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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向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提供有关如何将资源添加到系统、创

建并置备组织、管理资源和组织并监控系统的信息。

目标读者
本指南是为需要配置和管理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人员编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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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门 1
第一次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时，主页选项卡将引导您完成配置安装的所有步骤。

n vCloud Director 管理概述第 9 页，

VMware vCloud Director 是一款支持您构建安全的多租户云的软件产品，它通过将虚拟基础架构资源聚

集到虚拟数据中心，并通过基于网络的门户和编程接口将这些资源提供给用户，以提供一种完全自动化
的、基于目录的服务。

n 登录到 Web 控制台第 11 页，

您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 vCloud Director 用户界面。

n 系统管理员主页第 12 页，

主页选项卡提供常见任务链接和支持资源链接。

n 准备系统第 12 页，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中的主页选项卡提供了多个链接，指向准备系统时所需使用的任务。当您完

成作为先决条件的任务之后，这些链接将变为活动状态。

n 替换 SSL 证书第 12 页，

如果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的任何成员正在使用自签名 SSL 证书，则可以将它们升级到签名 SSL 证
书以获得云中更高级别的信任。

n 设置用户首选项第 13 页，

您可以设置每次登录到系统时将生效的某些显示和系统警示首选项。您还可以更改系统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vCloud Director 管理概述
VMware vCloud Director 是一款支持您构建安全的多租户云的软件产品，它通过将虚拟基础架构资源聚集到

虚拟数据中心，并通过基于网络的门户和编程接口将这些资源提供给用户，以提供一种完全自动化的、基于目
录的服务。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介绍了有关将资源添加到系统、创建和置备组织、管理资源和组织

以及监控系统的信息。

vSphere 资源

vCloud Director 依赖于 vSphere 资源来提供运行虚拟机所需的 CPU 和内存。此外，vSphere 数据存储还为虚

拟机运行所需的虚拟机文件和其他文件提供存储。vCloud Director 还可利用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 和
vSphere 端口组来支持虚拟机网络。

您可以使用这些基础 vSphere 资源来创建云资源。

VMware, Inc.  9



云资源

云资源是其基础 vSphere 资源的抽象层。它可为 vCloud Director 虚拟机和 vApp 提供计算和内存资源。vApp
是虚拟系统，除包含一个或多个独立的虚拟机外，还包含定义操作详细信息的参数。云资源还支持您访问存储
和网络连接。

云资源包括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和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外部网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及网络池。您必
须先添加 vSphere 资源，然后才能将云资源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可将一个 vCenter Server 资源池的计算和内存资源与该资源池可用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

的存储资源结合在一起。

您可以为不同地理位置或业务部门的用户，或者具有不同性能要求的用户创建多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向组织提供资源，并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分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提供了一个能够
存储、部署并操作虚拟系统的环境。它们还可以为软盘和 CD ROM 等虚拟媒体提供存储。

一个组织可以有多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vCloud Director 网络

vCloud Director 支持三种网络。

n 外部网络

n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n vApp 网络

网络池支持部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和所有 vApp 网络。

外部网络

外部网络是基于 vSphere 端口组的逻辑区分网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可连接到外部网络，向 vApp 内部的

虚拟机提供 Internet 连接。

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创建和管理外部网络。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包含在 vCloud Director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内，并可用于组织中的所有 vApp。组织虚

拟数据中心网络允许组织内的 vApp 相互通信。您可以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连接到外部网络，从而提供外

部连接。您还可以创建位于组织内部的隔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网络池支持某些类型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网络。

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管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尽管后者能够执行的操作有一些限制。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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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pp 网络

vApp 网络包含在 vApp 内，并允许 vApp 中的虚拟机相互通信。如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连接到外部网络，

则您可以将 vApp 网络连接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支持 vApp 与组织内外的其他 vApp 通信。网络池支持

vApp 网络。

具有 vApp 访问权限的大多数用户均可创建并管理自己的 vApp 网络。《VMware vCloud Director 用户指南》

中介绍了如何使用 vApp 网络。

网络池

网络池是一组可在一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使用的无差别网络。网络池由 VLAN ID、端口组或云隔离网络等

vSphere 网络资源支持。vCloud Director 可使用网络池来创建 NAT 路由网络、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

及所有 vApp 网络。池中每个网络的网络流量均在第 2 层与其他所有网络隔离。

vCloud Director 中的每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均可拥有一个网络池。多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以共享同一个网络

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网络池提供为满足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网络配额而创建的网络。

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创建和管理网络池。

组织

vCloud Director 通过使用组织来支持多租户。组织是用于管理一批用户、组和计算资源的单元。用户将在组织

级别进行身份验证，提供用户在创建或导入时由组织管理员建立的凭据。系统管理员可以创建并置备组织，而
组织管理员则可管理组织用户、组和目录。《VMware vCloud Director 用户指南》中介绍了组织管理员的任务。

用户和组

组织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用户和组。用户可以由组织管理员创建，也可以从 LDAP 等目录服务中导入。而组则

必须从目录服务中导入。组织中的权限是通过为用户和组分配权限和角色来控制的。

目录

组织使用目录来存储 vApp 模板和媒体文件。具有目录访问权限的组织成员可以使用目录的 vApp 模板和媒体

文件来创建自己的 vApp。系统管理员可以允许组织发布目录，使其可供其他组织使用。然后，组织管理员可

以选择为其用户提供哪些目录项。

登录到 Web 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 vCloud Director 用户界面。

要获取受支持的浏览器的列表，请参见《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前提条件

您必须具有在系统设置期间创建的系统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1 打开 Web 浏览器，并导航到 https://hostname.domain.tld/cloud。

对于 hostname.domain.tld，请提供与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主机的主 IP 地址相关联的完全限定域名。例

如，https://cloud.example.com/cloud。

2 键入系统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并单击登录。

vCloud Director 将显示您应执行的后续任务的列表。

第 1 章 vCloud Director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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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主页
主页选项卡提供常见任务链接和支持资源链接。

安装 vCloud Director 之后第一次登录时，主页选项卡将提供一个快速启动任务的列表，旨在帮助您安装和运

行系统。即使在配置系统之后，您仍然可以继续访问这些任务。

主页选项卡还列出了与管理云资源、组织和系统用户相关的许多常见任务的链接。

准备系统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中的主页选项卡提供了多个链接，指向准备系统时所需使用的任务。当您完成作

为先决条件的任务之后，这些链接将变为活动状态。

有关每项任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1‑1。

表 1‑1  快速入门任务

任务 有关详细信息

附加一个 vCenter 第 15 页，“附加 vCenter Server”

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第 17 页，“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创建外部网络 第 18 页，“添加外部网络”

创建网络池 第 19 页，“网络池”

创建组织 第 25 页，“创建组织”

将资源分配给组织 第 48 页，“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将网络添加到组织 第 76 页，“将网络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将目录添加到组织 第 104 页，“将目录添加到组织”

替换 SSL 证书
如果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的任何成员正在使用自签名 SSL 证书，则可以将它们升级到签名 SSL 证书以获

得云中更高级别的信任。

可以使用 vCloud Director 配置脚本在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上升级 SSL 证书。在已配置的服务器上运行此

脚本时，它将验证 SSL 证书信息数据库连接详细信息和提示，但跳过所有其他配置步骤，以便不修改现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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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对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的每个成员执行此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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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别的信任。

前提条件

此过程需要在为其替换证书的每台服务器上停止 vCloud Director 服务。停止服务器会对云操作产生影响。

n 找到以下信息：

n 密钥存储文件（包含此服务器的 SSL 证书）的位置和密码。请参见《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

南》。由于该配置脚本未使用特权身份运行，因此密钥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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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目标服务器。

2 停止服务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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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服务器上的配置脚本。

打开控制台、shell 或终端窗口，并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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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指定持有新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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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输入密钥库和证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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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脚本将替换证书，并重新启动服务器上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

下一步

如果已获取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组的任何其他成员的新证书，则使用此过程以替换在这些服务器上的现有

证书

设置用户首选项
您可以设置每次登录到系统时将生效的某些显示和系统警示首选项。您还可以更改系统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步骤

1 在 Web 控制台的标题栏中，单击首选项。

2 单击默认选项卡。

3 选择登录时将显示的页面。

4 选择在运行时租约过期之前、希望接收电子邮件通知的天数或小时数。

5 选择在存储租约过期之前、希望接收电子邮件通知的天数或小时数。

6 单击更改密码选项卡。

7 （可选） 键入您的当前密码，然后键入两次新密码。

8 单击确定。

第 1 章 vCloud Director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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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源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2
vCloud Director 从基础的 vSphere 虚拟基础架构中获得其资源。在 vCloud Director 中注册 vSphere 资源之

后，您可以分配这些资源，以便 vCloud Director 安装内的组织使用。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5 页，“添加 vSphere 资源”

n 第 17 页，“添加云资源”

添加 vSphere 资源
vCloud Director 依赖于 vSphere 资源来提供运行虚拟机所需的 CPU 和内存。此外，vSphere 数据存储还可为

虚拟机操作所需的必要虚拟机文件以及其他文件提供存储。

有关 vCloud Director 系统要求以及受支持的 vCenter Server 和 ESX/ESXi 版本的信息，请参见《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附加 vCenter Server
附加 vCenter Server 之后，其资源可用于 vCloud Director。附加 vCenter Server 之后，您可以将其资源池、

数据存储和网络分配给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前提条件

已安装且已为 vCloud Director 配置 vShield 实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

配置指南》。

步骤

1 打开“附加新的 vCenter”向导第 16 页，

打开“附加新的 vCenter”向导之后，即可开始将 vCenter Server 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过程。

2 提供 vCenter Server 连接和显示信息第 16 页，

要将 vCenter Server 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您必须提供 vCenter Server 的连接信息和显示名称。

3 连接到 vShield 第 16 页，

vCloud Director 需要使用 vShield 提供网络服务。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每个 vCenter Server 均需

要有自己的 vShield 实例。

4 确认设置并附加 vCenter Server 第 16 页，

附加新 vCenter Server 之前，请检查已输入的设置。

VMware, Inc.  15



打开“附加新的 vCenter”向导

打开“附加新的 vCenter”向导之后，即可开始将 vCenter Server 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过程。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Center。

2 单击附加新的 vCenter 按钮。

“附加新的 vCenter”向导随即启动。

提供 vCenter Server 连接和显示信息

要将 vCenter Server 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您必须提供 vCenter Server 的连接信息和显示名称。

步骤

1 键入 vCenter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2 选择 vCenter Server 使用的端口号。

默认端口号为 443。

3 键入 vCenter Server 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该用户帐户必须具有 vCenter 中的管理员角色。

4 键入 vCenter Server 的名称。

键入的名称将成为 vCenter Server 在 vCloud Director 中的显示名称。

5 （可选） 键入 vCenter Server 的描述。

6 单击下一步以保存所做的选择，并转到下一页。

连接到 vShield
vCloud Director 需要使用 vShield 提供网络服务。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每个 vCenter Server 均需要有自

己的 vShield 实例。

步骤

1 键入要与您要附加的 vCenter Server 实例结合使用的 vShield 实例的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

2 键入连接到 vShield 的用户名和密码。

默认用户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default。您可以在 vShield 用户界面中更改这些默认值。

3 单击下一步以保存所做的选择，并转到下一页。

确认设置并附加 vCenter Server
附加新 vCenter Server 之前，请检查已输入的设置。

步骤

1 检查 vCenter Server 和 vShield 的设置。

2 （可选） 单击上一步可修改设置。

3 单击完成可接受设置并附加 vCenter Server。

vCloud Director 将附加新的 vCenter Server，并注册其资源，以便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使用。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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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为 vCenter Server 中的 VMware vCloud Director 许可证密钥分配 vShield。

在 vCenter 中分配 vShield 许可证密钥

将 vCenter Server 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之后，您必须使用 vSphere Client 为 VMware vCloud Director 许
可证密钥分配 vShield。

前提条件

vSphere Client 必须连接到 vCenter Server 系统。

步骤

1 从连接到 vCenter Server 系统的 vSphere Client 主机中，选择主页 > 许可。

2 对于报告视图，选择资产。

3 右键单击 vShield Edge 资产，并选择更改许可证密钥。

4 选择分配新许可证密钥，并单击输入密钥。

5 输入许可证密钥，输入密钥的可选标签，并单击确定。

购买 vCloud Director 之后，请使用您收到的 VMware vCloud Director 许可证密钥的 vShield。您可以在

多个 vCenter Server 中使用此许可证密钥。

6 单击确定。

添加云资源
云资源是其基础 vSphere 资源的抽象层，它可为 vCloud Director 虚拟机和 vApp 提供计算和内存资源，并支

持访问存储和网络连接。

云资源包括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和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外部网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及网络池。您必
须先添加 vSphere 资源，然后才能将云资源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有关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8 页，“将资源分配给组织”。

有关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75 页，“管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可将一个 vCenter Server 资源池的计算和内存资源与连接该资源池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

的存储资源结合在一起。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是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源。

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您可以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以注册 vCloud Director 要使用的 vSphere 计算、内存和存储资源。您可以

为不同地理位置或业务部门的用户，或者具有不同性能要求的用户创建多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只能包括来自一个 vCenter Server 的一个资源池。

如果打算添加属于群集组成部分，并且使用 vSphere HA 的资源池，则应确保非常了解 vSphere HA 如何计算

插槽大小。有关插槽大小和自定义 vSphere HA 行为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Mware vSphere 可用性指南》。

第 2 章 将资源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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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n 验证是否至少有一个具有可用资源池的 vCenter Server 已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该资源池必须位于已

配置为使用自动化 DRS 的 vCenter 群集中。vCenter Server 必须具有适用于 VMware vCloud Director 许
可证密钥的 vShield。

n 验证您正在使用的 vSphere 群集上是否已禁用 vSAN。

n 在 vShield Manager 中设置 VXLAN 基础架构。请参见《vShield 管理指南》中的“VXLAN 虚拟线路管

理”。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单击新建提供者 VDC。

3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您可以使用名称和描述字段来指出可用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 vSphere 功能（例如，vSphere HA）。

4 选择 新的受支持硬件版本，并单击下一步。

此选择将根据此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确定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虚拟机的 新受支持硬件版本。硬件版本 10
需要 ESXi 5.5 主机。

5 选择 vCenter Server 和资源池，并单击下一步。

如果 vCenter Server 没有可用资源池，则该列表中不会显示任何资源池。

6 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选择要支持的一个或多个存储策略，单击添加，然后单击下一步。

7 单击完成以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vCloud Director 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及关联的 VXLAN 网络池。

下一步

可以在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后，在群集上启用 vSAN。

外部网络

外部网络是基于 vSphere 端口组的逻辑区分网络。外部网络为与外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相连的虚拟机提供

了一个 Internet 接口。

有关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75 页，“管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添加外部网络

添加外部网络之后，可以注册 vSphere 网络资源，以便 vCloud Director 使用。您可以创建连接到外部网络的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前提条件

vSphere 端口组可用。如果端口组使用 VLAN，则它仅可使用一个 VLAN。不支持采用 VLAN 中继的端口组。

VMware 建议使用自动扩展静态端口组。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外部网络。

2 单击添加网络按钮。

3 选择 vCenter Server 和 vSphere 端口组，并单击下一步。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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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键入网络设置，并单击下一步。

5 键入网络的名称和可选描述，并单击下一步。

6 检查网络设置，并单击完成。

下一步

现在，您便可以创建连接到外部网络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网络池

网络池是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内可用来创建 vApp 网络和某些类型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一组无差别网络。

网络池由 VLAN ID、端口组或云隔离网络等 vSphere 网络资源支持。vCloud Director 可使用网络池来创建

NAT 路由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及所有 vApp 网络。池中每个网络的网络流量均

在第 2 层与其他所有网络隔离。

vCloud Director 中的每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均可拥有一个网络池。多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以共享同一个网络

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网络池提供为满足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网络配额而创建的网络。

当您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时，会创建一个 VXLAN 网络池。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您需要使用的唯一网络池。

VXLAN 网络池

vSphere VXLAN 网络基于 IETF 草拟的 VXLAN 标准。这些网络支持本地域隔离，等同于 vSphere 支持隔离

的网络所支持的隔离。

如果您创建一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系统将在 vCloud Director 中创建一个 VXLAN 网络池。您使用此网络

池时，将在 vCenter Server 中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大多数配置不需要使用除 VXLAN 网络池之外的网络池。

该池的名称将从包含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名称派生，在创建时会将名称附加到该池。您不能删除或修改该
网络池。您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方法创建 VXLAN 网络池。如果重命名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其 VXLAN 网络池

也会自动重命名。

vSphere VXLAN 网络具有以下优点。

n 逻辑网络跨接第 3 层边界

n 逻辑网络在单个第 2 层上跨接多个机架

n 广播包容

n 更高的性能

n 更大的范围（可达 1600 万个网络地址）

有关 vCloud 环境中 VXLAN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Shield 管理指南》。

添加 VLAN ID 支持的网络池

您可以添加支持 VLAN 的网络池，以注册 vSphere VLAN ID 供 vCloud Director 使用。支持 VLAN 的网络池

将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提供 卓越的安全性、可扩展性和性能。

前提条件

验证 vSphere 中是否支持一定范围的 VLAN ID 和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VLAN ID 必须是在与 ESX/ESXi
服务器相连的物理交换机中配置的有效 ID。

小心   VLAN 必须在第 2 层进行隔离。如果无法正确隔离 VLAN，则可能导致网络中断。

第 2 章 将资源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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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单击添加网络池。

3 选择支持 VLAN，并单击下一步。

4 键入 VLAN ID 的范围，并单击添加。

您可以为每个 VLAN ID 创建一个网络。

5 选择 vCenter Server 和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并单击下一步。

6 键入网络的名称和可选描述，并单击下一步。

7 检查网络池设置，并单击完成。

下一步

现在，您便可以创建网络池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者将网络池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关联，并创建
vApp 网络。

添加 vSphere 端口组支持的网络池

您可以添加端口组支持的网络池，以注册 vSphere 端口组供 vCloud Director 使用。与其他类型的网络池不同，

端口组支持的网络池不需要使用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并且可以支持与第三方分布式交换机相关联的端

口组。

小心   端口组必须在第 2 层与所有其他端口组隔离。端口组必须物理隔离，或者必须通过使用 VLAN 标记进行

隔离。如果无法正确隔离端口组，则可能导致网络中断。

前提条件

验证 vSphere 中是否支持一个或多个端口组。端口组必须在群集中的每个 ESX/ESXi 主机上可用，而且每个端

口组必须只使用一个 VLAN。不支持采用 VLAN 中继的端口组。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单击添加网络池。

3 选择支持 vSphere 端口组，并单击下一步。

4 选择 vCenter Server 并单击下一步。

5 选择一个或多个端口组，单击添加，并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为每个端口组创建一个网络。

6 键入网络的名称和可选描述，并单击下一步。

7 检查网络池设置，并单击完成。

下一步

现在，您便可以创建网络池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者将网络池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关联，并创建
vApp 网络。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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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云隔离网络支持的网络池

您可以创建云隔离网络支持的网络池。云隔离网络跨主机分布，可与其他网络隔离流量，是 vApp 网络的 佳

源。

支持隔离的网络池无需 vSphere 中预先存在任何端口组。

前提条件

验证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 是否可用。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单击添加网络池。

3 选择支持 VCD 网络隔离，并单击下一步。

4 键入要从网络池创建的网络数。

5 （可选） 键入 VLAN ID。

6 选择 vCenter Server 和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并单击下一步。

7 键入网络的名称和可选描述，并单击下一步。

8 检查网络池设置，并单击完成。

vCloud Director 将根据需要在 vSphere 中创建云隔离网络。

下一步

现在，您便可以创建网络池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者将网络池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关联，并创建
vApp 网络。您也可以增加网络池 MTU。请参见第 21 页，“设置云隔离网络支持的网络池的 MTU”。

设置云隔离网络支持的网络池的 MTU
您可以指定 vCloud Director 针对云隔离网络支持的网络池使用的 大传输单元 (MTU)。MTU 是数据包拆分

为更小的数据包之前可以传输的 大数据量。

当您将虚拟机客户机操作系统和基础的物理基础架构配置为标准 MTU（1500 字节）时，VMware 网络隔离协

议会对帧进行分拆。要避免分拆帧，请针对网络池和基础物理网络将 MTU 至少增加到 1600 字节。您可以将网

络池的 MTU 增加到（但不大于）物理网络的 MTU。

如果物理网络的 MTU 小于 1500 个字节，请减少网络池的 MTU，以便与基础物理网络相匹配。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云隔离网络支持的网络池。在为网络池增加 MTU 之前，您必须确保物理交换机的基础架构支

持大于 1500 的 MTU（也称为“巨帧”）。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右键单击网络池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网络池 MTU 选项卡中，键入 MTU，并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为该网络池以及使用同一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 的所有其他网络池修改 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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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置备组织 3
组织可将资源提供给一组用户，并设置确定用户如何消耗这些资源的策略。请为要求拥有自己资源和/或策略的

每组用户创建一个组织。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23 页，“了解租约”

n 第 23 页，“了解分配模型”

n 第 25 页，“创建组织”

n 第 28 页，“将资源分配给组织”

了解租约
创建组织时需要指定租约。 租约通过指定 vApp 可以运行的 长时间以及 vApp 和 vApp 模板可以存储的 长

时间，来控制组织的存储资源和计算资源。

运行时租约旨在防止非活动的 vApp 消耗计算资源。例如，如果用户启动 vApp 并在节假日继续运行而不停止

它，则 vApp 将继续消耗资源。

用户启动 vApp 后，运行时租约便开始启动。运行时租约过期后，vCloud Director 将停止 vApp。

存储租约旨在防止未使用的 vApp 和 vApp 模板消耗存储资源。用户停止 vApp 时，vApp 存储租约便开始启

动。存储租约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 vApp。当用户将 vApp 模板添加到 vApp，将 vApp 模板添加到工作区，

下载、复制或移动 vApp 模板时，vApp 模板存储租约便开始启动。

存储租约过期后，vCloud Director 将根据您设置的组织策略将该 vApp 或 vApp 模板标记为过期，或者删除

该 vApp 或 vApp 模板。

有关指定租约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8 页，“配置组织租约、配额和限制设置”。

在运行时或存储租约过期之前，用户可以配置电子邮件通知以接收消息。有关租约过期首选项的信息，请参见

第 13 页，“设置用户首选项”。

了解分配模型
分配模型可确定您分配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计算和内存资源何时采用何种方式提交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分配池分配模型

有了分配池分配模型，您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分配的资源百分比会提交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以同时为
CPU 和内存指定百分比。此百分比称为百分比保证因子，使您可以过量使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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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vCloud Director 5.1.2 开始，系统管理员可以将分配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配置为弹性或非弹性。这是一个全

局设置，会影响到所有分配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请参见第 117 页，“修改常规系统设置”。

默认情况下，分配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启用了弹性分配池。从 vCloud Director 5.1 升级的系统具有分配池组织

虚拟数据中心，且虚拟机在其中跨越多个资源池。默认情况下，这类系统启用弹性分配池。

分配池虚拟数据中心启用弹性分配池功能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将跨越并使用所有与其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关
联的资源池。因此，vCPU 频率现在是分配池的强制参数。

vCPU 频率和百分比保证因子的设置方式应使足够数量的虚拟机可以部署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上，而不会使

CPU 成为瓶颈因素。

当创建虚拟机时，放置引擎会将该虚拟机放置在 能满足其要求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池上。系统会在提
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池下为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创建一个子资源池，并将虚拟机放置在该子资源池下。

当虚拟机打开电源后，放置引擎会检查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池，以确保其仍可打开虚拟机电源。如果没有
足够容量，则放置引擎会将虚拟机移动到具有足够资源来运行虚拟机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池中。如果不
存在子资源池，则会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创建一个子资源池。

系统会使用足够的资源来配置子资源池以便运行新虚拟机。子资源池的内存限制 高可增大到虚拟机的配置内
存大小，而其内存预留 高可增大到虚拟机的配置内存大小乘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百分比保证因子得到的乘
积。子资源池的 CPU 限制 高可增大到虚拟机配置的 vCPU 数乘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级别指定的 vCPU 频
率所得的乘积。CPU 预留 高可增大到为虚拟机配置的 vCPU 数乘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级别指定的 vCPU，

再乘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级别设置的 CPU 百分比保证因子所得的乘积。虚拟机会重新配置为将其内存和 CPU
预留设置为零，且虚拟机放置引擎会将虚拟机放置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池上。

分配池模型的优点在于虚拟机可以利用同一子资源池上空闲虚拟机的资源。此模型可利用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
据中心的新资源。

在极少数情况下，虚拟机在启动时会由于原始资源池中缺少资源而从创建时为其分配的资源池切换到另一资源
池。这种转换需要少量成本将虚拟机磁盘文件移动到新资源池。

禁用弹性分配池功能后，分配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行为与 vCloud Director 1.5 中的分配池模型类似。在此模

型中，vCPU 频率不可配置。设置保证的资源百分比可控制过量使用。

即付即用分配模型

有了即付即用分配模型，仅当用户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创建 vApp 时，才会提交资源。您可以指定允许您过

量使用资源的保证资源百分比。可以通过将多个资源池添加到其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使即付即用组织虚拟数
据中心具有弹性。

提交给组织的资源在虚拟机级别进行应用。

当虚拟机启动时，放置引擎会检查资源池，如果原始资源池无法容纳此虚拟机，则会将其分配给另一资源池。
如果子资源池对于资源池而言不可用，vCloud Director 会创建一个不受限制和零速率的子资源池。虚拟机的速

率将设置为其限制乘以其所提交的资源的乘积，并放置虚拟机。虚拟机放置引擎会将虚拟机放置在提供者虚拟
数据中心资源池上。

即付即用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利用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新资源。

在极少数情况下，虚拟机在启动时会由于原始资源池中缺少资源而从创建时为其分配的资源池切换到另一资源
池。这种转换需要少量成本将虚拟机磁盘文件移动到新资源池。

在即付即用模型中，不会提前预留资源，因此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打开虚拟机电源可能失败。在这种模式下运
行的虚拟机还不能利用同一子资源池中空闲虚拟机的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在虚拟机级别进行设置。

预留池分配模型

您分配的所有资源都将立即提交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组织中的用户可以通过指定单个虚拟机的预留、限制和
优先级设置，来控制资源的过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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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模型中只有一个资源池和一个子资源池可用，放置引擎不会在打开虚拟机电源时重新为其分配资源池。
虚拟机的速率和限制也不会进行修改。

有了预留池模型，源在需要时始终可用。此模型还能很好地控制虚拟机速率、限制和共享，从而使您在进行仔
细规划后可以 大程度地利用预留资源。

在此模型中，预留始终在主群集上完成。如果在主群集上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组织虚拟
数据中心的创建将失败。

此模型的其他限制在于它不具有弹性，组织用户在虚拟机上设置的共享、速率和限制可能不是 佳的，从而导
致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创建组织
创建组织时，需要指定组织设置并为组织管理员创建用户帐户。

步骤

1 打开“新建组织”向导第 25 页，

打开“新建组织”向导之后，即可开始创建组织的过程。

2 为组织命名第 26 页，

您可以为新组织提供描述性名称和可选描述。

3 指定组织 LDAP 选项第 26 页，

您可以使用 LDAP 服务为组织提供用户和组的目录。如果未指定 LDAP 服务，则您必须为组织中的每个

用户创建一个用户帐户。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设置 LDAP 选项。组织管理员不能修改 LDAP 选项。

4 将本地用户添加到组织第 26 页，

每个组织至少应有一个本地组织管理员帐户，这样，即使 LDAP 和 SAML 服务不可用，用户也能登录。

5 设置组织目录共享、发布和订阅策略第 27 页，

目录为组织用户提供了可用于创建 vApp 并在虚拟机中安装应用程序的 vApp 模板和媒体的若干目录。

6 配置电子邮件首选项第 27 页，

vCloud Director 需要使用 SMTP 服务器向用户发送通知和系统警示电子邮件。组织可以使用系统的电子

邮件设置，也可以使用其自身的电子邮件设置。

7 配置组织租约、配额和限制设置第 28 页，

租约、配额和限制将约束组织用户消耗存储资源和处理资源的能力。使用这些设置可以防止用户耗尽或
独占组织的资源。

8 确认设置并创建组织第 28 页，

创建组织之前，请检查已输入的设置。

打开“新建组织”向导

打开“新建组织”向导之后，即可开始创建组织的过程。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单击新建组织按钮。

“新建组织”向导随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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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命名

您可以为新组织提供描述性名称和可选描述。

步骤

1 键入组织名称。

此名称作为唯一标识符，是组织成员登录到组织所使用的 URL 的一部分。

2 键入组织的显示名称。

当组织成员使用唯一的 URL 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时，此名称将出现在浏览器标头中。稍后，管理员或

组织管理员可以更改此名称。

3 （可选） 键入组织的描述。

4 单击下一步。

指定组织 LDAP 选项

您可以使用 LDAP 服务为组织提供用户和组的目录。如果未指定 LDAP 服务，则您必须为组织中的每个用户

创建一个用户帐户。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设置 LDAP 选项。组织管理员不能修改 LDAP 选项。

有关输入自定义 LDAP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21 页，“配置系统 LDAP 设置”。

步骤

1 选择组织用户的源。

选项 描述

不使用 LDAP 组织管理员可为组织中的每个用户创建一个本地用户帐户。如果选中此选项，
则无法创建组。

VCD 系统 LDAP 服务 使用 vCloud Director 系统的 LDAP 服务作为组织用户和组的源。

自定义 LDAP 服务 将组织连接到自身的专用 LDAP 服务。
 

2 提供选择所需的所有其他信息。

选项 操作

不使用 LDAP 单击下一步。

VCD 系统 LDAP 服务 （可选）键入组织单位 (OU) 的可分辨名称，以限制可导入组织的用户，并单
击下一步。如果未输入任何内容，则您可以将系统 LDAP 服务中的所有用户
导入组织。

注意   指定 OU 时，不会限制可以导入的 LDAP 组。您可以从系统 LDAP 根
中导入任何 LDAP 组。但是，只有那些同时位于 OU 和已导入组中的用户才
能登录到组织。

自定义 LDAP 服务 单击下一步，并输入组织的自定义 LDAP 设置。
 

将本地用户添加到组织

每个组织至少应有一个本地组织管理员帐户，这样，即使 LDAP 和 SAML 服务不可用，用户也能登录。

步骤

1 单击添加。

2 键入用户名和密码。

3 为用户分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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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 键入用户的联系信息。

5 选择无限制或键入存储和运行虚拟机的用户配额，并单击确定。

这些配额将限制用户消耗组织存储资源和计算资源的能力。如果您在此处设置的配额与在组织级别设置的
配额不同，将优先使用此配额。

6 单击下一步。

设置组织目录共享、发布和订阅策略

目录为组织用户提供了可用于创建 vApp 并在虚拟机中安装应用程序的 vApp 模板和媒体的若干目录。

目录可以在 vCloud Director 的不同实例中的组织之间共享，在 vCloud Director 的同一实例中的组织之间共

享，或者仅保持可在主机组织内部访问。

步骤

1 设置组织目录策略。

选项 描述

允许与其他组织共享目录 允许组织管理员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中的其他组织共享此组织的目录。

如果未选择此选项，组织管理员仍将能够在组织内部共享目录。

允许创建外部组织占用的目录源 允许组织管理员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外部的组织共享此组织的目录。

允许订阅外部目录源 允许组织管理员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外部为此组织订阅目录源。
 

2 单击下一步。

配置电子邮件首选项

vCloud Director 需要使用 SMTP 服务器向用户发送通知和系统警示电子邮件。组织可以使用系统的电子邮件

设置，也可以使用其自身的电子邮件设置。

步骤

1 选择 SMTP 服务器选项。

选项 描述

使用系统默认 SMTP 服务器 组织将使用系统 SMTP 服务器。

设置组织 SMTP 服务器 组织将使用其自身的 SMTP 服务器。键入 SMTP 服务器的 DNS 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和端口号。（可选）选中需要身份验证复选框，并键入用户名和密码。

 
2 选择通知设置选项。

选项 描述

使用系统默认通知设置 组织将使用系统通知设置。

设置组织通知设置 组织将使用其自身的通知设置。键入显示为组织电子邮件的发件人的电子邮
件地址，键入用作组织电子邮件主题前 的文本，并选择组织电子邮件的收
件人。

 
3 （可选） 键入目标电子邮件地址，并单击测试电子邮件设置，以验证所有 SMTP 服务器设置是否已按预期

配置。

4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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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组织租约、配额和限制设置

租约、配额和限制将约束组织用户消耗存储资源和处理资源的能力。使用这些设置可以防止用户耗尽或独占组
织的资源。

有关租约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3 页，“了解租约”。

步骤

1 选择 vApp 和 vApp 模板的租约选项。

租约通过指定 vApp 可以运行的 长时间以及 vApp 和 vApp 模板可以存储的 长时间，来控制组织的存

储资源和计算资源。此外，您还可以指定当 vApp 和 vApp 模板的存储租约过期时执行何种操作。

2 为正在运行的和已存储的虚拟机选择配额。

配额将确定组织中的每个用户可以在组织的虚拟数据中心内存储并启动多少个虚拟机。对于添加到组织的
所有新用户而言，您指定的配额将成为默认值。在用户级别设置的配额优先于在组织级别设置的配额。

3 为资源密集型操作选择限制。

某些 vCloud Director 操作（例如，复制和移动）比其他操作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限制可以防止很耗资

源的操作影响组织中的所有用户，还可以防御拒绝服务攻击。

4 为每个虚拟机选择 VMware 远程控制台的同时连接数。

出于性能或安全原因，您可能需要限制同时连接数。

注意   此设置不影响虚拟网络计算 (VNC) 或远程桌面协议 (RDP) 连接。

5 （可选） 选中已启用帐户锁定复选框，然后选择在锁定用户帐户之前接受的无效登录次数，并选择锁定时

长。

6 单击下一步。

确认设置并创建组织

创建组织之前，请检查已输入的设置。

步骤

1 检查组织的设置。

2 （可选） 单击上一步可修改设置。

3 单击完成可接受设置并创建组织。

下一步

将资源分配给组织。

将资源分配给组织
通过创建一个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分区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您可以将资源分配给组织。一个组织可以
有多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前提条件

必须先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然后才能将资源分配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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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打开“分配资源”向导第 29 页，

打开“分配资源”向导以开始为组织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过程。

2 选择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第 30 页，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获取其计算和存储资源。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将这些资源提供
给组织中的 vApp 和虚拟机。

3 选择分配模型第 30 页，

分配模型可确定您分配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计算和内存资源何时采用何种方式提交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4 配置分配模型第 30 页，

配置分配模型，以指定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的数量。

5 分配存储第 32 页，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需要用来存储 vApp 和 vApp 模板的空间。您可以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的

可用空间中分配存储。

6 选择网络池和服务第 32 页，

网络池是一组用来创建 vApp 网络和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无差别网络。

7 配置 Edge 网关第 32 页，

将 Edge 网关配置为向一个或多个外部网络提供连接。

8 配置外部网络第 33 页，

选择 Edge 网关可以连接的外部网络。

9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 IP 设置第 33 页，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IP 设置。

10 对新 Edge 网关的 IP 池进行二次分配第 33 页，

将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所提供的 IP 池二次分配为多个静态 IP 池。

11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速率限制第 33 页，

为 Edge 网关的每个外部网络配置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12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第 34 页，

可以创建连接到新 Edge 网关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13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命名第 34 页，

您可以提供描述性名称和可选描述，指出可用于新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 vSphere 功能。

14 确认设置并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第 34 页，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之前，请检查已输入的设置。

下一步

将网络添加到组织。

打开“分配资源”向导

打开“分配资源”向导以开始为组织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过程。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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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从菜单中选择分配资源。

“分配资源”向导随即启动。

选择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获取其计算和存储资源。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将这些资源提供给组织
中的 vApp 和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一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列表将显示可用资源的信息，而网络列表则显示所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可使用的网
络的信息。

2 单击下一步。

选择分配模型

分配模型可确定您分配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计算和内存资源何时采用何种方式提交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了解哪种分配模型适合您的环境。请参见第 23 页，“了解分配模型”。

步骤

1 选择分配模型。

选项 描述

分配池 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提交您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分配的占一定百分比的资
源。可以同时为 CPU 和内存指定百分比。

即付即用 仅当用户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创建 vApp 时，才会提交资源。

预留池 您分配的所有资源都将立即提交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有关放置引擎以及虚拟机共享、速率和限制的信息，请参见《vCloud Director 用户指南》。

2 单击下一步。

配置分配模型

配置分配模型，以指定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的数量。

步骤

1 选择分配模型选项。

并非所有模型均提供以下所有选项。

选项 操作

CPU 分配 以 GHz 为单位输入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的 大 CPU
数量。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预留池分配模型。

保证的 CPU 资源 输入可保证虚拟机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 CPU 资源的百分比。通过保
证小于 100%，您可以过量使用资源。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即付
即用分配模型。分配池的默认值为 50%，即付即用的默认值为 20%。对于分
配池分配模型，百分比保证还可确定为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提交的 CPU 分配
百分比。

vCPU 速度 以 GHz 为单位输入 vCPU 速度。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均会按
vCPU 分配此数量的 GHz。此选项仅适用于即付即用分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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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操作

内存分配 以 GB 为单位输入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的 大内存数
量。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预留池分配模型。

保证的内存资源 输入可保证虚拟机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内存资源的百分比。通过保
证小于 100%，您可以过量使用资源。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即付
即用分配模型。分配池的默认值为 50%，即付即用的默认值为 20%。对于分
配池分配模型，百分比保证还可确定为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提交的内存分配
百分比。

大 VM 数 输入可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创建的 大虚拟机数。
 

2 单击下一步。

示例：配置分配模型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时，vCloud Director 将根据您指定的分配模型设置创建 vSphere 资源池。

表 3‑1  启用单个群集分配池时，分配池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分配池设置 分配池值 资源池设置 资源池值

CPU 分配 25 GHz CPU 限制 25 GHz

CPU % 保证 10% CPU 预留 2.5GHz

内存分配 50 GB 内存限制 50 GB

内存 % 保证 20% 内存预留 10GB

表 3‑2  禁用单个群集分配池功能时，分配池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分配池设置 分配池值 资源池设置 子资源池值
跨所有子资源池为此组织
VDC 提交的值

CPU 分配 25 GHz CPU 限制 所有关联虚拟机的 vCPU
总数乘以 vCPU 频率

N/A

CPU % 保证 10% CPU 预留 所有关联虚拟机的 vCPU
总数乘以 vCPU 频率乘以
CPU 百分比保证

2.5GHz

内存分配 50 GB 内存限制 所有关联虚拟机的已配置
内存总大小

N/A

内存 % 保证 20% 内存预留 所有关联虚拟机的已配置
内存总大小乘以内存百分
比保证

10GB

表 3‑3  即付即用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即付即用设置 即付即用值 资源池设置 资源池值

CPU % 保证 10% CPU 预留，CPU 限制 0.00GHz，无限制

内存 % 保证 100% 内存预留，内存限制 0.00 GB，无限制

为支持即付即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而创建的资源池一律没有预留或限制。即付即用设置仅影响过量使用。100%
保证意味着不可能过量使用。百分比越低，过量使用的可能性越高。

表 3‑4  预留池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预留池设置 预留池值 资源池设置 资源池值

CPU 分配 25 GHz CPU 预留，CPU 限制 25GHz, 25GHz

内存分配 50 GB 内存预留，内存限制 50 GB, 5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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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存储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需要用来存储 vApp 和 vApp 模板的空间。您可以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的可用空

间中分配存储。

精简置备可以帮助您避免过度分配存储，从而节省存储空间。对于采用精简虚拟磁盘的虚拟机，ESX/ESXi 将置

备磁盘当前和未来活动所需的整个空间。ESX/ESXi 仅使用磁盘初始操作所需的存储空间。

快速置备可为某些特定操作使用 vSphere 链接克隆，从而帮助您节省时间。请参见第 110 页，“虚拟机快速置

备”。

重要事项   快速置备需要 vCenter Server 5.0 或更高版本和 ESXi 5.0 或更高版本主机。如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所

基于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包含任何 ESX/ESXi 4.x 主机，则必须禁用快速置备。如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所基于

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包含任何与八台以上主机相连的 VMFS 数据存储，则打开虚拟机电源可能会失败。请确

保数据存储 多与八台主机相连。

步骤

1 选择要分配的存储策略，并单击添加。

2 输入要分配的存储的数量。

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默认实例化配置文件。

这是用于虚拟机和 vApp 模板级别未指定存储策略的所有虚拟机置备操作的默认存储策略。

4 （可选） 选中启用精简置备复选框，可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启用虚拟机的精简置备。

5 （可选） 取消选中启用快速置备复选框，可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禁用虚拟机的快速置备。

6 单击下一步。

选择网络池和服务

网络池是一组用来创建 vApp 网络和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无差别网络。

步骤

1 选择网络池或选择无。

如果选择无，则您稍后可以添加网络池。

2 输入组织可以从网络池中置备的 大网络数。

3 （可选） 为每个要启用的可用第三方或 Edge 网关服务选择启用。

4 单击下一步。

配置 Edge 网关

将 Edge 网关配置为向一个或多个外部网络提供连接。

步骤

1 （可选） 选择创建新 Edge 网关以创建和配置 Edge 网关。

2 键入新 Edge 网关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3 为 Edge 网关选择网关配置。

4 选择启用高可用性以在 Edge 网关上启用高可用性。

5 （可选） 选择配置 IP 设置以手动配置外部接口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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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 IP 池以为要使用的网关服务分配一组 IP 地址。

7 （可选） 选择配置速率限制以为每个外部连接的接口选择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8 单击下一步。

配置外部网络

选择 Edge 网关可以连接的外部网络。

只有在选择了创建新 Edge 网关时才会显示此页。

步骤

1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外部网络，并单击添加。

按住 Ctrl 以选择多个网络。

2 选择一个网络作为默认网关。

3 （可选） 选中对 DNS 中继使用默认网关。

4 单击下一步。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 IP 设置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IP 设置。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配置 IP 设置时，此页面才会出现。

步骤

1 在配置 IP 设置页面上，单击更改 IP 分配。

2 对于要为其指定 IP 地址的每个外部网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

3 为已设置为手动的每个外部网络键入 IP 地址，并单击下一步。

对新 Edge 网关的 IP 池进行二次分配

将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所提供的 IP 池二次分配为多个静态 IP 池。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二次分配 IP 池时，此页面才会出现。

步骤

1 选择外部网络和要进行二次分配的 IP 池。

2 键入 IP 池范围内的一个 IP 地址或一个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

重复此步骤以添加多个二次分配的 IP 池。

3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的 IP 池，并单击修改可修改二次分配的 IP 池的 IP 地址范围。

4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的 IP 池，并单击移除可移除二次分配的 IP 池。

5 单击下一步。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速率限制

为 Edge 网关的每个外部网络配置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配置速率限制时，此页面才会出现。速率限制仅应用于使用静态绑定的分布式端口
组所支持的外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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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为要启用速率限制的每个外部网络单击启用。

2 为每个已启用的外部网络键入传入速率限制（单位为千兆位/秒）。

3 为每个已启用的外部网络键入传出速率限制（单位为千兆位/秒），并单击下一步。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可以创建连接到新 Edge 网关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只有在选择了创建新 Edge 网关时才会显示此页。

步骤

1 （可选） 选择为连接到此新的 Edge 网关的此虚拟数据中心创建网络。

2 键入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3 （可选） 选择与组织中的其他 VDC 共享此网络。

4 键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网关地址和网络掩码。

5 （可选） 选择使用网关 DNS 以使用网关的 DNS 中继。

该选项仅在网关已启用 DNS 中继时可用。

6 （可选） 输入 DNS 设置以使用 DNS。

7 输入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创建静态 IP 池。

重复此步骤以添加多个静态 IP 池。

8 单击下一步。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命名

您可以提供描述性名称和可选描述，指出可用于新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 vSphere 功能。

步骤

1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2 （可选） 取消选中已启用。

禁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阻止将新的 vApp 部署到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下一步。

确认设置并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之前，请检查已输入的设置。

步骤

1 检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设置。

2 （可选） 单击上一步可修改设置。

3 （可选） 选择在此向导完成后向该组织添加网络可立即为此虚拟数据中心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4 单击完成可接受设置并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时，vCloud Director 将在 vSphere 中创建资源池，以提供 CPU 和内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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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目录 4
您可以创建一个目录，使一组 vApp 模板或媒体文件可用于单个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组织，或者可用于

多个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组织。

组织使用目录来存储 vApp 模板和媒体文件。组织的成员可以将目录项作为构建基块，创建自己的 vApp。

共享目录之后，目录中的项目可用于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所有组织或所选组织。然后，每个组织的管理

员均可选择为其用户提供哪些目录项。

发布目录供外部组织使用时，目录中的项目将可用于多个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组织。如果 vCloud Director
安装之外的组织要访问外部发布的目录，则须订阅目录。

创建已发布目录之前，您必须先创建并置备组织，以容纳该目录。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35 页，“启用目录共享、发布和订阅”

n 第 36 页，“创建目录”

n 第 37 页，“上载 vApp 模板”

n 第 37 页，“从 vSphere 导入 vApp 模板”

n 第 38 页，“上载媒体文件”

n 第 38 页，“从 vSphere 导入媒体文件”

n 第 39 页，“共享目录”

n 第 39 页，“向外部组织发布目录”

n 第 40 页，“订阅外部目录源”

启用目录共享、发布和订阅
在可以共享或发布组织的目录之前，您必须为该组织启用目录共享或发布。在可以订阅外部组织的目录之前，
您必须启用订阅外部目录。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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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目录。

选项 描述

允许与其他组织共享目录 允许组织管理员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中的其他组织共享此组织的目录。

如果未选择此选项，组织管理员仍将能够在组织内部共享目录。

允许创建外部组织占用的目录源 允许组织管理员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外部的组织共享此组织的目录。

允许订阅外部目录源 允许组织管理员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外部为此组织订阅目录源。
 

创建目录
您可以创建一个目录，以便容纳将其用于所有组织的已上载和已导入的 vApp 模板、媒体文件及其他文件。组

织可以有多个目录，并且可以分别控制对每个目录的访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并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我的组织目录。

4 在目录选项卡中，单击添加目录。

5 键入目录名称和可选描述，并单击下一步。

6 选择要用于此目录中的 vApp 模板和 ISO 的存储类型，然后单击下一步。

选项 描述

使用组织中任何可用的存储 此目录将使用组织中任何可用的存储。

在特定存储策略中预置备存储 选择此目录的 vApp 模板和 ISO 要使用的虚拟数据中心存储策略，然后单击
添加。所选存储策略将导致 vApp 模板大小计入目录存储配额。

 
7 单击添加成员。

a 选择组织中可以访问此目录的用户和组。

n 选择组织中的每位成员将目录访问权限授予组织中的所有用户和组。

n 选择特定用户和组可选择要向其授予目录访问权限的用户或组。

b 从下拉菜单中为有权访问此目录的用户选择访问级别，然后单击确定。

n 选择只读可授予对目录的 vApp 模板和 ISO 的读取访问权限。

n 选择读/写可授予对目录的 vApp 模板和 ISO 的读取访问权限，并允许用户向目录中添加 vApp
模板和 ISO。

n 选择完全控制可授予对目录内容和设置的完全控制权限。

8 单击添加组织。

a 选择此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能够访问此目录的组织。

选择所有组织可允许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所有组织对此目录具有访问权限。

b 从下拉菜单中为有权访问此目录的用户选择访问级别，然后单击确定。

n 选择只读可授予对目录的 vApp 模板和 ISO 的读取访问权限。

n 选择读/写可授予对目录的 vApp 模板和 ISO 的读取访问权限，并允许用户向目录中添加 vApp
模板和 ISO。

n 选择完全控制可授予对目录内容和设置的完全控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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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下一步。

10 （可选） 选择已启用并单击鼠标，以允许创建供此 vCloud Director 安装以外的目录使用的目录源，并为

该目录源提供密码。

11 （可选） 选择启用提前导出目录以优化同步。

在选择此选项之前，请确认传输服务器位置有可用的存储空间来存储导出的目录。

12 （可选） 选择保存身份信息，以便在下载的 OVF 软件包中包含 BIOS 和 UUID 信息。

启用此选项会限制 OVF 软件包的可移植性。

13 检查目录设置，并单击完成。

新目录将显示在“我的组织目录”中。此页面显示的目录状态并不反映目录中的模板和 vApp 的状态。

上载 vApp 模板
您可以将 OVF 软件包作为 vApp 模板上载，以便其他用户能够访问该模板。vCloud Director 支持开放虚拟化

格式 (OVF) 1.0 和 OFV 1.1。

vCloud Director 支持基于 OVF 规范的 OVF。如果上载包含部署选项的 OVF 软件包，则这些选项将保留在

vApp 模板中。

前提条件

验证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n 要将 OVF 软件包上载到的目标组织具有目录和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n 将进行上载的源计算机安装了 Java 插件 1.6.0_10 或更高版本。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并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我的组织目录。

4 在 vApp 模板选项卡中，单击上载。

5 单击浏览，浏览到 OVF 软件包的位置，选中它并单击打开。

6 键入 vApp 模板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7 选择一个目录并单击上载。

下一步

确保 vSphere Tools 安装在 vApp 的虚拟机中。vSphere Tools 是支持客户机自定义的必备条件。请参见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用户指南》。

从 vSphere 导入 vApp 模板
您可以从 vSphere 中导入虚拟机，并将其作为 vApp 模板保存在其他用户可以使用的目录中。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并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我的组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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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vApp 模板选项卡中，单击从 vSphere 导入。

5 选择 vCenter Server 和虚拟机。

6 键入 vApp 模板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7 选择一个目录。

8 选择是否将虚拟机移至或复制到目录。

9 选择是否在目录中将 vApp 模板指定为 GM 版本。

如果将 vApp 模板标记为 Gold Master，则此信息将显示在 vApp 模板的列表中。

10 单击确定。

下一步

检查 vSphere Tools 是否安装在 vApp 中的虚拟机上。vSphere Tools 是支持客户机自定义所必需的。请参见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用户指南》。

上载媒体文件
您可以上载 ISO 或 FLP 文件，使其他用户可访问该媒体文件。

前提条件

验证将进行上载的源计算机是否安装了 Java 插件 1.6.0_10 或更高版本。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并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我的组织目录。

4 在媒体选项卡中，单击上载。

5 单击浏览，浏览到媒体文件的位置，选中它并单击打开。

6 键入媒体文件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文件名必须包含扩展名，例如 .iso。

7 选择一个目录并单击上载。

从 vSphere 导入媒体文件
您可以从 vSphere 数据存储中导入媒体文件，并将其保存在其他用户可用的目录中。

前提条件

您必须是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您必须知道哪个数据存储包含该媒体文件及其路径。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并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我的组织目录。

4 在媒体选项卡中，单击从 vSphere 导入按钮。

5 键入媒体文件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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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源 vCenter Server 和数据存储，并键入媒体文件的路径。

7 选择一个目录。

8 单击确定。

共享目录
您可以共享一个目录，使其 vApp 模板和媒体文件均可用于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所有组织。

前提条件

验证包含该目录的组织是否允许共享目录。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并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我的组织目录。

4 在目录选项卡中，右键单击目录名称，并选择发布设置。

5 在共享选项卡上，单击添加成员。

6 选择组织中可以访问此目录的用户和组。

选项 描述

组织中的每位成员 组织中的所有用户和组都有权访问此目录。

特定用户和组 选择要向其授予目录访问权限的用户或组，然后单击添加。
 

7 从下拉菜单中为有权访问此目录的用户选择访问级别，然后单击确定。

选项 描述

只读 有权访问此目录的用户能够对此目录的 vApp 模板和 ISO 进行读取。

读/写 有权访问此目录的用户能够对此目录的 vApp 模板和 ISO 进行读取，并能向
此目录中添加 vApp 模板和 ISO。

完全控制 有权访问此目录的用户可以完全控制此目录的内容和设置。
 

8 单击添加组织。

9 选择此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能够访问此目录的组织。

选项 描述

所有组织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所有组织都有权访问此目录。

特定组织 选择要向其授予目录访问权限的组织，然后单击添加。
 

10 单击确定，并再次单击确定。

在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此目录及其所有内容会显示在所选用户、组和组织的“公用目录”下。

向外部组织发布目录
您可以在外部发布一个目录，使其 vApp 模板和媒体文件均可用于 vCloud Director 安装外部的所有组织。

前提条件

验证包含该目录的组织是否允许发布外部目录。

第 4 章 使用目录

VMware, Inc.  39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并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我的组织目录。

4 在目录选项卡中，右键单击目录名称，并选择发布设置。

5 在外部发布选项卡上，选择已启用，并提供目录源的密码。

6 单击确定。

下一步

提供在外部发布选项卡上列出的订阅 URL 以及密码，以授予对目录的访问权限。组织必须订阅目录才能获取

对其内容的访问权限。

订阅外部目录源
您可以为组织订阅外部目录源，以便从 vCloud Director 安装外部访问目录。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并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我的组织目录。

4 单击添加目录并键入目录源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5 选择订阅外部目录，然后单击下一步。

6 选择此目录源要使用的存储类型，然后单击下一步。

选项 描述

使用组织中任何可用的存储 此目录源使用组织中任何可用的存储。

在特定存储策略中预置备存储 选择要用于此目录源的虚拟数据中心存储策略，然后单击添加。
 

7 单击添加成员。

8 选择组织中可以访问此目录源的用户和组，并单击确定。

选项 描述

组织中的每位成员 组织中的所有用户和组都有权访问此目录源。

特定用户和组 选择要向其授予目录源访问权限的用户或组，然后单击添加。
 

9 单击添加组织。

10 选择此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能够访问此目录源的组织，然后单击确定。

选项 描述

所有组织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所有组织都有权访问此目录源。

特定组织 选择要向其授予目录源访问权限的组织，然后单击添加。
 

11 单击下一步。

12 检查目录源设置，然后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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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云资源 5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外部网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和网络池均视为云资源。将云资
源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之后，您可以对它们进行修改，并查看有关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41 页，“管理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n 第 48 页，“管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n 第 57 页，“管理外部网络”

n 第 59 页，“管理 Edge 网关”

n 第 75 页，“管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n 第 87 页，“管理网络池”

n 第 89 页，“管理云单元”

n 第 91 页，“管理服务产品”

管理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创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之后，您可以修改其属性，将其禁用或删除，并管理其 ESX/ESXi 主机和数据存储。

启用或禁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您可以禁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以防止创建使用该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禁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时，vCloud Director 还会禁用使用其资源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正在运行的 vApp
和已启动的虚拟机会继续运行，但是无法创建或启动其他 vApp 和虚拟机。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启用或禁用。

删除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您可以删除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以便从 vCloud Director 中移除其计算、内存和存储资源。这些资源在 vSphere
中不受影响。

前提条件

n 禁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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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禁用并删除使用该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所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删除。

3 单击是。

修改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名称和描述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具描述性名称或描述分配给现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属性。

3 键入新名称或描述，并单击确定。

您可以使用名称和描述字段来指出可用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 vSphere 功能（例如，vSphere HA）。

合并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可以将两个或多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合并成一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从而组合所有合并提供者虚拟数据中
心的资源。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要将其他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合并到其中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并选择合并到。

3 选择要与此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合并的一个或多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然后单击添加。

按住 Ctrl 以选择多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4 （可选） 为该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输入新名称和描述。

5 单击确定。

所选择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即合并到此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启用或禁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主机

您可以禁用主机，以防止 vApp 在该主机中启动。已在该主机上运行的虚拟机不受影响。

要在主机上执行维护操作，请迁移该主机的所有 vApp 或者停止所有 vApp，然后禁用该主机。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主机选项卡。

4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启用主机或禁用主机。

vCloud Director 将为使用其资源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启用或禁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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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或取消准备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主机

将 ESX/ESXi 主机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使用的 vSphere 群集时，您必须先准备主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才能使用其资源。您可以取消准备主机，以便将它从 vCloud Director 环境中移除。

有关将正在运行的虚拟机从一台主机移至另一台主机的信息，请参见第 98 页，“将虚拟机从一台 ESX/ESXi
主机移至另一台主机”。

您无法准备处于锁定模式的主机。准备主机之后，您可以启用锁定模式。

前提条件

取消准备主机之前，必须先将其禁用，并确保任何虚拟机均未在此主机上运行。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主机选项卡。

4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准备主机或取消准备主机。

vCloud Director 将为使用其资源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准备或取消准备主机。

升级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主机的 ESX/ESXi 主机代理

vCloud Director 将代理软件安装在该安装的每个 ESX/ESXi 主机上。如果升级 ESX/ESXi 主机，则还需要升级

ESX/ESXi 主机代理。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主机选项卡。

4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升级主机。

vCloud Director 将升级主机代理。此升级将影响使用该主机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修复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ESX/ESXi 主机

如果无法连接 ESX/ESXi 主机上的 vCloud Director 代理，请尝试修复主机。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主机选项卡。

4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修复主机。

vCloud Director 将修复主机。此操作将影响使用该主机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在升级后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上启用 vSphere VXLAN
在升级后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上启用 vSphere VXLAN，以便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创建 VXLAN 网络池。

默认情况下，为新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启用 vSphere VX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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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为 vCloud 环境配置 VXLAN。请参见《vShield 管理员指南》。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启用 VXLAN。

此时将为该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创建一个 VXLAN 网络池。请参见第 19 页，“VXLAN 网络池”。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提供存储容量。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衡量指标

以下关于每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的信息显示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数据存储选项卡上。

表 5‑1  数据存储衡量指标

标题 描述

名称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的名称。

已启用 启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时会显示勾选符号。

类型 数据存储使用的文件系统的类型，即虚拟机文件系统 (VMFS)
或网络文件系统 (NFS)。

已使用 虚拟机文件所占用的数据存储空间，包括日志文件、快照和
虚拟磁盘。当虚拟机启动时，使用的存储空间还包括日志文
件。

已置备 为虚拟机预留的数据存储空间。如果有虚拟机使用精简置备，
某些置备的空间可能未使用，其他虚拟机则可占用未使用的
空间。

已请求 数据存储上仅由 vCloud Director 管理的对象使用的已置备存
储。如果 vCloud Director 启用了精简置备，某些请求的空间
可能未被使用。

vCenter 与数据存储关联的 vCenter Server。

将存储策略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将存储策略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以便能够支持受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存储
策略。

存储策略在 vSphere 中进行创建和管理。请参见 vSphere 文档或联系 vSphere 管理员。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存储策略选项卡。

4 单击添加存储策略。

5 选择一个存储策略，然后单击添加。

如果选择任何，在向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群集添加或从中移除数据存储时，vCloud Director 会动态地添

加和移除这些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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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

此时会将对存储策略的支持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下一步

配置受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支持存储策略。请参见第 56 页，“将存储策略添加

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编辑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存储策略的元数据

可以编辑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存储策略的元数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存储策略选项卡。

4 右键单击存储策略，并选择属性。

5 根据需要对元数据进行编辑，然后单击确定。

将资源池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可以将其他资源池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以便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提供的即付即用和分配池组织虚拟数
据中心能够扩展。

由多个资源池支持时，计算资源可以根据需要扩展以容纳更多虚拟机。

前提条件

验证在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主资源池相同的 vCenter 数据中心中有一个或多个可用资源池。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资源池选项卡。

4 单击添加资源池。

5 选择要添加的资源池并单击完成。

vCloud Director 即会添加一个资源池供该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使用，以使该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支持的所有即

付即用和分配池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具有弹性。

vCloud Director 还会在新资源池下添加系统 VDC 资源池。此资源池用于创建 vShield 虚拟机以及用作链接克

隆模板的虚拟机。请勿编辑或删除系统虚拟数据中心资源池。

启用或禁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池

禁用资源池之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将无法再使用资源池的内存和计算资源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上必须至少存在一个已启用的资源池。禁用资源池并不会阻止已经在运行的进程使用其资源。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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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资源池选项卡。

4 右键单击资源池，然后单击启用或禁用。

将资源池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分离

如果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具有多个资源池，则可以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分离一个资源池。

前提条件

1 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上禁用该资源池。

2 将该资源池的所有虚拟机迁移到一个已启用的资源池。

3 重新部署受禁用的资源池影响的网络。

4 重新部署受禁用的资源池影响的 Edge 网关。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资源池选项卡。

4 右键单击该资源池，然后单击分离。

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资源池之间迁移虚拟机

您可以将虚拟机从一个资源池迁移到相同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的另一个资源池。您可以迁移虚拟机，以填充
近添加的资源池、取消填充您打算取消使用的资源池，或手动平衡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资源。

无法迁移预留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包含的虚拟机。模板和媒体应使用数据存储迁移单独进行迁移。

前提条件

验证除了虚拟机所在的资源池外，您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上至少还有一个资源池。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资源池选项卡。

4 右键单击资源池名称，并选择打开。

5 右键单击虚拟机名称，并选择迁移到。

按住 Ctrl 单击以选择多个虚拟机。

6 选择为该虚拟机选择目标资源池的方式。

选项 描述

自动选择资源池 vCloud Director 根据所有可用资源池的当前资源平衡为虚拟机选择目标资源
池。

手动选择资源池 从可用资源池列表中选择要向其迁移虚拟机的资源池。
 

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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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配置磁盘空间不足阈值

您可以为数据存储配置磁盘空间不足阈值。这样，当数据存储的可用容量达到特定阈值时，您将收到来自 vCloud
Director 的电子邮件。这些警告将提醒您磁盘空间过低，避免出现问题。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数据存储选项卡。

4 右键单击数据存储名称，并选择属性。

5 选择数据存储的磁盘空间阈值。

您可以设置两个阈值，黄色和红色。在独立数据存储上设置阈值时，阈值将仅应用于该数据存储。在存储
POD 上设置阈值时，阈值将应用于该存储 POD 中的所有数据存储。默认情况下，vCloud Director 将红

色阈值设置为独立数据存储容量或 POD 总容量的 15%，将黄色阈值设置为独立数据存储容量或 POD 总容

量的 25%。

当 vCloud Director 发送警示电子邮件时，邮件将指出哪个阈值已超过。数据存储达到其红色阈值时，虚

拟机放置引擎将停止在数据存储上放置虚拟机。

因为存储 POD 上的默认阈值基于 POD 的总容量，所以这些阈值可能会超过 POD 内单个数据存储的容量。

在存储 POD 上设置阈值时，应考虑到 POD 中各个数据存储的容量并手动设置阈值，而不是接受默认的阈

值配置。

6 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为使用数据存储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设置阈值。当数据存储超过阈值时，vCloud
Director 将发送警示电子邮件。

向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您可以向在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拥有对象（例如，vApp 或媒体文件）的所有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发送

电子邮件通知之后，您可以让用户了解有关即将提供的系统维护等方面的信息。

前提条件

验证您已有效连接到 SMTP 服务器。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右键单击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通知。

3 键入电子邮件的主题和消息，并单击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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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之后，您可以修改其属性，将其禁用或删除，并管理其分配模型、存储和网络设置。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将资源分配给组织。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是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进行分区的。一个
组织可以有多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前提条件

必须先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然后才能将资源分配给组织。

步骤

1 打开“新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向导第 49 页，

打开“新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向导以开始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过程。

2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选择组织第 49 页，

您可以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便向 vCloud Director 系统中的任何组织提供资源。一个组织可以具有

多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选择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第 49 页，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获取其计算和存储资源。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将这些资源提供
给组织中的 vApp 和虚拟机。

4 选择分配模型第 49 页，

分配模型可确定您分配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计算和内存资源何时采用何种方式提交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5 配置分配模型第 50 页，

配置分配模型，以指定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的数量。

6 分配存储第 51 页，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需要用来存储 vApp 和 vApp 模板的空间。您可以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的

可用空间中分配存储。

7 选择网络池和服务第 52 页，

网络池是一组用来创建 vApp 网络和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无差别网络。

8 配置 Edge 网关第 52 页，

将 Edge 网关配置为向一个或多个外部网络提供连接。

9 配置外部网络第 52 页，

选择 Edge 网关可以连接的外部网络。

10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 IP 设置第 52 页，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IP 设置。

11 对新 Edge 网关的 IP 池进行二次分配第 53 页，

将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所提供的 IP 池二次分配为多个静态 IP 池。

12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速率限制第 53 页，

为 Edge 网关的每个外部网络配置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13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第 53 页，

可以创建连接到新 Edge 网关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48  VMware, Inc.



14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命名第 54 页，

您可以提供描述性名称和可选描述，指出可用于新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 vSphere 功能。

15 确认设置并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第 54 页，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之前，请检查已输入的设置。

打开“新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向导

打开“新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向导以开始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过程。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单击“添加”按钮。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选择组织

您可以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便向 vCloud Director 系统中的任何组织提供资源。一个组织可以具有多个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步骤

1 选择组织。

2 单击下一步。

选择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获取其计算和存储资源。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将这些资源提供给组织
中的 vApp 和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一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列表将显示可用资源的信息，而网络列表则显示所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可使用的网
络的信息。

2 单击下一步。

选择分配模型

分配模型可确定您分配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计算和内存资源何时采用何种方式提交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了解哪种分配模型适合您的环境。请参见第 23 页，“了解分配模型”。

步骤

1 选择分配模型。

选项 描述

分配池 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提交您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分配的占一定百分比的资
源。可以同时为 CPU 和内存指定百分比。

即付即用 仅当用户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创建 vApp 时，才会提交资源。

预留池 您分配的所有资源都将立即提交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有关放置引擎以及虚拟机共享、速率和限制的信息，请参见《vCloud Director 用户指南》。

2 单击下一步。

第 5 章 管理云资源

VMware, Inc.  49



配置分配模型

配置分配模型，以指定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的数量。

步骤

1 选择分配模型选项。

并非所有模型均提供以下所有选项。

选项 操作

CPU 分配 以 GHz 为单位输入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的 大 CPU
数量。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预留池分配模型。

保证的 CPU 资源 输入可保证虚拟机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 CPU 资源的百分比。通过保
证小于 100%，您可以过量使用资源。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即付
即用分配模型。分配池的默认值为 50%，即付即用的默认值为 20%。对于分
配池分配模型，百分比保证还可确定为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提交的 CPU 分配
百分比。

vCPU 速度 以 GHz 为单位输入 vCPU 速度。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均会按
vCPU 分配此数量的 GHz。此选项仅适用于即付即用分配模型。

内存分配 以 GB 为单位输入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的 大内存数
量。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预留池分配模型。

保证的内存资源 输入可保证虚拟机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内存资源的百分比。通过保
证小于 100%，您可以过量使用资源。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即付
即用分配模型。分配池的默认值为 50%，即付即用的默认值为 20%。对于分
配池分配模型，百分比保证还可确定为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提交的内存分配
百分比。

大 VM 数 输入可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创建的 大虚拟机数。
 

2 单击下一步。

示例：配置分配模型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时，vCloud Director 将根据您指定的分配模型设置创建 vSphere 资源池。

表 5‑2  启用单个群集分配池时，分配池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分配池设置 分配池值 资源池设置 资源池值

CPU 分配 25 GHz CPU 限制 25 GHz

CPU % 保证 10% CPU 预留 2.5GHz

内存分配 50 GB 内存限制 50 GB

内存 % 保证 20% 内存预留 10GB

表 5‑3  禁用单个群集分配池功能时，分配池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分配池设置 分配池值 资源池设置 子资源池值
跨所有子资源池为此组织
VDC 提交的值

CPU 分配 25 GHz CPU 限制 所有关联虚拟机的 vCPU
总数乘以 vCPU 频率

N/A

CPU % 保证 10% CPU 预留 所有关联虚拟机的 vCPU
总数乘以 vCPU 频率乘以
CPU 百分比保证

2.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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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禁用单个群集分配池功能时，分配池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续）

分配池设置 分配池值 资源池设置 子资源池值
跨所有子资源池为此组织
VDC 提交的值

内存分配 50 GB 内存限制 所有关联虚拟机的已配置
内存总大小

N/A

内存 % 保证 20% 内存预留 所有关联虚拟机的已配置
内存总大小乘以内存百分
比保证

10GB

表 5‑4  即付即用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即付即用设置 即付即用值 资源池设置 资源池值

CPU % 保证 10% CPU 预留，CPU 限制 0.00GHz，无限制

内存 % 保证 100% 内存预留，内存限制 0.00 GB，无限制

为支持即付即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而创建的资源池一律没有预留或限制。即付即用设置仅影响过量使用。100%
保证意味着不可能过量使用。百分比越低，过量使用的可能性越高。

表 5‑5  预留池设置如何影响资源池设置

预留池设置 预留池值 资源池设置 资源池值

CPU 分配 25 GHz CPU 预留，CPU 限制 25GHz, 25GHz

内存分配 50 GB 内存预留，内存限制 50 GB, 50 GB

分配存储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需要用来存储 vApp 和 vApp 模板的空间。您可以从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的可用空

间中分配存储。

精简置备可以帮助您避免过度分配存储，从而节省存储空间。对于采用精简虚拟磁盘的虚拟机，ESX/ESXi 将置

备磁盘当前和未来活动所需的整个空间。ESX/ESXi 仅使用磁盘初始操作所需的存储空间。

快速置备可为某些特定操作使用 vSphere 链接克隆，从而帮助您节省时间。请参见第 110 页，“虚拟机快速置

备”。

重要事项   快速置备需要 vCenter Server 5.0 或更高版本和 ESXi 5.0 或更高版本主机。如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所

基于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包含任何 ESX/ESXi 4.x 主机，则必须禁用快速置备。如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所基于

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包含任何与八台以上主机相连的 VMFS 数据存储，则打开虚拟机电源可能会失败。请确

保数据存储 多与八台主机相连。

步骤

1 选择要分配的存储策略，并单击添加。

2 输入要分配的存储的数量。

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默认实例化配置文件。

这是用于虚拟机和 vApp 模板级别未指定存储策略的所有虚拟机置备操作的默认存储策略。

4 （可选） 选中启用精简置备复选框，可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启用虚拟机的精简置备。

5 （可选） 取消选中启用快速置备复选框，可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禁用虚拟机的快速置备。

6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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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网络池和服务

网络池是一组用来创建 vApp 网络和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无差别网络。

步骤

1 选择网络池或选择无。

如果选择无，则您稍后可以添加网络池。

2 输入组织可以从网络池中置备的 大网络数。

3 （可选） 为每个要启用的可用第三方或 Edge 网关服务选择启用。

4 单击下一步。

配置 Edge 网关

将 Edge 网关配置为向一个或多个外部网络提供连接。

步骤

1 （可选） 选择创建新 Edge 网关以创建和配置 Edge 网关。

2 键入新 Edge 网关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3 为 Edge 网关选择网关配置。

4 选择启用高可用性以在 Edge 网关上启用高可用性。

5 （可选） 选择配置 IP 设置以手动配置外部接口的 IP 地址。

6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 IP 池以为要使用的网关服务分配一组 IP 地址。

7 （可选） 选择配置速率限制以为每个外部连接的接口选择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8 单击下一步。

配置外部网络

选择 Edge 网关可以连接的外部网络。

只有在选择了创建新 Edge 网关时才会显示此页。

步骤

1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外部网络，并单击添加。

按住 Ctrl 以选择多个网络。

2 选择一个网络作为默认网关。

3 （可选） 选中对 DNS 中继使用默认网关。

4 单击下一步。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 IP 设置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IP 设置。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配置 IP 设置时，此页面才会出现。

步骤

1 在配置 IP 设置页面上，单击更改 IP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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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要为其指定 IP 地址的每个外部网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

3 为已设置为手动的每个外部网络键入 IP 地址，并单击下一步。

对新 Edge 网关的 IP 池进行二次分配

将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所提供的 IP 池二次分配为多个静态 IP 池。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二次分配 IP 池时，此页面才会出现。

步骤

1 选择外部网络和要进行二次分配的 IP 池。

2 键入 IP 池范围内的一个 IP 地址或一个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

重复此步骤以添加多个二次分配的 IP 池。

3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的 IP 池，并单击修改可修改二次分配的 IP 池的 IP 地址范围。

4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的 IP 池，并单击移除可移除二次分配的 IP 池。

5 单击下一步。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速率限制

为 Edge 网关的每个外部网络配置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配置速率限制时，此页面才会出现。速率限制仅应用于使用静态绑定的分布式端口
组所支持的外部网络。

步骤

1 为要启用速率限制的每个外部网络单击启用。

2 为每个已启用的外部网络键入传入速率限制（单位为千兆位/秒）。

3 为每个已启用的外部网络键入传出速率限制（单位为千兆位/秒），并单击下一步。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可以创建连接到新 Edge 网关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只有在选择了创建新 Edge 网关时才会显示此页。

步骤

1 （可选） 选择为连接到此新的 Edge 网关的此虚拟数据中心创建网络。

2 键入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3 （可选） 选择与组织中的其他 VDC 共享此网络。

4 键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网关地址和网络掩码。

5 （可选） 选择使用网关 DNS 以使用网关的 DNS 中继。

该选项仅在网关已启用 DNS 中继时可用。

6 （可选） 输入 DNS 设置以使用 DNS。

7 输入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创建静态 IP 池。

重复此步骤以添加多个静态 IP 池。

8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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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命名

您可以提供描述性名称和可选描述，指出可用于新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 vSphere 功能。

步骤

1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2 （可选） 取消选中已启用。

禁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阻止将新的 vApp 部署到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下一步。

确认设置并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之前，请检查已输入的设置。

步骤

1 检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设置。

2 （可选） 单击上一步可修改设置。

3 （可选） 选择在此向导完成后向该组织添加网络可立即为此虚拟数据中心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4 单击完成可接受设置并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时，vCloud Director 将在 vSphere 中创建资源池，以提供 CPU 和内存资源。

启用或禁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您可以禁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防止其他 vApp 和虚拟机使用其计算和存储资源。正在运行的 vApp 和已启

动的虚拟机会继续运行，但是无法创建或启动其他 vApp 和虚拟机。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启用或禁用。

删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您可以删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便从组织中移除其计算、内存和存储资源。这些资源在源提供者虚拟数据中
心中不受影响。

前提条件

禁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并移动或删除其所有 vApp、vApp 模板和媒体。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删除。

3 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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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属性

您可以编辑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属性，包括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和描述、分配模型设置、存储设置和网络设置。

n 修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和描述第 55 页，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有意义的名称或描述分配给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n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分配模型设置第 55 页，

您不能更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分配模型，但您可以更改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时指定的分配模型的某
些设置。

n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存储设置第 56 页，

创建和使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之后，您可以从其源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向它提供更多存储资源。您还
可以启用或禁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精简置备和快速置备。

n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设置第 56 页，

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和已从中置备网络的网络池中，您可以更改已置备的 大网络数。

修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和描述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有意义的名称或描述分配给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常规选项卡中，键入新名称和描述，并单击确定。

您可以使用名称和描述字段来指出可用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 vSphere 功能（例如，vSphere HA）。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分配模型设置

您不能更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分配模型，但您可以更改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时指定的分配模型的某些设置。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分配选项卡中，输入新分配模型设置，并单击确定。

选项 操作

CPU 分配 以 GHz 为单位输入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的 大 CPU
数量。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预留池分配模型。

保证的 CPU 资源 输入可保证虚拟机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 CPU 资源的百分比。通过保
证小于 100%，您可以过量使用资源。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轮询分配模型和即
付即用分配模型。

vCPU 速度 以 GHz 为单位输入 vCPU 速度。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均会按
vCPU 分配此数量的 GHz。此选项仅适用于即付即用分配模型。

内存分配 以 GB 为单位输入要分配给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机的 大内存数
量。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池分配模型和预留池分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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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操作

保证的内存资源 输入可保证虚拟机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运行的内存资源的百分比。通过保
证小于 100%，您可以过量使用资源。此选项仅适用于分配轮询分配模型和即
付即用分配模型。

大 VM 数 输入可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创建的 大虚拟机数。
 
这些设置仅影响从此时间点之后启动的 vApp。正在运行的 vApp 不会受影响。直到所有正在运行的 vApp
均停止并再次启动之后，vCloud Director 为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报告的使用情况信息才会反映新设置。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存储设置

创建和使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之后，您可以从其源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中向它提供更多存储资源。您还可以启
用或禁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精简置备和快速置备。

快速置备需要 vCenter Server 5.0 或更高版本和 ESXi 5.0 或更高版本主机。如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所基于的提

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包含 ESX/ESXi 4.x 主机，则必须禁用快速置备。有关快速置备的信息，请参见第 110 页，

“虚拟机快速置备”。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单击存储选项卡。

4 （可选） 选中启用精简置备，可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启用虚拟机的精简置备。

5 （可选） 选中启用快速置备，可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启用虚拟机的快速置备。

6 单击确定。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设置

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和已从中置备网络的网络池中，您可以更改已置备的 大网络数。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单击网络池选项卡。

4 （可选）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网络池，或选择无。

如果选择无，则您稍后可以添加网络池。

5 （可选） 输入组织可以从网络池中置备的 大网络数。

6 单击确定。

将存储策略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将存储策略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便能够支持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内的虚拟机的存储策略。

前提条件

必须将一个或多个存储策略与支持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相关联。请参见第 44 页，“将存储

策略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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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存储策略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4 选择一个存储策略，单击添加，然后单击确定。

此时会将对存储策略的支持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管理外部网络
创建外部网络之后，您可以修改其名称、描述和网络规范，将 IP 地址添加到 IP 地址池或删除网络。

修改外部网络的名称和描述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描述性名称或描述分配给现有外部网络。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外部网络。

2 右键单击外部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名称和描述选项卡中，键入新名称和描述，并单击确定。

查看并修改外部网络规范

您可以查看、修改或删除现有外部网络规范，并添加新的外部网络规范。

n 添加新的外部网络规范第 57 页，

如果需要使用与现有外部网络规范的网络掩码或网关不同的外部网络规范，则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外部网
络规范。

n 修改外部网络规范第 58 页，

如果外部网络的网络规范已更改，则您可以修改其网络设置。

n 删除外部网络规范第 58 页，

可以删除不再使用的外部网络规范。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外部网络。

2 右键单击外部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单击网络规范选项卡。

添加新的外部网络规范

如果需要使用与现有外部网络规范的网络掩码或网关不同的外部网络规范，则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外部网络规范。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外部网络。

2 右键单击外部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网络规范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4 键入要使用的外部网络规范的网关地址和子网掩码。

5 （可选） 键入要使用的外部网络规范的主 DNS 和辅助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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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键入要使用的外部网络规范的一个或多个静态 IP 池。

使用回车分隔多个静态 IP 池。

7 单击确定。

修改外部网络规范

如果外部网络的网络规范已更改，则您可以修改其网络设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外部网络。

2 右键单击外部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网络规范选项卡上，选择要修改的外部网络规范，然后单击修改。

4 根据需要修改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您不能修改网络掩码或默认网关。如果需要使用其他掩码或网关的外部网络，请创建。

删除外部网络规范

可以删除不再使用的外部网络规范。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外部网络。

2 右键单击外部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网络规范选项卡上，选择要删除的外部网络规范，然后单击删除。

4 单击确定。

将 IP 地址添加到外部网络的 IP 池
如果外部网络的 IP 地址已用完，则可将更多地址添加到其 IP 池。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外部网络。

2 右键单击外部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网络规范选项卡中，选择子网并单击修改。

4 在文本框中键入 IP 地址或 IP 地址的范围。

5 单击确定，并再次单击确定。

删除外部网络

删除外部网络会将其从 vCloud Director 中移除。

前提条件

您必须先删除依赖外部网络的所有 Edge 网关和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然后才能删除该外部网络。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外部网络。

2 右键单击外部网络名称，并选择删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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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Edge 网关
Edge 网关可为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提供外部网络连接，并可提供负载平衡、网络地址转换和防火墙等

服务。

Edge 网关需要使用 vShield。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Shield 文档。

添加 Edge 网关

Edge 网关为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提供路由和其他服务。

步骤

1 打开新建 Edge 网关向导第 59 页，

打开“新建 Edge 网关”向导以开始将 Edge 网关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过程。

2 为新 Edge 网关选择网关和 IP 配置选项第 60 页，

将 Edge 网关配置为向一个或多个物理网络进行连接。

3 为新 Edge 网关选择外部网络第 60 页，

选择 Edge 网关可以连接的外部网络。

4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 IP 设置第 60 页，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IP 设置。

5 对新 Edge 网关的 IP 池进行二次分配第 60 页，

将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所提供的 IP 池二次分配为多个静态 IP 池。

6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速率限制第 61 页，

为 Edge 网关的每个外部网络配置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7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名称和描述第 61 页，

输入 Edge 网关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8 检查新 Edge 网关的配置第 61 页，

在添加过程完成之前，检查 Edge 网关的配置。

打开新建 Edge 网关向导

打开“新建 Edge 网关”向导以开始将 Edge 网关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过程。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并单击“添加”按钮。

“新建 Edge 网关”向导随即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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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 Edge 网关选择网关和 IP 配置选项

将 Edge 网关配置为向一个或多个物理网络进行连接。

步骤

1 为 Edge 网关选择网关配置。

选项 描述

精简 需要较少的内存和计算资源。

完整 提供更大的容量和更高的性能。“完整”和“完整-4”两个配置提供完全相
同的安全功能。

完整-4 提供更大的容量和更高的性能。“完整”和“完整-4”两个配置提供完全相
同的安全功能。ESXi 必须至少有 8 个可用的 vCPU，才能部署已启用高可用
性的“完整-4”Edge 网关。

 
2 （可选） 选择启用高可用性以在 Edge 网关上启用高可用性。

3 （可选） 选择配置 IP 设置以手动配置外部接口的 IP 地址。

4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 IP 池以为要使用的网关服务分配一组 IP 地址。

5 （可选） 选择配置速率限制以为每个外部连接的接口选择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6 单击下一步。

为新 Edge 网关选择外部网络

选择 Edge 网关可以连接的外部网络。

步骤

1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外部网络，并单击添加。

按住 Ctrl 以选择多个网络。

2 选择一个网络作为默认网关。

3 （可选） 选中对 DNS 中继使用默认网关。

4 单击下一步。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 IP 设置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IP 设置。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配置 IP 设置时，此页面才会出现。

步骤

1 在配置 IP 设置页面上，单击更改 IP 分配。

2 对于要为其指定 IP 地址的每个外部网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

3 为已设置为手动的每个外部网络键入 IP 地址，并单击下一步。

对新 Edge 网关的 IP 池进行二次分配

将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所提供的 IP 池二次分配为多个静态 IP 池。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二次分配 IP 池时，此页面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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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外部网络和要进行二次分配的 IP 池。

2 键入 IP 池范围内的一个 IP 地址或一个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

重复此步骤以添加多个二次分配的 IP 池。

3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的 IP 池，并单击修改可修改二次分配的 IP 池的 IP 地址范围。

4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的 IP 池，并单击移除可移除二次分配的 IP 池。

5 单击下一步。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速率限制

为 Edge 网关的每个外部网络配置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只有在网关配置期间选中了配置速率限制时，此页面才会出现。速率限制仅应用于使用静态绑定的分布式端口
组所支持的外部网络。

步骤

1 为要启用速率限制的每个外部网络单击启用。

2 为每个已启用的外部网络键入传入速率限制（单位为千兆位/秒）。

3 为每个已启用的外部网络键入传出速率限制（单位为千兆位/秒），并单击下一步。

配置新 Edge 网关的名称和描述

输入 Edge 网关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步骤

1 键入 Edge 网关的名称。

2 （可选） 键入 Edge 网关的描述。

3 单击下一步。

检查新 Edge 网关的配置

在添加过程完成之前，检查 Edge 网关的配置。

步骤

1 检查新 Edge 网关的设置并验证这些设置是否正确。

2 （可选） 单击上一步以进行更改。

3 单击完成。

配置 Edge 网关服务

您可以为 Edge 网关配置服务，例如，DHCP、防火墙、网络地址转换 (NAT) 和 VPN。组织管理员也可以为其

Edge 网关配置某些网络服务。

为 Edge 网关配置 DHCP
您可以配置 Edge 网关，以便为连接到关联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虚拟机提供 DHCP 服务。

前提条件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配置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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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DHCP 选项卡，并选择启用 DHCP。

5 单击添加，并键入 IP 地址的范围。

6 设置默认租约时间和 大租约时间，或使用默认值。

7 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更新 Edge 网关，以提供 DHCP 服务。

注意   如果启用 DHCP 的 Edge 网关上的 DNS 设置发生改变，Edge 网关将不再提供 DHCP 服务。要更正此问

题，需要在 Edge 网关上禁用并重新启用 DHCP。

将源 NAT 规则添加到 Edge 网关

源 NAT 规则可以对要发送到另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外部网络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传出数据包源 IP 地
址进行转换。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NAT 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SNAT。

5 从应用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应用此规则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6 在原始(内部)源 IP/范围文本框中键入要应用此规则的原始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

7 在转换的(外部)源 IP/范围文本框中键入要将传出数据包的地址转换到的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

8 选择已启用，然后单击确定。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传出数据包的 IP 地址将根据源 NAT 规则的规范进行转换。

将目标 NAT 规则添加到 Edge 网关

目标 NAT 规则可以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从另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外部网络收到的数据包的 IP 地址

和端口进行转换。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NAT 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DNAT。

5 从应用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应用此规则的外部网络或另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6 在原始(外部) IP/范围文本框中键入要应用此规则的原始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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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应用此规则的协议。

要对所有协议应用此规则，请选择任何。

8 （可选） 选择要将此规则应用到的原始端口。

9 （可选） 如果此规则适用于 IMCP，则选择要应用此规则的 IMCP 类型。

10 在转换的(内部) IP/范围文本框中键入要转换到的入站数据包目标地址的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

11 （可选） 从转换的端口下拉菜单中选择要转换到的入站数据包的端口。

12 选择已启用，然后单击确定。

目标 IP 地址和端口将根据目标 NAT 规则的规范进行转换。

为 Edge 网关配置防火墙

Edge 网关可为传入和传出会话提供防火墙保护。

您可以设置默认防火墙操作来拒绝或允许所有流量。您还可以添加特定的防火墙规则，以允许或拒绝与规则匹
配的流量通过防火墙。这些规则的优先级高于设置的默认规则。请参见第 63 页，“为 Edge 网关添加防火墙

规则”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可以配置 Edge 网关防火墙。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并选择启用防火墙可启用防火墙服务，将其取消选中可禁用防火墙服务。

5 选择默认防火墙操作。

选项 描述

拒绝 阻止所有流量（未被防火墙规则覆盖时）。

允许 允许所有流量（未被防火墙规则覆盖时）。
 

6 （可选） 选中日志复选框，以记录与默认防火墙操作相关的事件。

7 单击确定。

为 Edge 网关添加防火墙规则

您可以将防火墙规则添加到支持防火墙的 Edge 网关。您可以创建规则，以允许或拒绝与规则匹配的流量通过

防火墙。

要强制执行防火墙规则，必须为 Edge 网关启用防火墙。请参见第 63 页，“为 Edge 网关配置防火墙”。

将新防火墙规则添加到 Edge 网关之后，它将显示在防火墙规则列表的底部。有关设置强制执行防火墙规则的

顺序的信息，请参见第 64 页，“对 Edge 网关的防火墙规则进行重新排序”。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可以将防火墙规则添加到 Edge 网关。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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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规则的名称。

6 键入流量源。

选项 描述

IP 地址 键入要应用此规则的源 IP 地址。

IP 地址的范围 键入要应用此规则的源 IP 地址的范围。

CIDR 键入要应用此规则的流量的 CIDR 表示法。

internal 将此规则应用于所有内部流量。

external 将此规则应用于所有外部流量。

any 将此规则应用于任何来源的流量。
 

7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要应用此规则的源端口。

8 键入流量目标。

选项 描述

IP address 键入要应用此规则的目标 IP 地址。

Range of IP addresses 键入要应用此规则的目标 IP 地址的范围。

CIDR 键入要应用此规则的流量的 CIDR 表示法。

内部 将此规则应用于所有内部流量。

外部 将此规则应用于所有外部流量。

任何 将此规则应用于传输到任何目标的流量。
 

9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应用此规则的目标端口。

10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应用此规则的协议。

11 选择操作。

防火墙规则可以允许或拒绝与规则匹配的流量。

12 选中已启用复选框。

13 （可选） 选中记录防火墙规则的网络流量复选框。

如果启用此选项，则 vCloud Director 会将受此规则影响的连接的日志事件发送到系统日志服务器。每个

系统日志消息包含逻辑网络和组织 UUID。

14 单击确定，并再次单击确定。

对 Edge 网关的防火墙规则进行重新排序

防火墙规则按照它们在防火墙列表出现的顺序强制执行。您可以更改规则在列表中的顺序。

将新防火墙规则添加到 Edge 网关之后，它将显示在防火墙规则列表的底部。要在现有规则之前强制执行新规

则，请对规则进行重新排序。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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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动防火墙规则，以确定应用规则的顺序。

6 单击确定。

为 Edge 网关启用 VPN
您可以为 Edge 网关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启用 VPN，并创建从其中一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通向另一个

网络的安全通道。

对于 Edge 网关所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vCloud Director 既支持其与同一组织内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

络之间的 VPN，也支持其与远程网络之间的 VPN。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启用 VPN。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并选择启用 VPN。

5 （可选） 单击配置公用 IP，键入公用 IP 地址，并单击确定。

6 单击确定。

下一步

随即创建从 Edge 网关所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通向另一个网络的 VPN 通道。

配置外部网络的公用 IP
您可以为与 Edge 网关相关联的外部网络配置一个公用 IP 地址。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然后单击配置公用 IP。

5 键入要用作每个外部网络的公用 IP 地址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确定。

在 Edge 网关上创建 VPN 通道

您可以在同一组织中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间、不同组织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间以及组织虚拟数据
中心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创建 VPN 通道。

vCloud Director 不支持在相同的两个 Edge 网关之间创建多个 VPN 通道。如果两个网关之间已存在一个通道，

并且您想要将另外一个子网添加到该通道，则需要删除现有的 VPN 通道并创建一个包括新子网的新通道。

在组织中为 Edge 网关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创建 VPN 通道

您可以在 Edge 网关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与同一组织中的另一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之间创建一个 VPN
通道。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创建 VPN 通道。

如果通道端点之间有防火墙，则必须将其配置为允许以下 IP 协议和 UDP 端口：

n IP 协议 ID 50 (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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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P 协议 ID 51 (AH)

n UDP 端口 500 (IKE)

n UDP 端口 4500

前提条件

验证您在组织中是否至少拥有两个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其中一个网络必须受 Edge 网关支持。两个组

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都必须启用了 VPN。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此组织中的网络，并选择本地网络和对等网络。

7 检查通道设置，并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配置两个对等网络端点。

在组织之间创建 VPN 通道

您可以在不同组织的两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间创建 VPN 通道。两个不同组织既可以是同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不同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一部分。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创建 VPN 通道。

如果通道端点之间有防火墙，则必须将其配置为允许以下 IP 协议和 UDP 端口：

n IP 协议 ID 50 (ESP)

n IP 协议 ID 51 (AH)

n UDP 端口 500 (IKE)

n UDP 端口 4500

前提条件

验证是否每个组织中都有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必须已启用非重叠的 IP 子网和点

对点 VPN。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另一个组织中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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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连接到另一个组织，键入对等组织的登录信息，并单击继续。

选项 描述

vCloud URL 指包含对等组织的 vCloud 实例的基本 URL。例如，
https://www.example.com。URL 中不得包含 /cloud
或 /cloud/org/orgname。

组织 指在组织 URL 中用作唯一标识符的组织名称。例如，如果组织 URL 是
https://www.example.com/cloud/org/myOrg，则键入 myOrg。

用户名 指有权访问组织的组织管理员或系统管理员的用户名。

密码 指与用户名相关联的密码。
 

8 选择对等网络。

9 检查通道设置，并单击连接。

vCloud Director 将配置两个对等网络端点。

创建从 Edge 网关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到远程网络的 VPN 通道

您可以在 Edge 网关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与远程网络之间创建一个 VPN 通道。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创建 VPN 通道。

如果通道端点之间有防火墙，则必须将其配置为允许以下 IP 协议和 UDP 端口：

n IP 协议 ID 50 (ESP)

n IP 协议 ID 51 (AH)

n UDP 端口 500 (IKE)

n UDP 端口 4500

前提条件

验证您已经具有一个使用 IPSec 的路由远程网络和一个受 Edge 网关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远程网络。

7 选择本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8 键入对等设置。

9 检查通道设置，并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配置组织的对等网络端点。

下一步

手动配置远程对等网络端点。请参见第 68 页，“显示通向远程网络的 VPN 通道的对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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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通向远程网络的 VPN 通道的对等设置

在创建通向远程网络的 VPN 通道后，显示 VPN 通道的对等设置并根据这些设置配置远程网络。

前提条件

通向远程网络的 VPN 通道。请参见第 67 页，“创建从 Edge 网关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到远程网络的

VPN 通道”。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

5 选择要显示其对等设置的 VPN 通道，然后单击对等设置。

vCloud Director 会显示要对远程网络配置的对等设置。

下一步

对远程网络配置所显示的对等设置。

编辑 VPN 设置

您可以编辑现有 VPN 通道的设置。

前提条件

Edge 网关上已存在 VPN 通道。请参见第 65 页，“在 Edge 网关上创建 VPN 通道”。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

5 选择要显示其对等设置的 VPN 通道，然后单击编辑。

6 根据需要对设置进行修改，然后单击确定。

在 Edge 网关上启用静态路由

您可以对 Edge 网关进行配置，使其提供静态路由服务。在 Edge 网关上启用静态路由之后，您可以添加静态

路由，以允许在路由到 Edge 网关支持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各 vApp 网络之间传输流量。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在静态路由选项卡上，选择启用静态路由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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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创建静态路由。请参见第 82 页，“在路由到同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网络之间添加静态路由”和

第 84 页，“在路由到不同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网络之间添加静态路由”。

管理 Edge 网关上的负载平衡器服务

Edge 网关可为 TCP、HTTP 和 HTTPS 流量提供负载平衡。

您将外部或公用 IP 地址映射到一组内部服务器来进行负载平衡。负载平衡器接受外部 IP 地址的 TCP、HTTP
或 HTTPS 请求并决定要使用的内部服务器。端口 809 是 TCP 的默认侦听端口，端口 80 是 HTTP 的默认端口，

端口 443 是 HTTPS 的默认端口。

n 将池服务器添加到 Edge 网关第 69 页，

您可以添加池服务器来灵活高效地管理和共享后端服务器。池可以管理状况检查监视器和负载平衡器分
布方法。

n 编辑池服务器设置第 70 页，

您可以编辑现有池服务器的设置。

n 删除池服务器第 71 页，

您可以从 Edge 网关删除服务器池。

n 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 Edge 网关第 71 页，

虚拟服务器是构建在服务器（称为成员）群集上的高度可扩展和高度可用的服务器。

n 编辑虚拟服务器设置第 72 页，

您可以编辑现有虚拟服务器的设置。

n 删除虚拟服务器第 72 页，

您可以从 Edge 网关删除虚拟服务器。

将池服务器添加到 Edge 网关

您可以添加池服务器来灵活高效地管理和共享后端服务器。池可以管理状况检查监视器和负载平衡器分布方法。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在负载平衡器选项卡上，单击池服务器，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池服务器的名称和可选描述，然后单击下一步。

6 为每个要支持的服务单击启用。

7 从下拉菜单中为每个启用的服务选择平衡方法。

选项 描述

IP 哈希 根据每个数据包的源和目标 IP 地址的哈希选择一个服务器。

循环 将根据分配的权重来轮流使用每个服务器。当服务器的处理时间平均分布时，
这是 平稳 合理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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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URI 将对 URI 的左侧部分（问号之前）进行哈希计算并除以正在运行的服务器的
总权重。结果会指出哪个服务器将接收请求。这可以确保只要没有服务器开
启或关闭，URI 就会始终定向到同一服务器。

少连接 根据服务器上已有的连接数将客户端请求分配到多个服务器。新连接将被发
送到连接数 少的服务器。

 
8 （可选） 如果需要，可以更改每个已启用服务的默认端口。

9 单击下一步。

10 如果需要，可以更改该池要支持的每个服务的监视器端口。

11 从下拉菜单中为每个服务选择状况检查模式。

选项 描述

SSL 使用 SSLv3 客户端 hello 消息测试服务器。只有响应中包含服务器 hello 消
息，服务器才被视为有效。

HTTP GET / 默认方法用于检测服务器状态。只有响应 2xx 和 3xx 才是有效的。其
他响应（包括没有响应）都表示服务器存在故障。

TCP TCP 连接检查。
 

12 （可选） 如果需要，可以更改默认状况检查参数。

选项 描述

间隔 对服务器执行 ping 命令的间隔。

超时 必须在此时间内收到服务器的响应。

健康阈值 在认定服务器运行之前需要连续成功的状况检查数。

不健康阈值 在认定服务器已死机之前需要连续失败的状况检查数。
 

13 对于 HTTP，键入在 HTTP ping 请求中引用的 URI。

14 单击下一步。

15 单击添加，将后端服务器添加到池中。

16 键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

17 键入权重，用于指示此后端服务器将支持的请求数的比例。

18 如果需要，可以更改服务器的默认端口和监视器端口。

19 单击确定。

20 （可选） 重复步骤 15 到步骤 19，添加其他服务器。

21 单击下一步。

22 检查池服务器的设置是否正确，然后单击完成。

编辑池服务器设置

您可以编辑现有池服务器的设置。

前提条件

Edge 网关上必须已存在一个池服务器。请参见第 69 页，“将池服务器添加到 Edge 网关”。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70  VMware, In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在负载平衡器选项卡上，单击池服务器。

5 选择要修改的池服务器并单击编辑。

6 执行相应的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删除池服务器

您可以从 Edge 网关删除服务器池。

前提条件

验证没有任何虚拟服务器正在使用此池服务器。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在负载平衡器选项卡上，单击池服务器。

5 选择池服务器并单击删除。

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 Edge 网关

虚拟服务器是构建在服务器（称为成员）群集上的高度可扩展和高度可用的服务器。

前提条件

Edge 网关必须至少有一个池服务器。请参见第 69 页，“将池服务器添加到 Edge 网关”。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在负载平衡器选项卡上，单击虚拟服务器，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虚拟服务器的名称。

6 （可选） 键入虚拟服务器的描述。

7 从应用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外部网络。

8 键入虚拟服务器的 IP 地址。

9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要与虚拟服务器关联的池。

10 在服务中，为每个要支持的服务选择启用。

11 根据需要为每个启用的服务更改默认端口、持久方法、Cookie 名称和 Cookie 模式值。

12 单击已启用启用虚拟服务器。

13 （可选） 单击记录虚拟服务器的网络流量。

1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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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虚拟服务器设置

您可以编辑现有虚拟服务器的设置。

前提条件

Edge 网关上必须已存在一个虚拟服务器。请参见第 71 页，“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 Edge 网关”。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在负载平衡器选项卡上，单击虚拟服务器。

5 选择要修改的虚拟服务器并单击编辑。

6 执行相应的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删除虚拟服务器

您可以从 Edge 网关删除虚拟服务器。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 Edge 网关服务。

4 在负载平衡器选项卡上，单击虚拟服务器。

5 选择虚拟服务器并单击删除。

编辑 Edge 网关属性

您可以更改现有 Edge 网关的设置，包括高可用性、外部网络设置、IP 池和速率限制。

n 在 Edge 网关上启用高可用性第 72 页，

您可以为 Edge 网关配置高可用性。

n 配置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第 73 页，

添加或删除连接到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n 配置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IP 设置第 73 页，

更改 Edge 网关的外部接口的 IP 地址。

n 对 Edge 网关的 IP 池进行二次分配第 73 页，

将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所提供的 IP 池二次分配为多个静态 IP 池。

n 配置 Edge 网关的速率限制第 74 页，

为 Edge 网关的每个外部网络配置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在 Edge 网关上启用高可用性

您可以为 Edge 网关配置高可用性。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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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并选择属性。

4 单击常规选项卡，并选择启用 HA。

配置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添加或删除连接到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并选择属性。

4 单击外部网络选项卡。

5 （可选） 从顶部列表中选择一个外部网络，并单击添加以将该外部网络添加到 Edge 网关。

按住 Ctrl 以选择多个网络。

6 （可选） 从顶部列表中选择一个外部网络，并单击移除以将该外部网络从 Edge 网关中移除。

按住 Ctrl 以选择多个网络。

7 选择一个网络作为默认网关。

8 （可选） 选中对 DNS 中继使用默认网关。

9 单击确定。

配置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 IP 设置

更改 Edge 网关的外部接口的 IP 地址。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并选择属性。

4 单击配置 IP 设置选项卡，并单击更改 IP 分配。

5 对于要为其指定 IP 地址的每个外部网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

6 为设置为手动的每个外部网络键入一个新 IP 地址，并单击确定。

对 Edge 网关的 IP 池进行二次分配

将 Edge 网关的外部网络所提供的 IP 池二次分配为多个静态 IP 池。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并选择属性。

4 单击二次分配 IP 池选项卡。

5 选择外部网络和要进行二次分配的 IP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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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 键入 IP 池范围内的一个 IP 地址或一个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以添加二次分配的 IP 池。

7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的 IP 池，并单击修改可修改二次分配的 IP 池的 IP 地址范围。

8 （可选） 选择二次分配的 IP 池，并单击移除可移除二次分配的 IP 池。

9 单击确定。

配置 Edge 网关的速率限制

为 Edge 网关的每个外部网络配置入站和出站速率限制。

速率限制仅应用于使用静态绑定的分布式端口组所支持的外部网络。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并选择属性。

4 单击配置速率限制选项卡。

5 为要启用速率限制的每个外部网络单击启用。

6 为每个已启用的外部网络键入传入速率限制（单位为千兆位/秒）。

7 为每个已启用的外部网络键入传出速率限制（单位为千兆位/秒），并单击确定。

升级 Edge 网关

升级现有的 Edge 网关，以提高网关容量和性能。

前提条件

如果要将已启用“完整”配置和高可用性的 Edge 网关升级为“完整-4”配置，请确保 ESXi 至少具有 8 个 CPU。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然后选择升级。

具有“精简”配置的 Edge 网关将升级为“完整”配置，具有“完整”配置的 Edge 网关将升级为“完整-4”配

置。

下一步

如果已将“精简”网关升级为“完整”配置，可以重复升级过程，升级为具有“完整-4”配置的网关。

删除 Edge 网关

您可以删除 Edge 网关，以将其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移除。

前提条件

删除 Edge 网关支持的任何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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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并选择删除。

查看 Edge 网关的 IP 使用情况

您可以查看 Edge 网关中外部接口当前正在使用的 IP 地址的列表。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并选择外部 IP 分配。

将系统日志服务器设置应用于 Edge 网关

您可以将系统日志服务器设置应用于 Edge 网关，以启用防火墙规则日志记录。

将系统日志服务器设置应用于初次创建这些设置之前便已创建的任何 Edge 网关。当设置发生更改时，应将系

统日志服务器设置应用于 Edge 网关。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 Edge 网关选项卡，右键单击 Edge 网关名称，并选择同步系统日志服务器设置。

4 单击是。

管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可添加、删除及修改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和隔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只有
系统管理员才能添加、删除和修改直连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n 将网络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第 76 页，

将网络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让其虚拟机相互通信或访问 Internet。一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以有多

个网络。

n 配置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服务第 78 页，

您可以为某些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配置服务，例如 DHCP、防火墙、网络地址转换 (NAT) 和 VPN。

组织管理员也可以为其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配置某些网络服务。

n 重置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第 85 页，

如果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相关联的网络服务未按预期运行，您可以重置网络。网络服务包括 DHCP
设置、防火墙设置等。

n 查看使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和 vApp 模板第 86 页，

您可以查看所含网卡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连接的虚拟机的所有 vApp 和 vApp 模板的列表。但无法

删除连有 vApp 或 vApp 模板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n 删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第 86 页，

您可以删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将其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移除。

n 查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IP 使用情况第 86 页，

您可以查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IP 池中当前正在使用的 IP 地址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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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属性第 86 页，

您可以编辑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属性，包括网络名称和描述、IP 地址和 DNS 设置。

将网络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将网络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以让其虚拟机相互通信或访问 Internet。一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以有多个网络。

表 5‑6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类型及其要求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类型 描述 要求

外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
直接连接

可由多个组织访问。属于不同组织的虚拟机可连接到该
网络并可查看该网络上的流量。

该网络提供与组织外计算机的直接第 2 层连接。此组织
外的虚拟机可以直接连接到组织中的虚拟机。

外部网络

外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
NAT 路由连接

只能由此组织访问。只有此组织中的虚拟机才能连接到
此网络。

此网络还提供对外部网络的受控访问。系统管理员和组
织管理员可以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NAT) 和防火墙设置，
以便可从外部网络访问特定的虚拟机。

在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上，NAT 路由网络会显示网关
地址。

vSphere Edge 5.1 和 Edge 网关

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只能由此组织访问。只有此组织中的虚拟机才能连接到
该网络并查看该网络上的流量。

此网络为组织提供多个 vApp 均可连接的隔离专用网络。
该网络没有为组织外的虚拟机提供连接。此组织外部的
计算机无法连接到组织内的任何计算机。

在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上，内部网络不会显示关联的
网关地址。

网络池

创建外部直连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您可以创建多个组织能够访问的外部直连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您通常使用外部网络连接到 Internet。组织

可以直接连接到此网络。

前提条件

外部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并单击添加网络。

4 选择直接连接到外部网络。

5 选择外部网络，并单击下一步。

6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7 （可选） 选择与组织中的其他 VDC 共享此网络以使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可供组织中的其他组织虚拟

数据中心使用。

8 单击下一步。

9 检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设置。

单击完成以接受设置并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单击上一步以修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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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外部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您可以创建只有此组织才能访问的外部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前提条件

验证您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上是否具有 Edge 网关。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并单击添加网络。

4 选择通过连接到现有的 Edge 网关来创建路由网络。

5 选择 Edge 网关并单击下一步。

6 键入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网关地址和网络掩码。

7 （可选） 选择使用网关 DNS 以使用网关的 DNS 中继。

该选项仅在网关已启用 DNS 中继时可用。

8 （可选） 输入 DNS 设置以使用 DNS。

9 （可选） 输入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创建静态 IP 池。

重复此步骤以添加多个静态 IP 池。

10 单击下一步。

11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12 （可选） 选择与组织中的其他 VDC 共享此网络以使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可供组织中的其他组织虚拟

数据中心使用。

13 单击下一步。

14 检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设置。

单击完成以接受设置并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单击上一步以修改设置。

创建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您可以创建只有此组织才能访问的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新网络为组织提供可由多个 vApp 连接的内部

网络。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网络池。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并单击添加网络。

4 选择在此虚拟数据中心内创建隔离网络并单击下一步。

5 键入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网关地址和网络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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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 选择使用网关 DNS 以使用网关的 DNS 中继。

该选项仅在网关已启用 DNS 中继时可用。

7 （可选） 输入 DNS 设置以使用 DNS。

8 （可选） 输入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创建静态 IP 池。

重复此步骤以添加多个静态 IP 池。

9 单击下一步。

10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11 （可选） 选择与组织中的其他 VDC 共享此网络以使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可供组织中的其他组织虚拟

数据中心使用。

12 单击下一步。

13 检查设置并单击完成以接受这些设置。

此时将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配置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服务

您可以为某些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配置服务，例如 DHCP、防火墙、网络地址转换 (NAT) 和 VPN。组织管

理员也可以为其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配置某些网络服务。

表 5‑7 列出了 vCloud Director 为每种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提供的网络服务。

表 5‑7  各网络类型提供的网络服务

网络类型 DHCP 防火墙 NAT VPN

外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 直接连接

外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 路由连接 X X X X

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X

配置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DHCP
您可以配置某些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便为组织中的虚拟机提供 DHCP 服务。

如果您执行了以下任务，在您启动 vCloud Director 之后，vCloud Director 将向虚拟机分配 DHCP IP 地址：

n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启用了 DHCP

n 将组织中某虚拟机上的网卡连接到了该网络

n 将 DHCP 选作该网卡的 IP 模式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配置 DHCP。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单击 DHCP 选项卡，并选择启用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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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键入 IP 地址的范围，或使用默认范围。

vCloud Director 使用这些地址来满足 DHCP 请求。DHCP IP 地址的范围不能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静态 IP 池重叠。

6 设置默认租约时间和 大租约时间，或使用默认值。

7 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更新网络，以提供 DHCP 服务。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启用防火墙

您可以配置某些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提供防火墙服务。您可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中启用防火墙，以
便对传入流量和/或传出流量强制执行防火墙规则。

您可以拒绝所有传入流量和/或传出流量。您还可以添加特定的防火墙规则，以允许或拒绝与规则匹配的流量通

过防火墙。这些规则的优先级高于通用规则，可以拒绝所有传入或传出流量。请参见第 79 页，“为组织虚拟

数据中心网络添加防火墙规则”。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启用防火墙。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外部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并选择启用防火墙。

5 选择默认防火墙操作。

6 （可选） 选中日志复选框，以记录与默认防火墙操作相关的事件。

7 单击确定。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添加防火墙规则

您可以将防火墙规则添加到支持防火墙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您可以创建规则，以允许或拒绝与规则匹配
的流量通过防火墙。

要强制执行防火墙规则，则必须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启用防火墙。请参见第 79 页，“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网络启用防火墙”。

将新防火墙规则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后，它将显示在防火墙规则列表的底部。有关设置强制执行防
火墙规则的顺序的信息，请参见第 80 页，“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防火墙规则重新排序”。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添加防火墙规则。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外部 NAT 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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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规则的名称。

6 选择流量方向。

7 键入源 IP 地址，并选择源端口。

对于传入流量，源是外部网络。对于传出流量，源是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8 键入目标 IP 地址，并选择目标端口。

对于传入流量，目标是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对于传出流量，目标是外部网络。

9 选择协议和操作。

防火墙规则可以允许或拒绝与规则匹配的流量。

10 选中已启用复选框。

11 （可选） 选中记录防火墙规则的网络 流量复选框。

如果 启用此选项，则 vCloud Director 会将受此规则影响的连接的日志事件 发送到系统日志服务器。每个

系统日志消息包含逻辑网络和组织 UUID。

12 单击确定，并再次单击确定。

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防火墙规则重新排序

防火墙规则按照它们在防火墙列表出现的顺序强制执行。您可以更改规则在列表中的顺序。

将新防火墙规则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后，它将显示在防火墙规则列表的底部。要在现有规则之前强
制执行新规则，请对规则进行重新排序。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采用两个或多个防火墙规则的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

5 拖动防火墙规则，以确定应用规则的顺序。

6 单击确定。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启用 VPN
您可以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启用 VPN，然后创建通向另一个网络的安全通道。

vCloud Director 既支持同一组织中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间的 VPN，也支持不同组织中的组织虚拟数据

中心网络（包括 vCloud Director 的不同实例中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间以及远程网络之间的 VPN。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启用 VPN。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外部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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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并选择启用 VPN。

5 （可选） 单击配置公用 IP，键入公用 IP 地址，并单击确定。

6 单击确定。

下一步

创建通向另一个网络的 VPN 通道。

在组织内创建 VPN 通道

您可以在同一组织中的两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间创建 VPN 通道。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创建 VPN 通道。

如果通道端点之间有防火墙，则必须将其配置为允许以下 IP 协议和 UDP 端口：

n IP 协议 ID 50 (ESP)

n IP 协议 ID 51 (AH)

n UDP 端口 500 (IKE)

n UDP 端口 4500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至少有两个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且每个网络中均已启用非重叠的 IP 子网和 VPN。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此组织中的网络，并选择对等网络。

7 检查通道设置，并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配置两个对等网络端点。

创建通向远程网络的 VPN 通道

您可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和远程网络之间创建 VPN 通道。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创建 VPN 通道。

如果通道端点之间有防火墙，则必须将其配置为允许以下 IP 协议和 UDP 端口：

n IP 协议 ID 50 (ESP)

n IP 协议 ID 51 (AH)

n UDP 端口 500 (IKE)

n UDP 端口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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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确认有一个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和一个使用 IPSec 的路由远程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单击 VPN 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

5 键入名称和可选描述。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远程网络。

7 键入对等设置。

8 检查通道设置，并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配置组织的对等网络端点。

下一步

手动配置远程对等网络端点。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启用静态路由

您可以配置某些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提供静态路由服务。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上启用静态路由后，您
可以添加静态路由，以允许在路由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不同 vApp 网络之间传输流量。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在静态路由选项卡上，选择启用静态路由并单击确定。

下一步

创建静态路由。请参见第 82 页，“在路由到同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网络之间添加静态路由”和

第 84 页，“在路由到不同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网络之间添加静态路由”。

在路由到同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网络之间添加静态路由

您可以在路由到同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两个 vApp 网络之间添加静态路由。两个网络之间可通过静态路

由传输流量。

您不能在重叠网络或已防护的 vApp 之间添加静态路由。将静态路由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后，请配

置网络防火墙规则，使其允许在静态路由上传输流量。

仅当静态路由中包括的 vApp 在运行时，静态路由才会起作用。如果 vApp 包括静态路由，并且您对其执行以

下任意操作，则这些静态路由将不再起作用，您必须手动删除它们。

n 更改 vApp 的父网络

n 删除 v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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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删除 vApp 网络

前提条件

验证网络有以下配置：

n 已安装 vShield。

n 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n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已启用静态路由。

n 两个 vApp 网络均路由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n 这两个 vApp 网络处于至少已启动一次的 vApp 中。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在静态路由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5 键入名称、网络地址和下一跳 IP。

该网络地址将用于要添加静态路由的第一个 vApp 网络。下一跳 IP 是指该 vApp 网络的路由器的外部 IP
地址。

6 选中在此网络内，并单击确定。

7 单击确定。

8 重复步骤 4 至 步骤 7，以将路由添加到第二个 vApp 网络。

示例：静态路由示例

vApp 网络 1 和 vApp 网络 2 均路由到共享的组织 VDC 网络。您可以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上创建静态路

由，以允许在 vApp 网络之间传输流量。可以使用 vApp 网络信息来创建静态路由。

表 5‑8  网络信息

网络名称 网络规范 路由器外部 IP 地址

vApp 网络 1 192.168.1.0/24 192.168.0.100

vApp 网络 2 192.168.2.0/24 192.168.0.101

共享的组织 VDC 网络 192.168.0.0/24 不适用

在共享的组织 VDC 网络上，分别创建指向 vApp 网络 1 和 vApp 网络 2 的静态路由。

表 5‑9  静态路由设置

指向网络的静态路由 路由名称 网络 下一跳 IP 地址 路由

vApp 网络 1 tovapp1 192.168.1.0/24 192.168.0.100 在此网络内

vApp 网络 2 tovapp2 192.168.2.0/24 192.168.0.101 在此网络内

下一步

创建防火墙规则，允许在静态路由上传输流量。请参见第 79 页，“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添加防火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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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由到不同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网络之间添加静态路由

组织管理员可以在路由到不同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两个 vApp 网络之间添加静态路由。两个网络之间可通

过静态路由传输流量。

您不能在重叠网络或已防护的 vApp 之间添加静态路由。将静态路由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之后，请配

置网络防火墙规则，使其允许在静态路由上传输流量。对于采用静态路由的 vApp，请选中始终使用分配的 IP
地址，直至此 vApp 或关联网络被删除复选框。

仅当静态路由中包括的 vApp 在运行时，静态路由才会起作用。如果 vApp 包括静态路由，并且您执行以下操

作，则这些静态路由将无法起作用，您必须手动删除它们。

n 更改 vApp 的父网络

n 删除 vApp

n 删除 vApp 网络

前提条件

验证 vCloud Director 有以下配置:

n 路由到同一外部网络的两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n 这两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均已启用静态路由。

n 一个 vApp 网络路由到每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n 这两个 vApp 网络处于至少已启动一次的 vApp 中。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然后选择配置服务。

4 在静态路由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5 键入名称、网络地址和下一跳 IP 地址。

该网络地址将用于要添加静态路由的 vApp 网络。下一跳 IP 地址是指该 vApp 网络路由到的组织虚拟数

据中心网络的路由器的外部 IP 地址。

6 选中到外部网络，并单击确定。

7 单击添加。

8 键入名称、网络地址和下一跳 IP 地址。

该网络地址将用于路由到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网络。下一跳 IP 地址是指该 vApp 网络的路

由器的外部 IP 地址。

9 选中在此网络内，并单击确定。

10 重复步骤 4 至步骤 9，以将静态路由添加到第二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示例：静态路由示例

vApp 网络 1 将路由到组织 VDC 网络 1。vApp 网络 2 将路由到组织 vDC 网络 2。您可以在这两个组织虚拟数

据中心网络上创建静态路由，以允许在这两个 vApp 网络之间传输流量。可以使用 vApp 网络相关信息和组织

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相关信息来创建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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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网络信息

网络名称 网络规范 路由器外部 IP 地址

vApp 网络 1 192.168.1.0/24 192.168.0.100

vApp 网络 2 192.168.11.0/24 192.168.10.100

组织 VDC 网络 1 192.168.0.0/24 10.112.205.101

组织 VDC 网络 2 192.168.10.0/24 10.112.205.100

在组织 VDC 网络 1 上，分别创建指向 vApp 网络 2 和 vApp 网络 1 的静态路由。在组织 VDC 网络 2 上，分别

创建指向 vApp 网络 1 和 vApp 网络 2 的静态路由。

表 5‑11  组织 VDC 网络 1 的静态路由设置

指向网络的静态路由 路由名称 网络 下一跳 IP 地址 路由

vApp 网络 2 tovapp2 192.168.11.0/24 10.112.205.100 到外部网络

vApp 网络 1 tovapp1 192.168.1.0/24 192.168.0.100 在此网络内

表 5‑12  组织 VDC 网络 2 的静态路由设置

指向网络的静态路由 路由名称 网络 下一跳 IP 地址 路由

vApp 网络 1 tovapp1 192.168.1.0/24 10.112.205.101 到外部网络

vApp 网络 2 tovapp2 192.168.11.0/24 192.168.10.100 在此网络内

下一步

创建防火墙规则，允许在静态路由上传输流量。请参见第 79 页，“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添加防火墙规则”。

重置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如果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相关联的网络服务未按预期运行，您可以重置网络。网络服务包括 DHCP 设置、

防火墙设置等。

在删除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之前，请重置依赖于它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重置时，不提供任何网络服务。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并选择重置网络。

4 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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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使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和 vApp 模板

您可以查看所含网卡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连接的虚拟机的所有 vApp 和 vApp 模板的列表。但无法删除连

有 vApp 或 vApp 模板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并选择已连接的 vApp。

4 单击确定。

删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您可以删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以将其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移除。

前提条件

验证没有任何虚拟机连接到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请参见第 86 页，“查看使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vApp 和 vApp 模板”。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并选择删除。

查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IP 使用情况

您可以查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IP 池中当前正在使用的 IP 地址的列表。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并选择 IP 分配。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属性

您可以编辑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属性，包括网络名称和描述、IP 地址和 DNS 设置。

n 将 IP 地址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IP 池中第 87 页，

如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IP 地址已用尽，可在其 IP 池中添加更多地址。

n 修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和描述第 87 页，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为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指定一个更具描述性的名称

或说明。

n 修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DNS 设置第 87 页，

可以更改某些类型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DN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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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IP 地址添加到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IP 池中

如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IP 地址已用尽，可在其 IP 池中添加更多地址。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4 单击网络规范选项卡，在文本框中键入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并单击添加。

5 单击确定。

修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和描述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为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指定一个更具描述性的名称或说明。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4 键入新名称和可选描述，并单击确定。

修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DNS 设置

可以更改某些类型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的 DNS 设置。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路由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或内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双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名称以打开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3 单击组织 VDC 网络选项卡，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名称，并选择属性。

4 单击网络规范选项卡，键入新 DNS 信息，并单击确定。

管理网络池
创建网络池之后，您可以修改其名称或描述，或将其删除。根据网络池的类型，您还可以添加端口组、云隔离
网络和 VLAN ID。您无法修改或删除 VXLAN 网络池。

n 修改网络池的名称和描述第 88 页，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描述性名称或描述分配给现有网络池。

n 将端口组添加到网络池第 88 页，

您可以将端口组添加到端口组支持的网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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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将云隔离网络添加到网络池第 88 页，

您可以将云隔离网络添加到支持 VCD 网络隔离的网络池。

n 将 VLAN ID 添加到网络池第 89 页，

您可以将 VLAN ID 添加到 VLAN 支持的网络池。

n 删除网络池第 89 页，

删除网络池之后，可以将其从 vCloud Director 中移除。您无法删除 VXLAN 网络池。

修改网络池的名称和描述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描述性名称或描述分配给现有网络池。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右键单击网络池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常规选项卡中，键入新名称或描述，并单击确定。

将端口组添加到网络池

您可以将端口组添加到端口组支持的网络池。

前提条件

n 验证您是否具有由端口组支持的网络池

n 验证您在 vSphere 中是否具有可用的端口组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右键单击网络池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网络池设置选项卡中，选择端口组，单击添加，并单击确定。

将云隔离网络添加到网络池

您可以将云隔离网络添加到支持 VCD 网络隔离的网络池。

前提条件

支持 VCD 网络隔离的网络池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右键单击网络池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网络池设置选项卡中，键入 VCD 隔离网络的数量，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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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LAN ID 添加到网络池

您可以将 VLAN ID 添加到 VLAN 支持的网络池。

前提条件

验证系统是否包括以下项目：

n VLAN 支持的网络池

n vSphere 中可用的 VLAN ID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右键单击网络池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网络池设置选项卡中，键入 VLAN ID 范围，并单击添加。

4 选择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并单击确定。

删除网络池

删除网络池之后，可以将其从 vCloud Director 中移除。您无法删除 VXLAN 网络池。

前提条件

验证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n 没有任何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与该网络池相关联。

n 没有任何 vApp 使用该网络池

n 没有任何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网络使用该网络池。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网络池。

2 右键单击网络池名称，并选择删除。

3 单击是。

管理云单元
您平常主要从云单元所在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主机中管理该单元，但也可以从 vCloud Director Web 控
制台中删除云单元。

表 5‑13 列出了用于控制云单元的基本命令。

表 5‑13  云单元命令

命令 描述

service vmware-vcd start 启动单元

service vmware-vcd restart 重新启动单元

service vmware-vcd stop 停止单元

停止单元时，您可能需要向尝试使用浏览器或 vCloud API 访问该单元的用户显示维护消息。请参见第 90 页，

“启用云单元维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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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添加云单元第 90 页，

要将云单元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安装，请将 vCloud Director 软件安装在同一 vCloud Director 群集

中的其他 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主机上。

n 删除云单元第 90 页，

如果为了重新安装软件或者出于其他某种原因而要从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移除云单元，则可以删除该

单元。

n 启用云单元维护消息第 90 页，

如果要停止单元并让用户知道您正在执行维护，则可以启用维护消息。

n 禁用云单元维护消息第 91 页，

完成对单元的维护之后，准备重新启动该单元时，可以禁用维护消息。

添加云单元

要将云单元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安装，请将 vCloud Director 软件安装在同一 vCloud Director 群集中的其

他 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主机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Mware vCloud Director 安装和配置指南》。

删除云单元

如果为了重新安装软件或者出于其他某种原因而要从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移除云单元，则可以删除该单元。

如果该单元变得不可访问，则也可删除该单元。

前提条件

必须使用 service vmware-vcd stop 命令停止该单元。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云单元。

2 右键单击单元名称，并选择删除。

vCloud Director 将从其数据库中移除有关该单元的信息。

启用云单元维护消息

如果要停止单元并让用户知道您正在执行维护，则可以启用维护消息。

启用维护消息之后，尝试从浏览器登录到单元的用户将看到一条消息，指出该单元因进行维护而无法使用。尝
试使用 vCloud API 访问该单元的用户也会收到类似的消息。

步骤

1 运行 service vmware-vcd stop 命令停止单元。

2 运行 /opt/vmware/vcloud-director/bin/vmware-vcd-cell maintenance 命令。

用户无法使用浏览器或 vCloud API 访问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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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云单元维护消息

完成对单元的维护之后，准备重新启动该单元时，可以禁用维护消息。

步骤

u 对单元运行以下命令可关闭维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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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现在即可使用浏览器或 vCloud API 访问该单元。

管理服务产品
服务产品使您能够在虚拟数据中心中以服务的形式提供产品和平台。

支持以下平台和产品。

n VMware vFabric Data Director 版本 2.7

n Cloud Foundry 平台版本 1.0

要启用服务产品集成，请参见使用 vCloud API 启用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服务产品集成。

n 注册扩展第 91 页，

注册扩展以便在 vCloud Director 中提供 vFabric Data Director 或 Cloud Foundry 服务。

n 查看或修改扩展属性第 92 页，

您可以查看扩展的类型和关联的服务产品，以及修改扩展的各种属性，如名称、命名空间、用户名和密码。

n 将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关联第 92 页，

您可以将扩展服务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关联，使这些服务可供虚拟数据中心上的虚拟机使用。

n 解除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关联第 93 页，

您可以解除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关联，以便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虚拟机中移除对服务的访
问权限。

n 取消注册扩展第 93 页，

您可以取消注册扩展，以便从 vCloud Director 中移除对其服务的访问权限。

n 创建服务实例第 93 页，

创建可供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上的虚拟机使用的服务实例。

n 修改服务实例属性第 94 页，

您可以更改服务实例的各种属性，如名称、描述和参数。

n 将服务实例添加到虚拟机第 94 页，

您可以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任意服务实例添加到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虚拟机。

n 删除服务实例第 94 页，

您可以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删除服务实例。

注册扩展

注册扩展以便在 vCloud Director 中提供 vFabric Data Director 或 Cloud Foundry 服务。

前提条件

n 在 vCloud Director 中启用服务产品集成。请参见使用 vCloud API 启用和配置 vCloud Director 服务产品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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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确认您使用的是受支持版本的 vFabric Data Director 或 Cloud Foundry。请参见第 91 页，“管理服务产

品”。

n 确认您可以访问 vFabric Data Director 或 Cloud Foundry 安装的 URL 或 IP 地址。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扩展。

2 单击添加。

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扩展类型。

选项 描述

Data Director 注册 VMware vFabric Data Director 扩展。vCloud Director 支持 VMware
vFabric Data Director 版本 2.7 的服务。

Cloud Foundry 注册 Cloud Foundry 扩展。vCloud Director 支持 Cloud Foundry 平台版本
1.0 的服务。

 
4 键入扩展的命名空间。

5 键入扩展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6 键入要用于扩展的 vFabric Data Director 或 Cloud Foundry 安装的 URL 或 IP 地址。

7 键入扩展的用户名和用户密码，然后单击确定。

下一步

将扩展的服务产品与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关联。请参见第 92 页，“将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关联”。

查看或修改扩展属性

您可以查看扩展的类型和关联的服务产品，以及修改扩展的各种属性，如名称、命名空间、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扩展。

2 右键单击扩展，然后选择属性。

3 （可选） 单击常规选项卡，然后为扩展键入任意新的设置。

4 （可选） 单击服务产品选项卡，查看与扩展关联的服务产品。

5 单击确定。

将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关联

您可以将扩展服务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关联，使这些服务可供虚拟数据中心上的虚拟机使用。

前提条件

向 vCloud Director 注册扩展。请参见第 91 页，“注册扩展”。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扩展。

2 右键单击要与服务产品进行关联的扩展，然后选择关联服务产品。

3 选择要关联的服务产品，然后单击下一步。

4 选择要与服务产品进行关联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然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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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服务产品的关联情况，然后单击完成。

下一步

创建供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上的虚拟机使用的服务实例。请参见第 93 页，“创建服务实例”。

解除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关联

您可以解除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关联，以便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虚拟机中移除对服务的访问权限。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扩展。

2 右键单击要解除服务产品关联的扩展，然后选择解除服务产品的关联。

3 选择要解除关联的服务产品，然后单击下一步。

4 选择要解除服务产品关联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然后单击下一步。

5 检查服务产品的解除关联情况，然后单击完成。

取消注册扩展

您可以取消注册扩展，以便从 vCloud Director 中移除对其服务的访问权限。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扩展。

2 右键单击扩展，然后选择取消注册。

3 单击是。

创建服务实例

创建可供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上的虚拟机使用的服务实例。

前提条件

将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关联。请参见第 92 页，“将服务产品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关联”。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然后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择左侧窗格中的服务。

4 单击添加。

5 选择要用于此实例的服务产品，然后单击下一步。

6 为每个必要的服务产品参数键入参数值，然后单击下一步。

7 键入服务实例的名称和可选描述，然后单击下一步。

8 检查服务产品的配置，然后单击完成。

下一步

将服务实例添加到虚拟机。请参见第 94 页，“将服务实例添加到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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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服务实例属性

您可以更改服务实例的各种属性，如名称、描述和参数。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然后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择左侧窗格中的服务。

4 右键单击要修改的服务实例，然后选择属性。

5 （可选） 单击常规，为服务实例键入新的名称和描述。

6 （可选） 单击参数，为任意服务实例参数键入新的参数值。

7 单击确定。

将服务实例添加到虚拟机

您可以将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任意服务实例添加到该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虚拟机。

前提条件

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上创建服务实例。请参见第 93 页，“创建服务实例”。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然后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择左侧窗格中的 VM。

4 右键单击虚拟机，并选择属性。

5 单击服务选项卡。

6 选择要添加的服务实例，然后单击添加。

选择服务实例时，其参数会显示在对话框底部。

7 单击确定。

删除服务实例

您可以从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中删除服务实例。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组织 VDC。

2 右键单击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然后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择左侧窗格中的服务。

4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服务实例，然后选择删除。

5 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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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vSphere 资源 6
将 vSphere 资源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系统之后，您可以从 vCloud Director 中执行一些管理功能。您还可

以使用 vSphere Client 管理这些资源。

vSphere 资源包括 vCenter 服务器、资源池、ESX/ESXi 主机、数据存储、网络交换机和端口。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95 页，“管理 vSphere vCenter Server”

n 第 97 页，“管理 vSphere ESX/ESXi 主机”

n 第 99 页，“管理 vSphere 数据存储”

n 第 99 页，“管理无效项”

n 第 100 页，“查看资源池属性”

n 第 101 页，“查看存储策略属性”

管理 vSphere vCenter Server
将 vCenter Server 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之后，您可以修改其设置，重新连接到 vCenter Server，并将其启

用或禁用。

将 vCloud Director 注册到 vCenter Server
您可以将 vCloud Director 注册到它使用的 vCenter Server。

注册 vCloud Director 之后，它将在“vSphere Client 解决方案管理器”选项卡中显示为扩展。此外，vSphere
Client 还将为受 vCloud Director 管理的虚拟机设置管理者属性，防止使用 vSphere Client 时修改这些虚拟机。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Center。

2 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刷新。

3 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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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vCenter Server 设置

如果 vCenter Server 的连接信息已更改，或者如果要更改其名称或描述在 vCloud Director 中的显示方式，则

可以修改其设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Center。

2 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单击常规选项卡。

4 键入 vCenter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和端口号。

5 键入 vCenter Server 的用户名和密码。

6 键入 vCenter 名称。vCloud Director 使用此名称标识该 vCenter Server。

7 （可选） 键入 vCenter Server 的描述。

8 选择 vCloud Director 用于执行在 vSphere Web Client 中打开操作的 vCloud Web Client URL。

选项 描述

使用 vSphere 服务提供此 URL 如果将 vCloud Director 配置为使用 vSphere Lookup，请选择此选项。
vSphere Lookup 将为 vCloud Director 提供此 URL。

使用以下 URL 如果未将 vCloud Director 配置为使用 vSphere Lookup，请选择此选项。键
入所选 vCenter Server 的 vSphere Web Client URL。

 
9 单击确定。

重新连接 vCenter Server
如果 vCloud Director 已失去与 vCenter Server 的连接，或者您已更改连接设置，则可以尝试重新连接。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Center。

2 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重新连接 vCenter。

3 阅读信息性消息，并单击是以确认。

启用或禁用 vCenter Server
您可以禁用 vCenter Server 以执行维护操作。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Center。

2 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禁用或启用。

3 单击是。

移除 vCenter Server
您可以移除 vCenter Server，以阻止 vCloud Director 使用其资源。

前提条件

移除 vCenter Server 之前，必须先禁用它，并删除使用其资源池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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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Center。

2 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分离。

3 单击是。

准备并升级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 vCenter Server
升级附加到 vCloud director 的 vCenter Server 之前，必须通过在 vCloud Director 中禁用 vCenter Server 以
准备服务器。

熟悉 vSphere 升级文档。

步骤

1 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Center。

2 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禁用。

3 单击是。

4 升级 vCenter Server。

5 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启用。

6 单击是。

7 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刷新以刷新 vCenter Server 系统的注册信息。

修改 vShield 设置

如果 vCenter Server 的 vShield 连接设置已更改，或者如果需要使用不同的 vShield 实例，则可以修改其设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Center。

2 右键单击 vCenter Server 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 vShield 选项卡中，键入新设置，并单击确定。

管理 vSphere ESX/ESXi 主机
您可以准备主机，使其与 vCloud Director 结合使用，或者启用或禁用主机、升级和修复主机。

启用或禁用 ESX/ESXi 主机

您可以禁用主机，以防止 vApp 在该主机中启动。已在该主机上运行的虚拟机不受影响。

要在主机上执行维护操作，请迁移该主机的所有 vApp 或者停止所有 vApp，然后禁用该主机。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主机。

2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启用主机或禁用主机。

vCloud Director 将为使用其资源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启用或禁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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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虚拟机从一台 ESX/ESXi 主机移至另一台主机

您可以将一台 ESX/ESXi 主机中的所有虚拟机迁移至同一群集中的其他主机。如果要取消准备主机，或者要在

不影响正在运行的虚拟机的前提下维护主机，此功能十分有用。

前提条件

禁用主机。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主机。

2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重新部署所有 VM。

3 单击是。

vCloud Director 将使主机进入维护模式，并将其所有虚拟机移至同一群集的其他主机中。

准备或取消准备 ESX/ESXi 主机

将 ESX/ESXi 主机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 使用的 vSphere 群集时，您必须先准备主机，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

才能使用其资源。您可以取消准备主机，使它在 vCloud Director 环境中不可用。

有关将虚拟机从一台主机移至另一台主机的信息，请参见第 98 页，“将虚拟机从一台 ESX/ESXi 主机移至另一

台主机”。

您无法准备处于锁定模式的主机。准备主机之后，您可以启用锁定模式。

前提条件

禁用主机，并确保该主机上没有任何虚拟机在运行。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主机。

2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准备主机或取消准备主机。

3 如果您正在准备主机，请键入用户名和密码，并单击确定。

vCloud Director 将为使用其资源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准备或取消准备主机。

升级 ESX/ESXi 主机代理

vCloud Director 将代理软件安装在该安装的每个 ESX/ESXi 主机上。如果升级 ESX/ESXi 主机，则还需要升级

ESX/ESXi 主机代理。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主机。

2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升级主机。

修复 ESX/ESXi 主机

如果无法连接 ESX/ESXi 主机上的 vCloud Director 代理，请尝试修复主机。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主机。

2 右键单击主机名称，并选择修复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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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vSphere 数据存储
您可以在 vCloud Director 系统中启用或禁用 vSphere 数据存储，为数据存储配置磁盘空间不足警告，以及从

vCloud Director 系统中移除数据存储。

启用或禁用数据存储

可以启用或禁用已添加到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数据存储。您必须先禁用数据存储，然后才能从 vCloud Director
中移除它。

禁用数据存储之后，您无法启动与数据存储相关联的 vApp，亦无法在数据存储中创建 vApp。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数据存储。

2 右键单击数据存储名称，并选择启用或禁用。

vCloud Director 将为使用其资源的所有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启用或禁用数据存储。

为数据存储配置磁盘空间不足警告

您可以配置数据存储的磁盘空间不足警告，当数据存储达到可用容量的特定阈值时，您将从 vCloud Director
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这些警告将提醒您磁盘空间过低，避免出现问题。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数据存储。

2 右键单击数据存储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数据存储的磁盘空间阈值。

您可以设置两个阈值，黄色和红色。当 vCloud Director 发送警示电子邮件时，邮件将指出哪个阈值已超过。

4 单击确定。

当数据存储超过阈值时，vCloud Director 将发送警示电子邮件。

启用 VAAI 以在数据存储上快速置备

针对快速置备启用 VAAI 允许将克隆操作转移到兼容的 NAS 阵列。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数据存储。

2 右键单击数据存储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针对快速置备启用 VAAI。

4 单击确定。

管理无效项
如果删除 vCloud Director 中的某个对象，且该对象也存在于 vSphere 中，则 vCloud Director 将尝试从 vSphere
中删除该对象。在某些情况下，vCloud Director 可能无法删除 vSphere 中的对象。此时，该对象将变为无效。

您可以查看无效项列表，并再次尝试删除，也可以使用 vSphere Client 删除 vSphere 中的无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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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无效项

您可以删除无效项，以便尝试从 vSphere 中移除已从 vCloud Director 中删除的对象。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无效项。

2 右键单击无效项，并选择删除。

3 单击是。

vCloud Director 尝试从 vSphere 中删除无效项。

4 刷新页面内容。

如果删除操作成功，则 vCloud Director 将从无效项列表中移除该项目。

下一步

如果删除操作不成功，则可以强制删除该项目。请参见第 100 页，“强制删除无效项”。

强制删除无效项

如果 vCloud Director 无法删除无效项，您可以强制删除，以将其从无效项列表中移除。该无效项仍会存在于

vSphere 中。

在强制删除无效项之前，请先尝试将其删除。请参见第 100 页，“删除无效项”。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无效项。

2 右键单击无效项，并选择强制删除。

3 单击是。

vCloud Director 会将该项从无效项列表中移除。

查看资源池属性
可以查看资源池属性，如可用于资源池的内存预留和数据存储。

步骤

1 在管理与监控选项卡上，单击资源池。

2 右键单击该资源池，然后单击属性。

vCloud Director 显示以下资源池属性。

表 6‑1  资源池属性

属性 描述

名称 资源池的名称。

内存预留(已使用/总数) 已使用的资源池内存预留和总数（以 MB 为单位）。

CPU 预留(已使用/总数) 已使用的资源池内存预留和总数（以 MHz 为单位）。

数据存储 可用于资源池的每个数据存储的名称。

类型 可用于资源池的每个数据存储的类型。

已连接 已连接哪些可用于资源池的数据存储。绿色对钩标记表示数
据存储已连接。红色 X 表示数据存储已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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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资源池属性 （续）

属性 描述

容量(已使用/总数) 可用于资源池的每个数据存储的已使用容量和总容量。

% 已使用 当前正在使用的每个数据存储的百分比。

查看存储策略属性
可以查看存储策略的数据存储和数据存储群集。

步骤

1 在管理与监控选项卡上，单击存储策略。

2 右键单击该存储策略，然后单击属性。

vCloud Director 显示存储策略的数据存储和数据存储群集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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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织 7
创建组织之后，您可以修改其属性，将其启用、禁用或删除。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03 页，“启用或禁用组织”

n 第 103 页，“删除组织”

n 第 104 页，“将目录添加到组织”

n 第 104 页，“编辑组织属性”

n 第 108 页，“管理组织资源”

n 第 108 页，“管理组织 vApp 和虚拟机”

启用或禁用组织
禁用组织可以防止用户登录到该组织，并终止当前登录的用户的会话。正在组织中运行的 vApp 将继续运行。

即使禁用组织之后，系统管理员仍可分配资源和添加网络等。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启用或禁用。

删除组织
删除组织会将其从 vCloud Director 中永久移除。

前提条件

删除组织之前，必须禁用该组织并删除组织中的所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模板、媒体文件和 vApp。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删除。

3 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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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录添加到组织
可以将目录添加到组织，以包含其上载和导入的 vApp 模板和媒体文件。组织可以有多个目录，并且可以分别

控制对每个目录的访问。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具有要在其中创建目录的组织。

步骤

1 单击主页选项卡，然后单击向组织添加一个目录。

2 选择组织名称，并单击下一步。

3 键入目录名称和可选描述，并单击下一步。

4 选择发布选项，并单击下一步。

选项 描述

请勿向其他组织发布此目录 添加到该目录的项目只能在组织内部使用。

向所有组织发布 添加到该目录的项目对 vCloud Director 安装中的所有组织均可用。每个组织
的管理员均可选择为其用户提供哪些目录项。

 
5 检查目录设置，并单击完成。

编辑组织属性
您可以编辑现有组织的属性，包括组织名称和描述、LDAP 选项、目录发布策略、电子邮件首选项以及存储和

处理限制。

n 修改组织名称第 105 页，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描述性名称分配给现有组织。

n 修改组织的全名和描述第 105 页，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描述性全名或描述分配给现有组织。

n 修改组织的 LDAP 选项第 105 页，

您可以使用 LDAP 服务提供要导入组织的用户和组的目录。如果未指定 LDAP 服务，则您必须为组织中

的每个用户创建一个用户帐户。LDAP 选项只能由系统管理员设置，并且不能由组织管理员修改。

n 修改组织目录共享、发布和订阅策略第 106 页，

目录为组织用户提供了可用于创建 vApp 并在虚拟机中安装应用程序的 vApp 模板和媒体的若干目录。

目录可以在 vCloud Director 的不同实例中的组织之间共享，在 vCloud Director 的同一实例中的组织之

间共享，或者仅保持可在主机组织内部访问。

n 修改组织的电子邮件首选项第 106 页，

vCloud Director 需要使用 SMTP 服务器向用户发送通知和系统警示电子邮件。创建组织时，您可以修改

指定的设置。

n 修改组织租约、配额和限制设置第 107 页，

租约、配额和限制将约束组织用户消耗存储资源和处理资源的能力。您可以修改这些设置，防止用户耗
尽或独占组织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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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组织名称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描述性名称分配给现有组织。

前提条件

在可以将组织重命名之前，您必须禁用该组织。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常规选项卡中，键入新组织名称，并单击确定。

内部组织的 URL 将会更改，以反映新名称。

修改组织的全名和描述

随着 vCloud Director 安装的增加，您可能需要将更多描述性全名或描述分配给现有组织。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在常规选项卡中，键入新全名或描述，并单击确定。

修改组织的 LDAP 选项

您可以使用 LDAP 服务提供要导入组织的用户和组的目录。如果未指定 LDAP 服务，则您必须为组织中的每

个用户创建一个用户帐户。LDAP 选项只能由系统管理员设置，并且不能由组织管理员修改。

有关输入自定义 LDAP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21 页，“配置系统 LDAP 设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单击 LDAP 选项选项卡。

4 选择组织用户的新源。

选项 描述

不使用 LDAP 组织管理员可为组织中的每个用户创建一个本地用户帐户。如果选中此选项，
则无法创建组。

VCD 系统 LDAP 服务 使用 vCloud Director 系统的 LDAP 服务作为组织用户和组的源。

自定义 LDAP 服务 将组织连接到自身的专用 LDAP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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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您的选项所需的任何其他信息。

选项 操作

不使用 LDAP 单击确定。

VCD 系统 LDAP 服务 （可选）键入组织单位 (OU) 的可分辨名称，以限制可导入组织的用户，并单
击确定。如果未输入任何内容，则您可以将系统 LDAP 服务中的所有用户导
入组织。

注意   指定 OU 时，不会限制可以导入的 LDAP 组。您可以从系统 LDAP 根
中导入任何 LDAP 组。但是，只有那些同时位于 OU 和已导入组中的用户才
能登录到组织。

自定义 LDAP 服务 单击自定义 LDAP 选项卡，键入组织的自定义 LDAP 设置，并单击确定。
 

只有当前会话的高速缓存过期或者注销并再次登录之后，当前登录的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才能使用已修改
的 LDAP 选项导入用户和组。

修改组织目录共享、发布和订阅策略

目录为组织用户提供了可用于创建 vApp 并在虚拟机中安装应用程序的 vApp 模板和媒体的若干目录。目录可

以在 vCloud Director 的不同实例中的组织之间共享，在 vCloud Director 的同一实例中的组织之间共享，或者

仅保持可在主机组织内部访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单击目录选项卡。

4 选择目录发布选项，并单击确定。

选项 描述

无法发布目录 组织管理员无法为组织以外的用户发布任何目录。

允许向所有组织发布目录 组织管理员可以为所有组织中的用户发布目录。
 

5 设置组织目录策略。

选项 描述

允许与其他组织共享目录 允许组织管理员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中的其他组织共享此组织的目录。

如果未选择此选项，组织管理员仍将能够在组织内部共享目录。

允许创建外部组织占用的目录源 允许组织管理员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外部的组织共享此组织的目录。

允许订阅外部目录源 允许组织管理员从此 vCloud Director 实例外部为此组织订阅目录源。
 

6 单击确定。

修改组织的电子邮件首选项

vCloud Director 需要使用 SMTP 服务器向用户发送通知和系统警示电子邮件。创建组织时，您可以修改指定

的设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单击电子邮件首选项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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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SMTP 服务器选项。

选项 描述

使用系统默认 SMTP 服务器 组织将使用系统 SMTP 服务器。

设置组织 SMTP 服务器 组织将使用自身的 SMTP 服务器。如果选中此选项，请键入 SMTP 服务器的
DNS 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和端口号。（可选）选中需要身份验证复选框，并
键入用户名和密码。

 
5 选择通知设置选项。

选项 描述

使用系统默认通知设置 组织将使用系统通知设置。

设置组织通知设置 组织将使用其自身的通知设置。如果选中此选项，请键入显示为组织电子邮
件的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键入用作组织电子邮件主题前 的文本，并选
择组织电子邮件的收件人。

 
6 （可选） 键入目标电子邮件地址，并单击测试电子邮件设置，以验证所有 SMTP 服务器设置是否已按预期

配置。

7 单击确定。

修改组织租约、配额和限制设置

租约、配额和限制将约束组织用户消耗存储资源和处理资源的能力。您可以修改这些设置，防止用户耗尽或独
占组织的资源。

有关租约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3 页，“了解租约”。

租约通过指定 vApp 可以运行的 长时间以及 vApp 和 vApp 模板可以存储的 长时间，来控制组织的存储资

源和计算资源。此外，您还可以指定当 vApp 和 vApp 模板的存储租约过期时执行何种操作。

配额将确定组织中的每个用户可以在组织的虚拟数据中心内存储并启动多少个虚拟机。对于添加到组织的所有
新用户而言，您指定的配额将成为默认值。

某些 vCloud Director 操作（例如，复制和移动）比其他操作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限制可以防止很耗资源的

操作影响组织中的所有用户，还可以防御拒绝服务攻击。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属性。

3 单击策略选项卡。

4 选择 vApp 和 vApp 模板的租约选项。

5 为正在运行的和已存储的虚拟机选择配额。

在用户级别设置的配额将取代在组织级别设置的配额。

6 为资源密集型操作选择限制。

只有系统管理员可以设置限制。

7 选择每个虚拟机的同时连接数，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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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织资源
vCloud Director 组织可为一个或多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获取其资源。如果一个组织需要更多资源，则可以添加

新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也可以修改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通过移除或修改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您可以将资
源从组织中移除。

有关添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48 页，“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有关移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信息，请参见第 54 页，“删除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有关修改现有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用资源的信息，请参见第 55 页，“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分配模型设置”

和第 56 页，“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存储设置”。

管理组织 vApp 和虚拟机
有些与管理组织 vApp 和虚拟机相关的任务只能由系统管理员执行。例如，系统管理员可以将 vSphere 虚拟机

添加到现有 vApp 中，基于 vSphere 虚拟机创建 vApp，以及将 vApp 置于维护模式。

有关在组织中使用 vApp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Mware vCloud Director 用户指南》。

将 vSphere 虚拟机添加到 vApp
系统管理员可以将 vSphere 虚拟机导入到现有 vCloud Director vApp 中。

前提条件

您必须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且包含该 vApp 的组织必须具有可用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App。

4 右键单击 vApp 名称，并选择打开。

5 在虚拟机选项卡中，单击“操作”按钮，并选择从 vSphere 导入。

6 选择 vCenter Server 和虚拟机。

7 键入虚拟机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8 选择是复制还是移动源虚拟机。

9 单击确定。

创建基于 vSphere 虚拟机的 vApp
系统管理员可以将 vSphere 虚拟机作为 vCloud Director vApp 导入组织。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且该组织是否具有可用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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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从 vSphere 导入。

5 选择 vCenter Server 和虚拟机。

6 键入 vApp 的名称和可选描述，并选择目标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7 选择是复制还是移动源虚拟机。

8 单击确定。

将 vApp 置于维护模式

系统管理员可以将 vApp 置于维护模式，以防止非管理员用户更改 vApp 的状态。例如，这在要使用第三方备

份解决方案备份 vApp 时十分有用。

当 vApp 处于维护模式时，非系统管理员用户无法执行任何修改 vApp 或其虚拟机的状态的操作。他们可以查

看有关 vApp 及其虚拟机的信息，并访问虚拟机控制台。

将 vApp 置于维护模式之后，不会影响任何涉及 vApp 并且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

前提条件

您必须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App。

4 右键单击 vApp 名称，并选择进入维护模式。

5 单击是。

vApp 的状态将变为处于维护模式。选择退出维护模式之前，vApp 将始终处于维护模式。

强制停止正在运行的 vApp
当组织用户无法停止正在运行的 vApp 时，系统管理员可以强制执行此操作。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无法停止正在运行的 vApp。如果停止 vApp 的传统方法失败，则您可以强制停止

vApp，以避免用户付费。

强制停止 vApp 之后，vApp 仍会消耗 vSphere 中的资源。在 vCloud Director 中强制停止 vApp 之后，使用

vSphere Client 检查 vApp 在 vSphere 中的状态，并执行必要的操作。

前提条件

您必须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vApp。

4 右键单击正在运行的 vApp，并选择强制停止。

5 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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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快速置备

快速置备可为虚拟机置备操作使用链接克隆，从而帮助您节省时间。

链接克隆是虚拟机的副本，它使用与原始虚拟机相同的基础磁盘，并且有一个增量磁盘链用于跟踪原始虚拟机
与克隆虚拟机之间的差异。如果禁用快速置备，则所有置备操作均会产生完整克隆。

链接克隆必须与原始虚拟机位于相同的 vCenter 数据中心或数据存储中，因此 vCloud Director 将为与 vApp
模板相关联的虚拟机创建影子虚拟机，以支持跨 vCenter 数据中心和数据存储创建链接克隆。影子虚拟机是与

原始虚拟机一模一样的副本。影子虚拟机是在创建链接克隆的数据中心和数据存储上创建的。您可以查看与模
板虚拟机相关联的影子虚拟机的列表。请参见第 110 页，“查看与 vApp 模板关联的影子虚拟机”。

默认情况下，快速置备在组织虚拟数据中心上处于启用状态。快速置备需要 vCenter 5.0 和 ESXi 5.0 主机。如

果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所基于的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包含 ESX/ESXi 4.x 主机，则必须禁用快速置备。请参见第 56
页，“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存储设置”。

查看与 vApp 模板关联的影子虚拟机

影子虚拟机支持跨 vCenter 数据中心和数据存储创建与 vApp 模板相关联的虚拟机的链接克隆。

影子虚拟机是指 vCloud Director 在创建链接克隆的数据中心和数据存储上创建的与原始虚拟机一模一样的副

本。请参见第 110 页，“虚拟机快速置备”。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目录。

4 在 vApp 模板选项卡上，双击 vApp 模板将其打开。

5 单击影子 VM 选项卡。

vCloud Director 将显示与该 vApp 模板相关联的影子虚拟机的列表。此列表包括每个影子虚拟机在 vCenter
中的名称、每个影子虚拟机所在的数据存储，以及影子虚拟机所属的 vCenter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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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管理员和角色 8
您可以单独将系统管理员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也可以将其作为 LDAP 组的一部分添加。您还可以添加并

修改决定用户在其组织内所拥有权限的角色。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11 页，“添加系统管理员”

n 第 112 页，“导入系统管理员”

n 第 112 页，“启用或禁用系统管理员”

n 第 112 页，“删除系统管理员”

n 第 113 页，“编辑系统管理员的配置文件和联系信息”

n 第 113 页，“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n 第 113 页，“删除已失去系统访问权的系统管理员”

n 第 113 页，“导入组”

n 第 114 页，“删除 LDAP 组”

n 第 114 页，“查看组属性”

n 第 114 页，“角色和权限”

添加系统管理员
通过创建系统管理员帐户，您可以将系统管理员添加到 vCloud Director。系统管理员对 vCloud Director 及其

所有组织具有完全权限。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用户。

2 单击新建。

3 键入新用户的帐户信息，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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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系统管理员
要添加具有系统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则可以将 LDAP 用户或 vCenter Single Sign On 用户作为系统管理员导

入。系统管理员对 vCloud Director 及其所有组织具有完全权限。

前提条件

验证您与 LDAP 服务器之间存在有效的连接或者已经启用 vCenter Single Sign On。请参见第 127 页，“配置

vCloud Director 以使用 vCenter Single Sign On”。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用户。

2 单击导入用户。

3 选择从中导入用户的源。

如果您只配置了 LDAP 服务器或 vCenter Single Sign On，则源为只读。

选项 描述

LDAP 从 LDAP 服务器导入用户。

a 在该文本框中键入全称或部分名称，并单击搜索用户。

b 选择要导入的用户，并单击添加。

vSphere SSO 从 vCenter Single Sign On 导入用户。键入要导入的用户的用户名，然后单
击添加。导入的用户名必须包括域名（例如，user@domain.com). 使用回车
分隔多个用户。

 
4 单击确定。

启用或禁用系统管理员
您可以禁用系统管理员用户，以阻止该用户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要删除系统管理员，则必须先禁用其帐户。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用户。

2 右键单击用户名，并选择启用帐户或禁用帐户。

删除系统管理员
通过删除系统管理员的帐户，您可以从 vCloud Director 系统中移除系统管理员。

前提条件

禁用系统管理员帐户。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用户。

2 右键单击用户名，并选择删除。

3 单击是。

vCloud Director 管理员指南

112  VMware, Inc.



编辑系统管理员的配置文件和联系信息
您可以更改系统管理员帐户的密码和联系信息。

您只能编辑本地用户的帐户信息。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用户。

2 右键单击用户名，并选择属性。

3 键入用户帐户的新信息，并单击确定。

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您可以向整个安装中的所有用户、所有系统管理员或所有组织管理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例如，可以用电子邮
件来提醒用户即将开始系统维护。

前提条件

验证您已有效连接到 SMTP 服务器。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用户。

2 单击通知。

3 选择收件人。

4 键入电子邮件的主题和消息，并单击发送电子邮件。

删除已失去系统访问权的系统管理员
您可以查看因 LDAP 组从 vCloud Director 中删除而导致失去对系统的访问权的用户帐户列表。您可以决定是

否将该用户重新添加到系统，然后从失连用户中删除该用户。

要添加因删除 LDAP 组而从系统中错误移除的用户，请参见第 111 页，“添加系统管理员”和第 112 页，“导

入系统管理员”。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失连用户。

2 右键单击用户名，并选择删除用户。

导入组
要添加具有系统管理员权限的一组用户，则可以将 LDAP 组或 vCenter Single Sign On 组作为系统管理员导

入。系统管理员对 vCloud Director 及其所有组织具有完全权限。

前提条件

验证您与 LDAP 服务器之间存在有效的连接或者已经启用 vCenter Single Sign On。请参见第 127 页，“配置

vCloud Director 以使用 vCenter Single Sign On”。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

2 单击导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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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导入的源。

如果您只配置了 LDAP 服务器或 vCenter Single Sign On，则源为只读。

选项 描述

LDAP 从 LDAP 服务器导入组。

a 在该文本框中键入全称或部分名称，并单击搜索组。

b 选择要导入的组，并单击添加。

vSphere SSO 从 vCenter Single Sign On 导入组。键入一个或多个组名称，然后单击添加。
使用回车分隔多个组。

 
4 单击确定。

删除 LDAP 组
通过删除系统管理员的 LDAP 组，您可以从 vCloud Director 系统中移除一组系统管理员。

删除 LDAP 组之后，那些仅凭其在该组中的成员资格而拥有 vCloud Director 帐户的用户将变为无效用户且无

法登录。请参见第 113 页，“删除已失去系统访问权的系统管理员”。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

2 右键单击组名称，并选择删除。

3 单击是以确认删除。

查看组属性
可查看组属性，如组的名称、角色和组织。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

2 右键单击组名称，并选择属性。

此时将显示组的属性。

角色和权限
vCloud Director 可使用角色和权限来确定用户可以在组织中执行哪些操作。vCloud Director 包括许多预定义

的角色和特定权限。

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必须为每个用户或组分配一个角色。同一名用户在不同的组织中可以具有不同的角色。
系统管理员还可以创建角色并修改现有角色。

有关预定义的角色及其权限的信息，请参见第 133 页，“预定义角色及其权限”。

n 创建角色第 115 页，

如果现有角色无法满足您的需求，则您可以创建角色，并为该角色分配权限。创建角色之后，它将可用
于系统中的所有组织。

n 复制角色第 115 页，

要根据现有角色创建角色，则可以复制角色并修改其权限。

n 编辑角色第 115 页，

您可以修改角色的名称、描述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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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删除角色第 115 页，

您可以从系统中删除角色。您无法删除系统管理员角色或正在使用的角色。

创建角色

如果现有角色无法满足您的需求，则您可以创建角色，并为该角色分配权限。创建角色之后，它将可用于系统
中的所有组织。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角色。

2 单击新建。

3 键入角色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4 为角色选择权限，并单击确定。

复制角色

要根据现有角色创建角色，则可以复制角色并修改其权限。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角色。

2 右键单击角色，并选择复制到。

3 键入角色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4 为角色选择权限，并单击确定。

编辑角色

您可以修改角色的名称、描述和权限。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角色。

2 右键单击角色，并选择属性。

3 编辑角色的名称和可选描述。

4 选择角色的新权限，并单击确定。

对于当前已登录的用户，直到当前会话的高速缓存过期或者他们注销并再次登录之后，其角色更改才会生效。

删除角色

您可以从系统中删除角色。您无法删除系统管理员角色或正在使用的角色。

前提条件

将新角色分配给含有您要删除角色的所有用户。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角色。

2 右键单击角色，并选择删除。

3 单击是以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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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设置 9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可以控制整个系统范围内与 LDAP、电子邮件通知、许可和常规系统首选项相关的

设置。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17 页，“修改常规系统设置”

n 第 117 页，“常规系统设置”

n 第 118 页，“编辑系统电子邮件设置”

n 第 119 页，“配置阻塞任务和通知”

n 第 121 页，“配置系统 LDAP 设置”

n 第 124 页，“自定义 vCloud Director 客户端用户界面”

n 第 125 页，“配置公用地址”

n 第 126 页，“配置帐户锁定策略”

n 第 127 页，“配置 vCloud Director 以使用 vCenter Single Sign On”

修改常规系统设置
vCloud Director 提供了许多与登录策略和会话超时等相关的常规系统设置。默认设置适用于许多环境，但您也

可以进行修改，满足您的具体需求。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7 页，“常规系统设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常规。

2 修改这些设置，然后单击应用。

常规系统设置
vCloud Director 包括常规系统设置，您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表 9‑1  常规系统设置

名称 类别 描述

同步开始时间 LDAP 同步 一天中启动 LDAP 同步的时间。

同步间隔 LDAP 同步 LDAP 同步之间的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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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常规系统设置 （续）

名称 类别 描述

要保留的活动日志历史记录 活动日志 日志历史记录删除之前要保留的天数。

键入 0 将永不删除日志。

显示的活动日志历史记录 活动日志 要显示的日志历史记录天数。

键入 0 将显示所有活动。

显示调试信息 活动日志 启用此设置之后，可在 vCloud Director 任务日志中显示调
试信息。

IP 地址释放超时 网络 指定在将已释放 IP 地址提供出来以便再次进行分配之前保
留的秒数。此默认设置为 2 小时（7200 秒），以便使客户
端 ARP 表中的旧实体过期。

允许与外部网络重叠 网络 选中此复选框可添加运行在相同网段上的外部网络。

仅在使用非基于 VLAN 的方法来隔离外部网络时，才启用
此设置。

网络的默认系统日志服务器设置 网络 键入 多供网络两个系统日志服务器使用的 IP 地址。此设
置不适用于云单元使用的系统日志服务器。

提供者区域设置 本地化 选择提供者活动的区域设置，其中包括日志条目和警示电
子邮件等。

空闲会话超时 超时时间 vCloud Director 应用程序在没有用户交互的情况下保持活
动状态的时间。

会话超时上限 超时时间 vCloud Director 应用程序保持活动状态的时间上限。

主机刷新频率 超时时间 vCloud Director 检查其 ESX/ESXi 主机是否可访问的频率。

主机挂起超时 超时时间 选择将主机标记为挂起之前等待的时间。

传输会话超时 超时时间 在将已暂停或已取消的上载任务（例如，上载媒体或上载
vApp 模板）处理为失败之前等待的时间。此超时不会影
响正在进行的上载任务。

启用上载隔离，超时限制为__秒 超时时间 选中此复选框并输入表示隔离上载文件的超时时间数。

验证 vCenter 和 vSphere SSO 证书 证书 选中该复选框后，仅允许 vCloud Director 与受信任的
vCenter Server 通信。单击浏览，查找 JCEKS 密钥存储并
键入密钥存储密码。

验证 vShield Manager 证书 证书 选中该复选框后，仅允许 vCloud Director 与 vShield
Manager 的受信任实例通信。单击浏览，查找 JCEKS 密钥
存储并键入密钥存储密码。

提供默认的 vApp 名称 其他 选中该复选框后，可配置 vCloud Director 以提供新的
vApp 的默认名称。

启用弹性分配池 其他 选中该复选框，可启用弹性分配池，从而可以使所有分配
池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性质变为弹性。在取消选中该选项
之前，请确保每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所有虚拟机都已迁
移到单个群集。

编辑系统电子邮件设置
您可以编辑系统电子邮件设置，包括 SMTP 和通知设置。

n 配置 SMTP 设置第 119 页，

vCloud Director 需要使用 SMTP 服务器向系统用户发送通知和系统警示电子邮件。组织可以使用系统

SMTP 设置，也可以使用自定义 SMT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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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配置系统通知设置第 119 页，

vCloud Director 可在有重要信息报告时发送警示电子邮件。例如，当数据存储即将用完空间时，vCloud
Director 将发送警示。您可以配置 vCloud Director，使其向所有系统管理员或电子邮件地址的指定列表

发送警示电子邮件。

配置 SMTP 设置

vCloud Director 需要使用 SMTP 服务器向系统用户发送通知和系统警示电子邮件。组织可以使用系统 SMTP
设置，也可以使用自定义 SMTP 设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电子邮件。

2 键入 SMTP 邮件服务器的 DNS 主机名或 IP 地址。

3 键入 SM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4 （可选） 如果 SMTP 服务器需要用户名，请选中需要身份验证复选框，然后键入 SMTP 帐户的用户名和

密码。

5 键入将显示为 vCloud Director 电子邮件的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vCloud Director 使用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运行时租约和存储租约的过期警示。

6 键入要用作 vCloud Director 电子邮件的主题前 的文本。

7 （可选） 键入目标电子邮件地址，以测试 SMTP 设置，并单击测试 SMTP 设置。

8 单击应用。

配置系统通知设置

vCloud Director 可在有重要信息报告时发送警示电子邮件。例如，当数据存储即将用完空间时，vCloud Director
将发送警示。您可以配置 vCloud Director，使其向所有系统管理员或电子邮件地址的指定列表发送警示电子邮

件。

组织可以使用系统通知设置，也可以使用自定义通知设置。

前提条件

有效的 SMTP 服务器连接。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电子邮件。

2 选择系统警示电子邮件的收件人，并单击应用。

配置阻塞任务和通知
阻塞任务和通知允许系统管理员配置 vCloud Director 发送由某些事件触发的 AMQP 消息。

有些消息仅仅是已发生事件的通知。这些消息称为通知。其他消息向指定的 AMQP 端点发布信息，指出绑定

到该端点的客户端程序已将请求的操作阻塞为挂起操作，这些消息称为阻塞任务。

系统管理员可以配置一组系统范围内的阻塞任务，具体取决于 AMQP 客户端的编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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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AMQP 代理

如果需要 vCloud Director 发送由某些事件触发的 AMQP 消息，则必须配置 AMQP 代理。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阻塞任务。

2 单击设置选项卡。

3 键入 AMQP 主机的 DNS 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

键入 AMQP 端口。

默认端口为 5672。

4 键入交换。

5 键入 vHost。

6 要使用 SSL，请选中 SSL 复选框，并选择证书选项之一。

选项 操作

接受所有证书 选中此复选框。

SSL 证书 单击浏览查找 SSL 证书。

SSL Keystore 单击浏览查找 SSL keystore。键入 keystore 密码。
 
来自证书所有者字段的 CN 记录必须与 AMQP 代理主机名匹配。要使用与代理主机名不匹配的用户证书，

请选择接受所有证书。

7 键入用于连接到 AMQP 主机的用户名和密码。

8 单击测试 AMQP 连接以测试设置。

9 单击应用。

10 （可选） 选中页面顶部的启用通知复选框，以便将审计事件发布到 AMQP 代理。

配置阻塞任务设置

您可以为阻塞任务指定状态文本、超时设置和默认操作。该设置适用于安装中的所有组织。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阻塞任务。

2 单击设置选项卡。

3 选择默认扩展超时。

4 选择默认超时操作。

5 单击应用。

启用阻塞任务

您可以配置要为阻塞任务启用的某些任务。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阻塞任务。

2 单击阻塞任务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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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为阻塞扩展启用的任务

4 单击应用。

配置系统 LDAP 设置
您可以将 vCloud Director 配置为针对 LDAP 服务器创建用户帐户和验证用户凭据。不用手动创建用户帐户，

您可以通过将安装指向 LDAP 服务器来导入 LDAP 用户和组。

将 vCloud Director 连接到 LDAP 服务器之后，您可以从 LDAP 目录中的组和用户导入系统管理员。您还可以

使用系统 LDAP 设置将用户和组导入到组织，或者为每个组织指定单独的 LDAP 设置。只有当您将 LDAP 用
户导入到系统或组织之后，LDAP 用户才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已导入的 LDAP 用户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时，vCloud Director 将根据 LDAP 目录检查用户的凭据。如果

接受了凭据，vCloud Director 将创建一个用户帐户并将该用户登录到系统。

vCloud Director 不支持在分层结构域中使用 LDAP 身份验证。

vCloud Director 无法修改 LDAP 目录中的信息。您只能在 LDAP 目录中添加、删除或修改 LDAP 用户或组。

您可以控制 vCloud Director 将用户和组信息与 LDAP 目录同步的频率。

LDAP 支持

vCloud Director 支持操作系统、LDAP 服务器和身份验证方法的各种组合。

表 9‑2 显示 vCloud Director 支持的列表。

表 9‑2  受支持的操作系统、LDAP 服务器和身份验证方法组合

操作系统 LDAP 服务器 身份验证方法

Windows 2003 Active Directory 简单

Windows 2003 Active Directory 简单 SSL

Windows 2003 Active Directory Kerberos

Windows 2003 Active Directory Kerberos SSL

Windows 2008 Active Directory 简单

Windows 7 (2008 R2) Active Directory 简单

Windows 7 (2008 R2) Active Directory 简单 SSL

Windows 7 (2008 R2) Active Directory Kerberos

Windows 7 (2008 R2) Active Directory Kerberos SSL

Linux OpenLDAP 简单

Linux OpenLDAP 简单 SSL

配置 LDAP 连接

您可以配置 LDAP 连接，以便为 vCloud Director 及其组织提供对 LDAP 服务器中的用户和组的访问权限。

前提条件

若要使用 Kerberos 作为身份验证方法，则必须添加领域。请参见第 122 页，“添加 Kerberos 领域”。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L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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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入 LDAP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对于 Kerberos 身份验证，请使用完全限定域名 (FQDN)。

3 键入端口号。

对于 LDAP，默认端口号为 389。对于使用 SSL 的 LDAP (LDAPS)，默认端口号为 636。

4 键入基本可分辨名称 (DN)。

基本 DN 是 LDAP 目录中 vCloud Director 将连接的位置。VMware 建议在根目录位置进行连接。只要键

入域组件即可，例如 DC=example, DC=com。

要连接到树中的节点，请键入该节点的可分辨名称，例如 OU=ServiceDirector, DC=example, DC=com。连

接到节点可限制 vCloud Director 可用的目录范围。

5 选中“SSL”复选框以使用 LDAPS，并选择证书选项之一。

选项 操作

接受所有证书 选中此复选框。

SSL 证书 单击浏览查找 SSL 证书。

SSL Keystore 单击浏览查找 SSL keystore。键入并确认 keystore 密码。
 

6 选择身份验证方法。

选项 描述

简单 简单的身份验证是指向 LDAP 服务器发送用户的 DN 和密码。如果正在使用
LDAP，则 LDAP 密码将以明文形式在网络中发送。

Kerberos Kerberos 发出身份验证票证来证明用户的身份。如果您选择 Kerberos，则必
须选择领域。

 
7 键入用于连接到 LDAP 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对 LDAP 服务器启用了匿名读取支持，则可以将这些文本框留空。

身份验证方法 用户名描述

简单 键入完整的 LDAP DN。

Kerberos 以 user@REALM.com 的形式键入名称。
 

8 单击应用。

下一步

现在，您可以将 LDAP 用户和组添加到系统，以及使用该系统 LDAP 设置的组织。

添加 Kerberos 领域

vCloud Director 需要一个领域来进行 LDAP 连接的 Kerberos 身份验证。您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领域供系统及

其组织使用。系统和每个组织只能指定一个领域。

前提条件

添加领域之前，您必须选择 Kerberos 作为身份验证方法。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LDAP。

2 单击编辑所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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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 在领域选项卡上，选择允许小写领域，以允许包含小写字母的领域名称。

4 在领域选项卡中，单击添加。

5 键入领域及其密钥分发中心 (KDC)，并单击确定。

如果未选择允许小写领域，则领域名称必须全为大写字母。例如，REALM。

6 在 DNS 选项卡中，单击添加。

7 键入 DNS，选择领域，并单击确定。

您可以在 DNS 中使用句点 (.) 作为通配符。例如，键入 .example.com。

8 单击关闭，然后单击应用。

下一步

现在，您便可以为系统或组织的 LDAP 设置选择领域。

测试 LDAP 设置

配置 LDAP 连接之后，您可以对其设置进行测试，确保用户和组属性均已正确映射。

前提条件

在可以测试 LDAP 连接之前，您必须先对其进行配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LDAP。

2 单击测试 LDAP 设置。

3 在 LDAP 目录中键入用户的名称，并单击测试。

4 查看属性映射，并单击确定。

下一步

您可以根据测试结果自定义 LDAP 用户和组的属性。

自定义 LDAP 用户和组属性

LDAP 属性为 vCloud Director 提供有关如何在 LDAP 目录中定义用户和组信息的详细信息。vCloud Director
会将这些信息映射到自己的数据库。请修改用户和组属性的语法，以匹配 LDAP 目录。

前提条件

验证您具有 LDAP 连接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LDAP。

2 修改用户和组属性，并单击应用。

将 vCloud Director 与 LDAP 服务器同步

vCloud Director 定期将其用户和组信息与 LDAP 服务器自动同步。您也可以随时手动与 LDAP 服务器同步。

对于自动同步，您可以指定同步频率和同步时间。请参见第 117 页，“修改常规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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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验证您具有有效的 LDAP 连接。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LDAP。

2 单击同步 LDAP。

自定义 vCloud Director 客户端用户界面
您可以自定义“vCloud Director 主页”登录屏幕中显示的 vCloud Director 客户端用户界面品牌和部分链接。

有关示例 .css 模板和 vCloud Director 支持自定义主题样式的信息，请参见 
http://kb.vmware.com/kb/1026050。

vCloud Director 将在登录屏幕、页眉和页脚使用其默认标志或您上载的标志。登录屏幕将在 小和 大像素范

围分别为 48x48 和 60x150 的区域内显示标志。您可以上载小于 48x48 或大于 60x150 的标志，vCloud Director
会对其进行缩放，以适合显示区域大小，并保持上载图像的纵横比。上载图像的文件大小不得超过 16384 个字

节。页眉和页脚会将标志缩放到适当大小，并保持原始图像的纵横比。

文件必须为 PNG、JPEG 或 GIF 格式。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品牌。

2 键入公司名称。

对于系统管理员而言，此名称将显示在标题栏中；对于所有用户而言，它将显示在页脚中。

3 要选择自定义标志，请单击浏览，选择文件并单击打开。

4 要选择自定义主题，请单击浏览，选择 .css 文件并单击打开。

5 键入链接到提供 vCloud Director 安装信息的网站的 URL。

例如，http://www.example.com。通过单击客户端用户界面的页脚中的公司名称，用户可以跟踪此链接。

6 键入链接到提供此 vCloud Director 安装支持的网站的 URL。

所有 vCloud Director 组织的主页选项卡上的支持链接均可打开此 URL。

7 键入链接到允许用户注册 vCloud Director 帐户的网站的 URL。

此链接将显示在 vCloud Director 登录页面中。

8 键入链接到允许用户恢复其密码的网站的 URL。

此链接将显示在 vCloud Director 登录页面中。

9 单击应用。

恢复为系统默认标志

如果为 vCloud Director 上载了自定义标志，则您可以将其恢复为系统默认标志。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上载了自定义标志。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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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恢复为系统默认标志，并单击应用。

恢复为系统默认主题

如果已将自定义主题应用于 vCloud Director，则您始终可以将其恢复为系统默认主题。

前提条件

验证您以前是否应用了自定义主题。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品牌。

2 选择恢复为系统默认主题，并单击应用。

配置公用地址
您可以为系统配置公用网址，包括公用 Web URL、公用控制台代理地址和公用 REST API 基本 URL。

n 配置公用 Web URL 第 125 页，

如果 vCloud Director 安装涉及到在负载平衡器或 NAT 背后运行的多个云单元，或者如果云单元没有可

公共路由的 IP 地址，则您可以设置公用 Web URL。

n 配置公用控制台代理地址第 126 页，

如果 vCloud Director 安装涉及到在负载平衡器或 NAT 背后运行的多个云单元，或者如果云单元没有可

公共路由的 IP 地址，则您可以设置公用控制台代理地址。

n 配置公用 REST API 基本 URL 第 126 页，

如果 vCloud Director 安装涉及到在负载平衡器或 NAT 背后运行的多个云单元，或者如果云单元没有可

公共路由的 IP 地址，则您可以设置公用 REST API 基本 URL。

配置公用 Web URL
如果 vCloud Director 安装涉及到在负载平衡器或 NAT 背后运行的多个云单元，或者如果云单元没有可公共路

由的 IP 地址，则您可以设置公用 Web URL。

在每个云单元的初始配置期间，您已指定 HTTP 服务的 IP 地址。默认情况下，vCloud Director 将使用该地址

来构建组织用户登录到系统时所访问的组织 URL。要使用不同地址，请指定公用 Web URL。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公用地址。

2 键入公用 Web URL。

如果使用的是负载平衡器，请将公共 Web URL 设为负载平衡器的 IP（例如，https://LoadBalancerIP. 如
果未使用负载平衡器，则必须在公共 Web URL 的末尾包括 /cloud（例如， https://cellIP/cloud）。

3 单击应用。

创建组织时，其组织 URL 将包括公用 Web URL，而不是 HTTP 服务 IP 地址。vCloud Director 还会修改现有

组织的组织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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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公用控制台代理地址

如果 vCloud Director 安装涉及到在负载平衡器或 NAT 背后运行的多个云单元，或者如果云单元没有可公共路

由的 IP 地址，则您可以设置公用控制台代理地址。

在每个云单元的初始配置期间，您已指定远程控制台代理的 IP 地址。默认情况下，当用户尝试查看虚拟机控制

台时，vCloud Director 将使用该地址。要使用不同地址，请指定公用控制台代理地址。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公用地址。

2 键入公用控制台代理地址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此地址可以是负载平衡器的地址，也可以是能够将流量路由到远程控制台代理 IP 的其他机器的地址。

3 单击应用。

发送到 HTTP 服务 IP 地址的远程控制台会话票证将返回公用控制台代理地址。

配置公用 REST API 基本 URL
如果 vCloud Director 安装涉及到在负载平衡器或 NAT 背后运行的多个云单元，或者如果云单元没有可公共路

由的 IP 地址，则您可以设置公用 REST API 基本 URL。

在每个云单元的初始配置期间，您已指定 HTTP 服务的 IP 地址。默认情况下，vCloud Director 将使用 REST
API 的 XML 响应中的地址，并将其作为传输服务的上载目标（用于上载 vApp 模板和媒体）。要使用不同地

址，请指定公用 REST API 基本 URL。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公用地址。

2 键入公用 REST API 基本 URL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此地址可以是负载平衡器的地址，也可以是能够将流量路由到 HTTP 服务 IP 的其他机器的地址。

3 单击应用。

REST API 的 XML 响应包括基本 URL，并且传输服务使用基本 URL 作为上载目标。

配置帐户锁定策略
您可以启用帐户锁定，阻止用户在一定次数的尝试失败之后登录到 Web 控制台。

对系统帐户锁定策略的更改会应用于所有新组织。在帐户锁定策略更改之前创建的组织必须在组织级别进行更改。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密码策略。

2 选中已启用帐户锁定复选框和/或系统管理员帐户可以锁定复选框。

3 选择锁定帐户之前接受的无效登录次数。

4 选择锁定间隔。

5 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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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loud Director 以使用 vCenter Single Sign On
配置并启用 vCenter Single Sign On 后，将通过 vSphere 身份提供者对系统管理员进行身份验证。

前提条件

设置 vCenter Single Sign On 并记录 vCenter Lookup URL。请参见 vSphere 文档。

步骤

1 单击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联盟。

2 单击注册。

3 键入 vCenter Lookup Service URL。

4 键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vSphere Single Sign On 用户的用户名。

5 键入上面输入的用户名的 vSphere Single Sign On 密码。

6 单击确定。

7 选择使用 vSphere Single Sign-On，然后单击应用。

系统将要求系统管理员提供 vCenter Single Sign On 凭据才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下一步

导入 vCenter Single Sign On 用户和组。请参见第 112 页，“导入系统管理员”和第 113 页，“导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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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vCloud Director 10
系统管理员可以监控已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操作，并查看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和数据存储
级别中的资源使用情况信息。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29 页，“查看任务和事件”

n 第 131 页，“监控和管理阻塞任务”

n 第 131 页，“查看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使用情况信息”

n 第 131 页，“查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使用情况信息”

n 第 131 页，“使用 vCloud Director 的 JMX 服务”

n 第 132 页，“查看 vCloud Director 日志”

n 第 132 页，“vCloud Director 和成本报告”

查看任务和事件
您可以查看系统任务和事件以及组织任务和事件，监控并审核 vCloud Directory 活动。

vCloud Director 任务是长时间运行的操作，它们的状态将随任务进度的更改而更改。例如，任务的状态通常以

Running 开始。任务完成后，其状态更改为 Successful 或 Error。

vCloud Director 事件是表示 vCloud Director 对象操作的重要部分或重大状态更改的一次性事件。例如，vCloud
Director 会在用户启动创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时记录一个事件，并在创建过程完成时记录另一个事件。此外，

vCloud Director 还会在用户每次登录时记录一个事件，并注明尝试是否已成功。

查看正在进行的和已完成的系统任务

查看系统日志，可以监控正在进行的系统级别任务，查找已失败的任务并对其进行故障排除，且可按所有者查
看任务。

要查看有关组织级别任务的信息，请参见第 130 页，“查看正在进行的和已完成的组织任务”。

根据 vCloud Director 设置，日志还可以包含调试信息。请参见第 117 页，“常规系统设置”。

步骤

1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系统。

2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日志。

3 单击任务选项卡。

vCloud Director 将显示有关每个系统级别任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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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击任务可查看详细信息。

查看正在进行的和已完成的组织任务

查看组织日志，可以监控正在进行的组织级别任务，查找已失败的任务并对其进行故障排除，且可按所有者查
看任务。

要查看有关系统级别任务的信息，请参见第 129 页，“查看正在进行的和已完成的系统任务”。

根据 vCloud Director 设置，日志还可以包含调试信息。请参见第 117 页，“常规系统设置”。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日志。

4 单击任务选项卡。

vCloud Director 将显示有关每个组织级别任务的信息。

5 双击任务可查看详细信息。

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查看大部分任务的详细信息。

查看系统事件

查看系统日志，可以监控系统级别的事件。您可以查找失败的事件并对其进行故障排除，并可按用户查看事件。

要查看有关组织级别事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130 页，“查看组织事件”。

步骤

1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vCloud Director 系统。

2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日志。

3 单击事件选项卡。

vCloud Director 将显示有关每个系统级别事件的信息。

4 双击事件可查看详细信息。

查看组织事件

您可以查看组织的日志来监控组织级别的事件。您可以查找失败的事件并对其进行故障排除，并可按用户查看
事件。

要查看有关系统级别事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130 页，“查看系统事件”。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组织。

2 右键单击组织名称，并选择打开。

3 单击我的云选项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日志。

4 单击事件选项卡。

vCloud Director 将显示有关每个组织级别事件的信息。

5 （可选） 双击事件可查看详细信息。

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查看大部分事件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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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和管理阻塞任务
您可以监控和管理因阻塞而导致处于挂起状态的任务。

尽管可以使用 vCloud Director Web 控制台监控和管理阻塞任务，但通常预期外部的一段代码将侦听 AMQP
通知并使用 vCloud API 以编程的方式进行响应。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阻塞任务。

2 右键单击任务并选择操作。

选项 描述

恢复 恢复任务。

中止 中止任务，并删除作为该任务的一部分而创建的对象。

失败 使任务失败，但不会清理作为该任务的一部分而创建的对象。任务及其对象
的状态将设置为 Error。

 
3 键入原因，并单击确定。

查看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使用情况信息
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可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提供计算、内存和存储资源。您可以监控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资源，
并在必要时添加更多资源。

步骤

1 单击管理与监控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提供者 VDC。

2 单击监控选项卡。

vCloud Director 将显示有关每个提供者虚拟数据中心的 CPU、内存和存储的信息。

查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使用情况信息
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可为组织提供计算、内存和存储资源。您可以监控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资源，并在必要时添加
更多资源。

步骤

1 单击 [管理与监控] 选项卡，然后单击左侧窗格中的 [组织 VDC]。

2 单击监控选项卡。

vCloud Director 将显示有关每个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 CPU、内存和存储的信息。

使用 vCloud Director 的 JMX 服务
每个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主机均通过 JMX 公开了大量 MBean，允许操作管理服务器并提供内部统计信息

的访问权限。

使用 JConsole 访问 JMX 服务

您可以使用任何 JMX 客户端访问 vCloud Director JMX 服务。JConsole 便是一个 JMX 客户端。

有关 vCloud Director 公开的 MBean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kb.vmware.com/kb/102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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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对于要连接的 vCloud Director 主机的主机名称，必须可由 DNS 通过使用转发和反向查找完全限定域名或不合

格主机名进行解析。

步骤

1 启动 JConsole。

2 在连接菜单中，选择新建连接。

3 单击远程进程，并键入 JMX 服务的 URL。

URL 由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的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组成，后面是端口号。例如，example.com:8999。默

认端口为 8999。

4 键入 vCloud Director 系统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并单击连接。

5 单击 MBean 选项卡。

查看 vCloud Director 日志
vCloud Director 可为系统中的每个云单元提供日志记录信息。您可以查看日志，以监控单元并对问题进行故障

排除。

您可以在 /opt/vmware/vcloud-director/logs 中查找单元的日志。表 10‑1 列出了可用的日志。

表 10‑1  vCloud Director 日志

日志名称 描述

cell.log 来自 vCloud Director 单元的控制台输出。

vcloud-container-debug.log 来自单元的调试级别的日志消息。

vcloud-container-info.log 来自单元的信息日志消息。此日志还显示单元遇到的警告或
错误。

vmware-vcd-watchdog.log 来自单元监视程序的信息日志消息。它将记录单元何时崩溃、
何时重新启动等信息。

diagnostics.log 单元诊断日志。除非本地记录配置中已启用诊断日志记录，
否则此文件为空。

YYYY_MM_DD.request.log 采用 Apache 常见日志格式的 HTTP 请求日志。

您可以使用任何文本编辑器/查看器或第三方工具来查看这类日志。

vCloud Director 和成本报告
您可以使用 VMware vCenter Chargeback 1.5 来配置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的成本报告系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Mware vCenter Chargeback 用户指南》。

您可以指定 vCloud Director 保存 Chargeback 历史记录的天数。请参见第 117 页，“修改常规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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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权限 11
vCloud Director 可使用角色及其相关联的权限来确定哪些用户和组可以执行哪些操作。系统管理员可以创建并

修改角色。系统管理员和组织管理员均可将角色分配给组织中的用户和组。

vCloud Director 包括几个预定义的角色。

n 系统管理员

n 组织管理员

n 目录作者

n vApp 作者

n vApp 用户

n 仅控制台访问权

预定义角色及其权限
vCloud Director 包括许多预定义角色。其中每个角色均包括一组默认权限。

系统管理员

系统管理员对系统中的所有对象均有超级用户权限。系统管理员凭据在安装和配置过程中创建。系统管理员可
以创建额外的系统管理员帐户。所有系统管理员都是系统组织的成员。您无法修改与此角色相关联的权限。

组织角色

创建组织后，系统管理员可以将组织管理员的角色分配给组织中的任何用户。组织管理员在该组织中拥有超级
用户权限，并且可以将任意预定义角色分配给组织的用户和组。

组织管理员 组织管理员可以将组织管理员的角色分配给组织中的任意成员。

目录作者 用户拥有与目录作者角色关联的权限即可创建和发布目录。

vApp 作者 用户拥有与 vApp 作者角色关联的权限即可使用目录和创建 vApp。

vApp 用户 用户拥有与 vApp 用户角色关联的权限即可使用现有的 v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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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控制台访问权 用户拥有与仅控制台访问权角色关联的权限，即可查看虚拟机状态和属性，以
及使用客户机操作系统。

由身份提供程序决定 将根据从用户的 OAuth 或 SAML 身份提供程序收到的信息确定权限。为用户

或组分配了 Defer to Identity Provider 角色时，要符合包含条件，身份提供

程序提供的角色或组名称必须与组织中定义的角色或组名称完全匹配且大小写
一致。

n 如果用户由 OAuth 身份提供程序定义，则会将在用户 OAuth 令牌的 roles
阵列中命名的角色分配给用户。

n 如果用户由 SAML 身份提供程序定义，则会将在 SAML 属性中命名的角色

分配给用户，该属性的名称显示在组织 OrgFederationSettings 的
RoleAttributeName 元素中。

如果为用户分配了 Defer to Identity Provider 角色，但组织中没有匹配的角

色或组名称，则用户可以登录组织，但没有任何权限。如果身份提供程序将用
户与系统级角色（例如，系统管理员）关联，则用户可以登录组织，但没有任
何权限。必须手动为此类用户分配角色。

每个预定义的角色都包含一组默认权限，Defer to Identity Provider 角色除外。如果组织管理员修改了与某

一预定义角色关联的一组权限，则这些修改只应用于该组织的上下文中。如果系统管理员修改了与某一预定义
角色关联的一组权限，则这些修改将应用于系统中的所有组织。

您可根据权限应用于的对象对权限进行分类。

与目录关联的权限

表 11‑1  与目录关联的权限

描述 管理员 目录作者 vApp 作者 vApp 用户
仅控制台访问
权

目录：从我的
云添加 vApp

从我的云将 vApp 添加
到目录的权限。

X X X

目录：更改所
有者

更改目录的所有者的权
限。

X

目录：创建/删
除目录

创建和删除目录的权
限。

X X

目录：编辑目
录属性

编辑目录属性的权限。 X X

目录：允许外
部发布/订阅目
录

发布目录以供外部使用
或订阅外部目录源的权
限。

X X

目录：将目录
共享给当前组
织内的用户/组

将目录共享给当前组织
内的用户/组。

X X

目录：查看当
前组织内的专
用和共享目录

同时查看组织内专用和
共享目录的权限。

X X X

目录：查看其
他组织中的共
享目录

查看其他组织中的共享
目录的权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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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立磁盘关联的权限

表 11‑2  与独立磁盘关联的权限

描述 管理员 目录作者 vApp 作者 vApp 用户
仅控制台访问
权

磁盘：创建 创建独立磁盘的权限。 X X X

磁盘：删除 删除独立磁盘的权限。 X X X

磁盘：编辑属
性

编辑独立磁盘的属性的
权限。

X X X

磁盘：查看属
性

查看独立磁盘的属性的
权限。

X X X X

与 vApp 模板和媒体关联的权限

表 11‑3  与 vApp 模板和媒体关联的权限

描述 管理员 目录作者 vApp 作者 vApp 用户
仅控制台访问
权

目录项：添加
到我的云

将 vApp 模板或媒体文
件添加到我的云的权
限。

X X X X

目录项：复
制/移动 vApp
模板/媒体

复制和移动 vApp 模板
和媒体文件的权限。

X X X

目录项：创
建/上载 vApp
模板/媒体

创建和上载 vApp 模板
和媒体文件的权限。

X X

目录项：启用
vApp 模板/媒
体下载

使 vApp 模板或媒体项
可供下载的权限。

X X

目录项：编辑
vApp 模板/媒
体属性

编辑 vApp 模板或媒体
文件的属性的权限。

X X

目录项：查看
vApp 模板/媒
体

查看 vApp 模板和媒体
文件的权限。

X X X X

与 vApp 关联的权限

表 11‑4  与 vApp 关联的权限

描述 管理员 目录作者 vApp 作者 vApp 用户
仅控制台访问
权

vApp：更改所
有者

更改 vApp 的所有者的
权限。

X

vApp：复制
vApp

复制 vApp 的权限。 X X X X

vApp：创
建/重新配置
vApp

创建和重新配置 vApp
的权限。

X X X

第 11 章 角色和权限

VMware, Inc.  135



表 11‑4  与 vApp 关联的权限 （续）

描述 管理员 目录作者 vApp 作者 vApp 用户
仅控制台访问
权

vApp：删除
vApp

删除 vApp 的权限。 X X X X

vApp：下载
vApp

下载 vApp 的权限。 X X X X

vApp：编辑
vApp 属性

编辑 vApp 的属性的权
限。

X X X X

vApp：编辑
VM CPU

编辑虚拟机 CPU 的权
限。

X X X

vApp：编辑
VM 硬盘

编辑虚拟机硬盘的权
限。

X X X

vApp：编辑
VM 内存

编辑虚拟机内存的权
限。

X X X

vApp：编辑
VM 网络

编辑虚拟机网络配置的
权限。

X X X X

vApp：编辑
VM 属性

编辑虚拟机属性的权
限。

X X X X

vApp：管理
VM 密码设置

编辑虚拟机密码设置的
权限。

X X X X X

vApp：启
动/停止/挂
起/重置 vApp

启动、停止、挂起和重
置 vApp 的权限

X X X X

vApp：共享
vApp

共享 vApp 的权限。 X X X X

vApp：创
建/移除/恢复
快照

创建、恢复和删除虚拟
机快照的权限。

X X X X

vApp：上载
vApp

上载 vApp 的权限。 X X X X

vApp：访问
VM 控制台

使用虚拟机控制台的权
限。

X X X X X

vApp：查看
VM 衡量指标

查看虚拟机衡量指标的
权限。

X X X

vApp：插入
CD

向 vApp 中任何虚拟机
插入 CD 的权限

X X X X X

管理权限

在整个系统中授予系统管理员所有这些权限，在组织内则授予组织管理员所有这些权限。这些权限不会授予其
他任何预定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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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其他管理权限

描述 管理员 目录作者 vApp 作者 vApp 用户
仅控制台访问
权

常规：管理员
控制

使用所有管理员特权的
权限。

X

常规：管理员
查看

以管理员身份查看
vCloud Director 的权
限。

X

常规：发送通
知

发送 vCloud Director
用户通知的权限。

X

网关：配置服
务

配置网关服务的权限。 X

组织 VDC 网
络：编辑属性

编辑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网络的属性的权限。

X

组织 VDC 网
络：查看属性

查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网络的属性的权限。

X

组织 VDC：设
置默认存储策
略

为组织虚拟数据中心设
置默认存储策略的权
限。

X

组织 VDC：查
看组织 VDC

查看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的权限。

X

组织：编辑联
盟设置

编辑组织的联盟设置的
权限。

X

组织：编辑租
约策略

编辑组织的租约策略的
权限。

X

组织：编辑组
织网络属性

编辑组织的网络属性的
权限

X

组织：编辑组
织属性

编辑组织属性的权限。 X

组织：编辑密
码策略

编辑组织的密码策略的
权限。

X

组织：编辑配
额策略

编辑组织的配额策略的
权限。

X

组织：编辑
SMTP 设置

编辑组织的 SMTP 设
置的权限。

X

组织：编辑组
织关联

编辑组织的关联的权
限。

X

组织：查看组
织网络

查看组织网络的权限。 X

组织：查看组
织

查看组织的权限。 X

组织：编辑操
作限制

编辑组织的
OrgOperationLimit
sSettings 的权限。

X（仅限系统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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