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使用Microsoft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落實資產管理



Agenda

•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SP1的新功能
− AI新功能

− 升級前的準備工作

− 軟硬體資產管理

•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R2的新功能
− 整合虛擬應用程式的管理

− 強化作業系統佈署

− 整合報表

− 整合資訊安全



支援用戶端或伺服器作業系
統佈署

定義組態的標準與
企業遵循

降低軟體更新所需的資源: 清楚
的定義更新標的與排程

定義設定、驅動程式與應
用程式

更新或佈署前先清楚現有環境

主要功能

實用的軟體/ 硬體
資產報表

安全修正程式/ 客
製化修正程式管
理與企業應用軟
體派送

組態管理

作業系統自動化部署

用戶端與伺服器端
的管理



Asset Intelligence的歷史

• 2006年5月，AssetMetrix 加入微軟
− 提供廣泛的資產清單與報表服務

− 包含廣泛的智慧資產分類與分級

− 知識庫包含七千萬種軟體及超過35萬種軟體名稱

• 2007年4月，AI 1.0 提供 SMS 2003 SP3報表
− 延伸 SMS 2003的資產管理

− 新的報表簡化資產與軟體授權報表

• 2007年 11月，AI 1.1 內建在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 改良效能與報表的正確性

− 新的報表包含用戶端存取授權 CAL 使用狀況，支援 Windows Server (2000+) 
及 Exchange (2003+)

− 增強資產管理的能力，包含硬體變更及應用程式使用率的報表

• 2008年5月，AI 1.5 包含在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SP1
− 新的界面之緣自定軟體類別目錄及軟體授權紀錄

− SA客戶可依需求或是排程更新資產類別

− 可匯入授權資訊，顯是軟體使用狀況與採購授權狀態



Asset Intelligence 1.5 的目標

軟體
− 企業內部安裝了哪些軟體授權?

− 安裝軟體的來源及有多少電腦已經安裝?

− 該如何分辨未知或是為核可的軟體?

硬體
− 企業有哪些硬體? 可以支援新版本的軟體嗎?

− 軟體與硬體的匹配問題

− 硬體組態是不是被異動? DVD ROM 有沒有被換成CD ROM?

授權
− 軟體授權採購是否過量或不足?

− 哪些軟體授權經常被使用? 是否有軟體從未被使用的狀況發生?

− AI報表的資訊和軟體授權的關聯?

客製化軟體目錄
− 可否自行群組化軟體名稱及軟體的支援週期?

− 軟體隨時都會有新版本，要如何確保軟體資產管理的準確性?

− 企業自行開發的軟體是否一樣可以分門別類?



專有名詞

Discovery
− 偵測透過目錄服務或是網路存取，可被管理的資訊系統的作業

Discovery data
− 將電腦名稱、作業系統和系統類型資訊回報到 ConfigMgr 的資料

Inventory
− 透過代理程式回報完整的系統資訊，包含硬體資產

Configuration Manager client
− 執行在用戶端或伺服器上的 ConfigMgr 代理程式

AI client side components
− 作為執行在 ConfigMgr 代理程式上蒐集系統資訊的要件

AI server side components
− 資料庫和 ConfigMgr Site Server 的要件



Configuration Manager 和 AI

• AI 是 SC Config Mgr 的功能之一，不是單獨產品
− 與Config Mgr 可相容於不同語系的 32或64位元作業系統，並共用

同一個資料庫

− 軟硬體需求與Configuration Manager 相同

• AI 與 Configuration Manager 一樣的操控介面
− 一樣的外觀、對話視窗及精靈協助設定

− 一樣的資料回報機制

• AI 只能透過 ConfigMgr 一起使用
− 不允許在ConfigMgr 產品以外使用 AI 的知識

− 不允許在SDK/ UI以外的功能變更AI的類別庫



AI 1.5
新功能
• 新介面New UI

− 更新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操作介面

− 新的軟體目錄與授權管理的介面

− 強化 Asset Intelligence WMI Classes

• System Center Online 連線
− 依需求或是排程透過線上服務進行軟體目錄同步

− 新的Configuration Manager 角色: The Asset Intelligence 
Synchronization Point

− 上傳軟體目錄到 On-line Service

• 可複製 AI內容到其他 Configuration Manager sites

• 可透過匯入授權資訊及比對資產



Asset Intelligence工作原理
• 全新的操作介面

− 輕鬆存取Asset Intelligence 的統計資料

− 可以為企業環境建立客製的軟體目錄

• 連線到 “live” System Center experience.
− 與 “System Center Online” 整合

− 可排程或是依需要更新軟體目錄

− 上傳未定義的軟體名稱

• 與軟體授權報表整合
− 報表顯示軟體授權的利用率與購買狀態

− 微軟與非微軟的軟體授權均適用

+ +
資產與授權報表

•軟體整合

• 升級計畫

• 授權報表

“System Center Online”

ConfigMgr
Inventory Catalog KB

蒐集軟體與硬體的資產



AI 1.5
System Center Online
• 免費提供給SA客戶使用

− 透過SSL 安全，加密的傳輸連線

− 透過 指定憑證

− 不會額外增加維護或是訂閱的費用

• 透過選項設定啟用 Configuration Manager site role
− 上傳及下載

− 透過精靈簡化設定

• 匯入的軟體授權資訊不會連線到 System Center Online
− 簡單、手動的方式匯入

• 資產和授權資料
− 所有上傳的資訊都可以檢視

− 產品資訊上傳前須經過管理者設定與同意



SCCM Admin

Asset Manager

Upload Signatures

Download Catalog Updates

Central

Child Site 2
Child Site 1

InventoryInventoryInventory

System Overview



AI 1.5
主要元件

• 用戶端
−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硬體資產回報

− 資產回報代理程式使用AI 的 AssetAdvisor.dll

− WMI classes

• 伺服器端
− 資料庫記載設定、類別和資產資料

− AI元件執行目錄同步、複製用戶端授權資訊

• 管理主控台
− 管理 Asset Intelligence 的入口

− 與ConfigMgr 的管理介面整合

− MMC 慣用的版面配置

• System Center Online



AI 1.5 –介面與設定











遵守授權

• 追蹤使用者及裝置的用戶端授權使用狀況

• 以Windows 安全稽核記錄為基礎

• 伺服器有執行以下服務
Windows Server, Exchange, SQL

• 以SCCM的用戶端與伺服器的資產管理作業

• 從用戶端授權與授權目錄取得資產報表

• 支援微軟大量授權的資產遵循

• 支援其他非微軟的軟體

• 其他
− 提供視覺的報表，協助遵守軟體授權



匯入授權

ParserWMI Site dB

1. Copy MVLS

4. Read Data

5. Create MVLS
Catalog

.xml  
.csv

3. Create 
Process

2. Import



程式名稱 檔案名稱 版本電腦名稱
最後使用

時間



資產編號



授權種類



軟體安裝
來源



軟體名稱 數量







設定軟體的最小硬體需求



SCCM R2新功能



ConfigMgr 2007 R2的新功能

• 虛擬化應用程式管理

• 用戶端狀態報表

• 新的作業系統佈署支援功能 (including 
multicast support on WDS)

• 整合 SQL Reporting Service

• 整合 Forefront Client security 



SCCM 2007 R2 虛擬化應用程式管
理

•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R2 整合
Application Virtualization 4.5 管理功能

• 新的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R2 
− 虛擬化應用程式管理功能

− 透過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佈署與管理虛擬化應用程式

− 管理虛擬化應用程式跟實體應用程式一樣簡單

• SoftGrid virtualization 的管理
− 版本檢查、使用者和傳送狀態



應用情境

建立虛擬化應用程式封裝，並複製到SCCM
的 distribution points

包裝與派送虛
擬化應用程式

通知用戶端電腦下載軟體封裝
佈署虛擬化應用 程

式到用戶端電腦

用戶端電腦收到通知並佈署完成，使用者
即可在本機執行虛擬化應用程式

啟動和執行虛
擬化應用程式

系統管理者可以透過Configuration Manager i
回報虛擬應用程式的資產報表及使用狀況

虛擬化應用程
式資產與報表



主要功能

• 透過HTTP + Streaming 傳遞到 Configuration 
Manager distribution points

• 本機傳遞透過傳統的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
方式下載與執行

• 佈署方式
− 軟體公告透過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 collections

− 可以透過電腦或使用者的 collections

• 移除使用者電腦的程式

• 虛擬化應用程式的資產報表與 AI1.5整合



用戶端執行虛擬化應用程式
支援使用者漫遊

App Virt 4.5 

Client

SCCM Advanced 

Client

Application Shortcut

Launcher  

(SCCM)

Management 

Point

Streaming-

Enabled DP

User launches 
and application

Shortcut 
calls SCCM 
launcher

launcher talks to the 
Advanced Client

Advanced Client 
talks to MP and 

performs a 
location request

Once the DP location is established, the Advanced Client 
sets the source URL for the package via SFTMIME

Adv Client hands 
off to App Virt 
client for vapp 

streaming



強化作業系統佈署

• 空機佈署
− 透過匯入的方式取得電腦資訊

− 支援媒體開機與網路開機 (boot media and PXE 
boot)

− 支援兩種電腦型態
− x86 Unknown Computer

− x64 Unknown Computer



強化作業系統佈署
The Task Sequencer

•作業系統佈署的核心機制
•Delivered to clients as policy via MP

•依照安裝順序執行
•安裝作業系統的先後順序

•完全自動化的作業系統佈署流程
•內建針對不同版本需要的工作
•可客製化的工作命令，支援 command line

Vbscript, Batch etc.

•Task Sequence 可以作:

•佈署相關性應用程式
•需要系統管理者介入的複雜動作



強化作業系統佈署
控制Task Sequence Steps

Condition
選項符合即開始執行，

若不符合就跳過

Action

提供命令執行，比如
執行命令列或是安裝

軟體…等等

Continue-on-Error 
flag

管理命令執行完成後
的錯誤回報



強化作業系統佈署

• 在Line task sequence
的命令列中指定帳號認
證
− 提供 “Run As” 命令

− 譬如SQL Server，須指
定足夠權限帳號才可以
成功安裝



強化作業系統佈署

• 多重傳送(Multicast)的方式支援作業系統佈
署
− 不會用在其他軟體配送與原機升級

− 透過Multicast傳送到DP
− 需要 DP安裝在 Windows Server 2008，並啟動

WDS

− 利用WDS 的機置作ConfigMgr 的多重傳送

− 製作作業系統影像檔時須選取 multicast選項

− 透過 WDS 模式，可排程與自動

− 建議只使用在LAN的環境 (well-connected 
LANs)
− 不建議使用在WAN的環境



整合SQL報表服務

• 新的角色 -- “Reporting Services Point”

• 可轉換或是複製舊有的 報表發佈到 Reporting 
Services point
− 可選取全部或是特定報表

• 新物件
− 在管理介面新增的報表管理物件

• 可以在ConfigMgr Console管理、瀏覽和執行
Configuration Manager 報表



整合 FCS

• Forefront Client Security
− 提供用戶端電腦與伺服器一個制式的惡意攻擊防護

− 視覺化的弱點與威脅回報

• Forefront Client Security 與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R2 的整合
− FCS 組態套件與SCCM 2007 R2 代理程式整合，確保用

戶端的狀態

− 管理者可以透過組態管理 (DCM)報表了解FCS在用戶端
的狀態



Summary

• AI 1.5提供更多的軟體與硬體的資產管理協助

• 自動化更新軟體目錄機制，減少系統管理者管理軟
體的煩惱

•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SP1與 R2 提供更
新的功能簡化管理
− 更詳細的資訊資產報表

− 虛擬化應用程式管理

− 更彈性的報表訂閱功能

• 網站已可以下載安裝體驗
connect.microsoft.com 

• Configuration Manager R2 2008 12月RTM



Resources

• http://forums.microsoft.com/TechNet/ShowForum.aspx?Fo
rumID=1816&SiteID=17

http://forums.microsoft.com/TechNet/ShowForum.aspx?ForumID=1816&SiteID=17
http://forums.microsoft.com/TechNet/ShowForum.aspx?ForumID=1816&SiteID=17


Resources

http://microsoft.com/taiwan/tech

net

Evaluation licenses, pre-released 
products, and MORE!

http://microsoft.com/taiwan/

msdn

Developer’s Kit, Licenses, 

and MORE!

http://microsoft.com/technet
http://microsoft.com/technet
http://microsoft.com/msdn
http://microsoft.com/m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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