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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 Mx 的起源  — 为什么？ 

• 什么是 Mx 以及谁使用 Mx 

• 客户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使用的 Mx 特性  

• 支持 Mx 使用的工具 



Mx OS Extensions 是一个“助推器” 
先进的管理与安全 

确切地讲…单纯地使用 
Mx，最终用户什么都

得不到！ 



通过斑马技术三大工具能够实现 MX 特性 

（1） 
MDM Toolkit 

（2） 
StageNow  

（3） 
EMDK 

MDM 
厂商 

IT 管理员 
软件开发人员 



Mx 旨在满足 COBO 需求 

 

医疗保健 

零售 

交通运输与物流 

制造 

政府 

HTC/其他 

仅限个人 BYOD COPE COBO 

BYOD – 自带设备办公 

COPE – 移动终端归企业所有 

COBO – 企业独有业务 

 ILD CLD 

 拓展生命周期以降低 TCO 

 强化安全 

 MDM/EMM 以减少 IT 支出和停机故障 

 企业附件生态系统 

 LoB 任务关键型 

 高度差别化/ 定制能力 

高客户接触 

               > 15 亿部设备（ 智能手机 和硬件设备） 

短生命周期 

易用性超过安全性 

 

“消费类”WIFI 

有限 IT  控制 

部分擦除 

有限的应用程序可扩展性 

设想一下不可信的应用程序 

用户控制更新 

双系统 

短支持周期 

大量影响 

注重 COPE/BYDO/ 环境  



受移动 OS 拐点驱动的 Mx 需求 
受智能手机消费化驱动 

2000 – 2011+ 

应用程序重新编写 
和/或重新架构 

Microsoft 

Android 

应用程
序 

HTML5/JS 

其他 

WE8H / Win 10 

Smart Phones 

企业 
OS 



Mx 的起源 — 对斑马技术利益相关方的价值 

满足 IT 需求 

斑马技术 MX -  
企业覆盖 Android 

充分利用消费类设备的规模 

2014 

10 多亿部智能手机 

>200 亿次应用程序 下载 

斑马技术 实用程
序 

Rho移动 

企业 Browser 

EMDK 

Rx Logger 

为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提
供支持 

Win移动 

https://insite.motorolasolutions.com/search?qv=1&docid=19631
https://insite.motorolasolutions.com/search?qv=1&docid=17490


改变催生机遇 

企业客户利用这一机遇来重新架构 其应用程序，以改进用户体验设计 （UX）（触屏设备的关键）、 
扁平化 UI、充分利用手势、满足未来需求（例如，X 平台）… 



设备管理 API （DAAPI） — 必需但并不充分 

Policy Description

Password enabled Requires that devices ask for PIN or passwords.

Minimum password length Set the required number of characters for the password. For 

example, you can require PIN or passwords to have at least six Alphanumeric password 

required

Requires that passwords have a combination of letters and 

numbers. They may include symbolic characters.Complex password required Requires that passwords must contain at least a letter, a 

numerical digit, and a special symbol. Introduced in Android Minimum letters required in 

password

The minimum number of letters required in the password for all 

admins or a particular one. Introduced in Android 3.0.Minimum lowercase letters 

required in password

The minimum number of lowercase letters required in the 

password for all admins or a particular one. Introduced in Minimum non-letter characters 

required in password

The minimum number of non-letter characters required in the 

password for all admins or a particular one. Introduced in Minimum numerical digits 

required in password

The minimum number of numerical digits required in the 

password for all admins or a particular one. Introduced in Minimum symbols required in 

password

The minimum number of symbols required in the password for 

all admins or a particular one. Introduced in Android 3.0.Minimum uppercase letters 

required in password

The minimum number of uppercase letters required in the 

password for all admins or a particular one. Introduced in Password expiration timeout When the password will expire, expressed as a delta in 

milliseconds from when a device admin sets the expiration Password history restriction This policy prevents users from reusing the last n unique 

passwords. This policy is typically used in conjunction Maximum failed password 

attempts

Specifies how many times a user can enter the wrong 

password before the device wipes its data. The Device Maximum inactivity time lock Sets the length of time since the user last touched the screen 

or pressed a button before the device locks the screen. When Require storage encryption Specifies that the storage area should be encrypted, if the 

device supports it. Introduced in Android 3.0.Disable camera Specifies that the camera should be disabled. Note that this 

doesn't have to be a permanent disabling. The camera can be 
其他 特性 
 提示用户设置新密码。 
 立即锁定设备。 
 擦除设备数据（即，将设备恢复至出厂默认设置）。 



Android — 企业 OS  

• 超越 Android 的初衷 —  消费者大规模采用 
 （促进更多 Google 搜索） 

• Android 不断强化：7 大领域、7 年、22 个 API 级别以及数以 10 亿计的部署 

• Froyo 2.2 （2010 年 5 月）— 设备管理 API （DAAPI） 

• ICS 4.0 （2011 年 10 月）— 企业安全转折点  

• 大量重要的安全新增特性 

• 强大的密码支持 

• EAS 策略 

• VPN 支持 / 按用户 VPN 

• 全设备加密 

• 加密密钥存储 

• SE-Linux 增强功能 

• ASLR （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 
（更多其他特性） 

 

 



Mx 

不是旨在替代 Android 功能而是对 Android 功能的补充 

不会耗费您任何事情  — 无需许可费 

不会取代 – 由您决定是否以及何时激活特性 

无需安装 – 它是预安装和随时可用 

不是通过 UI 直接可扩展的适用于最终用户的特性 

不是 Android 的专有版本  

不是对专用特性/功能/API 不加选择的访问 



Mx Os 扩展基础知识 

如何配置设备？ …可通过 XML 构造对设备进行配置 

如何生成 XML？… StageNow、EMDK 或 MDM Toolkit （
不建议采用人工方式） 

什么会触发 XML 的使用…. 应用程序与 MX 框架相结合
并传递 XML 

我如何知道 XML 是否被正确使用？ … 生成响应  XML 



通过 EMDK 和 StageNow 可实现  Mx Os 扩展 

Mx  OS 扩展基础  EMDK  StageNow 

超过 67 种主要功能 

其中一些是 
复合功能 



Mx 适用于 AOSP 和 Google 移动服务（GMS） 平台 

• 隐私 — 放弃 Google 大量的数据权利，与企业数据保护不一致 

• Google Account Logistics – 服务需要 Google 账户 

• 强制更新 — “Google 服务条款”（
//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terms/）  
“When a Service requires or includes downloadable software, this software may 
update automatically on your device once a new version or feature is available.” 

• 恶意软件威胁 — Google Play 充斥大量恶意软件 （NIST 最佳实
践是不访问公共应用程序商店） 

• 硬件设计约束 — 所有硬件设计必须符合 Google CDD，这限制
了企业设备选择 

• 应用程序与定制约束 —  UI 约束 

• 部分功能限制 — 必须遵循兼容性测试工具 (CTS) 

AOSP  约占所有智能手机 出货量的  22.5%（2014 年第四季度） 
（https://www.abiresearch.com/press/4q-2014-smartphone-os-results-android-smartphone-s/） 

Google 地图 

Google 云推
送 

Google Play Store 

Google Play 
Services 

Google+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Google Mail - 
GMAIL 

Google 
Wallet 
Instant Buy 

Google 云平台 

   移动  
Chrome  
Browser 

GMS 挑战 GMS 功能 



Mx 四大问题与解答 

• 问：你们是否对除 Android 以外的其他操作系统也做了类似 Mx 的事情？   
答：通过 SDK/EMDK，我们为旧版操作系统提供了与 Mx 类似的功能。不过，我们不能在其他
“封闭”的操作系统（例如， WE8H 和 IOS ）中扩展此类功能。 

• 问：如果后续 Android 版本包含了  Mx 特性会怎样？ 
答：您也可以选择使用，如果存在直接 1:1 映射，则 Mx 操作最终将被重新映射。 

• 问：在使 Mx 成为开放标准方面有任何考虑吗？ 
答：有。我们利用三种方式来对 Mx 进行标准化；行业联盟、标准机构或者直接整合到 Android  
（优先途径）。 

• 问：Mx 的特性源自哪里？   
答：最初，源自我们的域知识，不过，现在受企业客户需求驱动。 

 

 



通过 Mx 的 
需要权限的访问功能 

• 基本  Android“用户应用程序”— 对许多企业 Android 需求并不足够 

• 无权限  —  防止有害影响；其他应用程序、操作系统、访问专用数据、访问其他应用程序的文件、进
行网络接入、保持设备处在唤醒状态… 

• 最终用户批准的权限 —  需要经最终用户批准的明确声明的“权限”  

• 一般由持有证书/专用密钥的开发人员自签名（用以识别编写者），权限级别 – Android 应用程序明确列
出权限，权限既可以是（正常、危险、同一签名、signatureor系统 （平台标识）） 
 

• 需要权限的应用程序具有“签名-或-系统” 保护级别 — 企业功能但不可扩展 
 

• 系统应用程序 — 重要应用程序，只读方式保护/系统/应用程序 （用户不可卸载） 

• 用户应用程序，经“平台级签名”(OEM 签名应用程序） 

 

• Mx 对需要访问权限的特性提供“门禁式”受控访问， 对于访问  Mx 特性，平台签
名不是必须的。 

一些消费类设备缺乏对需 
要权限的  APIS 的充分保护 



Mx — 便于快速响应特性请求 

MDM 管理  
控制台软件  

3）. MDM 控制台软件更新 
重新编写、测试和发布控制台软件与UI 

MDM 
Agent 

2）. MDM Agent 更新 
MDM 重新编写、测试与发布 

Android 操作系统 

1）. OS 更新 
斑马技术 重新编写、测试

与发布  

MDM 编译 DSD  
以供 UI 更新 

编辑斑马技术 XML 
和 DSD 
文档 

CSP 更新 

Sync 

使用现有 MDM 
同步传至设备 

MDM 
Agent 

现有 MDM Agent 
触发 XML 使用 

代码变更 

Mx 之前，所有三大主要组件必须被更新 在 Mx 模式下，只有一个 CSP 被更新 



移动 OS 大规模采用也有其不利之处 

全球 智能手机 市场（部） 

全球设备出货量 

（数以千计的设备， Gartner, 2013 年 10 
月）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2 2013 2014 

Mobile Phone 

Tablet/Ultramobile 

PC (Desk-based and 
Notebook) 

2014 年手机出货量超越 PC，约
为  7:1 



• 零售 
• PCI – DSS （支付卡行业 – 数据安全标准），面向移动支付 （MPoS） 

• QSA （ 合格安全评估机构 ） 审核 

• 重要基础设施 
• NERC – CIP （北美电力可靠性委员会 — 关键基础设施保护） 

• 医疗保健 
• HIPAA  – 合格安全评估机构、HITECH、 Omnibus 

• 受控物质 
• DEA CSOS – 受控物质订购系统 

• 金融 
•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 （GLBA）、新巴塞尔协议 

• 政府 
• NIST FIPS –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 Gov’t PED （便携电子设备） 要求 

• STIGS （安全技术实施指南） 

• DoD Directive 8100.2 （国防政府信息网（GIG）中的商用无线设备） 

• 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 （FISMA） / NIST 
信息分类指南 

• 要求通告信息泄露情况的法规 
• 46 个州已经执行针对个人信息泄露通告的相关法规 

• 联邦级法规正在讨论中，待定 

 

合规对于斑马技术客户至关重要 
指令/要求/法令 

http://www.stuttgart.army.mil/citizen/1120/mp-feldj-gate2.JPG


Mx-Osx 支持全面锁定 
“最少权限原则”开/关 — 启用/禁用/过滤 

Android 调试桥 （ADB） 

设备文件访问 

所有 USB 活动 

开/关 

/ 发现关闭 

录音 

GPS 

蜂窝 

摄像头 

全面锁定与监控仅启用执行操作所需的功能而不是更多 

成像仪 

SD 卡 

接口 

扫描器 

软件 

设备  

设置与
采集 

应用程序 

白名单 URL 过滤 

扬声器 显示屏亮度 

用户设置 

代理 



客户和开发人员如何使用 Mx 

• UI 控制 — 我的员工调用了一个不必要的设置，生成了一个 IT 服务呼叫，导
致生产力损失… 

• Mx 支持对系统应用程序进行黑名单处理，将 Settings.apk 列入黑名单限制了最终
用户对 Sound（声音）、Display（屏幕）以及 About（关于设备）的设置。 

 

我不知
道这么
做会发
生什
么？ 

• 证书管理 — 我需要安装/撤销证书，并支持在安全网络中的部署 

• 静默安装/撤销 CA 根证书  

• 静默安装/撤销客户端证书 / 专用密钥  

• 自动时钟调整 — 设备需要证书以更新时间，不过，由于无效的时间设置，证书不能被安装。 

受限设置 

Intent Generation  

• 企业重置 — 我要程序化重置设备，但还要保留一些应用程序、设置和数据 

• Mx 使用户能够进行“企业重置”，斑马技术企业文件夹中的任何东西在重置过程中将继续存在。 



客户和开发人员如何使用 Mx 

• 白名单 — 我的员工应当只运行经批准的应用程序… 

• Mx 提供有效的（不只是删除图标） 应用程序白名单，将可被加载和/或执行的 
应用程序限定为这些明确获得批准的应用程序 

 

• 白名单权限扩展  — 我的应用程序要能够提交  XML，并且要指定其他 
可信应用程序来做同样的事... 

• 列入白名单的经批准的应用程序可指派其他可信应用程序来启用 Mx XML 提
交 

 

信任圈 

提交至 Mx 

不能提交至 Mx 

• 启动控制（ Enterprise Home Screen） —  我需要针对特定应用的设备
或者我有兼职工作人员，这类人员不应当有完全的 Android 访问权限... 

• Mx 使您能够控制功能启动，借助  Enterprise Home Screen，可将设备锁定
为仅可使用有限功能 

•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我需要管理设备中的所有应用程序... 

• Mx  可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安装、删除和更新应用程序 



一些即将推出的 Mx 功能的示例 

• 移动警告会导致驾驶员注意力分散，从而引发安全风险 …  
• Mx： 程序化控制，以启用/禁用移动警告 

 

 

• 我的应用程序的界面中包含敏感数据，我不希望被截屏….或者….我的 
MPOS 应用程序的 QSA 要求禁用截屏… 

• Mx： 程序化控制，以防止截屏 

 

• 我不要将敏感信息复制到剪贴板… 
• Mx： 程序化控制，以启用/禁用剪贴板 

 

• 允许对设置和应用程序进行访问的通知条 
• Mx： 程序化控制，以启用/禁用通知条下拉 

 



Mx – 新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 
丢失/被盗设备 

• 企业 

• IDC – 现在，70% 的企业数据驻留在移动设备中 

• 约 4.3% 的员工遭遇过智能手机丢失或被盗（Ponemon Institute） 
• 57% 未采取保护措施 

• 60% 确信有敏感数据 

• 损失率最高的行业：医疗保健与制药、教育与研究、公共事务机构 

• Symantec 人性研究 – 50 部“丢失手机”中 
• 43% 点击过“网银” 

• 53% 点击过“HR 薪水” 

• 57% 打开过“保存的密码” 

• 72% 查看过“个人照片” 

 

•  
 

 

 

http://www.today.com/tech/exclusive-lost-cell-phone-project-dark-things-it-says-about-363707?franchiseSlug=todaytechmain 

http://www.zomm.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2/02/lost_cell_phone.jpg


Mx — 处理丢失/被盗设备 
适用于 Android Mx 的自动对策表 

对策 

威胁 擦除 SD 
卡 

恢复出厂设置 擦除安全存储
密钥 

针对所有用户
的密码重置 

针对特定用户
的密码重置 

锁定设备 卸载特定应用
程序 

通过互联网向
应用程序发送
警告 

最大化密码限制 

X 

MDM 客户端删除 
X X 

通过  XML 强制 
X X 

Exchange ActiveSync 
（EAS） 密码限制 x x x x x X 

设备刷机 

X 

超过配置阙值会触发在设备上自动运行一项或多项对策，让通过企业管理员配置并推送至设
备的网络连接依赖性失效。 



例如，配置文件 
设置 

斑马技术机密信息，使用受限 

Mx => 一系列特性与功能旨在增强程序化设备控制、管
理与安全 



MX 程序化配置 

• MX 使用基于标准的 XML Schema （OMA-CP PROV / MSPROV） 
• 新特性可被开发并立即插入以供所有解决方案使用（ MDM、Staging、EMDK ）。 

• 利用针对临时和持续操作的同步和异步选项，可供多种应用程序同步使用。 

• 由 Eclipse 插件 （EMDK）、StageNow 工作站或 MDM 控制台生成 XML 

 
 

 

可扩展配置 

CSP  

 
  

XML 
对象 

CSP  

XML 
对象 

CSP  

XML 
对象 

CSP  

XML 
对象 

管理员 开发人员 

Staging / MDM 
 

EMDK 

MX 管理系统 

XML 文件 XML 文件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