。默认值为关关。

Block writ e access t o removable drives not  using Bit LockerBlock writ e access t o removable drives not  using Bit Locker（阻止对不使用 BitLocker 的可移动驱动器的写入访
问）：如果设置为 OnOn（开），则仅当可移动驱动器通过 BitLocker 加密时，用户才能向这些驱动器写入数据。请根据贵
组织是否允许在其他组织可移动的驱动器上具有访问权限来配置此设置。默认值为关关。

Prompt  f or ot her disk encrypt ionPrompt  f or ot her disk encrypt ion（提示进行其他磁盘加密）：允许您禁用面向设备上的其他磁盘加密的警告提示。
默认值为关关。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注意
BitLocker 加密在设备上启动后，您将无法再继续通过部署更新后的 BitLocker 设备策略来更改设备上的 BitLocker 设置。

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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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创建适用于 Samsung SAFE 或 Samsung KNOX 设备的浏览器设备策略，以定义用户的设备是否可以使用此浏览器，或限
制用户的设备可以使用的浏览器功能。

在 Samsung 设备上，可以完全禁用浏览器，也可以启用或禁用弹出消息、JavaScript、Cookie、自动填充和是否强制显示欺诈
警告。

Samsung SAFE 和 Samsung KNOX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添加新策略。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单击浏览器浏览器。此时将显示浏览器策略浏览器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禁用浏览器禁用浏览器：选择是否在用户设备上完全禁用 Samsung 浏览器。默认值为关关，表示允许用户使用此浏览器。禁用此浏览器
后，将不再显示以下选项。
禁用弹出窗口禁用弹出窗口：选择是否允许在此浏览器上显示弹出消息。
禁用禁用 Javascript Javascript：选择是否允许在此浏览器上运行 Javascript。
禁用禁用 Cookie Cookie：选择是否允许 Cookie。
禁用自动填充禁用自动填充：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启用此浏览器的自动填充功能。
强制显示欺诈警告强制显示欺诈警告：选择在用户访问欺诈性或存在漏洞的 Web 站点时是否显示警告。

8.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browser-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7767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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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 (CalDav)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从而向用户的 iOS 或 macOS 设备添加日历 (CalDAV) 帐户，使用户可以将其计划数据
与任何支持 CalDAV 的服务器同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面，单击日历日历(CalDav)(CalDav)。此时将显示日历日历(CalDav)(CalDav)策略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帐户说明帐户说明：键入帐户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CalDAV 服务器的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端口端口：键入连接到 CalDAV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此字段为必填字段。默认值为 84 4 384 4 3。
主体主体 URL URL：键入用户日历的基本 URL。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的登录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用户密码。
使用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连接到 CalDAV 服务器。默认值为开开。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以下设置：

帐户说明帐户说明：键入帐户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CalDAV 服务器的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端口端口：键入连接到 CalDAV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此字段为必填字段。默认值为 84 4 384 4 3。
主体主体 URL URL：键入用户日历的基本 URL。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的登录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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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连接到 CalDAV 服务器。默认值为开开。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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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网络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此策略允许您在 iOS 设备上配置手机网络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网络访问权限网络访问权限下，单击手机网络手机网络。此时将显示手机网络策略手机网络策略信息页面出现。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iOS 平台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连接 APN APN

名称名称：此配置的名称。
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在清单上，单击质询握手身份验证协议 (CHAPCHAP ) 或密码身份验证协议 (PAPPAP )。默认值为 PAPPAP。
用户名用户名和密码密码：用于身份验证的用户名和密码。

APNAPN

名称名称：接入点名称 (APN) 配置的名称。
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 CHAPCHAP  或 PAPPAP。默认值为 PAPPAP。
用户名用户名和密码密码：用于身份验证的用户名和密码。
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网络地址。
代理服务器端口代理服务器端口：代理服务器端口。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8.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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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理器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在 XenMobile 中，可以为自动连接到 Internet 的应用程序指定连接设置并提供网络。此策略仅适用于 Windows Pocket PC。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网络访问网络访问下方，单击连接管理器连接管理器。将显示连接管理器连接管理器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Windows Mobile/CE Windows Mobile/CE 平台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注意注意：内置办公网络内置办公网络表示所有连接均指向公司的 Intranet，内置内置 Int ernet Int ernet  表示所有连接均指向 Internet。

自动连接到专用网络的应用程序使用自动连接到专用网络的应用程序使用：在列表中，单击内置办公网络内置办公网络或内置内置 Int ernet Int ernet。默认值为内置办公网络内置办公网络。

自动连接到自动连接到 Int ernet   Int ernet  的应用程序使用的应用程序使用：在列表中，单击内置办公网络内置办公网络或内置内置 Int ernet Int ernet。默认值为内置办公网络内置办公网络。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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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计划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创建连接计划策略，用于控制用户的设备连接到 XenMobile 的方式和时间。请注意，对于为 Android for Work 启用的设
备，也可以配置此策略。

可以指定用户需要手动连接其设备、设备永久保持连接状态或设备在定义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连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计划计划。将显示连接计划策略连接计划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8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7. 分别为选择的每个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需要连接设备需要连接设备：单击要为此计划设置的选项。
总是总是：连接永久保持活动状态。在丢失网络连接后，用户设备上的 XenMobile 尝试重新连接到 XenMobile 服务器，并通
过以固定间隔传输控制数据包监视连接。Citrix 建议使用此选项以优化安全性。选择总是总是时（还适用于设备通道策通道策
略略），定义连接超时定义连接超时设置可确保连接不会耗尽电池电量。通过保持连接处于活动状态，您可以根据需要将擦除或锁定等安
全命令推送到设备。还必须在部署到设备的每个策略中选择部署计划部署计划选项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
从不从不：手动进行连接。用户必须从其设备上的 XenMobile 启动连接。Citrix 建议不要对生产部署使用此选项，因为这会阻
止您将安全策略部署到设备，因此，用户从不会收到任何新应用程序或策略。
每隔每隔：按照指定间隔进行连接。如果此选项生效，则当您发送锁定或擦除等安全策略时，XenMobile 将在下次设备连接
时在设备上处理该操作。选择此选项后，将显示每隔每隔 N  N 分钟连接一次分钟连接一次字段，您必须在此处输入分钟数，在经过此分钟数
之后，设备必须重新连接。默认值为 20。
定义计划：如果启用，在丢失网络连接后，用户设备上的 XenMobile 尝试重新连接到 XenMobile 服务器，并在您定义的
时间范围内通过以固定间隔传输控制数据包监视连接。有关如何定义连接时间范围的信息，请参阅定义连接的时间范围。
在此时段内保持永久连接在此时段内保持永久连接：在定义的时间范围内，用户设备必须连接。
要求每个范围内存在一个连接要求每个范围内存在一个连接：在定义的任一时间范围内用户设备必须至少连接一次。
使用本地设备时间而非使用本地设备时间而非 UT C UT C：将定义的时间范围与本地设备时间而非世界协调时间 (UTC) 同步。

定义连接的时间范围

启用下列选项时，将显示一个时间表，您可以利用此时间表设置所需的时间范围。您可以启用其中一个选项，也可以同时启用
两个选项，以满足在指定时间需要永久连接或在特点时限内需要连接的需求。时间表中的每个方格代表 30 分钟，因此，如果
您希望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8:00 到上午 9:00 之间连接，应单击时间表上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8:00 到上午 9:00 之间的两个方格。

例如，下图中的两个时间表需要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8:00 到上午 9:00 之间进行永久连接，在周六上午 12:00 到周日上午 1:0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onnection-scheduling-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bd4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onnection-scheduling-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b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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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永久连接，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5:00 到上午 8:00 或上午 10:00 到下午 11:00 点之间至少有一个连接。

8.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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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CardDAV)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从而向用户的 iOS 或 macOS 设备添加 iOS 联系人 (CardDAV) 帐户，使用户可以将其
联系人数据与任何支持 CardDAV 的服务器同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方，单击联系人联系人 CardDAV CardDAV。此时将显示 CardDAV CardDAV 策略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帐户说明帐户说明：键入帐户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CardDAV 服务器的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端口端口：键入连接到 CardDAV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此字段为必填字段。默认值为 84 4 384 4 3。
主体主体 URL URL：键入用户日历的基本 URL。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的登录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用户密码。
使用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连接到 CardDAV 服务器。默认值为开。。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以下设置：

帐户说明帐户说明：键入帐户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CardDAV 服务器的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端口端口：键入连接到 CardDAV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此字段为必填字段。默认值为 84 4 384 4 3。
主体主体 URL URL：键入用户日历的基本 URL。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的登录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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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连接到 CardDAV 服务器。默认值为开。。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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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操作系统更新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通过“控制操作系统更新”设备策略，可以：

将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新部署到受监督的 iOS 和 Samsung SAFE 设备。

对于运行 iOS 10.3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控制操作系统更新”在受监督的设备上有效。对于运行 iOS 10.3 之前的版本的设
备，“控制操作系统更新”同时在受监督的设备上以及注册了 DEP 的设备上有效。

将最新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更新部署到注册了 DEP 并且运行 macOS 10.11.5 及更高版本的 macOS 设备。

对于 Samsung SAFE 设备，XenMobile 会将“控制操作系统更新”策略发送到 Secure Hub，后者随后会将该策略应用到设备。
XenMobile Server 发送策略时以及设备接收策略时，都会显示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页面。

操作系统更新选项操作系统更新选项：这两个选项都将根据操作系统更新频率操作系统更新频率将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新下载到受监督设备。设备将提示用户安装
更新。提示在用户解锁设备后可见。
操作系统更新频率操作系统更新频率：确定 XenMobile 检查和更新设备操作系统的频率。默认值为 7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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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更新选项操作系统更新选项： 这两个选项都将根据操作系统更新频率操作系统更新频率下载最新的 macOS 更新。可以选择通过提供更新的 App Store

来安装更新或通知用户。
操作系统更新频率操作系统更新频率：确定 XenMobile 检查和更新设备操作系统的频率。默认值为 77  天。

对于 iOS 和 macOS，XenMobile 不向设备部署“控制操作系统更新”策略。相反，XenMobile 将使用该策略向设备发送以下
MDM 命令：

安排操作系统更新扫描：请求设备在后台扫描操作系统更新。（对 iOS 是可选的）
可用的操作系统更新：查询设备中的可用操作系统更新列表。
安排操作系统更新：请求设备执行 macOS 更新、应用程序更新或两者。因此，设备操作系统负责确定何时应下载或安装操
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更新。

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 >  > 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常规常规))页面显示安排的操作系统更新扫描、可用的操作系统更新和安排的 macOS 和应用程序更新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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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更新操作的状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 >  > 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交付组交付组)) 页面。

要了解可用操作系统更新列表和最后一次安装尝试等详细信息，请转至管理管理 >  > 设备设备 >  > 设备详细信息设备详细信息((属性属性))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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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Enterprise FOTA（又称为 E-FOTA）允许您确定设备更新的时间以及要使用的固件版本。要使用 E-FOTA，请执行以
下操作：

1. 使用您从 Samsung 接收的密钥和许可证信息创建一条“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

2. 创建“控制操作系统更新”设备策略以启用 Enterprise FOT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amsung-mdm-license-key-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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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启用 Ent erprise FOT A Ent erprise FOT A： 设置为开开。
Ent erprise FOT A Ent erprise FOT A 许可证密钥许可证密钥： 选择“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名称。

注意
有关配置策略的常规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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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应用程序复制到 Samsung 容器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指定将设备上已经安装的应用程序复制到受支持 Samsung 设备上的 SEAMS 容器或 KNOX 容器（有关受支持设备的信
息，请参阅 Samsung 的 Samsung KNOX Supported Devices（Samsung KNOX 支持的设备）页面）。复制到 SEAMS 容器的
应用程序在用户的主屏幕上可用；复制到 KNOX 容器的应用程序仅当用户登录 KNOX 容器时可用。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设备必须在 XenMobile 上注册。
必须部署 Samsung MDM 密钥（ELM 和 KLM）（有关操作方法，请参阅 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
应用程序已经安装到设备上
在设备上初始化 KNOX 以将应用程序复制到 KNOX 容器。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方，单击将应用程序复制到将应用程序复制到 Samsung  Samsung 容器容器。此时将显示将应用程序复制到将应用程序复制到 Samsung  Samsung 容器策容器策
略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8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7. 为选择的每个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新建应用程序新建应用程序：对于要添加到此列表中的每个应用程序，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键入包 ID，例如，对于 LacingArt 应用程序，请键入 com.mobiwolf .lacingart。
单击保存保存或取消取消。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
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8.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s://www.samsungknox.com/en/products/knox-supported-device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556https://docs.citrix.com

凭据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凭据”设备策略，以使用 XenMobile 中的 PKI 配置启用集成身份验证，例如 PKI 实体、密钥库、凭据
提供程序或服务器证书。有关凭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

可以为 iOS、macOS、Android、Android for Work、Windows Desktop/Tablet、Windows Mobile/CE 和 Windows Phone 设
备创建凭据策略。每种平台需要一组不同的值，本文将对此进行介绍。

iOS 设置

macOS 设置

Android 和 Android for Work 设置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Windows Mobile/CE 设置

Windows Phone 设置

创建此策略前，需要具有计划用于各平台的凭据信息，以及任何证书和密码。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方，单击凭据凭据。此时将显示凭据策略凭据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redentials-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6e7c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redentials-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853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redentials-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1e2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redentials-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b96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redentials-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c38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redentials-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b9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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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用于此策略的凭据类型，然后输入所选凭据的以下信息：
证书证书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输入凭据的唯一名称。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并导航到凭据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密钥库密钥库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输入凭据的唯一名称。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并导航到凭据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密码密码：输入凭据的密钥库密码。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在列表中，单击凭据提供程序的名称。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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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用于此策略的凭据类型，然后输入所选凭据的以下信息：
证书证书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输入凭据的唯一名称。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凭据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密钥库密钥库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输入凭据的唯一名称。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凭据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密码密码：输入凭据的密钥库密码。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在列表中，单击凭据提供程序的名称。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 Policy scopePolicy scope（策略范围）旁边，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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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用于此策略的凭据类型，然后输入所选凭据的以下信息：
证书证书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键入凭据的唯一名称。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并导航到凭据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密钥库密钥库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键入凭据的唯一名称。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浏览，然后导航到凭据文件的位置，选择此凭据文件。
密码密码：键入凭据的密钥库密码。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在列表中，单击凭据提供程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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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证书类型证书类型：在列表中，单击根证书根证书或客户端证书客户端证书。
如果单击根证书根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存储设备存储设备：在列表中，单击 rootroot（根）、MyMy（我的）或 CACA 以选择凭据的证书存储位置。MyMy（我的）将证书存储在用
户的证书存储中。
位置位置：系统系统是适用于 Windows 10 Tablet 的唯一位置。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证书证书是适用于 Windows 10 Tablet 的唯一凭据类型。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浏览，导航到证书文件的位置，以选择此证书文件。

如果单击客户端证书客户端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位置位置：系统系统是适用于 Windows 10 Tablet 的唯一位置。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密钥库密钥库是适用于 Windows 10 Tablet 的唯一凭据类型。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键入凭据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浏览，导航到证书文件的位置，以选择此证书文件。
密码密码：键入与凭据关联的密码。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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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存储设备存储设备：在列表中，单击凭据的证书存储位置。默认值为 rootroot（根）。选项包括：
特许执行信任颁发机构特许执行信任颁发机构 - 使用属于此存储的证书签名的应用程序将在特许信任级别下运行。
非特许执行信任颁发机构非特许执行信任颁发机构 - 使用属于此存储的证书签名的应用程序将在一般信任级别下运行。
SPC(SPC(软件发行程序证书软件发行程序证书)) - 软件发行程序证书 (SPC) 用于签名 .cab 文件。
rootroot（根）- 包含根证书或自签名证书的证书存储。
CACA - 包含加密信息（包括中间证书颁发机构）的证书存储。
MYMY（我的）- 包含最终用户个人证书的证书存储。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证书是适用于 Windows Mobile/CE 设备的唯一凭据类型。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凭据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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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证书类型证书类型：在列表中，单击根证书根证书或客户端证书客户端证书。
如果单击根证书根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存储设备存储设备：在列表中，单击 rootroot（根）、MyMy（我的）或 CACA 以选择凭据的证书存储位置。MyMy（我的）将证书存储在用
户的证书存储中。
位置位置：“系统”是适用于 Windows Phone 的唯一位置。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证书”是适用于 Windows Phone 的唯一凭据类型。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浏览，导航到证书文件的位置，以选择此证书文件。

如果单击客户端证书客户端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位置位置：系统系统是适用于 Windows Phone 的唯一位置。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密钥库密钥库是适用于 Windows Phone 的唯一凭据类型。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键入凭据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凭据文件路径凭据文件路径：单击浏览浏览，导航到证书文件的位置，以选择此证书文件。
密码密码：键入与凭据关联的密码。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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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 XML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自定义 XML 策略，以在受支持的 Windows 和 Zebra Android 设备上自定义以下功能：

置备，包括配置设备以及启用或禁用功能
设备配置，包括允许用户更改设置和设备参数
软件升级，包括提供要加载到设备中的新软件或缺陷修复（包括应用程序和系统软件）
故障管理，包括接收来自设备的错误和状态报告

对于 Windows 设备：可以在 Windows 中使用 Open Mobile Alliance Device Management (OMA DM) API 创建自己的自定义
XML 配置。本主题中不介绍如何使用 OMA DM API 创建自定义 XML。有关使用 OMA DM AP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Developer Network 站点上的 OMA 设备管理。

对于 Zebra Android 设备：请使用 MX Management System (MXMS) 创建自定义 XML 配置。使用 MXMS API 创建自定义
XML 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有关使用 MXM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Zebra 站点上的 About MX（关于 MX）。

注意
对于 Windows 10 RS2 Phone：用于禁用 Internet Explorer 的自定义 XML 策略或限制策略部署到 Phone 后，浏览器将保持已启用。要

解决此问题，请重新启动 Phone。这是第三方问题。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自定义自定义下方，单击自定义自定义 XML XML。此时将显示自定义自定义 XML  XML 策略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7. 为选择的每个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XML XML 内容内容：键入或复制并粘贴要添加到策略的自定义 XML 代码。

8. 配置部署规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9.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XenMobile 检查 XML 内容语法。内容框下将显示所有语法错误。请先修复所有错误，然后再继续操作。

如果没有语法错误，将显示自定义自定义 XML  XML 策略策略分配页面。

10.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 ，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者，在列表中选择要将策略分配到的一个或多个组。选择的组显示在用于接收用于接收
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列表中。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737369.aspx
http://techdocs.zebra.com/mx/overview/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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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做出的任何更改都会应用到所有平台。

12.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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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er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Windows Defender 是 Windows 10 附带的恶意软件防护功能。可以使用 XenMobile 设备策略 Defender 来为台式机和平板电
脑配置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Microsoft Defender 策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开始键入 Def enderDef ender，然后在搜索结果中单击该名称。此时将显示 Def ender Def ender 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配置以下设置：

允许扫描存档允许扫描存档：允许或不允许 Defender 扫描存档的文件。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启用云保护允许启用云保护：允许或不允许 Defender 向 Microsoft 发送有关恶意软件活动的信息。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完全扫描可移动驱动器允许完全扫描可移动驱动器：允许或不允许 Defender 扫描可移动驱动器，例如 U 盘。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启用允许启用 Windows Def ender  Windows Def ender 实时监视功能实时监视功能：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扫描网络文件允许扫描网络文件：允许或不允许 Defender 扫描网络文件。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用户访问允许用户访问 Windows Def ender UI Windows Def ender UI：指定用户是否可以访问 Windows Defender 用户界面。此设置在下次启动用户设
备时生效。如果此设置为关关，则用户不会收到任何 Windows Defender 通知。默认值为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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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的扩展名排除的扩展名：要从实时扫描或计划的扫描中排除的扩展名。要分隔扩展名，请使用 || 字符。例如，“lib | obj”。
排除的路径排除的路径：要从实时扫描或计划的扫描中排除的路径。要分隔路径，请使用 || 字符。例如，“C:\Example|C:\Example1”。
排除的进程排除的进程：要从实时扫描或计划的扫描中排除的进程。要分隔进程，请使用 || 字符。例
如，“C:\Example.exe|C:\Example1.exe”。
提交示例许可提交示例许可：控制是否向 Microsoft 发送可能需要进一步分析以确定是否是恶意的文件。选项：始终提示始终提示、发送安全示发送安全示
例例、从不发送从不发送、发送所有示例发送所有示例。默认值为发送安全示例发送安全示例。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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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和文件夹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一个策略，用于从 Windows Mobile/CE 设备删除特定的文件或文件夹。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面，单击删除文件和文件夹删除文件和文件夹。此时将显示删除文件和文件夹策略删除文件和文件夹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Windows Mobile/CE Windows Mobile/CE 平台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要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要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对于要删除的每个文件或文件夹，单击“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路径路径：键入文件或文件夹的路径。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文件”或“文件夹”。默认值为“文件”。
单击保存保存将保存此文件或文件夹，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此文件夹或文件夹。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列表，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
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列表，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保
存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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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注册表项和值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一个策略，用于从 Windows Mobile/CE 设备删除特定的注册表项和值。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方，单击删除注册表项和值删除注册表项和值。此时将显示删除注册表项和值删除注册表项和值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Windows Mobile/CE Windows Mobile/CE 平台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要删除的注册表项和值要删除的注册表项和值：对于要删除的每个注册表项和值，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注册表项注册表项：键入注册表项路径。这是必填字段。注册表项路径应以 HKEY_CLASSES_ROOT\ 或 HKEY_CURRENT_USER\

or HKEY_LOCAL_MACHINE\ 或 HKEY_USERS\ 开头。
值值：键入要删除的值名称，或让此字段留空以删除整个注册表项。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此注册表项和值，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此注册表项和值。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列表，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
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列表，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保
存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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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行状况证明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在 XenMobile 中，您可以要求 Windows 10 设备报告其运行状况，方法是让这些设备将特定数据和运行时信息发送给 Health

Attestation Service (HAS) 进行分析。HAS 创建并返回运行状况证明证书，然后，设备将此证书发送给 XenMobile。
XenMobile 收到运行状况证明证书后，根据运行状况证明证书的内容，部署您之前设置的自动操作。

HAS 验证的数据包括：

AIK 是否存在
Bit Locker 状态
启动调试是否已启用
启动管理器修订列表版本
代码完整性是否已启用
代码完整性修订列表版本
DEP 策略
ELAM 驱动程序是否已加载
颁发时间
内核调试是否已启用
PCR

重置计数
重新启动计数
安全模式是否已启用
SBCP 哈希
安全启动是否已启用
测试签名是否已启用
已启用 VSM

已启用 WinP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HealthAttestation CSP 页面。

使用 Microsoft 云配置 DHA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添加新策略。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自定义自定义下方，单击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hardware/dn934876%28v=vs.85%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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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为您选择的各个平台配置此设置：

启用设备运行状况证明启用设备运行状况证明：选择是否需要设备运行状况证明。默认值为关关。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使用本地 Windows DHA 服务器配置 DHA

要本地启用 DHA，请先配置一个 DHA 服务器。然后创建 XenMobile Server 策略以启用本地 DHA 服务。

要配置 DHA 服务器，请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16 技术预览版 5 或更高版本的计算机上安装 DHA 服务器角色。有关说明，
请参阅配置本地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Server。

要使用本地 Windows DHA 服务器配置 DHA，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页面。

2. 如果已创建通过 Microsoft 云启用 DHA 的策略，请跳至步骤 8。

3. 单击添加添加添加新策略。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4.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自定义自定义下方，单击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设备运行状况证明策略信息页面。

5. 在“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6. 单击 NextNext（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7. 在平台平台下，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8. 对于您选择的每个平台：

a. 将启用启用““设备运行状况证明设备运行状况证明””设置为开开。

b. 将配置本地配置本地 Healt h At t est at ion Service Healt h At t est at ion Service  设置为开开。

c. 在本地本地 DHA  DHA 服务服务 FQDN FQDN 中，输入您设置的 DHA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域名。

d. 在本地本地 DHA API  DHA API 版本版本中，选择在 DHA 服务器上安装的 DHA 服务版本。

9.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on-prem-dha-server.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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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受监督的 iOS 和 macOS 设备上设置名称，以便轻松识别设备。可以使用宏、文本或二者的组合定义设备的名称。例
如，要将设备名称设置为设备的序列号，可以使用 ${device.serialnumber}。要将设备的名称设置为用户名和域的组合，可以使
用 ${user.username}@example.com。有关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中的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方，单击设备名称设备名称。此时将显示设备名称策略设备名称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为您选择的平台配置此设置：

设备名称设备名称：键入宏、宏的组合或宏和文本的组合，为每个设备设置唯一名称。例如，使用 ${device.serialnumber} 将设备名
称设置为每个设备的序列号，或使用 ${device.serialnumber} ${ user.username } 使设备名称中包含用户名。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macro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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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配置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教育配置设备策略定义以下对象：

面向教师设备的 Apple“课堂”应用程序设置。

用于在教师与学生设备之间执行客户端身份验证的证书。

在此策略中选择一个班级时，XenMobile 控制台将填写您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配置中的教师和学生。如果此策略中的
Apple“课堂”应用程序设置对所有班级都相同，请创建一个策略。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在搜索框中，开始键入 educat ioneducat ion，然后单击教育配置教育配置。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上，键入策略名称策略名称以识别 XenMobile 中的策略。

在教育配置策略教育配置策略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

单击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列表。此时将显示从您的已连接 Apple School Manager 帐户中获取的班级列表。

1.

2.

3.

4.

5.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573https://docs.citrix.com

从显示名称显示名称中选择班级时，XenMobile 将填写教师和学生。继续添加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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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策略中的班级信息编辑策略中的班级信息

可以向班级添加说明（“课堂”应用程序中的“显示名称”）。还可以添加或删除教师和学生。XenMobile Server 不保存对您的
Apple School Manager 帐户所做的此类更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与 Apple 教育功能相集成中的“管理教师、学生和班级数
据”。

将鼠标悬停在要编辑的班级的添加添加列上，然后单击铅笔图标。

要从策略中删除班级，请将鼠标悬停在要删除的班级的添加添加列上，然后单击垃圾桶图标。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ntegrate-with-apple-edu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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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心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面向 Windows Phone 的企业中心设备策略允许您通过企业中心公司应用商店分发应用程序。

需要具备以下各项才能创建策略：

来自 Symantec 的 AET (.aetx) 签名证书
使用 Microsoft 应用程序签名工具 (XapSignTool.exe) 签名的 Citrix Company Hub 应用程序

注意注意：对于一种 Windows Phone Secure Hub 模式，XenMobile 仅支持一种企业中心策略。例如，要上载 Windows Phone

Secure Hub for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不应该使用不同版本的 Work Home for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 创建多
个企业中心策略。设备注册期间只能部署初始企业中心策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 XenMobile AgentXenMobile Agent  下方单击企业中心企业中心。此时将显示企业中心策略企业中心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Windows PhoneWindows Phone 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上载上载 .aet x  .aet x 文件文件：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 .aetx 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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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签名的企业中心应用程序上载签名的企业中心应用程序：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企业中心应用程序的位置，选择此应用程序。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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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使用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策略在用户设备上配置电子邮件客户端，以允许其访问 Exchange 上托管的企业电子邮
件。可以为 iOS、macOS、Android HTC、Android TouchDown、Android for Work、Samsung SAFE、Samsung KNOX、
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Tablet 创建策略。每个平台都需要一组不同的值，这些值将在以下部分中详细说明。

iOS

macOS

Android HTC

Android TouchDown

Android for Work

Samsung SAFE 和 Samsung KNOX

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Desktop/Tablet

要创建此策略，您需要 Exchange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有关 ActiveSync 设置的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文章
ActiveSync CSP。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 ExchangeExchange。此时将显示 Exchange Exchange 策略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在平台平台下，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部署规则。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windows/hardware/commercialize/customize/mdm/activesync-csp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578https://docs.citrix.com

配置以下设置：

Exchange Act iveSync Exchange Act iveSync 帐户名称帐户名称：键入显示在用户设备上的电子邮件帐户的说明。
Exchange Act iveSync Exchange Act iveSync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地址。
使用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确保用户设备与 Exchange Server 之间的连接安全。默认值为开开。
域域：输入 Exchange Server 所在的域。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domainname 自动查找用户的域名。
用户用户：指定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username 自动查找用户名。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mail 自动查找用户的电子邮件帐户。
密码密码：输入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可选密码。
电子邮件同步时间间隔电子邮件同步时间间隔：在列表中，选择电子邮件与 Exchange Server 同步的频率。默认值为 3 3 天天。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密钥库或密钥库或 PKI) PKI)：如果为 XenMobile 配置了身份提供程序，请在列表中，单击可选身份凭据。仅当 Exchange 需要
执行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时才需要配置此字段。默认值为无无。
授权电子邮件在帐户之间移动授权电子邮件在帐户之间移动：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将电子邮件从此帐户移出到另一个帐户以及从其他帐户转发和答复。默认
值为关关。
仅从电子邮件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件仅从电子邮件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件：选择是否限制用户只能从 iOS 邮件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件。默认值为关关。
禁用最新电子邮件同步禁用最新电子邮件同步：选择是否阻止用户同步最近使用的地址。默认值为关关。此选项仅适用于 iOS 6.0 及更高版本。
启用启用 S/MIME S/MIME：选择此帐户是否支持 S/MIME 身份验证和加密。默认值为关关。设置为开开时，将显示以下两个字段：
签署身份凭据签署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加密身份凭据加密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启用启用““为消息单独设置为消息单独设置 S/MIME” S/MIME”开关开关：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基于每个消息加密传出电子邮件。默认值为关关。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579https://docs.citrix.com

配置以下设置：

Exchange Act iveSync Exchange Act iveSync 帐户名称帐户名称：键入显示在用户设备上的电子邮件帐户的说明。
用户用户：指定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username 自动查找用户名。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mail 自动查找用户的电子邮件帐户。
密码密码：输入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可选密码。
内部内部 Exchange  Exchange 主机主机：如果希望内部和外部 Exchange 主机使用不同的名称，请键入可选内部 Exchange 主机名。
内部服务器端口内部服务器端口：如果希望内部和外部 Exchange Server 使用不同的端口，请键入可选内部 Exchange Server 端口。
内部服务器路径内部服务器路径：如果希望内部和外部 Exchange Server 使用不同的路径，请键入可选内部 Exchange Server 路径。
对内部对内部 Exchange  Exchange 主机使用主机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确保用户设备与内部 Exchange 主机之间的连接安全。默认值为开开。
外部外部 Exchange  Exchange 主机主机：如果希望内部和外部 Exchange 主机使用不同的名称，请键入可选外部 Exchange 主机名。
外部服务器端口外部服务器端口：如果希望内部和外部 Exchange Server 使用不同的端口，请键入可选外部 Exchange Server 端口。
外部服务器路径外部服务器路径：如果希望内部和外部 Exchange Server 使用不同的路径，请键入可选外部 Exchange Server 路径。
对外部对外部 Exchange  Exchange 主机使用主机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确保用户设备与内部 Exchange 主机之间的连接安全。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投递邮件允许投递邮件：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两个 Mac 之间通过无线共享文件，且无须连接到现有网络。默认值为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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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配置显示名称配置显示名称：为此策略键入要在用户设备上显示的名称。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Exchange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用户用户 ID ID：指定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username 自动查找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可选密码。
域域：输入 Exchange Server 所在的域。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domainname 自动查找用户的域名。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mail 自动查找用户的电子邮件帐户。
使用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确保用户设备与 Exchange Server 之间的连接安全。默认值为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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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IP  地址地址：键入 Exchange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域域：键入 Exchange Server 所在的域。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domainname 自动查找用户的域名。
用户用户 ID ID：指定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username 自动查找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可选密码。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mail 自动查找用户的电子邮件帐户。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密钥库或密钥库或 PKI) PKI)：如果为 XenMobile 配置了身份提供程序，请在列表中，单击可选身份凭据。仅当 Exchange 需要
执行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时才需要配置此字段。默认值为无无。
应用程序设置应用程序设置：为此策略选择性添加 TouchDown 应用程序设置。
策略策略：为此策略选择性添加 TouchDown 策略。

配置以下设置：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IP  地址地址：键入 Exchange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域域：键入 Exchange Server 所在的域。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domainname 自动查找用户的域名。
用户用户 ID ID：指定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username 自动查找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可选密码。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mail 自动查找用户的电子邮件帐户。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密钥库或密钥库或 PKI) PKI)：如果为 XenMobile 配置了身份提供程序，请在列表中，单击可选身份凭据。仅当 Exchange 需要
执行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时才需要配置此字段。默认值为无无。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582https://docs.citrix.com

配置以下设置：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IP  地址地址：键入 Exchange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域域：键入 Exchange Server 所在的域。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domainname 自动查找用户的域名。
用户用户 ID ID：指定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username 自动查找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可选密码。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mail 自动查找用户的电子邮件帐户。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密钥库或密钥库或 PKI) PKI)：如果为 XenMobile 配置了身份提供程序，请在列表中，单击可选身份凭据。仅当 Exchange 需要
执行客户端证书身份验证时才需要配置此字段。
使用使用 SSL  SSL 连接连接：选择是否确保用户设备与 Exchange Server 之间的连接安全。默认值为开开。
同步联系人同步联系人：选择是否在用户设备与 Exchange Server 之间启用用户联系人的同步。默认值为开开。
同步日历同步日历：选择是否在用户设备与 Exchange Server 之间启用用户日历的同步。默认值为开开。
默认默认帐户帐户：选择是否将用户的 Exchange 帐户设置为默认帐户，用于从其设备发送电子邮件。默认值为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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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注意注意：此策略不允许您设置用户密码。用户在推送策略后必须从其设备设置该参数。

帐户名称或显示名称帐户名称或显示名称：键入 Exchange ActiveSync 帐户名称。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IP  地址地址：键入 Exchange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域域：输入 Exchange Server 所在的域。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domainname 自动查找用户的域名。
用户用户 ID  ID 或用户名或用户名：指定 Exchange 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username 自动查找用户名。
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此字段中使用系统宏 $user.mail 自动查找用户的电子邮件帐户。
使用使用 SSL  SSL 连接连接：选择是否确保用户设备与 Exchange Server 之间的连接安全。默认值为关关。
同步内容天数同步内容天数：在列表中，请单击要将设备上过去多少天内的所有内容与 Exchange Server 同步。默认值为所有内容所有内容。
频率频率：在列表中，请单击同步从 Exchange Server 发送到设备的数据时要使用的计划。默认值为 When it  arrivesWhen it  arrives（当其到
达时）。
日志记录级别日志记录级别：在列表中，请单击已禁用已禁用、基本基本或高级高级以指定记录 Exchange 活动时的详细级别。默认值为已禁用默认值为已禁用。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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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您可以在 XenMobile 中为用户添加执行某些功能的脚本文件，或者也可添加 Android 设备用户能够在其设备上访问的文档文
件。添加文件时，还可以指定设备上要存储该文件的目录。例如，如果您希望 Android 用户接收公司文档或 .pdf 文件，则可以
将该文件部署到设备，然后将文件位置告知用户。

利用此策略可以添加以下文件类型：
文本文件（.xml、.html、.py 等）
其他文件，如文档、图片、电子表格或演示文稿
仅适用于 Windows Mobile 和 Windows CE：通过 MortScript 创建的脚本文件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方，单击文件文件。此时将显示文件策略文件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要导入的文件要导入的文件：单击“浏览”并导航到要导入的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文件类型文件类型：选择文件文件或脚本脚本。如果选择脚本脚本，将显示立即执行立即执行。选择是否在上载文件后立即执行脚本。默认值为关关。
替换宏表达式替换宏表达式：选择是否将脚本中的宏令牌名称替换为设备或用户属性。默认值为关关。
目标文件夹目标文件夹：在列表中，选择存储已上载文件的位置，或单击新增新增选择未列出的文件位置。此外，还可以使用宏
%XenMobile Folder%\ 或 %Flash Storage%\ 作为路径标识符的开头。
目标文件夹名目标文件夹名：（可选）如果必须在部署到设备上之前更改文件名，请键入一个不同名称。
仅在不同时复制文件仅在不同时复制文件：在列表中，选择是否仅在与现有文件存在差异时复制文件。默认值为仅在文件存在差异时复制文件

配置以下设置：

要导入的文件要导入的文件：单击“浏览”并导航到要导入的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文件类型文件类型：选择文件文件或脚本脚本。如果选择脚本脚本，将显示立即执行立即执行。选择是否在上载文件后立即执行脚本。默认值为关关。
替换宏表达式替换宏表达式：选择是否将脚本中的宏令牌名称替换为设备或用户属性。默认值为关关。
目标文件夹目标文件夹：在列表中，选择存储已上载文件的位置，或单击新增新增选择未列出的文件位置。此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宏作为路
径标识符的开头：

%Flash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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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Folder%\

%Program Files%\

%My Documents%\

%Windows%\

目标文件夹名目标文件夹名：（可选）如果必须在部署到设备上之前更改文件名，请键入一个不同名称。
仅在不同时复制文件仅在不同时复制文件：在列表中，选择是否仅在与现有文件存在差异时复制文件。默认值为仅在文件存在差异时复制文件
只读文件只读文件：选择文件是否为只读文件。默认值为关关。
隐藏文件隐藏文件：选择文件是否显示在文件列表中。默认值为关关。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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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Vault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macOS FileVault 磁盘加密功能通过加密系统卷的内容来保护系统卷。如果在 macOS 设备上启用了 FileVault，每次设备启动
时，用户都将使用其帐户密码进行登录。如果用户丢失了自己的密码，可以通过恢复密钥来解锁磁盘并重置密码。

XenMobile 设备策略“FileVault”将启用 FileVault 用户设置屏幕并配置恢复密钥等设置。有关 FileVaul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 204837。

要添加 FileVault 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注销过程中提示设置注销过程中提示设置 F ileVault F ileVault： 如果设置为开开，则将在接下来的 N 次注销过程中提示用户启用 FileVault，如选项跳过跳过
FileVault  F ileVault  设置的最大次数设置的最大次数所指定。如果设置为关关，FileVault 密码提示将不显示。

在启用了此设置的情况下部署 FileVault 策略后，用户注销设备时将显示以下屏幕。此屏幕向用户提供用于在注销前启用
FileVault 的选项。

如果跳过跳过 F ileVault   F ileVault  设置的最大次数设置的最大次数值不是 0：在关闭了此设置的情况下部署 FileVault 策略并且用户登录后，将显示以
下屏幕。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 20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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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跳过跳过 F ileVault   F ileVault  设置的最大次数设置的最大次数值为 0，或者用户跳过了设置最大次数，则将显示以下屏幕。

注意
有关配置策略的常规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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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以向用户的 iOS 和 macOS 设备添加其他字体。字体必须是 TrueType (.ttf) 或
OpenType (.oft) 字体。不支持字体集合（.ttc 或 .otc）。

注意注意：对于 iOS，此策略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方，单击字体字体。此时将显示字体策略字体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用户可见名称用户可见名称：键入用户在其字体列表中看到的名称。
字体文件字体文件：单击浏览浏览，然后导航到要添加到用户设备的字体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以下设置：

用户可见名称用户可见名称：键入用户在其字体列表中看到的名称。
字体文件字体文件：单击浏览浏览，然后导航到要添加到用户设备的字体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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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布局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为 iOS 主屏幕指定应用程序和文件夹的布局。主屏幕布局设备策略适用于 iOS 9.3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注意
向设备部署多个主屏幕布局策略会导致在设备上产生 iOS 错误。无论是通过此 XenMobile 策略还是通过 Apple Configurator 定义主屏

幕，都存在此限制。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开始键入主屏幕布局主屏幕布局，然后在搜索结果中单击该名称。此时将显示主屏幕布局策略信息主屏幕布局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iOS  窗格。

6. 配置以下设置：

对于要配置的每个屏幕区域（例如基站基站或第第 1  1 页页），单击添加添加。
类型类型：选择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或文件夹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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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应用程序或文件夹在主屏幕上显示的名称。
值值：对于应用程序，为捆绑包标识符。对于文件夹，为捆绑包标识符列表（以逗号分隔）。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删除策略删除策略：选择选择日期选择日期并从日历中选择日期，或选择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并指定天数。
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指定何时允许用户删除主屏幕定义：始终始终  、需要通行码需要通行码（仅当他们提供通行码）或从不从不。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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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iOS 和 Mac OS X 配置文件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将 iOS 和 macOS 设备的设备配置 XML 文件导入到 XenMobile 中。此文件包含您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准备的设备安
全策略和限制。

您可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如本文稍后所述。有关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创建配置文件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Configurator 帮助页面。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自定义自定义下面，单击导入导入 iOS  iOS 和和 macOS  macOS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此时将显示导入导入 iOS  iOS 和和 macOS  macOS 配置文件策略配置文件策略信息页
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8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7. 为您选择的每个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iOS iOS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或 macOS macOS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要导入的配置文件的位置，选择次文件。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要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需要一台运行 macOS 10.7.2 或更高版本的 Apple 计算机。

http://help.apple.com/configurator/mac/1.7.2/#/cadbf9e66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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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将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时，系统将会在设备上安装所选版本的 iOS，同时完全擦除设备上以前存储的任何用户数据或应用程序。

1. 从 iTunes 安装 Apple Configurator。

2. 将 iOS 设备连接到 Apple 电脑。

3. 启动 Apple Configurator。Configurator 显示您有一台设备需要进行监督前的准备工作。

4. 设备监督前准备工作：

a. 将 SupervisionSupervision（监督）控件值切换到 OnOn（开）。如果您打算通过定期重新应用配置来随时维护对设备的控制，Citrix 建议
您选择此设置。

c. 提供设备的名称（可选）。

c. 在 iOS 中，单击 Lat estLat est（最新），获取您要安装的最新版本的 iOS。

5. 当您准备进行设备监督前的准备工作时，请单击 PreparePrepare（准备）。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apple-configurator/id434433123?m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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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Samsung SAFE 的 Kiosk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 Kiosk 策略以便能够指定只能在 Samsung SAFE 设备上使用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应用程序。此策略对旨
在仅运行特定类型或类别的应用程序的企业设备非常有用。此策略还允许您为设备选择处于 Kiosk 模式时设备主屏幕和锁屏界
面墙纸使用的自定义图片。

将将 Samsung SAFE  Samsung SAFE 设备置于设备置于 K iosk  Kiosk 模式模式

1. 在移动设备上启用 Samsung SAFE API 密钥，如 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中所述。此步骤允许您在 Samsung

SAFE 设备上启用策略。

2. 为 Android 设备启用“连接计划策略”，如连接计划设备策略中所述。此步骤允许 Android 设备连接回 XenMobile。

3. 添加 Kiosk 设备策略，如下一节所述。

4. 将这三个设备策略分配给恰当的交付组。考虑是否要在这些交付组中包括其他策略，例如“应用程序清单”。

要从 Kiosk 模式中删除设备，请创建一个 K iosk Kiosk 模式模式设置为禁用禁用的新 Kiosk 设备策略。更新交付组以删除启用了 Kiosk 模式的
Kiosk 策略以及添加禁用了 Kiosk 模式的 Kiosk 策略。

添加添加 K iosk  Kiosk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注意注意：

为 Kiosk 模式指定的所有应用程序必须已安装在用户设备上。
某些选项仅适用于 Samsung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API (MDM) 4.0 及更高版本。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方，单击 K ioskKiosk。此时将显示 K iosk Kiosk 策略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Samsung SAFE Samsung SAFE 平台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Kiosk Kiosk 模式模式：单击启用启用或禁用禁用。默认值为启用启用。单击禁用禁用时，以下所有选项将消失。
Launcher Launcher 软件包软件包：除非您开发了内部启动程序以使用户能够打开一个或多个 Kiosk 应用程序，否则，Citrix 建议您将此字
段留空。如果使用内部启动程序，请输入启动程序应用程序软件包的完整名称。
紧急电话号码紧急电话号码：输入可选电话号码。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此号码与贵公司联系，以查找丢失的设备。仅适用于 MDM 4.0 及更
高版本。
允许使用导航栏允许使用导航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处于 Kiosk 模式时看到和使用导航栏。仅适用于 MDM 4.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
开。。
允许多窗口模式允许多窗口模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处于 Kiosk 模式时使用多个窗口。仅适用于 MDM 4.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amsung-mdm-license-key-poli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connection-scheduling-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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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使用状态栏允许使用状态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处于 Kiosk 模式时看到状态栏。仅适用于 MDM 4.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
允许使用系统栏允许使用系统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处于 Kiosk 模式时看到系统栏。默认值为开。。
允许使用任务管理器允许使用任务管理器：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处于 Kiosk 模式时看到和使用任务管理器。默认值为开开。
更改通用更改通用 SAFE  SAFE 通行码：通行码：  此设置有助于防止无意中更改“通用 SAFE 通行码”字段。将此设置设为关关时，您将无法更改“通用
SAFE 通行码”字段。默认值为关关。
通用通用 SAFE  SAFE 通行码通行码：如果您为所有 Samsung SAFE 设备设置了一个通用通行码策略，请在此字段中输入该可选通行码。
墙纸墙纸
定义主页墙纸定义主页墙纸：选择是否在处于 Kiosk 模式时为主屏幕使用自定义图片。默认值为关关。
主页图片主页图片：启用定义主页墙纸定义主页墙纸时，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图片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定义锁定墙纸定义锁定墙纸：选择是否在处于 Kiosk 模式时为锁定屏幕使用自定义图片。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MDM 4.0 及更高版
本。
锁屏图片锁屏图片：启用定义锁屏墙纸定义锁屏墙纸时，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图片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对于要添加到 Kiosk 模式的每个应用程序，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新应用程序添加新应用程序：输入要添加的应用程序的完整名称。例如，com.android.calendar 允许用户使用 Android 日历应用程
序。
单击保存保存以添加应用程序，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应用程序。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回收站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
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更新列表，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或者，单击取消取消保留列表不变。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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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Android 的 Launcher 配置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使用 Citrix Launcher 可以自定义由 XenMobile 部署的 Android 设备的用户体验。您可以添加 Launcher 配置策略来控制以下
Citrix Launcher 功能：

管理 Android 设备，确保用户只能访问指定的应用程序。
（可选）为 Citrix Launcher 图标指定自定义徽标图片以及为 Citrix Launcher 指定自定义背景图片。
指定用户在退出启动程序前必须输入的密码。

尽管使用 Citrix Launcher 可以应用这些设备级别限制，但 Citrix Launcher 也为用户提供了所需的操作灵活性，允许他们通过内
置访问途径配置设备设置，例如 WiFi 设置、蓝牙设置和设备通行码设置。Citrix Launcher 并不是设备平台在已提供的安全层之
外额外提供的一个安全层。

部署 Citrix Launcher 后，XenMobile 会安装它，取代默认 Android 启动程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键入 LauncherLauncher，然后从列表中选择 Launcher Launcher 配置配置。此时将显示 Launcher Launcher 配置策略配置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Android Android 平台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定义徽标图片定义徽标图片：选择是否为 Citrix Launcher 图标使用自定义徽标图片。默认值为关关。
徽标图片徽标图片：启用定义徽标图片定义徽标图片时，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图片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支持的文件类型包括 PNG、JPG、JPEG

和 GIF。
定义背景图片定义背景图片：选择是否为 Citrix Launcher 背景使用自定义图片。默认值为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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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图片背景图片：启用定义背景图片定义背景图片时，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图片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支持的文件类型包括 PNG、JPG、JPEG

和 GIF。
允许的应用程序允许的应用程序：对于要在 Citrix Launcher 中允许使用的每个应用程序，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新应用程序添加新应用程序：输入要添加的应用程序的完整名称。例如，com.android.calendar 表示 Android 日历应用程序。
单击保存保存以添加应用程序，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应用程序。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
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密码密码：用户必须输入密码才能退出 Citrix Launcher。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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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为 iOS 设备创建 LDAP 策略，以提供与要使用的 LDAP 服务器有关的信息，包括任何必要的帐户信息。此
策略还提供了一组在查询 LDAP 服务器时使用的 LDAP 搜索策略。

配置此策略之前，您需要提供 LDAP 主机名。

iOS 设置

macOS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添加策略。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面，单击 LDAPLDAP。此时将显示 LDAP LDAP 策略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信息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帐户说明帐户说明：输入可选帐户说明。
帐户用户名帐户用户名：输入可选用户名。
帐户密码帐户密码：输入可选密码。此字段仅适用于加密的配置文件。
LDAP LDAP 主机名主机名：输入 LDAP 服务器的主机名。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使用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连接到 LDAP 服务器。默认值为开开。
搜索设置搜索设置：添加查询 LDAP 服务器时要使用的搜索设置。可以根据需要输入任意数量的搜索设置，但至少应添加一个搜索设
置以使帐户有用。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说明说明：输入搜索设置的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范围范围：单击基础基础、一级一级或子树子树以定义要搜索的 LDAP 树的深度。默认值为基础基础。
基础基础搜索搜索基础指向的节点。
一级一级搜索基础节点及其下一级节点。
子树子树搜索基础节点及其所有子节点，而无论深度为何。

搜索基础搜索基础：输入开始搜索时所在节点的路径。例如 ou=people 或 0=example corp。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单击保存保存添加搜索设置，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搜索设置。
为要添加的每个搜索设置重复执行这些步骤。

注意注意：要删除搜索设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桶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
框。单击“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以保留列表。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ldap-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f90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ldap-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e5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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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编辑搜索设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更新列表，然后单击保存保存。或
者，单击取消取消保留列表不变。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以下设置：

帐户说明帐户说明：输入可选帐户说明。
帐户用户名帐户用户名：输入可选用户名。
帐户密码帐户密码：输入可选密码。此字段仅适用于加密的配置文件。
LDAP LDAP 主机名主机名：输入 LDAP 服务器的主机名。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使用使用 SSL SSL：选择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连接到 LDAP 服务器。默认值为开开。
搜索设置搜索设置：添加查询 LDAP 服务器时要使用的搜索设置。可以根据需要输入任意数量的搜索设置，但至少应添加一个搜索设
置以使帐户有用。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说明说明：输入搜索设置的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范围范围：单击基础基础、一级一级或子树子树以定义要搜索的 LDAP 树的深度。默认值为基础基础。
基础基础搜索搜索基础指向的节点。
一级一级搜索基础节点及其下一级节点。
子树子树搜索基础节点及其所有子节点，而无论深度为何。

搜索基础搜索基础：输入开始搜索时所在节点的路径。例如 ou=people 或 0=example corp。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单击保存保存添加搜索设置，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搜索设置。
为要添加的每个搜索设置重复执行这些步骤。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搜索设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桶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
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搜索设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更新列表，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
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中，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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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定位设备策略以强制实施地理边界。用户超出定义的边界（也称为地理围栏）时，XenMobile 可以执
行某些操作。例如，您可以配置策略以在用户超出定义的外围时向用户发出警告消息。您还可以配置策略以在用户超出外围时
立即或延迟一段时间后擦除用户的公司数据。有关安全操作的信息（例如启用跟踪和定位设备），请参阅设备中的“执行安全操
作”部分。 

可以为 iOS 和 Android 创建定位设备策略。每种平台需要一组不同的值，本文将对此进行介绍。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位置位置。此时将显示定位策略定位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以下设置：

定位超时定位超时：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秒秒或分钟分钟以设置 XenMobile 尝试修复设备位置的频率。有效值为 60-900 秒或 1-15

分钟。默认值为 1 分钟。
跟踪持续时间跟踪持续时间：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小时小时或分钟分钟以设置 XenMobile 跟踪设备的时间长度。有效值为 1-6 小时或 1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bc4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601https://docs.citrix.com

360 分钟。默认值为 6 小时。
准确度准确度：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米米、英尺英尺或码码以设置 XenMobile 跟踪设备的接近程度。有效值为 10-5000 码或米，
或者 30-15000 英尺。默认值为 328 英尺。
禁用定位服务时报告禁用定位服务时报告：选择禁用 GPS 时设备是否向 XenMobile 发送报告。默认值为关关。
地理围栏地理围栏

启用地理围栏时，请配置以下设置：

半径半径：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要用于衡量半径的单位。默认值为 16,400 英尺。半径的有效值如下：
164-164000 英尺
50-50000 米
54-54680 码
1-31 英里

中心点纬度中心点纬度：键入纬度（例如 37.787454）以定义地理围栏中心点的纬度。
中心点经度中心点经度：键入经度（例如 122.402952）以定义地理围栏中心点的经度。
超出边界时警告用户超出边界时警告用户：选择用户超出定义的边界时是否发出警告消息。默认值为关关。不需要连接到 XenMobile 即可显示警
告消息。
超出边界时擦除公司数据超出边界时擦除公司数据：选择当用户超出边界时是否擦除用户设备。默认值为关关。启用此选项时，将显示本地擦除延迟本地擦除延迟字
段。
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秒秒或分钟分钟以设置从用户设备中擦除公司数据之前延迟的时间长度。这使用户有机会在
XenMobile 选择性擦除其设备之前返回到允许的位置。默认值为 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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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询间隔轮询间隔：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分钟分钟、小时小时或天天以设置 XenMobile 尝试修复设备位置的频率。有效值为 1-1440 分
钟、1-24 小时或任意天数。默认值为 10 分钟。将此值设置为小于 10 分钟可能会对设备的电池寿命产生不利影响。
禁用定位服务时报告禁用定位服务时报告：选择禁用 GPS 时设备是否向 XenMobile 发送报告。默认值为关关。
地理围栏地理围栏

启用地理围栏时，请配置以下设置：

半径半径：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要用于衡量半径的单位。默认值为 16,400 英尺。半径的有效值如下：
164-164000 英尺
1-50 千米
50-50000 米
54-54680 码
1-31 英里

中心点纬度中心点纬度：键入纬度（例如 37.787454）以定义地理围栏中心点的纬度。
中心点经度中心点经度：键入经度（例如 122.402952）以定义地理围栏中心点的经度。
超出边界时警告用户超出边界时警告用户：选择用户超出定义的边界时是否发出警告消息。默认值为关关。不需要连接到 XenMobile 即可显示警
告消息。
设备连接到设备连接到 XenMobile  XenMobile 以刷新策略以刷新策略：为用户超出边界时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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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边界时不执行任何操作超出边界时不执行任何操作：不执行任何操作。这是默认值。
超出边界时擦除公司数据超出边界时擦除公司数据：指定时间长度后擦除公司数据。启用此选项时，将显示本地擦除延迟本地擦除延迟字段。
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秒或分钟以设置从用户设备中擦除公司数据之前延迟的时间长度。这使用户有机会在
XenMobile 选择性擦除其设备之前返回到允许的位置。默认值为 0 秒。

锁定延迟锁定延迟：指定时间长度后锁定用户设备。启用此选项时，将显示锁定延迟锁定延迟字段。
键入数值，然后在列表中单击秒或分钟以设置锁定用户设备之前延迟的时间长度。这使用户有机会在 XenMobile 锁定
其设备之前返回到允许的位置。默认值为 0 秒。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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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邮件设备策略以在用户的 iOS 或 macOS 设备上配置电子邮件帐户。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添加策略。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单击邮件邮件。此时将显示邮件策略邮件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邮件策略平台邮件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8 以了解如何设置平台部署规则。

7. 为选择的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帐户说明帐户说明：键入在“邮件”和“设置”应用程序中显示的帐户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帐户类型帐户类型：选择 IMAP 或 POP 以选择要对用户帐户使用的协议。默认值为 IMAP。选择 POP 时，以下路径路径前缀选项将消
失。
路径前缀路径前缀：键入 INBOX 或您的 IMAP 邮件帐户路径前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用户显示名称用户显示名称：键入要对邮件及为实现其他目的而使用的完整用户名。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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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键入帐户的完整电子邮件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传入电子邮件设置传入电子邮件设置
电子邮件服务器主机名电子邮件服务器主机名：键入传入电子邮件服务器主机名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电子邮件服务器端口电子邮件服务器端口：键入传入邮件服务器端口号。默认值为 143。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电子邮件帐户的用户名。此名称通常与电子邮件地址中 @ 字符前面的部分相同。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选择要使用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选中无无时，以下密码密码字段将消失。
密码密码：键入传入邮件服务器的可选密码。
使用使用 SSL：选择传入邮件服务器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关关。

传出电子邮件设置传出电子邮件设置
电子邮件服务器主机名电子邮件服务器主机名：输入传出邮件服务器主机名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电子邮件服务器端口电子邮件服务器端口：键入传出邮件服务器端口号。如果未输入端口号，将使用指定协议的默认端口。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电子邮件帐户的用户名。此名称通常与电子邮件地址中 @ 字符前面的部分相同。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选择要使用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密码密码：键入传出邮件服务器的可选密码。
传出密码和传入密码相同传出密码和传入密码相同：选择传入和传出密码是否相同。默认值为关关，表示密码不相同。
使用使用 SSL：选择传出邮件服务器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关关。

策略策略
注意注意：对于 iOS 设置，这些选项仅适用于 iOS 5.0 及更高版本。对于 macOS 不存在任何限制。
授权电子邮件在帐户之间移动授权电子邮件在帐户之间移动：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将电子邮件从此帐户移出到另一个帐户以及从其他帐户转发和答复。默
认值为关关。
仅从邮件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件仅从邮件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件：选择是否限制用户只能从 iOS 邮件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件。
禁用最新邮件同步禁用最新邮件同步：选择是否阻止用户同步最近使用的地址。默认值为关关。此选项仅适用于 iOS 6.0 及更高版本。
允许投递邮件允许投递邮件：选择是否允许对运行 iOS 9.2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使用 Apple 投递邮件。默认值为关关。
启用启用 S/MIME：选择此帐户是否支持 S/MIME 身份验证和加密。默认值为关关。设置为开时，将显示以下两个字段。
签署身份凭据签署身份凭据：选择要使用的签名凭据。
加密身份凭据加密身份凭据：选择要使用的加密凭据。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 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 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选择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8.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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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域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定义应用到电子邮件和 Safari 浏览器的托管域。托管域可以控制哪些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Safari 打开从域下载的文档，从而
保护企业数据。

对于 iOS 8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管设备，请指定 URL 或子域以控制用户通过浏览器打开文档、附件或下载内容的方式。对于 iOS

9.3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设备，可以在 Safari 中指定用户能够从中保存密码的 URL。

有关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的步骤，请参阅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用户向域不在托管电子邮件域列表上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时，在用户的设备上此邮件将带有标记，以警告用户正在向企业域
外部的人员发送邮件。

对于文档、附件或下载内容等项目：当用户使用 Safari 从位于托管 Web 域列表上的 Web 域打开某个项目（文档、附件或下载
内容）时，将由合适的企业应用程序打开此项目。如果此项目所在的 Web 域不在托管 Web 域列表上，用户无法使用合适的企
业应用程序打开此项目。必须使用未托管的个人应用程序打开。

对于受监督的设备，即使您未指定 Safari 密码自动填充域：如果设备配置为暂时多用户，用户将无法保存密码。但是，如果设
备未配置为暂时多用户，用户可以保存所有密码。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面，单击托管域托管域。此时将显示托管域策略托管域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平台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托管域托管域
取消标记电子邮件域取消标记电子邮件域：对于要包含在列表中的每个电子邮件域，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托管电子邮件域托管电子邮件域：键入电子邮件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电子邮件域，或者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电子邮件域。

托管托管 Safari Web 域域：对于要包含在列表中的每个 Web 域，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托管托管 Web 域域：键入 Web 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 Web 域，或者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 Web 域。

Safari 密码自动填充域密码自动填充域：
对于要包含在列表中的每个自动填充域，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Safari 密码自动填充域密码自动填充域：键入自动填充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自动填充域，或者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自动填充域。

如何指定域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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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
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更改列表，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
更改的列表，或者单击取消取消。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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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M 选项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一个设备策略，用于在受监督的 iOS 7.0 及更高版本的手机设备上管理“查找我的 iPhone/iPad 激活
锁”。有关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的步骤，请参阅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激活锁是一项“查找我的 iPhone/iPad”功能，用于阻止重新激活丢失或被盗的受监督设备。激活锁需要用户的 Apple ID 和密
码，之后用户才能关闭“查找我的 iPhone/iPad”、擦除设备或重新激活设备。对于组织拥有的设备，绕过激活锁是（例如）重置
或重新分配设备的必要操作。

要启用激活锁，请配置并部署“XenMobile MDM 选项”设备策略。之后可以从 XenMobile 控制台管理设备，而不需要用户的
Apple 凭据。要绕过激活锁的 Apple 凭据要求，请从 XenMobile 控制台发出“激活锁绕过”安全操作。

例如，如果用户在执行完全擦除操作之前或之后归还了丢失的手机或设置了设备：手机提示输入 iTunes 帐户凭据时，可以通过
从 XenMobile 控制台发出“激活锁绕过”安全操作来绕过该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面，单击 MDM 选项选项。此时将显示 MDM 选项策略选项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MDM 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启用激活锁启用激活锁：选择是否要在部署此策略的设备上启用激活锁。默认值为关关。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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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通过部署“MDM 选项”设备策略启用激活锁后：当您在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页面上选择这些设备并单击安全安全时，将显示安全操作激活锁激活锁
绕过绕过。通过“激活锁绕过”，可以在设备激活之前从受监督的设备中删除激活锁，而不需要知晓设备用户的 Apple ID 和密码。可
以在执行完全擦除操作之前或之后向设备发送“激活锁绕过”安全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操作”一文中的绕过 iOS 激
活锁。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18577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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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信息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设备策略以指定贵组织从 XenMobile 推送到 iOS 设备的警报消息信息。此策略适用于 iOS 7 及更高
版本的设备。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单击组织信息组织信息。此时将显示组织信息策略组织信息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如有需要，请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平台信息平台信息页面。

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运行 XenMobile 的组织的名称。
地址地址：键入组织的地址。
电话电话：键入组织的技术支持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键入技术支持电子邮件地址。
魔术字魔术字：键入用于描述组织托管的服务的单词或短语。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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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码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根据贵组织的标准在 XenMobile 中创建通行码策略。可以要求在用户设备上输入通行码，并且可以设置各种格式和通行码
规则。您可以为 iOS、macOS、Android、Samsung KNOX、Android for Work、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Desktop/Tablet 创建策略。每种平台需要一组不同的值，本文将对此进行介绍。

iOS 设置

macOS 设置

Android 设置

Samsung KNOX 设置

Android for Work 设置

Windows Phone 设置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单击通行码通行码。此时将显示通行码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iOS 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asscode-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ea6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asscode-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663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asscode-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ee3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asscode-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d3cc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asscode-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84f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asscode-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4b2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asscode-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69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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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需要需要通行码： 选择此选项以要求输入通行码并显示 iOS 通行码设备策略的配置选项。页面将展开以允许您配置通行码要
求、通行码安全性和策略设置的相关设置。
通行码要求通行码要求
最小长度最小长度：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的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6。。
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 选择是否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简单通行码是指重复或连续的字符集。默认值为开。。
需含字符需含字符： 选择是否要求通行码至少包含一个字母。默认值为关关。
符号数下限符号数下限：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必须包含的符号数量。默认值为 0。

通行码安全通行码安全
设备锁定宽限期设备锁定宽限期(不活动分钟不活动分钟)：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必须输入通行码以解锁锁定设备之前的时间长度。默认值为无无。
此时间后锁定设备此时间后锁定设备(不活动分钟数不活动分钟数)： 在列表中，单击设备在锁定之前可以不活动的时间长度。默认值为“无”。
通行码有效期限通行码有效期限(1 - 730 天天)： 键入有效天数，超过此天数后，通行码将过期。有效值为 1-730。默认值为 0，表示通行
码永不过期。
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0-50)： 键入要保存的使用过的密码数量。用户无法使用在此列表中找到的任何密码。有效
值为 0-50。默认值为 0，表示用户可以重复使用密码。
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上限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上限：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在成功登录之前可以失败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后，设备将被完全擦除。默
认值为未定义未定义。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 macO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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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需要通行码需要通行码： 选择此选项以要求输入通行码并显示 iOS 通行码设备策略的配置选项。页面将展开以允许您配置通行码要
求、通行码安全性和策略设置的相关设置。
如果未启用需要通行码需要通行码，请在尝试登录失败后的延迟时间尝试登录失败后的延迟时间(分钟分钟)旁边，键入允许用户重新输入其通行码之前延迟的分钟数。
如果启用需要通行码需要通行码，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通行码要求通行码要求
最小长度最小长度：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的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6。。
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 选择是否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简单通行码是指重复或连续的字符集。默认值为开。。
需含字符需含字符： 选择是否要求通行码至少包含一个字母。默认值为关关。
符号数下限符号数下限：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必须包含的符号数量。默认值为 0。

通行码安全通行码安全
设备锁定宽限期设备锁定宽限期(不活动分钟不活动分钟)：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必须输入通行码以解锁锁定设备之前的时间长度。默认值为无无。
此时间后锁定设备此时间后锁定设备(不活动分钟数不活动分钟数)： 在列表中，单击设备在锁定之前可以不活动的时间长度。默认值为无无。
通行码有效期限通行码有效期限(1 - 730 天天)： 键入有效天数，超过此天数后，通行码将过期。有效值为 1-730。默认值为 0，表示通行
码永不过期。
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0-50)： 键入要保存的使用过的密码数量。用户无法使用在此列表中找到的任何密码。有效
值为 0-50。默认值为 0，表示用户可以重复使用密码。
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上限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上限：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在成功登录之前可以失败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后，设备将被锁定。默认值
为未定义未定义。
尝试登录失败后的延迟时间尝试登录失败后的延迟时间(分钟分钟)： 键入允许用户重新输入其通行码之前延迟的分钟数。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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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配置 Android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注意注意： Android 的默认值为关关。

需要需要通行码： 选择此选项以要求输入通行码并显示 Android 通行码设备策略的配置选项。页面将展开以允许您配置通行码要
求、通行码安全性、加密和 Samsung SAFE 的相关设置。
通行码要求通行码要求
最小长度最小长度：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的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6。
生物特征识别生物特征识别： 选择是否启用生物特征识别。如果启用此选项，需含字符字段将隐藏。默认值为关关。
需含字符需含字符： 在列表中，单击“无限制”、“数字和字母”、“仅限数字”或“仅限字母”以配置通行码的组成方式。默认值为“无限
制”。
高级规则高级规则： 选择是否应用高级通行码规则。此选项适用于 Android 3.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启用高级规则高级规则时，请在以下每个列表中，单击通行码必须包含的每种字符类型的最小数量：
符号符号： 符号的最小数量。
字母字母： 字母的最小数量。
小写字母小写字母： 小写字母的最小数量。
大写字母大写字母： 大写字母的最小数量。
数字或符号数字或符号： 数字或符号的最小数量。
数字数字： 数字的最小数量。

通行码安全通行码安全
此时间后锁定设备此时间后锁定设备(不活动分钟数不活动分钟数)： 在列表中，单击设备在锁定之前可以不活动的时间长度。默认值为无无
通行码有效期限通行码有效期限(1 - 730 天天)： 键入有效天数，超过此天数后，通行码将过期。有效值为 1-730。默认值为 0，表示通行
码永不过期。
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0-50)： 键入要保存的使用过的密码数量。用户无法使用在此列表中找到的任何密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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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50。默认值为 0，表示用户可以重复使用密码。
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上限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上限：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在成功登录之前可以失败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后，设备将被擦除。默认值
为未定义未定义。

加密加密
启用加密启用加密： 选择是否启用加密。此选项适用于 Android 3.0 及更高版本。无论需要通行码需要通行码设置为何，此选项都可用。

注意注意： 要加密其设备，用户必须首先具有充电电池并将此设备接通电源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以便进行加密。如果
中断加密过程，可能会丢失其设备上的部分或全部数据。设备加密后，过程无法逆转，除非执行出厂重置，但这样
会擦除设备上的所有数据。

Samsung SAFE
对所有用户使用相同的通行码对所有用户使用相同的通行码： 选择是否对所有用户使用相同的通行码。默认值为关关。此设置仅适用于 Samsung SAFE

设备，无论需要通行码需要通行码设置为何，此选项都可用。
启用对所有用户使用相同的通行码对所有用户使用相同的通行码时，在通行码通行码字段键入供所有用户使用的通行码。
如果启用需要通行码需要通行码，可以配置以下 Samsung SAFE 设置：
更改的字符更改的字符： 键入以前的通行码中用户必须更改的字符数量。默认值为 0。
字符可以出现的次数字符可以出现的次数： 键入某个字符可以在通行码中出现的最大次数。默认值为 0。
字母序列长度字母序列长度： 键入通行码中字母序列的最大长度。默认值为 0。
数字序列长度数字序列长度： 键入通行码中数字序列的最大长度。默认值为 0。
允许用户将密码设为可见允许用户将密码设为可见： 选择用户是否可以将通行码设为可见。默认值为开开。
配置生物特征身份验证配置生物特征身份验证。选择是否启用生物特征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关关。如果将其设置为开开，则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允许指纹允许指纹。选择是否允许用户使用指纹进行身份验证。
允许虹膜允许虹膜。选择是否允许用户使用虹膜进行身份验证。

禁止的字符禁止的字符： 可以创建禁止的字符串以阻止用户使用 password、pwd、welcome、123456、111111 等很容易被猜到
的不安全字符串。对于要拒绝的每个字符串，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禁止的字符禁止的字符： 键入用户不能使用的字符串。
单击保存保存以添加字符串，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字符串。

注意注意： 要删除现有字符串，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
认对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字符串，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
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配置 Samsung KNOX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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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通行码要求通行码要求
最小长度最小长度：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的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6。。
允许用户将密码设为可见允许用户将密码设为可见： 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将密码设为可见。
禁止的字符禁止的字符： 可以创建禁止的字符串以阻止用户使用 password、pwd、welcome、123456、111111 等很容易被猜到的
不安全字符串。对于要拒绝的每个字符串，请单击“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禁止的字符禁止的字符： 键入用户不能使用的字符串。
单击保存保存以添加字符串，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字符串。

注意注意： 要删除现有字符串，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
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字符串，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
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最小数目最小数目
更改的字符更改的字符： 键入以前的通行码中用户必须更改的字符数量。默认值为 0。
符号符号： 键入通行码中所需符号的最小数量。默认值为 0。

最大数目最大数目
字符可以出现的次数字符可以出现的次数： 键入某个字符可以在通行码中出现的最大次数。默认值为 0。
字母序列长度字母序列长度： 键入通行码中字母序列的最大长度。默认值为 0。
数字序列长度数字序列长度： 键入通行码中数字序列的最大长度。默认值为 0。

通行码安全通行码安全
此时间后锁定设备此时间后锁定设备(不活动分钟数不活动分钟数)： 在列表中，单击设备在锁定之前可以不活动的秒数。默认值为无无。
通行码有效期限通行码有效期限(1 - 730 天天)： 键入有效天数，超过此天数后，通行码将过期。有效值为 1-730。默认值为 0，表示通行
码永不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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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0-50)： 键入要保存的使用过的密码数量。用户无法使用在此列表中找到的任何密码。有效
值为 0-50。默认值为 0，表示用户可以重复使用密码。
如果超过失败登录尝试次数，设备将锁定如果超过失败登录尝试次数，设备将锁定：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在成功登录之前能够失败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后，设备
将被锁定。默认值为未定义未定义。
如果超过失败登录尝试次数，设备将被擦除如果超过失败登录尝试次数，设备将被擦除：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在成功登录之前能够失败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后，将
从设备中擦除 KNOX 容器（以及 KNOX 数据）。擦除后，用户需要重新初始化 KNOX 容器。默认值为未定义未定义。

配置 Android for Work 设置

为设备通行码和 Work Challenge 配置以下设置：

需要设备通行码：需要设备通行码： 启用此设置将要求输入通行码以及显示“Android for Work 通行码”设备策略的配置选项。页面将展开以允
许您配置通行码要求和通行码安全性的相关设置。默认值为关关。
需要需要 Work Challenge：： 启用此设置将要求用户完成安全挑战才能访问 Android for Work 工作配置文件中运行的应用程
序。页面将展开以允许您配置通行码要求和通行码安全性的相关设置。此选项不适用于 Android 7.0 之前的 Android 设备。
默认值为关关。
通行码要求通行码要求
最小长度最小长度：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的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6。。
生物特征识别生物特征识别： 选择是否启用生物特征识别。如果启用此选项，需含字符需含字符字段将隐藏。默认值为关关。请注意，目前尚不
支持此功能。
需含字符需含字符： 在列表中，单击无限制无限制、数字和字母数字和字母、仅限数字仅限数字或仅限字母仅限字母以配置通行码的组成方式。
对于设备通行码： 默认值为无限制无限制。
对于 Work Challenge： 请仅对运行 Android 7.0 的设备使用无限制无限制。Android 7.1 及更高版本不遵从无限制无限制设置。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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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数字和字母数字和字母。
高级规则高级规则： 选择是否应用高级通行码规则。此选项不适用于 Android 5.0 之前的 Android 设备。默认值为关关。
启用高级规则高级规则时，请在以下每个列表中，单击通行码必须包含的每种字符类型的最小数量：
符号符号： 符号的最小数量。
字母字母： 字母的最小数量。
小写字母小写字母： 小写字母的最小数量。
大写字母大写字母： 大写字母的最小数量。
数字或符号数字或符号： 数字或符号的最小数量。
数字数字： 数字的最小数量。

通行码安全通行码安全
此时间后锁定设备此时间后锁定设备(不活动分钟数不活动分钟数)： 在列表中，单击设备在锁定之前可以不活动的分钟数。默认值为无无
通行码有效期限通行码有效期限(1 - 730 天天)： 键入有效天数，超过此天数后，通行码将过期。有效值为 1-730。默认值为 0，表示通行
码永不过期。
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0-50)： 键入要保存的使用过的密码数量。用户无法使用在此列表中找到的任何密码。有效
值为 0-50。默认值为 0，表示用户可以重复使用密码。
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上限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上限：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在成功登录之前能够失败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后，将从设备中擦除 KNOX

容器（以及 KNOX 数据）。擦除后，用户需要重新初始化 KNOX 容器。默认值为未定义未定义。

配置 Windows Phone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需要通行码需要通行码： 选择此选项将不要求提供 Windows Phone 设备的通行码。默认值为开开，即需要使用通行码。禁用此设置时，
页面折叠，不再显示以下选项。
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 选择是否允许使用简单通行码。简单通行码是指重复或连续的字符集。默认值为关。
通行码要求通行码要求
最小长度最小长度：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的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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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含字符需含字符： 在列表中单击数字或字母数字数字或字母数字、仅限字母仅限字母或仅限数字仅限数字以配置通行码的组成方式。默认值为仅限字母仅限字母。
符号数下限符号数下限： 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必须包含的符号数量。默认值为 1。

通行码安全通行码安全
此时间后锁定设备此时间后锁定设备(不活动分钟数不活动分钟数)： 键入设备在锁定之前可以不活动的分钟数。默认值为 0。
通行码在通行码在 0 - 730 天内有效天内有效： 键入有效天数，超过此天数后，通行码将过期。有效值为 0-730。默认值为 0，表示通行
码永不过期。
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保存的以前用过的密码数量(0-50)： 键入要保存的使用过的密码数量。用户无法使用在此列表中找到的任何密码。有效
值为 0-50。默认值为 0，表示用户可以重复使用密码。
擦除前的最大失败登录尝试次数擦除前的最大失败登录尝试次数(0 - 999)： 键入用户在成功登录之前能够失败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后，将擦除设备中的
企业数据。默认值为 0。

配置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不允许便捷登录不允许便捷登录： 选择是否允许用户使用图片密码或生物特征登录访问其设备。默认值为关关。
最小通行码长度最小通行码长度：在列表中，单击通行码的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6。。
擦除前的通行码尝试次数上限擦除前的通行码尝试次数上限： 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在成功登录之前可以失败的次数，超过此次数后，将擦除设备中的企业
数据。默认值为 4。。
通行码有效期限通行码有效期限(0 - 730 天天)： 键入有效天数，超过此天数后，通行码将过期。有效值为 0-730。默认值为 0，表示通行码
永不过期。
通行码历史记录通行码历史记录: (1-24)： 键入要保存的使用过的通行码数量。用户无法使用在此列表中找到的任何通行码。有效值为 1-

24。必须在此字段中输入介于 1 到 24 之间的数值。默认值为 0。
设备锁定前的最长不活动时间设备锁定前的最长不活动时间(1 - 999 分钟分钟)： 输入设备在锁定之前可以不活动的时间长度（分钟）。有效值为 1-999。必
须在此字段中输入介于 1 到 999 之间的数值。默认值为 0。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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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热点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当用户不在 WiFi 网络范围内，可以允许用户通过其 iOS 设备的个人热点功能，使用手机数据网络连接到 Internet。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网络访问权限网络访问权限下，单击个人热点个人热点。此时将显示个人热点策略个人热点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平台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禁用个人热点禁用个人热点：选择是否在用户设备上禁用个人热点功能。默认值为关关，即在用户设备上关闭个人热点。此策略不禁用该功
能；用户仍可以在其设备上使用个人热点，但是部署此策略后，将关闭个人热点功能，因此默认情况下不打开此功能。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621https://docs.citrix.com

配置文件删除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应用程序配置文件删除设备策略。此策略在部署时，将从用户的 iOS 或 macOS 设备删除应用程序配
置文件。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删除删除下方，单击配置文件删除配置文件删除。将显示配置文件删除策略配置文件删除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iOS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ID：在列表中，单击应用程序配置文件 ID。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备注备注：键入可选备注。

配置 macO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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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ID：在列表中，单击应用程序配置文件 ID。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部署范围部署范围：在列表中，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备注备注：键入可选备注。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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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备配置文件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开发或代码签名 iOS 企业应用程序时，通常包含企业分发置备配置文件，Apple 需要此配置文件才能允许应用程序在 iOS 设备
上运行。如果置备配置文件缺失或已过期，用户轻按应用程序以将其打开时，应用程序将崩溃。

置备配置文件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在 Apple 开发人员门户上生成一年之后将过期，您必须跟踪用户注册的所有 iOS 设备上的所
有置备配置文件的过期日期。跟踪过期日期不仅涉及到跟踪实际的过期日期，还要跟踪每个用户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版本。两
种解决方案分别为通过电子邮件将置备配置文件发送给用户或者将其置于 Web 门户中以供下载和安装。这些解决方案可行，
但容易出错，因为需要用户响应电子邮件中的说明，或访问 Web 门户并下载正确的配置文件，然后再进行安装。

要使此过程对用户透明，您可以在 XenMobile 使用设备策略来安装和删除置备配置文件。在必要时删除缺失或过期的置备配置
文件并在用户设备上安装最新的配置文件，这样一来，只需轻按应用程序，即可将其打开并使用。

创建置备配置文件策略之前，必须创建置备配置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开发人员站点上的 Creating Provisioning

Profiles（创建置备配置文件）。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面，单击置备配置文件置备配置文件。此时将显示置备配置文件策略置备配置文件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平台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iOS 置备配置文件置备配置文件：单击浏览浏览，然后导航到要导入的置备配置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此文件。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s://developer.apple.com/library/content/documentation/IDEs/Conceptual/AppStoreDistributionTutorial/CreatingYourTeamProvisioningProfile/CreatingYourTeamProvisioningProfil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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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置备配置文件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您可以通过设备策略删除 iOS 置备配置文件。有关置备配置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置备配置文件。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删除删除下方，单击删除置备配置文件删除置备配置文件。此时将显示置备配置文件删除策略置备配置文件删除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平台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iOS 置备配置文件置备配置文件：在列表中，单击要删除的置备配置文件。
备注备注：（可选）添加备注。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provisioning-profile-poli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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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为运行 Windows Mobile/CE 和 iOS 6.0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指定全局 HTTP 代理设
置。只能为每个设备部署一个全局 HTTP 代理策略。

注意注意：在部署此策略之前，请务必将要为其设置全局 HTTP 代理的所有 iOS 设备设置为受监督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
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网络访问网络访问下方，单击代理代理。此时将显示代理策略代理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输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输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iOS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代理配置代理配置：单击手动手动或自动自动以设置代理在用户设备上的配置方式。
如果选择手动手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代理服务器的端口代理服务器的端口：键入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向代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向代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可选密码。

如果单击自动自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代理代理 PAC URL：键入用于定义代理配置的 PAC 文件的 URL。
允许在无法访问允许在无法访问 PAC 时直接连接时直接连接：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无法访问 PAC 文件时直接连接到目标位置。默认值为开。此。此
选项仅适用于选项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及更高版本。

允许旁路代理以访问俘获型网络允许旁路代理以访问俘获型网络：选择是否允许绕过代理来访问俘获型网络。默认值为关关。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 Windows Mobile/CE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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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网络：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网络类型。默认值为内置办公网络内置办公网络。可能的选项包括：
用户定义的办公网络
用户定义的 Internet

内置办公网络
内置 Internet

网络网络：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网络连接协议。默认值为 HTTP。可能的选项包括：
HTTP

WAP

Socks 4

Socks 5

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代理服务器的端口代理服务器的端口：键入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此字段为必填字段。默认值为 80。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向代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向代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可选密码。
域名域名：键入可选域名。
启用启用：选择是否启用代理。默认值为开。。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代理策略代理策略分配页面。

9.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向其分配策略的交付组。选择的组显示在右侧用于接用于接
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列表中。

10.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如果选择关关，无需配置其他选项。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11. 单击保存保存。

7. 配置部署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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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表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Windows Mobile/CE 注册表存储关于应用程序、驱动器、用户首选项和配置设置的数据。在 XenMobile 中，可以定义用于管
理 Windows Mobile/CE 设备的注册表项和值。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自定义自定义下方，单击注册表注册表。此时将显示注册表策略注册表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Windows Mobile/CE 平台平台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对于要添加的每个注册表项或注册表项/值对，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注册表项路径注册表项路径：键入注册表项的完整路径。例如，键入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以指定从
HKEY_LOCAL_MACHINE 根注册表项到 Windows 注册表项的路由。
注册表值的名称注册表值的名称：键入注册表项值的名称。例如，键入 ProgramFilesDir 将该值名称添加到注册表项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如果将此字段留空，表示将添加注册表项而非
注册表项/值对。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值的数据类型。默认值为 DWORD。可能的选项包括：

DWORD：32 位无符号整数。
字符串字符串：任意字符串。
扩展字符串扩展字符串：可以包含环境变量（例如 %TEMP% 或 %USERPROFILE%）的字符串值。
二进制二进制：任意二进制数据。

值值：键入与注册表值名称关联的值。例如，要指定 ProgramFilesDir 的值，请键入 C:\Program Files。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注册表项信息，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注册表项信息。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注册表项，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注册表项，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保
存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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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支持设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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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 部署：通过远程支持，您的技术支持代表能够远程控制托管的 Windows CE 和 Android 移动设备。屏幕录
像功能仅在 Samsung KNOX 设备上受支持。

远程支持不适用于 XenMobile Service 客户，并且不支持本地群集 XenMobile Server 部署。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支持选项和远程支持。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远程支持策略以授予您远程访问受支持的 Windows 和 Android 设备的权限。可以配置两种类型的支
持：
基本基本：使用此选项，您可以查看与设备有关的诊断信息（例如系统信息）、正在运行的进程、任务管理器（内存和 CPU 使
用率）以及已安装的软件文件夹内容等。
高级高级：使用此选项，您可以远程控制设备的屏幕，包括控制颜色（在主窗口中或者在独立的浮动窗口中）、在技术支持人员
与用户之间建立 VoIP 会话、配置设置以及在技术支持人员与用户之间建立聊天会话的功能。

注意：要实施此策略，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在您的环境中安装 XenMobile Remote Support 应用程序。
配置远程支持应用程序通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通道设备策略。
按本主题中所述配置 Samsung KNOX 远程支持设备策略。
同时对用户设备部署应用程序通道远程支持策略和 Samsung KNOX 远程支持策略。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请先键入 Remote Support，然后单击 Remote Support。此时将显示远程支持策略远程支持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Samsung KNOX 平台信息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remote-suppor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tunnel-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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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以下设置：

远程支持远程支持：选择基本远程支持基本远程支持或高级远程支持高级远程支持。默认值为基本远程支持基本远程支持。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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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设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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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设备策略允许或限制用户设备上的某些特性或功能，例如相机。您还可以设置安全限制、对媒体内容的限制以及对用户
能够和不能安装的应用程序类型的限制。大多数限制设置默认为开开、 或允许。主要的例外情况是 iOS 安全 - 强制功能和所有
Windows Tablet 功能，其默认值为关关或限制。

提示提示：如果您为任何选项选择开开，则意味着用户可以执行该操作或使用该功能。例如：
相机相机。如果选择开开，用户将可以使用其设备上的相机。如果选择关关，用户将无法使用其设备上的相机。
屏幕快照屏幕快照。如果选择开开，用户可以在其设备上创建屏幕快照。如果选择关关，用户将无法在设备上创建屏幕快照。

注意
对于 Windows 10 RS2 Phone：用于禁用 Internet Explorer 的自定义 XML 策略或限制策略部署到 Phone 后，浏览器将保持已启用。要

解决此问题，请重新启动 Phone。这是第三方问题。

要添加或配置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页面。

3. 单击限制限制。此时将显示限制 Policy information（策略信息）页面。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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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某些 iOS 限制选项仅适用于特定版本的 iOS（并且如果适用，这些版本将记录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页面上）。例如，允许或阻

止 AirDrop 的功能仅在运行 iOS 7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上受支持。允许或阻止照片流的功能在运行 iOS 5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上受支持。此

外，如果设备处于“受监督”模式，将仅有部分选项适用。有关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的步骤，请参阅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允许硬件控制允许硬件控制
相机相机：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上的相机。

FaceTime：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上的 FaceT ime。此限制在未受监督的 iOS 10 设备上已弃用。
屏幕截图屏幕截图：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创建屏幕截图。
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远程观察学生的屏幕应用程序远程观察学生的屏幕： 如果未选中此限制，教师将无法使用“课堂”应用程序远程观察学生的屏幕。默认设
置为选中，教师可以使用“课堂”应用程序观察学生的屏幕。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运行应用程序运行 AirPlay 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的设置确定
学生是否接收向教师授予权限的提示。适用于运行 iOS 9.3（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运行应用程序运行 AirPlay 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 如果选中此限制，教师可以在学生的设备上执行 AirPlay 和查看屏幕操
作，而不提示授予权限。默认设置为未选中。适用于运行 iOS 10.3（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照片流照片流： 允许用户使用 MyPhotoStream 通过 iCloud 与其所有 iOS 设备共享照片（iOS 5.0 及更高版本）。
共享照片流共享照片流： 允许用户使用 iCloud Photo Sharing 与同事、朋友和家人共享照片（iOS 6.0 及更高版本）。
语音拨号语音拨号： 在用户设备上启用拨号。
Siri： 允许用户使用 Siri。
设备锁定时允许设备锁定时允许：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锁定时使用 Siri。
Siri 猥亵语言过滤猥亵语言过滤： 启用 Siri 猥亵语言过滤。默认情况下限制此功能，也就是说不会进行猥亵语言过滤。
有关 Siri 和安全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iri 和听写策略。

安装应用程序安装应用程序： 允许用户安装应用程序。此限制在未受监督的 iOS 10 设备上已弃用。
允许在漫游时执行全局后台获取允许在漫游时执行全局后台获取： 允许设备在漫游时自动与 iCloud 同步邮件帐户。设置为关关时，在 iOS 手机漫游时将禁用全局后
台获取活动。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使用应用程序允许使用应用程序
iTunes Store： 允许用户访问 iTunes Store。此限制在未受监督的 iOS 10 设备上已弃用。
应用程序内购买应用程序内购买： 允许用户进行应用程序内购买购买。
所有购买均需使用所有购买均需使用 iTunes 密码密码： 需要密码才能进行应用程序内购买。默认情况下限制此功能，也就是说进行应用程序内购买
无需密码（iOS 5.0 及更高版本）。

Safari： 允许用户访问 Safari。此限制在未受监督的 iOS 10 设备上已弃用。
自动填充自动填充： 允许用户在 Safari 上设置用户名和密码自动填充功能。
强制显示欺诈警告强制显示欺诈警告： 如果启用此设置，则当用户访问可疑仿冒网站时，Safari 会向用户发出警报。默认情况下限制此功能，也
就是说不会发出警报。
启用启用 JavaScript： 允许在 Safari 上运行 JavaScript。
阻止弹出窗口阻止弹出窗口： 查看 Web 站点时阻止弹出窗口。默认情况下限制此功能，也就是说不阻止弹出窗口。

接受接受 Cookie： 设置为接受 Cookie 的程度。在列表中，选择某个选项以允许或限制 Cookie。默认选项为总是总是，即允许所有 Web

站点在 Safari 中保存 Cookie。其他选项为仅限当前仅限当前 Web 站点站点、从不从不 和 From visited sites only（仅限从访问过的站点）。
网络网络 - 允许执行允许执行 iCloud 操作操作

iCloud 文档和数据：文档和数据： 允许用户将文档和数据同步到 iCloud（iOS 5.0 及更高版本）。此限制在未受监督的 iOS 10 设备上已弃用。
iCloud 备份备份： 允许用户向 iCloud 备份其设备（iOS 5.0 及更高版本）。
iCloud 钥匙串钥匙串： 允许用户在 iCloud 钥匙串中存储密码、WiFi 网络信息、信用卡信息以及其他信息（iOS 7.0 及更高版本）。
云照片库云照片库： 允许用户访问其 iCloud 照片库（iOS 9.0 及更高版本）。

安全安全 - 强制强制

默认情况下限制以下功能，即不启用任何安全功能。

加密备份加密备份： 强制加密到 iCloud 的备份。
有限广告跟踪有限广告跟踪： 阻止有针对性的广告跟踪（iOS 7.0 及更高版本）。
首次首次 AirPlay 配对时输入通行码配对时输入通行码： 需要使用屏幕上显示的一次性代码验证已启用 AirPlay 的设备才可以使用 AirPlay（iOS 7.0 及更
高版本）。

iOS 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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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腕部监测的已配对要使用腕部监测的已配对 Apple Watch： 需要已配对的 Apple Watch 才能使用腕部监测腕部监测（iOS 8.2 及更高版本）。
使用使用 AirDrop 共享托管文档：共享托管文档： AirDrop 访问受监督选项。将此选项设置为开开可允许受监督的设备使用 AirDrop 与附近的 iOS 设备
共享数据和媒体（iOS 9.0 及更高版本）。

安全安全 - 允许允许
接受不可信接受不可信 SSL 证书证书： 允许用户接受 Web 站点的不可信 SSL 证书（iOS 5.0 及更高版本）。
自动更新证书信任设置自动更新证书信任设置： 允许自动更新可信证书（iOS 7.0 及更高版本）。
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中使用托管应用程序中的文档在非托管应用程序中使用托管应用程序中的文档： 允许用户将托管（企业）应用程序中的数据移动到非托管（私人）应用程序。
在托管应用程序中使用非托管应用程序中的文档在托管应用程序中使用非托管应用程序中的文档： 允许用户将非托管（私人）应用程序中的数据移动到托管（企业）应用程序。
将诊断结果提交给将诊断结果提交给 Apple： 允许将有关用户设备的匿名诊断数据发送给 Apple。
通过通过 Touch ID 解锁设备解锁设备： 允许用户使用其指纹解锁其设备（iOS 7.0 及更高版本）。
锁定时接收锁定时接收 Passbook 通知通知： 允许 Passbook 通知显示在锁屏界面上（iOS 6.0 及更高版本）。
提交提交： 允许用户从一台 iOS 设备向附近的另一台 iOS 设备转移活动（iOS 8.0 及更高版本）。
托管应用程序的托管应用程序的 iCloud 同步同步： 允许用户与 iCloud 同步托管应用程序（iOS 8.0 及更高版本）。
企业通讯簿备份企业通讯簿备份： 允许将企业通讯簿备份到 iCloud（iOS 8.0 及更高版本）。
批注并高亮显示企业地址簿的同步批注并高亮显示企业地址簿的同步： 允许批注并高亮显示已添加到企业地址簿的用户与 iCloud 的同步（iOS 8.0 及更高版本）。
企业应用程序信任企业应用程序信任： 允许信任企业应用程序（iOS 9.0 及更高版本）。
Spotlight 中的中的 Internet 结果结果： 允许 Spotlight 显示来自 Internet 以及设备的搜索结果（iOS 8.0 及更高版本）。

仅监管设置仅监管设置 - 允许允许

这些设置仅适用于受监管设备。有关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的步骤，请参阅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

式。

擦除所有内容和设置擦除所有内容和设置： 允许用户擦除其设备中的所有内容和设置（iOS 8.0 及更高版本）。
配置限制配置限制：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配置父级控制（iOS 8.0 及更高版本）。
播客播客： 允许用户下载和同步播客（iOS 8.0 及更高版本）。
安装配置文件安装配置文件： 允许用户安装并非由您配置的配置文件（iOS 6.0 及更高版本）。
修改指纹修改指纹： 允许用户更改或删除其 Touch ID 指纹（iOS 8.3 及更高版本）。
从设备安装应用程序：从设备安装应用程序： （iOS 9.0 及更高版本）。
键盘快捷方式键盘快捷方式： 允许用户为其常用的字词或短语创建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iOS 9.0 及更高版本）。
配对的配对的 Apple Watch： 允许用户将 Apple Watch 与受监督的设备配对（iOS 9.0 及更高版本）。
修改通行码修改通行码： 允许用户在受监督的设备上更改通行码（iOS 9.0 及更高版本）。
修改设备名称修改设备名称： 允许用户更改其设备的名称。
修改壁纸修改壁纸： 允许用户在更改其设备上的壁纸（iOS 9.0 及更高版本）。
自动下载应用程序自动下载应用程序（iOS 9.0 及更高版本）。
AirDrop： 允许用户与附近的 iOS 设备共享照片、视频、Web 站点、位置及其他信息（iOS 7.0 及更高版本）。
iMessage： 允许用户通过 Wi-Fi 与 iMessage 传递文本消息（iOS 6.0 及更高版本）。
Siri 用户生成的内容用户生成的内容： 允许 Siri 从 Web 查询用户生成的内容。用户，而非传统新闻记者；生成用户生成的内容。例如，在 Twitter

或 Facebook 上找到的内容是用户生成的。（iOS 7.0 及更高版本）。
iBooks： 允许用户使用 iBooks 应用程序（iOS 6.0 及更高版本）。
删除应用程序删除应用程序： 允许用户从其设备删除应用程序（iOS 7.0 及更高版本）。
游戏中心游戏中心：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通过游戏中心在线玩游戏（iOS 6.0 及更高版本）。
添加好友添加好友： 允许用户向好友发送玩游戏通知。
多人游戏多人游戏：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启动多人游戏。

修改帐户设置修改帐户设置： 允许用户修改其设备帐户设置（iOS 7.0 及更高版本）。
修改应用程序手机网络数据设置修改应用程序手机网络数据设置： 允许用户修改使用手机网络数据的方式（iOS 7.0 及更高版本）。
修改修改“查找我的好友查找我的好友”设置设置： 允许用户更改其“查找我的好友”设置（iOS 7.0 及更高版本）。
与非与非 Conf igurator 主机配对主机配对： 允许管理员控制用户设备可以与哪些设备配对。禁用此设置将阻止配对，与运行 Apple

Configurator 的监督主机配对除外。如果未配置任何监督主机证书，将禁用所有配对（iOS 7.0 及更高版本）。
预测键盘预测键盘： 允许用户设备使用预测键盘，在用户键入时提供建议单词（iOS 8.1.3 及更高版本）。如果要管理标准化测试，不允许
用户访问建议的单词，在此类情况下可以禁用此选项。
键盘自动更正键盘自动更正： 允许用户设备使用键盘自动更正（iOS 8.1.3 及更高版本）。如果要管理标准化测试，不允许用户访问自动更正，
在此类情况下可以禁用此选项。
键盘拼写检查键盘拼写检查： 在键入时允许用户设备使用拼写检查（iOS 8.1.3 及更高版本）。如果要管理标准化测试，不允许用户访问拼写检
查，在此类情况下可以禁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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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查找定义查找： 在键入时允许用户设备使用定义查找（iOS 8.1.3 及更高版本）。如果要管理标准化测试，不允许用户在键入时查找定
义，在此类情况下可以禁用此选项。
单应用程序捆绑包单应用程序捆绑包 ID： 创建允许保留设备的控制权并阻止与其他应用程序或功能进行交互的应用程序的列表。
要添加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a.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 输入应用程序的名称。
b. 单击保存保存或取消取消。
c. 为要添加的每个应用程序重复步骤 a 和 b。

提示提示： 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应用程序名称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
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应用程序名称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笔图标。

新闻：新闻： 允许用户使用新闻应用程序（iOS 9.0 及更高版本）。
Apple 音乐服务音乐服务： 允许用户使用 Apple 音乐服务（iOS 9.3 及更高版本）。如果您不允许 Apple 音乐服务，则音乐应用程序以经典
模式运行。
iTunes Radio： 允许用户使用 iTunes Radio（iOS 9.3 及更高版本）。
通知修改通知修改： 允许用户修改通知设置（iOS 9.3 及更高版本）。
受限应用程序使用受限应用程序使用： 允许用户使用所有应用程序或者不使用应用程序，具体取决于您提供的捆绑包 ID（iOS 9.3 及更高版本）。仅
适用于受监督的设备。

配置“限制”设备策略以阻止一些应用程序，然后部署了该策略之后：如果以后要允许这些应用程序中的一些或全部，更改并

部署“限制”设备策略不会更改显示。在这种情况下，iOS 不会将更改应用于 iOS 配置文件。要继续操作，请使用“配置文件删

除”策略删除 iOS 配置文件，然后部署更新的“限制”设备策略。

如果将此设置更改为仅允许部分应用程序仅允许部分应用程序： 部署此策略之前，建议使用 Apple DEP 注册的设备的用户从设置助理登录其

Apple 帐户。否则，用户可能必须在其设备上禁用双重身份验证，才能登录其 Apple 帐户并访问允许的应用程序。

诊断提交修改诊断提交修改： 允许用户在“设置”的“诊断和使用”窗格中修改诊断提交和应用程序分析设置（iOS 9.3.2 及更高版本）。
蓝牙修改蓝牙修改： 允许用户修改蓝牙设置（iOS 10.0 及更高版本）。
允许听写允许听写： 仅在监督下使用。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则不允许听写输入。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 iOS 10.3 及更高版本。
仅加入通过仅加入通过 WiFi 策略安装的策略安装的 WiFi 网络网络： 可选。仅在监督下使用。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开开，则仅在 WiFi 网络是通过配置文件设置的情
况下设备才能加入这些网络。默认设置为关关。适用于 iOS 10.3 及更高版本。

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运行应用程序运行 AirPlay 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和查看屏幕而不提示： 如果选中此限制，教师可以在学生的设备上执行 AirPlay 和查看屏幕操作，
而不提示授予权限。默认设置为未选中。适用于运行 iOS 10.3（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允许“课堂课堂”应用程序锁定到应用程序以及锁定设备而不提示应用程序锁定到应用程序以及锁定设备而不提示：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开开，“课堂”应用程序会自动将用户设备锁定到某个应
用程序并锁定设备，而不提示用户。默认设置为关关。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自动加入自动加入“课堂课堂”应用程序课程而不提示应用程序课程而不提示：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开开，“课堂”应用程序会自动将用户加入到课程中，而不提示用户。默认设
置为关关。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允许 AirPrint：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通过 AirPrint 打印。默认设置为开开。此限制设置为开开时，将显示这些额外的限制。
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在钥匙串中存储允许在钥匙串中存储 AirPrint 凭据凭据： 如果此限制未选中，AirPrint 用户名和密码将不存储在钥匙串中。默认设置为选中。适用于运
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允许使用允许使用 iBeacon 发现发现 AirPrint 打印机打印机： 如果未选中此限制，则将禁用 AirPrint 打印机的 iBeacon 发现。这将阻止虚假 AirPrint

蓝牙信标对网络流量进行网络钓鱼。默认设置为选中。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仅允许通过仅允许通过 AirPrint 打印到证书受信任的目标打印机打印到证书受信任的目标打印机： 如果选中此限制，用户可以使用 AirPrint 仅打印到证书受信任的目标打印
机。默认设置为未选中。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添加添加 VPN 配置配置：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创建 VPN 配置。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的受监督设备。
修改手机网络套餐设置修改手机网络套餐设置：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修改手机网络套餐设置。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
的受监督设备。
删除系统应用程序删除系统应用程序：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关，用户将无法从其设备中删除系统应用程序。默认设置为开开。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634https://docs.citrix.com

本）的受监督设备。
设置新的附近的设备：设置新的附近的设备： 如果此限制设置为“关”，用户将无法设置新的附近的设备。默认设置为“开”。适用于运行 iOS 11（最低版本）
的受监督设备。
安全安全 - 在锁屏界面中显示在锁屏界面中显示
控制中心控制中心： 允许在锁屏界面上访问控制中心，这样便于用户轻松修改飞行模式、WiFi、蓝牙、请勿打扰模式和锁定旋转设置（iOS

7.0 及更高版本）。
通知通知： 允许在锁屏界面上显示通知（iOS 7.0 及更高版本）。
“今天今天”视图视图： 允许在锁屏界面上显示今天视图，此视图汇总了天气及当天的日历项目等信息。

媒体内容媒体内容 - 允许允许
成人音乐、博客及成人音乐、博客及 iTunes U 资料资料： 允许用户的设备上出现成人资料。
iBooks 中暴露的性内容中暴露的性内容： 允许从 iBooks 下载成人资料（iOS 6.0 及更高版本）。
评级地区评级地区： 设置从其获得父控制评级的地区。在列表中，单击某个国家/地区以设置评级地区。默认值为美国美国。
电影电影： 设置是否允许在用户设备上播放电影。如果允许电影，可以选择设置电影的评级级别。在列表中，单击某个选项以允许或
限制在设备上播放电影。默认设置为“允许所有电影”。
电视节目电视节目： 设置是否允许在用户设备上播放电视节目。如果允许电视节目，可以选择设置电视节目的评级级别。在列表中，单击
某个选项以允许或限制在设备上播放电视节目。默认设置为“允许所有电视节目”。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设置是否允许在用户设备上使用应用程序。如果允许使用应用程序，可以选择设置应用程序的评级级别。在列表中，
单击某个选项以允许或限制在设备上使用应用程序。默认设置为“允许所有应用程序”。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macOS

macO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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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项首选项
限制系统首选项中的项目限制系统首选项中的项目： 允许或限制用户访问系统首选项。默认值为关关，表示完全允许用户访问系统首选项。如果启用，可以
配置以下设置：
系统首选项窗格系统首选项窗格： 选择是启用还是禁用选择的设置。默认为启用所有设置，即默认情况下为开开。
用户和组
常规
辅助工具
应用商店
软件更新
蓝牙
CD 和 DVD

日期和时间
桌面和屏幕保护程序
显示
基站
节能程序
扩展
光纤通道
iCloud

Ink

Internet 帐户
键盘
语言和文字
Mission Control

鼠标
网络
通知
家长控制
打印机和扫描仪
配置文件
安全和隐私
共享
声音
用词和语音
Spotlight

启动磁盘
T ime Machine

触控板
Xsan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允许使用游戏中心允许使用游戏中心： 允许用户通过游戏中心播放在线游戏。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添加游戏中心好友允许添加游戏中心好友： 允许用户向好友发送玩游戏通知。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多人游戏允许多人游戏： 允许用户发起多人游戏。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修改游戏中心帐户允许修改游戏中心帐户： 允许用户修改其游戏中心帐户设置。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采用应用商店允许采用应用商店： 允许或限制应用商店采用 OS X 中预先存在的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Safari 自动填充自动填充： 允许 Safari 自动使用其存储的密码、地址和其他基本信息填充 Web 站点上的字段。默认值为开开。
需要提供管理员密码才能安装或更新应用程序需要提供管理员密码才能安装或更新应用程序： 需要提供管理员密码才能安装或更新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关关，表示无需提供管理
员密码。
将应用商店限制为仅提供软件更新将应用商店限制为仅提供软件更新： 将应用商店限制为仅提供更新，这样会在应用商店中禁用除“更新”之外的所有选项卡。默认值
为关关，即允许完整的应用商店访问。
限制允许打开的应用程序限制允许打开的应用程序： 限制或允许用户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关”，表示所有应用程序均可以使用。如果启用，可以
配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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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运行的应用程序允许运行的应用程序： 单击添加，添加，输入允许启动的应用程序的名称和捆绑包 ID，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为允许启动的每个应用程序重
复此步骤。
不允许使用的文件夹不允许使用的文件夹： 单击添加添加，键入限制用户访问的文件夹的文件路径（例如，/Applications/Utilities），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为
不希望用户访问的所有文件夹重复此步骤。
允许使用的文件夹允许使用的文件夹： 单击添加添加，键入要允许用户访问的文件夹的文件路径，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为希望用户可以访问的所有文件夹
重复此步骤。

小组件小组件
仅允许运行以下控制板小组件仅允许运行以下控制板小组件： 允许或限制用户可以运行的控制板小组件，如世界时钟或计算器。默认值为关关，表示允许用户运
行所有小组件。如果启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允许运行的小组件允许运行的小组件： 单击添加添加，键入允许运行的小组件的名称和 ID，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为希望在控制板上运行的每个小组件重复
执行此步骤。

媒体媒体
允许允许 AirDrop： 允许用户与附近的 iOS 设备共享照片、视频、Web 站点、位置及其他信息。

共享共享
自动启用新共享服务：自动启用新共享服务： 选择是否自动启用共享服务。
邮件：邮件： 选择是否允许共享邮箱。
Facebook：： 选择是否允许使用共享的 Facebook 帐户。
视频服务视频服务 - Flickr、、Vimeo、、Tudou 和和 Youku：： 选择是否允许使用共享的视频服务。
添加到添加到 Aperture：： 选择是否允许将共享功能添加到 Aperture。
新浪微博：新浪微博： 选择是否允许使用共享的新浪微博微博客帐户。
Twitter：： 选择是否允许使用共享的 Twitter 帐户。
消息：消息： 选择是否允许消息的共享访问权限。
添加到添加到 iPhoto：： 选择是否允许将共享功能添加到 iPhoto。
添加到阅读列表：添加到阅读列表： 选择是否允许将共享功能添加到阅读列表。
AirDrop：： 选择是否允许使用共享的 AirDrop 帐户。

功能功能
锁定桌面图片锁定桌面图片： 选择用户是否可以更改桌面图片。默认值为关关，表示用户可以更改桌面图片。
允许使用相机允许使用相机： 选择用户是否在其 Mac 上可以使用相机。默认值为关关，表示用户无法使用相机。
允许允许 Apple 音乐音乐： 允许用户使用 Apple 音乐服务（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如果您不允许 Apple 音乐服务，则音乐应用程序
以经典模式运行。仅适用于受监督的设备。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Spotlight 推荐推荐： 选择用户是否可以使用 Spotlight 推荐搜索其 Mac 并提供来自 Internet、iTunes 和 App Store 的 Spotlight

推荐。默认值为关关，表示阻止用户使用 Spotlight 推荐。有关 Spotlight 推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的 Spotlight 推荐页面。
允许查找允许查找： 选择用户是否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或 Spotlight 搜索菜单查找字词的定义。默认值为“关”，表示阻止用户在其 Mac 上使
用查找。
允许使用本地帐户的允许使用本地帐户的 iCloud 密码密码： 选择用户是否可以使用其 Apple ID 和 iCloud 密码登录其 Mac。启用此选项意味着用户将为其
Mac上的所有登录屏幕仅使用一个 ID 和密码。默认值为开开，表示允许用户使用其 Apple ID 和 iCloud 密码访问其 Mac。
允许使用允许使用 iCloud 文档和数据文档和数据： 选择是否允许用户访问存储在其 Mac 上的 iCloud 上的文档和数据。默认值为关关，表示阻止用户使
用其 Mac 上的 iCloud 文档和数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le 的 iCloud 文档和数据页面。
允许允许 iCloud 桌面和文档桌面和文档： （macOS 10.12.4 及更高版本）默认选中。

允许允许 iCloud 钥匙串同步钥匙串同步： 允许 iCloud 钥匙串同步（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iCloud 邮件邮件： 允许用户使用 iCloud 邮件（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iCloud 通讯录通讯录： 允许用户使用 iCloud 通讯录（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iCloud 日历日历： 允许用户使用 iCloud 日历（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iCloud 提醒事项提醒事项： 允许用户使用 iCloud 提醒事项（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iCloud 书签书签： 允许用户与 iCloud 书签同步（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iCloud 备忘录备忘录： 允许用户使用 iCloud 备忘录（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iCloud 照片照片： 如果将此设置更改为关关，未完全从 iCloud 照片库中下载的所有照片都将从本地设备存储中删除（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自动解锁允许自动解锁： 有关此选项及 Apple Watch 的信息，请参阅 http://www.imore.com/auto-unlock（macOS 10.12 及更高版本）。
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允许 Touch ID 解锁解锁 Mac： （macOS 10.12.4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https://support.apple.com/kb/PH18827?locale=en_US
https://support.apple.com/kb/PH14383?locale=en_US
http://www.imore.com/auto-un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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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列表中，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

Android

相机：相机：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上的相机。如果设置为关关，则将禁用相机。默认值为开开。

Android for Work

默认情况下，如果某个设备是在工作配置文件模式下在 Android for Work 中注册的，“USB 调试”和“未知来源”设置在该设备上
将处于禁用状态。

调试调试： 允许通过 USB 调试（Android 5.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文件传输文件传输： 允许通过 USB 进行文件传输（Android 5.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网络共享网络共享： 允许用户配置便携式热点和系绳数据（Android 5.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使用非允许使用非 Google Play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允许从除 Google Play 以外的应用商店安装应用程序（Android 5.0 及更高版本）。默
认值为关关。
允许复制粘贴允许复制粘贴： 允许或阻止使用剪贴板在 Android for Work 配置文件中的应用程序与个人区域中的应用程序之间复制并粘
贴（Android 5.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启用应用程序验证启用应用程序验证： 允许操作系统扫描应用程序以检测恶意行为（Android 5.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用户控制应用程序设置允许用户控制应用程序设置： 允许用户卸载应用程序、禁用应用程序、清除缓存和数据、强制停止任何应用程序以及清除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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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某些选项仅适用于特定的 Samsung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API；这些选项上会标记相关的版本信息。

允许硬件控制允许硬件控制
启用启用 ODE 可信引导验证可信引导验证： 使用 ODE 可信引导验证从引导加载程序到系统映像建立信任链。
允许使用开发模式允许使用开发模式：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启用开发人员设置。
仅允许紧急呼叫仅允许紧急呼叫：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启用“仅限紧急呼叫”模式。
允许固件恢复允许固件恢复：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恢复固件。
允许快速加密允许快速加密： 允许仅加密已使用的内存空间。此选项相对于完全磁盘加密，即加密所有数据，包括设置、应用程序数据、已下
载的文件和应用程序、媒体及其他文件。
一般准则模式：一般准则模式： 将设备置于一般准则模式。一般准则配置强制执行严苛的安全流程。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恢复出厂设置。
日期时间更改日期时间更改：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更改日期和时间。
DOD 重新启动横幅重新启动横幅： 用户的设备重新启动时，显示 DoD 批准的系统使用通知消息或横幅。
设置更改设置更改： 允许用户更改其设备上的设置。
备份备份： 允许用户备份其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和系统数据。
通过无线传输技术升级通过无线传输技术升级： 允许用户的设备无线接收软件更新（MDM 3.0 及更高版本）。
后台数据后台数据： 允许应用程序在后台同步数据。
相机相机：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上的相机。
剪贴板剪贴板：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
剪贴板共享剪贴板共享：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和某个计算机之间共享剪贴板内容（MDM 4.0 及更高版本）。

认设置（Android 5.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在设备联系人中添加工作配置文件联系人允许在设备联系人中添加工作配置文件联系人： 在父配置文件中显示托管 Android for Work 配置文件中的联系人，以便接
收传入呼叫（Android 7.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Samsung SAFE

Samsung SAFE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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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键键：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使用 Home 键。
麦克风麦克风：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上的麦克风。
伪装位置伪装位置： 允许用户伪装其 GPS 位置。
NFC：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MDM 3.0 及更高版本）上使用 NFC（近场通信）。
关机关机： 允许用户关闭其设备（MDM 3.0 及更高版本）。
屏幕截图屏幕截图：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截取屏幕。
SD 卡卡：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使用 SD 卡（如可用）。
语音拨号器语音拨号器：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上的语音拨号器（MDM 4.0 及更高版本）。
SBeam： 允许用户使用 NFC 和 Wi-Fi Direct 与其他人共享内容（MDM 4.0 及更高版本）。
SVoice：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上的智能个人助手和知识导航器（MDM 4.0 及更高版本）。
允许多个用户允许多个用户： 允许多个用户使用设备（MDM 4.0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使用应用程序允许使用应用程序
浏览器浏览器： 允许用户使用 Web 浏览器。
Youtube： 允许用户访问 YouTube。
Google Play/Marketplace： 允许用户访问 Google Play 和 Google Apps Marketplace。
允许使用非允许使用非 Google Play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允许用户从 Google Play 和 Google Apps Marketplace 之外的站点下载应用程序。如果设置
为开开，用户可以使用其设备上的安全设置信任来自未知来源的应用程序。
停止系统应用程序停止系统应用程序： 允许用户禁用预安装的系统应用程序（MDM 4.0 及更高版本）。
禁用应用程序禁用应用程序： 如果设置为开开，则将阻止指定的应用程序列表在 Samsung SAFE 设备上运行。

网络网络
传入传入 MMS： 允许用户接收传入 MMS 消息。
传入传入 SMS： 允许用户接收传入 SMS 消息。
传出传出 MMS： 允许用户发送 MMS 消息。
传出传出 SMS： 允许用户发送 SMS 消息。
用户添加配置文件用户添加配置文件 VPN：
蓝牙蓝牙： 允许用户使用蓝牙。
网络共享网络共享： 允许用户使用其蓝牙连接与另一台设备共享移动数据连接。

WiFi： 允许用户连接到 WiFi 网络。
网络共享网络共享： 允许用户使用其 WiFi 连接与另一台设备共享移动数据连接。
直接直接： 允许用户通过其 WiFi 连接直接连接到其他设备（MDM 4.0 及更高版本）。
状态更改状态更改： 允许应用程序更改 WiFi 连接状态。
用户策略更改用户策略更改： 允许用户更改 WiFi 策略。如果不选择，则用户只能更改 WiFi 用户名和密码。如果选择，用户可以更改所有
WiFi 策略。

网络共享网络共享： 允许用户与另一台设备共享移动数据连接。
手机网络数据手机网络数据： 允许用户使用其手机网络连接获取数据。
允许漫游允许漫游： 允许用户在漫游时使用手机网络数据。默认值为“关”，即在用户设备上禁用漫游。
仅允许安全连接仅允许安全连接： 允许用户仅使用安全连接（MDM 4.0 及更高版本）。
Android beam： 允许用户使用 NFC 从其设备向另一台设备发送 Web 页面、照片、视频或其他内容（MDM 4.0 及更高版本）。
音频录制音频录制：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录制音频（MDM 4.0 及更高版本）。
视频录制视频录制：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录制视频（MDM 4.0 及更高版本）。
定位服务定位服务：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打开 GPS。
按天限制按天限制(MB)： 输入移动数据用户每天可以使用的 MB 数。默认值为 0，表示禁用此功能（MDM 4.0 及更高版本）。
按周限制按周限制(MB)： 输入移动数据用户每周可以使用的 MB 数。默认值为 0，表示禁用此功能（MDM 4.0 及更高版本）。
按月限制按月限制(MB)： 输入移动数据用户每月可以使用的 MB 数。默认值为 0，表示禁用此功能（MDM 4.0 及更高版本）。

允许执行允许执行 USB 操作操作： 允许在用户设备与计算机之间建立 USB 连接。
调试调试： 允许通过 USB 调试。
主机存储主机存储： 当 USB 设备连接到用户的设备时，允许用户的设备充当 USB 主机。然后，用户的设备为 USB 设备提供电源。
大容量存储设备大容量存储设备： 允许通过 USB 连接在用户的设备与计算机之间传输大数据文件。
Kies 媒体播放器媒体播放器： 允许用户使用 Samsung Kies 工具在其设备与计算机之间同步文件。
网络共享网络共享： 允许用户通过 USB 连接与另一台设备共享移动数据连接。

Samsung K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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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这些选项仅适用于 Samsung KNOX Premium (KNOX 2.0)。

允许使用相机允许使用相机：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上的相机。
允许执行吊销检查允许执行吊销检查： 启用已吊销证书检查。
将应用程序移至容器将应用程序移至容器：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的 KNOX 容器与个人区域之间移动应用程序。
强制执行多因素身份验证强制执行多因素身份验证： 用户必须使用指纹和另一项身份验证方法（密码或 PIN）才能打开设备。
启用启用 TIMA 密钥库密钥库： T IMA 密钥库为对称密钥提供基于 T rustZone 的安全密钥存储。RSA 密钥对和证书路由到默认密钥库提供商进行
存储。
强制对容器执行身份验证强制对容器执行身份验证： 使用不同的单独身份验证来打开 KNOX 容器，通过该容器来解锁设备。
共享列表共享列表： 允许用户在共享列表中的应用程序之间共享内容。
启用审核日志启用审核日志： 启用事件审核日志的创建，以便对设备进行取证分析。
使用安全小键盘使用安全小键盘： 强制用户在 KNOX 容器内使用安全小键盘。
启用启用 Google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允许用户从 Google Mobile Services 向 KNOX 容器中下载应用程序。
身份验证智能卡浏览器身份验证智能卡浏览器： 在配备有智能卡读卡器的设备上启用浏览器身份验证。

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Desktop/Tablet

Samsung KNOX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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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设置设置
允许使用允许使用 WiFi： 允许设备连接到 WiFI 网络。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允许 Internet 共享共享： 允许设备通过将其设为 WiFi 热点与其他设备共享其 Internet 连接。
允许自动连接到允许自动连接到 WiFi 感应热点感应热点： 允许设备自动连接到 WiFi 感应热点。必须启用定位服务才能使用此选项。有关 WiFi 感应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 Windows Phone“WiFi 感知”常见问题。
允许手动配置允许手动配置： 允许用户手动配置 WiFi 连接。仅限 Windows Phone。

连接连接
允许允许 NFC： 允许设备与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场通信）标记或另一台启用 NFC 的传输设备通信。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使用蓝牙允许使用蓝牙： 允许设备通过蓝牙连接。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通过手机网络使用允许通过手机网络使用 VPN： 允许设备通过 VPN 连接到手机网络。
允许在漫游时通过手机网络使用允许在漫游时通过手机网络使用 VPN： 允许设备在通过手机网络漫游时使用 VPN。
允许允许 USB 连接连接： 允许桌面通过 USB 连接访问设备的存储。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使用手机网络数据漫游允许使用手机网络数据漫游： 允许用户在漫游时使用手机网络数据。

帐户帐户
允许使用允许使用 Microsoft 帐户连接帐户连接： 允许设备使用 Microsoft 帐户进行与电子邮件无关的连接身份验证和服务。
允许使用非允许使用非 Microsoft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 允许用户添加非 Microsoft 电子邮件帐户。

搜索：搜索： 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搜索使用定位服务允许搜索使用定位服务： 允许通过搜索使用设备的定位服务。
过滤成人内容过滤成人内容： 允许成人内容。默认值为关关，表示不过滤成人内容。
允许允许 Bing 影像存储捕获的图片影像存储捕获的图片： 允许 Bing 影像存储执行 Bing 影像搜索时捕获的图片。

系统系统
允许使用存储卡允许使用存储卡： 允许设备使用存储卡。
遥测遥测： 在列表中，单击某个选项以允许或限制设备发送遥测信息。默认设置为允许允许。其他选项为不允许不允许和允许，辅助数据请求除允许，辅助数据请求除
外外。
允许使用定位服务允许使用定位服务： 允许使用定位服务。

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http://www.windowsphone.com/en-us/how-to/wp8/connectivity/wi-fi-sense-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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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预览内部版本允许预览内部版本： 允许用户预览 Microsoft 内部版本。
相机相机： 仅限 Windows Desktop/Tablet

允许使用相机允许使用相机： 允许用户使用其设备相机。
蓝牙蓝牙： 仅限 Windows Desktop/Tablet

允许使用可发现模式允许使用可发现模式： 允许蓝牙设备查找本地设备。
本地设备名称本地设备名称： 本地设备的名称。

安全性：安全性： 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手动安装根证书允许手动安装根证书： 允许用户手动安装根证书。
要求设备加密要求设备加密： 要求设备加密。请注意，在设备上启用加密后，无法将其禁用。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复制粘贴允许复制粘贴：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复制和粘贴数据。
允许屏幕捕获允许屏幕捕获：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捕获屏幕。
允许录制音频允许录制音频：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使用音频录制功能。
允许另存为办公文件允许另存为办公文件： 允许用户使用“另存为”保存办公文具。
允许显示操作中心通知允许显示操作中心通知： 允许在设备锁屏界面上显示操作中心通知。
允许使用允许使用 Cortana： 允许用户访问 Cortana（个人智能助理和知识导航器）。
允许同步设备设置允许同步设备设置： 允许用户在漫游时在 Windows Phone 8.1 设备之间同步设置。

体验体验： 仅限 Windows Desktop/Tablet

允许使用允许使用 Cortana： 允许用户访问 Cortana（个人智能助理和知识导航器）。
允许发现设备允许发现设备： 允许对设备进行网络发现。
允许手动取消注册允许手动取消注册 MDM： 允许用户从 XenMobile MDM 中手动取消注册其设备。
允许同步设备设置允许同步设备设置： 允许用户在漫游时在 Windows 10 设备之间同步设置。

超出锁定范围超出锁定范围： 仅限 Windows Desktop/Tablet

允许显示允许显示 Toast： 允许在锁屏界面上显示 Toast 通知。仅限 Windows Desktop/Tablet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允许访问应用商店允许访问应用商店： 允许用户访问 Microsoft 应用商店。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开发人员解锁允许开发人员解锁： 允许用户向 Microsoft 注册其设备以及开发或安装 Windows Phone 应用商店之外的应用程序。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使用允许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浏览器访问： 允许在设备上使用 Internet Explorer。仅限 Windows Phone。
允许应用商店自动更新允许应用商店自动更新： 允许应用商店中的应用程序自动更新。仅限 Windows Desktop/Tablet。

隐私隐私： 仅限 Windows Desktop/Tablet

允许输入个性化允许输入个性化： 允许运行输入个性化服务，以改进基于用户输入的内容的预测输入（例如手写笔和触摸键盘）。
设置设置： 仅限 Windows Desktop/Tablet。
允许自动播放允许自动播放： 允许用户更改自动播放设置。
允许使用流量感知：允许使用流量感知： 允许用户更改流量感知设置。
允许设置日期时间：允许设置日期时间： 允许用户更改日期和时间设置。
允许设置语言：允许设置语言： 允许用户更改语言设置。
允许设置电源睡眠：允许设置电源睡眠： 允许用户更改电源和睡眠设置。
允许设置区域：允许设置区域： 允许用户更改区域设置。
允许设置登录选项：允许设置登录选项： 允许用户更改登录设置。
允许设置工作区：允许设置工作区： 允许用户更改工作区设置。
允许使用您的帐户：允许使用您的帐户： 允许用户更改帐户设置。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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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硬件控制允许硬件控制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恢复出厂设置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更改硬件配置文件。

允许使用应用程序允许使用应用程序
非非 Amazon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允许用户在其设备上安装非 Amazon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社交网络社交网络： 允许用户从其设备访问社交网络。

网络网络
蓝牙蓝牙： 允许用户使用蓝牙。
WiFi 开关开关： 允许应用程序更改 WiFi 连接状态。
WiFi 设置设置： 允许用户更改 WiFi 设置。
手机网络数据手机网络数据： 允许用户使用其手机网络连接获取数据。
漫游数据漫游数据： 允许用户在漫游时使用手机网络数据。
定位服务定位服务： 允许用户使用 GPS。

USB 操作操作：
调试调试： 允许用户的设备通过 USB 连接到计算机以进行调试。

Windows Mobile/CE

Amazon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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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蓝牙/红外收发红外收发(Obex)： 通过 Bluetooth 或红外线启用 OBEX（OBject EXchange 协议）以在设备之间交换数据。
相机相机： 启用用户设备上的相机。
WiFi 开关开关： 允许用户切换 WiFi 网络。
蓝牙蓝牙： 在用户设备上启用蓝牙。

Windows Mobile/CE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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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以配置在用户 iOS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备上是否允许语音和数据漫游。禁用语
音漫游时，会自动禁用数据漫游。对于 iOS，此策略仅适用于 iOS 5.0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网络访问网络访问下面，单击漫游漫游。此时将显示漫游策略漫游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iOS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禁用语音漫游禁用语音漫游：选择是否禁用语音漫游。启用此选项时，会自动禁用数据漫游。默认值为关关，表示允许语音漫游。
禁用数据漫游禁用数据漫游：选择是否禁用数据漫游。此选项仅在启用语音漫游时可用。默认值为关关，表示允许数据漫游。

配置 Windows Mobile/CE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在漫游时在漫游时
只使用按需连接只使用按需连接：如果用户在其设备上手动触发连接，或者如果移动应用程序请求强制进行连接（例如在已相应设置
Exchange Server 时的推送邮件请求），设备才会连接到 XenMobile。请注意，此选项会临时禁用默认设备连接计划策
略。
阻止所有手机网络连接，但阻止所有手机网络连接，但 XenMobile 管理的连接除外管理的连接除外：除了在 XenMobile 应用程序通道或其他 XenMobile 设备管理
任务中正式声明的数据流量外，该设备不会发送或接收任何其他数据。例如，此选项将禁用所有通过设备的 Web 浏览器
到 Internet 的连接。
阻止阻止 XenMobile 管理的所有手机网络连接管理的所有手机网络连接：所有通过 XenMobile 通道传输的应用程序数据都将被阻止（包括
XenMobile Remote Support）。但是，不会阻止与纯“设备管理”相关的数据流量。
阻止与阻止与 XenMobile 的所有手机网络连接的所有手机网络连接：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设备通过 USB、WiFi 或其默认移动运营商手机网络重新进
行连接，否则在设备和 XenMobile 之间不会传输任何流量。

国内漫游时国内漫游时
忽略国内漫游忽略国内漫游：用户在国内漫游时不阻止任何数据。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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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Samsung SAFE 设置

ELM 许可证密钥许可证密钥：XenMobile 使用生成 ELM 许可证密钥的宏预填充此字段。如果此字段为空，请键入以下宏：
${elm.license.key}

配置 Samsung E-FOTA 设置

要配置 E-FOTA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您从 Samsung 接收的密钥和许可证信息创建一条“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XenMobile Server 随后将验
证该信息并进行注册。

键入 ELM 许可证密钥许可证密钥： XenMobile 使用生成 ELM 许可证密钥的宏预填充此字段。如果此字段为空，请键入以下宏：
${elm.license.key}

键入 Samsung 在您购买 E-FOTA 软件包时提供的以下信息：

Enterprise FOTA 客户客户 ID
Enterprise FOTA 许可证许可证
客户端客户端 ID
客户端密码客户端密码

创建“控制操作系统更新”设备策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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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启用启用 Enterprise FOTA： 设置为开开。
Enterprise FOTA 许可证密钥许可证密钥： 选择您在步骤 1 中创建的“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策略名称。

将“控制操作系统更新”策略部署到 Secure Hub。

Samsung KNOX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KNOX 许可证密钥许可证密钥：键入从 Samsung 获取的 KNOX 许可证密钥。

注意
注意

有关配置策略的常规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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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SAFE 防火墙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此策略允许您为 Samsung 设备配置防火墙设置。输入要允许或阻止的 IP 地址、端口和主机名。还可以配置代理和代理重新路
由设置。

要添加此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向表格中添加项目后：要编辑现有项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笔形图标。要删除现有项目，请
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桶图标。

Samsung SAFE 设置

允许允许/拒绝主机拒绝主机
对于希望允许访问或拒绝访问的每个主机，请单击添加添加并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主机名/IP 范围范围： 希望影响的站点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范围。
端口端口/端口范围端口范围： 端口或端口范围。
允许允许/拒绝规则过滤拒绝规则过滤： 单击白名单白名单以允许访问站点或单击黑名单黑名单以拒绝访问站点。

重新路由配置重新路由配置
对于要配置的每个代理，请单击添加添加并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主机名/IP 范围范围： 代理重新路由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范围。
端口端口/端口范围端口范围： 代理重新路由的端口或端口范围。
代理代理 IP： 代理重新路由的代理 IP 地址。
代理端口代理端口： 代理重新路由的代理端口。

代理配置代理配置
代理代理 IP： 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
端口端口： 代理服务器端口。

注意
有关配置策略的常规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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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P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通过此策略，可以将 iOS 和 macOS 设备配置为使用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从外部 SCEP 服务器检索证书。如果希望从连接
到 XenMobile 的 PKI 向使用 SCEP 的设备交付证书，应采用分布式模式创建 PKI 实体和 PKI 提供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KI 实体。

iOS 设置

macOS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面，单击 SCEP。此时将显示 SCEP 策略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iOS 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3/xmob-certificates/xmon-certificates-pki-entit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pki-entit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cep-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244c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cep-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1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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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URL 基基：键入 SCEP 服务器的地址以定义通过 HTTP 或 HTTPS 发送 SCEP 请求的位置。由于私钥不与证书签名请求 (CSR)

一起发送，因此发送未加密的请求可能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是，如果允许重复使用一次性密码，则应该使用 HTTPS 来保护
密码。此步骤不是必需步骤。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键入任何 SCEP 服务器可以识别的字符串。例如，可以是类似 example.org 的域名。如果 CA 具有多个 CA 证
书，则可以使用此字段识别所需的域。此步骤不是必需步骤。
使用者使用者 X.500 名称名称(RFC 2253)：键入表示为一系列对象标识符 (OID) 和值的 X.500 名称的表示形式。例
如，/C=US/O=Apple Inc./CN=foo/1.2.5.3=bar 将转换为：[ [ ["C", "US"] ], [ ["O", "Apple Inc."] ], ..., [ ["1.2.5.3", "bar" ] ] ]。OID

可表示为句点分隔的数字，并采用以下快捷方式：国家/地区 (C)、地点 (L)、州 (ST)、组织 (O)、组织单位 (OU) 以及公用名
(CN)。
使用者备用名称类型使用者备用名称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备用名称类型。SCEP 策略可指定可选的备用名称类型，用于提供 CA 颁发证书所需
的值。可以指定无无、RFC 822 名称名称、DNS 名称名称或 URI。
最大重试次数最大重试次数：键入 SCEP 服务器发送 PENDING 响应时设备应重试的次数。默认值为 3。
重试延迟重试延迟：键入执行下次重试之前需要等待的秒数。第一次重试尝试没有延迟。默认值为 10。
质询密码质询密码：输入预共享密钥。
密钥大小密钥大小(位位)：在列表中，单击以位为单位的密钥大小 1024  或 2048。默认值为 1024。
用作数字签名用作数字签名：指定是否要将证书用作数字签名。如果有人使用证书来验证数字签名，如验证证书是否由 CA 颁发，SCEP

服务器将在使用公钥解密哈希之前确认该证书是否可以用于此目的。
用于密匙加密用于密匙加密：指定是否要将证书用于密匙加密。如果服务器正在使用客户端提供的证书中包含的公钥来验证数据段是否使
用私钥进行加密，服务器将首先检查证书是否可用于密钥加密。否则，操作将失败。
SHA1/MD5 指纹指纹(十六进制字符串十六进制字符串)：如果 CA 使用 HTTP，则使用此字段提供 CA 证书的指纹，供设备在注册期间用于确认
CA 响应的可靠性。可以输入 SHA1 或 MD5 指纹，或选择证书来导入其签名。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 macO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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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URL 基基：键入 SCEP 服务器的地址以定义通过 HTTP 或 HTTPS 发送 SCEP 请求的位置。由于私钥不与证书签名请求 (CSR)

一起发送，因此发送未加密的请求可能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是，如果允许重复使用一次性密码，则应该使用 HTTPS 来保护
密码。此步骤不是必需步骤。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键入任何 SCEP 服务器可以识别的字符串。例如，可以是类似 example.org 的域名。如果 CA 具有多个 CA 证
书，则可以使用此字段识别所需的域。此步骤不是必需步骤。
使用者使用者 X.500 名称名称(RFC 2253)：键入表示为一系列对象标识符 (OID) 和值的 X.500 名称的表示形式。例
如，/C=US/O=Apple Inc./CN=foo/1.2.5.3=bar 将转换为：[ [ ["C", "US"] ], [ ["O", "Apple Inc."] ], ..., [ ["1.2.5.3", "bar" ] ] ]。OID

可表示为句点分隔的数字，并采用以下快捷方式：国家/地区 (C)、地点 (L)、州 (ST)、组织 (O)、组织单位 (OU) 以及公用名
(CN)。
使用者备用名称类型使用者备用名称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备用名称类型。SCEP 策略可指定可选的备用名称类型，用于提供 CA 颁发证书所需
的值。可以指定无无、RFC 822 名称名称、DNS 名称名称或 URI。
最大重试次数最大重试次数：键入 SCEP 服务器发送 PENDING 响应时设备应重试的次数。默认值为 3。
重试延迟重试延迟：键入执行下次重试之前需要等待的秒数。第一次重试尝试没有延迟。默认值为 10。
质询密码质询密码：键入预共享密钥。
密钥大小密钥大小(位位)：在列表中，单击以位为单位的密钥大小 1024  或 2048。默认值为 1024。
用作数字签名用作数字签名：指定是否要将证书用作数字签名。如果有人使用证书来验证数字签名，如验证证书是否由 CA 颁发，SCEP

服务器将在使用公钥解密哈希之前确认该证书是否可以用于此目的。
用于密匙加密用于密匙加密：指定是否要将证书用于密匙加密。如果服务器正在使用客户端提供的证书中包含的公钥来验证数据段是否使
用私钥进行加密，服务器将首先检查证书是否可用于密钥加密。否则，操作将失败。
SHA1/MD5 指纹指纹(十六进制字符串十六进制字符串)：如果 CA 使用 HTTP，则使用此字段提供 CA 证书的指纹，供设备在注册期间用于确认
CA 响应的可靠性。可以输入 SHA1 或 MD5 指纹，或选择证书来导入其签名。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652https://docs.citrix.com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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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i 和听写策略

Feb 21, 2018

用户向 Siri 提问时或在托管 iOS 设备上听写文本时，Apple 将收集语音数据以改进 Siri 的功能。语音数据通过 Apple 的基于云的
服务传输，因此存在于安全的 XenMobile 容器外部。但是，由听写产生的文本仍保留在容器内部。

XenMobile 允许您根据安全性要求阻止 Siri 和听写服务。

在 MAM 部署中，每个应用程序的阻止听写阻止听写策略都默认设置为开开，这样将禁用设备的麦克风。如果要允许听写，请将其设置
为关关。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找到该策略。选择应用程序，单击编辑编辑，然后单击 iOS。

在 MDM 部署中，还可以通过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 限制策略限制策略 > iOS 下的 Siri 策略禁用 Siri。默认允许使用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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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否允许使用 Siri 和听写服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事项：

根据 Apple 公开发布的信息，Apple 最长将保留 Siri 和听写语音数据两年时间。该数据将被分配一个随机编号以代表用户，
并且语音文件与此随机编号相关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此 Wired 文章 Apple reveals how long Siri keeps your

data（Apple 揭示 Siri 保留数据的时长）。
可以通过在任意 iOS 设备上转至设置设置 > 通用通用 > 键盘键盘并轻按启用听写启用听写下的链接来查看 Apple 的隐私政策。

http://www.cnn.com/2013/04/19/tech/mobile/apple-siri-data/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655https://docs.citrix.com

SSO 帐户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在 XenMobile 中创建 Single Sign-On (SSO) 帐户，使用户只需登录设备一次，即可从各种应用程序访问 XenMobile 和内部的公
司资源。用户无需在设备上存储任何凭据。可以跨应用程序（包括 App Store 中的应用程序）使用此 SSO 帐户企业用户凭据。
此策略专为 Kerberos 身份验证后端设计。

注意注意：此策略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方，单击 SSO 帐户帐户。此时将显示 SSO 帐户策略帐户策略页面。

4. 在 SSO 帐户策略信息帐户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平台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帐户名称帐户名称：输入显示在用户设备上的 Kerberos SSO 帐户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Kerberos 主体名称主体名称：输入 Kerberos 主体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密钥库或密钥库或 PKI 凭据凭据)：在此列表中，单击可用于在无需用户交互的情况下续订 Kerberos 凭据的可选身份凭据。
Kerberos 领域领域：输入此策略的 Kerberos 领域。这通常是您的域名，所有字母均大写（例如，EXAMPLE.COM）。此字段为
必填字段。
允许访问的允许访问的 URL：对于需要 SSO 的每个 URL，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允许访问的允许访问的 URL：输入当用户从 iOS 设备访问时需要 SSO 的 URL。例如，当用户尝试浏览某个站点，且该 Web 站点发
起 Kerberos 质询时，如果该站点不在此 URL 列表中，iOS 设备将不会通过提供 Kerberos 在以前的 Kerberos 登录中缓存
到设备上的 Kerberos 令牌来尝试 SSO。URL 的主机部分必须完全匹配，例如：http://shopping.apple.com 可以，但
http://*.apple.com 却不行。此外，如果 Kerberos 未基于主机匹配激活，URL 将仍然回退到标准 HTTP 调用。如果 URL

仅配置为使用 Kerberos 实现 SSO，这可能意味着一切，包括标准密码质询或 HTTP 错误。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 URL，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 URL。

应用程序标识符应用程序标识符：对于允许使用此登录的每个应用程序，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程序标识符应用程序标识符：输入允许使用此登录的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标识符。如果不添加任何应用程序标识符，此登录将匹配所所
有有应用程序标识符。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应用程序标识符，或单击取消取消以取消添加应用程序标识符。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 URL 或应用程序标识符，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
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 URL 或应用程序标识符，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
改，然后单击“保存”以保存更改的列表，或单击“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选择日期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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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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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加密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在 XenMobile 中创建存储加密设备策略，以加密内部存储和外部存储，并根据设备阻止用户在其设备上使用存储卡。

可以创建适用于 Samsung SAFE、Windows Phone 和 Android Sony 设备的策略。每种平台需要一组不同的值，本文将对此进
行详细介绍。

Samsung SAFE 设置

Windows Phone 设置

Android Sony 设置

注意注意：对于 Samsung SAFE 设备，在配置此策略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必须在用户设备上设置屏幕锁定选项。
用户设备必须已接通电源并且已充电 80%。
设备必须使用包含数字和字母或符号的密码。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方，单击存储加密存储加密。此时将显示存储加密策略存储加密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Samsung SAFE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加密内部存储加密内部存储：选择是否加密用户设备上的内部存储。内部存储包括设备内存和内部存储器。默认值为开。。
加密外部存储加密外部存储：选择是否加密用户设备上的外部存储。默认值为开。。

配置 Windows Phone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Require device encryption: Select whether to encrypt users' devices. 默认值为关关。
禁用存储卡禁用存储卡：选择是否阻止用户在其设备上使用存储卡。默认值为关关。

配置 Android Sony 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torage-encryption-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2e7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torage-encryption-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d8a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torage-encryption-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70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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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加密外部存储加密外部存储：选择是否加密用户设备上的外部存储。设备必须使用包含数字和字母或符号的密码。默认值为开。。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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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商店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一个策略，以指定 iOS、Android 或 Windows Tablet 设备是否在设备的主屏幕上显示 XenMobile

Store Web 剪辑。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面，单击应用商店应用商店。此时将显示应用商店策略应用商店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如有需要，请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7. 对于所配置的每个平台，请选择是否在用户的设备上显示 XenMobile Store Web 剪辑。默认值为开开。

配置好各个平台后，请参阅步骤 8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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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订阅的日历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您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以便在用户的 iOS 设备上向日历列表中添加已订阅的日
历。www.apple.com/downloads/macosx/calendars 提供了您可以订阅的公共日历列表。

注意注意：必须已经订阅某个日历，才能将其添加到用户设备上已订阅的日历列表中。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方，单击已订阅的日历已订阅的日历。此时将显示已订阅的日历策略已订阅的日历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平台信息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说明说明：输入日历的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URL：输入日历 URL。可以输入 iCalendar 文件 (.ics) 的 webcal:// URL 或 http:// 链接。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用户的登录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密码密码：输入可选用户密码。
使用使用 SSL：选择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连接到日历。默认值为“关”。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www.apple.com/downloads/macosx/calendar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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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和条件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如果希望用户接受贵公司用于控制企业网络连接的特定政策，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条款和条件”设备策略。当用户向
XenMobile 注册其设备时，系统会向其显示条款和条件，用户必须接受这些条款和条件才能注册其设备。拒绝这些条款和条件
会取消注册过程。

如果贵公司具有国际用户，并且希望用户接受采用其本地语言描述的条款和条件，则可以采用不同的语言创建不同的条款和条
件策略。必须为计划部署的每个平台和语言组合提供一个文件。对于 Android 和 iOS 设备，必须提供 PDF 文件。对于
Windows 设备，必须提供文本 (.txt) 文件和随附的图像文件。

iOS 和 Android 设置

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Tablet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此时将显示条款和条件策略条款和条件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条款和条件平台条款和条件平台信息页面。

iOS 和 Android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要导入的文件要导入的文件：单击浏览浏览，然后导航到要导入的条款和条件文件的位置，选择此文件。
默认条款和条件默认条款和条件：选择是否将此文件作为默认文档，当用户属于采用不同条款和条件的多个组时，将使用此文件。默认值
为关关。

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Tablet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要导入的文件要导入的文件：单击浏览浏览，然后导航到要导入的条款和条件文件的位置，选择此文件。
图片：图片：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要导入的图片文件的位置，选择此文件。
默认条款和条件默认条款和条件：选择是否将此文件作为默认文档，当用户属于采用不同条款和条件的多个组时，将使用此文件。默认值
为关关。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策略分配页面。

7.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向其分配策略的交付组。选择的组显示在右侧用于接用于接
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列表中。

8. 单击保存保存。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terms-and-conditions-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78a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terms-and-conditions-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73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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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用于配置虚拟专用网络 (VPN) 设置的设备策略，使用户设备安全地连接到企业网络。可以为以下平台
配置 VPN 策略。每种平台需要一组不同的值，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iOS 设置

macOS 设置

Android 设置

Samsung SAFE 设置

Samsung KNOX 设置

Windows Phone 设置

Windows Tablet 设置

Amazon 设置

要添加或配置此策略，请转至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

配置 iOS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键入连接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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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选择密码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或 RSA SecureID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
共享密钥共享密钥：键入 IPSec 共享密钥。
发送所有流量发送所有流量：选择是否通过 VPN 发送所有流量。默认值为关关。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选择密码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或 RSA SecureID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
加密级别加密级别：在列表中，单击加密级别。默认值为无无。
无无：不使用加密。
自动自动：使用服务器支持的最强加密级别。
最大最大(128 位位)：始终使用 128 位加密。

发送所有流量发送所有流量：选择是否通过 VPN 发送所有流量。默认值为关关。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共享密钥共享密钥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共享密钥共享密钥。
如果启用共享密钥共享密钥，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组名称组名称：键入可选组名称。

连接类型连接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将用于此连接的协议。默认值为 L2TP。
L2TP：使用预共享密钥身份验证的第二层通道协议。
PPTP：点对点通道。
IPSec：企业 VPN 连接。
Cisco Legacy AnyConnect： 此连接类型要求在用户设备上安装 Cisco Legacy AnyConnect VPN 客户端。Cisco 正在分
阶段淘汰基于现已弃用的 VPN 框架的 Cisco Legacy AnyConnect 客户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支持文
章：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7708。

要使用当前的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请使用连接类型连接类型自定义自定义 SSL。对于必需的设置，请参阅本部分中的“配置自定义
SSL 协议”。
Juniper SSL：Juniper Networks SSL VPN 客户端。
F5 SSL：F5 Networks SSL VPN 客户端。
SonicWALL Mobile Connect：适用于 iOS 的 Dell 统一 VPN 客户端。
Ariba VIA：Ariba Networks Virtual Internet Access 客户端。
IKEv2（仅限（仅限 iOS））：仅限适用于 iOS 的 Internet 密钥交换 2 版。
Citrix VPN：适用于 iOS 的 Citrix VPN 客户端。
自定义自定义 SSL：自定义安全套接字层。此连接类型对捆绑包 ID 为 com.cisco.anyconnect  的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而
言是必需的。指定连接名称连接名称为 Cisco AnyConnect。 

以下部分列出了前面每种连接类型的配置选项。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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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密钥共享密钥：键入可选共享密钥。
使用混合身份验证使用混合身份验证：选择是否使用混合身份验证。利用混合身份验证，服务器首先向客户端验证自己的身份，然后客户端向服务器
验证自己的身份。默认值为关关。
提示输入密码提示输入密码：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密码。默认值为关关。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连接到网络时需要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信
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选项。

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在 iOS 9.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
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单击添加添加可添加 Safari 域名。 

要从 Cisco Legacy AnyConnect 客户端转换到新的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请使用自定义 SSL 协议。

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 对于 Legacy AnyConnect 客户端，捆绑包 ID 为 com.cisco.anyconnect.gui。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组组：键入可选组名称。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选项。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
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领域领域：键入可选领域名称。
角色角色：键入可选角色名称。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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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
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
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登录组或域登录组或域：键入可选登录组或域。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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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如果将此选项设置为“开”，
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
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本部分包括用于 IKEv2、AlwaysOn IKEv2 和 AlwaysOn IKEv2 双配置协议的设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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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户禁用自动连接允许用户禁用自动连接：面向 AlwaysOn 协议。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关闭与其设备上的网络的自动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本地标识符本地标识符：IKEv2 客户端的 FQDN 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远程标识符远程标识符：VPN 服务器的 FQDN 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计算机身份验证计算机身份验证：选择共享密钥共享密钥或证书证书作为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共享密钥共享密钥。

如果选择共享密钥共享密钥，请键入可选共享密钥。

如果选择证书证书，请选择要使用的身份凭据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已启用扩展身份验证已启用扩展身份验证：选择是否启用扩展身份验证协议 (EAP)。如果选择开开，请键入用户帐户用户帐户和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iOS 8.0 及更高版

本）

失效对等体检测时间间隔失效对等体检测时间间隔：选择联系对等设备以确保对等设备仍可访问的频率。默认值为无无。选项包括：（iOS 8.0 及更高版本）

无无：禁用失效对等体检测。

低低：每 30 分钟联系一次对等体。

中中：每 10 分钟联系一次对等体。

高高：1 分钟联系一次对等体。

禁用移动性和多宿主禁用移动性和多宿主：选择是否禁用此功能。(iOS 9.0+)

使用使用 IPv4 /IPv6 内部子网属性内部子网属性：选择是否启用此功能。(iOS 9.0+)

禁用重定向禁用重定向：选择是否禁用重定向。(iOS 9.0+)

设备在睡眠状态下启用设备在睡眠状态下启用 NAT 保持连接保持连接：面向 AlwaysOn 协议。保持连接数据包维护 IKEv2 连接的 NAT  映射。芯片在设备处于唤醒状态

时定期发送这些数据包。如果此设置设为开，即使设备处于睡眠状态时，芯片也会发送保持连接数据包。通过 WiFi 传输时，默认时间

间隔为 20 秒，通过手机网络传输时为 110秒。可以使用 NAT  保持连接时间间隔参数更改时间间隔。(iOS 9.0+)

NAT 保持连接时间间隔保持连接时间间隔(秒秒)：默认值为 20 秒。(iOS 9.0+)

启用完全向前保密启用完全向前保密：选择是否启用此功能。(iOS 9.0+)

DNS 服务器服务器 IP 地址地址：可选。DNS 服务器 IP 地址字符串的列表。这些 IP 地址可以包括 IPv4 和 IPv6 地址的混合。单击添加添加可键入地

址。

域名域名：可选。通道的主域。(iOS 10.0+)

搜索域搜索域：可选。用于完全限定单标签主机名的域字符串的列表。

将补充匹配域附加到解析程序列表将补充匹配域附加到解析程序列表：可选。确定是否将补充匹配域列表中的域附加到解析程序的搜索域的列表。0  表示附加；1 表示

不附加。默认值为 0。

补充匹配域补充匹配域：可选。用于确定要使用 DNS 服务器地址中包含的 DNS 解析程序设置的 DNS 查询的域字符串的列表。此键将创建一个拆

分 DNS 配置，在该配置中，只有某些域中的主机才能使用通道的 DNS 解析程序进行解析。不在此列表的其中一个域中的主机将使用

系统的默认解析程序进行解析。

如果此参数包含一个空字符串，该字符串将用作默认域。这说明了拆分通道配置如何将所有 DNS 查询先定向到 VPN DNS 服务器，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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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到主 DNS 服务器。如果 VPN 通道成为网络的默认路由，列出的 DNS 服务器将成为默认解析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补充匹配域列表将

被忽略。

IKE SA 参数参数和子子 SA 参数参数。为每个安全关联 (SA) 参数选项配置以下设置：

加密算法加密算法：在此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IKE 加密算法。默认值为 3DES。

完整性算法完整性算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完整性算法。默认值为 SHA1-96。。

Diffie Hellman 组：在列表中，单击 Diffie Hellman 组号。默认值为 2。。

生存时间生存时间(分钟分钟)：键入 10 至 1440 之间的整数，表示 SA 生存时间（重新生成密钥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14 4 0  分钟。

服务异常服务异常：面向 AlwaysOn 协议。服务异常是指不通过 AlwaysOn VPN 运行的系统服务。请配置以下服务异常设置：

语音邮件语音邮件：在列表中，单击处理语音邮件异常的方式。默认值为允许通过通道传输流量允许通过通道传输流量。

AirPrint：在列表中，单击处理 AirPrint 异常的方式。默认值为允许通过通道传输流量允许通过通道传输流量。

允许在允许在 VPN 通道外部传输来自强制通道外部传输来自强制 Web 表格的流量：表格的流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连接到 VPN 通道外部的公共热点。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在允许在 VPN 通道外部传输来自所有强制联网应用程序的流量：通道外部传输来自所有强制联网应用程序的流量：选择是否允许 VPN 通道外部的所有热点联网应用程序。默认值

为关关。

强制联网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强制联网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对于允许用户访问的每个热点联网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单击添加添加并键入热点联网捆绑包标识捆绑包标识

符符。单击保存保存保存该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

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应用程序捆绑包标识符，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更新列表，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

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为 IKEv2 连接类型配置这些设置。
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在 iOS 9.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按需匹配应用程序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
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单击添加添加可添加 Safari 域名。

代理配置代理配置：选择 VPN 连接通过代理服务器进行路由的方式。默认值为无无。

Citrix VPN 客户端可从 Apple Store 的此处获取。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citrix-vpn/id951140681?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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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如果将此选项设置为“开”，
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自定义自定义 XML：对于要添加的每个自定义 XML 参数，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指定键/值对。可用参数如下：
disableL3：禁用系统级 VPN。仅允许使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不需要设置任何值值。
useragent：与此设备策略和目标为 VPN 插件客户端的任何 NetScaler 策略相关联。对于 VPN 插件发起的请求，此键的值值自动附
加到该插件。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参数，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

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参数，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

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要从 Cisco Legacy AnyConnect 客户端转换为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自定义 SSL 协议配置 VPN 设备策略。将该策略部署到 iOS 设备。
2. 从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cisco-anyconnect/id1135064690?mt=8 上载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将该应用程序添加到

XenMobile Server，然后再将其部署到 iOS 设备。
3. 从 iOS 设备中删除旧 VPN 设备策略。

自定义自定义 SSL 标识符标识符(反向反向 DNS 格式格式)：设置为捆绑包标识符。对于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请使用 com.cisco.anyconnect。
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如果在自定义自定义 SSL 标识符标识符中指定的应用程序具有多个类型相同（应用程序代理或数据包通道）的 VPN 提供
程序，请指定此捆绑包标识符。对于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请使用 com.cisco.anyconnect。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如果将此选项设置为“开”，
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
提供程序类型提供程序类型：提供程序类型指示提供程序是 VPN 服务还是代理服务。对于 VPN 服务，请选择数据包通道数据包通道。对于代理服务，请选
择应用程序代理应用程序代理。对于 Cisco AnyConnect 客户端，请选择数据包通道数据包通道。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cisco-anyconnect/id1135064690?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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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自定义自定义 XML：对于要添加的每个自定义 XML 参数，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键入要添加的参数的名称。
值值：键入与参数名称参数名称关联的值。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此参数，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此参数。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参数，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

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参数，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

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代理代理
代理配置代理配置：在列表中，选择 VPN 连接通过代理服务器进行路由的方式。默认值为无无。
如果启用手动手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代理服务器的端口代理服务器的端口：键入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代理服务器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代理服务器密码。

如果配置自动自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 URL：键入代理服务器的 URL。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iOS 的“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项适用于以下连接类型：Cisco AnyConnect、Juniper SSL、F5 SSL、SonicWALL Mobile

Connect、Ariba VIA、Citrix VPN 和自定义 SSL。

要配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中，创建一条 VPN 策略。例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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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Hub 的“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策略具有以下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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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名称连接名称：设置为 XenMobile。XenMobile 使用该连接名称作为 VPN 提供程序本地化的说明。Secure Hub 使用 VPN 本
地化的说明来区分设备范围内的提供程序与每应用提供程序。
连接类型连接类型：设置为自定义自定义 SSL。

自定义自定义 SSL 标识符标识符：设置为 Secure Hub 的捆绑包标识符。

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提供程序捆绑包标识符：设置为 Secure Hub 网络扩展名的捆绑包标识符。该捆绑包标识符是 Secure Hub 的捆绑包标识
符，在自定义自定义 SSL 标识符标识符中通过附加的 .NE 指定。

提供程序类型提供程序类型：设置为数据包通道数据包通道。

在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中，创建一条“应用程序属性”策略以将应用程序与“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策略相关联。对于“为应用单独为应用单独
设置设置 VPN”标识符标识符，请选择在步骤 1 中创建的 VPN 策略的名称。对于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托管应用程序捆绑包 ID，请从应用程序列表中进行选
择，或者键入应用程序捆绑包 ID。（如果部署了 iOS 的“应用程序清单”策略，应用程序列表将包含应用程序。）

配置 macOS 设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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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选择以下其中一项：密码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RSA SecureID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Kerberos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CryptoCard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密码身份验密码身份验
证证。
共享密钥共享密钥：键入 IPSec 共享密钥。
发送所有流量发送所有流量：选择是否通过 VPN 发送所有流量。默认值为关关。

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键入连接的名称。
连接类型连接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将用于此连接的协议。默认值为 L2TP。

L2TP：使用预共享密钥身份验证的第二层通道协议。
PPTP：点对点通道。
IPSec：企业 VPN 连接。
Cisco AnyConnect：Cisco AnyConnect VPN 客户端。
Juniper SSL：Juniper Networks SSL VPN 客户端。
F5 SSL：F5 Networks SSL VPN 客户端。
SonicWALL Mobile Connect：适用于 iOS 的 Dell 统一 VPN 客户端。
Ariba VIA：Ariba Networks Virtual Internet Access 客户端。
Citrix VPN：Citrix VPN 客户端。
自定义自定义 SSL：自定义安全套接字层。

以下部分列出了前面每种连接类型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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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选择以下其中一项：密码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RSA SecureID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Kerberos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CryptoCard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密码身份验密码身份验
证证。
加密级别加密级别：选择所需的加密级别。默认值为无无。
无无：不使用加密。
自动自动：使用服务器支持的最强加密级别。
最大最大(128 位)：始终使用 128 位加密。

发送所有流量发送所有流量：选择是否通过 VPN 发送所有流量。默认值为关关。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共享密钥共享密钥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共享密钥共享密钥。
如果启用共享密钥共享密钥身份验证，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组名称组名称：键入可选组名称。
共享密钥共享密钥：键入可选共享密钥。
使用混合身份验证使用混合身份验证：选择是否使用混合身份验证。利用混合身份验证，服务器首先向客户端验证自己的身份，然后客户端向服
务器验证自己的身份。默认值为关关。
提示输入密码提示输入密码：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密码。默认值为关关。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身份验证，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连接到网络时需要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选项。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组组：键入可选组名称。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选项。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
时，是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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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保

存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领域领域：键入可选领域名称。
角色角色：键入可选角色名称。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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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登录组或域登录组或域：键入可选登录组或域。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vpn-policy.html#par_accordion_2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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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Citrix VPN 客户端可从 Apple Store 的此处获取。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
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时，是
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删

除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

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自定义自定义 XML：对于要添加的每个自定义 XML 参数，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指定键/值对。可用参数如下：
disableL3：禁用系统级 VPN。仅允许使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不需要设置任何值值。
useragent：与此设备策略和目标为 VPN 插件客户端的任何 NetScaler 策略相关联。对于 VPN 插件发起的请求，此键的值值自动附
加到该插件。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参数，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

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参数，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

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自定义自定义 SSL 标识符标识符(反向反向 DNS 格式格式)：以反向 DNS 格式键入 SSL 标识符。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键入可选用户帐户。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密码密码或证书证书以选择此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默认值为密码密码。
如果启用密码密码，请在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字段中键入可选身份验证密码。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citrix-vpn/id951140681?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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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证书证书，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连接时提示输入连接时提示输入 PI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提示用户输入其 PIN。默认值为关。关。
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选择是否在用户连接到网络时启用触发 VPN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有关在按需启用按需启用 VPN 设置为开开时配置设置的
信息，请参阅配置按需启用 VPN 设置。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默认值为关关。如果启用此选项，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On-demand match enabled（按需匹配已启用）（按需匹配已启用）：选择当链接到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服务的应用程序发起网络通信
时，是否自动触发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连接。
Safari 域域：对于想要包含的可以触发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 连接的每个 Safari 域，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域，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保

存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自定义自定义 XML：对于要添加的每个自定义 XML 参数，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键入要添加的参数的名称。
值值：键入与参数名称参数名称关联的值。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参数，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

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参数，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

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按需域按需域：对于要添加的每个域及用户连接到域时要采取的相关操作，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操作操作：在列表中，单击其中一项可能采取的操作：
始终建立始终建立：域始终触发 VPN 连接。
从不建立从不建立：域从不触发 VPN 连接。
必要时建立必要时建立：如果域名解析失败（如 DNS 服务器无法解析域、重定向到其他服务器或超时时），域触发 VPN 连接尝试。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按需规则按需规则
操作操作：在列表中，单击要采取的操作。默认值为 EvaluateConnection。。可能的操作包括：
允许允许：允许在触发时 VPN 按需进行连接。
连接连接：无条件启动 VPN 连接。
断开连接断开连接：删除 VPN 连接并且在规则匹配时不按需重新连接。
EvaluateConnection：评估每个连接的 ActionParameters 阵列。
忽略忽略：保持现有 VPN 连接，并且在规则匹配时不按需重新连接。

DNSDomainMatch：对于您想要添加且用户设备的搜索域列表可以与之匹配的每个域，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DNS 域域：键入域名。可以使用通配符“*”前缀来匹配多个域。例如，*.example.com 匹配 mydomain.example.com、
yourdomain.example.com 和 herdomain.example.com。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DNSServerAddressMatch：对于您想要添加且网络的任何指定 DNS 服务器可以匹配的每个 IP 地址，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
作：

DNS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要添加的 DNS 服务器地址。可以使用通配符“*”后缀来匹配 DNS 服务器。例如，17.* 匹配 A 类子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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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DNS 服务器。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 DNS 服务器地址，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 DNS 服务器地址。

InterfaceTypeMatch：在列表中，单击所使用的主要网络接口硬件的类型。默认值为未指定未指定。可能的值有：
未指定未指定：匹配任何网络接口硬件。这是默认值。
以太网以太网：仅匹配以太网网络接口硬件。
WiFi：仅匹配 WiFi 网络接口硬件。
手机网络手机网络：仅匹配手机网络网络接口硬件。

SSIDMatch：对于您想要添加且匹配当前网络的每个 SSID，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SSID：键入要添加的 SSID。如果网络不是 WiFi 网络，或者如果 SSID 未出现，匹配将失败。将此列表留空可匹配任何 SSID。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 SSID，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 SSID。

URLStringProbe：键入要提取的 URL。如果此 URL 在未经重定向的情况下成功提取，此规则匹配。
ActionParameters : Domains：对于您想要添加且 EvaluateConnection 检查的每个域，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ActionParameters : DomainAction：在列表中，单击指定 ActionParameters : Domains 域的 VPN 行为。默认值为
ConnectIfNeeded。可能的操作包括：

ConnectIfNeeded：如果域名解析失败（如 DNS 服务器无法解析域、重定向到其他服务器或超时时），域触发 VPN 连接尝
试。
NeverConnect：域从不触发 VPN 连接。

ActionParameters: RequiredDNSServers：对于要用于解析指定域的每个 DNS 服务器 IP 地址，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DNS 服务器服务器：仅当 ActionParameters : DomainAction = ConnectIfNeeded 时有效。键入要添加的 DNS 服务器。此服务
器无需属于设备的当前网络配置。如果无法访问 DNS 服务器，作为响应，将建立 VPN 连接。此 DNS 服务器应该为内部 DNS 服
务器或可信的外部 DNS 服务器。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 DNS 服务器，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 DNS 服务器。

ActionParameters : RequiredURLStringProbe：（可选）键入使用 GET  请求探查的 HTTP 或 HTTPS（首选）URL。如果无法
解析 URL 的主机名，如果无法访问服务器，或者如果服务器不使用 200 HTTP 状态代码响应，作为响应，将建立 VPN 连接。仅在
ActionParameters : DomainAction = ConnectIfNeeded 时有效。
OnDemandRules : XML content：键入或复制并粘贴 XML 按需配置规则。
单击检查字典检查字典以验证 XML 代码。如果 XML 有效，将在 XML 内容文本框的下面显示绿色字体的“有效 XML”；否则，将看到描述
错误的黄色错误消息。

代理代理
代理配置代理配置：在列表中，选择 VPN 连接通过代理服务器进行路由的方式。默认值为无无。
如果启用手动手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主机名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代理服务器的端口代理服务器的端口：键入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代理服务器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代理服务器密码。

如果配置自动自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 URL：键入代理服务器的 URL。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策略设置策略设置下方的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配置 Android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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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itrix VPN 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键入 VPN 连接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NetScaler Gateway 的 FQDN 或 IP 地址。

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连接的身份验证类型：选择身份验证类型并填写针对该类型显示的以下字段中的任何字段：

用户名用户名和密码密码：键入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密码密码或密码和证书密码和证书的 VPN 凭据。可选。如果未提供 VPN 凭据，Citrix VPN 应用程序将
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针对身份验证类型身份验证类型证书证书或密码和证书密码和证书显示。

启用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选择是否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如果未启用“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所有流量都将通过
Citrix VPN 通道传输。如果启用了“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请指定以下设置。默认值为关关。

白名单白名单或黑名单黑名单：选择一项设置。如果选择白名单白名单，白名单中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将通过此 VPN 传输。如果选择黑名单黑名单，
除黑名单中的应用程序以外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将通过此 VPN 传输。

应用程序列表应用程序列表：指定列入白名单或黑名单中的应用程序。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键入以逗号分隔的应用程序软件包名称的列表。

自定义自定义 XML：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键入自定义参数。XenMobile 支持 Citrix VPN 的以下参数：

disableL3Mode：可选。要启用此参数，请键入 Yes 作为值值。如果启用了此参数，XenMobile 将不显示用户添加的 VPN

连接，并且用户无法添加新连接。这是一项全局限制，适用于所有 VPN 配置文件。

userAgent：字符串值。可以指定要在每个 HTTP 请求中发送的自定义用户代理字符串。指定的用户代理字符串附加到
现有 Citrix VPN 用户代理。

为 Cisco AnyConnect VPN 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输入 Cisco AnyConnect VPN 连接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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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备份 VPN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备份 VPN 服务器信息。
用户组用户组：键入用户组信息。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选择身份凭据。
可信网络可信网络
自动自动 VPN 策略策略：启用或禁用此选项，以设置 VPN 响应可信网络和不可信网络的方式。如果启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可信网络策略可信网络策略：在列表中，单击所需的策略。默认值为断开连接断开连接。可能的选项包括：
断开连接断开连接：客户端终止可信网络中的 VPN 连接。这是默认值。
连接连接：客户端在可信网络中启动 VPN 连接。
不执行任何操作不执行任何操作：客户端不执行任何操作。
暂停暂停：用户在可信网络外部建立 VPN 会话后进入配置为可信的网络时，挂起 VPN 会话（而不是断开会话的连
接）。用户再次离开可信网络时，会话恢复。这样无需在离开可信网络后建立新的 VPN 会话。

不可信网络策略不可信网络策略：在列表中，单击所需的策略。默认值为连接连接。可能的选项包括：
连接连接：客户端在不可信网络中启动 VPN 连接。
不执行任何操作不执行任何操作：客户端在不可信网络中启动 VPN 连接。此选项将禁用始终启用 VPN。

可信域可信域：对于客户端位于可信网络时网络接口可能具有的每个域后缀，请单击添加添加以执行下列操作：
域域：键入要添加的域。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域，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域。

可信服务器可信服务器：对于客户端位于可信网络时网络接口可能具有的每个服务器地址，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下列操作：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要添加的服务器。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服务器，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服务器。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服务器，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
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现有服务器，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后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配置 Samsung SAFE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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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VPN 主机的名称。必须使用此选项。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键入预共享密钥。必须使用此选项。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VPN 主机的名称。必须使用此选项。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VPN 主机的名称。必须使用此选项。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启用加密启用加密：选择是否在 VPN 连接上启用加密。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VPN 主机的名称。必须使用此选项。
启用备份服务器启用备份服务器：选择是否启用备份 VPN 服务器。如果启用，请在备份备份 VPN 服务器服务器中键入备份 VPN 服务器的 FQDN 或 IP 地址。
启用用户身份验证启用用户身份验证：选择是否需要进行用户身份验证。如果启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用户密码。

组名称组名称：键入可选组名称。
身份验证方法身份验证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可能的选项包括：
证书证书：使用证书身份验证。这是默认值。如果选择此项，请在“身份凭据”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使用预共享密钥。如果选择此项，请在“预共享密钥”字段中，键入预共享密钥。
混合混合 RSA：使用 RSA 证书的混合身份验证。
EAP MD5：EAP 对等体向 EA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但是不相互验证身份。
EAP MSCHAPv2：使用 Microsoft 的质询-握手身份验证相互验证身份。

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键入连接的名称。
Vpn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将用于此连接的协议。默认值为带有预共享密钥的带有预共享密钥的 L2TP。可能的选项包括：
带有预共享密钥的带有预共享密钥的 L2TP：使用预共享密钥身份验证的第二层通道协议。此为默认设置。
带有证书的带有证书的 L2TP：使用证书的第二层通道协议。
PPTP：点对点通道。
Enterprise：企业 VPN 连接。适用于 SAFE 2.0 之前的版本。
通用通用：通用 VPN 连接。适用于 SAFE 2.0 或更高版本。

以下部分列出了前面每种 VPN 类型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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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默认值为无无。
启用默认路由启用默认路由：选择是否启用到 VPN 服务器的默认路由。默认值为关关。
启用智能卡身份验证启用智能卡身份验证：选择是否允许用户使用智能卡进行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关关。
启用移动选项启用移动选项：选择是否启用移动选项。默认值为关关。
Diff ie-Hellman 组值组值(密钥强度密钥强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密钥强度。默认值为 0。
拆分通道类型拆分通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拆分通道类型。默认值为自动自动。可能的选项包括：
自动自动：自动使用拆分通道。
手动手动：通过在 VPN 服务器上指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使用拆分通道。
已禁用已禁用：不使用拆分通道。

SuiteB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NSA Suite B 加密级别。默认值为 GCM-128。可能的选项包括：
GCM-128：使用 128 位 AES-GCM 加密
GMAC-128：使用 128 位 AES-GMAC 加密。
GMAC-256：使用 256 位 AES-GMAC 加密。
无无：不使用加密。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VPN 主机的名称。必须使用此选项。
启用用户身份验证：启用用户身份验证：选择是否需要进行用户身份验证。如果启用，请在密码密码中键入用户密码。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名。
包名称代理包名称代理 VPN：在设备上安装的 VPN 的包名称或 ID，例如 Mocana 或 Pulse Secure。
Vpn 连接类型连接类型：在列表中，单击 IPSEC 或 SSL 选择要使用的连接类型。默认值为 IPSEC。以下部分介绍每种连接类型的配置设置。

配置配置 IPSEC 连接类型设置连接类型设置

标识标识：键入此配置的可选标识符。
IPsec 组组 ID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IPsec 组 ID 类型。默认值为默认默认。可能的选项包括：
默认值默认值
IPv4  地址地址
完全限定域名完全限定域名 (FQDN)
用户用户 FQDN
IKE 密钥密钥 ID

IKE 版本版本：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Internet 密钥交换版本。默认值为 IKEv1。
身份验证方法身份验证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默认值为证书证书。可能的选项包括：
证书证书：使用证书身份验证。如果选择此项，请在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使用预共享密钥。如果选择此项，请在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字段中，键入预共享密钥。
混合混合 RSA：使用 RSA 证书的混合身份验证。
EAP MD5：EAP 对等体向 EA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但是不相互验证身份。
EAP MSCHAPv2：使用 Microsoft 的质询-握手身份验证相互验证身份。
基于基于 CAC 的身份验的身份验：使用通用访问卡 (CAC) 进行身份验证。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
启用失效对等体检测启用失效对等体检测：选择是否联系对等体以确定其仍然有效。默认值为关关。
启用默认路由启用默认路由：选择是否启用到 VPN 服务器的默认路由。
启用移动选项启用移动选项：选择是否启用移动选项。
IKE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分钟分钟)：键入必须重新建立 VPN 连接之前经过的分钟数。默认值为 1440 分钟（24 小时）。
Diff ie-Hellman 组值组值(密钥强度密钥强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密钥强度。默认值为 0。
IKE 阶段阶段 1 密钥交换模式密钥交换模式：选择主模式主模式或积极模式积极模式作为 IKE 阶段 1 协商模式。默认值为主模式主模式。
主模式主模式：协商期间不会向潜在攻击者泄露任何信息，但是速度低于积极模式积极模式。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684https://docs.citrix.com

积极模式积极模式：协商期间会向潜在攻击者泄露某些信息（例如，协商对等体的身份），但是速度高于主模式主模式。
完全向前保密完全向前保密(PFS)值值：选择是否使用 PFS 以要求新密钥交换协商连接。
拆分通道类型拆分通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拆分通道类型。可能的选项包括：
自动自动：自动使用拆分通道。
手动手动：通过在 VPN 服务器上指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使用拆分通道。
已禁用已禁用：不使用拆分通道。

IPSEC 加密算法加密算法：IPSec 协议使用的 VPN 配置。
IKE 加密算法加密算法：IPSec 协议使用的 VPN 配置。
IKE 完整性算法完整性算法：IPSec 协议使用的 VPN 配置。
供应商供应商：与 KNOX API 通信的通用代理的个人配置文件。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对于要添加的每个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应用程序进行通信时使用的 VPN 配置。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配置配置 SSL 连接类型设置连接类型设置

身份验证方法身份验证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默认值为不适用不适用。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适用不适用
证书证书：使用证书身份验证。如果选择此项，请在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基于基于 CAC 的身份验的身份验：使用通用访问卡 (CAC) 进行身份验证。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
启用默认路由启用默认路由：选择是否启用到 VPN 服务器的默认路由。
启用移动选项启用移动选项：选择是否启用移动选项。
拆分通道类型拆分通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拆分通道类型。可能的选项包括：
自动自动：自动使用拆分通道。
手动手动：通过在 VPN 服务器上指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使用拆分通道。
已禁用已禁用：不使用拆分通道。

SSL 算法算法：键入用于客户端-服务器协商的 SSL 算法。
供应商供应商：与 KNOX API 通信的通用代理的个人配置文件。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对于要添加的每个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应用程序进行通信时使用的 VPN 配置。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配置 Samsung KNOX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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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名称连接名称：键入连接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VPN 主机的名称。必须使用此选项。
启用备份服务器启用备份服务器：选择是否启用备份 VPN 服务器。如果启用，请在备份备份 VPN 服务器服务器中键入备份 VPN 服务器的 FQDN 或 IP 地址。
启用用户身份验证启用用户身份验证：选择是否需要进行用户身份验证。如果启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用户密码。

组名称组名称：键入可选组名称。
身份验证方法身份验证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可能的选项包括：
证书证书：使用证书身份验证。这是默认值。如果选择此项，请在“身份凭据”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凭据。默认值为“无”。
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使用预共享密钥。如果选择此项，请在“预共享密钥”字段中，键入预共享密钥。
混合混合 RSA：使用 RSA 证书的混合身份验证。
EAP MD5：EAP 对等体向 EA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但是不相互验证身份。
EAP MSCHAPv2：使用 Microsoft 的质询-握手身份验证相互验证身份。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
启用默认路由启用默认路由：选择是否启用到 VPN 服务器的默认路由。
启用智能卡身份验证启用智能卡身份验证：选择是否允许用户使用智能卡进行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关关。

注意注意：为 Samsung KNOX 配置任何策略时，策略仅在 Samsung KNOX 容器内适用。

配置以下设置：

Vpn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配置的 VPN 连接类型，即企业企业（适用于 KNOX 2.0 之前的版本）或通用通用（适用于 KNOX 2.0

或更高版本）。默认值为企业企业。

以下部分列出了前面每种连接类型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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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移动选项启用移动选项：选择是否启用移动选项。
Diff ie-Hellman 组值组值(密钥强度密钥强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密钥强度。默认值为 0。
拆分通道类型拆分通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拆分通道类型。可能的选项包括：
自动自动：自动使用拆分通道。
手动手动：通过在 VPN 服务器上指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使用拆分通道。
已禁用已禁用：不使用拆分通道。

SuiteB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NSA Suite B 加密级别。可能的选项包括：
GCM-128：使用 128 位 AES-GCM 加密，此为默认值。
GCM-256：使用 256 位 AES-GCM 加密。
GMAC-128：使用 128 位 AES-GMAC 加密。
GMAC-256：使用 256 位 AES-GMAC 加密。
无无：不使用加密。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多个路由表，请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其他可选转发路由。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键入连接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包名称代理包名称代理 VPN：：在设备上安装的 VPN 的包名称或 ID，例如 Mocana 或 Pulse Secure。
主机名主机名：键入 VPN 主机的名称。必须使用此选项。
启用用户身份验证启用用户身份验证：选择是否需要进行用户身份验证。如果启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用户密码。

标识标识：键入此配置的可选标识符。仅在 Vpn 连接类型连接类型 = IPSEC 时适用。时适用。
Vpn 连接类型连接类型：在列表中，单击 IPSEC 或 SSL 以选择要使用的连接类型。默认值为 IPSEC。以下部分介绍每种连接类型的配置设
置。

配置配置 IPSEC 连接设置连接设置
标识标识：键入此配置的可选标识符。
IPsec 组组 ID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IPsec 组 ID 类型。默认值为默认默认。可能的选项包括：
默认值默认值
IPv4  地址地址
完全限定域名完全限定域名 (FQDN)
用户用户 FQDN
IKE 密钥密钥 ID

IKE 版本版本：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Internet 密钥交换版本。默认值为 IKEv1。
身份验证方法身份验证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默认值为证书证书。可能的选项包括：
证书证书：使用证书身份验证。如果选择此项，请在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使用预共享密钥。如果选择此项，请在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字段中，键入预共享密钥。
混合混合 RSA：使用 RSA 证书的混合身份验证。
EAP MD5：EAP 对等体向 EA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但是不相互验证身份。
EAP MSCHAPv2：使用 Microsoft 的质询-握手身份验证相互验证身份。
基于基于 CAC 的身份验的身份验：使用通用访问卡 (CAC) 进行身份验证。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
启用失效对等体检测启用失效对等体检测：选择是否联系对等体以确定其仍然有效。默认值为关关。
启用默认路由启用默认路由：选择是否启用到 VPN 服务器的默认路由。
启用移动选项启用移动选项：选择是否启用移动选项。
IKE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分钟分钟)：键入必须重新建立 VPN 连接之前经过的分钟数。默认值为 1440 分钟（24 小时）。
ipsec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分钟分钟)：键入必须重新建立 VPN 连接之前经过的分钟数。默认值为 1440 分钟（24 小时）。
Diff ie-Hellman 组值组值(密钥强度密钥强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密钥强度。默认值为 0。
IKE 阶段阶段 1 密钥交换模式密钥交换模式：选择主模式主模式或积极模式积极模式作为 IKE 阶段 1 协商模式。默认值为主模式主模式。
主模式主模式：协商期间不会向潜在攻击者泄露任何信息，但是速度低于积极模式积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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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模式积极模式：协商期间会向潜在攻击者泄露某些信息（例如，协商对等体的身份），但是速度高于主模式主模式。
完全向前保密完全向前保密(PFS)值值：选择是否使用 PFS 以要求新密钥交换协商连接。
拆分通道类型拆分通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拆分通道类型。可能的选项包括：
自动自动：自动使用拆分通道。
手动手动：通过在 VPN 服务器上指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使用拆分通道。
已禁用已禁用：不使用拆分通道。

SuiteB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NSA Suite B 加密级别。默认值为 GCM-128。可能的选项包括：
GCM-128：使用 128 位 AES-GCM 加密。
GCM-256：使用 256 位 AES-GCM 加密。
GMAC-128：使用 128 位 AES-GMAC 加密。
GMAC-256：使用 256 位 AES-GMAC 加密。
无无：不使用加密。

IPSEC 加密算法加密算法：IPSec 协议使用的 VPN 配置。
IKE 加密算法加密算法：IPSec 协议使用的 VPN 配置。
IKE 完整性算法完整性算法：IPSec 协议使用的 VPN 配置。
Knox：仅适用于 Samsung KNOX 的配置。
供应商供应商：与 KNOX API 通信的通用代理的个人配置文件。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对于要添加的每个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应用程序进行通信时使用的 VPN 配置。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配置配置 SSL 连接设置连接设置
身份验证方法身份验证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适用不适用：不应用任何身份验证方法。这是默认值。
证书证书：使用证书身份验证。这是默认值。如果选择此项，请在“身份凭据”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凭据。默认值为“无”。
基于基于 CAC 的身份验的身份验：使用通用访问卡 (CAC) 进行身份验证。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证书。
启用默认路由启用默认路由：选择是否启用到 VPN 服务器的默认路由。
启用移动选项启用移动选项：选择是否启用移动选项。
拆分通道类型拆分通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拆分通道类型。可能的选项包括：
自动自动：自动使用拆分通道。
手动手动：通过指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使用拆分通道。
已禁用已禁用：不使用拆分通道。

SuiteB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NSA Suite B 加密级别。默认值为 GCM-128。可能的选项包括：
GCM-128：使用 128 位 AES-GCM 加密。
GCM-256：使用 256 位 AES-GCM 加密。
GMAC-128：使用 128 位 AES-GMAC 加密。
GMAC-256：使用 256 位 AES-GMAC 加密。
无：不使用加密无：不使用加密：键入用于客户端-服务器协商的 SSL 算法。

SSL 算法算法：键入用于客户端-服务器协商的 SSL 算法。
Knox：仅适用于 Samsung KNOX 的配置。
供应商供应商：与 KNOX API 通信的通用代理的个人配置文件。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对于要添加的每个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为应用单独设置为应用单独设置 VPN：应用程序进行通信时使用的 VPN 配置。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为应用程序单独设置 VPN。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688https://docs.citrix.com

配置 Windows Phone 设置

注意注意：这些设置仅在 Windows 10 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手机上受支持。

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输入连接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配置文件类型配置文件类型：在列表中，单击本机本机或插件插件。默认值为本机本机。以下部分将分别介绍这些选项的设置。
配置本机配置文件类型设置配置本机配置文件类型设置 - 这些设置适用于内置于用户 Windows Phone 的 VPN。

VPN 服务器名称服务器名称：键入 VPN 服务器的 FQDN 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通道协议通道协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VPN 通道的类型。默认值为 L2TP。可能的选项包括：

L2TP：使用预共享密钥身份验证的第二层通道协议。
PPTP：点对点通道。
IKEv2：Internet 密钥交换第 2 版。

身份验证方法身份验证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默认值为 EAP。可能的选项包括：
EAP：扩展身份验证协议。
MSChapV2：使用 Microsoft 的质询-握手身份验证相互验证身份。选择 IKEv2 作为通道类型时，此选项不可用。选择
MSChapV2 时，会显示自动使用自动使用 Windows 凭据凭据选项；默认值为关关。

EAP 方法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EAP 方法。默认值为 TLS。启用 MSChapV2 身份验证时此字段不可用。可能的选项
包括：

TLS：传输层安全性
PEAP：受保护的可扩展身份验证协议

DNS 后缀后缀：键入 DNS 后缀。
可信网络可信网络：键入无需使用 VPN 连接进行访问的网络列表，以逗号分隔。例如，当用户在使用公司无线网络时，他们可以
直接访问受保护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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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智能卡证书需要智能卡证书：选择是否需要智能卡证书。默认值为“关”。
自动选择客户端证书自动选择客户端证书：选择是否自动选择用于身份验证的客户端证书。默认值为“关”。启用“需要智能卡证书”时此选项不
可用。
记住凭据记住凭据：选择是否缓存凭据。默认值为“关”。启用时，会在合适的时候缓存凭据。
始终启用始终启用 VPN：选择是否始终启用 VPN。默认值为“关”。启用后，VPN 连接保持可用，直到用户手动断开连接。
跳过本地地址跳过本地地址：键入地址和端口号，以允许本地资源跳过代理服务器。

配置插件协议类型配置插件协议类型 - 这些设置适用于从 Windows 应用商店获取并安装在用户设备上的 VPN 插件。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URL、主机名或 IP 地址。
客户端应用程序客户端应用程序 ID：键入 VPN 插件的软件包系列名称。
插件配置文件插件配置文件 XML：单击“浏览”并导航到要使用的自定义 VPN 插件配置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有关格式及详细信
息，请联系插件提供商。
DNS 后缀后缀：键入 DNS 后缀。
可信网络可信网络：键入无需使用 VPN 连接进行访问的网络列表，以逗号分隔。例如，当用户在使用公司无线网络时，他们可以
直接访问受保护的资源。
记住凭据记住凭据：选择是否缓存凭据。默认值为“关”。启用时，会在合适的时候缓存凭据。
始终启用始终启用 VPN：选择是否始终启用 VPN。默认值为“关”。启用后，VPN 连接保持可用，直到用户手动断开连接。
跳过本地地址跳过本地地址：键入地址和端口号，以允许本地资源跳过代理服务器。

配置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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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名称连接名称：输入连接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配置文件类型配置文件类型：在列表中，单击本机本机或插件插件。默认值为本机本机。
配置本机配置文件类型配置本机配置文件类型 - 这些设置适用于内置于用户 Windows 设备上的 VPN。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FQDN 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记住凭据记住凭据：选择是否缓存凭据。默认值为关关。启用时，会在合适的时候缓存凭据。
DNS 后缀后缀：键入 DNS 后缀。
通道类型通道类型：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VPN 通道类型。默认值为 L2TP。可能的选项包括：

L2TP：使用预共享密钥身份验证的第二层通道协议。
PPTP：点对点通道。
IKEv2：Internet 密钥交换第 2 版。

身份验证方法身份验证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默认值为 EAP。可能的选项包括：
EAP：扩展身份验证协议。
MSChapV2：使用 Microsoft 的质询-握手身份验证相互验证身份。选择 IKEv2 作为通道类型时，此选项不可用。

EAP 方法方法：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EAP 方法。默认值为 TLS。启用 MSChapV2 身份验证时此字段不可用。可能的选项包括：
TLS：传输层安全性
PEAP：受保护的可扩展身份验证协议

可信网络可信网络：键入无需使用 VPN 连接进行访问的网络列表，以逗号分隔。例如，当用户在使用公司无线网络时，他们可以直接访问
受保护的资源。
需要智能卡证书需要智能卡证书：选择是否需要智能卡证书。默认值为关关。
自动选择客户端证书自动选择客户端证书：选择是否自动选择用于身份验证的客户端证书。默认值为关关。启用需要智能卡证书需要智能卡证书时此选项不可用。
始终启用始终启用 VPN：选择是否始终启用 VPN。默认值为关关。启用后，VPN 连接保持可用，直到用户手动断开连接。
跳过本地地址跳过本地地址：键入地址和端口号，以允许本地资源跳过代理服务器。

配置插件配置文件类型配置插件配置文件类型 - 这些设置适用于从 Windows 应用商店获取并安装在用户设备上的 VPN 插件。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FQDN 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记住凭据记住凭据：选择是否缓存凭据。默认值为关关。启用时，会在合适的时候缓存凭据。
DNS 后缀后缀：键入 DNS 后缀。
客户端应用程序客户端应用程序 ID：键入 VPN 插件的软件包系列名称。
插件配置文件插件配置文件 XML：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要使用的自定义 VPN 插件配置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有关格式及详细信息，请联系插
件提供商。
可信网络可信网络：键入无需使用 VPN 连接进行访问的网络列表，以逗号分隔。例如，当用户在使用公司无线网络时，他们可以直接访问
受保护的资源。
始终启用始终启用 VPN：选择是否始终启用 VPN。默认值为关关。启用后，VPN 连接保持可用，直到用户手动断开连接。
跳过本地地址跳过本地地址：键入地址和端口号，以允许本地资源跳过代理服务器。

配置 Amazon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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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L2TP 密钥密钥：键入共享密钥。
IPSec 标识符标识符：键入用户连接时在其设备上看到的 VPN 连接的名称。
IPSec 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键入密钥。
DNS 搜索域搜索域：键入用户设备的搜索域列表可以与之匹配的域。
DNS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用于解析指定域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名称连接名称：输入连接的名称。
VPN 类型类型：单击连接类型。可能的选项包括：

L2TP PSK： 使用预共享密钥身份验证的第二层通道协议。这是默认值。
L2TP RSA：使用 RSA 身份验证的第二层通道协议。
IPSEC XAUTH PSK：使用预共享密钥和扩展身份验证的 Internet 协议安全性。
IPSEC HYBRID RSA：使用混合 RSA 身份验证的 Internet 协议安全性。
PPTP：点对点通道。

以下部分列出了前面每种连接类型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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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L2TP 密钥密钥：键入共享密钥。
DNS 搜索域搜索域：键入用户设备的搜索域列表可以与之匹配的域。
DNS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用于解析指定域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服务器证书。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CA 证书。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IPSec 标识符标识符：键入用户连接时在其设备上看到的 VPN 连接的名称。
IPSec 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键入共享密钥。
DNS 搜索域搜索域：键入用户设备的搜索域列表可以与之匹配的域。
DNS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用于解析指定域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DNS 搜索域搜索域：键入用户设备的搜索域列表可以与之匹配的域。
DNS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用于解析指定域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服务器证书。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CA 证书。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身份凭据。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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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搜索域搜索域：键入用户设备的搜索域列表可以与之匹配的域。
DNS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用于解析指定域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服务器证书服务器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服务器证书。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CA 证书。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键入 VPN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DNS 搜索域搜索域：键入用户设备的搜索域列表可以与之匹配的域。
DNS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用于解析指定域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PPP 加密加密(MPPE)：选择是否使用 Microsoft 点对点加密 (MPPE) 进行数据加密。默认值为关关。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如果企业 VPN 服务器支持转发路由，对于要使用的每种转发路由，请单击添加添加并执行以下操作：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键入转发路由的 IP 地址。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路由，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路由。

注意
有关配置策略的常规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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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纸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您可以添加 .png 或 .jpg 文件，以设置 iOS 设备锁屏界面、主屏幕或二者的墙纸。适用于 iOS 7.1.2 及更高版本。要在 iPad 和
iPhone 上使用不同的墙纸，需要创建不同的墙纸策略并将其部署到相应的用户。

下表列出了 Apple 建议的用于 iOS 设备的图片尺寸。

设备备 图片尺寸（像素）图片尺寸（像素）

iPhone iPad

4、4s 640 x 960

5、5c、5s 640 x 1136

6、6s 750 x 1334

6 Plus 1080 x 1920

Air、2 1536 x 2048

4、3 1536 x 2048

Mini 2、3 1536 x 2048

Mini 768 x 1024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下方，单击墙纸墙纸。此时将显示墙纸策略墙纸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配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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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适用于：在列表中，选择锁定屏幕锁定屏幕、主主(图标列表图标列表)屏幕屏幕或锁定屏幕和主屏幕锁定屏幕和主屏幕以设置墙纸出现的位置。
墙纸文件墙纸文件：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墙纸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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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内容过滤器内容过滤器
已启用自动过滤已启用自动过滤：选择是否使用 Apple 的自动过滤功能来分析 Web 站点是否包含不合适的内容。默认值为关关。
允许访问的允许访问的 URL：将已启用自动过滤已启用自动过滤设置为关关时将忽略此列表。将已启用自动过滤已启用自动过滤设置为开开时，此列表中的项目始终可以访问，
不管自动过滤器是否允许访问。对于要添加到白名单中的每个 URL，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键入允许访问的 Web 站点的 URL。必须在 Web 地址前添加 http:// 或 https://。
单击保存保存将 Web 站点保存到白名单中，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此站点。

加入黑名单的加入黑名单的 URL：此列表中的项目始终被阻止。对于要添加到黑名单中的每个 URL，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输入要阻止的 Web 站点的 URL。必须在 Web 地址前添加 http:// 或 https://。
单击保存保存将 Web 站点保存到黑名单中，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此站点。

书签白名单书签白名单
书签白名单书签白名单：此列表中的项目只表示用户可以访问的站点。对于要添加到书签白名单中的每个 Web 站点，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
以下操作：

URL：键入要添加到书签中的 Web 站点的 URL。必须在 Web 地址前添加 http:// 或 https://。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书签文件夹书签文件夹：输入可选书签文件夹名称。如果将此字段留空，书签将添加到默认书签目录。
标题标题：输入 Web 站点的描述性标题。例如，为 URL http://google.com 输入“Google”。
单击保存保存将 Web 站点保存到黑名单中，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此站点。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 Web 站点，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

对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此列表。

要编辑现有 Web 站点，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

后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更改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Web 内容过滤器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通过结合使用 Apple 的自动过滤功能和添加到白名单和黑名单中的特定站点，在 iOS

设备上过滤 Web 内容。此策略仅适用于采用受监督模式的 iOS 7.0 及更高版本。有关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的信息，请参
阅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将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面，单击 Web 内容过滤器内容过滤器。此时将显示 Web 内容过滤策略内容过滤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iOS 平台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过滤器类型过滤器类型：在列表中，单击内置内置或插件插件，然后按照所选选项后面的步骤操作。默认值为内置内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ios-bulk-enrollment.html#par_anchortitle_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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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名称过滤器名称：输入过滤器的唯一名称。
标识符标识符：输入提供过滤器服务的插件的捆绑包 ID。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输入可选服务器地址。有效格式包括 IP 地址、主机名或 URL。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服务的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服务的可选密码。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单击用于向服务验证用户身份的身份证书。默认值为无无。
过滤过滤 WebKit 流量流量：选择是否过滤 WebKit 流量。
过滤过滤 Socket 流量流量：选择是否过滤套接字流量。
自定义数据自定义数据：对于要添加到 Web 过滤器的每个自定义密钥，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密钥密钥：键入自定义密钥。
值值：键入自定义密钥的值。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自定义密钥，或单击取消取消不保存此自定义密钥。

注意：注意：要删除现有密钥，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

击删除删除以删除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此列表。

要编辑现有密钥，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对列表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以

保存更改的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持列表不变。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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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剪辑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您可以向 Web 站点中放置快捷方式或 Web 剪辑，使它们和应用程序一起出现在用户的设备上。您可以指定自己的图标来表示
iOS、macOS 和 Android 设备的 Web 剪辑；Windows 平板电脑只需要使用标签和 URL。

iOS 设置

macOS 设置

Android 设置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下面，单击 Web 剪辑剪辑。此时将显示 Web 剪辑策略剪辑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iOS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标签标签：键入随 Web 剪辑一同显示的标签。
URL：键入与 Web 剪辑关联的 URL。URL 的开头必须为协议，例如 http://server。
可删除可删除：选择用户是否可以删除 Web 剪辑。默认值为关关。
待更新的图标待更新的图标：单击浏览浏览，然后导航到文件的位置，选择要用于 Web 剪辑的图标。
复合图标复合图标：选择此图标是否应用了某些效果（圆角、阴影和光照反射）。默认设置为关关，表示添加效果。
全屏全屏：选择链接的 Web 页面是否以全屏模式打开。默认值为关关。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 macOS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标签标签：键入随 Web 剪辑一同显示的标签。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ebclip-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97c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ebclip-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bfa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ebclip-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507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ebclip-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91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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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键入与 Web 剪辑关联的 URL。URL 的开头必须为协议，例如 http://server。
待更新的图标待更新的图标：单击“浏览”，然后导航到文件的位置，选择要用于 Web 剪辑的图标。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 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单击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单击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单击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列表中，单击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此选项在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配置 Android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规则规则：选择此策略是添加还是删除 Web 剪辑。默认值为添加添加。
标签标签：键入随 Web 剪辑一同显示的标签。
URL：键入与 Web 剪辑关联的 URL。
定义图标定义图标：选择是否使用图标文件。默认值为关关。
图标文件图标文件：如果定义图标定义图标设置为开开，请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要使用的图标文件的位置，选择此文件。

配置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随 Web 剪辑一同显示的标签。
URL：键入与 Web 剪辑关联的 URL。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Web 剪辑策略剪辑策略分配页面。

9.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向其分配策略的交付组。选择的组显示在用于接收应用于接收应
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列表中。

10.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如果选择关关，无需配置其他选项。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

11.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此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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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通过使用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在 XenMobile 中创建新的 WiFi 设备策略或编辑现有 WiFi 设备策略。借助 WiFi 策略，您可以
通过定义以下项目来管理用户将其设备连接到 WiFi 网络的方式：

网络名称和类型
身份验证和安全策略
代理服务器使用
与 WiFi 有关的其他详细信息

可以为以下平台的用户配置 WiFi 设置。每种平台需要一组不同的值，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iOS 设置

macOS 设置

Android 设置（包括为 Android for Work 启用的设备）

Windows Phone 设置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Important
在创建策略之前，请务必完成以下步骤：

创建计划使用的任何交付组。
了解网络名称和类型。
了解计划使用的任何身份验证或安全类型。
了解可能需要的任何代理服务器信息。
安装所有必需的 CA 证书。
具有所有必需共享密钥。
为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创建 PKI 实体。
配置凭据提供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身份验证及文中各节。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单击 WiFi。此时将显示 WiFi 策略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平台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ifi-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47a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ifi-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31d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ifi-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c24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ifi-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125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wifi-policy.html#par_anchortitle_c00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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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完成对平台设置的配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设置该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iOS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网络类型网络类型：在列表中，选择标准标准、传统热点传统热点或 Hotspot 2.0 以设置您计划使用的网络类型。
网络名称网络名称：键入显示在设备的可用网络列表中的 SSID。不适用于 Hotspot 2.0。
隐藏的网络隐藏的网络(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自动连接此无线网络自动连接此无线网络)：选择是否自动连接网络。默认值为开开。
安全类型安全类型：在列表中，选择您计划使用的安全类型。不适用于 Hotspot 2.0。
无 –  无需进一步配置。
WEP

WPA/WPA2 Personal

任何(Personal)

WEP Enterprise

WPA/WPA2 Enterprise：对于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0，需要配置 SCEP 才能使用 WPA-2 Enterprise。XenMobile 之后
可以将证书发送到设备以对 WiFi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要配置 SCEP，请转至设置设置 >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的“分发”页面。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凭据提供程序。
任何(Enterprise)

以下部分列出了要为上述各个连接类型配置的选项。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redential-provid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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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如果将此字段留空，用户登录时可能会收到输入其密码提示。

注意注意：选择其中的任何设置时，其设置将在代理服务器设置代理服务器设置下列出。

协议，接受协议，接受 EAP 类型类型：启用要支持的 EAP 类型，然后配置相关设置。每个可用 EAP 类型的默认值为关关。
内部身份验证内部身份验证(TTLS)：仅在启用 TTLS 时需要。在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内部身份验证方法。选项包括： PAP、CHAP、MSCHAP 或
MSCHAPv2。默认值为 MSCHAPv2。
协议，协议，EAP-FAST：选择是否使用受保护的访问凭据 (PAC)。
如果选择使用使用 PAC，请选择是否要使用置备 PAC。
如果选择置备置备 PAC，请选择是否允许在最终用户客户端与 XenMobile 之间建立匿名 TLS 握手。
匿名置备匿名置备 PAC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名。
为连接单独设置密码为连接单独设置密码：选择用户是否在每次登录时都需要提供密码。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如果将此字段留空，用户登录时可能会收到输入其密码提示。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密钥库或密钥库或 PKI 凭据凭据)：在列表中，选择身份凭据的类型。默认值为无无。
外部标识外部标识：仅在启用 PEAP、TTLS  或 EAP-FAST  时需要。键入外部可见的用户名。您可以通过键入“anonymous”等通用术语以使
用户名不可见来增加安全性。
需要需要 TLS 证书证书：选择是否需要 TLS 证书。

信任信任
可信证书可信证书：要添加可信证书，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针对希望添加的各个证书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在列表中，单击要添加的应用程序。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证书，或者单击取消取消。

可信服务器证书名称可信服务器证书名称：要添加可信服务器证书公用名，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针对要添加的名称执行以下操作：
证书证书：键入服务器证书的名称。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名称，如 wpa.*.example.com。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证书名称，或者单击取消取消。

要删除项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

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项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更新列表，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允许信任例外允许信任例外：选择当证书不可信时是否在用户设备上显示证书信任对话框。默认值为开开。

代理服务器设置代理服务器设置
代理配置代理配置：在列表中，选择无无、手动手动或自动自动以设置 VPN 连接通过代理服务器路由的方式，然后配置其他选项。默认值
为无无，选择此项无需进一步配置。
如果选择手动手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主机名/IP 地址地址：键入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端口端口：键入代理服务器端口号。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向代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向代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可选密码。

如果选择自动自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服务器服务器 URL：键入用于定义代理配置的 PAC 文件的 URL。
允许在无法访问允许在无法访问 PAC 时直接连接时直接连接：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无法访问 PAC 文件时直接连接到目标位置。默认值为开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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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选择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选择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选择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选择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配置 macOS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网络类型网络类型：在列表中，选择标准标准、传统热点传统热点或 Hotspot 2.0 以设置您计划使用的网络类型。
网络名称网络名称：键入显示在设备的可用网络列表中的 SSID。不适用于 Hotspot 2.0。
隐藏的网络隐藏的网络(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自动连接此无线网络自动连接此无线网络)：选择是否自动连接网络。默认值为开开。
安全类型安全类型：在列表中，选择您计划使用的安全类型。不适用于 Hotspot 2.0。
无 –  无需进一步配置。
WEP

WPA/WPA2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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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如果将此字段留空，用户登录时可能会收到输入其密码提示。

注意注意：选择其中的任何设置时，其设置将在代理服务器设置代理服务器设置下列出。

协议，接受协议，接受 EAP 类型类型：启用要支持的 EAP 类型，然后配置相关设置。每个可用 EAP 类型的默认值为关关。
内部身份验证内部身份验证(TTLS)：仅在启用 TTLS 时需要。在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内部身份验证方法。选项包括： PAP、CHAP、MSCHAP 或
MSCHAPv2。默认值为 MSCHAPv2。
协议，协议，EAP-FAST：选择是否使用受保护的访问凭据 (PAC)。
如果选择使用使用 PAC，请选择是否要使用置备 PAC。
如果选择置备置备 PAC，请选择是否允许在最终用户客户端与 XenMobile 之间建立匿名 TLS 握手。
匿名置备匿名置备 PAC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用户名。
为连接单独设置密码为连接单独设置密码：选择用户是否在每次登录时都需要提供密码。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如果将此字段留空，用户登录时可能会收到输入其密码提示。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密钥库或密钥库或 PKI 凭据凭据)：在列表中，选择身份凭据的类型。默认值为无无。
外部标识外部标识：仅在启用 PEAP、TTLS  或 EAP-FAST  时需要。键入外部可见的用户名。您可以通过键入“anonymous”等通用术语以使
用户名不可见来增加安全性。
需要需要 TLS 证书证书：选择是否需要 TLS 证书。

信任信任
可信证书可信证书：要添加可信证书，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针对希望添加的各个证书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在列表中，单击要添加的应用程序。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证书，或者单击取消取消。

可信服务器证书名称可信服务器证书名称：要添加可信服务器证书公用名，请单击添加添加，然后针对要添加的名称执行以下操作：
证书证书：键入要添加的服务器证书的名称。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名称，如 wpa.*.example.com。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证书名称，或者单击取消取消。

要删除项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垃圾箱图标。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

列表，或单击取消取消以保留列表。

要编辑项目，请将鼠标悬停在包含此列表的行上方，然后单击右侧的铅笔图标。更新列表，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允许信任例外允许信任例外：选择当证书不可信时是否在用户设备上显示证书信任对话框。默认值为开开。

任何(Personal)

WEP Enterprise

WPA/WPA2 Enterprise

任何(Enterprise)

以下部分列出了要为上述各个连接类型配置的选项。

用作登录窗口配置用作登录窗口配置：选择是否使用在登录窗口中输入的同一凭据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代理服务器设置代理服务器设置
代理配置代理配置：在列表中，选择无无、手动手动或自动自动以设置 VPN 连接通过代理服务器路由的方式，然后配置其他选项。默认值
为无无，选择此项无需进一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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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手动手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主机名/IP 地址地址：键入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端口端口：键入代理服务器端口号。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向代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可选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向代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可选密码。

如果选择自动自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服务器服务器 URL：键入用于定义代理配置的 PAC 文件的 URL。
允许在无法访问允许在无法访问 PAC 时直接连接时直接连接：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在无法访问 PAC 文件时直接连接到目标位置。默认值为开开。此
选项仅适用于 iOS 7.0 及更高版本。

策略设置策略设置
在删除策略删除策略旁边，选择选择日期选择日期或删除前保留时间删除前保留时间(小时小时)。
如果选择选择日期选择日期，请单击日历以选择具体删除日期。
在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允许用户删除策略列表中，选择始终始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或从不从不。
如果选择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在删除密码删除密码旁边，键入必需的密码。
在配置文件作用域配置文件作用域旁边，选择用户用户或系统系统。默认值为用户用户。此选项仅适用于 macOS 10.7 及更高版本。

配置 Android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网络名称网络名称：键入在用户设备上的可用网络列表中的 SSID。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在列表中，选择用于 WiFi 连接的安全类型。
开放
共享虚拟机
WPA

WPA-PSK

WP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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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加密：在列表中，选择已禁用已禁用或 WEP。默认值为 WEP。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加密加密：在列表中，选择 TKIP 或 AES。默认值为 TKIP。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EAP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选择 PEAP、TLS  或 TTLS。默认值为 PEAP。
密码密码：键入可选密码。
身份验证阶段身份验证阶段 2：在列表中，选择无无、PAP、MSCHAP、MSCHAPPv2 或 GTC。默认值为 PAP。
身份身份：键入可选用户名和域。
匿名匿名：键入外部可见的可选用户名。您可以通过键入“anonymous”等通用术语以使用户名不可见来增加安全性。
CA 证书证书：在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证书。
身份凭据身份凭据：在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身份凭据。默认值为无无。

WPA2-PSK

802.1x EAP

以下部分列出了要为上述各个连接类型配置的选项。

隐藏的网络隐藏的网络(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配置 Windows Phone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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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选择在网络隐藏时是否进行连接。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加密加密：在列表中，选择 AES  或 TKIP 以设置加密类型。默认值为 AES。
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选择在网络隐藏时是否进行连接。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配置以下设置：

网络名称网络名称：键入在用户设备上的可用网络列表中的 SSID。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在列表中，选择用于 WiFi 连接的安全类型。
开放
WPA Personal

WPA-2 Personal

WPA-2 Enterprise：对于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0，需要配置 SCEP 才能使用 WPA-2 Enterprise。通过 SCEP 配
置，XenMobile 可以将证书发送到设备以对 WiFi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要配置 SCEP，请转至设置设置 >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的分分
发发页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凭据提供程序。

以下部分列出了要为上述各个连接类型配置的选项。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redential-providers.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708https://docs.citrix.com

加密加密：在列表中，选择 AES  或 TKIP 以设置加密类型。默认值为 AES。
EAP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选择 PEAP-MSCHAPv2 或 TLS  以设置 EAP 类型。默认值为 PEAP-MSCHAPv2。
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选择在网络隐藏时是否进行连接。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通过通过 SCEP 推送证书推送证书：选择是否通过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将证书推送到用户设备。
SCEP 的凭据提供程序的凭据提供程序：在列表中，选择 SCEP 凭据提供程序。默认值为无无。

代理服务器设置代理服务器设置
主机名或主机名或 IP 地址地址：键入代理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
端口端口：键入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

配置 Windows Desktop/Tablet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Windows 10 设置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在列表中，单击用于 WiFi 连接的安全类型。
开放
WPA Personal

WPA-2 Personal

WPA Enterprise

WPA-2 Enterprise：对于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0，需要配置 SCEP 才能使用 WPA-2 Enterprise。通过 SCEP 配
置，XenMobile 可以将证书发送到设备以对 WiFi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要配置 SCEP，请转至设置设置 >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的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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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网络隐藏的网络(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加密加密：在列表中，选择 AES  或 TKIP 以设置加密类型。默认值为 AES。
隐藏的网络隐藏的网络(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加密加密：在列表中，选择 AES  或 TKIP 以设置加密类型。默认值为 AES。
EAP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选择 PEAP-MSCHAPv2 或 TLS  以设置 EAP 类型。默认值为 PEAP-MSCHAPv2。
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通过通过 SCEP 推送证书推送证书：选择是否使用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将证书推送到用户设备。
SCEP 的凭据提供程序的凭据提供程序：在列表中，选择 SCEP 凭据提供程序。默认值为无无。

发发页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凭据提供程序。

以下部分列出了要为上述各个连接类型配置的选项。

配置 Windows Mobile/C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credential-provid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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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网络隐藏的网络(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加密加密：在列表中，选择 AES  或 TKIP 以设置加密类型。默认值为 AES。
隐藏的网络隐藏的网络(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网络打开或关闭时启用)：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配置以下设置：

网络名称网络名称：键入在用户设备上的可用网络列表中的 SSID。
设备到设备连接设备到设备连接(临时临时)：允许两个设备直接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网络网络：选择设备是连接到外部 Internet 来源还是官方 Intranet。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在列表中，选择用于 WiFi 连接的安全类型。
开放
WPA Personal

WPA-2 Personal

WPA-2 Enterprise

以下部分列出了要为上述各个连接类型配置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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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加密：在列表中，选择 AES  或 TKIP 以设置加密类型。默认值为 AES。
EAP 类型类型：在列表中，选择 PEAP-MSCHAPv2 或 TLS  以设置 EAP 类型。默认值为 PEAP-MSCHAPv2。
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即使隐藏，也进行连接：选择是否隐藏网络。
自动连接自动连接：选择是否自动连接到网络。
通过通过 SCEP 推送证书推送证书：选择是否使用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将证书推送到用户设备。
SCEP 的凭据提供程序的凭据提供程序：在列表中，选择 SCEP 凭据提供程序。默认值为无无。

提供的密钥提供的密钥(自动自动)：选择是否自动提供密钥。默认值为关关。
密码密码：在此字段中键入密码。
密钥索引密钥索引：选择密钥索引。可用选项包括 1、2、3 和 4。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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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CE 证书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一个设备策略，用于创建并向用户设备交付来自外部 PKI 的 Windows Mobile/CE 证书。有关证书和
PKI 实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安全性安全性下方，单击 Windows CE 证书证书。此时将显示 Windows CE 证书策略证书策略信息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Windows CE 证书策略平台证书策略平台信息页面。

6. 配置以下设置：

凭据提供程序凭据提供程序：在列表中，单击凭据提供程序。默认值为无无。
生成的生成的 PKCS#12 的密码的密码：键入用于加密凭据的密码。
目标文件夹目标文件夹：在列表中，单击凭据的目标文件夹或单击新增新增以添加列表中尚未存在的文件夹。预定义选项为：

%Flash Storage%\

%XenMobile Folder%\

%Program Files%\

%My Documents%\

%Windows%\

目标文件名目标文件名：键入凭据文件的名称。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Windows CE 证书策略证书策略分配页面。

9.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向其分配策略的交付组。选择的组显示在用于接收应用于接收应
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列表中。

10.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如果选择关关，无需配置其他选项。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html#par_anchortitle_f75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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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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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信息保护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Windows 信息保护 (WIP) 以前称为企业数据保护 (EDP)，是一项防止出现潜在企业数据泄漏的 Windows 技术。数据泄漏会通
过与非企业保护的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之间或在组织网络外部共享企业数据发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TechNet 上的 Protect your enterprise data using Windows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IP)（使用 Windows 信息保护 (WIP) 保
护您的企业数据）。

可以在 XenMobile 创建一条设备策略以指定在您设置的强制级别需要 Windows 信息保护的应用程序。“Windows 信息保护”策
略适用于 Windows 10 1607 版及更高版本的受监督 Phone、Tablet 和 Desktop。

XenMobile 包括一些常用应用程序，并且您可以添加其他应用程序。您为策略指定影响用户体验的强制级别。例如，您可以：

阻止任何不恰当的数据共享。

警告不恰当的数据共享并允许用户替换策略。

登录并允许不恰当的数据共享过程中无提示运行 WIP。

要将应用程序从 Windows 信息保护中排除，请在 Microsoft AppLocker XML 文件中定义这些应用程序，然后将这些文件导入
到 XenMobile 中。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开始键入 Windows 信息保护信息保护，然后在搜索结果中单击该名称。此时将显示 Windows 信息保护策略信息策略信息页面。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窗格。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1.

2.

3.

4.

5.

6.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itpro/windows/keep-secure/protect-enterprise-data-using-wip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715https://docs.citrix.com

为您选择的每个平台配置以下设置：

桌面应用程序桌面应用程序 (Windows 10 Tablet)、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应用商店应用程序（Windows 10 Phone 和 Tablet）：XenMobile 包括一些常用应
用程序，如上例中所示。您可以根据需要编辑或删除这些应用程序。

要添加其他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在桌面应用程序桌面应用程序或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应用商店应用程序表中，单击添加添加并提供应用程序信息。

允许允许的应用程序可以读取、创建和更新企业数据。禁止禁止的应用程序不能访问企业数据。例外例外应用程序可以读取企业数据，但
不能创建或修改这些数据。

AppLocker XML：Microsoft 提供与 WIP 具有已知兼容性问题的 Microsoft 应用程序的列表。要从 WIP 中排除这些应
用程序，请单击浏览浏览以上载该列表。XenMobile 在发送到设备的策略中将上载的 AppLocker XML 与配置的桌面和应用商
店应用程序组合在一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ecommended deny list for Windows Information Protection（针对
Windows 信息保护的建议拒绝列表）。

强制级别强制级别：选择一个选项以指定您希望 Windows 信息保护功能保护和管理数据共享的方式。默认值为关关。

0-关关 - WIP 已关闭，不保护或审核您的数据。

1-无提示无提示 - WIP 无提示运行，记录不恰当的数据共享，并且不阻止任何操作。您可以通过报告 CSP 访问日志。

2-替代替代 - WIP 警告用户潜在的不安全数据共享。用户可以替代警告并共享数据。此模式在您的审核日志中记录操作，
包括用户替代操作。

3-阻止阻止 - WIP 阻止用户完成潜在的不安全数据共享。

受保护的域名受保护的域名：您的企业用于其用户标识的域。此托管标识域列表以及主域组成了您的托管企业的标识。列表中的第一个
域是在 Windows UI 中使用的主企业标识。请使用“|”分隔列表项。例如：domain1.com | domain2.com

数据恢复证书数据恢复证书：单击浏览浏览，然后选择一个用于加密文件的数据恢复的恢复证书。此证书与用于加密文件系统 (EFS) 的数据
恢复代理 (DRA) 证书相同，仅通过 MDM 提供，不通过组策略提供。如果恢复证书不可用，请进行创建。有关信息，请
参阅本部分中的“创建数据恢复证书”。

网络域名称网络域名称：组成了企业边界的域的列表。WIP 保护传输到此列表中的完全限定域的所有流量。此设置以及 IP 范围范围设置
将检测专用网络中的网络端点是企业还是个人端点。请使用逗号分隔列表项。例如：
corp.example.com,region.example.com

IP 范围范围：定义企业网络中的计算机的企业 IPv4 和 IPv6 范围的列表。WIP 将这些位置视为企业数据共享的安全位置。请
使用逗号分隔列表项。例如：
10.0.0.0-10.255.255.255, 2001:4898::-2001:4898:7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IP 范围列表具有权威性范围列表具有权威性：要阻止 Windows 自动检测 IP 范围，请将此设置更改为开开。默认值为关关。

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企业可以用于企业资源的代理服务器的列表。如果在您的网络中使用代理，则需要此设置。如果未设置代理
服务器，则当客户端位于代理后面时，企业资源可能不可用。例如，可能无法从宾馆和饭店的某些 WiFi 热点访问资源。
请使用逗号分隔列表项。例如：
proxy.example.com:80;157.54.11.118:443

内部代理服务器内部代理服务器：您的设备通过其访问云资源的代理服务器的列表。使用此服务器类型指示您要连接到的云资源属于企业
资源。请勿在此列表中包括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设置中的任何服务器，这些服务器用于非 WIP 保护的流量。请使用逗号分隔列表
项。例如：
example.internalproxy1.com;10.147.80.50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windows/hardware/commercialize/customize/mdm/applocker-csp?f=255&MSPPError=-2147217396#recommended-deny-list-for-windows-information-protection
https://msdn.microsoft.com/windows/hardware/commercialize/customize/mdm/reporting-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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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资源云资源：WIP 保护的云资源的列表。对于每种云资源，您还可以在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列表中选择性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用于
路由此云资源的流量。通过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路由的所有流量都被视为企业流量。请使用逗号分隔列表项。例如：
domain1.com:InternalProxy.domain1.com, domain2.com:InternalProxy.domain2.com

设置锁定情况下需要保护设置锁定情况下需要保护：仅限 Windows 10 Phone。如果设置为开开，还需要设置“通行码”设备策略。否则，Windows

信息保护策略部署将失败。此外，如果此策略设置为开开，则将显示设置需要锁定保护需要锁定保护。默认值为关关。

需要锁定保护需要锁定保护：仅限 Windows 10 Phone。指定是否在锁定设备上使用不受员工 PIN 保护的密钥加密企业数据。应用程
序不能读取锁定设备上的企业数据。默认值为开开。

取消注册时吊销取消注册时吊销 WIP 证书证书：指定从 Windows 信息保护中取消注册时是否从用户设备中吊销本地加密密钥。吊销加密密
钥后，用户将无法访问加密的企业数据。如果设置为关关，取消注册后将不吊销这些密钥，并且用户可以继续有权访问受保
护的文件。默认值为开开。

显示覆盖图标显示覆盖图标：指定是否在资源管理器中的企业文件以及“开始”菜单中的仅企业应用程序磁贴中包括 Windows 信息保护
图标覆盖。默认值为关关。

注意
有关配置策略的常规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创建数据恢复证书

需要数据恢复证书才能启用 Windows 信息保护信息保护策略。

在 XenMobile Server 上，打开一个命令提示符并导航到要在其中创建证书的文件夹（Windows\System32 除外）。

运行以下命令：

cipher /r:ESFDRA

系统提示时，请输入一个用于保护私钥文件的密码。

cipher 命令将创建一个 .cer 和 .pfx 文件。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转至设置设置 > 证书证书并导入 .cer 文件，该文件适用于 Windows 10 Tablet 和 Phone。

用户体验

当 Windows 信息保护生效时，应用程序和文件将包括一个图标：

1.

2.

3.

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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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复制受保护的文件或者将其保存到不受保护的位置，则将显示以下通知，具体取决于所配置的强制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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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选项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添加 XenMobile 选项策略，用于配置在从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备连接到 XenMobile 时 Secure Hub 的行为。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 XenMobile Agent  下方，单击 XenMobile 选项选项。此时将显示 XenMobile 选项策略选项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键入策略的可选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Android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托盘栏通知托盘栏通知 - 隐藏托盘栏图标隐藏托盘栏图标：选择是隐藏还是显示托盘栏图标。默认值为关关。
连接超时连接超时(秒秒)：键入连接超时前连接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默认值为 20 秒。
保持活动状态时间间隔保持活动状态时间间隔(秒秒)：键入保持连接打开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默认值为 1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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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远程控制前提示用户在允许远程控制前提示用户：选择是否在允许远程支持控制前提示用户。默认值为关关。
在文件传输前在文件传输前：在列表中，单击是否就文件传输向用户发出警告，或是否请求用户允许。可用值：不警告用户不警告用户、警告用警告用
户户和要求用户权限要求用户权限。默认值为不警告用户不警告用户。

配置 Windows Mobile/CE 设置

配置以下设置：

设备代理配置设备代理配置
XenMobile 备份配置备份配置：在列表中，单击用于在用户设备上备份 XenMobile 配置的选项。默认值为已禁用已禁用。可用选项包
括：
已禁用
安装 XenMobile 后首次连接时
每次设备重新启动后首次连接时

连接到办公网络连接到办公网络
连接到连接到 Internet 网络网络
连接到内置办公网络连接到内置办公网络：设置为开开时，XenMobile 将自动检测网络。
连接到内置连接到内置 Internet 网络网络：设置为开开时，XenMobile 将自动检测网络。
托盘栏通知托盘栏通知 - 隐藏托盘栏图标隐藏托盘栏图标：选择是隐藏还是显示托盘栏图标。默认值为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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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超时连接超时(秒秒)：键入连接超时前连接可以空闲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默认值为 20 秒。
保持活动状态时间间隔保持活动状态时间间隔(秒秒)：键入保持连接打开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默认值为 120 秒。

远程支持远程支持
在允许远程控制前提示用户在允许远程控制前提示用户：选择是否在允许远程支持控制前提示用户。默认值为关关。
在文件传输前在文件传输前：在列表中，单击是否就文件传输向用户发出警告，或是否请求用户允许。可用值：不警告用户不警告用户、警告用警告用
户户和要求用户权限要求用户权限。默认值为不警告用户不警告用户。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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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卸载设备策略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中添加一个设备策略，用于从 Android 和 Window Mobile/CE 设备卸载 XenMobile。部署此策略时，它将从
部署组中的所有设备上删除 XenMobile。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此时将显示设备策略设备策略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

3. 展开更多更多，然后在 XenMobile Agent  下方，单击 XenMobile 卸载卸载。此时将显示 XenMobile 卸载策略卸载策略页面。

4. 在策略信息策略信息窗格中，输入以下信息：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键入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策略的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策略平台策略平台信息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为平台配置了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7 以了解如何设置此平台的部署规则。

配置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置

为您选择的各个平台配置此设置：

从设备中卸载从设备中卸载 XenMobile：选择是否从部署此策略的每个设备中卸载 XenMobile。默认值为关关。

7. 配置部署规则并选择交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设备策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add_device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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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应用程序

Feb 21, 2018

Important
MDX 10.7.5 是支持打包 XenMobile Apps 的最后一个版本。不能使用 MDX Toolkit 或 MDX Service 10.7.10 及更高版本打包 10.7.5 或更

高版本的 XenMobile Apps。必须从公共应用商店访问 XenMobile Apps。

可以向 XenMobile 中添加应用程序以便进行管理。将应用程序添加到 XenMobile 控制台，然后可以在此处将应用程序分类，
并将应用程序部署给用户。

可以将以下类型的应用程序添加到 XenMobile：

MDX。这些应用程序是通过 MDX Toolkit 打包的。部署从内部和公共应用商店获取的 MDX 应用程序。
公共应用商店公共应用商店。这些应用程序包括公共应用商店（如 iTunes 或 Google Play）中提供的免费或付费应用程序。例
如，GoToMeeting。
Web 和和 SaaS。这些应用程序包括通过内部网络（Web 应用程序）或公用网络 (SaaS) 访问的应用程序。您可以创建自己的
应用程序，或从一组用于对现有 Web 应用程序进行单点登录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连接器中选择：例
如，GoogleApps_SAML。
Enterprise。这些应用程序是指未通过 MDX Toolkit 打包的本机应用程序，并且不包含与 MDX 应用程序关联的策略。
Web 链接链接。这些应用程序是公共或专用站点或者无需单点登录的 Web 应用程序的 Web 地址 (URL)。

注意
Citrix 支持无提示安装 iOS 和 Samsung Android 应用程序。无提示安装意味着系统不会提示用户安装您部署到设备的应用程序。应用程
序将在后台无提示安装。

实施无提示安装的必备条件：

对于 iOS 应用程序，将托管 iOS 设备置于受监督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入 iOS 和 macOS 配置文件设备策略。
对于 Android 应用程序，在设备上启用 Samsung for Enterprise (SAFE) 或 KNOX 策略。
为此，请设置 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以生成 Samsung ELM 和 KNOX 许可证密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

移动应用程序和 MDX 应用程序的工作原理

Important
MDX 10.7.5 是支持打包 XenMobile Apps 的最后一个版本。不能使用 MDX Toolkit 或 MDX Service 10.7.10 及更高版本打包 10.7.5 或更

高版本的 XenMobile Apps。必须从公共应用商店访问 XenMobile Apps。

XenMobile 支持 iOS、Android 和 Windows 应用程序，包括 XenMobile Apps（例如 Secure Hub、Secure Mail 和 Secure

Web），也支持使用 MDX 策略。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可以上载应用程序，然后将应用程序交付给用户设备。除了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import-ios-mac-os-x-profile-poli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amsung-mdm-license-key-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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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Apps，还可以添加以下类型的应用程序：

您为用户开发的应用程序。
希望在其中通过使用 MDX 策略允许或限制设备功能的应用程序。

要分发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XenMobile Apps，请按照以下常规步骤进行操作：

1. 从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product-software/xenmobile-enterprise-edition-worx-apps-and-mdx-

toolkit.html 下载公共应用商店 MDX 文件。 

2. 将这些文件上载到 XenMobile 控制台（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根据需要更新 MDX 策略。

3. 将 MDX 文件上载到公共应用商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添加 MDX 应用程序。

要分发适用于 Windows 的 XenMobile Apps，请按照以下常规步骤进行操作：

1. 从 Citrix 下载应用程序文件。

2. 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应用程序文件。

3. 将打包后的应用程序上载到 XenMobile 控制台，根据需要修改 MDX 策略。

4. 通过交付组向用户设备交付这些应用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Apps 文档中的 XenMobile Apps 的公共应用
商店交付。

MDX Toolkit 采用 Citrix 逻辑和策略打包适用于 iOS、Android 和 Windows 设备的应用程序。此工具可以安全地打包在组织内
部开发的应用程序或在公司外部开发的应用程序。

关于必需应用程序和可选应用程序

向交付组中添加应用程序时，请选择这些应用程序是可选应用程序还是必需应用程序。对于标记为必需的应用程序，用户在诸
如以下情况下能够立即收到更新：

上载新应用程序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标记。
根据需要标记现有应用程序。
用户删除所需的应用程序。
Secure Hub 更新可用。

必需应用程序的强制部署要求必需应用程序的强制部署要求

XenMobile Server 10.6（最低版本））
Secure Hub 10.5.15 for iOS 和 Secure Hub 10.5.20 for Android（最低版本））
MDX Toolkit 10.6（最低版本））
自定义服务器属性 force.server.push.required.apps

默认情况下，所需应用程序的强制部署处于禁用状态。要启用该功能，请创建一个“自定义密钥”服务器属性。将密钥密钥和显显
示名称示名称设置为 force.server.push.required.apps，将值值设置为 true。

升级 XenMobile Server 和 Secure Hub 后：使用已注册的设备的用户必须注销并登录 Secure Hub 一次，以获取所需的应用
程序部署更新。

示例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向交付组添加 Secure Tasks 应用程序并部署交付组的顺序。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product-software/xenmobile-enterprise-edition-worx-apps-and-mdx-toolki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add-mdx-app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about-secure-apps/secure-apps-delivery-administration.html#par_anchortitle_3f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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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应用程序 Secure Tasks 部署到用户设备后，Secure Hub 将提示用户安装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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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需要启用 MDX 的应用程序（包括企业应用程序和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将立即更新，即使您为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配置了 MDX 策

略并且用户选择稍后升级应用程序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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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企业和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面向企业和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 iOS 必需应用程序工作流必需应用程序工作流

1. 首次注册期间部署 XenMobile Apps。必需应用程序安装在设备上。
2.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更新应用程序。
3. 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部署必需应用程序。
4. 主屏幕上的应用程序将更新。并且，对于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升级将自动启动。系统不提示用户进行更新。
5. 用户从主屏幕中打开应用程序。即使您设置了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并且用户以后轻按即可升级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也会立即
升级。

面向企业应用程序的面向企业应用程序的 Android 必需应用程序工作流必需应用程序工作流

1. 首次注册期间部署 XenMobile Apps。必需应用程序安装在设备上。
2. 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部署必需应用程序。
3. 应用程序已升级。（Nexus 设备提示安装更新，但 Samsung 设备执行无提示安装。）
4. 用户从主屏幕中打开应用程序。即使您设置了应用程序更新宽限期并且用户以后轻按即可升级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也会立即
升级。（Samsung 设备执行无提示安装。）

面向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面向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 Android 必需应用程序工作流必需应用程序工作流

1. 首次注册期间部署 XenMobile Apps。必需应用程序安装在设备上。
2.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上更新应用程序。
3. 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部署必需应用程序。或者，在设备上打开 Secure Hub Store。更新图标在应用商店中显示。
4. 应用程序升级自动启动。（Nexus 设备将提示用户安装更新。）
5. 在主屏幕中打开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已升级。系统不提示用户宽限期。（Samsung 设备执行无提示安装。）

Web 和 SaaS 应用程序的工作原理

XenMobile 附带一组应用程序连接器，这些连接器相当于模板，通过配置这些模板可实现对 Web 应用程序和 SaaS 应用程序进
行单点登录 (SSO)。有时您可以通过配置这些模板来创建和管理用户帐户。XenMobile 包含安全声明标记语言 (SAML) 连接器。
SAML 连接器用于对支持 SAML 协议的 Web 应用程序实现 SSO 和用户帐户管理。XenMobile 支持 SAML 1.1 和 SAML 2.0。

您也可以构建自己的企业 SAML 连接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添加 Web 或 SaaS 应用程序。

企业应用程序的工作原理

企业应用程序通常位于您的内部网络中。用户可以使用 Secure Hub 连接到应用程序。添加企业应用程序时，XenMobile 会为
其创建应用程序连接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添加企业应用程序。

公共应用商店的工作原理

您可以配置设置以从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和 Windows 应用商店检索应用程序名称和说明。在应用商店中检索应用
程序信息时，XenMobile 会覆盖现有名称和说明。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添加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Web 链接的工作原理

Web 链接是指向 Internet 或 Intranet 站点的 Web 地址。Web 链接还可以指向不需要 SSO 的 Web 应用程序。Web 链接配置
完成后，链接将以图标的形式显示在 XenMobile Store 中。当用户通过 Secure Hub 登录时，将显示该链接以及可用应用程序
和桌面的列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添加 Web 链接应用程序。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85f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67f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10f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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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MDX 应用程序

收到适用于 iOS、Android 或 Windows Phone 设备的打包 MDX 移动应用程序时，可以将应用程序上载到 XenMobile。上载应
用程序后，可以配置应用程序详细信息和策略设置。有关每种设备平台类型可用的应用程序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DX 策
略概览。该部分内容还提供了详细的策略说明。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应用程序添加应用程序对话框。

3. 单击 MDX。此时将显示 MDX 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xmob-mobile-app-policy-defaults-leg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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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名称名称：键入应用程序的描述性名称。该名称将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表中的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下显示。
说明说明：键入应用程序的可选说明。
应用程序类别应用程序类别：（可选）在列表中单击要将应用程序添加到的类别。有关应用程序类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类
别。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平台应用程序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完成为平台配置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11 以了解如何设置平台部署规则。

7. 单击上载上载并导航到要上载的 MDX 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如果要添加 iOS VPP B2B 应用程序，请单击您的应用程序是您的应用程序是 VPP B2B 应用程序吗应用程序吗? 然后在此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 B2B VPP

帐户。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面。

9. 配置以下设置：

文件名文件名：键入与应用程序关联的文件名。
应用程序说明应用程序说明：键入应用程序的说明。
应用程序版本应用程序版本：（可选）键入应用程序版本号。
最低操作系统版本最低操作系统版本：（可选）键入为了使用应用程序，设备可以运行的最低操作系统版本。
最高操作系统版本最高操作系统版本：（可选）键入为了使用应用程序，设备必须运行的最新操作系统版本。
排除的设备排除的设备：（可选）键入不能运行应用程序的设备的制造商或型号。
删除删除 MDM 配置文件时也删除应用程序配置文件时也删除应用程序：选择删除 MDM 配置文件时是否从设备删除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
阻止备份应用程序数据阻止备份应用程序数据：选择是否阻止用户备份应用程序数据。默认值为开。。
强制管理应用程序强制管理应用程序：选择当应用程序在未托管状态下安装时，是否提示用户允许在未受监督的设备上管理此应用程序。默认
值为开。在。在 iOS 9.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通过通过 VPP 部署的应用程序部署的应用程序：选择是否使用 VPP 部署应用程序。如果设置为开开，并且您部署了应用程序的 MDX 版本并使用
VPP 部署该应用程序，Secure Hub 将仅显示 VPP 实例。默认值为关关。

10. 配置 MDX 策略策略。MDX 策略因平台而异，并包含用于身份验证、设备安全、加密、应用程序交互和应用程序限制等策略区
域的选项。在控制台中，每种策略都具有介绍此策略的提示。

有关 MDX 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DX 策略概览。该文章包含一个显示要对每个平台应用的策略的表
格。

11. 配置部署规则。有关信息，请参阅部署资源。 

12. 展开 XenMobile Store 配置配置。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create_app_categories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xmob-mobile-app-policy-defaults-lega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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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可以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解答或显示在 XenMobile Store 中的屏幕截图。还可以设置用户是否可以对应用程序进
行评分或评价。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和答案。
应用程序屏幕截图应用程序屏幕截图：添加屏幕截图以帮助在 XenMobile Store 中对应用程序进行分类。上载的图形必须为 PNG 格式。不
能上载 GIF 或 JPEG 图片。
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对应用程序进行评分。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评价应用程序允许评价应用程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评价选定的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开。

13.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审批审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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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户帐户时如果需要审批则使用工作流。如果无需设置审批工作流，可以跳至步骤 15。

如果需要指定或创建工作流，请配置此设置：

要使用的工作流要使用的工作流：在此列表中，单击现有工作流或单击创建新工作流创建新工作流。默认值为无无。
如果选择创建新工作流创建新工作流，请配置以下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和管理工作流。
名称名称：键入工作流的唯一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工作流的说明。
电子邮件审批模板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在列表中，选择要指定的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单击此字段右侧的眼睛图标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
可以在此处预览模板。
经理审批级别经理审批级别：在列表中，选择此工作流所需的经理审批级别数。默认值为 1 级。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需要
1 级
2 级
3 级

选择选择 Active Directory 域域：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工作流的合适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在搜索字段中键入其他必需人员的姓名，然后单击搜索搜索。源于 Active Directory 的姓名。
姓名显示在此字段中后，选中姓名旁边的复选框。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显示在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
要从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删除人员，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搜索搜索以查找选定域中的所有人员列表。
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名称或部分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以限制搜索结果。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的人员姓名旁边有一个复选标记。滚动列表，并取消选中要删除
的各个姓名旁边的复选框。

14.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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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 ，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者选择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组。选择的组显示在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
组组列表中。

16.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
在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17. 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应用程序类别

用户登录 Secure Hub 时，会收到您已在 XenMobile 中设置的应用程序、Web 链接和应用商店的列表。您可以使用应用程序类
别实现只允许用户访问某些应用程序、应用商店或 Web 链接的目的。例如，您可以创建“财务”类别，然后向其中添加仅与财务
相关的应用程序。您也可以配置“销售”类别，并向其分配销售应用程序。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配置类别。然后，添加或编辑应用程序、Web 链接或应用商店时，可以将应用程序
添加到您所配置的一个或多个类别中。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2. 单击类别类别。将显示类别类别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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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要添加的每个类别，执行以下操作：

在对话框底部的添加新类别添加新类别字段中，键入要添加的类别的名称。例如，可以键入企业应用程序以创建企业应用程序类别。
单击加号 (+) 以添加类别。此时已添加新创建的类别并显示在类别类别对话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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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添加类别操作后，关闭类别类别对话框。

5. 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可以将现有应用程序放到新类别中。

选择要分类的应用程序。
单击编辑编辑。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
在应用程序类别应用程序类别列表中，通过选中新类别的复选框应用新类别。对于您不想应用到应用程序的现有类别，可以取消其对应的
复选框。
单击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选项卡或单击后面各页面上的下一步下一步完成剩余的应用程序设置页面。
单击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页面上的保存保存以应用新类别。新类别将应用到应用程序并显示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表格中。

添加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

可以向 XenMobile 中添加公共应用商店（如 iTunes 或 Google Play）中提供的免费或付费应用程序。例如，GoToMeeting。
此外，添加面向 Android at Work 的付费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时，可以查看批量购买许可状态。该状态显示可用许可证总
数、当前正在使用的数量以及占用这些许可证的每个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面向 Android for Work 的批量购买计划简化了组织
批量查找、购买和分发应用程序及其他数据的过程。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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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应用程序添加应用程序对话框。

3. 单击公共应用商店公共应用商店。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

4. 在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名称名称：键入应用程序的描述性名称。该名称将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表中的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下显示。
说明说明：键入应用程序的可选说明。
应用程序类别应用程序类别：（可选）在列表中单击要将应用程序添加到的类别。有关应用程序类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类
别。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平台应用程序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create_app_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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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为平台配置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10 以了解如何设置平台部署规则。

7. 通过在搜索框中键入应用程序名称并单击搜索搜索，选择要添加的应用程序。此时将显示符合搜索条件的应用程序。下图显示了
podio 的搜索结果。

8. 单击要添加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详细信息应用程序详细信息字段已经预填充了与所选应用程序相关的信息（包括名称、说明、版本号和关联
的图片）。

9. 配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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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可更改应用程序的名称和说明。
付费应用程序付费应用程序：此字段已经预配置，并且无法更改。
删除删除 MDM 配置文件时也删除应用程序配置文件时也删除应用程序：选择是否在删除 MDM 配置文件时删除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
阻止备份应用程序数据阻止备份应用程序数据：选择是否阻止应用程序备份数据。默认值为开。。
强制管理应用程序强制管理应用程序：选择当应用程序在未托管状态下安装时，是否提示用户允许在未受监督的设备上管理此应用程序。默认
值为关关。在 iOS 9.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强制与设备建立许可证关联强制与设备建立许可证关联：选择是否将开发时启用设备关联的应用程序与设备而非用户关联。在 iOS 9 及更高版本中可
用。如果所选应用程序不支持分配到设备，则您无法更改此字段。

10. 配置部署规则。有关信息，请参阅部署资源。 

11. 展开 XenMobile Store 配置配置。

（可选）可以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解答或显示在 XenMobile Store 中的屏幕截图。还可以设置用户是否可以对应用程序进
行评分或评价。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和答案。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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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屏幕截图应用程序屏幕截图：添加屏幕截图以帮助在 XenMobile Store 中对应用程序进行分类。上载的图形必须为 PNG 格式。不
能上载 GIF 或 JPEG 图片。
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对应用程序进行评分。默认值为“开”。
允许评价应用程序允许评价应用程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评价选定的应用程序。

12. 展开批量购买计划批量购买计划，或者在 Android for Work 中展开批量购买批量购买。

对于批量购买计划，请完成以下步骤。

a. 如果要允许 XenMobile 为应用程序应用 VPP 许可证，请在 VPP 许可证许可证列表中，单击上载上载 VPP 许可证文件许可证文件。

b.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导入许可证。

对于 Android for Work 批量购买，请展开批量购买批量购买部分。

“许可协议”表显示应用程序正在使用的许可证数量以及可用的许可证总数。

对于 Android for Work，可以选择一个用户，然后单击解除关联解除关联以结束其许可证分配，释放一个许可证以供其他用户使用。但
是，如果该用户不属于包含特定应用程序的交付组的一部分，您将只能解除该许可证的关联。

对于 Android for Work，仅当用户不属于包含特定应用程序的交付组的一部分时，才能解除许可证的关联。

对于 iOS，可以解除单个用户、用户组或所有分配的批量购买计划许可证的关联。这样将终止许可证分配并释放许可证。

单击取消关联组取消关联组将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从中选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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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完成批量购买计划批量购买计划或批量购买批量购买设置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审批审批页面。

创建用户帐户时如果需要审批则使用工作流。如果无需设置审批工作流，可以跳至下一步。

如果需要指定或创建工作流，请配置这些设置：

要使用的工作流要使用的工作流：在此列表中，单击现有工作流或单击创建新工作流创建新工作流。默认值为无无。
如果选择创建新工作流创建新工作流，请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工作流的唯一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工作流的说明。
电子邮件审批模板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在列表中，选择要指定的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单击此字段右侧的眼睛图标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
可以在此处预览模板。
经理审批级别经理审批级别：在列表中，选择此工作流所需的经理审批级别数。默认值为 1 级级。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需要
1 级
2 级
3 级

选择选择 Active Directory 域域：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工作流的合适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在搜索字段中键入其他必需人员的姓名，然后单击搜索搜索。源于 Active Directory 的姓名。
姓名显示在此字段中后，选中姓名旁边的复选框。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显示在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
要从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删除人员，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搜索搜索以查找选定域中的所有人员列表。
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名称或部分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以限制搜索结果。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的人员姓名旁边有一个复选标记。滚动列表，并取消选中要删除的
各个姓名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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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页面。

15.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 ，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者选择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组。选择的组显示在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
组组列表中。

16.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17. 单击保存保存。

添加 Web 或 SaaS 应用程序

使用 XenMobile 控制台，可以向用户提供对移动应用程序、企业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和 SaaS 应用程序的单点登录 (SSO)

授权。可以通过使用应用程序连接器模板，为应用程序启用 SSO。有关 XenMobile 中可用连接器类型的列表，请参阅应用程序
连接器类型。还可以在添加 Web 或 SaaS 应用程序时在 XenMobile 中构建自己的连接器。

如果应用程序仅可进行 SSO：保存设置后，应用程序将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选项卡中显示。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此时将打开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应用程序添加应用程序对话框。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app-connector-typ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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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Web 和和 SaaS。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

4. 配置现有或新的应用程序连接器，如下所示。

配置现有应用程序连接器配置现有应用程序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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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中，从现有连接器中选择从现有连接器中选择已选中，如上所示。在应用程序连接器应用程序连接器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连接器。此时将显示
应用程序连接器信息。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接受预先填充的名称或键入新名称。
应用程序说明应用程序说明：接受预先填充的说明或键入自己的说明。
URL：接受预先填充的 URL 或键入应用程序的 Web 地址。根据您选择的连接器，此字段可能包含占位符，您必须替换占位
符才能继续到下一个页面。
域名域名：如果适用，键入应用程序的域名。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应用程序托管在内部网络中应用程序托管在内部网络中：选择应用程序是否在内部网络中的服务器上运行。如果用户从远程位置连接到内部应用程序，
则必须通过 NetScaler Gateway 进行连接。将此选项设置为开开将向应用程序添加 VPN 关键字，并允许用户通过 NetScaler

Gateway 进行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应用程序类别应用程序类别：在此列表中，单击可选类别以应用到应用程序。
用户帐户置备用户帐户置备：选择是否为应用程序创建用户帐户。如果使用 Globoforce_SAML 连接器，必须启用此选项以确保无缝 SSO

集成。
如果启用用户帐户置备用户帐户置备，请配置以下设置：
服务帐户服务帐户
用户名用户名：键入应用程序管理员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密码密码：键入应用程序管理员的密码。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用户帐户用户帐户
用户授权结束时用户授权结束时：在列表中，单击不再允许用户访问应用程序时采取的操作。默认值为“禁用帐户”。可能的选项包括：
禁用帐户
保留帐户
删除帐户

用户名规则用户名规则
对于要添加的每项用户名规则，请执行以下操作：
用户属性用户属性：在列表中，单击要添加到规则的用户属性。
长度长度(字符数字符数)：在列表中，单击用户属性要用于用户名规则中的字符数。默认值为全部全部。
规则规则：您添加的每个用户属性自动附加到用户名规则中。

密码要求密码要求
长度长度：键入用户密码最小长度。默认值为 8。。

密码过期时间密码过期时间
有效期有效期(天天)：键入密码有效的天数。有效值为 0-90。默认值为 90。
过期后自动重置密码过期后自动重置密码：选择是否在密码过期时自动重置密码。默认值为关关。如果不启用此字段，用户在其密码过期后将无
法打开应用程序。

配置新应用程序连接器配置新应用程序连接器

在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中，选择创建新连接器创建新连接器。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连接器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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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连接器的名称。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说明说明：键入连接器的说明。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登录登录 URL：键入或复制并粘贴用户登录站点的 URL。例如，如果您要添加的应用程序有登录页面，请打开 Web 浏览器并访
问该应用程序的登录页面。例如，它可能是 http://www.example.com/logon。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SAML 版本版本：选择 1.1 或 2.0。默认值为 1.1。。
实体实体 ID：键入 SAML 应用程序的标识。
中继状态中继状态 URL：键入 SAML 应用程序的 Web 地址。中继状态 URL 是来自应用程序的响应 URL。
名称名称 ID 格式格式：选择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或未指定未指定。默认值为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
ACS URL：键入身份提供程序或服务提供程序的声明使用者服务 URL。ACS URL 为用户提供 SSO 功能。
图片图片：选择是使用默认 Citrix 图片还是上载自己的应用程序图片。默认值为“使用默认值”。
如果要上载自己的图片，请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该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该文件。该文件必须是 .PNG 文件。不能上载
JPEG 或 GIF 文件。如果添加自定义图形，以后将无法进行更改。
完成后，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详细信息详细信息页面。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将显示应用程序策略应用程序策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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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设备安全设备安全
阻止越狱或获得阻止越狱或获得 Root 权限权限：选择是否阻止越狱或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访问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开。

网络要求网络要求
需要连接需要连接 WiFi：选择运行应用程序是否需要使用 WiFi 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需要连接内部网络需要连接内部网络：选择运行应用程序是否需要使用内部网络。默认值为关关。
内部内部 WiFi 网络网络：如果启用了“需要连接 WiFi”，请键入要使用的内部 WiFi 网络。

6. 展开 XenMobile Store 配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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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可以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解答或显示在 XenMobile Store 中的屏幕截图。还可以设置用户是否可以对应用程序进
行评分或评价。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和答案。
应用程序屏幕截图应用程序屏幕截图：添加屏幕截图以帮助在 XenMobile Store 中对应用程序进行分类。上载的图形必须为 PNG 格式。不
能上载 GIF 或 JPEG 图片。
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对应用程序进行评分。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评价应用程序允许评价应用程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评价选定的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开。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审批审批页面。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746https://docs.citrix.com

创建用户帐户时如果需要审批则使用工作流。如果无需设置审批工作流，可以跳至步骤 8。

如果需要指定或创建工作流，请配置这些设置：

要使用的工作流要使用的工作流：在此列表中，单击现有工作流或单击创建新工作流创建新工作流。默认值为无无。
如果选择创建新工作流创建新工作流，请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工作流的唯一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工作流的说明。
电子邮件审批模板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在列表中，选择要指定的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单击此字段右侧的眼睛图标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
可以在此处预览模板。
经理审批级别经理审批级别：在列表中，选择此工作流所需的经理审批级别数。默认值为 1 级级。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需要
1 级
2 级
3 级

选择选择 Active Directory 域域：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工作流的合适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在搜索字段中键入其他必需人员的姓名，然后单击搜索搜索。源于 Active Directory 的姓名。
姓名显示在此字段中后，选中姓名旁边的复选框。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显示在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
要从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删除人员，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搜索搜索以查找选定域中的所有人员列表。
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名称或部分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以限制搜索结果。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的人员姓名旁边有一个复选标记。滚动列表，并取消选中要删除
的各个姓名旁边的复选框。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页面。

9.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 ，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者选择一个或多个组。选择的组显示在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列表中。

10.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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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11. 单击保存保存。

添加企业应用程序

XenMobile 中的企业应用程序代表未通过 MDX Toolkit 打包的本机应用程序，并且不包含与 MDX 应用程序关联的策略。可以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选项卡上上载企业应用程序。企业应用程序支持以下平台（和相应的文件类型）：

iOS（.ipa 文件）
Android（.apk 文件）
Samsung KNOX（.apk 文件）
Android for Work（.apk 文件）
Windows Phone（.xap 或 .appx 文件）
Windows Tablet（.appx 文件）
Windows Mobile/CE（.cab 文件）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此时将打开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应用程序添加应用程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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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企业企业。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

4. 在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窗格中，键入以下信息：

名称名称：键入应用程序的描述性名称。此名称将在“应用程序”表中的“应用程序名称”下显示。
说明说明：键入应用程序的可选说明。
应用程序类别应用程序类别：（可选）在列表中单击要将应用程序添加到的类别。有关应用程序类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类
别。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平台应用程序平台页面。

6. 在平台平台下方，选择要添加的平台。如果只为一个平台配置，请取消选中其他平台。

完成为平台配置设置后，请参阅步骤 10 以了解如何设置平台部署规则。

7. 对于所选的每个平台，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要上载的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该文件。

8.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平台的应用程序信息页面。

9. 为平台类型配置设置，例如：

文件名文件名：（可选）键入应用程序的新名称。
应用程序说明应用程序说明：（可选）键入应用程序的新说明。
应用程序版本应用程序版本：无法更改此字段。
最低操作系统版本最低操作系统版本：（可选）键入为了使用应用程序，设备可以运行的最低操作系统版本。
最高操作系统版本最高操作系统版本：（可选）键入为了使用应用程序，设备必须运行的最新操作系统版本。
排除的设备排除的设备：（可选）键入不能运行应用程序的设备的制造商或型号。
删除删除 MDM 配置文件时也删除应用程序配置文件时也删除应用程序：选择删除 MDM 配置文件时是否从设备删除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
阻止备份应用程序数据阻止备份应用程序数据：选择是否阻止应用程序备份数据。默认值为开。。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create_app_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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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管理应用程序强制管理应用程序：安装非托管应用程序时，如果希望提示未受监督设备上的用户允许管理应用程序，请选择开开。如果用户
接受提示，将托管应用程序。此设置适用于 iOS 9.x 设备。

10. 配置部署规则。有关信息，请参阅部署资源。 

11. 展开 XenMobile Store 配置配置。

（可选）可以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解答或显示在 XenMobile Store 中的屏幕截图。还可以设置用户是否可以对应用程序进
行评分或评价。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和答案。
应用程序屏幕截图应用程序屏幕截图：添加屏幕截图以帮助在 XenMobile Store 中对应用程序进行分类。上载的图形必须为 PNG 格式。不
能上载 GIF 或 JPEG 图片。
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对应用程序进行评分。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评价应用程序允许评价应用程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评价选定的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开。

12.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审批审批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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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户帐户时如果需要审批则使用工作流。如果无需设置审批工作流，可以跳至步骤 13。

如果需要指定或创建工作流，请配置这些设置：

要使用的工作流要使用的工作流：在此列表中，单击现有工作流或单击创建新工作流创建新工作流。默认值为无无。
如果选择创建新工作流创建新工作流，请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工作流的唯一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工作流的说明。
电子邮件审批模板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在列表中，选择要指定的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单击此字段右侧的眼睛图标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
可以在此处预览模板。
经理审批级别经理审批级别：在列表中，选择此工作流所需的经理审批级别数。默认值为 1 级级。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需要
1 级
2 级
3 级

选择选择 Active Directory 域域：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工作流的合适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在搜索字段中键入其他必需人员的姓名，然后单击搜索搜索。源于 Active Directory 的姓名。
姓名显示在此字段中后，选中姓名旁边的复选框。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显示在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
要从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删除人员，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搜索搜索以查找选定域中的所有人员列表。
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名称或部分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以限制搜索结果。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的人员姓名旁边有一个复选标记。滚动列表，并取消选中要删除
的各个姓名旁边的复选框。

13.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页面。

14.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 ，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者选择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组。选择的组显示在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
组组列表中。

15.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16. 单击保存保存。

添加 Web 链接

在 XenMobile 中，可以建立公共或专用站点或者无需单点登录 (SSO) 的 Web 应用程序的 Web 地址 (URL)。

可以从 XenMobile 控制台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选项卡配置 Web 链接。Web 链接配置完成后，该链接将以链接图标的形式显示在应用程应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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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表格中的列表中。当用户通过 Secure Hub 登录时，将显示该链接以及可用应用程序和桌面的列表。

要添加链接，请提供以下信息：

链接的名称
链接的说明
Web 地址 (URL)

类别
角色
.png 格式的图片（可选）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应用程序添加应用程序对话框。

3. 单击 Web 链接链接。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

4.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名称应用程序名称：接受预先填充的名称或键入新名称。
应用程序说明应用程序说明：接受预先填充的说明或键入自己的说明。
URL：接受预先填充的 URL 或键入应用程序的 Web 地址。根据您选择的连接器，此字段可能包含占位符，您必须替换占位
符才能继续到下一个页面。
应用程序托管在内部网络中应用程序托管在内部网络中：选择应用程序是否在内部网络中的服务器上运行。如果用户从远程位置连接到内部应用程序，
则必须通过 NetScaler Gateway 进行连接。将此选项设置为开开将向应用程序添加 VPN 关键字，并允许用户通过 NetScaler

Gateway 进行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应用程序类别应用程序类别：在此列表中，单击可选类别以应用到应用程序。
图片图片：选择是使用默认 Citrix 图片还是上载自己的应用程序图片。默认值为“使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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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上载自己的图片，请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该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该文件。该文件必须是 .PNG 文件。不能上载
JPEG 或 GIF 文件。如果添加自定义图形，以后将无法进行更改。

5. 展开 XenMobile Store 配置配置。

（可选）可以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解答或显示在 XenMobile Store 中的屏幕截图。还可以设置用户是否可以对应用程序进
行评分或评价。

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应用程序常见问题解答：添加应用程序的常见问题和答案。
应用程序屏幕截图应用程序屏幕截图：添加屏幕截图以帮助在 XenMobile Store 中对应用程序进行分类。上载的图形必须为 PNG 格式。不
能上载 GIF 或 JPEG 图片。
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允许对应用程序评分：选择是否允许用户对应用程序进行评分。默认值为开开。
允许评价应用程序允许评价应用程序：选择是否允许用户评价选定的应用程序。默认值为开开。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页面。

7.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 ，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者选择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组。选择的组显示在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用于接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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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开部署计划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

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9. 单击保存保存。

启用 Microsoft 365 应用程序

可以打开 MDX 容器以允许 Secure Mail、Secure Web 和 ShareFile 向 Microsoft Office 365 应用程序传输文档和数据。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允许与 Office 365 应用程序的安全交互。

创建和管理工作流

可以使用工作流对用户帐户的创建和删除进行管理。应先确定组织中有权批准用户帐户请求的人员，才能使用工作流。然后可
以使用工作流模板创建和批准用户帐户请求。

首次设置 XenMobile 时，要配置工作流电子邮件设置，您必须先配置此设置才能使用工作流。随时可以更改工作流电子邮件设
置。这些设置包括电子邮件服务器、端口、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创建用户帐户的请求是否需要进行审批。

可以在 XenMobile 中的两个位置配置工作流：

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工作流页面中。在工作流页面上，可以配置多个用于应用程序配置的工作流。在工作流页面上配置
工作流时，可以在配置应用程序时选择工作流。
配置应用程序连接器时，在应用程序中提供工作流名称，然后配置可以审批用户帐户请求的人员。

可以为用户帐户分配最多三个经理审批级别。如果需要其他人员批准用户帐户，可以使用其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搜索和选择这
些人员。XenMobile 找到相应的人员时，您可以将其添加到工作流中。工作流中的所有人员都将收到电子邮件，以批准或拒绝
新用户帐户。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工作流工作流。此时将显示工作流工作流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worx-mobile-apps/10/office-365-intera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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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工作流添加工作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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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键入工作流的唯一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键入工作流的说明。
电子邮件审批模板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在列表中，选择要指定的电子邮件审批模板。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设置”下方的“通知模板”部分创建
电子邮件模板。单击此字段右边的眼睛图标时，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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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审批级别经理审批级别：在列表中，选择此工作流所需的经理审批级别数。默认值为 1 级。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需要
1 级
2 级
3 级

选择选择 Active Directory 域域：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工作流的合适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查找所需的其他审批者：在搜索字段中键入其他必需人员的姓名，然后单击搜索搜索。源于 Active Directory 的姓名。
姓名显示在此字段中后，选中姓名旁边的复选框。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显示在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
要从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删除人员，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搜索搜索以查找选定域中的所有人员列表。
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名称或部分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以限制搜索结果。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选定的其他所需审批者列表中的人员姓名旁边有一个复选标记。滚动列表，并取消选中要删除的
各个姓名旁边的复选框。

5. 单击保存保存。已创建的工作流显示在工作流工作流页面上。

创建工作流后，您可以查看工作流详细信息，查看与工作流相关的应用程序，或者删除工作流。工作流创建后无法进行编辑。
如果需要使用不同审批级别或审批者的工作流，必须创建另一个工作流。

查看详细信息和删除工作流查看详细信息和删除工作流

1. 在工作流工作流页面中，通过单击表格中的行或选中工作流旁边的复选框，选择特定工作流。

2. 要删除工作流，请单击删除删除。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再次单击删除删除。

重要重要：此操作无法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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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连接器类型

Feb 21, 2018

下表列出了添加 Web 或 SaaS 应用程序时 XenMobile 中可用的连接器及连接器类型。还可以在添加 Web 或 SaaS 应用程序时
向 XenMobile 添加新连接器。

表中指出连接器是否支持用户帐户管理。支持用户帐户管理时，您可以自动或通过工作流创建新帐户。

连接器名称连接器名称 SSO
SAML

支持用户帐户管理支持用户帐户管理

EchoSign_SAML 是 是

Globoforce_SAML 注意注意：使用此连接器时，必须启用用户管理功能以进行置备以确保无缝 SSO 集
成。

GoogleApps_SAML 是 是

GoogleApps_SAML_IDP 是 是

Lynda_SAML 是 是

Office365_SAML 是 是

Salesforce_SAML 是 是

Salesforce_SAML_SP 是 是

SandBox_SAML 是

SuccessFactors_SAML 是

ShareFile_SAML 是

ShareFile_SAML_SP 是

WebEx_SAML_SP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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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MDX 或企业应用程序

Feb 21, 2018

要在 XenMobile 中升级 MDX 或企业应用程序，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禁用该应用程序，然后上载该应用程序的新版本。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2. 对于托管设备（在 XenMobile 中注册用于移动设备管理的设备），跳至步骤 3。对于未托管设备（在 XenMobile 中注册仅用
于企业版应用程序管理目的的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表格中，选中应用程序旁边的复选框或单击包含要更新的应用程序的行。
在显示的菜单中单击禁用禁用。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禁用禁用。已禁用显示在应用程序的禁用禁用列中。

注意注意：禁用应用程序会将应用程序置于维护模式。禁用应用程序期间，用户无法在注销后重新连接到此应用程序。禁用应用程
序是可选设置，但建议禁用应用程序以避免应用程序功能出现问题。例如，可能会由于策略更新而出现问题，或者如果用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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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应用程序上载到 XenMobile 的同时请求下载，也会出现问题。

3. 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表格中，单击应用程序旁边的复选框或单击包含要更新的应用程序的行。

4. 在显示的菜单中单击编辑编辑。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信息应用程序信息页面，其中包含最初为所选应用程序选择的平台。

5. 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可选）更改应用程序名称。
说明说明：（可选）更改应用程序说明。
应用程序类别应用程序类别：（可选）更改应用程序类别。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首先选择的平台页面。请为选择的每个平台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上载上载并导航到要上载的替换文件所在的位置，选择该文件。应用程序即上载到 XenMobile。
可选，更改平台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和策略设置。
（可选）配置部署规则和 XenMobile Store 配置。有关信息，请参阅添加应用程序中的“添加 MDX 应用程序”。

7. 单击保存保存。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8. 如果在步骤 2 中禁用了该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表中，单击选择已更新的应用程序，然后在显示的菜单中单击启用启用。
在显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启用启用。用户现在可以访问该应用程序并接收提示用户升级应用程序的通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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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X 应用程序策略概览

Feb 21, 2018

有关列出适用于 iOS、Android 和 Windows 以及有关限制和 Citrix 建议的备注的表格，请参阅 MDX Toolkit 文档中的 MDX 应
用程序策略概览。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xmob-mobile-app-policy-defaults-leg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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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Store 和 Citrix Secure Hub 外观方案

Feb 21, 2018

可以设置应用程序在应用商店中的显示方式，并添加用于标记 Secure Hub 和 XenMobile Store 的徽标。这些标记功能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设备。
注意注意：开始之前，请确保您的自定义图片已准备就绪并且可供访问。
自定义图片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文件必须采用 .png 格式
使用纯白徽标或文本以及 72 dpi 的透明背景。
公司徽标不得超过此高度或宽度：170 px x 25 px (1x) 和 340 px x 50 px (2x)。
将文件命名为 Header.png 和 Header@2x.png。
从文件而不是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创建 .zip 文件。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客户端客户端下方，单击客户端外观方案客户端外观方案。此时将显示客户端外观方案客户端外观方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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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下设置：

应用商店名称应用商店名称：应用商店名称显示在用户的帐户信息中。更改此名称也会更改用于访问应用商店服务的 URL。通常无需更改
默认名称。
默认应用商店视图默认应用商店视图：选择类别类别或 A-Z。默认值为 A-Z。
设备选项设备选项：选择电话电话或平板电脑平板电脑。默认值为电话电话。
外观方案文件外观方案文件：单击浏览浏览并导航到要用于外观方案的图片或图片的 .zip 文件，选择该文件。

3. 单击保存保存。

要将此软件包部署到用户设备，首先需要创建一个部署软件包，然后将其部署到用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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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Launcher

Feb 21, 2018

使用 Citrix Launcher 可以自定义由 XenMobile 部署的 Android 设备的用户体验。Citrix Launcher 的 Secure Hub 管理支持的最
低 Android 版本为 Android 4.0.3。可以添加 Launcher 配置策略配置策略来控制以下 Citrix Launcher 功能：

管理 Android 设备，确保用户只能访问指定的应用程序。
（可选）为 Citrix Launcher 图标指定自定义徽标图片以及为 Citrix Launcher 指定自定义背景图片。
指定用户在退出启动程序前必须输入的密码。

尽管使用 Citrix Launcher 可以应用这些设备级别限制，但 Launcher 也授予用户对 Wi-Fi 设置、蓝牙设置和设备通行码设置等
设备设置的内置访问权限。Citrix Launcher 并不是设备平台在已提供的安全层之外额外提供的一个安全层。

要为 Android 设备提供 Citrix Launcher，请执行以下常规步骤。

1. 从 Citrix XenMobile 下载页面下载适用于您的 XenMobile 版本的 Citrix Launcher 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的文件名为
CitrixLauncher.apk。该文件可以随时上载到 XenMobile 中，并且不需要打包。

2. 添加设备策略 Launcher 配置策略配置策略：转至配置配置 > 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在添加新策略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开始键入 Launche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Launcher 配置策略。

3. 将 Citrix Launcher 应用程序添加到 XenMobile 作为企业应用程序。在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中，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单击企业企业。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企业应用程序。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launcher-configuration-poli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67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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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 Citrix Launcher 创建交付组，并在配置配置 > 交付组交付组中执行以下配置：

在策略策略页面上，添加 Launcher 配置策略配置策略。
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将 Citrix Launcher 拖动到必需应用程序必需应用程序。
在摘要摘要页面上，单击部署顺序部署顺序并确保 Citrix Launcher 应用程序位于 Launcher 配置配置策略之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部署资源。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launcher-configuration-poli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par_anchortitle_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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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Volume Purchase Plan

Feb 21, 2018

可以使用 Apple iOS 批量购买计划 (VPP) 管理 iOS 应用程序许可。VPP 解决方案简化了组织批量查找、购买和分发应用程序及
其他数据的过程。

通过 VPP，您可以使用 XenMobile 来分发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VPP 不支持 XenMobile 应用程序和通过使用 MDX Toolkit

打包的应用程序。虽然您可以通过 VPP 分发 XenMobile 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但该部署不是最佳的。要解决这些限制，需
要对 XenMobile 服务器和 Secure Hub 应用商店做进一步增强。有关通过 VPP 部署 XenMobile 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已知
问题列表和可能的解决方法，请参阅 Citrix 知识中心中的这篇文章。

通过 VPP，您可以将适用的应用程序直接分发到您的设备。或者，通过使用可兑换代码将内容指定给用户。可以在 XenMobile

中配置 iOS VPP 特定的设置。

XenMobile 定期重新导入 Apple 提供的 VPP 许可证以确保许可证反映所有更改。此类更改包括您何时从 VPP 手动删除导入的
应用程序。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按每 720 分钟的最小时间间隔为基准刷新 VPP 许可证。可以通过服务器属性 VPP 基准时
间间隔 (vpp.baseline) 更改基准时间间隔。有关信息，请参阅服务器属性。

本文重点介绍通过托管许可证使用 VPP，这样您即可使用 XenMobile 分发应用程序。如果您当前使用兑换代码，并且希望更改
为管理式分发，请参阅此 Apple 支持文档：在批量购买计划中从兑换代码迁移到管理式分发。

有关 iOS VPP 的信息，请参阅 http://www.apple.com/business/vpp/。要在 VPP 中注册，请转至
https://deploy.apple.com/qforms/open/register/index/avs。要在 iTunes 中访问您的 VPP 应用商店，请转至
https://vpp.itunes.apple.com/?l=en。

在 XenMobile 中保存这些 iOS VPP 设置后，购买的应用程序会显示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的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平台平台下方，单击 iOS 设置设置。此时将显示 iOS 设置设置配置页面。

3. 配置以下设置：

在在 Secure Hub 中存储用户密码中存储用户密码：选择是否将用户名和密码存储在 Secure Hub 中以用于 XenMobile 身份验证。默认设置是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263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server-properties.html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2863
http://www.apple.com/business/vpp/
https://deploy.apple.com/qforms/open/register/index/avs
https://vpp.itunes.apple.com/?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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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安全方法存储信息。
VPP 国家国家/地区映射的用户属性地区映射的用户属性：键入代码以允许用户从特定于国家/地区的应用商店下载应用程序。

XenMobile 使用此映射来选择 VPP 的属性池。例如，如果用户属性是美国，若应用程序的 VPP 代码适用于英国，该用户
将无法下载应用程序。请联系您的 VPP 计划管理员，以了解关于国家/地区映射代码的更多信息。

VPP 帐户帐户

对于要添加的每个 VPP 帐户，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添加 VPP 帐户帐户对话框。

为要添加的每个帐户配置以下设置：

注意注意：如果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1，请上载许可证文件：转至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转至平台页面，然后展开批量购买计划批量购买计划。

名称名称：键入 VPP 帐户名称。
后缀后缀：键入在通过 VPP 帐户获取的应用程序名称中显示的后缀。例如，如果输入 VPP，Secure Mail 应用程序将在应用程序
列表中以 Secure Mail - VPP 格式显示。
公司令牌公司令牌：复制并粘贴从 Apple 获取的 VPP 服务令牌。要获取令牌，请在 Apple VPP 门户的 Account Summary（帐户摘
要）页面中，单击 Download（下载）按钮以生成并下载 VPP 文件。此文件包含服务令牌和其他信息，如国家/地区代码和
过期日期。将此文件保存在安全的位置。
用户登录用户登录：键入用于导入自定义 B2B 应用程序的可选授权 VPP 帐户管理员名称。
用户密码用户密码：键入 VPP 帐户管理员密码。

5. 单击保存保存以关闭对话框。

6.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 iOS 设置。

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指出 XenMobile 将应用程序添加到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的列表中。在该页面上，注意您的 VPP 帐户
中的应用程序名称包括您在前面的配置中提供的后缀。

您现在可以配置 VPP 应用程序设置，然后优化 VPP 应用程序的交付组和设备策略设置。完成这些配置后，用户可以注册其设
备。下面的备注提供了这些过程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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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PP 应用程序设置（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时，请启用强制与设备建立许可证关联强制与设备建立许可证关联。在受监督设备上使用 Apple VPP 和
DEP 的一项优势：能够使用 XenMobile 在设备（而非用户）级别分配应用程序。因此，您不必使用 Apple ID 设备。此外，
用户不会收到加入 VPP 计划的邀请。用户还可以无需登录到其 iTunes 帐户即可下载应用程序。

要查看该应用程序的 VPP 信息，请展开批量购买计划批量购买计划。请注意，在 VPP ID 分配分配表中，许可证与设备相关联。设备序列号将显
示在关联设备关联设备列中。如果用户删除令牌，然后重新导入，由于 Apple 隐私限制，单词隐藏隐藏将替代序列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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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消关联许可证，请单击许可证对应的行，然后单击取消关联取消关联。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769https://docs.citrix.com

如果将 VPP 许可证与用户相关联，XenMobile 会将用户集成到您的 VPP 帐户中，并将其 iTunes ID 与 VPP 帐户相关联。用户
的 iTunes ID 永远不会对贵公司和 XenMobile 服务器可见。Apple 以透明方式创建关联以保留用户隐私。您可以从 VPP 计划中
停用某个用户，以取消所有许可证与用户帐户的关联。要停用用户，请转至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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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某个应用程序分配到交付组时，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会将该应用程序标识为可选应用程序。要确保 XenMobile 将某
个应用程序部署到设备，请转至配置配置 > 交付组。交付组。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上，将该应用程序移到必需应用程序必需应用程序列表。
公共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的更新可用时：VPP 推送该应用程序时，该应用程序不会自动在设备上更新，直至您检查更新并应用
更新。要推送 Secure Hub 的更新（已分配到设备而不是用户时），请执行以下操作。在某个平台页面上的配置配置 > 应用程应用程
序序中，单击检查更新检查更新并应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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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VPP 令牌即将过期或已过期时，XenMobile 会显示许可证过期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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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itrix Secure Hub 使用 XenApp 和 XenDesktop

Feb 21, 2018

XenMobile 可从 XenApp 和 XenDesktop 收集应用程序，使移动设备用户可在 XenMobile Store 中对其进行访问。用户可直接
在 XenMobile Store 中订购应用程序，并从 Secure Hub 启动这些应用程序。用户的设备上必须安装 Citrix Receiver 才能启动应
用程序，但是并不需要对其进行配置。

要配置此设置，需要 Web Interface 站点或 StoreFront 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或 IP 地址和端口号。

1. 在 XenMobile Web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 XenApp/XenDesktop。此时将显示 XenApp/XenDesktop 页面。

3. 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主机：键入 Web Interface 站点或 StoreFront 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或 IP 地址。
端口：端口：加入 Web Interface 站点或 StoreFront 的端口号。默认值为 80。
相对路径：相对路径：键入路径。例如，/Citrix/PNAgent/config.xml

使用使用 HTTPS：：选择 是否在 Web Interface 站点或 StoreFront 和客户端设备之间启用安全身份验证。默认值为关关。

4.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以确认 XenMobile 是否能够连接到指定的 XenApp 和 XenDesktop 服务器。

5.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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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File 与 XenMobile 结合使用

Feb 21, 2018

XenMobile 有两个与 ShareFile 集成的选项：ShareFile Enterprise 和 StorageZone 连接器。与 ShareFile Enterprise 或
StorageZone 连接器集成要求使用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

ShareFile Enterprise

如果您有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可以配置 XenMobile 以提供对 ShareFile Enterprise 帐户的访问权限。该配置：

为移动用户提供对完整 ShareFile 功能集（例如，文件共享、文件同步和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访问权限。
可以为 ShareFile 提供 XenMobile Apps 用户的单点登录身份验证、基于 AD 的用户帐户配置以及全面的访问控制策略。
通过 XenMobile 控制台提供 ShareFile 配置、服务级别监视和许可证使用情况监视。

有关针对 ShareFile Enterprise 配置 XenMobil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AML 单点登录与 ShareFile。

StorageZone 连接器

可以配置 XenMobile 以仅提供对通过 XenMobile 控制台创建的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访问权限。该配置：

提供对现有本地存储库（例如 SharePoint 站点和网络文件共享）的安全移动访问。
不需要设置 ShareFile 子域、向 ShareFile 置备用户或托管 ShareFile 数据。
为用户提供通过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ShareFile XenMobile Apps 对数据进行移动访问的权限。用户可以编辑 Microsoft

Office 文档。用户还可以从移动设备预览和批注 Adobe PDF 文件。
遵守防止在企业网络外部泄漏用户信息的安全限制。
可以通过 XenMobile 控制台对 StorageZone 连接器进行简单设置。如果您以后决定在 XenMobile 中使用完整的 ShareFile

功能，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更改配置。
需要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

仅限 XenMobile 与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集成：

ShareFile 将单点登录配置用于 NetScaler Gateway 以向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进行身份验证。
由于不使用 ShareFile 控制面板，因此 XenMobile 不通过 SAML 进行身份验证。

下图显示了 XenMobile 与 StorageZone 连接器结合使用的高级体系结构。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saml-sso-sharef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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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组件版本：
XenMobile Server 10.5（本地）
ShareFile for iOS (MDX) 5.3

ShareFile for Android (MDX) 5.3

ShareFile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5.0

本文包含有关如何配置 ShareFile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5.0 的说明。
请确保要运行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的服务器满足系统要求。有关要求，请参阅 ShareFile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文
档的“System requirements”（系统要求）中的以下各节：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StorageZone Connector for SharePoint（用于 SharePoint 的 StorageZone 连接器）
StorageZone Connector for Network File Shares（用于网络文件共享的 StorageZone 连接器）

有关 StorageZones for ShareFile Data 和受限 StorageZones 的要求不适用于 XenMobile 仅与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
集成。

XenMobile 不支持“文档”连接器。

运行 PowerShell 脚本：
在 32 位 (x86) 版本的 PowerShell 中运行脚本。

按显示顺序完成以下任务以安装和设置 StorageZones Controller。这些步骤专门用于 XenMobile 仅与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
集成。StorageZones Controller 文档中包含其中一些文章。

1.为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配置 NetScaler

可以将 NetScaler 用作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的 DMZ 代理。

2.安装 SSL 证书

托管标准区域的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需要 SSL 证书。托管受限区域的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使用内部地址，不
需要 SSL 证书。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storagezones-sys-reqs.html#par_richtext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storagezones-sys-reqs.html#par_richtext_1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storagezones-sys-reqs.html#par_richtext_2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install-storagezones/sf-deploy-cfg-netscaler-wizard.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install-storagezones/sf-install-ssl-ce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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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备服务器

需要为 StorageZone 连接器完成 IIS 和 ASP.NET 设置。

4.安装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5.准备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以仅与 StorageZone 连接器配合使用

6.为 StorageZones 指定代理服务器

通过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控制台可以为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指定代理服务器。还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指定代理
服务器。

7.配置域控制器以信任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进行委派

配置域控制器以在网络共享或 SharePoint 站点上支持 NTLM 或 Kerberos 身份验证。

8.将辅助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加入 StorageZone

要配置 StorageZone 以实现高可用性，请至少将两个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连接到该 StorageZone。

1. 下载并安装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软件：

a. 在 ShareFile 下载页面 http://www.citrix.com/downloads/sharefile.html 上登录并下载最新的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安装程序。

b. 安装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会将服务器上的默认 Web 站点更改为控制器的安装路径。在默认 Web 站点上启用匿名匿名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

2. 在要安装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的服务器上，运行 StorageCenter.msi。

ShareFile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安装向导将会启动。

3. 回复提示：

在目标文件夹目标文件夹页面上，如果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安装在默认位置中，保留默认值。如果不是，请浏览到 IIS

安装位置。
安装完成后，清除 Launch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Page（启动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配置页面）复选
框，然后单击Finish（完成）。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install-storagezones/sf-install-prepare-server.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install-storagezones/sf-storagezones-domain-controller-cf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sharefile-and-xenmobile.html#par_anchortitle_ee1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sharefile-and-xenmobile.html#par_anchortitle_633d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install-storagezones/sf-install-specify-proxy-for-szones.html
https://docs.citrix.com/en-us/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install-storagezones/sf-storagezones-domain-controller-cf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sharefile-and-xenmobile.html#par_anchortitle_d9eb
http://www.citrix.com/downloads/sharef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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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现提示时，重新启动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5. 要测试安装是否成功，请导航到 http://localhost/。如果安装成功，会显示 ShareFile 徽标。

如果没有显示 ShareFile 徽标，请清除浏览器缓存，然后重试。

Important
如果您打算克隆 StorageZones Controller，请先捕获磁盘映像，然后再继续配置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对于仅与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集成，不要使用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管理控制台。该接口需要 ShareFile 管理员帐户，
这对此解决方案没有必要。因此，请运行 PowerShell 脚本以在不使用 ShareFile 控制平面的情况下准备要使用的
StorageZones Controller。该脚本执行以下操作：

将当前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注册为主 StorageZones Controller。以后可以将辅助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加入主控
制器 。
创建区域并为其设置密码。

1. 在您的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服务器上，下载 PsExec 工具：导航到 Microsoft Windows Sysinternals，然后单击
Download PsTools（下载 PsTools）。将工具提取到 C 驱动器的根目录。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bb89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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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 PsExec 工具：以管理员用户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窗口，然后键入以下命令：

cd c:\pstools

PsExec.exe -i -u "NT AUTHORITY\NetworkService" C:\Windows\SysWOW64\WindowsPowerShell\v1.0\powershell.exe

3. 出现提示时，单击 Agree（同意）运行 Sysinternals 工具。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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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打开 PowerShell 窗口。

4. 在 PowerShell 窗口中，键入以下命令：

Import-Module "C:\inetpub\wwwroot\Citrix\StorageCenter\Tools\SfConfig\SfConfig.dll"

New-Zone  -Passphrase passphrase -ExternalAddress https://szcfqdn.com

其中：

Passphrase（密码）：您要分配给站点的密码。请将其记录下来。无法从控制器恢复密码。如果您丢失密码，则无法重新安装
StorageZones、向 StorageZone 加入更多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以及在服务器发生故障时恢复 StorageZone。

ExternalAddress（外部地址）：StorageZones Controller 服务器的外部完全限定的域名。

您的主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现已就绪。

在登录到 XenMobile 以创建 StorageZone 连接器之前：完成以下配置（如果适用）：

为 StorageZones 指定代理服务器

javascript:void(0)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install-storagezones/sf-install-specify-proxy-for-sz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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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域控制器以信任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进行委派

将辅助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加入 StorageZone

要创建 StorageZone 连接器，请参阅在 XenMobile 中定义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连接

要配置 StorageZone 以实现高可用性，请至少将两个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连接到该 StorageZone。要将辅助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加入区域，请在另一台服务器上安装 StorageZones Controller。然后将该控制器加入主控制器的区
域。

1. 在您要将其加入主服务器的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服务器上打开 PowerShell 窗口。

2. 在 PowerShell 窗口中，键入以下命令：

Join-Zone -Passphrase -PrimaryController

例如：

Join-Zone -Passphrase secret123 -PrimaryController 10.10.110.210

在添加 StorageZone 连接器之前，为针对 StorageZones 连接器启用的每个 StorageZone Controller 配置连接信息。可以按
本节所述定义 StorageZones Controller，也可以在添加连接器时定义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在您第一次访问配置配置 > ShareFile 页面时，页面上会总结 XenMobile 与 ShareFile Enterprise 结合使用和 XenMobile 与
StorageZone 连接器结合使用之间差异。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4-0/sf-install-storagezones/sf-storagezones-domain-controller-cf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sharefile-and-xenmobile.html#par_anchortitle_d9eb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sharefile-and-xenmobile.html#par_anchortitle_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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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配置连接器配置连接器继续执行本文中的配置步骤。

1. 在配置配置 > ShareFile 中，单击管理管理 Storage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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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管理管理 StorageZones 中，添加连接信息。

名称名称：StorageZone 的描述性名称，用于在 XenMobile 中标识 StorageZone。请勿在名称中包含空格或特殊字符。
FQDN 和端口和端口：可从 XenMobile Server 访问的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的完全限定域名和端口号。
安全连接安全连接 ：如果对与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的连接使用 SSL，则使用默认设置“开”。如果不对连接使用 SSL，则将此设
置更改为关。
管理员用户名管理员用户名和管理员密码管理员密码：管理员服务帐户用户名称（采用 domain\admin 形式）和密码。或者，对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具有读写权限的用户帐户。

3. 单击保存保存。

4. 要测试连接，请验证 XenMobile Server 是否可以访问端口 443 上的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的完全限定的域名。

5. 要定义另一个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连接，请在管理管理 StorageZones 中单击添加添加按钮。

要编辑或删除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连接的信息，请在管理管理 StorageZones 中选择连接名称。然后单击编辑编辑或删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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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到配置配置 > ShareFile，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2. 在连接器信息连接器信息页面上，配置以下设置：

连接器名称连接器名称：在 XenMobile 中标识 StorageZone 连接器的名称。
说明说明：有关此连接器的可选备注。
类型类型：选择 SharePoint 或网络网络。
StorageZone：选择与连接器关联的 StorageZone。如果没有列出 StorageZone，请单击管理管理 StorageZones 以定义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位置位置：对于 SharePoint，指定 SharePoint 根级别站点、站点集合或文档库的 URL（采用 https://sharepoint.company.com

形式）。对于网络共享，指定统一命名约定 (UNC) 路径的完全限定域名（采用 \\server\share 形式）。

3. 在交付组分配交付组分配页面上，可以选择将连接器分配给交付组。或者，可以通过使用配置配置 > 交付组交付组将连接器关联到交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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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摘要摘要页面上，可以查看配置的选项。要调整配置，请单击上一步上一步。

5.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连接器。

6. 测试连接器：

a. 打包 ShareFile 客户端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将“Network access”（网络访问）策略设置为 Tunneled to the internal network（通过通道连接到内部网络）。

在此操作模式下，XenMobile MDX 框架截获来自 ShareFile 客户端的所有网络流量。通过使用应用程序特定的 Micro

VPN，流量经 NetScaler Gateway 重定向。

将“Preferred VPN mode”（首选 VPN 模式）策略设置为 Secure browse（安全浏览）。

在此通道模式下，MDX 框架会终止来自 MDX 应用程序的 SSL/HTTP 流量。MDX 随后代表用户启动与内部连接的新连
接。此策略设置允许 MDX 框架检测和响应 Web 服务器发出的身份验证质询。

b. 将 ShareFile 客户端添加到 XenMobile。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 ShareFile 客户端添加 XenMobile。

c. 在支持的设备上，验证到 ShareFile 和连接器的单点登录。

在以下示例中，SharefileDev 是连接器的名称。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harefile.html#par_richtext_a9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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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连接器类型、分配的交付组和 StorageZone 来过滤 StorageZone 连接器列表。

1. 转到配置配置 > ShareFile，然后单击显示过滤器显示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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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开要进行选择的过滤器标题。要保存过滤器，请单击保存此视图保存此视图，键入过滤器名称，并单击保存保存。

3. 要重命名或删除过滤器，请单击过滤器名称旁边的箭头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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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torageZone 连接器与 XenMobile 集成后 ，可以稍后切换到完整的 ShareFile Enterprise 功能集。要使用 ShareFile

Enterprise 功能集，需要使用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XenMobile 会保留现有的 StorageZone 连接器集成设置。

转到配置配置 > ShareFile，单击 StorageZone 连接器连接器下拉菜单，然后单击配置配置 ShareFil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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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 ShareFile Enterpris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AML 单点登录与 ShareFi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saml-sso-sharef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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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HDX 应用程序的 SmartAccess

Feb 21, 2018

此功能允许您根据设备属性、设备的用户属性或设备上已安装的应用程序控制对 HDX 应用程序的访问。您可以通过设置自动
化操作使用此功能将设备标记为不合规，以拒绝该设备的访问。与此功能结合使用的 HDX 应用程序通过拒绝访问不合规设备
的 SmartAccess 策略在 XenApp 和 XenDesktop 中配置。XenMobile 使用签名的加密标记向 StoreFront 传达设备的状态。
StoreFront 随后根据应用程序的访问控制策略允许或拒绝访问。

要使用此功能，您的部署要求：

XenApp 和 XenDesktop 7.6

StoreFront 3.7 或 3.8

XenMobile 服务器从 StoreFront 服务器配置聚合 HDX 应用程序
XenMobile 服务器配置有 SAML 证书，用于签名和加密标记。不带私钥的相同证书在 StoreFront 服务器上上载。

要开始使用此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 XenMobile 服务器证书并将其上载到 StoreFront 应用商店
请至少配置一个使用设置了所需 SmartAccess 策略的 XenApp 和 XenDesktop 交付组
在 XenMobile 中设置自动化操作

导出并配置 XenMobile 服务器证书并将其上载到
StoreFront 应用商店

SmartAccess 使用签名的加密标记在 XenMobile 与 StoreFront 服务器之间进行通信。要启用该通信，请将 XenMobile 服务器
证书添加到 StoreFront 应用商店。

有关在对 XenMobile 启用了域和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时将 StoreFront 与 XenMobile 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upport

Knowledge Center（支持知识中心）。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单击证书证书。

2. 找到 XenMobile 服务器的 SAML 证书。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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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确保导出私钥导出私钥设置为关关。单击导出导出将该证书导出到您的下载目录。

4. 在您的下载目录中找到该证书。证书为 PEM 格式。

1. 打开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 (MMC)，右键单击证书证书 > 所有任务所有任务 > 导入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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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书导入向导显示时，单击 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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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浏览到下载目录中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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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Place all certificates in the following store（将所有证书放在以下存储中），然后选择 Personal（个人）作为证书存
储。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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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所做的选择，然后单击完成完成。单击确定确定消除确认窗口。

6. 在 MMC 中，右键单击证书，然后选择 All Tasks（所有任务）（所有任务）> Export（导出）（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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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证书导出向导显示时，单击 Next（下一步）。

8. 选择格式 DER 编码二进制编码二进制 X.509 (.CER)。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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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浏览到该证书。键入证书名称，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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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存该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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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浏览到该证书，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12. 检查所做的选择，然后单击完成完成。单击确定确定消除确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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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您的下载目录中找到该证书。请注意，证书为 CER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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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StoreFront 服务器上，创建一个名为 SmartCert 的文件夹。

2. 将证书复制到 SmartCert 文件夹。

在 StoreFront 服务器上，运行以下 PowerShell 命令以在应用商店中配置转换后的 XenMobile 服务器证书：

Grant-STFStorePnaSmartAccess –StoreService $store –CertificatePath “C:\xms\xms.cer” –ServerName “XMS server”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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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StoreFront 应用商店中存在任何现有证书，请运行以下 PowerShell 命令以将其吊销：

Revoke-STFStorePnaSmartAccess –StoreService $store –All

或者，可以在 StoreFront 服务器上运行以下任意 PowerShell 命令以吊销 StoreFront 应用商店中的现有证书：

按名称吊销：

$store = Get-STFStoreService –VirtualPath /Citrix/Store

 Revoke-STFStorePnaSmartAccess –StoreService $store –ServerName “My XM Server”

按指纹吊销：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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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 = Get-STFStoreService –VirtualPath /Citrix/Store

 Revoke-STFStorePnaSmartAccess –StoreService $store –CertificateThumbprint “1094821dec7834d5d42 bb456329efe4fca86c60b”

按服务器对象吊销：

$store = Get-STFStoreService –VirtualPath /Citrix/Store

 $access = Get-STFStorePnaSmartAccess –StoreService $store

 Revoke-STFStorePnaSmartAccess –StoreService $store –SmartAccess $access.AccessConditionsTrusts[0]

为 XenApp 和 XenDesktop 配置 SmartAccess 策略

要将所需的 SmartAccess 策略添加到用于提供 HDX 应用程序的交付组中，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App 和 XenDesktop 服务器上，打开 Citrix Studio。

2. 在 Studio 导航窗格中选择交付组交付组。

3. 选择用于提供要控制对其访问的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的组。然后在操作操作窗格中选择编辑交付组编辑交付组。

4. 在访问策略访问策略页面上，选择通过通过 NetScaler Gateway 的连接的连接和 Connection meeting any of the following（以下类型的连接
会议）。

5. 单击添加添加。

6. 添加场场为 XM、过滤器过滤器为 XMCompliantDevice 的访问策略。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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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应用应用以应用您所做的任何更改并保持打开窗口，或单击确定确定应用更改并关闭窗口。

在 XenMobile 中设置自动化操作

您在交付组中为 HDX 应用程序设置的 SmartAccess 策略在某个设备不合规时拒绝访问该设备。使用自动化操作将设备标记为
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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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操作操作。此时将显示操作操作页面。

2.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操作。此时将显示操作信息操作信息页面。

3. 在操作信息操作信息页面上，键入操作的名称和说明。

4.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操作详细信息操作详细信息页面。在下例中，创建了一个在设备的用户属性名称为 eng5 或 eng6 时立即将其标
记为不合规的触发器。

5. 在触发器触发器列表中，选择设备属性设备属性、用户属性用户属性或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SmartAccess 不支持事件触发器。

6. 在操作操作列表中：

选择将设备标记为不合规。将设备标记为不合规。
选择是是。
选择 True。
要将操作设置为满足触发条件时立即将设备标记为不合规，请将时间期限设置为 0。

7. 选择要应用此操作的一个或多个 XenMobile 交付组。

8. 检查操作的摘要。

9.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当设备被标记为不合规时，HDX 应用程序不会再在 Secure Hub 应用商店中显示。用户将无法再订阅这些应用程序。不会向设
备发送任何通知，并且 Secure Hub 应用商店中没有任何迹象指示以前提供过 HDX 应用程序。

如果希望用户在设备被标记为不合规时接收通知，请创建一个通知，然后创建一项用于发送该通知的自动化操作。

本示例将在设备被标记为不合规时创建并发送以下通知：Device serial number or telephone number no longer complies with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805https://docs.citrix.com

the device policy and HDX applications will be blocked（设备序列号或电话号码不再符合设备策略，HDX 应用程序将被阻
止）。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通知模板通知模板。此时将显示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页面。

3. 单击添加添加在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页面上进行添加。

4. 当系统提示您先设置 SMS 服务器时，请单击否，稍后设置否，稍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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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以下设置：

名称名称：HDX 应用程序阻止
说明说明：设备不合规时的代理通知
类型类型：临时通知
Secure Hub：已激活
消息消息：设备 ${f irstnotnull(device.TEL_NUMBER,device.serialNumber)} 不再符合设备策略，HDX 应用程序将被阻止。

6. 单击保存保存。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操作操作。此时将显示操作操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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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操作。此时将显示操作信息操作信息页面。

3. 在操作信息操作信息页面上，输入操作的名称和说明：

名称：HDX 被阻止通知
说明说明：由于设备不合规，HDX 阻止了通知

4.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操作详细信息操作详细信息页面。

5. 在触发器触发器列表中：

选择设备属性设备属性。
选择不合规。不合规。
选择是是。
选择 True。

6. 在操作操作列表中，指定满足触发条件时发生的操作：

选择发送通知发送通知
选择 HDX Application Block, the notification you created（HDX 应用程序阻止，您创建的通知）
选择 0。将此值设置为 0 会导致通知在满足触发条件时立即发送。

7. 选择要应用此操作的一个或多个 XenMobile 交付组。在此示例中，请选择 AllUsers。

8. 检查操作的摘要。

9.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有关设置自动化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动化操作。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omated-a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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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设备恢复合规后再次获取对 HDX 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1. 在设备上，转至 Secure Hub 应用商店以刷新应用商店中的应用程序。

2. 转至该应用程序并轻按添加添加以添加该应用程序。

添加后，该应用程序将在“我的应用程序”中显示，旁边带有一个蓝点，因为这是新安装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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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媒体

Feb 21, 2018

可以向 XenMobile 中添加媒体，以便您能够向用户设备部署媒体。可以使用 XenMobile 部署您通过 Apple 批量购买计划 (VPP)

获取的 iBook。

在 XenMobile 中配置 VPP 帐户后，您购买的书籍以及免费书籍将在配置配置 > 媒体媒体中显示。从媒体媒体页面中，可以通过选择交付组
并指定部署规则来配置 iBook 在 iOS 设备中的部署。

用户首次收到 iBook 并接受 VPP 许可证时，已部署的书籍将在设备上安装。这些书籍将在 Apple iBook 应用程序中显示。不能
取消书籍许可证与用户的关联，也不能从设备中删除书籍。XenMobile 安装 iBook 作为必需媒体。如果用户从其设备中删除了
已安装的书籍，该书籍仍保留在 iBook 应用程序中，可随时下载。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iOS 设备（最低版本 iOS 8）

按 iOS 批量购买计划中所述，在 XenMobile 中配置 iOS VPP。

配置 iBook

通过 VPP 获取的 iBook 在配置配置 > 媒体媒体页面上显示。

要为部署配置 iBook，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配置配置 > 媒体媒体中，选择 iBook 并单击编辑编辑。此时将显示书籍信息书籍信息页面。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ios-v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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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和说明说明仅在 XenMobile 控制台和日志中显示。

在 iPhone iBook 设置设置和 iPad iBook 设置设置页面中：虽然您可以有选择地更改 iBook 名称和说明，但 Citrix 建议您不要更改这
些设置。图片仅供参考，不可编辑。Paid iBook 指示 iBook 是通过 VPP 购买的。

还可以指定部署规则或查看 VPP 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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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选择地将 iBook 分配给部署组并设置部署计划。

还可以从配置配置 > 交付组交付组的媒体媒体选项卡将 iBook 分配给交付组。XenMobile 当前仅支持所需的书籍部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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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的媒体媒体选项卡可查看部署状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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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配置配置 > 媒体媒体页面上，如果您选择某本书籍并单击删除删除，XenMobile 将从列表中删除该书籍。但是，XenMobile 下次与 VPP 同步

时，除非已将其从 VPP 中删除，否则该书籍会在列表中重新出现。从列表中删除某本书籍不会将其从设备中删除。

iBook 如这些示例中所示在用户设备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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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资源

Feb 21, 2018

在设备配置和管理过程中，通常需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创建资源（策略、应用程序和媒体）和操作，然后使用交付组对其进
行打包。XenMobile 将交付组中的资源和操作推送到设备的顺序称为部署顺序。本文介绍了如何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管理和部署交付组
更改交付组中资源的部署顺序和操作。
XenMobile 决定当用户位于多个具有重复或冲突策略的交付组中时的部署顺序。

交付组指定您向其设备部署策略、应用程序、媒体和操作组合的用户类别。交付组中包含的内容通常取决于用户的特征，例如
公司、国家/地区、部门、办公地址和职务。利用交付组可以很好地控制哪些人可以访问哪些资源以及访问时间。可以针对每个
人部署交付组，也可以针对严格定义的用户组部署交付组。

部署到某个交付组意味着向使用受支持的 iOS 和 Windows 设备的所有用户发送推送通知。这些用户必须属于该交付组才能重
新连接到 XenMobile。这样，您就可以重新评估设备以及部署策略、应用程序、媒体和操作。对于使用 Android 设备的用户：
如果已连接，用户会立即收到资源。否则，根据其计划策略，用户将在下次连接时收到资源。

安装和配置 XenMobile 时会创建默认的 AllUsers 交付组。它包含所有本地用户和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您无法删除 AllUsers

组，但是，如果您不希望向所有用户推送资源，可以禁用此组。

部署顺序

部署顺序是指 XenMobile 向设备推送资源的顺序。仅 MDM 模式支持部署顺序。

在确定部署顺序时，XenMobile 将向策略、应用程序、媒体、操作和交付组应用过滤器和控制标准，例如部署规则和部署计
划。在添加交付组前，请考虑本节信息与您的部署目标的相关性。

下面是有关部署顺序的主要概念的汇总：

部署顺序：部署顺序：XenMobile 向设备推送资源（策略、应用程序和媒体）和操作的顺序。某些策略（如条款和条件以及软件清单）
的部署顺序对其他资源没有影响。操作的部署顺序对其他资源没有影响，因此，XenMobile 部署资源时会忽略操作的位置。
部署规则：部署规则：XenMobile 使用您为设备属性指定的部署规则来过滤策略、应用程序、媒体、操作和交付组。例如，某个部署规
则可能指定当域名与特定值匹配时推送部署软件包。
部署计划：部署计划：XenMobile 使用您为策略、应用程序、媒体和操作指定的部署计划来控制这些项目的部署。可以将部署过程指定
为立即执行、在特定日期和时间执行或根据部署条件执行。

下表显示了针对各种对象和资源类型的过滤和控制条件。部署规则建立在设备属性的基础之上。

对象对象/资源资源 设备平台设备平台 部署规则部署规则 部署计划部署计划 用户用户/组组

设备策略 是 是 是 -

应用程序 是 是 是 -

媒体 是 是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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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 是 是 -

交付组 - 是 - 是

在典型的环境中，很可能会将多个交付组分配给单个用户，这将产生以下可能结果：

交付组中存在重复的对象。
在分配给一个用户的多个交付组对某特定策略进行不同的配置。

当发生任一情况时，XenMobile 将为必须交付到设备的所有对象计算部署顺序，或者按顺序进行操作。计算步骤独立于设备平
台。

计算步骤：

根据用户、组和部署规则的过滤器确定特定用户的所有交付组。

创建选定交付组内部的所有资源（策略、应用程序、媒体和操作）的有序列表。该列表建立在设备平台、部署规则和部署计
划的过滤器的基础之上。排序算法如下所述：

a. 请将交付组中具有用户定义的部署顺序的资源放置在交付组中不具有此类部署顺序的资源之前。此放置方法的理由将在这
些步骤后的内容中说明。

b. 作为交付组之间的一个决定项，按交付组名称对交付组中的资源排序。例如，请将交付组 A 中的资源放置在交付组 B 中的
资源之前。

c. 在排序时，如果为交付组的资源指定了用户定义的部署顺序，将保持该顺序。否则，按资源名称对交付组内的资源进行排
序。

d.如果同一个资源出现不止一次，则删除重复的资源。

已与用户定义的顺序关联的资源将先于不具备此类顺序的资源进行部署。一个资源可位于被分配给用户的多个交付组中。如上
述步骤中所述，计算算法会删除冗余的资源，只交付此列表中的第一个资源。删除重复资源后，XenMobile 会实施 XenMobile

管理员定义的顺序。

例如，假设您具有如下两个交付组：

交付组 Account Managers 1：资源顺序未指定未指定。包含策略 WiFi 和通行码通行码。
交付组 Account Managers 2：资源顺序已指定已指定。包含策略连接计划连接计划、限制限制、通行码通行码和 WiFi。在此示例中，您希望在交付
WiFi 策略之前交付通行码通行码策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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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计算算法仅按名称对部署组进行排序，XenMobile 将按此顺序执行部署，首先部署交付组 Account Managers

1：WiFi、通行码通行码、连接计划连接计划和限制限制。XenMobile 将忽略 Account Managers 2 交付组中的重复策略，即通行码通行码和 WiFi。

但是，Account Managers 2 组具有用户指定的部署顺序。因此，计算算法会将 Account Managers 2 交付组中的资源放置在列
表中其他交付组中的资源之前。因此，XenMobile 将按以下顺序部署策略：连接计划连接计划、限制限制、通行码通行码和 WiFi。XenMobile 将忽
略 Account Managers 1 交付组中的策略 WiFi 和通行码通行码，因为这些策略重复。因此，该算法采用由 XenMobile 管理员指定的
顺序。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交付组交付组。此时将显示交付组交付组页面。

2. 从交付组交付组页面，单击添加添加。交付组信息交付组信息页面显示时，输入以下信息：

名称名称：键入交付组的描述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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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展开部署规则部署规则，然后配置以下设置：默认情况下显示基础基础选项卡。

说明说明：键入交付组的可选说明。

3.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用户分配用户分配页面。

4. 配置以下设置：

选择域选择域：在列表中，选择要从中选择用户的域。
包括用户组包括用户组：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用户组列表中，单击要添加的组。选定的组将显示在选定用户组选定用户组列表中。
单击搜索搜索以查看选定域中所有用户组的列表。
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或部分组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以限制用户组列表。
要从选定用户组选定用户组列表中移除某个用户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选定用户组选定用户组列表中，单击要删除的每个组旁边的 X。
单击搜索搜索以查看选定域中所有用户组的列表。滚动列表，并取消选中要删除的各个组旁边的复选框。
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或部分组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以限制用户组列表。滚动列表，并取消选中要删除的各个组旁边
的复选框。

Or/And：选择用户是位于任意组 (Or) 即可，还是必须位于所有组中 (And)，才能向其部署资源。
部署到匿名用户部署到匿名用户：选择是否部署到交付组中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

注意注意：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是指您无法对其进行身份验证、但仍允许其设备与 XenMobile 进行连接的用户。

5. 配置部署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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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单击选项以指定部署策略的时间。可以选择在满足所有条件时部署策略，或在满足任意条件时部署策略。默认选项为全全
部部。
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以定义条件。
在列表中，单击条件，如“设备所有权”和 BYOD。
如果要添加条件，请再次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您可以添加任意多项条件。

b. 单击高级高级选项卡以使用布尔选项组合规则。此时将显示您在基础基础选项卡上选择的条件。

c. 您可以使用更多高级布尔逻辑来组合、编辑或添加规则。

单击 AND、OR 或 NOT。
要向规则中添加条件，请执行以下操作：在列表中，选择要添加到规则的条件，然后单击右侧的加号 (+)。

您随时可以通过单击选择某个条件，然后单击编辑编辑以更改此条件或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此条件。

如果要添加条件，请再次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

d.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交付组资源交付组资源页面。您可以在此处选择为交付组添加策略、应用程序或操作。要跳过此步骤，请在交付组交付组下方，

单击摘要摘要以查看交付组配置的摘要。

注意注意：要跳过某项资源，请在资源资源(可选可选)下方，单击要添加的资源，并按照适用于该资源的步骤操作。

可以向交付组添加可选资源以执行以下操作：

应用特定策略
提供必需应用程序和可选应用程序
添加自动化操作
启用 ShareFile 的单点登录功能以访问内容和数据

以下部分介绍如何添加策略、应用程序、操作和启用 ShareFile。您可以向交付组中添加这些资源中的任意或全部资源，也可以
不添加任何资源。要跳过添加资源，请单击摘要摘要。

添加策略

1. 对于要添加的每个策略，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滚动可用策略的列表以查找要添加的策略。
或者，若要限制策略的列表，请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或部分策略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
单击要添加的策略并将其拖动到右侧的框中。

注意注意：要删除策略，请单击右侧框中策略名称旁边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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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页面。

在典型的环境中，很可能会将多个交付组分配给单个用户，这将产生以下可能结果：

交付组中存在重复的对象。
在分配给一个用户的多个交付组对某特定策略进行不同的配置。

当发生任一情况时，XenMobile 将为必须交付到设备的所有对象计算部署顺序，或者按顺序进行操作。计算步骤独立于设备平
台。

计算步骤：

添加应用程序

对于要添加的每个应用程序，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滚动可用应用程序的列表以查找要添加的应用程序。
或者，若要限制应用程序的列表，请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或部分应用程序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
单击要添加的应用程序，将其拖动到必需应用程序必需应用程序框或可选应用程序可选应用程序框中。

对于标记为必需的应用程序，用户在诸如以下情况下能够立即收到更新：

上载新应用程序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标记。

根据需要标记现有应用程序。

用户删除所需的应用程序。

Secure Hub 更新可用。

有关必需应用程序的强制部署的信息，包括如何启用该功能，请参阅关于必需应用程序和可选应用程序。

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html#par_anchortitle_7754_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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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删除应用程序，请单击右侧框中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 X。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媒体媒体页面。

添加媒体

对于要添加的每本书籍，请执行以下操作：

滚动浏览可用书籍的列表以查找要添加的书籍。

或者，要限制书籍的列表，请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或部分书籍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

单击要添加的书籍并将其拖动到必选书籍必选书籍框中。

在典型的环境中，很可能会将多个交付组分配给单个用户，这将产生以下可能结果：

交付组中存在重复的对象。
在分配给一个用户的多个交付组对某特定策略进行不同的配置。

当发生任一情况时，XenMobile 将为必须交付到设备的所有对象计算部署顺序，或者按顺序进行操作。计算步骤独立于设备
平台。

计算步骤：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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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型的环境中，很可能会将多个交付组分配给单个用户，这将产生以下可能结果：

交付组中存在重复的对象。
在分配给一个用户的多个交付组对某特定策略进行不同的配置。

当发生任一情况时，XenMobile 将为必须交付到设备的所有对象计算部署顺序，或者按顺序进行操作。计算步骤独立于设备
平台。

计算步骤：

对于标记为必选的书籍，用户在诸如以下情况下将立即收到更新：

上载新书籍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标记。
根据需要标记现有书籍。
用户删除所需的书籍。
Secure Hub 更新可用。

要删除书籍，请单击右侧框中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 X。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操作操作页面。

添加操作

1. 对于要添加的每个操作，执行以下操作：

滚动可用操作的列表以查找要添加的操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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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若要限制操作的列表，请在搜索框中键入完整或部分操作名称，然后单击搜索搜索。
单击要添加的操作并将其拖动到右侧的框中。

注意注意：要删除操作，请单击右侧框中操作名称旁边的 X。

2.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 ShareFile 页面。

应用 ShareFile 配置

根据您是否为 ShareFile Enterprise 或 StorageZone 连接器配置了 XenMobile（ 配置配置 > ShareFile），ShareFile 页面有所不
同。

如果您将 ShareFile Enterprise 配置为与 XenMobile 结合使用 ：请将启用启用 ShareFile 设置为开开以提供对 ShareFile 内容和数据的
交付组单点登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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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将 StorageZone 连接器配置为与 XenMobile 结合使用，请选择要包括在交付组中的 StorageZone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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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以下设置：

注册配置文件注册配置文件：选择一个注册配置文件。要创建注册配置文件，请参阅设备注册限制。

2.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摘要摘要页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enrollment-lim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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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摘要摘要页面上，可以查看为交付组配置的选项以及更改资源的部署顺序。“摘要”页面按类别显示您的资源。“摘要”页面不反映部
署顺序。

1. 单击上一步上一步可返回到前面的页面，对配置进行必需的调整。

2. 单击部署顺序部署顺序查看部署顺序或对部署顺序重新排序。

3.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交付组。

1. 单击部署顺序部署顺序按钮。将显示部署顺序部署顺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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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某个资源并将其拖动到您希望部署此资源的位置。更改部署顺序后，XenMobile 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部署列表中的资
源。

3. 单击保存保存以保存部署顺序。

不能更改现有交付组的名称。要更新其他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转至配置配置 > 交付组交付组，选择要编辑的交付组，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注意
AllUsers 是唯一一个您可以启用或禁用的交付组。

1. 从交付组交付组页面，选中 AllUsers 旁边的复选框或单击包含 AllUsers 的行，以选择 AllUsers 交付组。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注意注意：根据您选择 AllUsers 的方式，启用启用或禁用禁用命令将显示在 AllUsers 交付组的上方或右侧。

单击禁用禁用可禁用 AllUsers 交付组。此命令仅在已启用 AllUsers（默认）时才可用。禁用禁用的交付组将显示在交付组表格中的已已
禁用禁用标题下方。
单击启用启用可启用 AllUsers 交付组。此命令仅在禁用了 AllUsers 时才可用。禁用禁用的交付组不再显示在交付组表格中的已禁用已禁用标
题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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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到某个交付组意味着向该使用 iOS、Windows Phone 和 Windows Tablet 设备的用户发送推送通知。这些用户必须属于该
交付组才能重新连接到 XenMobile。这样，您就可以重新评估设备以及部署应用程序、策略和操作。对于使用其他平台设备的
用户：如果这些设备已连接到 XenMobile，用户会立即收到资源。否则，根据其计划策略，用户将在下次连接时收到资源。

注意注意：要使更新后的应用程序显示在 Android 设备上 XenMobile Store 中的“Updated Available”（更新可用）列表中，请先向
用户设备部署“应用程序清单”策略。

1. 在交付组交付组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同时部署多个交付组，请选中要部署的组旁边的复选框。
要部署单个交付组，请选中其名称旁边的复选框或单击包含其名称的行。

2. 单击部署部署。

注意注意：根据您选择单个交付组的方式，部署部署命令将显示在交付组的上方或右侧。

确认列出了要向其部署应用程序、策略和操作的组，然后单击部署部署。将根据设备平台和计划策略向选定的组部署应用程序、策
略和操作。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在交付组交付组页面上检查部署状态。

查看状态状态标题下方此交付组的部署图标，此图标会指出部署失败状态。
单击包含此交付组的行，以显示指示已安装已安装、待定待定和失败失败部署的叠加项。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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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无法删除 AllUsers 交付组，但是，如果您不希望向所有用户推送资源，可以禁用此组。

1. 在交付组交付组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同时删除多个交付组，请选中要删除的组旁边的复选框。
要删除单个交付组，请选中其名称旁边的复选框或单击包含其名称的行。

2. 单击删除删除。将显示删除删除对话框。

注意注意：根据您选择单个交付组的方式，删除删除命令将显示在交付组的上方或右侧。

3. 单击删除删除。

Important
此操作无法撤消。

1. 单击交付组交付组表上方的导出导出按钮。XenMobile 提取交付组交付组表中的信息，并将其转换为 .csv 文件。

2. 按照您的浏览器的常规步骤打开或保存 .csv 文件。您也可以取消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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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Feb 21, 2018

XenMobile 阻止将宏作为在以下项目的文本字段中填充用户或设备属性数据的方式：

策略

通知

注册模板

自动化操作

凭据提供程序证书签名请求

XenMobile 将宏替换为相应的用户或系统值。例如，可以为涵盖数千个用户的单个 Exchange 配置文件中的某个用户预填充邮箱值。

宏可以采用以下格式：

${type.PROPERTYNAME}

${type.PROPERTYNAME ['DEFAULT VALUE'] [ | FUNCTION [(ARGUMENT1, ARGUMENT2)]}

美元符号 ($) 后的所有语法以花括号 ({ }) 括起。

限定的属性名称引用用户属性、设备属性或自定义属性。
限定的属性名称包括一个前缀，后跟实际属性名称。
用户属性的格式为 ${user.[PROPERTYNAME] (prefix="user.")}。
设备属性的格式为 ${device.[PROPERTYNAME] (prefix="device.")}。
属性名称区分大小写。
函数可以是受限列表，或者指向用于定义函数的第三方引用的链接。适用于通知消息的以下宏包括函数 firstnotnull：

设备 ${firstnotnull(device.TEL_NUMBER,device.serialNumber)} 已被阻止…

对于自定义宏（您定义的属性），前缀为 ${custom}。您可以忽略前缀。

下面是用于在策略的文本字段中填充用户名值的常用宏 ${user.username} 的示例。此宏在配置由多个用户使用的 Exchange ActiveSync 配置文件和其他配置文件时非常有用。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
在 Exchange 策略中使用宏。适用于用户用户的宏为 ${user.username}。适用于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的宏为 ${user.mail}。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为证书签名请求使用宏。适用于使用者名称使用者名称的宏为 CN=$user.username。适用于使用者备用名称使用者备用名称的值值的宏为 $user.userprincipa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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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在通知模板中使用宏。示例模板定义阻止 HDX 应用程序时由于不合规设备而向用户发送的消息。适用于消息消息的宏为：

设备设备 ${firstnotnull(device.TEL_NUMBER,device.serialNumber)} 不再符合设备策略，不再符合设备策略，HDX 应用程序将被阻止。应用程序将被阻止。

有关在通知中使用的宏的更多示例，请转至设置设置 >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选择一个预定义的模板，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以下示例显示了“设备名称”设备策略中的宏。可以键入宏、宏的组合或宏和文本的组合，为每个设备设置唯一名称。例如，使用 ${device.serialnumber} 可以将设备名称设置为每个设备的序列号。
使用 ${device.serialnumber} ${ user.username } 可以在设备名称中包括用户名。“设备名称”设备策略适用于受监督的 iOS 和 macOS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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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默认通知模板中使用以下宏：

${account.SUPPORT_EMAIL}

${applicationName}

${enrollment.andriod.agent.download.url}

${enrollment.ios.agent.download.url}

${enrollment.pin}

${enrollment.url}

${enrollment.urls}

${enrollment.ios.url}

${enrollment.macos.url}

${enrollment.android.url}

${enrollment.ios.platform}

${enrollment.macos.platform}

${enrollment.android.platform}

${firstnotnull(device.TEL_NUMBER,device.serialNumber)}

${f irstnotnull(device.TEL_NUMBER,user.mobile)}

${outofcompliance.reason(smg_block)}

${outofcompliance.reason(whitelist_blacklist_apps_name)}

${vpp.account}

${vpp.appname}

${vpp.url}

${zdmserver.hostPath}/enroll

对于“设备名称”设备策略（适用于 iOS 和 macOS），可以对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使用以下宏：

${device.serialnumber}

${user.username}@example.com

${device.serialnumber}

${device.serialnumber}

${user.username}

${enrollment.pin}

${user.dnsroot}

对于“Web 剪辑”设备策略，可以对 URL 使用以下宏：
${webeas-url}

对于“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可以对 ELM 许可证密钥许可证密钥使用以下宏：

${elm.license.key}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宏宏

设备 ID $device.id

设备 IMEI $device.imei

操作系统系列 $device.OSFamily

序列号 $device.serial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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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Web 元素元素 宏宏

帐户已暂停？ GOOGLE_AW_DIRECTORY_SUSPENDED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SUSPENDED}

激活锁绕过码 ACTIVATION_LOCK_BYPASS_CODE ${device.ACTIVATION_LOCK_BYPASS_CODE}

已启用激活锁 ACTIVATION_LOCK_ENABLED ${device.ACTIVATION_LOCK_ENABLED}

活动 iTunes 帐户 ACTIVE_ITUNES ${device.ACTIVE_ITUNES}

MSP 已知的 ActiveSync 设备 AS_DEVICE_KNOWN_BY_ZMSP ${device.AS_DEVICE_KNOWN_BY_ZMSP}

ActiveSync ID EXCHANGE_ACTIVESYNC_ID ${device.EXCHANGE_ACTIVESYNC_ID}

已禁用管理员 ADMIN_DISABLED ${device.ADMIN_DISABLED}

AIK 是否存在? WINDOWS_HAS_AIK_PRESENT ${device.WINDOWS_HAS_AIK_PRESENT}

Amazon MDM API 可用 AMAZON_MDM ${device.AMAZON_MDM}

Android for Work 设备 ID GOOGLE_AW_DEVICE_ID ${device.GOOGLE_AW_DEVICE_ID}

启用了 Android for Work 的设备？ GOOGLE_AW_ENABLED_DEVICE ${device.GOOGLE_AW_ENABLED_DEVICE}

Android for Work 安装类型 GOOGLE_AW_INSTALL_TYPE ${device.GOOGLE_AW_INSTALL_TYPE}

反间谍软件签名状态 ANTI_SPYWARE_SIGNATURE_STATUS ${device.ANTI_SPYWARE_SIGNATURE_STATUS}

反间谍软件状态 ANTI_SPYWARE_STATUS ${device.ANTI_SPYWARE_STATUS}

防病毒软件签名状态 ANTI_VIRUS_SIGNATURE_STATUS ${device.ANTI_VIRUS_SIGNATURE_STATUS}

防病毒软件状态 ANTI_VIRUS_STATUS ${device.ANTI_VIRUS_STATUS}

ASM DEP 激活锁绕过码 DEP_ACTIVATION_LOCK_BYPASS_CODE ${device.DEP_ACTIVATION_LOCK_BYPASS_CODE}

ASM DEP 托管密钥 DEP_ESCROW_KEY ${device.DEP_ESCROW_KEY}

资产标签 ASSET_TAG ${device.ASSET_TAG}

自动检查软件更新 AutoCheckEnabled ${device.AutoCheckEnabled}

自动在后台下载软件更新 BackgroundDownloadEnabled ${device.BackgroundDownloadEnabled}

自动安装应用程序更新 AutomaticAppInstallationEnabled ${device.AutomaticAppInstallationEnabled}

自动安装操作系统更新 AutomaticOSInstallationEnabled ${device.AutomaticOSInstallationEnabled}

自动安装安全更新 AutomaticSecurityUpdatesEnabled ${device.AutomaticSecurityUpdatesEnabled}

自动更新状态 AUTOUPDATE_STATUS ${device.AUTOUPDATE_STATUS}

可用 RAM MEMORY_AVAILABLE ${device.MEMORY_AVAILABLE}

可用的软件更新 AVAILABLE_OS_UPDATE_HUMAN_READABLE ${device.AVAILABLE_OS_UPDATE_HUMAN_READABLE}

可用存储空间 FREEDISK ${device.FREE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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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电池 BACKUP_BATTERY_PERCENT ${device.BACKUP_BATTERY_PERCENT}

基带固件版本 MODEM_FIRMWARE_VERSION ${device.MODEM_FIRMWARE_VERSION}

电池充电 BATTERY_CHARGING_STATUS ${device.BATTERY_CHARGING_STATUS}

电池充电 BATTERY_CHARGING ${device.BATTERY_CHARGING}

剩余电池电量 BATTERY_ESTIMATED_CHARGE_REMAINING ${device.BATTERY_ESTIMATED_CHARGE_REMAINING}

电池运行时 BATTERY_RUNTIME ${device.BATTERY_RUNTIME}

电池状态 BATTERY_STATUS ${device.BATTERY_STATUS}

MSP 已知的 Bes 设备 BES_DEVICE_KNOWN_BY_ZMSP ${device.BES_DEVICE_KNOWN_BY_ZMSP}

BES PIN BES_PIN ${device.BES_PIN}

BES 服务器代理 ID AGENT_ID ${device.AGENT_ID}

BES 服务器名称 BES_SERVER ${device.BES_SERVER}

BES 服务器版本 BES_VERSION ${device.BES_VERSION}

BIOS 信息 BIOS_INFO ${device.BIOS_INFO}

Bit Locker 状态 WINDOWS_HAS_BIT_LOCKER_STATUS ${device.WINDOWS_HAS_BIT_LOCKER_STATUS}

蓝牙 MAC 地址 BLUETOOTH_MAC ${device.BLUETOOTH_MAC}

已启用启动调试？ WINDOWS_HAS_BOOT_DEBUGGING_ENABLED ${device.WINDOWS_HAS_BOOT_DEBUGGING_ENABLED}

启动管理器修订列表版本 WINDOWS_HAS_BOOT_MGR_REV_LIST_VERSION ${device.WINDOWS_HAS_BOOT_MGR_REV_LIST_VERSION}

运营商代码 CARRIER_CODE ${device.CARRIER_CODE}

运营商设置版本 CARRIER_SETTINGS_VERSION ${device.CARRIER_SETTINGS_VERSION}

目录 URL CatalogURL ${device.CatalogURL}

手机网络高度 GPS_ALTITUDE_FROM_CELLULAR ${device.GPS_ALTITUDE_FROM_CELLULAR}

手机网络路线 GPS_COURSE_FROM_CELLULAR ${device.GPS_COURSE_FROM_CELLULAR}

手机网络水平精度 GPS_HORIZONTAL_ACCURACY_FROM_CELLULAR ${device.GPS_HORIZONTAL_ACCURACY_FROM_CELLULAR}

手机网络纬度 GPS_LATITUDE_FROM_CELLULAR ${device.GPS_LATITUDE_FROM_CELLULAR}

手机网络经度 GPS_LONGITUDE_FROM_CELLULAR ${device.GPS_LONGITUDE_FROM_CELLULAR}

手机网络速度 GPS_SPEED_FROM_CELLULAR ${device.GPS_SPEED_FROM_CELLULAR}

手机网络技术 CELLULAR_TECHNOLOGY ${device.CELLULAR_TECHNOLOGY}

手机网络时间戳 GPS_TIMESTAMP_FROM_CELLULAR ${device.GPS_TIMESTAMP_FROM_CELLULAR}

手机网络垂直精度 GPS_VERTICAL_ACCURACY_FROM_CELLULAR ${device.GPS_VERTICAL_ACCURACY_FROM_CELLULAR}

下次登录时更改密码？ GOOGLE_AW_DIRECTORY_CHANGE_PASSWORD_NEXT_LOGIN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CHANGE_PASSWORD_NEXT_LOGIN}

客户端设备 ID CLIENT_DEVICE_ID ${device.CLIENT_DEVI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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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启用云备份 CLOUD_BACKUP_ENABLED ${device.CLOUD_BACKUP_ENABLED}

已启用代码完整性？ WINDOWS_HAS_CODE_INTEGRITY_ENABLED ${device.WINDOWS_HAS_CODE_INTEGRITY_ENABLED}

代码完整性修订列表版本 WINDOWS_HAS_CODE_INTGTY_REV_LIST_VERSION ${device.WINDOWS_HAS_CODE_INTGTY_REV_LIST_VERSION}

颜色 COLOR ${device.COLOR}

CPU 时钟速度 CPU_CLOCK_SPEED ${device.CPU_CLOCK_SPEED}

CPU 类型 CPU_TYPE ${device.CPU_TYPE}

创建时间 GOOGLE_AW_DIRECTORY_CREATION_TIME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CREATION_TIME}

关键软件更新 AVAILABLE_OS_UPDATE_IS_CRITICAL ${device.AVAILABLE_OS_UPDATE_IS_CRITICAL}

当前运营商网络 CARRIER ${device.CARRIER}

当前移动国家/地区代码 CURRENT_MCC ${device.CURRENT_MCC}

当前移动网络代码 CURRENT_MNC ${device.CURRENT_MNC}

允许数据漫游 DATA_ROAMING_ENABLED ${device.DATA_ROAMING_ENABLED}

最后一次 iCloud 备份日期 LAST_CLOUD_BACKUP_DATE ${device.LAST_CLOUD_BACKUP_DATE}

默认目录 IsDefaultCatalog ${device.IsDefaultCatalog}

DEP 帐户名称 BULK_ENROLLMENT_DEP_ACCOUNT_NAME ${device.BULK_ENROLLMENT_DEP_ACCOUNT_NAME}

DEP 策略 WINDOWS_HAS_DEP_POLICY ${device.WINDOWS_HAS_DEP_POLICY}

DEP 配置文件分配时间 PROFILE_ASSIGN_TIME ${device.PROFILE_ASSIGN_TIME}

DEP 配置文件推送时间 PROFILE_PUSH_TIME ${device.PROFILE_PUSH_TIME}

DEP 配置文件删除时间 PROFILE_REMOVE_TIME ${device.PROFILE_REMOVE_TIME}

DEP 注册者 DEVICE_ASSIGNED_BY ${device.DEVICE_ASSIGNED_BY}

DEP 注册日期 DEVICE_ASSIGNED_DATE ${device.DEVICE_ASSIGNED_DATE}

说明 DESCRIPTION ${device.DESCRIPTION}

设备型号 SYSTEM_OEM ${device.SYSTEM_OEM}

设备名称 DEVICE_NAME ${device.DEVICE_NAME}

设备类型 DEVICE_TYPE ${device.DEVICE_TYPE}

已激活“请勿打扰” DO_NOT_DISTURB ${device.DO_NOT_DISTURB}

已加载 ELAM 驱动程序？ WINDOWS_HAS_ELAM_DRIVER_LOADED ${device.WINDOWS_HAS_ELAM_DRIVER_LOADED}

加密合规性 ENCRYPTION_COMPLIANCE ${device.ENCRYPTION_COMPLIANCE}

ENROLLMENT_KEY_GENERATION_DATE ENROLLMENT_KEY_GENERATION_DATE ${device.ENROLLMENT_KEY_GENERATION_DATE}

企业 ID ENTERPRISEID ${device.ENTERPRIS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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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存储 1：可用空间 EXTERNAL_STORAGE1_FREE_SPACE ${device.EXTERNAL_STORAGE1_FREE_SPACE}

外部存储 1：名称 EXTERNAL_STORAGE1_NAME ${device.EXTERNAL_STORAGE1_NAME}

外部存储 1：总空间 EXTERNAL_STORAGE1_TOTAL_SPACE ${device.EXTERNAL_STORAGE1_TOTAL_SPACE}

外部存储 2：可用空间 EXTERNAL_STORAGE2_FREE_SPACE ${device.EXTERNAL_STORAGE2_FREE_SPACE}

外部存储 2：名称 EXTERNAL_STORAGE2_NAME ${device.EXTERNAL_STORAGE2_NAME}

外部存储 2：总空间 EXTERNAL_STORAGE2_TOTAL_SPACE ${device.EXTERNAL_STORAGE2_TOTAL_SPACE}

已加密外部存储 EXTERNAL_ENCRYPTION ${device.EXTERNAL_ENCRYPTION}

已启用 FileVault IS_FILEVAULT_ENABLED ${device.IS_FILEVAULT_ENABLED}

防火墙状态 DEVICE_FIREWALL_STATUS ${device.DEVICE_FIREWALL_STATUS}

防火墙状态 FIREWALL_STATUS ${device.FIREWALL_STATUS}

固件版本 FIRMWARE_VERSION ${device.FIRMWARE_VERSION}

首次同步 ZMSP_FIRST_SYNC ${device.ZMSP_FIRST_SYNC}

Google Directory 别名 GOOGLE_AW_DIRECTORY_GOOGLE_ALIAS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GOOGLE_ALIAS}

Google Directory 系列名称 GOOGLE_AW_DIRECTORY_FAMILY_NAME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FAMILY_NAME}

Google Directory 名称 GOOGLE_AW_DIRECTORY_NAME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NAME}

Google Directory 主电子邮件 GOOGLE_AW_DIRECTORY_PRIMARY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PRIMARY}

Google Directory 用户 ID GOOGLE_AW_DIRECTORY_USER_ID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USER_ID}

GPS 海拔 GPS_ALTITUDE_FROM_GPS ${device.GPS_ALTITUDE_FROM_GPS}

GPS 路线 GPS_COURSE_FROM_GPS ${device.GPS_COURSE_FROM_GPS}

GPS 水平精度 GPS_HORIZONTAL_ACCURACY_FROM_GPS ${device.GPS_HORIZONTAL_ACCURACY_FROM_GPS}

GPS 纬度 GPS_LATITUDE_FROM_GPS ${device.GPS_LATITUDE_FROM_GPS}

GPS 经度 GPS_LONGITUDE_FROM_GPS ${device.GPS_LONGITUDE_FROM_GPS}

GPS 速度 GPS_SPEED_FROM_GPS ${device.GPS_SPEED_FROM_GPS}

GPS 时间戳 GPS_TIMESTAMP_FROM_GPS ${device.GPS_TIMESTAMP_FROM_GPS}

GPS 垂直精度 GPS_VERTICAL_ACCURACY_FROM_GPS ${device.GPS_VERTICAL_ACCURACY_FROM_GPS}

硬件设备 ID HW_DEVICE_ID ${device.HW_DEVICE_ID}

硬件加密功能 HARDWARE_ENCRYPTION_CAPS ${device.HARDWARE_ENCRYPTION_CAPS}

HAS_CONTAINER HAS_CONTAINER ${device.HAS_CONTAINER}

当前登录的 iTunes 应用商店帐户的哈希 ITUNES_STORE_ACCOUNT_HASH ${device.ITUNES_STORE_ACCOUNT_HASH}

主运营商网络 SIM_CARRIER_NETWORK ${device.SIM_CARRIER_NETWORK}

主移动国家/地区代码 SIM_MCC ${device.SIM_M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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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移动网络代码 SIM_MNC ${device.SIM_MNC}

HTC API 版本 HTC_MDM_VERSION ${device.HTC_MDM_VERSION}

HTC MDM API 可用 HTC_MDM ${device.HTC_MDM}

ICCID ICCID ${device.ICCID}

身份 AS_DEVICE_IDENTITY ${device.AS_DEVICE_IDENTITY}

IMEI/MEID 编号 IMEI ${device.IMEI}

IMSI SIM_ID ${device.SIM_ID}

已加密内部存储 LOCAL_ENCRYPTION ${device.LOCAL_ENCRYPTION}

IP 位置 IP_LOCATION ${device.IP_LOCATION}

IPV4 地址 IP_ADDRESSV4 ${device.IP_ADDRESSV4}

IPV6 地址 IP_ADDRESSV6 ${device.IP_ADDRESSV6}

颁发时间 WINDOWS_HAS_ISSUED_AT ${device.WINDOWS_HAS_ISSUED_AT}

已越狱/获得 Root 权限 ROOT_ACCESS ${device.ROOT_ACCESS}

已启用内核调试？ WINDOWS_HAS_OS_KERNEL_DEBUGGING_ENABLED ${device.WINDOWS_HAS_OS_KERNEL_DEBUGGING_ENABLED}

Kiosk 模式 IS_KIOSK ${device.IS_KIOSK}

上次已知 IP 地址 LAST_IP_ADDR ${device.LAST_IP_ADDR}

上次策略更新时间 LAST_POLICY_UPDATE_TIME ${device.LAST_POLICY_UPDATE_TIME}

上次扫描日期 PreviousScanDate ${device.PreviousScanDate}

上次扫描结果 PreviousScanResult ${device.PreviousScanResult}

上次安排的软件更新 AVAILABLE_OS_UPDATE_INSTALL_LAST_ATTEMPT_TIME ${device.AVAILABLE_OS_UPDATE_INSTALL_LAST_ATTEMPT_TIME}

上次安排的软件更新失败消息 AVAILABLE_OS_UPDATE_INSTALL_FAIL_MSG ${device.AVAILABLE_OS_UPDATE_INSTALL_FAIL_MSG}

上次安排的软件更新状态 AVAILABLE_OS_UPDATE_INSTALL_STATUS ${device.AVAILABLE_OS_UPDATE_INSTALL_STATUS}

上次同步 ZMSP_LAST_SYNC ${device.ZMSP_LAST_SYNC}

已启用定位器服务 DEVICE_LOCATOR ${device.DEVICE_LOCATOR}

MAC 地址 MAC_ADDRESS ${device.MAC_ADDRESS}

MAC 地址网络连接 MAC_NETWORK_CONNECTION ${device.MAC_NETWORK_CONNECTION}

MAC 地址类型 MAC_ADDRESS_TYPE ${device.MAC_ADDRESS_TYPE}

邮箱设置 GOOGLE_AW_DIRECTORY_MAILBOX_SETUP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MAILBOX_SETUP}

主电池 MAIN_BATTERY_PERCENT ${device.MAIN_BATTERY_PERCENT}

已启用 MDM 丢失模式 IS_MDM_LOST_MODE_ENABLED ${device.IS_MDM_LOST_MODE_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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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X_SHARED_ENCRYPTION_KEY MDX_SHARED_ENCRYPTION_KEY ${device.MDX_SHARED_ENCRYPTION_KEY}

MEID MEID ${device.MEID}

移动电话号码 TEL_NUMBER ${device.TEL_NUMBER}

型号 ID MODEL_ID ${device.MODEL_ID}

型号 MODEL_NUMBER ${device.MODEL_NUMBER}

网络适配器类型 NETWORK_ADAPTER_TYPE ${device.NETWORK_ADAPTER_TYPE}

已安装 NitroDesk TouchDown TOUCHDOWN_FIND ${device.TOUCHDOWN_FIND}

已通过 MDM 授权使用 NitroDesk

TouchDown
TOUCHDOWN_LICENSED_VIA_MDM ${device.TOUCHDOWN_LICENSED_VIA_MDM}

操作系统内部版本号 SYSTEM_OS_BUILD ${device.SYSTEM_OS_BUILD}

操作系统版本 OS_EDITION ${device.OS_EDITION}

操作系统语言（区域设置） SYSTEM_LANGUAGE ${device.SYSTEM_LANGUAGE}

操作系统版本 SYSTEM_OS_VERSION ${device.SYSTEM_OS_VERSION}

组织地址 ORGANIZATION_ADDRESS ${device.ORGANIZATION_ADDRESS}

组织电子邮件 ORGANIZATION_EMAIL ${device.ORGANIZATION_EMAIL}

组织幻数 ORGANIZATION_MAGIC ${device.ORGANIZATION_MAGIC}

组织名称 ORGANIZATION_NAME ${device.ORGANIZATION_NAME}

组织电话号码 ORGANIZATION_PHONE ${device.ORGANIZATION_PHONE}

不合规 OUT_OF_COMPLIANCE ${device.OUT_OF_COMPLIANCE}

所有者 CORPORATE_OWNED ${device.CORPORATE_OWNED}

通行码合规性 PASSCODE_IS_COMPLIANT ${device.PASSCODE_IS_COMPLIANT}

通行码遵从配置 PASSCODE_IS_COMPLIANT_WITH_CFG ${device.PASSCODE_IS_COMPLIANT_WITH_CFG}

通行码存在 PASSCODE_PRESENT ${device.PASSCODE_PRESENT}

PCR0 WINDOWS_HAS_PCR0 ${device.WINDOWS_HAS_PCR0}

超出边界 GPS_PERIMETER_BREACH ${device.GPS_PERIMETER_BREACH}

定期检查 PerformPeriodicCheck ${device.PerformPeriodicCheck}

已激活个人热点 PERSONAL_HOTSPOT_ENABLED ${device.PERSONAL_HOTSPOT_ENABLED}

地理围栏的 PIN 码 PIN_CODE_FOR_GEO_FENCE ${device.PIN_CODE_FOR_GEO_FENCE}

平台 SYSTEM_PLATFORM ${device.SYSTEM_PLATFORM}

平台 API 级别 API_LEVEL ${device.API_LEVEL}

策略名称 POLICY_NAME ${device.POLICY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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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电话号码 IDENTITY1_PHONENUMBER ${device.IDENTITY1_PHONENUMBER}

主 SIM 卡运营商 IDENTITY1_CARRIER_NETWORK_OPERATOR ${device.IDENTITY1_CARRIER_NETWORK_OPERATOR}

主 SIM 卡 ICCID IDENTITY1_ICCID ${device.IDENTITY1_ICCID}

主 SIM IMEI IDENTITY1_IMEI ${device.IDENTITY1_IMEI}

主 SIM IMSI IDENTITY1_IMSI ${device.IDENTITY1_IMSI}

主 SIM 漫游 IDENTITY1_ROAMING ${device.IDENTITY1_ROAMING}

主 SIM 卡漫游合规性 IDENTITY1_ROAMING_COMPLIANCE ${device.IDENTITY1_ROAMING_COMPLIANCE}

产品名称 PRODUCT_NAME ${device.PRODUCT_NAME}

发布者设备 ID PUBLISHER_DEVICE_ID ${device.PUBLISHER_DEVICE_ID}

重置计数 WINDOWS_HAS_RESET_COUNT ${device.WINDOWS_HAS_RESET_COUNT}

重新启动计数 WINDOWS_HAS_RESTART_COUNT ${device.WINDOWS_HAS_RESTART_COUNT}

已启用安全模式？ WINDOWS_HAS_SAFE_MODE ${device.WINDOWS_HAS_SAFE_MODE}

Samsung KNOX API 可用 SAMSUNG_KNOX ${device.SAMSUNG_KNOX}

Samsung KNOX API 版本 SAMSUNG_KNOX_VERSION ${device.SAMSUNG_KNOX_VERSION}

Samsung KNOX 认证 SAMSUNG_KNOX_ATTESTED ${device.SAMSUNG_KNOX_ATTESTED}

Samsung KNOX 认证更新日期 SAMSUNG_KNOX_ATT_UPDATED_TIME ${device.SAMSUNG_KNOX_ATT_UPDATED_TIME}

Samsung SAFE API 可用 SAMSUNG_MDM ${device.SAMSUNG_MDM}

Samsung SAFE API 版本 SAMSUNG_MDM_VERSION ${device.SAMSUNG_MDM_VERSION}

SBCP 哈希 WINDOWS_HAS_SBCP_HASH ${device.WINDOWS_HAS_SBCP_HASH}

屏幕：高度 SCREEN_HEIGHT ${device.SCREEN_HEIGHT}

屏幕：颜色数量 SCREEN_NB_COLORS ${device.SCREEN_NB_COLORS}

屏幕︰大小 SCREEN_SIZE ${device.SCREEN_SIZE}

屏幕︰宽度 SCREEN_WIDTH ${device.SCREEN_WIDTH}

屏幕：X 轴分辨率 SCREEN_XDPI ${device.SCREEN_XDPI}

屏幕：Y 轴分辨率 SCREEN_YDPI ${device.SCREEN_YDPI}

辅助电话号码 IDENTITY2_PHONENUMBER ${device.IDENTITY2_PHONENUMBER}

辅助 SIM 卡运营商 IDENTITY2_CARRIER_NETWORK_OPERATOR ${device.IDENTITY2_CARRIER_NETWORK_OPERATOR}

辅助 SIM 卡 ICCID IDENTITY2_ICCID ${device.IDENTITY2_ICCID}

辅助 SIM IMEI IDENTITY2_IMEI ${device.IDENTITY2_IMEI}

辅助 SIM IMSI IDENTITY2_IMSI ${device.IDENTITY2_I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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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 SIM 漫游 IDENTITY2_ROAMING ${device.IDENTITY2_ROAMING}

辅助 SIM 卡漫游合规性 IDENTITY2_ROAMING_COMPLIANCE ${device.IDENTITY2_ROAMING_COMPLIANCE}

已启用安全启动？ WINDOWS_HAS_SECURE_BOOT_ENABLED ${device.WINDOWS_HAS_SECURE_BOOT_ENABLED}

安全启动状态 SECURE_BOOT_STATE ${device.SECURE_BOOT_STATE}

已启用 SecureContainer DLP_ACTIVE ${device.DLP_ACTIVE}

安全修补级别 SYSTEM_SECURITY_PATCH_LEVEL ${device.SYSTEM_SECURITY_PATCH_LEVEL}

序列号 SERIAL_NUMBER ${device.SERIAL_NUMBER}

具有 SMS 功能 IS_SMS_CAPABLE ${device.IS_SMS_CAPABLE}

Sony Enterprise API 可用 SONY_MDM ${device.SONY_MDM}

Sony Enterprise API 版本 SONY_MDM_VERSION ${device.SONY_MDM_VERSION}

受监督 SUPERVISED ${device.SUPERVISED}

暂停原因 GOOGLE_AW_DIRECTORY_SUSPENTION_REASON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SUSPENTION_REASON}

被篡改状态 TAMPERED_STATUS ${device.TAMPERED_STATUS}

条款和条件 TERMS_AND_CONDITIONS ${device.TERMS_AND_CONDITIONS}

已接受条款和协议？ GOOGLE_AW_DIRECTORY_AGREED_TO_TERMS ${device.GOOGLE_AW_DIRECTORY_AGREED_TO_TERMS}

已启用测试签名？ WINDOWS_HAS_TEST_SIGNING_ENABLED ${device.WINDOWS_HAS_TEST_SIGNING_ENABLED}

RAM 总量 MEMORY ${device.MEMORY}

总存储空间 TOTAL_DISK_SPACE ${device.TOTAL_DISK_SPACE}

TPM 版本 TPM_VERSION ${device.TPM_VERSION}

UDID UDID ${device.UDID}

用户帐户控制状态 UAC_STATUS ${device.UAC_STATUS}

用户代理 USER_AGENT ${device.USER_AGENT}

用户定义的第一个 USER_DEFINED_1 ${device.USER_DEFINED_1}

用户定义的第二个 USER_DEFINED_2 ${device.USER_DEFINED_2}

用户定义的第三个 USER_DEFINED_3 ${device.USER_DEFINED_3}

用户语言（区域设置） USER_LANGUAGE ${device.USER_LANGUAGE}

供应商 VENDOR ${device.VENDOR}

语音支持 IS_VOICE_CAPABLE ${device.IS_VOICE_CAPABLE}

允许语音漫游 VOICE_ROAMING_ENABLED ${device.VOICE_ROAMING_ENABLED}

已启用 VSM？ WINDOWS_HAS_VSM_ENABLED ${device.WINDOWS_HAS_VSM_ENABLED}

WiFi MAC 地址 WIFI_MAC ${device.WIFI_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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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_ENROLLMENT_KEY WINDOWS_ENROLLMENT_KEY ${device.WINDOWS_ENROLLMENT_KEY}

已启用 WinPE？ WINDOWS_HAS_WINPE ${device.WINDOWS_HAS_WINPE}

WNS 通知状态 PROPERTY_WNS_PUSH_STATUS ${device.PROPERTY_WNS_PUSH_STATUS}

WNS 通知 URL PROPERTY_WNS_PUSH_URL ${device.PROPERTY_WNS_PUSH_URL}

WNS 通知 URL 过期日期 PROPERTY_WNS_PUSH_URL_EXPIRY ${device.PROPERTY_WNS_PUSH_URL_EXPIRY}

XenMobile Agent ID ENROLLMENT_AGENT_ID ${device.ENROLLMENT_AGENT_ID}

XenMobile Agent 修订版 EW_REVISION ${device.EW_REVISION}

XenMobile Agent 版本 EW_VERSION ${device.EW_VERSION}

Zebra API 可用 ZEBRA_MDM ${device.ZEBRA_MDM}

Zebra MXMF 版本 ZEBRA_MDM_VERSION ${device.ZEBRA_MDM_VERSION}

Zebra Patch 版本 ZEBRA_PATCH_VERSION ${device.ZEBRA_PATCH_VERSION}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宏宏

domainname（域名；默认域） ${user.domainname}

loginname（用户名 + 域名） ${user.loginname}

username（如有，则为登录名去掉域） ${user.username}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Web 元素元素 宏宏

Active Directory 失败登录尝试次数 badpwdcount ${user.badpwdcount}

ActiveSync 用户电子邮件 asuseremail ${user.asuseremail}

ASM 数据源 asmpersonsource ${user.asmpersonsource}

ASM DEP 帐户名称 asmdepaccount ${user.asmdepaccount}

ASM 管理的 Apple ID asmpersonmanagedappleid ${user.asmpersonmanagedappleid}

ASM 通行码类型 asmpersonpasscodetype ${user.asmpersonpasscodetype}

ASM 人员 ID asmpersonid ${user.asmpersonid}

ASM 人员身份 asmpersonstatus ${user.asmpersonstatus}

ASM 人员职称 asmpersontitle ${user.asmpersontitle}

ASM 人员的唯一 ID asmpersonuniqueid ${user.asmpersonuniqueid}

ASM 源系统 ID asmpersonsourcesystemid ${user.asmpersonsourcesystemid}

ASM 学生成绩 asmpersongrade ${user.asmpersongrade}

BES 用户电子邮件 besuseremail ${user.besuseremai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841https://docs.citrix.com

公司 company ${user.company}

公司名称 companyname ${user.companyname}

国家/地区 c ${user.c}

部门 department ${user.department}

说明 description ${user.description}

禁用的用户 disableduser ${user.disableduser}

显示名称 displayname ${user.displayname}

识别名 distinguishedname ${user.distinguishedname}

域名 domainname ${user.domainname}

电子邮件 mail ${user.mail}

名字 givenname ${user.givenname}

家庭住址 homestreetaddress ${user.homestreetaddress}

居住城市 homecity ${user.homecity}

居住国家/地区 homecountry ${user.homecountry}

住宅传真 homefax ${user.homefax}

住宅电话 homephone ${user.homephone}

居住州/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 homestate ${user.homestate}

住宅邮政编码 homezip ${user.homezip}

IP 电话 ipphone ${user.ipphone}

中间名首字母 middleinitial ${user.middleinitial}

中间名 middlename ${user.middlename}

移动 mobile ${user.mobile}

名称 cn ${user.cn}

办公室地址 physicaldeliveryofficename ${user.physicaldeliveryofficename}

办公室所在城市 l ${user.l}

办公室传真号码 facsimiletelephonenumber ${user.facsimiletelephonenumber}

办公室所在州/省/自治区/直辖市 st ${user.st}

办公室所在街道地址 officestreetaddress ${user.officestreetaddress}

办公室电话号码 telephonenumber ${user.telephonenumber}

办公室所在地邮政编码 postalcode ${user.posta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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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postofficebox ${user.postofficebox}

寻呼机 pager ${user.pager}

主组 ID primarygroupid ${user.primarygroupid}

SAM 帐户 samaccountname ${user.samaccountname}

街道地址 streetaddress ${user.streetaddress}

姓氏 sn ${user.sn}

标题 title ${user.title}

用户登录名 userprincipalname ${user.userprincipa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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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操作

Feb 21, 2018

在 XenMobile 中创建自动化操作以计划对事件、用户或设备属性或者用户设备上存在应用程序做出反应。创建自动化操作后，
您可以在基于操作中的触发器连接到 XenMobile 时对用户设备建立影响。触发事件后，您可以在采取更实质性的操作之前向用
户发送通知以更正问题。
 
例如，如果要检测先前已加入黑名单的应用程序（如 Words with Friends），您可以指定一个触发器，设置在用户设备上检测
到 Words with Friends 时不合规的用户设备。然后，该操作会通知用户必须删除该应用程序才能使其设备重新合规。在采取更
实质性的操作（例如选择性地擦除设备）之前，您可以设置等待用户合规的时限。
 
如果用户的设备进入不合规状态，而后用户修复了该设备以使其合规，您将需要配置一个用来将设备重置为合规状态的软件包
部署策略。
 
设置为自动出现的影响范围如下：
完全或选择性地擦除设备。
将设备设置为不合规。
吊销设备。
在采取更严重的操作之前，向用户发送通知以更正问题。

本文介绍如何在 XenMobile 中添加、编辑和过滤自动化操作以及如何为仅 MAM 模式配置应用程序锁定和应用程序擦除操作。

注意
在可以通知用户之前，必须已在“设置”中为 SMTP 和 SMS 配置通知服务器，以便 XenMobile 能够发送消息，请参阅 XenMobile 中的通

知。此外，请在继续操作前设置计划使用的通知模板。有关设置通知模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XenMobile 中创建或更新通知模板。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操作操作。此时将显示操作操作页面。

2. 在操作操作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添加添加以添加新操作。
选择要编辑或删除的现有操作。单击要使用的选项。

注意注意：如果选中某项操作旁边的复选框，选项菜单将显示在操作列表的上方；如果单击此列表的任何其他位置，选项菜单将显
示在列表的右侧。

3. 此时将显示操作信息操作信息页面。

4. 在操作信息操作信息页面上，输入或修改以下信息：

名称名称：键入一个名称来唯一地标识操作。此字段为必填字段。
说明说明：描述执行该操作的目的。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操作详细信息操作详细信息页面。

注意注意：下面的示例显示如何设置事件事件触发器。如果选择其他触发器，生成的选项将与此处显示的选项有所不同。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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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操作详细信息操作详细信息页面上，输入或修改以下信息：

在触发器触发器列表中，单击适用于此操作的事件触发器类型。每个触发器的含义如下所示：
事件事件：对预定义的事件做出反应。
设备属性设备属性：检查在 MDM 模式下收集的设备上的设备属性，并对其做出反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属性名称和
值。
用户属性用户属性：对用户属性做出反应，通常通过 Active Directory。
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对正在安装的应用程序做出反应。不应用于仅 MAM 模式。要求在设备上启用应用程序清单策
略。默认情况下，应用程序清单策略在所有平台上均处于启用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应用程序清单设备策略。

7. 在下一个列表中，单击对触发器的响应。

8. 在操作操作列表中，单击符合触发器条件时要执行的操作。除发送通知发送通知之外，请选择一个时间范围，让用户可以解决导致触发的
问题。如果在该时间范围内未解决此问题，将执行选定的操作。有关操作的定义，请参阅安全操作。

如果选择发送通知发送通知，此过程的其余部分介绍了如何发送通知操作。

9. 在下一个列表中，选择用于通知的模板。与所选事件相关的通知模板将显示，除非还不存在通知类型的模板。在这种情况
下，系统会提示您配置模板，并显示消息：此事件类型的模板不存在。请使用设置设置中的通知模板通知模板来创建模板。

注意注意：在可以通知用户之前，必须已在“设置”中为 SMTP 和 SMS 配置通知服务器，以便 XenMobile 能够发送消息，请参
阅XenMobile 中的通知。此外，请在继续操作前设置计划使用的通知模板。有关设置通知模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XenMobile 中创建或更新通知模板。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html#par_anchortitle_c10a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app-inventory-poli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security-ac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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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选择模板后，可以通过单击预览通知消息预览通知消息来预览通知。

10. 在以下字段中，设置延迟时间（以天、小时或分钟为单位）后再执行操作，并设置操作重复的时间间隔，直到用户解决触发
问题。

11. 在摘要摘要中，验证您是否已按预期创建自动化操作。

12. 配置操作详细信息后，可以分别为每个平台配置部署规则。为此，针对您选择的每个平台执行步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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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部署规则。默认情况下将显示基础选项卡。
在此列表中，单击选项以确定部署操作的时间。
1. 可以选择在满足所有条件时部署操作，或在满足任意条件时部署操作。默认选项为全部全部。
2. 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以定义条件。
3. 在列表中，单击条件，如设备所有权设备所有权和 BYOD。
4. 如果要添加更多条件，请再次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您可以添加任意多项条件。
单击高级高级选项卡以使用布尔选项组合规则。
此时将显示您在“基础”选项卡上选择的条件。
您可以使用更多高级布尔逻辑来组合、编辑或添加规则。
1. 单击 AND、OR 或 NOT。
2. 在显示的列表中，选择要添加到规则中的条件，然后单击右侧的加号 (+) 将条件添加到规则中。

您随时可以通过单击选择某个条件，然后单击编辑编辑以更改此条件或单击删除删除以删除此条件。

3. 如果要添加更多条件，请再次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

在此示例中，设备所有权必须是 BYOD，设备本地加密必须为 True，设备必须兼容通行码，并且移动设备国家/地区代码不能仅为

安道尔。

14. 针对该操作完成配置平台部署规则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操作分配操作分配页面，您可以在其中将操作分配给一个或多个交
付组。此步骤可选。

15. 在选择交付组选择交付组旁边，键入以查找交付组，或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向其分配策略的交付组。选择的组显示在右侧用于接用于接
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收应用程序分配的交付组列表中。

16. 展开部署计划，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在部署部署旁边，单击开开以计划部署，或单击关关以阻止部署。默认选项为开开。如果选择关关，无需配置其他选项。
在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旁边，单击立即立即或稍后稍后。默认选项为立即立即。
如果单击稍后稍后，请单击日历图标，然后选择部署的日期和时间。
在部署条件部署条件旁边，单击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或单击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仅当之前的部署失败时。默认选项为每次连接时每次连接时。
在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旁边，单击开开或关关。默认选项为关关。
注意注意：已在设置设置 > 服务器属性服务器属性中配置了计划后台部署密钥的情况下此选项适用。始终启用选项不适用于 iOS 设备。

注意注意：配置的部署计划对所有平台相同。您所做的更改适用于所有平台，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为始终启用的连接部署除外，它不适用于 iOS。

1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摘要摘要页面，您可以在其中验证操作配置。

18. 单击保存保存 以保存操作。

您可以针对 XenMobile 控制台中列出的全部四种类别触发器（即事件、设备属性、用户属性和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名称），采取
擦除或锁定设备上的应用程序这一响应方式。

要配置自动擦除或锁定应用程序的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要配置自动擦除或锁定应用程序的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配置 > 操作操作。

2. 在操作操作页面上，单击添加添加。

3. 在操作信息操作信息页面上，输入操作名称和可选说明。

13. 配置部署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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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操作详细信息操作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所需的触发器。

5. 在操作操作中，选择一项操作。

针对此步骤，请记住以下条件：

触发器类型为事件事件，但值不是 Active Directory 已禁用用户已禁用用户时，将不显示应用程序擦除应用程序擦除和应用程序锁定应用程序锁定操作。

触发器类型为设备属性设备属性，值为已启用已启用 MDM 丢失模式丢失模式时，将不显示以下操作：

选择性擦除设备
完全擦除设备
吊销设备

每个选项都会自动设置 1 小时延迟，但也可选择以分钟、小时或天为单位的延迟期限。设置延迟后，用户便有时间在系统执行
操作前修复问题。可以在使用 RBAC 配置角色主题中了解与应用程序擦除和应用程序锁定操作有关的更多信息。

注意
如果您将触发器设置为事件事件，重复时间间隔将自动设置为至少 1 小时。设备必须刷新策略以与服务器同步，才能传入通知。通常情况
下，设备将在用户通过 Secure Hub 登录或手动刷新其策略时与服务器同步。

在执行任何操作之前，操作还可能会再延迟一小时左右，以便允许 Active Directory 数据库与 XenMobile 同步。

6. 配置部署规则，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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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置交付组分配和部署计划，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单击保存保存。

检查应用程序锁定或应用程序擦除状态检查应用程序锁定或应用程序擦除状态

1. 转至管理管理 > 设备设备，单击某个设备，然后单击显示更多显示更多。

2. 滚动到设备应用程序擦除设备应用程序擦除和设备应用程序锁定设备应用程序锁定。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849https://docs.citrix.com

擦除设备后，系统将提示用户输入 PIN 码。如果用户忘记了该代码，您可以在“设备详细信息”中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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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和支持

Feb 21, 2018

可以使用 XenMobile 控制板和 XenMobile 的“支持”页面监视 XenMobile Server 以及对其进行故障排除。使用 XenMobile 的“支
持”页面可以访问与支持有关的信息和工具。

对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还可以从 XenMobile CLI 执行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命令行接口选项。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扳手图标。

此时将显示“故障排除”和支持页面。

使用 XenMobile 的支持支持页面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访问诊断。
创建支持包（仅限本地安装）。
访问 Citrix 产品文档和知识中心的链接。
访问日志操作。
使用高级配置选项。
访问工具和实用程序。

还可以通过访问 XenMobile 控制台控制板概括查看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您可以使用小组件快速查看问题和成功方法。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851https://docs.citrix.com

控制板通常是您登录 XenMobile 控制台时首先显示的页面。要从控制台中的其他地方访问控制板，请单击分析分析。单击控制板中
的自定义自定义可以编辑页面布局以及编辑显示的小组件。

我的控制板我的控制板：最多可以保存四个控制板。可以单独编辑这些控制板，并通过选择保存的控制板来查看每个控制板。
布局样式布局样式：在此行中，可以选择在控制板上显示的小组件数以及如何布局小组件。
小组件选择小组件选择：可以选择在控制板上显示的信息。
通知通知：选中左侧数字上方的复选框可以将“通知”栏添加到小组件上方。此栏显示兼容设备、不活动设备以及过去 24 小时
擦除或注册的设备数。
设备设备(按平台按平台)：按平台显示托管设备和非托管设备数。
设备设备(按运营商按运营商)：按运营商显示托管设备和非托管设备数。单击每个栏可按平台查看明细。
托管设备托管设备(按平台按平台)：按平台显示托管设备数。
非托管设备非托管设备(按平台按平台)：按平台显示非托管设备数。此图表中显示的设备可能安装了代理，但设备的权限已被吊销或设备已
被擦除。
设备设备(按按 ActiveSync Gateway 状态状态)：显示按 ActiveSync Gateway 状态分组的设备数。信息中显示“已阻止”、“已允
许”或“未知”状态。可以单击每个栏来按平台细分数据。
设备设备(按所有权按所有权)：显示按所有权状态分组的设备数。信息中显示“企业所有”、“员工所有”或“未知所有权”状态。
Android TouchDown 许可证状态许可证状态：显示具有 TouchDown 许可证的设备数。
失败的交付组部署失败的交付组部署：按软件包显示失败部署总数。仅显示部署失败的软件包。
设备设备(按阻止原因按阻止原因)：显示 ActiveSync 阻止的设备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已安装的应用程序：键入应用程序信息图的应用程序名称。
VPP 应用程序许可证使用情况应用程序许可证使用情况：显示 Apple 批量购买计划应用程序的许可证使用情况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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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每个小组件，可以单击各个部分进一步了解详细信息。

还可以单击操作操作下拉列表将信息导出为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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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化支持包中的数据

Feb 21, 2018

在 XenMobile 中创建支持包时，默认情况下会将敏感用户、服务器和网络数据设为匿名。可以在“匿名和取消匿名”页面更改此
行为。还可以下载 XenMobile 在匿名化数据时保存的映射文件。Citrix 支持人员可能会要求此文件对数据取消匿名，并查找特
定用户和设备的问题。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扳手图标。此时将显示支持支持页面。

2. 在支持支持页面上的高级高级下方，单击匿名和取消匿名匿名和取消匿名。此时将显示匿名和取消匿名匿名和取消匿名页面。

3. 在支持包匿名支持包匿名中，选择数据是否匿名。默认值为开。。

4. 在取消匿名取消匿名旁边，单击下载取消匿名文件下载取消匿名文件以下载映射文件，在 Citrix 支持需要特定设备或用户信息来诊断问题时，将此文件
发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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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检查

Feb 21, 2018

从 XenMobile 的支持支持页面，可以检查 XenMobile 与 NetScaler Gateway 及其他服务器和位置的连接情况。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扳手图标 。此时将显示支持支持页面。

2. 在诊断诊断下面，单击 XenMobile 连接检查连接检查。此时将显示 XenMobile 连接检查连接检查页面。如果 XenMobile 环境包含加入群集的节
点，将显示所有节点。

2. 选择执行连接测试时要包括的服务器，然后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此时将显示测试结果页面。

3. 在测试结果表中选择一个服务器以查看该服务器的详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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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支持支持页面的诊断诊断下面，单击 NetScaler Gateway 连接检查连接检查。此时将显示 NetScaler Gateway 连接检查连接检查页面。如果尚未添
加任何 NetScaler Gateway 服务器，此表格为空。

2. 单击添加添加。将显示添加添加 NetScaler Gateway 服务器服务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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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NetScaler Gateway 管理管理 IP 中，键入运行要测试的 NetScaler Gateway 的服务器的管理 IP 地址。

注意注意：如果要对以前已添加的 NetScaler Gateway 服务器执行连接检查，系统会提供 IP 地址。

4. 键入关于此 NetScaler Gateway 的管理员凭据。

注意注意：如果要对以前已添加的 NetScaler Gateway 服务器执行连接检查，系统会提供用户名。

5. 单击添加添加。此 NetScaler Gateway 将添加到 NetScaler Gateway 连接检查连接检查页面上的表格中。

6. 选择 NetScaler Gateway 服务器，然后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结果将显示在测试结果表格中。

7. 在测试结果表中选择一个服务器以查看该服务器的详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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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体验改善计划

Feb 21, 2018

Citrix 客户体验改善计划 (CEIP) 从 XenMobile 收集匿名配置和使用数据，并自动将数据发送到 Citrix。此数据可帮助 Citrix 改善
XenMobile 的品质、可靠性和性能。参与 CEIP 完全自愿。首次安装 XenMobile 时或安装更新时，可以选择是否参与 CEIP。选
择参与后，通常每周收集一次数据，而性能和使用数据则每小时收集一次。这些数据存储在磁盘上，每周一次通过 HTTPS 安
全地传输给 Citrix。您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更改是否参与 CEIP。有关 CEI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 Citrix 客户体验改善
计划 (CEIP)。

首次安装 XenMobile 或进行更新时，您会看到提示您参与的以下对话框。

1. 要更改 CEIP 参与设置，请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齿轮图标以打开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方，单击体验改善计划体验改善计划。此时将显示客户体验改善计划客户体验改善计划页面。所显示的确切页面取决于您当前是否已参与 CEIP。

http://www.citrix.com/community/cx/ce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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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当前已参与 CEIP 并希望停止，请单击停止参与停止参与。

4. 如果当前未参与 CEIP 并希望开始参与，请单击开始参与开始参与。

5.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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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Feb 21, 2018

您可以配置日志设置，以自定义 XenMobile 生成的日志的输出。如果您的 XenMobile 服务器已加入群集，则在 XenMobile 控
制台中配置日志设置时，这些设置将与群集中的所有其他服务器共享。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扳手图标 。此时将显示支持支持页面。

2. 在日志操作日志操作下方，单击日志设置日志设置。此时将显示日志设置日志设置页面。

在日志设置日志设置页面上，可以访问以下选项：

日志大小日志大小。使用此选项可以控制日志文件的大小和保留在数据库中的日志备份文件的最大数量。日志大小适用于 XenMobile

支持的每个日志（调试日志、管理活动日志和用户活动日志）。
日志级别日志级别。使用此选项可将日志级别更改为静态设置。
自定义记录器自定义记录器。使用此选项可以创建自定义的日志记录器；自定义日志需要一个类名称和日志级别。

1. 在日志设置日志设置页面上，展开日志大小日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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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以下设置：

调试日志文件大小调试日志文件大小(MB)：在列表中，单击一个介于 5 MB 到 20 MB 之间的大小，以更改调试文件的最大大小。默认文件大
小为 10 MB。
调试备份文件数上限调试备份文件数上限：在列表中，单击服务器保留的调试文件的最大数量。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在服务器上保留 50 个
备份文件。
管理活动日志文件大小管理活动日志文件大小(MB)：在列表中，单击一个介于 5 MB 到 20 MB 之间的大小，以更改管理活动文件的最大大小。默
认文件大小为 10 MB。
管理活动备份文件数上限管理活动备份文件数上限：在列表中，单击服务器保留的管理活动文件的最大数量。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在服务器上保
留 300 个备份文件。
用户活动日志文件大小用户活动日志文件大小(MB)：在列表中，单击一个介于 5 MB 到 20 MB 之间的大小，以更改用户活动文件的最大大小。默
认文件大小为 10 MB。
用户活动备份文件数上限用户活动备份文件数上限：在列表中，单击服务器保留的用户活动文件的最大数量。默认情况下，XenMobile 在服务器上保
留 300 个备份文件。

通过日志级别，您可以指定 XenMobile 在日志中收集的信息类别。可以为所有类别设置相同的级别，也可以将各个类别设置为
特定的级别。

1. 在日志设置日志设置页面上，展开日志级别日志级别。此时将显示一个包含所有日志类别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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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某个类别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设置级别设置级别以仅更改此类别的日志级别。
单击编辑全部编辑全部以对表格中的所有类别应用日志级别更改。

此时将显示设置日志级别设置日志级别对话框，您可以在此对话框中设置日志级别并选择是否在重新启动 XenMobile 服务器时保留日志级别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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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名称类别名称：如果要更改所有类别的日志级别，此字段将显示“全部”，否则将显示单个类别的名称；此字段不可编辑。
子类别名称子类别名称：如果要更改所有类别的日志级别，此字段将显示“全部”，否则将显示单个子类别的名称；此字段不可编辑。
日志级别日志级别：在列表中，单击日志级别。支持的日志级别包括：
致命
错误
警告
信息
调试
跟踪
关

包括记录器包括记录器：如果要更改所有类别的日志级别，此字段将为空，否则将显示单个类别的当前已配置的记录器；此字段不可编
辑。
静态设置静态设置：如果希望重新启动服务器时日志级别设置保持不变，请选中此复选框。未选中此复选框表示当您重新启动服务器
时，日志级别设置将恢复为默认值。

3. 单击设置设置提交更改。

1. 在日志设置日志设置页面上，展开自定义记录器自定义记录器。此时将显示自定义记录器自定义记录器表格。如果尚未添加任何自定义记录器，此表格最初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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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添加添加。此时将显示添加自定义记录器添加自定义记录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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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以下设置：

类别名称类别名称：此字段显示自定义自定义；此字段不可编辑。
日志级别日志级别：在列表中，单击日志级别。支持的日志级别包括：
致命
错误
警告
信息
调试
跟踪
关

包括记录器包括记录器：键入要包含在自定义记录器中的特定记录器，或将此字段留空以包括所有记录器。

4. 单击添加添加。自定义记录器将添加到自定义记录器自定义记录器表格中。

1. 在日志设置日志设置页面上，展开自定义记录器自定义记录器。

2. 选择要删除的自定义记录器。

3. 单击删除删除。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要删除该自定义日志记录器。单击确定确定。

重要重要：此操作无法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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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服务提供商

Feb 21, 2018

可以启用 XenMobile 以使用移动服务提供商界面来查询黑莓和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并发出操作。

例如，您的组织可能有 1000 个用户，每个用户可能使用一个或多个设备。在您向每个用户传达其必须向 XenMobile 注册其设
备以进行管理之后，XenMobile 控制台上将显示用户注册的设备数。通过配置此设置，您可以确定有多少设备连接到
Exchange Server。这样，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确定是否有用户仍需要注册其设备。
向连接到 Exchange Server 的用户设备发出命令，例如数据擦除。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方，单击移动服务提供商移动服务提供商。此时将显示移动服务提供商移动服务提供商页面。

3. 配置以下设置：

Web 服务服务 URL：键入 Web 服务的 URL，例如，http://XmmServer/services/xdmservice

用户名用户名：以 domain\admin 格式键入用户名。
密码密码：键入密码。
自动更新黑莓和自动更新黑莓和 ActiveSync 设备连接设备连接：选择是否自动更新设备连接。默认值为关关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以验证连接性。

4.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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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Feb 21, 2018

XenMobile 提供以下预定义报告，您可以利用这些报告分析应用程序和设备部署情况。每个报告都显示为一个表格和一个图
表。您可以按列对表格进行排序和过滤。可以从更加详细的信息中选择图表中的元素。

总应用程序部署尝试次数总应用程序部署尝试次数：列出用户尝试在其设备上安装的已部署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按平台按平台)：按设备平台和版本列出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版本。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按类型按类型)：按版本、类型和类别列出应用程序。

设备注册设备注册：列出所有已注册的设备。

设备和应用程序设备和应用程序：列出正在运行的托管应用程序的设备。

不活动设备不活动设备：在 XenMobile Server 属性 device.inactivity.days.threshold 指定的天数内没有任何活动的设备的列表。

已越狱已越狱/获得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权限的设备：列出获得 Root 权限的 iOS 设备和已越狱的 Android 设备。

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列出接受条款和条件协议和拒绝条款和条件协议的用户。可以选择图表的各个区域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排名前排名前 10 的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部署失败 - 最多列出部署失败的 10 个应用程序。

被设备和用户列入黑名单的应用程序被设备和用户列入黑名单的应用程序：列出用户设备上被列入黑名单的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 .csv 格式导出每个表格中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等程序打开。可以使用 PDF 格式导出每个报告
的图表。

要生成报告，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分析分析 > 报告报告。此时将显示报告报告页面。

单击要生成的报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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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报告的更多详细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图表的各个区域以深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要对表格列进行排序、过滤或搜索，请单击列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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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日期过滤报告，请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列标题以查看过滤设置。

在过滤条件过滤条件中，选择要限制报告的日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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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日期选择器指定日期。

带日期过滤器的列将按下例所示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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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删除过滤器，请单击列标题，然后单击删除过滤器删除过滤器。

要导出图表或表格，请执行以下操作：

要导出 PDF 格式的图表，请单击操作操作 > 将图表导出为将图表导出为 PDF。

要导出 CSV 格式的表格数据，请单击操作操作 > 将数据导出为将数据导出为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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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虽然可以使用 SQL Server 来创建自定义报告，但 Citrix 不建议使用此方法。Citrix 不发布架构，但是可以更改架构而不另行通知。如果

您决定继续使用此报告方法，请务必使用只读帐户运行 SQL 查询。请注意，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运行的包含多个 JOIN 的查询在该时间段

内将影响 XenMobile Server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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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监视

Feb 21, 2018

可以在 XenMobile Server 中启用 SNMP 监视以允许监视系统，从而查询和获取与您的 XenMobile 节点有关的信息。这些查询
使用“处理器负载”、“平均负载”、“内存使用率”和“连接”等参数。有关 SNMP v3 的详细信息，例如身份验证和加密规范，请参
阅 SNMP 的官方文档 RFC 3414。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配置以下 TPC 端口：

端口端口 161 (UDP)。用于使用 UDP 协议的 SNMP 流量。来源为 SNMP 管理器，目标为 XenMobile。
端口端口 162 (UDP)。用于从 XenMobile 向 SNMP 管理器发送 SNMP 陷阱警报。来源为 XenMobile，目标为 SNMP 管理器。 

有关 XenMobile 端口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端口要求。

要查看包括 SNMP 的本地 XenMobile 部署的体系结构示意图，请参阅本地部署的参考体系结构。 

设置 SNMP 的常规步骤如下。

1. 添加用户添加用户。用户继承接收陷阱和监视 XenMobile Server 的权限。
2. 添加添加 SNMP 管理器以接收陷阱管理器以接收陷阱。陷阱是指 XenMobile 在您的 XenMobile 节点超出用户定义的最大阈值时生成的警报。
3. 将将 SNMP 管理器配置为与管理器配置为与 XenMobile 交互交互。XenMobile Server 使用某些管理信息库 (MIB) 执行操作。可以从 XenMobile 控
制台中的“设置”>“SNMP 配置”页面下载 MIB。然后使用 MIB 导入程序将 MIB 导入到 SNMP 管理器中。
注意注意：每个 SNMP 管理器都有各自的 MIB 导入程序。

4. 启用陷阱启用陷阱。您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启用陷阱并根据您的环境定义时间间隔和阈值。
5. 在第三方在第三方 SNMP 管理器中查看陷阱管理器中查看陷阱。要查看陷阱，请检查 SNMP 管理器。但是，在某些管理器中，您可以配置设置以在管
理器外部启用通知。例如，可以将通知配置为在电子邮件中显示。

可以从 XenMobile 中生成以下陷阱。

陷阱名称陷阱名称 监视对象监视对象 ID (OID) 说明说明

处理器负载 .1.3.6.1.2.1.25.3.3.1.2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系统的 CPU 负载。如果负载
超出自定义阈值，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一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1.3.6.1.4.1.2021.10.1.5.1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1 分钟时间的系统平均负
载。如果平均负载超出自定义阈值，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5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1.3.6.1.4.1.2021.10.1.5.2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5 分钟时间的系统平均负
载。如果平均负载超出自定义阈值，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15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1.3.6.1.4.1.2021.10.1.5.3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 15 分钟时间的系统平均
负载。如果平均负载超出自定义阈值，XenMobile 将生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341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por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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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SNMP 陷阱。

可用内存总量 .1.3.6.1.4.1.2021.4.11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的可用内存。如果可用
内存低于自定义阈值，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注意注意：可用内存总量包括 RAM 和交换内存（虚拟内
存）。

要获取交换内存总量，可以使用 SNMP OID

.1.3.6.1.4.1.2021.4.3 进行查询

要获取可用的交换内存，可以使用 SNMP OID

.1.3.6.1.4.1.2021.4.4 进行查询

已用磁盘存储总量 .1.3.6.1.4.1.2021.9.1.9.1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的系统磁盘存储。如果
磁盘存储超过自定义阈值，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
阱。

Java 堆内存使用量 .1.3.6.1.4.1.3845.5.1.2.4.0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 XenMobile 的 Java 虚拟
机(JVM)堆内存使用量。如果使用量超过自定义阈
值，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Java 元空间使用量 .1.3.6.1.4.1.3845.5.1.2.5.0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 XenMobile 的元空间使
用量。如果使用量超过阈值，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LDAP 连接 .1.3.6.1.4.1.3845.5.1.1.18.1.0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 LDAP 服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DNS 连接 .1.3.6.1.4.1.3845.5.1.1.18.2.0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 NDS 服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Google 应用商店服务
器连接

.1.3.6.1.4.1.3845.5.1.1.18.3.0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 Google 应用商店服务器
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Windows Phone 应用
商店连接

.1.3.6.1.4.1.3845.5.1.1.18.4.0 监视用户定义的每个时间间隔内 Windows Phone 应用
商店服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Windows Tab 应用商 .1.3.6.1.4.1.3845.5.1.1.18.5.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Windows Tab 应用商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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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连接 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Windows 安全令牌服
务器连接

.1.3.6.1.4.1.3845.5.1.1.18.6.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Windows 安全令牌服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Windows 通知服务器
连接

.1.3.6.1.4.1.3845.5.1.1.18.7.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Windows 通知服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Apple 推送通知服务器
(APNs)连接

.1.3.6.1.4.1.3845.5.1.1.18.8.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APNs 与 XenMobile 节点之
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
阱。

Apple 反馈服务器连接 .1.3.6.1.4.1.3845.5.1.1.18.9.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Apple 反馈服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Apple 应用商店服务器
连接

.1.3.6.1.4.1.3845.5.1.1.18.10.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Apple 应用商店服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XenMobile 数据库连
接

.1.3.6.1.4.1.3845.5.1.1.18.11.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XenMobile 数据库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Google Cloud

Messaging 服务器连
接

.1.3.6.1.4.1.3845.5.1.1.18.12.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Google Cloud Messaging 服
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连
接

.1.3.6.1.4.1.3845.5.1.1.18.13.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Citrix 许可证服务器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NetScaler Gateway

连接
.1.3.6.1.4.1.3845.5.1.1.18.15.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NetScaler Gateway 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XenMobile 节点间连
接

.1.3.6.1.4.1.3845.5.1.1.18.16.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XenMobile 群集节点之间的
连接。如果连接失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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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Tomcat 节
点服务连接

.1.3.6.1.4.1.3845.5.1.1.18.17.0 监视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XenMobile Tomcat 节点服
务与 XenMobile 节点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失
败，XenMobile 将生成 SNMP 陷阱。

要在配置 SNMP 阈值时实现最佳服务器性能，请谨记以下几点要素：

调用的频率
要收集的陷阱数据和阈值检查次数
节点间通信机制
连接检查的频率
检查过程中任何失败的超时值

SNMP 用户与 SNMP 管理器交互并接收陷阱。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监视监视下，单击 SNMP 配置配置。此时将显示 SNMP 配置配置页面。

3. 在 SNMP 监视用户监视用户下，单击添加添加。

4. 在添加添加 SNMP 监视用户监视用户对话框中，配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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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用户名：用于登录 SNMP 管理器的用户名。虽然可以在用户名中使用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和连字符，但不能使用空格和其他
字符。

注意注意：不能添加用户名“xmsmonitor”，因为 XenMobile 保留该名称供内部使用。

身份验证协议：身份验证协议：

SHA（推荐）
MD5

身份验证密码身份验证密码：键入包含 8 到 18 个字符的密码。可以包括字母数字字符和特殊字符。

隐私协议：隐私协议：

DES
AES 128（推荐）

隐私密码隐私密码：键入包含 8 到 18 个字符的密码。可以包括字母数字字符和特殊字符。

1. 在 SNMP 管理器管理器下，单击添加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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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添加添加 SNMP 管理器管理器对话框中，配置以下设置：

服务器服务器 IP 地址地址：键入 SNMP 管理器的 IP 地址。

端口端口：根据需要更改端口号。默认值为 162。

SNMP 用户名用户名：选择用户访问管理器时使用的名称。

要帮助确定您的环境的恰当陷阱设置，请参阅可扩展性和性能。例如，要监视 XenMobile 在 1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可以启用“1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并提供阈值。如果 XenMobile Server 的“1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超出指定阈值，您将在配置的 SNMP 管理器
中接收陷阱。

1. 要启用各个陷阱，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中参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启用启用。
要启用列表中的所有陷阱，请选中顶部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启用启用。

2. 要编辑某个陷阱，请选中该参数，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3. 在编辑编辑 SNMP 陷阱详细信息陷阱详细信息对话框中，可以编辑各个陷阱的阈值。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calabi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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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器名称监视器名称： 陷阱的名称。不能编辑此字段。

时间间隔时间间隔(秒秒)： 允许的范围为 60 到 86400（24 小时）。

阈值阈值： 只能更改以下陷阱的阈值：

处理器负载
1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5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15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可用内存总量
已用磁盘存储总量
Java 堆内存使用量
Java 元空间使用量

状态状态： 选择开开可为陷阱启用 SNMP 监视。选择关关可禁用监视。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880https://docs.citrix.com

支持包

Feb 21, 2018

要向 Citrix 报告问题或解决问题，请创建一个支持包。然后，将该支持包上载到 Citrix Insight Services (CIS)。

默认情况下，支持包最多包含以下文件的 100 个备份存档。这些文件的默认大小为 10 MB。

DebugLogFile.log

AdminAuditLogFile.log

UserAuditLogFile.log

HibernateStats.log

当支持包包含每种目录的 100 个日志存档时，日志文件将回滚。如果配置的最大日志文件数量较低，XenMobile 将立即删除该
节点的无关日志文件。要配置日志文件的数量，请转至故障排除和支持故障排除和支持 > 日志设置日志设置。

要创建支持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扳手图标。此时将显示支持支持页面。
2. 在支持支持页面上，单击创建支持包创建支持包。此时将显示创建支持包页面。如果 XenMobile 环境包含加入群集的节点，将显示所有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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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选中适用于适用于 XenMobile 的支持包的支持包复选框。

4. 如果 XenMobile 环境包含群集节点，在适用于此对象的支持包适用于此对象的支持包中，可以选择所有节点或任何节点组合，用于从中提取数据。
5. 在包含的数据库内容包含的数据库内容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无数据无数据。
单击自定义数据自定义数据。默认选中所有选项。
配置数据库配置数据库：包括证书配置和设备管理器策略。
交付组数据交付组数据：包括应用程序交付组信息，其中包含应用程序类型和应用程序交付策略详细信息。
设备和用户信息设备和用户信息：包括设备策略、应用程序、操作和交付组。

单击所有数据。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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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设备和用户信息设备和用户信息或所有数据所有数据，并且这是您创建的第一个支持包，则会显示敏感信息免责声明敏感信息免责声明对话框。阅读免责声明，然后单

击接受接受或取消取消。如果单击取消取消，支持包将无法上载到 Citrix。如果单击接受接受，则可以将支持包上载到 Citrix，并且下次创建包含设备或用

户数据的支持包时不会再出现免责声明。

6. 选项支持数据匿名已打开支持数据匿名已打开指示默认设置为将数据匿名。数据匿名表示敏感用户、服务器和网络数据在支持包中匿名提供。

要更改此设置，请单击匿名和取消匿名匿名和取消匿名。有关数据匿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支持包中将数据匿名化处理。

7. 要包含来自 NetScaler Gateway 的支持包：请选中适用于适用于 NetScaler Gateway 的支持包的支持包复选框，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添加添加。将显示添加添加 NetScaler Gateway 服务器服务器对话框。

b. 在 NetScaler Gateway 管理管理 IP 中，键入要从中提取支持包数据的 NetScaler Gateway 的 NetScaler 管理 IP 地址。

注意注意：如果要从已经添加的 NetScaler Gateway 服务器创建支持包，系统会提供 IP 地址。

c. 在用户名用户名和密码密码中，键入访问运行 NetScaler Gateway 的服务器所需的用户凭据。

注意注意：如果要从已经添加的 NetScaler Gateway 服务器创建支持包，系统会提供用户名。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anonymize-data-in-support-bund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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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添加添加。新的 NetScaler Gateway 支持包将添加到表格中。

8. 重复步骤 7 以添加更多 NetScaler Gateway 支持包。

9. 单击创建创建。将创建支持包，并显示两个新按钮：上载到上载到 CIS 和下载到客户端下载到客户端。

创建支持包后，可以将支持包上载到 Citrix Insight Services (CIS) 或将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下面的步骤显示如何将支持包上载
到 CIS。上载到 CIS 需要使用 My Citrix ID 和密码。

1. 在创建支持包创建支持包页面上，单击上载到上载到 CIS。此时将显示上载到上载到 Citrix Insight Services (CIS) 对话框。

2. 在用户名用户名中，键入 My Citrix ID。

3. 在密码密码中，键入 My Citrix 密码。

4. 如果要将此支持包与现有服务请求号码关联，请选中与与 SR 编号关联编号关联复选框，并在显示的两个新字段中执行以下操作：

在 SR 编号编号中，键入要将此包关联到的八位数服务请求号码。
在 SR 说明说明中，键入 SR 的说明。

5. 单击上载上载。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将支持包上载到 CIS，并且您尚未通过其他产品在 CIS 上创建帐户和接受“数据收集和隐私声明”协议，系统会
显示以下对话框；您必须接受此协议才能开始上载操作。如果您已经具有 CIS 帐户并且之前接受过此协议，支持包会立即开始
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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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阅读协议，然后单击同意并上载同意并上载。将上载支持包。

创建支持包之后，可以将此包上载到 CIS 或将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如果希望自己进行故障排除，可以将支持包下载到您的计
算机。
在创建支持包页面上，单击下载到客户端。支持包将下载到您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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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选项和远程支持

Feb 21, 2018

可以提供电子邮件地址，以便用户联系技术支持人员。当用户从其设备请求帮助时，他们会看到该电子邮件地址。

还可以配置用户如何将日志从其设备发送给技术支持。可以将日志配置为直接发送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客户端客户端下面，单击客户端支持客户端支持。此时将显示客户端支持客户端支持页面。

3. 配置以下设置：

支持电子邮件支持电子邮件(IT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键入 IT  技术支持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将设备日志发送给将设备日志发送给 IT 技术支持人员技术支持人员：选择设备日志是直接直接发送还是通过电子邮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默认值为通过电子邮件通过电子邮件。

启用直接直接时，会显示“在 ShareFile 上存储日志”对应的设置。如果启用了“在 ShareFile 上存储日志”，日志将直接发送至
ShareFile。否则，日志将发送至 XenMobile，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技术支持。此外，还会显示如果直接发送失败，如果直接发送失败，
请使用电子邮件请使用电子邮件选项，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项。如果不希望使用客户端电子邮件发送服务器问题的日志，可以禁用此选
项。但是，如果禁用了此选项时出现服务器问题，则不会发送日志。
启用通过电子邮件通过电子邮件时，客户端电子邮件始终用于发送日志。

4. 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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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地 XenMobile Server 部署：通过远程支持，您的技术支持代表能够远程控制托管的 Windows CE 和 Android 移动设备。
屏幕录像功能仅在 Samsung KNOX 设备上受支持。

远程支持不适用于 XenMobile Service 客户，并且不支持本地群集 XenMobile Server 部署。

在远程控制会话期间：

用户会在其移动设备上看到一个图标，指示远程控制会话处于活动状态。
Remote Support 用户会看到 Remote Support 应用程序窗口以及显示受控设备的远程控制窗口。

使用 Remote Support，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远程登录到用户设备并控制屏幕。用户可观看您在屏幕上的操作，这对于培训用户而言也很有帮助。
实时导航和修复远程设备。您可以更改配置、对操作系统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禁用或停止有问题的应用程序或进程。
通过远程禁用网络访问权限、停止恶意进程以及删除应用程序或恶意软件，可以隔立和遏制这些威胁，使其不会传播到其他
移动设备。
远程启用设备响铃和拨打电话，以帮助用户找到设备。如果用户找不到设备，可以擦除设备以确保敏感数据不会受到损害。

Remote Support 还使技术支持人员能够执行以下操作：

显示 XenMobile 的一个或多个实例中所有已连接设备的列表。
显示系统信息，包括设备型号、操作系统级别、国际移动设备标识 (IMEI)、序列号、内存和电池状态及连接性。
显示 XenMobile 的用户和组。
运行设备任务管理器，可在其中显示活动进程、结束活动进程以及重新启动移动设备。
运行远程文件传输，包括移动设备与中央文件服务器之间的双向文件传输。
成批下载软件程序并安装到一个或多个移动设备上。
配置设备上的远程注册表项设置。
利用实时设备屏幕远程控制功能优化低带宽移动网络的响应时间。
显示大多数移动设备品牌和型号的设备外观。显示用于添加新设备型号和映射物理键的皮肤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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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设备屏幕捕获、录制和播放，并能够捕获设备上的一系列交互操作以创建视频 AVI 文件。
利用共享白板、VoIP 语音通信和移动用户与技术支持人员之间的聊天功能举行实时会议。

远程支持的系统要求

Remote Support 软件可安装在满足以下要求的 Windows 计算机上。有关端口要求的信息，请参阅端口要求。

支持的平台：

Intel Xeon/Pentium 4 -1 GHz 工作站类（最低要求）
最低 512 MB RAM

最低 100 MB 可用磁盘空间

支持的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3 Server Standard Edition 或 Enterprise Edition SP1 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4

Microsoft Windows XP SP2 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SP1 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10

Microsoft Windows 8

Microsoft Windows 7

安装 Remote Support 软件

1. 要下载 Remote Support 安装程序，请转到 XenMobile 10 下载页面并登录您的帐户。
2. 展开工具工具，然后下载 XenMobile Remote Support v9。

Remote Support 文件名为 XenMobileRemoteSupport-9.0.0.35265.exe。
3. 双击 Remote Support 安装程序，然后按照安装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要通过命令行安装要通过命令行安装 Remote Support，请执行以下命令：，请执行以下命令：

运行以下命令：

RemoteSupport.exe /S

RemoteSupport 为安装程序的名称。例如：

XenMobileRemoteSupport-9.0.0.35265.exe /S

安装 Remote Support 软件时，可以使用以下变量：

/S：使用默认参数无提示安装 Remote Support 软件。
/D=dir: 指定自定义安装目录。

将 Remote Support 连接到 XenMobile

要建立与托管设备的远程支持连接，必须添加从 Remote Support 到用于管理设备的一台或多台 XenMobile Server 的连接。该
连接在通道 MDM 策略（一项适用于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CE 设备的设备策略）中定义的应用程序通道上运行。应先
定义应用程序通道，才能将 Remote Support 连接到 XenMobile。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通道设备策略。

1. 启动 Remote Support 软件，并使用您的 XenMobile 凭据登录。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ports.html
https://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product-software/xenmobile-10-server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tunnel-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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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Connection Manager（连接管理器）中，单击 New（新建）。

3. 在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连接配置）对话框中的 Server（服务器）选项卡上，输入以下值：

a. 在 Configuration name（配置名称）中，键入配置条目的名称。

b. 在 Server IP address or name（服务器 IP 地址或名称）中，键入 XenMobile Server 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

c. 在 Port（端口）中，键入在 XenMobile Server 配置中定义的 TCP 端口号。

d. 如果 XenMobile 属于多租户部署的一部分，请在 Instance name（实例名称）中键入实例名称。

e. 在通道通道中，键入通道策略的名称。

f. 选中 Connect to server using SSL Connection（使用 SSL 连接连接到服务器）复选框。

g. 选中 Auto reconnect to this server（自动重新连接此服务器）复选框，在 Remote Support 应用程序每次启动时连接
到所配置的 XenMobil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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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Proxy（代理）选项卡中，选择 Use a http proxy server（使用 HTTP 代理服务器），然后键入以下信息：

a. 在 Proxy IP Address（代理 IP 地址）中，键入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

b. 在 Port（端口）中，键入代理使用的 TCP 端口号。

c. 代理服务器要求执行身份验证才能传输流量时，请选中 My proxy server requires authentication（我的代理服务器要
求执行身份验证）复选框。

d. 在 Username（用户名）中，键入在代理服务器上执行身份验证时使用的用户名。

e. 在 Password（密码）中，键入在代理服务器上执行身份验证时使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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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User Authentication（用户身份验证）选项卡中，选中 Remember my login and password（记住我的登录名和密码）
复选框，然后输入凭据。

6. 单击确定确定。

要连接到 XenMobile，请双击所创建的连接，然后输入为该连接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为 Samsung KNOX 设备启用远程支持

可以在 XenMobile 中创建远程支持策略以授予远程访问 Samsung KNOX 设备的权限。可以配置两种类型的支持：

基本基本：允许您查看有关设备的诊断信息。例如系统信息、正在运行的进程、任务管理器（内存和 CPU 使用率）以及已安装
的软件文件夹内容。
高级高级：允许您远程控制设备屏幕。例如，控制窗口颜色、在技术支持人员与用户之间建立 VoIP 会话以及在技术支持人员与
用户之间建立聊天会话。

高级支持要求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配置“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设备策略。配置此策略时，只选择 Samsung KNOX
平台。对于 Samsung SAFE 平台，在 XenMobile 中注册 Samsung 设备时，ELM 密钥会自动部署在这些设备上。因此，不需
要为此策略选择 Samsung SAFE 平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amsung MDM 许可证密钥。

有关如何配置远程支持策略的信息，请参阅远程支持设备策略。

使用 Remote Support 会话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samsung-mdm-license-key-polic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remote-support-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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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Remote Support 后，Remote Support 应用程序窗口左侧将显示您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定义的 XenMobile 用户组。默
认情况下，仅显示包含当前已连接的用户的组。您可以在用户条目旁边看到每个用户的设备。

1. 要查看所有用户，请展开左侧列中的每个组。
当前已连接到 XenMobile Server 的用户用绿色图标指示。

2. 要显示所有用户（包括当前未连接的用户），请单击 View（查看）并选择 Non-connected devices（未连接的设备）。（未连接的设备）。
此时将显示未连接的用户，但不带绿色小图标。

连接到 XenMobile Server 但未分配给用户的设备以匿名模式显示。（字符串 Anonymous（匿名）将出现在列表中。）您可以
像控制登录用户的设备一样控制这些设备。

要控制某个设备，请单击该设备对应的行，然后单击 Control Device（控制设备）以将其选中。该设备将出现在远程控制窗口
中。可通过以下方法与被控制的设备交互：

在主窗口或独立的浮动窗口中控制设备的屏幕，包括控制颜色。
建立技术支持人员与用户之间的 VoIP 会话。配置 VoIP 设置。
与用户建立聊天会话。
访问设备的任务管理器以管理项目，例如内存使用率、CPU 使用率和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浏览移动设备的本地目录。传输文件。
在 Windows 移动设备中编辑设备注册表。
显示设备系统信息和所有已安装的软件。
更新移动设备与 XenMobile Server 的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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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Log

Feb 21, 2018

可以将 XenMobile 服务器（仅限内部部署）配置为向系统日志 (syslog) 服务器发送日志文件。需要服务器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

Syslog 是标准日志记录协议，包含两个组件：审核模块（运行在设备上）和服务器（运行在远程系统上）。Syslog 协议使用用
户数据报协议 (UDP) 进行数据传输。将记录管理员事件和用户事件。

可以将服务器配置为收集以下类型的信息：

包含 XenMobile 操作记录的系统日志。
包含按时间排序的 XenMobile 系统活动记录的审核日志。

syslog 服务器从设备收集的日志信息以消息的形式存储在日志文件中。这些消息通常包含以下信息：

生成日志消息的设备的 IP 地址
时间戳
消息类型
与事件关联的日志级别（严重、错误、通知、警告、信息、调试、警报或紧急）
消息信息

可以使用此信息分析警报来源并在需要时采用纠正措施。

注意
在 XenMobile 服务（云）部署中，Citrix 不支持 syslog 与本地 syslog 服务器相集成。相反，可以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从“支持”页面

下载这些日志。为此，必须单击全部下载全部下载才能获取系统日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XenMobile 中查看和分析日志文件。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单击 Syslog。此时将显示 Syslog 页面。

3. 配置以下设置：

服务器服务器：键入 syslog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
端口端口：键入端口号。默认情况下，此端口设置为 514。
要记录的信息要记录的信息：选择或取消选择系统日志系统日志和审核审核。
系统日志包含 XenMobile 执行的操作。
审核日志包含 XenMobile 的按时间排序的系统活动记录。
XenMobile 的调试日志。

4. 单击保存保存。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view-analyze-lo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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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enMobile 中查看和分析日志文件

Feb 21, 2018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控制台右上角的扳手图标 。此时将打开支持支持页面。

2. 在日志操作日志操作下，单击日志日志。此时将显示日志日志页面。单独的日志将显示在表格中。

3. 选择要查看的日志：

调试日志文件中包含对 Citrix 技术支持有用的信息，例如错误消息和服务器相关操作。
管理员审核日志文件中包含与 XenMobile 控制台上的活动有关的审核信息。
用户审核日志文件中包含与配置的用户有关的信息。

4. 使用表格顶部的操作可下载所有日志，查看、轮转或下载单个日志，或者删除选定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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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如果选择了多个日志文件，则只有全部下载全部下载和轮转轮转可用。
如果您有群集 XenMobile 服务器，只能查看所连接到的服务器的日志。要查看其他服务器的日志，请使用以下下载选项之
一。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全部下载全部下载：控制台下载系统中存在的所有日志（包括调试、管理员审核、用户审核、服务器日志等）。
查看查看：在表格下方显示所选日志的内容。
轮转轮转：将当前日志文件存档并创建新文件以捕获日志条目。存档日志文件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请单击轮转以继续。
下载下载：控制台仅下载选定的一种日志文件类型，此外，还下载该类型对应的所有已存档的日志。
删除删除：永久删除所选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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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Analyzer 工具

Feb 21, 2018

XenMobile Analyzer 是一个基于云的工具，可以使用该工具诊断与 XenMobile 的配置和其他功能有关的问题并进行故障排除。
该工具检查您的 XenMobile 环境中是否存在设备或用户注册和身份验证问题。

将该工具配置为指向您的 XenMobile Server，并提供服务器部署类型、移动平台、身份验证类型以及用户凭据等信息。该工具
随后将连接到服务器并扫描您的环境，检查是否存在配置问题。如果 XenMobile Analyzer 发现问题，该工具将提供更正问题的
建议。

在本文中：

访问和启动 XenMobile Analyzer

执行环境检查
执行 NetScaler 检查
向环境检查添加计划
执行其他信息性检查
已知问题
已修复的问题

主要功能主要功能
基于云的安全微服务，可对 XenMobile 相关的所有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解决 XenMobile 配置问题的准确建议。
减少了支持呼叫数量以及加快了 XenMobile 环境的故障排除速度。
为 XenMobile Server 版本提供零天支持。
运行状况检查计划每天或每周运行一次。
NetScaler 配置检查。
执行 Secure Web 测试，确认能否访问 Intranet 站点。
Secure Mail 自动发现服务检查。
ShareFile 单点登录 (SSO) 检查。

NetScaler 配置报告显示指示建议条数的徽章通知。这些建议基于在特定 NetScaler Gateway 上执行的基本配置检查。
“测试环境列表”页面上的全局导航栏内部的图标现已重新排序，以实现更加优异的用户体验。

下面的视频重点介绍了用户界面中的导航变更。 

Citrix XenMobile Analyzer：新环境列表用户界面：新环境列表用户界面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analyzer-tool.html#par_anchortitle_892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analyzer-tool.html#par_anchortitle_98d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analyzer-tool.html#par_anchortitle_573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analyzer-tool.html#par_anchortitle_abc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analyzer-tool.html#par_anchortitle_f7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analyzer-tool.html#analyzer-know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analyzer-tool.html#analyzer-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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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此视频不包含任何音频。最好在全屏模式下查看。

必备条件必备条件

产品产品 支持的版本支持的版本

XenMobile Server 10.3.0 及更高版本

NetScaler Gateway 10.5 及更高版本

客户端注册模拟 iOS 和 Android

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访问 XenMobile Analyzer：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扳手图标以打开故障排除和支持故障排除和支持页面。
请使用 My Citrix 凭据从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访问该工具。在显示的“XenMobile Management

Tools”（XenMobile 管理工具）页面上，要启动 XenMobile Analyzer，请单击 Analyze and Troubleshoot my XenMobile
Environment（分析我的 XenMobile 环境并进行故障排除）。

https://xenmobiletools.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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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Analyzer 包含五个设计用于引导您完成会审过程以及减少支持票证数量的选项。这些选项可以降低每个人的成本。

这些选项如下所示：

Environment Check（环境检查）- 此步骤引导您设置测试以检查您的设置是否存在问题。此步骤还提供与设备、用户注册
和身份验证问题有关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NetScaler 检查检查 - 此步骤指导您检查您的 NetScaler 配置是否符合 XenMobile 部署就绪条件。
Advanced Diagnostics（高级诊断）- 此步骤提供与使用 Citrix Insight Services 进一步查找环境检查可能错过的问题有关的
信息。
Secure Mail Readiness（Secure Mail 就绪）：此步骤指导您下载 XenMobile Exchange ActiveSync Test 应用程序。此工具
用于帮助对 ActiveSync 服务器进行故障排除，以确认其是否已准备好在 XenMobile 环境中部署。
Server Connectivity Checks（服务器连接检查）- 此步骤指导您测试服务器的连接。
Contact Citrix Support（联系 Citrix 支持）- 如果您仍遇到问题，此步骤将您链接到能够在其中创建 Citrix 支持案例的站
点。

以下各节更加详细地介绍了每个选项。

1. 登录 XenMobile Analyzer，然后单击 XenMobile Environment（XenMobile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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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Add Test Environment（添加测试环境）。

3. 在新的 Add Test Environment（添加测试环境）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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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测试提供将来能够帮助您识别测试的唯一名称。

b. 在 FQDN, UPN login, Email or URL Invitation（FQDN、UPN 登录、电子邮件或 URL 邀请）中，输入访问服务器
时使用的信息。

c. 在 Instance Name（实例名称）中，如果使用自定义实例，则可以提供该值。

d. 在 Choose Platform（选择平台）中，选择 iOS 或 Android 作为测试平台。

e. 如果展开 Advanced Deployment Options（高级部署选项），则可以在 Deployment Mode（部署模式）列表
中选择您的 XenMobile 部署模式。可用选项为 Enterprise (MDM + MAM)（企业(MDM + MAM)）、App
Management (MAM)（应用程序管理(MAM)）或 Device Management (MDM)（设备管理(MDM)）。

d. 单击 Continue（继续）。

4. 在 Test Options（测试选项）选项卡上，选择以下测试中的一个或多个，然后单击 Continue（继续）。

    a. Secure Web 连接连接。提供 Intranet URL。该工具测试该 URL 能否访问。在尝试访问 Intranet URL 期间，此测试会检测
Secure Web 应用程序中是否可能发生任何连接问题。

    b. Secure Mail ADS。提供用户电子邮件 ID。此 ID 用于测试在 XenMobile 环境中自动发现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的情
况。它检测是否存在与 Secure Mail 自动发现有关的任何问题。

    c. ShareFile SSO。如果选择此选项，XenMobile Analyzer 将测试 ShareFile DNS 解析是否已成功发生。该工具还检查
ShareFile 单点登录 (SSO) 是否与提供的用户凭据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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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用户凭据用户凭据选项卡上，您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字段，具体取决于您的服务器设置。可能的字段包括 Username（用户
名）、Username and Password（用户名和密码）或 Username, Password（用户名、密码）和 Enrollment PIN（注册
PIN）。    

6. 单击 Save & Run（保存并运行）开始测试。

此时将显示进度通知。可以让将进度对话框保留在打开状态，也可以关闭该对话框，测试将继续运行。

通过的测试将显示为绿色。失败的测试将显示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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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闭进度对话框之后，您将返回到 Environments List（环境列表）页面。 

Results（结果）页面显示“Test Details”（测试详细信息）、“Recommendations”（建议）和“Results”（结果）。

7. 单击 View Report（查看报告）图标可查看测试结果。

如果建议有与之关联的 Citrix 知识库文章，相应的文章将在此页面上列出。

8. 单击 Results（结果）选项卡显示该工具执行的各个类别和测试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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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下载报告，请单击 Download Report（下载报告）。

b. 要返回测试环境列表，请单击 Environment Check（环境检查）。

c. 要重新运行同一个测试，请单击 Run Again（重新运行）。

d. 如果要重新运行另一个测试，请返回 Test Environments（测试环境），选择测试，然后单击 Start Test（开始测
试）。

e. 要选择另一个 XenMobile Analyzer 选项，请单击 Go To XenMobile Analyzer Checks（转到 XenMobile Analyzer 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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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Test Environments”（测试环境）页面上，可以复制并编辑测试。为此，请选择一个测试，然后单击 More（更多）并选
择 Duplicate and Edit（重复并编辑）。

此时会创建所选测试的副本，并打开“Add Test Environment”（添加测试环境）对话框，从而允许您修改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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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测试配置为按计划自动执行，且将结果发送给您配置的用户列表。

1. 在 Environment List（环境列表）页面上，选择您要为其设置计划的环境，并单击 Add Schedule（添加计划）。

2.Add Schedule（添加计划）窗口中将显示一条消息，提醒您 XenMobile Analyzer 会保存凭据用于按计划运行测试。
Citrix 建议您使用具有有限访问权限的帐户来运行计划的测试。单击我同意我同意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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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用于运行测试的用户名用户名和密码密码。

4. 配置测试的运行计划。您可以从下拉框中选择每天每天或每周每周。选择测试的运行时间和时区。可使用日期选取器来选择计
划的测试停止运行的日期，或留空以让测试无限期地运行。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列表（以逗号分隔）以接收报告。单击保保
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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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左侧的时钟符号表示配置了计划。如果您选择测试，您可以单击 Edit Schedule（编辑计划）更改测试运行时间。

6. 在此窗口中，您可以更改测试运行时间。您还可以单击顶部的开关来禁用它。完成时单击 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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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到 XenMobile Analyzer，然后单击 NetScaler Configuration（NetScaler 配置）。

2. 上载您的 NetScaler 实例中的最新 ns.conf 文件。您可以将文件拖到上载框中，也可以单击 Browse（浏览）搜索并添
加 ns.conf 文件。有关如何下载最新 ns.conf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支持知识中心。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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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XenMobile Analyzer 不保存 ns.conf 文件。检查完成后，您可以查看和下载报告。

3. 单击 Run Check（运行检查）。

XenMobile Analyzer 运行两种类型的配置检查。

基本检查会查找对成功完成 XenMobile 部署至关重要的组件。
高级检查会查找对 XenMobile 部署不是至关重要但是补充性的组件。

4. 要查看有关 NetScaler 的基本检查和高级检查的建议，请单击查看报告查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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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显示 Configuration Report（配置报告）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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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XenMobile Analyzer 支持通过 NetScaler 向导配置的网关服务器。NetScaler Gateway 实例始终具有以下标题约定：‘_XM_*name-

provided-by-user-when-deploying’。

通过了基本配置检查时，整体状态为成功。

基本配置检查失败时，“Recommendations”（建议）表列出了 Policy（策略）、Details（详细信息）和 Results (Action
Recommended)（结果(所需操作)）。

高级配置检查失败时，“Recommendations”（建议）表列出了 Policy（策略）、Details（详细信息）和 Results (Action
Recommended)（结果(建议操作)）。

配置报告内部的通知徽章指示针对通过 NetScaler 向导配置的网关服务器以及用户配置的网关的基本配置检查中的建议条数。

在 Configuration Report（配置报告）页面上，提供了以下选项。

a. 要查看详细信息，请单击 Essential Configuration Checks/Advanced Configuration Checks（基本配置检查/高级配
置检查）（或展开图标）。

b. 要运行另一个 NetScaler 配置检查，请单击 Run another test（运行另一个测试）。

c. 要查看其他故障排除和分析工具，请单击 Go to XenMobile Analyzer Checks（转到 XenMobile Analyzer 检查）。

d. 要下载结果报告，请单击 Download Report and ns.conf file bundle（下载报告和 ns.conf 文件包）或在 Email report
and ns.conf bundle（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和 ns.conf 包）中键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击 Send（发送）。

您直接与 XenMobile Analyzer 的环境检查步骤交互以执行测试，而其他选项属于信息性的。其中每个选项都会提供与可用于确
保正确设置 XenMobile 环境的其他支持工具有关的信息。

Advanced Diagnostics（高级诊断）：指导您收集与环境有关的信息，然后将该信息上载到 Citrix Insight Services。该工具
分析您的数据并提供包含建议的解决方案在内的个性化报告。
Secure Mail Readiness（Secure Mail 就绪）：指导您下载并运行 XenMobile Exchange ActiveSync Test 应用程序。该应用
程序将对 ActiveSync 服务器进行故障排除，以确认其是否已准备好在 XenMobile 环境中部署。该应用程序运行后，可以查
看报告或将报告与其他人共享。
Server Connectivity Checks（服务器连接检查）：为您提供检查与 XenMobile、身份验证和 ShareFile 服务器的连接的说
明。
Contact Citrix Support（联系 Citrix 支持）：如果所有其他步骤都失败，可以通过 Citrix 支持创建一个支持票证。

下面是 XenMobile Analyzer 中的已知问题：

执行 Secure Web 连接检查时，不支持在文本框中键入多个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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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使用 Secure Hub 的共享设备身份验证功能。
Secure Hub 测试只检查与输入的 URL 的连接，不检查对相应站点的身份验证。

XenMobile Analyzer 存在的以下问题已修复：

使用注册邀请执行检查时，测试将传递，但不替换注册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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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 API

Feb 21, 2018

借助 XenMobile REST API，可以调用通过 XenMobile 控制台展现的服务。可以使用任何 REST 客户端调用 REST 服务。API 不
要求您登录 XenMobile 控制台即可调用这些服务。

有关可用 API 的最新完整集合，请下载 XenMobile Public API for REST Services（适用于 REST 服务的 XenMobile 公共
API）。

访问 REST API 所需的权限

访问 REST API 需要具有以下权限：

公共 API 访问权限，设置为基于角色的访问配置的一部分。有关设置基于角色的访问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RBAC 配置角色。
超级用户权限

调用 REST API 服务

可以使用 REST 客户端或 CURL 命令调用 REST API 服务。以下示例使用适用于 Chrome 的高级 REST 客户端。

注意
在下面的示例中，请更改主机名和端口号以匹配您的环境。

URL：https://:/xenmobile/api/v1/authentication/login

请求：{ "login":"administrator", "password":"password" }

方法类型：POST

内容类型：application/json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server/downloads/xenmobile-10-8-public-rest-api.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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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XenMobile REST API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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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Mail Manager 10.x

Feb 21, 2018

XenMobile Mail Manager 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扩展 XenMobile 的功能：

用于 Exchange Active Sync (EAS) 设备的动态访问控制。可以自动允许或阻止 EAS 设备访问 Exchange 访问。
使 XenMobile 能够访问 Exchange 提供的 EAS 设备合作信息的功能。
使 XenMobile 能够在移动设备上执行 EAS 擦除的功能。
使 XenMobile 能够访问关于黑莓设备的信息以及执行擦除和重置密码等控制操作的功能。

要下载 XenMobile Mail Manager，请转到 Citrix.com 中 XenMobile 10 Server 下的“服务器组件”部分。

本文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版本 10.1 中的新增功能
已修复的问题
体系结构
系统要求和必备条件
XenMobile Mail Manager 必备条件
Office 365 Exchange 的要求
安装和配置
使用 ActiveSync ID 强制执行电子邮件策略
访问控制规则
设备监视
故障排除和诊断
故障排除工具

访问规则访问规则

“Rule Analysis”（规则分析）窗口包含一个复选框，选中该复选框时，将仅显示冲突、替代、冗余或增补规则。

分别为在您的 XenMobile 部署中配置的每个 Microsoft Exchange 环境设置默认访问【“Allow”（允许）、“Block”（阻止）
或“Unchanged”（保持不变））和 ActiveSync 命令模式（“PowerShell”或“Simulation”（模拟）】。

快照快照

可以配置在快照历史记录中显示的最大快照数。

可以创建主要快照期间要忽略的错误。如果主要快照返回的错误未配置为可忽略，则将放弃快照的结果。

要将错误配置为可忽略，请使用 XML 编辑器编辑 config.xml 文件：

如果 Exchange Server 为 Office 365，请导航到
/ConfigRoot/EnvironmentBridge/AccessLayer/SpecialistsDefaults/PowerShells/PowerShell[@id='ExchangeOnline']/IgnorableErrors 节
点，并使用与现有错误子元素相同的格式添加要匹配的文本作为子元素。支持正则表达式。
如果 Exchange Server 为本地服务器，请导航到
/ConfigRoot/EnvironmentBridge/AccessLayer/SpecialistsDefaults/PowerShells/PowerShell[@id='ExchangeColocated']/IgnorableErrors

节点，并使用与现有错误子元素相同的格式添加要匹配的文本作为子元素。支持正则表达式。
如果配置了多个 Exchange 环境，请导航到 /ConfigRoot/EnvironmentBridge/AccessLayer/Environments/Environment[@id='与所需的
Exchange 环境对应的 ID']/ExchangeServer/Specialists/PowerShell 节点针对要忽略的每个错误，将 IgnorableErrors 子节点添加到
PowerShell 节点。将错误子节点添加到 CDATA 部分中含有匹配文本的 IgnorableErrors 节点。支持正则表达式。

保存 config.xml 并重新启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

http://www.citrix.com/downloads/xenmobile/product-software/xenmobile-10-server.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900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791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40421593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ec4a_cop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3ea3_cop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182535251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38454933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176652283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76032689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155628172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html#par_anchortitle_ce79_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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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hell PowerShell 和和 Exchange Exchange

XenMobile Mail Manager 现在根据所连接到的 Exchange 版本动态决定要使用的 cmdlet。例如，对于 Exchange 2010，将使用 Get-

ActiveSyncDevice，而对于 Exchange 2013 和 Exchange 2016，则使用 Get-MobileDevice。

Exchange Exchange 配置配置

无需启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即可编辑和更新 Exchange Server 配置。

向 Exchange 环境的摘要选项卡中添加的两个新列显示了每个环境的命令模式【“PowerShell”或“Simulation”（模拟）】和访问模式
【“Allow”（允许）、“Block”（阻止）或“Unchanged”（保持不变）】。

故障排除和诊断故障排除和诊断

Support\PowerShell 文件夹中提供了一组用于故障排除的 PowerShell 实用程序。

使用控制台的“Configuration”（配置）窗口中的“Test Connectivity”（测试连接）按钮测试与 Exchange 服务的连接将运行服务所使用的每个
只读 cmdlet，针对所配置的用户的 Exchange Server 运行 RBAC 权限测试，以及使用不同颜色显示所有错误或警告（蓝色-黄色表示警告，红
色-橙色表示错误）。

新的故障排除工具将对用户的邮箱和设备执行深度分析（从而检测错误条件和潜在的故障区域），并对用户执行深度 RBAC 分析。该工具可
以将所有 cdmlet 的原始输出保存到一个文本文件。

在支持场景中，可以通过选中控制台中的一个诊断复选框来保存 XenMobile Mail Manager 管理的所有设备上的所有邮箱的所有属性。

在支持场景中，现在支持跟踪级别日志记录。

身份验证身份验证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支持对本地部署进行“Basic”（基本）身份验证。这将允许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器不属于 Exchange

Server 所在域的成员的情况下使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访问规则访问规则

XenMobile Mail Manager 对 Active Directory (AD) 组中的所有用户应用本地访问控制规则，即使 AD 组包含的用户数超过 1000 也是如此。
以前，XenMobile Mail Manager 仅对 AD 组的前 1000 个用户应用本地访问控制规则。[#548705]

查询含有 1000 个或更多用户的 Active Directory 组时，XenMobile Mail Manager 控制台有时会无法响应。[CXM-11729]

“LDAP Configuration”（LDAP 配置）窗口不再显示不正确的身份验证模式。[CXM-5556]

快照快照

带撇号的用户名不再导致次要快照出现故障。[#617549]

在禁用了流水线操作的支持场景中，【Disable Pipelining（禁用流水线操作）选项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控制台的“Configuration”（配
置）窗口中处于选中状态】，主要快照在本地 Exchange 环境中将不再出现故障。[#586083]

在禁用了流水线操作的支持场景中【“Disable Pipelining”（禁用流水线操作）选项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控制台的“Configuration”（配
置）窗口中处于选中状态】，不再收集深层快照的数据，与环境是针对深层快照还是浅表快照配置的无关。现在，仅当环境是针对深层快照
配置的情况下，才收集深层快照的数据。[#586092]

初始安装完成后创建的第一个主要快照有时会遇到阻止 XenMobile Mail Manager 运行另一个主要快照的错误，直至重新启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此错误不再发生。[CXM-5536]

下图显示了 XenMobile Mail Manager 的主要组件。有关详细的参考体系结构图，请参阅《XenMobile 部署手册》文章适用于本地部署的参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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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体系结构。

这三个主要组件如下：

Exchange Act iveSync Exchange Act iveSync 访问控制管理访问控制管理。与 XenMobile 进行通信以从 XenMobile 中检索 Exchange ActiveSync 策略，并将此策略与所有
本地定义的策略合并以确定应被允许或拒绝访问 Exchange 的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本地策略允许扩展策略规则，以允许 Active

Directory 组、用户、设备类型或设备用户代理（通常为移动平台版本）执行访问控制。
远程远程 Powershell  Powershell 管理管理。此组件负责计划和调用远程 PowerShell 命令，以执行 Exchange ActiveSync 访问控制管理编译的策略。此组件
定期创建 Exchange ActiveSync 数据库的快照，以检测新的或已更改的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
移动服务提供商移动服务提供商。提供 Web 服务界面，以便 XenMobile 可以查询 Exchange ActiveSync 和/或黑莓设备以及对这些设备执行“擦除”等问题
控制操作。

需要满足以下最低系统要求才能使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Windows Server 2012 R2、Windows Server 2008 R2（必须是基于英语的服务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SQL Server 2012、SQL Server 2012 Express LocalDB 或 SQL Server Express 2008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

黑莓 Enterprise Service 版本 5（可选）

Microsof t  Exchange Server Microsof t  Exchange Server 的最低支持版本的最低支持版本

Microsoft Office 365

Exchange Server 2016

Exchange Server 2013

Exchange Server 2010 SP2

设备电子邮件客户端设备电子邮件客户端

并非所有电子邮件客户端都一致地为设备返回相同的 ActiveSync ID。由于 XenMobile Mail Manager 要求每个设备具有唯一的 ActiveSync

ID，因此，仅支持为每个设备一致地生成相同的唯一 ActiveSync ID 的电子邮件客户端。这些电子邮件客户端已通过 Citrix 测试，执行时没有
错误：

HTC 本机电子邮件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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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本机电子邮件客户端
iOS 本机电子邮件客户端
适用于智能手机的 TouchDown

必须安装 Windows Management Framework。
PowerShell V5、V4 和 V3

必须通过 Set-ExecutionPolicy RemoteSigned 将 PowerShell 执行策略设置为 RemoteSigned。
必须在运行 XenMobile Mail Manager 的计算机和远程 Exchange Server 之间打开 TCP 端口 80。

运行运行 Exchange  Exchange 的本地计算机的要求的本地计算机的要求

权限权限。在 Exchange 配置用户界面中指定的凭据必须能够连接到 Exchange Server，并且具有执行以下 Exchange 特定的 PowerShell cmdlet

的完全权限：

针对针对 Exchange Server 2010 SP2 Exchange Server 2010 SP2：：
Get-CASMailbox

Set-CASMailbox

Get-Mailbox

Get-ActiveSyncDevice

Get-ActiveSyncDeviceStatistics

Clear-ActiveSyncDevice

Get-ExchangeServer

Get-ManagementRole

Get-ManagementRoleAssignment

对于对于 Exchange Server 2013  Exchange Server 2013 和和 Exchange Server 2016 Exchange Server 2016：：
Get-CASMailbox

Set-CASMailbox

Get-Mailbox

Get-MobileDevice

Get-MobileDeviceStatistics

Clear-MobileDevice

Get-ExchangeServer

Get-ManagementRole

Get-ManagementRoleAssignment

如果将 XenMobile Mail Manager 配置为查看整个林，则必须授权运行 Set -AdServerSet t ings -ViewEnt ireForest  $t rueSet -AdServerSet t ings -ViewEnt ireForest  $t rue

提供的凭据必须具有通过远程 Shell 连接到 Exchange Server 的权限。默认情况下，安装 Exchange 的用户具有此权限。
根据 Microsoft TechNet 文章 about_Remote_Requirements，要建立远程连接并运行远程命令，凭据必须与远程计算机上的管理员用户
相对应。根据博客文章 You Don't Have to Be An Administrator to Run Remote PowerShell Commands（您不需要成为管理员即可运行
远程 PowerShell 命令），Set-PSSessionConfiguration 可以用来消除管理要求，但对此命令的细节的支持和讨论不在本文档的范围内。
此外，Exchange Server 还必须配置为支持通过 HTTP 进行的远程 PowerShell 请求。通常情况下，只需要在 Exchange Server 上运行以下
PowerShell 命令的管理员：WinRM QuickConfig。
Exchange 有许多限制策略。其中一个策略控制每个用户允许的并发 PowerShell 连接的数目。在 Exchange 2010 中，一个用户允许的同时
连接数默认为 18。达到连接限制时，XenMobile Mail Manager 无法连接到 Exchange Server。存在通过不在本文档范围内的 PowerShell

更改允许的同时连接数上限的方法。如果有兴趣，可以通过 PowerShell 调查与远程管理相关的 Exchange 限制策略。

权限权限。在 Exchange 配置用户界面中指定的凭据必须能够连接到 Office 365，并且具有执行以下 Exchange 特定的 PowerShell cmdlet 的
完全权限：

Get-CASMailbox

Set-CASMailbo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dd315349.aspx
https://blogs.msdn.microsoft.com/powershell/2009/11/22/you-dont-have-to-be-an-administrator-to-run-remote-powershell-com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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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Mailbox

Get-MobileDevice

Get-MobileDeviceStatistics

Clear-MobileDevice

Get-ExchangeServer

Get-ManagementRole

Get-ManagementRoleAssignment

特权特权。提供的凭据必须已获得授权，可以通过远程 Shell 连接到 Office 365 服务器。默认情况下，Office 365 联机管理员具有必备特权。
限制策略限制策略。Exchange 有许多限制策略。其中一个策略控制每个用户允许的并发 PowerShell 连接的数目。在 Office 365 中，一个用户允
许的同时连接数默认为三个。达到连接限制时，XenMobile Mail Manager 无法连接到 Exchange Server。存在通过不在本文档范围内的
PowerShell 更改允许的同时连接数上限的方法。如果有兴趣，可以通过 PowerShell 调查与远程管理相关的 Exchange 限制策略。

1. 单击 XmmSetup.msi 文件，然后按照安装程序中的提示安装 XenMobile Mail Manager。

2. 保留在设置向导的最后一个屏幕中选中的 Launch t he Configure ut ilit yLaunch t he Configure ut ilit y（启动配置实用程序）选项。或者，从开始开始菜单中打开

XenMobile Mail ManagerXenMobile Mail Manager。

3. 配置以下数据库属性：

                a. 选择 ConfigureConfigure（配置）> Dat abaseDat abase（数据库）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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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输入 SQL Server 的名称（默认值为 localhost）。

                c. 将数据库保留为默认 CitrixXmm。

 4. 选择以下用于 SQL 的身份验证模式之一：

SqlSql。输入有效 SQL 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Windows Windows 集成集成。如果选择此选项，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的登录凭据必须更改为具有访问 SQL Server 权限的 Windows 帐户。
为此，请打开控制面板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管理工具 > 服务服务，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条目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登录登录选项卡。
注意注意：如果还为黑莓数据库连接选择了 Windows 集成，必须同时为此处指定的 Windows 帐户提供黑莓数据库访问权限。

5. 单击 Test  Connect ivitTest  Connect ivit y（测试连接）检查是否可以连接到 SQL Server，然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6. 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重新启动服务。单击是是。

7. 配置一个或多个 Exchange Server：

    a. 如果管理单个 Exchange 环境，您仅需要指定一个服务器。如果管理多个 Exchange 环境，您需要为每个 Exchange 环境指定一个
Exchange Server。

    b. 选择 ConfigureConfigure（配置）（配置）> > ExchangeExchange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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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单击 AddAdd（添加）。

        d. 选择 Exchange Server 环境的类型：On PremiseOn Premise（本地）或 Of fice 365Of fice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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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如果选择 On PremiseOn Premise（本地），请输入要用于远程 PowerShell 命令的 Exchange Server 名称。

    f. 输入在要求要求部分中指定的 Exchange Server 上具有适当权限的 Windows 身份的用户名。

    g. 输入用户的 PasswordPassword（密码）。

    h. 选择运行主要快照的计划。主要快照检测每个 Exchange ActiveSync 合作关系。

    i. 选择运行次要快照的计划。次要快照检测新创建的 Exchange ActiveSync 合作关系。

    j. 选择快照类型：DeepDeep（深层）或 ShallowShallow（浅表）。浅表快照通常更快并且足以执行 XenMobile Mail Manager 的所有 Exchange

ActiveSync 访问控制功能。深层快照可能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并且仅在为 ActiveSync 启用移动服务提供商（允许 XenMobile 查询未托管的
设备）后才需要。

    k. 选择“Default Access”（默认访问）：允许允许、阻止阻止或 UnchangedUnchanged（不更改）。这会控制所有设备（除了由显式 XenMobile 或本地规则确
定的设备）的处理方式。如果选择“允许”，将允许 ActiveSync 访问所有此类设备；如果选择“阻止”，将拒绝访问；如果选择“Unchanged”（不
更改），将不做更改。

    l. 选择 ActiveSync 命令模式：PowerShellPowerShell 或 模拟模拟。

在 PowerShell 模式下，XenMobile Mail Manager 会发出 PowerShell 命令以执行所需的访问控制。
在“Simulation”（模拟）模式下，XenMobile Mail Manager 不发出 PowerShell 命令，但是会将预期命令和预期结果记录到数据库中。在模
拟模式中，用户随后可使用监视选项卡查看启用 Powershell 模式时会发生的情况。

    m.   选择 View Ent ire ForestView Ent ire Forest（查看整个林）将 XenMobile Mail Manager 配置为查看 Exchange 环境中的整个 Active Directory 林。

    n. 选择身份验证协议：KerberosKerberos 或 BasicBasic（基本）。XenMobile Mail Manager 支持对本地部署进行“Basic”（基本）身份验证。这将允许
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器不属于 Exchange Server 所在域的成员的情况下使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o. 单击 Test  Connect ivit yTest  Connect ivit y（测试连接）检查是否可以连接到 Exchange Server，然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p. 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重新启动服务。单击 YesYe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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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访问规则：

    a. 选择 ConfigureConfigure（配置）> Access RulesAccess Rules（访问规则）选项卡。

    b. 单击 XDM RulesXDM Rules（XDM 规则）选项卡。 

     c.单击 AddAdd（添加）。

    d. 输入 XenMobile Server 规则的名称，例如 XdmHost。

    e. 修改 URL 字符串以引用 XenMobile Server；例如，如果服务器名称为 XdmHost，实例名称为 zdm，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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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dmHostName/zdm/services/MagConfigService。

    f. 在该服务器上输入授权用户。

    g. 输入用户密码。

    h. 保留 Baseline Interval（基准时间间隔）、Delta Interval（增量时间间隔）和 T imeout values（超时值）的默认值。

    i. 单击 Test  Connect ivit yTest  Connect ivit y（测试连接）检查与服务器的连接，然后单击 OKOK（确定）。

注意：注意：如果选中“Disabled”（已禁用）复选框，XenMobile Mail Service 将不从 XenMobile Server 收集策略。

9.9.单击 Local RulesLocal Rules（本地规则）选项卡。

       a. 如果要建立在 Active Directory 组中操作的本地规则，请单击 Configure LDAPConfigure LDAP（配置 LDAP），然后配置 LDAP 连接属性。

    b. 您可以基于 ActiveSync Device ID（ActiveSync 设备 ID）、Device Type（设备类型）、AD Group（AD 组）、User（用户）或设备
UserAgent（用户代理）添加本地规则。在列表中选择适当的类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Mail Manager 访问控制规则。

    c. 在文本框中输入文本或文本片段。也可单击查询按钮，查看与片段匹配的实体。

    注意：注意：对于除 GroupGroup（组）以外的所有类型，系统依赖在快照中找到的设备。因此，如果刚刚开始且尚未完成快照，则没有实体可用。

    d. 选择一个文本值，然后单击 AllowAllow（允许）或 DenyDeny（拒绝），将其添加到右侧的 Rule ListRule List（规则列表）窗格。可以使用 RuleRule

ListList（规则列表）窗格右侧的按钮改变规则的顺序或移除规则。该顺序很重要，因为对于指定的用户和设备，将按照显示的顺序评估规则，
并且一旦与较靠前的规则（离顶部较近）匹配，则后续的规则将失效。例如，如果存在一条允许所有 iPad 设备的规则，而后续的规则阻止用
户“Matt”，则 Matt 的 iPad 将仍被允许，因为“iPad”规则比“Matt”规则具有更高的有效优先级。

    e. 要对规则列表中的规则进行分析以找到潜在的覆盖、冲突或补充结构，请单击 Analyze（分析），然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10. 配置移动服务提供商。

注意注意：移动服务提供商可选，仅当同时将 XenMobile 配置为使用移动服务提供商界面查询未托管的设备时必需。

       a.. 选择 ConfigureConfigure（配置）> MSPMSP  选项卡。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ail-manager/mail-manager-access-control-r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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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将移动服务提供商服务的服务传输类型设置为 HTTP 或 HTTPS。

    c. 为移动服务提供商服务设置服务端口（通常为 80 或 443）。

    注意：注意： 如果使用端口 443，该端口需要在 IIS 中绑定 SSL 证书。

    d. 设置 Aut horizat ion GroupAut horizat ion Group（授权组）或 UserUser（用户）。（用户）。这样可以设定能够从 XenMobile 连接到移动服务提供商服务的用户或用户
组。

    e. 设置是否已启用 ActiveSync 查询。

注意：注意：如果为 XenMobile Server 启用 ActiveSync 查询，必须将一个或多个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类型设置为 DeepDeep（深层）；这样拍摄快
照可能对性能造成很大损耗。

    f. 默认情况下，不会将与正则表达式 Secure Mail.* 匹配的 ActiveSync 设备发送到 XenMobile。要更改此行为，请根据需要修改 Filter

ActiveSync（过滤 ActiveSync）字段。

注意：注意：空白意味着所有设备都将转发到 XenMobile。

    g. 单击保存保存。

11. 另外，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 BlackBerry Enterprise Server (BES)：

    a. 单击添加添加。

    b. 输入 BES SQL Server 的服务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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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输入 BES Management 数据库的数据库名称。

    d.  选择身份验证模式。。如果选择 Windows 集成身份验证，则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就是用于连接 BES SQL Server 的
帐户。

    注意：注意： 如果还为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数据库连接选择了 Windows 集成，则必须同时为此处指定的 Windows 帐户提供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数据库的访问权限。

    e. 如果选择 SQL authentication（SQL 身份验证），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f.设置 Sync Schedule（同步计划）。这是用于连接到 BES SQL Server 并检查任何设备更新的计划。

    g. 单击 Test  Connect ivit yTest  Connect ivit y（测试连接）检查与 SQL 服务器的连接。

    注意：注意： 如果选择了 Windows 集成，则此测试使用当前登录的用户而非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服务用户，因此不能准确测试 SQL 身份
验证。

    h. 如果要支持 XenMobile 中的黑莓设备的远程擦除和/或重置密码功能，请选中 EnabledEnabled（已启用）复选框。

输入 BES 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输入用于管理员 Web 服务的 BES 端口。
输入 BES 服务所需的完全限定用户和密码。
单击 T est  Connect ivit yT est  Connect ivit y（测试连接），测试与 BES 的连接。
单击 Save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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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业电子邮件策略可以规定不批准特定设备使用企业电子邮件。为与此策略保持一致，您希望确保员工无法通过此类设备访问企业电子
邮件。XenMobile Mail Manager 与 XenMobile 结合使用可强制实施此类电子邮件策略。XenMobile 设置用于企业电子邮件访问的策略，当
未经批准的设备向 XenMobile 注册时，XenMobile Mail Manager 会强制实施此策略。

设备上的电子邮件客户端使用设备 ID（也称为 ActiveSync ID，用于唯一标识设备）向 Exchange Server（或 Office 365）广播自己。Secure

Hub 获取类似的标识符，并在注册设备时将标识符发送给 XenMobile。通过比较两个设备 ID，XenMobile Mail Manager 可以确定特定设备
是否应该获取企业电子邮件访问权限。下图说明了此概念：

如果 XenMobile 向 XenMobile Mail Manager 发送的 ActiveSync ID 不同于设备向 Exchange 发布的 ID，XenMobile Mail Manager 无法指示
Exchange 如何处理此设备。

匹配 ActiveSync ID 可以在大多数平台上可靠地执行；但是，Citrix 已发现在某些 Android 实现上，来自设备的 ActiveSync ID 不同于邮件客
户端向 Exchange 广播的 ID。为缓解此问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在 Samsung SAFE 平台上，从 XenMobile 推送设备 ActiveSync 配置。
在所有其他 Android 平台上，从 XenMobile 推送 Touchdown 应用程序和 Touchdown ActiveSync 配置。

但是，此方法不阻止员工在 Android 设备上安装除 Touchdown 之外的电子邮件客户端。要保证正确地强制实施企业电子邮件访问策略，可
以采用防御性安全措施，通过将静态策略设置为默认拒绝，将 XenMobile Mail Manager 配置为阻止电子邮件。这意味着，如果员工确实在
Android 设备上配置了除 Touchdown 之外的电子邮件客户端，并且如果 ActiveSync ID 检测不能正常工作，将拒绝员工访问企业电子邮件。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提供了一种基于规则的方法，为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动态配置访问控制。XenMobile Mail Manager 访问控
制规则由两部分组成，即一个匹配的表达式和一个所需的访问状态（“允许”或“阻止”）。规则可能会针对给定的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进
行评估，以确定该规则是否适用于该设备或是否与该设备匹配。有多种匹配的表达式；例如，一条规则可能与给定“设备类型”（或特定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 ID）的所有设备或者特定用户的所有设备等匹配。
在规则列表中添加、删除和重新排列规则期间，任何时候单击取消取消按钮都会将规则列表还原回首次打开时的状态。除非单击保存保存，否则关闭
配置工具时将丢失您对此窗口所做的任何更改。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有三种类型的规则，即本地规则、XenMobile Server 规则（也称为 XDM 规则）和默认访问规则。

本地规则。本地规则。本地规则具有最高优先级：如果设备与本地规则匹配，规则评估将停止。既不查询 XenMobile Server 规则又不查询默认访问规
则。本地规则是通过 Configure（配置）>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Local Rules（本地规则）选项卡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本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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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匹配基于给定的 Active Directory 组内用户的成员身份。支持匹配基于以下字段的正则表达式：

Active Sync Device ID（Active Sync 设备 ID）
ActiveSync Device Type（ActiveSync 设备类型）
User Principal Name (UPN)（用户主体名称(UPN)）
ActiveSync User Agent（ActiveSync 用户代理）（通常为设备平台或电子邮件客户端）

只要完成了主要快照并找到设备，您应能够添加常规或正则表达式规则。如果尚未完成主要快照，则只能添加正则表达式规则。

XenMobile Server XenMobile Server 规则。规则。XenMobile Server 规则是对提供托管设备相关规则的外部 XenMobile Server 的引用。XenMobile Server 可通过自
身的高级规则进行配置，这些规则可标识要基于 XenMobile 已知属性允许或阻止的设备（例如设备是否越狱或设备是否包含禁用的应用程
序）。XenMobile 评估高级规则并生成一组允许或阻止的 ActiveSync 设备 ID，然后将其传递到 XenMobile Mail Manager。

默认访问规则默认访问规则。。默认访问规则是唯一的，它可以潜在匹配每个设备，并且始终是最后一个被评估。此规则是一条笼统的规则，这意味着如果
给定的设备与本地规则或 XenMoble 服务器规则不匹配，该设备的所需访问状态将由默认访问规则的所需访问状态决定。

Def ault  Access –  AllowDef ault  Access –  Allow（默认访问 - 允许）。允许与本地规则或 XenMoble 服务器规则不匹配的任何设备。
Def ault  Access –  BlockDef ault  Access –  Block（默认访问 - 阻止）。阻止与本地规则或 XenMoble 服务器规则不匹配的任何设备。
Def ault  Access - UnchangedDef ault  Access - Unchanged（默认访问 - 未更改）。与本地规则或 XenMoble 服务器规则不匹配的任何设备将不会由 XenMobile

Mail Manager 以任何方式修改其访问状态。如果设备已被 Exchange 置于隔离模式，则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例如，从隔离模式删除设备的
唯一方法是使用显式本地规则或 XDM 规则覆盖隔离。

关于规则评估关于规则评估

对于 Exchange 向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报告的每个设备，将按照优先级从最高到最低的顺序对这些规则进行评估，如下所示：

本地规则
XenMobile Server 规则
默认访问规则

找到匹配项时，评估将停止。例如，如果本地规则与给定设备匹配，则不会根据任意 XenMobile Server 规则或默认访问规则对该设备进行评
估。这同样适用于给定的规则类型。例如，如果在本地规则列表中的某个给定设备有多个匹配项，则只要遇到第一个匹配项，评估即停止。

当设备属性发生变化、添加或删除设备或者规则本身发生变化时，XenMobile Mail Manager 会重新评估当前定义的规则集合。主要快照以可
配置的时间间隔选取设备属性更改和删除操作。次要快照以可配置的时间间隔选取新设备。

Exchange ActiveSync 还具有控制访问的规则。了解这些规则如何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环境下运行非常重要。Exchange 可能通过以
下三种级别的规则进行配置：个人免除、设备规则以及组织设置。XenMobile Mail Manager 通过以编程方式发出远程 PowerShell 请求来自
动化访问控制，以影响个人免除列表。这些是与给定邮箱关联的允许和阻止的 Exchange ActiveSync 设备 ID 列表。部署后，XenMobile Mail

Manager 有效地接替了 Exchange 中的免除列表的管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此 Microsoft 文章。

在为相同的字段定义了多条规则的情况下，分析特别有用。您可以对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行故障排除。请从规则字段的角度来执行分析；例
如，规则是在组中基于匹配的字段进行分析的（例如 ActiveSync 设备 ID、ActiveSync 设备类型、用户、用户代理等）。

规则术语：规则术语：

覆盖规则覆盖规则。当多条规则可以应用到同一设备时会发生覆盖。因为规则是按照列表中的优先级进行评估的，可能会应用的后面的规则实例可
能永远不会被评估。
冲突规则冲突规则。当多条规则可以应用到同一设备但访问状态（允许/阻止）不匹配时会发生冲突。如果冲突规则不是正则表达式规则，冲突将始
终隐式包含覆盖
补充规则。当多条规则是正则表达式规则时会发生补充，因此可能需要确保两个（或多个）正则表达式可以合并为一个正则表达式，或者
不复制功能。补充规则的访问状态（允许/阻止）可能还会发生冲突。
主要规则主要规则。主要规则是已在对话框内单击的规则。规则通过围绕它的实线框可视化地指示出来。该规则还将具有一个或两个绿色箭头，用
来指示向上或向下方向。如果箭头指向上方，该箭头指示辅助规则在主要规则前面。如果箭头指向下方，该箭头指示辅助规则在主要规则
后面。只有一个主要规则可以随时处于活动状态。
辅助规则辅助规则。辅助规则以某种方式与主要规则相关（通过覆盖、冲突或补充关系）。规则通过围绕它的虚线框可视化地指示出来。对于每条
主要规则，可以一条主要规则对应多条辅助规则。单击任何带有下划线的条目时，始终从主要规则的角度突出显示一条或多条辅助规则。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ff959225(v=exchg.14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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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辅助规则将被主要规则覆盖，和/或辅助规则的访问状态将与主要规则冲突，和/或辅助规则将对主要规则进行补充。

“Rule Analysis”“Rule Analysis”（规则分析）对话框中规则类型的界面外观（规则分析）对话框中规则类型的界面外观

当没有冲突、覆盖或补充时，Rule Analysis （规则分析）对话框中不包含带有下划线的条目。单击任何没有影响的项目；例如，正常选定项
目的视觉效果将会出现。

“Rule Analysis”（规则分析）窗口包含一个复选框，选中该复选框时，将仅显示冲突、替代、冗余或增补规则。

当出现覆盖时，至少有两条规则将加下划线，即主要规则以及一条或多条辅助规则。至少有一条辅助规则将以较浅字体显示，指示该规则已
被优先级较高的规则覆盖。您可以单击覆盖的规则以了解覆盖该规则的一条或多条规则。任何时间覆盖的规则都由于规则是主要规则或辅助
规则而突出显示，并且将在它旁边将显示一个黑色圆圈，以进一步指示该规则处于不活动状态。例如，在单击该规则之前，对话框显示如
下：

单击优先级最高的规则时，对话框显示如下：

在此示例中，正则表达式规则 WorkMail.* 是主要规则（以实线框指示），常规规则 workmailc633313818 是辅助规则（以虚线框指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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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规则旁边的黑点是一个视觉提示，可进一步指示由于它的前面有较高优先级的正则表达式而处于不活动状态（永远不会被评估）。单击覆
盖的规则后，对话框显示如下：

在上例中，正则表达式规则 WorkMail.* 是辅助规则（以虚线框指示），常规规则 workmailc633313818 是主要规则（以实线框指示）。对于
这一简单的示例，没有太大差异。对于更为复杂的示例，请参阅本主题中后面所述的复杂表达式示例。在定义了许多规则的情景中，单击覆
盖的规则将快速识别已覆盖该规则的一条或多条规则。

当出现冲突时，至少有两条规则将加下划线，即主要规则以及一条或多条辅助规则。发生冲突的规则用红点指示。只有相互冲突的规则才可
能定义了两条或多条正则表达式规则。在所有其他冲突情景中，不仅将有冲突，而且还会发生覆盖。在简单的示例中单击任一规则之前，对
话框显示如下：

检查这两条正则表达式规则即可明显发现，第一条规则允许设备 ID 包含“App”的所有设备，第二条规则拒绝设备 ID 包含 Appl 的所有设备。
此外，即使第二条规则拒绝了设备 ID 包含 Appl 的所有设备，也不会拒绝符合条件的设备，因为允许规则的优先级较高。单击第一条规则
后，对话框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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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景中，主要规则（正则表达式规则 App.*）和辅助规则（正则表达式规则 Appl.*）均以黄色突出显示。这只是一个视觉警告，提示您
已将多条正则表达式规则应用到单个匹配字段，这可能意味着会出现冗余问题或更严重的问题。

在同时存在冲突和覆盖的情景中，主要规则（正则表达式规则 App.*）和辅助规则（正则表达式规则 Appl.*）均以黄色突出显示。这只是一个
视觉警告，提示您已将多条正则表达式规则应用到单个匹配字段，这可能意味着会出现冗余问题或更严重的问题。

在上例中，显而易见，第一条规则（正则表达式规则 SAMSUNG.*）不仅覆盖下一条规则（常规规则 SAMSUNG-SM-G900A/101.40402），
而且这两条规则的访问状态有所不同（主要规则指定“允许”，辅助规则指定“阻止”）。第二条规则（常规规则 SAMSUNG-SM-

G900A/101.40402）以较浅文本显示，指示该规则已被覆盖，并因此处于不活动状态。

单击正则表达式规则后，对话框显示如下：

主要规则（正则表达式规则 SAMSUNG.*）后跟一个红点，指示其访问状态与一条或多条辅助规则发生冲突。辅助规则（常规规则
SAMSUNG-SM-G900A/101.40402）后跟一个红点，指示其访问状态与主要规则发生冲突，以及如果后跟黑点，则进一步指示该规则已被覆
盖，并因此处于不活动状态。

至少有两条规则将加下划线，即主要规则以及一条或多条辅助规则。仅相互补充的规则将只涉及正则表达式规则。当规则相互补充时，将以
黄色叠加表示。单击简单示例中的任一规则之前，对话框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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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测会很容易发现这两条规则都是正则表达式规则，都已应用到 XenMobile Mail Manager 中的 ActiveSync 设备 ID 字段。单击第一条规则
后，对话框显示如下：

主要规则（正则表达式规则 WorkMail.*）以黄色叠加突出显示，指示至少存在一个是正则表达式的其他辅助规则。辅助规则（正则表达式规
则 SAMSUNG.*）以黄色叠加突出显示，指示辅助规则与主要规则都是要应用到 XenMobile Mail Manager 内同一字段的正则表达式规则；在
此情况下，该字段为 ActiveSync 设备 ID 字段。这些正则表达式可能叠加，也可能不叠加。是否正确制作正则表达式由您来决定。

复杂表达式示例复杂表达式示例

许多潜在的覆盖、冲突或补充都可能会发生，使其不可能举例说明所有可能的情景。下例探讨了不会执行的操作，同时还阐明了规则分析视
觉构建的强大功能。大多数项目在下图中加了下划线。许多项目以较浅的字体显示，指示存在问题的规则已被优先级较高的规则以某种方式

覆盖。多条正则表达式规则也包括在列表中，由  图标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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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析覆盖如何分析覆盖

要查看覆盖了特定规则的一条或多条规则，您可以单击该规则。

示例示例 1 1：此示例调查了覆盖 zentrain01@zenprise.com 的原因。

主要规则（AD-Group 规则 zenprise/TRAINING/ZenTraining B，zentrain01@zenprise.com 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具有以下特性：

以蓝色突出显示并且具有实线框。
具有一个指向上方的绿色箭头（指示一条或多条辅助规则都能够在该箭头上方找到）。
后跟一个红色圆圈和一个黑色圆圈，分别指示一条或多条辅助规则与其访问状态存在冲突，并且主要规则已被覆盖且因此处于不活动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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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滚动时，您会看到以下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条辅助规则覆盖主要规则：正则表达式规则 zen.* 和常规规则 zentrain01@zenprise.com（属于
zenprise/TRAINING/ZenTraining A）。对于后一条辅助规则，出现了以下情况：Active Directory 组规则 ZenTraining A 包含用户
zentrain01@zenprise.com，Active Directory 组规则 ZenTraining B 也包含用户 zentrain01@zenprise.com。但是，由于辅助规则的优先级高
于主要规则，因此主要规则被覆盖。主要规则的访问状态是“允许”，并且由于这两条辅助规则的访问状态都是“阻止”，因此，后跟一个红色圆
圈以进一步指示访问冲突。

示例示例 2 2：此示例显示了覆盖 ActiveSync 设备 ID 为 069026593E0C4AEAB8DE7DD589ACED33 的设备的原因：

主要规则（常规设备 ID 规则 069026593E0C4AEAB8DE7DD589ACED33）具有以下特性：

以蓝色突出显示并且具有实线框。
具有一个指向上方的绿色箭头（指示辅助规则能够在该箭头上方找到）。
后跟一个黑色圆圈，指示辅助规则已覆盖主要规则，并因此处于非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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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条辅助规则将覆盖主要规则：正则表达式 ActiveSynce 设备 ID 规则 3E.*。由于正则表达式 3E.* 将与
069026593E0C4AEAB8DE7DD589ACED33 匹配，因此，主要规则永远不会被评估。

如何分析补充和冲突如何分析补充和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规则是正则表达式 ActiveSync 设备类型规则 touch.*。特性如下：

以实线框指示，并使用黄色叠加作为警告，提示正在针对特定规则字段运行多条正则表达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为 ActiveSync 设备类型。
两个箭头分别指向上方和下方，指示至少存在一条具有较高优先级的辅助规则以及至少存在一条具有较低优先级的辅助规则。
箭头旁边的红色圆圈指示至少一条辅助规则的访问状态设置为“允许”，与主要规则的访问状态“阻止”相冲突
存在两条辅助规则，即正则表达式 ActiveSync 设备类型规则 SAM.* 和正则表达式 ActiveSync 设备类型规则 Andro.*

这两条辅助规则都加了虚线框，指示其属于辅助规则。
这两条辅助规则都以黄色叠加，指示其是对 ActiveSync 设备类型的规则字段的补充应用。
在此类情景中，您应确保其正则表达式规则不冗余。

如何进一步分析规则如何进一步分析规则

本示例探讨了规则关系如何始终从主要规则的角度建立。上例显示了如何单击应用到设备类型值为 touch.* 的规则字段的正则表达式规则。
单击辅助规则 Andro.* 将显示一组不同的辅助规则已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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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示例显示了规则关系中包含的覆盖规则。此规则是常规 ActiveSync 设备类型规则 Android，已被覆盖（通过旁边的浅色字体和黑色圆圈指
示）并且其访问状态还与主要规则正则表达式 ActiveSync 设备类型规则 Andro.* 发生冲突；在单击该规则之前，该规则是辅助规则。在上例
中，常规 ActiveSync 设备类型规则 Android 未显示为辅助规则，因为从主要规则（正则表达式 ActiveSync 设备类型规则 touch.*）的角度来
看，该规则与主要规则不相关。

1. 单击 Access RuleAccess Rules（访问规则）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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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Device IDDevice ID（设备 ID）列表中，选择要为其创建本地规则的字段。
3. 单击放大镜图标显示所选字段的所有唯一匹配项。在此示例中，已选择 Device T ypeDevice T ype（设备类型）字段，选项显示在下面的列表框中。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939https://docs.citrix.com

 

4. 在结果列表框中单击其中一个项目，然后单击以下选项之一：
允许允许表示 Exchange 将配置为允许所有匹配设备的 ActiveSync 流量。
拒绝拒绝表示 Exchange 将配置为拒绝所有匹配设备的 ActiveSync 流量。

在此示例中，设备类型为 TouchDown 的所有设备将被拒绝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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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则表达式本地规则可通过其旁边显示的图标进行区分 - 。要添加正则表达式规则，您可以通过给定字段的结果列表中的现有值来构建

正则表达式规则（只要已完成主要快照），或只需键入您想要的正则表达式。

从现有字段值构建正则表达式从现有字段值构建正则表达式

1. 单击 Access RulesAccess Rules（访问规则）选项卡。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941https://docs.citrix.com

2. 在设备设备 ID ID  列表中，选择要为其创建正则表达式本地规则的字段。

3. 单击放大镜图标显示所选字段的所有唯一匹配项。在此示例中，已选择 Device TypeDevice Type（设备类型）字段，选项显示在下面的列表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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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结果列表中的其中一个项目。在此示例中，已选择 SAMSUNGSPHL7 20SAMSUNGSPHL7 20，并显示在 Device TypeDevice Type（设备类型）旁边的文本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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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允许设备类型值中包含“Samsung”的所有设备，请按照以下步骤添加正则表达式规则：

    a. 在所选项目文本框内单击。

    b. 将文本从 SAMSUNGSPHL720 更改为 SAMSUNG.*

    c. 确保选中正则表达式复选框。

    d. 单击 AllowAllow（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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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Local Rules（本地规则）选项卡。
2. 要输入正则表达式，需要使用“设备 ID”列表和所选项目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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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匹配的字段。此示例使用设备类型。
4. 键入正则表达式。此示例使用 samsung.*

5. 确保选中正则表达式复选框，然后单击允许或拒绝。在此示例中，选择的是允许，因此最终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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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中正则表达式复选框，可以针对与给定表达式匹配的特定设备运行搜索。此功能仅在成功完成主要快照时可用。即使没有计划使用正
则表达式规则，您也可以使用此功能。例如，假定您要查找 ActiveSync 设备 ID 中包含文本“workmail”的所有设备。为此，请执行以下过程。

1. 单击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选项卡。
2. 确保设备匹配字段选择器设置为设备 ID（默认）。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947https://docs.citrix.com

3. 在所选项目文本框（上图中以蓝色显示的框）中单击，然后键入 workmail.*。
4. 确保选中正则表达式复选框，然后单击放大镜图标显示匹配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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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基于 ActiveSync 设备选项卡上的用户、设备 ID 或设备类型添加静态规则。
1. 单击 ActiveSync 设备选项卡。
2. 在列表中，右键单击用户、设备或设备类型，然后选择是允许所选内容还是拒绝所选内容。
下图显示了选定 user1 时的“允许”/“拒绝”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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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XenMobile Mail Manager 中的监视器监视器选项卡，可以浏览已检测到的 Exchange ActiveSync 和黑莓设备以及已发出的自动化 PowerShell

命令的历史记录。监视器监视器选项卡有以下三个选项卡：

Act iveSync DevicesAct iveSync Devices（ActiveSync 设备）：
您可以通过单击导出导出按钮导出显示的 ActiveSync 设备合作伙伴关系。
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用户用户、设备设备 ID ID  或类型类型列并选择适当的允许或阻止规则类型来添加本地（静态）规则。
要折叠展开的行，请按住 Ctrl 键并单击该展开的行。

Blackberry DevicesBlackberry Devices（黑莓设备）
Aut omat ion Hist oryAut omat ion Hist ory（自动化历史记录）

配置配置选项卡显示所有快照的历史记录。快照历史记录显示快照发生的时间、发生了多久、检测到多少设备以及出现的任何错误。

在 ExchangeExchange 选项卡中，单击所需 Exchange Server 的信息图标。
在 MSPMSP  选项卡中，单击所需黑莓服务器的信息图标。

XenMobile Mail Manager 将错误和其他操作信息记录到其日志文件：<安装文件夹>\log\XmmWindowsService.log。XenMobile Mail

Manager 还将重要事件记录到 Windows 事件日志。

以下列表包括常见错误：

XenMobile Mail Manager Service XenMobile Mail Manager Service 未启动未启动

检查日志文件和 Windows 事件日志中的错误。包括以下典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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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Mail Manager Service 无法访问 SQL Server。以下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此情况：
SQL Server 服务不在运行。
身份验证失败。

如果已配置 Windows 集成身份验证，必须允许 XenMobile Mail Manager Service 的用户帐户进行 SQL 登录。XenMobile Mail Manager

Service 的帐户默认设置为“Local System”（本地系统），但是可能更改为任何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的帐户。如果已配置 SQL 身份验证，必
须在 SQL 中正确配置 SQL 登录。

为移动服务提供商 (MSP) 配置的端口不可用。必须选择未被系统中其他进程使用的侦听端口。

XenMobile XenMobile 无法连接到无法连接到 MSP MSP

检查是否已在 XenMobile Mail Manager 控制台的配置 > MSP 选项卡中正确配置 MSP 服务端口和传输。检查是否已正确设置授权组或用
户。
如果已配置 HTTPS，则必须安装有效的 SSL 服务器证书。如果已安装 IIS，IIS Manager 可以用来安装证书。如果未安装 IIS，有关安装证书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733791.aspx。

XenMobile Mail Manager 包含测试与 MSP Service 的连接的实用程序。运行 <安装文件夹>MspTestServiceClient.exe 程序并且将 URL 和凭
据设置为将在 XenMobile 中配置的 URL 和凭据，然后单击 Test Connectivity（测试连接）。这会模拟 XenMobile Service 发出的 Web 服务
请求。注意，如果已配置 HTTPS，您必须指定服务器的实际主机名称（在 SSL 证书中指定的名称）。

注意注意：使用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时，请确保至少具有一条 ActiveSyncDevice 记录，否则测试可能会失败。

Support\PowerShell 文件夹中提供了一组用于故障排除的 PowerShell 实用程序。

故障排除工具将对用户的邮箱和设备执行深度分析（从而检测错误条件和潜在的故障区域）并对用户执行深度 RBAC 分析。该工具可以将所
有 cdmlet 的原始输出保存到一个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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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Feb 21, 2018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向 NetScaler 提供 ActiveSync 客户端的设备级别授权服务，而 NetScaler 用作 Exchange

ActiveSync 协议的反向代理。授权由在 XenMobile 中定义的策略组合以及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本地定义的规则控
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中的 ActiveSync Gateway。

有关详细的参考体系结构图，请参阅《XenMobile 部署手册》中的适用于本地部署的参考体系结构一文。

本文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监视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模拟与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之间的 ActiveSync 流量
为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选择过滤器
配置到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连接
从 XenMobile 中导入策略
配置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策略模式
配置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为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选择安全模型
管理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安装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系统要求
部署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提供详细的日志记录， 可用于查看 Secure Mobile Gateway 允许或阻止的 通
过 Exchange Server 的所有流量。

使用日志日志选项卡可查看由 NetScaler 转发到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以进行授权的 ActiveSync 请求的历史记录。

为确保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Web 服务运行，还可将 以下 URL 加载到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服务器的
浏览器中： http:///services/ActiveSync/Version。如果 URL 以字符串形式返回 产品版本，则 Web 服务为 可响应。

可以使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模拟启用了您的策略时 ActiveSync 流量的具体表现。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中，单击 S imulat ionsSimulat ions（模拟）选项卡。结果将根据您已配置的规则显示策略的应用方式。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过滤器的工作方式是针对给定策略违规情况或属性设置分析设备。如果设备满足条件，则将
设备放入设备列表中。此设备列表既不是允许列表也不是阻止列表。它是满足定义条件的设备的列表。在 XenMobile 中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可使用下列过滤器。
加入黑名单的应用程序加入黑名单的应用程序。基于由黑名单策略定义的设备列表以及是否存在加入黑名单的应用程序来允许或拒绝设备。
仅限加入白名单的应用程序仅限加入白名单的应用程序。基于由白名单策略定义的设备列表以及是否存在未加入白名单的应用程序来允许或拒绝设备。
未托管设备未托管设备。创建包括 XenMobile 数据库中所有设备的设备列表。需要在阻止模式下部署移动应用程序网关。
已获得已获得 Root   Root  权限的权限的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已越狱的已越狱的 iOS  iOS 设备设备。创建包括所有标记为获得 root 权限的设备的设备列表，并根据获
得 root 权限的状态允许或拒绝。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activesync-gatewa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categories/solution_content/implementation_guides/xenmobile-deployment/design-and-configure/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170059420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78543505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78746121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131866238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181454112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31163875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1317216758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111633322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78816849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1197032460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netscaler-connector.html#par_anchortitle_156707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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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规设备不合规设备。允许您拒绝或允许满足自己内部 IT  合规条件的设备。合规是由名为不合规的设备属性定义的任意设置，它是
一个可以为真或假的布尔标志。（可以手动创建此属性并设定值，或者也可在设备满足或不满足特定条件时，使用自动操作
在设备上创建此属性。）
不合规不合规 =   =  真真。如果设备不满足您 IT  部门设定的合规标准和策略定义，则该设备不合规。
不合规不合规 =   =  假假。。如果设备满足您 IT  部门设定的合规标准和策略定义，则该设备合规。

不合规密码不合规密码。创建设备上没有通行码的所有设备的设备列表。
已吊销状态已吊销状态。创建所有已吊销设备的设备列表，并根据吊销状态允许或拒绝。
非活动设备非活动设备。创建在指定时间段内与 XenMobile 没有通信（并因此视为处于非活动状态）的设备的设备列表，然后相应允
许或拒绝设备。
匿名设备匿名设备。允许或拒绝在 XenMobile 中已注册但用户的身份未知的设备。例如，可以是以前注册的用户，但用户的 Active

Directory 密码已过期，或者是用未知凭据注册的用户。
隐式允许隐式允许//拒绝拒绝。创建不满足其他任何过滤器规则条件的所有设备的设备列表，并根据该列表允许或拒绝。隐式允许/拒绝选
项确保设备选项卡中的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状态启用，并显示设备的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状
态。隐式允许/拒绝选项还控制所有其他尚未被选定的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过滤器。例如，加入黑名单的应用
程序将被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拒绝（阻止），而其他所有过滤器将被允许，因为隐式允许/拒绝选项被选定
为允许。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通过安全 Web 服务与 XenMobile 和其他远程配置提供程序进行通信。

1. 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中，单击 Conf ig ProvidersConf ig Providers（配置提供程序）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Add（添加）。

2. 在 Conf ig ProvidersConf ig Providers（配置提供程序）对话框中，在 NameName（名称）中输入用户名，该用户名具有管理权限并用于
XenMobile Server 的基本 HTTP 授权。

3. 在 URLURL 中，输入 XenMobile GCS 的 Web 地址，格式通常为
https:///instanceName/services/MagConfigService。MagConfigService 名称区分大小写。

4. 在 PasswordPassword（密码）中，输入将用于 XenMobile Server 的基本 HTTP 授权的密码。
5. 在 Managing HostManaging Host（管理主机）中输入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服务器名称。
6. 在 Baseline Int ervalBaseline Int erval（基准时间间隔）中，指定从 Device Manager 提取新刷新的动态规则集的时间间隔。
7. 在 Delt a int ervalDelt a int erval（时间间隔差）中，指定提取到动态规则更新时的时间间隔。
8. 在 Request  T imeoutRequest  T imeout（请求超时）中，指定服务器请求超时的时间间隔。
9. 在 Conf ig ProviderConf ig Provider（配置提供程序）中，选择配置提供程序服务器实例是否提供策略配置。

10. 在 Event s EnabledEvent s Enabled（事件已启用）中，如果希望在设备被阻止时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通知 XenMobile，则启
用此选项。如果在任何 XenMobile 自动操作中都使用了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规则，则此选项是必需的。

11. 单击 SaveSave（保存），然后单击 T est  Connect ivit yT est  Connect ivit y（测试连接），测试“网关到配置”提供程序的连接性。如果连接失败，
请检查本地防火墙设置是否允许连接，或与管理员联系。

12. 连接成功后，取消选中 DisabledDisabled（已禁用）复选框，然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添加新的配置提供程序时，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会自动创建一个或多个与提供程序关联的策略。这些策略由模板
定义进行定义，模板定义包含在 NewPolicyTemplate 部分的 config\policyTemplates.xml 中。会为在本部分中定义的每个策
略元素创建一个新策略。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操作员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策略元素：策略元素符合架构定义，并且不修改标准替换字符串（用括号括
起）。接下来，为提供程序添加新组并更新策略以将新组包括在内。

1. 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figuration 配置实用程序中，单击 Conf ig ProvidersConf ig Providers（配置提供程序）选项卡，然后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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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Add（添加）。
2. 在 Conf ig ProvidersConf ig Providers（配置提供程序）对话框中，在 NameName（名称）中，输入将用于 XenMobile Server 基本 HTTP 授权以
及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名。

3. 在 URLURL 中，输入 XenMobile 网关配置服务 (GCS) 的 Web 地址，格式通常为
https://xdmHost/xdm/services/MagConfigService。MagConfigService 名称区分大小写。

4. 在 PasswordPassword（密码）中，输入用于 XenMobile Server 的基本 HTTP 授权的密码。
5. 单击 T est  Connect ivit yT est  Connect ivit y（测试连接），测试网关到配置提供程序的连接。如果连接失败，请检查本地防火墙设置是否允许
连接，或与管理员核查。

6. 连接成功后，取消选中 DisabledDisabled（禁用）复选框，然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7. 在 Managing HostManaging Host（管理主机）中，保留本地主机计算机的默认 DNS 名称。在多个 Forefront Threat Management

Gateway (TMG) 服务器配置在一个阵列中时，此设置用于协调与 XenMobile 的通信。

保存设置后，打开 GCS。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可采用以下六种模式运行：

Allow AllAllow All（全部允许）。此策略模式授权对通过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所有流量进行访问。不使用其他过滤
规则。
Deny AllDeny All（全部拒绝）。此策略模式阻止对通过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所有流量进行访问。不使用其他过滤规
则。
St at ic Rules: Block ModeSt at ic Rules: Block Mode（静态规则: 阻止模式）。此策略模式执行在结尾具有隐式拒绝或阻止语句的静态规则。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阻止其他过滤规则不允许使用的设备。
St at ic Rules: Permit  ModeSt at ic Rules: Permit  Mode（静态规则: 允许模式）。此策略模式执行在结尾具有隐式许可或允许语句的静态规则。允许
未被阻止的设备或被其他过滤规则拒绝的设备通过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St at ic +  ZDM RuleSt at ic +  ZDM Rules: Block Mode（静态 + ZDM 规则: 阻止模式）。此策略模式首先执行静态规则，然后执行来自
XenMobile 的、在结尾具有隐式拒绝或阻止语句的动态规则。将根据已定义的过滤器和 Device Manager 规则允许或拒绝设
备。与定义的过滤器和规则不匹配的任何设备都会被阻止。
St at ic +  ZDM RuleSt at ic +  ZDM Rules: Permit Mode（静态 + ZDM 规则: 允许模式）。此策略模式首先执行静态规则，然后执行来自
XenMobile 的、在结尾具有隐式许可或允许语句的动态规则。将根据已定义的过滤器和 XenMobile 规则允许或拒绝设备。
与定义的过滤器和规则不匹配的任何设备都会被允许。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根据 iOS 唯一的 ActiveSync ID 以及从 XenMobile 收到的基于 Windows 的移动设备，处理
动态规则的允许或阻止。Android 设备的特性由于制造商不同而有所不同，且有些设备没有准备好公开唯一的 ActiveSync ID。
为进行补偿，XenMobile 会发送 Android 设备的用户 ID 信息，以便做出允许或阻止决定。因此，如果用户只有一个 Android 设
备，则其允许和阻止功能正常。如果用户具有多个 Android 设备，则所有设备都被允许，因为无法区别 Android 设备。可以将
网关配置为通过 ActiveSyncID（如果已知）静态阻止这些设备。还可以将网关配置为根据设备类型或用户代理进行阻止。

要指定策略模式，请在 SMG Controller 配置实用程序中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 Pat h F ilt ersPat h Filt ers（路径过滤器）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2. 在 Pat h Propert iesPat h Propert ies（路径属性）对话框中，从 PolicyPolicy（策略）列表中选择策略模式，然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可在配置实用程序的策略策略选项卡中查看这些规则。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中自上而下处理这些规则。“Allow”（允
许）策略显示时带有绿色选中标记。“拒绝”策略显示为红色圆圈，中间横穿一条直线。要刷新屏幕并查看最新更新的规则，请
单击刷新刷新。也可在 config.xml 文件中修改规则的顺序。

要测试规则，请单击 Simulator（模拟器）选项卡。在字段中指定值。这些值也可从日志中获得。将出现指定 允许或 阻止的结
果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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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具有 ActiveSync 连接 HTTP 请求的 ISAPI 过滤功能读取的值的静态规则。静态规则使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能够根据下列准则允许或阻止流量：

用户用户。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使用在设备注册时捕获的授权用户值和名称结构。其常见形式是“域\用户名”，由运
行 XenMobile 的服务器引用，该服务器通过 LDAP 连接到 Active Directory。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
序中的 LogLog（日志）选项卡将显示通过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传递的值。如果需要确定值结构或者值结构不同，
则将传递这些值。
Deviceid (Act iveSyncID)Deviceid (Act iveSyncID)。也称为所连接设备的 ActiveSyncID。此值通常可在 XenMobile 控制台的特定设备属性页面中
找到。此值也可从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的 Log（日志）选项卡中筛选出来。
DeviceT ypeDeviceT ype。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可确定设备是 iPhone、iPad 还是其他设备类型，并能根据准则加以允许或
阻止。与其他值一样，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可显示为 ActiveSync 连接处理的所有已连接设备的类
型。
UserAgentUserAgent。包含有关所使用的 ActiveSync 客户端的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定的值对应于移动设备平台的特定操作系
统内部版本和版本。

在服务器上运行的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始终管理静态规则。

1. 在 SMG Controller 配置实用程序中，单击 St at ic RulesSt at ic Rules（静态规则）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Add（添加)。
2. 在 St at ic Rule Propert iesSt at ic Rule Propert ies（静态规则属性）对话框中，指定要用作条件的值。例如，可通过输入用户名（例如

AllowedUser）然后取消选中 DisabledDisabled（禁用）复选框，输入允许访问的用户。
3. 单击 SaveSave（保存）。

静态规则现在即生效。此外，还可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定义值，但必须在 config.xml 文件中启用规则处理模式。

Device Manager 中的设备策略和属性定义动态规则，并且可以触发动态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过滤器。触发器建
立在是否存在策略冲突或属性设置的基础之上。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过滤器的工作方式是针对给定策略违规情况
或属性设置分析设备。如果设备满足条件，则将设备放入设备列表中。此设备列表既不是允许列表也不是阻止列表。它是满足
定义条件的设备的列表。通过下列配置选项可定义是否要使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允许或拒绝设备列表中的设
备。

注意注意：必须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配置这些动态规则。
1. 在 XenMobile 控制台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此时将显示设置设置页面。

2. 在服务器服务器下面，单击 Act iveSync Gat ewayAct iveSync Gat eway。此时将显示 ActiveSync Gateway 页面。

3. 在激活以下规则激活以下规则中，选择要激活的一个或多个规则。

4. 在“仅限 Android”下，在将将 Android  Android 域用户发送到域用户发送到 Act iveSync Gat eway Act iveSync Gat eway  中单击是是，以确保 XenMobile 将 Android 设备信
息发送到 Secure Mobile Gateway。启用了此选项时，如果 XenMobile 不具有 Android 设备用户的 ActiveSync 标识
符，XenMobile 会将 Android 设备信息发送到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可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的策略策略选项卡的默认配置中查看基本策略。如果要创建自定义策略，可编
辑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ML 配置文件 (config\config.xml)。

1. 在文件中找到 PolicyListPolicyList  部分，然后添加新的 PolicyPolicy  元素。
2. 如果还需要新组，例如另一个静态组或支持另一个 GCP 的组，请将新 GroupGroup 元素添加到 GroupListGroupList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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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也可通过重新排列 GroupRefGroupRef  元素，更改现有策略中组的顺序。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使用 XML 配置文件来规定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操作。此外，此文件还指定组
文件和过滤器在评估 HTTP 请求时采取的关联操作。默认情况下，此文件命名为 config.xml 且位于：..\Program

Files\Citrix\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config\。

GroupRef 节点定义逻辑组名称 - 默认情况下为 AllowGroup 和 DenyGroup。
 
注意注意：GroupRef 节点在 GroupRefList 节点中出现的顺序非常重要。
GroupRef 节点的 ID 值标识逻辑容器或用于匹配特定用户帐户或设备的成员集合。操作属性指定过滤器处理与集合中的规则匹
配的成员的方式。例如，与 AllowGroup 集中的规则匹配的用户帐户或设备将为“pass”。pass 表示允许其访问 Exchange CAS。
与 DenyGroup 集中的规则匹配的用户帐户或设备为“rejected”。rejected 表示不允许其访问 Exchange CAS。

特定的用户帐户/设备或组合满足两个组中的规则时，会使用优先级约定来引导请求的结果。优先级通过 GroupRef 节点在
config.xml 文件中的自上而下的顺序体现。GroupRef 节点以优先级顺序排序。“允许”组中针对给定条件的规则将始终优先于“拒
绝”组中针对相同条件的规则。

此外，config.xml 还定义组节点。这些节点将逻辑容器 AllowGroup 和 DenyGroup 链接到外部 XML 文件。存储在外部文件中
的条目构成过滤器规则的基础。
 
注意注意：在本版本中，仅支持外部 XML 文件。
默认安装会在配置中实施两个 XML 文件 - allow.xml 和 deny.xml。

可以将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为基于以下属性，选择性地阻止或允许 ActiveSync 请求：Act ive Sync Act ive Sync 服务服务
IDID、设备类型设备类型、用户代理用户代理（设备操作系统）、授权用户授权用户和 Act iveSync Act iveSync 命令命令。

默认配置支持静态和动态组的 组合。通过 使用 SMG Controller 配置实用程序维护 静态组。静态组可由已知类别的设备组成，
如使用给定用户代理的所有设备。

名为网关配置提供程序的外部源负责维护动态组。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将定期连接这些组。XenMobile 可将允许
和阻止设备和用户的组导出到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动态组由称为“网关配置提供程序”的外部源维护，并由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定期收集。XenMobile 可将允许和阻
止设备和用户的组导出到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策略是组的有序列表，其中每个组都有关联的操作（允许或阻止）和组成员列表。一个策略可以有任何数量的组。策略内组的
排序很重要，因为找到匹配项时就会执行组的操作，不会评估后续的组。

成员定义匹配请求中属性的方式。可以匹配单个属性，如设备 ID，或多个属性，如设备类型和用户代理。

建立安全模型对于为任何规模的组织成功部署移动设备都至关重要。默认情况下，通常使用受保护或被隔离的网络控制来允许
访问用户、计算机或设备。这种做法并非始终属于理想做法。对于确保移动设备的安全性，每个管理 IT  安全的组织的做法会略
有不同，或者采用定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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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逻辑适用于移动设备安全性。由于移动设备和类型、每个用户的移动设备以及操作系统平台和应用程序的数量都非常
大，因此，使用宽容模型属于较差的选择。在大多数组织中，受限模式将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

Citrix 允许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与 XenMobile 集成的配置方案如下：

许可模型（允许模式）

许可安全模型的运行前提是，默认情况下允许或授权任何设备进行访问。只有通过规则和过滤，某些设备才将被阻止并应用限
制。宽容安全模型非常适合对移动设备的安全要求相对宽松的组织。该模型仅应用限制性控制来在适当的位置拒绝访问（策略
规则失败时）。

限制性模型（阻止模式）

受限安全模型的运行前提是，默认情况下不允许或授权任何设备进行访问。通过安全检查点的任何访问都要进行过滤和检查，
并且拒绝访问，除非允许访问的规则获得通过。受限安全模型适合对移动设备具有相对严格的安全标准的组织。该模式仅在所
有允许访问的规则都通过时，才授权访问网络服务的使用和功能。

可以使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构建访问控制规则。这些规则允许或阻止访问来自托管设备的 ActiveSync 连接请
求。访问基于设备状态、应用程序黑名单或白名单以及其他合规条件。

使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 可以构建强制执行公司电子邮件策略的动态和静态规则， 从而阻止违
反合规性标准 的用户。也可以 设置电子邮件附件加密，使通过您的 Exchange Server 到达托管设备的 所有附件都被加密，且
只有获得授权的用户才能在 托管设备上查看。

1. 用管理员帐户运行 XncInstaller.exe。
2.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卸载。

1. 用管理员帐户运行 XncInstaller.exe 以安装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NC)，或者升级或删除现有的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2. 按照 屏幕上的说明完成安装、升级或卸载。

安装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后，必须手动重新启动 XenMobile 配置服务 和通知服务。

可以将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安装在其自己的服务器上，或与 XenMobile 安装在相同的服务器上。

可出于以下原因考虑将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安装在其自己的服务器上（与 XenMobile 分开）：
如果您的 XenMobile Server 远程托管在云中（物理位置）。
如果您不希望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受 XenMobile Server 的重新启动影响（可用性）。
希望服务器的系统资源完全专用于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性能）。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在服务器上放置的 CPU 负载取决于托管的设备数量。惯例为，如果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与 XenMobile 部署在相同的服务器上，则会再置备一个 CPU 核心。对于大量设备（超过 50000 个），如果没有群
集环境，可能需要置备更多核心。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内存占用量不足，无法保证更多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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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通过 NetScaler 设备上配置的 SSL 桥接与 NetScaler 进行通信。该桥接允许设备将所有安全
流量直接桥接到 XenMobile。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要求以下最低系统配置：

ComponentComponent RequirementRequirement

计算机和处理器 733 MHz Pentium III 733 MHz 或更高版本的处理器。2.0 GHz Pentium III 或更高版本的处理器（建议）

NetScaler NetScaler 设备，软件版本 10

内存 1 GB

硬盘 具有 150 MB 可用硬盘空间的 NTFS 格式本地分区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SP2、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其他设备 与主机操作系统兼容的网络适配器（用于与内部网络通信）

显示 V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主机计算机要求以下最小可用硬盘空间：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10 -15 MB（建议 100 MB）
日志记录日志记录。1 GB（建议 20 GB）

有关支持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平台的信息，请参阅 XenMobile 中支持的平台。

设备电子邮件客户端设备电子邮件客户端

并非所有电子邮件客户端都一致地为设备返回相同的 ActiveSync ID。由于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 要求每个设备具有
唯一的 ActiveSync ID，因此，仅支持为每个设备一致地生成相同的唯一 ActiveSync ID 的电子邮件客户端。Citrix 已测试这些
电子邮件客户端，并且这些客户端在执行时没有错误：

HTC 本机电子邮件客户端
Samsung 本机电子邮件客户端
iOS 本机电子邮件客户端
TouchDown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使您可以使用 NetScaler 来代理并平衡 XenMobile Server 与 XenMobile 托管设备之间的通信
负载。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定期与 XenMobile 通信以同步策略。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和 XenMobile
可以共同或单独组成群集，并且可以通过 NetScaler 平衡负载。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xmob-system-requirements/xmob-10-supported-device-platfor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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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Net Scaler Connect or XenMobile Net Scaler Connect or 服务服务。此服务提供一个 REST Web 服务界面，NetScaler 可以调用该界面以确定来自
设备的 ActiveSync 请求是否获得授权。
XenMobile XenMobile 配置服务配置服务。此服务与 Device Manager 进行通信，将 Device Manager 策略更改与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同步。
XenMobile XenMobile 通知服务通知服务。此服务将未经授权的设备访问通知发送到 Device Manager。这样，Device Manager 可以采取恰当
的措施，例如通知用户设备被阻止的原因。
XenMobile Net Scaler XenMobile Net Scaler 配置实用程序配置实用程序。此应用程序允许管理员配置并监控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要使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接收来自 NetScaler 的授权传输 ActiveSync 流量的请求，请执行以下操作。指定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在上面侦听 NetScaler Web 服务调用的端口。

1. 从开始开始菜单中，选择 XenMobile NetScaler 配置实用程序。
2. 单击 Web ServiceWeb Service（Web 服务）选项卡，然后键入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Web 服务的侦听地址。可以选择

HT T PHT T P  或 HT T PSHT T PS，或者同时选择两者。如果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与 XenMobile 的位置相同（安装在同一服务
器上），请选择与 XenMobile 不冲突的端口值。

3. 配置值后，单击 SaveSave（保存），然后单击 St art  ServiceSt art  Service（启动服务），启动 Web 服务。

要配置将应用于托管设备的访问控制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XenMobile NetScaler 配置实用程序中，单击 Pat h F ilt ersPat h Filt ers（路径过滤器）选项卡。
2. 选择第一行 Microsof t -Server-Act iveSync is f or Act iveSyncMicrosof t -Server-Act iveSync is f or Act iveSync（Microsoft-Server-ActiveSync 适用于 ActiveSync），然
后单击 EditEdit（编辑）。

3. 从 PolicyPolicy（策略）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策略。对于包含 XenMobile 策略的策略，请选择 St at ic +  ZDM: Permit  ModeSt at ic +  ZDM: Permit  Mode（静（静
态态 +  ZDM:  +  ZDM: 允许模式）或允许模式）或  St at ic +  ZDM: Block ModeSt at ic +  ZDM: Block Mode（静态 + ZDM: 阻止模式）。这些策略将本地（或静态）规则与
XenMobile 的规则组合在一起。Permit Mode（允许模式）表示允许未被规则明确识别的所有设备访问 ActiveSync。Block

Mode（阻止模式）表示阻止此类设备。
4. 设置策略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指定要与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和 NetScaler 结合使用的 XenMobile Server（又称为配置提供程序）的名称和属
性。

注意注意：此任务假定您已安装并配置 XenMobile。

1. 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实用程序中，单击 Conf ig ProvidersConf ig Providers（配置提供程序）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Add（添加）。

2. 输入您在此部署中使用的 XenMobile Server 的名称和 URL。如果您在多租户部署中部署了多个 XenMobile Server，则对每
个服务器实例而言，此名称必须唯一。例如，可以在 NameName（名称）字段中键入 XMSXMS。

3. 在 URLURL 中，输入 XenMobile 全局配置提供程序 (GCP) 的 Web 地址，格式通常为
https:///instanceName/services/MagConfigService。MagConfigService 名称区分大小写。

4. 在 PasswordPassword（密码）中，输入将用于 XenMobile Web 服务器的基本 HTTP 授权的密码。
5. 在 Managing HostManaging Host（管理主机）中，输入安装了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的服务器的名称。
6. 在 Baseline Int ervalBaseline Int erval（基准时间间隔）中，指定从 XenMobile 提取新刷新的动态规则集的时间间隔。
7. 在 Request  T imeoutRequest  T imeout（请求超时）中，指定服务器请求超时的时间间隔。
8. 在 Conf ig ProviderConf ig Provider（配置提供程序）中，选择配置提供程序服务器实例是否提供策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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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Event s EnabledEvent s Enabled（事件已启用）中，如果希望在设备被阻止时 Secure Mobile Gateway 通知 XenMobile，则启用此选
项。如果在任何 Device Manager 自动操作中都使用了 Secure Mobile Gateway 规则，则此选项是必需的。

10. 配置服务器后，单击 T est  Connect ivit yT est  Connect ivit y（测试连接），测试与 XenMobile Server 的连接。
11. 在建立连接后，单击 SaveSave（保存）。

如果要扩展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和 XenMobile 部署，可在多个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实例，全都指向同一 XenMobile 实例，然后可使用 NetScaler 来平衡服务器的负载。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有两种模式：

在非共享模式下，每个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实例都与一个 XenMobile Server 进行通信，并且保存所产生的自
己的私人副本。例如，如果您有一群 XenMobile Server，则可在每个 XenMobile Server 上运行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实例，然后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将从本地 XenMobile 获取策略。
在共享模式下，将一个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节点指定为主节点，该节点将与 XenMobile 进行通信。产生的配
置通过 Windows 网络共享或 Windows（或第三方）复制功能在其他节点中共享。

整个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配置在一个文件夹中（由几个 XML 文件组成）。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进程
检测此文件夹中任何文件的更改，并自动重新加载配置。共享模式中的主节点没有故障转移功能。但系统可容许主服务器关闭
几分钟（例如，重新启动），因为上次已知的正确配置缓存在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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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Concepts

Feb 21, 2018

The XenMobile Advanced Concepts articles offer a deeper dive into product documentation on XenMobile. The aim is to

help reduce deployment time through expert techniques. The articles may cite the technical expert or experts who have

authored the content.

For decision points, recommendations, common questions, and use cases for your end-to-end XenMobile environment, also

in this section, see the XenMobile Deployment Handbook.  

For community support forums on XenMobile, see Citrix Discussions.

On-premises XenMobile interaction with Active Directory

XenMobile Deployment Handbook

Sending group enrollment invitations in XenMobile

Configuring an on-premises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Server

Configuring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with EWS for Secure Mail push
notifications

https://discussions.citrix.com/forum/302-xenmobile/
http://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on-premises-xenmobile-active-directory-interac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enrollment-group-invit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on-prem-dha-server.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certificate-based-authentication-ews-securem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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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remises XenMobile interaction with Active
Directory

 ,  | Feb 21, 2018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XenMobile Server and Active Directory. XenMobile Server interacts with Active

Directory both inline and in the background. The following sections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nline and the

background operations that involve Active Directory interaction.

注意
This article is an overview of the interaction and does not cover the granular detail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onfiguring Active

Directory and LDAP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see Domain or domain plus security token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Server communicates with Active Directory by using the LDAP settings that an administrator configures. The

settings retrieve information about users and groups. Following are the operations that result in interaction between

XenMobile Server and Active Directory.

LDAP configurat ion.LDAP configurat ion. Configuration of Active Directory itself  results in an interaction with Active Directory. XenMobile

Server attempts to validate the information by authenticating the information with Active Directory. The server does so

by using the internet protocol, port, and service account credentials provided. A successful bind indicates that the

connection is configured correctly.

Group-based int eract ions.Group-based int eract ions.

a. Search for one or more groups during the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 and delivery group definition creation. The

XenMobile Server administrator inputs a search text string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XenMobile Server searches the

selected domain for all groups that contain the substring that is provided. Then, XenMobile Server retrieves the

objectGUID, sAMAccountName, and Distinguished Name attributes of the groups identified in the search.

注意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stored in the XenMobile Server database.

b. RBAC and deployment group definition add or update. The XenMobile Server administrator selects the Active Directory

groups of interest based on the previous search and includes them in the deployment group definition. XenMobile Server

searches for the specific group, one at a time, in Active Directory. XenMobile Server searches for the objectGUID

attribute and retrieves selected attributes, including membership information. Group membership information helps

determine membership between the group retrieved and existing users or groups in the XenMobile Server database.

Changes to group membership result in the RBAC and deployment group derivation for the affected user members,

which results in user entitlements.

S idda rtha  Vuppa laS idda rtha  Vuppa la Priya nka  Jo s hiPriya nka  Jo s hi

1.

2.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5/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domain-security-tok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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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Changes to the deployment group definition can lead to change in app or policy entitlements for affected users.

c. One-t ime PIN (OT P) invit at ionsOne-t ime PIN (OT P) invit at ions. The XenMobile Server administrator selects a group from the list of Active

Directory groups present in the XenMobile Server database. For this group, all the user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are

retrieved from Active Directory. OTP invitations are sent to the users who were identified in the preceding step.

注意
The preceding three interactions imply that group-based interactions are triggered based on XenMobile Server configuration

changes. When there are no changes to the configuration, the interactions imply that there are no interactions with Active

Directory. They also imply that there are no requirement for background jobs to capture the group side of changes on a periodic

basis.

User-based int eract ion.User-based int eract ion.

a. User authentication. User authentication workflow results in two interactions with Active Directory:

Used to authenticate the user with the credentials provided.

Add or update select user attributes to the XenMobile Server database, including objectGUID, Distinguished Name,

sAMAccountName, and direct membership to groups. Changes to group membership result in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app, policy, and access entitlements.

The user can authenticate either from the device or from the XenMobile Server console. In both the scenarios,

interaction with Active Directory adheres to the same behavior.

b. App Store access and refresh. A refresh of the store results in a refresh of user attributes, including direct group

memberships. This action allows for a re-evaluation of user entitlements.

c. Device check-ins. Administrators can configure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the device check-ins on a periodic basis. Every

time a device is checked-in, the corresponding user attributes are refreshed, including direct group memberships. These

check-ins allow for a re-evaluation of user entitlements.

d. OTP invitations by Group. The XenMobile Server administrator selects a group from the list of Active Directory groups

present in the XenMobile Server database. User member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due to nesting), are retrieved from

Active Directory and saved in XenMobile Server database. OTP invitations are sent to the user members identified in the

preceding step.

e. OTP invitations by user. The administrator inputs a search text string with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XenMobile Server

queries Active Directory and returns user records that match the input text string. The administrator then selects the

user to send the OTP invitation. XenMobile Server retrieves the user details from Active Directory and updates the same

details in the database before sending out the invitation to the user.

One conclusion from inline communication with Active Directory is that group-based interactions are triggered upon sel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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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to the XenMobile Server configuration. When there are no changes to the configuration, it implies that there are

no interactions with Active Directory for groups.

This interaction requires background jobs that periodically sync with Active Directory and update relevant changes to the

interested groups.

Following are the background jobs that interact with Active Directory.

Group sync jobGroup sync job. The purpose of this job is to query Active Directory, one group at a time, on interested groups for

changes to distinguished name or sAMAccountName attributes. The search query to Active Directory uses the

objectGUID of the interested group to get the current values of distinguished name and sAMAccountName attributes.

Changes in distinguished name or sAMAccountName values for interested groups are updated to the database.

注意
This job does not update user to group membership information.

Nest ed group sync jobNest ed group sync job. This job updates changes in the nesting hierarchy of interested groups. XenMobile Server

allow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members of an interested group to get entitlements. The direct membership of the users

is updated during user-based inline interactions. Running in the background, this job tracks indirect memberships. Indirect

memberships are when a user is a member of a group that is a member of an interested group.

This job gathers the list of Active Directory groups from XenMobile Server database. These groups are a part of either

the deployment group or the RBAC definition. For each group in this list, XenMobile Server gets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Members of a group are a list of distinguished names that represent both users and groups. XenMobile Server

makes another query back to Active Directory to get only the user members of the interested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lists gives only the group members for the interested group. Changes in member groups are updated to

the database. The same process is repeated for all the groups in the hierarchy.

Changes to nesting results in processing the affected users for entitlement changes.

Disabled user checkDisabled user check. This job runs only when the XenMobile administrator creates an action to check for disabled

users. The job runs within the scope of a group sync job. The job queries Active Directory to check for the disabled status

of interested users, one user at a time.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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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Deployment

Feb 21, 2018

There's a lot to consider when you're planning a XenMobile deployment. What devices should you choose? How should you

manage them? How do you ensure that your network remains secure while still being user friendly? What hardware do you

need in place and how do you troubleshoot it? This handbook aims to help answer those questions and more.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pages, you'll find use case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topics that cover your deployment concerns, as well as

questions you may have never thought to ask.

Keep in mind that a guideline or recommendation might not apply to all environments or use cases. Be sure to set up a test

environment before going live with a XenMobile deployment.

The handbook has three main sections:

AssessAssess : Common use cases and questions to consider when planning your deployment.

Design & Conf igureDesign & Conf igure : Recommendations for designing and configuring your environment

Operat e & Monit orOperat e & Monit or: Ensuring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your running environment.

 

注意
Some of the sections in this handbook apply to XenMobile on-premises deployments only and some to both on-premises and

XenMobile Service (cloud) deployments. A note indicates which deployment applies to the content in each section.

As with any deployment, assessing your needs should be your first priority. What is your primary need for XenMobile? Do

you need to manage every device in your environment or just the apps? Maybe you need to manage both. How secure do

you need your XenMobile environment to be? Let's look at common use cases and questions for you to consider when

planning your deployment.

Management modes

Device requirements

Security and user experience

Apps

User communities

Email strategy

XenMobile integration

Multi-site requirements

Once you finish assessing your deployment needs, you can make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design and configuration of your

environment. Choosing the hardware for your server, setting up policies for apps and devices, and getting users enrolled are

just a few of the things you'll need to plan out. This section includes use cas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each of these

scenarios and mor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management-mod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device-requiremen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curity-user-experienc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app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user-communit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email-strateg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integr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multisite-requirements.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965https://docs.citrix.com

注意
The following articles in this section apply to XenMobile Service and XenMobile on-premises deployments.

Integrating with NetScaler and NetScaler Gateway

SSO and proxy considerations for MDX apps

Authentication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premises deployments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cloud deployments

Server properties

Device and app policies

User enrollment options

Tuning XenMobile operations

After your XenMobile environment is up and running, you'll want to monitor it to ensure smooth operation. The monitoring

section discusses where you can find the various logs and messages XenMobile and its components generate, as well as

how to read those logs. This section also includes a number of common troubleshooting steps you can follow to reduce

customer support feedback time.

App provisioning and deprovisioning

Dashboard-based operations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and XenMobile support

Systems monitoring

Disaster recovery

Citrix support proces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integrating-netscaler-gateway-and-netscaler.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so-proxy-mdx-app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authenticati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cloud.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rver-propert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device-app-polic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user-enrollment-op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tuning-opera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app-provisioning-deprovisionin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dashboard-based-operation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ole-based-access-control-suppor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ystems-monitoring.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disaster-recover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citrix-support-proc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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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odes

Feb 21, 2018

For each XenMobile instance (a single server or a cluster of nodes), you can choose whether to manage devices, apps, or

both. XenMobile uses the following terms for device and app management modes, sometimes also referred to as

deployment modes: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ode (MDM mode)

Mobile app management mode (MAM mode)

MDM+MAM mode (Enterprise mode)

Not eNot e :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XenMobile Service and XenMobile on-premises deployments.

Important
If you configure MDM mode and later change to ENT  mode, be sure to use the sam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doesn't support changing the authentication mode after user enroll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Upgrade from XenMobile 10

MDM Edition to Enterprise Edition.

With MDM, you can configure, secure, and support mobile devices. MDM enables you to protect devices and data on

devices at a system level. You can configure policies, actions, and security functions. For example, you can wipe a device

selectively if  the device is lost, stolen, or out of compliance. Although app management is not available with MDM mode,

you can deliver mobile apps, such as public app store and enterprise apps, in this mode. Following are common use cases for

MDM mode:

MDM is a consideration for corporate-owned devices where device-level management policies or restrictions, such as full

wipe, selective wipe, or geo-location are required.

When customers require management of an actual device, but do not require MDX policies, such as app containerization,

controls on app data sharing, or micro VPN.

When users only need email delivered to their native email clients on their mobile devices, and Exchange ActiveSync or

Client Access Server is already externally accessible. In this use case, you can use MDM to configure email delivery.

When you deploy native enterprise apps (non-MDX), public app store apps, or MDX apps delivered from public stores.

Consider that an MDM solution alone might not prevent data leakag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tween apps on the

device. Data leakage might occur with copy and paste or Save As operations in Office 365 apps.

MAM protects app data and lets you control app data sharing. MAM also allow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rporate data

and resources, separately from personal data. With XenMobile configured for MAM mode, you can use MDX-enabled

mobile apps to provide per-app containerization and control. The term MAM mode is also called MAM-only mode. This term

distinguishes this mode from a legacy MAM mode.

By leveraging MDX policies, XenMobile provides app-level control over network access (such as micro VPN), app and device

interaction, data encryption, and app acces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pgrade.html#par_anchor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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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 mode is often suitable for bring-your-own (BYO) devices because, although the device is unmanaged, corporate data

remains protected. MDX has more than 50 MAM-only policies that you can set without needing an MDM control or relying

on device passcodes for encryption.

MAM also supports the XenMobile Apps. This support includes secure email delivery to Citrix Secure Mail, data sharing

between the secured XenMobile Apps, and secure data storage in ShareFile. For details, see XenMobile Apps.

Not eNot e : Worx Mobile Apps are renamed to XenMobile Apps as of the 10.4 release. Most of the individual XenMobile Apps are

renamed as well. For details, see About XenMobile Apps.

MAM is often suitable for the following examples:

You deliver mobile apps, such as MDX apps, managed at the app level.

You are not required to manage devices at a system level.

MDM+MAM is a hybrid mode, also called Enterprise Mode, which enables all feature sets available in the XenMobile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EMM) solution. Configuring XenMobile with MDM+MAM mode enables both MDM and

MAM features.

XenMobile lets you specify whether users can choose to opt out of device management or whether you require device

management. This flexibility is useful for environments that include a mix of use cases. These environments may or may not

require management of a device through MDM policies to access your MAM resources.

MDM+MAM is suitable for the following examples:

You have a single use case in which both MDM and MAM are required. MDM is required to access your MAM resources.

Some use cases require MDM while some do not.

Some use cases require MAM while some do not.

You specify the management mode for XenMobile Server through the Server Mode property. You configure the setting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The mode can be MDM, MAM, or ENT (for MDM+MAM).

The XenMobile edition for which you have a license determines the management modes and other features available,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XenMobile MDM Edit ionXenMobile MDM Edit ion XenMobile Advanced Edit ionXenMobile Advanced Edit ion XenMobile Ent erprise Edit ionXenMobile Ent erprise Edit ion

MDM features MDM features MDM features

- MAM features MAM features

- MDX Toolkit MDX Toolkit

Secure Hub Secure Hub Secure Hub

- Secure Mail Secure Mai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about-secure-ap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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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e Web Secure Web

QuickEdit QuickEdit QuickEdit

- Secure Tasks Secure Tasks

- - ShareConnect

- - Secure Notes

- - ShareFile Enterprise Edition

Device Management and MDM Enrollment

A XenMobile Enterprise environment can include a mixture of use cases, some of which require device management through

MDM policies to allow access to MAM resources. Before deploying XenMobile Apps to users, fully assess your use cases

and decide whether to require MDM enrollment. If  you later decide to change the requirement for MDM enrollment, it is

likely that users must re-enroll their devices.

Not eNot e : To specify whether you require users to enroll in MDM, use the XenMobile Server property Enrollment  RequiredEnrollment  Required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Set t ings Set t ings > Server Propert iesServer Propert ies). That global server property applies to all users and devices for the

XenMobile instance. The property applies only when the XenMobile Server Mode is ENT.

Following is a summary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long with mitigations) of requiring MDM enrollment in a

XenMobile Enterprise mode deployment.

Advantages:

Users can access MAM resources without putting their devices under MDM management. This option can increase user

adoption.

Ability to secure access to MAM resources to protect enterprise data.

MDX policies such as App PasscodeApp Passcode can control app access for each MDX app.

Configuring NetScaler, XenMobile Server, and per-application time-outs, along with Citrix PIN, provide an extra layer of

protection.

While MDM actions do not apply to the device, some MDX policies are available to deny MAM access. The denial would

be based on system settings, such as jailbroken or rooted devices.

Users can choose whether to enroll their device with MDM during f irst-time use.

Disadvantages:

MAM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devices not enrolled in M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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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M policies and actions are available only to MDM-enrolled devices.

Mitigation options:

Have users agree to a company terms and conditions that holds them responsible if  they choose to go out of

compliance. Have administrators monitor unmanaged devices.

Manage application access and security by using application timers. Decreased time-out values increase security, but may

affect user experience.

A second XenMobile environment with MDM enrollment required is an option. When considering this option, keep in mind

the additional overhead of managing two environments and the additional resources required.

Advantages:

Ability to restrict access to MAM resources only to MDM-managed devices.

MDM policies and actions can apply to all devices in the environment as desired.

Users are not able to opt out of enrolling their device.

Disadvantages:

Requires all users to enroll with MDM.

Might decrease adoption for users who object to corporate management of their personal devices.

Mitigation options:

Educate users about what XenMobile actually manages on their devices and what information administrators can

access.

You can use a second XenMobile environment, with a Server Mode of MAM (also called MAM-only mode), for devices

that don't need MDM management. When considering this option, keep in mind the additional overhead of managing

two environments and the additional resources required.

About MAM and Legacy MAM Modes

XenMobile 10.3.5 introduced a new MAM-only server mode. To distinguish the prior and new MAM modes, the

documentation uses these terms. The new mode is called MAM-only or MA, the prior MAM mode is called legacy MAM

mode.

MAM-only mode is in effect when the Server Mode property of XenMobile is MAM. Devices register in MAM mode.

Legacy MAM functionality is in effect when the Server Mode property of XenMobile is ENT and users choose to opt out of

device management. In that case, devices register in MAM mode. Users who opt out of MDM management continue to

receive the legacy MAM functionality.

Not eNot e : Previously, setting the Server Mode property to MAM had the same effect as setting it to ENT: Users who opted

out of MDM management received the legacy MAM functionality.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zes the Server Mode setting to use for a particular license type and desired device mode:

Your licenses are f or t hisYour licenses are f or t his You want  devices t o regist erYou want  devices t o regist er Set  t he Server Mode propert y t oSet  t he Server Mode propert y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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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ionedit ion in t his modein t his mode

Enterprise/ Advanced/MDM MDM mode MDM

Enterprise/Advanced MAM mode (also called MAM-

only mode)

MAM

Enterprise/Advanced MDM+MAM mode ENT (Users who opt out of device management
operate under the legacy MAM mode.)

MAM-only mode support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that were previously available only for ENT. These features are not

available for Windows Phone.

Cert if icat e-based aut hent icat ionCert if icat e-based aut hent icat ion: MAM-only mode supports certif 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Users will experience

continued access to their apps even when their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expires. If  you use certif 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for MAM devices, you must configure your NetScaler Gateway. By default, in XenMobile Set t ingsXenMobile Set t ings >

Net Scaler Gat ewayNet Scaler Gat eway , Deliver user certif icate for authentication is set to Of fOf f , meaning that user name and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is used. Change that setting to On On to enable certif icate authentication.

Self  Help Port alSelf  Help Port al: To enable users to perform their own app lock and app wipe. Those actions apply to all apps on the

device. You can configure the App Lock and App Wipe actions in Conf igure Conf igure > Act ionsAct ions.

All enrollment  modesAll enrollment  modes: Including High Security, Invitation URL, and Two Factor, configured through Manage Manage >

Enrollment  Invit at ionsEnrollment  Invit at ions.

Device regist rat ion limit  f or Android and iOS devicesDevice regist rat ion limit  f or Android and iOS devices : The Server Property Number of  Devices Per UserNumber of  Devices Per User has

moved to Conf igure Conf igure > Enrollment  Prof ilesEnrollment  Prof iles and now applies to all server modes.

MAM-only APIsMAM-only APIs : For MAM-only devices, you can call REST services by using any REST client and the XenMobile REST

API to call services that the XenMobile console exposes.

The MAM-only APIs enable you to:

Send an invitation URL and one-time PIN.

Issue app lock and wipe on devices.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gacy MAM and MAM-only functionality.

Enrollment  ScenariosEnrollment  Scenarios

and Ot her Feat uresand Ot her Feat ures

Legacy MAM (server modeLegacy MAM (server mode

is ENT )is ENT )
MAM-only mode (server mode is MAM)MAM-only mode (server mode is MAM)

Certificate authentication Not supported. Supported. For certificate authentication, NetScaler

Gateway is required.

Deployment requirement XenMobile Server does not

need to be directly accessible

from devices.

XenMobile Server does not need to be directly

accessible from devices.

Enrollment option Use the NetScaler Gateway

FQDN or, when using MDM

Use XenMobile Server FQ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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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DN, opt not to enroll.

Enrollment methods* User name + Password User name + Password, High Security, Invitation URL,

Invitation URL+PIN, Invitation URL + Password, Two

Factor, User name + PIN

App lock and wipe Supported. Supported.

Self  Help Portal options for

app lock and wipe

Not supported. Supported.

App wipe behavior Apps remain on the device but

are not usable. XenMobile

deletes the account on the

client only.

Apps remain on the device but are not usable.

XenMobile deletes the account on the client only.

Automated actions for

MAM-only users.

Event, device property, user
property actions are supported.
Doesn't support installed app-
based automated actions.

Supports event, device property, user property, and

some app-based actions, including app wipe and app

lock.

Built-in action when an

Active Directory user is

deleted

Supports app wipe. Supports app wipe.

Enrollment limit Supported; configured through

an enrollment profile.

Supported; configured through an enrollment profile.

Software inventory Supported. XenMobile lists

apps installed on a device

Not supported.

*Regarding not ificat ionsRegarding not ificat ions: SMTP is the only supported method for sending enrollment invitations.

Import antImport ant : For MAM-only mode, previously enrolled users must re-enroll their devices. Be sure to provide users with the

XenMobile Server FQDN they need for enrollment. In MAM-only mode, like the ENT mode, devices enroll using the

XenMobile Server FQDN. (In the legacy MAM mode, devices enroll using the NetScaler Gateway FQ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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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Requirements

Feb 21, 2018

注意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XenMobile Service and XenMobile on-premises deployments.

An important point to consider for any deployment is the device you plan to roll out. On the iOS, Android, and Windows

platforms, the options are numerous. For a list of devices that XenMobile supports, see Supported device platforms.

In a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environment, a mixture of supported platforms is possible. Consider the limitations in the

Supported device platform article, however, when informing users about the devices they can enroll. Even if  you only allow

one or two devices in your environment, XenMobile functions slightly differently on iOS, Android, and Windows devices.

Different feature sets are available on each platform.

Also, not all app designs target both tablet and phone form factors. Before you make widespread changes, test the apps

to ensure that they fit the device screen you want to roll out.

You can consider enrollment factors as well. Apple and Google offer enterprise enrollment programs. Through the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and Google Android for Work, you can purchase devices that are preconfigured and ready

for employees to use. Even when you don't use these programs, consider whether you want to send invitation links to your

users through SMS. You cannot use SMS on tablet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nrollment, see User Enrollment Option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system-requirements/supported-device-platforms.html
http://www.apple.com/business/dep/
https://www.google.com/work/androi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user-enrollment-op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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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and User Experience

Feb 21, 2018

注意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XenMobile Service and XenMobile on-premises deployments.

Security is important to any organization, but you ne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ecurity and user experience. On one

hand, you may have a very secure environment that is very difficult for users to use. On the other hand, your environment

may be so user-friendly that access control is not as strict. The other sections in this virtual handbook cover security

features in detail, bu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give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security options available to you and to

get you thinking about common security concerns in XenMobile.

Here are some key considerations to keep in mind for each use case:

Do you want to secure certain apps, the entire device, or both?

How do you want your users to authenticate their identity? Will you be using LDAP, certif 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How much time should pass before a user's session times out? Keep in mi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time-out values for

background services, NetScaler, and for being able to access apps while off line.

Do you want users to set up a device-level passcode and/or an app-level passcode? How many logon attempts do you

want to afford to users? Keep in mind the additional per-app authentication requirements that may be implemented

with MAM and how users may perceive them.

What other restrictions do you want to place on users? Should they be able to access cloud services such as Siri? What

can they do with each app you make available to them and what can they not do? Should you deploy corporate WiFi

policies to prevent cellular data plans from being eaten up while inside off ice spaces?

App vs. Device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should consider is whether you should only secure certain apps (mobile app management, or

MAM) or if  you want to manage the entire device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or MDM). Most commonly, if  you don't

require device-level control, you'll only need to manage mobile apps, especially if  your organization supports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With a MAM-only environment, users can access resources made available to them. MAM policies secure and manage the

apps themselves.

MDM allows you to secure an entire device, including the ability to take inventory of all the software on a device and

prevent enrollment if  the device is jailbroken, rooted, or has unsafe software installed. Taking this level of control, however,

makes users leery of allowing that much power over their personal devices and may reduce enrollment rates.

It is possible to have MDM required for some devices and not for others, but keep in mind that this choice may involve

setting up two dedicated environments, which requires additional resources and up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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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is where a great deal of the user experience takes place. If  your organization is already running Active

Directory, using Active Directory is the simplest way to have your users access the system.

Another big part of the authentication user experience is time-outs. A high security environment may have users log on

every time they access the system, but that option may not be ideal for all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having users enter

their credentials every time they want to access their email can be very frustrating and may not be necessary.

User Entropy

For added security, you can enable a feature called user entropy. Citrix Secure Hub and some other apps often share

common data like passwords, PINs, and certificates to ensure everything functions properly. This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a

generic vault within Secure Hub. If  you enable user entropy through the Encrypt  Secret sEncrypt  Secret s option, XenMobile creates a new

vault called UserEntropy, and move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generic vault into this new vault. In order for Secure Hub or

another app to access the data, users must enter a password or PIN.

Enabling user entropy adds another layer of authentication in a number of places. This means, however, that whenever an

app requires access to shared data in the UserEntropy vault— which includes passwords, PINs, and certificates— users need

to enter a password or PIN.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user entropy by reading About the MDX Toolkit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To turn on user

entropy, you can find the related settings in the Client properties.

Policies

Both MDX and MDM policies give a great deal of flexibility to organizations, but they can also restrict users. You may want

this in some situations, but policies may also make a system unusable. For instance, you may want to block access to cloud

applications such as Siri or iCloud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send sensitive data where you don't want it going. You can set

up a policy to block access to these services, but keep in mind that such a policy may ha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iOS keyboard mic is also reliant on cloud access and you may block access to that feature as well.

Apps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EMM) segments into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and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MAM). While MDM enables organizations to secure and control mobile devices, MAM facilitates application

delivery and management. With the increasing adoption of BYOD, you can typically implement a MAM solution, such as

XenMobile, to assist with application delivery, software licensing, configuration, and application life cycle management. With

XenMobile, you can go a step further to secure these apps by configuring specific MAM policies and VPN settings to

prevent data leak and other security threats. XenMobile provides organizations with the flexibility to deploy their solution

as a MAM-only or a MDM-only environment, or to implement XenMobile as a unified XenMobile Enterprise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both MDM and MAM functionality within in the same platform.

http://docs.citrix.com/zh-cn/mdx-toolkit/10/about-mdx-toolkit.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client-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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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ability to deliver apps to mobile devices, XenMobile offers app containerization through MDX technology.

MDX secures apps through encryption that is separate from device level encryption; you can wipe or lock the app, and the

apps are subject to granular policy-based controls.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s (ISVs) can apply these controls using the

Worx App SDK.

In a corporate environment, users use a variety of mobile apps to aid in their job role. The apps can include apps from the

public app store, in-house developed apps, or native apps as well, in some cases. XenMobile categorizes these apps as

follows:

Public appsPublic apps: These apps include free or paid apps available in a public app store, such as iTunes or Google Play. Vendors

outside of the organization often make their apps available in public app stores. This option lets their customers download

the apps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et. You may use numerous public apps in your organization depending on users' needs.

Examples of such apps include GoToMeeting, Salesforce, and EpicCare apps.

Citrix does not support downloading app binaries directly from public app stores, and then wrapping them with the MDX

Toolkit for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If  you need to wrap third-party applications, work with your app vendor to obtain the

app binaries which you can wrap using the MDX Toolkit.

In-house appsIn-house apps: Many organizations have in-house developers who create apps that provide specific functionality and ar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nd distributed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n certain cases, some organizations may also have apps

that ISVs provide. You can deploy such apps as native apps or you can containerize the apps by using a MAM solution, such

as XenMobile. For example, a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may create an in-house app that allows physicians to view patient

information on mobile devices. An organization can then use the MDX Toolkit to wrap the app in order to secure patient

information and enable VPN access to the back-end patient database server.

Web and SaaS appsWeb and SaaS apps: These apps include apps accessed from an internal network (web apps) or over a public network

(SaaS). XenMobile also allows you to create custom web and SaaS apps using a list of app connectors. These app

connectors can facilitate single sign-on (SSO) to existing Web apps. For details, see App connector types. For example, you

can use Google Apps SAML for SSO based on 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SAML) to Google Apps.

XenMobile AppsXenMobile Apps: These are Citrix-developed apps that are included with the XenMobile license. For details, see About

XenMobile Apps. Citrix also offers other business-ready apps that ISVs develop by using the Worx App SDK.

HDX appsHDX apps: These are Windows-hosted apps that you publish with StoreFront. If  you have a Citrix XenApp and

XenDesktop environment, you can integrate the apps with XenMobile to make the apps available to the enrolled users.

Depending of the type of mobile apps you plan to deploy and manage with XenMobile, the underlying configuration and

architecture will differ. For example, if  multiple groups of user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permissions will consume a single app,

you may have to create separate delivery groups to deploy two separate versions of the same app. In addition, you must

make sure the user group membership is mutually exclusive to avoid policy mismatches on users' devices.

You may also want to manage iOS application licensing by using the Apple Volume Purchase Program (VPP). This option will

require you to register for the VPP program and configure XenMobile VPP setting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to distribute

the apps with the VPP licenses. A variety of such use cases makes it important to assess and plan your MAM strategy prior

to implementing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You can start planning your MAM strategy by defining the following:

Types of  appsTypes of  apps: Lis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pps you plan to support and categorize them, such as public, native, XenMobile

Apps, Web, in-house, ISV apps, and so on. Also, categorize the apps for different device platforms, such as iOS and Android.

This categorization will help with aligning different XenMobile settings that are required for each type of app. For example,

certain apps may not qualify for wrapping, or a few apps may require the use of the Worx App SDK to enable special API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app-connector-typ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html
https://citrixready.citrix.com/category-results.html?category=c1-applications/c2-mobile-applications&lang=en_us/t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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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apps.

Net work requirement sNet work requirement s : You need to configure apps with specific network access requirements with the appropriate

settings. For example, certain apps may need access to your internal network through VPN; some apps may require Internet

access to route access via the DMZ. In order to allow such apps to connect to the required network, you have to configure

various settings accordingly. Defining per-app network requirements help in finalizing your architectural decisions early on,

which will streamline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Securit y requirement sSecurit y requirement s : Defining the security requirements that apply to either individual apps or all the apps is critical to

ensure that you create the right configurations when you install XenMobile server. Although settings, such as the MDX

policies, apply to individual apps, session and authentication settings apply across all apps, and some apps may have specific

encryption, containerization, wrapping, encryption, authentication, geo fencing, passcode or data sharing requirements that

you will need to outline in advance to simplify your deployment.

Deployment  requirement s:Deployment  requirement s: You may want to use a policy-based deployment to allow only compliant users to download

the published apps.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certain apps to require that device encryption is enabled or the device is

managed, or that the device meets a minimum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You may also want certain apps to be available

only to corporate users. You need to outline such requirements in advance so that you can configure the appropriate

deployment rules or actions.

LicensingLicensing requirement srequirement s : You should record app-related licensing requirements. These notes will help you to manage

license usage effectively and to decide if  you need to configure specific features in XenMobile to facilitate licensing. For

example, if  you deploy an iOS app,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a free or a paid app, Apple enforces licensing requirements on

the app by making the users sign into their iTunes account. You can register for Apple VPP to distribute and manage these

apps via XenMobile. VPP allows users to download the apps without having to sign into their iTunes account. Additionally,

tools, such as Samsung SAFE and Samsung KNOX, have special licensing requirements, which you need to complete prior to

deploying those features.

Blacklist /whit elist  requirement sBlacklist /whit elist  requirement s : There may be apps that you do not want users to install or use at all. Creating a

blacklist will define an out of compliance event. You can then set up policies to trigger in case such a thing happens. On the

other hand, an app may be acceptable for use but may fall under the blacklist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If  this is the case,

you can add the app to a whitelist and indicate that the app is acceptable to use but is not required. Also, keep in mind that

the apps pre-installed on new devices can include some commonly used apps that are not part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This may conflict with your blacklisting strategy.

Use Case

A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plans to deploy XenMobile to serve as a MAM solution for their mobile apps. Mobile apps are

delivered to corporate and BYOD users. IT  decides to deliver and manage the following apps:

XenMobile Apps: XenMobile Apps: iOS and Android apps provided by Citrix.

Secure Mail: Secure Mail: Email, calendar, and contact app.

Secure Web:Secure Web: Secure web browser that provide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intranet sites.

Secure Not es:Secure Not es: Secure note-taking app with email and calendar integration.

ShareFile:ShareFile: App to access shared data and to share, sync, and edit f iles.

Public app st ore:Public app st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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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Hub:Secure Hub: Client used by all mobile devices to communicate with XenMobile. IT  pushes security settings,

configurations, and mobile apps to mobile devices via the Secure Hub client. Android and iOS devices enroll in XenMobile

through Secure Hub.

Cit rix Receiver:Cit rix Receiver: Mobile app that allows users to open XenApp-hosted applications on mobile devices.

GoT oMeet ing:GoT oMeet ing: An online meeting, desktop sharing, and video conferencing client that lets users meet with other

computer users, customers, clients, or colleagues via the Internet in real time.

SalesForce1: SalesForce1: Salesforce1 lets users access Salesforce from mobile devices and brings all Chatter, CRM, custom apps,

and business processes together in a unif ied experience for any Salesforce user.

RSA SecurID: RSA SecurID: Software-based token for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EpicCare apps:EpicCare apps: These apps give healthcare practitioners secure and portable access to patient charts, patient lists,

schedules, and messaging.

Haiku: Haiku: Mobile app for the iPhone and Android phones.

Cant o: Cant o: Mobile app for the iPad

Rover: Rover: Mobile apps for iPhone and iPad.

HDX:HDX: These apps are delivered via Citrix XenApp.

Epic Hyperspace: Epic Hyperspace: Epic client application fo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management.

ISV:ISV:

Vocera: Vocera: HIPAA compliant voice-over IP and messaging mobile app that extends the benefits of Vocera voice

technology anytime, anywhere via iPhone and Android smartphones.

In-house apps:In-house apps:

HCMail:HCMail: App that helps compose encrypted messages, search address books on internal mail servers, and send the

encrypted messages to the contacts using an email client.

In-house web apps:In-house web apps:

Pat ient Rounding: Pat ient Rounding: Web application used to record patient health information by different departments.

Out look Web Access: Out look Web Access: Allows the access of email via a web browser.

SharePoint : SharePoint : Used for organization-wide f ile and data sharing.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the basic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MAM configuration.

App NameApp Name App TypeApp Type MDX WrappingMDX Wrapping iOSiOS AndroidAndroid

Secure Mail XenMobile App No for version 10.4.1

and later

Yes Yes

Secure Web XenMobile App No for version 10.4.1

and later

Yes Yes

Secure Notes XenMobile App No for version 10.4.1

and later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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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File XenMobile App No for version 10.4.1

and later

Yes Yes

Secure Hub Public App NA Yes Yes

Citrix Receiver Public App NA Yes Yes

GoToMeeting Public App NA Yes Yes

SalesForce1 Public App NA Yes Yes

RSA SecurID Public App NA Yes Yes

Epic Haiku Public App NA Yes Yes

Epic Canto Public App NA Yes No

Epic Rover Public App NA Yes No

Epic Hyperspace HDX App NA Yes Yes

Vocera ISV App Yes Yes Yes

HCMail In-House App Yes Yes Yes

PatientRounding Web App NA Yes Yes

Outlook Web Access Web App NA Yes Yes

SharePoint Web App NA Yes Yes

The following tables list specific requirements you can consult when configuring MAM policies in XenMobile.

App NameApp Name VPN RequiredVPN Required Int eract ionInt eract ion

(wit h apps out side(wit h apps out side

of  cont ainer)of  cont ainer)

Int eract ionInt eract ion

(f rom apps out side(f rom apps out side

of  cont ainer)of  cont ainer)

Device Encrypt ionDevice Encrypt ion

Secure Mail Y Selectively Allowed Allowed Not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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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Web Y Allowed Allowed Not required

Secure Notes Y Allowed Allowed Not required

ShareFile Y Allowed Allowed Not required

Secure Hub Y N/A N/A N/A

Citrix Receiver Y N/A N/A N/A

GoToMeeting N N/A N/A N/A

SalesForce1 N N/A N/A N/A

RSA SecurID N N/A N/A N/A

Epic Haiku Y N/A N/A N/A

Epic Canto Y N/A N/A N/A

Epic Rover Y N/A N/A N/A

Epic Hyperspace Y N/A N/A N/A

Vocera Y Disallowed Disallowed Not required

HCMail Y Disallowed Disallowed Required

PatientRound-ing Y N/A N/A Required

Outlook Web Access Y N/A N/A Not required

SharePoint Y N/A N/A Not required

App NameApp Name ProxyProxy

Filt eringFilt ering

LicensingLicensing Geo-f encingGeo-f encing Worx AppWorx App

SDKSDK

MinimumMinimum

Operat ingOperat ing

Syst em VersionSyst em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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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Mail Required N/A Selectively

Required

N/A Enforced

Secure Web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Enforced

Secure Notes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Enforced

ShareFile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Enforced

Secure Hub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Citrix Receiver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GoToMeeting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SalesForce1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RSA SecurID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pic Haiku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pic Canto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pic Rover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pic Hyperspace Not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Vocera Required N/A Required Required Enforced

HCMail Required N/A Required Required Enforced

PatientRound-ing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Outlook Web Access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SharePoint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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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Communities

Every organization consists of diverse user communities that operate in different functional roles. These user communities

perform different tasks and office functions using various resources that you provide through the users' mobile devices.

Users may work from home or in remote offices using mobile devices that you provide, or using their personal mobile devices,

which allows them to access tools that are subject to certain security compliance rules.

As more and more user communities start using mobile devices to either simplify or aid in their job role,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EMM) becomes critical to prevent data leak and to enforce an organization's security restrictions. In order

for efficient and more sophisticated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you can categorize your user communities. Doing so

simplifies the mapping of users to resources and ensures that the right security policies apply to the right users.

The following example illustrates how the user communities of a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are classified for EMM.

Use Case

This example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provides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access to multiple users, including network and

affiliate employees and volunteers. The organization has chosen to roll out the EMM solution to non-executive users only.

User roles and functions for this organization can be broken into subgroups including: clinical, non-clinical, and contractors. A

selected set of users receive corporate mobile devices, while others can access limited company resources from their

personal devices. In order to enforce the right level of security restrictions and prevent data leak, the organization decided

that corporate IT  manages each enrolled device, Corporate and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Additionally, users can only

enroll a single device.

The following sectio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each subgroup:

Clinical:Clinical:

Nurses

Physicians (Doctors, Surgeons, and so on)

Specialists (Dieticians, phlebotomists, anesthesiologists, radiologists, cardiologists, oncologists, and so on)

Outside physicians (Non-employee physicians and off ice workers that work from remote off ices)

Home Health Services (Office and mobile workers performing physician services for patient home visits)

Research Specialist (Knowledge Workers and Power Users at six Research Institutes performing clinical research to f ind

answers to issues in medicin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urses, physicians, and specialist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n-Clinical:Non-Clinical:

Shared Services (Office workers performing various back off ice functions including: HR, Payroll, Accounts Payable, Supply

Chain Service, and so on)

Physician Services (Office workers performing a variety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nd business

process solutions to provider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nalytics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Business Systems,

Client Services, Finance, Managed Care Administration, Patient Access Solutions, Revenue Cycle Solutions, and so on)

Support Services (Office workers performing a variety of non-clinical functions including: Benefits Administration, Clinical

Integration, Communications, Compensation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acility & Property Services, H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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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Information Services, Internal Audit &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so o.)

Philanthropic Programs (Office and mobile workers that perform various functions in support of philanthropic programs)

Cont ract ors:Cont ract ors:

Manufacturer and vendor partners (Onsite and remotely connected via site-to-site VPN providing various non-clinical

support functions)

Based on the preceding information, the organization created the following enti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elivery

groups in XenMobile, see Deploy resources.

Act ive Direct ory Organizat ional Unit s (OUs) and GroupsAct ive Direct ory Organizat ional Unit s (OUs) and Groups

For OU =   =  XenMobile Resources:

OU = Clinical; Groups =

XM-Nurses

XM-Physicians

XM-Specialists

XM-Outside Physicians

XM-Home Health Services

XM-Research Specialist

XM-Education and Training

OU = Non-Clinical; Groups =

XM-Shared Services

XM-Physician Services

XM-Support Services

XM-Philanthropic Programs

XenMobile Local Users and GroupsXenMobile Local Users and Groups

For Group= Contractors, Users =

Vendor1

Vendor2

Vendor 3

… Vendor 10

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

Clinical-Nurses

Clinical-Physicians

Clinical-Specialists

Clinical-Outside Physicians

Clinical-Home Health Services

Clinical-Research Specialist

Clinical-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n-Clinical-Shared Services

Non-Clinical-Physician Services

Non-Clinical-Support Service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983https://docs.citrix.com

Non-Clinical-Philanthropic Programs

Delivery Group and User Group mappingDelivery Group and User Group mapping

Act ive Direct ory GroupsAct ive Direct ory Groups 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

XM-Nurses Clinical-Nurses

XM-Physicians Clinical-Physicians

XM-Specialists Clinical-Specialists

XM-Outside Physicians Clinical-Outside Physicians

XM-Home Health Services Clinical-Home Health Services

XM-Research Specialist Clinical-Research Specialist

XM-Education and Training Clinical-Education and Training

XM-Shared Services Non-Clinical-Shared Services

XM-Physician Services Non-Clinical-Physician Services

XM-Support Services Non-Clinical-Support Services

XM-Philanthropic Programs Non-Clinical-Philanthropic Programs

Delivery Group and Resource mappingDelivery Group and Resource mapping

The following tables illustrate the resources assigned to each delivery group in this use case. The first table shows the

mobile app assignments; the second table shows the public app, HDX apps, and device management resources.

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
Cit rix Mobile AppsCit rix Mobile Apps Public MobilePublic Mobile

AppsApps

HDX Mobile AppsHDX Mobile Apps

Clinical-Nurses X   

Clinical-Phys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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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Specialists    

Clinical-Outside Physicians X   

Clinical-Home Health Services X   

Clinical-Research Specialist X   

Clinical-Education and Training  X X

Non-Clinical-Shared Services  X X

Non-Clinical-Physician Services  X X

Non-Clinical-Support Services X X X

Non-Clinical-Philanthropic Programs X X X

Contractors X X X

XenMobile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Delivery Groups

PublicPublic

App:App:

RSARSA

SecurIDSecurID

PublicPublic

App:App:

EpicCareEpicCare

HaikuHaiku

HDX App:HDX App:

EpicEpic

HyperspaceHyperspace

PasscodePasscode

PolicyPolicy

DeviceDevice

Rest rict ionsRest rict ions

Aut omat edAut omat ed

Act ionsAct ions

WiFiWiFi

PolicyPolicy

Clinical-Nurses       X

Clinical-Physicians     X   

Clinical-Specialists        

Clinical-Outside

Physicians

       

Clinical-Home Health

Services

       

Clinical-Research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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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Education

and Training

 X X     

Non-Clinical-Shared

Services

 X X     

Non-Clinical-

Physician Services

 X X     

Non-Clinical-Support

Services

 X X     

Not es and considerat ions:Not es and considerat ions:

XenMobile creates a default delivery group named All Users during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If  you do not disable this

Delivery Group, all Active Directory users will have rights to enroll into XenMobile.

XenMobile synchronizes Active Directory users and groups on demand using a dynamic connection to the LDAP server.

If  a user is part of a group that is not mapped in XenMobile, that user cannot enroll. Likewise, if  a user is a member of

multiple groups, XenMobile will only categorize the user as being in the groups mapped to XenMobile.

In order to make MDM enrollment mandatory, you must set the Enrollment Required option to True in Server Propertie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For details, see Server Properties.

You can delete a user group from a XenMobile delivery group by deleting the entry in the SQL Server database, under

dbo.userlistgrps.

Caut ion:Caut ion: Before you perform this action, create a backup of XenMobile and the database.

About Device Ownership in XenMobile

You can group users according to the owner of a users' device. Device ownership includes corporate-owned devices and

user-owned devices, also known as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You can control how BYOD devices connect to your

network in two place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in Deployment Rules and through XenMobile server properties on the

Settings page. For details about deployment rules, see Configuring Deployment Rules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For

details about server properties, see Server Properties.

By setting server properties, you can require all BYOD users to accept corporate management of their devices before they

can access apps, or you can give users access to corporate apps without also managing their devices.

When you set the server setting wsapi.mdm.required.flagwsapi.mdm.required.flag to t ruet rue , XenMobile manages all BYOD devices, and any user

who declines enrollment is denied access to apps. You should consider setting wsapi.mdm.required.flagwsapi.mdm.required.flag to t rue t rue in

environments in which enterprise IT  teams need high security along with a positive user experience, which comes from

enrolling user devices in XenMobile.

If  you leave wsapi.mdm.required.flagwsapi.mdm.required.flag as f alsef alse , which is the default setting, users can decline enrollment, but may still

access apps on their devices through the XenMobile Store. You should consider setting wsapi.mdm.required.flagwsapi.mdm.required.flag to f alsef als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rver-propert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deploy-resourc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rver-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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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nvironments in which privacy, legal, or regulatory constraints require no device management, only enterprise app

management.

Users with devices that XenMobile doesn't manage can install apps through the XenMobile Store. Instead of device-level

controls, such as selective or full wipe, you control access to the apps through app policies. The policies, depending on the

values you set, require the device to check the XenMobile server routinely to confirm that the apps are still allowed to run.

Security Requirements

The amount of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when deploying a XenMobile environment can quickly become overwhelming. There

are many interlocking pieces and settings, that you may not know where to begin or what to choose to ensure an

acceptable level of protection is available. To make these choices simpler, Citrix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High, Higher,

and Highest Security, as outlin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Note that security concerns alone should not dictate your deployment mode choice. It is important to also review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se case and decide if  you can mitigate security concerns before choosing your deployment mode.

HighHigh: Using these settings provides an optimal user experience while maintaining a basic level of security acceptable to

most organizations.

HigherHigher: These settings strike a stronger balance between security and usability.

Highest :Highest : Following these recommendations will provide a very high level of security at the cost of usability and user

adoption.

The following table specifies the deployment modes for each security level.

High Securit yHigh Securit y Higher Securit yHigher Securit y Highest  Securit yHighest  Securit y

MAM and/or MDM MDM+MAM MDM+MAM; plus FIPS

Notes:

Depending on the use case, a MDM-only or MAM-only deployment could meet security requirements and provide a good

user experience.

If  there is no need for app containerization, micro VPN or app specif ic policies, MDM should be suff icient to manage and

secure devices.

For use cases like BYOD in which all business and security requirements may be satisf ied with app containerization only,

Citrix recommends MAM-only mode.

For high security environments (and corporate issued devices), Citrix recommends MDM+MAM to take advantage of all

security capabilities available. You should enforce MDM enrollment through a server property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FIPS options for environments with the highest security needs, such a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f  you enable FIPS mode, you must configure SQL Server to encrypt SQL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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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table specifies the NetScaler and NetScaler Gateway recommendations for each security level.

High Securit yHigh Securit y Higher Securit yHigher Securit y Highest  Securit yHighest  Securit y

NetScaler is

recommended. NetScaler

Gateway is required for

MAM and ENT;

recommended for MDM

Standard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configuration with SSL bridge if  XenMobile is in

the DMZ; or SSL offload if  required to meet

security standards when XenMobile server is in

the internal network.

SSL Offload with end-to-end

encryption

Notes:

Exposing XenMobile server to the Internet via NAT or existing third-party proxies/load-balancers could be an option for

MDM as long as the SSL traff ic terminates on XenMobile server, but this choice poses a potential security risk.

For high security environments, NetScaler with the default XenMobile configuration should meet or exceed security

requirements.

For MDM environments with the highest security needs, SSL termination at the NetScaler provides the ability to inspect

traff ic at the perimeter, while maintaining end-to-end SSL encryption.

Options to define SSL/TLS ciphers.

SSL FIPS NetScaler hardware is also availabl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Integrating with NetScaler Gateway and NetScaler.

The following table specifies the NetScaler and NetScaler Gateway recommendations for each security level.

High Securit yHigh Securit y Higher Securit yHigher Securit y Highest  Securit yHighest  Securit y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only. All users

Delivery Group disabled.

Invitation only enrollment mode.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only. All users

Delivery Group disabled

Enrollment mode tied to Device ID.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only. All users Delivery Group disabled

Notes:

Citrix generally recommends that you restrict enrollment to users in predefined Active Directory groups only. This requires

disabling the built-in All users Delivery Group.

You can use enrollment invitations to restrict enrollment to users with an invitation only.

You can use one-time PIN (OTP) enrollment invites as a two-factor solution and to control the number of devices a user

may enroll.

For environments with the highest security requirements, you can tie enrollment invitations to a device by

SN/UDID/EMEI. A two-factor option is also available to require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and OTP. (Note that OTP is

not currently an option for Windows devices.)

The following table specifies the device PIN recommendations for each security leve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integrating-netscaler-gateway-and-netscal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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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ecurit yHigh Securit y Higher Securit yHigher Securit y Highest  Securit yHighest  Securit y

Recommended. High security is

required for device-level

encryption. May be enforced

with MDM. Can be set as

required for MAM-only by using

an MDX policy.

Enforced by using MDM and/or MDX

policy.

Enforced by using MDM and MDX

policy. MDM Complex passcode

policy.

Notes:

Citrix recommends the use of a device PIN.

You can enforce a device PIN via an MDM policy.

You can use an MDX policy to make a device PIN a requirement for using managed apps; for example, for BYOD use

cases.

Citrix recommends combining the MDM and MDX policy options for increased security in MDM+MAM environments.

For environments with the highest security requirements, you can configure complex passcode policies and enforced

them with MDM. You can configure automatic actions to notify administrators or issue selective/full device wipes when

a device doesn't comply with a passcod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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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Feb 21, 2018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EMM) segments into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and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MAM). While

MDM enables organizations to secure and control mobile devices, MAM facilitates application delivery and management. With the increasing

adoption of BYOD, you can typically implement a MAM solution, such as XenMobile, to assist with application delivery, software licensing,

configuration, and application life cycle management.

With XenMobile, you can go a step further to secure these apps by configuring specific MAM policies and VPN settings to prevent data leak

and other security threats. XenMobile provides organizations with the flexibility to deploy their solution as a MAM-only or a MDM-only

environment, or to implement XenMobile as a unified XenMobile Enterprise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both MDM and MAM functionality

within in the same platform.

In addition to the ability to deliver apps to mobile devices, XenMobile offers app containerization through MDX technology. MDX secures apps

through encryption that is separate from device level encryption; you can wipe or lock the app, and the apps are subject to granular policy-

based controls.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s (ISVs) can apply these controls using the Worx App SDK.

In a corporate environment, users use a variety of mobile apps to aid in their job role. The apps can include apps from the public app store, in-

house developed apps, or native apps as well, in some cases. XenMobile categorizes these apps as follows:

Public appsPublic apps: These apps include free or paid apps available in a public app store, such as iTunes or Google Play. Vendors outside of the

organization often make their apps available in public app stores. This option lets their customers download the apps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et. You may use numerous public apps in your organization depending on users' needs. Examples of such apps include GoToMeeting,

Salesforce, and EpicCare apps.

Citrix does not support downloading app binaries directly from public app stores, and then wrapping them with the MDX Toolkit for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If  you need to wrap third-party applications, work with your app vendor to obtain the app binaries which you can

wrap using the MDX Toolkit.

In-house appsIn-house apps: Many organizations have in-house developers who create apps that provide specif ic functionality and ar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nd distributed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n certain cases, some organizations may also have apps that ISVs provide. You can

deploy such apps as native apps or you can containerize the apps by using a MAM solution, such as XenMobile. For example, a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may create an in-house app that allows physicians to view patient information on mobile devices. An organization can then use

the MDX Toolkit to wrap the app in order to secure patient information and enable VPN access to the back-end patient database server.

Web and SaaS appsWeb and SaaS apps: These apps include apps accessed from an internal network (web apps) or over a public network (SaaS). XenMobile

also allows you to create custom web and SaaS apps using a list of app connectors. These app connectors can facilitate single sign-on (SSO)

to existing Web apps. For details, see App connector types. For example, you can use Google Apps SAML for SSO based on 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SAML) to Google Apps.

Cit rix XenMobile AppsCit rix XenMobile Apps: These are Citrix-developed apps that are included with the XenMobile license. For details, see About XenMobile

Apps. Citrix also offers other business-ready apps that ISVs develop by using the Worx App SDK.

HDX appsHDX apps: These are Windows-hosted apps that you publish with StoreFront. If  you have a Citrix XenApp and XenDesktop environment,

you can integrate the apps with XenMobile to make the apps available to the enrolled users.

Depending of the type of mobile apps you plan to deploy and manage with XenMobile, the underlying configuration and architecture will differ.

For example, if  multiple groups of user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permissions will consume a single app, you may have to create separate delivery

groups to deploy two separate versions of the same app. In addition, you must make sure the user group membership is mutually exclusive to

avoid policy mismatches on users' devices.

You may also want to manage iOS application licensing by using the Apple Volume Purchase Program (VPP). This option will require you to

register for the VPP program and configure XenMobile VPP setting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to distribute the apps with the VPP licenses. A

variety of such use cases makes it important to assess and plan your MAM strategy prior to implementing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You can

start planning your MAM strategy by defining the following:

T ypes of  appsT ypes of  apps - Lis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pps you plan to support and categorize them, such as public, native, Worx, Web, in-house, ISV

apps, and so on. Also, categorize the apps for different device platforms, such as iOS and Android. This categorization will help with aligning

different XenMobile settings that are required for each type of app. For example, certain apps may not qualify for wrapping, or a few app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apps/app-connector-typ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html
https://citrixready.citrix.com/category-results.html?category=c1-applications/c2-mobile-applications&lang=en_us/t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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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require the use of the Worx App SDK to enable special APIs fo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apps.

Net work requirement sNet work requirement s - You need to configure apps with specif ic network access requirements with the appropriate settings. For

example, certain apps may need access to your internal network through VPN; some apps may require Internet access to route access via

the DMZ. In order to allow such apps to connect to the required network, you have to configure various settings accordingly. Defining per-

app network requirements help in f inalizing your architectural decisions early on, which will streamline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Securit y requirement sSecurit y requirement s - Defining the security requirements that apply to either individual apps or all the apps is critical to ensure that you

create the right configurations when you install XenMobile server. Although settings, such as the MDX policies, apply to individual apps,

session and authentication settings apply across all apps, and some apps may have specif ic encryption, containerization, wrapping,

encryption, authentication, geo fencing, passcode or data sharing requirements that you will need to outline in advance to simplify your

deployment. For details on security in XenMobile, see Security and User Experience.

Deployment  requirement s Deployment  requirement s - You may want to use a policy-based deployment to allow only compliant users to download the published

apps.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certain apps to require that device encryption is enabled or the device is managed, or that the device

meets a minimum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You may also want certain apps to be available only to corporate users. You need to outline

such requirements in advance so that you can configure the appropriate deployment rules or actions.

LicensingLicensing requirement srequirement s - You should record app-related licensing requirements. These notes will help you to manage license usage

effectively and to decide if  you need to configure specif ic features in XenMobile to facilitate licensing. For example, if  you deploy an iOS

app,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a free or a paid app, Apple enforces licensing requirements on the app by making the users sign into their

iTunes account. You can register for Apple VPP to distribute and manage these apps via XenMobile. VPP allows users to download the apps

without having to sign into their iTunes account. Additionally, tools, such as Samsung SAFE and Samsung KNOX, have special licensing

requirements, which you need to complete prior to deploying those features.

Blacklist /whit elist  requirement sBlacklist /whit elist  requirement s - There may be apps that you do not want users to install or use at all. Creating a blacklist will define an

out of compliance event. You can then set up policies to trigger in case such a thing happens. On the other hand, an app may be acceptable

for use but may fall under the blacklist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If  this is the case, you can add the app to a whitelist and indicate that the

app is acceptable to use but is not required. Also, keep in mind that the apps pre-installed on new devices can include some commonly used

apps that are not part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This may conflict with your blacklisting strategy.

A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plans to deploy XenMobile to serve as a MAM solution for their mobile apps. Mobile apps are delivered to corporate

and BYOD users. IT  decides to deliver and manage the following apps:

XenMobile Apps: XenMobile Apps: iOS and Android apps provided by Citrix. For details, see XenMobile Apps.

Cit rix Secure Hub:Cit rix Secure Hub: Client used by all mobile devices to communicate with XenMobile. IT  pushes security settings, configurations, and mobile

apps to mobile devices via Secure Hub. Android and iOS devices enroll in XenMobile through Secure Hub.

Cit rix Receiver:Cit rix Receiver: Mobile app that allows users to open XenApp-hosted applications on mobile devices.

GoToMeet ing:GoToMeet ing: An online meeting, desktop sharing, and video conferencing client that lets users meet with other computer users, customers,

clients, or colleagues via the Internet in real time.

SalesForce1: SalesForce1: Salesforce1 lets users access Salesforce from mobile devices and brings all Chatter, CRM, custom apps, and business processes

together in a unified experience for any Salesforce user.

RSA SecurID: RSA SecurID: Software-based token for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EpicCare apps:EpicCare apps: These apps give healthcare practitioners secure and portable access to patient charts, patient lists, schedules, and messaging.

Haiku: Haiku: Mobile app for the iPhone and Android phones.

Cant o: Cant o: Mobile app for the iPad

Rover: Rover: Mobile apps for iPhone and iPad.

HDX:HDX: These apps are delivered via Citrix XenApp.

Epic Hyperspace: Epic Hyperspace: Epic client application fo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management.

ISV:ISV: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curity-user-experience.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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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era: Vocera: HIPAA compliant voice-over IP and messaging mobile app that extends the benefits of Vocera voice technology anytime,

anywhere via iPhone and Android smartphones.

In-house apps:In-house apps:

HCMail:HCMail: App that helps compose encrypted messages, search address books on internal mail servers, and send the encrypted messages to

the contacts using an email client.

In-house web apps:In-house web apps:

Pat ient Rounding: Pat ient Rounding: Web application used to record patient health information by different departments.

Out look Web Access: Out look Web Access: Allows the access of email via a web browser.

SharePoint : SharePoint : Used for organization-wide f ile and data sharing.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the basic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MAM configuration.

App NameApp Name App TypeApp Type MDX WrappingMDX Wrapping iOSiOS AndroidAndroid

Secure Mail XenMobile App No for version 10.4.1 and

later

Yes Yes

Secure Web XenMobile App No for version 10.4.1 and

later

Yes Yes

Secure Notes XenMobile App No for version 10.4.1 and

later

Yes Yes

ShareFile XenMobile App No for version 10.4.1 and

later

Yes Yes

Secure Hub Public App N/A Yes Yes

Citrix Receiver Public App N/A Yes Yes

GoToMeeting Public App N/A Yes Yes

SalesForce1 Public App N/A Yes Yes

RSA SecurID Public App N/A Yes Yes

Epic Haiku Public App N/A Yes Yes

Epic Canto Public App N/A Yes No

Epic Rover Public App N/A Yes No

Epic Hyperspace HDX App N/A Yes Yes

Vocera ISV App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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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il In-House App Yes Yes Yes

PatientRounding Web App N/A Yes Yes

Outlook Web Access Web App N/A Yes Yes

SharePoint Web App N/A Yes Yes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specific requirements you can consult configuring MAM policies in XenMobile.

App NameApp Name VPNVPN

RequiredRequired

Int eract ionInt eract ion

(wit h apps(wit h apps

out side ofout side of

cont ainer)cont ainer)

Int eract ionInt eract ion

(f rom apps(f rom apps

out side ofout side of

cont ainer)cont ainer)

DeviceDevice

Encrypt ionEncrypt ion

ProxyProxy

Filt eringFilt ering

LicensingLicensing Geo-Geo-

f encingf encing

WorxWorx

AppApp

SDKSDK

MinimumMinimum

Operat ingOperat ing

Syst emSyst em

VersionVersion

Secure Mail Y Selectively

Allowed

Allowed Not

required

Required N/A Selectively

Required

N/A Enforced

Secure Web Y Allowed Allowed Not

required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Enforced

Secure Notes Y Allowed Allowed Not

required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Enforced

ShareFile Y Allowed Allowed Not

required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Enforced

Secure Hub Y N/A N/A N/A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Citrix Receiver Y N/A N/A N/A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GoToMeeting N N/A N/A N/A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SalesForce1 N N/A N/A N/A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RSA SecurID N N/A N/A N/A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pic Haiku Y N/A N/A N/A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pic Canto Y N/A N/A N/A Not VPP Not N/A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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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d required enforced

Epic Rover Y N/A N/A N/A Not

required

VPP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pic

Hyperspace

Y N/A N/A N/A Not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Vocera Y Disallowed Disallowed Not

required

Required N/A Required Required Enforced

HCMail Y Disallowed Disallowed Required Required N/A Required Required Enforced

PatientRound-

ing

Y N/A N/A Required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Outlook Web

Access

Y N/A N/A Not

required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SharePoint Y N/A N/A Not

required

Required N/A Not

required

N/A Not

en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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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Communities

Feb 21, 2018

Every organization consists of diverse user communities that operate in different functional roles. These user communities perform

different tasks and office functions using various resources that you provide through user mobile devices. Users might work from

home or in remote offices using mobile devices that you provide. Or, users might use personal mobile devices, which allows them to

access tools that are subject to certain security compliance rules.

With more user communities using mobile devices,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EMM) becomes critical to prevent data leak and

to enforce organizational security restrictions. In order for efficient and more sophisticated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you can

categorize your user communities. Doing so simplifies the mapping of users to resources and ensures that the right security policies

apply to the right users.

Categorizing user communities can include use of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Active Directory Organizational Units (OUs) and Groups

Users added to specific Active Directory security groups can receive policies and resources such as apps. Removing users from

the Active Directory security groups removes access to previously allowed XenMobile resources.

XenMobile local users and groups

For users who don't have an account in Active Directory, you can create the users as local XenMobile users. You can add local

users to delivery groups and provision resources to them in the same manner as Active Directory users.

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

If  multiple groups of user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permissions are to consume a single app, you might need to create separate

delivery groups. With separate delivery groups, you can deploy two separate versions of the same app.

Delivery group and user group mapping

Delivery group to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appings can be either one-to-one, or one-to-many. Assign base policies and apps to

a one-to-many delivery group mapping. Assign function-specific policies and apps to one-to-one delivery group mappings.

Delivery Group and Resource Mapping of Apps

Assign specific apps to each delivery group. 

Delivery Group and Resource Mapping of MDM Resources

Assign apps and specific device management resources to each delivery group. For example, configure a delivery group with any

mix of the following: Types of apps (public, HDX, and so on), specific apps per app type, and resources such as device policies

and automated actions.

The following example illustrates how the user communities of a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are classified for EMM.

This example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provides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access to multiple users, including network and affiliate

employees and volunteers. The organization has chosen to roll out the EMM solution to non-executive users only.

You can divide user roles and functions for this organization into subgroups including: clinical, non-clinical, and contractors. A

selected set of users receive corporate mobile devices, while others can access limited company resources from their personal

devices (BYOD). To enforce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security restrictions and prevent data leak, the organization decid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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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IT  manages each enrolled device. Also, users can only enroll a single device.

The following sectio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each subgroup:

Clinical:Clinical:

Nurses

Physicians (Doctors, Surgeons, and so on)

Specialists (Dieticians, phlebotomists, anesthesiologists, radiologists, cardiologists, oncologists, and so on)

Outside physicians (Non-employee physicians and off ice workers that work from remote off ices)

Home Health Services (Office and mobile workers performing physician services for patient home visits)

Research Specialist (Knowledge Workers and Power Users at six Research Institutes performing clinical research to f ind answers

to issues in medicin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urses, physicians, and specialist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n-Clinical:Non-Clinical:

Shared Services (Office workers performing various back-office functions including: HR, Payroll, Accounts Payable, Supply Chain

Service, and so on)

Physician Services (Office workers performing various health care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nd business process

solutions to provider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nalytics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Business Systems, Client Services,

Finance, Managed Care Administration, Patient Access Solutions, Revenue Cycle Solutions, and so on)

Support Services (Office workers performing various non-clinical functions including: Benefits Administration, Clinical Integration,

Communications, Compensation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acility & Property Services, HR Technology Systems, Information

Services, Internal Audit &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so on.)

Philanthropic Programs (Office and mobile workers that perform various functions in support of philanthropic programs)

Cont ract ors:Cont ract ors:

Manufacturer and vendor partners (Onsite and remotely connected via site-to-site VPN providing various non-clinical support

functions)

Based on the preceding information, the organization created the following enti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elivery groups in

XenMobile, see Deploy resources in the XenMobile product documentation.

Act ive Direct ory Organizat ional Unit s (OUs) and GroupsAct ive Direct ory Organizat ional Unit s (OUs) and Groups

For OU =  For OU =  XenMobile Resources

OU = Clinical; Groups =

XM-Nurses

XM-Physicians

XM-Specialists

XM-Outside Physicians

XM-Home Health Services

XM-Research Specialist

XM-Education and Training

OU = Non-Clinical; Groups =

XM-Shared Services

XM-Physician Services

XM-Support Services

XM-Philanthropic Programs

XenMobile Local Users and GroupsXenMobile Local Users and Group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deploy-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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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roup= Contractors, Users =

Vendor1

Vendor2

Vendor 3

… Vendor 10

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

Clinical-Nurses

Clinical-Physicians

Clinical-Specialists

Clinical-Outside Physicians

Clinical-Home Health Services

Clinical-Research Specialist

Clinical-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n-Clinical-Shared Services

Non-Clinical-Physician Services

Non-Clinical-Support Services

Non-Clinical-Philanthropic Programs

Delivery Group and User Group mappingDelivery Group and User Group mapping

Act ive Direct ory GroupsAct ive Direct ory Groups 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XenMobile Delivery Groups

XM-Nurses Clinical-Nurses

XM-Physicians Clinical-Physicians

XM-Specialists Clinical-Specialists

XM-Outside Physicians Clinical-Outside Physicians

XM-Home Health Services Clinical-Home Health Services

XM-Research Specialist Clinical-Research Specialist

XM-Education and Training Clinical-Education and Training

XM-Shared Services Non-Clinical-Shared Services

XM-Physician Services Non-Clinical-Physician Services

XM-Support Services Non-Clinical-Support Services

XM-Philanthropic Programs Non-Clinical-Philanthropic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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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 Group and Resource Mapping of  AppsDelivery Group and Resource Mapping of  Apps

SecureSecure

MailMail

SecureSecure

WebWeb

SecureSecure

Not esNot es

ShareFileShareFile ReceiverReceiver SalesForce1SalesForce1 RSARSA

SecurIDSecurID

EpicCareEpicCare

HaikuHaiku

EpicEpic

HyperspaceHyperspace

Clinical-

Nurses

X X X X

Clinical-

Physicians

Clinical-

Specialists

Clinical-

Outside

Physicians

X X X

Clinical-

Home

Health

Services

X X X

Clinical-

Research

Specialist

X X X

Clin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X X

Non-Clinical-

Shared

Services

X X

Non-Clinical-

Physician

Services

X X

Non-Clinical-

Support

Services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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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linical-

Philanthropic

Programs

X X X X X

Contractors X X X X X X X

Delivery Group and Resource Mapping of  MDM ResourcesDelivery Group and Resource Mapping of  MDM Resources

MDM: PasscodeMDM: Passcode

policypolicy

MDM: DeviceMDM: Device

Rest rict ionsRest rict ions

MDM:MDM:

Aut omat edAut omat ed

Act ionsAct ions

MDM: WiFiMDM: WiFi

policypolicy

Clinical-Nurses X

Clinical-Physicians X

Clinical-Specialists

Clinical-Outside Physicians

Clinical-Home Health Services

Clinical-Research Specialist

Clinical-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n-Clinical-Shared Services

Non-Clinical-Physician Services

Non-Clinical-Support Services

Non-Clinical-Philanthropic Programs

Contractors X

Not es and considerat ions:Not es and considerat ions:

XenMobile creates a default delivery group named All Users during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If  you do not disable this Delivery

Group, all Active Directory users have rights to enroll into XenMobile.

XenMobile synchronizes Active Directory users and groups on demand using a dynamic connection to the LDAP server.

If  a user is part of a group that is not mapped in XenMobile, that user cannot enroll. Likewise, if  a user is a member of multiple

groups, XenMobile only categorizes the user as being in the groups mapped to Xen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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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MDM enrollment mandatory, set the Enrollment  RequiredEnrollment  Required option to T rue T rue in Server Propert iesServer Propert ie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For details, see Server Properties.

To delete a user group from a XenMobile delivery group, delete the entry in the SQL Server database, under dbo.userlistgrps.

Caut ion:Caut ion: Before you perform this action, create a backup of XenMobile and the database.

You can group users according to the owner of a user device. Device ownership includes corporate-owned devices and user-owned

devices, also known as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You can control how BYOD devices connect to your network in two place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in Deployment Rules and through XenMobile server properties on the Set t ings Set t ings page. For details about

deployment rules, see Deploy resources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For details about server properties, see Server Properties

in this handbook.

By setting server properties, you can require all BYOD users to accept corporate management of their devices before they can

access apps. Or, you can give users access to corporate apps without also managing their devices.

When you set the server property wsapi.mdm.required.flagwsapi.mdm.required.flag to t ruet rue , XenMobile manages all BYOD devices, and any user who

declines enrollment is denied access to apps. Consider setting wsapi.mdm.required.flagwsapi.mdm.required.flag to t rue t rue in environments in which

enterprise IT  teams need high security plus a positive user experience during enrolling.

If  you leave wsapi.mdm.required.flag wsapi.mdm.required.flag as f alsef alse , which is the default setting, users can decline enrollment. However, they can

access apps on their devices through the XenMobile Store. Consider setting wsapi.mdm.required.flagwsapi.mdm.required.flag to f alse f alse in environments in

which privacy, legal, or regulatory constraints require no device management, only enterprise app management.

Users with devices that XenMobile doesn't manage can install apps through the XenMobile Store. Instead of device-level controls,

such as selective or full wipe, you control access to the apps through app policies. Some policy settings require the device to check

the XenMobile server routinely to confirm that the apps are still allowed to ru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rver-properti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deploy-resource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rver-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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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Strategy

Feb 21, 2018

Secure access to email from mobile devices is one of the main drivers behind any organization's mobility management

initiative. Deciding on the proper email strategy is often a key component of any XenMobile design. XenMobile offers

several options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use cases, based on security, user experience, and integration requirements. This

article covers the typical design decision proces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choosing the right solution, from client selection to

mail traffic flow.

Client selection is generally at the top of the list for the overall email strategy design. You can choose from several clients:

Citrix Secure Mail, native mail that is included with a particular mobile platform operating system, or other third-party clients

available through the public app stores. Depending on your needs, you can possibly support the user communities with a

single (standard) client or you may need to use a combination of clients.

The following table outlines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the different client options available:

TopicTopic Secure MailSecure Mail Nat ive (f or example, iOSNat ive (f or example, iOS

Mail)Mail)

T hird-part y mail (f orT hird-part y mail (f or

example, TouchDown)example, TouchDown)

Minimum

XenMobile

Edition

Advanced MDM MDM

Configuration Exchange account profiles

configured via an MDX policy.

Exchange account profiles

configured via an MDM policy.

Android support is limited to:

SAFE/KNOX, HTC, and Android

for Work. All other clients are

considered third-party clients.

Generally requires manual

configuration by the user.

Configuration of Exchange

account profiles via an MDM

policy for TouchDown only.

Security Secure by design, providing the

highest security. Uses MDX

policies with added data

encryption levels. Secure Mail is

a fully managed app via an MDX

policy. Added layer of

authentication with Citrix PIN.

Based on vendor/app feature

set. Provides higher security.

Uses device encryption

settings (with no security via

MDX policies). Relies on device-

level authentication for access

to the app.

Based on vendor/app

feature set. Provides high

security.

Integration Allows interaction with

managed (MDX) apps by

default. Open web URLs with

Citrix Secure Web. Save files to

Can only interact with other

unmanaged (non-MDX) apps

by default.

Can only interact with other

unmanaged (non-MDX) apps

by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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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ttach files from ShareFile.

Directly join and dial in to

GoToMeeting.

Deployment/

Licensing

You can push Secure Mail

through MDM, directly from

public app stores. Included with

XenMobile Advanced and

Enterprise licensing.

Client app included with

platform operating system. No

additional licensing

requirements.

Can push via MDM, as an

enterprise app or directly

from public app stores.

Associated licensing

model/costs based on app

vendor.

Support Single vendor support for the

client and EMM solution (Citrix).

Embedded support contact info

in Secure Hub/app debug

logging capabilities. One client

to support.

Vendor defined support

(Apple/Google). May need to

support different clients based

on device platform.

Vendor-defined support.

One client to support,

assuming that the third-

party client is supported on

all managed device

platforms.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three main scenarios and design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flow of mail (ActiveSync) traffic in

the context of XenMobile.

Scenario 1: Exposed ExchangeScenario 1: Exposed Exchange

Environments that support external clients commonly have Exchange ActiveSync services exposed to the internet. Mobile

ActiveSync clients connect through this externally facing path through a reverse proxy (for example, NetScaler) or through

an edge server. This option is required for the use of native or third-party mail clients, making these clients the popular

choice for this scenario. Although not a common practice, you can also use the Secure Mail client in this scenario. By doing

so, you benefit from the security features offered by the use of MDX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of the app.

Scenario 2: Tunneled via Net Scaler (micro VPN and STA)Scenario 2: Tunneled via Net Scaler (micro VPN and STA)

This scenario is the default when using the Secure Mail client, due to its micro VPN capabilities. In this case, the Secure Mail

client establishes a secure connection to ActiveSync via NetScaler Gateway. In essence, you can consider Secure Mail to be

the client connecting directly to ActiveSync from the internal network. Citrix customers often standardize on Secure Mail

as the mobile ActiveSync client of choice. That decision is part of an initiative to avoid exposing ActiveSync services to the

internet on an exposed Exchange Server, as described in the first scenario.

Only managed (MDX wrapped) apps can use the micro VPN function. Therefore, this scenario does not apply to native

clients. Even though it may be possible to wrap third-party clients with the MDX Toolkit, this practice is not common. The

use of device-level VPN clients to allow tunneled access for native or third-party clients has proven to be cumbersome and

not a viable solution.

Scenario 3: Cloud-host ed Exchange servicesScenario 3: Cloud-host ed Exchange services

Cloud-hosted Exchange services, such as Microsoft Office 365, are becoming more popular. In the context of XenMobile,

this scenario may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first scenario, because the ActiveSync service is also expos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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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In this case, cloud service provider requirements dictate client choices. The choices generally include support for

most ActiveSync clients, such as Secure Mail and other native or third-party clients.

XenMobile can add value in three areas for this scenario:

Client wrapping with MDX policies and app management with Secure Mail

Client configuration with the use of an MDM policy on supported clients (native, such as TouchDown)

ActiveSync f iltering options with the use of XenMobile Mail Manager

As with most services exposed to the internet, you must secure the path and provide filtering for authorized access. The

XenMobile solution includes two components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provide ActiveSync filtering capabilities for native and

third-party clients: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and XenMobile Mail Manager.

The use of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provides ActiveSync filtering at the perimeter, by using NetScaler as a proxy for

ActiveSync traffic. As a result, the filtering component sits in the path of mail traffic flow, intercepting mail as it enters or

leaves the environment.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act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NetScaler and the XenMobile

Server. When a device communicates with Exchange through the ActiveSync virtual server on the NetScaler, NetScaler

performs an HTTP callout to th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service. That service then checks the device status with

XenMobile.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devic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replies to NetScaler to either allow or deny

the connection. You may also configure static rules to filter access based on user, agent, and device type or ID.

This setup allows Exchange ActiveSync services to be exposed to the internet with an added layer of security to prevent

unauthorized access. Design considerations include the following:

Windows Server: Th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component requires a Windows Server.

Filtering rule set: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is designed for f iltering based on device state and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user information. Although you may configure static rules to f ilter by user ID, no options exist for f iltering based on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for example. If  there is a requirement for Active Directory group f iltering, you can use

XenMobile Mail Manager instead.

NetScaler scalability: Given the requirement to proxy ActiveSync traff ic via NetScaler: Proper sizing of the NetScaler

instance is critical to support the added workload of all ActiveSync SSL connections.

NetScaler Integrated Caching: Th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configuration on the NetScaler uses the Integrated

Caching function to cache responses from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As a result of that configuration, NetScaler

doesn't need to issue a request to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for every ActiveSync transaction in a given session.

That configuration is also critical for adequate performance and scale. Integrated Caching is available with the NetScaler

Platinum Edition or you can license the feature separately for Enterprise Editions.

Custom filtering policies: You might need to create custom NetScaler policies to restrict certain ActiveSync clients

outside of the standard native mobile clients. This configuration requires knowledge on ActiveSync HTTP requests and

NetScaler responder policy creation.

Secure Mail clients: Secure Mail has micro VPN capabilities which eliminate the need for f iltering at the perimeter. The

Secure Mail client would generally be treated as an internal (trusted) ActiveSync client when connected through the

NetScaler Gateway. If  support for both native and third-party (with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and Secure Mail

clients is required: Citrix recommends that Secure Mail traff ic does not f low via the NetScaler virtual server used for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You can accomplish this traff ic f low via DNS and keep th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policy from affecting Secure Mail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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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diagram of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in a XenMobile deployment, se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Premises

Deployments.

XenMobile Mail Manager is a XenMobile component that provides ActiveSync filtering at the Exchange service level. As a

result, filtering only occurs once the mail reaches the exchange service, rather than when it enters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Mail Manager uses PowerShell to query Exchange ActiveSync for device partnership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access through device quarantine actions. Those action take devices in and out of quarantine based on XenMobile Mail

Manager rule criteria. Similar to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enMobile Mail Manager checks the device status with

XenMobile to filter access based on device compliance. You may also configure static rules to filter access based on device

type or ID, agent version, and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This solution does not require the use of NetScaler. You can deploy XenMobile Mail Manager without changes routing for

the existing ActiveSync traffic. Design considerations include:

Windows Server: The XenMobile Mail Manager component requires you to deploy Windows Server.

Filtering rule set: Just lik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enMobile Mail Manager includes f iltering rules to evaluate

device state. Additionally, XenMobile Mail Manager also supports static rules to f ilter based on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Exchange integration: XenMobile Mail Manager requires direct access to the Exchange Client Access Server (CAS) hosting

the ActiveSync role and control over device quarantine actions. This requirement might present a challenge depending on

the environment architecture and security posture. It is critical that you evaluate this technical requirement up front.

Other ActiveSync clients: Because XenMobile Mail Manager is f iltering at the ActiveSync service level, consider other

ActiveSync clients outside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You can configure XenMobile Mail Manager static rules to avoid

unintended impact to other ActiveSync clients.

Extended Exchange functions: Through direct integration with Exchange ActiveSync, XenMobile Mail Manager provides

the ability for XenMobile to perform an Exchange ActiveSync wipe on a mobile device. XenMobile Mail Manager also

allows XenMobile to access information about Blackberry devices and to perform other control operations.

For a diagram of XenMobile Mail Manager in a XenMobile deployment, se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Premises

Deployments.

The following figure helps you distinguish the pros and cons between using native email or Secure Mail solutions in your

XenMobile deployment. Each choice allows for associated XenMobile options and requirements to enable server, network,

and database access. The pros and cons include details on security, policy, and user interface consideration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par_anchortitle_484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par_anchortitle_a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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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Mobile Integration

Feb 21, 2018

This article covers what to consider when planning how XenMobile is to integrate with your existing network and solutions.

For example, if  you're already using NetScaler for XenApp and XenDesktop:

Should you use the existing NetScaler instance or a new, dedicated instance?

Do you want to integrate with XenMobile the HDX apps that are published using StoreFront?

Do you plan to use ShareFile with XenMobile?

Do you have a Network Access Control solution that you want to integrate into XenMobile?

Do you deploy web proxies for all outbound traff ic from your network?

NetScaler Gateway required mandatory for XenMobile ENT and MAM modes. NetScaler Gateway provides a micro VPN

path for access to all corporate resources and provides strong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support. NetScaler load

balancing is required for all XenMobile Server device modes:

If  you have multiple XenMobile Servers.

Or, if  the XenMobile Server is inside your DMZ or internal network (and therefore traff ic f lows from devices to NetScaler

to XenMobile).

You can use existing NetScaler instances or set up new ones for XenMobil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not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sing existing or new, dedicated NetScaler instances.

Shared NetScaler MPX with a NetScaler Gateway VIP created for XenMobile

Advantages:

Uses a common NetScaler instance for all Citrix remote connections: XenApp, full VPN, and clientless VPN.

Uses the existing NetScaler configurations, such as for certif icate authentication and for accessing services like DNS,

LDAP, and NTP.

Uses a single NetScaler platform license.

Disadvantages:

It is more diff icult to plan for scale when you handle two very different use cases on the same NetScaler.

Sometimes you need a specif ic NetScaler version for a XenApp use case. That same version might have known issues for

XenMobile. Or XenMobile might have known issues for the NetScaler version.

If  a NetScaler Gateway exists, you cannot run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a second time to create the

NetScaler configuration for XenMobile.

Except when Platinum licenses are used for NetScaler Gateway 11.1 or later: User access licenses installed on NetScaler

and required for VPN connectivity are pooled. Because those licenses are available to all NetScaler virtual servers, services

other than XenMobile can potentially consume them.

Dedicated NetScaler VPX/MPX instanc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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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recommends using a dedicated instance of NetScaler.

Easier to plan for scale and separates XenMobile traff ic from a NetScaler instance that might already be resource

constrained.

Avoids issues when XenMobile and XenApp need different NetScaler software versions. The recommendation generally is

to use the latest compatible NetScaler version and build for XenMobile.

Allows XenMobile configuration of NetScaler through the built-in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Virtual and physical separation of services.

Except when Platinum licenses are used for NetScaler Gateway 11.1 or later: The user access licenses required for

XenMobile are only available to XenMobile services on the NetScaler.

Disadvantages:

Requires setup of extra services on NetScaler to support XenMobile configuration.

Requires another NetScaler platform license. License each NetScaler instance for NetScaler Gateway.

For information about what to consider when integrating NetScaler and NetScaler Gateway with each XenMobile server

mode, see Integrating with NetScaler and NetScaler Gateway.

If  you have a Citrix XenApp and XenDesktop environment, you can integrate HDX applications with XenMobile using

StoreFront. When you integrate HDX apps with XenMobile:

The apps are available to users who are enrolled with XenMobile.

The apps display in the XenMobile Store along with other mobile apps.

XenMobile uses the legacy PNAgent (services) site on StoreFront.

When Citrix Receiver is installed on a device, HDX apps start using the Receiver.

StoreFront has a limitation of one services site per StoreFront instance. Suppose that you have multiple stores and want to

segment it from other production usage. In that case, Citrix generally recommends that you consider a new StoreFront

Instance and services site for XenMobile.

Considerations include:

Are there any different authent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StoreFront? The StoreFront services site requires Active

Directory credentials for logon. Customers only using certif 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cannot enumerate applications

through XenMobile using the same NetScaler Gateway.

Use the same store or create a new one?

Use the same or a different StoreFront server?

The following sections not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sing separate or combined storefronts for Receiver and

XenMobile Apps.

Integrate your existing StoreFront instance with XenMobile server

Advantages:

Same store: No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 of StoreFront is required for XenMobile, assuming that you use the same

NetScaler VIP for HDX access. Suppose that you choose to use the same store and want to direct Receiver access to a

new NetScaler VIP. In that case, add the appropriate NetScaler Gateway configuration to StoreFront.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integrating-netscaler-gateway-and-netscal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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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StoreFront server: Uses the existing StoreFront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Disadvantages:

Same store: Any reconfiguration of StoreFront to support XenApp and XenDesktop workloads may adversely affect

XenMobile as well.

Same StoreFront server: In large environments, consider the additional load from XenMobile usage of PNAgent for app

enumeration and start-up.

Use a new, dedicated StoreFront instance for integration with XenMobile server

Advantages:

New store: Any configuration changes of the StoreFront store for XenMobile should not affect existing XenApp and

XenDesktop workloads.

New StoreFront server: Server configuration changes should not affect XenApp and XenDesktop workflow. Additionally,

load outside of XenMobile usage of PNAgent for app enumeration and launch should not affect scalability.

Disadvantages:

New store: StoreFront store configuration.

New StoreFront server: Requires new StoreFront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XenApp and XenDesktop through Citrix Secure Hub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ShareFile enables users to access and sync all of their data from any device. With ShareFile, users can securely share data

with peopl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If  you integrate ShareFile with XenMobile Advanced Edition or

Enterprise Edition, XenMobile can provide ShareFile with:

Single sign-on authentication for XenMobile App users.

Active Directory-based user account provisioning.

Comprehensive access control policies.

Mobile users can benefit from the full ShareFile Enterprise feature set.
Alternatively, you can configure XenMobile to integrate only with StorageZone Connectors. Through StorageZone

Connectors, ShareFile provides access to:

Ddocuments and folders

Network f ile shares

In SharePoint sites: Site collections and document libraries.

Connected file shares can include the same network home drives used in Citrix XenDesktop and XenApp environments. You

use the XenMobile console to configure the integration with ShareFile Enterprise or StorageZones Connector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ShareFile use with XenMobil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note the questions to ask when making design decisions for ShareFile.

Integrate with ShareFile Enterprise or only StorageZone Connectors

Questions to ask: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pps/xenapp-xendesktop.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haref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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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need to store data in Citrix-managed StorageZones?

Do you want to provide users with f ile sharing and sync capabilities?

Do you want to enable users to access f iles on the ShareFile website? Or to access Office 365 content and Personal

Cloud connectors from mobile devices?

Design decision:

If  the answer to any of those questions is "yes," integrate with ShareFile Enterprise.

An integration with only StorageZone Connectors gives iOS users secure mobile access to existing on-premises storage

repositories, such as SharePoint sites and network f ile shares. In this configuration, you don't set up a ShareFile

subdomain, provision users to ShareFile, or host ShareFile data. Using StorageZones Connectors with XenMobile complies

with security restrictions against leaking user information outside of the corporate network.

ShareFile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server location

Questions to ask:

Do you require on-premises storage or features such as StorageZone Connectors?

If  using on-premises features of ShareFile, where will the ShareFile StorageZones Controllers sit in the network?

Design decision:

Determine whether to locate the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servers in the ShareFile cloud, in your on-premises single-

tenant storage system, or in supported third-party cloud storage.

StorageZones Controllers require some internet acces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itrix ShareFile Control Plane. You

can connect in several ways, including direct access, NAT/PAT configurations, or proxy configurations.

StorageZone Connectors

Questions to ask:

What are the CIFS share paths?

What are the SharePoint URLs?

Design decision:

Determine if  on-premises StorageZones Controllers are required to access those locations.

Due to StorageZone Connector communication with internal resources such as f ile repositories, CIFS shares, and

SharePoint: Citrix recommends that StorageZones Controllers reside in the internal network behind DMZ firewalls and

fronted by NetScaler.

SAML integration with XenMobile Enterprise

Questions to ask:

Is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for ShareFile?

Does f irst time use of the ShareFile app for XenMobile require SSO?

Is there a standard IdP in your current environment?

How many domains are required to use SAML?

Are there multiple email aliases for Active Directory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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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re any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migrations in progress or scheduled soon?

Design decision:

XenMobile Enterprise environments may choose to use SAML as th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for ShareFile. The

authentication options are:

Use XenMobile server as the Identity Provider (IdP) for SAML

This option can provide excellent user experience and automate ShareFile account creation, as well as enable mobile

app SSO features.

XenMobile server is enhanced for this process: It does not require the synchronization of Active Directory.

Use the ShareFile User Management Tool for user provisioning.

Use a supported third-party vendor as the IdP for SAML

If you have an existing and supported IdP and don't require mobile app SSO capabilities, this option might be the best fit for

you. This option also requires the use of the ShareFile User Management Tool for account provisioning.

Using third-party IdP solutions such as ADFS may also provide SSO capabilities on the Windows client side. Be sure to

evaluate use cases before choosing your ShareFile SAML IdP.

Additionally, to satisfy both use cases, you can Configure and ADFS and XenMobile as a Dual IdP.

Mobile apps

Questions to ask:

Which ShareFile mobile app do you plan to use (public, MDM, MDX)?

Design decision:

You distribute XenMobile apps from the Appl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Store. With that public app store distribution,

you obtain wrapped apps from the Citrix downloads page.

If  security is low and you don't require containerization, the public ShareFile application may not be suitable. In an MDM-

only environment, you can deliver the MDM version of the ShareFile app using XenMobile in MDM m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Apps and Citrix ShareFile for XenMobile.

Security, policies, and access control

Questions to ask:

What restrictions do you require for desktop, web, and mobile users?

What standard access control settings do you want for users?

What f ile retention policy do you plan to use?

Design decision:

ShareFile lets you manage employee permissions and device security. For information, see Employee Permissions and

Managing Devices and Apps.

Some ShareFile device security settings and MDX policies control the same features. In those cases, XenMobile policies

take precedence, followed by the ShareFile device security settings. Examples: If  you disable external apps in ShareFile,

http://support.citrixonline.com/en_US/ShareFile/help_files/SF150015?Title=Configure+ADFS+and+XenMobile+as+a+Dual+IDP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app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harefile.html
http://support.citrixonline.com/en_US/ShareFile/help_files/SF050006?Title=Employee+Permissions
http://support.citrixonline.com/en_US/ShareFile/help_files/SF020019?Title=Managing+Devices+and+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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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enable them in XenMobile, the external apps get disabled in ShareFile. You can configure the apps so that XenMobile

doesn't require a PIN/passcode, but the ShareFile app requires a PIN/passcode.

Standard vs. Restricted StorageZones

Questions to ask:

Do you require Restricted StorageZones?

Design decision:

A standard StorageZone is intended for non-sensitive data and enables employees to share data with non-employees.

This option supports workflows that involve sharing data outside of your domain.

A restricted StorageZone protects sensitive data: Only authenticated domain users can access the data stored in the

zone.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for routing XenMobile traffic through an HTTP(S)/SOCKS proxy is as follows: When the subnet

that the XenMobile server resides in doesn't have outbound Internet access to the required Apple, Google, or Microsoft IP

addresses. You can specify proxy server settings in XenMobile to route all Internet traffic to the proxy server.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Enable proxy servers.

The following table describ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ost common proxy used with XenMobile.

Opt ionOpt ion Advant agesAdvant ages Disadvant agesDisadvant ages

Use an HTTP(S)/ SOCKS

Proxy with XenMobile server.

In cases where policies do not permit

outbound Internet connections from

the XenMobile server subnet: You can

configure an HTTP(S) or SOCKS proxy

to provide Internet connectivity.

If  the proxy server fails, APNs (iOS) or Google

Cloud Messaging (Android) connectivity

breaks. As a result, device notifications fail for

all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Use an HTTP(S) Proxy with

Secure Web.

You can monitor HTTP/HTTPS traffic

to ensure that Internet activity

complies with your organization's

standards.

This configuration requires all Secure Web

Internet traffic to tunnel back to the

corporate network before they are sent back

out to the Internet. If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 constrains browsing: This

configuration could affect Internet browsing

performance.

Your NetScaler session profile configuration for split tunneling affects the traffic as follows.

When NetScaler Split Tunneling is of fof f :

If  the MDX Net work accessNet work access policy is T unneled t o t he int ernal net work: T unneled t o t he int ernal net work: All traff ic is forced to use the micro VPN

or clientless VPN (cVPN) tunnel back to the NetScaler Gateway.

Configure NetScaler traff ic policies/profiles for the proxy server and bind them to the NetScaler Gateway VIP.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install-configure/proxy-serv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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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ant :Import ant : Be sure to exclude Secure Hub cVPN traffic from the prox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XenMobile Secure Hub Traff ic Through Proxy Server in Secure Browse Mode.

When Net Scaler Split  Tunneling Net Scaler Split  Tunneling is onon:

When apps are configured with the MDX Net work accessNet work access policy set to T unneled t o t he int ernal net workT unneled t o t he int ernal net work: The

apps f irst attempt to get the web resource directly. If  the web resource is not publicly available, those apps then fall

back to NetScaler Gateway.

Configure NetScaler traff ic policies and profiles for the proxy server. Then, bind those policies and profiles to the

NetScaler Gateway VIP.

Import ant :Import ant : Be sure to exclude Secure Hub cVPN traffic from the proxy.

Your NetScaler session profile configuration for Split  DNSSplit  DNS  (under Client  experienceClient  experience) functions similarly to Split Tunneling.

With Split  DNSSplit  DNS  enabled and set to Bot hBot h:

The client f irst attempts to resolve the FQDN locally and then falls back to NetScaler for DNS resolution during failure.

With Split  DNSSplit  DNS  set to Remot eRemot e :

DNS resolution occurs only on NetScaler.

With Split  DNSSplit  DNS  set to LocalLocal:

The client attempts to resolve the FQDN locally. NetScaler isn't used for DNS resolution.

Enterprises can now manage mobile devices inside and outside of networks.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solutions

such as XenMobile are great at providing security and controls for mobile devices, independent of location. However, when

coupled with a Network Access Control (NAC) solution, you can add QoS and more fine-grained control to devices that are

internal to your network. That combination enables you to extend the XenMobile device security assessment through your

NAC solution. Your NAC solution then can use the XenMobile security assessment to facilitate and handle authentication

decisions. Citrix has validated NAC integration with XenMobile for Cisco Identity Services Engine (ISE) or ForeScout. Citrix

doesn't guarantee integration for other NAC solutions.

Advantages of a NAC solution integration with XenMobile include the following:

Better security, compliance, and control for all endpoints on an enterprise network.

A NAC solution can:

Detect devices at the instant they attempt to connect to your network.

Query XenMobile for device attributes.

Then use that inform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allow, block, limit, or redirect those devices. Those decisions

depend on the security policies you choose to enforce.

A NAC solution provides IT  administrators with a view of unmanaged and non-compliant devices.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NAC compliance filters supported by XenMobile, see Network Access Control.

https://www.citrix.com/blogs/2015/07/29/mobility-experts-xenmobile-worxweb-traffic-through-proxy-server-in-securebrowse-mod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network-access-contr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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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ite Requirements

Feb 21, 2018

You can architect and configure XenMobile deployments that include multiple sites for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ed models used in XenMobile

deployments.

For XenMobile cluster nodes, NetScaler handles the load balancing.

XenMobile server nodes operate in an active/active configuration.

Additional XenMobile server nodes are added to a high availability cluster as capacity is required. One node can handle up

to approximately 8,500 user devices (see Scalability and performance for additional detail).

Citrix recommends configuring "n+1" XenMobile servers: one server for every 8,500 user devices and one extra server for

redundancy.

Citrix recommends high availability for all NetScaler instances wherever possible to allow the configurations to sync with

a second NetScaler.

The standard NetScaler high availability pair operates in an active/passive configuration.

A typical high availability XenMobile deployment typically includes:

Two NetScaler instances (VPX or MPX). If  the NetScaler SDX platform is used, high availability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Two or more XenMobile servers configured with the same database settings.

You can configure XenMobile for disaster recovery across two data centers with one active data center and one passive

data center. NetScaler and Global Server Load Balancing (GSLB) are used to create an active/active data path so that the

user experience is that of an active/active setup.

For disaster recovery, a XenMobile deployment includes:

Two data centers; each contains one or more NetScaler instances, XenMobile servers, and SQL Server databases.

A GSLB server to direct traff ic to the data centers. The GSLB server is configured for both the XenMobile enrollment URL

and NetScaler Gateway URL handling traff ic to the site.

When you use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to configure NetScaler Gateway, by default, the GSLB is not enabled

to resolve traff ic to the XenMobile enrollment server and traff ic to the NetScaler Gateway, en route to the MAM load-

balancing server; as a result, additional steps are require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reparing for and implementing these

steps, see Disaster Recovery.

Clustered SQL Servers of Always On Availability Groups.

Latency between the XenMobile servers and SQL Server must be less than 5 ms.

注意
The disaster recovery methods described in this handbook provide only automated disaster recovery for the access layer. You must

manually start all XenMobile server nodes and the SQL Server database at the failover site before devices can connect the

XenMobile server.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system-requirements/scalabilit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disaster-recov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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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with NetScaler Gateway and NetScaler

Feb 21, 2018

When integrated with XenMobile, NetScaler Gateway provides an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for remote device access to

the internal network for MAM devices. The integration enables XenMobile Apps to connect to corporate servers in the

intranet through a micro VPN created from the apps on the mobile device to NetScaler Gateway.

NetScaler load balancing is required for all XenMobile server device modes if  you have multiple XenMobile servers or if  the

XenMobile server is inside your DMZ or internal network (and therefore traffic flows from devices to NetScaler to

XenMobile).

The integration requirements for NetScaler Gateway and NetScaler differ based on the XenMobile Server modes: MAM,

MDM, and ENT.

MAM

With XenMobile Server in MAM mode:

Net Scaler Gat ewayNet Scaler Gat eway  is required. NetScaler Gateway provides a micro VPN path for access to all corporate resources

and provides strong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support.

Net ScalerNet Scaler is recommended for load balancing.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deploy XenMobile in a high availability configuration, which requires a load balancer in

front of XenMobile. For details, see About MAM and Legacy MAM Modes.

MDM

With XenMobile Server in MDM mode:

NetScaler Gateway isn't required. For MDM deployments, Citrix recommends NetScaler Gateway for mobile device VPN.

NetScaler is recommended for security and load balancing.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deploy a NetScaler appliance in front of XenMobile server, for security and load balancing.

For standard deployments with XenMobile server in the DMZ, Citrix recommends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along with XenMobile server load balancing in SSL Bridge mode. You can also consider SSL Offload for deployments

where XenMobile server resides in the internal network rather than the DMZ and/or where security requires such

configurations.

While you might consider exposing XenMobile server to the Internet via NAT or existing third-party proxies or load-

balancers for MDM provided that the SSL traffic terminates on XenMobile server (SSL Bridge), Citrix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approach due to the potential security risk.

For high security environments, NetScaler with the default XenMobile configuration should meet or exceed security

requirements.

For MDM environments with the highest security needs, SSL termination at the NetScaler provides the ability to

inspect traffic at the perimeter, while maintaining end-to-end SSL encryp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Security

Requirements. NetScaler offers options to define SSL/TLS ciphers and SSL FIPS NetScaler hardwar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management-modes.html#par_anchortitle_f27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security-user-experience.html#par_anchortitle_b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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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MAM+MDM)

With XenMobile Server in ENT mode:

NetScaler Gateway is required. NetScaler Gateway provides a micro VPN path for access to all corporate resources and

provides strong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support.

When the XenMobile server mode is ENT and a user opts out of MDM enrollment, the device operates in the legacy

MAM mode. In the legacy MAM mode, devices enroll using the NetScaler Gateway FQDN. For details, see About MAM

and Legacy MAM Modes.

NetScaler is recommended for load balanc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NetScaler point above under "MDM."

Important
Be aware that for initial enrollment, the traffic from user devices authenticates on the XenMobile server whether you configure load

balancing virtual servers to SSL Offload or SSL Bridg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summarize the many design decisions to consider when planning a NetScaler Gateway integration

with XenMobile.

Licensing and edition

Decision detail:

What edition of NetScaler will you use?

Have you applied Platform licenses to NetScaler?

If  you require MAM functionality, have you applied the NetScaler Universal Access Licenses?

Design guidance:

Ensure that you apply the proper licenses to the NetScaler Gateway. If  you are using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integrated caching might be required; therefore, you must ensure that the appropriate NetScaler Edition is in place.

The license requirements to enable NetScaler features are as follows.

XenMobile MDM load balancing requires a NetScaler standard platform license at a minimum.

ShareFile load balancing with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requires a NetScaler standard platform license at a minimum.

The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 includes the required NetScaler Gateway Universal licenses for MAM.

Exchange load balancing requires a NetScaler Platinum platform license or a NetScaler Enterprise platform license with

the addition of an Integrated Caching license.

NetScaler version for XenMobile

Decision detail:

What version is the NetScaler running in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http://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management-modes.html#par_anchortitle_f2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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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a separate instance be required?

Design guidance:

Citrix recommends using a dedicated instance of NetScaler for your NetScaler Gateway virtual server. Be sure that the

minimum required NetScaler version and build is in use for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It is usually best to use the latest

compatible NetScaler version and build for XenMobile. If  upgrading NetScaler Gateway would affect your existing

environments, a second dedicated instance for XenMobile might be appropriate.

If  you plan to share a NetScaler instance for XenMobile and other apps that use VPN connections, be sure that you have

enough VPN licenses for both. Keep in mind that XenMobile test and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cannot share a NetScaler

instance.

Certificates

Decision detail:

Do you require a higher degree of security for enrollments and access to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Is LDAP not an option?

Design guidance: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for XenMobile is user name and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To add another layer of security for

enrollment and access to XenMobile environment, consider using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You can use certificates

with LDAP for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providing a higher degree of security without needing an RSA server.

If  you don't allow LDAP and use smart cards or similar methods, configuring certificates allows you to represent a smart

card to XenMobile. Users then enroll using a unique PIN that XenMobile generates for them. After a user has access,

XenMobile creates and deploys the certificate subsequently used to authenticate to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XenMobile supports 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 (CRL) only for a third party Certificate Authority. If  you have a Microsoft CA

configured, XenMobile uses NetScaler to manage revocation. When you configure client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consider whether you need to configure the NetScaler 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 (CRL) setting, Enable CRL Aut o Enable CRL Aut o

Ref reshRef resh. This step ensures that the user of a device in MAM-only mode can't authenticate using an existing certificate on

the device; XenMobile re-issues a new certificate, because it doesn't restrict a user from generating a user certificate if  one

is revoked. This setting increases the security of PKI entities when the CRL checks for expired PKI entities.

Networking topology

Decision detail:

What NetScaler topology is required?

Design guidance:

Citrix recommends using a NetScaler instance for XenMobile. However, if  you don't want traffic going from the inside

network out to the DMZ, you might consider setting up an additional instance of NetScaler, so that you're using one

NetScaler instance for internal users and one for external users. Be aware that when users switch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networks, DNS record caching can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logon prompts in Secure Hub.

Note that XenMobile does not currently support NetScaler Gateway double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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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icated or shared NetScaler Gateway VIPs

Decision detail:

Do you currently use NetScaler Gateway for XenApp and XenDesktop?

Will XenMobile leverage the same NetScaler Gateway as XenApp and XenDesktop?

What are the authent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both traff ic f lows?

Design guidance:

When your Citrix environment includes XenMobile, plus XenApp and XenDesktop, you can use the same NetScaler instance

and NetScaler Gateway virtual server for both. Due to potential versioning conflicts and environment isolation, a dedicated

NetScaler instance and NetScaler Gateway are recommend for each XenMobile environment. However, if  a dedicated

NetScaler instance is not an option, Citrix recommends using a dedicated NetScaler Gateway vServer rather than a vServer

shared between XenMobile and XenApp and XenDesktop, to separate the traffic flows for Secure Hub.

If  you use LDAP authentication, Receiver and Secure Hub can authenticate to the same NetScaler Gateway with no issues.

If  you use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pushes a certificate in the MDX container and Secure Hub uses the

certificate to authenticate with NetScaler Gateway. Receiver is separate from Secure Hub and can't use the same

certificate as Secure Hub to authenticate to the same NetScaler Gateway.

You might consider this work around, which allows you to use the same FQDN for two NetScaler Gateway VIPs. You can

create two NetScaler Gateway VIPs with the same IP address, but the one for Secure Hub uses the standard 443 port and

the one for XenApp and XenDesktop (which deploy Receiver) uses port 444. Then, one FQDN resolves to the same IP

address. For this work around, you might need to configure StoreFront to return an ICA file for port 444, instead of the

default, port 443. This workaround doesn't require users to enter a port number.

NetScaler Gateway time-outs

Decision detail:

How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the NetScaler Gateway time-outs for XenMobile traff ic?

Design guidance:

NetScaler Gateway includes the settings Session time-out and Forced time-out. For details, see Recommended

Configurations in this handbook. Keep in mi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time-out values for background services, NetScaler,

and for accessing applications while offline.

XenMobile load balancer IP address for MAM

Decision detail:

Are you using internal or external IP addresses for VIPs?

Design guidance:

In environments where you can use public IP addresses for NetScaler Gateway VIPs, assigning the XenMobile load

balancing VIP and address in this manner will cause enrollment failures.

Ensure that the load balancing VIP uses an internal IP to avoid enrollment failures in this scenario. This virtual IP addres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authent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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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follow the RFC 1918 standard of private IP addresses. If  you use a non-private IP address for this virtual server,

NetScaler will not be able to contact the XenMobile server successfully during the authentication process. For details, see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00430.

MDM load balancing mechanism

Decision detail:

How will the XenMobile servers be load balanced by NetScaler Gateway?

Design guidance:

Use SSL Bridge if  XenMobile is in the DMZ. Use SSL Offload, if  required to meet security standards, when XenMobile server

is in the internal network.

When you load balance XenMobile server with NetScaler VIPs in SSL Bridge mode, Internet traff ic f lows directly to

XenMobile server, where connections terminate. SSL Bridge mode is the simplest mode to set up and troubleshoot.

When you load balance XenMobile server with NetScaler VIPs in SSL Offload mode, Internet traff ic f lows directly to

NetScaler, where connections terminate. NetScaler then establishes new sessions from NetScaler to XenMobile server.

SSL Offload mode involves additional complexity during setup and troubleshooting.

Service port for MDM load balancing with SSL Offload

Decision detail:

If  you will use SSL Offload mode for Load Balancing, What port will the back-end service use?

Design guidance:

For SSL Offload, choose port 80 or 8443 as follows:

Leverage port 80 back to XenMobile server, for true off loading.

End-to-end encryption, that is, re-encryption of traff ic, isn't supported. For details, see the Citrix support article,

Supported Architectures Between NetScaler and XenMobile Server.

Enrollment FQDN

Decision detail:

What will be the FQDN for enrollment and XenMobile instance/load balancing VIP?

Design guidance:

Ini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first XenMobile server in a cluster requires that you enter the XenMobile server FQDN. That

FQDN must match your MDM VIP URL and your Internal MAM LB VIP URL. (An internal NetScaler address record resolves

the MAM LB VIP.) For details, see "Enrollment FQDN for each deployment type" later in this article.

In addition, you must use the same certificate as the XenMobile SSL listener certificate, Internal MAM LB VIP certificate,

and MDM VIP certificate (if  using SSL Offload for MDM VIP).

Import antImport ant : After you configure the enrollment FQDN, you cannot change it. A new enrollment FQDN will require a new

SQL Server database and XenMobile server re-build.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00430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1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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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Web traffic

Decision detail:

Will you restrict Secure Web to internal web browsing only?

Will you enable Secure Web for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web browsing?

Design guidance:

If  you will use Secure Web for internal web browsing only, NetScaler Gateway configuration is straightforward, assuming

that Secure Web can reach all internal sites by default; you might need to configure firewalls and proxy servers.

If  you will use Secure Web for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browsing, you must enable the SNIP to have outbound internet

access. Because IT  generally views enrolled devices (using the MDX container) as an extension of the corporate network, IT

typically wants Secure Web connections to come back to NetScaler, go through a proxy server, and then go out to

Internet. By default, Secure Web access tunnels to the internal network, which means that Secure Web uses a per-

application VPN tunnel back to the internal network for all network access and NetScaler uses split tunnel settings.

For a discussion of Secure Web connections, see Configuring User Connections in the XenMobile Apps documentation.

Push Notifications for Secure Mail

Decision detail:

Will you use push notif ications?

Design guidance for iOS:

If  your NetScaler Gateway configuration includes Secure Ticket Authority (STA) and split tunneling is off, NetScaler

Gateway must allow traffic from Secure Mail to the Citrix listener service URLs specified in Push Notifications for Secure

Mail for iOS.

Design guidance for Androi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MDX policy, Active poll period, you can use Google Cloud Messaging (GCM) to control how and

when Android devices need to connect to XenMobile. With GCM configured, any security action or deploy command

triggers a push notification to Secure Hub to prompt the user to reconnect to the XenMobile server.

HDX STAs

Decision detail:

What STAs to use if  you will integrate HDX application access?

Design guidance:

HDX STAs must match the STAs in StoreFront and must be valid for the XenApp/XenDesktop farm.

ShareFile

Decision detai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ecure-we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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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you use ShareFile StorageZone Controllers in the environment?

What ShareFile VIP URL will you use?

Design guidance:

If  you will include ShareFile StorageZone Controllers in your environment, ensure that you correctly configure the following:

ShareFile Content Switch VIP (used by the ShareFile Control Plan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torageZone Controller

servers), ShareFile Load Balancing VIPs, and all required policies and profiles. For information, see Configure NetScaler for

StorageZones Controller in the Citrix StorageZones documentation.

SAML IdP

Decision detail:

If  SAML is required for ShareFile, do you want to use XenMobile as the SAML IdP?

Design guidance:

The recommended best practice is to integrate ShareFile with XenMobile Advanced Edition or XenMobile Enterprise Edition,

a simpler alternative to configuring SAML-based federation. When you use ShareFile with those XenMobile editions,

XenMobile provides ShareFile with single sign-on (SSO) authentication of XenMobile Apps users, user account provisioning

based on Active Directory, and comprehensive access control policies. The XenMobile console enables you to perform

ShareFile configuration and to monitor service levels and license usage.

Note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ShareFile clients: ShareFile Worx clients (also referred to as wrapped ShareFile) and

ShareFile mobile clients (also referred to as unwrapped ShareFil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see How ShareFile Worx

Clients Differ from ShareFile Mobile Clients.

You can configure XenMobile and ShareFile to use SAML to provide SSO access to ShareFile mobile apps you wrap with the

MDX toolkit, as well as to non-wrapped ShareFile clients, such as the web site, Outlook plugin, or sync clients.

If  you want to use XenMobile as the SAML IdP for ShareFile, ensure that the proper configurations are in place. For details,

see SAML for SSO with ShareFile.

ShareConnect direct connections

Decision detail:

Will users access a host computer from a computer or mobile device running ShareConnect using direct connections?

Design guidance:

ShareConnect enables users to connect securely to their computers through iPads, Android tablets, and Android phones to

access their files and applications. For direct connections, XenMobile uses NetScaler Gateway to provide secure access to

resources outside of the local network. For configuration details, see ShareConnect.

Enrollment FQDN for each deployment type

Deployment  t ypeDeployment  t ype Enrollment  FQDNEnrollment  FQDN

Enterprise (MDM+MAM) with mandatory MDM enrollment XenMobile server FQDN

http://docs.citrix.com/zh-cn/storagezones-controller/5-0/install/configure-netscaler.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harefile.html#par_richtext_6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saml-sso-sharefile.html#par_richtext_6
http://docs.citrix.com/en-us/worx-mobile-apps/10/xmob-worx-shareconn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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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MDM+MAM) with optional MDM enrollment XenMobile server FQDN or NetScaler Gateway FQDN

MDM only XenMobile server FQDN

MAM-only (legacy) NetScaler Gateway FQDN

MAM-only (for XenMobile 10.3.5 and higher) XenMobile server FQDN

The XenMobile product documentation includes a Flowchart for Deploying XenMobile with NetScaler Gateway along with

links to related articles, such as system requirements, gathering required information, configuring XenMobile for NetScaler

Gateway, and using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to configure XenMobile connections.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use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to ensure proper configuration. Be aware that you can

use the wizard only one time. If  you have multiple XenMobile instances, such as for tes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you must configure NetScaler for the additional environments manually. When you have a working

environment, take note of the settings before attempting to configure NetScaler manually for XenMobile.

The key decision you make when using the wizard is whether to use HTTPS or HTTP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XenMobile

server. HTTPS provides secure back-end communication, as traffic between NetScaler and XenMobile is encrypted; the re-

encryption impacts XenMobile server performance. HTTP provides better XenMobile server performance; traffic between

NetScaler and XenMobile is not encrypted. The following tables show the HTTP and HTTPS port requirements for

NetScaler and XenMobile server.

HT T PSHT T PS

Citrix typically recommends SSL Bridge for NetScaler MDM virtual server configurations. For NetScaler SSL Offload use with

MDM virtual servers, XenMobile supports only port 80 as the backend service.

Deployment  t ypeDeployment  t ype Net Scaler load balancing met hodNet Scaler load balancing met hod SSL re-encrypt ionSSL re-encrypt ion XenMobile server portXenMobile server port

MDM SSL Bridge N/A 443, 8443

MAM SSL Offload Enabled 8443

Enterprise MDM: SSL Bridge N/A 443, 8443

Enterprise MAM: SSL Offload Enabled 8443

HT T PHT T P

https://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10-3/xenmobile-server1035-overview.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authentication/netscaler-gateway-and-xenmobile.html#par_anchortitle_64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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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ment  t ypeDeployment  t ype Net Scaler load balancing met hodNet Scaler load balancing met hod SSL re-encrypt ionSSL re-encrypt ion XenMobile server portXenMobile server port

MDM SSL Offload Not supported 80

MAM SSL Offload Enabled 8443

Enterprise MDM: SSL Offload Not supported 80

Enterprise MAM: SSL Offload Enabled 8443

For diagrams of NetScaler Gateway in XenMobile deployments, se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Premises Deployments

and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Cloud Deployment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clou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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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 and Proxy Considerations for MDX Apps

Feb 21, 2018

XenMobile integration with NetScaler enables you to provide users with single sign-on (SSO) to all backend HTTP/HTTPS

resources. Depending on your SSO authentication requirements, you can configure user connections for an MDX app to

use either of these options:

Secure Browse, which is a type of clientless VPN

Full VPN Tunnel

If  NetScaler isn't the best way to provide SSO in your environment, you can set up an MDX app with policy-based local

password cach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various SSO and proxy options, with a focus on Secure Web. The concepts apply

to other MDX apps.

The following flow chart summarizes the decision flow for SSO and user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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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ection provides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entication methods supported by NetSc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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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L authentication

When you configure NetScaler for 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SAML), users can connect to web apps that

support the SAML protocol for single sign-on. NetScaler Gateway supports the identity provider (IdP) single sign-on for

SAML web apps.

Required configuration:

Configure SAML SSO in the NetScaler Traff ic profile.

Configure the SAML iDP for the requested service.

NTLM authentication

If  SSO to web apps is enabled in the session profile, NetScaler performs NTLM authentication automatically.

Required configuration:

Enable SSO in the NetScaler Session or Traff ic profile.

Kerberos impersonation

XenMobile supports Kerberos for Secure Web only. When you configure NetScaler for Kerberos SSO, NetScaler uses

impersonation when a user password is available to NetScaler. Impersonation means that NetScaler uses user credentials to

get the ticket required to gain access to services, such as Secure Web.

Required configuration:

Configure the NetScaler "Worx" Session policy to allow it to identify the Kerberos Realm from your connection.

Configure a Kerberos Constrained Delegation (KCD) account on NetScaler. Configure that account with no password

and bind it to a traff ic policy on your XenMobile gateway.

For those and other configuration details, see the Citrix blog: WorxWeb and Kerberos Impersonation SSO.

Kerberos Constrained Delegation

XenMobile supports Kerberos for Secure Web only. When you configure NetScaler for Kerberos SSO, NetScaler uses

constrained delegation when a user password is not available to NetScaler.

With constrained delegation, NetScaler uses a specified administrator account to get tickets on behalf  of users and

services.

Required configuration:

Configure a KCD account in Active Directory with the required permissions and a KDC account on NetScaler.

Enable SSO in the NetScaler Traff ic profile.

Configure the back-end website for Kerberos authentication.

For those and other configuration details, see the Citrix blog, Configuring Kerberos Single Sign-on for WorxWeb.

Form Fill Authentication

When you configure NetScaler for Form-based single sign-on, users can log on one time to access all protected apps in your

network. This authentication method applies to apps that use Secure Browse or Full VPN modes.

https://www.citrix.com/blogs/2015/10/16/worxweb-and-kerberos-impersonation-sso/
https://www.citrix.com/blogs/2015/10/09/mobility-experts-configuring-kerberos-single-sign-on-for-worx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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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d configuration:

Configure Form-based SSO in the NetScaler Traff ic profile.

Digest HTTP authentication

If  you enable SSO to web apps in the session profile, NetScaler performs digest HTTP authentication automatically. This

authentication method applies to apps that use Secure Browse or Full VPN modes.

Required configuration:

Enable SSO in the NetScaler Session or Traff ic profile.

Basic HTTP authentication

If  you enable SSO to web apps in the session profile, NetScaler performs basic HTTP authentication automatically. This

authentication method applies to apps that use Secure Browse or Full VPN modes.

Required configuration:

Enable SSO in the NetScaler Session or Traff ic profil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escribe the user connection types for Secure Web.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is Secure Web

article in the Citrix documentation, Configuring User Connections.

Full VPN Tunnel

Connections that tunnel to the internal network can use a full VPN tunnel. Use the Secure Web Preferred VPN mode policy

to configure full VPN tunnel. Citrix recommends Full VPN tunnel for connections that use client certificates or end-to-end

SSL to a resource in the internal network. Full VPN tunnel handles any protocol over TCP. You can use full VPN tunnel with

Windows, Mac,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In Full VPN Tunnel mode, NetScaler does not have visibility inside an HTTPS session.

Secure Browse

Connections that tunnel to the internal network can use a variation of a clientless VPN, referred to as Secure Browse.

Secure Browse is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specified for the Secure Web Pref erred VPN modePref erred VPN mode policy. Citrix recommends

Secure Browse for connections that require single sign-on (SSO).

In Secure Browse mode, NetScaler breaks the HTTPS session into two parts:

From the client to NetScaler

From NetScaler to the back-end resource server.

In this manner, NetScaler has full visibility into all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client and server, enabling it to provide SSO.

You can also configure proxy servers for Secure Web when used in secure browse mode. For details, see the blog XenMobile

WorxWeb Traffic Through Proxy Server in Secure Browse Mode.

http://docs.citrix.com/zh-cn/worx-mobile-apps/10/xmob-worx-web.html#par_richtext_6
http://blogs.citrix.com/2015/07/29/mobility-experts-xenmobile-worxweb-traffic-through-proxy-server-in-securebrows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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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VPN Tunnel with PAC

You can use a Proxy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PAC) file with a full VPN tunnel deployment for Secure Web on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XenMobile supports proxy authentication provided by NetScaler. A PAC file contains rules that define how

web browsers select a proxy to access a given URL. PAC file rules can specify handling for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es.

Secure Web parses PAC file rules and sends the proxy server information to NetScaler Gateway. NetScaler Gateway is

unaware of the PAC file or proxy server.

For authentication to HTTPS web sites: The Secure Web MDX policy, Enable web password cachingEnable web password caching, enables Secure

Web to authenticate and provide SSO to the proxy server through MDX.

When planning your SSO and proxy configuration, you must also decide whether to use NetScaler split tunneling.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use NetScaler split tunneling only if  needed. This section provides a high-level look at how split

tunneling works: NetScaler determines the traffic path based on its routing table. When NetScaler split tunneling is on,

Secure Hub distinguishes internal (protected) network traffic from Internet traffic. Secure Hub makes that determination

based on the DNS suffix and Intranet applications. Secure Hub then tunnels only the internal network traffic through the

VPN tunnel. When NetScaler split tunneling is off, all traffic goes through the VPN tunnel.

If  you prefer to monitor all the traff ic due to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turn off  NetScaler split tunneling. As a result, all

traff ic goes through the VPN tunnel.

If  you use Full VPN Tunnel with PAC, you must disable NetScaler Gateway split tunneling. If  split tunneling is on and you

configure a PAC f ile, the PAC f ile rules override the NetScaler split tunneling rules. A proxy server configured in a traff ic

policy does not override NetScaler split tunneling rules.

By default, the Net work accessNet work access policy is set to Tunneled t o t he int ernal net workTunneled t o t he int ernal net work for Secure Web. With that

configuration, MDX apps use NetScaler split tunnel settings. The Net work accessNet work access policy default differs for some other

XenMobile Apps.

NetScaler Gateway also has a micro VPN reverse split tunnel mode. This configuration supports an exclusion list of IP

addresses that aren't tunneled to the NetScaler. Instead, those addresses are sent by using the device internet conne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everse split tunneling, see Configuring Split Tunneling in the NetScaler Gateway

documentation.

XenMobile includes a Reverse split  t unnel exclusion list .Reverse split  t unnel exclusion list . To prevent certain websites from tunneling through NetScaler

Gateway: Add a comma-separated list of 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s (FQDN) or DNS suffixes that connect by using the

local area network (LAN) instead. This list applies only to Secure Browse mode with NetScaler Gateway configured for

reverse split tunneling.

http://docs.citrix.com/en-us/netscaler-gateway/11/vpn-user-config/configure-plugin-connections/ng-plugin-split-tunneling-ts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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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

Feb 21, 2018

In a XenMobile deployment, several considerations come into play when deciding how to configure authentication.  This

section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authentication by discussing the following:

The main MDX policies,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and NetScaler Gateway settings involved with authentication.

The ways these policies, client properties, and settings interact.

The tradeoffs of each choice.

This article also includes three examples of recommended configurations for increasing degrees of security.

Broadly speaking, stronger security results in a less-optimal user experience, because users have to authenticate more

often. How you balance those concerns depends on your organization's needs and priorities. By reviewing the three

recommended configurations, you should gain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lay of authentication measures

available to you, and how to best deploy your own XenMobile environment.

Online aut hent icat ionOnline aut hent icat ion: Allows users into the XenMobile network. Requires an Internet connection.

Of fline aut hent icat ionOf fline aut hent icat ion: Happens on the device. Users unlock the secure vault and have offline access to items, such as

downloaded mail, cached websites, and notes.

Single Factor

LDAPLDAP : You can configure a connection in XenMobile to one or more directories, such as Active Directory that are compliant

with the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LDAP). This is a commonly used method to provide single sign-on (SSO) for

company environments. You might opt for Citrix PIN with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caching to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with LDAP while still providing the security of complex passwords on enrollment, password expiration, and account lockout.

For more details, see Domain or domain plus STA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Client  cert ificat eClient  cert ificat e : XenMobile can integrate with industry-standard certificate authorities to use certificates as the sole

method of online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provides this certificate after user enrollment, which requires either a one-time

password, invitation URL, or LDAP credentials. When using a client certificate as the primary method of authentication, a

Citrix PIN is required in client certificate-only environments to secure the certificate on the device. 

XenMobile supports 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 (CRL) only for a third-party Certificate Authority. If  you have a Microsoft CA

configured, XenMobile uses NetScaler to manage revocation. When you configure client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consider whether you need to configure the NetScaler 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 (CRL) setting, Enable CRL Auto Refresh.

This step ensures that the user of a device in MAM-only mode can't authenticate using an existing certificate on the

device; XenMobile re-issues a new certificate, because it doesn't restrict a user from generating a user certificate if  one is

revoked. This setting increases the security of PKI entities when the CRL checks for expired PKI entities.

For a diagram that shows the deployment needed if  you plan to use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for users or if  you

need to use your enterprise Certificate Authority (CA) for issuing device certificates, se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

Premises Deployment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domain-security-toke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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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Factor

LDAP +  Client  Cert ificat eLDAP +  Client  Cert ificat e : In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this configuration is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security and user

experience, with the best SSO possibilities coupled with security provided by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at NetScaler. Using

both LDAP and client certificate provides security with both something users know (their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s) and

something they have (client certificates on their devices). Secure Mail (and some other XenMobile Apps) can automatically

configure and provide a seamless first-time user experience with client certificate authentication, with a properly configured

Exchange client access server environment. For optimal usability, you can combine this option with Citrix PIN and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caching.

LDAP +  TokenLDAP +  Token: This configuration allows for the classic configuration of LDAP credentials, plus a one-time password, using

the RADIUS protocol. For optimal usability, you can combine this option with Citrix PIN and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caching.

The following policies, settings, and client properties come into play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recommended configurations:

MDX policies

App passcodeApp passcode: If  OnOn, a Citrix PIN o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unlock the app when it starts or resumes after a period of

inactivity. Default is OnOn.

To configure the inactivity timer for all apps, set the INACTIVITY_TIMER value in minute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in

Client  Propert iesClient  Propert ies on the Set t ings Set t ings tab. The default is 15 minutes. To disable the inactivity timer, so that a PIN or passcode

prompt appears only when the app starts, set the value to zero.

Not eNot e : If  you select Secure offline for the Encryption keys policy, this policy is automatically enabled.

Online session requiredOnline session required: If  OnOn, the user must have a connection to the enterprise network and an active session in order

to access the app on the device. If  Of fOf f , an active session is not required to access the app on the device. Default is Of fOf f .

Maximum of fline period (hours)Maximum of fline period (hours): Defines the maximum period an app can run without reconfirming app entitlement and

refreshing policies from XenMobile. When you set the Maximum offline period, if  Secure Hub for iOS has a valid NetScaler

Gateway token, the app retrieves new policies for MDX apps from XenMobile without any interruption to users. If  Secure

Hub does not have a valid NetScaler token, users must authenticate through Secure Hub in order for app policies to

update. The NetScaler token may become invalid due to a NetScaler Gateway session inactivity or a forced session time-

out policy. When users sign on to Secure Hub again, they can continue running the app.

Users are reminded to sign on at 30, 15, and 5 minutes before the period expires. After expiration, the app is locked until

users sign on. Default is 7 2 hours (3 days)7 2 hours (3 days). Minimum period is 1 hour.

Not eNot e : Keep in mind that in a scenario in which users travel often and may use international roaming, the default of 72

hours (3 days) may be too short.

Background services t icket  expirat ionBackground services t icket  expirat ion: The time period that a background network service ticket remains valid. When

Secure Mail connects through NetScaler Gateway to an Exchange Server running ActiveSync, XenMobile issues a token

that Secure Mail uses to connect to the internal Exchange Server. This property setting determines the duration that

Secure Mail can use the token without requiring a new token for authentication and the connection to the Exchange

Server. When the time limit expires, users must log on again to generate a new token. Default is 168 hours (7  days)168 hours (7  days). When

this time-out expires, mail notifications will dis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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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session required grace periodOnline session required grace period: Determines how many minutes a user can use the app offline before the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policy prevents them from further use (until the online session is validated). Default is 0 (no grace perio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DX Toolkit authentication policies, see XenMobile MDX Policies for iOS and XenMobile MDX

Policies for Android.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 iesXenMobile client  propert ies

Not eNot e : Client properties are a global setting that apply to all devices that connect to XenMobile.

Cit rix PINCit rix PIN : For a simple sign-on experience, you might choose to enable the Citrix PIN. With the PIN, users do not have to

enter other credentials repeatedly, such as their Active Directory user names and passwords. You can configure the Citrix

PIN as a standalone offline authentication only, or combine the PIN with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caching to streamline

authentication for optimal usability. You configure the Citrix PIN in Set t ings Set t ings > Client  Client  > Client  Propert iesClient  Propert ie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Following is a summary of a few important proper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Client properties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ENABLE_PASSCODE_AUTH

Display nameDisplay name: Enable Citrix PIN Authentication

This key allows you to turn on Citrix PIN functionality. With the Citrix PIN or passcode, users are prompted to define a

PIN to use instead of their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You should enable this setting if

ENABLE_PASSWORD_CACHINGENABLE_PASSWORD_CACHING is enabled or if  XenMobile is using certificate authentication.

Possible valuesPossible values: t rue t rue or f alsef alse

Def ault  valueDef ault  value : f alsef alse

ENABLE_PASSWORD_CACHING

Display nameDisplay name: Enable User Password Caching

This key lets you allow the users'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to be cached locally on the mobile device. When you set

this key to true, users are prompted to set a Citrix PIN or passcode. The ENABLE_PASSCODE_AUTH key must be set

to true when you set this key to t ruet rue .

Possible valuesPossible values: t rue t rue or f alsef alse

Def ault  valueDef ault  value : f alsef alse

PASSCODE_STRENGTH

Display nameDisplay name: PIN Strength Requirement

This key defines the strength of the Citrix PIN or passcode. When you change this setting, users are prompted to set

a new Citrix PIN or passcode the next time they are prompted to authenticate.

Possible valuesPossible values: LowLow, MediumMedium, or St rongSt rong

Def ault  valueDef ault  value : MediumMedium

http://docs.citrix.com/en-us/mdx-toolkit/10/xmob-mobile-app-policy-defaults/xmob-mdx-policies-ios.html
http://docs.citrix.com/en-us/mdx-toolkit/10/xmob-mobile-app-policy-defaults/xmob-mdx-policies-android.html#xmob-mdx-policies-android-authe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provision-devices/client-proper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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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CTIVITY_TIMER

Display nameDisplay name: Inactivity timer

This key defines the time in minutes that users can leave their devices inactive and then access an app without being

prompted for a Citrix PIN or passcode. To enable this setting for an MDX app, you must set the App Passcode setting

to OnOn. If  the App Passcode setting is set to Of fOf f , users are redirected to Secure Hub to perform a full authentication.

When you change this setting, the value takes effect the next time users are prompted to authenticate. The default

is 15 minutes.

ENABLE_TOUCH_ID_AUTH

Display nameDisplay name: Enable Touch ID Authentication

Allows the use of the fingerprint reader (in iOS only) for offline authentication. Online authentication will still require

th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method. 

ENCRYPT_SECRETS_USING_PASSCODE

Display nameDisplay name: Encrypt secrets using Passcode

This key lets sensitive data be stored on the mobile device in a secret vault instead of in a platform-based native

store, such as the iOS keychain. This configuration key enables strong encryption of key artifacts, but also adds user

entropy (a user-generated random PIN code that only the user knows). 

Possible valuesPossible values: t rue t rue or f alsef alse

Def ault  valueDef ault  value : f alsef alse

 

NetScaler Settings

Session t ime-outSession t ime-out : If  you enable this setting, NetScaler Gateway disconnects the session if  NetScaler detects no network

activity for the specified interval. This setting is enforced for users who connect with the NetScaler Gateway Plug-in, Citrix

Receiver, Secure Hub, or through a web browser. Default is 14 4 0 minut es14 4 0 minut es. If  you set this value to zero, the setting is

disabled.

Forced t ime-outForced t ime-out : If  you enable this setting, NetScaler Gateway disconnects the session after the time-out interval

elapses no matter what the user is doing. When the time-out interval elapses, there is no action the user can take to

prevent the disconnection. This setting is enforced for users who connect with the NetScaler Gateway Plug-in, Citrix

Receiver, Secure Hub, or through a web browser. If  Secure Mail is using STA, a special NetScaler mode, the Forced time-out

setting does not apply to Secure Mail sessions. Default is 14 4 0 minut es14 4 0 minut es. If  you leave this value blank, the setting is

disable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ime-out settings in NetScaler Gateway, see Configuring Time-Out Settings in the NetScaler

documen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cenarios that prompt users to authenticate with XenMobile by entering credentials on their

devices, see Authentication Prompt Scenarios in the XenMobile Apps documentation.

Def ault  Configurat ion Set t ingsDef ault  Configurat ion Set t ings

http://docs.citrix.com/en-us/netscaler-gateway/10-5/ng-connect-users-wrapper-con/ng-plugin-config-connection-wrapper-con/ng-plugin-config-timout-settings-overview-con.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ecure-hub/authentication-pin-promp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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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settings are the defaults provided by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by the MDX Toolkit, and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SettingSetting Where to  Find the SettingWhere to  Find the Setting Default SettingDefault Setting

Session time-out NetScaler Gateway 1440 minutes

Force time-out NetScaler Gateway 1440 minutes

Maximum offline period MDX Policies 72 hours

Background services ticket expiration MDX Policies 168 hours (7 days)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MDX Policies Off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grace period MDX Policies 0

App passcode MDX Policies On

Encrypt secrets using passcode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false

Enable Citrix PIN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false

PIN Strength Requirement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Medium

PIN Type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Numeric

Enable User Password Caching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false

Inactivity T imer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15

Enable Touch ID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false

This section gives examples of three XenMobile configurations that range from lowest security and optimal user

experience, to the highest security and more intrusive user experience. These examples should provide you with helpful

reference points to determine where on the scale you want to place your own configuration. Be aware that modifying

these settings may require you to alter other settings as well. For instance, the maximum offline period should alway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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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an the session time-out.

High Securit yHigh Securit y

This configuration, the most convenient to users, provides base-level security.

SettingSetting
Where toWhere to
Find theFind the
SettingSetting

RecommendedRecommended
SettingSetting

Behavior ImpactBehavior Impact

Session time-

out

NetScaler

Gateway
10080

Users enter their Secure Hub credentials only when online authentication is

required - every 7 days

Force time-out
NetScaler

Gateway
No value Sessions will be extended if there's any activity.

Maximum

offline period

MDX

Policies
167

Requires policy refresh every week (every 7 days). The hour difference is to allow

for refresh ahead of session time-out.

Background

services ticket

expiration

MDX

Policies
240

T ime out for STA, which allows for long-lived sessions without a NetScaler

Gateway session token. 

In the case of Secure Mail, making the STA time-out longer than the session time-

out avoids having mail notifications stop without prompting the user if they don't

open the app before the session expires.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MDX

Policies
Off Ensures a valid network connection and NetScaler Gateway session to use apps.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grace

period

MDX

Policies
0 No grace period (if you enabled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App passcode
MDX

Policies
On Require passcode for application.

Encrypt

secrets using

passcode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false Do not require user entropy to encrypt the vault.

Enable Citrix

PIN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true Enable Citrix PIN for simplified authentication experience.

PIN Strength

Requirement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Low No password complexity requirements

PIN Type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Numeric PIN is a numeric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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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Password

Caching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true The user PIN caches and protects the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Inactivity

T imer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90
If user does not use MDX apps or Secure Hub for this period of time, prompt for

offline authentication.

Enable Touch

ID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true Enables Touch ID for offline authentication use cases in iOS.

SettingSetting
Where toWhere to
Find theFind the
SettingSetting

RecommendedRecommended
SettingSetting

Behavior ImpactBehavior Impact

Higher Securit yHigher Securit y

A more middle-of-the-road approach, this configuration requires users to authenticate more often - every 3 days, at most,

instead of 7 -  and stronger security.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authentications lock the container more often, ensuring

data security when devices aren't in use. 

SettingSetting
Where toWhere to
Find theFind the
SettingSetting

RecommendedRecommended
SettingSetting

Behavior ImpactBehavior Impact

Session time-

out

NetScaler

Gateway
4320

Users enter their Secure Hub credentials only when online authentication is

required - every 3 days

Force time-out
NetScaler

Gateway
No value Sessions will be extended if there's any activity.

Maximum

offline period

MDX

Policies
71

Requires policy refresh every 3 days. The hour difference is to allow for refresh

ahead of session time-out.

Background

services ticket

expiration

MDX

Policies
168 hours

T ime out for STA, which allows for long-lived sessions without a NetScaler

Gateway session token. 

In the case of Secure Mail, making the STA time-out longer than the session time-

out avoids having mail notifications stop without prompting the user if they don't

open the app before the session expires.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MDX

Policies
Off Ensures a valid network connection and NetScaler Gateway session to use apps.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grace

period

MDX

Policies
0 No grace period (if you enabled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App passcode
MDX

Policies
On Require passcode for application.

Encrypt

secrets using

passcode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false Do not require user entropy to encrypt the v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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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Citrix

PIN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true Enable Citrix PIN for simplified authentication experience.

PIN Strength

Requirement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Medium Enforces medium password complexity rules.

PIN Type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Numeric PIN is a numeric sequence.

Enable

Password

Caching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true The user PIN caches and protects the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Inactivity

T imer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30
If user does not use MDX apps or Secure Hub for this period of time, prompt for

offline authentication.

Enable Touch

ID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true Enables Touch ID for offline authentication use cases in iOS.

SettingSetting
Where toWhere to
Find theFind the
SettingSetting

RecommendedRecommended
SettingSetting

Behavior ImpactBehavior Impact

Highest  Securit y Highest  Securit y 

This configuration offers the highest level of security but contains significant usability trade-offs.

SettingSetting
Where toWhere to
Find theFind the
SettingSetting

RecommendedRecommended
SettingSetting

Behavior ImpactBehavior Impact

Session time-

out

NetScaler

Gateway
1440

Users enter their Secure Hub credentials only when online authentication is

required-every 24 hours.

Force time-out
NetScaler

Gateway
1440

Online authentication will be strictly required every 24 hours. Activity doesn't extend

session life.

Maximum

offline period

MDX

Policies
23 Requires policy refresh every day.

Background

services ticket

expiration

MDX

Policies
72 hours

T ime out for STA, which allows for long-lived sessions without a NetScaler

Gateway session token. 

In the case of Secure Mail, making the STA time-out longer than the session time-

out avoids having mail notifications stop without prompting the user if they don't

open the app before the session expires.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MDX

Policies
Off Ensures a valid network connection and NetScaler Gateway session to use apps.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grace
MDX

0 No grace period (if you enabled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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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Policies

App passcode
MDX

Policies
On Require passcode for application.

Encrypt

secrets using

passcode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true A key derived from user entropy protects the vault.

Enable Citrix

PIN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true Enable Citrix PIN for simplified authentication experience.

PIN Strength

Requirement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Strong High password complexity requirements.

PIN Type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Alphanumeric PIN is an alphanumeric sequence.

Enable

Password

Caching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false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is not cached and Citrix PIN will be used for offline

authentications.

Inactivity

T imer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15
If user does not use MDX apps or Secure Hub for this period of time, prompt for

offline authentication.

Enable Touch

ID

Authentication

XenMobile

client

properties

false Disables Touch ID for offline authentication use cases in iOS.

SettingSetting
Where toWhere to
Find theFind the
SettingSetting

RecommendedRecommended
SettingSetting

Behavior ImpactBehavior Impact

Using St ep-Up Aut hent icat ionUsing St ep-Up Aut hent icat ion

Some apps may require enhanced authentic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factor, such as a token or

aggressive session time-outs). You control this authentication method through an MDX policy. The method also requires a

separate virtual server to control the authentication methods (on either the same or on separate NetScaler appliances).

SettingSetting
Where toWhere to
Find theFind the
SettingSetting

Recommended SettingRecommended Setting Behavior ImpactBehavior Impact

Alternate

NetScaler

Gateway

MDX Policies
Requires the FQDN and port of the

secondary NetScaler appliance.

Allows for enhanced authentication controlled by the secondary

NetScaler appliance authentication and session policies.

If  a user opens an app that logs on to the alternate NetScaler Gateway instance, all other apps will use that NetScaler

Gateway instance for communicating with the internal network. The session will only switch back to the lower security

NetScaler Gateway instance when the session times out from the NetScaler Gateway instance with enhanced security.

Using Online Session RequiredUsing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038https://docs.citrix.com

For certain applications, such as Secure Web, you may want to ensure that users run an app only when they have an

authenticated session and while the device is connected to a network. This policy enforces that option and allows for a

grace period so users can finish their work. 

SettingSetting
Where to  Find theWhere to  Find the
SettingSetting

RecommendedRecommended
SettingSetting

Behavior ImpactBehavior Impact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MDX Policies On
Ensures device is online and has a valid authentication

token.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grace period
MDX Policies 15

Allows a 15-minute grace period before the user can no

longer use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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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Premises Deployments

Feb 21, 2018

The figures in this article illustrate the reference architectures for the XenMobile deployment on premises. The deployment

scenarios include MDM-only, MAM-only, and MDM+MAM as the core architectures, as well as those that include

components, such as the SNMP Manager,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XenMobile Mail Manager, and XenApp and

XenDesktop. The figures show the minimal components required for XenMobile.

Use this chart as a general guide for your deploymen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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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gures, the numbers on the connectors represent ports that you must open to allow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omponents. For a complete list of ports, see Port requirements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Core MDM-Only Reference Architecture

Deploy this architecture if  you plan to use only the MDM features of XenMobile.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manage a

corporate-issued device through MDM in order to deploy device policies, apps and to retrieve asset inventories and be able

to carry out actions on devices, such as a device wipe.

Core MAM-Only Reference Architecture

Deploy this architecture if  you plan to use only the MAM features of XenMobile without having devices enroll for MDM.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secure apps and data on BYO mobile devices; you want to deliver enterprise mobile apps and be

able to lock apps and wipe their data. The devices cannot be MDM enrolle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system-requirements/p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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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MAM+MDM Reference Architecture

Deploy this architecture if  you plan to use MDM+MAM features of XenMobile.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manage a

corporate-issued device via MDM; you want to deploy device policies and apps, retrieve an asset inventory and be able to

wipe devices. You also want to deliver enterprise mobile apps and be able to lock apps and wipe the data on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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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rchitecture with SNMP

Deploy this architecture if  you plan to enable SNMP monitoring with XenMobile.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allow

monitoring systems to query and obtain information on your XenMobile nodes. For details, see SNMP monitoring.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monitor-support/snmp-monitor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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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rchitecture with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Deploy this architecture if  you plan to use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with XenMobile.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provide secure email access to users who use native mobile email apps. These users will continue accessing email via a native

app or you may transition them over time to Citrix Secure Mail. Access control needs to occur at the network layer before

traffic hits the Exchange Active Sync servers. Even though the diagram shows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deployed in

a MDM and MAM architecture, you can also deploy XenMobile NetScaler Connector in the same manner as part of an

MDM-only architecture.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044https://docs.citrix.com

Reference Architecture with XenMobile Mail Manager

Deploy this architecture if  you plan to use XenMobile Mail Manager with XenMobile.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provide

secure email access to users who use native mobile email apps. These users will continue accessing email via a native app or

you may transition users over time to Secure Mail. You can achieve access control on the Exchange ActiveSync servers.

Although the diagram shows XenMobile Mail Manager deployed in a MDM and MAM architecture, you can also deploy

XenMobile Mail Manag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part of an MDM-only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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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rchitecture with External Certificate
Authority

A deployment that includes an external certificate authority is recommended to meet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You require user certif icates for user authentication to NetScaler Gateway (for intranet access).

You require Secure Mail users to authenticate to Exchange Server by using a user certif icate.

You need to push certif icates issued by your corporate Certif icate Authority to mobile devices for WiFi access,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diagram shows an external certificate authority deployed in an MDM+MAM architecture, you can also deploy

an external Certificate Authority in the same manner as part of an MDM-only or MAM-only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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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rchitecture with XenApp and XenDesktop

Deploy this architecture if  you plan to integrate XenApp and XenDesktop with XenMobile.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provide a unified app store to mobile users for all types of applications (mobile, SaaS and Windows). Although the diagram

shows XenDesktop deployed in a MDM and MAM architecture, you can also deploy XenDesktop in the same manner as

part of a MAM-only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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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rchitecture with XenMobile in the Internal
Network

You can deploy an architecture with XenMobile in the internal network to meet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You do not have or are not allowed to have a hypervisor in the DMZ.

Your DMZ can only contain network appliances.

Your security requirements require the use of SSL Off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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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rchitecture with ShareFile

Deploy this architecture if  you want to integrate ShareFile Enterprise or only StorageZone Connectors with XenMobile.

ShareFile Enterprise integration enables you to meet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You need an IDP to give users single sign-on (SSO) to ShareFile.com.

You need a way to provision accounts into ShareFile.com.

You have on-premises data repositories that need to be accessed from mobile devices.

An integration with only StorageZone Connectors gives users secure mobile access to existing on-premises storage

repositories, such as SharePoint sites and network file shares. In this configuration, you don't need to set up a ShareFile

subdomain, provision users to ShareFile, or host ShareFile data.

Although the diagram shows ShareFile deployed in a MDM+MAM architecture, you can also deploy ShareFile in the same

manner as part of a MAM-only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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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Cloud Deployments

Feb 21, 2018

注意
This article applies to XenMobile Service deployments only.

The diagram in this article shows how XenMobile Service integrates with your data center. The other component

integrations, such as ShareFile, Certificate Authority, and XenApp and XenDesktop, are available as shown in the preceding

core architectures. For details, se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Premises Deployments.

Use of Cloud Connector eliminates the need to set up complex networking or infrastructure configuration, such as VPNs or

IPsec tunnels. If  you require a micro VPN, you must use an on-premises NetScaler with Cloud Connector.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NetScaler Gateway hosted on your site.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reference-architecture-on-prem.html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051https://docs.citrix.com

Server Properties

Feb 21, 2018

Server properties are global properties that apply to operations, users, and devices across an entire XenMobile instance.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evaluate for your environment the server properties covered in this article. Be sure to consult

with Citrix before changing other server properties.

Be aware that a change to some server properties requires a restart of each XenMobile server node. XenMobile notifies you

when a restart is required.

Server Propert yServer Propert y Not esNot es

Block Enrollment of Rooted Android

and Jailbroken iOS Devices

When this property is TrueTrue , XenMobile blocks enrollments for rooted Android

devices and jailbroken iOS devices. Default is TrueTrue . Recommended setting is

True True for all security levels.

Enrollment required This property, which applies only when the XenMobile Server Mode is ENT,

specifies whether you require users to enroll in MDM. The property applies to

all users and devices for the XenMobile instance. Requiring enrollment

provides a higher level of security; however, that decision depends on whether

you want to require MDM. By default, enrollment is not required.

When this property is FalseFalse , users can decline enrollment, but may still access

apps on their devices through the XenMobile Store. When this property is

TrueTrue , any user who declines enrollment is denied access to apps.

If  you change this property after users enroll, the users must re-enroll.

For a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to require MDM enrollment, see Device

Management and MDM Enrollment.

XenMobile MDM Self  Help Portal

console max inactive interval (minutes)

Not eNot e : This property name reflects the

older XenMobile versions. The property

controls the XenMobile console max

inactive interval.

The number of minutes after which XenMobile logs an inactive user out of

the XenMobile console. A time-out of 0 means an inactive user remains

logged in. Default is 3030.

Inactivity T imeout in Minutes The number of minutes after which XenMobile logs out an inactive user who

used the XenMobile server Public API to access the XenMobile console or any

third-party app. A time-out value of 00 means an inactive user remains logged

in. For third-party apps that access the API, remaining logged in is typically

necessary. Default is 55.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management-modes.html#par_anchortitle_9f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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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Device Management Enrollment

Install Root CA if  Required

When this property is TrueTrue , XenMobile checks if  the user has the root CA

installed on the device and, if  the root certificate is missing, installs it. A third-

party public certificate trusted by iOS is required. Default is TrueTrue .

If  you are using trusted certificates and the iOS device trusts the issuer,

setting this property to False improves the MDM user enrollment experience

because Secure Hub doesn't prompt the user to install another certificate

and enter their PIN. However, we don't recommend setting the property to

False False if  you are using a self-signed SSL Listener certificate on the XenMobile

server.

VPP baseline interval

The VPP baseline int ervalVPP baseline int erval sets the minimum interval that XenMobile re-

imports VPP licenses from Apple. Refreshing license information ensures that

XenMobile reflects all changes, such as when you manually delete an

imported app from VPP. By default, XenMobile refreshes the VPP license

baseline a minimum of every 7 207 20 minutes.

If  you have a large number of VPP licenses installed (for example, more than

50,000),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increase the baseline interval to reduce

the frequency and overhead of importing licenses. If  you expect frequent

VPP license changes from Apple,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lower the value

to keep XenMobile updated with the changes. The minimum interval between

two baselines is 60 minutes. Because the cron job runs in the background

every 60 minutes, if  the VPP baseline interval is 60 minutes, the interval

between baselines could be delayed up to 119 minutes.

Some server properties help improve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For details, see Tuning XenMobile Operation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tuning-oper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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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and App Policies

Feb 21, 2018

注意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XenMobile Service and XenMobile on-premises deployments.

XenMobile device and app policies enable you to optimize a balance between factors, such as:

Enterprise security

Corporate data and asset protection

User privacy

Productive and positive user experiences

The optimum balance between those factors can vary. For example, highly regulat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finance, require

stricter security controls than other industri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retail, in which user productivity i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You can centrally control and configure policies based on users' identity, device, location, and connectivity type to restrict

malicious usage of corporate content. In the event a device is lost or stolen, you can disable, lock, or wipe business

applications and data remotely. The overall result is a solution that increases employee satisfaction and productivity, while

ensuring security 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he many device and app policies related to security.

Policies That Address Security Risks

XenMobile device and app policies address many situations that may pose a security risk, such as the following:

When users try to access apps and data from untrusted devices and unpredictable locations.

When users pass data from device to device.

When an unauthorized user tries to access data.

When a user who has left the company had used their own device (BYOD).

When a user misplaces a device.

When users need to access the network securely at all times.

When users have their own device managed and you need to separate work data from personal data.

When a device is idle and requires verif ication of user credentials again.

When users copy and paste sensitive content into unprotected email systems.

When users receive email attachments or web links with sensitive data on a device that holds both personal and

company accounts.

Those situations relate to two main areas of concern when protecting company data, which are when data is:

At rest

In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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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XenMobile Protects Data at Rest

Data stored on mobile devices is referred to as data at rest. The mobil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MAM) capabilities in

XenMobile enable complete management, security, and control over XenMobile Apps, MDX-enabled apps, and their

associated data. The Worx App SDK, which enables apps for XenMobile deployment, leverages Citrix MDX app container

technology to separate corporate apps and data from personal apps and data on the user's mobile device. This allows you

to secure any custom developed, third-party, or BYO mobile app with comprehensive policy-based controls.

In addition to an extensive MDX policy library, XenMobile also includes app-level encryption. XenMobile separately encrypts

data stored within any MDX-enabled app without requiring a device PIN code and without requiring that you manage the

device to enforce the policy.

Policies and the Worx App SDK enable you to:

Separate business and personal apps and data in a secure mobile container.

Secure apps with encryption and other mobile Data Loss Prevention (DLP) technologies.

MDX policies provide many operational controls, so you can enable seamless integration between MDX-wrapped apps,

while also controlling all communication. In this way, you can enforce policies, such as ensuring that data only is accessible

by MDX-enabled apps.

Beyond device and app policy control, the best way to safeguard data at rest is encryption. XenMobile adds a layer of

encryption to any data stored in an MDX-enabled app, giving you policy control over features such as public file encryption,

private file encryption, and encryption exclusions. The Worx App SDK uses FIPS 140-2 compliant AES 256- bit encryption

with keys stored in a protected Citrix Secret Vault.

How XenMobile Protects Data in Transit

Data on the move between your user's mobile devices and your internal network is referred to as data in transit. MDX app

container technology provides application-specific VPN access to your internal network through NetScaler Gateway.

Consider the situation where an employee wants to access the following resources residing in the secure enterprise

network from a mobile device: the corporate email server, an SSL-enabled web application hosted on the corporate

intranet, and documents stored on a file server or Microsoft SharePoint. MDX enables access to all these enterprise

resources from mobile devices through an application-specific micro VPN. Each device has its own dedicated micro VPN

tunnel.

Micro VPN functionality does not require a device-wide VPN, which can compromise security on untrusted mobile devices.

As a result, the internal network is not exposed to malware or attacks that could infect the entire corporate system.

Corporate mobile apps and personal mobile apps are able to coexist on one device.

To offer even stronger levels of security, you can configure MDX-enabled apps with an Alternate NetScaler Gateway policy,

used for authentication and for micro VPN sessions with an app. You can use an Alternate NetScaler Gateway with the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policy to force apps to reauthenticate to the specific gateway. Such gateways would typically have

different (higher assurance) authent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traffic management policies.

In addition to security features, micro VPN also offers data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including compression algorith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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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e that only minimal data is transferred and that the transfer is done in the quickest time possible, thereby improving

user experience, which is a key success factor in mobile project success.

You should reevaluate your device policies periodically, such as in these situations:

When a new version of XenMobile includes new or updated policies due to the release of device operating system

updates.

When you add a new device type. Although many policies are common to all devices, each device has a set of policies

specif ic to its operating system. As a result, you may f ind differences between iOS, Android, and Windows devices, and

even between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devices running Android.

To keep XenMobile operation in sync with enterprise or industry changes, such as new corporate security policies or

compliance regulations.

When a new version of MDX Toolkit includes new or updated policies.

When you add or update an app.

When you need to integrate new workflows for your users as a result of new apps or new requirements.

App Policies and Use Case Scenarios

Although you can choose which apps are available through Secure Hub, you might also want to define how those apps

interact with XenMobile. If  you want users to authenticate after a certain time period passes or you want to provide users

offline access to their information, you do so through app policies. The following list includes some of the policies and

discusses how you might use them. For a list of all MDX policies per platform, see MDX Policies at a Glance.

Device passcodeDevice passcode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Enable the Device passcode policy to enforce that a user can access an MDX app only if  the

device has a device PIN enabled. This feature, for iOS 9 devices, ensures use of iOS encryption at the device level and

for the MDX container.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Enabling this policy means that the user must set a PIN code on their iOS device before they can

access the MDX app.

App passcodeApp passcode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Enable the App passcode policy to have Secure Hub prompt a user to authenticate to the

managed app before they can open the app and access data. The user might authenticate with their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 Citrix PIN, or iOS TouchID, depending what you configure under Client Properties in your XenMobile Server

Settings. You can set an inactivity timer in Client Properties so that, with continued use, Secure Hub doesn't prompt

the user to authenticate to the managed app again until the timer expires.

The app passcode differs from a device passcode in that, with a device passcode policy pushed to a device, Secure

Hub prompts the user to configure a passcode or PIN, which they must unlock before they can gain access to their

device when they turn on the device or when the inactivity timer expire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Authentication in

XenMobile.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opening the Citrix Secure Web application on the device, the user must enter their Citrix PIN

before they can browse web sites if  the inactivity period is expired.

http://docs.citrix.com/en-us/mdx-toolkit/10/xmob-mobile-app-policy-defaults.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dvanced-concepts/xenmobile-deployment/authent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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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session requiredOnline session required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If  an application requires access to a web app (web service) to run, enable this policy so that

XenMobile prompts the user to connect to the enterprise network or have an active session before using the app.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a user attempts to open an MDX app that has the Online session required policy enabled, they

can't use the app until they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using a cellular or wifi service.

Maximum of fline periodMaximum of fline period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Use this policy as an additional security option, to ensure that users can't run an app offline for

long time periods without reconfirming app entitlement and refreshing policies from XenMobile.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If  you configure an MDX app with a Maximum offline period, the user can open and use the app

offline until the offline timer period expires. At that point, the user must connect back to the network via cellular or

wifi service and reauthenticate, if  prompted.

App updat e grace period (hours)App updat e grace period (hours)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e app update grace period is the time available to the user before they must update an app

that has a newer version released in the XenMobile Store. At the point of expiry, the user must update the app before

they can gain access to the data in the app. When setting this value, keep in mind the needs of your mobile

workforce, particularly those who might experience long periods offline when travelling internationally.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You load a new version of Secure Mail in the XenMobile Store and then set an app update grace

period of 6 hours. All Secure Mail users will see a message asking them to update their Secure Mail app, until the 6

hours expires. When the 6 hours expires, Secure Hub routes users to the XenMobile Store.

Act ive poll period (minut es)Act ive poll period (minut es)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e active poll period is the interval at which XenMobile checks apps for when to perform

security actions, such as App Lock and App Wipe.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If  you set the Active poll period policy to 60 minutes, when you send the App Lock command from

XenMobile to the device, the lock occurs within 60 minutes of when the last poll took place.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XenMobile includes a secret vault with a strong encryption layer that Secure Hub and

other XenMobile Apps use to persist their sensitive data, such as passwords and encryption keys, on the device

without depending on the platform native keystores. As a result, if  the device becomes compromised in any way,

corporate data remains encrypted in the MDX container and XenMobile obfuscates the data before transferring it

outside of the container.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If  the device owner did not set a device PIN or the device PIN becomes compromised, the corporate

data inside the Secure Hub container remains secure.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Use App Interaction policies to control the flow of documents and data from MDX apps

to other apps on the device. For example, you can prevent a user from moving data to their personal apps outsi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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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ainer or from pasting data from outside of the container into the containerized apps.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You set an App interaction policy to Restricted, which means a user can copy text from Secure Mail

to Secure Web but can't copy that data to their personal Safari or Chrome browser that is outside the container. In

addition, a user can open an attached document from Secure Mail into ShareFile or Quick Edit but can't open the

attached document in their own personal file viewing apps that are outside the container.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Use App Restriction policies to control what features users can access from an MDX app

while it is open. This helps to ensure that no malicious activity can take place while the app is running. The App

Restriction policies vary slightly between iOS and Android. For example, in iOS you can block access to iCloud while the

MDX app is running. In Android, you can stop NFC use while the MDX app is running.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If  you enable the App Restriction policy to block dictation on iOS in an MDX app, the user can't use

the dictate function on the iOS keyboard while the MDX app is running. Thus, data users dictate isn't passed to the

unsecure third-party cloud dictation service. When the user opens their personal app outside of the container, the

dictate option remains available to the user for their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Use the App Network Access policies to provide access from an MDX app in the container

on the device to data sitting inside your corporate network. For the Network access policy, set the Tunneled t o t heTunneled t o t he

int ernal net workint ernal net work option to automate a micro VPN from the MDX app through the NetScaler to a back-end web

service or datastore.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a user opens an MDX app, such as Secure Web, that has tunneling enabled, the browser opens

and launches an intranet site without the user needing to start a VPN. The Secure Web app automatically accesses

the internal site using micro VPN technology.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Why use t hese policies: The policies that control app geolocation and geofencing include center point Longitude, center

point Latitude, and Radius. Those policies contain access to the data in the MDX apps to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area. The

policies define a geographic area by a radius of latitude and longitude coordinates. If  a user attempts to use an app outside

of the defined radius, the app remains locked and the user cannot access the app data.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A user can acces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data while they are in their office location. When they move

outside of their office location, this sensitive data becomes inaccessible.

Background net work servicesBackground net work services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Background network services in Secure Mail leverage Secure Ticket Authority (STA), which is

effectively a SOCKS5 proxy to connect through NetScaler Gateway. STA supports long-lived connections and

provides better battery life compared to micro VPN. Thus, STA is ideal for mail that connects constantly.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configure these settings for Secure Mail.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automatically

sets up STA for Secure Mail.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STA isn't enabled and an Android user opens Secure Mail, they are prompted to open a VPN,

which remains open on the device. When STA is enabled and the Android user opens Secure Mail, Secure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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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s seamlessly with no VPN required.

Def ault  sync int ervalDef ault  sync int erval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is setting specifies the default days of email that synchronize to Secure Mail when the user

accesses Secure Mail for the first time. Be aware that 2 weeks of email takes longer to sync than 3 days and prolongs

the setup process for the user.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If  the default sync interval is set to 3 days when the user first sets up Secure Mail, they can see any

emails in their Inbox that they received from the present to 3 days in the past. If  a user wants to see emails that are

older than 3 days, they can do a search. Secure Mail then shows the older emails stored on the server. After installing

Secure Mail, each user can change this setting to better suit their needs.

Device Policies and Use Case Behavior

Device policie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MDM policies, determine how XenMobile works with devices. Although many

policies are common to all devices, each device has a set of policies specific to its operating system. The following list

includes some of the device policies and discusses how you might use them. For a list of all device policies, see the articles

under Device policies.

App inventory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Deploy the App inventory policy to a device if  you need to see the apps installed by a user. If

you don't deploy the App inventory policy, you can see only the apps that a user installed from the XenMobile Store

and not any personally installed applications. You must use this policy if  you want to blacklist certain apps from

running on corporate devices.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A user with an MDM-managed device cannot disable this functionality. The user's personally installed

applications are visible to XenMobile administrators.

App lock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e App Lock policy, for Android, allows you to blacklist or whitelist apps. For example, by

whitelisting apps you can configure a kiosk device. Typically, you deploy the App lock policy only to corporate owned

devices, because it limits the apps that users can install. You can set an override password to provide user access to

blocked apps.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Suppose that you deploy an App lock policy that blocks the Angry Birds app. The user can install the

Angry Birds app from Google Play, yet when they open the app a message advises them that their administrator

blocked the app.

Connection scheduling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You must use the Connection scheduling policy so that Android and Windows Mobile devices

can connect back to XenMobile for MDM management, app push, and policy deployment. If  you do not deploy this

policy and have not enabled Google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FCM), devices will not connect back to XenMobile. It is

important to deploy this policy in the base package for enrolling devices. The Scheduling options are as follows: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olic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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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Always - Keeps the connection alive permanently. Citrix recommends this option for optimized security. When you

choose AlwaysAlways, also use the Connection timer policy to ensure that the connection is not draining the battery. By

keeping the connection alive, you can push security commands like wipe or lock to the device on-demand. You must

also select the Deployment Schedule option Deploy f or always-on connect ionDeploy f or always-on connect ion in each policy you deploy to the

device.

NeverNever -  Connects manually. Citrix does not recommend this option for production deployments because the NeverNever

option prevents you from deploying security policies to devices; thus, users never receive any new apps or policies.

EveryEvery  -  Connects at the designated interval. When this option is in effect and you send a security policy, such as a

lock or a wipe, XenMobile processes the policy on the device the next time the device connects.

Define scheduleDefine schedule  - When enabled, XenMobile attempts to reconnect the user's device to the XenMobile server after

a network connection loss and monitors the connection by transmitting control packets at regular intervals within the

timeframe you define.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You want to deploy a passcode policy to enrolled devices. The scheduling policy ensures that the

devices connect back to the server at a regular interval to collect the new policy.

Credential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Often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 WiFi policy, the Credentials policy lets you deploy certificates

for authentication to internal resources that require certificate authentication.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You deploy a WiFi policy that configures a wireless network on the device. The WiFi network requires

a certificate for authentication. The Credentials policy deploys a certificate that is then stored in the operating

system keystore. The user can then select the certificate when connected to the internal resource.

Exchange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ith XenMobile, you have two options to deliver Microsoft Exchange ActiveSync email.

Secure Mail app - Deliver email by using the Secure Mail app that you distribute from the public app store or the

XenMobile Store.

Native emal app - Use the Exchange policy to enable ActiveSync email for the native email client on the device. With

the Exchange policy for native email, you can use macros to populate the user data from their Active Directory

attributes, such as ${user.username} to populate the user name and ${user.domain} to populate the user domain.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you push the Exchange policy, you send Exchange Server details to the device. Secure Hub then

prompts the user to authenticate and email begins to sync.

Location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e Location policy lets you geolocate devices on a map, if  the device has GPS enabled for

Secure Hub. After you deploy this policy and then send a locate command from the XenMobile server, the device

responds back with the location coordinates.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you deploy the location policy and GPS is enabled on the device, if  users misplace their device,

they can log on to the XenMobile Self  Help Portal and choose the locate option to see the location of their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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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map. Note that the user makes the choice to allow Secure Hub to use location services. You cannot enforce the

use of location services when users enroll a device themselves. Another consideration for using this policy is the effect

on battery life.

Passcode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e passcode policy allows you to enforce a PIN code or password on a managed device. This

passcode policy allows you to set the complexity and time-outs for the passcode on the device.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you deploy a passcode policy to a managed device, Secure Hub prompts the user to configure

a passcode or PIN, which they must unlock before they can gain access to their device when they turn on the device

or when the inactivity timer expires.

Profile removal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Suppose that you deploy a policy to a group of users and later need to remove that policy

from a subset of the users. You can remove the policy for selected users by creating a Profile removal policy and using

deployment rules to deploy the Profile removal policy only to specified user names.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you deploy a Profile removal policy to user devices, users might not notice the change. For

example, if  the Profile removal policy removes a restriction that disabled the device camera, the user won't know that

camera use is now allowed. Consider letting users know when changes affect their user experience.

Restriction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e restriction policy gives you many options to lock down and control features and

functionality on the managed device. You can enable hundreds of restriction options for supported devices, from

disabling the camera or microphone on a device to enforcing roaming rules and access to third-party services like app

stores.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If  you deploy a restriction to an iOS device, the user may not be able to access iCloud or the iTunes

store.

Terms and condition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You might need to advise users of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having their device managed. In

addition, you may want to ensure that users are aware of the security risks when corporate data is pushed to the

device. The custom Terms and Conditions document allows you to publish rules and notices before the user enrolls.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A user se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formation during the enrollment process. If  they decline to

accept the conditions stated, the enrollment process ends and they cannot access corporate data. You can generate

a report to provide to HR/Legal/Compliance teams to show who accepted or declined the terms.

VPN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Use the VPN policy to provide access to backend systems using older VPN Gateway

technology. The policy supports a number of VPN providers, including Cisco AnyConnect, Juniper, as well as Citrix VPN.

It is also possible to link this policy to a CA and enabled VPN on-demand, if  the VPN gateway supports this option.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ith the VPN policy enabled, a user's device opens a VPN connection when the user accesse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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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domain.

Webclip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Use the Webclip policy if  you want to push to devices an icon that opens directly to a website.

A webclip contains a link to a website and can include a custom icon. On a device a webclip looks like an app icon.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A user can click on a webclip icon to open an internet site that provides services they need to access.

Using a web link is more convenient than needing to open a browser app and type a link address.

WiFi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e WiFi policy lets you deploy WiFi network details, such as the SSID, authentication data,

and configuration data, to a managed device.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When you deploy the WiFi policy, the device automatically connects to the WiFi network and

authenticates the user so they can gain access to the network.

Windows Inf ormat ion Prot ect ion policyWindows Inf ormat ion Prot ect ion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Why use t his policy : Use the Windows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IP) policy to protect against the potential leakage

of enterprise data. You can specify the apps that require Windows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t the enforcement level

you set. For example, you can block any inappropriate data sharing or warn about in appropriate data sharing and

allow users to override the policy. You can run WIP silently while logging and permitting inappropriate data sharing

User exampleUser example : Suppose that you configure the WIP policy to block inappropriate data sharing. If  a user copies or

saves a protected file to a non-protected location, a message similar to the following appears: You can't place work

protected content in this location.

XenMobile Store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Why use t his policy: The XenMobile Store is a unified app store where administrators can publish all the corporate

apps and data resources needed by their users. An administrator can add Web apps, SaaS apps, MDX wrapped apps,

Citrix productivity apps, native mobile apps such as .ipa or .apk files, iTunes and Google play apps, web links, and

XenApp and XenDesktop apps published using Citrix StoreFront.

User example: User example: After a user enrolls their device into XenMobile, they access the XenMobile Store through the Citrix

Secure Hub app. The user can then see all the corporate apps and services available to them. Users can click on an app

to install it , access the data, rate and review the app, and download app updates from the XenMobile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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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nrollment Options

Feb 21, 2018

Note: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XenMobile Service and XenMobile on-premises deployments.

You can have users enroll their devices in XenMobile in a number of ways. Before considering the specifics, you must decide

if  the devices in your environment will enroll in Enterprise mode (MDM+MAM), MDM mode, or MAM mode (also referred to

as MAM-only m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nagement modes, see Management Modes.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re are four enrollment options:

Enrollment Invitation: Send an enrollment invitation or invitation link to users.

Self  Help Portal: Set up a portal that users can visit to download Secure Hub and enroll their devices or send themselves

an enrollment invitation.

Manual Enrollment : Send out an email, handbook, or some other communication letting users know that the system is

up and that they can enroll. Users then download Secure Hub and enroll their devices manually.

Enterprise: Another option for device enrollment is through the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and Google

Android for Work. Through each of these programs, you can purchase devices that are pre-configured and ready for

employees to us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Apple 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DEP) and Google Android for Work. 

Enrollment Invitation

You can email an enrollment invitation to users with iOS, macOS, or Android devices. You can also send an installation link

through SMTP or SMS to users with iOS, macOS, Android, or Windows devi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Enroll devices.

If  you choose to use the enrollment invitation method: You can choose from up to seven enrollment modes (depending on

platform), and you can us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modes. You can enable or disable the modes from the XenMobile

Settings page, and you can select a default from Username + Password, Two Factor, and Username + PIN. For information

on each enrollment mode, see To configure enrollment modes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If  you choose certificate-based, consider excluding Username + Password traditional authentication from the allowed

options, because this mode may expose a weak onboarding vector into your environment and potentially void the

mandated security quality.

Invitations serve many purposes. The most common use of invitations is to notify users that the system is available, and

that they can enroll. Invitation URLs are unique; once a user uses an invitation URL, the URL cannot be used again. You can

use this property to limit the users or devices enrolling to your system.

You can set up XenMobile so that iOS users provide credentials during enrollment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ways:

Users type their credentials during enrollment.

Users insert a smart card from a derived credentials provider into a reader attached to their desktop. For information

about derived credentials, see Derived credentials for iOS.

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you can also choose the option for Enrollment Profiles, through which you can control the

number of devices specific users can enroll, based on Active Directory groups. For instance, if  you want to allow your

Finance division only one device per user, you can configure that scenario through enrollment profiles.

Be aware of the extra costs and pitfalls of certain enrollment options. If  you want to send invitations using SMS, you need

http://www.apple.com/business/dep/
https://www.google.com/work/android/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authentication/derived-credenti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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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t up an addi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option, see Notifications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In addition, if  you plan to send invitations by email, ensure that users have a way of accessing email outside of Secure Hub.

You may use one-time password (OTP) enrollment modes as an alternative to Active Directory passwords for MDM

enrollment. Note that OTP is available on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only and is not currently available on Windows devices.

Self  Help Portal

Users can request an enrollment invitation through the Self  Help Portal. The default mode is Username + Password, but you

can also change that requirement to Two Factor or Username + PIN. For information about setting up the Self  Help Portal,

see To configure enrollment modes and the Self  Help Portal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Manual Enrollment

With manual enrollment, users connect to XenMobile either through autodiscovery or by entering the server information.

With autodiscovery, users log on to the server with only their email address or Active Directory credentials in User Principal

Name format. Without autodiscovery, they must enter the server address and their Active Directory credential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etting up autodiscovery, see XenMobile Autodiscovery Service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You can facilitate manual enrollment in a number of ways. You can create a guide, distribute it to users, and have them

enroll themselves. You can have your IT  department manually enroll groups of users in certain time slots. You can use any

similar method where users must enter their credentials and/or server information.

User Onboarding

After you have your environment set up, you need to decide how to get users into your environment. An earlier section i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pecifics of user enrollment modes.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way you reach out to users.

Open Enrollment vs. Selective Invitation

When onboarding users, you can allow enrollment through two basic methods: You can allow open enrollment in which, by

default, any user with LDAP credentials and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can enroll. Or, you can limit the number

of users by only allowing users with invitations to enroll. You can also limit open enrollment by Active Directory group.

With the invitation method, you can also limit the number of devices a user can enroll. In most situations, open enrollment is

acceptable, bu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o consider: 

If  you are rolling out a MAM environment, you can easily limit enrollment through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With an MDM environment, the only way to limit enrollment is to limit the number of devices that can enroll based on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If  you only allow corporate devices in your environment, this shouldn't be an issue.

You may want to consider this method, however, in a BYOD workplace where you want to limit the number of devices in

your environment.

You also want to keep in mind whether you have user or device licenses. With user licenses, each user can have multiple

devices and only one license is consumed. With device licenses, each device enrolled consumes one license. 

Selective invitation is typically performed less often because it requires a bit more work than open enrollment. In order for

users to enroll their devices in your environment, you must send an invitation unique to each user.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send an enrollment invite, see Sending an enrollment invitation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users.html#par_anchortitle_bcc3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provision-devices/autodiscovery.html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1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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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ll need to send an invite for each user or group whom you want enrolled in your environment, which can take a long

time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your organization. It is possible to use Active Directory groups to create invitations in

batches, but you must carry out this approach in waves.

First Contact with Users

When you have decided whether you want to use open enrollment or selective invitation and have set up those

environments, you'll need to make users aware of their enrollment options.

If  you use the selective invitation method, email and SMS messages are a part of the process. You can send emails through

the XenMobile console for open enrollment as well. For details, see Sending an enrollment invitation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In either case, keep in mind that for email, you need an SMTP server. For text messages, you need an SMS server. These may

be extra costs to consider when making your decision. In addition, before you select a method, consider how you expect

new users to access information, like email. If  you want all users to access their email through XenMobile, sending them an

invitation email would be problematic.

You may also send communication by another means outside of XenMobile for an open enrollment environment, as long as

you include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such as where users can get the Secure Hub app and what method they should use

to enroll. If  you have autodiscovery turned off, you need to tell them the XenMobile server address as well. To learn more

about autodiscovery, see XenMobile Autodiscovery Service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provision-devices/devices-enroll.html#par_anchortitle_1d2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provision-devices/autodiscov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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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ing XenMobile Operations

Feb 21, 2018

The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of XenMobile operations involves many settings across XenMobile and depends on your

NetScaler and SQL Server database configur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ettings that are most often configure,

related to the tuning and optimization of XenMobile.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evaluate each of the settings in this

article before deploying XenMobile.

Important
These guidelines assume that the XenMobile server CPU and RAM is adequate for the number of devi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calability, see Scal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The following server properties globally apply to operations, users, and devices across an entire XenMobile instance. Be

aware that a change to some server properties requires a restart of each XenMobile server node. XenMobile notifies you

when a restart is required.

These tuning guidelines apply to both clustered and non-clustered environments.

hibernate.c3p0.idle_test_period

This XenMobile server property, a Custom Key, determines the idle time in seconds before a connection is automatically

validated. Configure the key as follows. Default is 30.

Key: Custom Key
Key: hibernate.c3p0. idle_test_period
Value: 30
Display name: hibernate.c3p0. idle_test_period =nnn
Description: Hibernate idle test period

hibernate.c3p0.max_size:

This Custom Key determin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nnections that XenMobile can open to the SQL Server

database. XenMobile uses the value you specify for this custom key as an upper limit. The connections open only if  you

need them. Base your settings on the capacity of your database server.

Note the following equation in a clustered configuration. Your c3p0 connection multiplied by the number of nodes

equals your actual maximum number of connections that XenMobile can open to the SQL Server database.

In clustered and non-clustered configuration, setting the value too high with an undersized SQL Server can cause

resource issues on the SQL side during peak load. Setting the value too low means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QL resources available.

Configure the key as follows. Default is 1000.

Key: hibernate.c3p0.max_size
Value: 1000
Display name: hibernate.c3p0.max_size=nnn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system-requirements/scalabi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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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DB connections to SQL

hibernate.c3p0.min_size:

This Custom Key determines the minimum number of connections that XenMobile opens to the SQL Server database.

Configure the key as follows. Default is 100.

Key: hibernate.c3p0.min_size
Value: 100
Display name: hibernate.c3p0.min_size=nnn
Description: DB connections to SQL

hibernate.c3p0.timeout :

This Custom Key determines the idle time-out. If  you use database cluster failover,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add this

Custom Key and set it to reduce the idle time-out. Default is 120.

Key: Custom Key
Key: hibernate.c3p0.timeout
Value: 120
Display name: hibernate.c3p0.timeout=120
Description: Database idle timeout

Push Services Heartbeat Interval

This setting determines how frequently an iOS device checks if  an APNs notif ication is not delivered in the interim.

Increasing the APNs heartbeat frequency can optimize database communications. Too large a value can add

unnecessary load. This setting applies only to iOS. Default is 20 hours.

If  you have a large number of iOS devices in your environment, the heartbeat interval can lead to higher load than

necessary. Security actions, such as selective wipe, lock, full wipe, and so on do not rely on this heartbeat, as an APNs

notification is sent to the device when these actions are executed. This value governs how quickly a policy updates

after Active Directory Group membership changes. As such, it is often suitable to increase this value to something

between 12 and 20 hours to reduce load.

iOS MDM APNS Connection Pool Size

An APNs connection pool that is too small can negatively affect APNs activity performance when you have more than

100 devices. Performance issues include slower deployment of apps and policies to devices and slower device registration.

Recommended setting is 10 or up to the maximum number of APNs servers for your geographic location. Default is 10.

auth.ldap.connect .timeout=60000; auth.ldap.read.timeout=60000

To compensate for slow LDAP responses,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add server properties for the following Custom

Keys.

Key: Custom Key
Key: auth.ldap.connect .timeout
Value: 60000
Display name: auth.ldap.connect .timeout=60000
Description: LDAP connection 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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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ustom Key
Key: auth.ldap.read.timeout
Value: 60000
Display name: auth.ldap.read.timeout=60000
Description: LDAP read timeout

Other Server Optimizations

Server Property Default
Setting

Why Change This Setting?

Background
Deployment

1440

minutes

The frequency for background policy deployments, in minutes. Applies only to

always-on connections for Android devices.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policy

deployments reduces server load. Recommended setting is 1440 (24 hours).

Background
Hardware Inventory

1440

minutes

The frequency for background hardware inventory, in minutes. Applies only to

always-on connections for Android devices.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hardware

inventory reduces server load. Recommended setting is 1440 (24 hours).

Interval for check
deleted Active
Directory user

15

minutes

The standard sync time for Active Directory is 15 minutes. The value 0 prevents

XenMobile from checking for deleted Active Directory users.  Recommended

setting is 15 minutes.

MaxNumberOfWorker 3 The number of threads used when importing a large number of VPP licenses.

Defaults to 3. If  you need further optimization, you can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reads. However, be aware that with a larger number of threads, such as 6, a VPP

import results in very high CPU usage.

Optimizing Deployment Scheduling for Android Devices

You can schedule deployments for Android devices using the Google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FCM, previously named

Google Cloud Messaging) or XenMobile settings.

If  using FCM to schedule deployments

Enabling FCM for your XenMobile environment allows for near real-time notifications to Android devices, similar to APNs for

iOS devices. With FCM configured, when XenMobile needs to connect to a device for a policy update, selective wipe, and so

on, the XenMobile server sends a notification message to the FCM server to forward the request to the client device. After

the device receives the notification from FCM, the device connects back to XenMobile 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Keep in mind

that this method relies on third-party servers (Google) and therefore is subject to service interruptions outside the control

of your IT  department or Citrix Support.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register with the FCM service, refer to XenMobile and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FCM)

Configuration.

If  using FCM for Android, be aware of the following XenMobile server properties. The properties still use the prior acronym

https://www.citrix.com/blogs/2016/02/24/xenmobile-and-google-cloud-messaging-gcm-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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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oogle Cloud Messaging, GCM.

GCM API Key: The key created in the Google Developers Console.

GCM Sender ID: The Project Number in the Google Developers Console.

GCM Registration ID TTL: The delay, in days, before renewing the device FCM registration ID. Defaults to 10.

GCM Heartbeat Interval: Defaults to 6 hours.

If  using XenMobile settings to schedule deployments

To schedule deployments to Android devices, use these XenMobile settings:

Set the Connection Scheduling Policy (a XenMobile device policy) to Always, which keeps the connection alive

permanently. This enables you to deploy policies to delivery groups immediately. The open connection also enables the

background services defined in the server properties Background Deployment  and Background Hardware Inventory
to occur per those property settings.

Select the Deployment Schedule option Deploy for always-on connection in each policy deployed to the device.

注意
For Android devices, setting the Deployment condition to Only when previous deployment has failed helps with device

usage, because some devices overwrite the policy and some devices reset the policy. If a device resets the policy, XenMobile might

prompt users for credentials every time a policy that requires authentication is re-deployed. Enabling this feature also helps with

server load and prevents the success reported from bouncing between failed and success when XenMobile pushes the policy every

time the device conn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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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Provisioning and Deprovisioning

Feb 21, 2018

Application provisioning revolves around mobile app lifecycle management, which mainly consists of wrapping, configuring,

delivering, and managing mobile apps within a XenMobile environment. In some instances, developing or modifying

application code may also be part of the provisioning process. XenMobile is equipped with various tools and processes that

you can use for app provisioning.

Before you read this article on app provisioning,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ad the articles on Apps and User

Communities. When you have finalized the type of apps your organization plans to deliver to users, you can then outline

the process for managing the apps throughout their lifecycle.

Consider the following points when defining your app provisioning process: 

App prof iling: Your organization may start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apps; however, the number of apps you manage

could rapidly increase as user adoption rates increase and your environment grows. You should define specif ic app

profile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n order to make app provisioning easy to manage. App profiling helps you categorize

apps into logical groups from a nontechnical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you can create app profile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Version: App version for tracking

Instances: Multiple instances that are deployed for different set of users, for example,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access

Platform: iOS, Android, or Windows

Target Audience: Standard users, departments, C-level executives

Ownership: Department that owns the app

Type: MDX, Public, Web and SaaS, or Web links

Upgrade Cycle: How often the app is upgraded

Licensing: Licensing requirements and ownership

MDX Policies: Wrapped or unwrapped with MDX security policies

Network Access: Type of access, such as secure browse or full VPN 

Example:

　　Factor Secure Mail Secure Mail In-House Epic Rover

Version 10.1 10.1 X.x X.x

Instance VIP Physicians Clinical Clinical

Platform iOS iOS iOS iOS

Target Users VIP Users Physicians Clinical Users Clinical Users

Ownership IT IT 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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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MDX MDX Native Public

Upgrade Cycle Quarterly Quarterly Yearly N/A

Licensing N/A N/A N/A VPP

MDX Policies Yes Yes Yes No

Network Access VPN VPN VPN Public

 

App versioning: Maintaining and tracking app versions is a critical part of the provisioning process. Versioning is usually

transparent to users. They only receive notif ications when a new version of the app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om your

perspective, reviewing and testing each app version in a non-production capacity is also critical in order to avoid

production impac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valuate if  a specific upgrade is actually required. App upgrades are usually of two types: One is a

minor upgrade, such as a fix to a specific bug; the second is a major release, which introduces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improvements to the app. In either case, you should carefully review the release notes of the app to evaluate if  the

upgrade is necessary. 

App signing and wrapping: With XenMobile, you can use MDX policies with managed apps to secure the corporate

data through app wrapp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DX Toolkit for app wrapping, see MDX Toolkit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The app provisioning process for a wrapped app is signif 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provisioning process for a standard non-wrapped app.

App security: You define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apps or app profiles as part of the provisioning process. You

can map security requirements to specif ic MDM or MAM policies prior to deploying the apps, which greatly simplif ies and

expedites app deployment. You may deploy certain apps differently, or you may need to make architectural changes to

your XenMobile environment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security compliance that the apps require.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the device to be encrypted in order to allow the use of a critical business intelligence app, or a certain app may

require end-to-end SSL encryption or geo-fencing.

App delivery: XenMobile allows you to deliver apps as MDM apps or as MAM apps. The MDM apps appear in the

XenMobile Store. This store allows you to conveniently deliver public or native apps to users without controlling the app

apart from enforcing device level restri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M mode of delivering apps allows full control

over app delivery and over the app itself . Delivering the apps in MAM mode is more suitable in most cases in which you

have an on-premises XenMobile deployment with app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along with MDM. When you deliver

apps in MAM mode, the mobile device must be enrolled either into XME (MDM+MAM) or MAM-only mode.

Application maintenance:

Perform an initial audit: You should keep track of the app version that is present in your production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last upgrade cycle. Make note of specif ic features or bug f ixes that required the upgrade to take place.

Establish baselines: You should maintain a list of the latest stable release of each app. This app version should be fall

back in case unexpected issues occur post upgrade. You should also device a rollback plan. You should test app

upgrades in a test environment prior to your production deployment; if  possible, you should deploy the upgrade to a

subset of production users f irst and then to the entire user base.

http://docs.citrix.com/en-us/mdx-toolkit/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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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 to Citrix software update notif ications and any third-party software vendor notif ications: This is critical in

order to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release of the apps. In some cases, an early access release (EAR) build may

also be available for testing ahead of time.

Devise a strategy to notify users: You should define a strategy to notify users when app upgrades are available.

Prepare users with training prior to deployment. You may send multiple notif ications prior to updating the apps.

Depending on the app, the best notif ication method might be email notif ications or web sites. 

App lifecycle management represents the completed lifecycle of an app from its initial deployment through the retirement

of the app. The lifecycle of an app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hese five phases: 

1. Requirements for specif ications: Start with business case and user requirements.

2. Development: Validate that the app meets business needs.

3. Testing: Identify test users, issues, and bugs.

4. Deployment: Deploy the app to production users.

5. Maintenance: Update app version. Deploy the app in a test environment before updating the app in a production

environment. 

Application Lifecycle Example Using Secure Mail

1. Requirements for specif ications: As a security requirement, you require a mail app that is containerized and supports

MDX security policies.

2. Development: Validate that the app meets business needs. You must be able to apply MDX policy controls to the app.

3. Testing: Assign Secure Mail to a test users group and deploy the corresponding MDX file from the XenMobile Server. The

test users validate that they can successfully send and receive email, and have calendar and contact access. The test

users also report issues and identify bugs. Based on the test users' feedback you optimize Secure Mail configuration for

production use.

4. Deployment: When the testing phase is complete, you assign Secure Mail to production users and deploy the

corresponding MDX file from XenMobile Server.

5. Maintenance: A new update to Secure Mail is available. You download the new MDX file from Citrix downloads and

replace the existing MDX file on the XenMobile Server. Instruct the users to perform the update. Note: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complete and test this process in a test environment before uploading the app to a XenMobil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and deploying the app to us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Wrapping iOS Mobile Apps and Wrapping Android Mobile Apps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http://docs.citrix.com/en-us/mdx-toolkit/10/xmob-mdx-kit-app-wrap-ios.html
http://docs.citrix.com/en-us/mdx-toolkit/10/xmob-mdx-kit-app-wrap-andro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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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hboard-Based Operations

Feb 21, 2018

You can view information at a glance by accessing your XenMobile console dashboard. With this information, you can see

issues and successes quickly by using widgets. 

The dashboard is usually the screen that appears when you first sign on to the XenMobile console. To access the

dashboard from elsewhere in the console, click Analyze. Click Customize on the dashboard to edit the layout of the page

and to edit the widgets that appear.

My Dashboards: You can save up to four dashboards. You can edit these dashboards separately and view each one by

selecting the saved dashboard.

Layout Style: In this row, you can select how many widgets appear on your dashboard and how the widgets are laid

out.

Widget Selection: You can choose which information appears on your dashboard. 

Notif ications: Mark the check box above the numbers on the left to add a Notif ications bar above your widgets. This

bar shows the number of compliant devices, inactive devices, and devices wiped or enrolled in the last 24 hours.

Devices By Platform: Displays the number of managed and unmanaged devices by platform.

Devices By Carrier: Displays the number of managed and unmanaged devices by carrier. Click each bar to see a

breakdown by platform.

Managed Devices By Platform: Displays the number of managed devices by platform.

Unmanaged Devices By Platform: Displays the number of unmanaged devices by platform. Devices that appear in

this chart may have an agent installed on them, but have had their privileges revoked or have been wiped.

Devices By ActiveSync Gateway Status: Displays the number of devices grouped by ActiveSync Gateway status.

The information shows Blocked, Allowed, or Unknown status. You can click each bar to break down the data by

platform.

Devices By Ownership: Displays the number of devices grouped by ownership status. The information shows

corporate-owned, employee-owned, or unknown ownership status.

Android TouchDown License Status: Displays the number of devices that have a TouchDown license.

Failed Delivery Group Deployments: Displays the total number of failed deployments per package. Only packages

that have failed deployments appear.

Devices By Blocked Reason: Displays the number of devices blocked by ActiveSync

Installed Apps: By using this widget, you can type an app name, and a graph displays information about that app.

VPP Apps License Usage: Displays license usage statistics for Apple Volume Purchase Program apps.

Use Cases

Some examples for the many ways you can use dashboard widgets to monitor your environment are as follows.

You have deployed XenMobile Apps and are receiving support tickets regarding XenMobile Apps failing to install on

devices. Use the Out of  Compliance Devices and Installed Apps widgets to see the devices that do not have

XenMobile Apps installed.

You'd like to monitor inactive devices so that you can remove the devices from your environment and reclaim licenses.

Use the Inactive Devices widget to track this statistic.

You are receiving support tickets concerning data not being synced properly. You may want to use the Devices by
ActiveSync Gateway Status and Devices By Blocked Reason widge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ssue is ActiveSync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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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After your environment is setup and users enroll, you can run reports to learn about your deployment. XenMobile comes

with a number of reports built in to help you get a better picture of the devices running on your environment. For details,

see Reports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Important : Although it is possible to use SQL Server to create custom reports, Citrix does not recommend this method.

Using the SQL Server database in this manner may have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in your XenMobile deployment. If  you do

decide to pursue this method of reporting, ensure that SQL queries are run using a read-only account.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monitor-support/rep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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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and XenMobile Support

Feb 21, 2018

XenMobile uses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 to restrict user and group access to XenMobile system functions, such as

the XenMobile console, Self  Help Portal, Remote Support, and public API.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roles built in to

XenMobile and includes considerations for deciding on a support model for XenMobile that leverages RBAC.

Built-In Roles

You can change the access granted to the following built-in roles and you can add roles. For the full set of access and

feature per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each role and their default setting, download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Defaults

from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For a definition of each feature, see Configure roles with RBAC in the XenMobile

documentation.

Roles Default Access Granted Considerations

Admin Full system access except to the Self-Help Portal and

Remote Support. By default, administrators can perform

some support tasks, such as check connectivity and

create support bundles.

Do some or all of your administrators

need access to the Self-Help Portal or

Remote Support? If  so, you can edit the

Admin role or add Admin roles.

To restrict access further for some

administrators or administrator groups,

add roles based on the Admin template

and edit the permissions.

Device

Provisioning

Access to the XenMobile console to perform basic

administration on Windows CE devices: add, change, and

remove devices; use the Settings page.

The Device Provisioning role applies only

to Windows CE devices.

Support Access to Remote Support. For on-premises XenMobile

Server deployments: Remote support

enables your help desk representatives

to take remote control of managed

Windows CE and Android mobile devices.

Screen cast is supported on Samsung

KNOX devices only.

Remote support isn't available to

XenMobile Service customers and isn't

supported for clustered on-premises

XenMobile Server deployments.

https://docs.citrix.com/content/dam/docs/en-us/xenmobile/10-2/Downloads/RBAC-Defaults.pdf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10-4/users/rbac-roles-and-per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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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ccess to the Self-Help Portal, which lets authenticated

users generate enrollment links. The links allow them to

enroll their devices or send themselves an enrollment

invitation.

Restricted access to the XenMobile console: device

features (such as wipe, lock/unlock device; lock/unlock

container; see location and set geographic restrictions;

ring the device; reset container password); add, remove,

and send enrollment invitations.

The User role enables you to enable

users to help themselves.

To support shared devices, create a user

role for shared device enrollment.

Considerations for a XenMobile Support Model

The support models that you can adopt can vary widely and might involve third parties who handle level 1 and 2 support

while employees handle level 3 and 4 support. Regardless of how you distribute the support load, keep in mind the

considerations in this section specific to your XenMobile deployment and user base. 

Do users have corporate-owned or BYO devices?
The primary question that influences support is who owns the user devices in your XenMobile environment. If  your users

have corporate-owned devices, you might offer a lower level of support, as a way to lock down the devices. In that case,

you might provide a help desk that assists users with device issues and how to use the devices. Depending on the types of

devices you need to support, consider how you might use the RBAC Device Provisioning and Support roles for your help

desk.

If  your users have BYO devices, your organization might expect users to find their own sources for device support. In that

case, the support your organization provides is more of an administrative role focused around XenMobile-specific issues. 

What is your support model for desktops?
Consider whether your support model for desktops is appropriate for other corporate-owned devices. Can you use the

same support organization? What additional training will they need? 

Do you want to give users access to the XenMobile Self  Help Portal?
Although some organizations prefer not to grant users access to XenMobile, giving users some self-support capabilities can

ease the load on your support organization. If  the default User role for RBAC includes permissio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grant, consider creating a new role with only the permissions you want to include. You can create as many roles as needed

to meet your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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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Monitoring

Feb 21, 2018

To ensure optimal uptime for app access and connectivity, you should monitor the following core components in the

XenMobile environment:

XenMobile server

XenMobile server generates and stores logs on local storage that you can also export to a systems log (syslogs) server. You

can configure log settings to specify size constraints, log level, or you can create custom loggers to filter specific events.

You can look at XenMobile server logs from the XenMobile console at any time. You can also export information in the logs

via the syslog server to your production Splunk logging servers.

The following list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og files available in XenMobile:

Debug log file: Contains debug level information about core web services of XenMobile, including error messages and

server-related actions.

Message format:

<date> <timestamp> <loglevel> <class name (including the package)> - <id> <log message>

where <id> is a unique identif ier like sessionID.

where <log message> is the message supplied by the application.

Admin audit log file - Contains audit information about activity on the XenMobile console.

Note: The same format is used for both admin audit and user audit logs.

Message form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required Date and Timestamp values, all other attributes are optional. Optional fields are

represented with " " in the message.

<date> <timestamp> "<username/id>" "<sessionid>" "<deviceid>" "<clientip>" "<action>" "<status>"

 "<application name>" "<app user id>" "<user agent>" "<details>"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the available admin audit log events:

Admin Audit Log Messages

Event Status

Login success/failure

Logout success/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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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admin success/failure

Update admin success/failure

Get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Add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Update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Delete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Bind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Unbind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Disable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Enable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Get category success/failure

Add category success/failure

Update category success/failure

Delete category success/failure

Add certificate success/failure

Delete certificate success/failure

Active certificate success/failure

Self-sign certificate success/failure

CSR certificate success/failure

Ev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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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certificate success/failure

Delete certificate chain success/failure

Add certificate chain success/failure

Get connector success/failure

Add connector success/failure

Delete connector success/failure

Update connector success/failure

Get device success/failure

Lock device success/failure

Unlock device success/failure

Wipe device success/failure

Unwipe device success/failure

Delete device success/failure

Get role success/failure

Add role success/failure

Update role success/failure

Delete role success/failure

Bind role success/failure

Unbind role success/failure

Ev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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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config settings success/failure

Update workflow email success/failure

Add workflow success/failure

Delete workflow success/failure

Add Active Directory success/failure

Update Active Directory success/failure

Add masteruserlist success/failure

Update masteruserlist success/failure

Update DNS success/failure

Update Network success/failure

Update log server success/failure

Transfer log from log server success/failure

Update syslog success/failure

Update receiver updates success/failure

Update time server success/failure

Update trust success/failure

Add service record success/failure

Update service record success/failure

Update receiver email success/failure

Ev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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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 patch success/failure

Import snapshot success/failure

Fetch app store app details success/failure

Update MDM success/failure

Delete MDM success/failure

Add HDX success/failure

Update HDX success/failure

Delete HDX success/failure

Add Branding success/failure

Delete Branding success/failure

Update SSL offload success/failure

Add account property success/failure

Delete account property success/failure

Update account property success/failure

Add beacon success/failure

Event Status

User audit log file: Contain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user activity from enrolled devices.

Note: The same format is used for both user audit and admin audit logs.

Message form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required Date and Timestamp values, all other attributes are optional. Optional fields are

represented with " " in the message. For example,



© 1999-2017 Citrix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1081https://docs.citrix.com

<date> <timestamp> " <username/id>" "<sessionid>" "<deviceid>" "<clientip>" "<action>" "<status>"  " <application name>" "

<app user id>" "<user agent>" "<details>"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the available user audit log events:

User Audit Log Messages

Event Status

Login success/failure

Session time-out success/failure

Subscribe success/failure

Unsubscribe success/failure

Pre-launch success/failure

AGEE SSO success/failure

SAML Token for ShareFile success/failure

Device registration success/failure

Device check lock/wipe

Device update success/failure

Token refresh success/failure

Secret saved success/failure

Secret retrieved success/failure

User initiated change password success/failure

Mobile client download success/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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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ut success/failure

Discovery Service success/failure

Endpoint Service success/failure

Event Status

MDM Functions

REGHIVE success/failure

Cab inventory success/failure

Cab success/failure

Cab auto install success/failure

Cab shell install success/failure

Cab create folder success/failure

Cab file get success/failure

File create folder success/failure

File get success/failure

File sent success/failure

Script create folder success/failure

Script get success/failure

Script sent success/failure

Script shell execution success/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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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auto execution success/failure

APK inventory success/failure

APK success/failure

APK shell install success/failure

APK auto install success/failure

APK create folder success/failure

APK file get success/failure

APK App success/failure

EXT  App success/failure

List get success/failure

List sent success/failure

Locate device success/failure

CFG success/failure

Unlock success/failure

SharePoint wipe success/failure

SharePoint Configuration success/failure

Remove profile success/failure

Remove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Remove unmanaged application success/failure

MDM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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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unmanaged profile success/failure

IPA App success/failure

EXT  App success/failure

Apply redemption code success/failure

Apply settings success/failure

Enable tracking device success/failure

App management policy success/failure

SD card wipe success/failure

Encrypted email attachment success/failure

Branding success/failure

Secure browser success/failure

Container browser success/failure

Container unlock success/failure

Container password reset success/failure

AG client auth creds success/failure

MDM Functions

NetScaler also monitors the XenMobile web service state, which is configured with intelligent monitoring probes to simulate

HTTP requests to each XenMobile server cluster node. The probes determine whether the service is online and then

respond based on the response received. In the event that a node does not respond as expected, NetScaler marks the

server as down. In addition, NetScaler takes the node out of the load-balancing pool and logs the event for use in

generating alerts through the NetScaler monitoring solution.

You can also use standard hypervisor monitoring tools to monitor the XenMobile virtual machines and to provide relevant

alerts regarding CPU, memory, and storage utilization metrics.

SQL Server and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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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and database performance directly affects XenMobile services. The XenMobile instance requires access to the

database at all times and goes offline (for example, stops responding) in the event of an outage to the SQL infrastructure.

The XenMobile console may continue to function for a while following any disk space issues with SQL Server. To ensure

maximum database uptime and adequate performance for the XenMobile workload, you should proactively monitor the

state of your SQL Servers following Microsoft recommendations. Additionally, you should adjust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CPU, memory, and storage to guarantee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as your XenMobile environment continues to grow.

NetScaler

NetScaler provides the ability to log metrics to internal storage or to send logs to an external logging server. You can

configure the syslog server to export NetScaler logs to your production Splunk logging servers. The following logging levels

are available in NetScaler:

Emergency

Alert

Critical

Error

Warning

Information

The log files are also stored in NetScaler storage in the /var/log/ns.log directory and named newnslog. NetScaler rolls over

and compresses the files by using the GZIP algorithm. Log file names are newnslog.xx.gz, where xx represents a running

number.

NetScaler also supports SNMP traps and alerts as a monitoring option.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the SNMP traps

recommended for the environment.

NetScaler SNMP traps

Conf iguration Setting

cpuUtilization

1.3.6.1.4.1.5951.1.1.0.3
This trap indicates that the CPU utilization has exceeded the high threshold.

averageCpuUtilization

1.3.6.1.4.1.5951.1.1.0.51

This trap indicates that the average CPU usage in the multi-processor NetScaler system has exceeded the high

threshold.

memoryUtilization

1.3.6.1.4.1.5951.1.1.0.13
This trap is sent when the memory utilization of the system exceeds the threshold value.

netScalerLoginFailure

1.3.6.1.4.1.5951.1.1.0.55
This trap is sent when a logon attempt to NetScaler fails.

diskUsageHigh

1.3.6.1.4.1.5951.1.1.0.64
This trap indicates that disk usage has gone high.

haSyncFailure

1.3.6.1.4.1.5951.1.1.0.69
This trap indicates that configuration synchronization has failed on the secondary instance.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500296%28v=sql.105%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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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oHeartbeats

1.3.6.1.4.1.5951.1.1.0.70
This trap indicates that high availability heartbeats are not received from the secondary instance.

haBadSecState

1.3.6.1.4.1.5951.1.1.0.71
This trap indicates that the secondary instance is in DOWN/UNKNOWN/STAY SECONDARY state.

haPropFailure

1.3.6.1.4.1.5951.1.1.0.85
This trap indicates that configuration propagation has failed on the secondary instance.

ipConflict

1.3.6.1.4.1.5951.1.1.0.86
This trap indicates that an IP address conflict is present with another device in the network.

Conf iguratio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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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Recovery

Feb 21, 2018

You can architect and configure XenMobile deployments that include multiple sites for disaster recovery using an active-

passive failover strategy.

The recommended disaster recovery strategy discuss in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

A single XenMobile active site in the datacenter of one geographical location serving all the enterprises users globally,

known as the primary site.

A second XenMobile site in the datacenter of a seco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known as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 This

disaster recovery site provides active-passive site failover in if  a site-wide datacenter failure occurs in the primary site.

The primary site includes XenMobile, SQL database, NetScaler infrastructur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failover and provide

users with access to XenMobile via the event of connectivity failure to the primary site.

The XenMobile servers at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 remains offline during normal operations and is brought online during

only disaster recovery scenarios, where complete site failover from the primary site to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 is required.

The SQL Servers at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 must be active and ready to service connections before you start the

XenMobile servers at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

This disaster recovery strategy relies on manual failover of the NetScaler access tier by means of DNS changes for routing

MDM and MAM connections to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 in the event of an outage.

注意
To use this architecture, you must have a process in place for asynchronous backups of the databases and some way of ensuring

high availability for the SQL infrastructure.

Disaster Recovery Failover Process

1. If  you are testing your disaster recovery failover process, shut down XenMobile servers in the primary site to simulate site

failure.

2. Change public DNS records for the XenMobile servers to point to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s external IP addresses.

3. Change internal DNS record for the SQL Server to point to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s SQL Server IP address.

4. Bring XenMobile SQL databases online at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 Ensure that the SQL Server and database is active

and ready to service connections from the XenMobile servers local to the site.

5. Turn on the XenMobile servers on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

XenMobile Server Update Process

Follow these steps any time you update XenMobile with patches and releases, in order to keep the code of the primary and

disaster recovery servers uni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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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sure that XenMobile servers in primary site have been patched or upgraded.

2. Ensure that DNS record for the SQL Server is resolving to the active SQL Server database in the primary site.

3. Bring the disaster recovery site's XenMobile servers online. The servers connect to the primary site's database across the

WAN during the upgrade process only.

4. Apply required patches and updates to all disaster recovery site's XenMobile servers.

5. Restart the XenMobile servers and confirm that the patch or upgrade is successful.

Disaster Recovery Reference Architecture Diagram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high-level architecture for a disaster recovery deployment of XenMobile.

GSLB for Disaster Recovery

A key element of this architecture is the use of Global Server Load Balancing (GSLB) to direct traffic to the correct data

center.

By default,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configures NetScaler Gateway in a way that does not enable the use of

GSLB for disaster recovery. Therefore, you must take additional steps.

How GSLB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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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LB is at its core a form of DNS. Participating NetScaler appliances act as authoritative DNS servers and resolve DNS

records to the correct IP address (typically the VIP that is supposed to receive traffic). The NetScaler appliance checks the

system health before responding to a DNS query directing traffic to that system.

When a record is resolved, GSLB's role in resolving the traffic is complete. The client communicates directly with the target

virtual IP (VIP) address. DNS client behavior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on controlling how and when a record expires. This is

largely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the NetScaler system. As such, GSLB is subject to the same limitations as DNS name

resolution. Clients cache responses; thus, load balancing in this way isn't as real-time as is traditional load balancing.

The GSLB configuration on NetScaler, including sites, services, and monitors, exis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correct DNS name

resolution.

The actual configuration for publishing servers (in this scenario, the configuration that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creates) is not affected by the GSLB. GSLB is a separate service on the NetScaler.

Challenges with Domain Delegation When Using GSLB with XenMobile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configures NetScaler Gateway for XenMobile. This wizard generates three load

balancing virtual servers and a NetScaler Gateway virtual server.

Two of the load balancing virtual servers handle MDM traffic, on port 443 and 8443. NetScaler Gateway receives MAM

traffic and forwards it to the third server, the MAM load balancing virtual server, on port 8443. All traffic to the MAM load

balancing virtual server is passed through NetScaler Gateway.

The MAM load balancing virtual server requires the same SSL certificate as the XenMobile servers and uses the same FQDN

as used to enroll devices. The MAM load balancing server also uses the same port (8443) as one of the MDM load balancing

servers. To enable traffic to be resolved,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creates a local DNS record on NetScaler

Gateway. The DNS record matches the FQDN used to enroll devices.

This configuration is effective when the XenMobile server URL is not a GSLB domain URL. If  a GSLB domain URL is used as

the XenMobile server URL, as is required for disaster recovery, the local DNS record prevents NetScaler Gateway from

resolving traffic to the MDM load balancing servers.

Using the CNAME Method for GSLB Disaster Recovery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created by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you can

create a CNAME record for the XenMobile server FQDN in the parent domain (company.com) and point a record in the

delegated subzone (gslb.company.com) for which NetScaler is authoritative.  Doing so allow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ic

DNS A record for the MAM load balancing VIP address required to resolve traffic.

1. On the external DNS, create a CNAME for the XenMobile server FQDN that points to the GSLB domain FQDN on

NetScaler GSLB.  You need two GSLB domains: one for MDM traffic and another for MAM (NetScaler Gateway) traffic.

Example: CNAME = xms.company.com   IN  CNAME  xms.gslb.comany.com

2. On the NetScaler Gateway  instance of each site, create a GSLB virtual server with a FQDN that is what the CNAME

record is pointing to.

Example: bind gslb vserver xms-gslb -domainName xms.gslb.company.com

When using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to deploy NetScaler Gateway, use the XenMobile server URL when

configuring the MAM load balancing server. This creates a static DNS A record for the XenMobile server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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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st with clients enrolling on Secure Hub using the XenMobile server URL (xms.company.com).

This example uses the following FQDNs:

xms.company.com is the URL that is used by the MDM traff ic and is used by devices enrolling, which is configured in this

example by using the NetScaler for XenMobile wizard.

xms.gslb.company.com is the GSLB domain FQDN for the XenMobil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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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Support Process

Feb 21, 2018

You can turn Citrix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s to help with issues related to Citrix products. The group offers workarounds

and resolutions and works hand in hand with development teams to offer solutions.

Citrix Consulting Services or Citrix Education Services offer help related to product training, advice on product usage,

configuration, installation, or environment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Citrix Consulting helps with Citrix product-related projects, including proof of concepts, 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infrastructure health checks, design requirements analysis, architecture design verification, integration, and operational

process development.

Citrix Education offers best-in-class IT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on Citrix Virtualization, Cloud, and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Citrix recommends that you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Citrix Self-Help Resources and recommendations before creating a

support case. For instance, there are several places where you can access articles and bulletins written by Citrix technical

experts, see product documentation for Citrix solutions and technologies, or read straight talk from Citrix executives,

product teams, and technical experts. See the Knowledge Center, Product documentation, and Blogs pages respectively.

For more interactive assistance, you can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 forums where you can ask questions and get real-world

answers from other customers, share ideas, opinions,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d best practices within user groups and

interest groups, or interact with Citrix Support engineers who monitor Citrix Support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ee the

Support Forums, Citrix Community, and Citrix Support on Twitter pages respectively.

You also have access to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courses to build your skills. See Citrix Education.

Citrix Insight Services provides a simple, online troubleshooting platform and health-checker for your Citrix environment.

Available for XenMobile, XenDesktop, XenServer, XenApp, and NetScaler. See Analysis Tool.

To seek technical support, you can create a support case either by phone or via the web. You can use the web for low- and

medium-severity issues and use the phone option for high-severity issues. For information on contacting support for

XenMobile issues, see How to Contact Support.

If  you seek a highly trained single point of contact with extensive experience delivering Citrix solutions, Citrix Services offers

a Technical Relationship Manager.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itrix services offering and benefits, see Citrix Worldwide

Services.

https://www.citrix.com/support
http://docs.citrix.com/
https://www.citrix.com/blogs/?_ga=1.9600689.581379568.1447092615
https://discussions.citrix.com/?_ga=1.227203737.581379568.1447092615
https://www.citrix.com/community.html?_ga=1.50648109.581379568.1447092615
https://twitter.com/citrixsupport
http://training.citrix.com/?_ga=1.13221683.581379568.1447092615
https://cis.citrix.com/AutoSupport/?_ga=1.47372963.581379568.1447092615
http://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00021
https://www.citrix.com/content/dam/citrix/en_us/documents/support/worldwide-support-services-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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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ing group enrollment invitations in XenMobile

 ,  | Feb 21, 2018

You can send enrollment invitations to groups in XenMobile. You can send invitations to your nested groups as well. When

setting up the group invitation, you can specify one or multiple device platforms. You can also tag devices so that you can,

for example, distinguish corporate-owned devices from employee-owned devices. Then, you set the authentication type

for user devices. 

注意
If you plan to use custom notification templates, you must set up the templates before you configure enrollment mod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notification templates, see Creating or Updating Notification Templat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basic configurations on user accounts, roles, and enrollment modes and invitations, see User

accounts, roles, and enrollment.

General steps

Within the XenMobile console, navigate to Manage > Enrollment Invitations.

Click Add toward the upper left of the screen and then click Add Invitation.

Click Group from the Recipient menu.

This step lets you choose one or multiple platforms. If  you have a mix of different operating system platforms within

your company, choose all platforms. Only clear the platform selection if  you are sure that no users are using the

particular platform.

You can choose to tag devices during the invite process. Choose Corporate or Employee. 

Tagging makes it easy to separate corporate-owned devices and employee-owned devices.

In the Domain list, choose the domain in which the group exists.

In the Group list, select the Active Directory group you want to send the invites to.

The Enrollment mode allows you to set the type of authentication you prefer for users.

User name + Password

High Security

Invitation URL

Invitation URL + PIN

Invitation URL + Password

Two Factor

User name + PIN

For the Agent Download, Enrollment URL, Enrollment PIN, and Enrollment Confirmation templates, choose the

custom notification template that you have created in the past. Or, choose the default that is listed.

John Bartel III

1.

2.

3.

4.

5.

6.

7.

8.

http://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2549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server/us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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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plan to use custom notification templates, you must set up the templates before you configure enrollment

mod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notification templates, see Creating or Updating Notification Templates.

For these notification templates, use your configured SMTP server setup within XenMobile. Set your SMTP information

first before proceeding.

注意
You will note Expire after and Maximum Attempts options. These options change based on the Enrollment mode option

that you choose. You cannot change these options.

Select ON for Send invitation and then click Save and Send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Nested group support

You can use nested groups to send invites. Typically, nested groups are used in large-scale environments where groups with

similar permissions are bound to each other.

Navigate to Settings > LDAP and then enable the Support nested group option.

Troubleshooting and known limitations

Issue: Invites are being sent out to users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removed from an Active Directory group.

Solution: Depending on how large your Active Directory environment is, it could take up to six hours for changes to

propagate to all servers. If  a user or nested group is removed recently, XenMobile may still consider those users as a part of

the group.

Therefore, it 's best to wait up to six hours before sending out another group invite to your group.

9.

http://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users/notifications.html#par_anchortitle_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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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ing an on-premises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server

 ,  | Feb 21, 2018

You can enable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DHA) for Windows 10 mobile devices through an on-premises Windows server. 

To enable DHA on-premises, you first configure a DHA server.

After you configure the DHA server, you create a XenMobile Server policy to enable the on-premises DHA service. For

information on creating this policy, see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device policy.

Prerequisites for a DHA server

A server running Windows Server Technical Preview 5 or later, installed using the Desktop Experience installation option.

One or more Windows 10 client devices. These devices must be have TPM 1.2 or 2.0 running the latest version of

Windows.

These certif icates:

DHA SSL certif icate. An x.509 SSL certif icate that chains to an enterprise trusted root with an exportable private

key. This certif icate protects DHA data communications in transit including server to server (DHA service and MDM

server) and server to client (DHA service and a Windows 10 device) communications.

DHA signing certif icate. An x.509 certif icate that chains to an enterprise trusted root with an exportable private

key. The DHA service uses this certif icate for digital signing.

DHA encryption certif icate. An x.509 certif icate that chains to an enterprise trusted root with an exportable private

key. The DHA service also uses this certif icate for encryption.

Choose one of these certif icate validation modes:

EKCert. EKCert validation mode is optimized for devices in organizations that are not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Devices connecting to a DHA service running in EKCert validation mode do not have direct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IKCert. AIKCert Validation Mode is optimized for operational environments that do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Devices connecting to a DHA service running in AIKCert validation mode must have direct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are able to get an AIK certif icate from Microsoft.

Add the DHA server role to the Windows server

1. On the Windows server, if  the Server Manager is not already open, click Start  and then click Server Manager.
2. Click Add roles and features.

3. On the Before you begin page, click Next .

4. On the Select installation type page, click Role-based or feature-based installation, and then click Next .

5. On the Select destination server page, click Select a server f rom the server pool, select the server, and then click

Next .

6. On the Select server roles page, select the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check box.

7. Optional: Click Add Features to install other required role services and features.

8. Click Next .

9. On the Select features page, click Next .

10. On the Web Server Role (IIS) page, click Next .

Sanket Mishra

https://docs.citrix.com/en-us/xenmobile/server/policies/device-health-attestation-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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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n the Select role services page, click Next .

12. On the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Service page, click Next .

13. On the Conf irm installation selections page, click Install.
14. When the installation is done, click Close.

Add the SSL certificate to the certificate store of the
server

1. Go to the SSL certif icate f ile and select it.

2. Select Current user as the store location and click Next .

3. Type the password for the private key.

4. Ensure the import option Include all extended properties is selected. Click 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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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hen this window appears, click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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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nfirm that the certificate is installed, as described in this Microsoft article:

a. Open a Command Prompt window.

b. Type mmc and press the Enter key. To view certificates in the local machine store, you must be in the Administrator

role.

c. On the File menu, click Add/Remove Snap In.

d. Click Add.

e. In the Add Standalone Snap-in dialog box, select Certificates.

f. Click Add.

g. In the Certificates snap-in dialog box, select My User account . (If  you are signed in as servic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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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er, select Service account .)

h. In the Select Computer dialog box, click Finish.

7. Go to Server Manager > IIS and select Server Certificates from the list of i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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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rom the Action menu, select Import ... to import the SSL certificate.

Retrieve and save the thumbprint of the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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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the File Explorer search bar, type mmc.

2. In the Console Root window, click File > Add/Remove Snap-in….

3. Select the certificate from available snap-in and add it to selected snap-ins.

4. Select My user account .

5. Select the certificate and clic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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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ouble-click on the certificate and select the Details tab. Scroll down to see the certificate thumbprint.

7. Copy the thumbprint to a file. Remove the spaces when using the thumbprint in PowerShell commands.

Install the signing and encryption certificates

Run these PowerShell commands certificates on the Windows server to install the signing and encryption:

$key = Get-ChildItem Cert:\LocalMachine\My | Where-Object {$_.Thumbprint -like "ReplaceWithThumbprint"}

$keyname = $key.PrivateKey.CspKeyContainerInfo.UniqueKeyContain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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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path = $env:ProgramData + "\Microsoft\Crypto\RSA\MachineKeys\" + $keyname icacls $keypath /grant

IIS_IUSRS`:R

Extract the TPM roots certificate and install the
trusted certificate package

Run these commands on the Windows server:

mkdir .\TrustedTpm

expand -F:* .\TrustedTpm.cab .\TrustedTpm

cd .\TrustedTpm

.\setup.cmd

Configure the DHA service

Run this command on the Windows server to configure the DHA service:

Install-DeviceHealthAttestation -EncryptionCertificateThumbprint <ReplaceWithThumbprint>

-SigningCertificateThumbprint <ReplaceWithThumbprint>

-SslCertificateStoreName My -SslCertificateThumbprint <ReplaceWithThumbprint>

-SupportedAuthenticationSchema "AikCertificate"

Run these commands on the Windows server to set up the certificate chain policy for the DHA service:

$policy = Get-DHASCertificateChainPolicy

$policy.RevocationMode = "NoCheck"

Set-DHASCertificateChainPolicy -CertificateChainPolicy $policy

Respond to these prompts, as follows:

  Confirm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perform this action?

    Performing the operation "Install-DeviceHealthAttestation" on target "WIN-N27D1FKCEBT".

    [Y] Yes  [A] Yes to All  [N] No  [L] No to All  [S] Suspend  [?] Help (default is "Y"): A

    Adding SSL binding to website 'Default Web Site'.

    Add SSL 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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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Yes  [N] No  [S] Suspend  [?] Help (default is "Y"): Y

    Adding application pool 'DeviceHealthAttestation_AppPool' to IIS.

    Add application pool?

    [Y] Yes  [N] No  [S] Suspend  [?] Help (default is "Y"): Y

    Adding web application 'DeviceHealthAttestation' to website 'Default Web Site'.

    Add web application?

    [Y] Yes  [N] No  [S] Suspend  [?] Help (default is "Y"): Y

    Adding firewall rule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Service' to allow inbound connections on port(s) '443'.

    Add firewall rule?

    [Y] Yes  [N] No  [S] Suspend  [?] Help (default is "Y"): Y

    Setting initial configuration for Device Health Attestation Service.

    Set initial configuration?

    [Y] Yes  [N] No  [S] Suspend  [?] Help (default is "Y"): Y

    Registering User Access Logging.

    Register User Access Logging?

    [Y] Yes  [N] No  [S] Suspend  [?] Help (default is "Y"): Y 

Check the configuration

To check whether the DHASActiveSigningCertificate is active, run this command on the server:

Get-DHASActiveSigningCertificate

If  the certificate is active, the certificate type (Signing) and thumbprint is displayed.

To check whether the DHASActiveSigningCertificate is active, run this command on the server:

Set-DHASActiveEncryptionCertificate -Thumbprint "ReplaceWithThumbprint" -Force

Get-DHASActiveEncryptionCertificate

If  the certificate is active, the thumbprint is displayed.

To perform a final check, go to this URL:

https://dha.myserver.com/DeviceHeathAttestation/ValidateHealthCertificate/v1

If  the DHA service is running, “Method not allowed” is disp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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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ing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with EWS
for Secure Mail push notifications

 ,  | Feb 21, 2018

To make sure that Secure Mail push notifications work, you must configure Exchange Server for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This requirement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when Secure Hub is enrolled in XenMobile with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You need to configure the Active Sync and Exchange Web Services (EWS) virtual directory on the Exchange Mail Server with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Unless you complete these configurations, the subscription to Secure Mail push notifications fails and no badge updates

occur in Secure Mail.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teps to configure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The configurations are specifically against the

EWS virtual directory on Exchange Server.

To get started with the configuration, do the following:

1. Log on to the server or servers where the EWS virtual directory is installed.

2. Open the IIS Manager Console.

3. Under the Default Web Site, click the EWS virtual directory.

The Authentication, SSL, Configuration Editor snap-ins ar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IS Manager Console

4. Ensure that the Authentication settings for EWS are configured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Vijay Kumar Kunchak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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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figure the SSL Settings for the EWS virtual directory.

a. Select the Require SSL check box.

b. Under Client Certificates, click Require. You can set this option to Accept  if  other EWS mail clients connect with

username/password as credentials to authenticate and connect to the Exchange Server.

6. Click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n the Section drop-down list, navigate to the following section:

system.webServer/security/authentication/client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7. Set the enabled value to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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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lick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n the Section drop-down list, navigate to the following section:

system.webServer/serverRuntime

9. Set the uploadReadAheadSize value to 10485760 (10 MB) or 20971520 (20 MB) or to a value as required by your

organization.

Important : If  you don't set this value correctly, certificate-based authentication while subscribing to EWS push

notifications may fail with an error code of 413.

Note: Do not set this value to 0.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following third-party resources:

Microsoft IIS server runtime

Butsch Client Management Blog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roubleshooting Secure Mail issues with iOS push notifications, see this Citrix Support

Knowledge Center article.

Related information

Push notif ications for Secure Mail for iOS

https://www.iis.net/configreference/system.webserver/serverruntime
http://www.butsch.ch/post/Exchange-20XX-Client-Certificate-und-IIS-ActiveSync-uploadReadAheadSize.aspx
https://support.citrix.com/article/CTX222834
http://docs.citrix.com/zh-cn/xenmobile-apps/10/secure-mail/push-not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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