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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生命周期管理 
现代化的平台就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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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球各地的各类企业正依靠移动技术重塑新生。航空、执法、医疗等行业都在利用 iOS 设备

和 app 完成重要的工作任务。由于移动技术对工作场所的重要性更胜以往，所以企业必须

确保自己投资的是安全可靠的平台，并建立相应的流程，使这些平台保持最新状态。为了保

持这种级别的稳定性，企业正在采用主动、灵活且具有持续性的现代化方法来测试和更新软

件。如果企业能够持续快速地进行软件更新，他们就会获得巨大的优势：使企业环境始终能

在新安全顾虑出现之前得到相应的保护，并确保平台的完整性处于最高级别。这能帮助企业

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和兼容性问题，更好地服务客户，并让员工获得最佳用户体验。 

借助 iOS，用户可以方便直观地更新自己的设备，只需轻点一下，即可下载和安装最新版 
iOS。你还可以利用移动设备管理 (MDM) 解决方案，在受监管设备上安排软件更新的时间。 

但是，在提示用户升级之前，你必须先测试 iOS 的每一个 Beta 版本，因为每家公司的技术

生态系统有自己的独特要求。在向用户公开发布新版 iOS 时，必须确保公司环境中的各个

关键要素 (IT 基础架构、第三方 MDM 解决方案和对业务来说至关重要的 app) 已经准备就

绪，这和测试每一个 Beta 版本一样重要。 

在 iOS 平台的采用过程中，每次发布 Beta 版本时，都要完成四个日常活动：准备好环境、

评估 iOS 平台的各个关键领域、提交反馈、做好部署准备。 

如果能够采用现代化方法来管理生命周期，你不仅可以放心地让员工进行更新，还能增强

数据安全性、提高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并提升员工满意度。 

本文旨在帮助 IT 部门了解实施 iOS 生命周期管理的益处，思考管理这一流程时会涉及的

所有要素，并建立一个明确的可重复流程以确保你随时都能获得 Apple 提供的最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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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保护我们的客户和
员工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值得我
们投资制定严格的测试流程。”  

Jennifer Paine 
Senior Director Employee Mobility 
Southwest Airlines



现代化的生命周期管理方法  

要想维持 iOS 平台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必须及时部署软件更新。这样不仅能让你的环境安全

无虞，还能让 iOS 用户从中受益并获得最新的功能和安全修补程序。所以，你所在企业必须

全年不间断地对移动环境中协同工作的所有关键领域进行评估，这样你就能做好相应准备，

以便在各个版本公开发布的第一天就进行部署。  

Southwest Airlines 清楚知道采用这种方法开展企业移动测试项目所能带来的价值。身为 
Senior Director of Employee Mobility 的 Jennifer Paine 描述了采用现代化方法的重要性：  

 

 
如果要以现代化方式实施 iOS 平台生命周期，则意味着你要遵循以下准则： 

必须经常更新软件  
由于软件格局的变化，你不能再因为系统之前能够正常工作而无限期地延迟软件升级事宜。

相反，企业现在会更加积极主动地一年数次更新 iOS 平台，以使平台保持最新状态。 

Apple 会交付软件更新，以保证你的设备安全无虞，并让你的现有硬件得到优化。iOS 旨在

使用户能够轻松直观地自行设置并更新他们的设备，企业无需再通过大型服务运营团队和系

统成像流程来进行升级。 

iOS 更新不但能让你的平台免受安全漏洞攻击，还能提供经过改进的效率提升功能，从而使

多代 Apple 产品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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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11 iOS 10 以前的版本

65%  
的 iOS 设备在使用 iOS 11。

由 App Store 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测得

“我们的飞行员和乘务员要依赖 iPad 设备来履行关键的工作职能。我们不能冒险安装

会导致 iPad 出现问题的更新。归根结底，保护我们的客户和员工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值得我们投资制定严格的测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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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 release Public release

June ’16 Sept. ’16 Oct. ’16 Dec. ’16 Jan. ’17 March ’17 May ’17 June ’17

10 10.1 10.2 10.2.1 10.3 10.32 10.3.3 11

IT systems

MDM solution

Business apps

测试 iOS 平台是一项需要全年不间断开展的工作 
请记录 iOS Beta 版本的发布时间表，以便全年不间断地评估各个版本，并做好相应准备以

应对可能会出现的任何变化。无论发布的是主要的 iOS 版本还是小更新，用户和 IT 支持团

队都务必要测试并部署所有的更新，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性和兼容性。下面是 iOS 发布

时间表的示例。 

 
移动环境中的所有要素都是相互依赖的 
iOS 几乎可以与任何 IT 环境整合，大到网络基础架构，小到服务整合，无外如是，因此你

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中无缝运行 iOS 设备。iOS 软件更新可能会影响这些服务与 iOS 的交互

方式，进而影响 iOS 设备的运行方式。因此，不仅要在用户的设备上持续进行 iOS 升级测

试，还要在你的整个大型网络生态系统中进行持续测试，这一点至关重要。 

采用现代化的 iOS 平台生命周期时会涉及以下领域：准备好环境、评估 iOS 平台的各个关键

领域、提交反馈、做好部署准备。

Beta 版发布 公开发布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10 月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3 月 2017 年 5 月 2017 年 6 月

10 10.1 10.2 10.2.1 10.3 10.32 10.3.3 11

IT 系统

MDM 解决方案

商务 app



准备好环境  

确立 iOS 平台管理计划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首先，你要选出一些能够专注实施你的计划

的团队成员，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再者，请注册 AppleSeed 计划以获取预发布 iOS 软件

的访问权限，这样你就能启动评估流程了。最后，请确立设备刷新流程，包括分期付款、

预置设备并提供适当的支持。 

组建团队以支持你的计划  
让团队做好准备并就位，这有助于快速发现潜在的兼容性问题并加以解决。组建一支专门

的团队来重点评估 iOS 平台的各个关键领域，然后再选出能够代表各个业务部门的自愿者，

组成多个小型团队。 

设立专门的团队。很多企业都已经看到在自己的企业移动测试计划中加入一支专门的团队

来评估 iOS 平台所能带来的价值。企业要先组建一支由测试人员组成的小型团队，这些人

员应能投入相应的时间来评估 iOS 与核心业务资源的交互情况，这些资源包括 MDM 解决

方案、Exchange ActiveSync、网络基础架构以及关键的企业 app。在企业内部寻找拥有

与这一角色相符的软件测试或 QA 经验的人才，以便让他们加入现有的移动和/或 IT 团队。

你还可以将测试工作外包给第三方。 

让跨职能团队参与进来。你还需要在各个业务部门中找到可以提供专业知识的的员工自愿

者。例如，航空公司可能会有多个业务部门，如地勤、票务、技师、航班运营和培训部门。

纳入各个业务部门有助于确保你能在现场测试所有可能的情景并获得适当的反馈。在实际

环境中测试设备的做法非常重要，不可替代。 

•  部门负责人。找出关键人物，以便让他们担任各个职能/业务部门的负责人。部门负责人

将收集相关意见，并向你设立的专门团队传达结果。候选人应对 Beta 版测试工作充满兴

趣，并善于管理团队成员的工作流程。 

•  团队成员。扩充团队，选择会在日常工作中使用 Apple 设备的员工。各个团队的规模应

该与他们所属职能业务部门的整体规模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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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平台的采用过程由四个阶段组成： 
准备、评估、提交、部署。

部署

提交

评估

准备

iOS



在招募跨职能负责人和团队成员时，请参照以下标准： 

•  他们在工作中是如何使用 Apple 设备和 app 的？ 

•  参与计划后，他们是否有时间在多个设备上执行相同的任务？ 

•  他们有没有时间查看相关文稿，如发行说明？ 

•  他们能否安装软件、识别错误并提交有用的反馈？ 

•  部门负责人候选人能否激励自己的员工并与多个部门协作？ 

让员工做好准备。在选好适合的员工后，请按照以下步骤让所有人员快速上手： 

1.  确认员工是否拥有 Apple ID、知道自己的密码并能访问 Beta 版资源。 

2.  确保团队成员愿意在他们的主要设备上安装 Beta 版软件 — 这是识别潜在问题的最好

方法。 

3.  确保你的团队知道：在测试 Beta 版时，需要获取所需数据，并在发现错误时提交反馈。 

4.  和你的团队一起查看有关报告错误的最佳做法。(请参阅本文的“编写精准的错误报告”

部分。) 

5.  定期与你的部门负责人召开报告会议和汇报会议。 

获取 Beta 版资源的访问权限 
Apple 提供了几种方式，以便你的团队访问 iOS Beta 版软件的主要和次要版本以及其他的

相关资源，包括发行说明、反馈工具、测试计划、产品文稿和计划公告。  

AppleSeed for IT 计划。这项 Beta 版测试计划适用于任何商业组织或教育机构，它允许

你在自己的特有工作环境中评估最新的预发布软件版本。通过 AppleSeed for IT 计划提交

的所有反馈都将送入专用的审查队列。这项计划还会提供详细的测试计划和调查问卷，以

帮助你评估新功能在你所在环境中的工作情况。你的 Apple 系统工程师和 AppleCare 客户

经理可以帮你注册 AppleSeed for IT。 

Apple 开发者计划。如果你计划在 App Store 上开发、测试和分发 iOS 应用，请注册 
Apple 开发者计划。如果你的定制 app 将在自己的企业内部分发，请注册 Apple 开发者

企业计划。为你的企业注册这项计划后，你可以构建并测试自己的 app，以做好在新操作

系统上进行发布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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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veloper.apple.com/programs/cn
https://developer.apple.com/programs/enterprise/cn
https://developer.apple.com/programs/enterpri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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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你的 iOS 设备 
即使是最新版的 iOS 也可以在几年前发布的设备上运行。所以，请务必在企业当前所用的

所有不同机型上测试最新的 Beta 版本。尽管在现有硬件上运行新的 iOS 版本能让想要获

得良好 ROI 的企业受益，但也有许多企业发现，每隔两三年刷新一次设备也能带来益处。

你还可以用符合条件的智能手机来换取商店余额，然后利用这些资金来降低新购 Apple 
设备的成本，或降低每月向运营商支付的费用。另外，你还可以通过 MDM 来设置自己的

设备，并为用户提供支持。 

请与 Apple 合作伙伴和内部采购团队合作，他们能够协助你所在的企业管理这整个生命

周期。这些合作伙伴可以为设备生命周期内的所有阶段提供帮助，从设备的采购到硬件的

刷新等等。这样，你的 IT 团队就能将工作重点放在公司的战略计划上。 

•  了解有关 Apple 回收的更多信息。 

•  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iOS 商务部署概览”和“iOS 部署参考”。 

•  了解有关 AppleCare 计划的更多信息。

https://www.apple.com/cn/recycling/
https://images.apple.com/cn/business/resources/docs/iOS_Deployment_Overview_Business.pdf
https://help.apple.com/deployment/ios/?lang=zh-cn
https://www.apple.com/cn/support/professional/
https://www.apple.com/cn/recycling/
https://images.apple.com/cn/business/resources/docs/iOS_Deployment_Overview_Business.pdf
https://help.apple.com/deployment/ios/?lang=zh-cn
https://www.apple.com/cn/support/professional/


评估 iOS 平台 

在所有资源就位后，就该制定平台评估计划了。找出你所在企业中最依赖于 iOS 平台的领

域。确定典型的用例和工作流程，并将它们分配给团队成员。然后，确立相应的流程，以

评估企业内部的各个关键领域。 

规划基础架构  
清点你的企业生态系统，以确保所有要素在测试期间都能平稳地协同工作。  

IT 系统和服务。清点需要评估的所有企业 IT 系统和服务。验证 Exchange ActiveSync 
功能，包括电子邮件、联系人、日历、任务和备忘录。测试网络内部和外部的连接性，包括 
Wi-Fi、单点登录和 VPN，然后评估蓝牙设备的连接情况和配件。验证后端系统，确保数据

服务器、中间件和身份认证系统均能以智能方式高效扩展并共享数据。 

第三方 MDM 解决方案。选择第三方 MDM 解决方案是管理企业设备和数据的关键所在。

这些功能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使用你的设备和 app 来测试配置有效负载、限制和命令。了解

你的网络正在使用哪类 iOS 设备、这些设备是归企业还是归用户所有，以便你能对管理政策

进行最好的评估。 

App Store 和定制 app。iOS app 是企业工作流程的核心。排定 App Store app 和定制 
app 的测试优先级对于你的企业和用户至关重要。 

• App Store app。让专门组建的测试团队评估所有 app (包括效率提升 app 和协作 app) 
和内建基本要素 (如“邮件”、“日历”和“通讯录”) 的基本功能。你可能需要与关键

的开发人员协同配合并使用 TestFlight 测试他们的 app，然后才能在 App Store 上公开

发布。确保 MDM 和各种 IT 服务 (如为 app 单独设置的 VPN 以及托管 App 配置) 能与

这些应用正常配合使用。测试新功能，确保所有 iOS 配件硬件都兼容。 

•  定制 app。指示内部或第三方开发人员规划测试流程。留出足够的时间，以纳入新功能并

检查在新 Beta 版本发布后应用能否与之协同工作。让你的团队使用临时预置描述文件从 
Xcode 中导出 Apple 开发者企业计划 app 以进行 Beta 版测试。在导出任何 Beta 版 app 
后，他们都应考虑使用 Xcode Server 将这些 app 分发给测试人员和其他团队成员。要想

实现最平稳的部署，定制 app 应该接受验证并为面向用户的公开 iOS 发布做好准备。团队

应该努力在新功能发布后的 90 天内完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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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提交

评估

准备

iOS



确定测试项目 

清点了所在企业的所有关键领域后，接下来要列出需要测试的所有具体用例。内部或第三方 
app 开发人员应该在每个新 iOS Beta 版本上测试定制 app。 

很多企业都记录了数百个用例，以测试 Apple 提供的每一个新 Beta 版本。开发这个系统有

助于他们团队有条不紊地测试新功能、可能的回归以及生态系统的整合。 

记录用例。为了组织并跟踪日常的测试，请将所有用例集中到一起，以形成完整的电子表

格。按照对业务部门的重要性来排定测试用例的优先级，然后概述测试各个用例时需要执

行的步骤。将用例分配给团队成员，这些成员将为各个用例分配通过/失败注释。或者，你也

可以购买生命周期管理软件，以协调测试并管理需求、测试用例、计划和错误。 

你可以按照以下方式组织电子表格，以跟踪用例的测试情况： 

用例 测试步骤 领域 类别 团队 员工 结果 

编写并发送新的 
电子邮件 

1. 打开“邮件” 
2. 轻点“新建邮件”图标 (右下角) 
3. 输入收件人和主题 
4. 轻点“发送” 
5. 确认收件人已收到电子邮件

IT Exchange 
ActiveSync

航班运营、

票务、培训

用户 1 等待

同步日历 1. 打开“日历” 

2. 确认桌面客户端中的会议显示在 
  “日历”app 中

IT Exchange 
ActiveSync

航班运营、

票务、培训

用户 2 测试

推送设备配置 1. Exchange ActiveSync 有效负载 
2. 托管邮件域 
3. Wi-Fi 描述文件 
4. 证书 
5. 为 app 单独设置的 VPN 的描述文件

MDM MDM 所有部门 用户 1 问题已识别

安装定制 app 1. 打开企业 App Store 
2. 轻点“Acme, Inc”app 
3. 轻点“请求”按钮 
4. 在出现提示后轻点“安装” 
5. 确认 app 已安装

App 定制 App、

MDM
所有部门 用户 3 等待

打开存储在“文件 
提供者”app 中的 
文件。

1. 打开“文件提供者”app 
2. 轻点文件夹 
3. 轻点其中的一个文件 
4. 确认文件已打开

App App Store 
app、MDM

航班运营、

票务、培训

用户 3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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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你的定制 app。如果你所在的企业开发了自己的定制 app，请确保内部或第三方开发

团队使用每一个 Beta 版本评估了这些 app，以确定修订后的 API 和编程语言所带来的影

响。为了执行这一验证，Apple 会通过 Apple 开发者计划提供 Beta 版 Swift、Xcode 和 
iOS 的早期访问权限。请在评估过程中遵循以下准则。 

•  掌握最新的公告信息。访问 https://developer.apple.com/news/ 以获取最新的开发更

新、使用技巧和操作说明信息。在 https://developer.apple.com/videos/ 上查看 

WWDC 研讨会视频，以了解更多信息。  

•  查看发行说明。下载并查看每个新 Apple Beta 版本的发行说明，并向团队成员分发摘要

内容以说明影响最大的事项。  

•  检查 API、Swift 或 Xcode 有没有演变。越早发现潜在的变化，如 API 语义的弃用或

变化，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实施和测试这些变化。 

•  兼容性测试。针对用户可能拥有的独特软件配置来测试 app，如先前的 iOS 版本、最新

的 iOS 版本和当前的 iOS Beta 版本。针对你的 app 想要支持的各个主要 iOS 版本，使用

相同的架构、屏幕分辨率和 PPI 来测试设备。 

•  进行目测。从分辨率、像素、布局、对齐情况和方向的角度，检查 app 的表现情况。 

•  提交错误报告。在 Apple Developer Forum 上讨论问题有助于交换信息，但是无法取代

错误报告。提交错误报告有助于确保实际的架构错误能在 iOS 更新公布前得到诊断和

修复。(请参阅“提交反馈”部分，以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  实施新标准。当有新标准公布时，请查看各个标准所要求的实施日期。如果你打算向 
App Store 提交 app，那么这一点尤为重要。 

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技术说明“Testing your apps on Beta OS releases”（在 Beta 
版操作系统上测试 app）。 

确立评估流程  
设置统一的流程来评估你所在企业的各个关键领域，让所有团队步调一致。 

接收新的 Beta 版 app 的相关通知。不要害怕第一个 Beta 版本或等待后续版本。请早些

进行测试并给出反馈。Apple 越早收到你的反馈，就能越早做出更改。通过订阅来自 
developer.apple.com/news 的 RSS Feed，掌握新 iOS Beta 版本的相关情况。虽然发布

日程会有所变化，但是了解前几年的 Beta 版本发布时间表有助于预测团队近期的工作时间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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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变化范围。在安装任何 Beta 版软件之前，请务必先查看修补程序和新增功能的发行说

明，以确定哪些更改可能会影响你的 iOS 生态系统。请查看 Apple 的网站和 AppleSeed 
for IT 门户网站，以获取有关更新的公告或文稿，并与你的团队共享预发布信息以确保所有

成员都知晓这些变化。 

排定用户群组、用例和关键应用的优先级。确定业务关键型职能由哪些部门承担。排定这些

部门的测试优先级，并重点评估对这些团队影响最大的用例和 app。 

平衡团队的优先事项。每周都要确定专设团队的成员的时间安排，以及跨职能部门负责人及

其团队的时间安排。请先让你的专设团队逐一启动各个测试规程，然后再让业务关键型部门

的部门负责人和团队成员参与进来。 



提交反馈  

通过向 Apple 工程部和 AppleCare 提交反馈，你可以帮助 Apple 识别会对你的独特环境

造成影响的问题，修复对你所在企业至关重要的问题，并针对你的用户改进 iOS。 

向 Apple 提交反馈 
你需要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选择恰当的 Apple 工具来提交反馈。请编写简明扼要的反馈报

告，并提供 Apple 工程团队所需的其他信息。 

选择恰当的反馈工具。Apple 提供了多种工具，以供你提交反馈；选取恰当的工具可加快

向工程团队交付反馈的速度。尽早提交反馈，那么你的顾虑在 iOS 公开发布版本中得到消

除的机率就会提高。 

•  “反馈助理”app。这个 app 能让你在故障出现的那一刻捕获相关事件，并报告与你的 
IT 系统和服务或 MDM 策略无法正常工作有关的所有内容。例如，如果你的定制 app 
无法通过 VPN 正确打通隧道，请使用“反馈助理”app。在 iOS 设备的主屏幕上，启动

“反馈助理”，然后在故障出现的那一刻捕获相关事件。当你登录这个 app 并提交反馈

时，你会收到相应的反馈 ID，你可以用这个 ID 来跟进你的团队和 Apple 的处理情况。

你还可以在这个 app 的“Submitted”(已提交) 部分中查看以前提供的反馈。  

•  Bug Reporter 工具。请使用这个工具来提交与你的定制 app 相关的任何错误，请求对 
iOS API 和开发人员工具进行增强，并跟踪你的提交情况。定制 app 的行为问题可能是 
Beta 版本中的架构错误所引发的，也可能是导致 app 代码出现错误的架构变动所引发的。

如果问题看起来像是架构错误引发的，你的内部或第三方 app 开发团队应在错误报告中

附上你所创建代码的样本 (提供可运行的 Xcode 项目)，然后使用 Apple 的 Bug Reporter 

工具进行提交。 

注：通过 bugreporter.apple.com 记录的错误不会最终进入 AppleSeed for IT 的优先级  
队列。如果 iOS 设备或 app 在你的 IT 系统和服务上无法正常工作，或无法基于你的 MDM 
策略正常工作，则使用“反馈助理”app 提交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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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精准的错误报告。要想修复你的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 Beta 版流程中尽早提交错

误报告。提交错误报告时，内容要尽可能具体。另外，每次请只提交一个问题。提供尽可能

多的详细信息 (如以下建议中所列的详细信息)，以便 Apple 有效地将信息分发到特定的工程

团队，并免于请求其他信息。如果需要更多信息，Apple 的员工会联系你。 

•  为你的错误指定一个描述性标题，以便 Apple 团队能够轻松地引用你的问题。 

•  清楚地说明你预期发生的情况、实际发生的情况以及你为什么认为这有问题。 

•  提交屏幕快照和/或视频，以展示设备上出现的行为和 UI 示例。 

•  简明扼要地列出所需的步骤，以便 Apple 重现步骤。 

•  收集并附上与问题有关的所有 iOS 设备日志或 macOS 控制台日志。 

•  如果可能，请提供可再现的测试用例。 

了解日志、可再现的测试用例以及 iOS 的其他详细信息：  
https://appleseed.apple.com/sp/help/feedback。 

检查你的反馈。请使用“反馈助理”app 查看你已提交或另存为草稿的反馈。你还可以查看

有没有任何反馈需要你进行额外操作或提供额外信息，还可以接收有关问题已在新的 Beta 
版本中得到修复的通知。查阅各个 Beta 版本的 AppleSeed for IT 发行说明，以查看之前

的 Beta 版本发布之后所修复的问题的要点。 

从 AppleCare 获取协助 
通过适用于企业的 AppleCare 或 AppleCare OS Support 专业支持协议，你可以验证之前

的软件版本中存在的问题在 iOS Beta 版本中是否已得到修复。你可以向 AppleCare 企业

支持团队或 Apple 系统工程师 (SE) 请求测试协助，并告诉他们你通过“反馈助理”app 
报告了哪些妨碍部署的问题。这些经验丰富的 Apple 人员可以快速引导你完成测试、提交

反馈并跟踪任意问题。 

注：通过 AppleCare 记录的反馈不会最终进入 AppleSeed for IT 的优先级队列。建议你也

通过“反馈助理”app 提交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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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万 
App Store 中有超过 235,000 多款 
商务 app 任你选择。 

与解决方案提供商携手合作  
为确保你的 app 和设备能与 Beta 版 iOS 正常搭配使用，请务必与一直以来为你提供 iOS 
平台支持的第三方供应商携手合作，并同时测试他们的 Beta 版解决方案。 

MDM 解决方案提供商。请确保你的 MDM 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平台能为新的 iOS Beta 版本

提供持续支持，并按照这些版本的时间表提供新的 iOS 功能支持。如果你的 MDM 供应商

提供了 Beta 版解决方案，则请同时参与他们的 Beta 版计划。理想情况下，你应该在运行

最新 Beta 版 iOS 的设备上测试 Beta 版 MDM 解决方案的管理功能。这样，你就能全面了

解员工的体验。 

App 开发人员。由于你的员工依赖 app 来履行他们的日常职责，所以请向 app 开发人员

说明 App Store 中的关键 iOS app 与全新 Beta 版本之间的兼容性问题。这一点也适用于

你所在企业采用的任何其他软件解决方案。 

其他供应商。请询问为你提供网络、VPN、蓝牙设备连接和配件的供应商，以确保你的 iOS 
设备适用于你所在的企业。当你在为升级网络做准备时，你的网络提供商可以帮助你确定

评估和部署策略。



做好部署准备  

在 Apple 公开发布新的 iOS 版本后，请对这个版本进行测试，鼓励用户在新版本经过认证

后就进行安装，并向员工传授新功能的相关知识。 

认证公开发布的版本  
当有新版 iOS 公开发布后，请快速对它进行评估。在确定这个版本完全能够按照预期运行

后，鼓励用户尽快更新他们的 iOS 设备。 

让整个团队参与进来。即使你的团队一如既往地对每个 Beta 版本进行了测试，但是在用户

更新他们的设备之前，你仍需对公开发布的版本进行全面的最终评估。你专门组建的团队应

该排定最新版本的评估优先级，以便有条不紊地测试所有的关键用例。与此同时，也要请参

与测试的各个业务部门派团队成员来测试关键的用例。 

安排软件更新的时间。尽管你希望你的员工尽快将设备更新至最新版本的 iOS，但在某些情

况下，当你还在认证以前的版本时，已有新的 iOS 版本发布。借助 iOS 11.3 及更高版本，

你可以防止用户在短期内以无线方式将设备更新至最新版 OS，从而有时间灵活地完成全面

认证。一切就绪后，你可以选择你希望用户下载和安装的 iOS 更新版本，并可以直接将它

推送给用户。  

在此场景中，IT 人员之前已完成了版本“iOS A”的测试、认证和推送。下文介绍了在受

监管设备上使用 MDM 限制时，如何管理其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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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些功能，你可以根据企业需求来限制和推送更新： 

•  管理式软件更新。对于任何受监管 iOS 设备，你都可以发送 MDM 限制，防止用户在指定

时间内以无线方式手动更新设备；如果已授予用户访问权限，则他们仍可以使用 Apple 
Configurator 或 iTunes 更新设备。在实施这个限制时，默认延迟期为 30 天，并会在 
Apple 发布 iOS 更新时触发。不过，你可以更改默认的阻止更新天数，从 1 天到 90 天不

等。延迟期到期后，用户将收到通知，以更新至触发延迟期时可用的最早版本 iOS。 

•  已发起软件更新。在认证 iOS 版本后，建议你使用 MDM 命令向受监管设备推送软件更

新，以提示用户更新他们的设备。现在，MDM 解决方案将为你提供一个可供推送的软件

更新列表。如果你在用户受制于管理式软件更新限制的情况下推送软件更新，则当 Apple 
公开发布下一个软件更新时，这个限制将再次处于活动状态。你还可以使用这个 MDM 
命令来单独下载和安装更新，以免中断设备的使用，同时允许用户在更方便的时候进行

安装。另外，在不同时间安装可让你在推送更新之前通知员工。 

进一步了解如何以最佳方式更新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上的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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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员工沟通后续步骤  
在向用户传达有关更新 iOS 设备和安装关键 app 的信息时，应注意以下事项。请务必以公

开透明的方式与你所在的整个企业（包括内部或第三方 app 开发人员）进行沟通。 

•  在发布日当天，请使用内部信息传递工具发送电子邮件、更新网页或发送公告。你可能需

要注明哪些领域尚无法正常工作。 

•  向内部网站或 wiki 发布常见问题解答和支持信息，包括已修复的问题、知识库文章、新功

能的相关信息以及最理想的问题报告方式。 

•  安排午餐跟进研讨会、新版发布电话会议和/或网络研讨会。 

•  向所有职能部门宣传持续进行 Beta 版本测试的重要性和所能带来的价值，并和所有有需

要的人员共享 Beta 版本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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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员工传授新功能的相关知识 

如果你的员工知道如何才能从新 iOS 功能中受益并尽情使用这些功能，那么他们迅速进行

升级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升。 

请告诉他们，新版本不但有助于提高设备的安全性，还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请务必

在你的通讯内容中包含相应链接，以指向内部和外部资源，提供与 Apple 的最新工具、功能

和 app 相关的额外信息。以下资源可以帮助你的用户充分利用 iOS 设备： 

•  了解有关 iOS 的更多信息。 

•  查看 iPhone 和 iPad 的使用手册。 

•  了解 iOS 使用技巧和窍门。 

•  查看有关 iTunes 上的商务 app 的提示。 

•  探索 iTunes 上的商务 app。 

•  探索“App 商务应用入门指南”中的商务 app。 

•  下载“Apple 支持”app。

https://www.apple.com/cn/ios/ios-10/
https://support.apple.com/zh_CN/manuals
https://tips.apple.com/zh-cn/ios
https://itunes.apple.com/cn/podcast/tips-for-business/id1183561951?mt=2
https://itunes.apple.com/cn/genre/ios-business/id6000?mt=8
https://images.apple.com/cn/business/resources/docs/Apps_in_Business_Getting_Started_Guide.pdf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apple-support/id1130498044?mt=8
https://www.apple.com/cn/ios/ios-10/
https://support.apple.com/zh_CN/manuals
https://tips.apple.com/zh-cn/ios
https://itunes.apple.com/cn/podcast/tips-for-business/id1183561951?mt=2
https://itunes.apple.com/cn/genre/ios-business/id6000?mt=8
https://images.apple.com/cn/business/resources/docs/Apps_in_Business_Getting_Started_Guide.pdf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apple-support/id1130498044?mt=8


总结  

Apple 为能向移动用户交付最佳技术而倍感自豪。你可以通过恰当地管理 iOS 平台生命

周期，使这项技术为你的企业所用。通过在 Beta 版 iOS 发布的整个过程中有条不紊地测试

你的 app 和生态系统，你可以尽早地使用公开发布版本，而公开发布的版本可以提供新

功能、增强安全性、提高员工生产率并改善运营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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