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趋势简报

虚拟化和数字化 
工作空间



简介
云计算、软件即服务、移动化等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对企

业发展战略已产生深远影响。IT 部门需要进一步满足用户和业务线负

责人的需求，将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消费化应用和服务体验带

入工作中。为实现此类用户对于灵活性、简便性和敏捷性的需求，终

端用户计算趋于超越传统上基于设备的资产管理模式，并朝数字化工

作空间发展。

随着各公司向着以跨各种设备类型和所有权模式支持用户为重点的数

字化工作空间战略发展，实施针对应用和桌面虚拟化的集成式方案就

愈显重要。虽然此转变不会影响到每个用户，但应用和桌面虚拟化将

使 IT 部门关注用户和使用情形，缩小新旧差距，因此能更加快速地响

应现今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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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虚拟化融入其数字化工作空间战略，以及应对与如今

员工移动性和流动性提高相关的挑战时，一流公司会考虑

五个方面：

1.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虽然桌面资产管理通常以设备为中心，但聪明的公司都会在启动数字化工作空间项目时首

先考虑用户。他们从单组用户开始，考虑其工作方式，所需应用，以及全天工作所用到的

各种设备。

与传统 PC 和移动计算以资产为中心的管理方法不同，当今领先的 IT 部门都是以用户为中

心。一些用户可能需要企业管控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而其他用户可能更喜欢利用个

人拥有或维护的设备 (BYO)。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VDI)、RDSH（应用虚拟化）以及桌面

即服务 (DaaS) 使公司能够在设备选择方面为用户提供灵活性。重新调整用途的 PC、瘦客

户端、Google Chromebook、Mac 电脑、平板电脑甚至智能手机都是能够使用的可行替

代设备。与传统 PC 相比，此类设备大多都是低成本或无成本的，可节约公司大量的资本

支出，但是真正的成本节约源于简化运维，因为应用与终端用户的硬件是分离的。

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能够使用户选择其心目中的最佳工作方式，并方便公司交付一套

针对终端用户深度定制的服务。对于用户的成效（以对员工和企业的价值来衡量）是做出

这些选择时考虑的核心。

2. 真正的应用移动性

许多公司在工作流中使用 Windows 和基于特定浏览器的旧版应用，并且员工必须使用此

类应用来完成工作。这些公司大多都只针对特定的 Windows 版本构建和维护应用。

而如今，用户期望同时使用 Windows 应用和非 Windows 应用，并且要求在任何地方利

用其所选的设备和应用自由工作。意识到这一趋势，Gartner 建议“关注移动化与终端战

略的基础架构和运维负责人应通过全新的采购战略和体系结构来补充本地桌面虚拟化，进

而提供灵活、不限终端并且可用性高的业务用户服务。”1  

有远见的公司明白，要使数字化工作空间在大多数使用情形中都发挥最大效益，应将应用

与终端分离，真正实现应用的移动化。他们通过任何含简单的单点登录功能的设备或操作

系统进行身份验证，使终端用户能够快速方便地访问关键业务的已发布应用、SaaS 应用以

及移动应用，并创建灵活而高效的工作流。因此，这些公司实现了灵活敏捷的用户体验，

提高了员工自由度和工作效率。

“为旧版应用提供交付解决方案 
是迁移至数字化工作空间的重要 
因素。”

GARTNER，“DESKTOP VIRTUALIZATION 
IS FOUNDATIONAL TO BUILDING A DIGITAL 
WORKSPACE”，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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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使用情形指导虚拟化计划

构建独立于设备的应用才能真正创建可在任何地点利用应用的数字化工作空间。大多企业

会觉得，一下子将所有应用都与设备分离很难办甚至不可能。为了应对此项挑战，一流 IT 
部门首先考虑其用户和使用情形，然后选择特定用户组作为目标，并且通过研究使用情形

来指导他们如何对需要分离的应用进行优先级排序。

有两种将应用与终端分离的主要方法：通过 RDSH 对应用自身进行虚拟化，或者通过 VDI 
对整个桌面环境进行虚拟化。虽然人们都希望单纯基于 OPEX 做决定，但明智的 IT 部门

知道，决定是对应用进行虚拟化还是对整个桌面进行虚拟化的最佳方式是设身处地从某一

组用户的角度考虑，以他们的需求为指导得出结论。如果一个桌面上的应用是隔离的而不

是共享的，用户是否需要对该桌面具有完全的访问权限？员工和合同工是否只需要访问数

量有限的应用，例如 SAP、EPIC 以及 Adobe？他们是使用自带设备工作，还是使用公司

设备？

也许您的用户工作时主要用效率类应用，只需偶尔访问记录数据的 Windows 系统应用。

对于此类用户，适合将虚拟化应用提供到其现有桌面环境。一些用户可能需要与其他同事

的会话隔离开来。还有一些用户可能采用多样化的工作流，需要一种可以访问本地应用、

虚拟应用、流式应用以及 Web 应用的操作系统。

4. 抓住重新考虑终端用户计算流程的机会

从基于设备的资产管理迁移至数字化工作空间为重新考虑终端用户计算流程提供了的绝佳

机会。在基于设备的传统员工入职流程中，IT 会从主映像调配一台笔记本电脑，并将其交

给新员工。这些人工流程可通过将统一端点与虚拟化桌面和虚拟化应用相结合实现转变和

自动化，极大地提高效率和改善兼容性。IT 部门可从中央位置对桌面、笔记本电脑和设备

进行部署和管理，包括操作系统部署、配置、用户角色分配和软件设置。例如，在数据中

心服务器上发布应用的企业可使新员工选择其设备，自助进行应用配置，然后就可以开始

工作了。

最佳 IT 团队采用先进的管理工具利用“XX 即服务”模式来分发操作系统更新、服务包

和补丁，不仅在新员工入职期间，而且在员工的整个在职期间均能够实现可重复流程的自

动化。应用可在数据中心保持最新，百分百保证集中更新。为了支持异构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s、Mac、Linux）和多种设备类型（例如笔记本电脑、瘦客户端、移动设备），

一流的 IT 部门会采用配置文件管理和跟踪工具来更好地了解其环境、确保兼容性，做好审

计准备和制定灾难复原计划。

员工离职时，可简单方便地终止其对公司应用的访问权限，无需担心前雇员保留敏感数

据。这对于需要在忙季雇佣临时员工的企业非常有用。在雇佣多名短期合同工时，这种方

式有助于高效完成入职启动流程，当此类员工的合同履行完毕后，他们对应用的访问权便

会失效，而数据绝不会驻留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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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虚拟化是集成式安全方案的主要工具

数字化工作空间意味着 IT 交付终端用户服务方式的整体改变。领先的 IT 部门在寻求提供

快速、灵活、用户友好的数字化工作空间环境的同时，还采用稳健的集成式安全方案管控

风险。该方案以各类虚拟化为中心。

桌面或应用实现虚拟化之后，将在本地安全数据中心或云中运行；仅用户界面可越过防火

墙传输。所有应用和数据在数据中心处于安全状态，与访问它们的设备完全隔离，不论此

类设备为公司设备还是用户自有设备。因为不论采用哪种操作系统，任何设备均可访问虚

拟应用或桌面，这让企业 IT 部门实现了自由、兼容性以及成本效益。

 

 已采用虚拟化网络解决方案 
的企业所占百分比

相信网络服务可实现虚拟化 
的企业所占百分比

ACCENTURE ENTERPRISE SURVEY，2016 年

95% 33%9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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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迅速部署新应用对终端用户有益，但企业需为传统的存储、网络连接以及安全控制无法

管理的应用工作负载承担风险。为了保持稳健敏捷的安全态势，有远见的 IT 部门将微分段纳

入其安全体系。实现网络功能（例如交换、路由、防火墙、负载均衡、VPN）的虚拟化，将

使 IT 为数据中心内部的东西向流量提供安全保障，将数据泄露的风险和影响降至最低。



总结

现今的员工越来越移动化，越来越懂技术，要满足此类新用户的需求，IT 部门面临巨大

压力。员工要求实现灵活性、简便性和敏捷性，以便在任意地点以其确定的最高效方式工

作。为了应对如今员工队伍复杂带来的挑战，公司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交付和管理应用和数

据，数字化工作空间将成为取代传统资产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作为数字化工作空间战略的一部分，一流企业都在集成应用和桌面虚拟化，重新考虑流

程，并依靠用户和使用情形来指导其交付真正的可移动应用。他们都将桌面、应用和网络

的虚拟化视为集成式安全方案的一部分。业务需求快速变化，数字化工作空间也随之发

展，桌面和应用虚拟化将会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带来简化管

理、降低成本、提升终端用户的自由度和工作效率等诸多优势。

迈出发展数字化工作空间的下一步

在线加入我们：

了解更多 >

1. Nathan Hill、 Michael A. Silver、 Federica Trout。Gartner 报告：Desktop Virtualization Is Foundational to Building a Digital Workspace，
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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