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le 教育 
管理式 Apple ID 概览 

在学校部署 Apple 产品时，请务必了解管理式 Apple ID 如何为学生和教员提供所需的服务支持。管理式 
Apple ID 是专门为学校设计的帐户，通过它，学生和教员可以个性化自己的设备，并使用 Apple 的关键服务。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法律，要求学校保护学生数据，并限制数据的使用方式。管理式 Apple ID 旨在帮助 K–12 
学校 (或同等级学校) 遵守学生数据隐私要求。这些帐户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旨在让学校轻松地大批量创建和
管理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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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管理式 Apple ID？ 
管理式 Apple ID 是由学校创建和拥有的特殊帐户，用于访问 
Apple 服务。Apple 校园教务管理可以关联到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来简化集成工作，并通过现有凭证提
供访问权限。管理式 Apple ID 能够满足学校在隐私和安全方面
的需求，如限制购买和通信、基于角色进行管理等。  

使用 Apple ID 部署设备没有任何技术要求。无论是管理 Apple 
设备、分发 app 还是为 iPad 部署“课堂”app，都不要求设备
上必须拥有 Apple ID。查看你的学校计划使用的 Apple 服务，
然后评估转换到管理式 Apple ID 的最佳途径。请注意，标准 
Apple ID 将无法转换为管理式 Apple ID。 

管理式 Apple ID 和标准 Apple ID 之间存在关键性的差异。如果
学校选择在其环境中准许使用标准 Apple ID，则必须了解相关的
帐户条款和条件与专门设计用于校园环境的管理式 Apple ID 不
同。标准 Apple ID 的使用受消费者服务条款 (包括隐私政策) 的
约束。学校应该了解这些约束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行为的政策。 

面向教师和学生的功能 
管理式 Apple ID 旨在访问通常在教育环境中使用的关键 
iCloud 服务，以及一些专为学校设计的功能。 

• 升级的 iCloud 储存空间。管理式 Apple ID 可享用 200GB 
的免费 iCloud 储存空间。 

• 访问 iCloud 服务。 iCloud 服务包括共用的 iPad、iCloud 
云盘、照片、Safari 浏览器、备忘录、新闻、日历、提醒事项
和备份。 

• 课业。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中创建的班级名册将自动在“课
业”中可用。可以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中选择启用学生进度
报告。 

• 机构密码重置。教师无需劳烦 IT 部门即可重置学生的管理式 
Apple ID 的密码。 

• iWork 协作。同一组织的教师和学生可以使用 iWork 和备忘
录进行协作。 

• 管理式 iTunes U 课程。可以将名册导入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
中的管理式课程，学生无需邀请即可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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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教育机构定制 
管理式 Apple ID 仅用于教育目的，因此停用了部分功能以保护学生
和教师的个人信息。 

• 采购。管理式 Apple ID 的交易功能已被停用，因此不支持在 App 
Store、Apple Books、iTunes 和 Apple Music 中进行购买。不
过，教师可以在学校授予权限的前提下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中为
他们的组织购买 app 和图书。 

•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中不可用。 

• 查找我的 iPhone。已为管理式 Apple ID 关闭此功能。对于机构拥
有的设备，学校可以使用 MDM 丢失模式查找丢失的设备并播放恢
复声音。 

• Apple Pay、钱包。无法通过管理式 Apple ID 使用 Apple Pay 
和钱包等服务。 

• FaceTime 通话和信息。FaceTime 通话和信息默认处于停用状
态。不过，学校可以通过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启用这些功能。 

• Apple Teacher 计划。无法使用管理式 Apple ID 访问 Apple 
Teacher 计划门户。 

面向管理员的功能 
为帮助学校为所有学生、教师和教员创建和管理帐户，我们开发了可

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中进行管理的特定的管理式 Apple ID 功能。 

• 批量创建帐户。借助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学校可以轻松为学生和
教员创建归学校所有的帐户。管理员可以将名册数据与受支持的学生

信息系统或自动上传的 CSV 文件同步。 

• 联合身份验证。管理员可以将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关联到学校的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以使用其现有凭证自动为学
生和教员进行设置。 

• 角色和权限。管理员可以为教师和教员创建并分配角色和权限，例如

管理员可以允许教师在 Apple 校园教务管理中购买 app，或者添加
其他管理员。 

• 隐私和安全功能。借助隐私和安全功能，将始终强制执行数据加密，

同时会在 Apple 服务中屏蔽针对性的广告。 

• 管理功能。用于管理管理式 Apple ID 的特定帐户设置包括审核、
密码重置以及按站点位置管理的功能。 

要开始使用管理式 Apple ID，请登录 school.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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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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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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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教育产品的隐私和安全 
• 适用于学校的数据和隐私权概览 

• 适用于家长的隐私权概览 

• Apple 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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