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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I对数据中心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了，但这项技
术的最佳实践仍是五花八门，特别是筛选适用的

存储平台时，也会面临眼花缭乱的选择

 
 
 
 
 
 
 
 
 
 
 
 
 
 



服务器虚拟化能够将所有桌面统一纳入一个集中型数据中心基础架构
，也就代表着能够更高效地整合利用各项技术资源。虚拟桌面基础架
构（VDI）是指可实现以数据中心虚拟服务器主机上运行的虚拟机同
时管理多个用户桌面的程序。
 
虚拟桌面基础架构延续了虚拟服务器可同时对多个桌面进行管理的优
势，并且还能简化监管和管理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可靠性。

在设计VDI解决方案前，企业要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且不断问自己：
·  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  为什么我会觉得VDI能解决这个问题？
·  VDI会对数据中心存储设备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中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是资金问题，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
是VDI可以解决桌面管理问题。企业采用VDI的动因千差万别，但许多
企业由于没有全面认识到计算资源与存储资源整合后会对桌面用户所
需要的服务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部署了VDI之后根本就没起到
任何作用或者成了摆设。

本白皮书主要阐述为特定VDI环境选择适用存储解决方案的重要意义
，但也只有这样您才能让投资得到最大的回报。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  部署VDI的成本是否高于收益—是否确定了投资回报率目标？部
分企业为了满足性能和容量需求，通常会过度配置，反而增加了资本
和运营成本。这里要重点指出的是配置的磁盘越多，成本就越高。过
度配置还会增加数据中心的占用空间，进而增加用电和散热成本。

· 要将普通桌面纳入到虚拟桌面中，重要的一点是要对IO工作负载
的变化有基本了解。普通Windows桌面产生一个随机读写工作负载，
一个虚拟桌面就会面向管理程序生成一个以上连续的工作负载。但是
，如果同时运行着几百个虚拟桌面，工作负载在从管理程序迁移到存
储系统中时会被打乱顺序，变成随机工作负载。这些性能特征无疑限
制了作为VDI后端存储系统的传统存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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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问题可能会导致VDI部署中断，甚至根本无法开始部署。
部分企业发现VDI项目都需要消耗大量IT资源，因此只有采用便于
部署、易于管理的存储解决方案将才能提高VDI部署安装的效率。

·  此外，企业很难确定VDI配置最大应可扩展到什么程度。例如
，一个面向1,000名用户规划设计的VDI必然无法满足5,000个用户的
需求。因此可见，部署一个可根据企业数据增长需求不断扩展存
储空间的存储解决方案才是最重要的。

揭开虚拟桌面存储方案的神秘面纱
要想顺利部署虚拟桌面，需特别注意两个方面，并且这两方面都
会受到存储系统的影响。它们是：
·  虚拟桌面的性能要求
·  虚拟桌面的容量要求

性能和容量两个要素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这两个因素能够体现虚
拟桌面部署的设计和运行状态。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算方法就能确定虚拟桌面的性能要求。
首先根据部署的虚拟桌面数量计算所需的IOPS数量。虚拟桌面性
能标准因用户而异，每位轻度用户为5个IOPS，中度用户为10个
IOPS，重度用户为15-20个IOPS。工程师们的性能频率普遍是最高
的。在这种VDI环境下，桌面必然会全部同时启动，因此就会引起
所谓的启动风暴。但如果按照这种最高性能进行配置的话，只能
造成企业过度配置高成本存储设备而无用武之地。切记，如果VDI
存储系统可同步支持其他应用，必须将相应的性能要求计算在内
。

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讲性能只是一枚硬币的一面。虚拟桌面的容量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每GB的存储成本。对大
多数企业来讲，投资必须要有回报，另外VDI项目已经不再是新概
念了。目标是实现价格与性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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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FASTier™混合缓存可根据需求提高性
能。 NestOS软件可对混合存储架构及资源
进行智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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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混合存储系统功能

智能混合

可实现无干扰的线性升级，最大可扩展到
5PB。

灵活扩展

可同步支持单一软件堆栈及单一玻璃界面面
板管理系统中FC、NFS、iSCSI、CIFS、SMB
以及FTP的统一存储系统。

高效统一

NST企业级配置可兼容集成数据管理、业务
连续性和数据保护功能和服务，恰恰能满足
中端市场的需求。

企业级



这尤其适用于虚拟桌面应用，因为目前用户存储的数据正在从低
成本的本地磁盘迁移到集中化企业级存储系统中。

IT管理员降低容量需求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为所有桌面创建一个
主映像。主映像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也就是说可以与所有虚拟
桌面共享。虽说建议采用主映像，但这也可能会造成所有虚拟桌
面在启动到登录过程中发送大量读取请求。

如果需增加存储设备增加容量，那么需牢记不是所有存储设备都
是完全相同的。不仅要考虑VDI的容量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存储设
备要能够与其他商业应用共享，比如数据中心、email和用户主目
录。从管理角度来看，更高效的方法是以一个存储阵列满足各种
不同的容量需求。 

大大提高性能
为了提高基本旋转磁盘的性能，怡敏信自主开发了 FASTier 高性
能混合缓存技术。就算不是全部，也有一多半存储系统都在利用
缓存技术来提高性能。一般来讲，存储控制器都会配置一个内存
池，用于暂时存储数据，写满后再删除。实现这一功能需采用多
项技术，比如将最新数据存储到内存，跟踪经常访问的数据，可
监控总是同时检索的多个数据块的算法，应用发送请求前将数据
预提取到缓存中。

显而易见，缓存内存池的容量越大，性能就越高。切记，最重要
的一点还是实现价格与性能的最佳平衡。DRAM 和 NVRAM的成本
要比SSD高，比HDD高的更多。因此，大多数数据控制器都会最
大限度地缩减缓存内存池的规模。

有了FASTier，就不需为缓存空间头疼了。FASTier可采用高性能内
存和闪存技术以低成本扩展缓存池空间，最大可扩展到9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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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法可能会成本过高
 
自动分层
自动分层是一项监管频繁访问数据的技术。单单基于这一项标准
，它就能根据既定策略确定要将数据存储到哪里，并将数据在不
同存储层之间迁移。这项技术理论上来讲是将经常审核的数据存
储在快速存储层，不经常访问的数据则保存在存储系统的较低级
别存储层上。应用性能要求实时监控并根据需求匹配I/O请求。

VDI环境的主要优势在于可实时满足性能需求，但自动分层并不能
改善实时工作负载。例如，发生启动风暴后需即时响应。要想通
过自动分层技术来满足这类需求，需将VDI主映像保存到成本较高
的高性能存储层上，而这样又会大大增加VDI部署的成本。

全闪存存储设备
企业对存储性能需求仍保持稳步增长，存储行业也逐渐开始转向
固态存储，并将它作为解决所有性能问题的万能药方。但是，买
家需要注意了。虽然全SSD系统能够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但是
相应地居高不下的成本和有限的容量差不多能跟它提升性能的优
势相互抵消了。

特别对VDI环境来讲，采用全闪存存储系统并不实用，价格太高，
而容量又实在太小。退一步讲，即使SSD的成本降了，那距离实
高ROI还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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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NST，您就可以单独扩展固态硬盘和硬
盘驱动器了。此外，您还可以利用高性能内
存和闪存技术扩展FASTier™智能缓存，最大
可扩展到9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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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混合存储的优势

混合扩展 

借助  NST FASTier 智能缓存，您可以根据
需求对性能进行调整，还可将FASTier应用于
个别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应用中。

性能灵活

可使用单一玻璃界面管理面板通过单一系统
中集成的iSCSI、FC、NFS、SMB及FTP满足
多种应用需求的统一存储系统。

应用灵活性

充分利用E-Series 的处理能力对I/O和压缩等
存储功能进行管理，实现无干扰的线性升级
，单一系统的最大容量可达5PB。

大容量扩展

NST Metro Cluster是一个业务连续性集成解
决方案，具有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的优势，
原来只有数据中心内部才可能实现的复制和
故障转移功能现在无安全可以用于数据中心
与10公里以外的站点之间。

高可用性

TM



总而言之，一个综合性VDI解决方案需要的不只是存储，但存储系
统确实是存储数据的核心。要想提高可用性和工作效率，就要采
用成本合理同时又能满足性能和容量需求的存储系统。NST不仅
能通过FASTier技术提高存储性能，而且还可以根据企业数据的增
长需求扩展容量，因此完全能满足不同规模企业的不同需求，上
文所说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关于怡敏信
怡敏信是一家致力于数据存储和信息安全的全球性企业。怡敏信
的存储和安全产品包括固态优化统一混合存储系统、安全自动归
档解决方案和高密度企业级存储阵列。Nexsan解决方案特别适用
于虚拟化、云、数据库和协作等关键性IT应用；而且还是具备备
份和归档功能的节能型高密度存储方案。自1999年至今，全球
11,000家客户共部署了33,000套Nexsan解决方案。怡敏信通过云服
务提供商、增值经销商和解决方案集成商全球网络为全球客户销
售Nexsan系统。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mation.com/nex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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