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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CM 提供支持全方位 
3D 的虚拟工作站
使用 NVIDIA 虚拟 GPU 技术 

左图：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 ICC 29 号公路多层立交桥 
右图：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休闲码头 



提供始终如一的出色用户体验，提高远程工作
人员的生产力和协作性。

关于 WBCM

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艾伦镇建筑 

选择 NVIDIA 虚拟 GPU 的五大理由 

>  提供高质量的 Windows 10 无损用户体验 

>  提供支持全方位 3D 的虚拟工作站，无论 
员工在何处都可登录使用

>  增强异地办公室之间的协作

>  允许远程工作人员在工作现场访问设计

>  提高新员工桌面配置的灵活性 

客户档案

组织 
Whitney Bailey 
Cox & Magnani, 
LLC (WBCM) 

Whitney Bailey Cox & Magnani, LLC (WBCM) 是一家经营全套业务的 
建筑、工程和施工 (AEC) 类综合公司，其 200 多名员工分布在大西洋中
部地区及其他地区，五家办事处分别开设在美国的三个州中。该公司 40

多年来为各种项目提供工程设计和施工管理服务。WBCM 曾与各联邦、
国营、私营公司和组织合作，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陆军工程
兵部队、巴尔的摩乌鸦队、洛克希德 · 马丁和丽思卡尔顿公司。从室内
和景观设计到海洋、交通、工业和建筑工程，WBCM 都能出色地完成 
各项工作，因此获奖无数，反复承接到《财富》500 强公司和州立、 
联邦机构的大量业务。

摘要
>   WBCM 是一家经营全套业务的 AEC 综合公司，主要在大西洋中部地

区提供服务。

>  该公司声名远播，在美国的远程项目越来越多，新雇员也随之增加。

>  在距离总部较远的地方使用网络时，网络质量和用户体验下降。

>   NVIDIA 虚拟 GPU 技术帮助远程工作人员缩短延迟，提高性能和改善
用户体验。

行业 
建筑、 
工程和 
施工 (AEC) 

位置 
马里兰和 
宾夕法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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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200  

网站  
https://wbcm.com/ 



左图：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煤运码头  
中图：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弗雷德里克街大桥 
右图：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休闲码头酒店和游艇船坞 

产品

图形加速： 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

虚拟化软件：Citrix 
XenDesktop、Citrix XenServer

监控软件：Goliath 
Performance Monitor

GPU：NVIDIA GRID™ K1、K2 
和 Tesla® M10

服务器：Dell R730 

挑战
运营一家 AEC 公司 40 多年绝非易事。这些年来 WBCM 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
都在不断增长。随着公司声名远播，开始承接遍及美国的远程项目。WBCM  

信息技术部副总裁 Chris Calaf 必须带领公司的四人 IT 部门，及时提供工程师、
建筑师和设计师完成不同项目组合所需的高级技术和新应用程序。如今，该 
公司非常依赖 AutoCAD、Plant 3D、Civil 3D、MicroStation、ArcGIS 和 Revit 

等应用程序。  

当 200 名工程师同时访问网络时，Calaf 及其团队需要努力解决延迟问题。此外，
在距离总部较远的地方使用网络时，员工还发现网络质量和用户体验显著下降。
在各团队进行复制、保存和互换文件时，办公室之间的协作就会进入瓶颈期。
而且远程工作人员无法在工作现场访问设计。以上种种因素外加新雇员突飞 
猛涨，使该团队面临着配置新工作人员和管理 IT 成本的挑战。“说到资源配置，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改善访问、整合资源，并确保更高的可用性和灵活性，”Calaf 

解释道。“我们需要一个符合我们工作要求的解决方案。VDI 就是我们需要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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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VDI] 流程中，
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用户
体验。如果此工作站的
用户体验与物理环境的
不同，我决不会将其 
应用于员工的桌面。” 

Chris Calaf，
WBCM 信息技术部 
副总裁
 

解决方案
对于 Calaf 及其团队而言，目标很明确，他希望为其用户提供的是无损技术。
该团队希望确保技术符合业务要求，为所有员工计时发薪，以及充分利用应用
程序。“在看到 NVIDIA 虚拟 GPU 与 Citrix 搭配使用的效果以及 Autodesk 强劲
的势头后，我们觉得此技术堆栈更适合我们这种公司。我们开始深入研究虚拟
桌面。” 

首先，Calaf 更新了全部硬件，并向员工介绍了 VDI，他将此环境称为 WBCM 云。
该团队升级到 Citrix XenServer 和 Citrix XenDesktop，添加了 NVIDIA 虚拟 

GPU 技术，并利用 Goliath Technologies Performance Monitor 积极排查问题。
接着，Calaf 开始更新 NVIDIA Tesla M10 GPU 和最新 GPU 虚拟化软件 Quadro 

vDWS 和 GRID vPC。鉴于 Windows 10 环境的图形要求提高以及最新工程设计
包的使用率提高，他们必须更新使用 Tesla M10 以及 Quadro vDWS 和 vPC。 

“我们经历了从设计师和工程师要求图形加速，到每个员工（甚至财务和营销
人员）都要求图形加速的过程，”Calaf 说。“典型的后勤部、会计部、营销部
和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过去是使用非图形工作站，在使用新升级的环境后， 
虚拟 GPU 配置现在也让他们受益匪浅。此环境可让他们按预期使用 Windows 

10，其中的所有安全功能也让他们受益匪浅。”公司自部署 VDI 以来，没有购
买过新的工作站。每个员工都有一个虚拟桌面。

Calaf 介绍了其 VDI 环境，“我们最近迁移到新总部了，不想构建一个完整的 
数据中心。因此 VDI 很重要。对于制冷、供暖和能源以及构建数据中心的成本
而言，其成本效益高得多。因使用 vGPU 技术，我们可以通过 20 英里远的 
安全数据中心设施为用户提供连接功能，这比构建完整的数据中心划算多了。”

如今 WBCM 已实现 90% 的虚拟化，其中有两家办事处完全使用 VDI。Calaf 的
目标是实现完全虚拟化。对于规模和项目复杂性如此的公司而言，实现虚拟化
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Calaf 说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不投入什么资金或技术
就能建起两个办事处，这是非常有利的。这些办事处没有基础设施，只有终端、
打印机和防火墙。”加之新员工配置更简单，这让 IT 团队提高了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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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获成功得归因
于与员工坐在一起， 
了解他们使用的产品 
的内部工作原理， 
了解……为了成功， 
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 
尽可能最好的用户体
验。使用 NVIDIA 虚拟 
GPU 技术，我们可以 
兑现我们的承诺。” 

Chris Calaf，
WBCM 信息技术部 
副总裁
 

要了解有关 NVIDIA 虚拟 GPU  
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 
www.nvidia.com/virtualgpu 

www.nvidia.com 

允许远程访问，确保了 WBCM 可以满足新远程工作人员的需求。“我们觉得， 
远程访问是留住或招募新工作人员所必需的功能。在使用 vGPU 之前，我们不能
为某些工作人员提供远程访问功能。现在，我们雇用的所有员工都能够远程工作。
另外，我们的员工无论在何处都可使用支持全方位 3D 的虚拟工作站，包括在 
客户的办公室工作时。如果没有 VDI，我们不得不因反复复制大文件而发愁， 
这会为我们带来版本控制挑战。现在，我们会说‘有 Citrix XenDesktop’，然后
开始工作。它可帮助公司集中资产，了解亏损情况。”虚拟化还可帮助公司跟踪
项目的盈利情况。在冬季暴风雪期间，有 60 多名员工同时登录进行远程工作，
丝毫不影响用户体验。

对于 Calaf 而言，实现虚拟化让其充满激情，能够与用户合作是最大的奖励。 
“我觉得我们已经成功了。这得归功于我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都亲身体验了这

项挑战，我们都喜欢这项挑战。当我们向其他公司的同行提起成果时，他们都对
我们能实现的性能感到惊讶，并且都不敢相信可以实现 100% 的 VDI。我们大获
成功得归因于与员工坐在一起，了解他们使用的产品的内部工作原理，以及了解
到为了成功，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尽可能最好的用户体验。在整个流程中，我们
始终看重的是用户体验。如果我们不能为员工提供其预期的如同在物理环境中 
一样的 VDI 用户体验，我们就不能成功。如果此工作站的用户体验与物理环境的
不同，我决不会将其应用于员工的桌面。使用 NVIDIA 和 Citrix，我们可以兑现
我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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