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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基于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的新型服务器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在 VMware Horizon 虚拟
桌面上支持更多用户
采用新型内存技术及全新处理器和固态盘，
支持更多 VDI 用户

将支持的虚拟桌面用户
数量提高多达 87%
在搭载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的四服务器
集群上的 VDI 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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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桌面基础设施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VDI) 的问世让
远程和移动办公人员、承包商、现场技术人员、护士、学生、银行
从业者和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可在所需的时间和地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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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工具，同时又能保护敏感数据的安全。但是，不断增加的
用户需求会令底层硬件难以招架，桌面响应速度会随之变慢，导致

160

工作人员和客户遭遇令人烦心的延迟。那么，如何确保超融合
基础设施 (HCI) 可以支持用户所需的巨大虚拟桌面工作负载呢？
我们在搭载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和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的四节点、双路 VMware
vSphere® vSAN™ 服务器集群上对比了三种内存配置。我们发现，
同时添加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PMem) 与少量传统 DRAM 可使
VMware Horizon® 虚拟桌面的数量增加 25%，达到 200 个桌面
用户。此外，与基础配置相比，添加更多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可使桌面数量增加 87%，达到 300 个桌面用户。这意味着无需
另行购买服务器也能支持更多的用户。通过将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英特尔® 固态盘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结合

使用 384GB DDR DRAM
使用 512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 96GB DDR DRAM
使用 1,024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 192GB DDR DRAM

使用，企业和机构就可以支持更多虚拟桌面用户并节省昂贵的
硬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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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融合数据中心内的 VDI

关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模组

随着企业和机构为提出更高工作负载要求的用户实施 VDI，每个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是一种全新
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NVMe) 技术。它
不仅能够存储大量高频读取数据，
便于内存快速访问，还能提供数据
持久性，使得数据在读取或写入后得
以留存。

单独桌面的计算和内存需求也随之增加。超融合基础设施通过软件
定义存储（例如 VMware vSAN）和虚拟化平台（例如 VMware
vSphere）将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融合在一起。这种一体化
模式具有众多优势，其中就包括简化部署和管理。在为 VDI 环境
提供支持时，按照企业所需的虚拟桌面用户数量合理调整超融合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硬件至关重要。请参看下图，了解英特尔® 技术
和 VMware 软件如何强强联手满足您的 VDI 需求。
通过增强服务器集群能力来支持更多虚拟桌面用户，最终会对
用户体验，乃至企业和机构在超融合基础设施上实施 VDI 时必须
投入多少资金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研究了新款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以及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对于
超融合基础设施上 VMware Horizon 虚拟桌面数量的影响。

据英特尔表示，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可以帮助企业更快地从数据密集
型应用中获得洞察，并能从提高虚拟
机和容器密度，持续优化服务可扩展
能力中受益”1。
要详细了解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
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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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系列
英特尔提供融合了内存和存储技术的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系列来加快存储速度。英特尔表示，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将高吞吐量、
低延迟、高 QoS 和高耐用性集于
一身……通过提供新的数据存储层
突破数据访问瓶颈2。”
要详细了解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系列，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cn/zh/products/memory-storage/
solid-state-drives/data-center-ssds/
optane-dc-ssd-series/optane-dcp4800x-series.html。

我们的发现
在测试中，我们在集群上比较了三种不同的内存配置。集群由
四台搭载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的服务器组成，
并使用 VMware vSphere 软件定义 VMware vSAN 来模拟超融合
VDI 环境。集群配置唯一不同之处是内存的数量和类型。在所有
测试中，我们都使用相同的存储和网络资源，以此排除其他任何
变量的干扰，从而更准确地量化持久内存的性能优势。我们使用
VMware View Planner 4.3 基准测试工具来模拟 VDI 用户，以展
示在繁重的计算和内存环境中，全新升级的处理器和内存如何支持
更多 VDI 用户。我们选择高内存测试配置（为每个 VDI 会话分配
16 GB）来展示需要大量内存的工作负载对超融合基础设施产生

关于全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在测试中，双路服务器搭载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每个
处理器有 28 个内核，内核频率为
2.7 GHz。这款新处理器建立在第
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
功能之上，在性能方面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要详细了解全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系列，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
scalable/gold-processors/gold6258r.html。

的影响。View Planner 高内存配置（工作负载）模拟当下典型
用户的使用场景：登录 Microsoft Windows 虚拟桌面并启动常见
的应用程序（Microsoft Excel、PowerPoint 和 Word），同时在
Google Chrome 中打开浏览器标签页并访问大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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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搭载两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关于 VMware Horizon 7

固态盘、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以及 384GB DDR DRAM，支持

VMware Horizon 7 是一种 VDI 解
决方案，可从单个平台（在本地
或在云中）向桌面用户提供桌
面。VMware 称，使用 Horizon 7 进
行桌面虚拟化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同
时简化安全合规和管理工作4。

160 个 VMware Horizon 虚拟桌面用户。当我们将集群的内存配置

VMware Horizon 7 的特性包括：
与 VMware vSAN 进行软件定义集
成，支持 Windows 和 Linux®，具有
可用于简化身份验证的 True SSO。
要详细了解 VMware Horizon 7，
请访问 https://www.vmware.com/
products/horizon.html。

仅使用 DRAM 的基础配置相比增加了 87% 3。尽管许多人认为 VDI

升级到 96GB DDR DRAM 加 512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时，解
决方案可支持 200 个虚拟桌面，虚拟桌面数量增加了 25%。
当我们将内存配置进一步升级到 192GB DDR DRAM 和 1,024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时，集群可支持多达 300 个虚拟桌面，这与

是与 CPU 紧密相关的工作负载，但内存在 VDI 环境中发挥着与 CPU
同样重要的作用，其中任何一种资源出现瓶颈都会影响性能和扩展
能力。
通过增强服务器集群能力来支持更多的虚拟桌面用户，企业和机构就
可以更好地为业务增长做好规划、延缓购买额外硬件，并且可能无需
立刻租用或建造新空间来安放基础设施即可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关于 VMware vSAN
对于希望降低数据中心复杂性与占用
空间的企业和机构，VMware 通过
VMware vSAN 提供软件定义存储，
从而将计算和存储资源整合到一起，
消除了购买庞大、昂贵的外部阵列的
需求。
VMware 表示，vSAN 提供了“一条
迈向超融合基础设施和混合云的捷
径”5。要详细了解 VMware vSAN，
请访问 https://www.vmware.com/
products/vsan.html。

将支持的虚拟桌
面用户数量提高
多达 87%
在搭载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的
四服务器集群上的
VDI 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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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使用 View Planner 时，四服务器 VMware vSAN 集群上的 VDI 用户数。越高
越好。数据来源：Principled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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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如果企业和机构当前正通过 VMware vSphere 和 VMware
vSAN 利用超融合基础设施的优势，可选择搭载全新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8R 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和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的服务器并添加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来
优化提供虚拟桌面的能力。在测试中，与仅使用 384GB DDR
DRAM 的集群（基准配置）相比，使用 96GB DDR DRAM 和
512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配置的集群可将虚拟桌面数量
增加 25%，而使用 192GB DDR DRAM 和 1,024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配置的集群更是可将 VDI 桌面数量增加 87%。

关于 VMware View Planner
我们使用 VMware View Planner 来创建
用于测试的桌面工作负载。VMware 对于
基准测试的描述是“……首个用于比较虚拟
桌面部署平台的综合型标准方法 6 。”基准
测试生成的工作负载包含桌面用户的典型
任务，并且可以衡量服务器与客户端的性
能，以纳秒为单位报告完成时间。基准测
试根据在处理 CPU 和 IO 密集型任务方面
表现出色的桌面数量，报告 View Planner
得分。
要了解 VMware View Planner，请访问
https://www.vmware.com/products/
view-plann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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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告背后的原理”：http://facts.pt/xme83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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