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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乾云桌面虚拟化产品（又称虚拟桌面）是一款基于乾云桌面虚拟化、成熟完善的企业级桌

面虚拟化平台，为企业提供桌面虚拟化的完整解决方案。

图 1- 1

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国内客户几乎还是采用传统 PC 的办公模式，越来越多

的企业在 PC 的生命周期中出现了诸如运维工作量大、数据安全无法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据 IDC

的统计，企业在 PC 硬件上每投资 10 元，就需要为后续的运维支出 30 元（整整 3倍），而从业

务价值的角度来说，桌面运维对组织业务发展并不创造直接的价值，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提升，

在这方面的投入越大、浪费就越多。

“瘦终端+云桌面”是快速兴起的技术潮流，通过将用户桌面在数据中心集中化运行和管理，

极大地降低了运维难度并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同时实现了用户桌面在各种终端上的任意切换。

根据《2012 年中国虚拟化市场研究报告》，以往客户对虚拟化的采购比例为“桌面虚拟化占比

73%，桌面虚拟化占比 18%”；而未来客户对虚拟化的采购比例将变成“桌面虚拟化 20%，桌面

虚拟化 70%”。也即是说，在整个虚拟化市场领域里，客户对桌面虚拟化的投资占比在逐渐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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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对桌面虚拟化的投资占比在快速提升。另外，Gartner 也预测未来 3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

将部署“瘦终端+云桌面”方案。

图 1- 2

因此，顺应市场潮流，乾云推出的桌面云解决方案，对 IT 桌面基础架构进行变革，通过丰

富、完善的云桌面技术，提升企业在数据安全建设、终端用户体验、业务连续性等方面的价值，

让企业充分享受虚拟化技术所带来的优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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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成

桌面虚拟化系统（又称虚拟桌面）是一款基于云计算桌面虚拟化技术研发面向个人桌面办公的

一套解决方案，虚拟桌面的计算和数据存储均在服务器端完成，办公用户通过客户端和网络进行桌

面办公操作，能够为企事业单位在数据安全、运维和节能等方面实现整体价值提升。

桌面虚拟化直接管理和交付的对象是个人完整的桌面系统环境，个人办公可以使用完整的

Windows各版本（Windows XP/7等）以及常用 Linux版本虚拟桌面系统环境。

桌面虚拟化系统产品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分别为管理平台、运行平台和客户端，其中管理平台

包括中心服务器和交付平台服务器两部分，运行平台包括运行服务器。各部分功能如下：

 中心服务器：用于桌面虚拟化系统的主机管理、虚拟网络创建和管理、存储域等系统级配

置管理。

 交付平台服务器：也可以用虚拟机方式部署，用于桌面虚拟化系统的用户管理（添加、修

改、删除等）、桌面虚拟机管理（创建、删除、资源分配等）、用户和虚拟化权限分配管

理等日常管理功能。

 运行服务器：用于桌面虚拟化的计算和存储资源支撑。

 客户端：安装于云终端，用于办公用户进行登录访问和使用桌面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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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系统组成

图 2- 2 云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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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架构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产品主要有四部分组成，分别为 cCenter、cHost、cClient和 SMEP；其中

cCenter为管理中心，cHost为虚拟化主机，cClient为桌面终端。用户数据和镜像保存到存储网络中，

存储网络可以使用 FC-SAN，也可以使用 IP-SAN；如果使用 FC-SAN作为存储服务的话，就需要光

纤交换机通过 HBA卡和服务器连接，如果采用 IP-SAN进行作为存储服务的话，就要使用万兆交换

机或千兆交换机进行连接。

图 3- 1 部署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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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组件列表

组件 要求

cCenter

最低硬件要求

 CPU：1 颗 2核( x86_64)；

 内存：4GB 可用内存；

 磁盘：25GB 可用本地存储；

 网卡：1 千兆以太网网卡；

建议硬件要求

 CPU：1 颗 8核或多颗 8核 2.0GHz 以上( x86_64)；

 内存：16GB 可用内存；

 磁盘：300GB 或 600GB 可用本地存储；

 网卡：2 千兆以太网网卡；

cHost

最低配置要求

 CPU：支持 Intel VT 或 AMD-V 硬件虚拟化扩展；

 内存：2GB 可用内存；

 磁盘：30GB 可用本地存储；

 网卡：2 千兆以太网网卡；

建议硬件要求（总体上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配置）

 CPU：2 颗 10 核或多颗 10 核 2.4GHz 以上( x86_64)；

 内存：256GB 可用内存；

 磁盘：300GB 或 600GB 可用本地存储；配置共享存储设备（大

小根据实际用户需求进行配置）

 网卡：4 千兆以太网网卡；

cClient

最低配置要求

 CPU：1 颗双核( x86_64)；

 内存：1GB 可用内存（建议 2GB）；

 磁盘：4GB 可用本地存储（建议 8GB）；

 网卡：1 千兆以太网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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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NAS、SAN、

iSCSI

低密度访问网络

 本地

 NAS

 IP-SAN

 SAS 15000 转 磁盘

高密度访问网络（推荐方式）

 FC-SAN

 SAS 15000 转 磁盘

 光纤交换机和 HBA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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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原理

图 4- 1 管理台

将 PC运行的桌面和应用迁移到数据中心，通过 SMEP协议建立客户端和服务器的一个安全的

多虚拟通道，当用户使用时通道将服务端的用户界面推送到客户端设备，同时通道将鼠标与键盘输

入信号发送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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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5.1. 集中式 WEB 管理

图 5- 1 管理台

管理平台以 Linux和 JBoss平台为基础，具有优越的性能、可扩展性和安全性，支持基于Web

方式的平台管理。提供基于 REST的 API，可以方便的进行二次开发。

 集中的单点管理所有的服务器和虚拟机；

 完整的资源映射和树形图；

 通过你的服务器环境部署、启动和迁移虚拟机；

 监控系统利用率和性能；

 通过强壮的访问控制确保环境安全，可以和活动目录或 LDAP 服务器集成；

 软件开发包支持和第三方的管理工具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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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物理机高可用

图 5- 2

高可用性功能是通过群集功能来实现的，在主机宕机、断电、断网情况下系统会根据策略在其

它主机上面重新启动虚拟机，不需要用户干预，没有集群软件的成本和复杂性。

群集是虚拟基础架构管理中的一个新概念，它具备对台主机服务器管理的强大功能，而管理起

来就如同对一台服务器进行操作一样便捷。由多台独立主机聚合形成的群集可通过对资源的有效利

用，具有内在的高可用性，并且大大降低了管理工作的复杂性。现在，虚拟机可以在集群中而不是

在主机上进行部署，这样虚拟机便可使用群集中的所有资源。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管理中心可以为虚拟机选择最适合的主机，并可以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在群

集内部移动虚拟机。

由于虚拟机现在是运行在群集上，而不是独立的主机上，因此群集具有内在的高可用性，如果

一台主机出现故障，运行于这台主机上的虚拟机可以在群集中的其他主机上重新启动。随着用户想

群集中添加或删除主机，群集中虚拟机可用资源也会动态的增加或者减少。

 经济有效的适用于所有应用的高可用；

 不需要独占的 stand-by 硬件；

 没有集群软件的成本和复杂性；



技术原理

桌面虚拟化 14

5.3. 虚拟机高可用

图 5- 3

通过在虚拟机操作系统中安装 watchdog监控程序，实时和主机进行通信并通过管理台来设置策

略（重启、关闭、暂停）以处理虚拟机崩溃问题，最大程度降低计划外停机。

5.4. 主机维护和实时迁移

图 5- 4

允许在虚拟群集内将虚拟机从一台主机无缝迁移到另一台主机上运行，而不中断业务；可以零

宕机的进行有计划的服务器维护和升级；提前迁移应用远离失效的硬件；迁移工作负载，资源利用

率最大化。

5.5. 存储动态迁移

系统支持虚拟机磁盘的热迁移，在虚拟机运行状态下能够把虚拟机磁盘从一个存储域迁移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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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存储域而不影响业务系统的运行，用户可以很方便的根据业务的扩展动态调整存储的资源， 且

在调整资源时不影响正常业务的运行，保证良好的虚拟化系统可扩展性。

5.6. 虚拟机资源动态扩展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支持热添加技术，可以在虚拟机正在运行的状态下动态为虚拟机添加 CPU、

存储及网络设备等资源， 从而做到真正的资源弹性调配， 用户可以很方便的根据业务的扩展动态

调整虚拟机的资源， 且在调整资源时不影响正常业务的运行，保证良好的虚拟化系统可扩展性。

图 5- 5

5.7. 资源实时监控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支持对物理服务器和各虚拟机的资源使用状况进行监控，包括 CPU 利用

率、内存利用率、网络利用率、磁盘 I/O 读写速率等资源运行状态信息，从而有利于 IT 管理员掌

握服务器资源使用状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合理的资源调配。

图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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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虚拟机故障隔离

虚拟机的本质就是通过虚拟化技术，将一台物理服务器虚拟成多个计算机。虚拟机之间彼此相

互独立，一个虚拟机故障不会影响其他虚拟机。用户对虚拟机的使用体验和对传统物理机的体验相

同。

因此在一个虚拟机内的任何操作，不对同一台物理服务器上的其它虚拟机和虚拟化平台自身的

可用性产生危害。即使虚拟机的运行出现故障，比如操作系统崩溃、应用程序错误导致死机等情况，

同一物理服务器上的虚拟化平台以及其它虚拟机仍然可以正常运行，继续为用户提供服务。

5.9. 自动负载均衡

图 5- 7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能够跨资源池动态调整计算资源并基于预定义的规则智能分配资源，系统

会根据各个物理计算服务器节点现有的负载状况进行动态的调配，使得集群中各个物理计算服务器

的负载处于一个动态的均衡状态。

 使 IT 和业务优先级对应；

 动态提高系统管理效率；

 自动化的硬件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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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主机省电

图 5- 8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在集群模式下能够将工作负载少的服务器上的虚拟机整合到其他的服务器

上，将不需要的服务器置于待机模式，而在工作负载需要增加时，再恢复服务器的在线状态。保证

服务水平的同时减少电力消耗，保证虚拟机不中断、不停机。

5.11. 虚拟机快照与恢复

图 5- 9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为用户和管理员提供了手动和自动快照功能，该功能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

手动备份虚拟机系统。在虚拟机系统出现问题时，如崩溃、蓝屏、系统不可用等问题时，用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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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之前创建的快照，从而恢复系统的。支持运行支持 iSCSI、FC和 NFS 共享存储或本地存储；

支持内存快照。

5.12. 网络 QOS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提供对网络进行限制带宽的功能，通过网络 QOS能够对虚拟机的虚拟网卡

限制上传和下载的网络带宽，而且也可以对虚拟机的某一个网卡限制带宽防止某个虚拟机占用大量

带宽而导致其他虚拟机带宽降低的情况，以达到优化网络的目的。

图 5- 10

5.13. 管理数据备份和恢复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提供管理节点配置数据和业务数据定期本地和异地备份能力。当管理节点

服务异常无法自动修复时，通过本地备份的数据立即恢复；当由灾难性的故障导致管理节点故障且

不能通过重启等操作进行恢复，可使用异地备份数据立即恢复，减少故障恢复时间。



产品功能

桌面虚拟化 19

5.14. 在线 P2V 迁移

图 5- 11

乾云 P2V迁移工具能够在线无缝地将物理系统转换为虚拟机，而不影响源系统的业务运行。可

以帮助客户将其现有的业务系统从物理服务器平滑高效地迁移到虚拟机上，免去了在虚拟机上重复

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系统的工作量。 乾云 P2V 工具支持各种主流的服务器和存储设备，支持包括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 2003、 Redhat Linux、 CentOS Linux在内的多种操作系统，

且 P2V 迁移过程迅速。

5.15. 完整克隆和链接克隆

克隆是虚拟机相对于物理机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利用克隆功能， IT 管理员可以很方便地从一

个虚拟机模板克隆出多个具有相同资源配置、操作系统和应用系统的虚拟机，对于提升工作效率具

有重大意义。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能够同时提供完整克隆和链接克隆两种方式， 更加提升 IT 管

理员工作效率。

完整克隆方式下，管理员从源虚拟机复制出的一个独立的虚拟机镜像，其功能、 占用资源和源

虚拟机完全一样，但不和源虚拟机共享任何资源，可以独立使用和修改；而链接克隆方式下，管理

员从源虚拟机模板派生出的一个非独立的虚拟机镜像，其功能、资源配置和源虚拟机完全一样，但

是可以和源虚拟机模板共享磁盘文件， 从而降低对存储空间的需求，并提升运行效率和 IT 维护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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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资源管控

资源管控指对 CPU、内存、存储资源的管理和控制，有审计和禁止两种方式。系统通过配额的

方式给数据中心分配一定的资源（CPU、内存、存储），如果数据中心使用的资源超过了所分配的

资源，在审计模式下会发出告警日志，在禁止模式下则会禁止使用超过配额的资源。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控制某一数据中心过度使用资源而造成其他数据中心资源不足的情况。

图 5- 12

5.17. 告警管理

告警管理指对系统异常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处理，对异常信息以图形方式进行统计展示，并

以邮件的形式及时报告系统故障和错误的警告，从而为管理员的日常维护和故障排查工作提供可靠

的支持，以加强系统的维护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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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3

图 5- 14

5.18. 主机 USB 透传

系统可以支持各种主流外设，支持将插在服务器上 USB 接口设备 UKEY、加密狗、打印机等

外设指定给服务器上的某个虚拟机使用，从而保证需要 UKEY等设备才能启动的系统在虚拟机上正

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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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5

5.19. 支持多种类型存储

乾云桌面虚拟化管理平台能够建立多个中心，每个中心能够连接不同的存储设备，包括 iSCSI、

SAN、NAS及本地存储。

5.20. 存储实时迁移

乾云服务器虚拟化系统通过独有的底层设计，能够实现不同存储域之间和存储之间实现虚拟机

磁盘文件在线移动，动态提高系统管理效率和自动化的硬件维护。

图 5- 16

5.21. 虚拟机关联组和反关联组

虚拟机关联组和反关联组允许用户定义一组规则来指定是否一组特定的虚拟机需要在同一个主

机上运行，或需要在不同的主机上运行。这个功能可以被用来处理复杂的运行负载需求，例如软件

许可证的要求，高可用性对负载的要求。虚拟机关联通过把虚拟机加入到一个或多个关联组来实现。

一个关联组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虚拟机，它们有相同的参数和运行条件。这些参数包括 关联（在

这个关联组的虚拟机需要在同一个主机上运行或同时迁移）和 反 关联（在这个关联组中的虚拟机

需要在不同的主机上运行）。另外，其它一组条件会被用来和这些参数一起使用。例如，您可以设

置硬实施，它将强制执行您所设置的参数，而不会考虑外部环境；您也可以设置软实施，它将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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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执行您所设置的参数。关联组、它的参数和条件并称为关联协议。

图 5- 17

5.22. 分布式存储池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在没有共享存储的情况下，也能够为用户提供高可用的、持续的服务，系

统会利用多台服务器自身的磁盘，组建成一个大的存储池，达到和共享存储一样的效果。

图 5- 18

5.23. 支持内存优化

大页面内存透明化：通过减少内存访问次数提高性能，Linux内核为虚拟机创建了大内存页（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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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MB），这一功能使大多数工作负荷的性能得到改进；内存过量分配：允许用户在其虚拟机中定

义比现物理主机中更多的内存；在内存负载过重时，Hypervisor会更智能的处理内存交换。

5.24. 安全审计

系统对管理员的操作进行监控，并记录其的操作行为，方便以后对管理员动作的取证，以加强

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图 5- 19

5.25. 桌面和终端定时开关机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的定时开关机能够通过配置策略对虚拟桌面和终端进行定时的开机和关

机。通过定时关机功能关闭用户忘记关闭的桌面或终端，便可以实现对桌面或终端的自动关闭功能，

从而达到节省电力和服务器的硬件资源目的。同时通过定时开机功能，可以在任意时间开启个人的

桌面或终端，可以加快系统登录时间，简化用户访问虚拟桌面的操作步骤，让用户体验到简约、便

捷的桌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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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

5.26. 终端管理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独有的终端安全管控功能通过授权、IP 绑定、用户绑定、时间控制来达到

终端安全接入的目的，而且终端管控能够做到对终端一键开机、一键关机、远程批量部署和升级以

及对终端资源进行监控等。

图 5- 21

5.27. 离线桌面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独有的离线桌面技术，把桌面镜像从服务器抓取到本地，充分利用终端计

算资源，降低服务器成本，达到统一管理、统一存储、提高用户体验和断网使用的目的。

图 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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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6.1. 政策性优势

国家越来越关注信息安全，提出去 IOE化和虚拟化国产化，并且国家提供大量资金和政策进行

扶持，虚拟化国产化是大势所趋。

6.2. 高性能

服务端支持全虚拟化技术和半虚拟化技术，充分利用 Intel和 AMD CPU中提供的硬件虚拟化辅

助技术，并于系统进行协作以确保获得最佳性能。VM对存储和网络设备使用了半虚拟化驱动程序，

同上一代的仿真驱动程序相比，半虚拟化驱动程序可以极大地改善性能。

图 6- 1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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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访问量

应用乾云桌面虚拟化产品后的计算、存储访问、网络处理能力接近甚至高于同等配置的物理服务

器。

6.3. 通用性

使用业界标准的 Linux 设备驱动程序，使服务端的硬件支持十分广泛。设备驱动支持也能方便

地扩充。在存储的支持上，不但支持 IDE、SATA、SCSI 和 SAS本地存储而且也支持 iSCSI、光纤、

NFS和分布式 等共享存储。

6.4. 可管理性

服务端的安装和配置十分简单，整个安装过程可以在类图形化的向导的指引下或无人值守的方

式快速完成部署。在虚拟机中引入了物理服务器的全新配置向导、直观的界面和简单的点击转换功

能，建立了简易操作的新标准。

管理员可以通过管理端管理工具在浏览器上方便地对多个服务端服务器进行统一集中的管理。

尽管大型数据中心的虚拟机数量增长极快，但通过管理台让管理员可以轻松掌握虚拟机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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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高稳定性

系统具备动态迁移、资源池和工作负载、高可用性（HA）和灾难恢复能力。这些功能采用先进

的 HA、自动重启和故障转移技术，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6.6. 高安全性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军用安全级别、内核级 SELinux和 sVirt 安全技术。能够

对系统提供最有效的入侵检测和隔离。

6.7. 多网办公

多网办公是指用户有多个网络中心，多个办公桌面，桌面分布在多个网络中心，用户需要在不

同的网络中心的桌面上办公，传统模式下用户需要在不能网络中心之间来回移动造成诸多不便。乾

云桌面虚拟化系统采用独有的网络切换技术，能够通过一个客户端，快捷方便的连接不同网络中心

的不同桌面，避免各中心间的来回移动，并且安全高效。

6.8. 良好的高清视频体验

乾云桌面虚拟化允许在虚拟桌面中查看或编辑图像和多媒体信息，且可以支持 2560*1600分辨

率和 32位彩色桌面显示。桌面虚拟化服务端在桌面播放视频时能够检测到视频流而采用独有的视频

压缩技术把压缩后的视频数据传到终端进行解码显示，能够流畅的播放 1080P高清视频，给客户带

来极佳的视频观看体验。

6.9. 多中心、多存储

乾云桌面虚拟化管理平台能够建立多个中心，每个中心能够连接不同的存储设备，包括 iSCSI、

SAN、NAS及本地存储

6.10. 无共享存储实现高可用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在没有共享存储的情况下，也能够为用户提供高可用的、持续的服务，系

统会利用多台服务器自身的磁盘，组建成一个大的存储池，达到和共享存储一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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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

6.11. 完善的外设重定向和管控

对于用户来说，经常会使用到各种外设（U盘、UKey、打印机等）。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对

外设的支持有 2种形式：

1. 把插在服务器上的 USB外设透传到桌面；

2. 把终端上接入的外设进行重定向到桌面。

系统从虚拟化的底层就对上层的外设提供了支持，因此不需要在终端或者桌面里面安装任何驱

动程序，从而能够最大程度的兼容各种外设。

对于并口/串口设备的支持，仅需要将其转接为 USB 口，从而可以按照 USB 设备的方式来进行

使用，同样不需要安装任何额外的驱动。

通过第三方软件集成能够对各种外设（U盘、UKey、打印机等）进行集中管控，做到对外设的

启用、禁用、只读等限制。

6.12. 终端安全管控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独有的终端安全管控功能通过授权、IP 绑定、用户绑定、时间控制来达到

终端安全接入的目的，而且终端管控能够做到对终端一键开机、一键关机、远程批量部署和升级以

及对终端资源进行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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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离线桌面降低服务端成本，提供用户体验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独有的离线桌面技术，把桌面镜像从服务器抓取到本地，充分利用终端计

算资源，降低服务器成本 50%，达到统一管理、统一存储、提高用户体验和断网使用的目的。

6.14. 智能开关机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的定时开关机能够通过配置策略对虚拟桌面和终端进行定时的开机和关机。

通过定时关机功能关闭用户忘记关闭的桌面或终端，便可以实现对桌面或终端的自动关闭功能，从

而达到节省电力和服务器的硬件资源目的。同时通过定时开机功能，可以在任意时间开启个人的桌

面或终端，可以加快系统登录时间，简化用户访问虚拟桌面的操作步骤，让用户体验到简约、便捷

的桌面操作。

6.15. 协议优化

6.15.1. 颜色自适应

在多通道传输协议中，其中最占用带宽的通道是显示通道，显示通道上传输的内容主要是压缩

的图片，多以图片的质量和颜色值决定了带宽大小。为了能够适应低速带宽，系统会自动根据带宽

降低颜色值，比如将网络 32色自动降低到 16色。

终端和服务端通过协商，确定图片的颜色值，然后 Qemu会根据协商后的颜色，将直接生成 16

色的图片，然后传输协议服务端重 Qemu中获取 16色的图片，将其压缩并传输到终端。

6.15.2. 终端缓存

为了降低带宽，终端会将图片缓存到终端上，对于相同的图片就不需要传输了，而是直接使用

本地缓存的图片，而对于整张图片缓存的话命中率非常低，所以需要将图片在服务端打散成多个小

的图片，提高缓存的命中率，降低贷款的要求。

在服务端井图片分隔成多个小图片，终端会缓存 5帧的图片，在传输过程中服务端会通过计算

图形的内容，确定是否传对应的内容，然后终端在接受到图片之后会根据 ID好重组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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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安全加固

6.16.1. 高安全性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军用安全级别、内核级 SELinux和 sVirt 安全技术。能够

对系统提供最有效的入侵检测和隔离。

6.16.2. 安全隔离

在使用虚拟化之前，计算机系统之间是通过物理隔离的，只能通过本地网络对这些系统发起攻

击，这类攻击通常能够被网络安全系统有效阻断。然而，在虚拟化环境中，各个云桌面在同一宿主

机上运行，如果虚拟机监视器(Hypervisor)有缺陷，恶意的虚拟机，或者受到控制的虚拟机，都很有

可能会攻击它的宿主机，甚至宿主机上运行的其它云桌面，对系统造成很大的安全威胁。虚拟机的

隔离性仅仅依靠虚拟机监视器(Hypervisor)是不够的，因此对虚拟机之间的信息流进行隔离是非常有

必要的。

系统云安全控制器采用强制访问控制策略来隔离虚拟机，为虚拟机及其资源打上安全标签，通

过增强操作系统的安全策略实施访问控制。其原理是允许虚拟机和它们的资源被唯一地标识。一旦

被标识，相关规则将被执行以拒绝虚拟机之间互相访问，以此来增强虚拟机之间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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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4

安全控制器提供了动态标签和静态标签的定义方法。动态标签就是通知底层的 libvirt自动为虚

拟机进程和镜像选择唯一的标签，确保虚拟机之间完全隔离。静态标签就是通知 libvirt在启动虚拟

机进程时按照管理员配置的特定标签运行，管理员负责保证镜像和虚拟机标签配置正确。

6.16.3. 证书认证

采用证书认证的方式避免非法设备的接入，终端在接入是需要中心端的证书才能登陆系统，所

以这样就可以避免非法设备的非法接入。

6.16.4. 数据传输加密

管理员访问管理系统，均采用 HTTPS方式，数据传输采用 SSL加密方式，避免了用户截获数据，

破解登陆的安全隐患。

6.16.5. 磁盘清零

磁盘清零是指在创建完虚拟磁盘之后，对虚拟磁盘进行清零的操作，用于清除残留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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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创建的虚拟磁盘主要有 qcow2格式的文件和块设备的磁盘，所以需要对两种虚拟磁盘都要

进行清零操作，系统在调用完创建磁盘的命令之后，对于没有初始化磁盘的创建方式，比如块设备，

需要进行初始化清零操作的调用。通过管理代理程序，在创建磁盘的之后自动调用调用系统命令或

qemu-img清除磁盘空间的内容。

6.16.6. 最小部署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通过精简操作系统的安装包，确定安装环境最小的软件集合，让后将其作

为系统的基础版本，多余的服务和应用不进行安装，确保系统最小的安装，为降低系统对资源的占

用以及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6.16.7. 系统只读

乾云桌面虚拟化系统通过将操作系统精简之后，可以将其烧刻到 SD卡上也可以安装到硬盘上，

当系统启动时将系统盘设置成只读模式，用于限制系统用户或程序修改文件系统和内核，确保系统

在重启之后恢复到初始化状态。用于防止恶意软件对虚拟层的攻击，以及异常操作导致的系统错误，

对于特殊的操作和存储域，在只读的排出策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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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虚拟机规格

每个虚拟机支持最大 vCPU个数 64个

每个虚拟机支持最大虚拟内存 1TB

每个虚拟机支持最大虚拟磁盘数 3个（IDE模式）；24个（virio模式）

每个数据磁盘最大容量 16TB（Local模式）；8TB（iscs和 nfs模式）

每个虚拟机支持对打虚拟网卡数 8个

物理机规格

每物理服务器支持最大 CPU核数 160个

每物理服务器支持最大物理内存 2TB

每物理服务器支持最大 vCPU个数 512个

每物理服务器支持最大并发虚拟机数 无限制

每物理服务器支持最大虚拟磁盘数 无限制

每物理服务器支持最大虚拟网卡数 无限制

系统规格

每集群支持最大计算服务器数 200台

每集群支持最大虚拟机数量 5120台

每集群支持虚拟存储容量 640TB

每集群支持 HA容错物理机数量 128台

最大集群数 20个

最大计算服务器数 2560台

最大虚拟机数量 102,400台

最大管理员数量 1,000个

自动部署并发服务器数 100台

每物理机支持虚拟机热迁移并发数 8(需配套 10GE网卡，在 GE网卡时规格为 4)

创建虚拟机最大并发数 100台

启动虚拟机最大并发数 20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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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桌面支持登录虚拟机并发数 10个/秒

每终端带宽最低要求 100KB/S

操作系统

支持的操作系统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3 (32-bit and 64-bit)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 (32-bit and 64-bit)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32-bit and 64-bit)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32-bit and 64-bit)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32-bit and 64-bit)

Centos 3 (32-bit and 64-bit)

Centos 4 (32-bit and 64-bit)

Centos 5 (32-bit and 64-bit)

Centos 6 (32-bit and 64-bit)

Centos 7 (32-bit and 64-bit)

Ubuntu 12.04 (Precise Pangolin LTS 32-bit and 64-bit)

Ubuntu 12.10 (Quantal Quetzal 32-bit and 64-bit)

Ubuntu 13.10 (Saucy Salamander 32-bit and 64-bi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 and newer (32-bit)

Windows 7 (32-bit and 64-bit)

Windows Server 2003 Service Pack 2 and newer (32-bit

and 64-bit)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bit and 64-bit)

Windows Server 2008 (32-bit and 64-bi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64-bit)

说明：以上参数为系统支持最大参数，实际部署数据与物理服务器配置、虚拟桌面

使用场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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