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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的员工

一直以来，IT 管理员都是通过为员工提供公司配发的基于 
Windows 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以及规定员工访问公司应
用及数据的方式和入口，来保护公司数据及应用的安全并控制
成本。

但是，如今不断发展的员工对 IT 管理员提出了新的需求。移
动办公人员必须在与公司网络的连接断开时也能高效工作。即
使在以 Windows 为公司计算标准的组织里，也有越来越多的
用户需要使用 Mac。另外，很多公司将大量固定员工转为临时
工或合同工，并因此削弱了 IT 一直以来对公司应用和数据的
控制力。

VMware Horizon FLEX 的优势
VMware Horizon FLEX 是基于策略的容器化桌面解决方案，使 
IT 管理员能够创建、保护和管理本地桌面，以满足企业内自带
计算机的员工、移动办公人员以及 Mac 用户的需求。终端用
户在其端点上一个受限虚拟机中开展工作，他们可以连接企业
网络，也可以断开。

有了 Horizon FLEX，管理员即拥有了创建多个受限虚拟机
（Horizon FLEX 虚拟机）并将其授权给多名终端用户所需的一
切条件。

Horizon FLEX 解决方案使管理员能够同时满足在线用户和离线
用户的需求，从而成为对现有 VMware 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VDI) 
环境的补充。由于 Horizon FLEX 虚拟机存储在本地，因此用
户即使处于离线状态也能访问公司应用。

VMware Horizon FLEX 优势
在企业中采用自带设备和 Mac
轻松向 Mac 或 PC 用户交付本地虚拟桌面，实现令人难以置信
的灵活性。

• 采用自带设备：通过单个解决方案在 Mac 或 PC 上交付、管
理和保护 Windows 虚拟桌面，保持个人和公司信息相分离。

• 零成本支持 Mac：您可以在企业中采用 Mac 设备，而无需对
设备进行管理。

• 授权您的移动员工：利用标准的企业桌面，远程和移动员工
能够根据需要自由地在任何地点开展工作，同时仍保持您对
安全性的控制力。

• 保护您的数据：在发生失窃、员工离职或不满足主服务器合
规性要求的情况下，可轻松地远程禁用虚拟桌面。

VMware Horizon FLEX

概览

VMware Horizon® FLEX™ 为 IT 部门提供了服务终端
用户所需的灵活性，同时利用集中管理的容器化桌面保

持安全性与合规性。借助 Horizon FLEX，您最终可以
向自带设备用户、Mac 用户、合同工及移动办公人员提
供可靠的 Windows 体验，而不论其处于脱机还是联机
状态。

主要优势

• 采用自带 PC 和 Mac：轻松向 Mac 和 PC 用户交付本
地虚拟桌面，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

• 使用桌面容器简化桌面管理：轻松授权、控制和保护 
Mac 用户、合同工和移动办公人员的 Windows 虚拟
桌面。

• 随处开展工作，甚至在断开连接时也能工作：通过我们
行业领先的客户端获得丰富的桌面体验，即便在旅途中

或未与网络连接时也可确保工作效率。

• 轻松管理、备份或修补虚拟桌面：使用 Mirage for 
Horizon FLEX 分层技术管理、备份或修补 Windows 
虚拟桌面，或者继续使用您自己的 Windows 映像管
理工具。

• 降低成本：利用我们简化的用户体验最大程度减少您员
工的培训需求。较之为入职的新员工或合同工配送笔记

本电脑，部署虚拟桌面的成本要低得多。

Horizon FLEX 可以在为终端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保持安全性和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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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 FLEX 可向 Mac 或 PC 用户交付本地虚拟桌面。

轻松管理、备份或修补虚拟桌面

使用 Mirage for Horizon FLEX 分层技术管理、备份或修补 
Windows 虚拟桌面，或者继续使用您自己的 Windows 映像管
理工具。

• 利用动态分层来管理虚拟桌面将虚拟桌面作为一组逻辑层轻
松进行管理，从而简化桌面映像管理以及对任意一组终端用
户部署应用的过程。

• 自动备份和完整系统恢复：在数据中心内存储完整桌面备份，
这样您就能在需要时恢复部分或完整桌面并可跨设备执行自
助式文件恢复以提高工作效率。

• 专为分布式环境设计：借助 Mirage Branch Reflector，IT 人
员可首先从 Mirage 服务器分发一次更新，随后再从 Branch 
Reflector 将更新分发到分支机构中的其他客户端。IT 人员可
通过尽可能少的基础设施和受控制的带宽管理大量设备。

• 与现有的 Windows 映像管理工具兼容：如果您已在使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或 Altiris 等
映像管理解决方案，则可使用 Horizon FLEX 策略服务器控制
您的虚拟桌面，同时继续在虚拟桌面中使用现有的映像解决
方案。

使用桌面容器简化桌面管理

轻松授权、控制和保护您的 Mac 用户、合同工和移动办公人
员的 Windows 虚拟桌面。

• 确保快速安全入职：利用高级身份验证、组策略及虚拟磁盘
加密，轻松授权用户使用所需的应用和桌面来完成工作。

• 提供灵活的部署：通过网络或利用 USB 密钥快速安全地向客
户、承包商和供应商提供公司的标准桌面访问权限，而无需
使用其他价格高昂的分发系统。

• 轻松管理虚拟桌面：将您的虚拟桌面作为一组逻辑层进行管
理，从而简化桌面映像管理并轻松地将应用或补丁程序部署
到终端用户。

• 保持控制力：利用强大的安全功能和精细控制，集中控制您
的员工的桌面和设置，其中包括限制虚拟机设置或禁止访问 
USB 设备。

• 授权临时工：为指派到短期项目中的工作人员、临时工或为
了提供软件评估之需，将虚拟桌面配置为在预定日期和时间
后过期。

随处开展工作，甚至在断开连接时也能工作

通过我们行业领先的客户端获得丰富的桌面体验并确保工作效
率，即使在旅途中或未与网络连接时也是如此。

• 可靠性和稳定性：通过 Mac 上的 VMware Fusion® Pro 和 PC 
上的 VMware Player Pro™，VMware Horizon FLEX 利用备受
赞誉的客户端的强大优势，提供全球虚拟化领导者方可交付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 本地执行：无论用户联机、脱机还是无法获得可靠的网络连
接，均可访问公司数据和应用。

• 丰富的桌面体验：不管您的用户运行的是可提高工作效率的
标准应用，还是要求严苛的 3D 应用，VMware Horizon FLEX 
都能提供可立即实现高效工作的完整桌面体验。

• 一流的操作系统支持，可实现最佳兼容性：VMware Horizon 
FLEX 客户端可在最新版本的 Windows 和 Mac OS X 上运行，
并在虚拟环境中支持 Windows XP 和 Windows 7 等普及型
操作系统，这样您就能继续在虚拟机中不限时地运行所需的
应用。

• 针对移动用户的高效设计：Horizon FLEX 客户端是第 2 类虚
拟化管理程序，旨在确保尽可能高效地利用笔记本电脑电池
的每一瓦电量，这样用户就能访问公司的应用而无需担心电
池续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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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要获取相关信息或购买 VMware 产品，请拨打 010-59934310 或 
59934306、访问 www.vmware.com/cn/products/horizon-flex 或
在线搜索授权代理商。

通过减少培训需求并摒弃物理笔记本电脑的调配工作来降低
成本

利用我们简化的用户体验最大程度减少您员工的培训需求。较
之为入职的新员工或合同工配送笔记本电脑，部署虚拟桌面的
成本要低得多。

• 降低资金成本：通过让新员工或合同工使用他们自己的 Mac 
或 PC，使其轻松入职。

• 减少培训需求：在一个简洁、直观的界面内为员工提供丰富、
熟悉的桌面体验，可减少对员工进行新计算环境培训的需求。

• 减少运费：对处于世界任何地点的用户进行远程授权，因而
无需为新员工或合同工配送新的笔记本电脑。

• 简化许可证管理：批量购买许可证并对其进行配置，让您的
终端用户从首次在 Mac 上启动开始就能高效使用 Windows 
程序。使用 My VMware® 许可门户，轻松管理您的所有许可
证密钥和支持授权。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horizon-fl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