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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立讯 xVDI 虚拟桌面系统 

 

概述 

 企业采用 PC 机作为办公及相关应用前端设备的模式，除了运维方面的麻烦以及技术进

度而致使每三年左右前端 PC 不断面临淘汰而带来的资金损失以外，还将面临着数据资产无

法控制的存取访问所带来的安全风险。 

符合摩尔定律、不断发展的强大 CPU 处理能力已使得企业可以采用虚拟桌面技术来解

决当前面临的 IT 运维复杂、IT 资产利用率低以及数据资产外流的问题，即企业可以将员工

原 PC 中的 windows/linux 系统转而运行于后台高性能服务器中，并通过硬件或软件在前端将

桌面映射出来而满足企业办公及相关应用运行要求。 

随着信立讯科技在 Openstack 云系统技术研究的不断进展，我们推出了基于 Openstack 

的 xVDI 虚拟桌面解决方案及产品，从而使得从一台服务器至数百台服务器规模的、具备良

好弹性的虚拟桌面系统成为现实。而Openstack系统的开放性、灵活性又使得采用信立讯 xVDI

解决方案的用户将来可以适应更复杂的应用要求，比如将服务器虚拟化、云存贮系统一并纳

入该解决方案中。 

虚拟桌面技术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充分利用已有的 PC 机：现有的老旧 PC 仍可继续使用，不需要浪费，也不再需要

每 2－3 年对 PC 机进行更新与淘汰；由于虚拟机运行在后端强大的服务器之中，

因此通过在老旧 PC 机中安装信立讯虚拟桌面前端软件时，老旧 PC 可以获得比本

机更强的处理能力； 

 将老旧 PC 转成虚拟桌面终端：如果老旧的 PC 机中无法满足新版再次安装 Windows

等操作系统，那么可以直接利用信立讯科技提供的 USB 启动盘将老旧 PC 变成一台

虚拟桌面终端； 

 企业不再需要购买新的 PC 机：通过使用独立的瘦客户机终端软件，企业只需要为

新员工配置键盘、鼠标与显示器即可获得与 PC 一样的工作体验；而信立讯的软件

可以安装在多种瘦客户端硬件之中； 

 多种操作系统的连通的灵活性：通过使用虚拟桌面，可以将 Windows 环境转换成

Linux 图形桌面环境；同样，Linux 图形环境中亦可轻易地切换到 Windows 工作环

境； 

 满足移动办公的灵活性要求：通过使用信立讯提供的 Web 客户端，可以在平板电

脑上操作 Windows/Linux 等图形桌面环境； 

 IT 管理灵活性：通过使用虚拟桌面，企业可以快速响应人员变化时的 IT 资产管理

要求，…… 。 

 

更进一步地，信立讯将为虚拟机提供 GPU 的能力支持，从而将虚拟桌面的应用支持拓

展到 3D 图形图像应用方面。 

为满足不同企业环境的应用要求，信立讯科技提供三种虚拟桌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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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DI System I: RDP 远程桌面系统, 适于普通类桌面应用； 

 xVDI System II: Spice 虚拟桌面系统, 适于企业级环境应用要求； 

 xVDI System III: 多协议虚拟桌面系统, 适于运营商类复杂环境应用要求。 

 

信立讯 xVDI System I 虚拟桌面系统 

 xVDI System I 基于 RDP 协议，主要满足使用 RDP 远程桌面协议连接虚拟机桌面系统的

应用环境，主要以连接 Windows 类虚拟机为主。由于 RDP 协议与 Windows 融合较好，可以

轻易地实现磁盘、USB、语音等重定向功能，即可以通过 USB 方便地完成数据在本地与虚拟

机之间的上传或下载等等工作； 

 RDP 作为优秀的远程桌面协议，其屏幕信息是通过直接连接虚拟机的 IP 地址获得的，

意即“业务与管理通道共享”，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进一步考虑流量均衡及安全性控制等

问题。 

对于企业需要保护虚拟机数据的控制要求，比如期望禁止一些人员通过 USB 上传或下

载数据，则需要部署 Windows AD 域控服务器来完成，通过域安全策略来授权每个使用人员

的动作。如此，则相关的虚拟机均需要加入到域中，因此系统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工作量及

复杂性。 

 xVDI System I 系统由运行在后端与Openstack系统协作的 xVDI-Server与运行在Windows

操作系统的 xVDIClientRDP 客业户端构成，系统结构较为简单可靠，具备以下特性： 

 支持 RDP 远程桌面协议  

 支持 Windows 客户端  

 支持 USB 重定向功能 

 

为配合用户使用 xVDI System I- RDP 解决方案，信立讯提供以下高级服务： 

 xVDI System I 系统企业级应用技术支持服务； 

 Openstack 基本环境远程部署、调试及使用培训高级服务； 

 Windows 域控服务器专业部署服务。 

 

 

信立讯 xVDI System II 虚拟桌面系统 

xVDI System II 基于 Spice 协议。作为优秀的虚拟桌面解决方案，Spice 协议是通过虚拟化

层面获取虚拟机的屏幕信息而不通过虚拟机的业务 IP 网络，因而在可以较好地实现“业务

与管理通道分离”，提高安全性的同时，亦不影响虚拟机的业务流量。 

对于企业局域网环境多种操作系统环境并存的且希望降低 IT 维护工作量（如不使用

Windows 域控服务器来实现安全机制、不需要所有的 Windows 虚拟机均加入到域中）的应

用情形，使用 Spice 虚拟桌面解决方案则是较为合适的解决方案。 

xVDI System II 解决方案中，通过为不同的用户创建不同的虚拟机，可以控制 USB 重定

功能，提高数据安全性。这一处理过程是在创建虚拟机时决定的，并不需要额外的机制参与，

因此较好地降低了 IT 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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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立讯 xVDI System II 解决方案由与 Openstack 系统协作的 xVDI-Server、xVDI-Agent 以及

运行在不同平台的 xVDIClient 客户端构成，具备以下特点： 

 

 支持 spice 虚拟桌面协议，spice 用于虚拟桌面连接 

 支持 Windows/Linux/Mac 操作系统,并支持 usb 重定向 

 支持移动平板，Web 客户端可运行在支持 HTML5 标准的平板电脑浏览器上 

 支持基于 5W 电力消耗的瘦客户端，可连接打印机、读卡器等 USB 设备 

 延续老旧 PC 生命，老旧 PC 通过 USB 启动后可成为虚拟桌面终端继续使用，意即

不需要在老旧的 PC 中提前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亦不需要 PC 机配置硬盘 

 支持虚拟桌面会话管理后端系统 

 

 

信立讯 xVDI System III－多协议虚拟桌面系统 

 对于更为复杂的企业应用要求，如局域与广域兼顾的企业环境或运营商类的大规模虚拟

桌面连接情况下，一种协议通常难以满足各类业务应用要求，此时甚至可能要求同一个系统

中同时支持 RDP、XMDP、Spice、VNC,…等等多种远程/虚拟桌面协议。 

 xVDI System III 是信立讯科技为满足复杂类企业虚拟桌面应用以及运营商大规模企业桌

面服务要求而开发的多协议虚拟桌面系统，它具备以下特性： 

 同时支持 RDP、XMDP、SPICE、VNC 等多种虚拟桌面协议； 

 系统提供以虚拟桌面会话为基础的管理功能，可以提供用于审计的会话连接数据； 

 系统提供多租户能力，可以为不同的租户定制不同的虚拟桌面连接配额； 

 …… 

 

X420/480-CT 节能硬件瘦终端 

 

x420/x480-CT系列虚拟桌面硬件终端采用 2/8核 ARM 系列 CPU, 功耗

仅为 5-12W, 除了预安装了 x400软件之外，信立讯还对界面进行定制封装，

使用起来较为简捷方便，适用于为员工只配置“显示器+键盘+鼠标”的办

公场所应用模式。 

x420/480-CT 系列提供以太、无线网络接口, 满足办公室环境的网络连接要求；提供 2

个 USB 接口，用于连接键盘与鼠标；使用 USB 接口供电；支持 VGA 或 HDMI 显示器接口（默

认使用 VGA 接口）。 

x420 适于文字办公类应用并可满足标清视频播放要求； x480 由于本机配备 8 核 ARM 

CPU 及性能较好的独立 GPU，因此还可满足高清视频播放或一定程度的 3D 设计处理要求（何

种程度看图形设计或计算应用场景要求，需要具体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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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 PC 新生：X86 硬件瘦终端 

对于一些老的没有足够能力运行新版 Windows 的 PC 机，通过信立讯定制的 USB 启动盘

启动后，老旧 PC 转成虚拟桌面终端即变成了硬件瘦终端。系统并不需要老旧 PC 配置硬盘，

只需要主板工作正常即可。 

 

Spice 与 3D 图形显示 

 经过测试，Spice 协议具备支持轻量级 3D 图形运算与显示的能力（适用的软件范围需要

经测试验证），以下是经过测试的、通过 xVDI x200 运行医学应用软件并显示人体头部 3D 影

像的结果： 

 
 

 

 

信立讯 xVDI System 虚拟桌面系统的特点 

 不同于广泛可见的基于虚拟化平台的虚拟桌面系统，信立讯 xVDI System 基于开放、开

源的 OpenStack 云计算平台，它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良好的规模弹性，满足不同企业规模的应用要求 

Openstack 可以部署在一台服务器至数百成千台服务器规模，可以满足从微型企业

至大型企业数十及至数千、数万个企业员工桌面虚拟化应用要求 



信立讯科技-Openstack VDI 虚拟桌面解决方案  

----------------------------------------------------------------------------------------------------- ----------------------------------------------- 

成都信立讯科技有限公司 
 

 可信任的安全性 

相对于国外成熟而封闭的商业软件而言，Openstack 的源代码均可以查阅与审计，

安全性比商业软件要高，既使有安全漏洞用户也较易于修改源代码而进行修补。 

 

 良好的灵活性 

相较于国外软件“只能用不能动”的状况，开源、开放的 Openstack 云计算软件，

使得企业可以进一步将服务器虚拟化、云存贮等其他应用也一并纳入到 Openstack 系统

之中。对于一些特别的应用，也完合可以根据 Openstack API 做二次开发开发。 

 

xVDI System 产品、技术规格及服务 

 xVDI 解决方案涉及到负责虚拟机连接的 xVDI-server/agent/portal 软件以及 xVDI 虚拟桌

面 x 系列软、硬件终端、xVDI-LC 系列终端许可以及 xVDI 系统运维服务等几个方面，见以下

详述。 

 由于 xVDI 软件系统基于后端 Openstack 系统，若需要由信立讯为您提供 Openstack 后端

平台的部署服务，请参见信立讯 xOpenstack 专业服务其中的 xOpenstack-Pack-NN-VDI 服务产

品介绍;   

 

xVDI System 软件及服务包： 

 

型号 描述 

xVDI System I 包含 xVDI-Server, xVDIClient-RDP-for windows 软件 

xVDI System II 
包含 xVDI-Server, xVDI-Agent, xVDIClient-Spice-for 

windows/linux/web 软件 

xVDI System III 
包含 xVDI-Server, xVDI-Agent/Proxy, 

xVDIClient-MultiProtocol-for windows/linux/web 软件 

    

xVDI 硬件瘦终端虚拟桌面软件 

型号 描述 

xVDIClient-for-ARM 适用于 ARM 芯片硬件瘦终端的虚拟桌面客户端软件 

xVDIClient-for-x86 适用于 x86 芯片硬件瘦终端的虚拟桌面客户端软件 

    

xVDI 虚拟桌面软件许可 

型号 描述 

xVDI-LC-4 每 4  个虚拟桌面客户端许可。 

    

xVDI 技术支持服务   

型号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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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DI-srv-1yr 
虚拟桌面系统一年 5x8 远程技术支持服务；用户需要提供 vpn 远

程访问条件。 

xVDI-srv-3yr 
虚拟桌面系统三年 5x8 远程技术支持服务；用户需要提供 vpn 远

程访问条件。 

    

高级服务   

型号 描述 

xOpenstack-Pack-NN-VDI xOpenstack 虚拟桌面后端 Openstack 运行环境部署服务 

xOpenstack-Pack-AD －

VDI 
xOpenstack 虚拟桌面后端 Windows AD 域控服务器部署服务 

xVDI-Srv-USB 定制化 Openstack 代码，打开虚拟机对 USB/Voice 的支持。 

 

 

 

 

关于信立讯 

 成都信立讯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 Openstack 云计算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公司。 基

于“开源、开放、免费”的 Openstack 系统在安全、异构技术及成本方面的巨大潜在价值与

优势，本着“工匠”精神，提供面向大、中、小企业建设虚拟化/私有云所需的 xOpenstack

系列咨询、生产系统专业部署服务以及桌面虚拟化等相关应用软件产品。 

 

联系信息 

 

成都信立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科华北路 58 号亚太广场 C 座 711 室，610041 

公司网页：www.xinlixun.cn 

联系邮件：sales@xinlixu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