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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4 年 4 月 8 日，听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其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日子。这一天是 Microsoft 对
Windows XP 支持的正式终止日。与此同时，硬件生产商也计划停止支持兼容 XP 的芯片组，使上述支
持中断行动的影响进一步加大。这意味着，您需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将所有台式机从 Windows XP 迁移到
Windows 7 或 Windows 8。但问题不仅仅是将台式机从一个操作系统迁移到另一个操作系统那么简单（虽
然这件事本身就很复杂），因为您还必须同时升级或更换大量的台式机硬件。但是，还有其他迁移台式机
的方法，既不需要更换每个硬件、每个操作系统，也不需要同时升级所有软件。您可以选择将您的终端
用户计算移动到一个集中管理的平台，这个平台提供高性能的 Windows 桌面，而且可以向前和向后兼容。
这是可以实现的。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案是构建您自己的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VDI)。这就需要使用虚拟机作为您数据中心内
的桌面。然而，尝试创建 VDI 环境的公司发现，构建、维护和支持业务线 SLA 何其困难，成本何其高昂。
但还有一种方案既可以让您的公司获得 VDI 的所有好处，又不需要大量投资购买硬件和专业技术，还能享
受运营商级的 SLA。这个方案就是将您的桌面和应用迁移到云托管模式。云托管的虚拟桌面是始终处于开
启状态的虚拟机桌面系统，可在任意位置使用，还可通过支持远程桌面客户端软件的任何计算设备访问。
我们将这种解决方案称为“桌面即服务”(DaaS)。

渐进式桌面迁移
DaaS 的基本优点之一是能够使用桌面（或工作空间）作为服务。这意味着该桌面的“视图”可缩放为适合
使用者查看的尺寸。从 Windows XP 迁移时，合适的做法是将用户迁移到 Windows 7 操作系统，同时使其
仍能访问继续在 Windows XP 桌面上托管的应用。这样做好处很多。例如，可以避免因验证新操作系统上
的所有应用而浪费大量时间，而且还能让用户快速熟悉新操作系统环境。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应
用在只有旧操作系统中才受支持，这时直接从 Windows XP 中提供应用的能力是必要的。这种迭代和渐进
式的采用方法可以让终端用户群轻松过渡，还可以让您专注于业务服务，而非操作系统或应用本身。

DaaS 的使用情形
没有一种解决办法能够适合所有情况，同样，也没有一种桌面方案能够适合所有用户。在您公司里，并不
是每一个用户都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完整的桌面操作系统。任务型、季节性和远程工作的员工可能只需要
访问一个应用。但是，有些用户不需要传统的系统。这些用户通常不在少数，需要特定的或自定义的应用
以及安装 / 卸载和修改应用的能力，或者需要执行计算密集型的工作，例如图形设计或应用开发。其中大
多数用户都能通过云托管的 Windows 桌面从瘦客户端或低成本硬件系统中受益。
下图例举了若干用户类型，分别说明每一类用户对桌面系统的要求。请注意，某些知识型员工和技术型员
工也可以受益于 DaaS。大多数用户使用的应用数量有限，例如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程序、电子邮件
客户端、PDF 阅读器、用于归档文件以易于传输的压缩工具和 Web 浏览器等。使用标准应用集合的用户、
需要移动办公的用户、需要从任意设备访问连续桌面的用户或者需要额外多一层安全保护的用户，都会从
云托管桌面中获得最大的益处。由于许多应用是基于 Web 的，而更多的应用每天都在变化，因此对完整桌
面系统的持续需求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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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您的桌面恰好是云托管的，所以就不必担心会陷入一刀切的模式了。使用 DaaS 时，您可以有多
种选择 ：您可以混合使用桌面并根据用户需求提供桌面，也可以从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
和 Linux 中选择。没错，我们的确列出了 Windows XP 作为您的一个虚拟设备选项。当您虚拟化 Windows
XP 桌面时，就不会因为设备和零件制造商只支持更新版本的 Windows 而担心未来硬件不兼容了。
用户类型

说明

桌面选项

原因

任务型员工

数据输入、呼叫中心、管理等

共享会话

通常访问 1-2 个应用
可能共享工作站

偶然型用户

图书馆、信息亭、实验室等

共享会话

通常访问 1-2 个应用
共享工作站

知识型员工

市场推广、财务、人力资源等

完整桌面
共享会话

多个应用
需要自定义

技术型员工

开发人员、图形设计、调查等

完整桌面
共享会话

由于计算量巨大，需要高性
能的计算机

桌面迁移选项 ：硬件和软件升级
调查显示，大约 40% 的公司还在使用 Windows XP，而在 目前使用的桌面硬件中，75% 与 Windows 7 或
Windows 8 不兼容。更换或升级硬件的成本很高。您必须考虑硬件成本、执行升级的人工、转移旧计算机
上的任何一个数据的人工以及升级应用（例如 Microsoft Office）的成本。
您的第一种方案是从完整的 Windows XP 系统迁移至完整的 Windows 7 或 Windows 8 系统。这是一对一
的迁移。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Windows XP 对硬件的要求与 Windows 7 和 Windows 8 有很大差异。表 1
以硬件列表的方式列出了这些差异。

硬件

Windows XP

Windows 7/8

CPU

Pentium 300 MHz 或更高

1 GHz*

内存

128 MB

2 GB

磁盘

1.5 GB 以上

20 GB 以上

显卡

800x600 或更高

DirectX 9 以上，带 WDDM
驱动程序

其他

CD 或 DVD 驱动器

表1

与我们交谈过的很多人都会惊讶，更换不兼容的硬件和升级操作系统的成本会超过 VDI，而与 DaaS 相比
更是高出 24%。根据我们的成本分析，传统的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每年的成本超过 1,100 美元。构建自己
的 VDI，可使每个桌面的成本低于 1,000 美元，而 DaaS 则可将这一数字降至 800 美元以下，即每个桌面
754 美元。有关完整的年化成本分析，请参见表 2。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与使用更新的硬件和新操作系统
替换传统的桌面系统相比，内部 VDI 和 DaaS 都能节省大量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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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VDI 面临哪些挑战？
您可能会问自己“VDI 有什么问题？”根据我们的计算，VDI 和 DaaS 之间的成本差距大约为每个桌面
100.00 美元。从每个桌面看，差距似乎很小，但在三年时间内用 100.00 美元乘以 500 名用户，这个差距
就很明显了 ：150,000 美元。
但这并不单纯是成本上的差距，虽然其中大部分成本是购置构建该基础架构所需的硬件而提前支出的资金。
这还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金额表示。结果表明，VDI 的设计、构建、维护和管理非常复杂，让许
多有兴趣采用虚拟桌面模型的公司望而却步。

VMware 的独到之处
当然，DaaS 是最便宜的备选方案，但 VMware Horizon™ DaaS® 产品究竟有哪些特点使其如此富有吸引力？
首先，是它的专业性。在 IT 行业中，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活？ DaaS 利用出色的数据中心设施，也
就是全球多个站点，提供坚不可催的服务、物理安全性、硬件维护、网络基础架构、存储和支持，所有
这一切都由云提供商维护。事实上，VMware 拥有无可匹敌的全球服务提供商合作伙伴网络，包括 Dell、
Fujitsu、NEC、Dimension Data、NaviSite（Time Warner Cable 旗下子公司）和 Quest 等，可为您交付和
管理 DaaS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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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aaS 客户而言，利用云提供商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您将能够专注于更有效地
开展您的业务，而不必担心维持大型 IT 部门的开销。

DaaS 的其他好处 ：
• 集中管理 – 通过一个控制台管理所有桌面，而且可用性达 100%
• 快速部署桌面 – 根据需要扩展和缩减按需提供的桌面和应用
• 加强安全性 – 数据保留在数据中心中，而非端点上
• 提升服务可用性 – 世界一流的服务提供商
• 改善桌面体验 – 由分布式数据中心提供超越传统 VDI 的绝佳终端用户体验
• 节省端点和支持的成本 – 将现有硬件改作他用，或利用经济高效的瘦客户端
• 独立于客户端平台 – iPad、iPhone、PC、Mac、虚拟机、Android、Chromebook、Kindle 等
终端用户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客户端和几乎任何设备访问其虚拟桌面，这样无论您在哪里或您携带哪种类
型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都可以访问您的桌面、使用您的应用、与同事交流并可在全世界移动办公。

从 Windows XP 迁移至 DaaS 桌面有多简易？
如果您考虑以上三种方案，会发现 DaaS 不仅是最省钱的，也是最省时间和精力的。如果您的组织早上还
在运行 Windows XP 桌面，到下午您就能从所拥有的几乎任何计算设备（包括您当前的桌面硬件和基于
Android 的设备、Apple 产品、基于 Windows 的系统、基于 Linux 的系统和瘦客户端硬件）运行 Windows 7 了。

您只需要三件东西就能立即使用云托管的桌面 ：
1. 订购云托管的桌面。
2. 硬件设备（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您已经拥有。
3. 远程桌面客户端软件 – 您也已经拥有，或者可以轻松免费下载！
VMware Horizon DaaS 为您提供了快速、经济高效地从 Windows XP 迁移至现代桌面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解决
方案。
要开始将您的桌面和应用迁移至“桌面即服务”模式，请联系您的 VMware 销售代表，或转至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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