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desk 指名使用者授權：
重新定義適用於企業的應用程式管理

關於此研究

執行摘要

這份報告提供了由 Pfeiffer Consulting 為 Autodesk 執行的一項市場
特定研究和技術分析專案結果。此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記錄從管理的
角度來看，Autodesk 所實作的指名使用者授權與公司過去所使用的
網路授權相比核心差異在哪裡。
此研究結合了兩種授權方法的深度技術分析、針對這些授權方法的
優勢和影響的二次研究，以及客戶訪談。請參閱此文件最後一頁中的
〈方法〉一節，以取得更多資訊。

▸ 指名使用者授權會利用基於身分識別
的方法，取代本端管理的授權伺服器
和授權檔案，其中授權在雲端進行託
管和管理。

關於指名使用者授權
指名使用者授權是軟體即服務提供者以及所服務客戶的預設授權，
指名使用者代表了授權在整個企業內的管理和賦與方式的深刻變化。
網路授權則依賴於在本端網路基礎架構的一或數個授權伺服器中所
儲存的授權。因為使用者需要存取獲授權的軟體應用程式，所以必須
連線到授權伺服器，才能將授權出庫使用。指名使用者模型則不是這
樣，該模型是建置在個別使用者紀要的基礎上，依據使用者的身分為
其提供所需授權的存取權，並且在雲端對授權進行管理。對於管理員
和使用者而言，這樣做可簡化授權管理並有助於提高安全性。軟體授
權和服務直接賦與個別使用者，只需透過使用其認證進行登入即可使
用。除了可以讓管理員更透明地管理程序以外，指名使用者授權還可
提供詳細報告功能，從而能夠使管理人員更深入地瞭解軟體的實際使
用情況。
從 IT 和安全性角度考慮，指名使用者授權不需要使用在本端進行
管理和維護的授權伺服器。這對於分布在數個站點和位置的大型企
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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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員可以利用單一工作流程，輕鬆
將授權賦與一或多位使用者。這些
使用者可利用其認證來存取軟體，
同樣這些認證也可用於存取任何其他
工具。
▸ 軟體使用的詳細報告可讓管理員更輕
鬆地瞭解大部分應用程式和服務的實
際使用時間和方式，藉此改善了 IT 和
業務決策者的可見性。
▸ 由於指名使用者授權以雲端為基礎，
因此可為遠端工作提供強大的支援，
這種支援在 COVID-19 疫情爆發後
變得越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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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使用者
授權的重要方面

將使用者整合到軟體管理中

重點

指名使用者授權徹底改變了企業中的一般授權方法和軟體授權賦與
程序。簡言之，可以說網路授權本質上是一種以技術為中心的管理方
法，授權伺服器和授權管理工具位居其核心位置，同時指名使用者授
權在整個程序中以企業中的實際人員和其角色為中心，因此不僅需要
轉換軟體授權的管理和使用方式，而且還要轉換管理人員處理軟體
投資及規劃的方式。

▸ 指名使用者授權以個別使用者紀要為建
置基礎，相較於網路授權，能夠以更直
覺的方式賦與和管理授權。

從序號到個別使用者

▸ 藉由指名使用者授權，使用者不需要將
授權出庫使用和重新入庫納管，且使用
者也不會因授權鎖定而無法使用。授權
已賦與使用者的任何軟體均靈活可用，
即使從遠端工作站也可使用。

指名使用者授權是以管理員所管理的個別使用者紀要為中心，且授權
託管在雲端，因此不需要使用本端基礎架構。管理員指派可用授權給
個別使用者。(請參閱下方的側邊欄。)從管理的角度而言，這種方法擁
有數項優勢：對於使用者而言，意味著任何指派的授權均靈活可用 —
不再需要將授權出庫使用，或者借用授權以供場外使用。對於管理員
而言，採用透明且集中化方式可更輕鬆地管理可用授權集區。從團隊
管理的角度來看，這樣做也有其優勢，因為管理員可以一次將授權賦
與數位使用者，而不僅僅是個別使用者。透過可以指派任何數量的次

軟體 B

軟體 A

管理員

軟體 C

次要管理

員

▸ 軟體使用的詳細報告是指名使用者授權
不可或缺的部分，可針對授權軟體和服
務的使用時間和方式提供精細的資料。

網路授權依賴於本端授權伺服器和序號。
另一方面，指名使用者授權會使用基於身
分識別的使用者紀要，存取以雲端為基礎
的授權。管理員可將任何軟體和服務組合
的授權賦與個別使用者。在授權賦與使
用者後，便可靈活使用 - 即使經由其他裝
置在遠端工作也可以，這種便利性自從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變得非常重要。
此外，指名使用者授權允許次要管理員協助
進行授權賦與，藉此讓團隊管理更輕鬆。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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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主控台
Autodesk 指名使用者授權包括軟體和
服務實際使用情況的細微報告。管理員
不僅可以看到每個個別應用程式的使用
時間、存取它的使用者數量，還可以看
到使用了特定應用程式的哪個版本，從
而更容易圍繞特定版本統一使用者和團
隊。這種細微性層級在傳統的網路授權
報告工具中是不可用的，這些工具通常
依賴於記錄檔，並將使用情況與主機機
器 (而不是使用者) 重新聯繫起來；它
們還需要額外的成本。
亦提供使用者層級報告。(請參閱第 7 頁
的側邊欄。)

要管理員 (這些管理員可將軟體和服務指派給其團隊，從而降低了主
要管理員的工作量)，進一步簡化了管理。
指名使用者授權的另一個核心方面是報告。(請參閱上方的側邊欄。)
此功能可為管理員和管理人員提供可用軟體實際使用方式的細微資
訊，這對於規劃軟體投資至關重要，尤其是大型企業。

動作透視圖：管理員和使用者的變更
網路授權

指名使用者授權 (NU)

序號/授權伺服器

Autodesk Account

藉由 NU，管理員可以全面瞭解可用的授權，
以及這些授權賦與哪些使用者。

授權指派/權限

複雜的選項檔

Autodesk Account
使用者管理

NU 提供內建使用者管理功能。指派任何數量
的次要管理員，可使權限管理更輕鬆。

授權伺服器管理

每部個別
伺服器所必需

Autodesk 雲端

以雲端為基礎的授權意味著無需進行伺服器管
理，也不需要使用本端基礎架構。

每部個別伺服器
需要手動更新

不需要伺服器更新

藉由 NU，管理員不必再完成對企業網路進行
授權伺服器更新的複雜程序。

檢查授權可用性

僅適用於透過授權伺服器上的
工具進行管理

Autodesk Account

連線至入口網站後，使用者便可全面瞭解已賦
與他們授權的軟體和服務。

將授權出庫使用

必要

非必要

藉由 NU，使用者無需將授權出庫使用，他們
只需要每隔 30 天連線至網際網路一次。

將授權入庫納管

必要

非必要

有了 NU，無需將授權重新入庫納管。授權一
經賦與使用者，便隨時可用。

聯絡管理員

Autodesk Account

依據企業政策，使用者可更新其軟體，而不必
等待管理員進行部署。

備註

管理員動作
授權賦與

伺服器更新

使用者動作

更新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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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網路授權瓶頸

網路授權的核心原則

重點

網路授權以數個重要元件為中心：授權管理工具、一或數個授權伺服
器，以及 Autodesk 為每個個別應用程式提供的網路授權檔等。管理
員設置授權伺服器、取得了必要的授權檔並設置伺服器後，使用者即
可連線至該伺服器，以將其軟體的授權出庫使用。當使用者無法連線
至本端授權伺服器時，也可以借用授權，以便長期使用。
設置網路授權時，要求有技術能力的管理員熟悉本端網路基礎架
構，因此授權問題的疑難排解是非常複雜的。(請參閱以下頁面上的
側邊欄。)

▸ 對授權伺服器進行疑難排解當網路中的
電腦無法聯絡授權管理員時，問題可能
變得複雜。
▸ 指名使用者授權可為遠端工作提供更強
大的支援。
▸ 單一登入提高了安全性，並可讓企業將
Autodesk 授權與現有公司目錄相
整合。

網路授權管理中的痛點
痛點

授權囤積

缺乏使用情況可見性

遠端工作

即使使用者不使用授權，也會將授權保持在出庫使用狀態， 指名使用者授權可讓管理員將授權指派給使用者，這樣使
原因是擔心在授權重新入庫納管後，可能會在需要時
用者就不必囤積授權。即使使用者居家辦公，也可以使用
沒有可用授權。
這些授權。

以序號為基礎的授權僅能對獲授權軟體應用程式的
實際使用情況提供有限的可見性。

儘管授權伺服器的記錄檔提供有關哪位使用者將授權出庫
使用以及何時出庫使用的資訊，但無法瞭解軟體的實際使
用頻率，因此難以執行準確的規劃。

可能無法在遠端從網路伺服器借用授權，或需要進行 VPN 如果不能借用，則需要請求居家使用授權，才能安裝在家
存取，該存取可能需要很大的頻寬，還可能拖慢連線速度， 用電腦上。如果使用者無法僅藉由其使用者名稱進行連線
具體取決於大部分 CAD 軟體的複雜性。
和驗證，則可能出現等待情形。

處理授權錯誤

授權錯誤很難進行疑難排解。

最新版本更新

每年至少更新授權檔一次，才能支援新產品。根據年份的
不同，授權管理員本身可能也需要更新。

規劃和管理授權伺服器

備註

對於管理員而言，解決授權錯誤非常耗時，而管理員通常
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唯一人選。授權錯誤也會降低生產力，
導致使用者無法存取其軟體。
通常每年要進行一次授權檔更新。如果沒有正確執行，
可能出現等待情形，且需要請求 Autodesk 提供協助。

指名使用者授權可讓管理員透過 Autodesk Account 輕鬆
規劃和管理授權伺服器，需要管理員具有扎實的技術背景。 配置授權，既不需要內部部署伺服器，也不需要 IT 人員，
即可規劃和維護這些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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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單一登入

網路授權的複雜性

指名使用者授權可提供網路授權所不
具備的數個提升安全性的功能。很重
要的一個方面是選用雙因素驗證，此驗
證可在嘗試登入時將確認碼傳送至使
用者的智慧型手機，從而使登入作業更
安全。
單一登入也受到支援，此登入將
Autodesk 產品的驗證與企業的現有
公司目錄相整合。
這對於許多大型企業而言非常重要：
「擁有單一登入是一項巨大的優勢。
我們不必設置新使用者存取權。使
用者亦不必記住新密碼。」(Donogh
McGrath，RPS Group 的資訊安全與廠
商管理部門總監)

雖然網路授權建置在已經使用了幾十年的技術基礎之上，但它是包含
需要理解和管理的多個個別元件的系統。管理員需要熟悉授權檔、記
錄檔以及選項檔的結構、功能和語法，也需要瞭解如何處理發生的授
權錯誤。
若要檢查授權的使用情況，管理員可使用授權管理工具提供的記錄
檔。但是，解譯此 ASCII 文字檔並不容易，除非使用者能夠較好地瞭
解記錄檔結構、屬性和代碼。記錄檔還提供了軟體使用情況的有限可
見性，因為這些檔案僅追蹤授權出庫使用的時間和時長，而不是軟體
的實際使用情況。
網路授權擁有固有複雜性的另一個範例是授權的控制和賦與，可透
過建立選項檔來實現。由於此程序特定於準確的網路設置，因此無法
自動執行。它還需要精確的語法，這使得建立選項檔容易出錯，而且即
使對於有經驗的管理員來說，也可能非常耗時。最後，對於授權伺服
器上託管的不同產品而言，管理員難以管理適當的階層式授權。
支援遠端工作
鑒於發生 COVID-19 危機，支援遠端工作已成為許多 (如果不是大多
數) 企業的優先考量事項。網路授權在某種程度上支援遠端工作，使
用者可以在預先設定的一段時間內借用授權。居家工作已司空見慣，
而此程序在這種情況下並不理想，因為可能需要透過 VPN 連線至企
業網路。亦可能需要獲得另一個授權，才能在家用裝置或個人裝置上
使用。相比之下，指名使用者授權可從連線至網際網路的多種裝置存
取軟體 (必要時允許安裝新軟體)，因此可為遠端工作提供更加強大的
架構。

能力瓶頸：簡化授權管理
指名使用者授權 (NU)

網路授權

影響

所需的知識/能力

管理員

使用者

▸
▸
▸
▸
▸
▸
▸
▸
▸

授權伺服器設置
安裝授權檔
建立選項檔
記錄檔剖析
授權伺服器更新
處理其他授權
授權錯誤剖析
解決授權和伺服器錯誤
...

▸
▸
▸
▸

授權擷取的基礎知識
授權伺服器之名稱和位置的知識
基本瞭解授權錯誤訊息
在發生授權出庫使用錯誤時聯絡
管理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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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desk Account 功能的知識
▸ 在 Autodesk Account 中進行軟
體授權賦與報告
▸ 在 Autodesk Account 中進行使
用者管理

在所需的能力和知識方面，網路授權要
求技術管理員具備扎實的知識和經驗。
相比之下，管理使用者及其軟體的賦與
並不需要任何技術知識，消除許多耗時
的作業，從而有助於管理員具有更高的
生產力。

▸ 使用者需要瞭解的 Autodesk
Account 功能的知識
▸ 用於驗證軟體使用的登入程序

即使對於使用者，網路授權要求他們對
授權伺服器和授權賦與的工作方式有一
定程度的瞭解：他們需要知道連線到哪
部授權伺服器、他們會面對難以理解的
授權相關錯誤訊息，以及需要聯絡支援
服務人員來加以解決，因此會降低使用
者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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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應用程式管理
進行轉型

指名使用者授權的管理影響

重點

在企業層級，將使用者這個概念引入到管理程序中，不僅可能會轉換
授權管理的本質並讓使用者和管理員更高效，還有可能為新型的團隊
動態和組織動態提供助力。
換言之，指名使用者授權擁有顯著的間接優勢，但可能無法立刻明
顯看出，這些間接優勢包括為使用者和團隊提供助力以便更好地利用
其工具、能輕鬆存取全新軟體解決方案，以及讓 IT 人員和管理員擁有
更多時間來處理不斷變化的技術前景所帶來的挑戰。

▸ 指名使用者授權能讓管理員和使用者
更高效，還有可能為新型組織動態提供
助力。
▸ 針對實際軟體使用情況擁有更佳的可
見性，從而能夠更好地做出管理決策，
並且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進行軟體
規劃。

更佳的可見性如何驅動更佳的業務決策

專案

使用者
管理

使用者

商業智慧

採購

IT

更好的軟體投資可見性

更好的應用程式使用情況可見性

報告是指名使用者授權的其中一個核心方面，可改善組織
每一個層級的效率和決策制定。這意味著管理人員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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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輕鬆地存取所需工具

出更明智的投資決策，管理員可以更詳細地瞭解實際軟體
使用情況 — 且使用者可以準確瞭解可支配哪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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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層級報告的管理影響
進階使用者層級報告是指名使用者授權的其中一個重要
方面。使用者層級報告可讓管理員詳細瞭解個別使用者
存取其軟體的頻率和時間。從管理的角度而言，這樣可
協助管理員以更高效且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賦與授權。

它還為規劃軟體投資提供了必要的資料，從而更好地使
用可用的工具，並避免為未使用的工具支付費用的風
險。管理員還可以精準找到超級使用者，並鼓勵在不同
團隊之間分享知識，以改善工作流程和效率。

換言之，僅將指名使用者授權視為管理軟體的一種更直覺的方式，將
會錯過最關鍵的方面，即更佳的可見性和更明智的管理對管理和業務
的影響。
作為一個成功的公司，意味著要更好地使用更適用的工具來生產優
質的產品。反過來則意味著將使用者放在第一位。指名使用者授權透
過強化使用者、管理員和工具之間的連接，變成企業提高效率的主導
因素。

指名使用者授權的直接優勢和間接優勢
直接優勢

間接優勢

管理使用者可讓依據使用者需求賦與授權
變得更加輕鬆。

使用者對其存取的軟體都擁有清晰的透視。

精細的管理

可以透過一種詳細且選擇性的方式，
賦與軟體和服務的授權。

更精細的管理員角色可為管理軟體授權賦與提供
更大的彈性。

更佳的可見性

管理使用者以及他們可存取的軟體，
即可做出更好的管理決策。

更佳的可見性能使團隊管理更輕鬆，為使用者提供
助力，還能助於其更高效。

管理入口網站的報告功能可提供有關實際軟體
使用情況的詳細資訊。

提升實際軟體使用情況的可見性，可改善授權規劃，
還能降低軟體授權存在未使用或沒必要購買的風險。

其他軟體或暫時使用者的 1 個月期授權可提供更高的
彈性，能夠依據短期軟體要求來調整授權。

短期授權有可能透過減少冗長採購程序的等待時間，
持續保持團隊的生產力。

雙因素驗證有助於大幅提升了登入程序的安全性。

透過雙因素驗證，軟體存取會直接連結至沒有為其
提供標準登入方法的實際使用者。

使用者層級報告

進階報告可針對每位使用者和每個個別應用程式，
提供準確的軟體使用情況的精細分析。
(請參閱上方的側邊欄。)

將進階報告和短期授權組合使用，可為基於專案的
授權規劃奠定基礎，還可減少開銷。

單一登入 (SSO)

單一登入支援可讓企業將 Autodesk 產品的
驗證與現有公司目錄相整合。

採用 SSO 可提高安全性，因為 Autodesk 存取權符合
所有其他軟體套用的同一公司標準，當某個人離開
公司時，也會自動移除其使用者存取權。

指名使用者 - 標準版授權方案
授權/使用者管理

報告

短期授權

雙因素驗證

指名使用者 - 高階版授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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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這個付費的研究專案由 Pfeiffer Consulting 與 Autodesk 合作完
成。Autodesk 審閱了論述其網路和指名使用者授權體驗之技術準
確性的文章。
此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分析指名使用者授權的影響，該授權與網路授
權相比，組合使用了使用者概況和軟體授權賦與，而網路授權則依
賴於企業網路上的一或幾部授權伺服器來向使用者散發基於序號的
授權金鑰。
此研究結合了兩種授權方法的深度技術分析，並針對這些授權方法
對於管理員和使用者之生產力、業務和採購策略以及團隊動態的優
勢和影響進行了二次研究。
此外，我們依賴於同 IT 管理員一起進行的深入客戶訪談，這些管理
員對這兩種授權方法都有深入且細緻的知識和經驗。

關於 Pfeiffer Consulting
Pfeiffer Consulting 是一家獨立的技術研究和基準測試運算公司，
專注於出版、數位內容生產和新媒體專業人士的需求。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 research@pfeifferre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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