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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部署 3D 应用和数据，同时提供出色用户体验的技术战略 

设计和制造公司必须快速应对日益全球化而且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下的需求。

为了加快产品上市时间，他们需要能够有效地与现场和离岸员工、移动和远程员

工开展协作并管理设计生命周期。与此同时，随着员工队伍变得日益移动化和分

散，以及计算环境变得更加多样化，他们必须确保安全性及对知识产权的控制。

要实现这些目标，严重依赖协作和 3D 模型及 2D 图形交换的公司需要应对几大关键

挑战。保存在用户工作站中的产品和设计数据很难保护并与其他团队成员、合作伙伴、

供应商及客户共享。确实，交换设计数据的最常用方式仍是电子邮件、FTP 和物理介 

质。这些方法非常繁琐而且是异步的，不能支持实时 3D 协作。每年，全球设计中心

间的数据同步变得日益低效，因为文件大小的增长超过了网络容量的增长速度。从

工厂车间或生产一线访问设计数据，实时进行简单的编辑或分析修改工作的难度太

大。安全性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保存并在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之间共享的产品和

设计数据增加了知识产权被盗的风险。

本白皮书介绍了一种技术战略。该战略可以帮助围绕设计数据和基于模型的设计成

果来开展安全的实时远程协作，同时确保出色的视觉性能。这种方法基于 Citrix® 虚

拟化解决方案和采用 NVIDIA GPU 加速技术的戴尔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企

业实现产品上市目标，确保知识产权安全，同时降低 IT 成本。

白皮书

高端设计数据用户张开怀抱欢迎 3D 应

用和工作站的集中交付 

集中化正改变着各种企业的 IT 环境，因

为桌面、应用和数据从终端设备上迁移

到了数据中心内，在这里可以受到更有

效的管理、维护和保护。桌面和应用实

现了虚拟化（也就是从底层硬件中抽象

化），并在基于服务器的虚拟机而不是

用户终端设备上运行。这样就可以帮助

将桌面和应用

以服务的方式按需交付给任何地点上的

用户。同时提供外观和运行方式与传统

PC 相差无几的出色体验，不管人们如何

访问，也不管他们使用何种设备。现在，

虚拟化成了旨在支持移动性、消费化、

远程办公和其它主要趋势的主流 IT 战

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对许多公司来说，在数据中心内虚拟化

并托管 3D 应用或整个工作站的趋势受

几大要素推动，包括安全性、移动性和

产品上市时间。

“ABB Schweiz 印度分公司的工程师

可以高效地办公，就好像他们是在企

业数据中心所在的瑞士一样。他们使

用 Dassault SolidWorks 解决方案。该

解决方案实现了虚拟化并通过往返

延迟（RTL）为 150-200 毫秒的网络

连接交付，每天使用时间长达 5 到 6

个小时。Citrix 解决方案使分散在全

球各地的不同团队可以有效地开展

协作，确保所有设计数据都保存在一

个集中位置上。同时，ABB 开发人员

可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因为他们现

在可以通过任何设备访问 CAD 工作

站。”

ABB Schweiz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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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 在企业扩展与外聘人员、业务

合作伙伴及外包服务提供商的协作的过

程中，他们需要更有效的途径来保护整

个虚拟工作空间内的产品设计知识产权

和客户数据。很多公司选择锁定企业网

络并通过 VPN 解决方案来提供远程访

问，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适得其反，将受

保护的安全网络扩展到了不安全的远程

设备。通过在数据中心内托管应用和工

作站，并通过安全的远程控制（remoting）

协议来只向终端设备发送像素显示数

据，他们就可以消除通过 VPN 在防火墙

上打开端口的需要。

移动性 – 移动设备在企业中的快速普及

对设计和制造公司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使他们可以从生产车间或客户站点上

直接获取设计文档和复杂的 3D 模型。

这样就可以大大加快设计和生产，帮助

公司更有效地与客户进行沟通和协作以

满足其需求。然而，大多数 3D 应用基于

Microsoft Windows，一般优化用于全尺

寸屏幕并依赖点击式输入来执行全部功

能。要在设计和制造行业发挥平板电脑

的全部潜力，它们需要通过触摸屏输入

方式提供这些应用的全部功能，同时确

保让用户满意的使用体验。通过在数据

中心内集中部署并虚拟化 3D 应用，企业

可以利用远程控制协议中内置的移动优

化策略，使基于 Windows 的应用控制设

备可以支持触摸功能。用户可以使用下

拉框、放大控制工具和触摸文本栏目时

的自动键盘弹出功能，而不需要源代码

修改。

上市时间 – 全球市场的需求使设计和制

造公司急需加快产品上市时间，同时实

现有效的成本控制。全天候开发周期和

地理上分散的团队使工作可以全天候进

行——只要公司可帮助团队成员实现围

绕设计数据的实时远程协作。应用托管

可以帮助开发团队在不同时段内高效地

办公，因为它可以集中保存数据并实时

提供给其他团队，而不是强迫他们每天

通过网络大量发送 3D 模型数据。同时，

将工作站托管在数据中心内，是一种非

常经济高效的方式，可帮助多个用户同

时共享相同的资源（即使他们在不同的

位置上），而且将来可以为不同时区的

非并发用户提供相同的工作站资源。

早期采用者已经开始获得数据中心托管

设计和工程工作站、图形密集型 3D 设

计及 PLM 应用的优势。现在，伴随最近

的技术创新和不断降低的硬件成本，集

中化正快速成为设计和制造行业的主流

战略。深度压缩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低带

宽网络的利用率，而面向托管和虚拟化

环境的全新 GPU 共享技术可以实现丰

富的体验，即使是最苛刻的图形应用。

面对比以往更加完整、经济高效的高性

能解决方案，全行业的公司都勇往直前，

实现高端图形应用的虚拟化。

由 Citrix、戴尔和 NVIDIA 联手打造的解

决方案，集中交付 3D 应用，同时确保高

性能体验 

最全面而且有效的 3D 应用虚拟化解决

方案来自 Citrix、戴尔和 NVIDIA。Citrix 是

虚拟化和移动办公领域的长期领导者；

戴尔是云计算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而

NVIDIA 则是可视计算技术领域的世界领

导者。这种联合解决方案可通过任何设

备访问，包括瘦客户端、平板电脑、Mac

和 Windows 笔记本，可提供压缩和图形

加速技术，在低带宽高延迟网络中优化

专业 3D 图形应用。Citrix、戴尔和 NVIDIA

正是以这种方式来随时随地满足工业设

计和制造公司的各种需求，不管他们的

专业人员与谁开展协作。

“Wiha 的 CAD 开发人员非常快速

地采用了 Citrix Virtual Desktops。这

为 Siemens Solid Edge 应用提供了出

色的性能，并使他们能够轻松使用

3Dconnexion的3D Space Mouse鼠标，

就像原来安装在本地 PC 中一样。集

中单一镜像管理可帮助公司确保所

有虚拟 CAD 工作站始终处于最新状

态而且可无故障运行。”

Wiha Werkzeuge，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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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解决方案基于采用 HDX™ 3D Pro 技术

的 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with HDX™ 3D 

Pro）（一种设计用于支持高端设计人员

和工程师的桌面和应用虚拟化解决方

案） 和 Dell Wyse Datacenter for Virtual 

Workstations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利用

NVIDIA GRID™ 技术，使多个虚拟机可以

在虚拟化服务器中高效地利用一个 GPU

的功能）。Dell Wyse Datacenter for Virtual 

Workstations 解决方案是业内第一种通

过 ISV 认证的解决方案，包含了最先进

的数据中心硬件及具有防病毒功能的

Wyse 瘦客户端。该解决方案的其它组成

单元包括 Citrix Workspace app ™、Citrix 

Hypervisor® 和 Citrix StoreFront with 

Citrix Gateway™。 

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 用于托

管和交付应用及桌面的完整平台 

Gartner 和 IDC 都将 Citrix 评为桌面和

应用虚拟化领域的领导者。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使企业可以通过任何

类型的网络和云基础架构来虚拟化并

交付应用和桌面。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配备有可支持任何虚拟机管

理系统技术的开放 API，而且可以支持

复杂的网络拓扑和任何存储基础架构，

提供了一个统一平台来构建适用于所有

Windows 应用和桌面的通用服务交付架

构。企业可利用通用策略和工具，在任

何地点和网络环境中帮助用户简化部署

和管理。

通过 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实现

的虚拟化使工业公司可以实现 4 大关键

目标：

• 使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用户可以实时访

问专业 3D CAD/CAM/CAE 应用和工作

站，并利用集中托管的数据开展实时

协作，加快产品上市时间。

• 在移动设备上为基于 Windows 的 3D

图形应用提供全面的功能，将它们的

使用范围扩展到生产车间、客户现场

和设计及制造专业人员工作的其它任

何地方上。

• 通过在数据中心内集中保存所有数

据来保护知识产权和客户信息。与散

布在全球各地的终端设备相比，数据

在这里可以受到更有效的保护，同时

消除通过电子邮件、FTP、物理介质及

其它过时方法交换数据的需要。 

• 降低成本并提高 IT 效率，因为它允许

员工和合作伙伴共享并扩展硬件资

源，降低对过去一直分布在整个企业

范围内并要求劳动密集型定期维护的

客户端硬件的依赖性。 

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可通过一

个平台支持所有桌面和应用交付场景，

提供出色的灵活性来最有效地满足企业

内任何应用场景的需求。对于工业设计

和制造公司，以下两种交付场景尤其有

用：VDI 交付和托管共享交付。

Citrix Virtual Desktops VDI 交付 – 适于

设计师和工程师使用的苛刻 3D 设计、可

视化和模拟应用。该场景为每个用户提

供一个虚拟化桌面和专用 GPU，而且可

以交付持久性桌面用户体验。

借助下面描述的 NVIDIA 虚拟化 GPU 硬

件解决方案，从高端图形应用中查看和

编辑 3D 数据的多个用户就可以共享一

个 GPU。

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托管共

享交付 – 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托管共享交付（也叫作终端服务交付）

适用于一个 GPU 就可以提供足够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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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 3D 图形工作负载和 2D 企业图形应

用，可以帮助企业在 Microsoft Windows

服务器上托管并共享完整的桌面或各应

用。这是支持图形用户的最经济高效而

且可扩展的交付选项。

HDX 3D Pro 技术 – 通过任何网络连接

交付增强的性能 

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 远程控制

（remoting）协议包含 HDX 3D Pro 技术，

这种技术专门设计用于增强视觉体验，

交付高性能图形密集型应用。主要功能

包括：

• 多种 WAN 优化技术，可提高网络中的

用户密度和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可扩

展性，并降低图形密集型应用的带宽

要求。 

• 深度压缩技术和服务质量（QoS）控制，

可通过任何网络连接优化应用性能

并分配适当的优先级，包括带宽只有

2MB、往返延迟（RTL）高达 200 毫秒

的 WAN 连接。 

• 硬件级 GPU 加速，可实现更高的帧率

和更平滑的视觉性能。 

• 全面支持 OpenGL 和 DirectX 应用而

不需要特殊的 Hooks 或编码。  

Dell Wyse Datacenter for Virtual Work-

stations – 通过 ISV 认证、面向图形密集

型工作负载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Dell Wyse Datacenter for Virtual Work-

stations 解决方案基于戴尔行业领先的

工作站和公认的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

提供了一种经过测试和认证的方法，可

帮助简化并加快运行图形和数据密集型

工作负载的高性能、可靠、安全的桌面

虚拟化的部署。该解决方案结合了经过

优化的戴尔服务器、戴尔存储和网络硬

件、具有防病毒功能的 Dell Wyse 瘦客户

端、客户端管理软件及戴尔服务。

Dell Wyse Datacenter for Virtual Work-

stations解决方案利用NVIDIA GRID技术，

在虚拟环境中高效地利用共享 GPU 的

功能，帮助最大限度地增加可访问真正

基于 GPU 的图形加速功能的用户数。每

个 VM 都通过 Citrix Virtual Desktops 与

自己的专用 vGPU 驱动程序通信，而每

个 vGPU 驱动程序通过自己的专用输入

通道向一个物理 GPU 发送命令和控制

信息。在渲染帧时，驱动程序将渲染好

的帧发送回虚拟桌面，再由虚拟桌面发

送回远程主机。

戴尔解决方案采用的端到端方法确保客

户可以通过安全的应用和常用数据共享、

快速部署、高效的扩展和集中基础架构

管理来提高员工和 IT 工作效率。很多

ISV 厂商，包括西门子、PTC、Intergraph、

SolidWorks 和 Autodesk，都在该解决方

案基础上完成了其应用的认证。

NVIDIA GRID 技术 – 虚拟化桌面和应用

的图形加速 

NVIDIA GRID 技术可以在虚拟化环境中

将图形处理负载从 CPU 卸载到 GPU 中，

进而为专业 3D 图形应用交付丰富的体

验。作为第一种真正的虚拟化 GPU 硬件

解决方案，NVIDIA GRID vGPU 允许多个

虚拟机直接访问一个 GPU 的图形处理

功能，而且不需要像 GPU 共享和 GPU 直

通（pass-through）等先前使用的方法一

样在性能和可扩展性之间进行折衷平

衡。设计公司可以为 2D、3D 和成像应用

提供高性能和低延迟，包括全面的 API

支持，同时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平滑地

实现扩展。因此，通过在所有用户（包括

设计师、工程师和知识工作者）间高效

地共享 GPU，企业可以扩大虚拟桌面环

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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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管理人员可以用集成 GRID 软件

和 NVIDIA GPU 补充 Citrix Virtual Desktops

和戴尔服务器技术，为任何位置上的用

户提供丰富的图形功能，帮助他们提高

生产率，支持全天候工作并从任何地方

上与任何人有效地开展协作。对用户来

说，在他们在自己所选的任何设备（甚

至包括平板电脑）上运行苛刻的专业 3D

应用时，GRID 可以提供响应灵敏的使用

体验。

更多解决方案组成要素： 

帮助实现服务器虚拟化、轻松应用置备

和通过任何设备访问的多种技术使该解

决方案更加完善。

Citrix Workspace app – 通过任何设备轻

松访问  

Citrix Workspace app 是一种通用瘦客

户端，使设计和制造专业人员可以通过

他们所选的任何设备（Windows、Mac、

Linux、iOS 或 Android）来访问虚拟化桌

面和应用。只需一个 URL 地址，用户就

可以轻松完成 Citrix Workspace app 的下

载和安装。然后，客户端就可以自动进

行管理，根据向用户提供的具体服务下

载任何额外的组件。移动优化策略可以

智能地使基于 Windows 的应用控制功

能支持触摸屏，如下拉框，而且触摸文

本栏时可显示更大的控制界面并自动弹

出键盘。因此，用户可以在带有触摸显

示屏的移动设备上全面利用 Windows 应

用而无需修改源代码。

Citrix Hypervisor – 集成服务器虚拟化

借助面向 Citrix Virtual Desktops 的集成

虚拟化平台，Citrix Hypervisor 可交付最

出色的桌面虚拟化性能。Citrix Hypervisor

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每台服务器可以支

持的用户数，简化存储操作并保护 VM

网络，以确保高质量用户体验，同时提

供有效的 IT 管控。Citrix Hypervisor 提

供 GPU 直通功能，帮助实现专用的每 VM

（per-VM）或每用户（per-user）GPU 访问。

GRID vGPU 可提供更高的经济高效性，

因为它允许在 VDI 环境中与多个 VM 或

用户共享 GPU，提供比专用 GPU 配置更

出色的规模经济效益。

StoreFront with Citrix Gateway – 自服

务企业应用商店 

员工需要灵活性和一致的体验，而 IT 部

门需要满足安全性和管控需求。为了在

二者之间实现平衡，StoreFront 提供了

一个自服务企业应用商店，可帮助用户

通过 Citrix Workspace app 客户端访问

Windows 应用和桌面。StoreFront 可基

于 Citrix Gateway 的功能帮助对所有应

用、桌面和设备进行基于身份的置备和

控制，包括合作伙伴、供应商、外聘人员、

客户及员工自己的设备。 这些功能使 IT

部门可以利用基于策略的控制措施来保

护应用、设计数据及客户信息，如仅允

许授权用户访问应用，自动注销离职员

工的账户和远程删除丢失设备中的数据

和应用等。



结语

专业 3D 图形应用和工作站的虚拟化可

以带来独特的优势，帮助设计和制造公

司满足当前业务环境的各种需求。专业

人士可获得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安全地访

问实时设计数据和基于模型的设计成果

并开展协作，不管团队成员有多分散，也

不受他们所选择的设备和所使用的网络

连接影响。

实时协作、全天候工作周期和用户移

动性可帮助企业加快产品上市时间，而

桌面、应用和数据集中化可以增强知

识产权和客户信息安全性。借助专门

设计用于支持专业 3D 图形应用并交

付出色用户体验的多种功能，Citrix、戴

尔和 NVIDIA 提供的解决方案正帮助全

世界许多最大型设计和制造公司实现

这一战略的全部优势。许多大型架构、

工程、建筑和制造公司已经开始认识

到 Citrix Virtual Apps 和 Desktops、HDX 

3D Pro 技术、戴尔服务器及采用 NVIDIA 

GRID 技术的工作站的优势，并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上获得了明显优势。更多信息

请 访 问：www.citrix.com/citrix-virtual-

app-and-desktops/3d 和 www.dell.com/

workstationvir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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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戴尔 

戴尔公司致力于倾听客户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创新的技术、业务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强大功能来帮助他

们完成更多工作。戴尔服务（Dell Services）致力于开发并交付一整套应用、业务流程、咨询、基础架构和支持服

务及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取得成功。更多信息请访问：www.dell.com。

关于 NVIDIA

NVIDIA（NASDAQ：NVDA）在 1999 年发明了图形处理器（GPU），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计算机图形的威 

力。最初，我们扎根于可视计算，后来扩展到了超级计算和移动计算，直到现在的虚拟化计算。NVIDIA GRID 和

GPU 虚拟化解决方案的推出可帮助从本地或基于云的虚拟化服务器中交付有着苛刻可视性要求的应用。更多信

息请访问：www.nvid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