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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Horizon解决方案
帮助绿地集团成都分公司实现智慧化办公

绿地集团西南事业部成都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绿地）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绿
地集团。绿地集团创立于1992年7月18日，二十余年来始终坚持“绿地，让生活
更美好”的企业宗旨，通过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并举发展，已形成目前“房地产
主业突出，能源、金融等相关产业并举发展”的产业布局。成都绿地自2004年进
入成都以来，秉承企业宗旨，倾心打造高品质居家社区，营造绿色的生活空
间，致力于提升成都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品质。

合作伙伴
四川众鼎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行业
房地产

区域
四川

主要挑战：

传统PC方式的终端管理带来诸多
问题：

数据的安全性

应用的快速部署和兼容性

IT运维成本上升

解决方案：

VMware Horizon Suite

时候，业务人员只能被动地等待IT维护

人员来修复，因此维护响应能力的不

足，直接导致了响应能力的降低。而且

越来越复杂的网络环境使得IT人员排除

故障的难度越来越大。在IT投资有限，

人员有限的客观条件制约下，如何保证

SLA，如何摆脱“救火队”的角色，给用

户提供满意高效的服务以及达到或超过

以往的用户接入的能力，成为IT部门必

须解决的问题。

VMware Horizon Suite帮助成都绿地集

团构建统一IT生态结构

在实施桌面虚拟化项目中，除了要解决

上述问题，还对项目的交付提出了新的

要求：

1.实现工作协同性：利用现有IT产品来

构建生态化的数据存储与分享机制，有

效的提高数据存储的效率与工作协同性

2.移动办公和多设备接入提升工作效

率：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和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的大量普及，员工的工作场所

越来越分散，同时带来了数据如何共享

的问题。用户希望能够随时随地访问统

一的应用和数据，提高工作效率。

3.保障业务连续性：具备应对各种自然

灾害和环境变化的能力，保障业务连续

性，能够快速恢复业务访问。

成都绿地经过广泛深入的市场调查，最

后选用了VMware Horizon Suite 解决

方案，集合了桌面云解决方案、物理

PC桌面系统管理、多种设备管理，构

建统一IT生态结构，在此结构之上划分

应用管理、桌面管理、数据管理，通过

一致化的界面向终端用户进行交付。

四川众鼎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私有云、IT基础架构建设、IT增值服

务于一体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西

南地区最早涉及企业私有云解决方案

的公司。

四川众鼎2011年与全球权威的虚拟化

云计算厂商VMware达成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现在是VMware核心级合作伙伴

并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虚拟化及云解决方

案。在这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围绕

VMware虚拟化产品，通过上下游厂家

资原的整合，打造了一个优质的企业虚

拟化生态环境。提高了综合服务能力。

成都绿地业务的快速发展给信息化建设

带来挑战

随着绿地集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业务系统紧锣密鼓的上线，一方面提供

信息服务的IT软硬件的种类与数量不断

增加；另一方面，IT软硬件的运行情况

和企业各部门业务的捆绑越来越紧密,
IT软硬件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对信

息部门的全系统安全、运营和维护管理

的要求越高，因此迫切需要信息系统的

可靠和稳定的支撑。

现有的IT系统是基于传统PC方式，需

要在每台PC上安装业务所需的软件程

序及客户端，同时重要的数据也分散在

各PC上，在传统的维护方式下面临着

诸多的安全以及管理上的难题：

1.终端数量众多分散在各处,安全边界

受到威胁：在企业的IT环境中包括主

机，服务器，网络，打印机外设以及众

多的终端PC，主机和服务器会有专职

的服务器管理员统一管理，网络设备会

有专职的网管统一维护，打印机外设等

都会有专人看管，终端数量众多分散在

各处，并且由终端用户自行维护，用户

的使用习惯，IT水平参差不齐，往往让

终端成为安全风险集中爆发的场所，所

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而直接影响企业

现有网络环境的安全，并且由于其的离

散分布也给管理上带来诸多难题。

2.日新月异的应用程序给快速部署和兼

容性带来困难：应用是支撑整个桌面环

境的核心，如何维护庞大的应用软件库

以及企业自身的应用程序；大量的应用

程序如何有效的部署到客户端；并且有

效解决应用兼容性的问题，例如如何解

决某些WEB应用在IE6的基础上进行开

发，但是企业的桌面环境已经升级到

WINDOWS7无法兼容IE6。
3.数据泄漏难以防范：由于终端分散在

各处，加之没有很好的管理手段，客户

端数据安全隐患日益增加，近年来由于

数据泄密导致的安全事件比例日益上

升，这种事件的出现对于企业形象以及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往往是毁灭性

的，如何有效的解决数据防泄漏的问题

日益困扰着企业的管理层。

4.IT运维成本不断上升，IT人员疲于奔

命：随着应用数量的增多和应用场景越

来越复杂，维护工作量和复杂度都呈快

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业务部门对业

务系统的功能性，安全性，方便性的要

求越来越高。由于业务人员的工作环境

被绑定在PC机上，出现软硬件故障的

VMware Horizon Suite为成都绿地集

团完善桌面虚拟化架构

在成功实施了VMware Horizon Suite
之后，成都绿地在 IT服务的响应速

度、服务效率、系统的可扩展性等方

面取得了明显的收益：

将用户的操作系统集中运行在数据中

心，并对其进行统一的管理及维护，

大大降低了IT管理人员的运维成本

加快了系统部署的时间，管理员可以

在数分钟内部署用户桌面交付使用。

应用、系统补丁的安装、管理、升级

等，也只需要操作一次，即可以让所

有用户进行使用。

使用VMware独有的Composer功
能，可以将整个企业的桌面系统进行

单实例的管理及维护，同时大大降低

了对后端存储扩容的压力。

延长用户桌面PC使用寿命，降低桌

面更新的采购成本，维护桌面的费用

大大降低。

更灵活快捷的服务于业务，可以通过

简单的配置，在一分钟之内为用户提

供出一台桌面系统，而无需传统的复

杂的桌面准备工作。

提供高可扩展性，在架构设计合理和

硬件充足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将桌

面交付用户；当硬件不足的情况下，

只需要将新的物理服务器加入VMware
的资源池中即可。

展望未来

未来，成都绿地希望继续深入与

VMware在移动设备管理等应用继续合

作，加速信息中心资源的整合和共

享，实现更加灵活、快捷和安全的智

慧办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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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ware Horizon 解决方案
帮助我们成功的实现了企业
的智慧化办公，实现通过各
种设备对桌面、应用和数据
的安全移动访问，支持漫游
及跨多种设备进行安全访
问，在达到了使用便利性要
求的同时，做到个性化且一
致的终端用户体验。”

——绿地集团成都分公司信息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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