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介绍 / 1

产品介绍

VMware Horizon Suite
您的云，您的策略，您的选择

我们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我们迈入 PC 时代至少已有二十年了。最初的 PC 帮助人们将

纸张、文件夹、备忘录和书箱内外的实体材料转换为相应的数

字对象，大幅提高了效率。PC 重新定义了人们的工作方式。

如今，员工流动性越来越大，而且日益分散，这要求在技术上

能够支持移动性和协作。在许多方面，员工已将提高工作效率

的辅助方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将自己的设备（如平板电脑和智

能手机）带进了办公环境。以前局限于单个台式 PC 或笔记本

电脑的工作正在延伸到这些设备。

这些本质上更具移动性的设备可以随时随地访问 Internet。 

员工可以使用它们访问软件即服务 (SaaS) 和移动应用，因而

能够以新的高效方式连接、协作和完成工作。

这对您的业务意味着什么？

以 PC 为中心并且可预知的标准化 IT 模式现在已经过时，因为 

IT 部门难以应付各种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同时，终端用户

也在要求提供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且用户友好的 IT 服务。

这些变化导致 IT 主管和管理员要考虑的首要业务问题已经转

变为：

• 我们如何经济高效地支持现有系统并积极创新以采用新

技术？

• 我们如何在交付并支持终端用户更高效地工作所需的各种不

同设备和应用的同时，保持较低的成本？

• 在移动和协作员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护公司数

据并确保合规性？

• 如何为我们的所有终端用户系统提供业务连续性？

到目前为止，IT 部门可用的终端用户技术已无法解决这些新出

现的业务问题，原因是这些技术不是针对移动和协作员工而构

建的。在当前以 PC 为中心的模式中，关键组件（操作系统、

应用和用户配置和数据）紧密互连，并绑定到单一设备。这种

僵化、复杂的体系结构难以管理，不便更改，而且价格昂贵。

同时，IT 部门必须承受满足预算、合规性和业务需求 — 并满

足终端用户的需求等方方面面的压力。这使 IT 部门陷入一种

显而易见的低效率、高风险、低价值贡献度和低服务质量的恶

性循环。要取得发展，IT 部门在满足业务和员工需求的同时，

必须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并进行高效的创新和维护。

概览

VMware Horizon™ Suite 是实现员工移动办公的平台，

它可以让终端用户在任何设备上都能连接自己的数据和

应用，而且不必牺牲 IT 安全性和控制力。IT 部门可以

将孤立的桌面、数据和应用技术转变为集中化 IT 服务， 
并基于策略管理这些服务来提高运营效率、安全性和敏

捷性。通过让终端用户在办公室、家中或旅途中使用各

种设备时都能获得一致的体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Horizon Suite 包含来自 VMware 的市场领先的桌面虚

拟化解决方案，以及专门为移动和协作员工构建的更新的

技术。

主要优势

• 简化 — 管理复杂环境中的各个端点不但效率低下，而

且成本高昂。通过将分散的操作系统、应用和数据转变

为可以轻松调配、管理并交付给终端用户的集中服务， 
优化和简化操作。

• 管理和保护 — 在终端用户的资产转变为集中服务后，

就可以从单一位置进行管理、保护、备份，使之保持最新。

基于策略的访问和交付可保护重要的数据并确保合规性。

• 支持 — 移动用户需要能够为每个任务和设置选择合

适的设备的自由度。在所有设备上随时随地提供一致、 
直观且协作的计算体验可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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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

desktop_virtualization/horizon-suite/overview.html 。

要获取相关信息或购买 VMware 产品，请拨打  

+86-400-816-0688/+86-800-915-1919 或 +86-10-5993-4200、

访问 www.vmware.com/cn/ ，或在线搜索授权代理商。有关详

细的规格和要求，请参见产品文档。

Horizon Suite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Horizon Suite 可帮助 IT 部门打破技术壁垒，将精力从被动响

应转移到交付能够增强业务敏捷性和员工工作效率的服务上

来。借助 Horizon Suite，IT 组织可以满足终端用户对在办公室、

家中或旅途中使用各种设备时获得一致而直观的体验的要求，

同时可确保业务计算环境安全、易于管理并具备持续合规性。

Horizon Suite 中的身份访问管理 (IAM) 技术可将多个孤立的用

户身份统一为单个身份，从而发挥企业目录的作用并使组织能

够通过企业策略定义访问权限。对于所有信息资产，这都能提

高安全性和控制能力，并更好地落实责任。经理拥有对用户访

问策略的控制权，并可以将 Horizon Suite 集成到现有工作流

系统中。他们还可以通过使用情况报告来全面跟踪活动，以明

确软件许可证的使用并对这些许可证进行优化。用户可以根据

需要通过易于使用的应用目录、单个基于 Web 的工作空间和

单次安全登录来访问所有应用。

此外，管理员还可以使用 VMware ThinApp®（现在是 Horizon 

Suite 的一部分）打包和向用户交付虚拟化 Windows 应用。因

此，终端用户可以轻松、快速、安全地访问自己所有的应用。

Horizon Suite 包括的组件

Horizon Suite 包含来自 VMware 的市场领先的桌面虚拟化解决

方案，以及专门为移动和协作员工构建的更新的技术。结合使

用这些技术，IT 部门可以优化其当前环境，同时安全地采用创

新科技并顺应新兴趋势，以保持员工的工作效率和业务环境的

安全。

• VMware Horizon View™ 可以简化桌面的管理、安全性和控

制，同时向任何网络上的任何设备交付最为保真的桌面服务

体验。

• VMware Horizon Mirage™ 的优势在于，IT 部门可以集中管理

物理桌面，而终端用户也保有本地执行能力。

• 通过 VMware Horizon Workspace™，用户可以在任何移动设

备或计算机上安全地访问应用和数据，从而增强终端用户体

验，同时降低管理成本。

VMware Horizon Suite 是一套完整的终端用户计算解决方案，它包括 VMware Horizon View、

VMware Horizon Mirage 和 VMware Horizon 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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