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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KVM 交换机？
KVM 交换机可以使用户通过一个简单的键盘、显示器和鼠标 

(KVM) 对多台电脑进行访问和控制的设备。包括对服务器、个
人电脑、工作站、甚至是平板电脑的控制。任何短距离或长距
离使用或管理多台计算机设备的人员，均可从 KVM 交换机中
获益良多。

不论是对仅仅在自己办公桌下进行多台电脑切换操作的工程师
而言，又或是在多个站点，需要对数千台服务器进行维护的 IT 

管理人员而言，KVM 交换机都能完美出任。

什么是串行控制台服务器？
串行控制台服务器，也被称为：终端服务器。它不论何时、何
地，都能为 IT 和网络管理人员提供安全、基于 IP 的串行访问
控制。力登公司所提供的串行控制台服务器，是目前市场上功
能最强大、运行最安全、性能最可靠、使用最便捷的产品。

KVM 和串行设备的优势
提高生产力   
力登公司访问系列产品所提供的虚拟访问，允许管理人员以及经理同时
维护数百台甚至数千台服务器和串行设备，能够对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
进行快速响应----消除了出差耽搁，加快了相应速度，从而显著提高生
产率。

多平台 
力登产品不依赖于特定厂商的硬件、数据库或操作系统，反之，它可以
支持不同厂商的设备，无需特地考虑设备本身的状态。

加快事件响应时间 
远程管理解决方案，可以显著缩短相关人员对发生事件的响应时间，因
为管理人员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事件采取措施，甚至是在夜间或周末进行
紧急访问。

保持业务连续性  
在紧急情况下，对服务器和串行设备的带外访问。即使公司网络本身宕
机，也丝毫不会影响对设备的访问、控制和管理。 

高安全性 
与高安全特性的远程 IT 设备进行安全加密连接，如 AES 加密、FIPS 

140-2 加密和智能卡认证。



RED
PMS 032

 
3

KVM-OVER-IP 交换机

特性包括：
 ■ BIOS 级远程访问和控制
 ■ 卓越的高性能音频和视频
 ■ 虚拟媒体免 Java KVM

 ■ 军事级别安全性
 ■ 双因素认证

Dominion® KX III 
企业级 KVM 交换机

Dominion KX III 是力登公司旗舰、企业级 KVM-over-IP 交换机，可供1、2、4或8

位用户，在一个交换机中对8、16、32或64台服务器进行 BIOS 级远程管理。

凭借着业界领先的视频、安全以及可靠性能，Dominion KXIII 完美领超竞争对
手。KXIII 标准功能包括 DVI/HDMI/DisplayPort 数字视频、VGA 模拟视频、虚拟
媒体、音频、智能卡 / CAC 和移动访问，不仅适用于一般计算机的应用，同时也
适用于动态广电行业的运用。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kxiii

附件

用户工作站
Dominion® KX III 和KX IV用户工作站是独立的设备，
用于高性能IP访问连接到实验室、工作室和控制室的
Dominion® KX III交换机的服务器。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userstation

Dominion® 串行访问模块
两个或四个端口的 DSAM 模块，可对诸如 LAN 交换
机、路由器和 Linux/Unix 服务器等设备提供真实、免 

Java 的串行访问。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dsam

 ■ 最高可达8个仿真串行端口
 ■ 远程电源控制
 ■ 冗余设计提升可靠性
 ■ CommandCenter 管理

http://www.raritan.com/ap/cn/kxiii
http://www.raritan.com/ap/cn/userstation
http://www.raritan.com/ap/cn/d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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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OVER-IP 交换机

Dominion® LX II
面向中小型企业的KVM over IP

LX II是下一代KVM over-IP交换机，适用于中小型IT环境。一个交换机可以连
接到8或16个多平台服务器和串行设备。它可以容纳1或2个远程用户和1个本
地用户。轻松连接到VGA、DVI、HMDI、DisplayPort、USB、PS/2、Sun®和
串行控制的服务器。
 
功能包括：

 ■ 免Java、基于IP、BIOS级访问和控制
 ■ 通用虚拟媒体™

 ■ 绝对鼠标同步™

 ■ 远程IP和机架访问
 ■ 可选择通过DSAM连接到2至8个串行设备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lxii

Dominion® KX IV-101
单端口 KVM-Over-IP 交换机

KX IV-101是一个单端口KVM over-IP交换机，它通过LAN、WAN和Internet

提供对单个服务器、PC或工作站的远程访问。轻松连接到VGA、DVI、Mini-

DisplayPort和USB-C。最多可容纳8个远程用户和1个本地用户。

功能包括：
 ■ 超高性能4K和1080p

 ■ 免Java、KVM over IP访问
 ■ 配备Raritan KVM app的智能手机配置
 ■ 高性能KX IV用户站，支持1至3台计算机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kxiv-101

http://www.raritan.com/ap/cn/lxii
http://www.raritan.com/ap/cn/kxiv-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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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控制台服务器

Dominion® KSX II 
集成 IP KVM串行交换机

Dominion® SX II 
新一代串行控制台/终端服务器

Dominion SXII 是力登公司新一台串行控制台服务器（终端服务器），提供 IT 和网
络管理人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安全地通过 IP 访问并操作控制串口设备。

SXII 是目前市场是性能最强、最安全、最可靠、最易于使用的 Serial-over-IP 设
备。通过 SXII，可轻松访问各网络设备、服务器、PDU、通讯类以及其他串行设
备。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sxii

特性包括：
 ■ 强大的 1GHz CPU 引擎，RAM 空间增强8倍
 ■ Flash 内存提高至8GB，用于存储和日志
 ■ 双电源供应，双以太网 LAN 接口
 ■ 4、8、16、32和48端口 1U 安全设备
 ■ 免 Java 串行访问
 ■ 自动 DTE/DCE 检测
 ■ 军事级别安全性 

Dominion KSXII 是一款基于硬件的集成解决方案，为您提供安全的远程 KVM 访问、串行设备管理以及电源
控制。虽然 Dominion KSXII 面向的是公司分部和远程办公室应用，但是，其同样适用于配备有串口和 KVM 

控制设备的实验室、计算机房以及数据中心。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ksxii

http://www.raritan.com/ap/cn/sxii
http://www.raritan.com/ap/cn/ks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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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的管理和安全

CommandCenter® 安全网关
集中硬件或虚拟设备

力登公司的 CommandCenter 安全网关（CC-SG）易于部署、即插即用，为IT 管理人
员和实验室管理人员提供了安全、统一的远程访问和控制。 

力登 CC-SG 集成了多种远程访问技术，包括：Dominion® KVM-over-IP 交换机、串
行控制台服务器、力登 PX PDU、服务处理器，以及多种带内方式，如：RDP、SSH 

和 VNC。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ccsg

特性包括：
 ■ 支持集成 VMware 虚拟化 

 ■ 高可用性和冗余性
 ■ 可扩展、灵活的远程访问
 ■ 易于管理
 ■ 用户免 Java 访问

Raritan Secure Switch (RSS)  
基于NIAP安全协议的桌面型KVM切换器
经实际检测的桌面访问解决方案，用于防范政府和军事机构的网络入侵，RSS经过实验室测试和
认证，能够满足3.0版外围共享设备最新NIAP保护配置文件的要求，独立管控不同分类级别的计
算机。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rss

http://www.raritan.com/ap/cn/ccsg
http://www.raritan.com/ap/cn/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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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5 KVM 和控制台抽屉

MasterConsole® DIGITAL
Cat5 模拟/数字 KVM 交换机

Cat5 KVM 交换机适用于中小型（SMB）IT  环
境，是执行系统维护、管理和故障排除的理想
设备，MasterConsole Digital 支持最新的数字
视频接口和模拟视频、以及立体声音频。 

特性包括：
 ■ 单用户或双用户，控制8、16或32台服务器
 ■ 通过级联，最多可控制1024台服务器
 ■ 支持 VGA/DVI/HDMI/DP 数字视频界面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mcd

LED 背光 LCD 抽屉式操作台
机架安装控制台抽屉

集成的 1U 控制台抽屉，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
机房以及其他关键 IT 环境中，服务器和 KVM 交
换机的机柜端访问。17英寸和19英寸显示器提供
了便捷、强大的访问和控制。

特性包括：
 ■ DVI-D 和 VGA 接口视频输入使配合使用 

Dominion KXIII 更加方便

 ■ LED 背光，相对于目前市场上的 LCD 技术，
可节约20%--50%的能耗

 ■ 准确的图像渲染和视频解析性能，使图像更
清晰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consoledrawers

MasterConsole® Digital LED
集成 KVM 交换机

集成 KVM 交换机 LCD 控制台抽屉，适用于中小
型（SMB）企业 IT 环境。配有独特17英寸的 LCD 

抽屉式集成 KVM 交换机。数字 KVM 界面支持 

VGA、DVI、HDMI、DisplayPort 视频和立体声音频。

特性包括：
 ■ 1U，小巧的设计
 ■ 单用户控制8或16台服务器
 ■ 通过级联，最多可控制512台服务器
 ■ 支持 VGA/DVI/HDMI/DP 数字视频界面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mcdled

http://www.raritan.com/ap/cn/mcd
http://www.raritan.com/ap/cn/consoledrawers
http://www.raritan.com/ap/cn/mcd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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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 和串行附件

CAT5 Reach DVI HD
力登CAT5 Reach DVI HD提供1080p高清视频质量，同时支持对PC、服务器或KVM交换机上的DVI和VGA端口
的扩展远程访问。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cat5reach

计算机接口模块（CIM）
力登公司提供完整的 CIM 模块以支持各种平台和应
用程序的需求。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cims

转换器、适配器、模拟器
为支持多平台的设备，力登提供全系列的转换器、 
适配器和模拟器。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converters

线缆
从 KVM 用户控制台使用的超薄线缆到机架 PDU 和在
线计量所需的电源线，力登为数据中心所有平台所需
的各种尺寸选项的电缆，一应俱全。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cables

机架安装支架
使用力登可定制的机架安装支架，确保您的力登 
产品和机架完美契合。

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ap/cn/brackets

http://www.raritan.com/ap/cn/cat5reach
http:// www.raritan.com/ap/cn/cims
http://www.raritan.com/ap/cn/converters
http://www.raritan.com/ap/cn/cables
http://www.raritan.com/ap/cn/br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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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 
12号电子城科技大厦709室 
邮政编码：100016
销售热线：+86-10-64310690
电子邮件: sales.china@raritan.com

上海市
中国 上海市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 
480号19层
销售热线：021- 62112296
电子邮件: sales.china@raritan.com

北京力登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区总部)
广州市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
道87号高德置地春广场B座1504室 
销售热线：020-87555561
电子邮件: sales.china@raritan.com

点击力登网站：www.raritan.com/ap/cn 了解更多力登资讯

从 1985 年开始，力登为 IT 专业人士研发KVM 交换机，对服务器进行远程管理。今天，
作为罗格朗旗下的一个品牌，我们是智能 PDU 的引领者。在全球 500 强排名前十的十
家科技公司中，有 9 家采用我们的解决方案，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和智慧性。

mailto:sales.china%40raritan.com?subject=
mailto:sales.china%40raritan.com?subject=
mailto:sales.china%40raritan.com?subject=
http://www.raritan.com/ap/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