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

VMware Horizon Workspace

概览

VMware® Horizon Workspace™ 可让用户在任何设备
上轻松访问应用和文件，同时还支持 IT 部门集中交付、
管理和保护这些资产。对于终端用户而言，最终将获得
真正的移动办公能力 ：随时随地访问高效工作所需的一
切。对于 IT 部门而言，最终可对各设备上的企业数据拥
有更大的控制力。

移动工作方式简介
不久以前，员工通过一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完成其所有工
作。这种以 PC 为中心的 IT 模式虽然易于预测和控制，但现
已过时。在新的 IT 形势下，涌现出多种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
员工有理由要求 IT 部门交付用户友好且适合移动使用的服务，
以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当今的组织必须制定一种战略来
支持和保护这种新兴的移动工作模式。
Horizon Workspace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通过 Horizon Workspace，终端用户可在任意设备上通过一个
工作空间轻松访问其所有业务应用和文件。此外，它还为 IT 部
门提供了一种基于策略的可扩展管理平台，使其可以跨设备集
中控制和保护这些资产。
使用一个工作空间访问应用、文件和桌面
当今的工作人员使用多种设备和云计算服务，因而形成了众多
分散的数据小环境。Horizon Workspace 创建了一个包含所有
文件和应用的企业工作空间，让用户可以轻松访问广泛分布
的信息。他们可以从任意设备访问该工作空间，并获取适用于
该设备的应用和内容。这种便捷的交付机制使用户可以使用任
何设备，帮助他们摆脱制约，最大限度提高移动工作效率。
隔离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

通过 Horizon Workspace，终端用户可在任意设备上通过一个工作空间轻松访问其所有业务应用和
文件。

在使用移动设备时，用户需要在个人任务和工作任务之间流
畅切换。这样，同一设备上的个人应用和数据与企业应用和
数据就混在了一起。Horizon Workspace 可为企业资产创建单
独的容器，既可防止数据泄露，又能保护同一设备上各种个人
信息的隐私。IT 人员仅负责管理需要管理的内容，为个人拥有
的设备提供安全性和合规性。
管理用户，而不是设备
IT 人员必须保护和支持各种不同的应用、设备和操作系统。
Horizon Workspace 为 IT 部门提供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平
台，其中所有应用和数据服务都集中分类，然后基于用户的
身份和需求分发给用户。内置的策略引擎可帮助 IT 部门快速、
轻松地在任何设备上调配、分发和更新应用，同时确保在用户
和设备级别应用适当的安全设置和限制。这种方式消除了效
率低下的特定于设备的管理任务，搭建了一种以用户及其授
权为中心的可扩展平台。此外，它无需新基础架构即可容纳各
种新的应用、设备和操作系统，从而保证现有投资适应未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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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企业数据安全
在当今的新移动工作环境中，保护公司数据变得日益困难。不
仅设备经常丢失，而且移动和“软件即服务”(SaaS) 应用
也成了潜在的数据泄露出口。Horizon Workspace 严格隔离
和控制移动设备上的企业资产，支持高级保护和安全功能。
Horizon Workspace 可记录企业工作空间内的几乎所有用户活
动（同时忽略个人工作空间内的活动）
，从而为审核和合规工
作提供合法见证材料。
无缝共享文件
当今的移动用户需要与防火墙之外的同事、合作伙伴和客户
共享文件。这需要使用基于用户的不安全的文件共享服务。
Horizon Workspace 可为员工提供一个集中化的文件存储库，
使其可以从任意设备访问相同的文件，并与内部和外部用户
轻松共享这些文件。IT 部门可定义共享权限、设置安全策略以
及远程擦除数据。Horizon Workspace 有助于员工开展协作并
保持工作效率，同时确保企业数据仍然处于 IT 控制之下。

主要功能特性
从任意位置访问文件和应用
• 通过 Windows、Mac、iPhone、iPad、Android 设备和平板电
脑以及任何主流浏览器访问共享内容。
• 使用同一工作空间访问 SaaS 应用、移动应用、ThinApp 甚至
XenApp（技术预览版）。每个户只需记住一对密码和用户名
即可访问其所有企业资产。
• 在（Windows 和 Mac）台式机与所有其他设备之间同步活动，
随时随地访问企业文件。
安全开展协作
• 在组织内部和外部（与客户、合作伙伴、顾客、承包商和家
庭办公用户）共享文件。
• 邀请拥有限定权限的内部和外部用户查看、添加、编辑或共
享内容。
• 使用全面的版本控制来查看文件的各个版本、直接在文档上
提供注释，以及从历史记录还原文件。

交付安全的移动工作空间
• 通过虚拟化容器将 Android 设备上的企业工作空间与设备自
身的操作系统、应用和策略隔离，并对企业工作空间施加保
护。IT 部门可以远程管理企业工作空间的整个生命周期，包
括确定安全设置（如超时 / 租期）、记录日志以供审核，以及
跨工作空间中每个应用进行远程擦除。这种双用户配置解决
方案可将企业应用和数据与个人应用和数据隔离开来。
• 以即时可用的方式交付提高工作效率的应用，包括电子邮件、
日历、通讯录、任务、Web 浏览和文件管理。
• 在 Android 设备中预装热门第三方业务应用，包括 Evernote
和 LinkedIn。
保护移动设备上的企业资产
• 通过专门用于企业工作空间、即时可用的（Cisco、Juniper
或 F5）VPN 保护 Android 连接。
• 创建基于组的安全策略、监控设备清单以及获取设备诊断信
息，所有这一切均可从基于 Web 的控制台执行。
• 提供全面的加密、远程锁定和擦除、越狱和 Rootkit 检测以
及密码强制实施。
• 设置数据控制策略，防止因复制 / 粘贴或在公共共享网站打
开文档而导致数据泄露。
集中进行应用管理
• 在专用工作空间内，快速、轻松地向员工设备调配、分发和
更新应用与企业级服务。
• 对应用进行分类、发布、版本控制和分发到应用目录中，包
括本机应用、Web 应用以及公共存储区中引用的应用。
• 管理应用授权。
• 将应用分发给员工之前预配置应用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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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策略的管理方式

了解更多信息

• 通过一个策略引擎跨不同系统对数据、应用和设备实施控制
和保护。
• 动态更新策略。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orizon Workspace 网页 ：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esktop_virtualization/
horizon-workspace/overview.html。

• 离线强制实施策略。

如何购买 VMware Horizon Workspace ？

• 使用策略引擎直观地了解策略方案，并合理调整彼此冲突的
策略。

要获取如何购买 VMware 产品的信息，请拨打
+86-400-816-0688/+86-800-915-1919 或 +86-10-5993-4200、
访问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或在线搜索授权
代理商。有关详细的产品规格和系统要求，请参阅 Horizon
Workspace 安装和配置指南。

满足合规需求
• 配置 100 多种可供审核的事件并生成数百种不同的报告，包
括配额使用情况、文档访问情况、外部登录情况以及应用使
用情况。
• 记录事件以方便审核，并根据用户、组或全局策略决定文档
保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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