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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

《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可提供如何安裝或升級 VMware vCloud Director 軟體，以及如

何將它設定為使用 VMware vCenter™，以提供 VMware 就緒 VMware vCloud® 服務的詳細資訊。

主要對象
《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的對象為想要安裝或升級 VMware vCloud Director 軟體的任何

人。本書的資訊是針對熟悉 Linux、Windows、IP 網路及 VMware vSphere® 的資深系統管理員而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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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oud Director 安裝、組態及升級的概
觀 1

VMware vCloud® 結合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與 vSphere 平台。您可以建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

組，方法為在一個或多個伺服器上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將伺服器連線至共用的資料庫，然後整合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與 vSphere。

vCloud Director 的初始組態 (包括資料庫及網路連線詳細資訊) 是在安裝期間建立的。將現有的安裝升級至新

的 vCloud Director 版本時，您會更新 vCloud Director 軟體及資料庫結構描述，同時適度維持伺服器、資料

庫與 vSphere 之間的現有關係。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vCloud Director 架構,” 第 7 頁

n “組態規劃,” 第 8 頁

n “vCloud Director 硬體和軟體需求,” 第 8 頁

vCloud Director 架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可能包含一個或多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這些伺服器共用一個常用的資料

庫，並連結至任意數目的 vCenter Server 及 ESXi 主機。vShield Manager 伺服器會提供網路服務給 vCenter
及 vCloud Director。

一般安裝會建立一個包含數個伺服器的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群組中的每個伺服器都會執行一組稱為

vCloud Director 儲存格的服務。群組的所有成員共用單一資料庫。群組中的每一個儲存格會連線至多個

vCenter Server、它們管理的主機，以及設定為支援 vCenter 伺服器的 vShield Manager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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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vCloud Director 架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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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oud Director 安裝及設定程序會建立儲存格、將它們連線至共用的資料庫，以及建立 vCenter Server、
vShield Manager 及主機的第一個連線。然後，系統管理員可以使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隨時將其

他 vCenter Server、vShield Manager 及主機連線至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

組態規劃
vSphere 提供 vCloud Director 的儲存、計算與網路容量。在開始安裝前，請先考量您需要的 vSphere 與
vCloud Director 容量，再規劃一個可支援的組態。

組態需求取決於許多因素，例如雲端上組織數目、每個組織的使用者數目以及前述使用者的活動等級。您可使
用下列指南來開始進行大部分的組態︰

n 針對每個要在雲端上使用的 vCenter 伺服器配置一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 (儲存格)。

n 請確定所有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的記憶體、CPU 與儲存容量至少符合下列文件詳列的最小需求︰

“vCloud Director 硬體和軟體需求,” 第 8 頁.

n 設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方法如下︰“安裝及設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13 頁.

vCloud Director 硬體和軟體需求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中的每一個伺服器必須符合特定的硬體及軟體需求。此外，群組的所有成員必須

能夠存取支援的資料庫。每一個伺服器群組需要存取 vCenter Server、vShield Manager，以及一個或多個

ESXi 主機。

支援的平台

如需這一版 vCloud Director 支援的 VMware 平台的最新資訊，請參閱 VMware Product Interoperability
Matrixes，網址為 http://partnerweb.vmware.com/comp_guide/sim/interop_matrix.php。

vSphere 組態需求

預期與 vCloud Director 搭配使用的伺服器及主機必須符合特定的組態需求。

n 預期用作 vCloud Director 外部網路或網路集區的 vCenter 網路，必須可由預期供 vCloud Director 使用

的任何叢集中的所有主機使用。使這些網路可供資料中心的所有主機使用，可以簡化新增 vCenter 伺服

器至 vCloud Director 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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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 必須用於跨主機圍牆及網路集區配置。

n 與 vCloud Director 搭配使用的 vCenter 叢集必須設定自動化層級為完全自動化的儲存空間 DRS。此組態

需要將共用儲存空間連接至 DRS 叢集中的所有 ESXi 主機。vCloud Director 可充分利用儲存空間 DRS，

包括支援使用 vCenter 5.1 (含) 以上版本的快速佈建。

n vCenter Server 必須信任其主機。vCloud Director 管理的所有叢集中的所有主機必須設定為需要已驗證

的主機憑證。尤其，您必須決定、比較及選取所有主機的相符指紋。請參閱《vCenter 伺服器及主機管
理》文件中的「設定 SSL 設定」。

vSphere 授權需求

vCloud Director 需要下列 vSphere 授權：

n VMware DRS，已由 vSphere Enterprise 及 Enterprise Plus 授權。

n VMware 分散式交換器及 dvFilter，已由 vSphere Enterprise Plus 授權。此授權可讓您建立及使用

vCloud Director 隔離的網路。

支援的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作業系統

表格 1‑1.  支援的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 (僅 64 位元) 更新

CentOS 6 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4-9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1-4

磁碟空間需求 每一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需要大約 1,350MB 的可用空間，供安裝檔案及

記錄檔案使用。

記憶體需求 每一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必須至少隨附 4GB 的記憶體。

Linux 軟體套件 每一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必須包括數個常用 Linux 軟體套件的安裝。依

預設，這些套件會與作業系統軟體一起安裝。如果有任何遺漏，則安裝程式會
失敗並顯示診斷訊息。

表格 1‑2.  必要的軟體套件

套件名稱 套件名稱 套件名稱

alsa-lib libICE module-init-tools

bash libSM net-tools

chkconfig libstdc pciutils

coreutils libX11 procps

findutils libXau redhat-lsb

glibc libXdmcp sed

grep libXext tar

initscripts libXi which

krb5-libs libXt

libgcc libXt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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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vCloud Director 支援 Oracle 及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庫。支援的資料庫的最新資訊可在 VMware
Product Interoperability Matrixes (網址為 
http://partnerweb.vmware.com/comp_guide/sim/interop_matrix.php) 中取得。

如需建議的資料庫伺服器組態，請參閱“安裝及設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13 頁。

支援的 LDAP 伺服器

表格 1‑3.  支援的 LDAP 伺服器

平台 LDAP 伺服器 驗證方法

Windows Server 2003 Active Directory 簡單, 簡單 SSL, Kerberos, Kerberos SSL

Windows Server 2008 Active Directory 簡易

Windows 7 (2008 R2) Active Directory 簡單, 簡單 SSL, Kerberos, Kerberos SSL

Linux OpenLDAP 簡單, 簡單 SSL

客體作業系統支援

請參閱《vCloud Director 使用者手冊》以取得一份支援的客體作業系統清單。

vCloud Director 支援的瀏覽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與較新版本的 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 和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相容。

備註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只與 32 位元瀏覽器相容。瀏覽器列示為 64 位元平台上支援的瀏覽器時，

意味著在 64 位元平台上使用 32 位元瀏覽器。

Linux 平台上的瀏覽器支援

在這些 Linux 平台上，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與最新版及前一版的 Mozilla Firefox 和 Google Chrome
相容。

表格 1‑4.  Linux 平台上的瀏覽器支援及作業系統相容性

平台 Google Chrome Mozilla Firefox

CentOS 6.x 是 是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x 是 是

Ubuntu 12.x 是 是

Windows 平台上的瀏覽器支援

在 Windows 平台上，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與至少一個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相容。某些

Windows 平台也與最新版及前一版的 Mozilla Firefox 和 Google Chrome 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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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5.  Microsoft Windows 平台上的瀏覽器支援及作業系統相容性

平台
Google
Chrome

Mozilla
Firefox Internet Explorer 8.x

Internet
Explorer 9.x

Internet
Explorer
10.x

Windows XP Pro 是 是 是 否 否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dition

是 是 是 否 否

Windows Server 2008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Vista 是 否 是 是 是

Windows 7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8 是 是 否 否 是

Macintosh 平台上的瀏覽器支援

在 Macintosh 平台上，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與最新版及前一版的 Mozilla Firefox 和 Google Chrome
相容。

支援的 Adobe Flash Player 版本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需要 Adobe Flash Player 11.2 (含) 以上版本。只支援 32 位元版本。

支援的 Java 版本

vCloud Director 用戶端必須已安裝並啟用 JRE 1.6.0 Update 10 (含) 以上版本。只支援 32 位元版本。

支援的 TLS 及 SSL 通訊協定版本以及加密套件

vCloud Director 需要用戶端使用 SSL。支援的 SSL 伺服器通訊協定如下：

n TLS 1.0、1.1 和 1.2 版

n SSL 第 3 版

支援的加密套件包括具有 RSA、DSS 或 Elliptic Curve 簽章，以及 DES3、AES-128 或 AES-256 密碼的套件。

vCloud Director 的網路組態需求摘要

vCloud Director 的正常運作必須仰賴安全、可靠的網路以支援正向及反向查閱主機名稱、網路時間服務以及

其他服務。您的網路必須符合這些需求，然後您才能開始安裝 vCloud Director。

連線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vCenter Server 及 vCloud Networking and Security 的網路必

須符合數個需求：

IP 位址 每一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都需要兩個 IP 位址，以便支援兩個不同的 SSL
連線。一個連線用於 HTTP 服務。另一個則用於主控台 Proxy 服務。您可以

使用 IP 別名或多個網路介面來建立這些位址。您無法使用 Linux ip addr add
命令來建立第二個位址。

主控台 Proxy 位址 設定為主控台 Proxy 位址的 IP 位址不得位在以 SSL 結尾的負載平衡器或反向

Proxy 後端。所有主控台 Proxy 要求必須直接轉送至主控台 Proxy IP 位址。

網路時間服務 您必須使用網路時間服務 (例如 NTP)，才能同步所有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

的時鐘，包括資料庫伺服器。已同步伺服器的時鐘之間的可允許偏移上限為 2
秒。

第 1 章 vCloud Director 安裝、組態及升級的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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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時區 包括資料庫伺服器在內的所有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都必須設定為在相同的

時區內。

主機名稱解析 DNS 必須可以正向及反向查閱完整網域名稱或未限定主機名稱，解析所有您

在安裝及設定期間指定的主機名稱。例如，對於名稱為 vcloud.example.com
的主機，下列兩個命令必須接在 vCloud Director 主機後面：

nslookup vcloud

nslookup vcloud.example.com

此外，如果主機 vcloud.example.com 的 IP 位址為 192.168.1.1，則下列命令必

須傳回 vcloud.example.com：

nslookup 192.168.1.1

傳輸伺服器儲存空間 若要提供暫時儲存空間進行上傳、下載以及儲存外部發佈或訂閱的目錄項目，
您必須使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中的所有伺服器都能存取 NFS 或其他共

用儲存磁碟區。此共用磁碟區必須有根目錄寫入權限。伺服器群組的每一個成
員都必須在同一裝載點 (通常是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data/transfer) 裝載此磁碟區。消耗此磁碟區空間的方式有兩種：

n 只要傳輸正在進行，傳輸 (上傳和下載) 就會佔用此儲存空間，當傳輸完

成，便會移除上傳和下載。閒置達 60 分鐘的傳輸會標記為到期並且會由

系統清除。傳輸的影像可能很大，所以最好至少配置數百 GB 供使用。

n 在外部發佈且啟用快取已發佈內容的目錄中的目錄項目只要存在，就會佔
用此儲存空間 (在外部發佈、但未啟用快取的目錄中的項目則不會佔用此

儲存空間)。如果要使雲端中的組織能夠建立外部發佈的目錄，則可以安

全假設數百、甚至數千個目錄項目將會需要此磁碟區的空間，以及每個目
錄項目將會是壓縮 OVF 形式的虛擬機器大小。

備註   如果可能，用於傳輸伺服器儲存空間的磁碟區應為可輕易擴充容量的磁

碟區。

網路安全建議

vCloud Director 的安全作業需要安全的網路環境。設定並測試此網路環境，然後再開始安裝 vCloud Director

將所有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連線至安全且受到監視的網路。vCloud Director 網路連線具有數個額外的需

求：

n 不要將 vCloud Director 直接連線至公用網際網路。一律使用防火牆來保護 vCloud Director 網路連線。

連接埠 443 (HTTPS) 必須只對傳入連線開啟。必要時，連接埠 22 (SSH) 及 80 (HTTP) 也可以對傳入連線

開啟。防火牆必須拒絕所有來自公用網路的其他傳入流量。

表格 1‑6.  必須允許來自 vCloud Director 主機的傳入封包的連接埠

連接埠 通訊協定 註解

111 TCP、UDP 傳輸服務所使用的 NFS 連接埠對應程式

920 TCP、UDP 傳輸服務所使用的 NFS rpc.statd

61611 TCP ActiveMQ

61616 TCP ActiveMQ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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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不要將用於傳出連線的連接埠連線至公用網路。

表格 1‑7.  必須允許來自 vCloud Director 主機的傳出封包的連接埠

連接埠 通訊協定 註解

25 TCP、UDP SMTP

53 TCP、UDP DNS

111 TCP、UDP 傳輸服務所使用的 NFS 連接埠對應程式

123 TCP、UDP NTP

389 TCP、UDP LDAP

443 TCP vCenter、vShield Manager 及 ESX 連線

514 UDP 選用。啟用 Syslog 使用。

902 TCP vCenter 及 ESX 連線。

903 TCP vCenter 及 ESX 連線。

920 TCP、UDP 傳輸服務所使用的 NFS rpc.statd。

1433 TCP 預設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庫連接埠。

1521 TCP 預設 Oracle 資料庫連接埠。

5672 TCP、UDP 選用。用於工作延伸的 AMQP 訊息。

61611 TCP ActiveMQ

61616 TCP ActiveMQ

n 盡可能透過專用的私人網路路由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與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伺服器之間的流量。

n 虛擬交換器與支援提供者網路的分散式虛擬交換器必須彼此隔離。它們無法共用相同層級 2 實體網路區

段。

安裝及設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vCloud Director 儲存格會使用資料庫來儲存共用資訊。此資料庫必須存在，然後您才能完成 vCloud Director
軟體的安裝及組態。

備註   無論您選擇哪一個資料庫軟體，都必須建立個別專用的資料庫結構描述，供 vCloud Director 使用。

vCloud Director 無法與其他任何 VMware 產品共用資料庫結構描述。

設定 Oracle 資料庫

在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 vCloud Director 使用時需符合特定組態需求。您必須先安裝與設定資料庫執行個

體，建立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帳戶，才能安裝 vCloud Director。

程序

1 設定資料庫伺服器。

記憶體 16GB、儲存容量 100GB 且配有 4 個 CPU 的資料庫伺服器對多數 vCloud Director 叢集來說應該

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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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資料庫執行個體。

請使用下列形式的命令來分別建立資料 (CLOUD_DATA) 與索引 (CLOUD_INDX) 的表格空間︰

Create Tablespace CLOUD_DATA datafile '$ORACLE_HOME/oradata/cloud_data01.dbf' size 1000M 

autoextend on;

Create Tablespace CLOUD_INDX datafile '$ORACLE_HOME/oradata/cloud_indx01.dbf' size 500M 

autoextend on;

3 建立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帳戶。

下列命令用來建立資料庫使用者名稱 vcloud，密碼 vcloudpass。

Create user $vcloud identified by $vcloudpass default tablespace CLOUD_DATA;

備註   建立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帳戶時，您必須將 CLOUD_DATA 指定為預設表格空間。

4 設定資料庫連線、程序與交易參數。

資料庫設定必須允許每個 vCloud Director 儲存格有至少 75 個連線，另外約 50 個供 Oracle 使用。由連

線數目來取得其他組態參數的值，其中 C 表示您在 vCloud Director 叢集中的儲存格數目。

Oracle 組態參數 C 儲存格值

CONNECTIONS 75*C+50

PROCESSES = CONNECTIONS

SESSIONS = PROCESSES*1.1+5

TRANSACTIONS = SESSIONS*1.1

OPEN_CURSORS = SESSIONS
 

5 建立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帳戶。

請不要使用 Oracle 系統帳戶來做為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的使用者帳戶。您必須在此建立一個專用的

使用者帳戶。為帳戶授予下列系統權限︰

n CONNECT

n RESOURCE

n CREATE TRIGGER

n CREATE TYPE

n CREATE VIEW

n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n CREATE PROCEDURE

n CREATE SEQUENCE

6 請記下資料庫服務名稱，以供之後設定網路與資料庫連線時使用。

若要尋找資料庫服務名稱，請開啟資料庫伺服器上的 $ORACLE_HOME/network/admin/tnsnames.ora 檔案並

試著找出下列形式的項目︰

(SERVICE_NAME = orcl.example.com)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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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庫

在搭配 SQL Server 與 vCloud Director 使用時需符合特定組態需求。您必須先安裝與設定資料庫執行個體，

建立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帳號，才能安裝 vCloud Director。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效能是整體 vCloud Director 效能與延展性的重要因素之一。vCloud Director 使用

SQL Server tmpdb 檔案來儲存大型結果集、排序資料與管理資料的同步讀取與修改動作。當 vCloud Director
的同時負載量過大時，該檔案也將變得過於龐大。所以建議您將 tmpdb 檔案建立在讀寫效能快的專用磁碟區。

如需關於 tmpdb 檔案與 SQL Server 效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75527.aspx。

先決條件

n 您必須熟悉 Microsoft SQL Server 命令、指令檔與作業。

n 若要設定 Microsoft SQL Server，請先使用管理員認證登入 SQL Server 主機電腦。SQL Server 可設定為

以 LOCAL_SYSTEM 身分識別或是任何可執行 Windows 服務權限的身分識別來執行。

程序

1 設定資料庫伺服器。

記憶體 16GB、儲存容量 100GB 且配有 4 個 CPU 的資料庫伺服器對多數 vCloud Director 叢集來說應該

足夠。

2 在 SQL Server 安裝期間請指定使用混合模式驗證。

在搭配 SQL Server 與 vCloud Director 使用時無法支援 Windows 驗證。

3 建立資料庫執行個體。

下列指令檔用來建立資料庫與記錄檔，並指定適用的定序序列。

USE [master]

GO

CREATE DATABASE [vcloud] ON PRIMARY

(NAME = N'vcloud', FILENAME = N'C:\vcloud.mdf', SIZE = 100MB, FILEGROWTH = 10% )

LOG ON

(NAME = N'vcdb_log', FILENAME = N'C:\vcloud.ldf', SIZE = 1MB, FILEGROWTH = 10%)

COLLATE Latin1_General_CS_AS

GO

上方顯示的 SIZE 值僅為建議值。您可能必須使用較大的值。

4 設定交易隔離等級。

下列指令檔將交易隔離等級設定為 READ_COMMITTED_SNAPSHOT。

USE [vcloud]

GO

ALTER DATABASE [vcloud] SET SINGLE_USER WITH ROLLBACK IMMEDIATE;

ALTER DATABASE [vcloud] SET ALLOW_SNAPSHOT_ISOLATION ON;

ALTER DATABASE [vcloud] SET READ_COMMITTED_SNAPSHOT ON WITH NO_WAIT;

ALTER DATABASE [vcloud] SET MULTI_USER;

GO

如需關於交易隔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7376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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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帳戶。

下列指令檔用來建立資料庫使用者名稱 vcloud，密碼 vcloudpass。

USE [vcloud]

GO

CREATE LOGIN [vcloud] WITH PASSWORD = 'vcloudpass', DEFAULT_DATABASE =[vcloud], 

   DEFAULT_LANGUAGE =[us_english], CHECK_POLICY=OFF

GO

CREATE USER [vcloud] for LOGIN [vcloud]

GO

6 為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帳戶指定權限。

下列指令檔將 db_owner 角色指定給 步驟 5 中建立的資料庫使用者。

USE [vcloud]

GO

sp_addrolemember [db_owner], [vcloud]

GO

建立 SSL 憑證

vCloud Director 需要 SSL，才能保護用戶端與伺服器之間通訊的安全。在安裝及設定 vCloud Director 伺服

器群組之前，您必須為群組的每一個成員建立兩個憑證，然後將這些憑證匯入主機金鑰存放區中。

每一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都需要兩個 IP 位址，以便支援兩個不同的 SSL 端點。每一部伺服器需要兩個

SSL 憑證，其中一個用於每個 SSL 端點。

備註   路徑名稱中的所有目錄必須可供一般使用者 vcloud.vcloud 存取。此使用者是由 vCloud Director 安裝

程式所建立。

程序

1 此伺服器的 IP 位址清單。

使用 ifconfig 這類的命令來搜尋此伺服器的 IP 位址。

2 對於每一個 IP 位址，請執行下列命令，擷取 IP 位址連結的完整網域名稱。

nslookup ip-address

3 請記下每一個 IP 位址、與其相關聯的完整網域名稱，以及 vCloud Director 應該使用 HTTP 服務或主控

台 Proxy 服務的位址。

建立憑證時，需要完整網域名稱，而設定網路及資料庫連線時，需要 IP 位址。

4 建立憑證。

您可以使用由信任憑證授權單位簽署的憑證或是自我簽署憑證。已簽署憑證是信任等級最高的憑證。
2,048 位元金鑰長度提供高層級的安全。

建立與匯入已簽署 SSL 憑證

已簽署憑證是 SSL 通訊中信任等級最高的憑證。

每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的 Java keystore 檔案都需要兩個 SSL 憑證，分別用於該伺服器的 IP 位址。您必

須針對每個要用在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的伺服器建立兩個 SSL 憑證。您可以使用由信任憑證授權單位

簽署的憑證或是自我簽署憑證。已簽署憑證是信任等級最高的憑證。

若要建立與匯入自我簽署憑證，請參閱“建立自我簽署 SSL 憑證,” 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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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n 針對此伺服器上的完整網域名稱與其相關 IP 位址產生一個清單，並列出每個 IP 位址的服務選擇。請參閱

“建立 SSL 憑證,” 第 16 頁.

n 請確認您使用的電腦已安裝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6，以便使用 keytool 命令來建立憑證。

vCloud Director 安裝程式會將 keytool 複本存放在 /opt/vmware/vcloud-director/jre/bin/keytool，不

過您可以在任何已安裝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6 的電腦上執行此程序。利用其他管道取得之

keytool 所建立的憑證在 vCloud Director 中不受支援。您可在安裝與設定 vCloud Director 軟體之前先

建立與匯入憑證，以便簡化安裝與組態處理序。這些命令列範例假設 keytool 已位於使用者路徑中。在這

些範例中 keystore 的密碼形式為 passwd。

程序

1 為 HTTP 服務建立一個未受信任的憑證。

此命令會在命名為 certificates.ks 的 keystore 檔案中建立未受信任的憑證。

keytool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genkey -keyalg RSA -

alias http

憑證有效期為 90 天。

2 請回答 keytool 問題。

在 keytool 詢問您的姓名時，請輸入與 HTTP 服務所使用的 IP 位址相關聯之完整網域名稱。

3 其他問題則請依您的組織與位置資訊來回答，請參考以下範例︰

What is your first and last name? [Unknown]:mycloud.example.com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organizational unit? [Unknown]:Engineering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organization? [Unknown]:Example Corporation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City or Locality? [Unknown]:Palo Alto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State or Province? [Unknown]:California

What is the two-letter country code for this unit? [Unknown]:US

Is CN=mycloud.example.com, OU=Engineering, O="Example Corporation", L="Palo Alto", 

ST=California, C=US correct?[no]:yes

Enter key password for <http> (RETURN if same as keystore password):

4 為 HTTP 服務建立憑證簽署要求。

此命令會將憑證簽署要求建立在檔案 http.csr 中。

keytool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certreq -alias http -

file http.csr

5 為主控台 Proxy 服務建立一個未受信任的憑證。

此命令將新增一個未受信任的憑證到 keystore 檔案，該檔案位於 步驟 1.

keytool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genkey -keyalg RSA -

alias consoleproxy

憑證有效期為 90 天。

6 在 keytool 詢問您的姓名時，請輸入與主控台 Proxy 服務所使用的 IP 位址相關聯之完整網域名稱。

7 其他問題則請依您的組織與位置資訊來回答，請參考以下範例 步驟 3。

8 為主控台 Proxy 服務建立憑證簽署要求。

此命令會將憑證簽署要求建立在檔案 consoleproxy.csr 中。

keytool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certreq -alias 

consoleproxy -file consoleproxy.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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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傳送憑證簽署要求到您的「憑證授權單位」。

如果您的憑證授權單位要求您指定網頁伺服器類型，請使用 Jakarta Tomcat。

10 收到已簽署憑證後，請將它們匯入到 keystore 檔案中。

a 將「憑證授權單位」的根憑證匯入到 keystore 檔案中。

此命令會將根憑證由 root.cer 檔案匯入到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檔案中。

keytool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import -alias root 

-file root.cer

b (選擇性) 收到中繼憑證後，請將它們匯入到 keystore 檔案中。

此命令會將中繼憑證由 intermediate.cer 檔案匯入到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檔案中。

keytool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import -alias 

intermediate -file intermediate.cer

c 匯入 HTTP 服務的憑證。

此命令會將憑證由 http.cer 檔案匯入到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檔案中。

keytool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import -alias http 

-file http.cer

d 匯入主控台 Proxy 服務的憑證。

此命令會將憑證由 consoleproxy.cer 檔案匯入到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檔案中。

keytool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import -alias 

consoleproxy -file consoleproxy.cer

11 若要驗證是否已匯入所有憑證，請列出 keystore 檔案的內容。

keytool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list

12 在剩餘的每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上重複步驟 步驟 1 到 步驟 11。

下一個

如果您建立的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檔案所在電腦與您產生完整網域名稱與相關 IP 位址清單的所在伺服

器不同，請立即將該 keystore 檔案複製到該伺服器。執行組態指令檔時您將需要用到該 keystore 路徑名稱。

請參閱“設定網路與資料庫連線,” 第 25 頁.

備註   由於 vCloud Director 組態指令檔的執行身分識別並不具特殊權限，所以 keystore 檔案與其儲存目錄必

須可供一般使用者存取。

建立自我簽署 SSL 憑證

在高度信任的環境下，自我簽署憑證可提供一個較為便利的方式來為 vCloud Director 設定 SSL。

每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的 Java keystore 檔案都需要兩個 SSL 憑證，分別用於該伺服器的 IP 位址。您必

須針對每個要用在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的伺服器建立兩個 SSL 憑證。您可以使用由信任憑證授權單位

簽署的憑證或是自我簽署憑證。已簽署憑證是信任等級最高的憑證。

若要建立與匯入已簽署憑證，請參閱“建立與匯入已簽署 SSL 憑證,” 第 16 頁.

先決條件

n 針對此伺服器上的完整網域名稱與其相關 IP 位址產生一個清單，並列出每個 IP 位址的服務選擇。請參閱

“建立 SSL 憑證,” 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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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請確認您使用的電腦已安裝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6，以便使用 keytool 命令來建立憑證。

vCloud Director 安裝程式會將 keytool 複本存放在 /opt/vmware/vcloud-director/jre/bin/keytool，不

過您可以在任何已安裝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6 的電腦上執行此程序。利用其他管道取得之

keytool 所建立的憑證在 vCloud Director 中不受支援。您可在安裝與設定 vCloud Director 軟體之前先

建立與匯入憑證，以便簡化安裝與組態處理序。這些命令列範例假設 keytool 已位於使用者路徑中。在這

些範例中 keystore 的密碼形式為 passwd。

程序

1 為 HTTP 服務建立一個未受信任的憑證。

此命令會在命名為 certificates.ks 的 keystore 檔案中建立未受信任的憑證。

keytool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genkey -keyalg RSA -

alias http

2 為主控台 Proxy 服務建立一個未受信任的憑證。

此命令將新增一個未受信任的憑證到 keystore 檔案，該檔案位於 步驟 1.

keytool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genkey -keyalg RSA -

alias consoleproxy

憑證有效期為 90 天。

3 若要驗證是否已匯入所有憑證，請列出 keystore 檔案的內容。

keytool -storetype JCEKS -storepass passwd -keystore certificates.ks -list

4 在剩餘的每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上重複 步驟 1 到 步驟 3。

下一個

如果您建立的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檔案所在電腦與您產生完整網域名稱與相關 IP 位址清單的所在伺服

器不同，請立即將該 keystore 檔案複製到該伺服器。執行組態指令檔時您將需要用到該 keystore 路徑名稱。

請參閱“設定網路與資料庫連線,” 第 25 頁.

備註   由於 vCloud Director 組態指令檔的執行身分識別並不具特殊權限，所以 keystore 檔案與其儲存目錄必

須可供一般使用者存取。

安裝及設定 vShield Manager
vCloud Director 依賴 vShield Manager 提供網路服務給雲端。安裝及設定 vShield Manager 後，再開始安裝

vCloud Director。VMware vCloud Networking and Security 下載時會包含 vShield Manager。

您必須使新增至 vCloud Director 的每一個 vCenter 伺服器與唯一的 vShield Manager 執行個體建立關聯。如

需網路需求及支援的 vShield Manager 版本的詳細資訊，請參閱“vCloud Director 硬體和軟體需求,” 第 8
頁。

重要事項   此程序只適用於新的 vCloud Director 安裝。如果您是升級現有的 vCloud Director 安裝，則可以

選擇性地升級其關聯的 vShield Manager 安裝。新的 vShield Manager 版本無法使用現有的 vCloud Director
版本。請參閱“升級 vShield Manager,” 第 40 頁。

先決條件

如需 vShield Manager 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VMware vCloud Networking and Security 文件中心 (網址為：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pubs/vshield_pubs.html)。

程序

1 使用 vSphere 用戶端來登入 vCenter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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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檔案 > 部署 OVF 範本。

3 瀏覽至 vShield Manager.ovf 檔案的位置，然後遵循指示來部署 OVF 檔案。

4 在部署 OVF 檔案之後，請開啟 vShield Manager 虛擬機器的電源，並開啟主控台。

5 利用使用者名稱 admin 及密碼 default 來登入主控台。

6 在 manager 提示中，輸入 enable。

7 在 Password 提示中，輸入 default，以啟用設定模式。

當設定模式啟用時，提示字串會變更為 manager#。

8 在 manager# 提示中，輸入 setup，以開始設定程序。

9 輸入 vShield Manager 虛擬機器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及預設閘道。

您需要此資訊，才能將 vCenter 伺服器連接至 Cloud Director。

10 輸入 exit 以登出。

11 關閉主控台並讓虛擬機器保持執行中狀態。

12 使 vShield Manager 與 vCenter 同步，並將 vShield Manager 註冊為 vSphere Client 外掛程式。

遵循《vShield 安裝與升級指南》中的登入 vShield Manager 使用者介面和設定 vShield Manager 程序。

下一個

在 vShield Manager 中設定 VXLAN 支援。vCloud Director 會建立 VXLAN 網路集區，以提供網路資源給提

供者 VDC。如果未在 vShield Manager 中設定 VXLAN 支援，則提供者 VDC 會顯示網路集區錯誤，此時您

必須建立不同類型的網路集區，並建立它與提供者 VDC 的關聯性。如需設定 VXLAN 支援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vShield 管理指南》。

安裝及設定 AMQP Broker
AMQP (進階訊息佇列通訊協定) 是訊息佇列的開放標準，支援整個系統的彈性傳訊。vCloud Director 包括

AMQP 服務，您可以將其設定為使用 AMQP broker (例如 RabbitMQ)，以提供雲端操作員一連串有關雲端中

事件的通知。如果想要使用此服務，則您必須安裝及設定 AMQP broker。

雖然可選擇是否要將 AMQP Broker 搭配 vCloud Director 使用，但是許多整合都會使用 AMQP 與
vCloud Director 進行通訊。進行任何計畫使用的整合時，請參閱安裝與組態文件。

程序

1 從 http://info.vmware.com/content/12834_rabbitmq 下載 RabbitMQ 伺服器。

2 遵循 RabbitMQ 安裝指示，在任何便利的主機上安裝 RabbitMQ。

每一個 vCloud Director 儲存格必須可在網路上到達 RabbitMQ 伺服器。

3 安裝 RabbitMQ 期間，請記下您將 vCloud Director 設定為使用此 RabbitMQ 安裝時將需要提供的值。

n RabbitMQ 伺服器主機的完整網域名稱，例如 amqp.example.com。

n 向 RabbitMQ 驗證時有效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n 代理程式接聽訊息的連接埠。預設值為 5672。

n RabbitMQ 虛擬主機。預設值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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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

依預設，vCloud Director AMQP 服務會傳送未加密的訊息。如果您將它設定為使用 SSL 來加密這些訊息，則

它會在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上使用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的預設 JCEKS 信任存放區，驗證代理程式

的憑證。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通常位於 $JRE_HOME/lib/security/cacerts 目錄中。

若要使用 SSL 與 vCloud Director AMQP 服務搭配，請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的擴充性頁面的

AMQP Broker 設定區段上選取使用 SSL。

n SSL 憑證路徑名稱

n JCEKS 信任存放區路徑名稱及密碼

如果不需要驗證 AMQP broker 的憑證，則您可以選取接受所有憑證。

下載並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

安裝檔案是以數位方式簽署的。若要驗證簽章，您必須下載並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

您可以使用 Linux rpm 工具及 VMware 公用金鑰，驗證 vCloud Director 安裝檔案的數位簽章，或任何來自

vmware.com 的其他已簽署下載檔案。如果您在打算安裝 vCloud Director 的電腦上安裝公用金鑰，則會在安裝

或升級時進行驗證。您也可以在開始安裝或升級程序之前手動驗證簽章，然後使用已驗證的檔案進行所有安裝
或升級。

備註   下載網站也會發佈下載的總和檢查值。總和檢查是以兩種常用的形式來發佈。驗證總和檢查會驗證您下

載的內容是否與公佈的內容相同。它不會驗證數位簽章。

程序

1 取得並匯入 VMware 套裝公用金鑰。

a 建立目錄來儲存 VMware 套裝公用金鑰。

b 使用網頁瀏覽器，從 http://packages.vmware.com/tools/keys 目錄下載所有 VMware 公用套裝公用

金鑰。

c 將金鑰檔儲存至您建立的目錄。

d 對於每一個您下載的金鑰，請執行下列命令來匯入金鑰。

# rpm --import /key_path/key_name

key_path 是儲存金鑰的目錄。

key_name 是金鑰的檔名。

2 (選擇性) 使用 Linux rpm 工具，驗證已下載檔案的數位簽章。

# rpm --checksig installation-file

驗證檔案的數位簽章之後，您可以使用簽章，在任何伺服器上安裝或升級 vCloud Director，而不必在該

伺服器上安裝公用金鑰。如果未安裝任何金鑰，則安裝程式會顯示警告訊息。如果已驗證檔案的簽章，則
您可以忽略警告。

第 1 章 vCloud Director 安裝、組態及升級的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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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vCloud Director Server 群組 2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可包含一個或多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這些伺服器共用一個常用的資料庫

和其他組態詳細資訊。若要建立伺服器群組，請在群組的第一個成員上安裝並設定 vCloud Director 軟體。安

裝並設定第一個群組成員時會建立一個回應檔，您將使用這個回應檔設定群組的其他成員。

建立 vCloud Director Server 群組的先決條件

重要事項   此程序僅適用於全新安裝作業。如果您是要升級現有的 vCloud Director 安裝，請參閱第 3 章, “升
級 vCloud Director,” 第 33 頁

開始安裝與設定 vCloud Director 之前，請先完成下列所有工作︰

1 請確認支援的 vCenter 伺服器是否在執行且設定是否正確以搭配 vCloud Director 使用。如需支援版本與

組態需求資訊，請參閱“支援的平台,” 第 8 頁。

2 請確認支援的 vShield Manager 伺服器是否在執行且設定是否正確以搭配 vCloud Director 使用。如需支

援版本資訊，請參閱“支援的平台,” 第 8 頁。如需安裝與組態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及設定 vShield
Manager,” 第 19 頁。

3 驗證您是否至少有一個支援的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平台在執行中，且已有足夠的記憶體與儲存容量。

如需支援平台與組態需求資訊，請參閱“支援的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作業系統,” 第 9 頁。

n 伺服器群組的每個成員都需要兩個 IP 位址︰一個用來支援 HTTP 服務的 SSL 連線，另一個則是用於

主控台 Proxy 服務。

n 每個伺服器的每個 IP 位址都要有一個 SSL 憑證。SSL 憑證路徑名稱中的所有目錄必須可供任何使用

者讀取。請參閱“建立 SSL 憑證,” 第 16 頁。

n 若要進行傳輸服務，每個伺服器都必須在 /opt/vmware/vcloud-director/data/transfer 裝載 NFS
或其他共用的儲存磁碟區。此磁碟區必須有根目錄寫入權限。請參閱“vCloud Director 的網路組態需

求摘要,” 第 11 頁。

n 每個伺服器都必須有權存取 Microsoft Sysprep 部署套件。請參閱“在伺服器上安裝 Microsoft
Sysprep 檔案,” 第 30 頁。

4 驗證您是否已建立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且該資料庫可供群組中的所有伺服器存取。如需支援資料庫

軟體清單，請參閱“支援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10 頁。

n 確認您是否已為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建立資料庫帳戶，且該帳戶擁有所有必要資料庫的存

取權限。請參閱“安裝及設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13 頁。

n 驗證資料庫伺服器重新啟動時，資料庫服務是否已啟動。

5 確認所有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所有 vCenter 以及 vShield Manager 伺服器是否都能

解析對方的名稱，方法如 “vCloud Director 的網路組態需求摘要,” 第 11 頁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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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確認所有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與資料庫伺服器是否已與網路時間伺服器同步化，公差註明如下 
“vCloud Director 的網路組態需求摘要,” 第 11 頁。

7 如果您計劃從 LDAP 服務匯入使用者或群組，請確認該服務是否可供每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存取。

8 開啟防火牆連接埠，方法如“網路安全建議,” 第 12 頁所示。連接埠 443 在 vCloud Director 與 vCenter
Server 間必須為開啟狀態。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在伺服器群組的第一個成員上安裝與設定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第 24 頁

n “設定網路與資料庫連線,” 第 25 頁

n “在伺服器群組的其他成員上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第 29 頁

n “在伺服器上安裝 Microsoft Sysprep 檔案,” 第 30 頁

n “啟動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務,” 第 31 頁

n “解除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第 32 頁

在伺服器群組的第一個成員上安裝與設定 vCloud Director 軟體
vCloud Director 的所有成員會共用您在安裝與設定群組的第一個成員時指定的資料庫連線和其他組態詳細資

訊。這些詳細資訊會在回應檔中擷取，您必須使用這個回應檔，將成員新增至群組。

vCloud Director 軟體會配送為數位簽署的 Linux 執行檔，名稱為 vmware-vcloud-director-5.5.0-
nnnnnn.bin，其中 nnnnnn 代表組建編號。

vCloud Director 安裝程式會驗證目標伺服器是否符合所有平台先決條件，並在其上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
體。在目標伺服器上安裝軟體之後，您必須執行指令碼，設定伺服器的網路及資料庫連線。此指令碼會建立一
個回應檔，您必須使用此回應檔，來設定此伺服器群組的其他成員。

先決條件

n 驗證目標伺服器及其連線的網路是否符合以下所述的需求：“vCloud Director 的網路組態需求摘要,” 第
11 頁。

n 驗證您是否具有目標伺服器的超級使用者認證。

n 確認目標伺服器會在 /opt/vmware/vcloud-director/data/transfer 裝載共用傳輸服務儲存磁碟區。

n 如果想要安裝程式驗證安裝檔案的數位簽章，請在目標伺服器上下載並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如果已

驗證安裝檔案的數位簽章，則在安裝期間不需要再次驗證它。請參閱“下載並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 第
21 頁。

程序

1 以根使用者登入目標伺服器。

2 將安裝檔案下載至目標伺服器。

如果已購買 CD 或其他媒體上的軟體，請將安裝檔案複製至所有目標伺服器可以存取的位置。

3 驗證下載的總和檢查碼是否符合下載頁面上公佈的總和檢查碼。

MD5 及 SHA1 總和檢查碼的值會公佈在下載頁面上。請使用適當的工具，驗證已下載的安裝檔案的總和

檢查碼是否符合下載頁面上顯示的總和檢查碼。下列格式的 Linux 命令會使用從下載頁面複製的 MD5
checksum-value，驗證 installation-file 的總和檢查碼。

[root@cell1 /tmp]# md5sum -c checksum-value installati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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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定安裝檔案可以執行。

安裝檔案需要執行權限。若要確定它具有此權限，請開啟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並執行下列

Linux 命令，其中 installation-file 是 vCloud Director 安裝檔案的完整路徑名稱。

[root@cell1 /tmp]# chmod u+x installation-file

5 在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中，執行安裝檔案。

若要執行安裝檔案，請輸入其完整路徑名稱，例如：

[root@cell1 /tmp]# ./installation-file

此檔案包括安裝指令碼及內含的 RPM 套件。

備註   無法從路徑名稱內含任何空格字元的目錄執行安裝檔案。

如果您未在目標伺服器上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則安裝程式會列印下列格式的警告。

warning:installation-file.rpm:Header V3 RSA/SHA1 signature:NOKEY, key ID 66fd4949

執行安裝程式時，會執行下列動作：

a 確認主機符合所有需求

b 確認安裝檔案的數位簽章

c 建立 vcloud 使用者和群組

d 解壓縮 vCloud Director RPM 套件

e 安裝軟體

安裝軟體之後，安裝程式會提示您執行指令碼，設定伺服器的網路及資料庫連線。

下一個

決定是否執行組態指令碼。

n 如果您已完成列在“建立 vCloud Director Server 群組的先決條件,” 第 23 頁的先決條件，則可以立即執行

組態指令碼。輸入 y，並按 Enter 鍵。

n 如果您還沒準備好要立即執行組態指令碼，請輸入 n，並按 Enter 鍵來結束 Shell。

如需執行組態指令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網路與資料庫連線,” 第 25 頁。

設定網路與資料庫連線
在伺服器上完成 vCloud Director 軟體的安裝後，安裝程式將提示您執行一個指令檔來設定伺服器的網路與資

料庫連線。

您必須先在伺服器上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後才可以執行組態指令檔。安裝程式會在安裝完成後提示您執

行指令碼，但您可以選擇稍後再執行。

若要在完成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後執行指令碼，請以根使用者身分登入，開啟主控台、Shell 或是終端

機視窗，然後輸入︰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configure

組態指令檔會為單一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建立網路與資料庫連線。指令檔也會同時建立回應檔，以儲存資

料庫連線資訊供後續伺服器安裝作業使用。

備註   在執行組態指令碼設定伺服器群組的第一個成員之後，您必須使用 -r 選項，並在設定群組的其他成員

時指定回應檔路徑名稱。請參閱“保護及重複使用回應檔,” 第 28 頁。

第 2 章 建立 vCloud Director Server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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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n 確認您可以在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上存取已支援類型的資料庫。請參閱“安裝及設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13 頁與“vCloud Director 硬體和軟體需求,” 第 8 頁。

n 請先備妥下列資訊︰

n 存放此伺服器 SSL 憑證的 Keystore 檔案位置與密碼。請參閱“建立與匯入已簽署 SSL 憑證,” 第 16
頁。組態指令碼的執行身分識別並不具特殊權限，因此 Keystore 檔案與其儲存目錄必須可供一般使

用者存取。

n 每個 SSL 憑證的密碼。

n 資料庫伺服器的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

n 資料庫名稱與連線連接埠。

n 資料庫使用者認證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此使用者必須擁有特定資料庫權限。請參閱“安裝及設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13 頁。

程序

1 為在此主機上執行的 HTTP 與主控台 Proxy 服務指定 IP 位址。

伺服器群組的每個成員都需要兩個 IP 位址，才能支援兩個不同的 SSL 連線︰一個用於 HTTP 服務，而另

一個則用於主控台 Proxy 服務。若要開始組態程序，請選擇要對每個服務使用哪一個由指令檔找到的 IP
位址。

Please indicate which IP address available on this machine should be used 

for the HTTP service and which IP address should be used for the remote console proxy.

The HTTP service IP address is used for accessing the user interface and the REST API.

The remote console proxy IP address is used for all remote console (VMRC) connections

and traffic.

Please enter your choice for the HTTP service IP address:

    1: 10.17.118.158

    2: 10.17.118.159

Choice [default=1]:2

Please enter your choice for the remote console proxy IP address

    1: 10.17.118.158

Choice [default=1]:

2 請指定 Java keystore 檔案的完整路徑。

Please enter the path to the Java keystore containing your SSL certificates and

private keys:/opt/keystore/certificates.ks

3 請輸入 keystore 與憑證密碼。

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for the keystore:

Please enter the private key password for the 'http' SSL certificate:

Please enter the private key password for the 'consoleproxy' SSL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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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稽核訊息處理選項。

每個 vCloud Director 儲存格中的服務會將稽核訊息記錄到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並在 90 天後到期。

若要延長稽核訊息到期時限，請設定 vCloud Director 服務將稽核訊息傳送到 syslog 公用程式(仍同時傳

送到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選項 動作

若要同時將稽核訊息記錄到 Syslog 以
及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請輸入 Syslog 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

若只要將稽核訊息記錄到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請按 Enter 鍵。

 

If you would like to enable remote audit logging to a syslog

host please enter the hostname or IP address of the syslog server.Audit logs are stored by

vCloud Director for 90 days.Exporting logs via syslog will enable you to

preserve them for as long as necessary.

 

Syslog host name or IP address [press Enter to skip]:10.150.10.10

5 指定 Syslog 程序所在連接埠，以便該程序監視指定的伺服器。

預設為連接埠 514。

What UDP port is the remote syslog server listening on?The

standard syslog port is 514. [default=514]:

Using default value "514" for syslog port.

6 請指定資料庫類型，或按 Enter 鍵接受預設值。

The following database types are supported:

1. Oracle

2. Microsoft SQL Server

Enter the database type [default=1]:

Using default value "1" for database type.

7 請指定資料庫連線資訊。

指令檔所需資訊取決於您所選擇的資料庫類型。本範例顯示針對 Oracle 資料庫規格所訂的提示。其他資

料庫類型的提示也很類似。

a 請輸入資料庫伺服器的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

Enter the host (or IP address) for the database:10.150.10.78

b 請輸入資料庫連接埠，或按 Enter 鍵接受預設值。

Enter the database port [default=1521]:

Using default value "1521" for port.

c 請輸入資料庫服務名稱。

Enter the database service name [default=oracle]:orcl.example.com

按 Enter 鍵時組態指令檔將使用預設值，但這對某些安裝情況來說可能並不恰當。如需關於如何尋找

Oracle 資料庫的資料庫服務名稱資訊，請參閱“設定 Oracle 資料庫,” 第 13 頁。

d 請輸入資料庫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Enter the database username:vcloud

Enter the database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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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檔會先驗證您提供的資訊，接著繼續以下三個步驟︰

1 初始化資料庫並將此伺服器與其連線。

2 試圖在此主機上啟動 vCloud Director 服務。

3 顯示一個 URL 以供您在 vCloud Director 服務啟動之後連接到安裝精靈。

以下片段顯示典型的完整指令檔。

Connecting to the database:jdbc:oracle:thin:vcloud/vcloud@10.150.10.78:1521/vcloud

...........

Database configuration complete.

Once the vCloud Director server has been started you will be able to 

access the first-time setup wizard at this URL:

http://vcloud.example.com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the vCloud Director service now?If you choose not

to start it now, you can manually start it at any time using this command:

service vmware-vcd start

Start it now?[y/n]:y

Starting the vCloud Director service (this may take a moment).

The service was started; it may be several minutes before it is ready for use.

Please check the logs for complete details.

vCloud Director configuration is now complete.Exiting...

下一個

備註   資料庫連線資訊與其他您在組態期間提供的可重複使用回應都儲存在此伺服器上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etc/responses.properties 的檔案中。此檔包含機密資訊，在您新增其他伺服器到伺服器群組時將

會用到。將檔案儲存在安全但隨時可取得的地方。

若要新增其他伺服器到此群組，請參閱“在伺服器群組的其他成員上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第 29 頁。

一旦 vCloud Director 服務在所有伺服器上開始執行，您便可前往在指令檔完成時所顯示的 URL 處以開啟安

裝精靈。請參閱第 4 章, “vCloud Director 設定,” 第 43 頁。

保護及重複使用回應檔

您在設定第一個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時所提供的網路及資料庫連線詳細資訊會儲存在回應檔中。此檔包含

機密資訊，在您新增其他伺服器到伺服器群組時將會用到。將檔案儲存在安全但隨時可取得的地方。

回應檔建立在第一個資料庫上的 /opt/vmware/vcloud-director/etc/responses.properties，供您設定網路及

資料庫連線。新增伺服器至群組時，您必須使用回應檔的複本，以提供所有伺服器共用的組態參數。

程序

1 保護回應檔。

將檔案的複本儲存在安全的位置。限制它的存取，並確定已將它備份至安全的位置。備份檔案時，請避免
透過公用網路傳送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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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複使用回應檔。

a 將檔案複製至您準備要設定的伺服器可以存取的位置。

備註   您必須先在伺服器上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後，才可以重複使用回應檔來設定軟體。回應

檔路徑名稱中的所有目錄必須可供使用者 vcloud.vcloud 讀取，如此範例所示。

[root@cell1 /tmp]# ls -l responses.properties

-rw------- 1 vcloud vcloud 418 Jun 8 13:42 responses.properties 

安裝程式會建立此使用者和群組。

b 使用 -r 選項並指定回應檔路徑名稱來執行組態指令碼。

以根使用者身分登入，開啟主控台、Shell 或是終端機視窗，然後輸入︰

[root@cell1 /tmp]#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configure -r /path-to-response-file

下一個

設定其他伺服器之後，請刪除您用來設定它們的回應檔複本。

在伺服器群組的其他成員上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
您可以隨時新增伺服器至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由於伺服器群組中的所有伺服器都必須以相同的資料

庫連線詳細資訊來設定，因此您必須使用設定群組的第一個成員時所建立的回應檔，在您設定其他成員時提供
此資訊。

先決條件

n 確認您可以存取安裝並設定此伺服器群組的第一個成員時所建立的回應檔。請參閱“保護及重複使用回應

檔,” 第 28 頁。

n 請確認可從這個伺服器存取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n 請確認針對此伺服器建立的 SSL 憑證已安裝在安裝程式可存取的位置。請參閱“建立與匯入已簽署 SSL 憑
證,” 第 16 頁。組態指令碼的執行身分識別並不具特殊權限，因此 Keystore 檔案與其儲存路徑必須可供任

何使用者讀取。在伺服器群組的所有成員上使用相同的 Keystore 路徑 (例如 /tmp/certificates.ks) 可簡

化安裝程序。

n 請先備妥下列資訊︰

n 包含此伺服器 SSL 憑證的 Keystore 檔案密碼。

n 每個 SSL 憑證的密碼。

程序

1 以根使用者登入目標伺服器。

2 將安裝檔案下載至目標伺服器。

如果已購買 CD 或其他媒體上的軟體，請將安裝檔案複製至所有目標伺服器可以存取的位置。

3 確定安裝檔案可以執行。

安裝檔案需要執行權限。若要確定它具有此權限，請開啟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並執行下列

Linux 命令，其中 installation-file 是 vCloud Director 安裝檔案的完整路徑名稱。

[root@cell1 /tmp]# chmod u+x installation-file

4 將回應檔複製至此伺服器可存取的位置。

回應檔路徑名稱中的所有目錄必須可供根使用者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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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中，使用 -r 選項並指定回應檔路徑名稱來執行安裝檔案。

若要執行安裝檔案，請輸入其完整路徑名稱，例如：

[root@cell1 /tmp]# ./installation-file -r /path-to-response-file

此檔案包括安裝指令碼及內含的 RPM 套件。

備註   無法從路徑名稱內含任何空格字元的目錄執行安裝檔案。

如果您未在目標伺服器上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則安裝程式會列印下列格式的警告。

warning:installation-file.rpm:Header V3 RSA/SHA1 signature:NOKEY, key ID 66fd4949

使用 -r 選項執行安裝程式時，會執行下列動作：

a 確認主機符合所有需求

b 確認安裝檔案的數位簽章

c 建立 vcloud 使用者和群組

d 解壓縮 vCloud Director RPM 套件

e 安裝軟體

f 將回應檔複製至 vcloud.vcloud 可讀取的位置

g 使用回應檔作為輸入來執行組態指令碼

當組態指令碼執行時，會在回應檔儲存的路徑中尋找憑證 (例如 /tmp/certificates.ks)，然後提示您提

供 Keystore 和憑證密碼。如果組態指令碼在回應檔儲存的路徑名稱中找不到有效的憑證，將會提示您輸

入憑證的路徑名稱。

6 (選擇性) 重複此程序，將更多伺服器新增至此伺服器群組。

下一個

如果您的雲端需要支援某些舊版 Microsoft 作業系統的客體自訂，請在伺服器群組的所有成員上安裝 Sysprep
檔案。請參閱“在伺服器上安裝 Microsoft Sysprep 檔案,” 第 30 頁。

在組態指令碼完成，而且 vCloud Director 服務正在所有伺服器上執行之後，您可以在指令碼完成時出現的

URL 中開啟安裝精靈。請參閱第 4 章, “vCloud Director 設定,” 第 43 頁。

在伺服器上安裝 Microsoft Sysprep 檔案
您必須先在伺服器群組的每個成員上安裝適當的 Microsoft Sysprep 檔案，vCloud Director 才能在具有特定

舊版 Windows 客體作業系統的虛擬機器上執行客體自訂。

只有某些舊版 Microsoft 作業系統需要 Sysprep 檔案。如果在這些作業系統中您的雲端不需要支援客體自訂，

則不必安裝 Sysprep 檔案。

若要安裝 Sysprep 二進位檔案，請將這些檔案複製至伺服器上的特定位置。您必須將檔案複製至伺服器群組

的每個成員。

先決條件

請確認您可以存取 Windows 2003 及 Windows XP 的 32 和 64 位元 Sysprep 二進位檔案。

程序

1 以根使用者登入目標伺服器。

2 將目錄變更為 $VCLOUD_HOME/guestcustomization/default/windows。

[root@cell1 /]# cd /opt/vmware/vcloud-director/guestcustomization/default/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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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名稱為 sysprep 的目錄。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guestcustomization/default/windows]# mkdir sysprep

4 針對需要 Sysprep 二進位檔案的每一個客體作業系統，建立

$VCLOUD_HOME/guestcustomization/default/windows/sysprep 的子目錄。

子目錄名稱是客體作業系統的專屬名稱。

表格 2‑1.  Sysprep 檔案的子目錄指定

客體作業系統
要在 $VCLOUD_HOME/guestcustomization/default/windows/sysprep 下方建立的
子目錄

Windows 2003 (32 位元) svr2003

Windows 2003 (64 位元) svr2003-64

Windows XP (32 位元) xp

Windows XP (64 位元) xp-64

例如，若要建立子目錄來儲存適用於 Windows XP 的 Sysprep 二進位檔案，請使用下列 Linux 命令。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guestcustomization/default/windows]# mkdir sysprep/xp

5 將 Sysprep 二進位檔案複製至伺服器群組中每一部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上的適當位置。

6 請確定使用者 vcloud.vcloud 可以讀取 Sysprep 檔案。

使用 Linux chown 命令執行此作業。

[root@cell1 /]# chown -R vcloud.vcloud $VCLOUD_HOME/guestcustomization

當 Sysprep 檔案複製至伺服器群組的所有成員時，您可以在雲端中的虛擬機器上執行客體自訂。複製 Sysprep
檔案之後，無須重新啟動 vCloud Director。

啟動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務
在伺服器上完成安裝及資料庫連線設定之後，您可以在其上啟動 vCloud Director 服務。如果這些服務正在執

行中，您也可以停止這些服務。

組態指令碼會提示您啟動 vCloud Director 服務。您可以讓指令碼為您啟動這些服務，或者稍後您可以自行啟

動服務。您必須執行這些服務才能完成並初始化安裝。

每當您重新啟動伺服器時，vCloud Director 服務即會啟動。

重要事項   如果在升級 vCloud Director 軟體時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務，則您必須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

它可讓您先靜止儲存格，再停止服務。請參閱“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靜止並關閉伺服器,” 第 35 頁。

程序

1 以根使用者登入目標伺服器。

2 啟動或停止服務。

選項 動作

啟動服務 開啟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然後執行下列命令。
service vmware-vcd start

當儲存格使用中時停止服務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

當儲存格不在使用中時停止服務 開啟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然後執行下列命令。
service vmware-vcd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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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
使用 Linux rpm 命令，從個別伺服器解除安裝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程序

1 以根使用者登入目標伺服器。

2 卸載傳輸服務儲存空間，通常裝載於 /opt/vmware/vcloud-director/data/transfer。

3 開啟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然後執行 rpm 命令。

rpm -e vmware-vcloud-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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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 vCloud Director 3
若要將 vCloud Director 升級至新的版本，請在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中的每一個伺服器上安裝新的版

本，並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然後重新啟動 vCloud Director 服務。您必須同時升級支援

vCloud Director 的 vSphere 元件，包括 vShield Manager。

升級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之後，您也必須升級它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資料庫會儲存伺服器執行時

期狀態的詳細資訊，包括正在執行的所有 vCloud Director 工作的狀態。若要確定在升級之後沒有任何無效的

工作資訊留在資料庫中，在開始升級之前，您必須確定伺服器上沒有任何使用中的工作。

重要事項   在升級程序中必須升級 vCloud Director、vShield Manager、vCenter 和所有主機。您必須禁止使

用者存取 vCloud Director，直到 vShield Manager 升級步驟完成為止。

升級會保留下列構件：

n 本機及全域內容檔會複製至新的安裝。

n 用於客體自訂的 Microsoft sysprep 檔案會複製至新的安裝。

如果您使用負載平衡器，使用戶端要求分散在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成員中，則可以升級伺服器群組的

子集，同時保持現有的服務可在其他子集上使用。如果沒有負載平衡器，則升級需要足夠的 vCloud Director
關閉時間，才能升級資料庫及至少一個伺服器。如果它們未執行相容的 vCenter 軟體版本，您也可能必須升

級已註冊的 vCenter 伺服器。升級 vCenter Server 或 ESXi 主機會額外增加 vCloud Director 的關閉時間，因

為在升級虛擬機器的主機或 vCenter Server 時無法存取虛擬機器。

升級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
1 停用使用者存取 vCloud Director 的權限。您也可以在執行升級時顯示維護訊息。請參閱“升級期間顯示

維護訊息,” 第 34 頁。

2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靜止伺服器群組中的所有儲存格，並關閉每一個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
務。請參閱“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靜止並關閉伺服器,” 第 35 頁。

3 升級伺服器群組的所有成員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請參閱“升級伺服器群組的任何成員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第 36 頁。您可以個別或並行升級伺服器，但是在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之前，

您不得在群組的任何已升級成員上重新啟動 vCloud Director 服務。

4 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請參閱“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38 頁。

5 重新啟動已升級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請參閱“啟動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務,” 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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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升級 vShield Manager。所有已向此伺服器群組註冊的 vShield Manager 安裝都必須升級至 vShield
Manager 軟體的版本，以與升級時安裝的 vCloud Director 版本相容。如果升級程式偵測到不相容的

vShield Manager 版本，程式將不允許升級。您必須升級至“支援的平台,” 第 8 頁中所列的最新 vShield
Manager 版本，才能使用這一版 vCloud Director 所推出的網路功能。請參閱“升級 vShield Manager,”
第 40 頁。

7 啟用使用者存取 vCloud Director 的權限。

8 升級 vCenter Server 和主機。請參閱“升級 vCenter、主機和 vShield Edge 裝置,” 第 40 頁。所有已向

此伺服器群組註冊的 vCenter 伺服器都必須升級至 vCenter 軟體的版本，以與升級時安裝的

vCloud Director 版本相容。升級完成之後，將無法從 vCloud Director 存取不相容的 vCenter 伺服器。

請參閱“支援的平台,” 第 8 頁。

使用負載平衡器來減少服務關閉時間
如果您是使用雲端使用負載平衡器，或是其他可以強制要求移至特定伺服器的工具，則可以升級伺服器群組的
子集，同時保持現有的服務可在其餘的子集上使用。此方法會將 vCloud Director 服務關閉時間減少至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所需的時間長度。使用者可能會在升級過程中遇到效能些許降級的情況，但只要伺服

器群組的子集可運作，進行中的工作便會持續執行。主控台工作階段可能會中斷，不過您可以重新啟動這些工
作階段。

1 使用負載平衡器，將 vCloud Director 要求重新導向至群組中的伺服器子集。遵循負載平衡器所建議的程

序。

2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靜止不再管理要求的儲存格，並關閉那些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

備註   當伺服器關閉時，透過伺服器主控台 Proxy 路由的主控台工作階段會中斷。用戶端可以重新整理主

控台視窗以便復原。

請參閱“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靜止並關閉伺服器,” 第 35 頁。

3 升級您已停止其上 vCloud Director 的伺服器群組成員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但不要重新啟動那些

服務。請參閱“升級伺服器群組的任何成員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第 36 頁。

4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靜止您尚未升級的儲存格，並關閉那些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

5 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請參閱“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38 頁。

6 重新啟動已升級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請參閱“啟動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務,” 第 31 頁。

7 升級 vShield Manager。請參閱“升級 vShield Manager,” 第 40 頁。

8 升級 vCenter Server 和主機。請參閱“升級 vCenter、主機和 vShield Edge 裝置,” 第 40 頁。

9 使用負載平衡器，將 vCloud Director 要求重新導向至已升級的伺服器。

10 升級群組中其餘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然後在升級完成時重新啟動那些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請參閱“升級伺服器群組的任何成員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第 36 頁。

升級期間顯示維護訊息
如果您預期升級程序會相當冗長，而且想要使系統在升級進行時顯示維護訊息，請確定在升級其他儲存格時，
至少有一個儲存格仍可以存取。在該儲存格上執行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vmware-vcd-cell 命
令，以開啟儲存格維護訊息。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vmware-vcd-cell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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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升級儲存格的前後，在其上執行此命令。準備升級儲存格或將已升級的儲存格傳回至服務時，請在儲
存格上執行下列命令，以關閉維護訊息。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vmware-vcd-cell stop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靜止並關閉伺服器,” 第 35 頁

n “升級伺服器群組的任何成員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 第 36 頁

n “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第 38 頁

n “升級 vShield Manager,” 第 40 頁

n “升級 vCenter、主機和 vShield Edge 裝置,” 第 40 頁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靜止並關閉伺服器
升級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之前，請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靜止並關閉伺服器儲存格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

vCloud Director 會建立一個工作物件，以追蹤並管理使用者要求的每一個非同步作業。所有執行中及目前已

完成的工作相關的詳細資訊都會儲存在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中。因為資料庫升級會使此工作資訊失效，所

以您必須確定在開始升級程序時沒有工作執行中。

您可以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暫止工作排程器，讓新的工作無法啟動，然後檢查所有使用中工作的狀態。您可
以等待執行中的工作完成，或以系統管理員身分登入 vCloud Director，並將工作取消。請參閱第 5 章, “儲存

格管理工具參考,” 第 47 頁。沒有執行中的工作時，您可以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
務。

先決條件

n 驗證您是否具有目標伺服器的超級使用者認證。

n 驗證您是否具有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認證。

n 如果 vCloud Director 用戶端將可以存取此儲存格，請在儲存格升級期間，使用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bin/vmware-vcd-cell 命令開啟儲存格維護訊息。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vmware-vcd-cell maintenance

此命令會使儲存格以維護訊息回應所有要求。如果您使用負載平衡器或類似工具，使儲存格在升級期間無
法存取，則不需要開啟儲存格維護訊息。

程序

1 以根使用者登入目標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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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正確關閉儲存格。

a 擷取目前的工作狀態。

以下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提供系統管理員認證並傳回執行中工作計數。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u administrator cell --status

                                Job count = 3

Is Active = true

b 停止工作排程器來靜止儲存格。

使用下列格式的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u administrator cell --quiesce 

true

此命令會防止新工作啟動。現有的工作會繼續執行，直到工作完成或遭到取消。若要取消工作，請使
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或 REST API。

c 當 Job count 值為 0，而且 Is Active 值為 false 時，可以安全關閉儲存格。

使用下列格式的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u administrator cell --shutdown

備註   您可以在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列中提供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密碼，不過，省略

此密碼將會更安全。如此會使 cell-management-tool 提示輸入密碼，當您輸入時，密碼不會顯示在

畫面上。

當伺服器關閉時，透過伺服器主控台 Proxy 路由的主控台工作階段會中斷。如果伺服器群組的其他

成員仍在使用中，用戶端可以重新整理主控台視窗以便復原。

下一個

在儲存格管理工具停止此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之後，您可以升級伺服器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

或完成伺服器所需的其他維護。

升級伺服器群組的任何成員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
vCloud Director 安裝程式會驗證目標伺服器是否符合所有升級先決條件，並升級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

vCloud Director 軟體會配送為 Linux 執行檔，名稱為 vmware-vcloud-director-5.5.0-nnnnnn.bin，其中

nnnnnn 代表組建編號。在伺服器群組的成員上安裝升級之後，您必須執行工具，升級群組使用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然能才能重新啟動已升級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

先決條件

n 驗證您是否具有目標伺服器的超級使用者認證。

n 如果想要安裝程式驗證安裝檔案的數位簽章，請在目標伺服器上下載並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如果已

驗證安裝檔案的數位簽章，則在安裝期間不需要再次驗證它。請參閱“下載並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 第
21 頁。

n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靜止並關閉伺服器儲存格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

程序

1 以根使用者登入目標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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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安裝檔案下載至目標伺服器。

如果已購買 CD 或其他媒體上的軟體，請將安裝檔案複製至所有目標伺服器可以存取的位置。

3 驗證下載的總和檢查碼是否符合下載頁面上公佈的總和檢查碼。

MD5 及 SHA1 總和檢查碼的值會公佈在下載頁面上。請使用適當的工具，驗證已下載的安裝檔案的總和

檢查碼是否符合下載頁面上顯示的總和檢查碼。下列格式的 Linux 命令會使用從下載頁面複製的 MD5
checksum-value，驗證 installation-file 的總和檢查碼。

[root@cell1 /tmp]# md5sum -c checksum-value installation-file

4 確定安裝檔案可以執行。

安裝檔案需要執行權限。若要確定它具有此權限，請開啟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並執行下列

Linux 命令，其中 installation-file 是 vCloud Director 安裝檔案的完整路徑名稱。

[root@cell1 /tmp]# chmod u+x installation-file

5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靜止儲存格並關閉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

請參閱“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靜止並關閉伺服器,” 第 35 頁。

6 在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中，執行安裝檔案。

若要執行安裝檔案，請輸入其完整路徑名稱，例如，./installation-file。此檔案包括安裝指令碼及內

含的 RPM 套件。

備註   無法從路徑名稱內含任何空格字元的目錄執行安裝檔案。

如果安裝程式偵測到此伺服器上安裝的 vCloud Director 版本等於或晚於安裝檔案中的版本，則它會顯示

錯誤訊息並結束。否則，它會提示您確認是否準備升級此伺服器。

Checking architecture...done

Checking for a supported Linux distribution...done

Checking for necessary RPM prerequisites...done

Checking free disk space...done

An older version of VMware vCloud Director has been detected.Would you like

to upgrade it?The installer will stop the vmware-vcd service,

back up any configuration files from the previous release and migrate the 

product configuration as necessary.

7 回應升級提示。

選項 動作

繼續升級。 輸入 y。

結束 Shell 而不在目前的安裝中進行任
何變更。

輸入 n。

 
您確認準備升級伺服器之後，安裝程式會驗證主機是否符合所有需求、解壓縮 vCloud Director RPM 套
件、停止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然後升級已安裝的 vCloud Director 軟體。

Would you like to upgrade now?(y/n) y 

Extracting vmware-vcloud-director ......done

Upgrading VMware vCloud Director...

Installing the VMware vCloud Director 

Preparing...                ##################################################

vmware-vcloud-director      ##################################################

Migrating settings and files from previous release...done

Migrating in-progress file transfers to /opt/vmware/vcloud-director/data/transfer...done

Uninstalling previous release...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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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未在目標伺服器上安裝 VMware 公用金鑰，則安裝程式會列印下列格式的警告。

warning:installation-file.rpm:Header V3 RSA/SHA1 signature:NOKEY, key ID 66fd4949

8 (選擇性) 更新記錄內容。

升級後，新的記錄內容會寫入至檔案 /opt/vmware/vcloud-director/etc/log4j.properties.rpmnew。

選項 動作

如果您未變更現有的記錄內容 將此檔案複製至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etc/log4j.properties。

如果您已變更記錄內容 合併 /opt/vmware/vcloud-director/etc/log4j.properties.rpmnew
檔案與現有的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etc/log4j.properties。合併這些檔案會保留您的變更。

 

vCloud Director 軟體升級完成時，安裝程式會顯示一則訊息，指出舊組態檔的儲存位置，然後提示您執行資

料庫升級工具。

下一個

n 如果尚未這樣做，請升級此伺服器使用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n 如果已升級此伺服器群組使用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則您可以重新啟動已升級的伺服器。請參閱

“啟動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務,” 第 31 頁。

升級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升級您的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中的伺服器之後，您必須升級群組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才能重

新啟動伺服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中的所有伺服器都共用相同的資料庫，所以無論您升級多少個伺服器，只需要升

級資料庫一次。升級資料庫之後，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無法連線至資料庫，必須等候資料庫也完成升級。

先決條件

重要事項   在升級您的現有資料庫之前備份它。使用您的資料庫軟體供應商建議的程序。

確認所有 vCloud Director 儲存格是否為非使用中狀態。請參閱“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靜止並關閉伺服器,”
第 35 頁

程序

1 開啟主控台、Shell 或終端機視窗，然後輸入下列命令，以執行資料庫升級指令碼。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upgrade

重要事項   如果資料庫升級指令碼偵測到此 vCloud Director 的安裝註冊的是不相容的 vShield Manager
版本，便會顯示這項警告訊息，而且會取消升級。

One or more vShield Manager servers registered to this vCloud 

Director installation are not supported by the version of vCloud Director

you are upgrading to.Upgrade canceled, please follow the procedures in

the vShield Manager Upgrade Guide to upgrade those unsupported vShield 

Manager servers.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

38  VMware, Inc.



2 回應資料庫升級提示。

a 確認您要繼續進行資料庫升級。

Welcome to the vCloud Director upgrade utility

This utility will apply several updates to the database.Please

ensure you have created a backup of your database prior to continuing.

Do you wish to upgrade the product now?[Y/N]:

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選項 動作

繼續升級。 輸入 y。

結束 Shell 而不在目前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中進行任何
變更。

輸入 n。

 
b (選擇性) 如有需要，請等待儲存格變成非使用中狀態。

如果資料庫升級工具偵測到有任何儲存格仍在使用中，將會提示您是要繼續升級，還是結束。

Found active cell.Name:"cell-01", IP Address:10.150.151.190, Identifier:a2eb...

Do you wish to upgrade the database while cells are still active?[Y/N]

如果顯示此提示，請輸入 n 結束 Shell，然後等五分鐘過後，重新啟動資料庫升級工具。如果資料庫

升級工具持續警告您有儲存格仍在使用中，請返回到“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來靜止並關閉伺服器,” 第
35 頁中的程序，並確保所有儲存格為非使用中狀態。

在您回應所有提示之後，資料庫升級工具就會執行並顯示進度訊息。

Executing upgrade task:Start UpdateStatementManager

...[3]

Successfully ran upgrade task

Executing upgrade task: ...

.......... Successfully ran upgrade task

...

Executing upgrade task:Stop UpdateStatementManager

...[3]

...

Successfully ran upgrade task

3 (選擇性) 重建資料庫索引，並更新資料庫統計資料。

升級後，這些程序可提升資料庫效能。

Do you wish to rebuild the database indexes?This may take several minutes.[Y/N] y

Rebuilding database indexes

...

Do you wish to update the database statistics?This may take several minutes.[Y/N] y

Updating database statis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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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資料庫之後，升級指令碼會出現，以啟動此主機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務。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the vCloud Director service now?If you choose not

to start it now, you can manually start it at any time using this command:

service vmware-vcd start

Start it now?[y/n]:y

Starting the vCloud Director service (this may take a moment).

升級 vShield Manager
您必須先升級已連接至 vCenter Server 的 vShield Manager 伺服器，才能升級已向 vCloud Director 註冊的

vCenter Server 和主機。

升級已連接至 vCloud Director 的 vCenter 伺服器之前，請先升級與已升級 vCenter 伺服器相關聯的 vShield
Manager 伺服器。升級 vShield Manager 會中斷 vShield Manager 管理功能的存取，但是不會中斷網路服

務。

先決條件

在您的 vCloud Director 安裝中必須至少有一個已升級的儲存格正在執行中，然後才能開始此升級。儲存格負

責將已升級的 vShield Manager 的相關資料寫入至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

程序

1 升級 vShield Manager。

遵循《vShield 安裝與升級指南》中的程序。此升級完成之後，vShield Manager 會通知 vCloud Director
有新的版本。可能需要數分鐘，然後 vShield Manager 才會傳送通知，而且 vCloud Director 才會處理

它。

2 在升級 vShield Manager 之後，您必須先升級所有的 vCenter Server 和主機，才能升級已升級之 vShield
Manager 所管理的 vShield Edge 裝置。

升級 vCenter、主機和 vShield Edge 裝置
在升級 vCloud Director 和 vShield Manager 之後，升級已連接至雲端的 vCenter Server 和主機，然後在已升

級的 vCenter Server 上升級 vShield Edge 裝置。

程序

1 升級 vCenter 伺服器。

請參閱《vSphere 安裝與設定指南》。

2 (選擇性) 如果您已設定 vCloud Director 使用 vCenter 單一登入，則必須在 vCenter 查閱服務中取消註冊

vCloud Director 後再重新註冊。

a 使用本機或 LDAP 帳戶以系統管理員的身分登入 vCloud Director。請勿使用 vCenter 單一登入來進

行此登入。

b 在 vCenter 查閱服務中取消註冊 vCloud Director。

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的管理索引標籤中，按一下左窗格中的同盟，然後按一下取消註

冊。您必須提供適當的 vCenter 管理員認證，才能完成此動作。

c 在 vCenter 查閱服務中註冊 vCloud Director。

請參閱《vCloud Director 管理員指南》的「設定 vCloud Director 以使用 vCenter 單一登入」。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

40  VMware, Inc.



3 利用 vCloud Director 重新整理 vCenter 伺服器的註冊。

a 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中，按一下管理與監視索引標籤，並且按一下左窗格中的 vCenter。

b 在 vCenter Server 名稱上按右鍵，然後選取重新整理。

c 按一下是。

4 針對已升級之 vCenter Server 所支援的每一個主機進行升級。

請參閱《vSphere 安裝與設定指南》。對於每一個主機，升級需要下列步驟：

a 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中停用主機。

在管理與監視頁面中，按一下主機，然後在主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停用主機。

b 使用 vCenter 將主機置於維護模式，並允許主機上的所有虛擬機器移轉至另一個主機。

c 升級主機。

若要確定您有足夠的已升級主機容量可支援雲端中的虛擬機器，請以小批次的方式升級主機。當您這
樣做時，主機代理程式升級可以及時完成，以允許虛擬機器移轉回到已升級的主機。

d 使用 vCenter 重新連線主機。

e 升級主機上的 vCloud Director 主機代理程式。

請參閱《vCloud Director 管理員指南》內的「升級 ESX/ESXi 主機代理程式」。

f 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中啟用主機。

在管理與監視頁面中，按一下主機，然後在主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啟用主機。

g 使用 vCenter 讓主機結束維護模式。

5 在已升級的 vCenter 伺服器上，升級由 vShield Manager 管理的所有 vShield Edge 裝置。

使用 vShield Manager 使用者介面來管理此升級。

備註   如果您使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或 REST API 重設 vShield Edge 保護的網路，則此升級會

自動發生。使用 vShield Manager 使用者介面來管理 vShield Edge，可以比升級程序及相關的網路關閉

時間提供更好的管理控制。

下一個

對已註冊於您雲端的其他 vCenter Server 重複此程序。

第 3 章 升級 vCloud Director

VMware, Inc.  41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

42  VMware, Inc.



vCloud Director 設定 4
在設定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中的所有伺服器，並將它們連線至資料庫之後，您可以利用授權金鑰、系

統管理員帳戶及詳細資訊初始化伺服器群組的資料庫。此程序完成時，您可以使用 vCloud Director Web 主
控台，完成雲端的初次佈建。

在可以執行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之前，您必須執行安裝精靈，它會收集 Web 主控台可以啟動之前需

要的資訊。精靈完成之後，Web 主控台會啟動並顯示登入畫面。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提供一組工

具，佈建及管理雲端。它包括快速入門功能，可以透過步驟指引您，例如將 vCloud Director 連接至

vCenter，以及建立組織。

先決條件

n 完成所有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的安裝，並驗證 vCloud Director 服務是否已在所有伺服器上啟動。

n 驗證您是否具有組態指令碼完成時顯示的 URL。

備註   若要在指令碼結束時搜尋安裝精靈的 URL，請查閱與您在安裝第一個伺服器期間針對 HTTP 服務

指定的 IP 位址相關聯的完整網域名稱，並使用它建構格式為 https://fully-qualified-domain-name 的 URL，

例如，https://mycloud.example.com。您可以在該 URL 連線至精靈。

完成所有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的安裝，並驗證 vCloud Director 服務是否已在所有伺服器上啟動。

程序

1 開啟網頁瀏覽器，並連線至組態指令碼完成時其顯示的 URL。

2 遵循提示來完成設定。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檢閱授權合約,” 第 43 頁

n “輸入授權金鑰,” 第 44 頁

n “建立系統管理員帳戶,” 第 44 頁

n “指定系統設定,” 第 44 頁

n “準備登入 vCloud Director,” 第 44 頁

檢閱授權合約
在可以設定 vCloud Director 伺服器群組之前，您必須檢閱並接受一般使用者授權合約。

程序

1 檢閱授權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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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受或拒絕合約。

選項 動作

接受授權合約。 按一下是，我接受授權合約的條款。。

拒絕授權合約 否，我不接受授權合約的條款。。
 
如果拒絕授權合約，您無法繼續設定 vCloud Director。

輸入授權金鑰
每一個 vCloud Director 叢集都需要一個授權才能執行。授權會指定為產品序號。產品序號儲存在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中。

vCloud Director 產品序號與 vCenter 伺服器授權金鑰不相同。若要操作 vCloud，您必須具有

vCloud Director 產品序號及 vCenter 伺服器授權金鑰。您可以從 VMware License Portal 取得這兩種類型的

授權金鑰。

程序

1 從 VMware License Portal 取得 vCloud Director 產品序號。

2 在產品序號文字方塊中輸入產品序號。

建立系統管理員帳戶
為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指定使用者名稱、密碼與聯絡資訊。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在整個雲端擁有超級使用者權限。在 vCloud Director 安裝期間您會建立初始系

統管理員帳戶。完成安裝與組態之後，此系統管理員可視需要建立其他系統管理員帳戶。

程序

1 請輸入系統管理員的使用者名稱。

2 請輸入系統管理員的密碼並再次確認。

3 請輸入系統管理員的完整名稱。

4 請輸入系統管理員的電子郵件位址。

指定系統設定
您可以指定系統設定，控制 vCloud Director 如何與 vSphere 及 vShield Manager 互動。

設定程序會在 vCenter 建立一個資料夾，供 vCloud Director 使用，並指定當您為虛擬 NIC 建立 MAC 位址

時要使用的安裝 ID。

程序

1 在系統名稱欄位中，輸入 vCloud Director vCenter 資料夾的名稱。

2 使用 安裝 ID 欄位，為此 vCloud Director 安裝指定安裝 ID。

如果資料中心包括多個 vCloud Director 安裝，則每一個安裝必須指定唯一的安裝 ID。

準備登入 vCloud Director
提供安裝精靈需要的一切資訊之後，您可以確認設定並完成精靈。精靈完成之後，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

台的登入畫面即會出現。

準備登入頁面會列出所有您提供給精靈的設定。仔細檢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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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驗證您是否可以存取 vCenter 及 vShield Manager。如果您要將 vCenter 和 vShield Manager 設為

vCloud Director 的一部分，則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將需要存取上述安裝。這些安裝必須執行中，並

設定為彼此合作，然後才能完成此工作。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vCloud Director 硬體和軟體需求,” 第 8 頁.

程序

n 若要變更設定，請按上一步，直到您回到先前建立設定的頁面。

n 若要確認所有設定並完成設定程序，請按一下完成。

按一下完成時，精靈會套用您指定的設定，然後啟動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並顯示其登入畫面。

下一個

使用您提供給系統管理員帳戶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登入 vCloud Director Web 主控台。登入之後，主控台

會顯示一組快速啟動步驟，您必須先完成這些步驟，然後才能使用此雲端。步驟完成時，會啟用指引工作，而
且您的雲端備妥可供使用。

第 4 章 vCloud Director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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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格管理工具參考 5
儲存格管理工具是一種命令列公用程式，您可以使用此公用程式管理儲存格及其 SSL 憑證，以及從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匯出表格。某些操作需要使用超級使用者或系統管理員認證。

儲存格管理工具安裝於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cell-management-tool。

列出可用的命令
若要列出可用的儲存格管理工具命令，請使用下列命令列。

cell-management-tool -h

範例 5‑1.  儲存格管理工具用法說明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h

usage: cell-management-tool

 -h,--help             print this message

 -p,--password <arg>   administrator password

 -u,--username <arg>   administrator username

Available commands:

 cell - Manipulates the Cell and core components

 dbextract - Exports the data from the given set of tables

 certificates - Reconfigures the SSL certificates for the cell

 generate-certs - Generates self-signed SSL certificates for use with vCD cell

 recover-password - Change a forgotten System Administrator password. Database credentials are 

required

For command specific help:

 cell-management-tool [...] <commandName> -h

n 用來管理儲存格的命令 第 48 頁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cell 命令來進行下列動作︰暫止工作排程器使新工作無法啟動、檢查使用中工

作的狀態、控制儲存格維護模式，以及正常關閉儲存格。

n 用來匯出資料庫表格的命令 第 49 頁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dbextract 命令將資料從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匯出。

n 用來取代 SSL 憑證的命令 第 51 頁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certificates 命令來取代儲存格的 SSL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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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用來產生自我簽署 SSL 憑證的命令 第 51 頁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generate-certs 命令來為儲存格產生新的自我簽署 SSL 憑證。

n 復原系統管理員密碼 第 52 頁

您如果知道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就可以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recover-password 命令來復原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密碼。

用來管理儲存格的命令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cell 命令來進行下列動作︰暫止工作排程器使新工作無法啟動、檢查使用中工作的狀

態、控制儲存格維護模式，以及正常關閉儲存格。

若要管理儲存格，請使用下列形式的命令列︰

cell-management-tool -u sysadmin-username -p sysadmin-password cell command

sysadmin-username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的使用者名稱。

sysadmin-password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的密碼。

備註   您可以在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列中提供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

理員密碼，不過，省略此密碼將會更安全。如此會使 cell-management-tool
提示輸入密碼，當您輸入時，密碼不會顯示在畫面上。

command cell 子命令。

表格 5‑1.  儲存格管理工具選項與引數、 cell 子命令

命令 引數 描述

--help (-h) 無 提供此類別中可用命令的摘要。

--maintenance (-m) true 或 false 控制儲存格維護模式。引數 true
會使儲存格進入維護模式 (您必須
先將儲存格靜止)。引數 false 會
使儲存格退出維護模式。

--quiesce (-q) true 或 false 靜止儲存格活動。引數 true 會擱
置排程器。引數 false 會重新啓動
排程器。

--shutdown (-s) 無 在伺服器上關閉 vCloud Director
服務。

--status (-t) 無 顯示正在儲存格上執行的工作數目
與儲存格狀態的相關資訊。

範例 5‑2.  取得工作狀態

以下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列提供系統管理員認證並傳回執行中工作計數。當 Job count 值為 0 且 Is
Active 值為 false 時，您可以安全地關閉儲存格。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u administrator cell --status

                    Job count = 3

Is Active = true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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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匯出資料庫表格的命令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dbextract 命令將資料從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匯出。

若要匯出資料庫表格，請使用下列形式的命令列︰

cell-management-tool dbextract options

表格 5‑2.  儲存格管理工具選項與引數、 dbextract 子命令

選項 引數 描述

--help (-h) 無 提供此類別中可用命令的摘要。

-categories 匯出以逗號 (,) 隔開之表格類別清單。 選用。NETWORKING 是唯一支援類
別

-dataFile 此為描述要匯出資料的檔案絕對路徑。 選用。若此處未提供，命令將使用
$VCLOUD_HOME/etc/data_to_exp
ort.properties。請參閱“指定要
匯出的表格與資料行,” 第 50 頁。

-dumpFile 此為傾印檔案的絕對路徑。包含的目錄必須
存在且可供根使用者寫入。

所有資料將匯出到此檔案。

-exportSettingsFile 此為資料匯出設定屬性檔的絕對路徑。 選用。若此處未提供，命令將使用
$VCLOUD_HOME/etc/data_export
_settings.ini.請參閱“限制與排
序匯出資料列,” 第 50 頁。

-properties 此為資料庫連線屬性檔的絕對路徑。 選用。若此處未提供，命令將使用
$VCLOUD_HOME/etc/global.prop
erties 中的資料庫連線屬性。請參
閱“指定屬性檔,” 第 49 頁。

-tables 以逗號 (,) 隔開的表格清單。 選用。匯出所有表格以查看個別表
格名稱。

指定屬性檔

依預設，dbextract 命令會使用目前儲存格的 $VCLOUD_HOME/etc/global.properties 檔案中的資料庫連線資

訊，從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擷取資料。若要從其他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擷取資料，請在檔案中指定資

料庫連線內容，然後使用 -properties 選項在命令列中提供該檔案的路徑名稱。內容檔案為 UTF-8 檔案，其

格式如下。

username=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servicename=db_service_name

port=db_connection_port

database-ip=db_server_ip_address

db-type=db_type

username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名稱。

password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密碼。

db_service_name 資料庫服務名稱。例如 orcl.example.com。

db_connection_port 資料庫連接埠。

db_server_ip_address 資料庫伺服器的 IP 位址。

db_type 資料庫類型。必須是 Oracle 或 MS_SQL。

第 5 章 儲存格管理工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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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要匯出的表格與資料行

若要限制匯出的資料集合，請使用 -exportSettingsFile 選項並建立 data_to_export.properties 檔案來指定

要匯出的個別表格或資料行。此檔為 UTF-8 檔案，其中包含零列以上的 TABLE_NAME:COLUMN_NAME。

TABLE_NAME 資料庫中表格名稱。匯出所有表格以查看表格名稱清單。

COLUMN_NAME 此為指定 TABLE_NAME 中資料行的名稱。

本範例 data_to_export.properties 檔案由 ACL 和 ADDRESS_TRANSLATION 表格匯出資料行。

ACL:ORG_MEMBER_ID

ACL:SHARABLE_ID

ACL:SHARABLE_TYPE

ACL:SHARING_ROLE_ID

ADDRESS_TRANSLATION:EXTERNAL_ADDRESS

ADDRESS_TRANSLATION:EXTERNAL_PORTS

ADDRESS_TRANSLATION:ID

ADDRESS_TRANSLATION:INTERNAL_PORTS

ADDRESS_TRANSLATION:NIC_ID

命令通常會在 $VCLOUD_HOME/etc/data_to_export.properties 中尋找此檔，不過您還是可以指定其他路徑。

限制與排序匯出資料列

您可以針對任何表格指定要匯出的資料列數以及排序匯出資料列的方式。使用 -exportSettingsFile 選項並建

立 data_export_settings.ini 檔案來指定個別表格。此 UTF-8 檔案包含零個以上的項目，其形式如下︰

[TABLE_NAME]

rowlimit=int

orderby=COLUMN_NAME

TABLE_NAME 資料庫中表格名稱。匯出所有表格以查看表格名稱清單。

COLUMN_NAME 此為指定 TABLE_NAME 中資料行的名稱。

本範例 data_export_settings.ini 限制 AUDIT_EVENT 表格僅能匯出前 10,000 個資料列，且必須依 event_time
資料行中的值來排序匯出的資料列

[AUDIT_EVENT]

rowlimit=100000

orderby=event_time

命令通常會在 $VCLOUD_HOME/etc/data_export_settings.ini 中尋找此檔，不過您還是可以指定其他路徑。

範例 5‑3.  匯出目前的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中的所有表格。

此範例會將目前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的所有表格匯出至檔案 /tmp/dbdump。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dbextract -dumpFile /tmp/dbdump

This utility outputs data from your vCloud Director system

that may contain sensitive data.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and output the data (y/n)?

y

Exporting data now.Please wait for the process to finish

Exported 144 of 145 tables.

vCloud Director 安裝與升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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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取代 SSL 憑證的命令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certificates 命令來取代儲存格的 SSL 憑證。

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certificates 命令將自動執行程序，以 JCEKS keystore 中儲存的新憑證來取代儲存格現

有憑證。certificates 命令可協助您以簽署過的憑證取代自我簽署憑證。若要建立包含已簽署憑證的

JCEKS keystore，請參閱“建立與匯入已簽署 SSL 憑證,” 第 16 頁。

若要取代儲存格的 SSL 憑證，請使用下列格式的命令︰

cell-management-tool certificates options

表格 5‑3.  儲存格管理工具選項與引數、 certificates 子命令

選項 引數 描述

--help (-h) 無 提供此類別中可用命令的摘要。

--config (-c) 儲存格的
global.properties 檔案完
整路徑名稱

預設為
$VCLOUD_HOME/etc/global.prop
erties。

--responses (-r) 儲存格的
responses.properties 檔
案完整路徑名稱

預設為
$VCLOUD_HOME/etc/responses.p
roperties。

--keystore (-s) keystore-pathname 包含已簽署憑證的 JCEKS keystore
完整路徑名稱。

--keystore-pwd (-w) keystore-password --keystore 選項所參照的 JCEKS
keystore 密碼。

範例 5‑4.  取代憑證

您可以省略 --config 和 --responses 選項，除非那些檔案已從原來的預設位置上移開。本範例採用位

於 /tmp/new.ks 的 keystore，且其密碼為 kspw。範例中將以位於 /tmp/new.ks 的憑證取代儲存格的現有憑

證。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certificates -s /tmp/my-new-certs.ks -w kspw

Certificate replaced by user specified keystore at /tmp/new.ks.

You will need to restart the cell for changes to take effect.

備註   您必須在取代憑證之後重新啟動儲存格。

用來產生自我簽署 SSL 憑證的命令
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generate-certs 命令來為儲存格產生新的自我簽署 SSL 憑證。

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generate-certs 命令將自動執行“建立自我簽署 SSL 憑證,” 第 18 頁中顯示的程序。

若要產生新的自我簽署 SSL 憑證並新增到新的或現有的 keystore，請使用下列形式的命令列︰

cell-management-tool generate-certs options

第 5 章 儲存格管理工具參考

VMware, Inc.  51



表格 5‑4.  儲存格管理工具選項與引數、 generate-certs 子命令

選項 引數 描述

--help (-h) 無 提供此類別中可用命令的摘要。

-issuer (-i) name=value [,
name=value, ...]

X.509 憑證簽發者的辨別名稱。預設
為 CN=Unknown。若要指定多個屬
性和值組，請以英文逗號 (,) 隔開並
用引號包住整個引數。

--out (-o) keystore-pathname 此主機上 keystore 的完整路徑名
稱。

--key-size (-s) key-size 金鑰組大小，以整數位元數表示。
預設為 1024。

--keystore-pwd (-w) keystore-password 此主機上 keystore 的密碼。

--expiration (-x) days-until-expiration 憑證到期剩餘天數。預設為 365

範例 5‑5.  建立自我簽署憑證

這兩個範例均採用位於 /tmp/cell.ks 的 keystore，且其密碼為 kspw。如果該 keystore 不存在將在此處建立

。

本範例將使用下列預設值來建立新憑證。簽發者名稱設定為 CN=Unknown。憑證使用 1024 位元加密，有效期為

建立日期後一年。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generate-certs -o /tmp/cell.ks -w kspw

New keystore created and written to /tmp/cell.ks.

本範例將使用自訂的金鑰大小值與簽發者名稱來建立新憑證。簽發者名稱設定為 CN=Test, L=London, C=GB。
憑證使用 2048 位元加密，有效期為建立日期後 90 天。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generate-certs -o /tmp/cell.ks -w kspw

 -i "CN=Test, L=London, C=GB" -s 2048 -x 90

New keystore created and written to /tmp/cell.ks.

復原系統管理員密碼
您如果知道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就可以使用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recover-password
命令來復原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密碼。

有了儲存格管理工具的 recover-password 命令，知道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的使用者

就可以復原 vCloud Director 系統管理員密碼。

若要復原系統管理員密碼，請使用下列格式的命令列︰

cell-management-tool recover-password options

表格 5‑5.  儲存格管理工具選項與引數、 recover-password 子命令

選項 引數 描述

--help (-h) 無 提供此類別中可用命令的摘要。

--dbuser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
者的使用者名稱。

必須在命令列中提供。

--dbpassword vCloud Director 資料庫使用
者的密碼。

若未提供則顯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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