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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已经进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IT 

技术正在帮助教育行业创新教学模式，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提高教学

和学习的效率，整个教育行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教育的数

字化、移动化，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的新特征。

数字化校园是以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为基础，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上建

立起来的对教学、科研、管理、技术服务、生活服务等校园信息的收

集、处理、整合、存储、传输和应用，使数字资源得到充分优化利用

的一种虚拟教育环境。通过实现从环境（包括设备、教室等）、资

源（如图书、讲义、课件等）到应用（包括教学、管理、服务、办公

等）的全面数字化，在传统校园基础上构建一个数字空间，以拓展现

实校园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提升传统校园的运行效率，扩展传统校园

的业务功能，最终实现教育过程的全面信息化，从而达到提高管理水

平和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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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利用平板电脑进行教学也迅速

被很多学校和学生所接受，移动化成为教育行业发展一个重要趋势，主要有三

个方面原因：

首先，国家正加大现代化建设的投入，宽带网络的普及使远程教育成为可

能，4G 移动通讯网络的全面铺开使得智能移动终端可以随时随地访问网

络，大的硬件环境为移动化学习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支撑。

其次，90 后一代从小习惯使用移动设备，他们使用移动终端进行娱乐、

学习和购物。移动化学习也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特殊

的生活习惯。

最后，移动化学习是对传统课堂教学方式的一种有力补充，移动化学习可

以使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帮助课外学习，学习不再局限在课堂上，学生使用

智能移动终端可以随时随地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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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一些中小学校园里开始试点电子书包，一本本沉重的教科书被一台轻便

的平板电脑所替代，平板电脑中存放着电子化的教材文档或软件 App。相对于传

统的书包，电子书包具有如下优势：

电子书包的出现，最大的特点应该是促使学生利用信息化的工具，自主学习、个性

化学习，实现师生之间的信息交互，变更现有的学习方式。无纸化教学做到了将学

生、老师、家长三者连接在一起。学生可以随时收听老师的讲课内容，老师可以即

时了解学生的最新学习进展与状况，而家长可以全面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并根

据提示进行学习指导与监督。

轻便环保，易于携带。极大地减轻了学生书包的重量，非常便于携带；并且可

以避免每年印刷大量的纸质书籍，减少资源浪费，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内容丰富，灵活生动。可以用声音、视频、动画等多媒体形式创设生动形象的

教学情境，表现形式比传统书籍更加丰富。一些复杂的教学概念通过视频或动

画形式展现，更容易被学生所理解。

创新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通过电子书包平台来下发和回收作业，并且与家长

形成互动，获得家长在教学上的配合和支持。

电子书包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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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书包的推广过程中，老师和家长们也表现出了一些疑虑：电子书包的载

体是一台平板电脑，孩子们会用它来玩游戏吗？或者是用它来上网，访问一些

不良内容怎么办？

在教学工作中引入这么多的智能终端设备，对于学校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挑

战。要保证每台平板电脑每天的正常工作，要求每台设备上都装上学校统一版

本的教学 App；为了保证这些教学 App 的正常工作，要求底层的操作系统版

本也必须一致。另外，要求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推送对应的教学课件材料，这

可千万不能搞错了。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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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AirWatch 是一个企业级的移动化管理平台，它可以为学校提供一个统一的电子书包管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来管理每台移动设备上  

的软件配置，或者是控制平板电脑的特定功能，以解决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AirWatch 可以在每台平板电脑上安装一个代理软件（Agent），然后通过这个代理软件来管理平板电脑。AirWatch 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设置平板电脑上网的白名单或黑名单，AirWatch 可以把浏览器中所有的网站都屏蔽掉，只允许访问白名单中的网址；或是允许浏览

器访问一般的网站，但是禁止访问黑名单中的网址。通过这种措施可以让学生只能访问教学相关的网页，而屏蔽掉所有少儿不宜的内容。

统一管理平板电脑上的软件，AirWatch 可以在平板电脑上自动安装好所有必需的教学软件，包括升级操作系统。软件的推送和安装

是在后台静默进行的，对学生没有任何干扰。安装什么样的软件是由管理员来配置决定的，除此之外，学生没有权限安装任何其他的

软件和游戏。 

在课堂环境下让老师来完全控制学生的平板电脑，让课堂中每位学生的平板上只能显示当前讲授课程的内容，让学生专注于当前的教

学内容。AirWatch 可以让平板电脑进入单应用模式（或者叫 Kiosk 模式），这种模式下平板被限制运行某个特定的 App，而不能切

换到其他 App；同时 AirWatch 也会禁止掉平板的 Home 和电源按钮，让平板彻底锁定在当前 App 上，保证学生上课时的专注。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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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于设备的管理，AirWatch 还提供了教学内容的管理。学校可以把

电子教材文档推送到每台平板电脑上。而且这种教材的推送是在后台进行

的，学生不需要做任何操作就能够在平板上获得所需的教材文档。管理员

可以把学生按照年级来进行分组，然后针对不同的年级组推送对应年级的

教材。

AirWatch 是业界领先的企业移动化管理平台，是电子书包解决方案的

必要组成部分，AirWatch 可以有效地管理校园内所有的电子书包平板电

脑，让老师和家长们有效管控学生对于平板电脑的使用，保证电子书包

解决方案的顺利推广。

保证学习的专注性

让平板电脑专用于学习，不允许安装其他软件；课堂锁定模

式让学生专注于当前上课内容。

净化学生上网环境

屏蔽对于青少年不良的网站内容。

简化移动设备管理

学校可以统一管理所有学生的平板设备，一键升级操作系统

和应用软件。

★

★

★

VMware AirWatch 电子书包解决方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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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机房的特点是面向所有学生开放的，同一台 PC 机被多个学生共享使

用，存在以下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很多学校都是用一套机房环境来满足所有课程的需求，实在满足不了时才会通过镜像还原的方式（如 Ghost）来恢复上

机环境。但是这种恢复操作费时费力，教学任务繁忙时很难满足教学需求。也有的学校采用基于硬件的还原卡，虽然比 Ghost 方式快一

些，但是还原卡工作起来并不稳定，很多因素都会导致还原卡失效，经常出现蓝屏等情况，也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多种桌面环境快速切换：不同的年级、不同的课程所需要的上机操作环境是不一样的，基础的信息课程可能只需要Office 软件，软

件设计就需要各种编程环境或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如 Linux），工业设计课程则要求各种平面或三维设计软件。

保证上机练习环境可用性：学生在上机实习时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改动操作系统的设置，如网络课程可能会让学生改动系统的网络

配置，这些改动很容易造成其他的软件无法正常工作。

为每位学生提供个人工作空间：由于 PC 机是共享的，每个学生都会带上 U 盘来备份自己的数据文件，往往会带入恶意的病毒，严

重时甚至会让整个机房陷入瘫痪。

普通教育（中小学）的信息课程、高等教育中的软件设计、职业教育中的

软件操作都是在专门的电脑机房中开展的，电脑机房已经成为每所学校的

标准配制。而且根据学校的专业特点，有的学校还配置有多个机房，以满

足电脑教学上机操作的需求。

电脑机房（实训机房）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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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 问题，VMware 提出了基于虚拟桌面的机房管理解决方案。学生上机使

用的物理 PC  被虚拟化成一个虚拟桌面，这个虚拟桌面可以是 Windows 或 Linux 

等各种教学中会用到的操作系统，并安装了相应的教学软件。学生在机房中不再使

用物理 PC，而是使用瘦客户机来登录虚拟桌面。

对于学生来说，每台虚拟机是个人专用的，可以使用到课程结束，不用

担心因为电脑共享而造成的各种问题，课程练习要用到的各种软件能够

始终正常工作。每个学生就像是有了一台个人专用的 PC 机，再也不用担

心电脑上的个人数据丢失了，练习做到一半可以保存在虚拟的 PC 中，随

时可以登录回来继续。 

老师再也不用在每次上机练习之前要为学生们准备实验环境，只需要在新

学期开始的时候，利用课程虚拟机模板快速地为学生建立一批新的虚拟桌

面就行了。老师可以把精力放在教学上，而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

维护和准备学生的上机环境。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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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Horizon 为构建学校机房虚拟桌面环境提供了最优的解决方案。Horizon 7 率先应用了 vSphere 独有的即时克隆（Instant Clone）

技术，只需要有一台虚拟机先行启动并运行，其他后续的虚拟机都可以直接利用父虚拟机的内存而即时克隆出来。每台虚拟机上需要用到的应

用软件都被预先封装在 App Volumes 的应用容器（卷）中，这些容器是被多台虚拟机共享的，可以快速地装配（mount）到刚刚克隆出来的

虚机上。每个学生的个人数据存在于一个独立的可写 App Volume 卷中，每次用户登录时被动态地装配到虚机上。个人对于操作系统环境的

配置（应用参数设置喜好、输入法等）也可以被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快速配置到虚机上，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个人专用电脑系统。

传统虚拟桌面环境有一个启动风暴的问题，即大量系统同时启动时的读密集操作，与大量用户同时登陆时的写密集操作，造成系统反应

非常缓慢，启动 2000 个桌面大概需要 1~2 个小时 。对比一下，VMware Horizon 的这一方案可以在 20 分钟内生成 2000 个虚拟桌

面，主要原因是几乎所有的操作都是在内存中完成的。这一性能提升相比于传统 VDI 技术是惊人的，可以达到一秒一桌面的效果。应用

在学校机房环境中，每个机房大概用到几十台虚拟机，只需要 10~30 秒就能完成虚拟机从生成到登录完成的全过程。

VMware Horizon 即时交付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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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Horizon 的即时克隆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可以大大减少对于硬件容量的要求，体现在内存和硬盘两个方面：

内存

vSphere 在从父虚拟机即时克隆出子虚拟机时，完全重用原父虚拟机的内存镜像，只有当子虚拟机中的内存发生写操作时，才会针

对改动的那部分内存创建一个副本，在副本中进行写操作，这种技术称之为“写时才复制”（Copy On Write）。在学校机房上机

练习这种场景中，同学们用的是同一种软件，所以绝大部分的虚机内存都是只读的，可以共享父虚拟机的内存，相比于传统的 VDI 

技术大大减少了内存的占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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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VMware 的方案通过共享公用部分的内存和存储空间，大大减少了重复数据的存在，可以帮助学校大大降低硬件的采购成本。

从虚拟桌面管理的角度来看，采用 Horizon 的桌面即时交付技术之后，管理上的工作量也可以大降低。无论是操作系统升级，还是应用软

件的安装，都只需要在有限的几台虚机模板内完成就可以了，其他的桌面在下次生成的时候就能够获得最新的操作系统升级和应用软件。

硬盘

虚拟机：学生的虚拟机都是动态生成的，不再需要存储每个虚拟机的物理镜像，最简单的情况下，整个学校可能只需要一

个 Windows 镜像就行了。

应用软件：需要若干个 App Volumes 卷，以安装各门课程所需要的不同软件包，这些卷是供全校学生共享的。

个人数据：占用存储空间最多的可能是学生的个人数据了，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 Windows 环境配置和个人数据存储空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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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学场景的 Collaboration Suite

针对教室场景的教学需求，在 Horizon 平台的基础上，VMware 还提供了专门插件 Collaboration Suite 来支

持教学场景：

桌面监控：教师全程监控所有学生的桌面屏幕，如发现有学生有无关教学实验内容的操作存在，教师

可以及时纠正。

远程协助：当发现某位学生有操作困难时，教师可以发起远程协助，远程帮助学生完成上机练习。

桌面共享：教师可以将自己的桌面分享给所有学生，然后讲解和演示上机操作步骤；当学生完成上机

练习后，也可以将某个学生的桌面分享给大家，然后针对该学生的操作结果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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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orizon 的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也可以完全改

变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方式。传统的上机实习必须根据机

房使用情况来排期，轮到你上机的时间窗口你才能去上

机。采用虚拟化方案后，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笔记本电

脑（或平板电脑）登录进个人桌面进行上机操作练习。

很多软件在学生自己的笔记本上是没有的，如设计软件 

AutoCAD、PhotoShop 等，能够随时随地访问自己的

专属桌面进行练习，给学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大

大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和效果。

简化上机环境管理

避免传统机房管理中的复杂性和重复工作量，让教师专注在

教学工作而不是机房管理。

学生体验佳

每个学生都有专用的虚拟桌面，可以定制个性化的操作空

间，存放个人的数据。

随时随地练习

改变传统的学习模式，更灵活、更高效地学习。

节省硬件成本

跟传统的 VDI 方案相比，大大节省硬件（内存和硬盘）存

储需求。

简化虚拟桌面管理

操作系统升级和应用软件安装只需要在虚机模板上完成就行

了，工作量大大降低。

Collaboration Suite

为教室场景提供专门的教学辅助支持，提高教学效果。

★

★

★

★

★

★

随时随地上机练习

VMware Horizon 虚拟桌面电脑机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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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校和职业教育学校也开设了建筑、工业设计或动漫设计课程，他们的机房里通常需要配备图形工作站，以支持三维设计、建模的需要。

跟普通的 PC 机不同，图形工作站的硬件配置较高，要求使用高端的 CPU、较大的系统内存和高性能显卡（GPU）。这样才能够保证系统的

运算速度，对三维模型进行快速建模和渲染，以便于学生能够马上看到设计对象的三维模型。

三维设计 GPU 虚拟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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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ware Horizon GPU 虚拟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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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跟普通的 PC 相比，图形工作站就贵太多了，一台的价格就是普通 PC 的好几倍，所以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能力配置大批量的工作站。另

外，出于散热的需求，图形工作站的风扇噪声也比较大，设备一多的话机房内的环境噪声就会比较高，不利于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

VMware Horizon 的 GPU 虚拟化解决方案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一类教学场景的需要，这个方案用处理能力更强的服务器来取代图形工作站，服

务器上配有好几块 GPU 卡，每块物理 GPU 能被虚拟化成 8~16 块虚拟的 vGPU，每个虚拟桌面分配一块 vGPU 卡。也就是说每一块物理 GPU 

都是分配给好几位学生来共享使用的，一个实训机房总共配置 2~3 块 GPU 卡就可满足三维设计上机实习的需求了。

性能高

基于服务器的 GPU 虚拟化解决方案处理能更强，能够更好

地满足学生三维设计上机实习的需求。

成本低

由于采用的虚拟化桌面的方案，服务器和 GPU 资源是被多

个学生所共享的，平摊到每个学生上的成本并不高。

无噪音

服务器是放置在后台的数据中心机房里运行的，学生在实

训机房通过瘦客户机访问后台的虚拟桌面，上机环境非常

安静。

★

★

★

三维设计GPU 虚拟化方案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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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学校在建设数字化校园，其目标是消除信息孤岛和应用孤岛，建立

校级统一信息系统，实现部门间流程通畅，可平滑过渡到新一代技术，对校园的各项服务管理

工作和广大教职员工提供无所不在的一站式服务。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管理效率，提高决策效

率，提高信息利用率，提高核心竞争力， 满足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需要。

电子书包  

家庭 

教师办公 
图书馆 

电脑机房 

数据中心 (云) 

数字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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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校园建设，最基本的就是要管理好人、应用和设备这三个基础要素。

数字化校园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校园里有教职员工、也有学生，首先就要解决用户身份认识的问题，有必要建立校园一级的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如果各

个应用系统各自为政，分别建立各自的用户认证体系，势必造成用户体验的下降，每个用户需要记住不同应用系统的用

户名和口令。这对于不同应用项目也是一种投资上的浪费，而且容易造成安全隐患。为了方便记忆，很多用户会采用单

一用户和口令来应付所有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被黑客攻破，就意味着该用户在所有系统上的帐号都不安全了。

教职员工和学生用到的应用是不同的，不同岗位的教职员工用到的应用也是不同的，不同年级、院系的学生要用到的

应用也不相同，所以必须解决好应用的分配问题。

另外同一个应用可能有 Windows、Mac OS、iOS、Android 等多个版本的客户端，PC 客户端需要去应用网站

下载，不同的应用还有着不同的网站；iOS 上的客户端还好，统一去苹果的 App Store 去下载就行了；Android 客

户端就没那么方便了，大家用的手机不一样，常用的安卓市场也不一样，管理员需要把 App 发布到多个安卓市场。这

样的话用户体验一定不好。 

智能移动设备在校园中也已经广为流行，很多老师和学生通常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智能手机、一台平板电脑，

这么多设备都需要接入校园网络。目前大部分校园都是基于用户登录的 WiFi 接入验证，每次都要输入用户名和口

令，用户体验差。

在某些特殊的教学场合，目前是通过物理手段来控制智能移动设备的使用：如考场不允许带手机，带来的手机要由监

考老师统一保管，考试后才能还给学生。有没有更加智能方便的移动设备管理手段呢？

人

应用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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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管理要素，校园数字化建设还存在着以下需求：

师生自带设备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实施数字化校园，必然依赖于师生现有的各种移动设备，不可能为了这

个项目而专门为师生配发一批移动设备。师生自带设备的种类是不可控

的，各种设备都可能存在：Windows 笔记本、Mac Book、iPhone/

iPad、各种 Android 手机和平板，数字化校园必须支持这些种类繁多的

设备。

安全性

另一方面，把数字化校园的各种应用安装到师生自带的设备上，会不会

带来安全上的隐患呢？学生的手机可能经过破解，上面有可能运行着一

些恶意软件，它们会给数字化校园内的各种应用带来威胁吗？

学校承接着各种科研项目，一旦泄密就会造成商业上的巨大损失，如果

是国家的涉密项目发生数据泄露，甚至还会影响到国家安全。但是，校

园网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网络，接入数字化校园的人员比较复杂，人员也

不固定；学生也乐于寻找各种系统、网络、应用上的漏洞，以展现自己

的技术能力。

安全性是校园数字化建设中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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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Workspace ONE 就是一个建设数字化校园的基础平台，它能够解决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数字化校园基础平台 – Workspace ONE

用户身份认证

Workspace ONE 是一个身份认证的连接桥，它帮助应用跟校园内已有的身份管理系统（如 OpenLDAP、Novell NDS、Microsoft AD等）

建立桥接，每一个用户都只需要利用现有的身份认证帐户登录各个应用就可以了，Workspace  ONE 还会以此为基础来实现单点登录。

这样就保证了用户帐号密码的唯一性，也更容易遵从安全管理规则，如每隔三个月更改一下密码，用户只需要更改一次密码就可以满足所

有应用的循规要求。当老师离职或学生从学校毕业后，主身份管理系统中的帐号一经删除，该用户就无法再访问任何学校内的其他应用。

应用权限和发布管理

Workspace ONE 同时也提供了统一的应用目录，无论是 Windows、Mac 还是 iOS 或 Android，各种平台上用户看到的应用目录都是

一致的。而且从应用目录就可以直接下载并安装应用，不再需要转到各种不同的应用商店，用户体验大大改善。

Workspace ONE 也会根据用户组的分类来针对不同的用户发布不同的应用，这样不同岗位教职员工看到的应用是不同的，不同年级、院

系的学生看到的应用也是不同的。 

移动设备管理

Workspace ONE 支持各种设备平台，包括：Windows、Mac OS、Chrome OS、iOS 和 Android，所以它可以非常完美地支持学

校的 BYOD 计划。Workspace ONE 中也整合了企业移动化管理平台 AirWatch 的功能，它可以有效地管理各种设备，无论是 PC 机

（Windows 或 Mac）还是智能手机和平板（iOS、Android）都可以纳入 Workspace ONE 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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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这三项功能是任何一个移动应用都要考虑的问题，是移动应用的通用功能，Workspace ONE 通过公用的服务来为数字化校园建设

提供了一个基础平台。每一个应用就不需要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了，只需要把自身整合进 Workspace ONE 平台，就能够直接使用上面提到

的这三方面的服务。

设备纳管之后可以实现很多管理功能，最基本的就是校园 WiFi 网络的接入，Workspace ONE 可以把 WiFi 访问证书下发到每个纳管设

备上，设备只需要在登记到 Workspace ONE 平台时注册一次，以后就可以非常方便地访问校园无线网络，再也不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了。Workspace ONE 还可以对移动设备实现高级管理功能，如学生进入考场后，可以自动锁定所有的移动设备，直到考试结束离开考场

后才会自动解锁。

自带设 或学校配发设备备  

应用发布 设备管理 生产力工具 

WorkspaceTM ONE TM 

学校本地部署应用 云应用 移动应用 WINDOWS 

自助式应用商店 

Workspace ONE 

7 

身份认证 虚拟桌面和托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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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字化校园建设过程中的安全性问题，Workspace ONE 平台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来全方位地保证系统、网络、应用和数据的

安全性：

移动设备端的安全

Workspace ONE 在技术上把师生智能终端上的个人空间和数字化校园业务空间隔离开来，业务上的应用都是在一个安全沙箱内运

行，这样安全地隔离了个人空间和业务空间，即便个人设备上存在恶意软件，也不会危害到学校的业务应用。

另一方面，所有的个人设备都是在 Workspace ONE 平台统一管理之下的，当个人设备丢失时，Workspace ONE 平台可以帮助定

位设备，或者是执行远程擦除来删除设备上的业务数据，最大限度地保证学校数据安全。

网络接入的安全

Workspace ONE 还能为每个校园应用提供应用级的安全信道（per-App VN），所有的业务数据都是在加密的安全通道内传输的，

不怕数据在传输过程被窃听或截获。传统的 VPN 都是设备级的，一旦建立 VPN 隧道，移动设备上所有的应用可以通过这个安全隧

道访问后台系统，如果移动终端上有什么恶意软件的话，就会带来安全隐患。应用级的 VPN 则完全避免了这一问题，只有当前用到

的业务 App 才有权访问这一安全信道。

数据中心的安全

Workspace ONE 还可以跟 VMware 的软件定义网络产品 NSX 相配合，搭建一个端到端的安全通道。NSX 独有的微分段技术和基

于规则的防火墙可以灵活保护每一台虚拟服务器；Workspace ONE 可以让微分段进一步拓展到移动应用这一侧，把移动应用和后

台服务器配置在同一微分段中，真正建立起端到端的唯一安全通道。而且这一通道是排他的，其他任何应用和软件都没有办法访问

到，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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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数字化校园的基础设施服务功能之外，Workspace ONE 还提供了很多应用级的功能，来为校园中师生提供了一个工作、交流、

协作的平台。

Workspace ONE 中自带了邮件、日历、通讯录、安全浏览器等这些生产力

工具，跟手机或平板中自带的工具不同，这些 App 是在安全沙箱中运行的，

老师可以利用这些工具进行移动办公，并且把私人和工作空间隔离开来。通

过这种隔离也可以避免把外部的恶意软件带入校园网络，并且通过加密的 

VPN 来更加安全地访问校园网内部的资源。

并且这些工具之间可以形成信息传递的闭环，邮件中收到的超链接只能在安

全浏览器中打开，安全浏览器中有可访问站点的黑名单和白名单，可以有效

阻止钓鱼网站等恶意链接。邮件中的附件也只能在 Workspace ONE 自带的 

Content Locker 中打开，可以避免附件被转存或转发出去。

Workspace ONE 的应用级功能

移动办公（邮件、日历、通讯录、安全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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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pace ONE 还为师生们提供了一个办公用的网上社交平台 Socialcast，学

校可以利用这一社交平台进行工作上的一些交流，如发布通知、讨论热点议题、

政策问答等等，或是管理追踪一些小型的项目。Socialcast 上的讨论群组可以是

公开的，面向所有的师生；也可以是封闭的，仅对部分员工开放。这样可以有效

控制讨论组的范围，确保信息只被分享给应该分享的人员群体。Socialcast 跟传

统的校园 BBS 相比，对于信息的保护更加完善，更适用工作上的用途。

对于中小学来讲，Socialcast 还可以作为老师和学生、家长沟通的桥梁，起到“

家校通”平台的作用。例如，老师可以在 Socialcast 上布置作业，发布学校的一

些通知；学生通过这个平台来上传一部分的作业，如电子小报等；家长也可以在

这个平台上关注学校的教学动态，并且发表评评论来跟学校和老师形成互动。

校园社交平台 Socialcast◆

校园网盘是 Workspace ONE 提供的一个文件分享系统 Content Locker，虽然

互联网上有免费的网盘，但是工作相关的文件不太适合在互联网上分享，存在着

信息泄露等安全隐患。所以学校的红头文件、教学计划、科研项目等工作上的

文档应该通过工作专用的网盘 Content Locker 来分享，Workspace ONE 提供

了各种安全措施来保证信息安全，如文件只能在 Content Locker 中打开阅读，

而不能在其他 App 中打开，防止文件被转发而造成的泄密可能。另外，Content 

Locker 在传输文件的时候，传输的都是加密过的数据；在移动设备本机存储文

件时，也是存放加密过的文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安全性。

校园网盘 Content L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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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虚拟化 Horizon 
★

★

★

★

★

Workspace ONE 的企业版中还整合了 VMware Horizon，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教职员工的办公电脑转型成为虚拟化的桌

面。通过 Workspace ONE 的多平台优势，员工们可以在任何

时候通过任何设备（笔记本、客户机、平板电脑或手机）来访

问他的办公桌面。

老师在办公室通过瘦客户机登录他的办公桌面，准备上课

的教学课件。

老师去教室上课就再也不需要随身携带笨重的笔记本电脑

了，只需带一台轻便的平板电脑就可以在教室里连接自己

的办公桌面，然后利用无线投影技术把课件投影出来就可

以讲课了。

老师回到家里，也可以继续利用家里的电脑或平板连接办

公桌面来办公，处理工作邮件，编写教学课件。

◆

基础平台

Workspace ONE 是数字化校园的基础平台，提供身份认

证、应用分发、设备管理在内的所有基础服务，避免各个应

用重复开发。

跨平台

支持从 PC（Windows、Mac、Chrome OS）到智能移动

设备（iOS 和 Android 手机和平板）全系列的终端设备，

支持任何应用在任何设备上的交付。

安全性

提供从设备、网络、应用各个层面的安全控制方案，全面保

障校园内的数据安全。

易用性

提供消费级的用户界面和自服务门户，最大程度地简化操作

复杂度，提升用户体验。

Workspace ONE 数字化校园方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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