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YSE 管理套件
業界首款適用於 Dell 雲端用戶端的
混合式雲端管理解決方案，以浮
動方式在私有和公有雲端之間分
配授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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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輕鬆完成日常工作

從公有雲端和/或私有雲端管理多達一百萬個端點5。

使用行動應用程式隨時隨地進行管理，實現即時現

代化端點管理。

安全性與生俱來

高度安全的 Wyse 管理套件採用以 HTTPs 為基礎的 

通訊、雙因素驗證，以及以角色為基礎的隨需分配。 

輕鬆部署

使用公有雲2上的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生產力瞬間

從無到有。透過強大的動態裝置分組和規則式自動化

技術，實現自動化程序和智慧型深入分析，進而提供

主動式管理方法。

高效生產力

多功能工具：輕鬆管理您的 Dell 端點、配置系統與 

BIOS 組態、完成硬體清查以及檢視事件和稽核記錄，

實現集中化管理體驗。

使用專為強化您的虛擬工作空間所設計的 Dell 雲端用戶端及軟體，加速推動您的雲端策略，享有極致的安全性與智
慧型統一管理。如需深入了解，請前往 Dell.com/CloudClientWorkspace

https://www.dell.com/en-us/shop/wyse-endpoints-and-software/sf/thin-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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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版 Wyse 管理套件

免費下載。透過適用於小型部署的免費內部部署
管理工具，提高生產力並取得簡化的部署和維護
作業。
 
立刻下載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高效率的混合雲端管理解決方案。每年每基座訂
用方案提供內部部署、公有雲端或兩者組合的選
項，搭配在私有和公有雲端之間的浮動式授權分
配功能。 

免費試用

選擇  W y s e  管理套件的理由  

專為適應您的環境而打造

一套工具，一切搞定。 

Wyse 管理套件是彈性的混合式雲端解決方案，可讓您隨時隨地集中設定、監控、管理及最佳化採用 Dell 

Hybrid Client 和精簡型用戶端技術的 Dell 用戶端裝置。Wyse 管理套件是小型、中型和大型企業皆宜的理

想選擇。在多種版本的支援下，我們的解決方案可滿足所有層級的部署需求。

生產力瞬間從無到有
使用公有雲2上的專業版 Wyse 管
理套件。使用輔助行動應用程式隨
時隨地管理以及查看儀表板上的重
要警示，輕觸一下就能傳送即時命
令，針對 Dell 特定端點及軟體即時
進行端點現代化管理。

使用者友善，輕鬆上手
管理主控台已翻譯成 7 種不同語
言，方便國際團隊使用在地語言
進行部署。

智慧型統一管理
透過混合式雲端部署和浮動式授權分配，從內部部署 (資料中
心)、混合或公有雲端管理您的 Dell 裝置運用混合雲部署和浮
動授權配置，以獲得更高的控制力和敏捷度。雲端優先的多租
戶模式可支援您不斷成長的業務需求。

自動化流程和智慧型深入見解
搭配強大的動態裝置分組和規則式
自動化功能，採用彈性的主動式管
理方法。 

確保一切進行順暢。
透過高可用性支援，確保您的
業務與時俱進。使用適用於角
色型管理的 Active Directory 驗
證，透過雙因素驗證、HTTPS 
型映像製作及法規遵循原則警
示提供進階安全性，讓您放心
工作。

防範未然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隨附 Dell ProSupport3 for Software。ProSupport 
for Software 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區域內進階技術專家支援，專
家會在重大問題發生時採取行動加以解決，讓您專心處理策略性工
作，進而推動企業向前邁進。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fr-fr/products/thin-clients/briefs-summaries/wyse-management-suite-reviewer-guide.pdf.external
https://www.wysemanagementsuite.com/tri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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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版  W y s e  管理套件  

現代化公有雲和私有雲部署與管理

雲端優先 輔助行動 
應用程式

擴充能力與 
高可用性

自動化與報告 企業級管理

超過  
40 種

Pro 提供附加價
值軟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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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精簡型用戶端的 Wyse 管理套件的 
一般使用案例

嚴格管制的組織，不允許
存取外部網路，且對進階
功能有極高需求

擁有多個辦公室和遠端工

作者的組織，具有極高的

部署需求

具有混合環境以及結合現
場和遠端工作者的組織

建議的解決方案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搭配私有雲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搭配公有雲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搭載公有雲和私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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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高度擴充性的解決方案

授權條款

授權金鑰

架構

彈性部署/混合式雲端，搭配浮動式授權分配

進階安裝程式

多租戶

輔助行動應用程式 (適用於 Android 和 iOS 裝置)

權限粒度的委派管理

多重儲存庫以支援分散式基礎架構

配置 WMS 伺服器別名的選項

與 IT 工具整合的應用程式發展介面支援

Proxy 支援 (Socks5)

高可用性 

隨附 Dell ProSupport for Software3

DELL 端點

透過 Dell Hybrid Client 設定的 Dell 用戶端裝置

搭載 ThinOS 的 Dell 精簡型用戶端 (原廠安裝)

搭載 ThinOS 的 Dell 精簡型用戶端解決方案 (客戶安裝)

搭載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的 Dell 精簡型用戶端

軟體精簡型用戶端 (已轉換的 Windows 電腦)

報告與監控

本地化管理主控台

使用電子郵件和行動應用程式的警示、事件和稽核記錄

企業級報告

小型部署，單一位置

免費下載

不需要 (內建)

內部部署

標準版 WYSE 管理套件功能

大型部署，多個位置， 
最多 12 萬個端點

每個基座的訂用方案

否

內部部署

大型部署，多個位置， 
最多 100 萬個端點

每個基座的訂用方案

否

公有雲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私有雲)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公有雲)

WYSE 管理套件 4.0WYSE 管理套件 4.0

參考架構

功能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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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HYBRID CLIENT 管理功能

全面的資產可見度

自動裝置探索

資產、清查和系統管理

繼承後檢視裝置層級的有效組態

安全性

安全通訊 (HTTPS)

透過安全 MQTT 進行通訊

802.1x 認證部署

多重因素驗證

適用於角色型管理的 Active Directory 驗證

使用 LDAP 的 Active directory (AD) 映像

單一登入 
 

鎖定設定 (啟用/停用支援端點的連接埠)

全面管理

作業系統修補程式和映像管理

智慧型排程

靜默部署

套裝應用程式以簡化部署，盡可能減少重新開機的次數

依裝置屬性動態建立和指派群組

指派給應用程式原則與子網路對應的儲存庫

進階應用程式管理和應用程式原則

使用者群組繼承

終端使用者例外

自動裝置註銷

將 Windows 電腦轉換為完全控制的端點並另作他用

組態

Dell Hybrid Client 精靈組態

支援多個顯示器

Follow-me 設定檔

使用者個人化資料漫遊

用於安排應用程式遞交模式優先順序的檔案關聯

BIOS 設定與組態支援

匯出或匯入原則組態

預設使用者群組原則

瀏覽器組態

Dell 簽署的應用程式自動更新

配置雲端提供商

功能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私有雲)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公有雲)

WYSE 管理套件 4.0WYSE 管理套件 4.0
Dell Hybrid Client 功能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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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精簡型和 ZERO 用戶端管理功能

全面的資產可見度

自動裝置探索

資產、清查和系統管理

繼承後檢視裝置層級的有效組態

報告與監控

使用 VNC 進行遠端鏡像處理

可配置的活動訊號和簽入間隔

安全性

安全通訊 (HTTPS)

透過安全 MQTT 進行通訊

802.1x 認證部署

雙因素驗證

適用於角色型管理的 Active Directory 驗證

使用 LDAP 的 Active directory (AD) 映像

網域加入功能 (WES)

鎖定設定 (啟用/停用支援端點的連接埠)

全面管理

作業系統修補程式和映像管理 

智慧型排程

靜默部署

套裝應用程式以簡化部署，盡可能減少重新開機的次數

依裝置屬性動態建立和指派群組

指派給應用程式原則的儲存庫

進階應用程式原則

使用 Ubuntu 20.04 和 DCA Enabler 轉換 Dell 用戶端 
至 ThinOS 2205 或 10 以上版本 - 限特定機型

將 Windows 電腦轉換為完全控制的端點並另作他用

組態

Dell ThinOS 8.x 和 9.x 精靈組態

支援多個顯示器

Dell Easy Setup 和 Wyse Overlay Optimizer

批量裝置例外

自訂應用程式安裝程式的指令碼式支援

BIOS 設定與組態支援

匯出或匯入原則組態

RSP 套裝支援

WDM 匯入工具

功能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私有雲)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公有雲)

標準版 WYSE 管理套件

WYSE 管理套件 4.0WYSE 管理套件 4.0
精簡型用戶端功能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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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系統需求 (WMS 伺服器)

雲端託管儲存庫  
(公有雲上的 WMS PRO)

支援的端點7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公有雲與私有雲) 

訂用方案選項

支援的瀏覽器 (管理主控台)

支援的語言 (管理主控台)

輔助行動應用程式

試用軟體

標準版 Wyse 管理套件：私有雲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私有雲、公有雲或混合模式

軟體可安裝在實體或虛擬機器上

標準版 Wyse 管理套件：
• 支援的作業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Windows Server 2016 和 Windows Server 2019 Standard。 
支援的語言套件：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以及中文。

• 最小磁碟空間：40 GB
• 最小記憶體 (RAM)：8 GB
• 最低 CPU 需求：4 個 CPU

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私有雲，最多 5 萬個端點)：
• 支援的作業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Windows Server 2016 和 Windows Server 2019 Standard 支援的語言套件： 
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以及中文。

• 最小磁碟空間：120 GB
• 最小記憶體 (RAM)：16 GB
• 最低 CPU 需求：4 個 CPU

簡單而強大的私有雲安裝程式，可在 5 分鐘內將執行 Wyse 管理套件所需的所有元件安裝完畢。

租戶雲端儲存庫上的 10 GB 儲存空間，適用於應用程式和元件部署

搭載 Dell Hybrid Client 的 Latitude 33305

搭載 Dell Hybrid Client 或 Dell ThinOS (客戶安裝選項) 的 OptiPlex 5400 多合一電腦5 

搭載 Dell Hybrid Client 的 Precision 3260 Compact 工作站5 
搭載 Dell Hybrid Client、Dell ThinOS 或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的 OptiPlex 3000 精簡型用戶端
搭載 Dell ThinOS (客戶安裝選項) 的 Latitude 3420
搭載 Dell ThinOS 或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的 Wyse 5470 多合一精簡型用戶端
搭載 Dell ThinOS 或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的 Wyse 5470 行動精簡型用戶端
經轉換的 Windows 電腦 (原 Wyse Converter for PCs) - 支援 Windows 10 專業版 21H1 / 21H2 (64 位元) 和 Windows 10 Enterprise 
1H2 (64 位元)

1 年訂用方案 (含維護服務和 ProSupport for Software)
2 年訂用方案 (含維護服務和 ProSupport for Software)
3 年訂用方案 (含維護服務和 ProSupport for Software)
5 年訂用方案 (含維護服務和 ProSupport for Software)
注意：公有和私有雲端之間的浮動式授權分配

Internet Explorer 11.0 和以上版本、 
Google Chrome 58 版和以上版本、 
Mozilla Firefox 52.0 版和以上版本、 
Windows 上的 Microsoft Edge 瀏覽器—限英文版。

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

可讓系統管理員從任何位置即時管理和監控裝置。 
隨適用於 Android 和 iOS 裝置的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公有雲和私有雲) 一起提供 

在 https://www.wysemanagementsuite.com/ 上申請 45 天的免費試用

技術規格功能

WYSE 管理套件 4.0WYSE 管理套件 4.0

1.需要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根據 2021 年 9 月的 Dell 內部分析結果。Dell 合法廣告編號 CLM-003072。
2.須啟用授權。Dell 合法廣告編號 G19000328
3.Dell ProSupport 的可用性與條款因地區而異。  詳情請參閱 dell.com/servicecontracts/global。
4.適用方案與供應情況可能因地區而異。部分項目將在產品上市後提供
5.需要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
6.如需支援 Dell 精簡型用戶端和建議韌體版本的詳細清單，請參閱 Dell.com/support 上提供的 Wyse 管理套件文件。

https://www.wysemanagementsuite.com/
https://www.dell.com/learn/us/en/uscorp1/campaigns/global-commercial-service-contracts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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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CLIENT WORKSPACECLOUD CLIENT WORKSPACE

部署

一分鐘內7即可部署完成，並在 10 分鐘8內自動設定完

成。透過簡化設定、配置及管理，Dell 精簡型用戶端開

箱即可進行部署。針對 Dell 精簡型用戶端提供的 Dell 服

務產品組合，可協助您簡化部署，讓您能專心投入創新

工作。

安全無虞

取得最安全的 Dell 獨家 ThinOS9 行動精簡型用戶端
作業系統。選擇加入 Dell 安全性功能的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從容地存取虛擬工作空間，或
選擇專為強化您的 VDI 與雲端環境安全性所打 
造的 Dell Hybrid Client。

專為商務打造  

Dell Technologies 軟體解決方案靈活彈性、簡單好用、安全無虞。

管理

有了 Wyse 管理套件 (WMS) 的整合式端對端部署
與管理，即可從內部部署 (資料中心)、混合式或
公有雲端進行管理，並輕鬆從一部裝置調整規模
到數以萬計的裝置。 

支援

讓我們把硬體和軟體支援變得輕鬆無比。
ProSupport 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區域內進階
技術專家支援，這些專家會在重大問題發生時聯
絡您，好讓您專心處理策略性工作，進而推動企
業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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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需要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根據 Dell 對競爭對手產品的內部分析結果，2021 年 9 月。Dell 合法廣告編號 CLM-003072。
2 - 須啟用授權。Dell 合法廣告編號 G19000328。
3 - Dell ProSupport 的可用性與條款因地區而異。  詳情請參閱 dell.com/servicecontracts/global
4 - 供應情況可能因地區而異。部分項目可能在產品上市之後才會提供。如需完整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www.dell.com/support
5 - 需要專業版 Wyse 管理套件。Wyse 管理套件支援搭載 Dell Hybrid Client 的 Dell 特定端點、Wyse 精簡型用戶端和經轉換的 Windows 電腦。
6 - 如需支援 Wyse 精簡型用戶端和建議韌體版本的詳細清單，請參閱 Dell eSupport 上提供的 Wyse 管理套件文件。
7 - 根據 2020 年 3 月 Dell 分析結果，對透過 Wyse 管理套件或檔案伺服器的 Dell ThinOS 自動化配置進行測定。Dell 合法廣告編號 G19000215。
8 - 根據 2020 年 3 月 Dell 分析結果，對透過 OOBE 手動配置 Dell ThinOS 或透過 Wyse 管理套件或檔案伺服器的自動部署進行測定。  Dell 合法廣告編號 G19000215。
9 - 根據 Dell 在 2020 年 3 月對 Dell ThinOS 與競爭產品進行比較所做的分析。Dell 合法廣告編號 G19000130。
10 - 並非所有國家/地區或銷售分區市場/客戶皆可使用所有功能和服務。如需使用，請聯絡您的 Dell Technologies Services 代表。

版權所有 © 2022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保留所有權利。Dell Technologies、Dell、EMC、Dell EMC 與其他商標均為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的商標。其他商標是屬於其各自擁有者之商標。

WYSE 管理套件WYSE 管理套件

輕鬆配置、監控及管理。

https://www.dell.com/learn/us/en/uscorp1/campaigns/global-commercial-service-contracts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e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