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解答

VMware Workspace

一般问题
问： VMware Workspace 是什么？
答： VMware® Workspace™ 允许 IT 部门在单个企业级聚合工
作空间中管理并安全地交付应用。终端用户可以享受到
随时随地对公司资源的访问，IT 部门则可以从简单、集
中化、基于策略的管理方式中获益。
问： Workspace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 使用基于 Web 的管理平台，管理员可以授权终端用户访
问自定义的应用目录。通过使用桌面或 Web 浏览器，员
工 可 以 访 问 工作资源，包括 SaaS 应用、打包 VMware
ThinApp® 应用，甚至来自 Citrix 的虚拟化应用。
问： VMware Workspace 1.8 有哪些新功能特性？
答： 借助 Workspace 1.8，客户现在可以享受到：

问： 我的一些用户同时在私有云和公有云中工作，这给我的
IT 团队带来了安全问题。Workspace 如何能够为我解决
此问题？
答： Workspace 在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架起了桥梁，使您能
够保持较高的安全级别。现在，您可以控制哪些用户有
权访问公有云和私有云中的哪些应用。例如，只需单击
一个按钮，您就可以确保在用户离职时删除他们的应用
访问权限。
问： 使用 Workspace 的最低系统要求是什么？
答： Workspace 以虚拟设备形式提供，安装在您的网络边缘。
虚拟设备打包为开放式虚拟化格式 (OVF) 文件。它可以
部署在支持此标准的任何虚拟化管理程序（包括 VMware
vSphere®）之上。用户可以从任何 Web 浏览器访问管理
界面。在生产环境中运行 Workspace 时，客户还需要一
个外部 Postgres 数据库。

• Citrix XenApp 集成
• 到任何 Windows 桌面的 VMware ThinApp 软件包交付

定价、包装和许可

• MS Office 365 和非 SAML Web 应用

问： 如何购买 VMware Workspace ？

• 改进的应用资源管理和分类

答： Workspace 按 10 个或 100 个指定用户为单位销售，以独立
捆绑包形式提供。Workspace 捆绑包附带 VMware Fusion®
Pro 和 ThinApp。

问： Workspace 1.8 支持哪些版本的 Citrix XenApp 和 VMware
ThinApp 虚拟化应用？
答： 目前，Workspace 支持 Citrix XenApp 5.0 及更高版本和
ThinApp 5.0 及更高版本。
问： 我在 Workspace 1.5 中使用的文件在 Workspace 1.8 中是
否仍然受支持？

问： 如果我是 Workspace 客户，如何升级到 Horizon 6 ？
答： Workspace 客户可以升级到 Horizon Advanced 或 Horizon
Enterprise 版。这两种版本按指定用户数量或按并发连接
数量销售。

答： 是，在 Workspace 1.8 中仍然具有支持和管理文件的功能。

问： 如果我是 View 客户，并且我希望使用 Workspace，那
么对我来说最佳方法是什么？

应对当今的 IT 和业务挑战

答： 如果您目前在通过 VMware® Horizon View™ 使用桌面虚拟
化，您可以升级到 Horizon Advanced 或 Enterprise 以利
用 Workspace 中目前提供的功能。

问： Workspace 如何帮助我管理用户和监控使用情况？
答： 管理员可以按用户、组和角色提供应用访问权限，并可以
生成有关应用使用情况的全面报告。

问： Workspace 中的 ThinApp 如何进行许可？
答： 当作为 Workspace 的一部分购买时，ThinApp 按指定用
户、设备或并发连接数量进行许可。您可以将 Workspace
中包括的 ThinApp 客户端许可证部署到物理机或虚拟机。
因此，您可以使用单独购买或作为 Workspace 的一部分
购买的 ThinApp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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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Workspace 支持常见问题解答
问： Workspace 提供什么类型的技术支持？
答： VMware 要 求 对 Workspace 中 包 含 的 所 有 组 件（ 包 括
Fusion Pro 和 ThinApp） 提 供 基 本 支 持 (12x5) 和 高 级 支
持 (24x7)。此外，客户还可以购买关键业务支持，作为
高级支持的补充。通过 VMware 关键业务支持，客户可
以获得专门客户团队的服务，该团队将构建并维护您的
Workspace 安装的配置文件，并定期进行客户情况回顾。
VMware 专业服务组织还提供 Workspace 咨询或帮助您在
您的组织内部署 Workspace。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vmware.com/cn/
support/horizon-workspace.html。
问： 我是否需要为 Workspace 产品购买 VMware 支持合同？
答： 要 确 保 快 速 实 现 Workspace 的 优 势， 您 在 购 买 所 有
Workspace 版本时都需要购买至少一年的基本 VMware
产品升级和技术支持服务。您可以升级到高级支持，然
后选择添加关键业务支持。此外，我们还对所有 VMware
支持级别提供多年优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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