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幅減少註冊時間與精力 - 二維碼生成後，只要

掃描一下激活設備的註冊。

高效

掃描此處註冊免費下載
Getac enroll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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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c  
enrollXpress

可支援各種企業行動管理 (EMM) 平台，讓您的 Getac Android 裝置能
快速安全地註冊。

適用於 Getac 裝置的 EMM 最佳註冊輔助工具

為何選擇 enrollXpress ?

保有自己的 EMM 軟體 - 提供一流的 

EMM 服務和客製化模板。

專屬 EMM

連接和分配增強安全性 - 設有加密 QR 碼提供

最高級別的商業安全性。 

安全



企業必須透過 EMM 工具、網站或 

App 才能生成註冊 QR 碼。大多數 

EMM 提供的 QR 碼生成器不支援
現今大多數企業使用的企業級無
線選項，因此 QR 碼會含有未
加密的 ID 和密碼，而在分享時
出現安全風險。 

Getac enrollXpress 生成的 QR

碼以高安全（EAP）協定進行加密，
無須擔心安全性的問題。 

•  以專用 App 生成 QR 碼和 EMM 模板 

•  以 SHA256 核對和加密 + AES256 編碼訊息 + Getac 專屬語法  

•  支援企業級 WPA3-企業 Wi-Fi 方案

企業需要安全快速的 EMM 裝置註冊

在 Windows 上安裝
enrollXpress

運行 enrollXpress
並運用模板生成

註冊 QR 碼

裝置註冊至
EMM 平台

利用
Android 裝置上的 
enrollXpress 掃描

註冊 QR 碼

只需 GETAC enrollXpress

還在為手動裝置註冊而苦惱嗎？  
使用 Getac enrollXpress，即可快速又輕鬆地完成裝置註冊。註冊 QR 碼
可分配給多點註冊，且可客製化企業行動管理平台。 

僅需打開 Getac Android 。  二維碼生成後，只要掃描一下激活設備的
註冊。

IT 經理人管理的資產眾多，因此需要快速且輕鬆地將 Android 裝置註冊到他們

的 EMM 平台。但近來專業網路犯罪事件層出不窮，讓人難以在加速企業行動

管理註冊和強固端點安全之間權衡取捨。  

Getac enrollXpress──提供企業行動管理
快速又安全地註冊…  
利用專用的 App 生成加密 QR 碼，簡化 EMM 

註冊！  

如何操作 enrollXpress ?

關鍵特色

簡化 EMM 註冊 



Getac  
enrollXpress

可支援各種企業行動管理 (EMM) 平台，讓您的 Getac Android 裝置能
快速安全地註冊。

適用於 Getac 裝置的 EMM 最佳註冊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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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配給多點註冊，且可客製化企業行動管理平台。 

僅需打開 Getac Android 。  二維碼生成後，只要掃描一下激活設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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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專用 App 生成 QR 碼和 EMM 模板 

•  以 SHA256 核對和加密 + AES256 編碼訊息 + Getac 專屬語法  

•  支援企業級 WPA3-企業 Wi-Fi 方案

在 Windows 上安裝
enrollXpress

運行 enrollXpress
並運用模板生成

註冊 QR 碼

裝置註冊至
EMM 平台

利用
Android 裝置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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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QR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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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操作 enrollX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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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 enrollXpress ?

保有自己的 EMM 軟體 - 提供一流的 

EMM 服務和客製化模板。

專屬 EMM

連接和分配增強安全性 - 設有加密 QR 碼提供

最高級別的商業安全性。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