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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提供有关安装和配置 VMware vCloud Director 软件的信息，使

其可与 VMware vCenter™ 一起使用，以提供 VMware 就绪的 VMware vCloud® 服务。

目标读者
本指南是为需要安装和配置 VMware vCloud Director 软件的人员编写的。本指南的目标读者为熟悉 Linux、
Windows、IP 网络和 VMware vSphere® 且具有丰富经验的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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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概述 1
VMware vCloud® 将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与 vSphere 平台完美结合在一起。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建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在一台或多台服务器上安装 vCloud Director 软件，将这些服务器连接到共享数据

库，并使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与 vSphere 全面集成。

VMware vCloud Director 以 VMware vSphere® 为基础构建，并将虚拟化的共享基础架构公开作为多租户虚拟
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与基础硬件分离且彼此相互隔离。您可以通过基于 Web 的门户网站向用户公开虚拟数
据中心，并定义和公开能够在虚拟数据中心内部署的服务目录。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7 页，“vCloud Director 架构”

n 第 8 页，“配置计划”

n 第 9 页，“vCloud Director 硬件和软件要求”

vCloud Director 架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由一台或多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成。这些服务器共享一个共同的数据库，并

链接到任意数量的 vCenter 服务器和 ESX/ESXi 主机。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可为 vCenter 和 vCloud Director
提供网络服务。

简单的云架构可能包含一个由多台服务器组成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每台服务器均运行名为

vCloud Director 单元的服务集合。组中的所有服务器均共享一个数据库。组将与其管理的多个 vCenter server
和 ESX/ESXi 主机相连。每台 vCenter 服务器均与 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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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vCloud Director 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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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oud Director 的安装和配置过程会创建单元，将它们连接到共享数据库，并建立与 vCenter server、vShield
Manager 和 ESX/ESXi 主机的第一次连接。稍后，系统管理员可以随时使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将其

他 vCenter servers、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和 ESX/ESXi 服务器连接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

配置计划
vSphere 可为 vCloud Director 提供存储、计算和网络容量。开始安装之前，请考虑所需的 vSphere 和
vCloud Director 容量，并制定可支持该容量的配置计划。

配置要求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云中的组织数、每个组织中的用户数及其活动级别。以下指导准则可作为
大多数配置的起点：

n 为要让其可在云中访问的每台 vCenter 服务器分配一个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单元）。

n 确保所有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至少满足以下页面中详述的内存、CPU 和存储设备的最低要求：第 9 页，
“vCloud Director 硬件和软件要求”.

n 按照以下页面中所述配置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第 15 页，“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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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oud Director 硬件和软件要求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中的每台服务器均必须满足特定的硬件和软件要求。此外，受支持的数据库必须能够

由组的所有成员访问。每个服务器组均要求能够访问一台 vCenter 服务器、一台 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以及

一个或多个 ESX/ESXi 主机。

受支持的 vCenter、ESX/ESXi 和 vShield Manager 版本

表 1-1  受支持的 vCenter 版本

vCenter 版本 备注

4.0 Update 2

4.0 Update 3

4.1

4.1 Update 1

5.0 需要快速置备、硬件版本 8 和 VPN 支持

表 1-2  受支持的 ESX/ESXi 版本

ESX 或 ESXi 版本 备注

4.0 Update 2

4.0 Update 3

4.1

4.1 Update 1

5.0 需要快速置备和硬件版本 8 支持

表 1-3  受支持的 vShield Manager 版本

vShield Manager 版本 备注

1.0

1.0 Update 1

5.0 需要静态路由和 VPN 支持

vSphere 配置要求

与 vCloud Director 结合使用的 vCenter 服务器和 ESX/ESXi 主机必须满足特定的配置要求。

n 对于供 vCloud Director 使用的任何群集中的所有主机来说，均必须能够访问要用作 vCloud Director 外部

网络或网络池的 vCenter 网络。数据中心的所有主机如果均能访问这些网络，则可显著简化将新的 vCenter
服务器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任务。

n 跨主机防护和网络池分配必须使用 DVS。

n 与 vCloud Director 结合使用的 vCenter 群集必须配置为使用自动的 DRS。自动的 DRS 要求使用附加到

DRS 群集的所有主机的共享存储。

n 与 vCloud Director 结合使用的 vCenter 5 群集不得启用存储 DRS。

n vCenter 服务器必须信任其 ESX/ESXi 主机。

章 1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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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phere 许可要求

vCloud Director 需要以下 vSphere 许可证：

n 由 vSphere Enterprise 和 Enterprise Plus 许可的 VMware DRS。

n 由 vSphere Enterprise Plus 许可的 VMware 分布式交换机和 dvFilter。允许创建和使用 vCloud Director
隔离网络。

受支持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操作系统

表 1-4  受支持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64 位），Update 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64 位），Update 5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64 位），Update 6

磁盘空间要求 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大约需要 950MB 的可用空间来存储安装和日志文
件。

内存要求 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至少必须配置 1GB 的内存。建议配置 2GB。

默认情况下，需要的软件包通常与操作系统软件一起安装。如果缺少任何软件包，则安装程序将会失败，并返
回诊断消息。

表 1-5  需要的软件包

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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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支持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表 1-6  受支持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软件

数据库软件 需要的修补程序或 Service Pack

Oracle 10g Standard Edition Release 2 10.2.0.x

Oracle 10g Enterprise Edition Release 2 10.2.0.x

Oracle 11g Standard Edition 11.1.0.x

Oracle 11g Enterprise Edition 11.1.0.x

Oracle 11g R2 11.2.0.x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10  VMware, Inc.



表 1-6  受支持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软件 （续）

数据库软件 需要的修补程序或 Service Pack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Standard SP4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nterprise SP4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Express（64 位） SP2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Standard（64 位） 累积更新 2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Enterprise（64 位） 累积更新 2

有关建议的数据库服务器配置，请参见第 15 页，“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受支持的 LDAP 服务器

表 1-7  受支持的 LDAP 服务器

平台 LDAP 服务器 验证方法

Windows Server 2003 Active Directory 简单、简单 SSL、Kerberos、Kerberos SSL

Windows Server 2008 Active Directory 简单

Windows 7 (2008 R2) Active Directory 简单、简单 SSL、Kerberos、Kerberos SSL

Linux OpenLDAP 简单、简单 SSL

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

vCloud Director 支持虚拟机运行以下客户机操作系统。

表 1-8  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

客户机操作系统 ESX 4.0 U2 ESX 4.0 U3 ESX 4.1 ESX 4.1 U1 ESX 5.0

Windows Server 2008 R2 (x64)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Server 2008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 7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Vista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XP/Embedded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Server 2003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Server 2000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NT 是 是 是 是 是

CentOS 4/5 是 是 是 是 是

SLES 11 是 是 否 是 是

SLES 10 是 是 是 是

SLES 8、SLES 9 是 是 是 是 是

Asianux 4 否 否 否 否 是

Asianux 3 是 是 是 是 是

RHEL 6 是 是 是 是 是

RHEL 5 是 是 是 是 是

RHEL 4 是 是 是 是 是

RHEL 3 是 是 是 是 是

章 1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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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 （续）

客户机操作系统 ESX 4.0 U2 ESX 4.0 U3 ESX 4.1 ESX 4.1 U1 ESX 5.0

RHEL 2 (x32) 是 是 是 是 是

Debian GNU/Linux 6 否 否 否 否 是

Debian GNU/Linux 5 是 是 是 是 是

Debian GNU/Linux 4 是 是 是 是 是

Ubuntu 是 是 是 是 是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4/5 是 是 否 是 是

其他 2.6.x Linux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 2.4.x Linux 是 是 是 是 是

Solaris 10 是 是 是 是 是

vCloud Director 支持的浏览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可与许多版本的 Firefox 和 Internet Explorer Web 浏览器兼容。

注意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仅与 32 位浏览器兼容。如果浏览器列入受 64 位平台支持之列，则意味着

可以在 64 位平台上使用 32 位浏览器。

Microsoft Windows 平台支持的浏览器

表 1-9  Microsoft Windows 平台上的浏览器支持和操作系统兼容性

平台
Internet
Explorer 7.x

Internet
Explorer 8.x

Internet
Explorer 9.x

Firefox 3.6、
Firefox 4.x Firefox 5.x

Windows XP Pro 32 位 是 是 否 是 是

Windows XP Pro 64 位 是 是 否 是 是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dition 32 位

是 是 否 是 是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dition 64 位

是 是 否 是 是

Windows Server 2008 是 是 是 是 N/A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否 是 是 是 N/A

Windows Vista 32 位 是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Vista 64 位 是 是 是 否 是

Windows 7 32 位 否 是 是 是 是

Windows 7 64 位 否 是 是 是 是

Linux 平台支持的浏览器

表 1-10  Linux 平台上的浏览器支持和操作系统兼容性

平台 Firefox 3 Firefox 4.x Firefox 5.x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32 位），
Update 6

否 是 是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32 位） 否 是 是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64 位） 否 是 是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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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Linux 平台上的浏览器支持和操作系统兼容性 （续）

平台 Firefox 3 Firefox 4.x Firefox 5.x

SLES 11 32 位 否 是 是

Ubuntu 10.10 32 位 否 是 是

Ubuntu 10.10 64 位 否 是 是

支持的 Adobe Flash Player 版本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要求使用 Adobe Flash Player 10.2 版或更高版本。仅支持 32 位版本。

受支持的 Java 版本

vCloud Director 客户端必须安装和启用 JRE 1.6.0 更新 10 或更新版本。仅支持 32 位版本。

支持的 TLS 和 SSL 协议版本和密码套件

vCloud Director 要求客户端使用 SSL。支持的版本包括 SSL 3.0 和 TLS 1.0。支持的密码套件包括使用 RSA、
DSS 或 Elliptic Curve 签名和 DES3、AES-128 或 AES-256 密码的套件。

网络配置要求摘要

vCloud Director 的安全可靠操作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支持转发和反向查找主机名、网络时间服务和其他服务的安
全可靠网络。开始安装 vCloud Director 之前，您的网络必须满足这些要求。

连接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vCenter Server 和 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的网络必须满足以
下要求：

IP 地址 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均需两个 IP 地址，以便能够支持两个不同的 SSL
连接。一个连接用于 HTTP 服务。另一个用于控制台代理服务。您可以使用 IP
别名或多个网络接口来创建这些地址。不能使用 Linux 的 ip addr add 命令创
建第二个地址。

控制台代理地址 配置为控制台代理地址的 IP 地址不得位于 SSL-terminating 负载平衡器或反向

代理后面。所有控制台代理请求必须直接中继到控制台代理 IP 地址。

网络时间服务 您必须使用网络时间服务（如 NTP）将所有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其中包

括数据库服务器）的时钟同步。被同步服务器的时钟之间最多允许存在 2 秒的
偏差。

主机名解析 对于您在 vCloud Director 和 vShield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期间指定的所有主

机名，均必须可由 DNS 通过完全限定域名或非限定主机名的转发和反向查找来
进行解析。例如，对于名为 mycloud.example.com 的主机，以下命令均必须在

vCloud Director 主机中成功运行：

nslookup mycloud

nslookup mycloud.example.com

章 1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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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主机 mycloud.example.com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则以下命令必

须返回 mycloud.example.com：

nslookup 192.168.1.1

传输服务器存储 要为上载和下载提供临时存储，则 vCloud Director 群集中的所有服务器均必

须能够访问 NFS 或其他共享存储卷。 此卷必须具有根的写入权限。每个主机均
必须将此卷装载在以下位置：$VCLOUD_HOME/data/transfer（通常为
/opt/vmware/vcloud-director/data/transfer）。上载和下载将占用此存储几

个小时甚至一天时间。传输的映像可能会很大，因此请至少为此卷分配数百 GB
存储空间。

网络安全建议

vCloud Director 的安全操作需要拥有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在开始安装 vCloud Director 之前，必须先配置和
测试此网络环境。

将所有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连接到受保护和监控的网络。vCloud Director 网络连接还具有以下几个要求：

n 请勿将 vCloud Director 直接连接到公共 Internet。始终使用防火墙保护 vCloud Director 网络连接。对于

入站连接，仅必须打开端口 443 (HTTPS)。如果需要，也可以为入站连接打开端口 22 (SSH) 和 80 (HTTP)。
防火墙必须拒绝来自公共网络的所有其他入站流量。

表 1-11  必须支持来自 vCloud Director 主机的入站软件包的端口

端口 协议 注释

111 TCP 和 UDP 由传输服务使用的 NFS portmapper

920 TCP 和 UDP 由传输服务使用的 NFS rpc.statd

61611 TCP ActiveMQ

61616 TCP ActiveMQ

不要将用于出站连接的端口连接到公共网络。

表 1-12  必须支持来自 vCloud Director 主机的出站软件包的端口

端口 协议 注释

25 TCP 和 UDP SMTP

53 TCP 和 UDP DNS

111 TCP 和 UDP 由传输服务使用的 NFS portmapper

123 TCP 和 UDP NTP

389 TCP 和 UDP LDAP

443 TCP vCenter 和 ESX 连接

514 UDP 可选。启用 syslog

902 TCP vCenter 和 ESX 连接

903 TCP vCenter 和 ESX 连接

920 TCP 和 UDP 由传输服务使用的 NFS rpc.statd

1433 TCP 默认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端口

1521 TCP 默认的 Oracle 数据库端口

5672 TCP 和 UDP 可选。任务延期的 AMQP 消息

61611 TCP ActiveMQ

61616 TCP ActiveMQ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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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请勿将物理主机连接到属于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 的上行链路、且支持 vCloud Director 网络池的物
理网络。

n 如有可能，请通过专用网络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和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服务器之间路由流量。

n 支持提供商网络的虚拟交换机和分布式虚拟交换机必须相互隔离。它们不能共享相同的 2 级物理网络分段。

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vCloud Director 单元使用数据库来存储共享的信息。必须先具有此数据库，然后才能完成 vCloud Director 软
件的安装和配置。

注意   无论选择何种数据库软件，您均必须为 vCloud Director 创建一个单独的专用数据库架构。vCloud Director
不能与其他任何 VMware 产品共享数据库架构。

配置 Oracle 数据库

将 Oracle 数据库与 vCloud Director 一起使用时，Oracle 数据库具有特定的配置要求。安装 vCloud Director
之前，请安装并配置数据库实例，并创建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帐户。

步骤

1 配置数据库服务器。

对于大多数 vCloud Director 群集来说，配置一台内存为 16GB、存储容量为 100GB、且 CPU 为 4 个的数
据库服务器便已足够。

2 创建数据库实例。

使用以下形式的命令创建单独的数据 (CLOUD_DATA) 和索引 (CLOUD_INDX) 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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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帐户。

以下命令将创建数据库用户名 vcloud和密码 vcloud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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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创建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帐户时，必须将 CLOUD_DATA 指定为默认的表空间。

4 配置数据库连接、进程和事务参数。

必须对数据库进行配置，使其至少允许每个 vCloud Director 单元中存在 75 个连接，并且大约有 50 个连

接供 Oracle 本身使用。您可以根据连接数量获取其他配置参数的值，其中 C 表示 vCloud Director 群集中
的单元数。

Oracle 配置参数 C 单元的值

CONNECTIONS 75*C+50

PROCESSES = CONNECTIONS

SESSIONS = PROCESSES*1.1+5

TRANSACTIONS = SESSIONS*1.1

OPEN_CURSORS =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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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帐户。

请勿将 Oracle 系统帐户用作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帐户。必须为此创建一个专用用户帐户。将以下
系统特权授予此帐户：

n CONNECT

n RESOURCE

n CREATE TRIGGER

n CREATE TYPE

n CREATE VIEW

n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n CREATE PROCEDURE

n CREATE SEQUENCE

6 记下数据库服务名称，以便可以在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时使用该名称。

要查找数据库服务名称，请在数据库服务器中打开文件 $ORACLE_HOME/network/admin/tsnames.ora，并查
找以下形式的条目：

(SERVICE_NAME = orcl.example.com)

配置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

将 SQL Server 数据库与 vCloud Director 一起使用时，SQL Server 数据库具有特定的配置要求。安装

vCloud Director 之前，请安装并配置数据库实例，并创建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帐户。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性能是影响 vCloud Director 总体性能和可扩展性的重要因素。vCloud Director 使用

SQL Server tmpdb 文件存储大型结果集、排序数据以及管理正在并发读取和修改的数据。vCloud Director 遇到

高并发负载时，此文件可大幅增长。在具有快速读取和写入性能的专用卷上创建 tmpdb 文件是一种好方法。有

关 tmpdb 文件和 SQL Server 性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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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条件

n 必须熟悉 Microsoft SQL Server 命令、脚本和操作。

n 若要配置 Microsoft SQL Server，请使用管理员凭据登录到 SQL Server 主机。可以将 SQL Server 配置为

以 LOCAL_SYSTEM 身份运行，或以具有运行 Windows 服务的特权的任何身份运行。

步骤

1 配置数据库服务器。

对于大多数 vCloud Director 群集来说，配置一台内存为 16GB、存储容量为 100GB、且 CPU 为 4 个的数
据库服务器便已足够。

2 在 SQL Server 设置期间指定混合模式身份验证。

使用 vCloud Director SQL Server 时，Windows 身份验证不受支持。

3 创建数据库实例。

以下脚本将创建数据库和日志文件以指定正确的排序规则序列。

USE [master]

GO

CREATE DATABASE [vcloud] ON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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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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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TE Latin1_General_CS_AS

GO

建议采用以下显示的 SIZE 值。可能需要使用更大值。

4 设置事务隔离级别。

以下脚本将数据库隔离级别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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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事务隔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73763.aspx。

5 创建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帐户。

以下脚本将创建数据库用户名 vcloud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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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权限分配给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帐户。

以下脚本将 db_owner 角色分配给在步骤 5 中创建的数据库用户。

USE [vcloud]

GO

sp_addrolemember [db_owner], [vcloud]

GO

创建 SSL 证书

vCloud Director 要求使用 SSL 来保护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在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之

前，必须为组的每个成员创建两个证书，并将其导入主机的 keystore 中。

要在 vCloud Director 群集中使用的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均需两个 SSL 证书，每个证书分别对应一个

IP 地址。

注意   SSL 证书的路径名中的所有目录必须由用户 vcloud.vcloud 读取。此用户由 vCloud Director 安装程序创
建。

步骤

1 列出此服务器的 IP 地址。

使用类似于 ifconfig 的命令来发现此服务器的 IP 地址。

2 对于每个 IP 地址，运行以下命令，以检索 IP 地址绑定的完全限定域名。

nslookup ip-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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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录每个 IP 地址及其关联的完全限定域名，以及 vCloud Director 是否应针对 HTTP 服务或控制台代理服
务使用该地址。

创建证书时，您需提供完全限定域名；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时，您需提供 IP 地址。

4 创建证书。

可以使用由受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签名的签名证书，也可以使用自我签名的证书。签名证书将提供最高级
别的信任。

创建并导入签名 SSL 证书

签名证书为 SSL 通信提供了最高级别的信任。

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均需在 Java keystore 文件中提供两个 SSL 证书，每个证书分别对应一个 IP 地址。

您必须为要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中使用的每台服务器创建两个 SSL 证书。可以使用由受信任的证书颁
发机构签名的证书，也可以使用自签名证书。签名证书将提供最高级别的信任。

要创建并导入自签名证书，请参见第 20 页，“创建自签名 SSL 证书”.

前提条件

n 在此服务器上生成完全限定域名及其关联 IP 地址的列表，以及每个 IP 地址的服务选项。请参见第 17 页，

“创建 SSL 证书”.

n 验证您是否有权访问具有 Java 版本 6 运行时环境的计算机，以便可以使用 keytool 命令创建证书。

vCloud Director 安装程序会将 keytool 副本放在以下位置：/opt/vmware/vcloud-

director/jre/bin/keytool，但您可以在安装了 Java 版本 6 运行时环境的任何计算机中执行此过程。使用

任何其他源中的 keytool 所创建的证书均无法与 vCloud Director 一起使用。如果在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软件之前创建并导入证书，则可简化安装和配置过程。以下命令行示例假定 keytool 位于

用户的路径中。Keystore 密码在这些示例中表示为 passwd。

步骤

1 为 HTTP 服务创建不受信任的证书。

以下命令将在名为 certificates.ks 的 Keystore 文件中创建不受信任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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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as http

2 回答 keytool 问题。

keytool 要求您提供名和姓时，请键入要用于 HTTP 服务的完全限定域名及关联 IP 地址。

3 对于其余问题，请提供适合您组织和位置的答案，如以下示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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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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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 HTTP 服务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以下命令将在文件 http.csr 中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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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http.csr

5 为控制台代理服务创建不受信任的证书。

以下命令会将不受信任的证书添加到按照以下内容所述创建的 Keystore 文件：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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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as consoleproxy

6 keytool 要求您提供名和姓时，请键入要用于控制台代理服务的完全限定域名及关联 IP 地址。

7 对于其余问题，请提供适合您组织和位置的答案，如以下内容的示例所示：步骤 1.

8 为控制台代理服务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以下命令将在文件 consoleproxy.csr 中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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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proxy -file consoleproxy.csr

9 将证书签名请求发送给证书颁发机构。

10 收到签名证书时，请将其导入 Keystore 文件。

a 将证书颁发机构的根证书导入 Keystore 文件。

此命令可将根证书从 root.cer 文件导入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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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root.cer

b （可选） 如果收到中间证书，请将其导入 Keystore 文件。

以下命令可将中间证书从 intermediate.cer 文件导入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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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mediate -file intermediate.cer

c 导入 HTTP 服务的证书。

以下命令可将该证书从 http.cer 文件导入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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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http.cer

d 导入控制台代理服务的证书。

以下命令可将该证书从 consoleproxy.cer 文件导入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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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proxy -file consoleproxy.cer

11 要验证所有证书是否均已导入，请列出 Keystore 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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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在其余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中，重复步骤步骤 1 至步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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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创建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文件时使用的是计算机，而不是您生成完全限定域名及其关联 IP 地址的列表

的服务器，请立即将 Keystore 文件复制到该服务器。运行配置脚本时，您需要提供 Keystore 路径名称。请参

见第 25 页，“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

注意   由于 vCloud Director 配置脚本未使用特权身份运行，因此 Keystore 文件及其存储目录必须可由任何用
户读取。

创建自签名 SSL 证书

对于信任问题无关紧要的环境，自签名证书为配置 vCloud Director 的 SSL 提供了一种快捷简便的方式。

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均需在 Java keystore 文件中提供两个 SSL 证书，每个证书分别对应一个 IP 地址。

您必须为要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中使用的每台服务器创建两个 SSL 证书。可以使用由受信任的证书颁
发机构签名的证书，也可以使用自签名证书。签名证书将提供最高级别的信任。

要创建并导入签名证书，请参见第 18 页，“创建并导入签名 SSL 证书”.

前提条件

n 在此服务器上生成完全限定域名及其关联 IP 地址的列表，以及每个 IP 地址的服务选项。请参见第 17 页，

“创建 SSL 证书”.

n 验证您是否有权访问具有 Java 版本 6 运行时环境的计算机，以便可以使用 keytool 命令创建证书。

vCloud Director 安装程序会将 keytool 副本放在以下位置：/opt/vmware/vcloud-

director/jre/bin/keytool，但您可以在安装了 Java 版本 6 运行时环境的任何计算机中执行此过程。使用

任何其他源中的 keytool 所创建的证书均无法与 vCloud Director 一起使用。如果在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软件之前创建并导入证书，则可简化安装和配置过程。以下命令行示例假定 keytool 位于

用户的路径中。Keystore 密码在这些示例中表示为 passwd。

步骤

1 为 HTTP 服务创建不受信任的证书。

以下命令将在名为 certificates.ks 的 Keystore 文件中创建不受信任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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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as http

2 为控制台代理服务创建不受信任的证书。

以下命令会将不受信任的证书添加到按照以下内容所述创建的 Keystore 文件：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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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as consoleproxy

3 要验证所有证书是否均已导入，请列出 Keystore 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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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其余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中，重复步骤步骤 1 至步骤 3。

下一步

创建 certificates.ks Keystore 文件时使用的是计算机，而不是您生成完全限定域名及其关联 IP 地址的列表

的服务器，请立即将 Keystore 文件复制到该服务器。运行配置脚本时，您需要提供 Keystore 路径名称。请参

见第 25 页，“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

注意   由于 vCloud Director 配置脚本未使用特权身份运行，因此 Keystore 文件及其存储目录必须可由任何用
户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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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 vShield Manager
vCloud Director 依赖 vShield Manager 来向云提供网络服务。在开始安装 vCloud Director 之前，必须先安装

和配置 vShield Manager。

您必须将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每台 vCenter Server 与 vShield Manager 的唯一实例相关联。有关 vShield
Manager 网络要求和支持版本的信息，请参见第 9 页，“vCloud Director 硬件和软件要求”.

重要事项   此过程仅适用于 vCloud Director 的新安装。如果正在升级 vCloud Director 的现有安装，则可以选

择升级其关联的 vShield Manager 安装。vShield Manager 的新版本无法同 vCloud Director 的现有版本一起

使用。请参见第 37 页，“升级 vShield Manager”。

步骤

1 使用 vSphere Client 登录到 vCenter Server。

2 选择文件 > 部署 OVF 模板。

3 浏览到 vShield Manager.ovf 文件的位置，并按照提示部署 OVF 文件。

4 部署 OVF 文件之后，启动 vShield Manager 虚拟机并打开控制台。

5 使用用户名 admin 和密码 default 登录到控制台。

6 在 manager 提示中，键入 enable。

7 在 Password 提示中，键入 default 以启用设置模式。

设置模式启用之后，提示字符串将更改为 manager#。

8 在 manager# 提示中，键入 setup，以开始设置过程。

9 输入 vShield Manager 虚拟机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需要此信息将 vCenter Server 附加到 Cloud Director。

10 键入 exit 以注销。

11 关闭控制台并让虚拟机运行。

结合使用 vShield Manager 和 vCloud Director 时，不必使 vShield Manager 与 vCenter 同步，亦不必将

vShield Manager 注册为 vSphere Client 插件。

安装和配置 AMQP 代理

AMQP（高级消息队列协议）是一种支持企业系统灵活进行消息传递的消息队列开放式标准。vCloud Director
包含 AMQP 服务，您可以将此服务配置为与 AMQP 代理（例如 RabbitMQ）一起使用，以便向云运营商提供

有关云中事件的通知流。如果要使用此服务，则必须安装和配置 AMQP 代理。

步骤

1 从http://info.vmware.com/content/12834_rabbitmq 下载 RabbitMQ Server。

2 按照 RabbitMQ 安装说明在任何方便的主机上安装 RabbitMQ。

RabbitMQ 服务器主机必须使每个 vCloud Director 单元在网络上可到达。

3 在 RabbitMQ 安装期间，请记录下将来在配置 vCloud Director 以与此 RabbitMQ 安装协同工作时需要提
供的值。

n RabbitMQ 服务器主机的完全限定域名，例如 amqp.example.com。

n 验证 RabbitMQ 的有效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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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代理监听消息的端口。默认为 5672。

n RabbitMQ 虚拟主机。默认为“/”。

下一步

默认情况下，vCloud Director AMQP 服务将发送未加密的消息。如果使用 SSL 进行配置以加密这些消息，它

将通过使用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上的 Java 运行环境的默认 JCEKS 信任存储来验证代理的证书。Java 运
行环境通常位于 $JRE_HOME/lib/security/cacerts 目录中。

使用 SSL 与 vCloud Director AMQP 服务，选择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阻塞任务页面的 AMQP 代理

设置区段上的 使用 SSL，可提供 SSL 证书路径名或 JCEKS 信任存储路径名和密码。如果不想验证证书，因为

信任连接到 vCloud Director AMQP 服务的所有计算机，则可以选择接受所有证书。

下载和安装 VMware 公钥

安装文件带有数字签名。若要验证签名，必须下载和安装 VMware 公钥。

可以使用 Linux rpm 工具和 VMware 公钥验证 vCloud Director 安装文件的数字签名，或从 vmware.com 下载的

任何其他签名文件。如果在计划安装 vCloud Director 的计算机上安装公钥，则会在安装或升级过程中进行验
证。在开始安装或升级过程之前，还可以手动验证签名，然后将经过验证的文件应用于所有安装或升级过程。

注意   下载站点还发布下载的校验和值。校验和以两种常见形式发布。通过验证校验和可验证下载文件的内容
是否与发布文件的内容相同。它不验证数字签名。

步骤

1 获取和导入 VMware 打包公钥。

a 创建目录以存储 VMware 打包公钥。

b 使用 Web 浏览器从 http://packages.vmware.com/tools/keys 目录下载所有 VMware 公用打包公钥。

c 将密钥文件保存到创建的目录。

d 对于下载的每个密钥，请运行以下命令以导入密钥。

# rpm --import /key_path/key_name

key_path 是保存密钥的目录。

key_name 是密钥的文件名。

2 （可选） 使用 Linux rpm 工具验证下载文件的数字签名。

# rpm --checksig installation-file

验证文件的数字签名后，可使用它在任何服务器上安装或升级 vCloud Director，而不必在该服务器上安装
公钥。如果未安装密钥，则安装程序将发出警告。如果已验证此文件的签名，则可以忽略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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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 2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由一台或多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成。该组中的每台服务器均运行名为

vCloud Director 单元的服务集合。要创建服务器组，请在每台服务器中安装 vCloud Director 软件，配置其网

络和数据库连接，并启动其 vCloud Director 服务。

创建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的必备条件

重要事项   此过程仅适用于新安装。如果将升级现有 vCloud Director 安装，则请参见第 31 页，第 3 章“升

级 vCloud Director”

在开始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之前，请完成以下所有任务。

1 验证是否正在运行受支持的 vCenter 服务器，该服务器是否已经过正确配置，能够与 vCloud Director 一
起使用。有关受支持的版本和配置要求，请参见第 9 页，“受支持的 vCenter、ESX/ESXi 和 vShield Manager
版本”.

2 验证是否正在运行受支持的 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该服务器是否已经过正确配置，能够与

vCloud Director 一起使用。有关受支持的版本，请参见第 9 页，“受支持的 vCenter、ESX/ESXi 和 vShield
Manager 版本”。有关安装和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第 21 页，“安装和配置 vShield Manager”.

3 验证是否至少正在运行一个受支持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平台，且该平台是否已配置适当的内存和存

储。有关受支持的平台和配置要求，请参见第 10 页，“受支持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操作系统”.

n 服务器组的每个成员需要两个 IP 地址：一个支持 HTTP 服务的 SSL 连接，另一个支持控制台代理服务。

n 每台服务器的每个 IP 地址均须有一个 SSL 证书。SSL 证书的路径名中的所有目录必须由用户

vcloud.vcloud 读取。此用户由 vCloud Director 安装程序创建。请参见第 17 页，“创建 SSL 证书”.

n 对于传输服务，每台服务器必须在 $VCLOUD_HOME/data/transfer 装载 NFS 或其他共享的存储卷，通

常是 /opt/vmware/vcloud-director/data/transfer。此卷必须具有根的写入权限。

n 每台服务器均应有权访问 Microsoft Sysprep 部署包。请参见第 29 页，“创建 Microsoft Sysprep 部
署包”.

4 验证是否已创建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且组中的所有服务器是否均可访问该数据库。有关受支持的数

据库软件列表，请参见第 10 页，“受支持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n 验证是否具有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用户的帐户和所需的系统特权。请参见第 15 页，“安装和配

置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n 验证数据库服务是否会在数据库服务器重新引导时启动。

5 验证所有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所有 vCenter 和 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是否可相互

解析名称，具体请见：第 13 页，“网络配置要求摘要”.

6 验证所有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是否均可与网络时间服务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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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计划从 LDAP 服务中导入用户或组，请验证每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是否均可访问该服务。

8 打开第 14 页，“网络安全建议”中所示的防火墙端口。在 vCloud Director 和 vCenter 服务器之间，必须

打开端口 443。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24 页，“在服务器组的任意成员中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软件”

n 第 25 页，“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

n 第 28 页，“启动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务”

n 第 29 页，“在其他服务器中安装 vCloud Director 软件”

n 第 29 页，“创建 Microsoft Sysprep 部署包”

n 第 30 页，“卸载 vCloud Director 软件”

在服务器组的任意成员中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软件
vCloud Director 安装程序将验证目标服务器是否符合所有必备条件，并在其中安装 vCloud Director 软件。

vCloud Director 将作为数字签名 Linux 可执行文件予以分发，其文件名为：vmware-vcloud-director-1.5.0-

nnnnnn.bin，其中 nnnnnn 表示内部版本号。当该软件安装在目标服务器中后，您必须运行配置该服务器的网
络和数据库连接的脚本。

前提条件

n 验证目标服务器及其网络连接是否满足以下页面中指定的要求：第 13 页，“网络配置要求摘要”。

n 验证您是否拥有目标服务器的超级用户凭据。

n 如果需要创建包括多台服务器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请验证目标服务器是否已装载

$VCLOUD_HOME/data/transfer 中的共享传输服务存储。

n 如果要安装程序验证安装文件的数字签名，则在目标服务器上下载和安装 VMware 公钥。如果已验证安装

文件的数字签名，则不需要在安装期间再次验证。请参见第 22 页，“下载和安装 VMware 公钥”。

步骤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目标服务器。

2 将安装文件下载到目标服务器。

如果以 CD 或其他媒体形式购买软件，请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所有目标服务器均可访问的位置。

3 验证下载的校验和是否与下载页上发布的校验和相匹配。

MD5 和 SHA1 校验和的值发布在下载页上。使用适合的工具验证已下载安装文件的校验和是否与下载页

上显示的校验和相匹配。以下形式的命令使用从下载页复制的 MD5 checksum-value 验证 installation-file 的
校验和。

md5sum -c checksum-value

                        installation-file

4 确保安装文件为可执行文件。

安装文件需要执行权限。要确保安装文件具有此权限，请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并运行以下命

令，其中 installation-file 是 vCloud Director 安装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chmod u+x installati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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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中，运行安装文件。

要运行安装文件，请键入其完整的路径名，如 ./installation-file。该文件包括安装脚本和嵌入式 RPM
包。

注意   无法从其路径名包含任何嵌入式空格符的目录运行安装文件。

安装程序将验证主机是否符合所有要求、验证安装文件上的数字签名、打开 vCloud Director RPM 软件包

并安装此软件。如果尚未在目标服务器上安装 VMware 公钥，则安装程序将显示以下形式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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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安装之后，安装程序将提示您运行配置脚本。该脚本将配置服务器的网络和数据库连接。

6 确定何时运行配置脚本。

选项 描述

立即运行配置脚本 键入 y，并按 Enter。

稍后运行配置脚本 键入 n，并按 Enter 以退出到 Shell。
 
有关运行配置脚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5 页，“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

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
vCloud Director 软件安装在服务器中之后, 安装程序将提示您运行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详细信息的脚本。

您必须在服务器中安装 vCloud Director 软件，才能运行配置脚本。安装完成之后，安装程序会提示您运行脚

本，但您可以稍后运行。要在 vCloud Director 软件安装之后将脚本作为单独操作来运行，请以 root 身份登

录，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并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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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脚本将为单个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创建网络和数据库连接。该脚本还会创建一个响应文件，保留数据
库连接信息，以供后续服务器安装使用。

前提条件

n 验证是否可以从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访问受支持类型的数据库。请参见第 15 页，“安装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和 第 9 页，“vCloud Director 硬件和软件要求”.

n 找到以下信息：

n Keystore 文件（包含此服务器的 SSL 证书）的位置和密码。请参见第 18 页，“创建并导入签名 SSL
证书”。由于该配置脚本未使用特权身份运行，因此 Keystore 文件及其存储目录必须可由任何用户读
取。

n 每个 SSL 证书的密码。

n 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n 数据库名称和连接端口。

n 数据库用户凭据（用户名和密码）。此用户必须具有特定的数据库特权。请参见第 15 页，“安装和配

置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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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指定此主机上运行的 HTTP 和控制台代理服务使用的 IP 地址。

服务器组的每个成员均需两个 IP 地址，以便能够支持两个不同的 SSL 连接：一个用于 HTTP 服务，另一

个用于控制台代理服务。要开始配置过程，请选择对于每一项服务，要使用脚本发现的 IP 地址中的哪一

个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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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 Java Keystore 文件的完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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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keys:/opt/keystore/certificates.ks

3 键入 Keystore 和证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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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配置审核消息处理选项。

每个 vCloud Director 单元中的服务均会将审核消息记录到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并保留 90 天。要将

审核消息保留更长时间，可以将 vCloud Director 配置为除了将审核消息发送到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之

外，还将其发送到 syslog 实用程序。

选项 操作

将审核消息记录到 syslog 和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键入 syslog 主机名或 IP 地址。

仅将审核消息记录到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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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程监控指定服务器所使用的端口。

默认端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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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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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数据库类型，或按 Enter 接受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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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数据库连接信息。

脚本需要的信息取决于数据库类型选择。此示例显示执行 Oracle 数据库规范之后出现的提示。其他类型的
数据库出现的提示也基本类似。

a 键入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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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键入数据库端口，或按 Enter 接受默认值。

Enter the database port [default=1521]:

Using default value "1521" for port.

c 键入数据库服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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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 Enter，则配置脚本将使用默认值，但对于某些安装来说，此值可能不正确。有关如何查找

Oracle 数据库的数据库服务名称的信息，请参见第 15 页，“配置 Oracle 数据库”.

d 键入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Enter the database username:vcloud

                                Enter the database password:

该脚本将验证您提供的信息，然后继续执行另外三个步骤。

1 它会将数据库初始化，并与此服务器相连。

2 它支持在此主机上启动 vCloud Director 服务。

3 它将显示一个 URL。vCloud Director 服务启动之后，您可以使用此 URL 连接到设置向导。

以下内容显示了脚本的典型完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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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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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注意   您在配置期间提供的数据库连接信息和其他可重用响应均保留在此服务器内以下路径的文件
中：/opt/vmware/vcloud-director/etc/responses.properties。此文件包含许多敏感信息。当更多服务器添
加至服务器组时，必须重用这些信息。将该文件保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并仅在需要时使用。

要将更多服务器添加到此组，请参见第 29 页，“在其他服务器中安装 vCloud Director 软件”.

在所有服务器中运行 vCloud Director 服务之后，您可以通过脚本完成时显示的 URL 打开设置向导。请参见

第 39 页，第 4 章“vCloud Director 设置”.

保护和重用响应文件

您在配置第一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时提供的网络和数据库连接详细信息将保存在响应文件中。此文件包
含许多敏感信息。当更多服务器添加至服务器组时，必须重用这些信息。将该文件保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并
仅在需要时使用。

响应文件位于您配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的第一台服务器的以下路径中：/opt/vmware/vcloud-

director/etc/responses.properties。将更多服务器添加到组时，您必须使用响应文件的副本来提供所有服务
器共享的配置参数。

步骤

1 保护响应文件。

将文件副本保存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限制它的访问权限，并确保将其备份到安全位置。备份文件时，避免
跨公共网络发送明文。

2 重用响应文件。

将该文件复制到要配置的服务器可访问的位置。该文件必须由 vcloud.vcloud 拥有，并该拥有者具有读取
和写入权限（如以下示例所示），否则配置脚本将无法使用它。

                        % ls -l responses.properties

                        -rw------- 1 vcloud vcloud 418 Jun 8 13:42

responses.properties 

                    

下一步

在配置其他服务器之后，请删除配置服务器所使用的响应文件副本。

启动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务
在服务器上完成安装和数据库连接设置之后，您可以在该服务器中启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如果这些服务
正在运行，您也可以停止它们。

配置脚本将提示您启动 vCloud Director 服务。您可允许脚本启动这些服务，也可自己稍后启动。这些服务必
须正在运行，您才能完成安装并将其初始化。

无论何时，只要重新引导服务器，vCloud Director 服务便会启动。

重要事项   如果停止作为 vCloud Director 软件升级一部分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则必须下载并使用单元管

理工具。此工具允许在停止服务之前静默此单元。请参见第 32 页，“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和关闭服务器”。

步骤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目标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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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动或停止服务。

选项 操作

启动服务 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并运行以下命令。
service vmware-vcd start

单元在使用中时，停止服务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请参见第 32 页，“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和关闭服务器”

单元不在使用中时，停止服务 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并运行以下命令。
service vmware-vcd stop

 

在其他服务器中安装 vCloud Director 软件
您可以随时将服务器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中。服务器组中的所有服务器均必须使用相同的数据库
连接详细信息进行配置。若要确保满足此要求，请在安装其他服务器时，使用第一个服务器安装程序创建的响
应文件来提供此信息。

前提条件

在此安装中，安装第一个服务器时创建的响应文件副本必须可由添加到该组的所有其他服务器访问。请参见第 28
页，“保护和重用响应文件”.

步骤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目标服务器。

2 将安装文件下载到目标服务器。

如果以 CD 或其他媒体形式购买软件，请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所有目标服务器均可访问的位置。

3 确保安装文件为可执行文件。

安装文件需要执行权限。要确保安装文件具有此权限，请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并运行以下命

令，其中 installation-file 是 vCloud Director 安装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chmod u+x installation-file

4 运行安装文件，以提供响应文件的路径名。

在安装命令行中指定 -r 选项，并向响应文件提供完整的路径名，以作为该选项的参数。

installation-file -r path-to-response-file

5 （可选） 对于任何要添加到此安装的其他服务器，请重复此过程。

安装程序将请求网络连接信息，并使用响应文件中的响应来设置网络和数据库连接。

下一步

在完成脚本配置并在所有服务器中运行 vCloud Director 服务之后，您可以通过脚本完成时显示的 URL 打开设

置向导。请参见第 39 页，第 4 章“vCloud Director 设置”.

创建 Microsoft Sysprep 部署包
您必须先在安装的每个云单元中创建 Microsoft Sysprep 部署包，vCloud Director 才能在具有某些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上执行客户机自定义。

在安装期间，vCloud Director 会将一些文件放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主机的 sysprep 文件夹中。创建

Sysprep 软件包时，请勿覆盖这些文件。

前提条件

有权访问 Windows 2000、Windows 2003（32 和 64 位）和 Windows XP（32 和 64 位）的 Sysprep 二进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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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将每个操作系统的 Sysprep 二进制文件复制到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主机中的方便位置。

每个操作系统均需具有自己的文件夹。

注意   文件夹名称区分大小写。

客户机操作系统 复制目标

Windows 2000 SysprepBinariesDirectory /win2000

Windows 2003（32 位） SysprepBinariesDirectory /win2k3

Windows 2003（64 位） SysprepBinariesDirectory /win2k3_64

Windows XP（32 位） SysprepBinariesDirectory /winxp

Windows XP（64 位） SysprepBinariesDirectory /winxp_64

SysprepBinariesDirectory 表示您为复制二进制文件而选择的目标位置。

2 运行 /opt/vmware/cloud-director/deploymentPackageCreator/createSysprepPackage.sh
SysprepBinariesDirectory 命令。

例如，/opt/vmware/cloud-

director/deploymentPackageCreator/createSysprepPackage.sh /root/MySysprepFiles。

3 使用 service vmware-vcd restart 命令重新启动云单元。

4 如果有多个云单元，则将软件包和属性文件复制到所有云单元。

scp /opt/vmware/cloud-director/guestcustomization/vcloud_sysprep.properties 

/opt/vmware/cloud-director/guestcustomization/windows_deployment_package_sysprep.cab 

root@next_cell_IP:/opt/vmware/cloud-director/guestcustomization

5 重新启动文件要复制到的每个云单元。

卸载 vCloud Director 软件
使用 Linux rpm 命令可从单个服务器中卸载 vCloud Director 软件。

步骤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目标服务器。

2 卸载传输服务存储，通常装载于以下位置：/opt/vmware/vcloud-director/data/transfer。

3 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并运行 rpm 命令。

rpm -e vmware-vcloud-director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30  VMware, Inc.



升级 vCloud Director 3
要将 vCloud Director 升级到新版本，请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的每台服务器上安装新版本，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并重新启动 vCloud Director 服务。

在升级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之后，还必须升级其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该数据库负责存储有关服务器的

运行时状态的信息，包括正在运行的所有 vCloud Director 任务的状态。要确保在升级之后数据库中保留的任
务信息均有效，请您在关闭数据库进行升级之前，确保该服务器中的任何任务均未处于活动状态。

升级将保留以下项目：

n 本地和全局属性文件复制到新安装。

n 客户机自定义使用的 Microsoft Sysprep 文件复制到新安装。

n 正在进行的 OVF 软件包和媒体图像上载在升级开始之前将会挂起，并在升级完成之后恢复。

如果您的云使用负载平衡器，则可在保持现有服务在其他服务器上正常运行的同时，升级服务器组的部分服务

器。如果没有负载平衡器，则升级需要占用大量的 vCloud Director 停机时间，才能升级数据库和至少一台服
务器。

升级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
1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来静默服务器组中的所有单元，并关闭每台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请参见

第 32 页，“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和关闭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组的所有成员中升级 vCloud Director 软件。请参见第 34 页，“升级服务器组的任意成员中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您既可以分别升级服务器，也可以并行升级服务器，但在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之前，请勿重新启动该组的任何成员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

3 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请参见第 36 页，“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4 在已升级的服务器中，重新启动 vCloud Director。请参见第 28 页，“启动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务”。

使用负载平衡器减少服务停机时间
如果使用负载平衡器或者其他能够将请求强制转到特定服务器的工具，则可以在使现有服务在部分服务器中正

常运行的同时，升级其余服务器。此方法可将 vCloud Director 服务的停机时间减少至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
据库所需的时间。

1 使用负载平衡器将 vCloud Director 请求重新定向到组中的部分服务器。按照负载平衡器建议的过程进行
操作。

2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来静默不再处理请求的单元，并关闭这些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请参见第 32
页，“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和关闭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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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已停止 vCloud Director 的服务器组成员，请升级其中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但不要重新启动这些

服务。请参见第 34 页，“升级服务器组的任意成员中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

4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来静默尚未升级的单元，并关闭这些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

5 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请参见第 36 页，“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6 在已升级的服务器中，重新启动 vCloud Director。请参见第 28 页，“启动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务”。

7 使用负载平衡器将 vCloud Director 请求重新定向到已升级的服务器。

8 升级组中其余服务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并在升级完成时，重新启动这些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请参见第 34 页，“升级服务器组的任意成员中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32 页，“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和关闭服务器”

n 第 34 页，“升级服务器组的任意成员中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

n 第 36 页，“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n 第 37 页，“升级 vCenter 和 ESX/ESXi 主机”

n 第 37 页，“升级 vShield Manager”

n 第 38 页，“恢复升级”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和关闭服务器
升级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之前，请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并关闭服务器单元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

vCloud Director 将创建任务对象，以跟踪并管理用户请求的每个异步操作。所有正在运行和最新完成的任务信
息存储在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中。由于数据库升级会使所有任务信息失效，因此您必须确保升级过程开始
时未运行任何任务。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您可以挂起任务调度程序，使新任务无法启动，然后检查所有活动任务的状态。您可以等

待正在运行的任务完成，也可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然后取消这些任务。请参见第 33
页，“单元管理工具参考”。如果任何任务均未运行，则可以使用单元管理工具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务。

前提条件

n 在 vCloud Director 1.0 或 1.0.1 服务器上运行此工具之前，必须先下载并安装此工具。请参见

http://kb.vmware.com/kb/1033575。

n 验证您是否拥有目标服务器的超级用户凭据。

n 验证您是否拥有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凭据。

步骤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目标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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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正常关闭单元。

a 检索当前作业状态。

以下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行提供系统管理员凭据，并返回运行作业的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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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management-tool -u administrator -p Pa55w0rd cell 

--status

                                Job count = 3

Is Active = true

b 停止任务调度程序以静默单元。

使用以下形式的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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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management-tool -u administrator -p Pa55w0rd cell 

--quiesce true

此命令将阻止新作业启动。现有作业将继续运行，直到完成或取消任务。若要取消作业，请使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或 REST API。

c Job count 为 0 且 Is Active 为 false 时，可以安全关闭单元。

使用以下形式的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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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management-tool -u administrator -p Pa55w0rd cell 

--shutdown

下一步

单元管理工具停止此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之后，您可以升级服务器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

单元管理工具参考

借助单元管理工具，您不但可以挂起任务调度程序以使新任务无法启动，还可以检查所有活动任务的状态并正
常关闭单元。

单元管理工具安装在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cell-management-tool 中。建议采用此方式在单元上
停止服务。

登录和获取帮助

单元管理工具需要使用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的凭据登录。在登录到工具之后，可以使用其子命令管理
单元。

表 3-1  单元管理工具选项和参数、登录以及帮助

选项 参数 描述

--help (-h) 无 显示使用情况消息。

--username (-u)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用
户名

您必须拥有系统管理员凭据，才能管
理任务调度程序并查看任务状态。

--password (-p)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密
码

如果省略此参数，则该工具将提示输
入密码。

管理单元

若要管理单元，请使用单元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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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单元管理工具选项和参数， 单元 子命令

选项 参数 描述

--quiesce (-q) true 或 false 静默单元中的活动。参数 true 将暂
停调度程序。参数 false 将重新启
动调度程序。

--shutdown (-s) 无 关闭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
务。

--status (-t) 无 显示有关单元中正在运行作业的数目
和单元的状态的信息。

示例：获取任务状态

以下 cell-management-tool 命令行提供系统管理员凭据，并返回运行作业的计数。Job count 为 0 且 Is
Active 为 false 时，可以安全关闭单元。

[root@cell1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 ./cell-management-tool -u administrator -p Pa55w0rd 

cell --status

Job count = 3

Is Active = true

升级服务器组的任意成员中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
vCloud Director 安装程序将验证目标服务器是否符合所有升级必备条件，并升级该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

vCloud Director 软件将作为 Linux 可执行文件予以分发，其文件名为：vmware-vcloud-director-1.5.0-

nnnnnn .bin，其中 nnnnnn 表示内部版本号。在服务器组的成员中安装升级之后，必须先运行一个可将该组使
用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进行升级的工具，然后才能在升级服务器中重新启动 vCloud Director 服务。

前提条件

n 验证您是否拥有目标服务器的超级用户凭据。

n 如果要安装程序验证安装文件的数字签名，则在目标服务器上下载和安装 VMware 公钥。如果已验证安装

文件的数字签名，则不需要在安装期间再次验证。请参见第 22 页，“下载和安装 VMware 公钥”。

n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来静默并关闭服务器单元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

步骤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目标服务器。

2 将安装文件下载到目标服务器。

如果以 CD 或其他媒体形式购买软件，请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所有目标服务器均可访问的位置。

3 验证下载的校验和是否与下载页上发布的校验和相匹配。

MD5 和 SHA1 校验和的值发布在下载页上。使用适合的工具验证已下载安装文件的校验和是否与下载页

上显示的校验和相匹配。以下形式的命令使用从下载页复制的 MD5 checksum-value 验证 installation-file 的
校验和。

md5sum -c checksum-value

                        installation-file

4 确保安装文件为可执行文件。

安装文件需要执行权限。要确保安装文件具有此权限，请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并运行以下命

令，其中 installation-file 是 vCloud Director 安装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chmod u+x installati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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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单元管理工具来静默该单元，并关闭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

请参见第 32 页，“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和关闭服务器”。

6 在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中，运行安装文件。

要运行安装文件，请键入其完整的路径名，如 ./installation-file。该文件包括安装脚本和嵌入式 RPM
包。

注意   无法从其路径名包含任何嵌入式空格符的目录运行安装文件。

如果安装程序检测到此服务器中安装的 vCloud Director 版本高于或等于安装文件中的版本，则将显示错
误消息并退出。否则，它将提示您确认是否准备升级此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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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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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升级提示做出响应。

选项 操作

继续升级。 键入 y。

退出 shell，且不会对当前安装做出任何
更改。

键入 n。

 
在您确认准备升级服务器之后，安装程序将验证主机是否满足所有要求，解压 vCloud Director RPM 软件

包，停止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并升级已安装的 vCloud Director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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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尚未在目标服务器上安装 VMware 公钥，则安装程序将显示以下形式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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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可选） 更新记录属性。

在升级之后，新记录属性将写入到文件 /opt/vmware/vcloud-director/etc/log4j.properties.rpmnew 中。

选项 操作

如果未更改现有记录属性 将此文件复制到 /opt/vmware/vcloud-
director/etc/log4j.properties。

如果已更改记录属性 将 /opt/vmware/vcloud-director/etc/log4j.properties.rpmnew 文
件与现有 /opt/vmware/vcloud-director/etc/log4j.properties 文件
合并。合并这些文件可保留更改。

 
vCloud Director 软件升级完成之后，安装程序将显示一条消息，指出旧配置文件的存储位置，然后提醒您运行
数据库升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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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n 如果尚未完成此操作，请升级此服务器使用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n 如果已升级此服务器组使用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则可重新启动已升级的服务器。请参见第 28 页，

“启动或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务”.

升级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升级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中的一个服务器之后，必须在重新启动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之前，

升级该组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前提条件

重要事项   升级现有数据库之前，请先对其进行备份。使用数据库软件供应商建议的过程。

n 验证任何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是否均未使用该数据库。请参见第 32 页，“使用单元管理工具静默和关
闭服务器”

步骤

1 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键入下列命令以运行数据库升级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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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数据库升级提示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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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选项 操作

继续升级。 键入 y。

退出 shell，且不会对当前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做出任何更改。

键入 n。

 
数据库升级工具将运行，并显示进度消息。

Examining database at URL: jdbc:oracle:thin:@10.26.50.54:1521/orcl

Applying 1 upgrade batches

Executing upgrade batch: 1.0 to 1.5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cc-tool-uninstall-graceful.sql

......................................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Upgrade.sql []

......................................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Upgrade_Data.sql []

......................................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NewInstall_Indexes.sql []

......................................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Upgrade_UUID.sql []

......................................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NewInstall_Funcs.sql []

......................................

Successfully applied upgrade batch: 1.0 to 1.5

Running 2 upgrade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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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ly ran upgrade task

Successfully ran upgrade task

Applying 1 upgrade batches

Executing upgrade batch: 1.0 to 1.5 cleanup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NewInstall_Funcs.sql []

......................................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Upgrade_UUID_Clean.sql []

......................................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 from file: Upgrade_Clean.sql []

......................................

Successfully applied upgrade batch: 1.0 to 1.5 cleanup

Database upgrade complete

++++++++++++++++++++++++++++++++

升级 vCenter 和 ESX/ESXi 主机
在升级 vCloud Director 及其数据库之后，可以升级附加到云的 vCenter 服务器和 ESX/ESXi 主机以启用

vCloud Director 新功能。

此升级可选，但 vCloud Director 的几个功能取决于它。有关取决于 vCenter 和 ESX/ESXi 新版本的

vCloud Director 功能列表，请参阅 第 9 页，“vCloud Director 硬件和软件要求”。

步骤

1 升级 vCenter 服务器。

2 将已升级的 vCenter 服务器支持的每个 ESX/ESXi 主机升级。

a 使用 vCenter 将主机置于维护模式中，并允许该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迁移到另一个主机上。

b 升级主机。

c 取消主机维护模式。

注意   若要确保有足够升级的主机容量以在云中支持虚拟机，请小批量升级主机。执行此操作时，主机代
理可以及时完成升级并允许虚拟机迁移到已升级的主机中。

在升级主机之后，vCloud Director 将检测新版本并升级主机代理。

升级 vShield Manager
在升级 vCloud Director 及其数据库之后，可以升级附加到云的 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以启用 vCloud Director
新功能。

重要事项   新安装的 vShield Manager 无法同 vCloud Director 的现有版本一起使用。

在升级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 vCenter 服务器之后，可以将与已升级的 vCenter 服务器关联的 vShield
Manager 服务器升级。尽管此升级可选，但是 vCloud Director 的几个功能取决于它。有关取决于 vShield
Manager 新版本的 vCloud Director 功能列表，请参阅 第 9 页，“vCloud Director 硬件和软件要求”。

升级 vShield Manager 会中断对 vShield Manager 管理功能的访问，但不中断网络服务。升级 vShield Edge 工
具会暂时中断此工具所保护的网络上的服务。

前提条件

在开始此升级之前，在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至少必须有一个升级单元正在运行。此单元负责将有关已升级

的 vShield Manager 的数据写入到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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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升级 vShield Manager。

请按照《vShield 快速入门指南》中的说明执行此过程。在此升级完成之后，vShield Manager 将向

vCloud Director 通知新版本。vShield Manager 发送通知以及 vCloud Director 处理此通知可能需要几分
钟。

2 将已升级的 vShield Manager 管理的所有 vShield Edge 工具升级。

使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管理此升级。

注意   如果使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或 REST API 重置 vShield Edge 保护的网络，则此升级将自

动发生。使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管理 vShield Edge，可提供更好的升级过程和相关网络停机时间
管理控制。

恢复升级
要撤消升级并恢复至 vCloud Director 的前一个版本，您必须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务，从备份媒体中还原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卸载服务器组所有成员中的 vCloud Director 并安装前一个版本的 vCloud Director。

步骤

1 停止要降级的所有服务器中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

2 使用数据库供应商工具，还原相应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

3 从所有要降级的服务器中卸载 vCloud Director。

4 安装与还原的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匹配的 vCloud Director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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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oud Director 设置 4
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中配置所有服务器并将其连接到数据库之后，您可以使用许可证密钥、系统管理

员帐户和相关信息将服务器组的数据库初始化。此过程完成之后，您可以使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完
成对云的初始配置。

在可以运行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之前，必须先运行设置向导，它可在启动之前收集 Web 控制台运行

所需的信息。向导完成之后，Web 控制台将会启动并显示登录屏幕。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为配置和管

理云提供了一整套工具。它包括指导您完成各种步骤（例如，将 vCloud Director 附加到 vCenter 以及创建组
织）的快速入门功能。

前提条件

n 完成所有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的安装，并验证所有服务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是否已启动。

n 验证您是否拥有配置脚本完成时显示的 URL。

注意   要在脚本退出之后找到设置向导的 URL，请查找与在安装第一台服务器过程中为 HTTP 服务指定

的 IP 地址相关联的完全限定域名，并使用它构建 https://fully-qualified-domain-name 形式的 URL，例如，

https://mycloud.example.com。您可以使用此 URL 连接到设置向导。

完成所有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的安装，并验证所有服务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是否已启动。

步骤

1 打开 Web 浏览器，并将其连接到配置脚本完成时显示的 URL。

2 按照提示完成设置。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39 页，“查看许可协议”

n 第 40 页，“输入许可证密钥”

n 第 40 页，“创建系统管理员帐户”

n 第 40 页，“指定系统设置”

n 第 40 页，“准备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查看许可协议
配置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之前，必须先查看并接受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步骤

1 查看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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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受或拒绝协议。

选项 操作

接受许可协议。 单击是，我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

拒绝许可协议 否，我不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

 
如果拒绝许可协议，则无法继续进行 vCloud Director 配置。

输入许可证密钥
每个 vCloud Director 群集都需要一个许可证才能运行。许可证被指定为产品序列号。产品序列号存储在

vCloud Director 数据库中。

vCloud Director 产品序列号与 vCenter 服务器许可证密钥不同。要操作 vCloud，则必须拥有 vCloud Director
产品序列号和 vCenter 服务器许可证密钥。您可以从 VMware 许可证门户网站中获取两种许可证密钥。

步骤

1 从 VMware 许可证门户网站中获取 vCloud Director 产品序列号。

2 在产品序列号文本框中键入产品序列号。

创建系统管理员帐户
指定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的用户名、密码和联系信息。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在整个云中具有超级用户特权。您可以在 vCloud Director 设置期间创建初始系统
管理员帐户。安装和配置完成之后，此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创建其他系统管理员帐户。

步骤

1 键入系统管理员的用户名。

2 键入系统管理员的密码，并进行确认。

3 键入系统管理员的全名。

4 键入系统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指定系统设置
您可以指定控制 vCloud Director 与 vSphere 和 vShield Manager 交互方式的系统设置。

该配置过程将在 vCenter 中为 vCloud Director 创建一个文件夹，以使用和指定创建虚拟网卡的 MAC 地址时

要使用的安装 ID。

步骤

1 在系统名称字段中键入 vCloud Director vCenter 文件夹的名称。

2 使用安装 ID 字段为 vCloud Director 的此安装指定安装 ID。

如果数据中心包括 vCloud Director 的多个安装，则每个安装均必须指定唯一的安装 ID。

准备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提供设置向导需要的所有信息之后，您可以确认设置并完成向导。向导完成之后，随即会出现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的登录屏幕。

“准备登录”页面列出了您为向导提供的所有设置。请仔细检查这些设置。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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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有权访问 vCenter 和 vShield Manager。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要求访问您需要作为

vCloud Director 一部分加以配置的 vCenter 和 vShield Manager 的安装。完成此任务之前，这些安装必须正

在运行，且已配置为相互协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9 页，“vCloud Director 硬件和软件要求”.

步骤

n 要更改设置，请单击上一步，直到转到产生该设置的页面为止。

n 要确认所有设置并完成配置过程，请单击完成。

单击完成之后，该向导将应用指定的设置，然后启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并显示登录屏幕。

下一步

使用您为系统管理员帐户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登录之后，控制台将显
示一组快速入门步骤。您必须先执行这些步骤，然后才能使用此云。完成这些步骤之后，向导式任务将会启用，
此时云也可以投入使用。

章 4 vCloud Director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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