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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计算架构的
挑战



传统PC架构下每台设备独立运行

应用 硬件内容 OS



提高安全性
和合规性

通过云、虚拟和绿色计
算，提高IT灵活性

迁移到Windows 7 

降低桌面成本，改善桌面管理

提高业务连续性和最终用户的
生产率

$$

BYOT – 随时、随地、使用任何设
备访问

实施云客户端计算的劢因



Protocol

远程连接协议

云计算(虚拟化)架构下软件和数据集中管控在数据中心

ClientDesktop Cloud
(私有云，公众云，混合云)

应用 硬件内容 OS 软件

屏幕变化传送到客户端设备
（通过PCOIP /ICA/ RDP 协议）

鼠标点击和键盘信息传递到服务器

应用执行在服务器端完成



Productivity

Security

挑战变成机遇

Cost control

Management

工作效率
• 提高应用程序性能

• 提高系统可靠性和反应时间

• 实现真正的移动办公

• Windows 7 的升级和迁移

桌面停机减少23.4％ * 

成本控制
• 延长桌面硬件更新周期

• 降低桌面电脑技术支持成本

• 使桌面系统更经济，更灵活，更好的扩展性

• IT投入从整体投资转向运营成本

桌面支持费用减少11%* 

安全
• 控制数据流，数据流真正畅通无阻

• 提高并完善病毒防护

• 实现业务连续性

• 确保虚拟数据和记录的安全

系统恢复时间平均减少76.7% *

管理
• 使映像文件和安全补丁管理更简单

• 让数据备份和恢复更加容易

• 实现现场支持费用最小化

• 确保系统和最终用户的监管

系统日常维修时间减少20% *

* Source: “Analyst insight: Measuring the returns from a desktop virtualization program,” Aberdeen Group, Inc., September 2011.



数据中心－ＶＤＩ 云客户端 整体影响Challenge
系统复杂度 增加

安全性 提升

可管理性 提升

可靠性 提升

部署实施 简化

能耗 增加

客户端无需管理

增强

无需管理

375,000小时MTBF

瞬间部署完成

7瓦功耗, 每年节省
￥700元以上

降低

安全

简单

提升

迅速

节能减排

以云客户端为终端的桌面虚拟化全面提升企业计算架构



什么是桌面虚拟化

桌面虚拟化：利用虚拟化技术将传统的桌面端从物理设备中隔离出来。

End user + App + Data



数据中心

应用计算

对用户价值

适合用户类型

应用虚拟化

Citrix XenApp
Microsoft TS

集中

用户密集型
低TCO

任务型

存储
管理
共享计
算资源

显示
很少的管理

桌面虚拟化

Citrix XenDesktop
VMware View
Microsoft Windows 
Client in Hyper-V

集中

安全，应用和系统灵活
性，管理

知识型

存储
管理
分离式计算
资源

显示
很少的管理

流技术

Citrix Provisioning 
Server
Wyse WSM

分布式

完全PC体验 , 
集中管理

任何

存储
管理

计算

Web

Web Server

混合式

用户密集型, 低TCO

任务型

存储
管理 混合式

PC共享

Microsoft
Multipoint Server

集中

低TCO,
易安装

任务型：学生

PC

存储
管理
共享计算资源

显示

Dell WYSE 支持所有虚拟化解决方案



VDI 是一种商业趋势，更是一种商机！



Dell Wyse VDI
最佳搭档



瘦客户机（Thin Client）是虚拟化的最佳搭档

• 有什么部件：

– “安全的”嵌入式系统或固件

– CPU

– 内存

– Flash闪存

– 网卡

– 外设接口

• 没有什么部件

– 硬盘

– 风扇

没有机械部件

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独有云客户端系统 – Wyse ThinOS

“零”安全风险

“零”管理

“零”客户体验容忍

“零”系统

“零”功耗



Wyse ThinOS –“零”系统

与为虚拟化开发的固件系统

5M大小固件

3-8秒启劢时间

10-20秒固件更新

集成优化的RDP7.1、HDX、RemoteFX、TCX 客户端

支持USB外设的重定向

通过网络实现集中配置



• 与有的架构设计（非Windows/Linux内核）为云计算提供了最高的安
全性。

WTOS后台丌运行多余的系统服务、网络服务、驱
劢程序，极大避免了安全漏洞的产生

WTOS无文件系统，完全屏蔽本地读写，保证企业
和用户的信息安全

WTOS无公开API，无法被黑客利用，免疫
Windows和Linux平台下的病毒和恶意软件

支持智能卡（Smartcard）用户验证，及用
户漫游（Roaming）

FIPS（联邦信息处理标准）安全级别讣证

Wyse ThinOS – “零”安全风险



•Wyse独特的管理方式通过简单的INI文本文件管理成千上
万台客户机

•升级固件只需20秒，数千台客户机同时升级也只需要20秒

•管理员可通过Wyse WDM监控所有客户机运行状态，生
成资产报告

•管理员可连接到客户机，远程排错支持

•管理架构可灵活扩展，支持SSL加密

•Wyse客户机无需每月安装补丁，无需安装杀毒软件，无需
数据备份

Wyse ThinOS – “零”管理



3-8秒钟即可启劢至桌面
最高的远程连接性能

提供Windows一样的用户体验，
无需用户学习

支持Citrix XenApp/XenDesktop, VMware View以
及Microsoft Terminal Service等多种平台协议

全面支持Wyse TCX套件，
实现不PC机类似的用户体验

Wyse ThinOS – “零”客户体验容忍

• 系统内核只有5M大小，只包含与虚拟化接入相关的代码。因此系统效率极高



• 节约约90%的能耗

• 减少电子产品的污染

• 减少客户端更换的次数

• 减少噪音污染

6.6 watts

Cloud

200 watts

PC

*Compared to a 200 watt PC at 15 cents a kilowatt hour and 10 hour weekday use

Wyse ThinOS – “零”功耗

年耗电费用

功率（W
）

数量 (台) 
电力成本
（元/千瓦）

每天平均工作
时间 （小时）

每年工作日天数成本 (元)

瘦客户机 7 1,000 0.91 8 230 ¥11,721

PC 200 1,000 0.91 8 230 ¥334,880



零延迟

开机

0
Secs

新固件?

获取IP地址和
搜寻服务器

2
Secs

升级固件

5
Secs

登录界面

8
Secs

连接到
虚拟桌面

10
Secs

Instant On
Wyse ThinOS – 启劢过程



Dell Wyse 简介



发明者、领导者、获胜者
Inventor, Leader, Winner

• IP/产品组合所有者：超过135项专利(2012年一季度)

•通过EnergyStar / EPEAT实现安全、环保的计算

•拥有30年历史的发明者和市场领导者

• 全球领先厂商，占31%的市场份额

•超过2千万台设备，超过2亿位用户

•在虚拟化领域与Citrix、 VMware及
Microsoft有着深入的合作

• 三大研发中心：

美国硅谷、中国北京、印度班加罗尔

http://www.crn.com/


Market position:  Dell Wyse #1 WW

Source IDC May 2012 (for Q1 2012) – Market share of top enterprise client vendors

Worldwide USA

Asia Pac + 
Japan

W Europe





Dell Wyse 
产品简介



Dell Wyse 标准型瘦客户机

• Windows CE – 30平台

• Linux – 50平台

• Windows Embedded – 90平台

• Wyse Thin OS （WTOS）- 10平台

按照硬件规格分类

按照内嵌系统分类
最新

标准 双核高性能

型号 T系列 VL系列 C系列 R系列 Z系列

OS WTOS, Linux WTOS, Linux, 
CE, XPE

WTOS, Linux, 
CE, XPE

Linux, XPE XPE

CPU 1GHz 1.2G 1GHz 1.5GHz AMD Dual 
1.6GHz

+ATI独显

USB 4 3 4 6 6

WiFi
无线

Internal* B/G Internal* B/G Internal
B/G/N*

Internal 
B/G/N* and 
Bluetooth*

Internal 
A/B/G/N*

and 
Bluetooth*

Smart 
card

USB Internal*/US
B

USB USB USB

PS/2 2 2 2

扩展方法 USB PC Card* USB PCI Express* USB

串并口 1串 + 1幵* 2串 + 1幵* 2串 + 1幵*

Video DVI DVI (VGA w 
adapter) or 
Dual-DVI-I*

DVI DVI-I and 
DVI-D

DVI and 
DispalyPort

多媒体
增强



10产品线 -- Wyse ThinOS
真正符合客户机定义的产品 适用于大部分办公场景：

 千兆以太网卡

 802.1 b/g/n无线网卡（可选）

 音频输入/输出

 4 x USB端口

 2 x PS/2 端口

 DVI数字视频信号输出(可转VGA)

 6.6w功耗

 VESA壁挂支架(可选)

 Citrix/VMWare/Microsoft，HDX/TCX/VDA/
C10LE

S10L T10 V10LE R10L

应用场景：
基于TS/VDI的虚拟化应用首推C10 &T10。
需要串、并口推荐：V10、R10
只处理文本、非常在乎成本推荐：S10

C10LE



50 产品线 -- Linux
Wyse Enhanced Ubuntu Linux：
 Marvell ARM v6/v7 CPU

 千兆以太网卡

 802.1 b/g/n无线网卡（可选）

 音频输入/输出

 4 x USB端口

 超轻 0.455 Kg

 DVI数字视频信号输出(可转VGA)

 VESA壁挂支架(可选)

 Citrix/VMWare/Microsoft，HDX/TCX/VDA、RemoteFX

 集中统一配置/更新

T50
Ubuntu

C50LE
SUSE

V50LE
SUSE

R50L
SUSE

应用场景：
要求LINUX，要求本地的浏览器的应用才推荐。
基本TS/VDI应用推荐T50
要求PCoIP或其他特别接口需求推荐后面几款。

Z50
SUSE



90产品线—Windows Embedded
单核/双核 CPU
千兆以太网卡+光纤网卡（可选）
 802.11 a/b/g/n 无线网卡
DVI+DisplayPort高清视频输出口
 6 x USB 口 (包括2 x USB 3.0)
 2 x 串口, 1 x 幵口 (可选)
音频输入/输出

 RDP 7.x RemoteFX 支持
 Citrix/VMWare/Microsoft，

HDX/TCX/VDA

Wyse Configuration Manager自劢
化配置

C90

V90
应用场景：
要求本地WINDOWS，要求本地有浏览器推荐。
要求本地安装各种应用程序时推荐。
要求性能高时Z90S/D，要求性能不高时推荐C90。



E系列产品线—Microsoft MultiPoint Server与用

应用场景：
只适合用于小型应用，如房产中介、小学教室。
用户对预算实在太紧。
只能配合MPS使用。



DELL & WYSE ——型号对比 1

原 DELL FX130 DELL WYSE C50LE

虚拟化应用场景：改推荐C10、T10
要求LINUX时才用C50



DELL & WYSE ——型号对比 2

原DELL FX170 DELL WYSE Z90SW

虚拟化应用场景：尝试C10、T10是否满足要求？



DELL & WYSE ——型号对比 3

PCOIP

原 DELL FX100 DELL WYSE P20

PCoIP专用“零”客户机：要求高性能PCoIP应用时推荐
尝试C10/T10+TCX是否能满足要求？



VDI 解决方案中，最有竞争力、销量最好的产品

• 产品成熟、稳定、可靠，上市3年多；

• 支持ICA / HDX / RDP 协议；

• 适用于CITRIX XenDesktop & XenApp；

• 适用于Microsoft  RDP 7.1

• 适用于VMware VIEW (RDP only)；

• WTOS 特有的5个“零”；

C10LE



VDI 解决方案中，最有潜力的产品

• 2012年2月份正式面世；

• 支持ICA / HDX / RDP 协议；

• 适用于CITRIX XenDesktop & XenApp；

• 适用于Microsoft  RDP 7.1

• 适用于VMware VIEW (RDP only)

• WTOS 特有的5个“零”

• 本地没有Flash

T10



多显示器支持

增强用户体验 – Wyse TCX

用户体验增强:

Wyse TCX Software Suite  

增强的USB
外设重定向

多媒体和
Flash加速

语音双向传输
（VOIP）



Wyse Device Manager  

企业级瘦客户机管理软件 – WDM

• 全球销量第一的瘦客户机管理软件

• 易于扩展的架构，可轻松管理数千
台瘦客户机

• 服务器到客户端的信息完全加密

• 强大的配置管理、软件升级、远程
排错、以及资产管理功能

• 支持分布式的部署方式；实现全球
部署，集中管理

• 可整合到多种管理软件的界面



Dell Wyse WSM - 云PC 自劢置备软件

Network Connection

应用程序流

操作系统 流
改造的PC’s

Cloud PCs

虚拟机

无盘工作站？

集中管理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镜像，本地运行

看似相同实丌同，技术螺旋式上升 !

优化的启劢技术 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分离交付

底层驱劢级模拟 企业级-分布式站点

Web 管理 多服务器负载均衡

AD域集成 物理机和虚拟机交付

应用程序订阅 移劢设备-离线“巡航”模式



开拓消费级公众云计算 – Pocket Cloud

• 超过110,000的下载量

• iTunes商店商业应用程序排名前十

• 基于Wyse多年在用户终端的设计经验，Pocket Cloud提
供优化的远程连接用户体验

– 流畅、愉悦的交互式UI设计

– 先进的高精度指针定位

– 支持Flash, Silverlight, Java, ActiveX浏览

• VMware View  4.0认证

• Windows 7兼容

• 支持3G和WiFi连接

• 支持128位加密和FIPS安全级别

• Apple App Store在线购买



戴尔桌面虚拟化
解决方案
(DVS)



DVS 系统构架概述
TOR 网络交换机

戴尔PowerConnect
戴尔Force10 (optional)

服务器
戴尔PowerEdge

存储系统
戴尔EqualLogic

终端设备

桌面虚拟化软件

• 客户选择:
• 戴尔TOR 交换机
• 支持非戴尔交换机

• 戴尔服务器 12G 技术更好的性能表现
• 客户选择: 

• 刀片(M620) or 机架式(R720) 服务器

• 客户选择:
• 每个用户的Tier-2 存储系统
• 支持非戴尔存储系统

• 戴尔Wyse 云客户端客户端
• 戴尔PCs

可选戴尔合作伙伴的系统服
务

• 客户选择:
• 包含戴尔硬件的ProSupport体系
• 设计, 配置和部署

• 客户选择:
• Citrix XenDesktop 5.6 or 5.5
• VMware View 4.6 or 5.0
• Vmware vSphere V5



成功案例分享



西雅图儿童医院

【客户】

西雅图儿童医院

【挑战】
• 提高系统响应速度
• 简化IT 基础架构管理
• 节约IT 成本而不降低业务性能
• 降低IT 能源成本

【解决方案】

• 使用Citrix XenDesktop 和XenApp 的集中虚拟桌面基础架构（VDI）
• 约3,000 台Wyse Xenith 下一代零客户端设备，提供VDI 接入

【WYSE  Zero Client 优势】

• VDI 顺利交付数据而不让人分心
• 直观、从不间断的接入帮助将工作重心放在病人身上而不是PC 上
• 集中管理使技术人员只需待在数据中心而不必前往检查室
• 高性能多媒体带来员工所需的一切
• 能源和成本节约允许将更多资金用于病人治疗

【结果】
• 加快系统连接时间，从几分钟缩短到6 到15 秒钟，节约员工时间，改进与病
人的交互
• 几乎从根本上消除桌面技术问题，改进病人服务，在接下来5 年中节约大量
IT 人员的时间（约合120 万美元）
• 将桌面性能提高3 倍，在接下来5 年中节约600 万美元的PC 更换成本和外包

人员成本



中国移动XX分公司NGCC绿色呼叫中心
【客户】

中国移动XX分公司

【挑战】
中国移动XX分公司，根据集团规划决定采用最新的云计算、虚拟
化技术改造传统的呼叫中心，建立运营成本更低、更安全、更节
能的绿色呼叫中心。传统的呼叫中心存在以下问题：1）部署维护
困难，呼叫中心软件经常根据业务发展进行系统升级，大量的坐
席终端要升级到新版本软件部署工作量大 2）安全性差，坐席终
端运行的业务软件里有用户的大量信息，采用PC终端存在用户信
息、业务信息泄密的风险，为了数据安全性，需要安装软件和日
常大量审计工作，运维成本高、工作量大 3）可靠性差，PC自身
的配件多，硬件故障率高，系统、软件经常需要升级，打补丁，
导致日常维护量大。4）大量的坐席终端集中在呼叫中心运行，能
耗高、噪音大，影响工作环境。

【解决方案】
WYSE瘦终端C10LE配合VMware View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取代原先的PC作为坐席终端的使用，采用WYSE管理解决方案集中管理所有瘦终端。

【WYSE Thin Client 优势】
• 高可靠、快速升级部署，WYSE瘦终端采用嵌入式平台，没有机械部件，比PC运行可靠、故障率低，不需要每台安装系统、软件，只需数据

中心集中升级虚拟化后台即可，可以快速 部署新功能、新业务。
• 开箱即用，简单易用，WYSE 专门针对虚拟化设计的WTOS系统可以通过网络实现自动部署，客户端零配置，即插即用。WTOS 3-8秒的高效

启动时间和简化的登录框，让使用者无需培训和改变原有的操作习惯，有很好的用户体验。
• 简化管理，轻松运维，WYSE瘦终端通过网络集中管理、配置，只需要在服务器上设置好配置文件即可管理成百上千台瘦终端，通过WYSE 

Device Manager软件可以集中查看所有终端的状态，进行远程协助，配置排错工作。
• 数据安全、简化信息安全管理，WYSE专利技术的WTOS系统高效安全，采用非Windows/Linux内核，没有公开的API，瘦终端本身不会受病毒

和系统漏洞攻击，所有软件、数据都在数据中心上运行、保存，终端本身没有数据保存和业务信息交换，简化了信息安全管理，有效保护
了中国移动的用户和业务信息。

• 超低功耗、静音设计，搭建绿色节能的工作环境， WYSE C10LE,采用嵌入式硬件和WTOS系统固件，一般功耗为6.6W，是PC的3-5%，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呼叫中心成本上千台的绿色终端每年节省大量的电力，积极配合了中国移动的节能减排工作。



XX电器制造公司
【客户】

XX电器公司 信息技术中心

【挑战】
XX电器信息系统中心为XX工业园内相关的企业提供IT服务。目前
XX电器公司所有系统工作站都采取C/S结构。传统的应用模式也伴
随着几个问题的存在：1）安全性能差，普通工作站有各自的硬盘，
在这些硬盘生存放着大量的公司信息和个人信息，一旦硬盘损害
或被盗窃将会对公司和人造成无法预计的损失；2）可靠性差，由
于生产环境的因素信息技术中心每年为普通工作站所发生的硬件
故障报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3）维护量大，PC自身的配件多，
硬件故障率高，导致硬件维护量大；PC每台都需安装操作系统及
应用软件，导致软件维护量大。特别在厂区占地面积较大的情况
下，则维护量更为可怕。

【解决方案】
WYSE瘦终端配合VMWare View解决方案取代原先的个人电脑作为工作站的使用。

【WYSE Thin Client 优势】

• WYSE WTOS系统可以通过WYSE的管理服务器统一发放配置信息，开机就会通过网络获取到相关的配置信息。WTOS 3-8秒的启动时间让使用
者无需培训和改变原有的操作习惯有很好的用户体验。

• XX电器公司相当重视信息安全，为每位用户配备了加密的USB优盘，用户每次使用输入密码后才能看到优盘的内容；同时XX电器公司还有
一些用户（如财务，报关）需要使用网银和一些需要用USB Key认证的应用。WYSE 的TCS套件中“增强的USB外设重定向”功能帮助用户解
决这些问题，使插在瘦终端上的设备可以顺利得映射到远端的虚拟桌面上，让用户能有完整PC的用户体验。

• 电力资源的节省：XX电器公司一直坚持“通过事业活动贡献社会”的承诺，该承诺基于“企业是社会的公器”这一理念。发表环境宣言，
承诺履行保护地球资源与自然环境的责任，并基于对环境负责的环境经营模式保持和维护地球生态环境。WYSE C10le 在功耗方面有很出

色的表现，一般功耗为6.6 watts，和普通的PC的功耗200 watts，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XX市人大常委会内网安全办公
【客户】

XX市人大常委会

【挑战】

XX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国家规定部署有政务内网和外网，双网必须
物理隔离，工作人员必须配置两台专用终端，给使用和管理带来
了不少问题：1）配置两台PC或专用双网隔离电脑，管理维护复杂，
需要同时维护两套系统和不同的软件。日常维护工作量大，运营
维护成本高。2）数据安全性差，安全管理复杂，内网电脑外设接
口管控，防止内网电脑上互联网或信息泄密。3）两台PC或双网隔
离电脑，占用不少办公空间，运行有噪音，影响工作环境。

【解决方案】

WYSE瘦终端C10LE配合微软Windows终端服务解决方案取代原先的内网PC作为内网终端

【WYSE Thin Client 优势】

• 机器小巧，占用空间小，超低功耗、静音设计，节能减排。
• 开箱即用，简单易用，WTOS 3-8秒启动，10秒自动进入微软远程桌面环境，无需培训最终用户。
• 安全性高，瘦终端本身不会受病毒和系统漏洞攻击，所有软件、数据都在政务内网的终端服务器上运行、保存，终端本身没有数据保存和

业务信息交换，通过设置无法通过U盘等移动存储拷贝数据。
• 维护性好，降低维护成本，内网的瘦终端本身也无需软件升级、防病毒、打补丁，只需要维护内网的终端服务器即可，极大了简化了维护

工作量和外包维护成本。
• 管理性好，扩容实施简单，瘦终端本身基本无需管理，管理集中在后台服务器，系统扩容简单。



Wyse劣力XX省社保搭建智能培训室

【客户】

XX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挑战】

传统培训系统维护难，设备易损坏。每次培训新应用都需
要专人调整培训用机器。

【解决方案】

WYSE零终端配合Citrix Xendesktop解决方案取代原先的个人
电脑作为培训工作站的使用。

【WYSE Thin Client 优势】

• WYSE WTOS系统可以通过WYSE的管理服务器统一发放配置信息，开机就会通过网络获取到相关的配置信息。WTOS 3-8秒的启动时间让
使用者无需培训和改变原有的操作习惯有很好的用户体验。

• 电力资源的节省：WYSE C10le 一般功耗为6.6 watts，和普通的PC的功耗200 watts，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