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INITIV
WORKSPACE
Desktop 版与 Web 版比较

下表从系统要求和应用功能的角度，列出了以 Desktop 方式和 Web 浏览器方式访问 Refinitiv Workspace 时的主要区别。

要求

Desktop 版

Web 版

个人计算机
硬件(最低)

• 处理器: Intel i5 或更高1

• 显示设置: 1024 x 768

• RAM: 8 GB
• 硬盘: 1 GB 可用磁盘空间
• 显示设置: 1280 x 1024
软件

• Microsoft Windows 10 64 位版或 macOS
10.13 (High Sierra) 或更高版本
• Microsoft Office 2 3

• 操作系统: 无特别要求
• Web 浏览器: 支持以下浏览器的当前版本:
• Google Chrome - Stable channel 版

• 2013

• Microsoft Edge – Microsoft 维护的版本

• 2016

• Apple Safari - 运行在 Workspace 支持的
macOS 版本下的 Apple Safari 浏览器

• 2019
• 365
内部
平台

HTML5 web 应用

ElectronJS 4

前端

HTML5 UI

后端

Cloud 和 on-premise

安装
安装程序链接

以下登录页包含安装程序链接5:
https://workspace.refinitiv.com

无需安装，可通过以下 URL 访问 Workspace Web 版
:https://workspace.refintiv.com/web

Workspace

平台自动更新，也可手动管理更新。

平台自动更新，不影响用户操作。

浏览器

标的浏览器 (Chrome) 随 ElectronJS 一起更新

Chrome 和 Edge 浏览器的维护版，及支持的 macOS
版本上的 Safari

维护和更新

Office 和 Data API
Refinitiv 插件
Refinitiv 365 插件

COM Excel 插件, 需安装
主要设计用于 Workspace Web 访问, Refinitiv 365 插件可通过 Microsoft Store 安装，但其功能不及
Refinitiv 插件。

1

对 Apple M1 处理器的支持预计在 2021 年下半年实现。

2

Workspace 支持 Microsoft Office 32 位和 64 位版本(仅限 Windows OS)。

3

以下情况，不支持 Microsoft Office
• 在 Windows 上通过 Windows Store 安装
• 现阶段在 macOS 上

4

https://www.electronjs.org/

5

本页还包含 Workspace Web 访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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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Data API

Desktop 版

Web 版

提供包含 Eikon Data API for Python 的
Desktop Data API

提供 RDP Typescript 库

提供 Desktop SxS API

提供 Web SxS API

第 3 方集成
Side-by-Side (SxS)
AppStudio

Y

Y

身份验证
Refinitiv 身份验证 (AAA)
对 Office 的独占登录
(ESO) 支持

Y

Y

Workspace Desktop 版和某些 Office 插件 可
同时运行
6

SSO 支持

运行 Workspace Web 版时，若要同时运行某些
Office 插件 6，用户需安装浏览器扩展

Y

Y

截屏和发送截屏功能

Y

N

通过 Email 发送

Y

仅限新闻

Messenger

Y

N

协作

数据访问
实时数据限制

• 对于 Hosted 环境，2500 个 RIC7

每个浏览器选项卡 1000 个 RIC

• 对于 Customer Managed 环境，无限制
其他功能
平铺 – 高级监测工作流 (习
惯上称为 Trading 工作流)
带有浮动窗口和搜索栏

Y

N

通知

Y

N

启动程序

Y

N

深层链接

Y

N

6

对于 Desktop 版, 当前为 Excel 和 PowerPoint；对于 Web 版, 当前为 Excel 和 Word

7

可向客户经理提交请求，将数目提高到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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