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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選擇 Parallels RAS？

卓越的用戶體驗

Parallels RAS 讓用戶能透過 Windows、macOS、Linux、iOS/
iPadOS、Android、Chrome OS 和 HTML5 瀏覽器等專用 
Parallels Clients，從任何作業系統 (OS) 有效地使用應用程
式和桌面。除了毫不費力的多任務作業、簡易的列印操作及完
整的 RemoteFX 支援外，還提供超快速的登入流程、加速檔案
抓取以及敏捷的應用程式回應速度，有助於簡化程序並提高
生產力。

強化的資料安全性

部署 Parallels RAS 後，便可使用以用戶、群組權限、位置和裝
置制訂的存取權限制政策，藉此降低資料遺失和惡意活動的
風險。此外，Parallels RAS 還支援 FIPS 140-2 加密技術和多
因素驗證 (MFA)。

IT 靈活度與業務準備度

Parallels RAS 讓 IT 管理員可以快速處理業務需求，包括與 
Windows 虛擬桌面整合、支援異質 Windows Servers OS 環
境 (2008、2008 R2、2012、2012 R2、2016、2019) 以及虛擬化
平台 (VMware ESXi/VCenter、Microsoft Hyper-V、Nutanix 
Acropolis、Scale Computing HC3 及 Microsoft Azure)。

易於部署、管理和維護

Parallels RAS 簡化了 IT 基建設備的部署和維護流程。
整合而且簡單易用的管理主控台，包括 FSLogix 設定
檔容器整合、自動化影像優化、設定精靈以及可自訂的
整套工具，可用於設定 Microsoft 遠端桌面工作階段主
機 (RDSH) 和 VDI，以全面降低 IT 工作時數。此外，
您還可使用現成的自動佈建和自動調整功能。

降低總擁有成本 (TCO)

Parallels RAS 是多合一解決方案，可節省資源、減少硬
件使用需求並降低管理成本。單一授權模式便包含了
所有產品的全方位功能，由於提供免費訓練，因此管理
員的學習曲線更加快速。

Parallels RAS
應用程式傳遞與 VDI 
解決方案
Parallels® Remote Application Server (RAS) 
是多合一虛擬桌面基建設備 (VDI) 解決方案，
能隨時隨地為任何裝置提供應用程式和虛擬桌面。 

如需更多資料或要購買 Parallels
產品，請致電 +1 (425) 282 6400 
(美洲境外請致電 +356 22 583 800)、
電郵至 sales.ras@parallels.com 或瀏覽 
parallels.com/ras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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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裝置上提供簡單易用和流暢的用
戶體驗 (UX)，讓員工在公司或外出時，
隨時隨地都能存取工作空間。

• 加速檔案抓取
• 拖放功能
• 多任務作業
• 快速鍵台
• 全面支援 RemoteFX
• 雙向音訊
• 白標功能 (自訂)
• 輕鬆列印及掃描
• 超快速登入

原生手勢 
透過流動裝置上的任何 Windows 
應用程式就能使用原生觸控手勢 
(例如輕掃、拖曳、點按以點選或縮放)，
提供如同本機工作空間的體驗。

運用 Parallels RAS 的多種工具和自動
化功能，簡化 VDI 和 Microsoft RDS  
基建設備的管理作業。

Parallels RAS 易於部署、設定和維護，
讓組織降低 IT 複雜度，同時提高員工與
用戶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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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佈建和自動調整
• 使用網頁版管理入口網站集中管理主控台
• 以精靈為基礎的部署
• FSLogix 設定檔容器整合
• 縝密的管理員權限
• 自動化影像優化
• 多租用戶架構
• 高可用性平衡負載 (HALB)

Parallels RAS 是全包式的單一授權模式， 
當中包括所有現成功能，提供企業適用的功能，
例如應用程式與 VDI 傳遞、負載平衡、
多雲端以及 24 小時全天候客戶支援。

• 用戶體驗評估工具及進階工作階
段指標

• PowerShell 和 REST API
• 用戶端自動設定
• 自動化通知與自訂操作
• 伺服器管理工具
• 資源型負載平衡

• 快速學習曲線 
• 無需昂貴的附加元件 
• 並行用戶模式 
• 服務供應商授權協議 (SPLA) 
• 管理子授權

Parallels RAS 提供各種功能和工具，
協助組織在多雲端環境中監控和保護
應用程式、桌面和資料。 

• 進階篩選 
• 強制執行用戶端原則 
• 用戶端管理 
• 加密通訊協定
• 多因素驗證 

SAML SSO 
簡化管理來自不同組織的用戶身份的
程序，並提供 SSO 功能。用戶可在託管 
Windows、網頁和軟件即服務 (SaaS) 
應用程式間切換自如，系統不會提示用
戶重新輸入憑證資料。

Parallels RAS 具備可擴充的彈性架構，
讓組織可以迅速因應日新月異的工作
環境，以及符合新應用程式或桌面類型
的需求。
 

• 無法診斷的監控程式
• 混合配搭不同的 Windows  

伺服器 OS
• 適用於超融合解決方案
• 適用於多雲端
• 桌面型 VDI
• 伺服器型 VDI
• 工作階段型 VDI
• 遠端 PC
• RDSH 和 VDI 本機儲存空間分配 

Windows 虛擬桌面 
經由 Parallels RAS Console 此中心點
整合及管理所有工作負載和支援，大幅
擴展和簡化 Windows 虛擬桌面的功能。
整合所有部署，為終端用戶提供單一解
決方案。

卓越的用戶體驗

可簡單部署和維護 

降低 TCO  

強化的資料安全性 IT 靈活度與業務
準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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