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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lexCast 管理架构
（FlexCast Management 
Architecture）的 XenApp
简介
Citrix XenApp 是行业领先的虚拟应用交付解决方案，可作为安全的移

动服务交付 Windows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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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XenApp 可作为安全的移动服务交付 Windows 应用。有了

XenApp，IT 部门可以实现移动办公——提高用户生产率，同时通过

集中管控和保护知识产权安全性来降低成本。XenApp 可向任何

PC、Mac、笔记本、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交付高性能应用，提供针

对具体设备类型和网络进行了优化的原生应用体验。XenApp 基于

第 3 代 FlexCast 管理架构（FMA），是将管理平面与工作负载隔离

开来的唯一混合云就绪型平台，使 IT 部门可以在公司内安全地交付

已发布应用，在公司内或云中有效管理工作者和移动工作空间。

按需交付 Windows 应用  

企业内的不同用户有着不同的性能、个性化和移

动性要求。某些要求通过台式机和笔记本以标

准方式访问 Windows 应用，而另外一些需要离

线访问，或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以无线方式

访问 Windows 应用。XenApp 可帮助以虚拟方

式交付针对具体设备类型和网络进行了优化的

Windows 应用。

• 在云中运行  

XenApp 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网络和云基础架

构，可集中交付托管在数据中心内服务器（而

不是安装在用户的终端设备）上的 Windows

应用。当用户使用托管应用连接时，只有显示

数据、鼠标和键盘输入的像素通过网络传输。

• 无缝的配置文件管理和基于云的文件夹重定

向 

在扩展和管理虚拟环境时，至关重要的一点

是需要将用户配置文件和数据与操作系统隔

离开来。Citrix XenApp 包含一种强大的配置

文件管理工具，可独立于操作系统管理配置

文件，按需交付所需的配置文件数据，确保最

大限度地缩短登录时间。Citrix XenApp 还

使用 Citrix ShareFile® 的用户文件实时同步

功能。这是一种公司内或云托管云存储服务，

可将用户文件保存在虚拟机（VM）外部，进

而节约宝贵的存储资源。

任何设备 – 原生体验 

Citrix XenApp 利用 Citrix Receiver ™ ——这是

一种几乎可用于任何设备的通用客户端，包括

Windows、Mac、Linux、iOS、Android、Chrome 

OS 和 Blackberry。对于需要零安装（zero-install）

选择的企业，思杰还提供一种无客户端 HTML5 

Web Receiver。Receiver 可非常轻松地在 BYOD

或公司设备上安装和使用，并被设计为可利用原

生设备的特性，包括多点触摸、滚动原生菜单、

弹出式控制、GPS 和摄像头等。

本产品概述总结了 XenApp® 的各项功能和优势。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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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于安装和使用 

Receiver 可从很多常见的应用商店购买，而

且其安装非常简单，用户自己就可以完成。安

装完成后，用户只需输入办公电子邮件地址，

Citrix Receiver 就可以自动完成配置。完成后，

用户只需登录，选择所需的应用并访问文档。

• 针对每种设备进行了优化

Receiver设计用于利用设备独特的原生特性。

不管是利用平板电脑的多点触摸功能、GPS

或摄像头，还是利用 PC 的本地存储容量或

外设，Receiver 都可以帮助从每种设备中获

取最大价值（与一成不变的方法相比）。

• 高效的移动办公 

Citrix Receiver 是一种简便易用的应用，可通

过集成安全的 ShareFile 支持帮助移动或办

公室内的用户访问 Windows、Web、SaaS、

移动应用和用户数据。

自服务 Citrix StoreFront（思杰应用门户）

在消费化趋势的推动下，高瞻远瞩的 IT 部门开

始采用自服务模式，快速为用户提供满意的服

务，而不再使用过去基于工单请求的服务流程。

XenApp 包含一个通过 Citrix StoreFront 交付

的强大自服务 Windows 应用商店，可为所有 IT 

用户服务提供一个简单而一致的汇聚点。用户可

以通过任何设备订购应用、桌面或数据服务并通

过任何其它设备接入相同的服务（即使是已经在

使用的服务），确保无缝而简单的体验。

• 通过任何设备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 

Citrix StoreFront 是 Receiver 后面的智能设

备，也是用户访问桌面、应用和数据服务的来

源。IT 部门可利用无缝地集成了 NetScaler 

Gateway ™而且具有强大终端分析和策略控

制功能的 StoreFront，提供有关订购服务的

安全一致视图及用户在需要新应用和服务时

可以访问的企业应用商店。Citrix StoreFront

还可以托管基于Web的无客户端Receiver，

非常适合用于通过可能未安装 Receiver 的

锁定式公用电脑或外聘人员笔记本接入的情

况。

• 对应用和桌面的一致性访问

Citrix StoreFront 不仅可以跟踪用户订购的

资源，还负责建立与正在运行的应用的连接，

使用户可以在不同设备间灵活切换并立即恢

复到相同的状态，从上次断开的地方开始工

作。

利用 HDX 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 

XenApp 可通过任何设备和网络交付出色的高清

用户体验。利用 Citrix HDX ™，用户可以获得与

本地 PC 相媲美的体验，即使在使用多媒体、实

时语音和视频协作、USB 外设和 3D 图形应用时

也是如此。Windows 应用针对移动设备进行了

优化，并进行了虚拟化，可支持触摸手势和其它

原生设备功能特性。集成 WAN 优化功能可大大

提高网络效率和性能，即使在苛刻的高延迟网

络中也不例外。

• 针对移动网络和设备进行了优化 

思杰在应对苛刻的网络条件方面有着丰富经

验。Citrix HDX 得到了优化，可轻松应对移动

网络中的多变性和丢包，而且可利用平板电

脑和智能手机上的硬件加速功能支持图形和

多媒体解压缩。然而，除了出色的图形处理性

能外，HDX 还包括一个原生界面控制通道 ，

允许修改 Windows 应用来支持触摸操作，

同时利用多点触摸手势、原生菜单控制、摄

像头和 GPS 支持等原生设备特性。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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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协议技术确保最出色的最终用户体验 

对于许多类型的语音、视频、图形和多媒体，

仅在数据中心处理和渲染工作负载就需要大

量计算资源和带宽。Citrix HDX 技术可智能

地分析服务器、网络和终端设备的功能，以确

定最佳的支持方法，而不是盲目地在虚拟机

中运行虚拟桌面或应用的所有部分。在某些

情况下，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终端设备上以

确保最高的服务器密度。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语音和网络摄像头数据可以在本地处理，然

后直接连接到另一个客户端，进而避免虚拟

会话导致的额外延迟。

• 在任何网络中确保最高的服务质量 

如果有足够的带宽和低延迟网络连接，那么

任何虚拟化协议看起来都很好；但许多用户

发现，他们需要从偏远的办事处、酒店客房和

足球场上连接，而这种情况下总有很多设备

争用带宽，丢包现象屡见不鲜，延迟也千差

万别。Citrix ICA® 协议是 HDX 技术的核心，

它使桌面和网络管理员可以为网络流量分

配细粒度优先级，进而最有效地利用可用的

网络资源，确保最高的服务水平。结合 Citrix 

CloudBridge ™使用时，用户有望在跨几个大

洲的移动宽带或远程办事处网络中获得出色

的性能。

• 3D 专业图形支持 

应用虚拟化不光适用于任务型工作者或偶尔

的使用。即使是最苛刻的专业 3D 图形应用

也可以实现虚拟化并从远程办事处、由第三

方外聘人员甚至平板电脑接入，这样就可以

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安全性，同时在现场实

现更有效的协作和实时编辑。 最重要的是，

复杂设计工作所需的大量数据文件都安全地

保存在数据中心内，使所有用户都可以保持

同步，而不需要复杂而且昂贵的数据同步方

案。

云就绪，基于 FlexCast 管理架构  

IT 部门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压力，需要更有效地支

持并推动业务目标的实现。要将传统 IT 部门转

变为内部服务提供商，需要灵活的基础架构和简

化的自动化流程。XenApp 采用全新的设计，可

通过以下方法随时用于云部署：实施开放 API，

并可利用任何虚拟基础架构技术、存储基础架

构和复杂的网络拓扑。

• 任何虚拟机管理系统 – 云就绪 

Citrix XenApp 设计为可利用任何虚拟基础

架构或云管理平台。不管是使用所包含的

XenServer®、利用 Microsoft Hyper-V 的出色

性能和日益普及的优势、还是在现有 VMware 

vSphere 基础架构上构建，XenApp 都采用

虚拟机管理系统、存储和网络中立的设计。

XenApp 还可以部署在常见的云管理平台上，

包括 Apache ™ CloudStack®、基于 CloudStack

的 Citrix CloudPlatform ™ 或 Amazon Web 

Services（AWS）。

• 设计安全

Citrix XenApp 的设计本身十分安全，是符合

FIPS 标准并通过 Common Criteria（通用标

准）认证的唯一解决方案，可满足监管严格

的行业的最高安全标准。产品 DNA 的核心理

念是将所有数据都保存在数据中心，除非经

过审核，受到控制并根据策略进行操作。通

过控制使用关键数据的 Windows 应用和桌

面，并允许用户通过任何网络从任何设备上

访问这些应用，思杰可帮助成千上万家企业

有效保护关键数据。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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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高级监控和分析功能确保服务水平 

将 Windows 应用和桌面即服务集中起来

部署，可利用 Citrix EdgeSight® 强大的监

控和高级分析功能为用户提供无与伦比的

出色服务水平。Citrix Director 控制台中的

EdgeSight 报告可提供历史趋势数据并进行

关联，帮助完成容量规划和服务水平保证。

对于 IT 帮助台和支持升级团队，Director 是

一种独特而强大的工具，使管理员可以根据

用户进行搜索，进而快速查找并排除任何位

置上的故障。

 

• 业内最大的第 3 方产品生态系统 

Citrix Ready 是一种端到端合作伙伴计划，旨

在展示并推荐第三方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证明它们与 Citrix XenApp 的兼容性。它使解

决方案架构师可以快速而轻松地从 10,000

多种思杰推荐的确定可增强思杰解决方案的

第三方产品中进行灵活选择。

Windows 应用和桌面无处不在    

功能特性 功能 优势

XenApp 发布的应用（基

于服务器的托管应用）

应用安装在数据中心的 Windows 服务器之上或采用

流技术交付到 Windows 服务器上，然后远程显示在

用户的桌面和终端设备上。

将任何 Windows 应用交付到任何终端上，同

时确保出色的安全性；只有屏幕更新、鼠标点

击和键盘输入信息通过网络传输。

VM 托管应用（16 位、32
位或 64 位 Windows 应

用）

应用托管在运行 Windows 8.1、Windows 7、Vista
或 XP 操作系统的虚拟桌面上，然后远程显示在用户

的物理或虚拟桌面及设备上。

简化 Windows 操作系统迁移，应对应用兼容

性挑战。

XenApp 发布的桌面 多个用户会话共享数据中心内运行的单一锁定 2008 
R2、2012 或 2012 R2 Windows Server 环境并访问

一组核心应用。与 VDI 相比，每主机可支持多 6-10 倍

的桌面。

提供锁定、简化且标准化的环境（包含一组核

心应用）。设计用于使用低强度应用的任务型

工作者。总体拥有成本（TCO）最低的桌面模式。

任何设备 – 原生体验

功能特性 功能 优势

台式机 / 笔记本 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x、Mac 
OSX、Linux。

广泛的台式机操作系统支持使 IT 部门可以支

持用户选择的任何台式机 /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iPad、Android、BlackBerry、Microsoft Windows 8.1 
RT 和 Microsoft Windows 8.1。

广泛的平板电脑操作系统支持使 IT 部门可以

支持用户选择的任何平板电脑。

瘦客户机  支持运行 Linux、ThinOS 或 Microsoft Windows 
Embedded 的瘦客户机。

广泛的瘦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使 IT 部门可以

支持最常用的瘦客户机设备。

智能手机 Receiver for Android、iOS、Blackberry 和 Windows 
Phone 8。

广泛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支持使 IT 部门可以

支持用户选择的任何智能手机。

基于 Web 的 HTML 5 
Receiver（托管在 Citrix 
StoreFront 上）

提供了一种无客户端接入解决方案，使用户可通过任

何设备（包括不能安装物理客户端的设备）轻松接入

虚拟应用和桌面。

通过不能下载原生 Receiver 的 PC 和笔记本

电脑接入企业应用或桌面，包括公用 PC 或归

第三方拥有的锁定式设备。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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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16、32 和 64 位应

用 
对 Windows Server 2008R2、2012、2012R2、
Windows XP、Vista、Windows 7 及 Windows 8.1
的统一平台支持可利用 5 代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

任何一种来交付无缝的用户体验。在桌面操作系统中

支持 16 和 32 位应用，在服务器操作系统中支持 64
位应用。

最大限度地减少迁移挑战，同时使用户可以

集中精力工作，而不必在多个桌面间来回切换。

HDX 高清移动用户体验 

功能特性 功能 优势

针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的触摸屏优化 
当用户触摸文本输入栏目时，应用可与设备特有的功

能特性（如弹出式键盘）进行交互。自动滚动功能确

保文本输入栏目始终对用户可见而不会被屏幕软键

盘盖住，而自动缩放功能能够帮助用户更轻松地操作

Windows 应用程序当中的 Picker Controls 和列表框

（list boxes）功能。

如果能以和设备中其它工具相同的方式与业务

应用进行交互，用户可以更高效地办公。无需

对应用进行源代码修改。

客户端侧硬件加速 基于服务器或客户端的多媒体内容渲染，包括 Flash、
Windows Media 和 AVI 多媒体，可通过延迟达 300
毫秒的连接播放。

将移动设备支持的帧速率提高一倍，而且与软

件渲染方法相比可减少网络流量。延长移动设

备和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使用寿命。

多媒体支持 基於伺服器或用戶端的多媒體內容演現，包括 Flash、
Windows Media 和 AVI 多媒體，可透過延時 達 300
毫秒的連線播放。

以可媲美“本地 PC”的质量交付丰富的多媒体

应用，而不增加带宽投资，同时减轻服务器侧

开销。

组播视频支持  HDX 可提供单一流视频实例，可从多个客户端上同时

观看。

允许几名、几百甚至数千名用户观看只需渲染

和发送一次的视频内容，大幅度节约直播视频、

新闻频道、培训计划和多个用户同时访问的其

它内容所需的带宽和数据中心资源。

支持点到点统一通信 在不同终端设备间实时交付双向音频和视频，支持思

科、微软、Avaya 和思杰等的领先统一通信解决方案。

以可媲美“本地 PC”的质量交付实时应用，而

不增加带宽投资。

3D 专业图形应用支持

（HDX 3D Pro）
HDX 3D Pro 使用先进的服务器侧 GPU 资源来压缩和

渲染最新的 OpenGL 和 DirectX 专业图形应用。GPU
支持包括专用用户和共享用户工作负载。

满足专业技术工作者和超级用户对运行专业

图形应用所需要的大量计算资源的需求。

多显示器支持  同时连接并使用多台显示器。 使用户可以将桌面和应用分配到多台显示器

上，而且支持分屏显示。

快速会话登录      会话预启动并以活动或断开状态等待用户，帮助应 
用快速接入已经建立的应用会话。会话保持（Session 
Linger）可在用户关闭应用后保持会话，实现快速应

用重新连接或使用户可以快速打开新应用而不需要重

复登录。

通过加快繁琐的用户登录流程来打造可媲美

本地的应用启动体验。

快速用户配置文件

加载（User Profile 
Manager）

按需发送用户配置文件设置而不是在登录时发送。管

理员可以规定哪些角色的用户可下载并在后台缓存较

大的配置文件组件。

缩短登录时间，加快应用接入，同时避免配

置文件冲突，通过排除会导致“配置文件膨胀

（profile bloat）”的部分来优化配置文件大小。

客户端驱动映射 允许将用户唯一的“My Documents（我的文档）”和

“Desktop（桌面）”等文件夹映射到数据中心内的安

全存储中，而不是本地或其它远程存储设备中。

防止将数据保存在本地设备中或其它存储位

置上，进而保护企业数据。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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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和外设支持 允许简单而无缝地使用本地资源，包括 USB 外设、多

台显示器、USB 耳机、网络摄像头、智能手机、智能卡、

扫描仪和打印机等。

为使用多种外设的用户提供可媲美“本地 PC”
的体验。

网络和本地打印 通用打印驱动程序（Universal Print Driver）和打印

服务器（Print Server）技术使客户再也不需要管理数

百甚至数千台网络和本地打印机。高效的思杰打印协

议可压缩打印流量，允许通过任何客户端（包括 iOS
和 Android 设备）打印。

简化思杰主机上打印驱动程序的管理，减

少网络打印所需带宽，将打印功能扩展到

Windows 设备之外。

安全的自服务 Citrix StoreFront

功能特性 功能 优势

企业应用商店 基于 StoreFront，使用户能够以自服务方式选择被授

权的应用和共享桌面。

为用户提供单一接入点，为 IT 部门提供单一

控制点，在不同设备和网络中交付一致的体

验，快速为用户重新建立连接以加快速度并

提高便利性。

漫游用户重新连接 
（Citrix StoreFront）

利用 NetScaler Gateway，使用户可以在切换使用不

同网络和设备时继续使用应用和共享桌面。

通过任何设备快速重新连接到应用，加快速

度并提高便利性。

应用跟随（Follow 
Me Apps）（Citrix 
StoreFront）

Citrix StoreFront 使最终用户可以在一种设备上灵活

地选择自己的个性化 Windows 应用，并在任何设备

上通过单一点击无缝地访问所有这些应用。

用户只需要一次操作就可以为所有设备订购需

要的应用和共享桌面。

简单的客户端配置（Citrix 
StoreFront 和 NetScaler 
Gateway）

利用 Citrix StoreFront 和 NetScaler Gateway，最终

用户只需轻松下载 Receiver 应用，然后输入办公电子

邮件地址，就可以自动配置客户端和应用商店设置。 

用户可在几秒钟内准备就绪并开始工作，而不

必发布指南或频繁求助于帮助台。

云就绪，基于 FlexCast® 管理架构  

功能特性 功能 优势

基础架构互操作性和优化  

XenServer 虚拟机管理

系统（包含）

利用 Citrix XenServer 创建高度可扩展、易于管理而

且灵活的虚拟基础架构。

包括独特的 IntelliCache 功能，可以将常用的

读取和写入信息缓存到虚拟机管理系统主机

中，而不必将这些命令发回到中央存储设备中。

VMware Sphere，
Microsoft Hyper-V 

支持 Microsoft 和 VMware 平台。 轻松集成现有虚拟化解决方案，同时提供出色

的灵活性来随时扩展或修改基础架构。

自动化虚拟机置备

（Machine Creation 
Services，设备创建服务）

包含服务器虚拟机的自动置备选项。根据存储容量和

I/O 负载进行了优化。

通过单一镜像管理简化虚拟应用和桌面部署。

XenApp 服务器的集中镜

像管理（应用置备服务）

除了 Image Streaming，思杰应用置备服务（Citrix 
Provisioning Services）还具有先进的镜像管理特性，

包括快照和回退。

简化大规模部署的管理，同时将 IOPS 开销降

低 99%，进而降低昂贵的共享存储的成本和

复杂性。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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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置备  通过 Citrix Studio 控制台，在常用的云管理平台上进

行部署，包括 Amazon Web Services（AWS）或基于

Citrix CloudPlatform 的公共云或私有云服务。

在私有云或公共云中部署并管理熟悉的

XenApp 公司内基础架构，使 IT 部门可以轻

松扩展以满足最苛刻的服务水平协议（SLA）
要求。

ShareFile 集成 优化公司内或公司外数据共享和同步服务。 满足用户的移动性和协作需求，以及企业的数

据安全性要求。

迁移和部署工具  

自动应用发布  智能配置向导可指导管理员逐步完成配置，同时提供

联机错误检查和在线帮助。通过智能部署向导配置配

置文件管理和 StoreFront 服务。

通过避免手工配置错误将部署时间缩短

80%。

AppDNA ™（包含在铂金

版中）

应用兼容性和迁移软件使企业可以有信心地发现、自

动运行、模拟和管理应用。

实现更快速的应用迁移、更轻松的应用虚拟化

和简化的应用管理。比手工操作快 90%。 

监控和管理  

基于 Web 的帮助台和故

障排除工具（Director）
Director 可提供有关 XenApp 环境的详尽而直观的

信息。它使支持和帮助台团队可以快速而无缝地为最

终用户完成关键支持任务，同时监控并排除系统故障，

防止故障影响扩大。

为帮助台提供一个控制台来完成用户会话监

控、故障排除和修复。

用户体验网络监控

（EdgeSight）
提供集成到 EdgeSight 控制台中的 NetScaler 
Insight Manager 提供的用户体验数据，以关联用户

性能，网络问题导致性能降低时及时发现问题。

利用长期趋势分析数据和分析工具，快速隔离

可能会影响用户体验的网络瓶颈。

托管应用使用报告和许

可证预警（Director）
帮助通过详细报告深入了解已发布应用的使用情况。

这些报告可以记录用户访问的应用、运行应用的时间、

特定用户或服务器最常使用的应用发展趋势或时间长

短等。License Server（许可服务器）可在达到许可证

使用数量限制前提前向管理员发出通知。

通过更全面地了解应用使用情况，IT 部门可以

更有效地管理应用交付容量，积极主动地跟

踪环境中的许可证使用情况。

单一配置和部署管理控

制台（Studio）
Studio 可提供各种向导来指导您完成以下工作：配置

环境，创建自己的工作负载以托管应用和共享桌面，向

用户分配应用和桌面等。

大幅度简化并自动完成部署，包括多租户和混

合云实施。

第 3 方系统管理集成 XenApp SDK 可集成您现有的系统管理基础架构，使

您可以自动完成各种任务、预警和报告。

提供出色的灵活性来利用已有的管理工具。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集成 

管理和部署提供给思杰服务器的虚拟应用和桌面

镜像，利用 Citrix Connector for Configuration 
Manager 来从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SCCM）控制台上向思杰用户置备应用和桌

面。

利用 SCCM 中提供的策略执行、报告流程和

工具。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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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优化  

多流协议 通过将虚拟应用和桌面流量分为 5 个不同的数据

流——实时、交互式、后台、批量和 UDP/ RTP 流量——

实现流量优先级分配。

允许 IT 部门制定规则，规定为哪些类型的流

量分配最高优先级。

高级 WAN 流量优先级

分配（基于 CloudBridge 
VPX ™）

通过 CloudBridge 交付，可识别各种应用流量并实现

细粒度的优先级分配，从而实现对 WAN 链路的全面

可视性和控制。

细粒度的应用交付控制，再加上对 ICA 和非

ICA 流量的优先级控制，确保可始终达到 SLA
要求。

分支机构流量缓存（基于

CloudBridge VPX）
CloudBridge 客户端缓存使用户可以在连接到网络之

前共享通用的缓存设备。

在分支机构改进用户体验，同时增加可支持

的用户数并减少所需的总带宽。

安全性 

远程访问协议（ICA 
Proxy）

基于 TCP 的远程控制（remoting）协议可提供对

XenApp 上发布的虚拟 Windows 应用和桌面的安全

访问。只通过网络传送屏幕更新、鼠标点击和键盘敲

击数据。

将应用、桌面和数据安全地保存在数据中心内

而不需要 VPN。

通信流量加密 基于标准的高性能加密连接。 确保传输的 HDX 连接数据的安全性。

SmartAccess 基于环境的细粒度策略引擎采用智能接入策略管理技

术，通过以更细的粒度批准或拒绝各任务（如打印、

拷贝 / 粘贴或映射驱动）来平衡各种应用场景下的需

求。

使 IT 部门可以灵活地实施细粒度策略，满足

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需求。

多因子身份验证 通过令牌和智能卡身份验证解决方案保护应用接入，

提高安全性。

最大限度地增强公司知识产权（IP）及客户 /
病人记录的安全性。

支持基于风险的身份验证

（Receiver） 
一种强大的风险引擎，可通过交付用户友好的多因子

身份验证来透明地提高安全性。基于风险的身份验证

可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同时保留用户熟悉的用户

名 / 密码登录体验。

IT 部门可以定制 XenApp 的身份验证工作方

式，大幅度增强应用和共享桌面的安全性，同

时提供无缝的最终用户体验。

符合 FIPS 要求并通过

Common Criteria（通用

标准）认证 

帮助 IT 管理员遵从严格的安全合规性要求，进而简化

安全合规性和数据保护。XenApp 是符合 FIPS 140-2
要求并通过 Common Criteria（通用标准）认证的唯

一应用虚拟化解决方案。

帮助 IT 管理员达到严格的安全合规性要求。

集成 SSL VPN 特性全面的 SSL VPN 使用户可以接入任何应用或网络

资源。包含 NetScaler Gateway 客户端接入许可证。

NetScale Gateway 设备单独出售。

与 Receiver 紧密集成，打造无缝的 UI。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 

统一交付平台 每站点交付最多 20K 种应用或共享桌面，利用通用管

理解决方案管理多个版本的 Windows Server。
通过简化操作系统迁移降低管理成本和复杂

性，因为新的操作系统版本工作负载可与以前

版本的工作负载一同增加。

多站点负载均衡和故障

切换

利用 NetScaler® 广域负载均衡特性提供无缝而智能

的多站点负载均衡和故障切换。

确保用户始终可访问自己的应用（基于

NetScaler）。

高可用性 提供多级故障防护，确保高可用性和无缝的基础架构

及用户会话故障切换，包括通过数据库连接租赁（可

缓存成功的用户连接的结果）确保连接弹性。积极主

动地监控 XenApp 服务并自动排除故障以确保可用

性。

集成冗余设计，符合内部服务水平协议（SLA）
要求。即使在数据库不可用时，用户也可以接

入并使用自己的应用。

http://www.ci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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