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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VDI 的 HPE GREENLAKE
本地云服务

随时随地支持工作：
这段时间，员工通常不在一般意义上
的办公室内工作
• 员工需要访问其常用的应用和数
据，但访问这些应用和数据的设备
通常不受信且网络性能不稳定。
• 有些工作场景在本质上具有远程
或可移植的特性——医生办公
室、生产车间、现场顾问，每天
都需要从不同的位置访问应用和
数据。

慧与的数字化工作场所产品/服务旨
在构建下一代数字化工作场所，帮助
客户吸引业内顶尖人才，创建融合的
网络与物理数字化环境，从而显著提
高员工的工作效率、确保员工的人身
安全和数据安全，同时帮助他们控制
成本。

“发生新冠疫情之
前，只有 20％ 的组
织 有员 工在 家 工
作。但预计到 2020
年底，超过一半的
组织将有员工在家
工作。”1

如今的 VDI 挑战
众所周知，VDI 能够为工作场所生产力策
略带来许多好处。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在家工作
的人数大大增加并且有可能持续下去。家
里、病房、移动办公室和许多其他行业场
景都需要桌面应用。这些应用需要像在
本地一样运行，但需要集中管理、升级和
控制。即使它们在家用 PC 上运行。而且
公司数据不能转移到不受信任的 PC 上。
虽然公有云可能适合于快速扩展通用工
作负载，但适用于 VDI 的 HPE GreenLake
可从客户数据中心提供安全的桌面，从
而为要求更高的工作负载提供所需的性
能和经济性。

平衡业务优先事项的新模式
适用于 VDI 的 HPE GreenLake 与众不同。
它不是“自助操作”，不是在公有云中，也
不是 DaaS。您可以选择任意组合的预定
义虚拟桌面类型。然而，实现这些桌面
体验所需的硬件和软件则由慧与部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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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数据中心或主机托管设施，让桌面
始终贴近应用和用户。
HPE GreenLake 是慧与管理的一组分布式
云服务，采用即用即付、规模可扩大/缩
小的模式。合作伙伴可以提供一些支持
以节省资金、提高运维和财务灵活性，同
时让您的人才可以腾出时间来加速实现
未来的目标。这种独特的方法既提供了
本地云灵活性，同时又保持了对性能和
安全性的控制。
慧与将管理该平台，直至但不包括桌面
虚拟机；您将保留对关键桌面应用环境
的完全控制，而慧与则专注于保持平台可
用性、性能和可靠性。
根据需要选择基于 Citrix 或基于 VMware®
的 VDI 解决方案。通过将 Citrix Cloud 虚拟
应用与桌面用作 VDI 控制平面，客户可以
根据需要迅速进入公有云。而且，我们仍
然支持使用 VMware Horizon® 或 Citrix 虚
拟应用和桌面 (CVAD) 进行纯本地部署。
慧与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入门途径：为期 1 天
的虚拟协作 VDI 研讨会。将有一位慧与专
家使用在线工具，并使用预先设计的表
格收集相关信息，使我们能够与您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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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正确的问题并根据您的最佳方法做
出正确决策。作为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
专家级集成商，HPE Pointnext Services 可
以为您设计和打造全新的工作体验。慧
与合作伙伴通常具有规划和交付数据迁
移与集成服务的专业知识。
我们的系统集成合作伙伴 Accenture 和
Wipro 利用 HPE GreenLake 提供他们自己
的高级工作场所服务，帮助客户适应新的
工作方式。

然后，确定需要支持的每个设备的编号。
慧与将在您的数据中心或主机托管设施
内构建和部署基础设施。

Citrix CVAD/VMware Horizon VDI 控制层

计算 | 存储 | GPU
客户所有权

慧与价值

图 1. 客户因拥有桌面和应用的所有权而受益

易于购买和扩展

在数据中心部署必要的 VDI 软件、硬件以及运维
和支持服务，并根据使用量每月支付账单。您是
否希望随着需求的增长灵活扩展？我们可帮您轻
松搞定。HPE GreenLake 经过精心设计，致力于根
据需求进行无缝扩展。
价值实现时间
快速部署的
总包解决方案

性能

我们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运维服务

• 对于要求强大图形能力以用于 CAD 类型
应用或财务多屏幕应用的工程专业人
士而言，NVIDIA GPU 辅助计算将为其带
来诸多益处。

支持服务

虚拟机监控程序

• 一般使用少量且低计算强度应用的任务
工作者即可在使用这些应用的同时与其
所拥有的设备安全地隔离。该解决方案
旨在以适当的成本提供所需的性能。

• 高级用户需要更大量地使用办公应用、
中级图形要求或开发平台，他们可以获
得具有更高处理能力的 VDI，这种能力可
以由 NVIDIA® GPU 加持，并以持久或非
持久模式提供。

IT
自助服务

桌面虚拟机

我们定义了工作人员使用的混合桌面类
型之后：

• 知识工作者主要使用可提高办公室工作
效率的应用和浏览功能，他们将获得相
同的 VDI 体验，但拥有更强大的基础设
施，可以以适当的成本获得合理的用户
体验。

在受信或不受信环境中，适用于 VDI 的
HPE GreenLake 均可为您的员工提供支持，
将数据保留在靠近应用的位置以确保性
能可靠，并将知识产权和数据保留在数
据中心以保护隐私。

每月每个虚拟桌面的
单张账单包括：

解决距离难题

做出正确的采购决策。
联系我们的售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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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适用于 VDI 的 HPE GreenLak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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