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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即《基本系统管理》）介绍如何启动和停止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VI Client) 组件，建立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监控和管理生成的有关组件的信
息，以及为使用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的各用户或群组设置角色和权限。 本手册
还提供了有关在数据中心内管理、创建和配置虚拟机的信息。 

此外，本手册还简要介绍了可以在系统内执行的各种任务，并提供了相关路径，供读者

前后参照详细描述所有任务的文档资料。 

《基本系统管理》涵盖了 VMware ESX Server 3.5 和 ESX Server 3i 版本 3.5。 为方便讲
解，本文档使用以下产品命名约定：

! 对于特定于 ESX Server 3.5 的主题，本文档使用术语“ESX Server 3”。 

! 对于特定于 ESX Server 3i 版本 3.5 的主题，本文档使用术语“ESX Server 3i”。 

! 对于上述两款产品的共同主题，本文档使用术语“ESX Server”。

! 如果讲解内容需要明确标识某特定版本，本文档将使用带版本号的完整名称指代该

产品。 

! 如果讲解内容适用于 VMware Infrastructure 3 的所有 ESX Server 版本，则本文档
使用术语“ESX Server 3.x”。

关于本文档



基本系统管理

14 VMware, Inc.  

目标读者
手册中的信息专为熟悉虚拟机技术和数据中心操作的经验丰富的 Windows 或 Linux 系
统管理员编写。

文档反馈
VMware 欢迎您提出宝贵建议，以便改进我们的文档。 如有意见，请将反馈发送到： 

docfeedback@vmware.com

VMware Infrastructure 文档
VMware Infrastructure 文档包括 VMware VirtualCenter 和 ESX Server 文档集。 

图中使用的缩写
本文档中的图片使用表1 中列出的缩写形式。

技术支持和教育资源
下面各节介绍为您提供的技术支持资源。 请通过下列网站访问本文档和其他文档的最新
版本：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

表1.  缩写

缩写 描述

数据库  VirtualCenter 数据库

数据存储  受管主机的存储

dsk#  受管主机的存储磁盘

hostn  VirtualCenter 受管主机

SAN 受管主机之间共享的存储区域网络类型数据存储

tmplt  模板

user#  具有访问权限的用户

VC  VirtualCenter

VM#  受管主机上的虚拟机

mailto:docfeedback@vmware.com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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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支持和电话支持

通过在线支持可提交技术支持请求、查看产品和合同信息，以及注册您的产品。 网址
为：

http://www.vmware.com/cn/support

客户只要拥有相应的支持合同，就可以通过电话支持，尽快获得对优先级高的问题的答

复。 网址为：

http://www.vmware.com/cn/support/phone_support.html

支持服务项目

了解 VMware 支持服务项目如何帮助您满足业务需求。 网址为：

http://www.vmware.com/cn/support/services

VMware 教育服务
VMware 课程提供了大量实践操作环境、案例研究示例，以及用作作业参考工具的课
程材料。 有关 VMware 教育服务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mylearn1.vmware.com/mgrreg/index.cfm

http://www.vmware.com/cn/support
http://www.vmware.com/cn/support/phone_support.html
http://www.vmware.com/cn/support/services
http://mylearn1.vmware.com/mgrreg/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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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介绍通过 ESX Server 或 VirtualCenter Server 管理虚拟机时使用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和操作。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管理虚拟机的两种方法”（第 20 页）

! “VMware Infrastructure 的组件”（第 21 页）

!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界面”（第 23 页）

! “可选 VirtualCenter 组件”（第 24 页）

! “VirtualCenter 模块”（第 25 页）

! “受管组件”（第 25 页）

! “功能组件”（第 27 页）

! “访问特权组件”（第 28 页）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 1



基本系统管理

20 VMware, Inc.

管理虚拟机的两种方法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VI Client）是一种用于管理虚拟机的灵活且可配置的
解决方案。 管理虚拟机主要有两种方法： 

! 直接通过 ESX Server 主机（单个主机或独立主机）管理。这种方法只能管理安装
在主机上的虚拟机及其资源。

! 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管理。这种方法可管理分布在多个 ESX Server 主机上的
多个虚拟机及其资源。

下图说明了 ESX Server Virtual Infrastructure 中的组件。

图 1-1.  ESX Server 主机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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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

下图说明了 VirtualCenter Server Virtual Infrastructure 中的组件。

图 1-2.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中的 VirtualCenter Server 

VMware Infrastructure 的组件
要运行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您需要具备以下项目：

! ESX Server ‐ 一种虚拟化平台，用于将虚拟机创建为一组配置和磁盘文件，它们一
起执行物理机的所有功能。 

通过 ESX Server，可以运行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运行应用程序以及配置虚拟
机。 配置包括识别虚拟机的资源（如存储设备）。

此服务器提供引导程序、管理服务、以及其他管理虚拟机的服务。 

每个 ESX Server 均有一个 VI Client 可供管理使用。 如果 ESX Server 是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已注册主机，则可以使用具有 VirtualCenter 功能的 VI 
Client。

! VirtualCenter ‐ 一种服务，该服务充当连接网络的 VMware ESX Server 主机的中
心管理员。 VirtualCenter 指导虚拟机和虚拟机主机（ESX Server 主机）上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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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Center Server ‐ VirtualCenter 的工作核心。 VirtualCenter Server 是单一 
Windows 服务，并安装为自动运行。 作为 Windows 服务， VirtualCenter Server 
持续在后台运行；即使没有连接 VI Client，并且没有人登录到其驻留的计算机，
它也依然执行其监控和管理活动。 它必须可通过网络访问其管理的所有主机，且运
行 VI Client 的计算机必须能通过网络访问此服务器。 

VirtualCenter Server 可以安装在 ESX Server 主机上的 Windows 虚拟机中，从而
能够利用 VMware HA 提供的高可用性。 有关设置此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安装指南》。 

! VirtualCenter 模块 ‐ 为 VirtualCenter 提供额外特性和功能的应用程序。 通常，模
块由服务器组件和客户端组件组成。 安装模块的服务器组件之后，将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注册服务器组件，并且客户端组件可供 VirtualCenter 
Client 下载（请参见“管理 VirtualCenter 模块”（第 62 页））。 在 VirtualCenter 
Client 上安装模块之后，可能会添加与添加的功能相关的视图、选项卡、工具栏按
钮或菜单选项，从而更改界面。

模块利用核心 VirtualCenter 功能（如身份验证和权限管理），但有自己的事件、
任务、元数据和特权类型。 

模块需要使用 VirtualCenter，但可在安装 VirtualCenter 后的任何时候安装。 模块
和 VirtualCenter 可相互独立升级。

! VirtualCenter 数据库 ‐ 一种持久存储区域，用于维护 VirtualCenter 环境下管理的
每个虚拟机、主机以及用户的状态。 VirtualCenter 数据库 相对于 VirtualCenter 
Server 计算机可以是远程或本地。 

数据库是在安装 VirtualCenter 期间安装并配置的。 

如果直接通过 VI Client 访问 ESX Server 主机，而不是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
相关 VI Client 访问，则不使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

! 数据存储 ‐ 创建虚拟机时指定的虚拟机文件的存储位置。 数据存储 隐藏了各种存储
器选项（如服务器本地 SCSI 磁盘上的 VMFS 卷、光纤通道 SAN 磁盘阵列、iSCSI 
SAN 磁盘阵列或网络附加存储 (NAS) 阵列）的特性，为虚拟机所需的各类存储产
品提供一个统一的模型。 

! VirtualCenter Agent ‐ 每台受管主机上可收集、传达和执行 VirtualCenter Server 
发送的操作的软件。 VirtualCenter Agent 是在第一次向 VirtualCenter 清单添加任何
主机时安装的。

! 主机代理 ‐ 每台受管主机上都有的软件，它收集、传达和执行通过 VI Client 接收
的操作。 它是在 ESX Server 安装过程中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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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Center License Server ‐ 存储 VirtualCenter 和 ESX Server 中大部分操作
（如启动虚拟机）所需的软件许可证的服务器。 

VMware Infrastructure 支持多种许可模式。 并非所有许可模式均需要使用 License 
Server。 VirtualCenter 和需要 VirtualCenter 的功能（例如 VMware VMotion�）
需要使用 License Server。 

有关 VirtualCenter 和 ESX Server 3 许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安装指南》。 有关 
ESX Server 3i 许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i 产品的《安装指南》。 

有关安装这些组件的完整信息，请参见《安装指南》。 有关配置 ESX Server 3 的完
整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 有关配置 ESX Server 3i 的完整信息，
请参见《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界面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界面选项包括下列项目：

!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VI Client） ‐ 创建、管理和监控虚拟机及其资源
和主机所需的组件和主要界面。 另外，它还提供对虚拟机的控制台访问。

VI Client 安装在可通过网络访问 ESX Server 或 VirtualCenter Server 安装的 
Windows 计算机上。 该界面的显示选项稍有不同，具体取决于连接的服务器类
型。 当 VirtualCenter Server 执行所有 VirtualCenter 活动时，必须使用 VI Client 
监控、管理和控制服务器。 单台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主机可支持同
时连接多个 VI Client。 

! Virtual Infrastructure Web Access (VI Web Access)‐ 一种 Web 界面，用于执行基
本虚拟机管理和配置并实现虚拟机的控制台访问。 它是与 ESX Server 主机一起安
装的。 VI Web Access 类似于 VI Client，直接通过主机或 VirtualCenter 工作。 有
关其他信息，请参见《VI Web Access 管理员指南》。

! VMware 服务控制台 ‐ 用于配置 ESX Server 3 主机的命令行界面。 对于 ESX Server 
3i 主机，请使用 Remote CLI。 

! Remote Command‐Line Interface (Remote CLI) ‐ 用于配置 ESX Server 主机的命
令行界面。 Remote CLI 也可用于在 ESX Server 3i 和 ESX Server 3 版本 3.5 主机上
执行 Storage VMotion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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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 VirtualCenter 组件
可选 VirtualCenter 组件随基本产品附带和安装，但需要单独的许可证。 可选功能包括
下列项目：

! VMotion ‐ 可将运行中的虚拟机从一台 ESX Server 主机移至另一台主机而不中断
其服务的一种功能。 该功能要求源主机和目标主机皆已获得许可。 VirtualCenter 
Server 负责集中协调所有 VMotion 活动。

! VMware HA ‐ 启用群集的 High Availability 的一种功能。 如果一台主机出现故
障，则该主机上运行的所有虚拟机都将立即在同一群集的其他主机上重新启动。 

启用群集的 HA 时，需指定能够恢复的主机数。 如果将允许的主机故障数指定为 
[1]，HA 将使整个群集具备足够的容量来处理一台主机的故障。 该主机上所有正在
运行的虚拟机都能在其余主机上重新启动。 默认情况下，如果启动虚拟机与故障切
换所需的容量发生冲突，则无法启动此虚拟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资源管
理指南》。

! VMware DRS ‐ 帮助改善所有主机和资源池中的资源分配及功耗情况的一种功能。 
VMware DRS 收集群集中所有主机和虚拟机的资源使用情况信息，并在出现以下
两种情况之一时给出建议（或迁移虚拟机）：

! 初始放置位置 ‐ 当您在群集中首次启动虚拟机时，DRS 将放置该虚拟机或提出
建议。 

! 负载平衡 ‐ DRS 会通过执行虚拟机的自动迁移 (VMotion) 或提供虚拟机迁移建
议，尝试提高群集中的资源利用率。

VMware DRS 包含实验性分布式电源管理 (DPM) 功能。 启用 DPM 时，系统会将
群集层以及主机层容量和运行在群集中的虚拟机所需要的容量做比较。 然后，
DPM 会根据比较的结果，推荐（或自动执行）一些可减少群集功耗的操作。

! VMware Infrastructure SDK 软件包 ‐ 用于管理 Virtual Infrastructure 的一些 API 
和说明这些 API 的文档。 SDK 还包含 VirtualCenter Web 服务界面、Web 服务描述
语言 (WSDL) 和示例文件。 它可以通过外部链接来获得。 要下载 SDK 软件包，请
参见http://www.vmware.com/support/developer。

http://www.vmware.com/support/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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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Center 模块
VirtualCenter 模块通过提供附加特性和功能扩展 VirtualCenter 的功能。 一些模块是独
立于基本产品进行包装的，需要单独安装。 模块和基本产品可相互独立升级。 VMware 
模块包括：

! VMware Update Manager ‐ 可让管理员在 ESX Server 主机和所有受管虚拟机上应
用更新和修补程序。 使用此模块可创建用户定义的安全基准，它表示一套安全标
准。 安全管理员可将主机和虚拟机与这些基准进行比较，以识别并修复不合规的系
统。 

! VMware Converter Enterprise for VirtualCenter ‐ 允许用户以各种格式将物理机
和虚拟机转换成 ESX Server 虚拟机。 转换的系统可导入到 VirtualCenter 清单中。

受管组件
VirtualCenter 监控并管理虚拟和物理基础架构的各个组件。 一些组件可用于组织数目
可能达到数百的虚拟机及其他对象。 它们可重命名以表示它们的用途；例如，可按公司
部门、位置或功能重命名。 受管组件包括下列项目：

! 虚拟机和模板 ‐ 一种虚拟化 x86 个人计算机环境，可运行客户操作系统以及相关的
应用程序软件。 同一台受管主机上可同时运行多台虚拟机。 模板是指定类型的虚拟
机。

! 主机 ‐ 所有虚拟机驻留的主要组件。 如果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则可以管理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所有受管主机。 如果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直接连接 ESX Server 主机，则只能管理该主机。

! 资源池 ‐ 一种结构，它允许委派对主机资源的控制权。 资源池用于划分群集中的所
有资源。 可以创建多个资源池，作为主机或群集的直接子级，并对它们进行配置。 
然后将对它们的控制权委派给其他个人或组织。 受管资源为主机或群集中的 CPU 
和内存。 虚拟机在资源池中执行并提取其中的资源。

! 群集 ‐ 一组具有共享资源和共享管理界面的 ESX Server 主机。 将主机添加到群集
时，主机的资源将成为群集资源的一部分。 群集管理所有主机的资源。 请参见
《资源管理指南》。

注意   VirtualCenter 引用主机时，这里的主机指的是运行虚拟机的物理机。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下的所有虚拟机都在 ESX Server 或主机上运行。 本手
册中的术语主机指的是具有虚拟机的 ESX Server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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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存储 ‐ 数据中心中基础物理存储资源组合的虚拟表示。 这些物理存储资源可能
来自服务器的本地 SCSI 磁盘、光纤通道 SAN 磁盘阵列、iSCSI SAN 磁盘阵列或网
络附加存储 (NAS) 阵列。

! 网络 ‐ 将虚拟环境中的虚拟机相互连接或将虚拟机连接到外部物理网络的网络。

! 文件夹 ‐ 用来将对象分组以及将对象组织到层次结构中的容器。 这不仅很方便，而
且提供了一种应用权限的自然结构。 

有三种类型的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均可包含其他文件夹（同一类型）和一个其他

类型的对象。 这些对象包括下列项目： 

! 数据中心

! 虚拟机（包括模板）

! 计算资源（包括主机和群集） 

数据中心文件夹直接在根节点下形成层次结构，允许用户以任何方便的方式对其数

据中心分组。 每个数据中心内都包含一个虚拟机和模板文件夹层次结构以及一个主
机和群集文件夹层次结构。

! 数据中心 ‐ 与用于组织特定对象类型的文件夹不同，数据中心集合了在 Virtual 
Infrastructure 中进行工作所需的所有不同类型对象： 主机、虚拟机、网络和数据
存储。

在数据中心内，有四种独立的层次结构。 

! 虚拟机（和模板）

! 主机（和群集）

! 网络

! 数据存储

因为不可能将网络或数据存储放置在文件夹中，因此网络和数据存储层次结构始终

为平面列表。

数据中心充当这些对象的命名空间边界。 同一数据中心中不能有名称相同的两个对
象（例如，两个主机），但名称相同的两个对象可位于不同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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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组件
功能组件监控和管理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的任务。 可通过 VI Client 中的导航
按钮栏使用功能组件。 选项包括：

! 清单 ‐ VirtualCenter 内所有受监控对象的视图。 受监控的对象包括数据中心、资源
池、群集、网络、数据存储、模板、主机和虚拟机。

! 已调度任务 ‐ 活动列表以及这些活动的调度方式。 该选项只能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使用。

! 事件 ‐ VirtualCenter 环境中发生的所有事件的列表。 使用 [导航 (Navigation)] 选项
可显示所有事件。 使用对象特定面板可仅显示与该对象有关的事件。

! 管理 ‐ 环境层级的配置选项列表。 [管理 (Admin)] 选项提供对 [角色 (Roles)]、[会话 
(Sessions)]、 [许可证 (Licenses)]、 [诊断 (Diagnostics)] 和 [系统日志 (System 
Logs)] 的配置访问。 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时，只会显示 [角色 (Roles)] 选项。 

! 映射 ‐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的状态和结构以及受管对象之间关系的可视化
表示形式。 其中包括主机、网络、虚拟机和数据存储。 只能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使用该选项。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活动会生成并追踪各种信息列表： 

! 任务 ‐ 这些活动均以手动方式调度或启动。 任务会生成事件消息，以指出与任务相
关的任何问题。 

! 事件 ‐ 用于报告 VMware Infrastructure 活动的消息。 事件消息是在产品中预定义
的。 

! 警报 ‐ 响应选定事件时发出的特定通知。 一些警报是由产品默认定义的。 也可以创
建其他警报，并将其应用到选定的清单对象或所有清单对象。 

! 日志 ‐ 与选定事件消息相关的已存储的参考信息。 日志是在产品中预定义的。 可以
指定是否生成选定日志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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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特权组件
每位用户都通过 VI Client 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主机。 服务器将每个用户识别为
对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某些选定对象（如数据中心和虚拟机）拥有权限和特
权的个体。 VirtualCenter Server 本身对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的所有主机和虚
拟机拥有全部权限和特权。 只有用户有权执行的操作和请求才会被服务器处理。

服务器授予对每个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对象、数据中心、文件夹或虚拟机的
访问权限。 为此，可为每个对象分配一个角色和用户（或组）。

可通过 VI Client，对用户和角色进行配对并将该对分配给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对象，从而分配各个权限：

! 用户和组 ‐ 对于 VirtualCenter，用户和组是通过 Windows 域或 Active Directory 
数据库创建和维护的。 通过分配特权的过程，可以在 VirtualCenter 上注册用户和
组，或者在 ESX Server 上创建和注册用户和组。 

! 角色 ‐ 一组访问权限和特权。 存在选定的默认角色。 也可创建角色并为每个角色分
配特权组合。 



VMware, Inc. 29

2

《基本系统管理》介绍了配置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VI Client）和虚拟机时
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使用《基本系统管理》中的信息之前，请阅读《VMware 
Infrastructure 简介》，大致了解系统架构以及构成 VMware Infrastructure 系统的物理
和虚拟设备。

本章概述了本手册针对下列主题所提供的信息： 

!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

! 管理工具

! 系统配置

! 虚拟机管理和配置

! 访问和权限管理

! 系统管理

使用本文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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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介绍性的论述部分按七章内容展开，介绍了系统组件、系统管理工具以及配置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时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 介绍部分包含以下章节：

! “使用本文档” ‐ 概括了本手册的内容，在此可找到所需的信息。 

!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 ‐ 介绍您在通过 ESX Server 或 VirtualCenter Server 
管理虚拟机时所使用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和操作。 

! “启动和停止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 ‐ 介绍如何启动和停止每个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 组件包括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Server、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Virtual Infrastructure Web Access、 VirtualCenter 主机代
理、 VirtualCenter License Server 和 VMware 服务控制台。

! “使用 VI Client” ‐ 介绍 VI Client 的特定布局和导航。 

! “系统配置” ‐ 包含用于配置管理选项、 VirtualCenter Server 设置及管理主机配置
选择的信息， 同时还包括部分基本系统配置信息，如如何访问和配置日志文件以及
设置 SNMP。

! “管理 VI Client 清单” ‐ 介绍如何在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下针对各种对象
执行任务。 对象包括文件夹、数据中心、群集、资源池、网络和数据存储。 这些对
象用于管理或组织受监控或受管的主机和虚拟机。

! “管理 VirtualCenter 中的主机” ‐ 介绍如何执行与受管主机相关的任务。 

虚拟机管理
虚拟机管理论述部分包含七章内容，提供有关虚拟机以及如何管理、配置和自定义虚拟
机的基本知识。 虚拟机管理部分包含以下章节：

! “创建虚拟机” ‐ 介绍如何通过使用新建虚拟机向导及克隆现有虚拟机来创建虚拟机。

! “管理虚拟机” ‐ 介绍虚拟机任务，包括在 VI Client 中添加和移除虚拟机，以及启
动和关闭虚拟机。

! “配置虚拟机” ‐ 介绍如何编辑和配置现有的虚拟机。 本章还论述了高级虚拟机配
置选项。

! “使用快照” ‐ 说明如何使用快照功能捕获虚拟机的整个状况。

! “使用模板和克隆” ‐ 介绍创建模板和使用虚拟机模板来创建和置备新的虚拟机。

! “迁移虚拟机” ‐ 介绍将虚拟机从一台主机迁移或移动到另一台主机的过程。

! “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 ‐ 说明如何自定义虚拟机客户操作系统的标识和网络设置，
以便使其能够立即在目标环境中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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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部分包含以下章节：

! “管理用户、组、权限和角色” ‐ 介绍如何管理对 VMware Infrastructure 清单对象
的访问权限。 本章说明如何配置用户、组、角色和权限。

! “设置和监控性能统计信息和资源映射” ‐ 说明 VI Client 中提供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数据的性能监控部分。 本章还介绍了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映射功能。

! “管理任务、事件和警报” ‐ 介绍如何创建、配置和使用任务、事件和警报。 

附录
《基本系统管理》提供以下四个附录，其中包含一些专业化信息，供您在配置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时使用：

! “定义的特权” ‐ 包括一些表，其中列出了由 VMware Infrastructure 系统提供的权
限和角色。

! “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 介绍如何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计算机上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如果要自定义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则必须安装 
Sysprep 工具。

! “性能图表衡量指标” ‐ 包括一些表，其中列出了主机上每个受监控资源的测量值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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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含有关如何启动和停止 VMware Infrastructure 的各个主要组件、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信息。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ESX Server”（第 33 页）

! “VirtualCenter Server”（第 34 页）

! “VI Client”（第 36 页）

! “VI Web Access”（第 37 页）

! “VMware 服务控制台”（第 39 页）

ESX Server
在安装 ESX Server 时，它将通过安装时的重新引导过程自行启动。 如果 ESX Server 关
闭，则必须手动重新启动。

启动 ESX Server

在安装 ESX Server 的物理机箱上，按住电源按钮直至开始执行启动程序。

ESX Server 将引导并发现其虚拟机，然后开始执行 ESX Server 的正常功能。

可以使用 VI Client 关闭或重新启动（重新引导）任意 ESX Server 主机。 也可以通过服
务控制台关闭 ESX Server 3 主机。 关闭受管主机将使其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断开连
接，但不会将其从清单中移除。 

启动和停止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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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引导或关闭 ESX Server

1 关闭 ESX Server 主机上运行的所有虚拟机。

2 如果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则会显示清单的 [主机和群集 (Hosts & Clusters)] 
面板。 请选择正确的根文件夹（默认标记为 [主机和群集 (Hosts & Clusters)]）或
子文件夹。

3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适当的 ESX Server。 

4 在主菜单或右键弹出菜单中，根据需要选择 [重新引导 (Reboot)] 或 [关机 (Shut 
Down)]。 

! 如果选择 [重新引导 (Reboot)]，则将关闭 ESX Server 并重新引导。

! 如果选择 [关机 (Shut Down)]，则将关闭 ESX Server。 必须手动重新启动系统。

5 请提供关机原因。 

此信息将添加到日志中。

手动停止 ESX Server 3 主机

1 登录到 ESX Server 服务控制台。

有关访问服务控制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服务控制台”（第 39 页）。

2 执行关机命令。 

例如：

: shutdown -h now

ESX Server 3 将正常关机。 操作完成后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可以安全关闭系统。

3 按住电源按钮直到计算机关闭。 

VirtualCenter Server
VirtualCenter 可管理多台主机，这些主机可包含多台虚拟机。 要通过 VirtualCenter 执
行任何活动，必须使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启动安装了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Windows 计算机时，VirtualCenter Server 会随之
启动。 重新引导该计算机时， VirtualCenter Server 亦会重新启动。

以下各节讨论启动和关闭 VirtualCenter 的相关内容：

! “检查 VirtualCenter Server 是否已启动”（第 35 页）

! “重新启动 VirtualCenter Server”（第 35 页）

! “停止 VirtualCenter Server”（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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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VirtualCenter Server 是否已启动
VirtualCenter 是一项服务，所以请进入 Windows 服务列表，并检查此服务是否已启
动。

检查 VirtualCenter Server 是否正在运行

1 进入当前 Windows 版本的服务列表视图。

例如，选择 [控制面板 (Control Panel)] >  [管理工具 (Administrative Tools)] >
[服务 (Services)]。 单击 [VMware Infrastructure Server]。 

[状态 (Status)] 栏会指明此服务是否已启动。

2 右键单击 [VMware Infrastructure Server] 并选择 [属性 (Properties)]。 在 [VMware 
VirtualCenter 服务属性 ( VMware VirtualCenter Services Properties)] 对话框中，
单击 [常规 (General)] 选项卡并查看服务状态。 

重新启动 VirtualCenter Server
引导安装了 VirtualCenter Server 服务的计算机时，此项服务也会随之启动。 如果已手
动停止 VirtualCenter Server 服务，或者出于任何原因必须启动它，请执行以下步骤。

通过 Windows 服务重新启动 VirtualCenter Server

1 进入当前 Windows 版本的服务列表视图。

例如，选择 [控制面板 (Control Panel)] >  [管理工具 (Administrative Tools)] >
[服务 (Services)]。 单击 [VMware Infrastructure Server]。 

2 右键单击 [VMware Infrastructure Server]，选择 [启动 (Start)]，然后稍等片刻以完
成启动。

3 关闭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 

注意   VirtualCenter 安装完成后，本机 [管理员 (Administrators)] 组中的所有用户都将
分配到 [管理员 (Administrators)] 角色，拥有 VirtualCenter 环境下的全部特权。 
VirtualCenter [管理员 (Administrator)] 必须为所有其他 VirtualCenter 用户设置权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分配访问权限”（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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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 VirtualCenter Server
VirtualCenter Server 是一项 Windows 服务。 可以使用 Windows 界面选择服务并停止
其运行。

不应停止 VirtualCenter Server。 最好令 VirtualCenter Server 持续运行， 以确保能够按
照预期执行所有的监控和任务活动。

停止 VirtualCenter Server

1 进入当前 Windows 版本的服务列表视图。

例如，选择 [开始 (Start)] > [控制面板 (Control Panel)] > [管理工具 
(Administrative Tools)] > [服务 (Services)]。 单击 [VMware VirtualCenter 
Service]。

2 右键单击 [VMware VirtualCenter Server]，选择 [停止 (Stop)]，然后稍等片刻以停
止服务。

3 关闭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 

VI Client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可用于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主机。 每
台服务器都支持多个 VI Client 会话。 可以将 VI Client 安装在可通过网络访问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主机的任意计算机上。 

默认情况下，管理员可以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此处的管理员是指：

! 如果 VirtualCenter Server 不是域控制器，则是指本地 [管理员 (Administrators)] 
组的成员。

! 如果 VirtualCenter Server 是域控制器，则是指域 [管理员 (Administrators)] 组的
成员。

启动并登录 VI Client
VI Client 是 ESX Server 主机和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界面。 当启动 VI Client 时，它
只显示一个打开的页面。 在登录时， VI Client 仅显示适合于所登录的服务器类型的特
征和功能。 

启动 VI Client 会话

1 登录 Windows 系统。

2 首次启动 VI Client 时，请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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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受管主机不是域控制器，请使用 <local host name>\<user> 或 <user> 
登录，其中 <user> 是本地管理员组中的成员。 

b 如果受管主机是域控制器，则必须使用 <domain>\<user> 登录，其中 
<domain> 是指受管主机作为其控制器的域名，而 <user> 是域的域管理员组
的成员。 不建议这种运行于域控制器上的做法。

3 启动 VI Client。

双击快捷方式，或者通过 [开始 (Start)] > [所有程序 (Programs)] > [VMware] >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选择应用程序。

4 登录服务器。

输入或选择服务器名称以及用于该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 [登录 (Login)] 继
续。 

如果是第一次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将显示一个空 [清单 (Inventory)] 屏幕。 
添加数据中心和主机，以便开始通过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监控并管理虚
拟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管理 VI Client 清单”（第 97 页）。

停止并注销 VI Client
如果不必再查看或更改 VirtualCenter 正在执行的活动，请注销 VI Client。 

停止 VI Client 会话

单击 VI Client 窗口边角上的关闭框 (X)，或选择 [文件 (File)] > [退出 (Exit)]。

此时会关闭 VI Client。 VI Client 从服务器注销。 服务器继续在后台运行它的所有
正常活动。 VirtualCenter Server 将保存和执行任意已调度任务。

VI Web Access
VI Web Access 是一种 Web 界面，用于管理虚拟机。 VI Web Access 随 ESX Server 一
同安装。 与 VI Client 一样， VI Web Access 也可用于直接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或 
VirtualCenter。 VI Web Access 的功能是 VI Client 功能的子集。

VI Web Access 控制台可为虚拟机提供远程鼠标键盘屏幕 (MKS)。 您可与运行于虚拟机
中的客户操作系统交互，并远程连接虚拟机的鼠标、键盘和屏幕。

注意   只有以前键入的服务器才会显示在 [服务器 (Server)] 下拉菜单中。 

注意   关闭 VI Client 并不会停止服务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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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使用 VI Web Access，以配置 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虚拟机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Virtual Infrastructure Web Access 管理员指南》。 

VI Web Access 使用 Web 界面和 Internet 连接访问 ESX Server 或 VirtualCenter 
Server。 

登录 VI Web Access

1 启动 Web 浏览器。

2 输入安装 ESX Server 或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URL：

https://<host or server name>/ui

此时将显示 VI Web Access 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包含用户名和密码字段。 此用户名和密码与使用 VI Client 连接时的凭据
相同。 而且，使用相同的权限确定用户是否可以查看和操作对象。 VI Web Access 
本身没有用户或权限概念。

3 键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登录 (Log In)]。 

此时将显示 VI Web Access 主页。 

用户名和密码获得 VI Web Access 授权后，将显示 VI Web Access 主页。 VI Web 
Access 主页包括：

! 有关所连接服务器上的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 用于访问虚拟机详细信息页的选项，此信息页包含有关虚拟设备、配置选项及

近期事件摘要的信息

注销 VI Web Access

单击各页面边角处的注销链接。 系统会提示确定是否要注销。

注意   如果正在通过 VI Web Access 使用任何远程客户端设备，则注销时会断开其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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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服务控制台
在以前版本的 ESX Server 中，服务控制台是连接 ESX Server 主机的界面之一。 从 ESX 
Server 3 开始，许多命令已经弃用。 通常，只有在 VMware 技术支持代表的帮助下才使
用服务控制台。 

ESX Server 3i 没有服务控制台。 部分服务控制台命令可以通过 Remote CLI 在 ESX 
Server 3i 中使用。 

VMware Infrastructure SDK 用于编写操作 VMware Infrastructure 的脚本。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是连接所有非脚本活动（包括配置、监控和管理虚拟机及资源）
的主要界面。

对服务控制台使用 DHCP
建议设置是对 ESX Server 3 主机的服务控制台使用静态 IP 地址。 如果 DNS 服务器可将
服务控制台的主机名称映射至动态生成的 IP 地址，则可将服务控制台设置为使用 
DHCP。

如果 DNS 服务器无法将主机名称映射至其 DHCP 生成的 IP 地址，则必须自行确定服
务控制台的数字 IP 地址。 使用 DHCP 时还应注意，当 DHCP 租赁到期或系统重新引导
时，数字 IP 地址可能会更改。 因此，VMware 建议不要将 DHCP 用于服务控制台，除
非 DNS 服务器可处理主机名称转换。 

连接服务控制台 
无论是本地使用还是远程连接服务控制台，都必须使用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如果可以直接访问运行 ESX Server 3 的计算机，则可以登录该计算机的物理控制台。 

登录到 ESX Server 3 服务控制台

按 Alt‐F2 转至登录屏幕。

根据 ESX Server 3 计算机的安全设置，可以使用 SSH 或 Telnet 远程连接服务控制台。 
有关安全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

小心   当与虚拟机共享分配给服务控制台的网络适配器时，请勿使用动态 (DHCP) 寻
址。 共享网络适配器时， ESX Server 3 要求服务控制台使用静态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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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服务控制台命令 
服务控制台运行的是 Linux 的修改版本，所以许多可以在 Linux 或 UNIX 上使用的命令
也可以在服务控制台上使用。 有关大部分服务控制台命令的详细使用注解，请参见相关
手册或 man 页。 

查看特定命令的手册页

在服务控制台命令行上，键入 man 命令，其后加上要查看其信息的命令名称，例如：

: man <command>

有关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资源：

! 有关 ESX Server 3 相关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 

! 有关 Linux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查询 Linux 参考文档。 

注意   ESX Server 3i 没有服务控制台。 但是，服务控制台提供的许多功能可通过 
Remote CLI 执行。 有关使用和安装 Remote CLI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Remote 
Command‐Line Interface 安装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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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 VI Client 的特定布局和导航。 其中还包含有关配置管理选项、VirtualCenter 
Server 设置、管理主机配置选项及管理模块的信息。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关于 VI Client”（第 41 页）

! “对列表进行排序和筛选”（第 55 页）

! “使用自定义属性”（第 56 页）

! “选择和查看对象”（第 58 页）

! “管理 VirtualCenter 模块”（第 62 页）

关于 VI Client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适用于所连接的服务器。 当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VI Client 会根据您配置的许可证及用户权限显示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可
用的所有选项。 VI Client 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时，VI Client 仅显示适用于单台主机管
理的选项。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的默认布局为单窗口，其上有菜单栏、导航栏、工具栏、
状态栏、面板部分及弹出菜单。

使用 VI Cli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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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布局 

VI Client 区域将在以下各节中论述：

! “菜单栏”（第 43 页）

! “弹出菜单”（第 45 页）

! “控制台菜单”（第 45 页）

! “导航栏”（第 46 页）

! “清单视图选项卡”（第 49 页）

! “工具栏”（第 52 页）

! “状态栏、近期任务和已触发的警报。”（第 53 页）

! “面板区域”（第 54 页）

菜单 主工具栏工具栏 清单选项卡

状态面板 信息面板状态栏清单面板

弹出菜单控制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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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

菜单栏提供对所有命令的访问，操作方式与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相同。 下表列出了
这五个菜单中的所有可用菜单项。 根据 VI Client 是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还是连接 
ESX Server 主机，可用的菜单项会有所不同。 菜单栏选项有：

! 文件菜单 ‐ 类似于大多数应用程序的 [文件 (File)] 菜单，但有两处不同：

! [文件 (File)] 菜单上未提供打印菜单项。 要进行打印，请使用 Windows 的截屏
功能制作 VI Client 窗口的副本，或将 VirtualCenter 的数据导出为其他格式，
然后再通过其他应用程序打印。 

! 未提供保存菜单项。 VI Client 的功用类似于浏览器。 大多数用户操作在 
VirtualCenter 数据的显示上都是持久的。

在表 4‐1 中，星号 (*) 表示仅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才可用的项目。 

! 编辑菜单 ‐ 显示与选定对象有关的菜单项。

! 视图菜单 ‐ 控制可见的面板。 此菜单提供用于选择导航按钮之一的菜单项。

在表 4‐3 中，星号 (*) 表示仅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才可用的项目。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 [视图 (View)] > [清单 (Inventory)] 菜单会将清单对
象视图分成多个组。

表 4-1.  [文件 (File)] 菜单项

文件 >  新建 > 虚拟机 | 添加主机* | 群集* | 资源池 | 文件夹* | 数
据中心* | 警报* | 已调度任务* | 添加权限

文件 >  导出 > 导出事件*| 导出列表 | 导出映射*| 导出诊断数据

文件 >  报告 > 主机摘要 | 性能

文件 > 虚拟设备 > 导入 | 导出

文件 > 打印映射 > 打印设置 | 打印预览 | 打印

文件 >  退出 

表 4-2.  [编辑 (Edit)] 菜单项

编辑 > 重命名 | 移除 | 自定义规范 | 客户端设置

表 4-3.  [视图 (View)] 菜单项

视图 > 主工具栏 |工具栏 | 状态栏 | 清单 | 已调度任务* | 事件 | 管理 | 映射* |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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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菜单 ‐ 显示与清单面板中的选定对象有关的菜单项。

在表 4‐5 中，星号 (*) 表示仅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才可用的项目。

表 4-4.  [视图 (View)] 菜单 > 清单项目

视图 >  清单 > 主机和群集 | 虚拟机和模板 | 网络 | 数据存储

表 4-5.  [清单 (Inventory)] 菜单项

清单 >  数据中心 > 新建文件夹 | 新建群集 | 添加主机 | 添加
警报 | 添加权限 | 移除 | 重命名

清单 >  虚拟机 > 启动 | 关闭 | 挂起 | 重置 | 关闭客户机 | 待
机客户机 | 重新启动客户机 | 快照 | 迁移 | 
克隆 | 克隆为模板 | 转换成模板 | 添加警
报 | 添加权限 | 打开控制台 | 发送 
Ctrl+Alt+Del | 回答问题 | 报告性能 | 安装 
VMware Tools | 升级 VMware Tools | 编
辑设置 | 重命名 | 从清单中移除 | 从磁盘
删除

清单 >  模板* > 克隆 | 转换成虚拟机 | 从该模板部署虚拟
机 | 添加权限 | 重命名 | 从清单中移除 | 从
磁盘删除

清单 >  主机 > 新建虚拟机 | 连接* | 断开连接* | 进入维护
模式 | 关机 | 重新引导 | 报告摘要 | 报告性
能 | 高级设置 | 移除* | 重定位虚拟机文件

清单 >  群集* > 添加主机 | 新建虚拟机 | 新建资源池 | 编
辑设置 | 移除 | 重命名

清单 >  资源池 > 新建虚拟机 | 新建资源池 | 报告性能* | 移
除 | 重命名

清单 >  数据存储* > 浏览数据存储 | 重命名 | 移除 | 刷新

清单 >  网络* > 移除

清单 >  权限 > 添加 | 删除 | 属性

清单 >  警报* > 属性 | 移除

清单 >  已调度任务* > 运行 | 移除 |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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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菜单 ‐ 显示应用于整个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的配置选项。 

在表 4‐6 中，星号 (*) 表示仅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才可用的项目。

! 插件 ‐ 显示管理 VirtualCenter 插件的选项。 

! 帮助菜单 ‐ 显示联机帮助选项、 VMware 网站链接及产品版本信息。

弹出菜单

弹出菜单提供对众多菜单项的直接访问。 清单面板和信息面板中的大多数对象都拥有弹
出菜单。

查看弹出菜单

右键单击选定对象，或按 Shift+F10。

控制台菜单

可通过连接的服务器使用已启动虚拟机的控制台。 

查看虚拟机控制台

依次单击 [清单导航 (Inventory Navigation)] 按钮、 [清单 (Inventory)] 面板中的已启动
虚拟机、 [信息 (Information)] 面板中的 [控制台 (Console)] 选项卡。

弹出虚拟机控制台

单击导航栏中的弹出图标。 

此时 [控制台 (Console)] 窗口副本将从 VI Client 分离， 并显示附加菜单。

表 4-6.  [管理 (Administration)] 菜单项

管理 > 自定义属性* | VirtualCenter 管理设置* | 角色 | 会话* | 编辑今
日消息* | 导出诊断数据* | 整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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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 [控制台 (Console)] 窗口中可使用附加菜单项。

连接虚拟机的所有用户都会看到相同的显示信息。 消息行指示是否有其他用户正在查看
虚拟机。

弹出虚拟机 [控制台 (Console)] 拥有下列菜单项。 嵌入式 [控制台 (Console)] 拥有类似的
菜单项，但数量较外部 [控制台 (Console)] 的菜单项少。

导航栏

导航栏提供向 VI Client 窗口中加载匹配工具栏和面板的快捷按钮。 导航栏合并并显示
相关的任务和信息。 按钮在选定后仍保持选中状态，以指示当前视图。 这些按钮代表 
VI Client 的功能区域。 根据 VI Client 是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还是连接 ESX Server 
主机，列出的按钮会有所不同。

每个导航栏按钮都有一个主信息面板和相关联的选项卡。 [清单 (Inventory)] 按钮有一
个清单面板，可在其中选择对象。 每个选定对象都有一组属于自己的相关信息面板选项
卡。 此信息位于以下两组面板之一：

表 4-7.   虚拟机弹出控制台的菜单项

文件 >  退出

视图 >  自动匹配窗口 | 立即匹配窗口 | 立即匹配客户机 | 全屏

虚拟机 >  启动 | 关闭 | 挂起 | 重置 | 关闭客户机 | 重新启动客户机 | 快照 | 迁移 | 克
隆 | 克隆为模板 | 转换成模板 | 添加警报 | 添加权限 | 发送 Ctrl+Alt+Del | 回
答问题 | 报告性能 | 安装/升级 VMware Tools | 编辑设置 | 重命名 | 从清单
中移除 | 从磁盘删除

此消息行指示该虚拟机的活

动连接数。 
附加控制台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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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栏提供相关活动的概括性区域的快捷方式。 VI Client 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或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选项为 [清单 (Inventory)] 和 [管理 (Administration)]。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可使用的附加选项包括：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事件 (Events)]、 [整合 (Consolidation)] 和 [映射 (Maps)]。 [清单 (Inventory)] 
按钮还拥有其他下拉菜单项（主机和群集、虚拟机和模板、网络及数据存储）。

图 4-2.  导航栏快捷方式

查看 [清单 (Inventory)] 按钮选项

单击 [清单 (Inventory)] 导航栏按钮上的箭头，查看清单组选项。 选择 [视图 (View)] >
[清单 (Inventory)] > [主机和群集 (Hosts and Clusters)]（或 [虚拟机和模板 (Virtual 
Machines and Templates)]、 [网络 (Networks)] 或 [数据存储 (Datastores)]）。 

有关 [清单 (Inventory)] 按钮视图之间区别的信息，请参阅“管理 VI Client 清单”（第 
97 页）。 

!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 VirtualCenter 内所有受监控对象的视图。 受监控的对象
包括数据中心、资源池、群集、网络、数据存储、模板、主机和虚拟机。

[清单 (Inventory)] 按钮显示清单面板和信息面板。 信息面板包含若干选项卡。 根据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的清单对象的不同，所显示的选项卡集合亦不同。 

共有四个不同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视图： 

! 主机和群集 ‐ 显示除模板、网络和数据存储外的所有清单对象的清单层次结构。 

! 虚拟机和模板 ‐ 显示虚拟机和模板的列表。

! 网络 ‐ 显示网络列表。

! 数据存储 ‐ 显示数据存储列表。

所有四个 [清单 (Inventory)] 选项均划分到两个子面板上，即清单面板和信息面
板。 此 [清单 (Inventory)] 选项显示 VirtualCenter 包含的所有对象，如文件夹、数
据中心、主机、群集、资源池和虚拟机。 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时，此清单选项显
示主机内包含的所有对象，如主机、资源池和虚拟机。 通过在两个子面板中的一个
中选择对象，可以执行和指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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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四个不同的清单视图。 每个视图均与八种不同清单对象中的某些有关： 主机、
群集、文件夹、数据中心、虚拟机和模板、资源池、网络及数据存储。 

所有四个视图都拥有（单个）根节点。 可以将文件夹和数据中心置于根节点下。 
数据中心下的层次结构划分为网络、数据存储、虚拟机和模板、主机、群集及资源

池。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按钮 ‐ 活动列表以及这些活动的调度方式。 该选
项只能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使用。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和 [事件 (Events)] 按钮（仅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才可用）显示单个信息面板。 

! [事件 (Events)] 按钮 ‐ VirtualCenter 环境中发生的所有事件的列表。 使用 [导航 
(Navigation)] 选项可显示所有事件。 使用对象特定面板可仅显示与该对象有关的
事件。

! [管理 (Admin)] 按钮 ‐ 环境层级的配置选项列表。 [管理 (Admin)] 选项提供对 [角色 
(Roles)]、 [会话 (Sessions)]、 [许可证 (Licenses)]、 [诊断 (Diagnostics)] 和 [系统日
志 (System Logs)] 的配置访问。 仅当连接 ESX Server 时才显示 [角色 (Roles)] 选
项。 

[管理 (Admin)] 按钮显示一组选项卡式信息面板。 可通过这些选项卡使用选择的配
置选项。 

! [映射 (Maps)] 按钮 ‐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的状态和结构的可视化表示。 其
中包括主机、网络、虚拟机和数据存储。 该选项只能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使
用。

[映射 (Maps)] 按钮（仅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才可用）显示清单面板和拓
扑面板。 

! [整合 (Consolidation)] ‐ 通过将物理系统导入为虚拟机来整合数据中心和构建 
VirtualCenter 清单的方式。 Guided Consolidation 提供一种快速、自动填充新虚
拟环境的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整合数据中心”（第 119 页）。

更改导航栏的外观

右键单击导航栏，然后选择合适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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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视图选项卡

可以通过 VI Client 窗口的信息面板访问数据和活动的一般显示信息。 信息面板是监控
活动的可视化中心。 通过信息面板可查看主机、虚拟机和数据中心的状态、资源使用情
况及性能信息。 在信息面板中，还可查看已调度任务、可用模板及事件列表。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还可使用 [映射 (Maps)] 选项。 有关 [映射 
(Maps)] 功能的信息，请参阅“设置和监控性能统计信息和资源映射”（第 257 页）。 

将某对象从清单中移除后，其日志和事件历史会保留下来，直至通过时效程序清除为

止。 数据会保留指定的一段时间。 该时间段一过，即清除较老的数据。 

! [管理 (Admin)] 选项卡 ‐ [管理 (Admin)] 按钮的子集。 [管理 (Admin)] 选项卡是一
组面板，显示与 VI Client 所连接的服务器有关的面向配置的信息。 该选项卡选项
包括 [角色 (Roles)] 和 [系统日志 (System Logs)]。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还可使用 [会话 (Sessions)] 和 [许可证 (Licenses)] 选项卡。 

! [清单 (Inventory)] 选项卡 ‐ [清单 (Inventory)] 按钮的子集。 [清单 (Inventory)] 选
项卡是一组面板，显示与选定清单对象有关的面向任务的信息。 每个清单对象都有
一组属于自己的选项卡。 该选项卡选项包括： [入门 (Getting Started)]、 [摘要 
(Summary)]、 [数据中心 (Datacenters)]、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主机 
(Hosts)]、 [DRS 建议 (DRS Recommendations)]、 [资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性能 (Performance)]、[配置 (Configuration)]、[任务和事件 (Tasks 
& Events)]、 [警报 (Alarms)]、 [控制台 (Console)]、 [权限 (Permissions)] 和 [映射 
(Maps)]。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时，屏幕右侧会显示一个信息面板。 在清
单面板中选择对象（主机、虚拟机、文件夹、数据中心、群集、资源池）时，信

息面板将显示对应于选定对象的选项卡。 此数据会一直保留，直至您单击另一个 [
清单 (Inventory)] 按钮为止。 

注意   可使用导航栏或信息面板选项卡查看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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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列出了可用的面板及其源映射。 

表 4-8.   清单视图选项卡

面板名称 客户端连接 按钮、选项卡或切换 描述

管理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导航栏按钮 列出选择的配置选项和信息。 

警报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选定对象的已配置警报。 

警报  VirtualCenter 切换按钮 列出选定对象的已触发警报。 

配置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提供对配置选定主机的访问。 

控制台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显示用于与虚拟机直接交互的远程控制台。 
通过远程控制台可对虚拟机执行选定操作。 

数据中心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在选定文件夹下组织的数据中心。 

数据存储 Virtual Center 导航栏按钮： 数据
存储

提供对管理数据存储的访问。 

事件  ESX Serv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报告选定对象状态的事件消息。 

入门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提供有关选定对象类型的信息及可对该对象
执行的操作的链接。 请参见“[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第 51 页）。

主机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分配给选定清单对象的主机。 

清单 VirtualCenter
ESX Server

导航栏按钮： 主机
和群集

提供对管理所有清单对象的访问。 

许可证 VirtualCenter 管理面板选项卡 列出 License Server 中配置的许可证。 

映射 VirtualCenter 导航栏按钮 显示选定清单对象间的关系。 

DRS 建议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对选定群集推荐的迁移或其已完成的迁
移，并列出推荐的或已完成的电源管理建议。

网络 Virtual Center 导航栏按钮： 网络 提供对管理网络的访问。 

性能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显示选定主机或虚拟机资源的性能图表。 数
据中心和主机的图表显示一个组合图表，该
图表显示每种资源的使用情况。 

权限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拥有选定对象相关权限的用户和组，以
及权限分配的级别。 

资源分配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选定主机资源（CPU、内存） 的分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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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
各种类型的清单对象均提供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
项卡提供所选对象类型的描述、可对该对象执行的操作的快捷方式以及与该类型对象有
关的教程部分的链接（请参见“使用教程”（第 52 页））。 

如果新近安装 VirtualCenter 而未添加任何清单对象，则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
卡可指导用户完成向清单添加项目以及设置虚拟环境的步骤。

禁用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

! 单击 [关闭选项卡 (Close Tab)] 链接以禁用所选对象类型的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 

! 选择 [编辑 (Edit)] > [客户端设置 (Client Settings)]，然后单击 [移除所有选项卡 
(Remove All Tabs)] 以禁用所有清单对象的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

还原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

角色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管理面板选项卡 提供对配置用户角色的访问。 

已调度任务 VirtualCenter 导航栏按钮 提供对创建和管理已调度任务的访问。 

会话 VirtualCenter 管理面板选项卡 列出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会话。 

摘要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显示选定对象的数据集合。 

系统日志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管理面板选项卡 列出选定的服务器日志文件。 

任务  VirtualCenter 切换按钮 列出选定对象的近期任务。 

任务和事件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已完成的任务及报告选定对象状态的事

件消息。 

模板 Virtual Center 导航栏按钮： 虚拟
机和模板

提供对管理模板的访问。 

虚拟机  ESX Server
VirtualCenter

清单面板选项卡 列出分配给选定数据中心或主机及组的虚拟

机。 要访问此面板，请单击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即会显示组中的虚拟
机。 

表 4-8.   清单视图选项卡 （续）

面板名称 客户端连接 按钮、选项卡或切换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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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编辑 (Edit)] > [客户端设置 (Client Settings)]，然后单击 [还原所有选项卡 
(Restore All Tabs)] 以还原所有清单对象的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

使用教程

本教程提供有关虚拟化的简介， 旨在帮助新用户理解虚拟化的基本概念并识别组成虚拟
环境的组件。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包含教程页的链接。 本教程也可通过 [帮助 (Help)] 菜单
（[帮助 (Help)] > [教程 (Tutorial)]）来访问。

工具栏

工具栏提供用于执行一些最常用操作的按钮。

查看或隐藏工具栏

单击 [视图 (View)] > [主工具栏 (Main Toolbar)] 可切换主工具栏的显示。

单击 [视图 (View)] > [工具栏 (Toolbar)] 可切换工具栏的显示。

取决于选定的导航任务和清单对象，显示的工具栏按钮可能会不同。 根据选定的对象，
某些工具栏选项可能显示为灰色。

更改工具栏的外观

右键单击工具栏，然后选择合适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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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近期任务和已触发的警报。

状态栏显示在窗口底部， 包含用于查看已触发警报或近期任务的图标。 [任务 (Tasks)] 
按钮显示当前正在运行或最近完成的任何活动任务， 包括表示每个任务完成百分比的进
度栏。 近期任务和已触发警报面板显示在 VI Client 窗口底部。

隐藏或查看状态栏

选择 [视图 (View)] > [状态栏 (Status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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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或查看近期任务或已触发警报

在状态栏中单击 [任务 (Tasks)] 或 [警报 (Alarms)] 图标。

面板区域

VI Client 页面的主体为面板区域。 大多数视图都有左面板和右面板： 清单面板和信息面
板。 这些面板的大小可以调整。

! 清单面板 ‐ 当从导航栏选择 [清单 (Inventory)] 或 [映射 (Maps)] 按钮时，将显示 
VMware Infrastructure 对象的层次结构列表。 

! 信息面板 ‐ 显示列表和图表。 根据所选择的导航按钮或 [清单 (Inventory)] 按钮项
目，信息面板会拆分为选项卡式元素。

选择对象 

单击清单面板或信息面板中的适当对象。

关闭或打开面板 

单击面板菜单栏中的箭头。 

面板隐藏后，面板菜单栏变成沿 VI Client 窗口边缘的条形物。

调整面板大小 

单击要调整大小的面板的一侧，然后将之拖至合适大小。

对面板所做的选择在整个 VI Client 会话中是持久性的。 若使用不同的用户名运行多个 
VI Client 会话，则上次退出会话的设置将会决定下次 VI Client 会话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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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表进行排序和筛选
可通过单击列标签标题，对 VI Client 中的任何列表进行排序。 列标题中的三角形符号
用来表示是按升序还是降序进行排序的。

还可使用筛选对列表进行排序，使之仅包含选定的项目。 筛选按关键字排序。 选择要在
其上搜索关键字的列。

对列表进行排序 

单击列标题，按该列中的条目排序列表。 当前选择不变。 

在升序和降序间变换 

单击列标题中的三角形符号。

在列表中选择项目 

单击各个项目。 按住 Shift 或 Ctrl 的同时单击可选择多个项目。 可以对所有列表进行排
序。 

查看或移除列表中的列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列表中选择列名称。

筛选列表视图

1 单击箭头以查看要从中选择的属性列表。 在筛选字段中直接键入文本以指定搜索条
件。 

筛选字段不支持布尔表达式或特殊字符，且不区分大小写。 

2 单击 [确定 (OK)] 以仅显示符合条件的虚拟机。 单击 [清除 (Clear)] 以更改筛选。

注意   两次按键之间有一秒钟的时间间隔。 键入文本并等待一秒钟，搜索即自动开始， 
不必单击 [确定 (OK)] 或按 Enter。



基本系统管理

56 VMware, Inc.

列表会根据筛选的开关状态进行更新。 例如，假设在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
卡中对列表进行了筛选，且筛选文字为“启动”，则会显示生成状况设置成“启动”

的虚拟机的列表。 若这些虚拟机中有任何虚拟机的状况发生了改变，则该虚拟机就会从
列表中移除。 新增的虚拟机同样要经过此筛选。 筛选在用户会话中是持久的。

移除筛选 

单击 [清除 (Clear)] 或删除筛选字段中的条目，单击 [确定 (OK)]。 

VI Client 会显示可用项目的完整列表。

选择要在其中搜索筛选关键字的列 

在 [包含 (contains)] 字段中右键单击，然后选择或取消选择适当的列名称。

筛选为包容的，而非排除的。 若在任何选定列中找到关键字，该列项就将包含在列表
中。 

导出列表

1 选择要导出的列表。

2 选择 [文件 (File)]> [导出 (Export)] > [导出列表 (Export List)]。

3 在对话框中键入文件名，选择文件类型，然后单击 [保存 (Save)]。

文件将以指定的文件名、文件类型和位置存储。

使用自定义属性
属性是指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将要为所有受管主机和虚拟机监控和管理的资
源。 属性的状态和状况会显示在各种清单面板上。 

自定义属性可用于将特定于用户的元信息与虚拟机和受管主机关联起来。 属性创建后，
可根据需要在每台虚拟机或受管主机上设置属性值。 该值与 VirtualCenter 一起存储，
而不是与虚拟机或受管主机一起存储。 然后可使用新属性，以筛选有关虚拟机和受管主
机的信息。 不再需要自定义属性时，将其移除即可。 自定义属性始终是字符串。 

例如，假设有一组产品，您想按销售代表对这些产品进行排序。 可以为销售人员的姓名
创建一个自定义属性 ‐ “姓名”。 将自定义属性列“姓名”添加到一个列表视图中。 在
每个产品条目中添加适当的姓名。 单击列标题“姓名”即可按字母顺序进行排序。

仅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才可使用自定义属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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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自定义属性

1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自定义属性 (Custom Attributes)]。

仅连接 ESX Server 时，此选项不可用。

2 添加自定义属性，然后单击 [添加 (Add)]。

已将属性添加到虚拟机特性列表中。 

3 要更改属性名称，请在 [名称 (Name)] 字段中单击，并键入要分配给属性的名称。

4 输入自定义属性的值。

a 选择要应用属性的对象在层次结构中的上一级对象。 

例如，要为受管主机输入属性值，请选择数据中心和主机列表的 [主机 
(Hosts)] 选项卡。

b 对于每台受管主机或虚拟机，请单击新属性列。

在信息面板中，新属性会添加到标题中。

c 键入适合每台受管主机或虚拟机的属性值。

还可在对象的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中编辑自定义属性并为虚拟机或主机添加注释。 
注释可用于为对象提供附加的描述性文本或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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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拟机或主机编辑自定义属性和注释 

1 在清单中选择虚拟机或主机。 

2 单击虚拟机或主机的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3 在 [注释 (Annotations)] 框中，单击 [编辑 (Edit)] 链接。 

此时将显示 [编辑自定义属性 (Edit Custom Attributes)] 对话框。 

4 添加属性： 

a 单击 [添加 (Add)]。 

b 在 [名称 (Name)] 文本框中，键入属性名称。 

c 在 [类型 (Type)] 下拉列表中，选择属性类型：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主机 (Host)] 或 [全局 (Global)]。 

d 在 [值 (Value)] 文本框中，键入要为当前选中对象的属性提供的值。 

e 单击 [确定 (OK)]。 

在单台虚拟机或主机上定义某个属性后，此属性可用于清单中此类型的所有对

象。 但是，您指定的值仅适用于当前选中的对象。 

5 要编辑已定义属性的值，请双击该属性的 [值 (Value)] 字段，然后输入新值。 

6 要添加注释，请在 [注释 (Notes)] 文本框中输入文本。 

7 单击 [确定 (OK)] 保存更改。 

选择和查看对象
本节介绍影响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的常见 Windows 程序。 导航主题将在以
下各节中论述：

! “选择对象”（第 59 页）

! “监控对象”（第 60 页）

! “对对象执行操作”（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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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象

VirtualCenter 对象可以是数据中心、网络、数据存储、资源池、群集、主机和虚拟
机。 选择对象可实现两个目的：

! 可让您查看对象的状态。

! 启用菜单，以便您选择要对对象采取的操作。

选择对象 

1 单击适当的导航栏选项，如 [清单 (Inventory)]、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事件 (Events)]、 [管理 (Admin)] 或 [映射 (Maps)]。

2 如果选择 [清单 (Inventory)]，则浏览清单面板中的层次结构，以找到对象图标。 单
击此图标。 

选中对象时，清单面板中的对象标签将回填，信息面板将更新其显示信息以反映选

定对象的数据。 

查看对象菜单 

可以选择适当的对象，并在菜单栏中选择适当的操作， 也可以右键单击对象。

此时会显示包含对象可用操作的弹出菜单。

对于每个类型的对象（如数据中心、主机或虚拟机），信息面板中会显示一组相应的选

项卡。 例如： 

! 如果在连接 VirtualCenter 时选择清单面板中的受管主机，则信息面板会显示 [摘要 
(Summary)]、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资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性能 (Performance)]、 [配置 ( Configuration)]、 [任务和事件 (Tasks & Events)]、
[警报 (Alarms)]、 [权限 (Permissions)] 和 [映射 (Maps)] 选项卡。

! 如果在连接 ESX Server 时选择清单面板，则信息面板会显示 [摘要 (Summary)]、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资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性能 
(Performance)]、 [配置 ( Configuration)]、 [用户和组 (Users & Groups)]、 [系统日
志 (System Logs)]、 [事件 (Events)] 和 [权限 (Permissions)] 选项卡。 

! 如果选择数据中心，则信息面板会显示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主机 
(Hosts)]、 [任务和事件 (Tasks & Events)]、[警报 (Alarms)]、 [权限 (Permissions)] 
和 [映射 (Maps)] 选项卡。

清单面板和信息面板共享一个选择列表。 选中一个面板中的对象会取消选中另一个面板
中的任何其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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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栏或弹出菜单执行的菜单操作均应用于当前选定的对象。 若未选定对象，则不
能进行菜单操作。 只有选定对象才能够显示弹出菜单。 有关弹出菜单选项的其他信息，
请参阅“弹出菜单”（第 45 页）。 

更改对象的名称 

选中项目并按 [F2]，或单击选定项目的文本。 键入新名称。

监控对象

VI Client 监控 VirtualCenter 或 ESX Server 活动。 受 VirtualCenter 监控的主机必须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注册。 有关向 VirtualCenter Server 添加对象的信息，请参阅“添
加主机”（第 109 页）。 即使 ESX Server 主机未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注册，仍然可
以使用 VI Client 直接连接主机。

查看对象的状态

1 启动 VI Client。 

2 单击导航栏中的适当按钮。 

! 如果单击 [清单 (Inventory)] 或 [映射 (Maps)] 按钮，则在清单面板列表中导航
以查看单个对象（如主机、数据中心和虚拟机）。

! 如果单击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事件 (Events)] 或 [管理 (Admin)] 
按钮，则信息面板会显示适合于选择的已调度任务、事件或管理向导。 

3 单击对象以查看。

选中对象时，清单面板中的对象标签会显示为蓝色，且信息面板会更新其显示信息

以反映对象的数据。 

4 单击信息面板中的适当选项卡。

此时会显示对应于选定对象或选项卡的数据。 根据需要单击不同选项卡以查看有关
对象的信息。

对对象执行操作

本节仅介绍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中执行任务的基本过程。 本节不讲述特定
的设置和条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特定于要执行的任务的章节或文档。

要查看对象，必须拥有分配给该对象的必要权限。 可以对对象执行的操作类型取决于分
配给用户名和组的特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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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irtualCenter 中，对对象执行操作有三种方法：

! 在 VirtualCenter 窗口顶部的菜单栏中选择操作。 请参见“菜单栏”（第 43 页）。

! 在对象的弹出菜单或按钮中选择操作。 下面列出的步骤介绍如何在对象菜单或按钮
中选择操作。

! 通过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面板调度操作。 有关调度任务的信息，请参
见“管理已调度任务”（第 275 页）。

对 VMware Infrastructure 对象执行操作

1 启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2 连接适当的服务器。

3 要选择需查看或对其执行操作的对象，请选择适当的清单视图，并浏览清单面板中

的层次结构以找到对象的图标，然后单击。 

可以在清单面板或信息面板中选择对象。

如果对象不在视图中：

! 检查是否登录到了正确的服务器上。

! 根据需要向 VirtualCenter 控件添加主机。 请参见“管理 VirtualCenter 中的
主机”（第 107 页）了解相关信息。

4 选中对象后：

! 在主菜单中选择菜单项。

! 右键单击对象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5 按照提示操作。

根据选择的操作，信息面板中的视图会更改，或者某个向导会提示您提供信息来完成事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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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VirtualCenter 模块
安装完模块的服务器组件并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注册后，VirtualCenter 客户端即
可使用其客户端组件。 客户端组件的安装和启用通过 [插件管理器 (Plugin Manager)] 对
话框（[插件 (Plugins)] > [管理插件 (Manage Plugins)]）管理。 通过 [插件管理器 
(Plugin Manager)]，用户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客户端当前尚未安装的可用模块。

! 查看已安装的模块。

! 下载并安装可用的模块。

! 启用和禁用已安装的模块。

打开 [管理插件 (Manage Plugins)] 对话框：

1 启动 VirtualCenter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选择 [插件 (Plugins)] > [管理插件 (Manage Plugins)]。

[可用 (Available)] 选项卡显示可以安装的模块。 [已安装 (Installed)] 选项卡显示当前已
安装的模块。

安装模块：

1 选择 [插件管理器 (Plugin Manager)] 对话框中的 [可用 (Available)] 选项卡。

2 单击 [下载和安装 (Download and Install)] 以安装所需的模块。

3 按照安装向导中的提示进行操作。

4 安装完成后，请验证模块是否已在 [已安装 (Installed)] 选项卡下列出并已启用。

禁用和启用模块：

1 选择 [插件管理器 (Plugin Manager)] 对话框中的 [已安装 (Installed)] 选项卡。

2 选择 [启用 (Enable)] 以启用模块，或取消选择 [启用 (Enable)] 以禁用模块。

禁用模块并不会将其从客户端中移除。 必须卸载模块才能将其移除。

移除模块：

可通过操作系统的 [添加/删除程序 (Add/Remove Programs)] 控制面板移除模块。 有关
如何使用 [添加/删除程序 (Add/Remove Programs)] 控制面板的说明，请参阅操作系统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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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含基本系统配置信息（例如，如何访问和配置日志文件，配置防火墙以及设置 
SNMP。） 个别章节和文档对某些主题进行了讨论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在相关的地
方，本章会提供参考。 

虽然可根据需要更改设置，但本章中的某些主题通常都是一次性配置任务。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的主机配置”（第 63 页）

! “VirtualCenter 配置”（第 67 页）

! “配置 VirtualCenter 通信”（第 69 页）

! “虚拟机配置”（第 71 页）

! “处理活动会话”（第 74 页）

! “关于 SNMP 和 VMware Infrastructure”（第 75 页）

! “系统日志文件”（第 89 页）

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的主机配置
ESX Server 主机是通过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配置和管理的。 某些主机相关的
配置特定于 VirtualCenter。 其他主机配置适用于独立主机以及 VirtualCenter 已注册主
机。

《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介绍了为配置 ESX Server 3 主机网络、存储器和安全所必须
完成的任务。 《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介绍了为 ESX Server 3i 主机执行的任务。 此
外，这些指南还提供了有助于您了解这些任务的概述、建议和概念性论述。 它们解释了

系统配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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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部署 ESX Server 主机以满足您的需求。 在使用《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
《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中的信息之前，请阅读《VMware Infrastructure 简介》，以
了解系统架构以及组成 VMware Infrastructure 系统的物理和虚拟设备的概述。

本节概括了《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和《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中的主机配置选项
和内容，以便您能找到所需的信息。 

选择一台主机，并选择该主机的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显示可用的所有配置选项。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显示下列配置选项：

! 健康状况（仅限 ESX Server 3i） ‐ 显示硬件组件（例如处理器、内存和存储器）
的状况。 

! 处理器 ‐ 显示主机的处理器信息，如类型、速度、制造商。 通过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可启用或禁用超线程。

! 内存 ‐ 显示主机的内存配置，包括可用的总内存、用于主机系统的数量、用于虚拟
机的数量，以及用于 ESX Server 3 服务控制台的数量。 在 ESX Server 3 主机上，通
过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可设置专用于服务控制台的数量。

! 存储器（SCSI、 SAN 和 NFS） ‐ 显示为主机配置的存储卷以及有关每个存储设备
的详细信息。 其中包括卷标、文件系统类型、块大小、扩展和容量。 通过 [刷新 
(Refresh)]、 [移除 (Remove)]、 [添加存储器 (Add Storage)] 和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可以更改卷属性、添加扩展、管理路径、添加磁盘或 LUN 数据存储，以
及添加网络文件系统 (NFS) 数据存储。 

! 网络 ‐ 显示连接主机的当前网络。 通过 [刷新 (Refresh)]、 [添加网络连接 (Add 
Networking)]、[移除 (Remove)] 和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可以配置端口和网
络适配器，并定义与主机的虚拟机和 VMkernel 的连接类型。 在 ESX Server 3 主机
上，还可定义与服务控制台的连接。

! 存储适配器 ‐ 显示存储适配器配置，如设备类型、 SAN 标识、 LUN 标识、路径和
容量。 通过 [重新扫描 (Rescan)]、[隐藏 LUN (Hide LUNs)] 和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可以扫描新的存储设备或 VMFS 卷，隐藏有关每个选定存储适配器的 
LUN 信息，以及查看 VMotion 配置状态。

! 网络适配器 ‐ 显示网络适配器信息，包括设备类型、速度、 vSwitch 和网络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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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Software)] 选项卡
[软件 (Software)] 选项卡显示下列配置选项：

! 已获许可的功能 ‐ 显示目前所选主机的当前许可状态。 其中包括许可证源、许可证
类型和加载项（如 VMotion 或 HA）的许可。 通过 [编辑 (Edit)] 对话框，可以指
定许可证源、许可证类型和其他功能的许可。

! 时间配置 ‐ 可以在 ESX Server 主机上设置时间并配置 NTP 服务。 

! DNS 和路由 ‐ 显示 DNS 和路由信息。 其中包括主机名称和域、连接主机的 DNS 
服务器、搜索域和默认网关。 通过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可以指定这些标识
项。 

! 虚拟机启动/关机 ‐ 显示主机上的虚拟机列表及其启动或关机状态。 通过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框，可以配置启动和关闭每台驻留的虚拟机的时间。 选项包括在
相对于主机关闭或启动的选定时间启动或停止。 

! 虚拟机交换文件位置 ‐ 允许您为位于该主机上的虚拟机选择默认交换文件位置。 可
以选择将虚拟机交换文件与虚拟机文件存储在同一目录中，或将交换文件放在单独

的数据存储中。 可以通过编辑虚拟机设置覆盖个别虚拟机的这一默认设置。 请参见
“更改虚拟机选项”（第 172 页）。

! 安全配置文件 ‐ 显示入站和出站连接的防火墙信息。 通过 [属性 (Properties)] 对话
框，可以定义远程访问条件。 其中包括 Secure Shell、 SNMP 以及相关客户端、服
务器和代理入站及出站通信端口和协议。 大多数服务不可用于 ESX Server 3i 主机。 

! 系统资源分配 ‐ 显示主机的资源分配设置。 其中包括内存和 CPU 使用情况。 通过
[编辑 (Edit)] 对话框，可以配置预留给主机使用的 CPU 份额和内存份额数。 通过
[简单/高级 (Simple/Advanced)] 切换对话框，可以配置主机的资源池为选定主机功
能预留的 CPU 和内存份额。

有关配置和使用虚拟机资源的完整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 高级设置 ‐ 显示 VMware 建议仅在 VMware 技术支持的指导下才使用的设置列表。

ESX Server 网络配置
《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和《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的网络章节提供了有关物理网
络和虚拟网络概念的概念上的认识、为配置 ESX Server 主机网络连接所必须完成的基
本任务的描述，以及对高级网络主题和任务的论述。 网络一节包含以下章节：

! 网络 ‐ 介绍网络概念并引导您完成在为 ESX Server 主机设置网络时必须完成的最常
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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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网络 ‐ 包括高级网络任务，例如设置 MAC 地址，编辑虚拟交换机和端口以及 
DNS 路由。 此外，它还提供了有关使网络配置更有效的提示。

! 网络连接情形和故障排除 ‐（仅限《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介绍常见的网络连
接配置和疑难解答方案。

ESX Server 存储器配置
《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和《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的 ESX Server 存储器章节提供
有关存储器的基本认识、为配置和管理 ESX Server 主机存储器所执行的基本任务的描
述，以及对如何设置裸设备映射的论述。 存储器一节包含以下章节：

! 存储器简介 ‐ 介绍可以为 ESX Server 主机配置的存储器的类型。 

! 配置存储器 ‐ 说明如何配置本地 SCSI 存储器、光纤通道存储器和 iSCSI 存储器。 它
同样具有针对 VMFS 存储器和网络附加存储的内容。

! 管理存储器 ‐ 说明如何管理现有的数据存储和由数据存储组成的文件系统。

! 裸设备映射 ‐ 介绍裸设备映射、如何配置此类型的存储器以及如何通过设置多路
径、故障切换等方式来管理裸设备映射。

查看安全配置信息

《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和《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的 ESX Server 安全章节介绍 
VMware 已嵌入到 ESX Server 中的安全措施，以及为保护 ESX Server 主机免受安全威
胁所采取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使用防火墙、利用虚拟交换机的安全功能以及设置用户
身份验证和权限。 安全一节包含以下章节：

! ESX Server 系统的安全性 ‐ 介绍有助于确保数据环境安全的 ESX Server 功能并概
述与安全相关的系统设计。

! 确保 ESX Server 安全的配置 ‐ 说明如何为 ESX Server 主机和 VMware 
VirtualCenter 配置防火墙端口，如何使用虚拟交换机和 VLAN 来确保虚拟机的网
络隔离，以及如何确保 iSCSI 存储器的安全。

! 身份验证和用户管理 ‐ 介绍如何设置用户、组、权限和角色以控制对 ESX Server 主
机和 VirtualCenter 的访问权限。 它还介绍了加密和委派用户。

! 服务控制台安全 ‐（仅限《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介绍嵌入到服务控制台的安
全功能并演示如何配置这些功能。

! 安全部署和建议 ‐ 提供一些样本部署，以便您在设置本人的 ESX Server 部署时对需
要考虑的问题有个大致的了解。 本章还介绍进一步确保虚拟机安全需要执行的一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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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ESX Server 命令信息
《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和《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包括提供专业化信息的附录，
这些信息在配置 ESX Server 主机时可能会有用：

! ESX Server 技术支持命令 ‐（仅限《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包括 ESX Server 3 
配置命令，这些命令可通过 SSH 等 Command Line Shell 发出。 若有这些命令可供
使用，不应将其视为可在其上生成脚本的 API。 这些命令可能有所更改，并且 
VMware 不支持依赖于 ESX Server 3 配置命令的应用程序和脚本。 此附录提供了对
应于这些命令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等效指令。

! 使用 vmkfstools ‐ 包括 vmkfstools 实用程序，该程序可用于执行虚拟磁盘和 
VMFS 卷的管理和迁移任务。

VirtualCenter 配置
属性和设置集合对话框可对相应的 VirtualCenter 环境进行调整。 

查看 VMware VirtualCenter 配置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对此设置的更改仅适用于当前 VirtualCenter Server。 如果注销并登录其他 
VirtualCenter Server，这些设置将特定于该 VirtualCenter Server。

此时将显示对话框选项卡，您可以配置：

! [License Server] ‐ 指定 License Server 以及将主机添加到 VirtualCenter 清单中时
是否替代主机 License Server。 指定 VirtualCenter Server 许可证版本。 

有关许可证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的《安装指南》或 ESX Server 3i 
产品的《安装指南》。

! [统计信息 (Statistics)] ‐ 指定收集时间间隔、统计信息收集线程限制以及统计信息
收集级别。 指定用于收集受管主机性能统计信息的线程数。 

指定性能统计信息收集的详细信息级别。 合法值为最小化安装、典型和完整安装。 
默认为完整安装。 

指定 VirtualCenter 检查是否准备执行任何已调度任务否则应触发警报的频率（以
秒为单位）。 默认为 5 秒。

验证 VirtualCenter 已知的所有用户和组当前是否存在于 Windows 中。 例如，如
果用户 Smith 具有权限并且在域中，该用户的名称后来更改为 Smith2，则 
VirtualCenter 将断定 Smith 不再存在，并移除此用户的权限。

请参见“关于收集间隔和收集级别”（第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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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时设置 (Runtime Settings)] ‐ 查看 VirtualCenter 安装的唯一运行时设置。 其
中包括 VirtualCenter 唯一的 ID 编号和 VirtualCenter TCP/IP 端口号。 

为虚拟机生成唯一的 MAC 地址和 UUID。 在某些情况下，同一公司可以运行多个 
VirtualCenter。 其中每个 VirtualCenter Server 都必须有自己的唯一标识。 默认情
况下，随机生成一个 ID 值。 但是，该值是可编辑的。 唯一要求是它必须是 0 到 63 
的一个唯一编号。

指定 VirtualCenter Client 将数据发送到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使用的端口。 

请参见“配置 VirtualCenter 通信”（第 69 页）。

! [Active Directory] ‐ 指定在 [添加权限 (Add Permissions)] 对话框中显示的 Active 
Directory 超时、最大用户和组数目，以及对 VirtualCenter 的已知用户和组执行同
步及验证的频率。

指定选定域中 VirtualCenter 存储的最大用户和组数目。 如果无需指定最大限制，
请输入零 (0)。

指定 VirtualCenter 允许搜索在所选域上运行的最大时间，以秒为单位。 搜索大型
域需要很长时间。 此值必须大于零 (0)。 

请参见第 17 章，“管理用户、组、权限和角色”（第 239 页）。

! [邮件 (Mail)] ‐ 指定 SMTP 服务器和邮件帐户。 

请参见“管理事件”（第 281 页）。

! [SNMP] ‐ 指定 SNMP 收件人 URL、端口和团体字符串。

请参见“关于 SNMP 和 VMware Infrastructure”（第 75 页）。

! [Web 服务 (Web Service)] ‐ 指定供 Web 服务使用的 HTTP 和 HTTPS 端口。 还可
以指定是否需要与 VirtualCenter 1.x 版的 SDK Web 服务保持兼容。 

请参见“配置 VirtualCenter 通信”（第 69 页）。

! [超时设置 (Timeout Settings)] ‐ 指定正常操作和长时间操作的 VI Client 连接超时
值。 正常超时指定 VirtualCenter Client 在超时前等待 VirtualCenter Server 响应的
时间（以秒为单位）。 默认为 30 秒。 长时间超时指定 VirtualCenter Client 在长时
间操作过程中等待 VirtualCenter Server 响应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默认为 120 秒。

请参见“启动并登录 VI Client”（第 36 页）。

! [日志记录选项 (Logging Options)] ‐ 指定在正常 VirtualCenter 操作期间收集的日
志的详细信息和扩展程度。 设置为 1 时，指定详细日志记录。用于高级调试和故障
排除。 仅在 VMware 技术支持的指导下才使用此字段。

请参见“系统日志文件”（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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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 (Database)] ‐ 指定访问 VirtualCenter 数据库所需的密码以及要创建的最大
数据库连接数。 

! [SSL] ‐ 指定建立远程连接时是否需要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Client 
验证远程主机的 SSL 证书。 VMware 建议启用 [检查主机证书 (Check host 
certificates)] 选项。 

! [高级设置 (Advanced Settings)] ‐ 指定高级设置。 强烈建议不要在没有联系 
VMware 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更改这些设置。

配置 VirtualCenter 通信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 ESX Server 在端口 902 上接收来自 VI Client 的数据传输。请确
保在将 VI Client 连接到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之前，正确配置通信设置。

如果防火墙阻止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有三种选择可以解决此问题：

! 重新配置防火墙，使 VI Client 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上的端口 
902 进行通信。 请参见防火墙的说明。

! 使用除 902 之外的某个端口（如有必要，配置防火墙打开这一端口）。 VI Client 和 
VirtualCenter Server 必须配置为使用同一端口。

有关更改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这一端口号的信息，请参见“配置 VirtualCenter 
Server 使用的端口”（第 70 页）。

! 如果上述选择办法均不可用，并且防火墙允许 Web 流量传递到服务器，则可使用
标准 Web 连接将 VI Client 连接到 VirtualCenter Server。

有关设置网站端口的信息，请参见“配置通过 Web 连接进行的 VirtualCenter 通
信”（第 70 页）。

注意   此处描述的步骤不适用于与 ESX Server 的通信。 ESX Server 仅使用端口 902。不
能更改 ESX Server 用于与 VI Client 或 VirtualCenter Server 通信的端口号。 有关 ESX 
Server 主机的安全、通信和端口配置的完整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
《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小心   如果选择这种办法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 VI Client 之间打开一个通信信
道， VirtualCenter 控制台将无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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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irtualCenter Server 使用的端口
有一个分配的默认端口号 902。此步骤仅适用于 VI Client 和 VirtualCenter Server 之间
的通信。 请勿使用此步骤来试图更改用于 VI Client 和 ESX Server 之间通信的端口号。

更改默认端口号

1 启动 VI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请参见“使用 VI Client”（第 41 页）。

2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3 单击 [运行时设置 (Runtime Settings)] 选项。 

4 输入 VI Client 用于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进行通信的端口号。 单击 [完成 
(Finish)] 选项。 单击 [完成 (Finish)] 按钮。

端口必须小于 64000。 

5 要接受更改，请重新启动 VirtualCenter Server。

请参见“VirtualCenter Server”（第 34 页）。

配置通过 Web 连接进行的 VirtualCenter 通信 
连接防火墙两侧的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 VI Client 的一个替代办法是通过标准 Web 
连接。

要通过 Web 途径使 VI Client 穿过防火墙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连接，请更改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的网站端口地址。 

使用 IIS 打开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 VI Client 之间的 Web 端口

1 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安装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Manager。 

通常，在默认情况下，该软件是与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一起安装的。 

2 启动 IIS。

例如，选择 [开始 (Start)] > [控制面板 (Control Panel)] > [管理工具 
(Administrative Tools)] > [Internet Services Manager]。 选择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注意   更改端口号的操作极少见。

小心   如果选择这种办法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 VI Client 之间打开一个通信信道，
VirtualCenter 控制台将无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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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IIS 管理器中，打开 [Windows] 对话框。

4 展开 <server_name>。 右键单击 [默认网站 (Default Web Site)]。 选择 [属性 
(Properties)] > [网站 (Web Site)] 选项卡。

5 为 VirtualCenter 服务设置端口值。

6 在 [网站描述 (Web Site Description)] 块中，输入 [TCP 端口 (TCP Port)] 的值，如
果允许，也可以输入 [SSL 端口 (SSL port)] 的值。 

值 80 是默认非安全 TCP Web 站点端口。 值 443 是默认安全 SSL Web 站点端口。 

7 设置 dll 目录。 

a 如果需要，创建目录：

C:\inetpub\wwwroot\vpx\

b 为此目录设置允许执行的权限。

c 将文件 VmdbHttpProxy.dll 复制到该目录。

该文件位于 \Program Files\VMware\Infrastructure\VirtualCenter 
Server\。

8 确认已应用更改。

9 停止并重新启动默认 Web 站点。

10 每次更新 VirtualCenter 版本时，请重复此过程。

启动 VI Client 时，输入 [服务器 (Server)] 字段中列出的 VirtualCenter Server 网站
地址。

! 如果使用安全 Web 端口或任何其他非默认端口，请使用全名： http:<server 
name>:<port>。

例如， http:vcserver:443。

! 如果使用默认非安全 Web 站点端口，则以下任一组合均会起作用： http:<server 
name>、 <server name>80 或 http:<server name>:80。

虚拟机配置
属性和设置集合对话框可对相应的虚拟机元素进行调整。 

查看虚拟机的资源

选择一个虚拟机。 单击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查看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的 
[资源 (Resources)]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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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列出了与选定虚拟机相关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还列出了当前 CPU 和内存使用情
况。

有关配置和使用虚拟机资源的完整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查看主机上的虚拟机

选择主机。 单击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此列表列出了选定受管主机上运行的所有虚拟机，以及分配给虚拟机的资源百分比。 

查看虚拟机的配置

有关创建虚拟机和编辑虚拟机配置的完整信息，请参见“虚拟机管理”（第 105 页）中
的章节。 

选择一台虚拟机，然后选择 [编辑设置 (Edit Settings)]。 

此时将显示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编
辑以下虚拟机配置项目：

! 硬件 ‐ 在虚拟机中添加或移除硬件元素：

! 内存

! CPU

! 软盘驱动器

! CD/DVD 驱动器

! 网络适配器

! SCSI 控制器

! 硬盘 

! 串行端口

! 并行端口

! SCSI 设备

! 选项 ‐ 列出一些常规虚拟机设置、电源状况更改过程中执行的操作，以及在进程中
进行调试所执行的操作。

! 常规 ‐ 包含虚拟机名称、虚拟机配置文件路径和名称、虚拟机工作位置、客户
操作系统以及已安装客户操作系统的版本。

! VMware Tools ‐ 包含虚拟机工具栏电源图标的电源控制设置，以及指定是否
和何时运行 VMware Tools 脚本的运行脚本选项。

! 电源管理 ‐ 可以指定虚拟机在客户操作系统处于待机状态时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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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 ‐ 此标题下的选项控制如下高级虚拟机选项：

! 常规 ‐ 包含加速、日志记录、调试设置。 还允许设置高级虚拟机配置参
数。 

! CPUID 掩码 ‐ 包含配置 CPUID 掩码的设置，用于提高 VMotion 兼容性。 

! 引导选项 ‐ 包含设置引导延迟和强制虚拟机在引导时进入 BIOS 设置的选
项。 

! 准虚拟化 ‐ 允许启用 VMI 准虚拟化。 

! 光纤通道 NPIV ‐ 包含配置 N‐Port ID 虚拟化标识符的设置。

! 虚拟化 MMU ‐ 允许配置虚拟机是否使用硬件页面表虚拟化功能。 

! 交换文件位置 ‐ 设置存储虚拟机交换文件的位置。 

! 资源 ‐ 修改虚拟机受管主机上的资源份额。

! [CPU] ‐ 指定所选虚拟机的 CPU 资源分配份额、预留和限制。

! [内存 (Memory)] ‐ 指定所选虚拟机的内存资源分配份额、预留和限制。

! [磁盘 (Disk)] ‐ 指定所选虚拟机的磁盘资源分配份额和份额值。

! [高级 CPU (Advanced CPU)] ‐ 指定运行所选虚拟机的 CPU 的超线程和调度关
联性。

! [高级内存 (Advanced Memory)] ‐ 通过该选项，可以设置一些级别较低的选
项，将虚拟机内存分发到 NUMA（非一致性内存访问）内存节点。 仅当虚拟
机主机支持 NUMA 内存架构时，才显示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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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活动会话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可查看登录该服务器的用户列表。 而当 VI 
Client 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时，则无法查看该列表。

查看目前登录到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用户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中的 [管理 (Admin)] 按钮。 然
后单击 [会话 (Sessions)] 选项卡。

终止活动会话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中的 [管理 (Admin)] 按
钮。 然后单击 [会话 (Sessions)] 选项卡。

2 右键单击要关闭的会话。 选择 [终止 (Terminate)]。

3 要确认终止，请单击 [确定 (OK)]。

向登录到活动会话的所有用户发送一则消息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中的 [管理 (Admin)] 按
钮。 然后单击 [会话 (Sessions)] 选项卡。

2 键入 [今日消息 (the Message of the day)] 字段。

3 单击 [更改 (Change)] 按钮。 

此文本作为通知消息发送给所有活动会话用户以及登录的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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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NMP 和 VMware Infrastructure
通过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管理程序可监控和控制各种网络设备。 受管设备运行 
SNMP 代理，至少以以下方式中的一种为管理程序提供信息：

! 响应 get 操作，该操作是从管理系统获取信息的特定请求。 

! 通过发送通知（SNMP 代理发送的警示），通知管理系统特定事件或条件。 

VirtualCenter Server、ESX Server 3i 和 ESX Server 3 各自有一个 SNMP 代理。 每个产
品提供的代理都具有不同的功能。 

关于 MIB 文件
管理信息库 (MIB) 文件定义受管设备可提供的信息。 MIB 文件包含以层次结构排列的对
象标识符 (OID) 和变量。 目前，VMware 提供表 5‐1 中所列的 MIB 文件，以与 VI3 一起
使用。 

表 5-1.   VMware MIB 文件

MIB 文件 描述

VMWARE-ROOT-MIB.mib 包含 VMware 的企业 OID 和顶层 OID 分配。 

VMWARE-ENV-MIB.mib 定义用于报告硬件环境状态的变量和陷阱类型。 （仅限 ESX 
Server 3i 主机）

VMWARE-PRODUCTS-MIB.mib 定义 OID 以唯一标识每个 VMware 平台上的每个 SNMP 代
理。

VMWARE-RESOURCES-MIB.mib 定义用于报告有关 VMkernel 资源使用情况（包括内存、
CPU 和磁盘使用情况）的信息的变量。 

VMWARE-SYTEM-MIB.mib VMWARE-SYSTEM-MIB.mib 文件已弃用。 使用 SNMPv2‐MIB 
来获取 sysDescr.0 和 sysObjecID.0 中的信息。 

VMWARE-TC-MIB.mib 定义 VMware MIB 文件使用的通用文本约定。 

VMWARE-TRAPS-MIB.mib 定义 ESX Server 发送的虚拟机电源相关陷阱和 
VirtualCenter 发送的陷阱。 

VMWARE-VMINFO-MIB.mib 定义用于报告有关虚拟机的信息的变量。 

VMWARE-VMKERNEL-MIB.mib 定义用于报告有关 VMkernel 状况的信息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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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ROOT-MIB
VMWARE-ROOT-MIB.mib 文件定义 VMware 的企业 OID 和顶级 OID 分配。 

表 5‐2 列出 VMWARE-ROOT-MIB.mib 的标识映射。 

VMWARE-ENV-MIB
VMWARE-ENV-MIB.mib 定义用于报告主机物理组件状况的变量和陷阱类型。 在此文件
中定义的变量和陷阱仅由 ESX Server 3i 主机使用。 

VMWARE-ENV-MIB.mib 定义单个陷阱 vmwEnvHardwareEvent，该陷阱在 ESX Server 3i 
主机检测到硬件的物理条件发生实质性变化时发送。 

表 5‐3 列出 VMWARE-ENV-MIB.mib 中定义的变量。

表 5-2.   VMWARE-ROOT-MIB.mib 的定义映射

标签 标识映射

vmware enterprises 6876

vmwSystem vmware 1

vmwVirtMachines vmware 2

vmwResources vmware 3

vmwProductSpecific vmware 4

vmwTraps vmware 50

vmwOID vmware 60

vmwExperimental vmware 700

表 5-3.   VMWARE-ENV-MIB 中的变量定义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vmwEnv vmwProductSpecific 20 定义此 MIB 模块的 OID 根。 

vmwEnvNumber vmwEnv 1 vmwEnv 表中的概念行数目。

vmwEnvLastChange vmwEnv 2 最后将概念行添加到 vmwEnvTable 或
从中删除概念行时 sysUptime 的值。

vmwEnvTable vmwEnv 3 该表由监控子系统（如 IPMI）填充。 

vmwEnvEntry vmwEnvTable 1 在该表中，可为将其状态报告给 ESX 
Server 3i 的每个物理组件创建一个条
目。 

vmwEnvIndex vmwEnvEntry 1 物理组件的唯一标识符。 管理重新启动
后该标识符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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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PRODUCTS-MIB
VMWARE-PRODUCTS-MIB.mib 文件定义 OID 以唯一标识每个 VMware 平台上的每个 
SNMP 代理。 表 5‐4 中列出了该文件的标识映射。

VMWARE-RESOURCES-MIB
VMWARE-RESOURCES-MIB.mib 文件定义用于报告有关资源使用情况的信息的变量。表 
5‐5 列出了该文件中定义的标识映射。 

vmwSubsystemType vmwEnvEntry 2 报告其环境状况的硬件组件的类型。 

vmwHardwareStatus vmwEnvEntry 3 组件最后一次报告的状态。 

vmwEventDescription vmwEnvEntry 4 该硬件组件最后一次报告的事件的描

述。 

vmwHardwareTime vmwEnvEntry 5 报告 vmwHardwareStatus 时 
sysUptime 的值。 

表 5-3.   VMWARE-ENV-MIB 中的变量定义 （续）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表 5-4.   VMWARE-PRODUCTS-MIB.mib 的标识映射

标签 标识映射

oidESX vmwOID 1

vmwESX vmwProductSpecific 1

vmwEmbeddedESX vmwProductSpecific 2

vmwVC vmwProductSpecific 3

vmwServer vmwProductSpecific 4

表 5-5.   VMWARE-RESOURCES-MIB 的标识映射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CPU 子树

vmwCPU vmwResources 1 定义用于报告 CPU 信息的变量子树的根 
OID。 

numCPUs vmwCPU 1 系统上存在的物理 CPU 的个数。 

cpuTable vmwCPU 2 每个虚拟机的 CPU 使用情况表。 

cpuEntry cpuTable 1 记录单个虚拟机 CPU 使用情况的 
cpuTable 中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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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VMID cpuEntry 1 VMkernel 分配给虚拟机的标识号。 

cpuShares cpuEntry 2 VMkernel 分配给虚拟机的 CPU 份额。 

cpuUtil cpuEntry 3 虚拟机在 CPU 上运行的时间（以秒为单
位）。 

内存子树

vmwMemory vmwResources 2 定义用于报告内存信息的变量子树的根 
OID。 

memSize vmwMemory 1 主机上存在的物理内存量（以 KB 为单
位）。 

memCOS vmwMemory 2 服务控制台使用的物理内存量（以 KB 为
单位）。 该变量不适用于 ESX Server 3i 主
机，此主机没有服务控制台。 

memAvail vmwMemory 3 主机上提供的可用物理内存量。 

memTable vmwMemory 4 每个虚拟机的内存使用情况表。 

memEntry memTable 1 记录单个虚拟机内存使用情况的 
memTable 中的条目。 

memVMID memEntry 1 VMkernel 分配给虚拟机的标识号。 

memShares memEntry 2 VMkernel 分配给虚拟机的内存份额。 

memConfigured memEntry 3 配置给虚拟机的内存量（以 KB 为单
位）。 

memUtil memEntry 4 虚拟机当前使用的内存量（以 KB 为单
位）。 

磁盘子树

vmwHBATable vmwResources 3 用于报告磁盘适配器和目标信息的表。 

hbaEntry vmwHBATable 1 连接主机的单个 HBA 的记录。 

hbaIdx hbaEntry 1 HBA 表的索引。

hbaName hbaEntry 2 描述磁盘的字符串。 格式： 
<devname#>:<tgt>:<lun>。

hbaVMID hbaEntry 3 VMkernel 分配给正在运行的虚拟机的标
识号。 

diskShares hbaEntry 4 分配给该虚拟机的磁盘带宽的份额。 

表 5-5.   VMWARE-RESOURCES-MIB 的标识映射 （续）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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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Reads hbaEntry 5 自加载磁盘模块以来读取该磁盘的次数。

kbRead hbaEntry 6 自加载磁盘模块以来从该磁盘读取的千字

节数。

numWrites hbaEntry 7 自加载磁盘模块以来写入该磁盘的次数。

kbWritten hbaEntry 8 自加载磁盘模块以来写入该磁盘的千字节
数。 

网络子树

vmwNetTable vmwResources 4 用于报告网络适配器统计信息的表。 

netEntry vmwNetTable 1 虚拟机上单个网络适配器的记录。 

netIdx netEntry 1 网络表的索引。 

netName netEntry 2 描述网络适配器的字符串。 

netVMID netEntry 3 VMkernel 分配给正在运行的虚拟机的标
识号。 

ifAddr netEntry 4 虚拟机的虚拟网络适配器的 MAC 地址。 

netShares netEntry 5 分配给该虚拟机的网络带宽的份额。 该对
象尚未实施。

pktsTx netEntry 6 自加载网络模块以来该网络适配器上传输

的数据包数。 有关 64 位数据包，请参见
SMIv2 版本。 

kbTx netEntry 7 自加载网络模块以来从该网络适配器发送
的千字节数。有关 64 位数据包，请参见
SMIv2 版本。

pktsRx netEntry 8 自加载网络模块以来该网络适配器上接收

的数据包数。 有关 64 位数据包，请参见
SMIv2 版本。 

kbRx netEntry 9 自加载网络模块以来该网络适配器上接收

的千字节数。 有关 64 位数据包，请参见
SMIv2 版本。

表 5-5.   VMWARE-RESOURCES-MIB 的标识映射 （续）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基本系统管理

80 VMware, Inc.

VMWARE-TC-MIB
VMWARE-TC-MIB.mib 文件提供 VMware MIB 文件使用的通用文本约定。 

VMWARE-TC-MIB.mib 定义 VmwSubsystemTypes 的以下整数值：

! unknown(1)

! chassis(2)

! powerSupply(3)

! fan(4)

! cpu(5)

! memory(6)

! battery(7)

! temperatureSensor(8)

! raidController(9)

! voltage(10)

VMWARE-TC-MIB.mib 定义 VmwSubsystemStatus 的以下整数值：

! unknown(1)

! normal(2)

! marginal(3)

! critical(4)

! faile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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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TRAPS-MIB
VMWARE-TRAPS-MIB.mib 定义 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使用的陷阱。 此文件中定义
的所有通知都使用 SNMPv1 陷阱格式由 VMware 代理发送。表 5‐6 列出了这些陷阱。 

VMWARE-TRAPS-MIB.mib 还定义这些陷阱使用的变量。表 5‐7 列出了该文件中定义的变
量。 

表 5-6.   VMWARE-TRAPS-MIB 中定义的陷阱

陷阱 描述

ESX Server 陷阱

vmPoweredOn 虚拟机从挂起或关闭状况启动时，发送该陷阱。 

vmPoweredOff 虚拟机关闭时，发送该陷阱。

vmHBLost 虚拟机检测到客户机检测信号丢失时，发送该陷阱。 为使该值有
效， VMware Tools 必须安装在客户操作系统中。 

vmHBDetected 虚拟机检测到或重新获得客户机检测信号时，发送该陷阱。 为使
该值有效， VMware Tools 必须安装在客户操作系统中。 

vmSuspended 虚拟机挂起时，发送该陷阱。 

VirtualCenter Server 陷阱

vpxdTrap 实体状态发生变化时，发送该陷阱。 

表 5-7.   VMWARE-TRAPS-MIB 中定义的变量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ESX Server 陷阱变量

vmID vmwTraps 101 生成陷阱的受影响虚拟机的 ID。 如果没有虚拟机 
ID（例如，若虚拟机已关闭），则 vmID 为 ‐1。 

vmConfigFile vmwTraps 102 生成陷阱的虚拟机的配置文件。 

VirtualCenter Server 陷阱变量

vpxdTrapType vmwTraps 301 VirtualCenter 陷阱的陷阱类型。

vpxdHostName vmwTraps 302 受影响主机的名称。

vpxdVMName vmwTraps 303 受影响虚拟机的名称。 

vpxdOldStatus vmwTraps 304 之前的状态。

vpxdNewStatus vmwTraps 305 新状态。 

vpxdObjValue vmwTraps 306 对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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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VMINFO-MIB
VMWARE-VMINFO-MIB.mib 文件定义用于报告虚拟机信息的变量。表 5‐8 列出了该文件
中定义的变量。 

表 5-8.   VMWARE-VMINFO-MIB 的标识映射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vmTable vmwVirtMachines 1 包含有关已在系统上配置的虚拟机信息

的表。 

vmEntry vmTable 1 单个虚拟机的记录。 

vmIdx vmEntry 1 虚拟机条目的索引。

vmDisplayName vmEntry 2 虚拟机的显示名称。 

vmConfigFile vmEntry 3 该虚拟机的配置文件的路径。 

vmGuestOS vmEntry 4 虚拟机上运行的客户操作系统。 

vmMemSize vmEntry 5 为该虚拟机配置的内存（以 MB 为单
位）。 

vmState vmEntry 6 虚拟机电源状况（开或关）。 

vmVMID vmEntry 7 VMkernel 分配给正在运行的虚拟机的
标识号。 关闭的虚拟机不具有此 ID。 

vmGuestState vmEntry 8 客户操作系统的状况（开或关）。 

hbaTable vmwVirtMachines 2 对虚拟机可见的磁盘适配器表。 

hbaEntry hbaTable 1 单个 HBA 的记录。 

hbaVmIdx hbaEntry 1 对应于 vmTable 中虚拟机索引的编号。 

hbaIdx hbaEntry 2 虚拟机的虚拟 SCSI 适配器编号。 

hbaNum hbaEntry 3 HBA 的设备编号。

hbaVirtDev hbaEntry 4 该 HBA 的虚拟设备类型。

hbaTgtTable vmwVirtMachines 3 对虚拟机可见的 SCSI 目标表。 

hbaTgtEntry hbaTgtTable 1 单个 SCSI 目标的记录。 

hbaTgtVmIdx hbaTgtEntry 1 对应于 vmTable 中虚拟机索引的编号。

hbaTgtIdx hbaTgtEntry 2 虚拟 SCSI 目标编号。 

hbaTgtNum hbaTgtEntry 3 SCSI 目标描述。

netTable vmwVirtMachines 4 虚拟机可视的网络适配器表。 

netEntry netTable 1 单个网络适配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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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VMKERNEL-MIB
VMWARE-VMKERNEL-MIB.mib 文件定义用于报告 VMkernel 状况的变量。表 5‐9 列出了
该文件中定义的变量。

netVmIdx netEntry 1 对应于 vmTable 中虚拟机索引的编号。 

netIdx netEntry 2 该表的索引。 

netNum netEntry 3 网络适配器的设备编号。 

netName netEntry 4 网络适配器的设备名称。

netConnType netEntry 5 连接类型（用户或监控设备）。 

floppyTable vmwVirtMachines 5 对虚拟机可见的软盘驱动器表。 

floppyEntry floppyTable 1 单个软盘设备的记录。

fdVmIdx floppyEntry 1 对应于 vmTable 中虚拟机索引的编号。 

fdIdx floppyEntry 2 软盘表的索引。 给出软盘设备在虚拟机
上的顺序。 

fdName floppyEntry 3 软盘设备的设备编号或名称。 

fdConnected floppyEntry 4 表示是否已连接软盘设备。 

cdromTable vmwVirtMachines 6 对虚拟机可见的 CD‐ROM 驱动器表。 

cdromEntry cdromTable 1 单个 CD‐ROM 驱动器的记录。 

cdVmIdx cdromEntry 1 对应于 vmTable 中虚拟机索引的编号。

cdromIdx cdromEntry 2 CD‐ROM 表的索引。 给出 CD‐ROM 设
备在虚拟机上的顺序。 

cdromName cdromEntry 3 CD‐ROM 设备的设备编号或名称。 

cdromConnected cdromEntry 4 表示是否已连接 CD‐ROM 设备。 

表 5-9.   VMWARE-VMKERNEL-MIB 的标识映射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esxVMKernel vmwESX 1 VMkernel 变量的根 OID。

vmkLoaded esxVMKernel 1 表示是否已加载 VMkernel。 注意，如果该变
量的值为 No，为 ESX Server 3 报告的所有其
他变量都将无效。 

表 5-8.   VMWARE-VMINFO-MIB 的标识映射 （续）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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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配合使用
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触发警报时， VirtualCenter Server 附带的 SNMP 代理可用
于发送陷阱。 VirtualCenter SNMP 代理仅用作陷阱发射器，不支持其他 SNMP 操作，
例如 get。 VirtualCenter Server SNMP 代理发送的所有陷阱都是 SNMP 版本 1 陷阱。 

VMware VirtualCenter 的 SNMP 企业陷阱类型为 201。 它不发送通用陷阱。 

要使用 VirtualCenter SNMP 陷阱，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 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配置 SNMP 设置。

! 配置管理软件以从 VirtualCenter Server 接受陷阱。

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配置 SNMP 设置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此时将显示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对话框。 

2 选择 [SNMP] 显示 SNMP 页面。 

3 在 [收件人 URL (Receiver URL)] 文本框中，输入 SNMP 收件人的 DNS 名称或 IP 
地址。 

4 在相邻的文本框中，输入 SNMP 收件人的端口号。 

如果端口值留空，将使用默认值 162。

5 在 [团体字符串 (Community String)] 文本框中，输入团体标识符。 

6 要启用其他 SNMP 收件人，请选择相应的复选框，然后对该收件人重复步骤 3 至
步骤 5。 

7 单击 [确定 (OK)] 关闭对话框并保存设置。 

VirtualCenter Server 发送的陷阱通常被发送至其他管理程序。 必须配置管理服务器以
解释 VirtualCenter Server 发送的 SNMP 陷阱。 

配置管理程序以解释 VirtualCenter SNMP 陷阱

1 将 MIB 文件复制到管理软件要求的位置。 要解释 VirtualCenter Server 陷阱，仅需
要以下 MIB 文件：

! VMWARE-ROOT-MIB.mib

! VMWARE-TRAPS-MIB.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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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默认安装目录时，MIB 定义文件可在 C:\Program 
Files\VMware\Infrastructure\VirtualCenter Server\MIBS 中找到。

2 修改管理程序以包括并解释 VMware MIB。

有关向程序添加 MIB 定义的信息，请参见管理程序文档。

SNMP 和 ESX Server 3 配合使用
ESX Server 3 提供两种 SNMP 代理。 第一种是基于 Net‐SNMP 的 SNMP 代理，它具有
支持特定于 ESX Server 3 的数据的增强功能。第二种代理与 ESX Server 3i 提供的代理
相同，并可以相同方式使用和配置。 有关此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NMP 和 ESX 
Server 3i 配合使用”（第 87 页）。 

基于 Net‐SNMP 的代理针对 5.0.9.2.30E.19 版本的 Net‐SNMP 编译。 该版本的 
Net‐SNMP 默认安装在 ESX Server 3 服务控制台中。有关 Net‐SNMP 的背景信息可从 
net‐snmp.sourceforge.net 获得。

ESX Server 3 基于 Net‐SNMP 的代理可与以 SMIv1 格式加载和编译管理信息库 (MIB) 
的任何管理软件一起使用，并且可以理解 SNMPv1 陷阱消息。 ESX Server 3 基于 
Net‐SNMP 的代理既支持陷阱也支持 SNMP get。 

基于 Net‐SNMP 的代理报告以下 sysObjectID：

SNMPv2-MIB::sysDescr.0 = STRING: VMware ESX Server 0 VMware, 
Inc. 0 0 i686 

SNMPv2-MIB::sysObjectID.0 = OID: SNMPv2-SMI::mib-2.6786.4.1

可以选择是否与任何 ESX Server MIB 项目一起使用 SNMP。

VMware 特定的 MIB 模块是在安装 ESX Server 3 时安装的。默认情况下，在首次安装
时，ESX Server 组件是在 SNMP 中启用的，并且默认打开 VMware 陷阱。 必须配置一
个 trapsink 来接收 SNMP 陷阱。 

通过服务控制台配置 ESX Server 代理
在安装或升级第三方管理应用程序之后，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启用或禁用 ESX Server 3 上的 VMware MIB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服务控制台。

2 编辑 /etc/snmp/snmpd.conf 配置文件。

3 添加或移除下列行以启用或禁用 VMware MIB 项目：

dlmod SNMPESX /usr/lib/vmware/snmp/libSNMPESX.so

Http://net-snmp.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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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启动 ESX Server 3 SNMP 代理

通过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服务控制台并运行 chkconfig 命令，可设置 SNMP 守护进程
在 ESX Server 3 引导时启动：

chkconfig snmpd on

手动启动 ESX Server 3 SNMP 代理

如果必须手动启动 SNMP 代理，请以 root 身份登录服务控制台，并运行以下命令：

/etc/rc.d/init.d/snmpd start

默认情况下，此代理作为后台进程启动并运行。

启用和禁用 ESX Server 3 上的陷阱

1 编辑 config.xml 文件。

/etc/vmware/hostd/config.xml 文件中的配置参数 snmp/generateTraps 
确定是否生成陷阱。 默认情况下，将生成陷阱。

2 要禁用陷阱，请向该文件添加以下条目：

<plugins>
<snmpsvc><generateTraps>false</generateTraps></snmpsvc>

</plugins>

3 要重新启用陷阱，请从文件中移除该条目。 

4 重新启动 vmware_hostd 查看更改是否生效。

为 ESX Server 3 配置 SNMP 陷阱目标
VMware 陷阱生成到配置文件中指定的目标。

配置陷阱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服务控制台。

2 修改 /etc/snmp/snmpd.conf 文件。

3 使用文本编辑器，添加下列行，将 mercury.solar.com 替换为网络上接收陷阱的
主机名称。

trapsink example.com 

重复此行以指定多个目标。

4 添加下列行，将 public 替换为所选的团体名称： trapcommunity public。 

只允许有一个这样的行。

5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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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和 ESX Server 3i 配合使用
ESX Server 3i 提供的 SNMP 管理代理与 ESX Server 3 的服务控制台中运行的代理不同。
目前，此 SNMP 代理仅支持 SNMP 陷阱，而不支持 GETS。 该代理默认处于关闭状态。 
要使用此代理，必须启用 SNMP 服务，至少指定一个团体，以及使用 Remote CLI 命令 
vicfg-snmp 配置一个陷阱目标。 

表 5‐10 列出了 vicfg-snmp 命令的命令选项和语法。 必须直接将 vicfg-snmp 命令用于 
ESX Server 3i 主机。 该命令不能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一起使用。 有关安装和使用 
Remote CLI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Remote Command‐Line Interface 安装和参考》。 

配置 SNMP 管理客户端软件
要将 SNMP 管理软件与 ESX Server 3 或 ESX Server 3i 代理一起使用，请执行完成以下
操作所需的步骤：

! 在管理软件中，指定 ESX Server 计算机为基于 SNMP 的受管设备。

表 5-10.   vicfg-snmp 命令选项

选项 描述

--communities <comm1>[, ...]

-c <comm1>[, ...]
指定团体，以逗号分隔。 使用此标记指定的设置会覆盖任何以前
的设置。 

--disable

-D
停止 SNMP 服务。

--enable

-E
启动 SNMP 服务。

--port <port-number>

-p <port-number>
设置 SNMP 代理使用的端口。 默认为 udp/162。 

--reset

-r
清除所有以前指定的团体和目标。

--show

-s
显示当前 SNMP 配置。

--targets <hostname[@port]> 
</community>[, ...]

-t <hostname[@port]> 
</community>[, ...]

为（通知）陷阱设置目标。 使用此标记指定的设置会覆盖任何以
前的设置。

--test

-T
发送一个可用于验证 SNMP 配置的测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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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软件中设置相应的团体名称。 它们必须对应于主 SNMP 代理的配置文件中
设置的值，例如， rocommunity、 trapcommunity 和 trapsink。

! 将 ESX Server MIB 加载到管理软件中，以便能查看 ESX Server 变量的象征名称。 
可以在 ESX Server SW 的 /usr/lib/vmware/snmp/mibs 目录中找到 MIB 文件。

为 ESX Server 3 配置 SNMP 安全
ESX Server SNMP 软件包对默认配置中的 SNMP 安全采取最简单的方法。 它设置一个
具有只读访问权限的团体。 该团体由 snmpd 守护进程配置文件 snmpd.conf 中的 
rocommunity 配置参数表示。 您应该更改该文件。

通过 SNMP 安全机制的其他增强功能，管理员可设置更详细的权限方案。 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snmpd.conf(5) 手册页。 

SNMP 诊断
可使用以下工具诊断 SNMP 配置问题。 

! 在 Remote CLI 键入 vicfg-snmp -T 以提示 ESX Server 3i 代理发送测试陷阱。 

! SNMPv2-MIB 文件提供许多计数器以帮助调试 SNMP 问题。表 5‐11 列出了其中部
分诊断计数器。 

表 5-11.   SNMPv2-MIB 的诊断计数器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snmpInPkts snmp 1 从传输服务发送至 SNMP 实体的消息总数。

snmpInBadVersions snmp 3 发送至 SNMP 实体且属于不支持的 SNMP 
版本的 SNMP 消息总数。

snmpInBadCommunityNames snmp 4 发送至 SNMP 实体、使用无效 SNMP 团体
名称的团体 SNMP 消息总数。 

snmpInBadCommunityUses snmp 5 发送至 SNMP 实体、表示不允许对消息中
指定团体执行的 SNMP 操作的团体 SNMP 
消息总数。 

snmpInASNParseErrs snmp 6 解码接收的 SNMP 消息时 SNMP 实体遇到
的 ASN.1 或 BER 错误总数。 

snmpEnableAuthenTraps snmp 30 表示是否允许 SNMP 实体生成 
authenticationFailure 陷阱。 该对象的值会
覆盖任何配置信息。 因此它提供了一种禁用
所有 authenticationFailure 陷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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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和客户操作系统配合使用
要使用 SNMP 监控虚拟机中运行的客户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请在客户操作系统中安
装通常用于该目的的 SNMP 代理。 ESX Server 上不需要进行任何特殊的配置。

虚拟机使用自己的虚拟硬件设备。 不要在虚拟机中安装旨在监控物理机硬件的代理。

系统日志文件
除了事件和警报列表，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还会生成各种日志。 这些日志包含
有关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活动的详细信息。 

以下各节论述系统日志文件：

! “查看系统日志条目”（第 89 页）

! “外部系统日志”（第 91 页）

! “在 ESX Server 主机上配置 Syslog”（第 92 页）

! “导出诊断数据”（第 93 页）

! “收集日志文件”（第 94 页）

查看系统日志条目

下列两个步骤描述如何访问和查看系统日志。

查看系统日志条目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显示管理面板并查看
[系统日志 (system log)] 选项卡。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管理 (Admin)] 按钮。 单击 [系统日志 (System Logs)] 选项卡。

snmpSilentDrops snmp 31 发送至 SNMP 实体并且被无声丢弃的确认
类 PDU 总数，被丢弃的原因是因为包含具
有空变量绑定字段的备用响应类 PDU 的回
复大小大于本地限制或与请求方相关的最大

消息大小。 

snmpProxyDrops snmp 32 发送至 SNMP 实体并且被无声丢弃的确认
类 PDU 总数，被丢弃的原因是因为消息传
输到代理目标时以非超时的方式失败，以致

无法返回任何响应类 PDU。 

表 5-11.   SNMPv2-MIB 的诊断计数器 （续）

变量 ID 映射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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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查看的日志和条目。

搜索并列出选定的项 

1 显示要筛选的日志之后，选择 [视图 (View)] > [筛选 (Filtering)] 以引用筛选选项。

2 在数据字段中输入文本。 单击 [清除 (Clear)] 以清空该数据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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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系统日志

VMware 技术支持可能会请求多个文件以帮助解决您使用产品时遇到的任何问题。 本节
介绍在各种 VI3 组件系统上找到的日志文件的类型和位置。 

表 5‐12 列出了与 ESX Server 系统相关的日志文件。 

.

注意   在 Windows 系统中，多个日志文件存储在位于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 name>\Local Settings\ 的 Local Settings 目录中。 默认情况下，
该文件夹是隐藏的。 要查看其内容，请打开 [我的电脑 (My Computer)]，选择 [工具 
(Tools)] > [文件夹选项 (Folder Options)]，单击 [查看 (View)] 选项卡，然后选择 [显示
隐藏文件和文件夹 (Show Hidden Files and Folders)]。

表 5-12.   ESX Server 系统日志

组件 位置

ESX Server 2.x 服务日志 /var/log/vmware/vmware-serverd.log

ESX Server 3.x 服务日志 /var/log/vmware/hostd.log

VI Client 代理日志 /var/log/vmware/vpx/vpxa.log

虚拟机内核核心文件 /root/vmkernel-core.<date>

和 
/root/vmkernel-log.<date>

重新引导计算机后会显示这些文件。

Syslog 日志 /var/log/messages

服务控制台可用性报告 /var/log/vmkernel

VMkernel 消息 /var/log/vmkernel

VMkernel 警示和可用性报告 /var/log/vmkernel

VMkernel 警告 /var/log/vmkwarning

虚拟机日志文件 vmware.log 与虚拟机的 .vmx 文件处于同一目录

虚拟机配置文件 <virtual_machine_name>/<virtual_machine_name>.
vmx 位于与受管主机关联的数据存储中。 使用 VI Client 中
的虚拟机摘要页面确定该文件所处的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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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列出了与 VI Client 计算机相关的日志文件。 

在 ESX Server 主机上配置 Syslog
所有 ESX Server 主机均运行 syslog 服务 (syslogd)，该服务将来自 VMkernel 和其他系
统组件的消息记录到文件中。 在 ESX Server 3 主机上，可通过编辑 /etc/syslog.conf 
文件来配置 syslog 行为。 在 ESX Server 3i 主机上，可以使用 VI Client 或 Remote CLI 
命令 vicfg-advcfg 来配置下列选项：

! 日志文件路径 ‐ 指定 syslogd 在其中记录所有消息的文件的数据存储路径。 

! 远程主机 ‐ 指定接收转发的 syslog 消息的远程主机。 还可以指定远程主机用于接收
消息的端口。 

在 ESX Server 3i 主机上配置 syslogd

1 在 VI Client 清单中选择主机。

2 单击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以显示该选项卡。 

3 单击 [高级设置 (Advanced Settings)]。 

4 在树控件中选择 [Syslog]。

5 在 [Syslog.Local.DatastorePath] 文本框中输入 syslog 将用于记录消息的文件的数
据存储路径。 

数据存储路径应采用 [<datastorename>] </path/to/file> 的形式，其中路径与备用数
据存储的卷的根目录相关。 例如，数据存储路径 [storage1] var/log/messages 
会映射到路径 /vmfs/volumes/storage1/var/log/messages。 

如果未指定路径，则默认路径为 /var/log/messages。 

表 5-13.   VI Client 系统日志

组件 位置

VI Client 安装
日志

VI Client 计算机上的临时目录。
示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 name>\Local 
Settings\Temp\vmmsi.log

VI Client 服务
日志

VI Client 计算机上临时目录中的 \vpx 目录。 
示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 name>\Local 
Settings\Temp\vpx\viclient-x.log

x(=0,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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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Syslog.Remote.Hostname] 文本框中输入转发 syslog 数据的目标远程主机的名称。 

如果未指定值，则不进行转发。 

为了接收转发的 syslog 消息，远程主机必须已安装 syslog 服务并已进行正确配
置。 有关配置的信息，请参阅远程主机上所安装的 syslog 服务的文档。 

7 在 [Syslog.Remote.Port] 文本框中输入转发 syslog 数据的目标远程主机端口。 

默认情况下，此选项设置为 514，即 syslog 使用的默认 UDP 端口。 只有配置了 
[Syslog.Remote.Hostname]，对此选项的更改才会生效。 

8 单击 [确定 (OK)]。 

对 syslog 选项的更改将立即生效。 

有关安装和使用 Remote CLI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Remote Command‐Line Interface 安
装和参考》。 

导出诊断数据

有一个选项可用于导出所有或部分日志文件数据。 

导出诊断数据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导出诊断数据 (Export Diagnostic Data)]。 

2 如果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请指定要导出日志的主机以及存储日志
文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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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 VI Client 连接 ESX Server，请指定日志文件的位置。

4 单击 [确定 (OK)]。

使用 vm-support 脚本，为选定数据创建一个文件并存储在指定位置。 如果没有提供文
件扩展名，则默认为文本文件。 该文件包含类型、时间和描述。

收集日志文件

VMware 技术支持可能会请求多个文件来帮助解决您的问题。 下面介绍生成和收集其中
一些文件的脚本进程。 

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中设置 VirtualCenter 详细日志记录

1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单击 [服务器设置 (Server Settings)] > [日志记录选
项 (Logging Options)]。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详细 (Verbose)]。

3 单击 [确定 (OK)]。

收集 VMware Infrastructure 日志文件

在以下选项中选择：

! 要查看 viclient-*.log 文件，请更改为目录 %temp%。

! 如果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计算机上运行 VI Client，请下载日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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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SX Server VMkernel 文件

! 如果 VMkernel 出现故障，通常会显示一则错误消息并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虚拟机
会重新引导。

! 如果在配置虚拟机时指定了 VMware 核心转储分区，则 VMkernel 还会生成核心
转储和错误日志。

VMkernel 中更为严重的问题会冻结计算机，而且不出现错误消息或核心转储。

使用服务控制台收集 ESX Server 日志文件

在服务控制台上运行以下脚本： 

/usr/bin/vm-support

该脚本收集并封装所有相关 ESX Server 3 系统和配置信息以及 ESX Server 日志文
件。 该信息可用于分析您所遇到的问题。 

生成的文件具有以下格式： 

esx-<date>-<unique-xnumber>.t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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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章介绍如何管理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的对象。 对象包括文件夹、数据中
心、群集、资源池、网络和数据存储。 这些对象用于帮助管理或组织受监控主机和受管
主机以及虚拟机。

本章介绍如何添加或移除清单对象， 并提供了相关路径，供读者参照详细描述这些项目
及相关活动的文档。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中的每个对象在整体层次结构中都有其各自的位置。 对
象的位置由对象的功能决定。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了解 VI Client 对象”（第 98 页）

! “添加清单对象”（第 100 页）

! “移动清单中的对象”（第 101 页）

! “移除清单对象”（第 102 页）

! “处理数据存储浏览器中的文件”（第 102 页）

! “执行初始数据中心整合”（第 103 页）

管理 VI Client 清单 6

注意   根据 VI Client 是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还是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显示的视
图和功能有所不同。 除非有所指明，否则所述的过程、任务或描述适用于所有类型的 
VI Client 连接。



基本系统管理

98 VMware, Inc.

了解 VI Client 对象
有多种方式可深入了解不同对象间的关系：

! 通过映射功能查看 ‐ 以图形形式显示清单对象关系。 

! 单击清单中的对象 ‐ 提供一个选项卡式内容的列表，其中列出相关对象。 

例如，数据存储具有一个虚拟机选项卡，其中列出使用该数据存储的虚拟机。 同时
还有主机选项卡，其中列出可访问该数据存储的主机。 

! 查看 [清单 (Inventory)] > [主机和群集 (Hosts and Clusters)] ‐ 提供一组在特定主
机、群集或资源池中运行的虚拟机的视图。 每个对象都有一个选项卡，其中显示所
有相关联或包含的虚拟机。 

但是，[主机和群集 (Hosts and Clusters)] 视图并未完全列出可用的虚拟机和模板。 
只有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和模板 (Virtual Machines and Templates)] 选项
才显示所有虚拟机和模板。 通过该视图，您可以将虚拟机组织到任意文件夹层次结
构中。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对象如下所列：

! 根文件夹 ‐ 仅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 子对象为数据中心或子文件夹。 根文件
夹设置为每个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默认值。 可以更改名称，但不能添加或移除
它。

! 文件夹 ‐ 仅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 子对象为数据中心、主机、群集、虚拟机、
模板或子文件夹。

! 数据中心 ‐ 仅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 子对象为文件夹、群集或主机。

数据中心包含群集、主机和虚拟机。 对受管主机和虚拟机采取的所有操作均会应用
到其数据中心内。 在数据中心内，可以单独从其主机监控和管理虚拟机，并使用 
VMotion。 

! 群集 ‐ 仅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 子对象为主机、虚拟机或资源池。 

如果您的系统已获许可，则可启用下列群集功能：

! VMware HA ‐ 允许 VirtualCenter 在主机出现故障时迁移并重新启动虚拟机。 
VMware HA 本身没有作为清单对象列出，但它允许此类群集对象可见。

! VMware DRS ‐ 监控 VirtualCenter 环境，提供初始放置位置建议、虚拟机迁移建
议和分布式电源管理建议，并使 VirtualCenter 自动放置和迁移主机上的虚拟机以
实现对群集和电源资源的最佳利用。 VMware DRS 本身没有作为清单对象列出，
但它允许此类群集对象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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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型 VMotion 兼容性 (Enhanced VMotion Compatibility, EVC) ‐ 通过强制主
机向虚拟机公开一组公用的 CPU 功能，使 VirtualCenter 在所有主机之间实现 
VMotion 兼容性。 

有关使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群集的综合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
南》。

! 主机 ‐ 子对象为虚拟机或资源池。 主机为 ESX Server 系统。 术语“主机”是指作
为虚拟机主机的虚拟化平台。 主机是独立 ESX Server 计算机的默认顶层结构。

当 VirtualCenter Server 连接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时，所有用 
VirtualCenter 注册的 ESX Server 系统都称为主机。 直接连接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的 ESX Server 系统称为独立主机。 

有关配置 ESX Server 系统的综合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
《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 资源池 ‐ 子对象为虚拟机或资源池。 资源池可在 ESX Server 主机上或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使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资源池用于将主机提供的 CPU 和内存分配到驻留在
主机上的虚拟机。

有关使用资源池的综合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 虚拟机 ‐ 位于主机内，数据存储上的虚拟磁盘，在群集或资源池内相关联。 可以作
为主机、群集或资源池的子对象列出。 可以在主机或群集之间移动。 添加到群集或
资源池时，必须在群集或资源池中指定目标主机或具有指定的目标主机。

! 模板 ‐ 模板是虚拟机的主副本，可用于创建和置备新虚拟机。 

! 网络 ‐ 仅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 数据中心的子对象。 当主机添加到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时，会发现网络。 

有关配置 ESX Server 网络的综合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
《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 数据存储 ‐ 仅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 数据中心的子对象。 当主机添加到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时，会发现数据存储。 包括发现受管主机本地的数据
存储以及 SAN 或 NAS 上的数据存储。 

有关配置 ESX Server 数据存储的综合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
《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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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清单对象
每个清单对象只能添加到对应等级的父级。 只有允许的对象会列在父菜单上。 这些配对
如下：

添加清单对象

1 在 VI Client 中，显示相应的清单视图。

2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适当的父图标。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新建 <Object> (New 
<Object>)]，其中 <Object> 是文件夹、数据中心、群集、资源池、主机或虚拟
机。

! 如果新对象是文件夹或数据中心，则清单中会添加一个新的图标。 例如，层次结构
中将添加一个新的数据中心。 键入一个有用的名称。

! 如果对象是群集、资源池、主机或虚拟机，则会显示一个向导。 回答提示并单击
[完成 (Finish)]。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相应的手册： 

! 群集 ‐ 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 资源池 ‐ 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 主机 ‐ 请参见“管理 VirtualCenter 中的主机”（第 107 页）。

! 虚拟机 ‐ 请参见“管理虚拟机”（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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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清单中的对象
可以在文件夹、数据中心、资源池和主机之间手动移动某些对象。 

通过拖放移动对象

1 在 VI Client 中，显示相应的清单视图。

2 通过单击选择要在相应的清单视图中移动的对象。 

此时会在其周围显示一个方框。 表示已选定该对象。

3 将对象拖至目标对象。 

! 如果允许对象移动到目标，则目标对象周围会显示一个框，表示已选定该对

象。

! 如果不允许对象移动到目标，则会显示一个零符号（带斜线的零），并且不移

动对象。

清单对象的移动方式如下：

! 根文件夹、根主机 (ESX Server)、网络和数据存储 ‐ 不能移动。 

! 文件夹 ‐ 可以在数据中心内部移动。 

! 数据中心 ‐ 可以移动到同级或父级文件夹。

! 群集 ‐ 可以在同级或父级文件夹之间以及数据中心内部移动。 

! 主机 ‐ 如果主机由 VirtualCenter Server 管理并且在群集中，则必须关闭主机
上的所有虚拟机，并且必须将主机置于维护模式，才能从群集移动主机。 可以
在群集和数据中心之间移动主机。 

! 资源池 ‐ 可以移动到其他资源池和文件夹。

! 虚拟机 ‐ 可以移动到其他资源池、群集、文件夹、数据中心或主机。 添加到除
主机以外的任何对象时，必须指定目标主机。

4 如果需要，可更正有条件限制的情况。

拖动后释放鼠标按钮时，对象会移动到新位置，或者出现错误消息，指示需要执行

哪些操作才允许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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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清单对象
移除对象（例如文件夹、数据中心、群集或资源池）时， VirtualCenter 会移除所有子
清单对象（例如，包含在该对象内部的数据中心、群集、主机和虚拟机）。 同时也会移
除所有关联的任务和警报。 已分配的处理器和迁移许可证会恢复到可用状态。 受管主机
上的虚拟机会保留在主机上，但不再由 VirtualCenter 管理。 

移除清单对象

1 在 VI Client 中，显示相应的清单视图。

2 选择对象。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移除 (Remove)]。

3 要确认移除对象，单击 [是 (Yes)]，并根据需要按照提示操作。 

确认后， VirtualCenter 将从受管清单中移除数据中心内部的所有群集、主机和虚
拟机。 同时也会移除所有关联的任务、警报和事件。 已分配的处理器和迁移许可证
会恢复到可用状态。 受管主机上的虚拟机会保留在主机上。 无法移除根文件夹。

处理数据存储浏览器中的文件
通过数据存储浏览器，可管理 VI Client 清单中数据存储的内容。 通过使用数据存储浏
览器，可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或搜索数据存储的内容。

! 将存储在数据存储上的虚拟机或模板添加到 VI Client 清单。 

! 将文件从一个位置复制或移至另一个位置，包括复制或移至另一个数据存储。

! 将文件从客户端计算机上载到数据存储。

! 将文件从数据存储下载到客户端计算机。

! 删除或重命名数据存储上的文件。

数据存储浏览器的运行方式与诸如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之类的文件系统应用程序相
似。 它支持许多常用的文件系统操作，包括复制、剪切和粘贴文件。 数据存储浏览器不
支持拖放操作。 

有关使用数据存储浏览器的详细说明，请参见VI Client 联机帮助。 

注意   移除选项不会从数据存储中删除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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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制虚拟机磁盘

可以使用数据存储浏览器在主机间复制虚拟机磁盘文件。 磁盘文件照原样复制，无需进
行任何格式转换。 将磁盘从一种类型的主机复制到另一种类型的主机时可能需要进行转
换，才能在新主机上使用该磁盘。 

可以将虚拟磁盘从数据存储下载到本地存储器，但是不能将虚拟磁盘从本地存储器上传

到数据存储，因为在上传期间不能验证磁盘格式。 

执行初始数据中心整合
VirtualCenter 包括一项功能，可以将物理系统作为虚拟机导入到 VirtualCenter 中，从
而创建清单。 利用此功能可快速、自动地填充新虚拟环境。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整合数据中心”（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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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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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VirtualCenter 管理主机。 有关 ESX Server 主机配置管理的信息，请
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关于主机”（第 108 页）

! “了解主机状况”（第 108 页）

! “添加主机”（第 109 页）

! “连接主机或断开主机连接”（第 111 页）

! “更改 VirtualCenter SSL 证书后重新连接主机”（第 112 页）

! “从 VirtualCenter 中移除主机”（第 114 页）

! “监控主机健康状况”（第 116 页）

! “主机高级配置选项”（第 117 页）

管理 VirtualCenter 中的主机 7

注意   根据 VI Client 是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还是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显示的视
图和功能有所不同。 除非有所指明，否则所述的过程、任务或描述适用于所有类型的 
VI Client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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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机 
主机 是一种虚拟化平台，一个 ESX Server 系统，它支持虚拟机。 VirtualCenter 受管
主机是使用 VirtualCenter 注册的 ESX Server 主机。 管理主机的任务通过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完成。 此 VI Client 可直接连接 ESX Server 主机，也可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连接间接连接主机。 

当 ESX Server 主机直接连接 VI Client 时，可将其作为独立主机分别进行管理。 大多数
主机配置和虚拟机配置功能仍然适用。 需要多台主机的功能（例如使用 VMotion 将虚
拟机从一台主机迁移至另一台主机）不能通过独立主机连接获得。 

当 ESX Server 主机由 VirtualCenter 管理时，这些主机通过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添加到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 受管主机以层次结构形式放置在根
节点文件夹下的数据中心、文件夹或群集中。 

受管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都将被发现并导入到 VirtualCenter 中。 在添加多台受管主
机时， VirtualCenter Server 将标识虚拟机间存在的任何命名冲突并对系统管理员发
出警示，然后系统管理员可根据需要重命名虚拟机。 配置虚拟机显示名称。 名称最多
可包含 80 个字符，并且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 (_) 和连字符 (‐)。 此名称在虚
拟机组内的所有虚拟机间也必须是唯一的。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名称“my_vm”等
同于“My_Vm”。

当 VirtualCenter Server 连接受管主机时，它作为特权用户执行此操作。 单个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用户不一定需要是受管主机上的管理用户。 有关设置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用户的信息，请参见“分配访问权限”（第 251 页）。

了解主机状况
对受管主机采取操作需要该受管主机处于特定状况。 只要对受管主机执行操作，主机状
况就会更改。 当状况正在转换时，状况字段将显示描述转换的术语。

小心   如果使用 VirtualCenter Server 连接 ESX Server 并且连接了 VI Client 直接管理 
ESX Server 主机，将接收到一则错误消息，但允许继续操作。 这可能会导致主机冲突，
特别是当主机是群集的一部分时。 强烈建议不采取此操作。

注意   断开受管主机的连接有别于从 VirtualCenter Server 移除受管主机。 断开受管主机
的连接不会将其从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移除，而只是临时挂起所有 VirtualCenter 
Server 监控活动。 受管主机及与其相关联的虚拟机仍保留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清单
中。 移除受管主机可能会将受管主机及与其关联的虚拟机从 VirtualCenter Server 清单
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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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主机
虚拟机存在于网络内的受管主机上。 主机被添加到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 
VirtualCenter Server 会发现该受管主机内包含的所有虚拟机并将它们添加到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

如果将 VI Client 直接连接到 ESX Server，本节中的过程将不适用。

将主机添加到 VirtualCenter Server

1 如果需要，请确保有一个通信信道通过防火墙。

如果 VirtualCenter 环境中的任何受管主机有防火墙保护，请确保该受管主机可以
在端口 902 或其他已配置端口上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以及所有其他主机进行通
信。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的《安装指南》或 ESX Server 3i 产品的
《安装指南》，以及《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并单击相应的数据
中心、文件夹或群集。

3 选择适当的数据中心或群集，并在主菜单或弹出菜单中选择 [新建主机 (New 
Host)]。

4 输入受管主机连接设置。

a 在 [主机名 (Host name)] 字段中键入受管主机的名称。 

注意   添加或移除主机时，请确保 NFS 装载处于活动状态。 如果 NFS 装载没有响应，
则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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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具有选定受管主机上的管理特权的用户帐户输入 [用户名 (Username)] 和
[密码 (Password)]。 

VirtualCenter 使用 root 帐户登录到系统，然后创建特殊用户帐户。 
VirtualCenter 将此帐户用于以后所有的身份验证。 

5 要确认主机摘要信息，请单击 [下一步 (Next)]。

6 要主机添加到群集，请执行以下操作：

a 指定主机上的资源池应发生的情况。

选项包括：

! 将主机的所有虚拟机放入群集的根资源池中。

! 为主机的虚拟机创建新的资源池。 默认资源池名称派生自主机的名称。 键
入自己的名称以覆盖此文本。

b 单击 [下一步 (Next)]。 

有关群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7 要将主机添加到数据中心，请执行以下操作：

a 确定主机虚拟机的位置。

b 在 [选择 (Selection)] 框中显示的清单对象列表中进行选择。

8 要确认完成添加主机向导，请单击 [完成 (Finish)]。

在对话框完成并单击 [下一步 (Next)] 后， VirtualCenter 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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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中搜索指定的受管主机，并识别受管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 如果单击 
[取消 (Cancel)]，将从 VirtualCenter 清单中移除主机。

! 连接受管主机。 如果向导无法连接受管主机，则无法将受管主机添加到清单
中。

! 验证受管主机目前是否尚未受管。 如果已由其他 VirtualCenter Server 管理，
VirtualCenter 将显示一则消息。 如果向导可以连接受管主机，但由于某种原
因无法保持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连接，则将添加主机，但主机处于断开
连接状况。 例如，如果主机已由另一 VirtualCenter Server 管理便会出现这种
情况。

! 读取受管主机上的处理器数目并分配适当的许可证数目。 处理器数目存储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中，在每个受管主机重新连接和 VirtualCenter 启动时进
行验证。 

! 验证是否支持受管主机版本。 如果不支持但可以升级受管主机版本，则 
VirtualCenter 提示您进行升级。

! 导入现有虚拟机。

连接主机或断开主机连接
对于特定 VirtualCenter Server 正在管理的受管主机，可以选择断开其连接并重新连
接。 本节描述如何重新连接受管主机。

连接受管主机或断开其连接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后单击相应的受管主机。

2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相应的受管主机图标，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连接 (Connect)] 
或 [断开连接 (Disconnect)]。 

注意   较新的处理器在每个处理器封装中有两个 CPU 内核。 具有双核处理器的
系统必须使用 ESX Server 2.5.2 或更高版本。 VirtualCenter 许可证按处理器封
装对数颁发，不是按处理器内核数目颁发。 因此，如果系统使用两个双核处理
器或两个单核处理器，则系统需要一个双处理器 VirtualCenter 许可证。 

注意   断开受管主机的连接有别于从 VirtualCenter 移除受管主机。 断开受管主机的连接
不会将其从 VirtualCenter 中移除，而只是临时挂起所有 VirtualCenter 监控活动。 受管
主机及与其相关联的虚拟机仍保留在 VirtualCenter 清单中。 移除受管主机会将其及与
其关联的虚拟机从 VirtualCenter 清单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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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开连接时，确认操作。 单击 [是 (Yes)]。

如果受管主机对 VirtualCenter 的连接状态发生更改，该受管主机上的虚拟机的状
态就会更新，以反映该更改。

断开受管主机的连接后，术语“已断开连接”就会附加到对象名称中，其外面标有

圆括号，对象将变成灰色。 与此相似，所有相关联的虚拟机均会被标示并变成灰色。

更改 VirtualCenter SSL 证书后重新连接主机
VirtualCenter Server 使用 SSL 证书加密和解密存储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中的主机密
码。 如果证书被替换或更改， VirtualCenter Server 就无法解密主机密码，从而无法连
接受管主机。 

如果 VirtualCenter Server 无法对主机密码进行解密，主机就会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断
开连接。 您必须重新连接主机并提供登录凭据， VirtualCenter Server 会使用新证书将登
录凭据加密并存储在数据库中。 请参见“连接主机或断开主机连接”（第 111 页）。 

从群集中移除主机
可从群集中移除主机，方法如下：在清单或列表视图中将其选定，并将其拖至清单中的

新位置（作为独立主机拖至一个文件夹或拖至另一个群集）。 从群集中移除主机后，主
机所提供的资源将从总群集资源中扣除。 在主机上部署的虚拟机将迁移至群集中的其他
主机或仍保留在主机上面且从群集中移除，具体取决于虚拟机的当前状况。 仅当主机上
的所有虚拟机被关闭且该主机处于维护模式时，才可从群集中将其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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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群集的完整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从群集中移除主机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显示清单。

2 要从受管主机中移除 VirtualCenter  Agent，请确保受管主机处于已连接状况。 

3 关闭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或使用 VMotion 将虚拟机迁移到新的主机。

4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相应的受管主机图标，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进入维护模式 
(Enter Maintenance Mode)]。 单击 [是 (Yes)]。

主机图标会改变，并且术语“维护模式”会添加到名称中，外面标有圆括号。

5 移动主机：

a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主机图标，并将其拖至新位置。 

可将主机移至另一个群集或另一个数据中心。 选择新位置后，群集或数据中心
名称周围就会出现一个蓝色方框。 

b 释放鼠标按钮。

VirtualCenter 将主机移至该新位置。

6 选择该主机，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退出维护模式 (Exit Maintenance Mode)]。 

7 根据需要重新启动任何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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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VirtualCenter 中移除主机
从 VirtualCenter 中移除受管主机可能会断开连接，并停止该受管主机及其上面所有虚
拟机的所有监控和管理功能。 受管主机及与其相关联的虚拟机将从清单中移除。 历史数
据仍保留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中。 

移除受管主机有别于从 VirtualCenter 断开受管主机的连接。 断开受管主机的连接不会
将其从 VirtualCenter 中移除，而只是临时挂起所有 VirtualCenter 监控活动。 受管主机
及与其相关联的虚拟机仍保留在 VirtualCenter 清单中。

从 VirtualCenter 中移除受管主机并不会从受管主机或数据存储中移除虚拟机， 而仅会
移除 VirtualCenter 对该受管主机及其上面的虚拟机的访问权限。

下图说明了从 VirtualCenter 中移除受管主机的过程。 在此处的示例中，请注意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已移除受管主机间的链接已丢失，而受管主机文件仍保留在数
据存储中。

注意   如有可能，移除已连接的受管主机。 移除断开连接的受管主机并不会从受管主机
中移除 VirtualCenter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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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移除主机

移除受管主机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显示清单。 

2 要从受管主机中移除 VirtualCenter  Agent，请确保受管主机处于已连接状况。 

移除受管主机时，受管主机可以处于连接状况或断开连接状况。 但是，移除断开连
接的受管主机并不会从受管主机中移除 VirtualCenter Agent。

3 关闭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或使用 VMotion 将虚拟机迁移到新的主机。

4 如果主机是群集的一部分，在清单面板中选择相应的受管主机图标，然后在弹出菜

单中选择 [进入维护模式 (Enter Maintenance Mode)]。 确认放置位置。 单击 [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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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相应的受管主机图标，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移除 
(Remove)]。

6 单击 [是 (Yes)] 以移除受管主机。 单击 [否 (No)] 以保留受管主机。

如果单击 [是 (Yes)]， VirtualCenter 就会从 VirtualCenter 环境中移除受管主机及
与其关联的虚拟机。 然后， VirtualCenter 将所有相关联的处理器和迁移许可证返
回至可用状态。

监控主机健康状况
通过主机健康状况监控工具，可以监控多种主机硬件组件的健康状况，主机硬件组件包括：

! CPU 处理器

! 内存

! 风扇

! 温度

! 电压 

! 软件组件

主机健康状况监控工具显示使用服务器硬件系统管理架构 (SMASH) 配置文件收集的数
据。 显示的信息取决于服务器硬件上可用的传感器。 

监控主机健康状况

1 使用 VI Client 登录到 VirtualCenter Server，然后在清单中选择主机。

2 依次单击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和 [健康状况 (Health Status)]。

此时传感器数据即会显示在树中。 树的根显示主机总体健康状况。 

如果一个组件运行正常，状态指示器显示为绿色。 如果系统组件违反性能阈值或运行不
正常，状态指示器则变为黄色或红色。 一般而言，如果状态指示器显示为黄色，则表明
组件的性能下降。 红色指示器表明组件停止运行或超过最高阈值。

[读取 (Reading)] 列显示了传感器的当前值。 例如，此列显示了风扇的每分钟转数 
(Rotations Per Minute, RPM) 及摄氏温度。

可根据主机总体健康状况设置要触发的警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创建警报”（第 
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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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传感器

某些主机硬件传感器显示积累数据。 可重置这些传感器，清除其中的数据并开始收集新
数据。 

重置传感器

1 使用 VI Client 登录到 VirtualCenter Server，然后在清单中选择主机。

2 在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上，单击 [健康状况 (Health Status)]。 

3 单击 [重置传感器 (Reset Sensors)]。

刷新健康状况数据

VI Client 会每隔几分钟自动刷新主机健康传感器的数据。 也可手动刷新数据。

刷新主机健康状况数据

1 使用 VI Client 登录到 VirtualCenter Server，然后在清单中选择主机。

2 在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上，单击 [健康状况 (Health Status)]。 

3 单击 [刷新 (Refresh)]。 

主机高级配置选项
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获取有关配置和使用资源分配功能（包括 VMware HA 和 
VMware DRS）的完整信息。 

有关配置 ESX Server 主机的完整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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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章介绍 Guided Consolidation 的功能，建议较小的 IT 环境与 VMware Infrastructure 
一起设置和运行此功能。 借助此功能，可以通过将物理系统转换成虚拟机并将其导入到 
VirtualCenter，在数据中心中整合物理系统。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关于数据中心整合”（第 120 页）

! “整合的必备条件”（第 120 页）

! “首次使用”（第 121 页）

! “关于整合服务”（第 121 页）

! “指定整合设置”（第 121 页）

! “查找物理系统”（第 122 页）

! “查看分析结果”（第 124 页）

! “整合候选系统”（第 125 页）

! “查看整合任务”（第 126 页）

! “整合的故障排除”（第 127 页）

整合数据中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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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中心整合
单击 [整合 (Consolidation)] 导航按钮可访问 Guided Consolidation 功能。

通过将分散于多个不同物理系统的商用应用程序移到集中管理的虚拟环境中，为小型 
IT 环境推荐的 Guided Consolidation 可让您简化数据中心。 在虚拟化环境下，运行商
业应用程序的物理系统转换成虚拟机。 多个虚拟机可以位于单个物理系统上，从而能够
更加有效地使用计算资源。 整合数据中心包括下列过程： 

! 查找 ‐ 在数据中心中搜索并选择要分析的物理系统。 请参见“查找物理系统”（第 
122 页）。

! 分析 ‐ 分析所选物理系统并收集每个选定系统的性能数据。 通常，分析阶段的持续
时间越长， VirtualCenter 的建议可信度越高。 请参见“查看分析结果”（第 124 
页）。

! 整合 ‐ 将性能数据与虚拟机主机系统上的可用资源进行比较。 选择的物理系统会转
换成虚拟机并导入到 VirtualCenter 的建议主机中，主机将对这些系统以及虚拟环
境中的其他组件一起进行管理。 请参见“整合候选系统”（第 125 页）。

可以使用整合功能开始构建虚拟环境，或者在数据中心不断扩展过程中进一步整合数据

中心。 如果是首次使用 Consolidation 功能，请参见“整合的必备条件”（第 120 页）。

整合的必备条件
使用 Consolidation 功能之前，请确保满足下面的必备条件：

! 至少有一个数据中心清单对象存在。 请参见“添加清单对象”（第 100 页）。

! 至少已向 VirtualCenter 注册了一个主机。 请参见“添加主机”（第 109 页）。

! 整合服务需要使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的本地管理员特权。 特别是，必须使用
本地管理员特权运行收集器服务。 此外，使用的帐户还必须授予 [登录服务 (Logon 
as service)] 特权。 如果在网络上部署了 Active Directory，则用来运行整合服务的
凭据还必须具有查询 Active Directory 数据库的足够特权。 开始整合项目之前向 
VirtualCenter 提供凭据。 请参见“指定整合设置”（第 121 页）。

! 整合服务还需要具有对选择来进行分析的系统的管理员访问权限。 特别是，收集器
服务使用这些凭据来连接正在分析的物理系统，并且从这些系统检索配置和性能数

据。 请参见“提供系统级管理员凭据”（第 124 页）。



VMware, Inc. 121

第 8章 整合数据中心

首次使用
首次使用 Consolidation 功能时，您会遇到提示，要求您指定整合设置（请参见“指
定整合设置”（第 121 页））。 向导会引导您完成指定这些设置的过程。 可以随时通过选
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 [整合设置 (Consolidation Settings)] > [凭据 
(Credentials)] 选项卡，来更改这些设置。

关于整合服务
整合服务是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一起安装的。 整合服务包括以下服务：

! VMware Capacity Planner Service ‐ 发现域和域中的系统。 收集选择来进行分析的
系统上的性能数据。 在本文档中，此操作称为收集器服务。

! VMware Converter Enterprise Service ‐ 将物理系统转换成虚拟机。 VirtualCenter 
向此服务提供有关目标和其他参数的信息，而 VMware Converter Enterprise 
Service 则处理转换操作。 此服务可以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
上，也可以安装在独立机器上。 

有关每个服务正常运行所需的用户特权的信息，请参见“整合的必备条件”（第 120 
页）。

查看活动的整合服务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整合设置 (Consolidation Settings)] > [服务状态 
(Service Status)] 选项卡。

指定整合设置
通过整合设置，可以指定运行整合服务所需的凭据，以及指定默认的系统级凭据（请

参见“整合的必备条件”（第 120 页））。

指定整合设置

1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整合设置 (Consolidation Settings)] > [凭据 
(Credentials)] 选项卡。

2 单击以下区域中的 [更改 (Change)]：

! [服务凭据 (Service Credentials)] ‐ 用于运行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的收集器
服务。 请确保此帐户具有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管理员特权；如果部署了 
Active Directory，请确保此帐户同时还具有查询 Active Directory 的必要特
权。 此外，此帐户必须授予用户 [登录服务 (Log on as a service)] 的权限。 这
是通过 Local Security Policy 实用程序（[开始 (Start)] > [Administrative 
Tools] > [Local Security Policy]）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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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凭据 (Default Credentials)] ‐ 用于访问未指定管理员凭据且要进行分析
的已选系统。

3 输入限定域用户名（例如， DOMAIN\username）和密码。 

4 确认密码并单击 [确定 (OK)]。

查找物理系统
查找物理系统操作包括下列过程： 

! “指定范围”（第 123 页）

! “提供系统级管理员凭据”（第 124 页）

查找数据中心的物理系统

1 在 VI Client 工具栏中，单击 [整合 (Consolidation)]，以显示 [整合 
(Consolidation)] 视图。 

2 在 [入门 (Getting Started)] 选项卡中，单击 [分析要整合的物理计算机 (Analyze 
physical computers for consolidation)]，也可以在 [分析 (Analysis)] 选项卡中，
单击 [开始分析 (Start Analysis)]。 

此时将显示 [添加到分析 (Add to Analysis)] 对话框。 如果是首次使用此功能，请参
见“首次使用”（第 121 页）。

3 选择要分析的系统。 有关使用 [添加到分析 (Add to Analysis)] 对话框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指定范围”（第 123 页）。

4 单击 [添加到分析 (Add to Analysis)]。 此时会显示 [设置身份验证 (Set 
Authentication)] 对话框。 有关使用 [设置身份验证 (Set Authentication)] 对话框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提供系统级管理员凭据”（第 124 页）。

5 指定身份验证凭据并单击 [确定 (OK)]。 此时会分析选定的系统，并将结果显示在
[分析 (Analysis)] 选项卡中。 继续“查看分析结果”（第 124 页）。

注意   缓存有关所发现系统的信息，较大的缓存会对 VirtualCenter 性能造成负面影响。 
建议您在清除缓存之前，运行 Guided Consolidation 的系统数目不能超过 20,000。 有
关禁用 Guided Consolidation 以及清除缓存的信息，请参见“整合的故障排除”（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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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范围

通过 [添加到分析 (Add to Analysis)] 对话框，可以查找网络上的系统，并选择要分析的
系统。 可以按计算机名称、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指定要分析的系统，也可以按文件名
来指定要分析的系统。 也可以搜索域内的所有系统，然后选择要分析的系统。 如果域中
有许多系统，且您难以查找所需的系统，可以按计算机名称、 IP 地址、域或正在分析
的系统对列表进行筛选。

手动指定要整合的系统

1 选择 [手动指定要整合的计算机 (Manually specify the computers to 
consolidate)]。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输入计算机名称或 IP 地址。 使用逗号分隔多个输入项。

! 输入一个 IP 范围。 不允许输入多个范围。

! 输入文本文件（包含计算机名称或 IP 地址列表）的完全限定路径。 在该文件
中，每个计算机名称或 IP 地址必须分别列在单独的行上。 VI Client 必须能够
访问该文件。

在域中查找系统

1 在 [域 (Domain)] 下拉菜单中选择域。

2 （可选）通过选择筛选器并在文本字段中输入条件来筛选列表。 可以通过单击文本
框左侧的向下箭头来打开和关闭筛选器。

3 可以选择对列表进行排序，方法是单击列标题。

4 选择要分析的系统。

5 单击 [添加到分析 (Add to Analysis)]。 系统可能要求您提供管理员身份验证凭据
（请参见“提供系统级管理员凭据”（第 124 页））。

注意   最多可同时分析 100 个系统。 

首次选择域时， VirtualCenter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发现并列出找到的系统。 此后，会
缓存该列表，因此，以后的搜索只需较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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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系统级管理员凭据

VirtualCenter 需要选择进行分析的系统的管理员访问权限，才能开始分析系统。 可以
逐个系统地指定凭据，并且可以指定 VirtualCenter 在未明确指定凭据时可以使用的默
认凭据。 可以随时通过 [整合设置 (Consolidation Settings)]（“指定整合设置”（第 
121 页））来指定默认凭据。 

为特定系统指定凭据

1 在 [设置身份验证 (Set Authentication)] 对话框中，输入限定域用户名（例如，
DOMAIN\username）和密码。 

可在 [添加到分析 (Add to Analysis)] 阶段中或在系统已被添加到分析之后，通过在 
[分析 (Analysis)] 选项卡中选择系统并点击 [设置身份验证 (Set Authentication)] 来
访问 [设置身份验证 (Set Authentication)] 对话框。

2 单击 [确定 (OK)]。

查看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在 [分析 (Analysis)] 选项卡中。 分析完成时，会显示下面的信息：

! [物理计算机 (Physical Computer)] ‐ 显示正在分析或导入的物理系统的主机名称。

! [CPU 信息 (CPU Info)] ‐ 显示 CPU 数量及其时钟速度。 

! [内存信息 (Memory Info)] ‐ 显示系统上的 RAM 容量。

! [状态 (Status)] ‐ 显示分析的进度。 

! [可信度 (Confidence)] ‐ 指示 VirtualCenter 能够收集有关系统的性能数据的程度，
以及根据可用数据来看，系统作为候选系统的良好程度。

! [CPU 使用情况 (CPU Usage)] ‐ 显示一段时间内系统的 CPU 使用情况平均值。 

! [内存使用情况 (Memory Usage)] ‐ 显示一段时间内系统的内存使用情况平均值。

检查分析结果以后，可以创建整合计划来继续工作。 请参见“整合候选系统”（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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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信度衡量指标

[分析 (Analysis)] 选项卡中显示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 [可信度 (Confidence)] 衡量指
标。 在分析阶段，会收集有关每个选定系统的性能数据。 将此数据与主机资源进行比
较，以确定针对每个候选系统的建议。 该建议根据收集的数据指示候选系统适合作为特
定虚拟机主机系统的良好程度。 可信度 指的是推荐的可靠性，它是分析持续时间的函
数。 经过较长分析时间（从而会获得更多性能数据）的建议可以获得较高级别的可信
度。 

整合候选系统
分析数据中心以后，就可以准备将候选系统转换成虚拟机。 在此阶段，请选择要转换的
系统。 VirtualCenter 为每个结果虚拟机选择适当的目标和配置参数。 如果有多个虚拟
机主机可用，可以选择所需的主机。

使用 VirtualCenter 建议转换系统

1 在 [分析 (Analysis)] 选项卡中，选择要整合的系统并单击 [计划整合 (Plan 
Consolidation)]。 

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2 选择系统。

3 通过双击 [物理机 (Physical Computer)] 列中显示的名称并输入新的名称，可以更
改该名称。 您的输入将用作结果虚拟机的名称。

4 如果有备用目标可用，则通过单击 [目标 (Destinations)] 列并在下拉菜单中进行选
择，可以更改目标。

[目标评级 (Destination Rating)] 列中显示的星数指示主机系统能够满足结果虚拟
机的估计资源需求的良好程度。

5 单击 [整合 (Consolidate)]。

此时会显示转换任务。 可以在 [近期任务 (Recent Tasks)] 窗格中查看任务进度。 可
以在 [任务 (Tasks)] 选项卡中查看有关任务的附加信息。 请参见“查看整合任务”
（第 126 页）。

注意   经过 24 小时的分析以后， VirtualCenter 的建议会指示一个高级别的可信度。 不
过，如果系统的工作负载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里有显著变化，则会使人产生误

解。 为了确保建议具有高级别的可信度，可以使分析阶段的持续时间包含一定量的时
间，该时间包括系统工作负载的典型波峰和波谷。 分析最多可以运行一个月。

注意   强烈建议您一次虚拟化一个候选系统。 如果主机没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则同时整
合多个候选系统可能会导致所有虚拟化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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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转换系统

1 在 [分析 (Analysis)] 选项卡中，右键单击系统并选择 [转换成虚拟机 (Convert to 
Virtual Machine)] > [手动 (Manually)]。 仅当 VI Client 上已安装并启用 VMware 
Converter Enterprise 客户端时，该菜单选项才可用。 可以通过 [插件管理器 
(Plugin Manager)]（[插件 (Plugins)] > [插件管理器 (Plugin Manager)] > [已安装 
(Installed)] 选项卡）检查是否已安装并启用了 VMware Converter Enterprise 客户
端。

此时会显示导入向导。

2 完成该向导，手动指定虚拟机属性。

关于磁盘大小调整

在转换过程中，物理磁盘通常会调整大小，以保留数据存储上的空间，同时为结果虚拟

磁盘的容量增长提供空间。 下面的公式用来调整转换后的磁盘大小：

物理磁盘上使用的空间量 * 1.25 = 结果虚拟磁盘大小

虚拟磁盘不能小于 4 GB。

查看整合任务
正在转换的每个系统都会创建一个任务。 [近期任务 (Recent tasks)] 窗格中会显示近期
任务。 [任务 (Tasks)] 选项卡会列出所有整合任务。 通过选择任务，可以查看有关该任
务的详细信息。 [任务详细信息 (Task Details)] 窗格中会显示有关选定任务相关事件的信
息。 

可以筛选任务列表，方法是，在搜索字段中输入条件并选择以下内容的任何组合：

! 名称

! 目标

! 状态

! 启动者

! 开始时间

!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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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故障排除
Guided Consolidation 任务会占用大量资源。 如果发现 VirtualCenter 受到负面影响，
请考虑以下事项：

! Guided Consolidation 缓存有关所发现系统的信息，较大的缓存会对 
VirtualCenter 性能造成负面影响。 运行 Guided Consolidation 的系统数目不能超
过 20,000。 

! 最多可同时分析 100 个系统。 如果所选系统的数量多于 100，则系统将会以其显示
的顺序添加，直到达到了系统的最大数目。

请使用以下选项来解决性能问题：

! 禁用整合并继续运行收集器服务。 此方法可以防止整合任务启动，但不会阻止收集
器服务收集数据。

! 禁用整合，停止并禁用收集器服务。 此方法可以防止整合任务启动，并且阻止收集
器服务收集数据。 收集的数据不会被破坏，并且可以在重新启动服务以后使用。

! 卸载收集器服务。 此方法会移除 Guided Consolidation，它所收集的数据将不再可
用。

禁用整合

禁用整合

1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2 选择 [高级设置 (Advanced Settings)]。

3 单击 [添加行 (Add Row)]。

4 在 [密钥 (Key)] 字段中输入以下内容： 

dontStartConsolidation

5 在 [值 (Value)] 字段中输入以下内容：

true

6 重新启动 VirtualCenter Server。

收集器服务仍处于活动状态并将继续定期探查正在分析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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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收集器服务

禁用收集器服务

1 打开 [服务 (Services)] 控制面板。

2 停止 VMware Capacity Planner Service。

3 禁用 VMware Capacity Planner Service。

卸载 Guided Consolidation
卸载 Guided Consolidation

1 打开 [添加/删除程序 (Add or Remove Programs)] 控制面板。

2 移除 VMware Capacity Planner for VirtualCenter。

3 （可选）移除 VMware Converter Enterprise for Virtual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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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VI Client），可以导入和导出以开放式虚拟机格
式 (OVF) 存储的虚拟设备。 设备 是预先配置的虚拟机，通常包括预先安装的客户操作
系统及其他软件。

通过导入虚拟设备，可以将预先配置的虚拟机添加到 Virtual Center 或 ESX Server 清单
中。 导入虚拟设备类似于从模板部署虚拟机。 但是，虚拟设备的导入来源可以是能够从 
VI Client 计算机或远程 Web 服务器访问的任何本地文件系统。 本地文件系统包括本地
磁盘（如 C:）、可移动介质（如 CD 或 USB 钥匙串驱动器）以及共享网络驱动器。

通过导出虚拟机，可以创建其他用户可导入的虚拟设备。 可使用导出功能将预先安装的
软件作为虚拟设备分发，或向用户分发模板虚拟机，包括无法直接访问和使用 
VirtualCenter 清单中模板的用户。 

本章将讨论以下主题：

! “关于 OVF”（第 129 页）

! “导入虚拟设备”（第 130 页）

! “导出虚拟机”（第 131 页）

关于 OVF
OVF 是一种文件格式，允许产品和平台之间交换虚拟设备。 OVF 格式具有以下优势：

! OVF 文件为压缩格式，下载速度更快。

! VI Client 会在导入 OVF 文件之前进行验证，确保文件与指定的目标服务器兼容。 
如果设备与选定的主机不兼容，则该设备不能导入并将显示一则错误消息。

导入和导出虚拟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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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虚拟设备
导入以 OVF 格式存储的虚拟设备时，导入来源可以是能够从 VI Client 计算机或 Web 
URL 访问的本地文件系统。

导入虚拟设备

1 在 VI Client 中，选择 [文件 (File)] > [虚拟设备 (Virtual Appliance)] > [导入 
(Import)]。 

此时将显示导入虚拟设备向导。

2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从文件导入 (Import from File)] ‐ 浏览文件系统，选择一个设备。

! [从 URL 导入 (Import from URL)] ‐ 指定一个设备在 Internet 上的 URL 位置。 
示例： http://vmware.com/VMTN/appliance.ovf

! [从 VMware 虚拟设备市场导入 (Import from VMware Virtual Appliance 
Marketplace)] ‐ 在 VMware 虚拟设备市场网站上提供的 VMware 设备中选
择。

3 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 [虚拟设备详细信息 (Virtual Appliance Details)] 页面。 

4 单击 [下一步 (Next)]。

5 如果随设备附带许可协议，则会显示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页面。 同意接受许可证的条款并单击 [下一步 (Next)]。

6 （可选）编辑名称并选择数据中心。

设备可能具有一个默认名称。 您可以选择编辑名称。 该名称最多可包含 80 个字符，
并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 _ ) 以及连字符 (‐)。 该名称在虚拟机文件夹中还
应该是唯一的。 名称区分大小写。

7 单击 [下一步 (Next)]。

8 在 [主机/群集/资源池 (Host/Cluster/Resource Pool)] 页面上，选择运行虚拟机的主
机、群集或资源池（如果适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注意   要导入由其他 VMware 产品创建的非 OVF 格式的虚拟机，请使用 VMware 
Converter Enterprise 模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Mware Converter Enterprise（适
用于 VirtualCenter）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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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在上一个页面上选择了群集或资源池，并且 DRS 已禁用或处于手动模式，则
将显示 [特定主机 (Specific Host)] 页面。 选择运行此虚拟机的处理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10 为虚拟机选择数据存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虚拟机配置文件和虚拟磁盘文件存储在数据存储内。 选择大小足以容纳虚拟机及其
所有虚拟磁盘文件的数据存储。

11 如果基础架构包含多个网络，请将 OVF 文件中指定的每个网络映射至基础架构中
的网络。 

12 单击 [下一步 (Next)]。

13 查看设置，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导入任务的进度将显示在 [VI Client 状态 (VI Client Status)] 面板中。 

导出虚拟机
可将虚拟机导出为 OVF 格式，以供其他用户导入至其清单。

导出虚拟机

1 在 VI Client 清单中，选择要导出的虚拟机。

2 选择 [文件 (File)] > [虚拟设备 (Virtual Appliance)] > [导出 (Export)]。

3 在 [目录 (Directory)] 文本框中，输入要存储导出的虚拟机的位置。

4 要为 OVF 文件创建新的文件夹，请选择 [新建文件夹 (Make New Folder)]。 

5 （可选）在 [描述 (Description)] 文本框中输入虚拟机的描述。

默认情况下，虚拟机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上的 [注释 (Notes)] 窗格中的文本会
显示在此文本框中。 

6 单击 [确定 (OK)]。 

导出任务的进度将显示在 [VI Client 状态 (VI Client Status)] 面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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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VI Client），可以部署和管理虚拟机。 VI Client 
提供多种方式创建虚拟机：

! 导入 ‐ 可以导入以 OVF 格式存储的虚拟机。 请参见第 9 章，“导入和导出虚拟机”
（第 129 页）。 

! 整合 ‐ 通过将现有物理系统转换成虚拟机并将其导入 VirtualCenter，可以整合这些
物理系统。 请参见“整合数据中心”（第 119 页）。

! 新建虚拟机 ‐ 可手动配置全新的虚拟机。 请参见“使用新建虚拟机向导”（第 134 
页）。

! 克隆 ‐ 可创建现有虚拟机的精确副本。 请参见第 13 章，“使用模板和克隆”（第 
187 页）。

! 从模板部署 ‐ 可以从提供可自定义的基本配置的模板创建虚拟机。 请参见第 13 章，
“使用模板和克隆”（第 187 页）。

对于每种类型的创建过程，都有一个向导引导您生成一个完整且可正常运行的虚拟机。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使用新建虚拟机向导”（第 134 页）

! “安装客户操作系统”（第 142 页）

! “安装和升级 VMware Tools”（第 143 页）

创建虚拟机 10

注意   创建虚拟机后，必须安装客户操作系统和 VMware Tools。 上述创建过程不会为
您安装客户操作系统。 此外，在安装之前还需检查客户操作系统的安装说明。 可在
《客户操作系统安装指南》中找到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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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虚拟机之前必须具有适当的特权。 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具有必需的特权，请咨询 
VirtualCenter 管理员。

使用新建虚拟机向导
可通过多个不同的位置访问新建虚拟机向导。 本章中的说明介绍了启动该向导的一种方
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下列 GUI 对象的右键单击弹出菜单包括允许启动新建虚拟机向
导的选项：

! 资源池

! 群集

! 主机

! 虚拟机文件夹

由于将 VI Client 作为一个整体，新建虚拟机向导与上下文有关，其屏幕和配置选项
随主机环境和您的选择不同而有所不同。 只有适用于当前上下文的屏幕和选项才会被
启用；不适用于上下文的项目会被移除或禁用。

启动新建虚拟机向导之后，必须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 [典型 (Typical)] ‐ 通过此方式，可以跳过一些极少需要更改其默认值的选项来缩短
过程。 请参见“创建典型虚拟机”（第 134 页）。

! [自定义 (Custom)] ‐ 自定义方式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选项。 请参见“创建自定义虚
拟机”（第 137 页）。

完成之前执行其他配置

通过每种方式的最后一个向导屏幕，可以检查配置选择，并且可以选择打开 [虚拟机属
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以设置其他配置选项（例如添加其他磁盘），
然后再实例化虚拟机。 

要在新建虚拟机向导中打开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请选择 
[完成前编辑虚拟机设置 (Edit the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 before completion)] 复选
框，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有关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
的信息，请参见“虚拟机属性编辑器”（第 165 页）。

创建典型虚拟机

由于对虚拟机配置进行了一些假定，因此典型方式比较简捷。 如果要完全自定义虚拟
机，请参见“创建自定义虚拟机”（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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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典型方式新建虚拟机

1 在 VirtualCenter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并在必要时展开
清单。

2 在清单列表中，选择要添加新虚拟机的受管主机。

此时将显示主机的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3 选择 [文件 (File)] > [新建 (New)]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此时将显示新建虚拟机向导。

4 选择 [典型 (Typical)]，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5 键入虚拟机名称，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在 [虚拟机名称 (Virtual Machine Name)] 字段中输入的名称将在 VirtualCenter 
client 清单中列出。 该名称还将作为虚拟机文件的名称。 名称最多可包含 80 个字
符，并且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 (_) 和连字符 (‐)。 该名称在文件夹内必须是
唯一的。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名称“my_vm”等同于“My_Vm”。

6 选择一个文件夹或数据中心的根目录，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7 如果资源池选项可用，请展开此树直到找到要运行虚拟机的资源池，将其突出显
示，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使用资源池，可以通过在有意义的层次结构中设置计算资源，在一台主机或多台主
机内管理这些计算资源。 虚拟机和子资源池共享父资源池的资源。 有关资源池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8 选择在其中存储虚拟机文件的数据存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应该选择大小足以存储虚拟机及其所有虚拟磁盘文件的数据存储。 对于 ESX Server 主
机， [数据存储 (Datastore)] 是在该主机上配置的，包括 VMFS、NAS 和 iSCSI 卷。

9 在 [客户操作系统 (Guest Operating System)] 下，选择操作系统系列（[Microsoft 
Windows]、 [Linux]、 [Novell NetWare]、 [Solaris] 或 [其他 (Other)]），在下拉菜
单中选择版本，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如果选择 [其他 (Other)]，请输入操作
系统的显示名称。 创建虚拟机后可以更改此名称，方法是：打开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并编辑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 [高级 
(Advanced)] > [常规 (General)] > [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guestOSAltName] 参数。

该版本为适用于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您应该根据计划如何使用虚拟机来做出选择。 
支持的设备以及虚拟机的可用虚拟 CPU 数目因选择的不同操作系统而异。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客户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该向导不会安装客户操作系统。 新建虚拟机向导使用该信息选择适当的默认值，例
如所需的内存量。 



基本系统管理

136 VMware, Inc.

10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虚拟机中的虚拟处理器数目，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启动多 CPU 虚拟机需获得 VMware Virtual SMP� 的许可。 有关许可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ESX Server 3 的《安装指南》或 ESX Server 3i 产品的《安装指南》。

11 通过选择兆字节数来配置虚拟机的内存大小。

最小值、推荐值、最佳性能最大值以及最大值都基于客户操作系统。 而无论何种客
户操作系统，其内存的最小值均为 4 MB。 最大值取决于主机，但对于 ESX Server 
3.5 和 ESX Server 3i 版本 3.5，最大值为 65532 MB（64 GB 减 4 MB）。 内存大小必
须是 4 MB 的倍数。

滑块沿线上的彩色三角形表示这些数量，如向导中的图例所示。 还可以拖动滑块或
使用上下箭头选择数字。 获得最佳性能的最大值表示主机的物理内存在其上不足以
全工速度运行虚拟机的阈值。 此值随主机上的条件变化而波动（例如，随着虚拟
机启动或关闭）。

12 单击 [下一步 (Next)]。

13 通过选择要连接的网络适配器（网卡）数目、网络名称以及是否在启动时进行连
接，可以选择要连接的网络及其选项。

[网络 (Network)] 下拉菜单列出了主机上配置的可供虚拟机使用的端口组。 如果没
有配置虚拟机端口组，则会显示警告对话框，且不能配置任何虚拟网卡。

14 单击 [下一步 (Next)]。

15 指定虚拟磁盘的容量。

输入以兆字节 (MB) 或千兆字节 (GB) 为单位的磁盘大小。 默认为 4 GB。 已列出所
选 VMFS 卷上的可用空间。 可以将磁盘配置为 1 MB 到 2 TB (2048 GB) 范围内的以 
MB 或 GB 为单位的整数。

虚拟磁盘的大小应足以存放客户操作系统和计划安装的所有软件，还要为数据和数
据增长预留空间。 

您以后不能更改虚拟磁盘的最大容量，但可以通过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安装其他虚拟磁盘。

例如，要在虚拟机内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和应用程序（例如 Microsoft 
Office），包含虚拟磁盘的文件系统上需要大约 1 GB 的实际可用空间。

注意   如果主机是单处理器或客户操作系统不支持 SMP（例如 NetWare 和 
Windows NT 4.0），将不会显示 [虚拟 CPU (Virtual CPUs)] 页面。

注意   在配置虚拟机连接多个网络时要小心谨慎。 因为虚拟机与主机共享物理网络
硬件，可能会发生意外或恶意桥接两个网络的情况。 最小生成树协议不能避免这些
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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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单击 [下一步 (Next)]。

17 在 [即将完成新建虚拟机 (Ready to Complete New Virtual Machine)] 页面上，检查
您所做的选择并指定下列选项：

在提交创建任务前编辑虚拟机设置

如果要打开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以设置其他配置
选项（例如添加其他磁盘），可选择此选项（请参见“完成之前执行其他配

置”（第 134 页））。

请参见“安装客户操作系统”（第 142 页）和“安装和升级 VMware Tools”（第 
143 页）。

创建自定义虚拟机

本节介绍在新建虚拟机向导中选择自定义方式时要执行的步骤。 

通过自定义方式新建虚拟机

1 在 VirtualCenter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并在必要时展开
清单。

2 在清单列表中，选择要添加新虚拟机的受管主机。 

3 选择 [文件 (File)] > [新建 (New)]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此时将显示新建虚拟机向导。 

4 选择 [自定义 (Custom)]，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5 键入虚拟机名称，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在 [虚拟机名称 (Virtual Machine Name)] 字段中输入的名称将在 VirtualCenter 
client 清单中列出。 该名称还将作为虚拟机文件的名称。 名称最多可包含 80 个字
符，并且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 (_) 和连字符 (‐)。 此名称在整个数据中心应
该是唯一的，并且在文件夹内必须是唯一的。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名称
“my_vm”等同于“My_Vm”。

6 选择一个文件夹或数据中心的根目录，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7 如果资源池选项可用，请展开此树直到找到要运行虚拟机的资源池，将其突出显

示，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注意   在使用新虚拟机之前，必须先分区和格式化虚拟驱动器，安装客户操作
系统，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 通常，操作系统安装程序会处理分区和格式
化虚拟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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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资源池，可以通过在有意义的层次结构中设置计算资源，在一台主机或多台主

机内管理这些计算资源。 虚拟机和子资源池共享父资源池的资源。 有关资源池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8 选择在其中存储虚拟机文件的数据存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选择大小足以存储虚拟机及其所有虚拟磁盘文件的数据存储。 对于 ESX Server 主
机，[数据存储 (Datastore)] 是在该主机上配置的，包括 VMFS、NAS 和 iSCSI 卷。 

9 在 [客户操作系统 (Guest operating system)] 下，选择操作系统系列（[Microsoft 
Windows]、 [Linux]、 [Novell NetWare]、 [Solaris] 或 [其他 (Other)]）。

10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版本。

该版本为适用于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您应该根据计划如何使用虚拟机来做出选择。 
支持的设备以及虚拟机的可用虚拟 CPU 数目因选择的不同操作系统而异。 

该向导不会安装客户操作系统。 新建虚拟机向导使用该信息选择适当的默认值，例
如所需的内存量。 

11 单击 [下一步 (Next)]。

12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虚拟机中的虚拟处理器数目，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13 通过选择兆字节数来配置虚拟机的内存大小。

最小值、推荐大小和最大值基于客户操作系统。 而无论何种客户操作系统，其内存
的最小值均为 4 MB。 最大值取决于主机，但对于 ESX Server 3.5 和 ESX Server 3i 
版本 3.5，最大值为 65532 MB（64 GB 减 4 MB）。 内存大小必须是 4 MB 的倍数。

14 单击 [下一步 (Next)]。

15 通过选择要连接的网卡数目、网络名称以及在启动时是否要连接它们，可以选择要

连接的网络及其选项。

如果不希望虚拟网络适配器在启动虚拟机时进行连接，则取消选中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 复选框。

[网络 (Network)] 下拉菜单列出了主机上配置的可供虚拟机使用的端口组。 如果没
有配置虚拟机端口组，则会显示警告对话框，且不能配置任何虚拟网卡。

注意   如果主机是单处理器或客户操作系统不支持 SMP（例如 Netware 和 Windows 
NT 4.0），则不会显示 [虚拟 CPU 数目 (The Number of Virtual CPUs)] 页面。

注意   在配置虚拟机连接多个网络时要小心谨慎。 因为虚拟机与主机共享物理网络
硬件，可能会发生意外或恶意桥接两个网络的情况。 最小生成树协议不能避免这些
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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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单击 [下一步 (Next)]。

17 选择希望与虚拟机一起使用的 SCSI 适配器的类型。

虚拟机中安装了两个 IDE 适配器和一个 SCSI 适配器。 IDE 适配器始终为 ATAPI。 
对于 SCSI 适配器，可在 BusLogic 或 LSI Logic SCSI 适配器之间进行选择。 

在 [选择 I/O 适配器类型 (Select I/O Adapter Types)] 页面上，已经选中客户操作系
统的默认 I/O 适配器类型。 旧版本的客户操作系统默认选中 BusLogic 适配器。 LSI 
Logic 适配器具有更优的性能，可以更好地与非磁盘 SCSI 设备协作，且随 
Windows Server 2003 一起提供。

可以从 LSI Logic 网站下载该驱动程序。 请参见《客户操作系统安装指南》，了解
有关计划安装到该虚拟机中的驱动程序和客户操作系统的详细信息。

18 选择磁盘的类型，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可以将虚拟机数据存储到新虚拟磁盘、现有虚拟磁盘或映射的存储区域网络 (SAN) 
逻辑单元号 (LUN) 中。

虚拟磁盘由文件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组成，显示为客户操作系统的单一硬盘。 
这些磁盘可以在主机之间移植。

通过映射 SAN LUN，虚拟机可以直接访问 SAN，以便使用现有 SAN 命令管理磁
盘存储器。

您也可以选择在没有磁盘的情况下创建虚拟机。  

有关 SAN LUN 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AN 配置指南》。 

! 如果选择创新建虚拟磁盘，请转至步骤 19。

! 如果选择使用现有的虚拟磁盘，请转至步骤 24。

! 如果选择创建映射的 SAN LUN，请转至“映射 SAN LUN”（第 141 页）。

! 如果选择在没有磁盘的情况下创建虚拟机，请转至步骤 23。

19 如果选择新建虚拟磁盘，则必须选择虚拟磁盘的大小，指定磁盘的数据存储位置，

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输入以兆字节 (MB) 或千兆字节 (GB) 为单位的磁盘大小。 默认为 4 GB。 已列出所
选 VMFS 卷上的可用空间。 可以将磁盘配置为从最小 1 MB 到最大 2 TB (2048 GB) 
之间的以 MB 或 GB 为单位的整数。

注意   选择 SCSI 适配器不影响虚拟磁盘是 IDE 还是 SCSI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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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磁盘的大小应足以存放客户操作系统和计划安装的所有软件，还要为数据和数
据增长预留空间。 

您以后不能更改虚拟磁盘的最大容量，但可以通过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安装其他虚拟磁盘。

例如，要在虚拟机内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和应用程序（例如 Microsoft 
Office），包含虚拟磁盘的文件系统上需要大约 1 GB 的实际可用空间。

可以在与虚拟机相同的数据存储上找到虚拟磁盘，也可以在其他位置选择数据存
储。 使用 [浏览 (Browse)] 按钮查找数据存储。 此时将显示 [浏览数据存储 (Browse 
for Datastore)] 对话框。

20 为虚拟磁盘选择虚拟设备节点和磁盘模式。

21 如果选择独立磁盘模式，则选择下列一项：

a [持久 (Persistent)] ‐ 更改会立即永久性地写入磁盘。

b [非持久 (Nonpersistent)] ‐ 当关闭电源或恢复快照时，对该磁盘的更改会丢弃。

22 单击 [下一步 (Next)]。

23 在 [即将完成新建虚拟机 (Ready to Complete New Virtual Machine)] 页面上，检查
您所做的选择并指定下列选项：

! 在提交创建任务前编辑虚拟机设置

如果要打开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以设置其他配置
选项（例如添加其他磁盘），可选择此选项（请参见“完成之前执行其他配

置”（第 134 页））。

请参见“安装客户操作系统”（第 142 页）和“安装和升级 VMware Tools”
（第 143 页）。

24 如果选择使用现有虚拟磁盘，请单击 [浏览 (Browse)] 并导航至要使用的虚拟磁
盘。 单击 [下一步 (Next)]。

25 选择虚拟磁盘应使用的虚拟设备节点。

26 如果选择独立模式，则选择下列一项：

a [持久 (Persistent)] ‐ 更改会立即永久性地写入磁盘。

b [非持久 (Nonpersistent)] ‐ 当关闭电源或恢复快照时，对该磁盘的更改会丢弃。

注意   在使用新虚拟机之前，必须先分区和格式化虚拟驱动器，安装客户操作
系统，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 通常，操作系统安装程序会处理分区和格式
化虚拟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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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单击 [下一步 (Next)]。

28 在 [即将完成新建虚拟机 (Ready to Complete New Virtual Machine)] 页面上，检查
您所做的选择并指定下列选项：

在提交创建任务前编辑虚拟机设置

如果要打开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以设置其他配置
选项（例如添加其他磁盘），可选择此选项（请参见“完成之前执行其他配

置”（第 134 页））。

请参见“安装客户操作系统”（第 142 页）和“安装和升级 VMware Tools”（第 
143 页）。

映射 SAN LUN 
对于在 ESX Server 主机上运行的虚拟机，不在虚拟磁盘文件中存储虚拟机数据，而是
将数据直接存储在 SAN LUN 上。 如果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需要知道存储设备的物
理特征，则上述操作非常有用。 

将 LUN 映射到 VMFS 卷时，VirtualCenter 创建指向原始 LUN 的文件。 将磁盘信息封
装到文件中可使 VirtualCenter 锁定 LUN，以便只有一台虚拟机可以写入到该 LUN。

映射 SAN LUN

1 在 [选择磁盘 (Select a Disk)] 页面中，选择 [映射的 SAN LUN (Mapped SAN 
LUN)]。

2 单击 [下一步 (Next)]。

3 为裸磁盘选择 LUN。

4 单击 [下一步 (Next)]。

5 选择要将 LUN 映射到的数据存储。

6 单击 [下一步 (Next)]。

注意   在使用新虚拟机之前，必须先分区和格式化虚拟驱动器，安装客户操作
系统，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 通常，操作系统安装程序会处理分区和格式
化虚拟驱动器。

注意   此文件具有 .vmdk 扩展名，但文件仅包含磁盘信息，描述了到 ESX Server 系统上
的 LUN 的映射。 实际数据存储在 LUN 上。

不能从模板部署虚拟机且将其数据存储到 LUN 上；只能将其数据存储到虚拟磁盘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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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兼容模式：物理或虚拟。

! 物理兼容模式允许客户操作系统直接访问硬件。 如果正在虚拟机中使用 SAN 
感知应用程序，则物理兼容非常有用。 但是，进行了物理兼容配置的 LUN 不
能克隆，不能制作成模板，也不能迁移（如果迁移涉及复制磁盘）。 

! 虚拟兼容模式允许虚拟机使用 VMware 快照和其他高级功能。 虚拟兼容允许 
LUN 像虚拟磁盘一样工作，因此您可以使用类似于磁盘模式这样的功能。 克
隆磁盘、将其制作成模板或进行迁移（如果迁移涉及复制磁盘）时， LUN 的
内容将复制到虚拟磁盘 (.vmdk) 文件中。 

根据您的选择，后续屏幕将提供不同的选项。

8 在 [指定高级选项 (Specify Advanced Options)] 页面中，可以更改虚拟设备节点，
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9 在 [即将完成新建虚拟机 (Ready to Complete New Virtual Machine)] 页面上，检查
您所做的选择。 单击 [完成 (Finish)] 完成虚拟机，也可以选择执行其他配置（请参
见“完成之前执行其他配置”（第 134 页））。

安装客户操作系统
新虚拟机就像一台装有空白硬盘的物理机。 在使用之前，必须分区和格式化虚拟磁盘以
及安装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的安装程序可以处理分区和格式化步骤。

在虚拟机上安装客户操作系统与在物理机上安装操作系统的方法基本相同。 典型操作系
统的基本安装步骤如下所述。 有关各个客户操作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客户操作
系统安装指南》。

安装客户操作系统

1 启动 VMware VirtualCenter。

2 插入客户操作系统的安装 CD‐ROM，或者从安装 CD‐ROM 创建 ISO 映像文件。 使
用“虚拟机设置”编辑器将虚拟机的 CD‐ROM 驱动器连接到 ISO 映像文件并启动
虚拟机。 

注意   有时需要更改虚拟机 BIOS 设置中的引导顺序。 但是，有时虚拟机的引导顺序进
行得太快，以致于用户来不及打开虚拟机的控制台进入 BIOS 设置。 如果发生这种情
况，可以修改虚拟机的属性以减慢其引导顺序的速度，或强制进入 BIOS 设置。 请参见
“更改虚拟机选项”（第 172 页）。 对于 GUI 中不包含这些选项的以前版本的 
VirtualCenter，可以使用 Ctrl+Alt+Insert（对于非 Windows 系统，使用 
Ctrl+Alt+Delete）软重置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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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SO 映像比使用 CD‐ROM 更快。

3 要启动虚拟机，请单击 [启动 (Power On)] 按钮。

虚拟机启动后，将在清单列表中的虚拟机图标旁边显示一个绿色的右箭头， [命令 
(Commands)] 面板中的选项变化如下列图像中所示：

4 按照操作系统供应商提供的说明操作。

要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请参见“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第 197 页）。

安装和升级 VMware Tools
VMware Tools 是一种实用程序套件，可提高虚拟机客户操作系统的性能，并改善虚拟
机的管理。 在客户操作系统中安装 VMware Tools 非常重要。 尽管客户操作系统在未安
装 VMware Tools 的情况下仍可运行，但却缺少了重要的功能和便利性。 

安装 VMware Tools 时，您将安装：

! VMware Tools 服务（Windows 客户机上的 VMwareService.exe 或 Linux 和 
Solaris 客户机上的 vmware-guestd）。 该服务使客户操作系统的时间与主机操作
系统时间同步。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还可以控制获取和释放鼠标光标。

! 一组 VMware 设备驱动程序，包括 SVGA 显示器驱动程序、用于某些客户操作系
统的 vmxnet 网络驱动程序、用于某些客户操作系统的 BusLogic SCSI 驱动程序、
用于虚拟机间有效内存分配的内存控制驱动程序、用于停顿 Consolidated Backup 
I/O 的同步驱动程序，以及 VMware 鼠标驱动程序。

! 通过 VMware Tools 控制面板，可以修改设置、压缩虚拟磁盘，以及连接和断开虚
拟设备。

注意   可能需要更改虚拟机 BIOS 中的引导顺序，以便虚拟机在尝试其他引导设备
之前先尝试从 CD/DVD 设备引导。 为此，请在虚拟机启动时在提示下按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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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脚本，有助于客户操作系统操作自动化。 虚拟机电源状况更改时，将运行这些
脚本（如果配置脚本这样做的话）。

! VMware 用户进程（Windows 客户机上的 VMwareUser.exe 或 Linux 和 Solaris 
客户机上的 vmware-user），允许在客户机和受管主机操作系统之间复制和粘贴
文本。

在 Linux 和 Solaris 客户机上，未安装 SVGA 驱动程序时，此进程控制获取和释放
鼠标光标。

在 NetWare 操作系统上，不会安装 VMware Tools 用户进程， 而是安装 vmwtool 
程序。 它控制获取和释放鼠标光标， 而且还允许复制和粘贴文本。 

可以选择安装 WYSE Multimedia Redirector，以改善在 WYSE 精简客户端设备上运行
的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的流视频性能。 

在安装或重新安装 VMware Tools 之前配置客户操作系统。 通过此操作， VMware 
Tools 可确定正确的鼠标配置和模块配置。

VMware Tools 具有以下限制：

! 不支持压缩磁盘。

! 对于 Microsoft Windows NT，挂起和恢复的默认脚本不起作用。

! 在早于 4.2.0 的 X windows 版本中，鼠标驱动程序安装将失败。

本节包括下列信息：

! “显示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第 149 页）

! “VMware Tools 升级”（第 150 页）

Windows、Linux、 Solaris 和 NetWare 客户操作系统的 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已作
为 ISO 映像文件嵌入到 ESX Server 中。 ISO 映像文件对客户操作系统来说就如同 
CD‐ROM，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其作用与 CD‐ROM 光盘相同。 不使用实际 
CD‐ROM 光盘来安装 VMware Tools，也不需要下载 CD‐ROM 映像或刻录此映像文件
的物理 CD‐ROM。

注意   如果安装 VMware Tools 时安装了客户操作系统但没有正确配置，VMware Tools 
安装将无法正常工作。 这将导致客户操作系统崩溃。

注意   如果虚拟机中没有安装 VMware Tools，将无法使用关机或重新启动选项。 只能使
用电源选项。 如果要关闭客户操作系统，请在关闭虚拟机之前从虚拟机控制台将其关闭。



VMware, Inc. 145

第 10章 创建虚拟机

选择安装 VMware Tools 时，VMware VirtualCenter 将虚拟机的第一个虚拟 CD‐ROM 
磁盘驱动器临时连接到包含客户操作系统的 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的 ISO 映像文件。 
准备开始安装过程。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安装或升级 VMware Tools 

1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

2 启动虚拟机。

3 在客户操作系统启动后，右键单击虚拟机，并选择 [安装 VMware Tools (Install 
VMware Tools)]。

4 在虚拟机中，单击 [确定 (OK)] 以确认要安装 VMware Tools 并启动 InstallShield 
向导。

! 如果在客户操作系统中启用了自动运行（Windows 操作系统的默认设置），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 如果未启用自动运行，请运行 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 单击 [开始 (Start)] > 
[运行 (Run)] 并输入 D:\setup.exe，其中 D: 是第一个虚拟 CD‐ROM 驱动器。

5 遵循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会自动安装 SVGA 驱动程序，客户操作系统将在
重新引导后使用它。 

! 安装 VMware Tools 后，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XP 客户操作系统必须重
新引导才能使用此新的驱动程序。

从 X 中用 RPM 安装程序在 Linux 客户机上安装或升级 VMware Tools

1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

2 启动虚拟机。

3 在客户操作系统启动后，右键单击虚拟机，并选择 [安装 VMware Tools (Install 
VMware Tools)]。

剩余步骤在虚拟机内部执行。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在桌面上看到 [VMware Tools CD] 图标，双击该图标，当其打开后，在 
CD‐ROM 的根目录中双击 RPM 安装程序。

注意   如果使用 WYSE 精简客户端设备并想同 VMware Tools 一起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请参见“VMware Tools 的自定义安装”（第 151 页）。 必须使
用自定义安装方式才能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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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看到文件管理器窗口时，双击 RPM 安装程序文件。

在某些 Linux 版本中，可能不会显示 [VMware Tools CD] 图标。 在这种情况下，
请通过命令行继续安装 VMware Tools。

5 出现提示时，输入根密码并单击 [确定 (OK)]。

安装程序将准备软件包。 

6 当安装程序显示 [已完成系统准备 (Completed System Preparation)] 的对话框时，
单击 [继续 (Continue)]。

此时将显示带有进度栏的对话框。 安装程序执行完毕后，便已完成 VMware Tools 
的安装。 没有确认或完成按钮。

7 在 X 终端中，作为 root (su -) 运行下面的文件来配置 VMware Tools：

vmware-config-tools.pl

对安装程序在屏幕上显示的问题做出响应。 按 Enter 接受默认值。

8 执行完毕后，退出 root 帐户：

exit 

9 在 X 终端中，打开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

vmware-toolbox &

用 tar 安装程序或 RPM 安装程序在 Linux 客户机上安装或升级 VMware Tools

1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

2 启动虚拟机。

3 在客户操作系统启动后，右键单击虚拟机，并选择 [安装 VMware Tools (Install 
VMware Tools)]。

剩余步骤在虚拟机内部执行。 

4 作为 root (su -) 装载 VMware Tools 虚拟 CD‐ROM 映像并更改至工作目录（例
如， /tmp），如下所示。

某些 Linux 版本使用不同的设备名称或采取不同的方式组织 /dev 目录。 修改下列
命令以反映您的版本所用的约定：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cd /tmp

注意   某些 Linux 版本会自动装载 CD‐ROM。 如果您的版本执行自动装载，请勿使
用此过程中介绍的 mount 和 umount 命令。 您仍需将 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解压
至 /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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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压安装程序并卸载 CD‐ROM 映像。

根据使用的是 tar 安装程序还是 RPM 安装程序，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对于 tar 安装程序，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tar zxpf /mnt/cdrom/VMwareTools-5.0.0-<xxxx>.tar.gz
umount /dev/cdrom 

其中 <xxxx> 是 Workstation 版本的版本/修订版本号。

! 对于 RPM 安装程序，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rpm -Uhv /mnt/cdrom/VMwareTools-5.0.0-<xxxx>.i386.rpm
umount /dev/cdrom 

其中 <xxxx> 是 Workstation 版本的版本/修订版本号。

6 根据使用的是 tar 安装程序还是 RPM 安装程序，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对于 tar 安装程序，请运行 VMware Tools tar 安装程序：

cd vmware-tools-distrib
./vmware-install.pl

对屏幕上显示的配置问题做出响应。 按 Enter 接受默认值。 

! 对于 RPM 安装程序，配置 VMware Tools：

vmware-config-tools.pl

对安装程序在屏幕上显示的问题做出响应。 按 Enter 接受默认值。

7 注销 root 帐户。

exit

8 启动图形环境。

9 在 X 终端中，打开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

vmware-toolbox &

注意   如果以前执行过安装，则安装前请删除先前的 vmware-tools-distrib 目
录。 此目录的默认位置为：

/tmp/vmware-tools-distrib

注意   如果尝试通过 tar 安装来执行 rpm 安装，或者反之，安装程序将检测到先前
的安装，并且必须转换安装程序数据库格式，而后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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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olaris 客户机上安装或升级 VMware Tools

1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

2 启动虚拟机。

3 在客户操作系统启动后，右键单击虚拟机，并选择 [安装 VMware Tools (Install 
VMware Tools)]。

剩余步骤在虚拟机内部执行。 

4 作为 root (su -) 登录，并根据需要装载 VMware Tools 虚拟 CD‐ROM 映像，如下
所示。

通常， Solaris 卷管理器 (vold) 将 CD‐ROM 装载到 /cdrom/vmwaretools 下。 如
果未装载 CD‐ROM，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启动卷管理器：

/etc/init.d/volmgt stop
/etc/init.d/volmgt start

5 装载 CD‐ROM 后，更改为工作目录（例如， /tmp）并解压 VMware Tools，如下
所示：

cd /tmp
gunzip -c /cdrom/vmwaretools/vmware-solaris-tools.tar.gz | tar xf -

6 运行 VMware Tools tar 安装程序：

cd vmware-tools-distrib
./vmware-install.pl

对屏幕上显示的配置问题做出响应。 按 Enter 接受默认值。 

7 注销 root 帐户。

exit

8 启动图形环境。

9 在 X 终端中，打开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

vmware-toolbox &

将 VMware Tools 安装到 NetWare 虚拟机中

1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

2 启动虚拟机。

3 在客户操作系统启动后，右键单击虚拟机，并选择 [安装 VMware Tools (Install 
VMware Tools)]。

剩余步骤在虚拟机内部执行。 

4 加载 CD‐ROM 驱动程序，使 CD‐ROM 设备将 ISO 映像装载为一个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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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用于 NetWare 6.5 虚拟机的系统控制台中，输入：

LOAD CDDVD

! 在用于 NetWare 6.0 或 NetWare 5.1 虚拟机的系统控制台中，输入：

LOAD CD9660.NSS

驱动程序完成加载后，您可以开始安装 VMware Tools，如下一步骤中所述。

5 在系统控制台中，输入下面的命令：

vmwtools:\setup.ncf

安装完成后，记录器屏幕（NetWare 6.5 和 NetWare 6.0 客户机）或控制台屏幕
（NetWare 5.1 客户机）中将显示消息：VMware Tools for NetWare are now 

running。 

显示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
使用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配置虚拟机内的 VMware 
Tools。 根据客户操作系统，显示此对话框的说明会有所不同。 

使用该对话框配置主机和客户机之间的时间同步、通知 VMware Tools 更新（仅用于 
Windows 和 Linux 客户机），以及指定虚拟机电源状况变化时要运行的脚本等内容。 

有关使用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的说明，请单击该对
话框内的 [帮助] 按钮。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显示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在客户操作系统的系统托盘中双击 [VMware Tools] 图标。

在 Linux 和 Solaris 客户机上显示 [VMware Tools 属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然后打开终端窗口，并输入命令：

/usr/bin/vmware-toolbox &

在 NetWare 5.1 或更高版本客户机上显示 [VMware Tools] 对话框

选择 [Novell] > [设置 (Settings)] > [用于 NetWare 的 VMware Tools (VMware Tools 
for Ne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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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Tools 升级 
可以手动升级 VMware Tools，也可配置虚拟机自动检查并安装更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请参见“更改虚拟机选项”（第 172 页））。 自动升级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虚拟机必须安装 ESX Server 3.0.1 或更高版本随附的 VMware Tools 版本。

! 虚拟机必须位于 ESX Server 3.0.1 或更高版本，并且 VirtualCenter Server 版本必须
为 2.0.1 或更高版本。 

! 虚拟机必须运行 ESX Server 3.0.1 或更高版本和 VirtualCenter 2.0.1 或更高版本支持
的 Linux 或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

! 虚拟机必须启动。

手动升级 VMware Tools：

1 启动 VI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主机和群集 (Hosts and Clusters)] 视图。

3 选择包含要升级的虚拟机的主机或群集。

4 选择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5 选择要升级的虚拟机，并将其关闭。

6 右键单击您的选择，然后选择 [安装/升级工具 (Install/Upgrade Tools)]。

7 （可选）在 [高级 (Advanced)] 字段中输入命令行选项（请参见“命令行选项”
（第 150 页））。

8 单击 [确定 (OK)]。 

VMware Tools 也可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内手动升级，方法是：打开 [VMware Tools 属
性 (VMware Tools Properties)] 对话框（双击系统托盘中的图标）并单击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中的 [升级 (Upgrade)]。

表 10-1.   命令行选项

选项 描述

-u user 指定在目标虚拟机上具有足够特权（包括 VirtualMachine.Config.*、
VirtualMachine.Interact.* 和 VirtualMachine.Provisioning.*）的用户

-p password 在命令行上指定密码。 如果省略此选项，工具将立即提示输入密码。

-n vmname 要升级的虚拟机的名称。 此名称与虚拟机的显示名称一致。 使用多个 
‐n 参数可指定多个虚拟机。 如果指定了 ‐h，将忽略 ‐n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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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虚拟机以自动升级 VMware Tools：

1 打开要升级的虚拟机的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

2 选择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 [VMware Tools]。 

3 选择 [自动 VMware Tools 升级 (Automatic VMware Tools Upgrade)] 下的 [每次
启动后检查并升级工具 (Check and upgrade Tools before each power‐on)] 选项。

4 单击 [确定 (OK)]。

下次虚拟机启动时，将检查 ESX Server 主机是否具有更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如果
有，将安装更新版本，并重新启动客户操作系统（如果需要）。

VMware Tools 的自定义安装
可以使用 VMware Tools 的自定义安装方式，安装可选驱动程序或可提高特定虚拟机性
能的其他软件，例如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执行 VMware Tools 的自定义安装

1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

2 启动虚拟机。

3 在客户操作系统启动后，右键单击虚拟机，并选择 [安装 VMware Tools (Install 
VMware Tools)]。

4 在虚拟机中，单击 [确定 (OK)] 以确认要安装 VMware Tools 并启动 InstallShield 
向导。

-h host 尝试升级特定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 如果指定主机不是 ESX 3.0 或更高
版本，此操作将失败。

-m maxpowerons 在特定主机上，一次仅启动该数目的虚拟机。

-o port 如果已配置一个非默认端口 902 的端口，则指定 VirtualCenter Server 
端口。

-t maxpowerontime 在虚拟机上调度了工具升级后，将启动虚拟机并允许运行整个工具安

装过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客户机会在过程完成后关闭计算机。 使用
此参数，用户可以设置在客户机自身无法关闭计算机时启动虚拟机的

最大时间量。

-s 跳过工具，仅执行虚拟硬件升级。

-q 安静工作。 关机时不生成状态或完成消息。

表 10-1.   命令行选项 （续）

选项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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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客户操作系统中启用了自动运行（Windows 操作系统的默认设置），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 如果未启用自动运行，请运行 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 单击 [开始 (Start)] >
[运行 (Run)] 并输入 D:\setup.exe，其中 D: 是第一个虚拟 CD‐ROM 驱动器。

5 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 [安装类型 (Setup Type)] 页面。

6 选择 [自定义 (Custom)]，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 [自定义安装 (Custom Setup)] 页面。

7 单击要安装的每个可选功能旁边的红色 X，并选择 [此功能将安装到本地硬盘上 
(This feature will be installed on local hard drive)]。

8 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一个进度条，显示安装的进度。 

9 单击 [完成 (Finish)]。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如果您使用 WYSE 精简客户端设备来通过 VMware VDI 执行远程桌面会话，则在客户
操作系统中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会提高流视频的性能。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允许流视频在客户端（而非主机）上解码，从而保留了网络带宽。 

仅 Windows 2003 和 Windows XP 客户操作系统支持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是作为 VMware Tools 安装或升级的一部分安装的。

与 VMware Tools 一起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首次在 Windows 2003 或 Windows XP 客户操作系统中安装 VMware Tools 时，可通过
选择自定义安装方式同时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作为首次安装 VMware Tools 的一部分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按照“VMware Tools 的自定义安装”（第 151 页）中所述的自定义安装方式的说明执
行操作。 在 [自定义安装 (Custom Setup)] 页面上，选择 [WYSE Multimedia 
Redirector] 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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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VMware Tools 升级的一部分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对于已安装 VMware Tools 的虚拟机，可使用 Windows [添加/删除程序 (Add or 
Remove Programs)] 功能，将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作为 VMware Tools 升级的
一部分来进行安装。 

使用 [添加/删除程序 (Add or Remove Programs)] 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1 打开已启动虚拟机的控制台。

2 在虚拟机中，选择 [开始 (Start)] > [设置 (Settings)] > [控制面板 (Control Panel)] > 
[添加/删除程序 (Add or Remove Programs)]。 

3 在程序列表中，选择 [VMware Tools]，并单击 [更改 (Change)]。 

此时将显示 VMware Tools 安装向导。 

4 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 [程序维护 (Program Maintenance)] 页面。 

5 选择 [修改 (Modify)] 并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 [自定义安装 (Custom Setup)] 页面。

6 单击 [WYSE Multimedia Redirector] 旁边的红色 X，并选择 [此功能将安装到本地
硬盘上 (This feature will be installed on local hard drive)]。

7 单击 [下一步 (Next)]。 

8 单击 [修改 (Modify)] 以开始安装。 

此时将显示一个进度条，显示安装的进度。 

9 单击 [完成 (Finish)]。 

对于 VirtualCenter 2.0.1 或更高版本管理的 ESX Server 3.0.1 或更高版本主机上的虚拟
机，可以将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作为从 VI Client 启动的 VMware Tools 升级的
一部分来进行安装。 

作为 VMware Tools 升级的一部分安装 WYSE Multimedia Support

1 右键单击已启动的虚拟机，并选择 [升级 VMware Tools (Upgrade VMware 
Tools)]。 

2 在 [高级 (Advanced)] 文本框中，键入 setup.exe /s /vTALL_WYSE=1

单击 [确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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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章介绍虚拟机任务，包括添加和移除虚拟机以及启动和关闭虚拟机。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更改虚拟机电源状况”（第 156 页）

! “添加和移除虚拟机”（第 160 页）

! “虚拟机启动和关机”（第 162 页）

管理虚拟机 11
注意   根据 VI Client 是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还是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显示的视
图和功能有所不同。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过程、任务或描述对这两种 VI Client 连接均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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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虚拟机电源状况
虚拟机的电源状况指示虚拟机是否处于活动和运行状态。 有三种基本状况： 启动、关闭
和挂起。 要实现启动状况，可以启动计算机、重置计算机或从挂起状况恢复活动。 要实
现关闭状况，可以关闭计算机或挂起所有虚拟机活动。 每种虚拟机电源状况更改对虚拟
机中的客户操作系统都有不同的影响。

还有多个访问点可以更改这些电源状况。 可通过以下方式更改电源状况更改： 

! 在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菜单中选择虚拟机和电源选项。

! 在 [命令 (Commands)] 区域中选择 [启动 (Power on)]。

!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电源选项。 

! 通过导航栏中的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按钮来调度电源状况更改。

以下各节中包括了电源状况主题：

! “了解虚拟机电源状况”（第 156 页）

! “了解转换的电源状况”（第 158 页）

! “手动启动和关闭虚拟机”（第 158 页）

! “使用挂起和恢复功能”（第 159 页）

! “调度虚拟机的电源状况更改”（第 159 页）

了解虚拟机电源状况

基本电源状况选项包括：

! [启动 (Power on)] ‐ 启动虚拟机并在已安装客户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引导客户操作系
统。 

! [关闭 (Power off)] ‐ 关闭虚拟机。 虚拟机不会尝试正常关闭客户操作系统。

! [挂起 (Suspend)] ‐ 暂停虚拟机活动。 发出恢复命令之前冻结所有事务。

! [恢复 (Resume)] ‐ 允许虚拟机继续活动并释放“已挂起”状态。

! [重置 (Reset)] ‐ 关闭并重新启动客户操作系统。 此操作取决于关闭的操作系统。 如
果该操作系统不是自动关闭，则必须安装 VMware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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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电源选项将执行除虚拟机电源基本操作之外的其他功能。 虚拟机中必须安装 
VMware Tools 才能执行这些功能：

! [客户机关机 (Shut down guest)] ‐ 正常关闭客户操作系统。

! [客户机待机 (Standby guest)] ‐ 挂起客户操作系统并运行 VMware tools 挂起脚本。 

! [重新启动客户机 (Restart guest)] ‐ 关闭并重新启动客户操作系统，但不关闭虚拟
机。

工具栏电源按钮将执行下列功能：

! [关闭 (Power off)] ‐ 关闭虚拟机。 关闭操作将显示一个确认对话框，指示客户操作
系统可能非正常关机。

! [启动 (Power on)] ‐ 在以下情况下启动虚拟机：虚拟机停止，或者在虚拟机挂起和 
VMware Tools 已安装并可用时恢复虚拟机并运行脚本。 如果未安装 VMware 
Tools，则恢复虚拟机但不运行脚本。

! [挂起 (Suspend)] ‐ 在未安装 VMware Tools 时挂起虚拟机而不运行脚本，或者在 
VMware Tools 已安装并可用时运行脚本并挂起虚拟机。 

! [重置 (Reset)] ‐ 在未安装 VMware Tools 时重置虚拟机并且在 VMware Tools 已安
装并可用时重新启动客户操作系统。 重置操作将显示一个确认对话框，指示客户操
作系统未正常关闭。

注意   可对特定形式的电源状况操作进行修改，以包括或排除客户操作系统关闭及
运行脚本。 要配置电源操作设置，请选择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 [虚拟机启
动/关机 (Virtual Machine startup/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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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转换的电源状况

对虚拟机执行操作需要虚拟机处于特定电源状况。 只要对虚拟机执行电源操作，虚拟机
电源状况就会更改，并且所有其他命令都会锁定，直到完成第一个命令。

下图说明了虚拟机的状况、转换以及状况更改命令。 

图 11-1.  虚拟机电源状况更改

手动启动和关闭虚拟机 
在虚拟机上执行任何电源状况更改活动前，必须先将虚拟机添加到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 请参见“添加和移除虚拟机”（第 160 页）。

手动更改虚拟机的电源状况

1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2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并选择虚拟机。

3 使用工具栏中的电源状况按钮，或右键单击虚拟机并选择电源状况选项

注意   [关闭 (Power Off)] 类似于关闭物理机的电源，始终会关闭虚拟机。 [客户机关机 
(Shut Down Guest)] 尝试正常关闭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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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挂起和恢复功能

如果要保存虚拟机当前状况并在稍后继续工作时保持同一虚拟机状况，挂起和恢复功能

最为有用。 

恢复工作并在虚拟机中执行其他工作后，将无法返回至虚拟机挂起时的状况。 要保留虚
拟机的状况以便多次返回至同一状况，请执行快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使用快
照”（第 229 页）。

挂起和恢复操作的速度取决于虚拟机在运行期间更改的数据量。 通常，首次挂起操作较
之后的挂起操作耗时长。

挂起虚拟机时，会创建一个扩展名为 .vmss 的文件。 该文件包含虚拟机的整体状况。 
恢复虚拟机时，会从 .vmss 文件恢复虚拟机的状况。

挂起虚拟机

1 如果虚拟机在全屏模式下运行，按 Ctrl‐Alt 键组合可返回至窗口模式。

2 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工具栏上单击 [挂起 (Suspend)]。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完成挂起操作后，可安全退出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3 选择 [文件 (File)] > [退出 (Exit)]。

恢复挂起的虚拟机 

1 启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并选择挂起的虚拟机。

2 可以在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工具栏上单击 [启动 (Power On)]，也可以在
弹出菜单或 [命令 (Commands)] 窗口中选择 [启动 (Power On)] 选项。

调度虚拟机的电源状况更改

根据您的权限，可以创建已调度任务来更改 VI Client 中虚拟机的电源状况。

创建更改电源状况的已调度任务

1 单击导航栏中的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 按钮。

此时将显示已调度任务列表。

2 右键单击并选择 [新建已调度任务 (New Scheduled Task)]，或选择 [文件 (File)] > 
[新建 (New)]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

注意   该虚拟机在挂起时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仍然呈正在运行状态，且内容与挂起
虚拟机时的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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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显示 [选择要调度的任务 (Select a Task to Schedule)] 窗口。

3 选择 [更改虚拟机的电源状况 (Change the power state of a virtual machine)]，并
单击 [确定 (OK)]。

此时将显示更改虚拟机的电源状况向导，并显示 [选择虚拟机 (Select Virtual 
Machine)] 页面。

4 选择要更改其状况的虚拟机。

此时将显示 [选择电源操作 (Select a Power Operation)] 页面。

5 选择 [电源操作 (Power Operation)] 选项，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6 如果选择 [启动 (Power On)] 操作，将显示 [选择主机 (Select Host)] 页面。 选择将
启动虚拟机的主机。

7 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 [调度任务 (Schedule the Task)] 屏幕。

8 为任务命名，提供描述并指定执行任务的时间。

要显示日历，请选择 [稍后 (Later)]，然后单击下拉箭头，在显示的日历中选择日
期。 红色圆圈表示今天的日期，黑色圆圈表示调度的日期。

9 单击 [下一步 (Next)]。

10 单击 [完成 (Finish)]。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将新任务添加到调度任务列表，并在指定的时间完
成此任务。 创建已调度任务时， VirtualCenter 会验证用户是否拥有在相关数据中
心、主机和虚拟机上执行操作的适当权限。 任务创建完成后，即使您不再具有执行
该任务的权限，该任务也会执行。

添加和移除虚拟机 
可通过虚拟机的受管主机将虚拟机添加到 VirtualCenter Server 清单中， 并可将虚拟机
从 VirtualCenter Server 控件及其受管主机的存储器中移除（后者可选）。 

下列各节论述添加和移除虚拟机：

! “将现有虚拟机添加到 VirtualCenter”（第 161 页）

! “从 VirtualCenter 移除虚拟机”（第 161 页）

! “使虚拟机移或模板返回 VirtualCenter”（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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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有虚拟机添加到 VirtualCenter
将受管主机添加到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时，该受管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都将
被发现并添加至 VirtualCenter 清单中。 如果受管主机断开连接，已发现的虚拟机将继
续列在清单中。

如果受管主机断开连接并重新连接，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将识别对该受管主
机上虚拟机进行的所有更改，并且更新虚拟机列表。 例如，如果移除了 node3 并添加了 
node4，虚拟机的新列表将添加 node4 并孤立显示 node3。 

从 VirtualCenter 移除虚拟机
从清单中移除虚拟机会从主机和 VirtualCenter 取消注册虚拟机。 虚拟机文件保留在同
一存储位置，并且可使用数据存储浏览器重新注册虚拟机。

然而，从磁盘中移除虚拟机会清除虚拟机及其文件。

将虚拟机从 VirtualCenter 中移除，但不从数据存储中移除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2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后单击适当的虚拟机。

3 请确认虚拟机已关闭。

4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虚拟机。

5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移除 (Remove)]，或右
键单击虚拟机并在 [清单 (Inventory)] 中选择 [移除 (Remove)]。

6 要确认要将虚拟机从清单中移除，请单击 [确定 (OK)]。

VirtualCenter Server 将移除对虚拟机的引用，并不再跟踪其状况。 

将虚拟机从 VirtualCenter 和数据存储中移除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2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后单击适当的虚拟机。

注意   [从清单中移除 (Remove from Inventory)] 命令仅将虚拟机从 VirtualCenter 
清单中移除， 而不会将虚拟机从其数据存储中移除。 

小心   此过程会删除选定虚拟机的所有文件，包括配置文件和虚拟磁盘文件。 如果其他
虚拟机与要删除的虚拟机（目标）共享磁盘，请在删除目标之前从其中移除共享磁盘。 
请参见“更改虚拟机的硬件配置”（第 166 页）。



基本系统管理

162 VMware, Inc.

3 请确认虚拟机已关闭。

4 右键单击虚拟机，然后选择 [从磁盘删除 (Delete from Disk)]。

5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 (OK)]。

VirtualCenter 将虚拟机从其数据存储中删除。

使虚拟机移或模板返回 VirtualCenter
如果已将虚拟机和模板从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移除，但未从受管主机的数据存储中
移除，而现在要使其返回 VirtualCenter，则可以使用数据存储浏览器。

使虚拟机或模板返回 VirtualCenter

1 右键单击数据存储，然后选择 [浏览数据存储 (Browse Datastore)]。 

此时将显示 [数据存储浏览器 (Datastore Browser)] 对话框。

2 导航到需添加到清单的虚拟机或模板。

3 右键单击虚拟机或模板，选择 [添加到清单 (Add to Inventory)]。

4 按照 [添加到清单 (Add to Inventory)] 向导中的步骤完成虚拟机或模板的添加操
作。 

虚拟机启动和关机
可以将虚拟机配置为自动启动和关机，也可禁用此功能。 还可为指定虚拟机设置系统主
机启动时的默认定时和启动顺序。

配置虚拟机启动和关机

1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2 选择主机。

3 单击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此时将显示主机的配置信息。

4 单击 [虚拟机启动/关机 (Virtual Machine Startup/Shutdown)]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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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显示虚拟机启动和关机信息。

5 单击 [属性 (Properties)]。

此时将显示 [虚拟机启动和关机 (Virtual Machine Startup and Shutdown)] 对话框。 

6 如果要允许虚拟机自动启动和停止，请单击对话框顶部的复选框，并输入默认启动

延迟和默认关机延迟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7 如果希望操作系统在短暂延迟后启动，请在 [默认启动延迟 (Default Startup 
Delay)] 框中指定延迟时间。 

使 VMware Tools 或引导系统具有足够的时间运行脚本。 

8 如果希望操作系统在 VMware Tools 启动后立即引导，请单击此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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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随后指定系统启动时虚拟机启动的顺序。 使用 [上移 (Move Up)]、 [下移 (Move 
Down)] 和 [编辑 (Edit)] 按钮重新安排显示中虚拟机的顺序。

在 [手动启动 (Manual Startup)] 下列出的虚拟机不会自动启动或关机。 要自动启动
或关闭虚拟机，必须将其移至 [自动启动 (Automatic Startup)] 或 [任意次序 (Any 
Order)] 下。 

虚拟机将以相反顺序停止。 

10 系统设置更改完毕后，单击 [确定 (OK)] 退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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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虚拟机属性编辑器及添加硬件向导。 通过它们，您可以编辑和配置您的虚拟
机。 本章还论述了高级虚拟机配置选项。 这些活动可在虚拟机创建过程中执行，也可在
创建虚拟机并安装客户操作系统之后执行。 有些操作可以在虚拟机启动时执行；有些操
作只能在虚拟机关闭时执行。 此外，本章还介绍了旧版虚拟机以及如何将其升级为当前
的虚拟机硬件版本。 您必须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执行本章中所述的活动。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虚拟机属性编辑器”（第 165 页）

! “添加新硬件”（第 181 页）

! “旧版虚拟机”（第 185 页）

! “升级虚拟硬件”（第 186 页）

虚拟机属性编辑器
通过虚拟机属性编辑器，可以对在创建虚拟机时选择的每一个特性进行更改。 本节介绍
如何使用此编辑器。

编辑现有虚拟机配置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2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后选择要编辑的虚拟机。

3 （可选）关闭虚拟机。

大多数虚拟机属性只有在其关闭的情况下才能更改，但不论电源状况如何，您都可

以打开属性编辑器。 如果虚拟机未关闭，则许多控件的属性都是只读的。 

配置虚拟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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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显示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请单击 [命令 
(Commands)] 面板中的 [编辑设置 (Edit Settings)] 链接。

此时会显示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 共有三个选项卡： 
[硬件 (Hardware)]、 [选项 (Options)] 和 [资源 (Resources)]。

5 选择一个选项卡并继续阅读以下各节之一：

! “更改虚拟机的硬件配置”（第 166 页）

! “更改虚拟机选项”（第 172 页）

! “更改虚拟机资源设置”（第 177 页）

更改虚拟机的硬件配置

本节介绍如何更改虚拟机中现有虚拟硬件设备的配置。

使用此向导可以添加、编辑或移除虚拟机硬件。 设备的状态（例如 [已编辑 (edited)] 或 
[正在添加 (adding)]）将显示在硬件列表旁边的圆括号中。 选定的客户操作系统决定了
可用于添加到给定虚拟机的设备。 可添加的设备包括：

! 串行端口

! 并行端口

! 软盘驱动器

! DVD/CD‐ROM 驱动器

! 以太网适配器

! 硬盘

! SCSI 设备

更改 DVD/CD-ROM 驱动器配置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硬件 (Hardware)] 列表中，单击 DVD/CD‐ROM 驱动器。

3 根据需要对设备状态、连接或供虚拟机使用的虚拟设备节点进行更改。

4 如果不希望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 CD‐ROM 驱动器，请取消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5 选择 [使用物理驱动器 (Use physical drive)] 单选按钮，将虚拟机的驱动器连接到主
机的物理驱动器。 

可访问客户端 CD‐ROM 驱动器或主机 CD‐ROM 驱动器。 有两种类型的 
DVD/CD‐ROM 访问方式：



VMware, Inc. 167

第 12章 配置虚拟机

a 使用直通（原始）模式只能访问远程客户端设备。

b 使用 ATAPI 模拟可访问主机 CD‐ROM 设备。

本地或主机 CD‐ROM 设备是通过模拟模式访问的。 直通模式对于本地主机 
CD‐ROM 访问不起作用。 只有通过直通模式访问才能写入或刻录远程 CD，
而在模拟模式下，只能从主机 CD‐ROM 设备读取 CD‐ROM。

6 如果选择使用物理驱动器，请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驱动器。

7 或者，选择 [使用 ISO 映像 (Use ISO Image)]，将虚拟机的驱动器连接到 ISO 映像
文件。

8 如果选择了 [使用 ISO 映像 (Use ISO Image)]，请单击 [浏览 (Browse)]，导航到文件。

9 在 [虚拟设备节点 (Virtual device node)] 下方，使用下拉菜单选择驱动器在虚拟机
中使用的设备节点。 

10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软盘驱动器配置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设备 (Device)] 列表中，单击软盘驱动器。

3 在 [设备状态 (Device Status)] 下方，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在
虚拟机启动时将此虚拟机连接到软盘驱动器。

4 在 [连接 (Connection)] 下方，选择 [使用物理驱动器 (Use physical drive)] 以使用
物理驱动器，再选择 [客户端或主机 (Client or Host)]，然后在列表中选择驱动器。 

5 要使用软盘映像，请选择 [使用现有软盘映像 (Use existing floppy Image)] 或 [新
建软盘映像 (Create a new floppy image)]，然后浏览到软盘映像。

6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 SCSI 设备配置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硬件列表中选择 SCSI 设备。

3 要在虚拟机启动时将此虚拟机连接到服务器的 SCSI 设备，请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4 在 [连接 (Connection)] 下方，选择要使用的物理设备。

在 [虚拟设备节点 (Virtual device node)] 下方，选择要此设备在虚拟机中显示的虚
拟设备节点。

5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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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虚拟磁盘配置

即使虚拟机正在运行，也可以添加磁盘并扩展磁盘。 要更改磁盘模式，必须关闭虚拟
机。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硬件 (Hardware)] 列表中，单击适当的硬盘。

3 如果虚拟机已启动，可以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 更改磁盘大小。

! 添加新磁盘。

4 如果虚拟机已关闭，可以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 更改磁盘大小。

! 添加新磁盘。

! 更改虚拟设备节点。

! 打开或关闭独立模式。 在独立模式下运行的磁盘不受快照影响。 选择 [持久 
(Persistent)] 或 [非持久 (Nonpersistent)] 模式以确定更改的持久性。

5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内存配置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硬件 (Hardware)] 列表中，单击 [内存 (Memory)]。

3 调整分配给虚拟机的内存量。 

支持的内存范围为 128 MB 至 16384 MB，且不限于虚拟机所在主机的物理内存。 

4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注意   运行低于版本 3.0 的 ESX Server 的旧版主机上的虚拟机不提供用于 RDM 磁盘的 
[管理路径 (Manage Path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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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虚拟以太网适配器（网卡）配置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硬件 (Hardware)] 列表中，单击适当的网卡。

3 要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虚拟网卡，请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4 在 [网络连接 (Network connection)] 下方，使用下拉菜单选择要用于虚拟机的网络
标签。 

5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并行端口配置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硬件 (Hardware)] 列表中，单击适当的并行端口。

3 如果不希望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并行端口设备，则取消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复选框。

默认的设置为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4 在 [连接 (Connection)] 下方，选择一个单选按钮，指示物理并行端口或者将虚拟并
行端口连接至一个文件。

a 如果选择 [使用物理并行端口 (Use physical parallel port)]，请在下拉菜单中
选择端口。 

b 如果选择 [使用输出文件 (Use output file)]，请浏览到文件位置。

5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 SCSI 控制器配置

只能更改 ESX Server 主机上虚拟机的 SCSI 控制器配置。

也可以指定是否共享 SCSI 总线。 虚拟机可同时访问同一台服务器或任一台服务器上的
同一个虚拟磁盘，具体取决于共享类型。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设备 (Device)] 列表中，单击适当的 SCSI 控制器。

3 在列表中选择 SCSI 控制器类型。

小心   更改 SCSI 控制器类型可能会导致虚拟机引导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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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SCSI 总线共享 (SCSI Bus Sharing)] 列表中，选择共享的类型：

! [无 (None)] ‐ 其他虚拟机不能共享虚拟磁盘。

! [虚拟 (Virtual)] ‐ 同一台服务器上的虚拟机可共享虚拟磁盘。

! [物理 (Physical)] ‐ 任何服务器上的虚拟机均可共享虚拟磁盘。

5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串行端口配置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硬件 (Hardware)] 列表中，单击适当的串行端口。

3 如果选择了 [使用物理串行端口 (Use physical serial port)]，请使用下拉菜单来选择
您希望用于此串行连接的主机端口。

4 如果选择了 [使用输出文件 (Use output file)]，请在您希望用于存储虚拟串行端口
输出的主机上浏览到文件的位置。

5 如果选择了 [使用命名的管道 (Use named pipe)]，请使用默认的管道名称或输入在 
[管道名称 (Pipe Name)] 列表中选择的另一个管道名称。 

对于 Linux 主机的 ESX Server 主机上虚拟机的串行管道，请输入 /tmp/<socket> 
或您选择的另一个 UNIX 套接字名称。

然后确定是要连接两个虚拟机还是要将一个虚拟机连接至主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

6 如果要连接两个虚拟机，则必须在两个虚拟机中将一个串行端口配置为命名管道： 
服务器虚拟机和客户端虚拟机。

a 对于服务器虚拟机，请在 [近端 (Near end)] 列表中选择 [服务器 (Server)]。 

b 对于客户端虚拟机，请在 [近端 (Near end)] 列表中选择 [客户端 (Client)]。

c 在 [远端 (Far end)] 列表中选择 [虚拟机 (A virtual machine)]。

7 如果要连接主机上的应用程序，则执行下列操作：

a 在 [近端 (Near end)] 列表中选择 [服务器 (Server)] 或 [客户端 (Client)]。 一般
而言，如果打算先启动这一端的连接，则选择 [服务器 (Server)]。

b 在 [远端 (Far end)] 列表中选择一个 [应用程序 (An application)]。

小心   更改 SCSI 控制器类型可能会导致虚拟机引导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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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串行端口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 可取消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复选框（可选）。

8 在 [I/O 模式 (I/O Mode)] 下方，确定配置此串行端口是使用中断模式还是轮询模
式。 

轮询模式是开发人员比较感兴趣的模式，他们使用调试工具通过串行连接通信。

轮询模式会导致虚拟机消耗不成比例的处理器（或 CPU）时间份额。 这会使主
机及其他客户机运行变慢。 要在主机上保持应用程序的最佳性能，请选择 [轮询
时自愿放弃 CPU (Yield CPU on poll)] 复选框。 这会强制受影响的虚拟机使用中
断模式；如果虚拟机尝试执行的唯一任务是轮询虚拟串行端口，则该模式会放弃

处理器（或 CPU）时间。

9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虚拟处理器或 CPU 配置

如果虚拟机位于 ESX Server 主机上并且具有适用于 ESX Server 的 Virtual SMP（支持
对称多处理器 (SMP)），则可以将虚拟机配置为最多具有四个虚拟处理器或 CPU。 
Virtual SMP 可以使用 2 路或 4 路 SMP。 虚拟机的虚拟 CPU 数目不能超过主机上逻辑 
CPU 的实际数目，换言之，若禁用超线程，则不能超过物理处理器内核数目；若启用
超线程，则不能超过物理处理器内核数目的两倍。 有关使用 SMP 的详细信息，请查阅 
VMware 知识库。 

1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2 在 [硬件 (Hardware)] 列表中，单击 [虚拟处理器 (Virtual Processor)] 或 [CPU]。

3 选择虚拟机的虚拟处理器数量。

如果虚拟机需要多个虚拟处理器或 CPU，则必须具有适用于 ESX Server 的 
VMware Virtual SMP。 如果不具有适用于 ESX Server 的 VMware Virtual SMP，
则虚拟机只能有一个虚拟处理器或 CPU。

4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注意   并非所有客户操作系统均支持 SMP，有些客户操作系统在 CPU 的数目发生更改
时必须重新安装。

不支持更改导入的虚拟机所用处理器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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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虚拟机选项

在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中可更改以下设置：

! [一般选项 (General Options)] ‐ 虚拟机显示名称和客户操作系统的类型。 （只读）
虚拟机及其配置文件的位置。

! [VMware Tools] ‐ 电源控制行为、 VMware Tools 脚本和自动更新。

! [电源管理 (Power Management)] ‐ 虚拟机挂起行为。

! [高级 (Advanced)] > [常规 (Genera)] ‐ 加速、记录日志、调试和统计信息。

! [高级 (Advanced)] > [CPUID 掩码 (CPUID Mask)] ‐ Nx 标记和高级标识掩码选
项。

! [高级 (Advanced)] > [引导选项 (Boot Options)] ‐ 虚拟机引导选项。

! [高级 (Advanced)] > [准虚拟化 (Paravirtualization)] ‐ 启用 VMI 准虚拟化。

! [高级 (Advanced)] > [光纤通道 NPIV (Fibre Channel NPIV)] ‐ 虚拟节点和端口 
World Wide Name (WWN)。

! [高级 (Advanced)] > [虚拟化 MMU (Virtualized MMU)] ‐ 设置启用硬件页面表虚
拟化。 

! [高级 (Advanced)] > [交换文件位置 (Swapfile Location)] ‐ 交换文件位置。

更改常规设置

1 单击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

2 在 [设置 (Settings)] 列表中，选择 [一般选项 (General Options)]。

虚拟机名称将显示在 [虚拟机名称 (Virtual machine name)] 字段中。

对名称的更改不会改变任何虚拟机文件或关联目录的名称。

3 选择操作系统和版本。

4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 VMware Tools 选项

1 单击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

2 在 [设置 (Settings)] 列表中，选择 [VMware Tools]。

注意   VMware Tools 选项不能在虚拟机启动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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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工具栏上的停止按钮配置为关闭虚拟机、关闭客户操作系统，也可以使用系统

默认设置。 可将工具栏上的暂停按钮配置为挂起虚拟机，也可以使用系统默认设
置。 可将工具栏上的重置按钮配置为重置虚拟机、重新启动客户操作系统，也可以
使用系统默认设置。

3 在 [电源控制 (Power Controls)] 下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操作。

4 （可选）在 [运行 VMware Tools (Run VMware Tools)] 脚本下方选择所需的选
项，配置 VMware Tools 脚本在更改虚拟机的电源状况时运行。

5 （可选）选择 [VMware Tools 自动升级 (Automatic VMware Tools Upgrade)] 下
方的 [每次启动后检查并升级 VMware Tools (Check and upgrade Tools before 
each power on)] 选项，配置 VMware Tools 在每次启动前检查并安装更新。

6 （可选）选择 [同步客户机时间与主机时间 (Synchronize guest time with host)] 选
项，配置客户操作系统与主机同步时间。

7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更改电源管理设置

1 单击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 

2 在 [设置 (Settings)] 列表中，选择 [电源管理 (Power Management)]。

通过 [客户机电源管理 (Guest Power Management)]，可以确定虚拟机在客户操作
系统进入待机状态时如何响应。

3 在 [客户机电源管理 (Guest Power Management)] 下方，选择 [挂起虚拟机 
(Suspend the virtual machine)] 或 [将客户操作系统置为待机模式，并保持虚拟机
为启动 (Put the guest operating system in standby mode and leave the virtual 
machine powered on)]。

4 （可选）如果选择保持虚拟机为启动，请选中该复选框，选择虚拟机网络 [LAN 唤
醒虚拟机通信 (Wake on LAN for virtual machine traffic on)]。

并非所有客户操作系统均支持 LAN 唤醒。 只有以下类型的网卡支持 LAN 唤醒：

! 灵活（需要 VMware Tools）。
! vmxnet

! 增强型 vmxnet

如果不支持，则选项被禁用。

5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注意   对于 ESX Server 虚拟机，不存在用于恢复和挂起虚拟机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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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高级虚拟机设置

1 单击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 

2 在 [设置 (Settings)] 列表中，选择 [高级 (Advanced)] > [常规 (General)]。

a 要禁用加速，请选择 [禁用加速 (Disable acceleration)] 复选框。

可在虚拟机运行时启用和禁用加速。

极少数情况下，您可能会发现在虚拟机内安装或运行软件时，虚拟机似乎会挂

起。 通常，该问题发生在程序执行初期。 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在虚拟机中临
时禁用加速来解决该问题。 

此设置会降低虚拟机性能，因此只能将其用于解决运行程序时遇到的问题。 当
程序不再遇到问题之后，请取消选择 [禁用加速 (Disable acceleration)]。 然后
才有可能使用加速运行程序。

b 要启用日志记录模式，请选择 [启用日志记录 (Enable logging)] 复选框。

c 要启用调试模式，请在 [调试和统计 (Debugging and Statistics)] 区域中选择
选项。 调试和统计信息有助于 VMware 技术支持解决问题。

d 要设置高级配置参数，请单击 [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一般
情况下，只有在打算使用实验功能或者得到 VMware 技术支持代表指示时，
才应更改这些设置。

3 选择 [高级 (Advanced)] > [CPUID 掩码 (CPUID Mask)]。  

a 指定是否要对客户操作系统隐藏主机的 CPU Nx 标记。 

隐藏 Nx 标记会阻止客户操作系统使用此 CPU 功能，但会使虚拟机移至不包
括 Nx 功能的主机中。 如果 Nx 标记可见，则客户操作系统可以使用此功能，
但是虚拟机只能移至具有 Nx 功能的主机中。

b 单击 [高级 (Advanced)] 以访问 [CPU 标识掩码 (CPU Identification Mask)] 对
话框。 有关此对话框中的符号的说明，可通过单击 [图例 (Legend)] 获得。 

4 选择 [高级 (Advanced)] > [引导选项 (Boot Options)]。

a 指定要在启动或重新启动虚拟机时延迟进入引导顺序的持续时间（毫秒）。

b 在 [强制进行 BIOS 设置 (Force BIOS Setup)] 下方选择所需的选项，以使虚拟
机在引导时进入 BIOS 设置。

这些选项在您要进入虚拟机的 BIOS 设置时非常有用，这是因为有时控制台会
在引导顺序经过可以进入 BIOS 的点后附加到虚拟机中。

注意   必须先关闭虚拟机才能更改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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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高级 (Advanced)] > [准虚拟化 (Paravirtualization)]。 选择 [支持 VMI 准虚拟
化 (Support VMI Paravirtualization)] 以启用 VMI 准虚拟化功能，或者取消选择
此选项以禁用此功能。

VMI 是一种准虚拟化标准，它能提高可利用该标准的虚拟机的性能。 目前，只有
一些支持 VMI 准虚拟化的 Linux 客户操作系统可以使用该功能。 

6 选择 [高级 (Advanced)] > [光纤通道 NPIV 设置 (Fibre Channel NPIV Setting)]。

N‐port ID 虚拟化 (NPIV) 可以让您在多个虚拟端口间共享一个物理光纤通道 HBA 
端口，每个都有唯一的标识符。 通过此功能可以控制每台虚拟机对 LUN 的访问。

每个虚拟端口都由一对 World Wide Name (WWN) 标识： World Wide Port Name 
(WWPN) 与 World Wide Node Name (WWNN)。 这些 WWN 由 VirtualCenter 
Server 分配。 

NPIV 支持受以下条件限制：

! NPIV 必须在 SAN 交换机上启用。 有关在其设备上启用 NPIV 的信息，请联系
相应的交换机供应商。

! 仅具备 RDM 磁盘的虚拟机支持 NPIV。 具备常规虚拟磁盘的虚拟机继续使用
主机物理 HBA 的 WWN。

! ESX Server 主机上的物理 HBA 必须可以使用其 WWN 访问 LUN，这样该主
机上的任意虚拟机才能使用其 NPIV WWN 访问 LUN。 确保同时提供了对主
机和虚拟机的访问权限。

注意   启用准虚拟化功能采用虚拟机的六个虚拟 PCI 插槽之一。 此外，启用准虚拟
化会限制虚拟机的迁移方式及迁移目标。 启用该功能前，请考虑以下信息：

! 以下主机支持 VMI 准虚拟化： ESX Server 3.5 及更新版本、ESX Server 3i 版本 
3.5 及更新版本，以及 Workstation 6.0 及更新版本。 创建于 ESX Server 主机上
的已启用准虚拟化的硬件版本 4 虚拟机可迁移至 VMware Server 和 
Workstation 主机上，且不减少任何功能。

! 可以手动将已启用准虚拟化且已关闭的虚拟机移动到不支持准虚拟化的主机

上。 但这种移动会导致性能下降。

! 无法将已启用准虚拟化且已启动/处于挂起电源状况的虚拟机迁移到不支持准
虚拟化的主机上。

! 不允许将已启用准虚拟化的虚拟机通过 VirtualCenter DRS 自动迁移到不支持
准虚拟化的主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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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X Server 主机上的物理 HBA 必须支持 NPIV。 如果物理 HBA 不支持 
NPIV，则运行于该主机上的虚拟机将回退为使用主机物理 HBA 的 WWN 进
行 LUN 访问。

! 每个虚拟机最多可有 4 个虚拟端口。 启用 NPIV 的虚拟机正好分配有 4 个 
NPIV 相关的 WWN，用于通过虚拟端口与物理 HBA 通信。 因此，虚拟机最
多可利用 4 个物理 HBA 用于 NPIV 用途。

查看或编辑虚拟机的 WWN：

a 要编辑虚拟机的 WWN，请先关闭虚拟机。

b 确保虚拟机具有包含 LUN 的数据存储，该 LUN 可供主机使用。

c 选择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

d 选择 [光纤通道 NPIV (Fibre Channel NPIV)]。

e 当前分配的 WWN 将显示在 [WWN 分配 (WWN Assignments)] 框中。

f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要保留 WWN 不变，请选择 [保留不变 (Leave unchanged)]。

! 要让 VirtualCenter 或 ESX Server 主机生成新的 WWN，请选择 [生成新
的 WWN (Generate New WWNs)]。 

! 要移除当前的 WWN 分配，请选择 [移除 WWN 分配 (Remove WWN 
assignment)]。 

g 单击 [确定 (OK)] 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请将 WWN 分配提供给 SAN 管理员。 管理员在配置虚拟机访问 LUN 时需要这些
分配。 有关如何配置虚拟机以使用 NPIV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
指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7 选择 [高级 (Advanced)] > [虚拟化 MMU (Virtualized MMU)]，然后指定是禁用该
功能、在可用时始终使用该功能，还是让主机系统确定是否应使用该功能。

8 选择 [高级 (Advanced)] > [交换文件位置 (Swapfile Location)]。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注意   如果虚拟机的 WWN 已被存储网络占用，该虚拟机将无法启动。 要解决该问题，
请生成新 WWN 或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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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 (Default)] ‐ 将虚拟机交换文件存储在主机或群集交换文件设置定义的默
认位置。 有关主机交换文件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的主机配置”（第 63 页）。 有关群集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资源管理指南》。 

! [始终与虚拟机存储在同一目录中 (Always store with the virtual machine)] ‐ 
将虚拟机交换文件与虚拟机配置文件存储在同一目录中。

! [存储到主机的交换文件数据存储中 (Store in the hostʹs swapfile datastore)] ‐ 
将虚拟机交换文件存储在主机或群集交换文件设置定义的交换文件数据存储

中。

更改虚拟机资源设置

在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中，可以调整选中虚拟机的主机资
源分配。 可通过该选项卡更改 CPU、内存、磁盘和高级 CPU 资源。

有关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CPU 资源
通过 [CPU 资源 (CPU Resources)] 面板，可以为虚拟机分配处理器资源，指定预留、限
制和份额。 可以在 [VI Client] 主窗口的 [资源池 (Resource Pools)] 选项卡上编辑某些相
同的信息，以便您可以在编辑其他虚拟机设置的同时编辑资源设置。

更改 CPU 设置

1 单击 [资源 (Resources)] 选项卡。

2 在 [设置 (Setting)] 列表中，选择 [CPU]。

3 选择份额值，该值表示分配 CPU 容量的相对衡量指标。 

! [份额 (Shares)] ‐ 将 [低 (Low)]、 [正常 (Normal)]、 [高 (High)] 和 [自定义 
(Custom)] 值与服务器、 ESX Server 3 主机和服务控制台中所有虚拟机的所有
份额的总数进行比较。 份额分配象征值可用于将其配置为转换成数字值。 

! [预留 (Reservation)] ‐ 保证为该虚拟机分配的 CPU 量。 

! [限制 (Limit)] ‐ 分配给该虚拟机的 CPU 上限。 选择 [无限 (Unlimited)] 以指定
无上限。

有关共享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 

4 单击 [确定 (OK)] 保存更改。

此时将关闭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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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 CPU 设置
通过 [高级 CPU 资源 (Advanced CPU Resources)] 面板，可以设置一些级别较低的选
项，这些选项涉及虚拟机对物理处理器核心和超线程处理的调度。 对于 DRS 群集中的
虚拟机或主机仅有一个处理器核心且无超线程功能时，不显示该面板。 

即使超线程已启用， VMware ESX Server 通常都能有效地管理处理器调度。 本页面中
的设置仅对微调重要的虚拟机非常有用。 

[超线程共享 (Hyperthreading Sharing)] 选项为是否应调度虚拟机以共享物理处理器核
心（假定主机已启用超线程）提供详细控制。

[调度关联性 (Scheduling Affinity)] 选项允许对如何在主机的物理核心（如果启用了超
线程的话，亦包括超线程在内）间分布虚拟机 CPU 进行精细控制。

更改高级 CPU 设置

1 单击 [资源 (Resources)] 选项卡。

2 在 [设置 (Settings)] 列表中，选择 [高级 CPU (Advanced CPU)]。

3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超线程共享模式 (Hyperthreading Sharing Mode)]。 选项包括： 

! [任意 (Any)] ‐ （默认设置）该虚拟机的虚拟 CPU 可与该虚拟机或其他虚拟机
的其他虚拟 CPU 随意共享核心。 

! [无 (None)] ‐ 调度至该虚拟机时，其虚拟 CPU 专用一个处理器核心。 虚拟机
使用该核心时，核心的其他超线程处于暂停状态。 

! [内部 (Internal)] ‐ 在正好拥有两个虚拟处理器的虚拟机上，允许这两个虚拟处
理器共享一个物理核心（由 ESX Server 调度程序自行处理），但该虚拟机永
远不会与任何其他虚拟机共享一个核心。 如果该虚拟机拥有除两个以外任意数
量的处理器，则该设置的效果与 [无 (None)] 设置相同。 

4 通过选择 [在处理器上运行 (Run on processor(s))] 单选按钮选择调度关联性。 

注意   超线程技术允许单个物理处理器像两个逻辑处理器一样工作。 处理器可以同时运
行两个独立的应用程序。 虽然超线程不会使系统的性能加倍，但是它可以通过更好地利
用空闲资源来提高性能。 有关超线程及其在 VMware Infrastructure 中使用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指南》（选择 [帮助 (Help)] > [手册 (Manuals)]）。 

注意   当虚拟机驻留在 DRS 群集上时，不允许使用该选项，且其值会在虚拟机迁移
至新主机时清除。 该选项的值只能调整同一台主机上一组明确虚拟机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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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超线程时，各个处理器的复选框代表物理核心；启用超线程时，各个处理器的

复选框代表逻辑核心（每个物理核心两个）。 选中所有复选框相当于不应用任何关
联。 必须至少提供与虚拟机上虚拟 CPU 数量相等的处理器关联。 

5 单击 [确定 (OK)] 保存更改。

此时将关闭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 对话框。

内存资源

通过 [内存资源 (The Memory Resources)] 面板，可以为虚拟机分配内存资源，指定预
留、限制和份额。 可以在 [VI Client] 主窗口的 [资源池 (Resource Pools)] 选项卡上编辑
某些相同的信息，以便您可以在编辑其他虚拟机设置的同时编辑资源设置。 

更改内存设置

1 单击 [资源 (Resources)] 选项卡。

2 在 [设置 (Settings)] 列表中，选择 [内存 (Memory)]。

3 在 [资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面板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为所有虚拟机分配内
存的相对衡量指标。 

将 [低 (Low)]、 [正常 (Normal)]、 [高 (High)] 和 [自定义 (Custom)] 象征值与服务
器、ESX Server 3 主机和服务控制台中所有虚拟机的所有份额的总数进行比较。 份
额分配象征值可用于将其配置为转换成数字值。 

4 在 [资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面板中，使用滑块来选择预留的内存量和内存
限制，或者使用上下箭头来输入分配的 MB 数。

有关内存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内存手册页。

5 单击 [确定 (OK)] 保存更改。

此时将关闭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 对话框。

高级内存资源

通过 [高级内存资源 (Advanced Memory Resources)] 页面，可以设置一些级别较低选
项，这些选项涉及虚拟机内存对 NUMA 内存节点的分发。 

仅当主机采用 NUMA 内存架构时，才显示该页面。 关联性设置仅在用于调整一台主机
上一组特定虚拟机的性能时有意义，因此，当虚拟机驻留在 DRS 群集上时，不会显示
该页面。 选项值会在虚拟机移动到新主机上时清除。

通过 NUMA 内存节点关联性，可以对如何将虚拟机内存分发给主机的物理内存进行精
细控制。 选中所有复选框相当于不应用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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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NUMA 和高级内存资源的详细信息，请查阅《资源管理指南》。

将内存分配与某个 NUMA 节点相关联

1 选择 [资源 (Resources)] 选项卡，然后选择 [内存 (Memory)]。

2 在 [NUMA 内存关联性 (NUMA Memory Affinity)] 面板中，设置内存关联性。 

磁盘资源

通过 [磁盘资源 (Disk Resources)] 面板，可以为该虚拟机的虚拟硬盘分配主机磁盘 I/O 
带宽。 磁盘 I/O 是一种以主机为中心的资源，无法在群集中共用。 但是，与磁盘资源相
比， CPU 和内存资源对虚拟机性能的制约更大。 

更改磁盘设置

1 单击 [资源 (Resources)] 选项卡。 

2 在 [设置 (Settings)] 列表中，选择 [磁盘 (Disk)]。 

在该对话框中，您可以调整分配给该虚拟机的主机磁盘。

3 在 [资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面板中，选择列表中的虚拟硬盘。 

4 单击 [份额 (Shares)] 字段。 使用下拉菜单更改值，将磁盘带宽的份额数分配给虚拟
机。

份额是表示控制所有虚拟机磁盘带宽的相对衡量指标的值。 将 [低 (Low)]、 [正常 
(Normal)]、[高 (High)] 及 [自定义 (Custom)] 值与服务器、ESX Server 3 主机和服
务控制台中所有虚拟机的所有份额的总数进行比较。 份额分配象征值可用于将其配
置为转换成数字值。 

5 单击 [确定 (OK)] 保存更改。

注意   只有在指定了 CPU 关联性时，才能指定要用于以后内存分配的节点。 如果仅对内
存关联性设置进行了手动更改，则自动 NUMA 重新平衡功能将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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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硬件
可使用添加硬件向导将虚拟硬件添加到虚拟机。 添加的虚拟硬件会显示在虚拟机属性向
导中所显示的硬件列表中。 选定的客户操作系统决定了可用于添加到给定虚拟机的设
备。

启动向导

1 在 VirtualCenter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根据需要展开清
单，然后单击适当的虚拟机。

2 要显示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请单击 [命令 
(Commands)] 面板中的 [编辑设置 (Edit Settings)] 链接。

3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 

4 单击 [添加 (Add)] 以启动添加硬件向导。

遵循以下各节中的步骤，将各种类型的虚拟硬件添加到虚拟机中。

添加串行端口

1 启动添加硬件向导。

2 选择 [串行端口 (Serial Port)]，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3 选择希望虚拟端口访问的介质类型： 使用主机上的物理串行端口、输出到文件或连
接命名的管道。

4 单击 [下一步 (Next)]。

5 如果选择 [使用主机上的物理串行端口 (Use physical serial port)]，请使用下拉菜
单选择要用于此串行连接的主机端口。

6 如果选择 [输出到文件 (Output to file)]，请浏览至主机上要用于存储虚拟串行端口
输出的文件。

7 如果选择 [连接命名的管道 (Connect to named pipe)]，请在 [管道名称 (Pipe 
Name)] 字段中输入管道名称，使用下拉菜单选择管道的近端和远端。 

对应于近端的选项为客户端或服务器。 对应于远端的选项为进程或虚拟机。

默认情况下，串行端口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 

8 （可选）如果不希望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串行端口，则取消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复选框。 

9 （可选）如果希望将此串行端口配置为使用与轮询模式相对的中断模式，则取消选

择 I/O 模式 [轮询时自愿放弃 CPU (Yield CPU on poll)] 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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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询模式是开发人员比较感兴趣的模式，他们使用调试工具通过串行连接通信。 轮
询模式会导致虚拟机消耗不成比例的 CPU 时间份额。 这会使主机及其他客户机运
行变慢。

10 （可选）要在主机上保持应用程序的最佳性能，请选择 [轮询时自愿放弃 CPU 
(Yield CPU on poll)] 复选框。 

这会强制受影响的虚拟机使用中断模式；如果虚拟机尝试执行的唯一任务是轮询虚

拟串行端口，则该模式会放弃 CPU 时间。

11 检查 [即将完成 (Ready to Complete)] 窗口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添加并行端口

1 启动添加硬件向导。

2 选择 [并行端口 (Parallel Port)]，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3 选择主机上的物理并行端口或输出到文件。

4 单击 [下一步 (Next)]。

5 如果选择 [使用主机上的物理并行端口 (Use physical parallel port on the host)]，
请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端口。 如果选择 [输出到文件 (Output to file)]，请浏览到文件
位置。

6 如果不希望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并行端口设备，则在 [设备状态 (Device status)] 下
方，取消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复选框。

7 单击 [下一步 (Next)]。

8 检查 [即将完成 (Ready to Complete)] 窗口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添加 DVD/CD-ROM 驱动器

1 启动添加硬件向导。

2 选择 DVD/CD‐ROM 驱动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3 选择 [使用物理驱动器 (Use physical drive)] 或 [使用 ISO 映像 (Use ISO image)]。

a 如果选择了 [使用物理驱动器 (Use physical drive)]，请选择客户端或主机作
为设备位置。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使用的驱动器。

选择 [直通 (pass through)] 并使用复选框表明是以独占方式连接虚拟机，还是
选择 [ATAPI 模拟 (ATAPI emulation)]。

b 如果选择了 [使用 ISO 映像 (Use ISO Image)]，请输入映像文件的路径和文件
名，或者单击 [浏览 (Browse)]，导航到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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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不希望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 CD‐ROM 驱动器，请取消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5 单击 [下一步 (Next)]。

6 指定驱动器在虚拟机中使用的虚拟设备节点，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7 检查 [即将完成 (Ready to Complete)] 窗口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或者如果要更改任何信息，请单击 [上一步 (Back)]。

添加软盘驱动器

1 启动添加硬件向导。

2 选择 [软盘驱动器 (Floppy Drive)]，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3 选择要使用的软盘介质类型： 

! 通过物理软盘驱动器，客户机可以访问主机上的软盘。

! 软盘映像，该映像是主机上的文件，该文件使用与物理软盘相同的格式存储数据。

! 空白软盘映像，创建和使用空白软盘映像。

4 单击 [下一步 (Next)]。

5 如果选择了 [使用物理软盘驱动器 (Use a physical floppy drive)]，请选择客户端或
主机作为设备位置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驱动器。 

a 如果选择了 [使用软盘映像 (Use a floppy image)]，请浏览至软盘映像。 

b 如果选择了 [创建一个空白软盘映像 (Create a blank floppy image)]，请浏览
至软盘映像。

6 要在启动虚拟机时将软盘驱动器连接到虚拟机，请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7 单击 [下一步 (Next)]。

8 检查 [即将完成 (Ready to Complete)] 窗口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添加以太网适配器（网卡）

1 启动添加硬件向导。

2 选择 [以太网适配器 (Ethernet Adapter)]，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3 在 [网络连接 (Network connection)] 面板中，选择一个具有指定标签的命名网络或
老的网络。

4 要在启动虚拟机时连接虚拟网卡，请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5 要完成向导，请单击 [完成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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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硬盘

1 启动添加硬件向导。

2 选择 [硬盘 (Hard Disk)]，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3 选择适用于虚拟机磁盘的存储器类型，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可在新的虚拟磁盘、现有虚拟磁盘或映射的 SAN LUN 上存储虚拟机数据。 虚拟磁
盘由主机文件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组成，显示为客户操作系统的单一硬盘。 可
在同一台主机上或在主机之间轻易地复制或移动虚拟磁盘。

4 如果选择了 [新建虚拟磁盘 (Create a new virtual disk)]，请执行以下操作：

a 输入磁盘容量。 

b 选择位置 [与虚拟机存储在同一目录中 (Store with the virtual machine)] 或
[指定数据存储 (Specify a datastore)]。

c 如果选择了 [指定数据存储 (Specify a datastore)]，请浏览数据存储位置，然
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继续步骤 7。

5 如果选择了现有的磁盘，请浏览磁盘文件路径并单击 [下一步 (Next)]。

6 如果选择了 [映射的 SAN LUN (Mapped SAN LUN)]：

a 选择要用于裸磁盘的 LUN，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b 选择一个数据存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c 选择兼容模式： [物理 (physical)] 允许客户操作系统直接访问硬件；[虚拟 
(virtual)] 允许虚拟机使用 VMware 快照及其他高级功能。 单击 [下一步 
(Next)]。

7 指定虚拟设备节点。

8 设置虚拟磁盘模式选项：

a 选择 [独立 (Independent)] 使磁盘独立。 独立磁盘不受快照影响。

b 如果选择了 [独立 (Independent)]，请为独立磁盘选择以下两种模式之一：

! 持久 ‐ 磁盘运行正常，但对其作出的更改是永久的，即使虚拟机已恢复为
快照。 

! 非持久 ‐ 磁盘似乎运行正常，但只要虚拟机关闭或恢复为快照，磁盘的内
容就会返回其原始状态。 所有后续的更改均将丢失。 

9 单击 [下一步 (Next)]。 

10 检查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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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SCSI 设备 

1 启动添加硬件向导。

2 选择 [SCSI 设备 (SCSI Device)]，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3 在 [连接 (Connection)] 下方，使用下拉菜单选择要使用的物理设备。

4 要在虚拟机启动时将此虚拟机连接到服务器的 SCSI 设备，请选择 [启动时连接 
(Connect at power on)]。

5 在 [虚拟设备节点 (Virtual device node)] 下方，选择要此设备在虚拟机中显示的虚
拟设备节点。

也可以选择复选框以表明虚拟设备是以与物理单元相同的方式设置的。

6 检查 [即将完成 (Ready to Complete)] 窗口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旧版虚拟机
在 ESX Server 2.x 主机上创建的虚拟机以老的模式在 ESX Server 3.x 主机上运行。 与 
ESX Server 3.x 支持的版本相比，这些虚拟机（称为“旧版虚拟机”）使用的虚拟硬件
版本较低。旧版虚拟机由以下任一操作生成：

! 在 ESX Server 2.x 主机上创建一个虚拟机，然后将其迁移到 ESX Server 3.x 主机
中。

! 使用在 ESX Server 2.x 主机上创建的现有虚拟磁盘，在 ESX Server 3.x 主机上创建
新的虚拟机。 

! 将在 ESX Server 2.x 主机上创建的虚拟磁盘添加到现有非旧版虚拟机中。 

旧版虚拟机可以继续在 ESX Server 3.x 主机上运行，但性能和能力均会降低。 特别是，
您无法在旧版虚拟机上添加或移除虚拟设备。 要充分利用这些虚拟机，请按《升级指
南》所述升级虚拟硬件。 

注意   在 ESX Server 1.x 主机上或使用 VMware Workstation 等其他 VMware 产品创建
的虚拟机，必须经过转换才能在 ESX Server 3.x 主机上运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虚拟机移动性计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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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虚拟硬件
要使旧版虚拟机充分利用 ESX Server 3.x 提供的功能，必须将其虚拟硬件升级到当前版
本。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旧版虚拟机”（第 185 页）。 可通过确定虚拟机硬件版本
来确定虚拟机是否需要升级。

确定虚拟机的虚拟硬件版本

1 在清单中选择虚拟机。

2 单击 [编辑设置 (Edit Settings)]。 

虚拟机硬件版本将显示在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右上
角。 

升级虚拟硬件

1 在 VI Client 中，右键单击清单中的虚拟机，然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升级虚拟硬件 
(Upgrade Virtual Hardware)]。

此时将显示一个确认对话框，其中显示消息“该操作将导致运行客户操作系统的

虚拟硬件出现变化。 该操作不可逆，它将使虚拟机无法与先前版本的 VMware 软
件产品兼容。 强烈建议您在继续之前备份磁盘副本。 您确定要升级配置吗？”

2 单击 [是 (Yes)]。

客户端窗口底部的 [近期任务 (Recent Tasks)] 窗格中将显示度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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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如何创建模板和克隆虚拟机。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模板简介”（第 187 页）

! “创建模板”（第 188 页）

! “编辑模板”（第 190 页）

! “从模板部署虚拟机”（第 191 页）

! “删除模板”（第 193 页）

! “恢复模板”（第 193 页）

! “克隆虚拟机”（第 194 页）

! “创建调度任务以克隆虚拟机”（第 195 页）

模板简介
模板是虚拟机的主副本，可用于创建和置备新虚拟机。 此映像通常包含指定的操作系统
和配置，可提供硬件组件的虚拟副本。 模板通常包括已安装的客户操作系统和一组应用
程序。 

模板能与模板和虚拟机域内任何层级的虚拟机共存。 可以将虚拟机和模板的集合放入任
意文件夹，并将各种权限同时应用到虚拟机和模板。 将虚拟机转换成模板时无需虚拟机
文件的完整副本和创建新对象。

使用模板和克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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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模板创建新的虚拟机，方法是将模板部署为虚拟机。 完成后，将部署的虚拟机添
加到用户在创建模板时选定的文件夹。

要查看模板，请选择数据中心，然后选择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此处将
显示数据中心的所有虚拟机和模板。 虚拟机和模板使用不同的图标。

创建模板
创建模板的方式有三种： 

! 适当使用现有虚拟机。 此过程转换原始虚拟机。

! 将虚拟机克隆为模板。

! 克隆现有模板。

无需关闭虚拟机，即可将虚拟机克隆为模板。 

模板图标虚拟机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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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有虚拟机转换成模板

1 启动 VI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清单面板和信息面板显示有关受管数据中心、主机、资源池及虚拟机的信息。 此时
将显示清单工具栏。

3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并选择虚拟机。 

4 使用关机或关闭选项关闭虚拟机。

5 在 [命令 (Commands)] 区域或弹出菜单中，单击 [转换成模板 (Convert to 
Template)]。

VirtualCenter 将该虚拟机标记为模板并在 [近期任务 (Recent Tasks)] 窗格中显示任
务。

将虚拟机克隆为模板

1 启动 VI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以显示清单面板。

3 右键单击虚拟机，然后单击 [克隆为模板 (Clone to Template)]。

如果未启用 [克隆为模板 (Clone to Template)] 选项，则可能需要关闭虚拟机。 不
能克隆已挂起的虚拟机。

此时将显示 [将虚拟机克隆为模板 (Clone Virtual Machine to Template)] 向导。

4 命名新模板并选择其清单位置，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输入描述模板的有效名称。 该名称最多可包含 80 个字符，并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
和下划线 ( _ ) 以及连字符 (‐)。 该名称必须在数据中心内所有模板和虚拟机中唯一。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名称“my_vm”等同于“My_Vm”。

5 通过目标位置页。 单击 [下一步 (Next)]。

6 单击 [完成 (Finish)]。

VirtualCenter 显示 [任务 (Tasks)] 清单面板以供参考，同时将克隆的模板添加到信
息面板中的列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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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现有模板

1 启动 VI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3 选择包含模板的数据中心。

与数据中心关联的虚拟机和模板将显示在数据中心面板中。

4 右键单击模板，然后选择 [克隆 (Clone)]。

此时将显示 [克隆模板 (Clone Template)] 向导。

5 为新模板指定唯一的名称及描述，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输入有用的名称及对模板的简短描述。 描述信息可以包括此模板的操作系统、应用
程序、版本及用途等内容。 该名称最多可包含 80 个字符，并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
和下划线 (_) 以及连字符 (‐)。 该名称必须在数据中心内所有模板和虚拟机中唯一。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名称“my_vm”等同于“My_Vm”。

6 选择主机或群集，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7 为该模板选择数据存储。 单击 [下一步 (Next)]。

8 选择单选按钮，将虚拟磁盘保留为 [正常 (Normal)] 虚拟机格式或最小存储的 [紧凑 
(Compact)] 虚拟磁盘。 单击 [下一步 (Next)]。

9 在 [即将完成 (Ready to Complete)] 窗口中查看新虚拟机的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克隆任务完成之前不能使用新模板。 VirtualCenter 将克隆的模板添加到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的列表中。 

编辑模板
有时可能需要编辑模板（例如，升级应用程序时）。 不过，不能直接对模板进行编辑。 
必须先将模板转换成虚拟机，然后对其进行编辑，最后将编辑后的虚拟机转换成模板。

编辑模板

1 将模板转换成虚拟机。

2 编辑虚拟机。

3 将虚拟机转换成模板。

按照以下步骤可直接更改模板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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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模板的名称

1 在 VirtualCenter client 中，单击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2 选择包含模板的数据中心。

3 选择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4 单击模板。 再次单击模板。 

5 虚拟机的名称此时为可编辑的字段。 

6 更改名称，然后单击该字段以外的任何地方。

从模板部署虚拟机
此过程可以从现有模板部署新虚拟机。 

从模板部署虚拟机

1 启动 VI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清单面板和信息面板显示有关受管数据中心、主机、资源池及虚拟机的信息。 此时
将显示清单工具栏。

3 选择包含模板的数据中心，然后单击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与数据中心关联的虚拟机和模板将显示在数据中心面板中。

4 右键单击模板，然后选择 [从该模板部署虚拟机 (Deploy Virtual Machine from 
this Template)]。

此时将显示 [部署模板 (Deploy Template)] 向导。

5 命名新虚拟机并选择位置，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该名称最多可包含 80 个字符，并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 _ ) 以及连字符 
(‐)。 该名称必须在数据中心内所有模板和虚拟机中唯一。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名称
“my_vm”等同于“My_Vm”。

6 在 [主机/群集 (Host/Cluster)] 页面中，选择要存储模板的主机并单击 [下一步 
(Next)]。

7 选择运行虚拟机的资源池（如果适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资源池允许在主机或群集内实行资源的分层管理。 虚拟机和子池共享父池的资源。

注意    当驻留于旧版 VMFS2 数据存储的模板转换成虚拟机时，必须在创建模板的主机
上注册结果虚拟机。 选择此主机作为新虚拟机的目标。



基本系统管理

192 VMware, Inc.

8 为虚拟机选择数据存储，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选择用于存储虚拟机文件的数据存储。 应选择大小足以容纳虚拟机及其所有虚拟磁
盘文件的数据存储，以便将这些文件存储于同一位置。

[高级 (Advanced)] 按钮可用于将各个文件存储在不同位置上。 要返回数据存储选
择页面，请单击 [基本 (Basic)] 按钮。

9 在 [选择客户机自定义选项 (Select Guest Customization Option)] 页面中，执行下
列操作之一：

! 如果无需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请选择 [不要自定义 (Do not customize)] 并单
击 [下一步 (Next)]。

! 如果需要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请根据需要单击其他选项。 可以通过此向导或
使用您创建的现有自定义规范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 有关说明，请参见“自
定义客户操作系统”（第 197 页）。

10 在 [即将完成 (Ready to Complete)] 页面中，查看新虚拟机的信息，如需立即启动
虚拟机，请选择 [创建完成后启动新虚拟机 (Power on the new Virtual Machine 
after creation)] 复选框并单击 [完成 (Finish)]。

单击 [完成 (Finish)] 后，将无法在任务完成之前使用或编辑虚拟机。 该操作可能需
要几分钟时间。 虚拟机将添加到数据存储中。 

将模板转换成虚拟机

1 启动 VirtualCenter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清单面板和信息面板显示有关受管数据中心、主机、资源池及虚拟机的信息。 此时
将显示清单工具栏。

3 选择包含模板的数据中心。

与数据中心关联的虚拟机和模板将显示在数据中心面板中。

4 单击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5 右键单击模板并选择 [转换成虚拟机 (Convert to Virtual Machine)]。

已将模板转换成虚拟机。

注意   部分客户操作系统不支持自定义。 此外，某些客户操作系统需要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请参见“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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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板

移除 VirtualCenter 清单中的模板

此过程将取消模板的注册， 但不会移除数据存储中的模板文件。 

1 单击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2 选择适当的模板。

3 右键单击模板，然后选择 [从清单中移除 (Remove from Inventory)]。

4 单击 [确定 (OK)]，以确认从 VirtualCenter 数据库移除模板。 

所有非数据存储模板文件都将会从 VirtualCenter 清单中移除。

删除磁盘上的模板

1 启动 VirtualCenter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然后选择包含模板的主机。

3 选择包含模板的数据存储，然后单击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选项卡。

4 右键单击模板，然后选择 [从磁盘删除 (Delete from Disk)]。

5 单击 [确定 (OK)]，以确认从 VirtualCenter 数据库移除模板。

模板已从磁盘上删除且无法恢复。 

恢复模板
模板与主机相关联，在移除和添加主机后恢复或注册模板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数据存储浏

览器定位模板。 然后使用清单向导命名 .vmtx 文件并重新将其注册为 VirtualCenter 模
板。 

恢复模板

1 启动 VirtualCenter Client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单击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然后选择包含模板的主机。

3 右键单击包含模板的数据存储，然后选择 [浏览数据存储 (Browse Datastore)]。 

小心   将模板从主机上删除后将无法恢复。 

注意   如果希望模板保留其原始名称，请不要在 [添加到清单 (Add to Inventory)] 向导
中输入名称。 若向导中的字段留空， VirtualCenter 将使用原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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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浏览数据存储文件夹，找到 .vmtx 文件。

5 右键单击 .vmtx 文件并选择 [添加到清单 (Add to Inventory)]。

此时将显示 [添加到清单 (Add to Inventory)] 向导。

6 输入模板计算机名称并选择位置，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选择用于存储模板的主机或群集，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7 检查选择内容，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8 模板已注册到主机且可通过主机的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选项卡查看。

克隆虚拟机
克隆是虚拟机的自定义副本。 创建克隆时， VirtualCenter 会提供一个自定义该虚拟机
客户操作系统的选项。 可以将新克隆副本放置在原始虚拟机所在数据中心内的任意主机
上，或放置在不同的数据中心内。

可以在任何电源状况下热克隆虚拟机。 无需关闭虚拟机，即可克隆虚拟机。 但是，不能
克隆已挂起的虚拟机。

克隆虚拟机

1 启动 VirtualCenter 并登录 VirtualCenter Server。

2 在清单面板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清单面板和信息面板显示数据存储、资源池、主机及虚拟机的信息。 此时将显示清
单工具栏。

3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后单击源虚拟机。

4 要启动克隆虚拟机向导，请单击 [命令 (Commands)] 区域中的 [克隆为新的虚拟机 
(Clone to New Virtual Machine)] 链接，或者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克隆 (Clone)]。

如果未启用 [克隆 (Clone)] 选项，则可能需要关闭虚拟机。 不能克隆已挂起的虚拟
机。

此时将显示 [克隆虚拟机 (Clone Virtual Machine)] 向导。

5 输入虚拟机名称并选择位置，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6 选择运行克隆的主机或群集，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7 如果选择群集，则必须选择群集中的特定主机，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8 选择运行克隆的资源池，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9 选择用于存储虚拟机文件的数据存储位置，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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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 [高级 (Advanced)] 按钮可显示更多选项，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 [选择客户机自定义选项 (Select Guest Customization Option)] 页面。 
可以选择使用向导或现有自定义规范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 也可以选择不进行自定
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第 197 页）。

11 选择适当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12 检查选择内容，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在 [即将完成新虚拟机 (Ready to Complete New Virtual Machine)] 页面中，可以选
择创建完成后启动新虚拟机复选框。 单击 [完成 (Finish)] 后，将无法在任务完成之
前使用或编辑虚拟机。 如果任务涉及创建虚拟磁盘，则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完
成操作。

创建调度任务以克隆虚拟机
此过程将创建调度任务以克隆虚拟机。 

创建调度任务以克隆虚拟机

1 单击导航栏中的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按钮。

此时将显示已调度任务列表。

2 选择 [文件 (File)] > [新建 (New)]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或者单击 
[新建 (New)] 按钮。

此时将显示 [选择要调度的任务 (Select a Task to Schedule)] 对话框。

3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 [克隆虚拟机 (Clone a virtual machine)]，然后单击 [确定 
(OK)]。

此时将显示 [克隆虚拟机 (Clone Virtual Machine)] 向导。

4 选择要克隆的虚拟机，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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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遵循向导完成与之前克隆虚拟机任务相同的步骤。 [客户机自定义 (Guest 
Customization)] 页面之后是 [调度任务 (Schedule the Task)] 页面。

6 在文本框中输入名称及任务描述。

7 选择任务频率。

8 选择 [现在 (Now)] 或 [稍后 (Later)] 单选按钮。 如果选择 [稍后 (later)]，则请输入
希望部署虚拟机的时间和日期，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要查看日历，请单击 [稍后 (later)]，然后单击下拉箭头在显示的日历中选择日期。 
红色圆圈表示今天的日期，黑色圆圈表示调度的日期。 

9 查看 [即将完成新建虚拟机 (Ready to Complete New Virtual Machine)] 页面上的
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可选）可以选择创建完成后启动新虚拟机复选框。

VirtualCenter 将此新任务添加至调度任务列表，并在指定时间完成此操作。 到达
执行任务的时间时， VirtualCenter 首先验证创建任务的用户是否仍拥有完成任务
的权限。 如果权限级别不可接受，则 VirtualCenter 会向日志发送一条消息且不执
行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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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已创建并配置了虚拟机，可选择自定义虚拟机客户操作系统的标识和网络设置，

以便使其能够立即在目标环境中开始工作。

您可以将虚拟机设置保存在规范中，以便日后恢复和重新使用。 可使用自定义向导执行
此操作。 有两种方式访问自定义向导： 使用自定义规范管理器（可以创建规范并将其
存储在数据库中供以后使用）以及在克隆新虚拟机时使用向导。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自定义规范管理器来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准备客户机自定义”（第 198 页）

! “自定义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第 200 页）

! “使用自定义规范向导”（第 205 页）

! “使用克隆虚拟机向导”（第 208 页）

! “完成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第 208 页）

有关安装客户操作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客户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 14

注意   必须在 VirtualCenter 清单中注册虚拟机才能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 



基本系统管理

198 VMware, Inc.

准备客户机自定义
从模板部署新虚拟机或克隆现有虚拟机时，可以自定义新客户操作系统。 客户机自定义
向导将引导您设置配置选项。 

在运行客户机自定义向导之前，如果要执行客户机自定义，请执行以下操作：

! 确认您的系统是否符合客户机自定义要求。 如果您计划自定义 Windows 客户操作
系统，则必须安装支持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所需的组件。 附录 B，“安
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第 319 页）对此进行了介绍。 

! 在安装了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Windows 计算机上安装所需的组件。 

客户机自定义的虚拟硬件要求

客户机自定义要求用于创建克隆或模板的源虚拟机满足以下条件：

! 安装了 VMware Tools。

! 具有 SCSI 磁盘。

创建 Windows XP 或 Windows Server 2003 虚拟机的 VMware Workstation 和 
VMware Server 的默认配置为 IDE 磁盘。 如果使用 IDE 磁盘自定义虚拟机，则该
虚拟机只可部署到 VMware Server 主机上。

VirtualCenter 自定义的运行位置将是连接某个虚拟 SCSI 节点的磁盘，该节点是编
号最低的 SCSI 控制器上地址最低的节点。 因此，必须确保被自定义的客户操作系
统位于在虚拟机配置中作为 SCSI 0:0 节点连接的磁盘上。 

对于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 如果虚拟机驻留在运行 ESX Server 3.0.x 或更低版
本的主机上，则活动分区（包含 boot.ini 的分区）和系统分区（包含系统目录
的分区，例如 \WINNT 或 \WINDOWS）均位于同一虚拟磁盘上并连接 SCSI 0:0 虚拟 
SCSI 节点。 

注意   在部署和自定义非批量许可版本的 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3 之后，可
能需要在新虚拟机上重新激活 Microsoft 操作系统。

注意   如果虚拟机具有混合的 IDE 和 SCSI 磁盘，则第一个 IDE 磁盘将被视为引导
磁盘，并且由 VirtualCenter 传递给自定义器。 “第一”基于控制器：设备的顺
序，即 ide0:0、 ide0:1、 scsi0:0、 scsi0:1，以此类推。

注意   不要求活动分区和系统分区为同一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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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Linux 客户机：如果虚拟机驻留在运行 ESX Server 3.0.x 或更低版本的主机
上，则包含系统分区（包含 /etc 目录的分区）的虚拟磁盘必须驻留在 SCSI 0:0 节
点上。

! 具有与要安装的 32 位或 64 位操作系统对应的 32 位或 64 位硬件。 

客户机自定义的 Windows 要求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的客户机自定义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客户操作系统不是主要或备份域控制器。

! 克隆或模板安装了以下一种 Windows 版本：

! Windows 2000 Server、 Advanced Server 或 Professional（包括 64 位版本）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包括 64 位版本）

! Windows Server 2003、Web、Standard 或 Enterprise Edition（包括 64 位版
本）

! Windows Vista（包括 64 位版本）

! 客户操作系统中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 VirtualCenter server 中安装了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 如果虚拟机驻留在运行 ESX Server 3.0.x 或更低版本的主机上，则活动分区（包含 
boot.ini 的分区）和系统分区（包含系统目录的分区，例如 \WINNT 或 
\WINDOWS）必须在同一虚拟磁盘上。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具有某些要求，并对源计算机施以某些限制。 有关其他信息，
请参见Microsoft Sysprep 文档。

客户机自定义的 Linux 要求 
Linux 客户操作系统的客户机自定义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克隆或模板安装了以下一种 Linux 版本：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 版本 2 至 5（包括 64 位版本）

! Red Hat Application Server 版本 2 至 5（包括 64 位版本）

注意   不支持 Windows XP Home 或 Windows NT4 操作系统客户机自定义。 
Windows Vista 自定义仅在运行 ESX Server 3.5 和更高版本或 ESX Server 3i 版本 
3.5 和更高版本的主机上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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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8、 9 或 10

! 客户操作系统中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 克隆或模板具有已使用 ext2、 ext3 或 ReiserFS 文件系统格式化的根卷。

自定义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
自定义过程根据要在新虚拟机中使用的客户操作系统而有所不同。 要在部署模板或克隆
虚拟机时自定义 Windows 操作系统，请执行以下步骤。

自定义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

可在部署模板向导或克隆虚拟机向导中间接启动客户机自定义向导，也可通过依次选择

虚拟机 [编辑 (Edit)]> [自定义规范 (Customization Specifications)] 启动该向导。

1 启动客户机自定义向导。

2 在 [注册信息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页面上，输入虚拟机所有者的名称和单
位。 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信息用于客户操作系统注册， 显示在客户操作系统的系统属性中。 在 [名称 
(Name)] 字段中，输入人员、用户或组的名称。

3 在 [计算机名称 (Computer Name)] 页面中，为虚拟机指定 [计算机名称 
(Computer Name)]。 单击 [下一步 (Next)]。 

计算机名称指定给客户操作系统的特定实例。 操作系统使用此名称在网络上标识自
身。 此名称在 Windows 系统中称为计算机名称， 而在大多数其他操作系统中则称
为主机名称。 此名称不同于之前在部署模板向导或克隆虚拟机向导中声明的虚拟机
名称。 可使用以下选项来设置计算机名称：

! [使用特定的名称 (Use a specific name)] ‐ 此名称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 
( _ ) 和连字符 (‐)， 但不能包含句号 (.) 或空格，并且不能只由数字组成。 如果
要确保此名称是唯一的以避免产生冲突，请选择 [附加数值以确保唯一性 
(Append a numeric value to ensure uniqueness)]。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名称
“my_vm”等同于“My_Vm”。

! [使用虚拟机名称 (Use the virtual machineʹs name)] ‐ VirtualCenter 创建的计
算机名称与运行客户操作系统的虚拟机的名称相同。

注意   Red Hat Linux 版本 4 和更高版本以及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版本 9 和更高版本的自定义仅在运行 ESX Server 3.5 和更高版本或 ESX Server 
3i 版本 3.5 和更高版本的主机上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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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部署向导中提示用户输入名称 (Prompt the user for a name in the Deploy 
wizard)] ‐ VI Client 在部署虚拟机向导中填充一个提示，提示您在完成向导中
的所有步骤之后输入计算机。

! [使用 VirtualCenter Server 配置的自定义应用程序来生成名称 (Use a custom 
application configured with the VirtualCenter Server to generate a name)] ‐ 
输入可以传递到自定义应用程序的参数。

4 在 [Windows 许可证 (Windows License)] 页面上，指定新客户操作系统的 
Windows 许可证密钥。 单击 [下一步 (Next)]。 

如果自定义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请选择相应的许可证模式：[以客户为单
位 (Per seat)] 或 [以服务器为单位 (Per server)]。 如果选择 [以服务器为单位 (Per 
server)]，请指定希望服务器接受的最大同时连接数。

5 在 [管理员密码 (Administrator Password)] 页面上，键入并确认虚拟机的管理员密
码。 单击 [下一步 (Next)]。 

如果将密码留空， VI Client 将要求您确认不要求管理员用户提供密码。

虚拟机启动时，如果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自动登录，请选择 [自动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Automatically log on as the administrator)] 并指定要执行自动登录的次数。 当您
知道在虚拟机准备正常用户登录之前会有一系列重新引导时，此选项很有用。

6 在 [时区 (Time Zone)] 页面上，选择虚拟机的时区。 单击 [下一步 (Next)]。 

7 在 [运行一次 (Run Once)] 页面上，键入需要作为新虚拟机首次启动的一部分运行
的任何命令。 每次键入一个命令，都需单击一次 [添加 (Add)]。 可使用 [删除 
(Delete)] 和 [移动 (Move)] 选项创建这些命令的运行顺序。 完成命令列表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8 如果希望 VirtualCenter 从 DHCP 服务器自动配置所有网络接口，请选择 [网络 
(Network)] 页面上的 [典型设置 (Typical settings)]。 单击 [下一步 (Next)]。

9 如果 VirtualCenter 典型配置不适合于您的环境，请选择 [自定义设置 (Custom 
settings)]，然后选择要自定义的网络接口卡（网卡）并单击 [自定义 
(Customize)] 来创建其他规范。 

注意   只有源 Windows 虚拟机上的管理员密码为空时，才能够更改管理员密码。 
如果指定新的管理员密码而源 Windows 虚拟机或模板上已有一个密码，旧的管理
员密码不会改变。

注意   有关 [运行一次 (Run Once)]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Microsoft Windows 
Sysprep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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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打开 [网络属性 (Network Properties)] 对话框。

使用 [网络属性 (Network Properties)] 对话框执行以下步骤：

a 在 [常规 (General)] 选项卡上，选择是希望使用 DHCP 自动获取 IP 地址，还
是手动输入 IP 地址。 同时选择是希望使用 DHCP 自动获取 DNS 服务器地址，
还是手动输入 DNS 服务器地址。

b 在 [DNS] 选项卡上，输入 DNS 后缀，指定 DNS 连接。 每次输入一个 DNS 后
缀，都需单击一次 [添加 (Add)]。 如果添加了多个 DNS 连接，可使用 [上移 
(Move Up)] 和 [下移 (Move Down)] 指定虚拟机使用这些连接的顺序。 

c 在 [WINS] 选项卡上，在输入框中键入 IP 地址，指定主 WINS 地址和辅助 
WINS 地址。 

d 单击 [确定 (OK)] 以返回上一对话框。 在 [网络客户机自定义 (Network Guest 
Customizations)] 对话框中单击 [下一步 (Next)]。

10 在 [工作组或域 (Workgroup or Domain)] 页面上，完成下列步骤之一：

! 要连接工作组，请选择 [工作组 (Workgroup)]，键入工作组名称，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 要连接域，请选择 [Windows 服务器域]，指定可向 Windows 域添加计算机
的用户的用户名，并指定该用户的密码。 单击 [下一步 (Next)]。

11 在 [操作系统选项 (Operating System Options)] 页面上，选择 [生成新的安全 ID 
(SID) (Generate New Security ID (SID))] 为虚拟机生成新的安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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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 [下一步 (Next)]。

13 （可选）在 [保存规范 (Save Specification)] 页面上，通过完成以下步骤将自定义的
选项另存为 .xml 文件：

a 选择 [保存该自定义规范供以后使用 (Save this customization specification 
for later use)]。

b 指定规范名称，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VirtualCenter 将自定义的配置参数保存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中。 如果保存自定
义设置，则管理员和域管理员密码将以加密格式存储在数据库中。 用于加密密码的
证书对每个 VirtualCenter Server 是唯一的，重新安装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将新
的服务器实例附加到数据库中会使加密的密码失效。 这些密码必须重新输入才可以
使用。 

14 单击 [完成 (Finish)] 以保存更改并退出客户机自定义向导。 

15 单击 [完成 (Finish)] 以部署虚拟机并退出部署模板向导或克隆虚拟机向导。

自定义 Linux 客户操作系统
自定义 Linux 客户操作系统

不能通过菜单或工具栏选项启动客户机自定义向导。 客户机自定义向导在部署模板向导
或克隆虚拟机向导中间接启动。 

1 启动客户机自定义向导。

2 在 [计算机名称 (Computer Name)] 页面中，为虚拟机指定计算机名称和域名称。 
单击 [下一步 (Next)]。 

计算机名称指定给客户操作系统的特定实例。 操作系统使用此名称在网络上标识自
身。 此名称在 Linux 系统中称为主机名称。 此名称不同于之前在 [部署模板 
(Deploy Template)] 向导或 [克隆虚拟机 (Clone Virtual Machine)] 向导中声明的 
VMware VI3 虚拟机名称。 可使用以下选项来设置计算机名称：

! [使用特定的名称 (Use a specific name)] ‐ 此名称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 
( _ ) 和连字符 (‐)， 但不能包含句号 (.) 或空格，并且不能只由数字组成。 如果
要确保此名称是唯一的以避免产生冲突，请选择 [附加数值以确保唯一性 
(Append a numeric value to ensure uniqueness)]。 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名称
“my_vm”等同于“My_Vm”。

! [使用虚拟机名称 (Use the virtual machineʹs name)] ‐ VirtualCenter 创建的计
算机名称与运行客户操作系统的虚拟机的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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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部署向导中提示用户输入名称 (Prompt the user for a name in the Deploy 
wizard)] ‐ VI Client 在部署虚拟机向导中填充一个提示，提示您在完成向导中
的所有步骤之后输入计算机。

! [使用 VirtualCenter Server 配置的自定义应用程序来生成名称 (Use a custom 
application configured with the VirtualCenter Server to generate a name)] ‐ 
输入可以传递到自定义应用程序的参数。

3 如果希望 VirtualCenter 从 DHCP 服务器自动配置所有网络接口，请选择 [网络 
(Network)] 页面上的 [典型设置 (Typical settings)]。 单击 [下一步 (Next)]。

4 如果 VirtualCenter 配置不适合于您的环境，请选择 [自定义设置 (Custom 
settings)]，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5 选择要自定义的网络接口卡（网卡）并单击 [自定义 (Customize)] 以创建其他规范。 

使用 [网络属性 (Network Properties)] 对话框执行以下步骤：

a 在 [常规 (General)] 选项卡上，选择是希望使用 DHCP 自动获取 IP 地址，还
是手动输入 IP 地址。 同时选择是希望使用 DHCP 自动获取 DNS 服务器地址，
还是手动输入 DNS 服务器地址。

b 单击 [确定 (OK)] 以返回上一对话框。 在 [网络客户机自定义 (Network Guest 
Customizations)] 页面上单击 [下一步 (Next)]。

6 在 [DNS 和域设置 (DNS and Domain settings)] 页面上，输入 DNS 服务器的 IP 地
址。 输入 DNS 后缀，指定 DNS 连接。 每次输入一个 DNS 后缀，都需单击一次
[添加 (Add)]。 如果添加了多个 DNS 连接，可使用 [上移 (Move Up)] 和 [下移 
(Move Down)] 指定虚拟机使用这些连接的顺序。 

7 （可选）在 [保存规范 (Save Specification)] 页面上，通过完成以下步骤将自定义的
选项另存为 .xml 文件：

a 选择 [保存该自定义规范供以后使用 (Save this customization specification 
for later use)]。

b 为该规范指定文件名，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VirtualCenter 将自定义的配置参数保存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中。 如果保存自定义
设置，则管理员和域管理员密码将以加密格式存储在数据库中。 用于加密密码的证书
对每个 VirtualCenter Server 是唯一的，重新安装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将新的服务
器实例附加到数据库中会使加密的密码失效。 这些密码必须重新输入才可以使用。 

8 单击 [完成 (Finish)]。 

VirtualCenter 关闭客户机自定义向导，并返回部署模板向导或克隆虚拟机向导。 

9 单击 [完成 (Finish)] 以从模板部署虚拟机或创建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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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定义规范向导
以下过程帮助您设置自定义规范供以后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时使用。

启动客户机自定义向导

1 选择 [编辑 (Edit)] > [自定义规范 (Customization Specifications)]。

此时将显示 [自定义规范管理器 (Customization Specification Manager)] 窗口。 从
该窗口中，可以查看规范的属性，并创建、编辑、复制、删除、导入或导出规范。 
使用 [刷新 (Refresh)] 按钮可刷新显示内容。

2 要创建新规范，请单击 [新建 (New)] 图标。

此时将显示客户机自定义向导。

3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目标虚拟机操作系统。

4 如果需要使用自定义 Sysprep 应答文件，请选择该复选框。

5 为新的自定义规范键入名称和描述（后者为选填项）。 单击 [下一步 (Next)]。

6 键入所有者的名称和单位，以注册客户操作系统的该副本。 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 [计算机名称 (Computer Name)] 页面。 可以在该页面中指定计算机名
称，以便在网络中标识该虚拟机。

7 要指定计算机的名称，请选择以下一种单选按钮：

! 使用特定的名称

如果选中此选项，必须在文本字段中键入名称。 如果需要在特定的计算机名称
后追加数值，以确保名称的唯一性，选择该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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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虚拟机名称

! 在部署向导中提示用户输入名称

! 使用 VirtualCenter Server 配置的自定义应用程序来生成名称

如果选中该选项，请提供一个参数。

8 单击 [下一步 (Next)]。

此时将显示操作系统 [许可证 (License)] 页面。

9 如果虚拟机需要许可信息，请在 [许可证 (License)] 页面上键入产品 ID。 

某些虚拟机可能不需要许可信息。 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将这些字段留空。

10 如果正在自定义服务器客户操作系统，请选择复选框 [加入服务器许可证信息 
(Include Server License Information)]。

11 选择以客户为单位或以服务器为单位的操作系统，输入服务器许可证模式的最大连

接数，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12 在 [管理员密码 (Administrator Password)] 面板上，键入并确认管理员帐户密码。

如果不输入密码，则会显示一个警告对话框。

13 如果希望以管理员身份自动登录，请选择此复选框，并选择登录的次数。

14 单击 [下一步 (Next)]。

15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时区，并单击 [下一步 (Next)]。

16 在 [运行一次 (Run Once)] 页面上，指定用户首次登录时要运行的命令。 使用导航
按钮添加、删除和上移/下移命令。

17 单击 [下一步 (Next)]。

18 如果需要为每个网络接口自定义软件设置，请指定网络接口设置。 选择典型设置单
选按钮为所有网络接口启用 DHCP，或者选择自定义设置单选按钮手动配置每个
网络接口。

19 单击 [下一步 (Next)]。

20 在 [工作组或域 (Workgroup or Domain)] 页面上，选择虚拟机参与网络的方式，选
择工作组单选按钮并输入工作组名称，或者选择 Windows 服务器域单选按钮并输
入域。

在后一种情况下，还必须输入有权限将计算机添加到指定域的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   有关 [运行一次 (Run Once)]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Microsoft Windows 
Sysprep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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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单击 [下一步 (Next)]。

22 在 [操作系统选项 (Operating System Options)] 页面上，选择 [生成新的安全 ID 
(SID) (Generate New Security ID (SID))] 以生成新的安全标识符。

23 单击 [下一步 (Next)]。

24 查看已输入的信息，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规范将显示在 [自定义规范管理器 (Customization Specification Manager)] 页面
中，并可用于自定义客户操作系统。

由于加密，保存的自定义规范对每台 VirtualCenter Server 和每个版本的 
VirtualCenter 都是唯一的。 必须为每台 VirtualCenter Server 重新创建自定义规
范。 同一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升级版本之间将保留加密。 这意味着可以在 
VirtualCenter 的升级之间使用相同的规范。 但是，如果卸载 VirtualCenter 并在稍
后执行全新安装，则无法解密以前安装中的密码。 

25 要查看规范的属性，请单击 [属性 (Properties)] 图标。

此时将显示 [自定义规范属性 (Customization Specification Properties)]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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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单击 [确定 (OK)] 关闭该对话框。

27 单击 [编辑 (Edit)] 图标以重新显示客户机自定义向导，并更改规范信息。

28 单击 [复制 (Copy)] 图标创建规范的副本。

29 要删除规范，请选择规范并单击 [删除 (Delete)] 图标。

规范即从规范管理器中删除。

30 要将现有规范导入到管理器中，请单击 [导入 (Import)] 图标，并在 [浏览 
(Browse)] 对话框中选择规范。

31 要导出规范，请单击 [导出 (Export)] 图标并选择 [另存为 (Save As)] 位置。

32 可使用最大化、最小化和关闭按钮最大化、最小化或退出规范管理器。

使用克隆虚拟机向导
在部署向导结束时，可以再次访问客户机自定义向导。 在此，可以加载保存的自定义规
范。 可以选择从本地磁盘或服务器获取规范。 如果选择不加载保存的规范，向导打开时
将显示空白字段。

设置新虚拟机时，请使用以下过程。 在以下过程中设置虚拟机时，可使用上一节中设置
的规范。

有关使用自定义向导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自定义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第 200 
页）。

使用克隆虚拟机向导加载保存的自定义规范

1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克隆 (Clone)]。

此时将显示 [克隆虚拟机 (Clone Virtual Machine)] 向导。

2 移动向导直到进入 [选择客户机自定义选项 (Select Guest Customization Option)] 
页面，在该页面中可以使用自定义向导进行自定义，或使用从规范管理器列表中选

择的现有自定义规范进行自定义。

完成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
新虚拟机首次启动时，将发生最后的自定义步骤。 在此过程中，计算机可能重新引导多
次。 直到客户操作系统启动，运行完成脚本并到达登录页面时，自定义过程才完成。 

如果新虚拟机在启动时遇到自定义错误，将使用客户机的系统日志记录机制报告错误。 
在 Linux 中，这些错误将记录到 /var/log/vmware/customization.log 中。 在 
Windows 中，这些错误将写入 %WINDIR%\temp\vmware-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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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节介绍完成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所需的步骤：

! “完成 Linux 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第 209 页）

! “完成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第 209 页）

完成 Linux 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
自定义的 Linux 虚拟机不需要任何其他重新引导操作，在首次引导后出现登录页面时即
可操作。 如果发生配置错误，将在客户操作系统启动过程中显示在虚拟机控制台窗口
中。

完成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
首次启动自定义的虚拟机时，其客户操作系统将完成一组操作，以结束自定义和配置过

程。 根据客户操作系统类型，此过程可能需要额外自动执行重新引导。

首次启动后，自定义的 Windows 虚拟机将自动重新引导多次以结束配置过程。 它会在
第二次重新引导后显示登录页面时变为可操作。 此过程需要几分钟时间，具体取决于主
机的速度和负载。 如果在最后的配置过程中发生错误，事件将被记录到客户操作系统的
事件数据库中。 要查看这些错误，请在 Windows“开始”菜单中选择 [开始 (Start)] >
[程序 (Program)] > [管理工具 (Administrative Tools)] > [事件查看器 (Event Viewer)]。

如果配置完成过程中所需的任何信息不正确，客户操作系统将在新虚拟机启动时暂停，

并等待输入正确的信息。 不正确的信息可能包括：

! 计算机名称不是唯一的。 计算机名称对于部署计算机的网络必须是唯一的。 

! 产品密钥不正确。

! 指定用户连接的域不存在。

! 网络的 DHCP 服务器运行不正常。

确定系统是否正在等待输入信息

打开虚拟机控制台，查看系统是否正在等待输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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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了迁移过程。迁移是指将虚拟机从一台主机移至另一台主机。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关于迁移”（第 212 页）

! “冷迁移”（第 212 页）

! “迁移已挂起的虚拟机”（第 213 页）

! “通过 VMotion 迁移”（第 213 页）

! “使用迁移虚拟机向导”（第 222 页）

! “通过 Storage VMotion 迁移”（第 226 页）

迁移虚拟机 15

注意   复制虚拟机是指创建新的虚拟机， 并不是迁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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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迁移
迁移是指将虚拟机从一个主机或存储位置移至另一个主机或存储位置的过程。 在 
VirtualCenter 2.5 以及更高版本中，有以下迁移选项：

! 冷迁移 ‐ 将已关闭的虚拟机移至新的主机。（可选）可以将配置文件和磁盘文件重
新定位到新的存储位置。 冷迁移可以用来将虚拟机从一个数据中心迁移到另一个数
据中心。  

! 迁移已挂起的虚拟机 ‐ 将已挂起的虚拟机移至新的主机。（可选）可以将配置文件
和磁盘文件重新定位到新的存储位置。 可以将已挂起的虚拟机从一个数据中心迁移
至另一个数据中心。 

! 通过 Vmotion 迁移 ‐ 将已启动的虚拟机移至新的主机。 通过 Vmotion 迁移，可以
在不中断虚拟机可用性的情况下，将虚拟机移至新的主机。 通过 Vmotion 迁移不
能将虚拟机从一个数据中心移至另一个数据中心。  

! 通过 Storage VMotion 迁移 ‐ 将已启动虚拟机的虚拟磁盘或配置文件移至新的主
机。 通过 Storage VMotion 迁移，可以在不中断虚拟机可用性的情况下，移动虚拟
机的存储器。  

冷迁移
在开始冷迁移过程前，必须关闭要迁移的虚拟机。 通过冷迁移，您可以选择将关联的磁
盘从一个数据存储移动到另一个数据存储。 虚拟机不需要位于共享存储器上。 

冷迁移包含以下步骤：

1 配置文件（包括 NVRAM 文件（BIOS 设置）和日志文件）以及虚拟机的磁盘从
源主机移至目标主机的关联存储区域中。

2 虚拟机用新主机注册。

3 迁移完成后，旧版本的虚拟机从源主机删除。

如果冷迁移期间出错，虚拟机将恢复到原始状态和位置。

可以手动移动虚拟机，也可以设置已调度任务来执行冷迁移。 有关调度任务的信息，请
参见“管理任务、事件和警报”（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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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已挂起的虚拟机
只有 ESX Server 3.x 和 ESX Server 3i 以及更高版本支持迁移已挂起的虚拟机。 使用 ESX 
Server 2.x 创建的虚拟机在进行迁移前必须关闭。 迁移已挂起的虚拟机时，也可以选择
将关联的磁盘从一个数据存储移至另一个数据存储。 虚拟机不需要位于共享存储器上。 

迁移已挂起的虚拟机时，虚拟机的新主机必须满足 CPU 兼容性要求。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关于迁移兼容性检查”（第 224 页）。 

迁移已挂起的虚拟机包括以下步骤：

1 配置文件[包括 NVRAM 文件（BIOS 设置）、日志文件和挂起文件]以及虚拟机的
磁盘从源主机移至目标主机的关联存储区域中。

2 虚拟机用新主机注册。

3 迁移完成后，旧版本的虚拟机从源主机删除。

如果迁移期间出错，虚拟机将恢复其原始状态和位置。

已挂起虚拟机的迁移以及通过 VMotion 迁移往往称为“热迁移”，因为它们允许在不
关闭虚拟机的情况下迁移虚拟机。 

通过 VMotion 迁移
通过 Vmotion 迁移，工作进程可以在整个迁移期间继续执行。 如有必要，整个虚拟机
状况及其配置文件均会移至新主机中，而关联的虚拟磁盘仍然处于两台主机之间共享的

存储器上的同一位置。 在虚拟机状况迁移到备用主机后，虚拟机即会在新主机上运行。

状况信息包括当前内存的内容以及所有定义和标识虚拟机的信息。 内存内容包括事务处
理数据和位于内存中的任意位数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存储在状况中的定义和标识信
息包括所有映射到虚拟机硬件元素的数据，例如 BIOS、设备、 CPU、以太网卡的 
MAC 地址、芯片组状况、寄存器等等。

“通过 VMotion 迁移”分为三个阶段：

1 当请求通过 VMotion 迁移时， VirtualCenter 通过其当前主机验证现有虚拟机是否
处于稳定状况。 

2 虚拟机状况信息（内存、寄存器和网络连接）复制到目标主机。 

3 虚拟机将恢复其新主机上的活动。

如果迁移期间出错，虚拟机将恢复其原始状态和位置。

已挂起虚拟机的迁移以及通过 VMotion 迁移往往称为“热迁移”，因为它们允许在不
关闭虚拟机的情况下迁移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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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otion 的主机配置
要成功使用 VMotion，必须先正确配置主机。 请确保已在以下每个区域中正确地配置
了主机：

! 必须针对 VMotion 正确许可每台主机。 有关许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安装指
南》。 

! 必须将每台主机都配置为使用共享存储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共享存储器”
（第 214 页）。

! 每台主机必须满足 VMotion 的网络要求。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Motion 网络
要求”（第 214 页）。

共享存储器

在通过 Vmotion 迁移期间，迁移虚拟机必须位于源主机和目标主机均可访问的存储器
上。 请确保要进行 VMotion 操作的主机都配置为使用共享存储器。 共享存储器通常位
于存储区域网络 (SAN) 上，但也可以使用 iSCSI 和 NAS 共享存储器得以实现。 有关 
SAN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Mware《SAN 配置指南》，有关其他共享存储器的信息，
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VMotion 网络要求
VMotion 要求在所有启用 VMotion 的主机之间设置专用的千兆以太网 (GigE)。 每台启
用 VMotion 的主机都必须至少有两个以太网适配器，其中必须至少有一个是千兆以太
网适配器。 

建议的网络最佳做法如下：

! 将一个专用的以太网适配器用于服务控制台（在 ESX Server 3 主机上）。

! 将一个专用的千兆以太网适配器用于 VMotion。

! 如果只有两个以太网适配器：

! 为确保最佳的安全性，可将千兆以太网适配器专用于 VMotion，并且使用 
VLAN 划分另一个适配器上的虚拟机与管理流量。

! 为确保最佳的可用性，可将两个适配器合并在一起，并且使用 VLAN 将在多
个网络中分配流量： 一个或多个用于虚拟机流量的网络、一个用于服务控制台
（在 ESX Server 3 主机上）的网络，以及一个用于 VMotion 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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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下所示，在启用 VMotion 的主机上配置虚拟网络：

! 在每台主机上，为 VMotion 配置 VMkernel 端口组。

! 确保虚拟机在源主机和目标主机上可以访问相同的子网。 

! 确保用于虚拟机端口组的网络标签在主机之间是一致的。 在通过 Vmotion 迁移期
间， VirtualCenter 根据匹配的网络标签将虚拟机分配到端口组。 

有关主机网络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 

关于 CPU 兼容性
VMotion 在基础 ESX Server 系统之间传输虚拟机的运行架构状况。 成功的迁移要求目
标主机的处理器能够使用源主机的处理器在虚拟机迁移出源主机时使用的等效指令来执

行。 处理器的时钟速度和缓存大小以及处理器核心的数量可以不同，但处理器必须属于
相同的供应商类别（Intel 或 AMD），并且使用兼容的功能集，以达到通过 VMotion 
迁移所需的兼容性。

已挂起的虚拟机的迁移还要求虚拟机能够使用等效指令在目标主机上恢复执行。 

开始通过 VMotion 迁移或开始已挂起虚拟机的迁移时，迁移虚拟机向导会检查目标主
机的兼容性，如果有阻碍迁移的兼容性问题存在，向导会生成错误消息。 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关于迁移兼容性检查”（第 224 页）。

虚拟机启动时，会确定可用的 CPU 功能集。 虚拟机的 CPU 功能集基于主机的 CPU 功
能集。 但是，如果主机是使用增强型 VMotion 兼容性的群集的一部分，或者如果虚拟
机已应用 CPU 兼容性掩码，则主机的一些 CPU 功能对虚拟机而言不可见。 有关增强型 
VMotion 兼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关于增强型 VMotion 兼容性”（第 217 页）。 
有关 CPU 兼容性掩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关于 CPU 兼容性掩码”（第 220 页）。

尝试通过 VMotion 迁移虚拟机时，会有以下情况：

! 目标主机功能集与虚拟机的 CPU 功能集匹配。 满足 CPU 兼容性要求，通过 
VMotion 迁移继续进行。 

! 虚拟机的 CPU 功能集包含目标主机不支持的功能。 不满足 CPU 兼容性要求，通过 
VMotion 迁移无法继续进行。 

! 目标主机支持虚拟机的功能集，连同虚拟机的功能集中没有的其他用户级功能

（例如 SSE4.1）。 不满足 CPU 兼容性要求，通过 VMotion 迁移无法继续进行。 

! 目标主机支持虚拟机的功能集，连同虚拟机的功能集中没有的其他内核级功能

（例如 Nx）。 满足 CPU 兼容性要求，通过 VMotion 迁移继续进行。 只要虚拟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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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启动状态，就会保留其 CPU 功能集，从而可以自由迁移回原始主机。 但是，如
果重新引导虚拟机，虚拟机会从新主机获得新的功能集，从而在您尝试将虚拟机迁

移回原始主机时，会导致 VMotion 不兼容问题。 

关于 CPU 系列和功能集
处理器系列（如 Intel Xeon 和 AMD Opteron）是由处理器供应商定义的。 可以通过比
较处理器的型号、步进级别和扩展功能来区分同一系列中的不同处理器版本。 在某些情
况下，处理器供应商在同一处理器系列中引入了重大的架构更改，例如 SSSE3 和 
SSE4.1 指令以及 Nx/XD CPU 安全功能。 

默认情况下， VirtualCenter 将应用程序可使用功能的不匹配视为不兼容，这是为了确
保虚拟机在通过 VMotion 迁移后的稳定性。 

服务器硬件的 CPU 规范通常指明 CPU 是否包含影响 VMotion 兼容性的功能。 如果服
务器或其 CPU 功能的规范为未知，则可以使用 VMware 的可引导 CPU 识别实用程序
（ESX Server 中可提供下载）来引导服务器并确定其 CPU 是否包含 SSE3、 SSSE3 和 
Nx/XD 等功能。

有关识别 Intel 处理器及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Intel 的《Application Note 485: 
Intel® Processor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PUID Instruction》。 有关识别 AMD 处理器及其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AMD 的《CPUID Specification》。

Nx/XD 注意事项

AMD 的 No eXecute (Nx) 和 Intel 的 eXecute Disable (XD) 技术旨在实现相同的安全目
的： 将内存页标记为纯数据，以防止恶意的软件安全漏洞和缓冲区溢出攻击。

以下操作系统支持 Nx 和 XD： 

Windows Server 2003 (SP1)、Windows* XP (SP2)、Windows Vista、 RHEL4、
RHEL 3 (Update 3)、SUSE 10、SUSE Linux 9.2、Solaris 10、Linux 2.6.6 内核或更
新版本（或安装了修补程序的 2.4 内核）

在 ESX Server 3.x 和更高版本中，默认情况下 Nx 和 XD 技术对于所可使用此技术的客
户操作系统都是公开的（默认情况下为保证安全而损失一部分兼容性）。 在升级到 ESX 
Server 3.x 后，如果 Nx 不匹配，则以前在运行 ESX Server 2.x 时兼容的主机可能变成不
兼容，但是可使用在 VMotion CPU 兼容性矩阵中指定的单台虚拟机 CPU 兼容性掩码
来恢复兼容性。

注意   VMware 正与 CPU 和硬件供应商共同合作，致力于在最大范围的处理器之间实
现 VMotion 兼容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Mware 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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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3 注意事项

SSSE3 注意事项

在 Intel P4 和 Intel Core 处理器系列中，VMware 在支持 SSSE3 指令和不支持 SSSE3 指
令的处理器间设置了一个限制， 因为 SSSE3 指令属于跳过虚拟化层的应用程序级指令，
如果有不匹配，可能在通过 VMotion 迁移后导致应用程序不稳定。

SSE4.1 注意事项

在 Intel Core 2 处理器系列中， VMware 在支持 SSE4.1 指令和不支持 SSE4.1 指令的处
理器间设置了一个限制，因为 SSSE3 指令属于跳过虚拟化层的应用程序级指令，如果
有不匹配，可能在通过 VMotion 迁移后导致应用程序不稳定。 

关于增强型 VMotion 兼容性
可以使用增强型 VMotion 兼容性 (Enhanced VMotion Compatibility, EVC) 功能帮助确
保群集内主机的 VMotion 兼容性。 EVC 可以确保群集中的所有主机均向虚拟机提供相
同的 CPU 功能集，即使这些主机上的实际 CPU 不同也是如此。 这样可以避免因 CPU 
不兼容而导致通过 VMotion 迁移失败。 

在 [群集设置 (Cluster Settings)] 对话框中配置 EVC。 配置 EVC 时，请将群集中的所有
主机处理器设置为提供基准处理器的功能。 EVC 利用 Intel FlexMigration 技术提供与
基准 Intel 处理器相同的功能集。 EVC 利用 AMD 的 AMD‐V Extended Migration 技术
提供与基准 AMD 处理器相同的功能集。 有关基准处理器和受支持处理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EVC 要求”（第 217 页）。 

并非在所有情况下， EVC 都能阻止虚拟机访问隐藏的 CPU 功能。 对于未遵照 CPU 供
应商推荐的功能检测方法的应用程序，在 EVC 环境中可能会出现行为异常。 此类行为
异常的应用程序未遵照 CPU 供应商建议，无法支持 VMware EVC。 有关创建行为良好
的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在 VMware 知识库中搜索文章《测试和使用 CPU 中的新功
能》。 

EVC 要求
要在群集上启用 EVC，群集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您必须运行 VirtualCenter 2.5 Update 2 或更高版本。 

! 群集中的所有主机必须具有单个供应商（Intel 或 AMD）的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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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集中的所有主机都必须具有硬件实时迁移支持（Intel FlexMigration 或 AMD‐V 
Extended Migration），或者具有您想为群集启用其基准功能集的 CPU。 有关受支
持的特定主机处理器，请参见表 15‐1。

! 群集中的所有主机必须运行 ESX Server 3.5 Update 2 或更高版本。 

! 群集中的所有主机都必须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连接。 

! 启用 EVC 时，必须关闭群集中的所有虚拟机，或将它们迁移出群集。 

添加到启用 EVC 的现有群集的任何主机也必须满足上面列出的要求。 

创建 EVC 群集
创建 EVC 群集时，可使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

! 创建一个空群集，启用 EVC，然后将主机移入群集。

! 启用现有群集上的 EVC。 

VMware 推荐使用创建空群集的方法，因为这是创建 EVC 群集的最简单方法，且对现
有基础架构的损坏最小。 

创建 EVC 群集前，请确保要添加到群集的主机符合“EVC 要求”（第 217 页） 中列出
的要求。

创建 EVC 群集

1 创建空群集。

其他群集功能（例如 VMware DRS 和 VMware HA）与 EVC 完全兼容。 创建群集
时可选择启用这些功能。 有关特定群集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I Client 联机
帮助》。 

2 编辑群集设置并启用 EVC。 

选择要添加到群集的主机所适用的 CPU 供应商和功能集。 有关配置 EVC 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VI Client 联机帮助》。 

表 15-1.  EVC 群集中支持的处理器

供应商 基准处理器 受支持的处理器

Intel  Intel Core 2 (Merom) Intel Core 2 (Merom)

Intel 45nm Core 2 (Penryn)

AMD AMD Second Generation Opteron 
(Rev‐E/F)

AMD Second Generation Opteron (Rev‐E/F)

AMD Third Generation Opteron (Barc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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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移入群集的主机，并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关闭该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 

! 使用 VMotion 将主机的虚拟机迁移到其他主机。 

如果将虚拟机迁移到主机（该主机启用的 CPU 类型与 EVC 群集的基准相
同），则在完成群集设置后，您将能够使用 VMotion 将这些虚拟机迁移到群
集。 否则，必须关闭虚拟机才能将它们迁移到群集。 

4 将主机移入群集。 

如果主机上的虚拟机满足群集的基准 CPU 的 CPU 兼容性要求，您可以启动这些虚
拟机，也可以通过 VMotion 将虚拟机迁移到群集。 

5 对要移入群集的其他每台主机重复步骤 3 和步骤 4。 

启用现有群集上的 EVC
在启用现有群集上的 EVC 之前，请确保群集中的主机符合“EVC 要求”（第 217 页）
中列出的要求。 

启用现有群集上的 EVC

1 启用 EVC 之前，请确保群集中没有已启动的虚拟机。 选择需启用 EVC 的群集，然
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关闭该群集中的所有虚拟机。 

! 使用 VMotion 将群集的虚拟机迁移到其他主机。 

如果将虚拟机迁移到主机（该主机启用的 CPU 类型与 EVC 群集的基准相
同），则在完成群集设置后，您将能够使用 VMotion 将这些虚拟机迁移到群
集。 否则，必须关闭虚拟机才能将它们迁移到群集。 

2 确保群集内主机使用的 CPU 均由同一供应商提供： Intel 或 AMD。 

3 编辑群集设置并启用 EVC。 

选择适用于群集中主机的 CPU 供应商和功能集。 有关配置 EVC 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VI Client 联机帮助》。 

4 启动群集中的虚拟机，或者将虚拟机迁移到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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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PU 兼容性掩码
VirtualCenter 会将虚拟机可用的 CPU 功能与目标主机的 CPU 功能进行比较，以确定
是允许还是禁止通过 VMotion 迁移。 通过 CPU 兼容性掩码，可以为每台虚拟机自定义
虚拟机可见的 CPU 功能。

CPU 兼容性掩码的默认值是由 VMware 设置的，以保证虚拟机在通过 VMotion 迁移后
的稳定性。 VMware 会对这些默认掩码进行适当更改，前提是有新的 CPU 功能引入，
并且 ESX Server 的版本已经更新为对虚拟机公开或隐藏这些功能。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 CPU 兼容性和客户操作系统功能（例如 Nx/XD）间做出选择的
情况] VMware 将在虚拟机 [高级设置 (Advanced Settings)] 选项中提供复选框选项，以
配置单个虚拟机。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 CPU 功能的可见性，可以编辑位级别的虚拟机 
CPU 兼容性掩码。

并非在所有情况下，CPU 兼容性掩码都能阻止虚拟机访问屏蔽的 CPU 功能。 在没有硬
件实时迁移支持（Intel FlexMigration 或 AMD‐V Extended Migration）的主机上，应
用程序可以检测并使用屏蔽的功能，即使对客户操作系统隐藏了这些功能也是如此。 此
外，在任何主机上，使用不受支持的 CPU 功能检测方法（而不是使用 CPUID 指令）
的应用程序可以访问屏蔽的功能。 运行此类行为异常的应用程序的虚拟机可能会在迁移
以后遇到稳定性问题。 

适用于 VMotion 的虚拟机配置要求
许多特定的虚拟机配置可以阻止通过 VMotion 迁移虚拟机。 这些配置汇总如下：

! 不能使用“通过 Vmotion 迁移”来迁移因群集目的而使用裸磁盘的虚拟机。 

! 如果虚拟机使用目标主机上无法访问的设备所支持的虚拟设备，则不能使用“通

过 Vmotion 迁移”功能来迁移该虚拟机。 （例如，不能迁移带有源主机上物理 
CD 驱动器支持的 CD 驱动器的虚拟机。） 在迁移虚拟机之前，请断开这些设备。 

! 如果虚拟机使用客户端计算机上设备所支持的虚拟设备，则不能使用“通过 
Vmotion 迁移”功能来迁移该虚拟机。 在迁移虚拟机之前，请断开这些设备。 

! 如果目标主机无法访问虚拟机的交换文件，则不能使用“通过 Vmotion 迁移”功
能来迁移该虚拟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交换文件位置兼容性”（第 221 
页）。

小心   建议在手动编辑 CPU 兼容性掩码时参考适当的文档资料且进行测试，否则将导致
配置不受支持。 有关编辑 CPU 兼容性掩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更改虚拟机选项”
（第 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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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文件位置兼容性

运行 ESX Server 3.0.x 的主机上的虚拟机都包含一个与虚拟机配置文件处于相同位置的
虚拟机交换文件。 只有当目标主机可以访问交换文件所处的 VMFS 卷时，这些虚拟机
才能够通过 VMotion 进行迁移。 

可以配置 ESX Server 3.5 和 ESX Server 3i 版本 3.5 主机或群集或 VirtualCenter 2.5 管理
的主机，以将虚拟机交换文件存储到两个位置之一： 与虚拟机配置文件存储在一起，或
者存储在为该主机指定的本地交换文件数据存储内。 也可以不使用为当前主机设置的默
认位置，而为单个虚拟机设置不同的交换文件位置。 

虚拟机交换文件的位置对于 VMotion 兼容性的影响如下所示：

! 在运行 ESX Server 3.5 或 ESX Server 3i 版本 3.5 的主机间迁移：允许通过 VMotion 
迁移以及迁移已挂起或已关闭的虚拟机。 

如果在目前主机上指定的交换文件位置与在源主机上指定的交换文件位置不同，则交

换文件将复制到新的位置。 这会导致通过 VMotion 迁移时的速度变慢。 如果目标主
机不能访问指定的交换文件位置，它将把交换文件与虚拟机配置文件存储在一起。

! 在运行 ESX Server 3.5 或 ESX Server 3i 版本 3.5 的主机和运行更早版本的 ESX 
Server 的主机间进行迁移：允许迁移已挂起和已关闭的虚拟机。 如果虚拟机配置
为使用本地交换文件数据存储，则尝试将其迁移至不支持此配置的主机将产生警告，

但迁移仍可继续。 当再次启动虚拟机时，交换文件与虚拟机将处于相同的位置。 

有关配置交换文件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I Client 联机帮助》。 

除非目标交换文件位置与源交换文件位置相同，否则不允许通过 VMotion 迁移。 
实际上，这意味着虚拟机交换文件必须与虚拟机配置文件处于同一位置。 

迁移具有快照的虚拟机

迁移具有快照的虚拟机时，会有其他一些限制。 不论虚拟机电源状况如何，只要在将虚
拟机迁移到新的主机时不移动其配置文件或磁盘，就允许迁移具有快照的虚拟机。 
（换言之，虚拟机必须位于两台主机均可访问的共享存储器中。）

如果迁移涉及到移动配置文件或虚拟磁盘，则可能会另有以下限制：

! 源主机和目标主机必须运行 ESX Server 3 版本 3.5 或 ESX Server 3i 版本 3.5 或更高
版本。 

! 所有虚拟机文件和磁盘必须位于单一目录中，并且迁移操作必须将所有虚拟机文件

和磁盘迁移到单一目标目录中。 

尝试迁移具有快照的虚拟机时， VirtualCenter 会产生警告，但不阻止迁移。 通过 
VMotion 迁移以后，如果恢复为快照，可能会导致虚拟机崩溃，因为迁移向导无法检
验快照中虚拟机状况与目标主机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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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迁移虚拟机向导
迁移虚拟机向导将指导您完成将虚拟机从一台主机迁移到另一台主机的过程。 向导选项
会略有不同，具体取决于是执行“冷迁移”，还是执行“通过 VMotion 迁移”。

迁移已关闭或已挂起的虚拟机

1 选择要迁移的虚拟机。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迁移 (Migrate)]。 

! 在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上，单击 [迁移至其他主机 (Migrate to Another 
Host)] 按钮。 

! 将虚拟机拖至目标主机、群集或资源池。

2 为虚拟机选择目标主机或群集，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可能的目标主机包括主机和任何自动化级别的 DRS 群集。 如果群集未启用 DRS，
请在群集中选择特定的主机，而不是选择群集本身。

兼容性问题将显示在 [兼容性 (Compatibility)] 面板中。 解决此问题或选择其他主机
或群集。 

如果向导是通过拖放操作调用的，则如果拖放的目标是独立主机或是分配给独立主
机的资源池，那么向导将跳过 [选择目标 (Select Destination)] 主机或群集窗口。 如
果拖放的目标是群集或群集的资源池，则向导将显示 [选择目标 (Select 
Destination)] 主机或群集窗口。 

注意   如果选择了多个虚拟机，并且向导是通过拖放操作调用的，则所有的虚拟机
必须处于相同的电源状况。 否则将显示错误消息，向导也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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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进行迁移的虚拟机的资源池，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兼容性问题将显示在 [兼容性 (Compatibility)] 面板中。 解决此问题或选择其他资源
池。 

如果虚拟机之前是放置在资源池上，则不会显示 [资源池选择 (Resource Pool 
Selection)] 页面。

4 选择要对虚拟机配置文件和虚拟磁盘执行的操作：

! 如果要将虚拟机配置文件和虚拟磁盘保留在当前位置，请选择 [将虚拟机配置
文件和虚拟磁盘保留在当前位置 (Keep 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files 
and virtual disks in their current locations)]，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 如果要将虚拟机配置文件和虚拟磁盘移至新位置，请选择 [移动虚拟机配置文
件和虚拟磁盘 (Move 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files and virtual 
disks)]，然后选择目标数据存储并单击 [下一步 (Next)]。

5 检查摘要，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VirtualCenter 将虚拟机移至新主机。 事件消息将显示在 [事件 (Events)] 选项卡中。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中的数据显示了整个迁移过程的状态和状况。

迁移已启动的虚拟机

1 选择要迁移的虚拟机。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迁移 (Migrate)]。 

! 在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上，单击 [迁移至其他主机 (Migrate to Another 
Host)] 按钮。 

! 将虚拟机拖至目标主机、群集或资源池。

2 选择虚拟机的目标主机或群集。

可能的目标主机包括主机和任何自动化级别的 DRS 群集。 如果群集未启用 DRS，
请在群集中选择特定的主机，而不是选择群集本身。 

如果向导是通过拖放操作调用的，则如果拖放的目标是独立主机或是分配给独立主
机的资源池，那么向导将跳过 [选择目标 (Select Destination)] 主机或群集窗口。 如
果拖放的目标是群集或群集的资源池，则向导将显示 [选择目标 (Select 
Destination)] 主机或群集窗口。

注意   如果选择了多个虚拟机，并且向导是通过拖放操作调用的，则所有的虚拟机
必须处于相同的电源状况。 否则将显示错误消息，向导也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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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问题将显示在 [兼容性 (Compatibility)] 面板中。 解决此问题或选择其他主机
或群集。 

3 选择资源池，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兼容性问题将显示在 [兼容性 (Compatibility)] 面板中。 解决此问题或选择其他资源池。 

如果虚拟机之前是放置在资源池上，则不会显示在 [资源池选择 (Resource Pool 
Selection)] 页面。

4 选择迁移优先级并单击 [下一步 (Next)]： 

! [高优先级 (High Priority)] ‐ VirtualCenter 预留源主机和目标主机上的资源，
以便在迁移期间保持虚拟机的可用性。 如果资源不可用，则高优先级迁移将无
法继续进行。 

! [低优先级 (Low Priority)] ‐ VirtualCenter 不会预留源主机和目标主机上的资
源来保持虚拟机在迁移期间的可用性。 低优先级迁移将始终继续。 但是，如果
主机资源在迁移时不可用，则虚拟机可能会暂时不可用。 

5 检查页面，然后单击 [完成 (Finish)]。

单击 [完成 (Finish)] 时，将创建一个开始虚拟机迁移过程的任务。 当虚拟机处于迁
移过程时，您只能对其功能进行有限访问。

关于迁移兼容性检查

在迁移期间，迁移虚拟机向导会使用许多标准来检查目标主机与迁移虚拟机的兼容性。 
选择主机时，迁移虚拟机向导底部的 [兼容性 (Compatibility)] 面板中将显示关于所选
主机或群集与虚拟机配置间的兼容性信息。 

如果虚拟机兼容，面板将显示消息“确认成功”。如果虚拟机与主机或群集的配置网络
或数据存储不兼容，则兼容性窗口将同时显示警告和错误：

! 警告消息不会禁用迁移。 通常情况下，迁移将被确认无误，您可以忽略警告，继续
执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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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错误时，如果选择的目标主机中没有无错误的目标主机，则错误消息可以禁用

迁移。 在这种情况下， [下一步 (Next)] 按钮处于禁用状态。 

对于群集，在检查兼容性问题时，网络和数据存储配置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对于主机，
使用单个主机的配置。 问题可能是一台主机上的 VMotion 未启用，或者两台主机上的 
VMotion 均未启用。 

特定的主机功能对于兼容性的影响取决于 ESX Server 是将这些功能对虚拟机公开还是
隐藏：

! 对虚拟机公开的功能在不匹配时则不兼容。

! 不对虚拟机公开的功能即使不匹配也是兼容的。

警告消息兼容性面板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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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torage VMotion 迁移
使用 Storage VMotion，可以在虚拟机运行时将虚拟机及其磁盘文件从一个数据存储迁
移到另一个数据存储。 可以选择将虚拟机及其所有磁盘放置在同一位置，或者为虚拟机
配置文件和每个虚拟磁盘选择单独的位置。 在通过 Storage VMotion 迁移时，虚拟机不
会更改执行主机。 

Storage VMotion 在管理虚拟基础架构上可发挥一系列的作用，包括以下几点：

! 升级 VMware Infrastructure 而无需虚拟机停机。 当 ESX Server 2.x 升级到 ESX 
Server 3.5 时，可将正在运行的虚拟机从 VMFS2 数据存储迁移到 VMFS3 数据存
储，并升级 VMFS2 数据存储，不会对虚拟机产生任何影响。 然后可以使用 
Storage VMotion 将虚拟机迁移回原始的数据存储，无需任何虚拟机停机。 

! 存储器维护和重新配置 无需虚拟机停机即可使用 Storage VMotion 将虚拟机从存
储设备上移开，从而对存储设备进行维护和重新配置。 

! 重新分配存储器负载。 可以使用 Storage VMotion 将虚拟机或虚拟磁盘重新分配到
不同的存储卷，以便平衡容量或提高性能。 

Storage VMotion 要求和限制
Storage VMotion 应遵循以下要求和限制：

! 不能使用 Storage VMotion 迁移具有快照的虚拟机。 

! 虚拟机必须处于持久模式或者必须是裸设备映射。 

! 在通过 Storage VMotion 迁移期间，必须移动虚拟机的 .vmx 文件。 如果要移动虚
拟机的磁盘，同时将 .vmx 文件保留在同一位置，可以将 .vmx 文件和磁盘移至新
位置，然后将 .vmx 文件移回原始位置。 

! 运行虚拟机的主机必须具备足够的资源，才可以支持虚拟机的两个实例在短时间内

同时运行。 

! 运行虚拟机的主机必须拥有 VMotion 许可证，并且已正确配置 VMotion。 

! 运行虚拟机的主机必须能够访问源数据存储和目标数据存储。 

! VMware Infrastructure 3 最多支持对单个数据存储同时进行四次 VMotion 或 
Storage Vmotion 访问。 通过 VMotion 迁移需对数据存储同时进行两次访问，即源
主机和目标主机。 通过 Storage VMotion 迁移需要分别对源数据存储和目标数据存
储进行一次访问。 因此，如果没有进行其他迁移，最多可以同时进行四例涉及同一
数据存储的并发 Storage VMotion 迁移。 



VMware, Inc. 227

第 15章 迁移虚拟机

Storage VMotion 远程命令行语法
除了使用迁移向导之外，还可以在 ESX Server 3i 和 ESX Server 3 主机上使用 svmotion 
命令，通过 Remote Command‐Line Interface (Remote CLI) 启动“通过 Storage 
VMotion 迁移”。 有关安装和使用 Remote CLI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Remote 
Command‐Line Interface 安装和参考》。 

可以通过交互和非交互模式调用 svmotion 命令。 要在交互模式下使用此命令，请键入 
svmotion --interactive。 随后系统将提示输入要完成存储迁移所必需的全部信息。 
以交互模式调用此命令时将忽略所有其他给定的参数。 

在非交互模式下， svmotion 命令使用以下语法：

svmotion [Standard remote CLI options] --datacenter=<datacenter name> --vm 
‘<VM config datastore path>:<new datastore>’ [--disks 
‘<virtual disk datastore path>:<new datastore>, <virtual disk 
datastore path>:<new datastore>]’

有关 Remote CLI 标准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Remote Command‐Line 安装和参考》。 

表 15‐2 描述了 svmotion 命令的参数。 

表 15-2.   svmotion 命令参数

参数 描述

<datacenter> 包含了要迁移的虚拟机的数据中心。

<VM config 
datastore path>

指向虚拟机配置文件的数据存储路径。 此路径应包括在单引号内。 

<new datastore> 移动虚拟机配置文件或磁盘的目标新数据存储的名称。 不要在新数据
存储的名称前后加括号。 

--disks 如果不指定此参数，所有与虚拟机关联的虚拟磁盘将重定位到虚拟机

配置文件所在的同一数据存储中。 通过指定此参数，可以选择将单个
虚拟磁盘定位到不同的数据存储。

如果要使虚拟磁盘保持在其当前的数据存储中，请为该磁盘使用 
--disks 选项，并且将其当前的数据存储作为 <new datastore>。 

<virtual disk 
datastore path>

指向虚拟磁盘文件的数据存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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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虚拟机配置文件的路径

确定虚拟机配置文件的路径

1 在 VI Client 清单中，选择虚拟机并单击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2 单击 [编辑设置 (Edit Settings)] 以显示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 

3 单击 [选项 (Options)] 选项卡，然后选择 [一般选项 (General Options)]。 

指向虚拟机配置文件的路径将显示在 [虚拟机配置文件 (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File)] 文本框中。 

确定虚拟磁盘文件的路径

确定虚拟磁盘文件的路径

1 在 VI Client 清单中，选择虚拟磁盘所属的虚拟机，然后单击 [摘要 (Summary)] 选
项卡。 

2 单击 [编辑设置 (Edit Settings)] 以显示 [虚拟机属性 (Virtual Machine Properties)] 
对话框。 

3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然后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虚拟磁盘。

指向虚拟磁盘文件的路径将显示在 [磁盘文件 (Disk File)] 文本框中。 

Storage VMotion 命令行示例
本节中的示例采用多行格式以方便阅读。 命令应以单行格式发出。 

以下示例演示将所有虚拟机磁盘重定位到名为 new_datastore 的数据存储：

svmotion --url=https://myvc.mycorp.com/sdk 
         --username=me 
         --password=secret 
         --datacenter=DC1 
         --vm='[old_datastore] myvm/myvm.vmx: new_datastore'

以下示例演示将虚拟机重定位到 new_datastore，同时将磁盘 myvm_1.vmdk 和 
myvm_2.vmdk 保留在 old_datastore 上：

svmotion --datacenter='My DC' 
         --vm='[old_datastore] myvm/myvm.vmx:
               new_datastore' 
         --disks='[old_datastore] myvm/myvm_1.vmdk:
                  old_datastore,
                  [old_datastore] myvm/myvm_2.vmdk:
                  old_da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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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irtualCenter 快照可保留虚拟机的状况，以便能够重复返回至同一状况。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了解快照”（第 229 页）

! “使用快照管理器”（第 233 页）

! “还原快照”（第 234 页）

了解快照 
快照 会在执行时捕获虚拟机的整个状况。 其中包括：

! 内存状况 ‐ 虚拟机内存的内容。

! 设置状况 ‐ 虚拟机设置。

! 磁盘状况 ‐ 所有虚拟机的虚拟磁盘的状况。

快照在单个虚拟机上操作。 在虚拟机小组中，执行快照仅保留活动虚拟机的状况。 

使用快照 16

注意   不支持裸磁盘、 RDM 物理模式磁盘和独立磁盘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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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快照时，会将所有项目返回到执行该快照时所处的状况。 如果在启动虚拟机时将其
挂起、启动或关闭，请确保执行该快照时虚拟机处于正确的状况。

在需要重复恢复到相同状况但又不想创建多台虚拟机时，快照会很有用。 使用快照，可
创建备份并在线性过程中恢复位置。 还可在过程树中分开虚拟机之前保留基准。

快照可用作线性或迭代过程（如安装更新包）或分支过程（如安装不同版本的程序）

中的恢复点。 执行快照可确保每次安装从相同基准开始。

多个快照 指创建同一虚拟机的多个快照的能力。 要执行多个虚拟机的快照（例如，为
小组的所有成员执行快照），需要执行每个小组成员的独立快照。

多个快照不只是保存虚拟机的新方式。 使用多个快照，还可保存许多位置以供多种工作
流程使用。

虽然可执行 32 个级别的快照，但随着级别越来越高，提交或删除这些快照所需的时间
也越多。 所需的时间与数据量（已提交或删除）和虚拟机的内存大小成正比。

快照间的关系

快照间的关系类似于父子关系：

! 在线性过程中，除最后一个快照没有子快照之外，每个快照都有一个父快照和一个

子快照。

! 在过程树中，每个快照都有一个父快照，但一个快照可能有多个子快照。 许多快照
都没有子快照。

可将快照恢复为父快照或子快照。

虚拟机中的快照和其他活动

执行快照时，注意虚拟机中正在进行的其他活动，以及恢复该快照可能产生的影响。 通
常，在虚拟机中没有应用程序与其他计算机通信时，执行快照最佳。 如果虚拟机正在与
其他计算机通信，特别是在生产环境中，最可能出现问题。

例如，如果执行快照时虚拟机正在从网络中的服务器下载文件，虚拟机会继续下载文

件，同时就其进度与服务器进行通信。 如果恢复快照，虚拟机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将受
到干扰，且文件传输失败。 另一个示例是执行快照时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正发送事务到
独立机器上的数据库。 如果恢复到该快照（特别是在事务开始之后但在提交之前恢复
时），很可能混乱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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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快照

执行快照是同步操作。 虚拟机在此期间的所有用户操作都将因快照和数据一致性而受到
阻止。 执行快照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数据量和服务器上的负载。 创建最少的快照所需的时
间平均在 30 至 40 秒之间。

可在虚拟机启动、关闭或挂起时执行快照。 如果正在挂起虚拟机，则等到挂起操作完成
后再执行快照。

如果虚拟机具有不同磁盘模式下的多个磁盘，则在执行快照之前必须关闭虚拟机。 例
如，如果某种专用配置要求使用独立磁盘，则必须在执行快照前关闭虚拟机。

执行快照

1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快照 (Snapshot)] > [执行
快照 (Take Snapshot)]。

也可以单击 [对该虚拟机执行快照 (Take Snapshot)] 按钮，或者右键单击虚拟机并
选择 [快照 (Snapshot)] > [执行快照 (Take Snapshot)]。

此时将显示 [执行虚拟机快照 (Take Virtual Machine Snapshot)] 窗口。

2 键入快照的名称。

3 （可选）键入快照的描述。

描述可用于确定名称类似的快照的差异。 描述显示在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中。

4 单击 [确定 (OK)]。

此时将显示进度弹出菜单框。 成功执行快照后， VirtualCenter 底部的 [近期任务 
(Recent Tasks)] 字段中将列出该快照。

5 单击目标虚拟机以显示该计算机的任务和事件，或者在选定虚拟机时单击 [任务和
事件 (Tasks & Events)] 选项卡。

更改磁盘模式以从快照中排除虚拟磁盘

尝试更改磁盘模式之前必须关闭并删除所有的现有快照。 删除快照涉及将快照磁盘上的
现有数据提交至父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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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照中排除磁盘

1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编辑设置 (Edit Settings)]。

2 单击 [硬件 (Hardware)] 选项卡，然后选择要排除的硬盘。

3 在 [模式 (Mode)] 下选择 [独立 (Independent)]。 独立磁盘不受快照影响。

独立磁盘具有以下持久性选项：

! [持久 (Persistent)] ‐ 更改会立即永久性地写入磁盘。 即使在恢复快照时，在持
久模式下对独立磁盘的所有更改都将保留。

! [非持久 (Nonpersistent)] ‐ 当关闭电源或恢复快照时，对该磁盘的更改会被放
弃。

4 单击 [确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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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照管理器
通过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可以查看活动虚拟机的所有快照并直接在上面
执行操作。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窗口包含以下区域： 快照树、详细信息区域、命令按
钮、导航区域以及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图标。

图 16-1.  快照管理器

! 快照树 ‐ 显示虚拟机的所有快照。

!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图标 ‐ 代表虚拟机的当前操作状况。 打开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时，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图标始终处于选中和可视状
态。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图标表示的状况决不是快照本身，而是执行父快照之后
的虚拟机状况。 快照始终是虚拟机状况的静态记录。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状
况可操作和可更改的。 即使创建已关闭或挂起的虚拟机的快照，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状况也不会与此快照相同。

不能转到或选择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状况。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始终表
示当前的活动状况。

! 命令按钮 ‐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的左窗格中有三个命令按钮： [转到 
(Go to)]、 [删除 (Delete)] 和 [删除全部 (Delet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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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信息 ‐ 显示选定快照的名称和描述。 如果未选择快照，这些字段将为空。

! 导航区域 ‐ 包含用于退出对话框的按钮：

! [关闭 (Close)] ‐ 关闭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 [帮助 (Help)] ‐ 打开帮助系统。

使用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1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快照 (Snapshot)] > [快照
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2 在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中，单击快照以选择它。 

3 要转到快照，请单击 [转到 (Go to)] 按钮，将虚拟机还原为任意快照。

使用 [转到 (Go to)] 命令，还原任何快照的状况。

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是 (Yes)]。

5 要删除快照，请单击 [删除 (Delete)] 按钮，将快照从 VirtualCenter 中永久移除。 

6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是 (Yes)]。

7 要删除所有快照，请单击 [删除全部 (Delete All)] 按钮，将所有快照从 
VirtualCenter 中永久移除。

8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是 (Yes)]。

9 单击 [关闭 (Close)] 以退出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还原快照
VMware VirtualCenter 包含以下可使您返回到原始虚拟机的快照方法：

!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快照 (Snapshot)] 菜单包含命令 
[恢复快照 (Revert to Snapshot)]。

!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包括一个 [转到 (Go to)] 按钮。

注意   [删除 (Delete)] 会将快照数据提交至父快照，然后移除所选的快照。 [删除全
部 (Delete All)] 将紧靠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当前状况前面的所有快照提交至
基础磁盘，并移除该虚拟机的所有现有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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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快照

要在 [恢复快照 (Revert to Snapshot)] 和 [转到 (Go to)] 命令之间进行识别，必须了解父
快照的定义。

父快照是最近保存版本的虚拟机的当前状况。 如果刚执行快照，则保存的状况是当前状
况（您在此处）的父快照。 如果恢复或转到快照，则该快照将成为当前状况（您在此
处）的父快照。

父快照始终是紧靠 [快照管理器 (Snapshot Manager)] 中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图标
上方出现的快照。

图 16-2.  父快照

恢复快照命令

[恢复快照 (Revert to Snapshot)] 是转到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的父快照的快捷方
式。 该命令将立即激活虚拟机当前状况的父快照。 

当前磁盘和内存状况会被放弃并恢复为执行该快照时的状况。 如果是在虚拟机已关闭时
执行的父快照，选择 [快照 (Snapshot)] > [恢复快照 (Revert to Snapshot)] 可将已启动
的虚拟机移至该父状况，即关闭状况。

注意   父快照并不总是最近执行的快照。 例如，如果今天执行快照，然后 [转到 (Go to)] 
昨天执行的快照，则今天执行的快照不再是虚拟机当前状况的父快照。 父快照变成昨天
执行的快照。

父快照



基本系统管理

236 VMware, Inc.

图 16-3.  恢复快照

有三种方式可恢复父快照：

!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快照 (Snapshot)] > [恢复
快照 (Revert to Snapshot)]。

! 单击工具栏上的 [恢复快照 (Revert to Snapshot)] 按钮。

! 右键单击虚拟机，然后选择 [快照 (Snapshot)] > [恢复快照 (Revert to Snapshot)]。

执行 
快照

执行 
快照

转到
snapshot_a

虚拟机不具有快照。

新快照 (snapshot_a) 现在是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状况的父快照。 [您在
此处 (You are here)] 状况的父快照是
虚拟机的父快照。

在从 snapshot_a 状况执行快照时，
snapshot_a 成为新快照 (snapshot_b) 
的父快照，而 snapshot_b 是 [您在此
处 (You are here)] 状况的父快照。 如
果现在执行快照，新快照将基于父快

照是 snapshot_b 状况的“您在此处”
状况。

在转到 snapshot_a 时，snapshot_a 成
为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状况的父
快照。 如果现在执行快照，新快照将基
于 snapshot_a 状况。

在恢复虚拟机时，虚拟机将返回虚拟机的父快照（即当前 [您在此处 (You are here)] 状况的
父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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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用户、组、权限和角色。 VirtualCenter 和 ESX Server 主机根据分配给用户的
权限确定用户的访问级别。 VirtualCenter 和 ESX Server 主机凭借用户名、密码和权限
组合这一机制对用户的访问权限进行验证并授予其执行操作的权限。 服务器和主机将维
护授权用户及分配给每个用户的权限的列表。

特权 定义执行操作和读取属性所需的基本个人权限。 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使用
一组特权或角色，控制哪些用户或组可以访问特定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对象。 
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提供了一组预定角色。 您也可以创建新的角色。

在 ESX Server 主机上分配的特权和角色独立于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分配的特权和
角色。 如果在 ESX Server 主机上分配了特权和角色，随后又将该主机添加到 
VirtualCenter Server 清单中，那么仅可识别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分配的特权和角
色。 以后将该主机从 VirtualCenter Server 清单中移除时，将使用之前设置的 ESX 
Server 主机特权和角色。

有关可用特权的完整列表，请参见附录 A，“定义的特权”（第 299 页）。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访问元素”（第 240 页）

! “访问规则”（第 240 页）

! “用户”（第 243 页）

! “组”（第 244 页）

! “权限”（第 245 页）

管理用户、组、权限和角色 17

注意   必须在 [管理 (Admin)] 视图中才能启用 [管理 (Admin)] > [角色 (Roles)] 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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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第 245 页）

! “访问权限”（第 251 页）

访问元素
对 VMware Infrastructure 对象和活动的访问可通过下列组合建立：

! 登录信息 ‐ 用户名和密码。

! 组 ‐ 对单个用户进行分组的方法。

分配给组的用户更易于管理。 如果创建了组，则可将角色应用到组，这样组中的所
有用户将均继承此角色。

! 角色 ‐ 定义的特权集合。

角色是控制单个用户或组访问特定 VMware Infrastructure 对象的定义特权的集
合。 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Server 提供一组默认角色。 您也可以创建新的角
色。

! 特权 ‐ 对应于同一类对象的一组操作或方法的特定权限。 

! 权限 ‐ 分配给 VMware Infrastructure 清单对象的角色以及用户名或组名的组合。

角色和用户名或组名组成一对。 该对将分配给 VMware Infrastructure 对象。 通
常，该角色和用户对将传播至清单层次结构中的子级。 该对称作权限。

访问规则
下表列出了配置用户和组权限时需考虑的一般规则。

用户无需注销再登录即可使更改生效。 所有更改均立即生效。 

层次结构继承

传播按每个权限规则设置，并非普遍适用。 为子对象定义的权限将总是覆盖从父对象传
播的权限。

就权限而言，层次结构中有三种类型的元素： 它们是：

! 受管实体 ‐ 可在其上定义权限。

! 虚拟机

! 文件夹

! 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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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集

! 主机

! 资源池

! 模板

! 与受管实体相关 ‐ 不能在其上定义权限，但从与其相关的对象继承访问权限。 示例
包括：

! 网络

! 数据存储

! 全局实体 ‐ 始终从根节点获取权限。 示例包括： 

! 自定义字段

! 许可证

! 统计信息时间间隔

! 角色

! 会话

多项权限设置

对象可能拥有多项权限，但每个用户或组最多只能拥有一项权限。

如果应用权限，它们将在层次结构中向下互相覆盖。 如果权限定义在同一实体上，则可
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 如果用户是多个组的成员并拥有不同的权限。对于组拥有权限的每个对象，将应用

相同权限，就像直接授予用户权限一样。

! 如果对同一对象定义了多个组权限，且用户属于这些组中的两个或多个组：

! 如果没有为用户明确定义对该对象的权限，则用户将获得分配给该对象的组的

一系列特权。 

! 如果为用户明确定义了对该对象的权限，则该权限将优先于所有组权限。

示例 1： 扩大用户权限

! 角色 1 可启动虚拟机。 

! 角色 2 可对虚拟机执行快照。 

! 在虚拟机上为组 A 授予角色 1。 

! 在虚拟机上为组 B 授予角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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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1 未获得特定权限：

! 属于组 A 和组 B 的用户 1 登录。 

! 用户 1 即可以启动虚拟机，又可以执行快照。

示例 2： 限制用户权限

! 角色 1 可启动虚拟机。 

! 角色 2 可对虚拟机执行快照。 

! 在虚拟机的父文件夹中为组 A 授予角色 1。 

! 在虚拟机上为组 B 授予角色 2。 

移除用户 1 对虚拟机的只读权限：

! 用户 1 可执行快照但无法启动虚拟机。 

需要设置多个对象的任务

设置权限时，请验证是否所有对象类型都设置了对每个特定操作的适当特权。 某些操作
不仅需要对正在操作的对象的访问权限，而且还需要对根文件夹的访问权限。 有些操作
需要对父文件夹及相关对象的访问权限或执行权限。 

有关预定义角色及其相关权限的列表，请参见附录 A，“定义的特权”（第 299 页）。 
使用这些预定义角色有助于确定执行选定任务所需的角色 + 对象对。

示例 3： 添加虚拟机

! 角色 3 可添加虚拟机。

! 角色 4 拥有只读权限。

! 在主机 1 上为组 C 授予角色 3。

! 在与数据存储和网络关联的主机 1 的父文件夹或数据中心中为组 C 授予角色 
4。 

这些对象从各自的父文件夹或数据中心继承权限。 设置两种权限使组 C 用户能够
向主机中添加虚拟机。

示例 4： 委派资源

! 使用资源池管理员、虚拟机用户和只读的默认角色

! 在 ResourcePoolA 上为用户 1 授予资源池管理员角色。

! 在 ResourcePoolA 的所有虚拟机上为用户 1 授予虚拟机用户角色。



VMware, Inc. 243

第 17章 管理用户、组、权限和角色

! 在包含与 ResourcePoolA 关联的数据存储和网络的文件夹或数据中心中为用
户 1 授予只读角色。

因为资源池会影响多个清单对象，因此必须对选定对象分配不同特权，以便有效执

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即将资源池中的资源委派至资源池中的虚拟机）。

用户
用户是经过授权可登录 ESX Server 主机或 VirtualCenter 的个人。 主机上的用户分为两
类： 可通过 VirtualCenter 访问 ESX Server 主机的用户及通过从 VI Client、 VI Web 
Access、第三方客户端或 Command Shell 直接登录主机访问 ESX Server 主机的用户。 
这两个类别提取不同来源的用户：

! VirtualCenter 用户 ‐ VirtualCenter 引用的 Windows 域列表中包括的 
VirtualCenter 授权用户或 VirtualCenter 主机上的本地 Windows 用户。 

不能使用 VirtualCenter 手动创建、移除或以其他方式更改用户。 如需操作用户列
表或更改用户密码，必须通过常用于管理 Windows 域的工具执行此操作。

对 Windows 域作出的任何更改均反映在 VirtualCenter 中。 由于不能直接管理 
VirtualCenter 中的用户，因此用户界面不会提供用户列表供您查看。 只有在选择
用户为其配置权限时才会看到这些更改。

! 直接访问用户 ‐ 经授权直接在 ESX Server 主机上工作的用户已在安装 ESX Server 
时默认添加至或由系统管理员在安装后添加至内部用户列表。 

如果使用 VI Client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ESX Server 主机，则可为这些用户执行各种
管理操作，例如，更改密码、组成员资格和权限等。 也可添加和移除用户。 

即使 ESX Server 主机和 VirtualCenter 维护的列表似乎有共同的用户（例如，称为 
devuser 的用户），也应将这些用户视为碰巧拥有相同名称的独立用户。 VirtualCenter 
中 devuser 的属性（包括权限和密码等），与 ESX Server 主机上 devuser 的属性相独立。 
如果以 devuser 身份登录 VirtualCenter，则可能拥有查看和删除数据存储内文件的权
限。 如果以 devuser 身份登录 ESX Server 主机，则可能无此权限。

可使用以下方法创建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的用户和组：

! 当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系统时，通过 Windows 域或 Active 
Directory 的标准方法定义用户和组。 不创建用于通过 VI Client 访问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用户和组。 

! 当 VI Client 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时，通过 [用户 (Users)] 和 [组 (Groups)] 选项卡
定义用户和组。 

每台 ESX Server 主机都有两个默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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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 用户拥有全部管理特权。 管理员使用此用户登录，并可使用其关联的密码通过 
VI Client 登录主机。 Root 用户可在其所登录的特定主机上执行所有控制操作，包
括操作权限、创建组和用户以及处理事件等。 

! vpxuser 用户是一个 VirtualCenter 实体，在 ESX Server 主机上拥有 root 权限，能
够管理该主机上的活动。 vpxuser 在 ESX Server 主机连接 VirtualCenter 时创建。 
除非通过 VirtualCenter 对该主机进行了管理，否则它不会显示在 ESX Server 主机
上。

有关创建用户和组以便与 VirtualCenter Server 配合使用的信息，请参见Microsoft 文
档。

有关创建用户和组以便与 ESX Server 配合使用的信息，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
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的“安全”章节。

组
通过创建组，可有效地管理某些用户属性。 组 由要通过一组公用的规则和权限对其进
行管理的一组用户组成。 为组分配权限时，组中的所有用户都将继承这些权限。 使用组
可以显著缩短建立权限模型的时间。

VirtualCenter 和 ESX Server 主机上的组列表的来源与其各自用户列表的来源相同。 如
果通过 VirtualCenter 进行操作，则从 Windows 域调用组列表。 如果直接登录 ESX 
Server 主机，则在该主机维护的表中调用组列表。 

通过为每个对象分配拥有已定义特权的角色和用户或组， VirtualCenter Server 可授予
对每个清单对象的访问权限。 角色是一组已定义的访问特权。

可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主机分配单项权限，方法是将用户和角色配
对并将组成的对分配给清单对象。 

警告   请在对 root 用户作出任何更改前，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中的“身份验证和用户管理”章节，以了解有关 root 用户和 ESX 
Server 的信息。 此处操作出错可导致严重的访问权限问题。 

小心   不要更改 vpxuser 及其权限。 如果执行了此操作，在通过 VirtualCenter 操作 ESX 
Server 主机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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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在 VMware Infrastructure 中，权限被定义为访问角色，访问角色由用户及为某个对象
（例如，虚拟机或 ESX Server 主机）分配的角色组成。 权限授予用户在特定主机上执行
特定操作和管理特定对象（或者，如果用户从 VirtualCenter 进行操作，则指 
VirtualCenter 管理的所有对象）的权利。 例如，要配置 ESX Server 主机的内存，必须
拥有主机配置权限才行。

大多数用户操作主机关联对象的能力很有限。 但是，ESX Server 为 root 用户和 vpxuser 
用户提供对所有虚拟对象（如数据存储、主机、虚拟机和资源池）的全部访问 权利和
权限。

Root 用户可以为每个用户或组授予有关主机的权限。 通过 VirtualCenter，可以为 
VirtualCenter 引用的 Windows 域列表中包括的任何用户或组授予权限。

可用相同的方法在主机上和 VirtualCenter 上直接配置权限。 而且， ESX Server 和 
VirtualCenter 的特权列表也相同。 

附录 A 中的表列出了访问权限。

角色
VirtualCenter 和 ESX Server 仅向已分配有与对象相关的权限的用户授予访问对象的权
限。 向用户或组分配与对象相关的权限时，可按角色对用户或组进行配对。 角色是一组
预定义的特权。

VirtualCenter 和 ESX Server 主机提供以下默认角色：

! 系统角色 ‐ 系统角色是永久的，与这些角色相关联的特权不能更改。 

! 样本角色 ‐ 样本角色是作为准则和建议而提供的。 这些角色可以修改或移除。

也可以创建全新的角色。表 17‐1 列出了可与用户配对并分配给对象的默认角色。 

注意   默认情况下，向属于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 Windows 管理员组的所有用户
授予与分配至管理员角色的任何用户相同的访问权利。 属于管理员组的用户可以个
人身份登录并具有充分访问权限。

注意   使用 VI Client 直接连接 ESX Server 主机时，无法设置仅限于虚拟机的权限。 要
在个别虚拟机上设置权限，请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连接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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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默认角色

角色 角色类型 描述用户能力

无访问权限的用户 系统 无法查看或更改分配的对象。 
与对象关联的 VI Client 选项卡没有显示内容。 
这是所有用户的默认角色，但管理员组的用户除外。 

只读用户  系统 查看对象的状况和详细信息。 
查看 VI Client 中的所有选项卡面板，但控制台选项卡
除外。 无法通过菜单或工具栏执行任何操作。 

管理员 系统 所有对象的所有特权。 
为所有 VirtualCenter 用户和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中的所有虚拟对象添加、移除和设置访问权限和

特权。

这是管理员组中所有成员的默认角色。 

虚拟机用户 样本 只能对虚拟机执行操作。 
与虚拟机交互，但不能更改虚拟机配置。 其中包括：
! 已调度任务特权组的所有特权。

! 全局项目和虚拟机特权组的选定特权。

! 没有文件夹、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网络、主机、

资源、警报、会话、性能和权限特权组的特权。

虚拟机超级用户 样本 对虚拟机和资源对象执行操作。 
交互和更改大多数虚拟机配置设置、执行快照和调度

任务。 其中包括：
! 已调度任务特权组的所有特权。

! 全局项目、数据存储和虚拟机特权组的选定特权。

! 没有文件夹、数据中心、网络、主机、资源、警

报、会话、性能和权限特权组的特权。

资源池管理员 样本 对数据存储、主机、虚拟机、资源和警报执行操作。 
提供资源委派并分配至资源池清单对象。 其中包括：
! 文件夹、虚拟机、警报和已调度任务特权组的所有

特权。 
! 全局项目、数据存储、资源和权限特权组的选定特

权。 
! 没有数据中心、网络、主机、会话或性能特权组的

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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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所有角色都允许用户调度任务。 用户只能调度在创建任务时用户拥有执行
权限的任务。 使用 VI Client 中的角色编辑工具可创建满足用户需求的特权集合。 如果
使用了连接 VirtualCenter 的 VI Client 来管理主机，则可在 VirtualCenter 中选择其他
角色。 在 VirtualCenter 中不可访问在 ESX Server 主机上直接创建的角色。 仅当直接从 
VI Client 登录主机时，才可使用这些角色。 

可对角色执行的操作将在以下各节中说明：

! “创建角色”（第 248 页）

! “克隆角色”（第 249 页）

! “编辑角色”（第 249 页）

! “移除角色”（第 250 页）

! “重命名角色”（第 251 页）

数据中心管理员 样本 对全局项目、文件夹、数据中心、数据存储、主机、

虚拟机、资源和警报执行操作。 
设置数据中心，但与虚拟机交互的能力很有限。 其中
包括：

! 文件夹、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网络、资源、警报

和已调度任务特权组的所有特权。 
! 全局项目、主机和虚拟机特权组的选定特权。 
! 没有会话、性能和权限特权组的特权。

虚拟机管理员 样本 对全局项目、文件夹、数据中心、数据存储、主机、

虚拟机、资源、警报和会话执行操作。 其中包括：
! 所有特权组的所有特权，但权限除外。 

注意   对权限和角色的更改会立即实施，即使涉及的用户已经登录。 

表 17-1.   默认角色 （续）

角色 角色类型 描述用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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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角色

某些默认角色已预先配置且不能更改。 如果需要不同的访问特权组合，则可创建一个附
加角色或修改提供的样本角色以满足需求。

创建角色

1 以拥有 Administrator 特权的用户身份登录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主机的 VI Client。

2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管理 (Admin)] 按钮。 单击 [角色 (Roles)] 选项
卡。

3 右键单击 [角色 (Roles)] 选项卡信息面板。 选择 [添加 (Add)]。

此时将显示 [添加角色 (Add Role)] 对话框。

4 键入新角色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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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要赋予新角色的特权。 根据需要单击加号 ([+])，展开列表。 单击 [确定 (OK)]，
完成创建。

克隆角色

可复制现有角色，重命名该角色，以及稍后编辑该角色。 在复制时，新角色不会自动应
用到相同用户或组以及对象中。 

克隆角色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管理 (Admin)] 按钮。 单击 [角色 (Roles)] 选项
卡。

2 要选择需复制的角色，请单击 [角色 (Roles)] 列表中的对象。

3 要克隆选定对象，请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角色 (Role)] > [克隆 
(Clone)]。 

该角色的副本将被添加到角色列表中， 名称为 <rolename> 副本。 

编辑角色

编辑角色时，可更改为该角色选择的任何特权或所有特权。 完成后，这些新特权将应用
到分配给已编辑角色的所有用户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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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权限角色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管理 (Admin)] 按钮。 单击 [角色 (Roles)] 选项
卡。

2 要选择需编辑的角色，请单击 [角色 (Roles)] 列表中的对象。

3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角色 (Role)] > [编辑角色 (Edit Role)]。 

4 选择要赋予新角色的特权。 根据需要单击加号 (+)，展开列表。 

5 单击 [确定 (OK)]，完成创建。

移除角色

移除角色时，如果尚未将其分配给任何用户或组，则将从可能角色列表中移除定义。 移
除分配给用户或组的角色时，可选择移除所有分配或使用其他角色的分配来替换它。 

移除现有角色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管理 (Admin)] 按钮。 单击 [角色 (Roles)] 选项
卡。

2 要选择需移除的角色，请单击角色列表中的对象。

可使用 Ctrl 或 Shift 键选择多个角色。

3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角色 (Role)] > [移除 (Remove)]。 

4 要确认删除选定角色，请单击 [确定 (OK)]。 

该角色将从列表中删除，且不能再分配给用户或组。

如果再将该角色分配给用户或组，则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5 选择某个单选按钮选项，然后单击 [确定 (OK)]。

选项包括：

! [移除角色分配 (Remove Role Assignments)] ‐ 此选项可移除服务器上的任何
已配置的用户/组 + 角色对。 如果用户/组未分配任何其他权限，则它们将失去
所有特权。 

! [将相关用户重新分配 (Reassign affected users to)] ‐ 该选项可将任何已配置的
用户/组 + 角色对重新分配给选择的新角色。

小心   在移除所有分配或替换它们之前，请务必先了解用户会受到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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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角色

和大多数其他 VMware Infrastructure 对象一样，角色也可重命名。 

重命名现有角色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管理 (Admin)] 按钮。 单击 [角色 (Roles)] 选项
卡。

2 要选择需重命名的角色，请单击角色列表中的对象。

3 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角色 (Role)] > [重命名 (Rename)]。

4 键入新名称。 按 Enter 或单击其他对象。 

访问权限
请针对 VMware Infrastructure 层次结构中的每个对象，确定每个 VirtualCenter 用户
和组的权限。 

如要从 ESX Server 主机移除用户，请参见《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或《ESX Server 3i 
配置指南》中的“安全”章节，以了解执行该操作的过程和后果。

如果从 VirtualCenter 域移除用户，他们将失去对 VMware Infrastructure 中所有对象
的权限，且无法再次登录。 如果将当前已登录的用户从域中移除，则只有他们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权限会保留下来，保留时限为到下次验证期（默认为每 24 小
时）。 移除组不会影响单独授予该组中用户的权限或作为另一个组中部分包含项授予的
权限。

如果在域中更改了用户名，则现有用户名在 VMware Infrastructure 系统中将无效。 同
样的方法也适用于组，但只有在重新启动 VirtualCenter Server 后才会应用于组。

分配访问权限

定义任何其他角色并创建用户和组之后，将用户和组角色及关联权限分配给相关的清单

对象。

注意   多个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会话同时访问 
VirtualCenter Server。 VMware Infrastructure 未明确限制具有相同身份验证凭据的用
户访问 VMware Infrastructure 环境及在其中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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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用户或组权限

1 以具有管理员特权的用户身份登录 VI Client。

2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
后单击适当的对象。 

可指定权限的对象包括：

! 在 VirtualCenter 中 ‐ 文件夹、数据中心、群集、资源池、主机

! 在 ESX Server 中 ‐ 资源池、主机、虚拟机

3 选定适当的对象后，单击 [权限 (Permissions)] 选项卡。

4 右键单击 [权限 (Permissions)] 选项卡并选择 [添加权限 (Add Permission)]。

5 在 [分配的角色 (Assigned Role)] 下拉菜单中选择角色。 

该菜单将显示已分配至该主机的所有角色。 显示角色时，授予该角色的特权将在角
色标题下面的区域中列出以供参考。

6 （可选）选择 [传播到子对象 (Propagate to Child Objects)] 复选框。

如果已选择该复选框，角色还将应用于选定清单对象的所有子对象。 大多数情况下
都可以选择该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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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 [添加 (Add)] 按钮，打开 [选择用户或组 (Select Users or Groups)] 对话框。

请参见“在大型域中调整搜索列表”（第 254 页）获取有关调整从中进行选择的用
户和组列表的信息。

8 确定正为其分配该角色的用户或组：

a 在 [域 (Domain)] 下拉菜单中选择用户或组所在的域。

b 在 [搜索 (Search)] 框中键入名称，或者从 [名称 (Name)] 列表选择名称。 

c 单击 [添加 (Add)]。 

名称将添加到 [用户 (Users)] 或 [组 (Groups)] 列表中。 

d 重复步骤 a 至步骤 c 以添加其他用户或组。 

e 完成后，单击 [确定 (OK)]。 

如果知道用户或组名称，则可以将其手动键入 [名称 (Name)] 字段。

9 检查用户和组是否分配到了适当的权限，然后单击 [确定 (OK)]。

10 要完成任务，请单击 [确定 (OK)]。

服务器即将权限添加至该对象的权限列表中。 

权限列表引用将角色分配给该对象的所有用户和组，同时指明 VirtualCenter 层次
结构中分配该角色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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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域中调整搜索列表

如果域中有数千个用户或组，则可调整搜索设置以用于 [选择用户或组 (Select Users or 
Groups)] 对话框。

调整用户和组搜索参数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此时将显示 [VirtualCenter 配置 (VirtualCenter Configuration)] 向导。

2 显示向导时，单击 [Active Directory] 列表项。

3 根据需要更改值：

! [Active Directory 超时 (Active Directory Timeout)] ‐ 指定 VirtualCenter 允许
搜索在所选域上运行的最大时间量（以秒为单位）。 搜索大型域需要很长时
间。 

! [启用查询限制以及用户和组值 (Enable Query Limit and Users & Groups 
value)] ‐ 在 [选择用户或组 (Select Users or Group)] 对话框中指定 
VirtualCenter 从所选域中显示的用户和组的最大数目。 要不指定最大限制，
请取消选中该复选框。 

! [启用验证和验证期间 (Enable Validation and Validation Period)] ‐ 指定两次
权限检查之间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 VirtualCenter 验证 VirtualCenter 已
知的所有用户和组当前是否存在于 Windows 中。 

例如，如果为用户 Smith 分配了权限并在域中将用户名更改为 Smith2，则 
VirtualCenter 会认为 Smith 已不存在并移除其权限。 

再如，如果将用户 Smith 从域中移除，则所有权限都将不再相关， 直到向域中
添加新用户 Smith 为止。 新用户 Smith 将获得分配给旧用户 Smith 的所有权
限，除非使用此选项将旧用户 Smith 从系统中删除。

要取消激活验证功能，请取消选中该复选框。

4 单击 [确定 (OK)]。 

注意   此步骤仅适用于 VirtualCenter 用户列表。 不能以同样方法搜索 ESX Server 用户
列表。

注意   服务器启动时始终会验证权限， 即使服务器已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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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访问权限

在为清单对象设置用户/组 + 角色对后，唯一可更改的是与用户/组配对的角色以及 [传
播 (Propagate)] 复选框。 您也可以选择移除权限设置。 请参见“移除访问权限”（第 
255 页）了解相关信息。

更改用户或组的权限角色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
后单击适当的对象。

2 选定适当对象后，单击 [权限 (Permissions)] 选项卡。

3 要选择需更改的用户/组 + 角色对，请单击适当的行项目。 

4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权限 (Permissions)] > [属性 (Properties)]。

5 要为用户或组选择适当的角色，请在下拉菜单选择。 单击 [确定 (OK)]。

6 要将特权传播至分配的清单对象的子对象，请单击 [传播 (Propagate)] 复选框。 

移除访问权限

移除用户或组的权限并不会将用户或组从可用列表中移除， 也不会从列表中移除可用项
的角色。 这样只会从所选的清单对象中移除用户/组 + 角色对。

移除用户或组的权限角色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
后单击适当的对象。

2 选定适当对象后，单击 [权限 (Permissions)] 选项卡。

3 要选择需删除的用户/组 + 角色对，请单击适当的行项目。 

4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权限 (Permissions)] > [删除 (Delete)]。 

VMware Infrastructure 服务器将移除权限设置。 

注意   准备删除权限时不会显示其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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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描述了如何为主机、群集、资源池和虚拟机设置性能统计信息。 其中还提供了如何
自定义和查看性能图表和资源映射的信息。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统计信息收集”（第 257 页）

! “性能图表”（第 264 页）

! “资源映射”（第 268 页）

统计信息收集
可以在所处环境下为所有主机、群集、虚拟机、资源池收集性能统计信息。 包括 CPU、
磁盘、网络等类似项目的统计数据。 VirtualCenter 使用统计信息计数器来查询各个实
体，并将数据写入 VirtualCenter 数据库。 为了确保在收集数据并将其写入数据库时不
会降低性能，VirtualCenter 将执行循环查询，而不是单一查询。 它还将使用收集级别，
以确定在查询数据时要使用统计信息计数器的数目。 将收集时间间隔和收集级别结合起
来便可以控制如何在您的环境下收集统计信息。

设置和监控性能统计信息和资

源映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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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集间隔和收集级别

默认情况下， VirtualCenter 有四个收集时间间隔： [天 (Day)]、 [周 (Week)]、 [月 
(Month)] 和 [年 (Year)]。 每个时间间隔都指定了以某种频率收集统计信息的时间长度。 
例如， [日 (Day)] 时间间隔将指定在一天时间期限内，每隔 5 分钟收集一次统计信息，
如图 18‐1，“示例： 按天的统计信息收集”（第 258 页）所示。

图 18-1.  示例： 按天的统计信息收集

下面的表 18‐1 列出了每个时间间隔的默认间隔时间和收集频率值。

每个收集时间间隔都有默认的收集级别，确定在收集统计信息数据时要使用的计数器的

数目。 计数器确定要检索并在数据库中记录的衡量指标。 可以为每个收集时间间隔分配 
[1] ‐ [4] 的收集级别，其中级别 [4] 将使用最多计数器。 默认情况下，所有的收集时间间
隔均使用收集级别 1。

表 18-1.   间隔时间和收集频率： 默认值

收集时间间

隔

时间间隔

持续时间 收集频率 可配置的属性 - 可能的值

天 1 天 5 分钟 时间间隔长度（天数） ‐ 1‐3
收集频率（分钟数） ‐ 1、 2、 3、 5

周 1 周 30 分钟 无

月 1 个月 2 小时 无

年 1 年 1 天 时间间隔长度（年数）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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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2，“统计信息收集级别”（第 259 页） 描述了统计信息收集级别并提供了有关使
用情形的建议。

 

注意   时间间隔的收集级别不得高于为前一个收集时间间隔设置的收集级别。 例如，如
果将 [月 (Month)] 时间间隔设置为收集级别 [3]，则 [年 (Year)] 时间间隔可以设置为收
集级别 [1]、 [2] 或 [3]，但不能设置为收集级别 [4]。

注意   收集时间间隔的收集级别值必须小于或等于为前一收集时间间隔设置的收集级
别。 这是一种 VirtualCenter 依赖性。

表 18-2.   统计信息收集级别

收集级别 衡量指标 最佳做法

级别 1 基本衡量指标： 
! CPU、内存、磁盘和网络计数器的平均使用
情况

! 系统正常运行时间和检测信号

! DRS 衡量指标

在不需要设备统计信息时用于长
期性能监控。

级别 1 是所有收集时间间隔的默
认收集级别。

级别 2 以下项目的所有 衡量指标：
! CPU、内存、磁盘和网络计数器
! 平均、求和与最新汇总类型（不包括最大值

和最小值汇总类型）

! 系统正常运行时间和检测信号

! DRS 衡量指标

在不需要设备统计信息但希望监

控基本统计信息以外的信息时，
用于长期性能监控。

级别 3 所有计数器组的所有衡量指标，但不包括 
最大值和最小值汇总类型的衡量指标。 

在遇到问题后或需要设备统计信

息时，用于短期性能监控。

由于检索和记录的故障排除数据

数量较大，因此请将级别 3 用于
尽可能短的时间期限 ‐ [天 (Day)] 
或 [周 (Week)] 收集时间间隔。 

级别 4 受 VirtualCenter 支持的所有计数器组的所有衡量
指标。 

在遇到问题后或需要设备统计信

息时，用于短期性能监控。

由于检索和记录的故障排除数据
数量较大，因此请将级别 4 用于
尽可能短的时间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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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级别使用情形

对于多数的使用情形，将收集级别设置为 [1] 或 [2] 即可满足所有收集时间间隔的需求。 
使用收集级别 [2] 的原因：

! 识别因互补内存共享而可以共置的虚拟机。 

! 检测主机上的活动内存量以确定其是否可以处理更多虚拟机。 

使用收集级别 [3] 的原因： 

! 比较虚拟 CPU 的就绪和等待时间以确定 VSMP 的有效性。 

! 诊断设备的问题，或在多个设备间比较性能。 

使用收集级别 [4] 的原因：

! 确定设备是否已饱和。 

! 检查并解决错误。

有效使用收集级别

! 要检索较短时间期内更为详细的衡量指标，请查看实时数据图表，而不是提高收集

级别。 查看实时数据对性能的影响较小，因为衡量指标是从来源直接检索的，无需
写入 VirtualCenter 数据库。 有关数据图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性能图表”（第 
264 页）。

! 当使用收集级别 [3] 或 [4] 来诊断问题时，请尽快将收集级别重置为原先的状况。

! 当使用收集级别 [4] 时，请尝试将收集期限制为 [天 (Day)] 时间间隔，这样才不会
影响数据库。 如果需要保存长于 1 天的数据，请将 [天 (Day)] 间隔时间更改为 2 或 
3，而不是使用 [周 (Week)] 时间间隔。 例如，如果需要记录周末期间的数据，请将
时间间隔设置为 3 天。 通常，只有在间隔时间需要大于 3 天时才将收集时间间隔更
改为 [周 (Week)] 时间间隔。

统计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存储方式

每个收集间隔的统计数据都存储在自己的数据库表中。 在时间间隔终止时，可能出现以
下两种情况之一：

! 如果下一个时间间隔是禁用的，则早于该间隔时间的表中的数据将清除。 

! 如果下一个时间间隔是启用的，则数据将聚合为组，并汇总到后续收集时间间隔的

数据库表中。 例如，假设 [天 (Day)] 时间间隔的收集频率为 5 分钟，并且 [周 
(Week)] 时间间隔的收集频率为 30 分钟。 当 [天 (Day)] 时间间隔完成后，它会将 5 
分钟的查询聚合到包含 6 个查询（相当于 30 分钟）的组中，然后将 30 分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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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汇总到 [周 (Week)] 时间间隔数据库表中。 超过一天的数据会从数据库中清除，
以便具有足够的空间存储新的查询。图 18‐1，“示例： 按天的统计信息收集”（第 
258 页）显示了默认的汇总过程。

图 18-2.  统计信息数据的默认汇总

通过启用或禁用收集时间间隔可控制统计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时间长短。 禁用收集时
间间隔将自动禁用所有后续时间间隔。 例如，当禁用 [周 (Week)] 时间间隔时， [月 
(Month)] 和 [年 (Year)] 时间间隔也将被禁用。 由于不会出现汇总，因此数据将在 [天 
(Day)] 时间间隔周期结束时清除。 最旧的数据将最先清除。

默认情况下，统计信息将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中存储一年，但是可以将此期限延长
为三年。 如果要将统计数据保存 3 年以上， VMware 建议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以外
的地方将其归档。

注意   必须手动启用各个收集时间间隔才能再次使用它们；后续的收集间隔不会自动启
用。 此外，若要启用一个收集时间间隔，则必须启用其前面的所有收集时间间隔。 例
如，若要启用 [月 (Month)] 时间间隔，则必须启用 [天 (Day)] 和 [周 (Week)] 时间间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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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统计信息收集时间间隔

默认情况下，所有的收集时间间隔均已启用，并以收集级别 [2] 查询统计信息。 可以通
过以下方法更改默认实施：

! 更改时间间隔长度或收集频率。

! 更改收集级别。 

! 启用或禁用收集间隔。

为了确保数据库可以处理您配置的统计信息收集，VI Client 提供了数据库估计计算器，
您可以在其中输入清单中的主机和虚拟机的数量。 计算器将使用这些数字针对定义的收
集时间间隔配置确定所需要的数据库空间量。 这可以确保有必要的资源。 

有关如何使用数据库估计计算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估计统计信息对数据库的影响”

（第 264 页）。

配置收集时间间隔

1 在 VI Client 中，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以打开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对话框。

2 在导航面板中选择 [统计信息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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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有必要，请选择收集时间间隔复选框以将其启用或禁用。 

4 选择包含收集时间间隔的行。

5 单击 [编辑 (Edit)]。 此时将打开 [编辑收集时间间隔 (Edit Collection Interval)] 对话
框。

6 根据需要更改以下属性值：

! 收集频率

! 保存示例的持续时间

! 收集级别

有关可配置的收集时间间隔属性的列表，请参见表 18‐2，“统计信息收集级别”
（第 259 页）。

有关收集频率和持续时间的描述，请参见“关于收集间隔和收集级别”（第 258 
页）。

7 单击 [确定 (OK)]。

8 对于要更改的各个收集时间间隔，重复执行 步骤 3‐步骤 7。

9 通过使用数据库估计计算器来验证新配置。

! 输入清单中的 [物理主机 (Physical Hosts)] 的数量。

! 输入清单中的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的数量。

启用或禁用收集时间间隔

1 在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对话框中，选择 [统计信息 (Statistics)]。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启用收集时间间隔，请选择 [间隔时间 (Interval Duration)] 下的相应复选
框。

! 要禁用收集时间间隔，请取消选择 [间隔时间 (Interval Duration)] 下的相应复
选框。

注意   要将数据示例保存 3 年以上时间，请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以外的地方将其
归档。

注意   禁用收集时间间隔将自动禁用所有后续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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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通过使用数据库估计计算器来验证更改。 

! 输入清单中的 [物理主机 (Physical Hosts)] 的数量。

! 输入清单中的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的数量。

估计统计信息对数据库的影响

1 配置收集时间间隔。 请参见“配置收集时间间隔”

2 输入清单中的 [物理主机 (Physical Hosts)] 的数量。

3 输入清单中的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的数量。

性能图表
性能图表显示了各种衡量指标的性能数据。 可以通过主机、群集、资源池和虚拟机中提
供的 [性能 (Performance)] 选项卡访问性能图表。 性能数据是特定于对象类型的。 例
如，虚拟机的性能衡量指标不同于群集的性能衡量指标。

图表可以显示实时数据（对于 ESX Server 3.x 主机是 20 秒时间间隔；对于 ESX Server 
2.x 主机是 60 秒时间间隔）或历史数据。 收集的历史数据量取决于以下设置：

! 统计信息收集时间间隔

! 统计信息收集级别

有关这些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统计信息收集时间间隔”（第 262 页）。

实时数据可以通过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直接连接 ESX Server 主机的 VI Client 进
行查看。 但历史数据只能通过连接 VirtualCenter 的 VI Client 进行查看。 通过 VMware 
Infrastructure SDK，所有性能数据都可以通过外部程序访问。

注意   只有当 VI Client 会话连接 VirtualCenter，并且由 VirtualCenter 管理受监控项目
时，才会向 VI Client 会话提供完整的图表功能。 直接连接 ESX Server 主机的 VI Client 
仅显示实时统计信息和 1 天内 5 分钟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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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图表

某些图表视图 是预先配置的。 图表视图 是定义图表所显示数据的设置集合。 可以自定
义预先配置的视图的设置，也可以创建全新的视图。 图表以线图或堆栈图的方式显示数
据。 堆栈图仅限于显示关于一个衡量指标的数据，但可以为多个清单对象绘制关于该衡
量指标的数据。

查看性能图表

1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主机、群集、资源池或虚拟机。

2 选择 [性能 (Performance)] 选项卡。

图 18-3.  VI Client 显示虚拟机的 [性能 (Performance)] 选项卡。

3 在 [切换到 (Switch to)] 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以查看不同的图表。 预先配置的图表
包括：

! [CPU] ‐ 显示所选清单对象的 CPU 使用情况（以 MHz 为单位）。 对于群集、
资源池、主机和虚拟机可用。

! [内存 (Memory)] ‐ 显示分配给所选清单对象的内存量。 对于群集、资源池、
主机和虚拟机可用。

! [磁盘 (Disk)] ‐ 显示所选清单对象的存储性能聚合统计信息。 对于主机和虚拟
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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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Network)] ‐ 显示所选清单对象的网络性能聚合统计信息。 对于主机和
虚拟机可用。

! [系统 (System)] ‐ 对于主机和虚拟机可用。

! [群集服务 (Cluster Services)] ‐ 对于 DRS/HA 群集以及属于 DRS 群集的主机
可用。 

将图表数据保存到文件

可以使用各种图形格式或 Microsoft Excel 格式将图表数据保存到文件。 

将图表数据保存到文件

1 在 [性能 (Performance)] 选项卡中，单击导出图标 ( ) 以打开文件浏览器。

2 选择文件的存储位置。

3 输入文件名。

4 选择文件类型（JPEG、 PNG、GIF、 Bitmap、Microsoft Office Excel 工作簿）。

5 单击 [保存 (Save)]。

还可以通过 [导出性能 (Export Performance)] 对话框将所选清单项目的性能数据导出到 
Microsoft Office Excel 文件。 要打开该对话框，请在 [文件 (File)] 菜单中选择 [报告 
(Report)] > [性能 (Performance)]，或者在清单项目的右键菜单中选择 [报告性能 
(Report Performance)]。

自定义图表视图

可以自定义预先配置的设置，或者创建全新的视图。 新视图将添加到 [切换到 (Switch 
to)] 菜单。 对图表选项的更改将立即生效。

自定义图表

1 在 [性能 (Performance)] 选项卡中，单击 [更改图表选项 (Change Chart 
Options)]。 此时将显示 [自定义性能图表 (Customize Performance Chart)] 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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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自定义性能图表 (Customize Performance Chart)] 对话框。

2 在 [图表选项 (Chart Options)] 区域，选择衡量指标和时间范围以访问该图表的设
置，或者选择 [自定义 (Custom)] 以使用指定的时间范围创建全新的图表。

3 根据需要调整设置，然后单击 [应用 (Apply)]。 有关设置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附录 C 中的性能图表测量值标准表。

注意   创建堆栈图表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 可以选择 [对象 (Objects)] 区域中任何数量的项目。 但是，只能选择 [计数器 
(Counter)] 区域中的一个项目。 堆栈图不可对一组对象绘制多个测量标准的图
表。

! 以虚拟机为单位绘制的堆栈图仅适用于主机。 主机和其上的所有虚拟机均可以
在 [对象 (Objects)] 区域中选择。

! 某些衡量指标不适用于虚拟机堆栈图表。 这些衡量指标不包括在可选择的测量
标准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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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置保存为新图表视图

1 在 [自定义性能图表 (Customize Performance Chart)] 对话框中，单击 [保存图表设
置 (Save Chart Settings)]。 此时将显示 [保存选择 (Save Selection)] 对话框。

2 选择图表并单击 [确定 (OK)]。 设置将保存并添加到 [切换到 (Switch to)] 菜单中，
然后 [保存选择 (Save Selection)] 对话框将关闭。

删除图表视图

1 在 [自定义性能图表 (Customize Performance Chart)] 对话框中，单击 [管理图表 
(Manage Charts)]。 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2 选择图表并单击 [删除 (Delete)]。 图表将删除并从 [切换到 (Switch to)] 菜单中移
除。

3 单击 [确定 (OK)] 以关闭对话框并返回到 [自定义性能图表 (Customize 
Performance Chart)] 对话框。 

资源映射
在 VirtualCenter 中，映射 是数据中心拓扑的可视化表示形式。 映射为 VirtualCenter 
中可用的虚拟和物理资源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视化表示形式。 以下预先配置的映射视
图可用：

! [虚拟机资源 (Virtual Machine Resources)] ‐ 显示了以虚拟机为中心的关系。

! [主机资源 (Host Resources)] ‐ 显示了以主机为中心的物理关系。

! [VMotion 资源 (VMotion Resource)] ‐ 显示了可用于 VMotion 迁移的主机。 请参
见“关于 VMotion 资源映射”。

映射视图 可限制或拓展映射的范围，查看映射时所处的位置也是如此。 通过导航栏中
的 [映射 (Maps)] 按钮访问映射视图时，将显示所有的 VirtualCenter 资源。 通过所选清
单项目的 [映射 (Maps)] 选项卡访问映射视图时，仅显示与该项目相关的项目。 通过虚
拟机清单项目的 [映射 (Maps)] 选项卡可访问的唯一映射视图是 [VMotion 资源 
(VMotion Resources)] 视图。 可以自定义除 [VMotion 资源 (VMotion Resources)] 映射
外的所有映射视图。 

查看映射有助于确定哪些群集或主机填充最密集、哪些网络最关键以及哪些存储设备正

在利用中。

注意   仅当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才可使用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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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Motion 资源映射
与其他映射一样， VMotion 资源映射为与所选虚拟机关联的资源（主机、数据存储和
网络）提供可视化表示形式。 除了基本信息，这些映射还指明了在虚拟机的群集或数据
中心内成为潜在迁移目标的主机。 也就是说，映射指明了哪些主机与所选的虚拟机兼
容，以便 Vmotion 可能可以将虚拟机迁移到这些兼容主机之一上。 标记为 VMotion 兼
容的主机必须满足以下标准：

! 数据存储兼容性 ‐ 主机必须连接虚拟机所连接的所有数据存储上。

! 网络兼容性 ‐ 主机必须连接虚拟机所连接的所有网络上。

! 软件兼容性 ‐ 主机必须具有与虚拟机兼容的软件。

! CPU 兼容性 ‐ 主机的 CPU 必须与虚拟机兼容。

映射元素和图标

下表描述了映射元素和图标。

 

注意   对于是否可以在虚拟机和识别为潜在迁移目标的主机间进行 Vmotion 迁移，
VMotion 映射并不提供最终结论。 但是，它确实为是否可能可以进行 Vmotion 迁移提
供了信息，如果它认为不可能，还将指明管理员可以做些什么来修正现状。

表 18-3.   映射元素和图标

属性 描述

主机图标。

兼容性符合 VMotion 迁移要求的主机。 圆圈的颜色强度将根据当前主
机的负载而变化。 负载较重的主机呈灰白色；低负载的主机呈饱和的
绿色。

兼容性不符合 VMotion 迁移要求的主机。

虚拟机图标。

网络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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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映射

全局映射 ‐ 可显示所有 VirtualCenter 对象的映射，可通过导航栏中的 [映射 (Maps)] 按
钮访问。

特定清单对象的映射可通过这些对象的 [映射 (Maps)] 选项卡访问。 要访问清单对象的
[映射 (Maps)] 选项卡，请在导航栏中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中选择 [主机和群集 
(Hosts and Clusters)] 或 [虚拟机和模板 (Virtual Machines and Templates)] 选项，然
后选择一个清单项目。

要自定义映射视图，可以选择或取消选择清单窗格中的对象（全局映射），也可以选择

或取消选择 [映射关系 (Map Relationships)] 区域中的选项。 

通过拖动映射（单击映射的任何位置，按住并拖动）可以重新定位映射。 在概述区域
中的灰色框表示总映射中可查看的部分，并且将随着映射的拖动而移动。 可以调整灰色
框的大小，以放大或缩小映射的某一部分。

可以双击映射中的任何对象以切换至该项目的 [映射 (Map)] 选项卡（只要此类对象类
型提供 [映射 (Map)] 选项卡）。 可以右键单击映射中的任何对象以访问其右键菜单。

打印映射

可以通过选择 [文件 (File)] > [打印映射 (Print Maps)]> [打印 (Print)]，也可以单击 [打印 
Print()] 按钮（全局映射）打印映射。

导出映射

可以将映射导出到图像文件（BPM、JPEG 或 EMF），方法是选择 [文件 (File)] > [导出 
(Export)] > [导出映射 (Export Maps)]，或者单击 [导出 (Export)] 按钮（全局映射）。 

数据存储图标。

[概述 (Overview)] 区
域

完整映射的缩略图。

[映射关系 (Map 
Relationships)] 区域

显示多个可用的映射视图。

[刷新 (Refresh)] 链接 映射不会自动刷新。 单击 [刷新 (Refresh)] 可将映射与当前的清单状况
同步，并且使映射视图居中。 

表 18-3.   映射元素和图标 （续）

属性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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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管理任务”（第 271 页）

! “管理事件”（第 281 页）

! “管理警报”（第 286 页）

管理任务
本节介绍如何查看和调度 VirtualCenter 任务。 任务 是计划的活动。 这些活动均以手动
方式调度或启动。 任务会生成事件消息，以指出与任务相关的任何问题。 任务有两种类
型：

! 未调度任务 ‐ 执行费时操作的任务，如添加主机。 

! 已调度任务 ‐ 设置为将来启动的任务。 

本节包括以下部分：

! “任务简介”（第 272 页）

! “查看和执行任务”（第 272 页）

! “管理已调度任务”（第 275 页）

管理任务、事件和警报 19

注意   根据 VI Client 是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还是连接 ESX Server，显示的视
图和功能会有所不同。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过程、任务或描述对这两种 VI Client 
连接均适用。 当 VI Client 连接 ESX Server 时，[任务 (Tasks)] 选项不可用，但会在 
VI Client 窗口底部提供近期任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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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调度已调度任务”（第 278 页）

! “移除已调度任务”（第 279 页）

! “取消任务”（第 279 页）

任务简介

已调度任务选项可用于将选定的 VirtualCenter 活动配置为在指定时间发生。 定时选项
包括立即、稍后或重复。 除手动执行的活动外还将执行已调度的任务。 

通过 [新建任务 (New Task)] 向导可创建已调度任务，该向导显示了可用的任务选项。 
选择选项后，向导会显示与正在调度的任务类型相关的页面。 [新建任务 (New Task)] 
向导的最后一步是设置任务时间。 创建任务之后，可重新调度此任务以更改其定时和频
率。 

如果手动和已调度活动存在冲突，则 VirtualCenter 会执行最先到期的活动。 如果虚拟
机在执行手动或已调度活动时处于错误的状态，则 VirtualCenter 会向日志发送一条消
息且不执行该任务。

创建已调度任务时， VirtualCenter 会验证用户是否拥有在相关数据中心、主机和虚拟
机上执行操作的适当权限。 任务创建完成后，即使您不再拥有执行该任务的权限，该任
务仍将执行。

从 VirtualCenter 移除某对象时，与之相关的所有任务都将被移除。

在任务开始和完成时，事件都将被记录到事件日志中。 执行任务期间出现的任何错误也
将被记录在事件日志中。 

查看和执行任务

可以选择查看与特定清单对象相关的任务列表，或者查看分配给整个 VirtualCenter 清
单的任务的完整列表。 任务包括启动或关闭虚拟机、克隆虚拟机或将虚拟机添加到资源
池等活动。

除非 ESX Server 已注册并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否则无法在 ESX Server 主机上跟
踪或调度任务。 

小心   请勿调度针对同一个对象在同一时间执行的多个任务， 否则会出现不可预知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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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近期任务

在连接 ESX Server 或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 VI Client 窗口左下角
的 [任务 (Tasks)] 切换按钮。 

在 ESX Server 上执行任务

1 在连接 ESX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
需要展开清单，单击要执行操作的对象。

2 在与对象关联的主菜单或弹出菜单中选择活动。

例如，选择虚拟机，右键单击，然后选择 [启动 (Power On)] 选项。 

调度或查看 ESX Server 上任务的列表

将主机添加到 VirtualCenter 清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添加主机”（第 109 页）。

要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调度任务，请参见“管理已调度任务”（第 275 页）。

查看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已完成任务的列表

1 在 VI Client 中，单击 [清单 (Inventory)]，然后单击根文件夹。 

2 单击 [任务与事件 (Task & Events)] 选项卡。 单击 [任务与事件 (Task & Events)] 面
板中的 [任务 (Task)]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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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面板中的任务。 

[任务详细信息 (Task Details)] 窗格中将显示详细信息。 

对任务列表排序

1 在 VI Client 中显示清单面板，选择适当的对象并查看 [任务与事件 (Task & 
Events)] 面板。

2 单击列标题。 此操作可切换升序和降序排序。 

筛选任务列表

1 在 VI Client 中，根据需要展开清单，然后单击适当的对象。 

2 单击 [任务与事件 (Task & Events)] 选项卡。 单击 [任务与事件 (Task & Events)] 面
板中的 [任务 (Task)] 按钮。

3 如果需要，请选择 [视图 (View)] > [筛选 (Filtering)]。

4 单击列表箭头，然后单击该列以包括在筛选搜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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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按 Enter。 

任务列表仅显示包含键入的关键字的项。 

管理已调度任务

可以调度任务以便在指定时间发生。 每个调度任务选项运行该任务的对应向导，并在向
导的结尾添加调度时间选项。 [新建任务 (New Task)] 向导能够调度的任务列出如下。 有
关完成单个任务向导的信息，请参见列出的文档：

! 更改虚拟机的电源状况（请参见“更改虚拟机电源状况”（第 156 页））

! 创建虚拟机模板（请参见“创建模板”（第 188 页））

! 通过 VMotion 移动虚拟机（请参见“通过 VMotion 迁移”（第 213 页））

! 创建虚拟机（请参见“使用新建虚拟机向导”（第 134 页））

! 对虚拟机执行快照（请参见“了解快照”（第 229 页））

! 自定义虚拟机（请参见“准备客户机自定义”（第 198 页））

! 添加主机（请参见“添加主机”（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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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已调度任务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选项。

此时将显示当前已调度任务的列表。

2 单击工具栏中的 [新建 (New)]，或者选择 [文件 (File)] > [新建 (New)] > [已调度任
务 (Scheduled Tasks)]。

3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调度的任务。 单击 [确定 (OK)]。

4 填写任务特定信息。

[新建任务 (New Task)] 向导将显示一系列页面，对应于执行始于选定对象的任务
时使用的页面。 

有关每项任务的特定信息，请参见适用于各选项的章节或手册。 大多数调度过程与
手动执行任务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调度时必须指定任务适用的虚拟机、主机或数据中

心，并且还必须指定执行任务的时间。

5 选择已调度任务的频率，然后根据表 19‐1 中描述的选项完成调度。

已调度任务的发生时间相对于 VirtualCenter Server，而不是从中配置该任务的本
地 VI Client。

注意   任何操作都可通过 VMware Infrastructure API 设置为已调度任务。 但是，只
有所有操作的子集才能通过 VI Client 成为已调度任务的一部分。

注意   每个任务只能设置一个定时调度。 要设置多个频率类型，请设置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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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1.  已调度任务的频率选项

频率 设置过程

一次 要在创建后立即运行已调度任务，请选择 [现在 (Now)]，然后单
击 [下一步 (Next)]。 
要在稍后某天或某个时间运行已调度任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稍后 (Later)]。
2 在 [时间 (Time)] 字段中键入时钟时间。
3 单击 [日期 (Date)] 箭头以显示日历。 选择日期（单击日历上
的日期）。 
单击左右箭头以查看其他月份。 选择月份，然后在列表中选
择。 单击上下箭头，选择年份。

4 单击 [下一步 (Next)]。 

启动后 输入延迟时间，然后单击 [下一步 (Next)]。 

按小时 在小时和时间间隔的后面输入开始时间（例如，每八小时后的 15 
分钟）。 单击 [下一步 (Next)]。

按天 输入开始时间和时间间隔。 单击 [下一步 (Next)]。 
例如，输入 [14:30 每四天 (14:30 every fourth day)]，在每四天的
下午 2:30 运行该任务。

按周 输入开始时间、每周的日期和时间间隔。 单击 [下一步 (Next)]。 
例如，输入 [星期二和星期四，上午 8:00，每两周 (Tuesdays and 
Thursday, 8:00 am, every second week)]。 可选择每周的天数。

按月 输入开始时间、每月的日期和时间间隔。 单击 [下一步 (Next)]。 
例如，输入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 11:00 每三个月 (second 
Thursday of the month, 11:00 every third month)]。
如果选择超过 28 的日期，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因为某些月份会
有 29、 30 或 31 天。
月份的最后一 <天> 选择当天发生的月份的最后一周。 如果选择当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而当月以星期天结束，则最后一个星期一

将是当月月底前的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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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完成向导，请单击 [完成 (Finish)]。

VirtualCenter 将该任务添加到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选项卡的列表中。

重新调度已调度任务

可以更改已调度任务的属性。 

编辑已调度任务

1 单击导航栏中的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

2 右键单击任务并选择 [属性 (Properties)]。

此时会显示与任务关联的向导。

3 通过向导编辑任务属性。

注意   VI Client 和 VirtualCenter Server 位于不同时区时，VI Client 会转换成本地
时间。 例如，假定 VirtualCenter Server 位于东岸标准时区 (EST)，而 VI Client 则
位于太平洋标准时区 (PST)，较 EST 晚三个小时。假定用户调度在太平洋标准时间
星期一中午运行任务。 VI Client 会在将任务发送到 VirtualCenter Server 之前，将
执行时间转换成东岸标准时区星期一下午 3 点。而位于其他时区的用户将看到任务
被调度到与东岸标准时区星期一下午 3 点同步的其当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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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已调度任务

移除已调度任务将移除该任务的所有未来事件。 与该任务所有以前执行相关联的历史记
录保留在 VirtualCenter 数据库中。

移除已调度任务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 选项。

此时将显示已调度任务列表。

2 在列表中选择适当的任务。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 > [移除 (Remove)]。

VirtualCenter 即会从已调度任务列表中移除该任务。

3 要确认移除该任务，请单击 [确定 (OK)]。

已将任务从任务列表中删除。

取消任务

只能取消正在执行的任务。 在执行过程中，只能取消选定的（已调度或手动启动的）
任务。 需要拥有分配给正在执行该任务的主机的相应权限才能取消正在执行的任务。

取消任务与移除任务不同。 取消任务将停止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无论是手动启动的任
务还是调度任务。 移除任务将移除已调度任务的未来事件。

可以在启动后取消的任务包括：

! 连接主机

! 克隆虚拟机

! 迁移虚拟机

! 部署模板

! 从虚拟机创建模板

! 克隆模板

注意   移除任务与取消任务不同。 取消任务将停止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无论是手动启
动的任务还是调度任务。 移除任务将移除已调度任务的未来事件。

注意   如果涉及的一台或两台主机都是 ESX Server 2.0.1 版，则不允许执行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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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查看 [近期任务 (Recent Tasks)] 面
板。

2 如果 [近期任务 (Recent Tasks)] 面板当前未显示，请单击 VI Client 窗口左下角的
[任务 (Tasks)]。

3 在列表中选择适当的任务。 

4 右键单击该任务，然后选择 [取消 (Cancel)]。

某些任务无法取消。 如果取消选项不可用，则表明选定任务无法取消。 

VirtualCenter 会停止执行该任务，将对象恢复为先前状况，并将任务显示为已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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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事件
事件 是对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很重要的任何操作。 每个事件触发一则事
件消息。 所有事件消息都归档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数据库中。 可从两个位置查看
事件消息：

! 导航栏中的 [事件 (Events)] 选项显示 VirtualCenter Server 上发生的所有事件。 

! [清单 (Inventory)] 按钮下任意对象的 [事件 (Events)] 选项卡。 [事件 (Events)] 选项
卡列表仅显示选定数据中心、主机或虚拟机上发生的或因其引起的事件。 

最新事件显示在滚动列表的底部。 消息按类型标识： 信息、错误或警告。 此外，消息还
使用彩色编码。 缩短的事件消息在面板的描述部分显示。 选定事件消息的更详细版本在
面板的 [事件详细信息 (Event Detail)] 区域显示。 通常， [事件详细信息 (Event Detail)] 
项表示发生事件的主机或虚拟机并描述已发生的操作。 事件的对象是对象单个事件页的
链接。

本节包括下列内容：

! “查看所有事件消息”（第 282 页）

! “查看选定事件消息”（第 283 页）

! “对事件消息进行排序和筛选”（第 284 页）

! “导出事件消息”（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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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所有事件消息

在 [清单 (Inventory)] 面板中选择资源池、主机或虚拟机对象时，可使用 [事件 
(Events)] 选项卡。 VI Client 连接 ESX Server 时，可以使用事件的该视图。 

图 19-1.  连接 ESX Server 的 VI Client > 清单 > 虚拟机 > 事件选项卡

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在 [清单 (Inventory)] 面板中，单击 [事件 (Events)] 选项卡。 单击事件。 

[事件详细信息 (Event Details)] 字段显示有关该事件的其他信息：

! 事件是报告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 活动的消息。 事件消息是在产品中预定
义的。 

! 日志是与选定事件消息相关的已存储参考信息。 日志是在产品中预定义的。 您可指
定是否生成选定日志的配置。

注意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时， [事件 (Events)] 与 [任务 (Tasks)] 选项卡将组合在
一起。

注意   根据 VI Client 是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还是连接 ESX Server，显示的视
图和功能会有所不同。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过程、任务或描述对这两种连接均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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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选定事件消息

清单面板中的每个对象都有一个 [事件 (Events)] 选项卡（在信息面板中）。 显示的每个
事件都是所有服务器事件的对象特定子集。 

查看对象的事件消息和事件详细信息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

2 在清单面板中，根据需要选择文件夹、群集、资源池、主机或虚拟机。 

如果选择一个主机，该主机上所有虚拟机的事件消息都将包括在事件日志中。

3 单击 [事件 (Events)] 选项卡。

4 单击事件。

带有相关对象链接的完整文本消息将显示在 [事件详细信息 (Event Details)] 框中。

5 在 [事件详细信息 (Event Details)] 框中单击任一用蓝色突出显示的项目。 

视图将变为显示选定的链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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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件消息进行排序和筛选

可通过单击列标签标题对列表中的所有项目进行排序。 列标题中的三角形符号用来表示
是按升序还是降序进行排序的。 

对列表进行排序 

单击列标题，按该列中的条目对列表进行重新排序。 当前选择不变。 

更改升序或降序 

单击列标题，在升序和降序之间切换。

在列表中选择项目 

单击各个项目。 按住 Shift 的同时单击可选择 [事件 (Events)] 面板中的多个项目。 

只查看选定列 

右键单击任意列标题，然后在列表中选择要显示的数据字段。 

搜索并列出选定的项 

1 选择 [查看 (View)] > [筛选 (Filtering)] 以查看筛选选项。 

2 在数据字段中输入文本。 单击 [清除 (Clear)] 以清空该数据字段。

此时会显示与搜索项匹配的多个列中的条目。 在本示例中，同时在 [描述 
(Description)] 和 [任务 (Task)] 列条目中找到了搜索词“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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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事件消息

事件日志文件可全部或部分导出。 

导出事件文件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选择 [文件 (File)] > [导出 (Export)] > 
[导出事件 (Export Events)]。 

2 指定要导出的消息的时间范围和类型。

3 指定导出文件的文件名、文件类型和位置。 单击 [浏览 (Browse)] 按钮，查看 [另存
为 (Save As)] 对话框。 

文件将另存为文本文件。 

4 选择 [类型 (Type)] 单选按钮以指定包括在导出文件中的错误的类型。 

可以指定是包括用户生成事件还是系统生成事件。 

可指定所有用户，也可指定 [这些用户 (These users)]，然后单击 [浏览 (Browse)] 以
选择用户子集。 

5 指定要导出事件的时间范围。 选项包括小时数、天数、周数、月数和起始/终止日
期范围。 

6 指定要导出的事件数，可以是全部或特定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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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 [确定 (OK)] 创建选定数据的文件。 

VirtualCenter 将根据提供的文件扩展名创建选定数据的文件并将文件存储在指定位
置。 如果没有提供文件扩展名，则默认为文本文件。 该文件包含 [类型 (Type)]、 [时间 
(Time)] 和 [描述 (Description)]。

管理警报
警报 是响应选定事件时发出的特定通知。 一些警报是由产品默认定义的。 也可以创建
其他警报，并将其应用到选定的清单对象或所有清单对象。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警报简介”（第 287 页）

! “准备电子邮件 SMTP 警报通知”（第 289 页）

! “准备 SNMP 警报通知”（第 289 页）

! “创建警报”（第 290 页）

! “编辑警报”（第 296 页）

! “移除警报”（第 296 页）

清单面板中的 [警报 (Alarms)] 选项卡显示由指定事件激活的选定对象的警报列表。 警
报可应用到主机和虚拟机，并可在文件夹或资源池等父实体中定义。

[警报 (Alarms)] 选项卡有两个视图可通过按钮获得：

! 警报 ‐ 显示根据选定清单项触发的警报。

注意   根据 VI Client 是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还是连接 ESX Server，显示的视图和
功能会有所不同。 VI Client 连接 ESX Server 时，无法使用 [警报 (Alarms)] 选项。 

注意   警报仅可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配置。 直接连接 VI Client 的 ESX Server 主机
不具备警报功能。 要获得警报功能，请通过 VirtualCenter Server 管理 ESX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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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 清单： 主机和群集 > 主机 > 警报
选项卡 > 警报按钮

! [定义 (Definitions)] ‐ 显示监控选定清单项的警报。 如果警报中配置的事件发生，
则会触发警报，且服务器将执行配置的操作（例如，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图 19-3.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 清单： 主机和群集 > 主机 > 警报
选项卡 > 定义按钮

警报简介

当主机或虚拟机上发生选定的事件时，警报会发送通知消息。 警报指示层次结构中的对
象或对象集的状态级别。 警报可在所有层次结构级别（包括文件夹、数据中心、群集、
资源池、主机和虚拟机）上定义。 

警报可从父级别继承，但不能在子级进行更改或替代。 为任意对象添加新警报时，该警
报将添加到在其任意子级均生效的警报集合中。 

在创建警报时， VirtualCenter 会验证用户是否拥有在相关的数据中心、主机和虚拟机
上执行操作的权限。 警报创建后，即使创建警报的用户不再拥有创建警报的权限，该警
报仍会执行。

警报对主机或虚拟机均适用。 每个警报都具有触发事件和通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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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触发有两种：

! 衡量指标 ‐ 当监控对象的特定属性在五分钟时间内处于特定的值范围以内时，触发
警报。 例如，可将 [主机 CPU 使用情况 (Host CPU Usage)] 触发设置为当 CPU 使
用情况高于或低于指定的百分比值时触发警报。 

只有当指定的衡量指标符合触发条件达五分钟后，才会触发衡量指标触发警报。 这
样可防止由于监控衡量指标中的瞬时峰值而触发警报。 

! 状况 ‐ 当监控对象进入指定状况时触发警报。 例如，可将 [主机状况 (Host State)] 
触发设置为当主机进入以下任一状况时触发警报： [无 (None)]、 [已连接 
(Connected)]、[已断开 (Disconnected)] 或 [无响应 (Not responding)]。 达到指定
状况时立即触发状况触发警报。 

警报通知方法有以下几种类型：

! 发送通知电子邮件 

SMTP 发送一封电子邮件。 发送电子邮件时 SMTP 必须就绪。 有两种方式设置 
SMTP： 通过 VirtualCenter 或通过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如果 Outlook 
Express 中的 SMTP 设置正确，则不一定需要 VirtualCenter 设置。 

VirtualCenter Server 生成电子邮件的主题和正文文本。 用户只需要输入 [收件人 
(To)] 列表。 指定接收消息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有多个收件人名称，则应使用逗号
隔开。

! 发送通知陷阱

默认 SNMP 通知收件人是 VirtualCenter Server。 查看发送的陷阱需要使用 SNMP 
陷阱查看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主机的配置必须可接收 SNMP 陷阱。 请参见
“准备 SNMP 警报通知”（第 289 页）。

! 运行脚本 

用户脚本命令及其参数必须格式化成一个字符串。

用户脚本作为单独进程运行，不会妨碍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进程。 但脚本运行
时会消耗 VirtualCenter Server 计算机上的资源，例如处理器和内存。

! 挂起虚拟机

! 关闭虚拟机

! 重置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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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警报执行的操作将在以下各节中说明：

! “准备电子邮件 SMTP 警报通知”（第 289 页）

! “准备 SNMP 警报通知”（第 289 页）

! “创建警报”（第 290 页）

! “编辑警报”（第 296 页）

! “移除警报”（第 296 页）

准备电子邮件 SMTP 警报通知
如果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SMTP 通知，则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 定义 SMTP 和电子邮件地址信息。 

! 为需要在创建警报时接收通知的用户指定电子邮件地址。

定义 SMTP 和电子邮件地址信息

1 在 VI Client 中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2 单击导航列表中的 [邮件 (Mail)]。 

3 为电子邮件通知设置 SMTP 服务器和 SMTP 端口：

! [SMTP 服务器 (SMTP Server)] ‐ 用于发送电子邮件的 SMTP 网关的 DNS 名称
或 IP 地址。

! [发件人帐户 (Sender Account)] ‐ 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例如 mail_server
datacenter.com。

4 单击 [确定 (OK)]。

准备 SNMP 警报通知
要使用 SNMP 陷阱，则必须配置：

! VirtualCenter Server 主机。

! SNMP 收件人服务器，以便从 VirtualCenter 接受陷阱。

创建警报时，只会触发并发送一个陷阱。 警报参数包括：

! 类型 ‐ VirtualCenter 正在监控的警报的状况。 选项包括主机处理器（或 CPU）的
使用情况、主机内存的使用情况、主机状态、虚拟机处理器（或 CPU）的使用情
况、虚拟机内存的使用情况、虚拟机状态、虚拟机检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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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 触发警报的主机或虚拟机的名称。

! 原状态 ‐ 触发警报前的警报状态。

! 新状态 ‐ 触发警报时的警报状态。

! 对象值 ‐ 触发警报时的对象值。

定义 SNMP 信息

1 在 VI Client 中选择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2 单击导航列表中的 [SNMP]。 

3 根据需要输入 SNMP 和邮件地址：

可以为 SNMP 陷阱配置最多四个收件人。 必须按照数字顺序 1、 2、 3 和 4 进行配
置。每个 SNMP 陷阱都需要一个对应的主机名、端口和团体。 例如：

! 收件人 URL ‐ SNMP 收件人的 DNS 名称和 IP 地址。

! 收件人端口 ‐ 收件人的端口号。

如果端口值为空，则 VirtualCenter 使用默认端口。 默认端口为 902。

! 团体字符串 ‐ 团体标识符。

4 单击 [确定 (OK)]。

创建警报 
要使用电子邮件或 SNMP 通知，请在创建警报定义前参见“准备电子邮件 SMTP 警报
通知”（第 289 页），并定义地址信息。

创建警报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
需要展开清单，单击适当的对象，单击 [警报 (Alarms)] 选项卡，然后单击 [定义 
(Definitions)] 按钮。

2 选择 [文件 (File)] > [新建 (New)] > [警报 (Alarm)]。

如果从文件夹、数据中心或群集启动，则 [警报属性 (Alarm Properties)] 对话框显
示用于为主机或虚拟机创建警报的选项。 如果从资源池、主机或虚拟机启动，则
[监控主机 (Monitor a host)] 或 [监控虚拟机 (Monitor a VM)] 将被预先选定，而其
他选项显示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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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警报类型。

4 在 [常规 (General)] 选项卡中，指定警报名称、要监控的对象（主机或虚拟机）、
触发优先级以及是否启用该警报。 

触发优先级可设置为 [红色 (Red)] 或 [绿色 (Green)]：

! [红色 (Red)] ‐ 默认值，首先触发优先级为红色的警报、然后是黄色，最后是
绿色。

! [绿色 (Green)] ‐ 首先触发优先级为绿色的警报、然后是黄色，最后是红色。

5 若要定义警报但使其处于非活动状态，请取消选择 [启用 (Enable)] 框。

6 单击 [触发 (Triggers)] 选项卡以及 [添加 (Add)]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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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 (Triggers)] 选项卡中有四个下拉菜单：

! 触发类型

列出的选项适用于主机或虚拟机。

对于主机警报，选项包括 [主机处理器（或 CPU）使用情况 (Host Processor 
(or CPU) Usage)]、[主机内存使用情况 (Host Memory Usage)]、[主机网络使
用情况 (Host Network Usage)]、[主机磁盘使用情况 (Host Disk Usage)]、[主
机状况 (Host State)] 和 [主机硬件健康状况 (Host Hardware Health)]。

对于虚拟机警报，选项包括 [虚拟机处理器（或 CPU）的使用情况 (VM 
Processor (or CPU) Usage)]、 [虚拟机内存的使用情况 (VM Memory 
Usage)]、 [虚拟机网络的使用情况 (VM Network Usage)]、 [虚拟机磁盘的使
用情况 (VM Disk Usage)] 以及 [虚拟机状况 (VM State)]。

! 条件

衡量指标触发选项包括 [高于 (Is Above)] 和 [低于 (Is Below)]。

状态触发选项包括 [是 (Is)]（状况）和 [不是 (Is Not)]（状况）。

! [警告 (Warning)]（黄色）状况或衡量指标值以及 [警示 (Alert)]（红色）状
况或衡量指标值

百分比选项的范围从 5% 到 100%，以 5% 为单位递增。 对于非百分比衡量指
标，例如 [网络使用情况 (Network Usage)]，可键入任何值。 

与这些活动对应的虚拟机状况选项： 正在创建、正在迁移、正在连接、正在断
开连接、正在通过 VMotion 迁移、正在重新连接、正在移除、正在重置、正
在恢复、正在启动、正在停止、正在挂起、已断开、初始、孤立的、已关闭、

已启动和已挂起。 与这些活动对应的主机状况选项： 正在连接、正在断开连
接、正在重新连接、正在移除、正在关闭、已连接和已断开连接。 退出状况为
选定状况，它被视为黄色条件。

对应于退出状况/进入状况的颜色在 [操作 (Actions)] 选项卡中设置。 默认为从 
[黄色 (yellow)] 到 [红色 (red)]。

注意   只有当指定的衡量指标符合触发条件达五分钟后，才会触发衡量指标触
发警报。 这样可防止由于监控衡量指标中的瞬时峰值而触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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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为警报触发事件定义多个条件。 单击 [添加 (Add)]。 输入每个条件的参
数。 

8 指定触发警报时的报告频率。 分别为 [容限 (Tolerance)] 和 [频率 (Frequency)] 输入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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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定在触发警报时要执行的操作。

10 单击 [操作 (Actions)] 选项卡。 单击 [添加 (Add)] 按钮。 单击适当的复选框。

有四级变化： 绿色到黄色，黄色到红色，红色到黄色和黄色到绿色。 为每级变化依
次附加操作。

11 选择事件触发时要采取的操作，并指定关联的信息。 

选项包括：

! 发送通知电子邮件。

在 [值 (Value)] 字段中提供通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SMTP 发送通知电子邮件。 发送电子邮件时 SMTP 必须就绪。 有两种方式设置 
SMTP： 通过 VirtualCenter 或通过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如果 Outlook 
Express 中的 SMTP 设置正确，则不一定需要 VirtualCenter 设置。

VirtualCenter Server 生成电子邮件消息的主题和正文文本。 用户只需要输入 
[收件人 (to)] 列表。 指定接收消息的电子邮件地址。 使用逗号或分号隔开多个
收件人。 请参见“准备电子邮件 SMTP 警报通知”（第 289 页）。

! 发送通知陷阱。

VirtualCenter Server 为默认的 SNMP 通知收件人。 查看发送的陷阱需要使用 
SNMP 陷阱查看器。 VirtualCenter Server 主机的配置必须可接收 SNMP 陷
阱。 请参见“准备 SNMP 警报通知”（第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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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脚本。

如果脚本是 .exe 文件，则提供运行脚本的路径。 如果脚本是 .bat 文件，则
提供脚本路径作为 c:\windows\system32\cmd.exe 命令的参数。 例如，要
执行位于 c:\alarmscript.bat 的脚本，则提供脚本路径为
“c:\windows\system32\cmd.exe /c c:\alarmscript.bat”。 

用户脚本命令及其参数必须格式化成一个字符串。

用户脚本在其他进程中运行，且不会妨碍 VirtualCenter Server 运行。 但是，
此脚本会占用服务器资源，如处理器和内存。 

{eventDescription} - 警报触发事件的完全格式化消息
{targetName} - 触发警报位置的实体名称
{alarmName} - 触发的警报名称
{triggeringSummary} - 警报的摘要信息及触发值
{declaringSummary} - 警报声明的摘要信息
{oldStatus} - 触发之前的警报状态
{newStatus} - 触发之后的警报状态
{target} - 触发警报时的清单对象
脚本示例：

“c:\windows\system32\cmd.exe /c c:\MyAlarmProcess.bat {targetName} 
{alarmName}”

有两个警报触发参数传递到备份文件。 第一个参数是实体的名称，第二个是警
报的名称。 当实体名称为 MyEntity 且警报名称为 MyAlarm 时，脚本将成为
“c:\windows\system32\cmd.exe /c c:\MyAlarmProcess.bat 

MyEntity MyAlarm”。

“d:\tools\alarm.exe '{targetName}' '{alarmName}' {newStatus}”

有三个警报触发参数传递到执行文件。 第一个是实体名称，第二个是警报名
称，第三个是触发后的警报状态。 当实体名称为 my dummy vm 时，警报名称
为 my test alarm，且新状态为红色，脚本将成为：

"d:\tools\alarm.exe ‘my dummy vm’ ‘my test alarm’ red”

! 启动、关闭、挂起或重置虚拟机。

这些仅适用于虚拟机警报。 

12 要完成警报，请单击 [确定 (OK)]。

VirtualCenter 将验证警报的配置，并为选定对象将警报添加到警报列表。

请注意， [定义范围 (Defined In)] 列指明了清单层次结构中定义警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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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警报

警报可以修改，但必须在原来创建警报的层次结构中才能编辑。 最简单的更改是启用或
禁用警报。 如果禁用了警报，则警报列表图标上会显示一个 X。

编辑现有警报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
钮。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单击 [警报 (Alarms)] 选项卡并单击 [定义 (Definitions)] 
按钮。

2 如果要更改的警报未在当前位置定义，请单击 [定义范围 (Defined in)] 列中链接的
对象。 

VirtualCenter 将为定义了警报的对象显示 [警报 (Alarms)] 面板。

3 选择要编辑的警报。 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警报 (Alarm)] > [编辑设置 (Edit 
Settings)]。 [定义范围 (Defined in)] 列中的警报条目必须为 [此对象 (This 
object)]。 

4 根据需要编辑警报常规设置、触发或操作。 单击 [确定 (OK)]。

VirtualCenter 验证警报配置并编辑选定对象的警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创
建警报”（第 290 页）。

移除警报

从定义警报的对象中移除对象。 不能从继承警报的子级移除警报。 

移除警报

1 在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 VI Client 中，单击导航栏上的 [清单 (Inventory)] 
按钮。 根据需要展开清单，单击 [警报 (Alarms)] 选项卡并单击 [定义 
(Definitions)] 按钮。

2 如果要更改的警报未在当前位置定义，请单击 [定义范围 (Defined in)] 列中链接的
对象。 VirtualCenter 将为定义了警报的对象显示 [警报 (Alarms)] 面板。

3 要移除警报，请选择警报，然后选择 [清单 (Inventory)] > [警报 (Alarm)] > [移除 
(Remove)]。

此时将显示确认弹出窗口。 

4 单击 [是 (Yes)]。 

警报已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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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一些默认特权，为角色选定这些特权时，可以与用户配对，也可以将其分配

给对象。 下表使用 VC 表示 VirtualCenter Server，使用 HC 表示主机客户端（一个独
立的 ESX Server）。 

在设置权限时，确认所有对象类型均已为每项特定操作设置了适当的特权。 除了访问正
在操作的对象之外，有些操作还需要对根文件夹或父文件夹的访问权限。 有些操作需要
对父文件夹及相关对象的访问权限或执行权限。 有关向清单对象应用特权的信息，请参
见第 17 章，“管理用户、组、权限和角色”（第 239 页）。

有关预定义分组特权的列表，请参见表 17‐1，“默认角色”（第 246 页）。 

本附录包括以下各主题：

! “警报”（第 300 页）

! “数据中心”（第 301 页）

! “数据存储”（第 301 页）

! “扩展名”（第 302 页）

! “文件夹”（第 302 页）

! “全局”（第 303 页）

! “主机 CIM”（第 304 页）

! “主机配置”（第 305 页）

! “主机清单”（第 307 页）

! “主机本地操作”（第 308 页）

定义的特权 A



基本系统管理

300 VMware, Inc.

! “网络”（第 309 页）

! “性能”（第 309 页）

! “权限”（第 310 页）

! “资源”（第 310 页）

! “已调度任务”（第 312 页）

! “会话”（第 312 页）

! “任务”（第 313 页）

! “虚拟机配置”（第 313 页）

! “虚拟机交互”（第 315 页）

! “虚拟机清单”（第 316 页）

! “虚拟机置备”（第 317 页）

! “虚拟机状况”（第 318 页）

警报

表 A-1.   警报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使用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创建警报1 创建新警报。

用户界面元素 ‐ [警报 (Alarm)] 选项卡弹
出菜单、 [文件 (File)] 菜单

仅限 VC 警报对象父
项

所有清单项

删除警报 删除现有警报。

用户界面元素 ‐ [警报 (Alarm)] 选项卡弹
出菜单、 [文件 (File)] 菜单

仅限 VC 警报对象父

项

所有清单项

修改警报 更改现有警报的属性。

用户界面元素 ‐ [警报 (Alarm)] 选项卡弹
出菜单、 [文件 (File)] 菜单

仅限 VC 警报对象父

项

所有清单项

1. 如果通过自定义操作创建警报，则在创建警报时，将验证执行操作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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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数据存储

表 A-2.   数据中心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创建数据中心 创建新数据中心。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 (Inventory)] 弹出
菜单、工具栏按钮和 [文件 (File)] > [新
建数据中心 (New Datacenter)]

仅限 VC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文件
夹

删除数据中心 移除数据中心。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 (Inventory)] 弹出
菜单、 [清单 (Inventory)] > [数据中心 
(Datacenter)] > [移除 (Remove)]、[编辑 
(Edit)] > [移除 (Remove)]

仅限 VC 数据中心加

父对象

数据中心

移动数据中心 移动数据中心。

特权必须存在于源位置和目标位置。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拖放

仅限 VC 数据中心、

源和目标

数据中心、数

据中心文件夹

重命名数据中
心

更改数据中心的名称。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对象、 [清单 
(Inventory)] 弹出菜单、 [编辑 (Edit)] >
[重命名 (Rename)]、[清单 (Inventory)] > 
[数据中心 (Datacente)] > [重命名 
(Rename)]

仅限 VC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表 A-3.   数据存储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浏览数据存储 浏览数据存储上的文件。

用户界面元素 ‐ 添加现有磁盘、浏览 
CD‐ROM 或软盘介质、串行或并行端口
文件

HC 和 VC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

删除数据存储 移除数据存储。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数据存储 
(Inventory datastore)] 弹出菜单、[编辑 
(Edit)] > [移除 (Remove)]、 [清单 
(Inventory)] > [数据存储 (Datastore)] > 
[移除 (Remove)]

HC 和 VC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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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名

文件夹

删除数据存储

文件

删除数据存储中的文件。

用户界面元素 ‐ 数据存储浏览器工具栏
按钮和 [数据存储 (Datastore)] 弹出菜单

HC 和 VC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

文件管理 在数据存储浏览器中执行文件操作。 HC 和 VC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

重命名数据存

储

重命名数据存储。

用户界面元素 ‐ [数据存储属性 
(Datastore Properties)] 对话框 [更改 
(Change)] 按钮、主机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弹出菜单

HC 和 VC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

表 A-3.   数据存储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4.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注册扩展名 注册扩展名（插件）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取消注册扩展

名

取消注册扩展名（插件）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更新扩展名 更新扩展名（插件）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表 A-5.   文件夹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创建文件夹 创建新文件夹。

用户界面元素 ‐ 任务栏按钮、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菜单

仅限 VC 文件夹 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
菜单

仅限 VC 文件夹加父对

象

文件夹

移动文件夹 移动文件夹。

特权必须存在于源位置和目标位置。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拖放

仅限 VC 文件夹、源和

目标

文件夹

重命名文件夹 更改文件夹的名称。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窗格对象文本字段、
弹出菜单、 [文件 (File)] 菜单

仅限 VC 文件夹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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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

表 A-6.   全局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取消任务 取消正在运行或已排队的任务。

用户界面元素 ‐ 近期任务窗格弹出菜单、
[任务和事件 (Tasks & Events)] 弹出菜
单。 可将当前克隆取消并克隆为模板。

HC 和 VC 任何对象 与任务相关
的清单对象

容量规划 允许使用容量规划来计划将物理机整合

到虚拟机。 
用户界面元素 ‐ 工具栏中的 [整合 
(Consolidation)] 按钮。 

仅限 VC 任何对象 根文件夹

诊断 获取诊断文件、日志头、二进制文件或

诊断捆绑包的列表。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 [导出 
(Export)] > [导出诊断数据 (Export 
Diagnostic Data)]、 [管理 (Admin)][系
统日志 (System Logs)] 选项卡

仅限 VC 任何对象 根文件夹

禁用方法 允许 VirtualCenter 扩展的服务器对 
VirtualCenter 管理的对象禁用某些操
作。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仅限 VC 任何对象 根文件夹

启用方法 允许 VirtualCenter 扩展的服务器对 
VirtualCenter 管理的对象启用某些操
作。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仅限 VC 任何对象 根文件夹

许可证 查看安装的许可证以及添加或移除许可

证。

用户界面元素 ‐ [许可证 (Licenses)] 选项
卡、[配置 (Configuration)] > [已获许可
的功能 (Licensed Features)]

HC 和 VC 任何对象 根文件夹

日志事件 针对特定的受管实体记录用户定义的事

件。

用户界面元素 ‐ 在关闭或重新引导主机
时应询问原因。

HC 和 VC 所有对象 所有清单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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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CIM

管理自定义属

性

为受管实体添加、移除、重命名自定义

属性。

用户界面元素 ‐ [管理 (Administration)] > 
[自定义属性 (Custom Attributes)]

仅限 VC 所有对象 根文件夹

代理 允许访问内部接口以将端点添加到代理
或从代理移除端点。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仅限 VC 所有对象 根文件夹

脚本操作 调度与警报一起使用的脚本操作。 
用户界面元素 ‐ [警报设置 (Alarm 
Settings)] 对话框

仅限 VC 所有清单对

象

所有清单对

象

服务管理器 允许在 Remote CLI 中使用 resxtop 命
令。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设置自定义属
性

查看、创建和移除自定义属性字段。

用户界面元素 ‐ 任何列表视图显示定义
的字段并允许设置这些字段

仅限 VC 所有对象 所有清单对
象

设置 读取并修改运行时 VC 配置设置。
用户界面元素 ‐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
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仅限 VC 所有对象 根文件夹

VC Server 准备或启动 VMotion 发送操作或 
VMotion 接收操作。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仅限 VC 所有对象 根文件夹

表 A-6.   全局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7.   主机 CIM 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CIM 交互 允许客户端获取用于 CIM 服务的票证。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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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配置

表 A-8.   主机配置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高级配置 在主机配置中设置高级选项。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 [高级设置 
(Advanced Settings)]、清单层次结构
弹出菜单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更改日期时间
设置

设置主机上的时间和日期设置。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 [时间配置 
(Time Configuration)]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更改设置 允许设置锁定模式。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安全配置文
件 (Security Profile)] > [锁定模式 
(Lockdown Mode)] > [编辑 (Edit)]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更改 SNMP 设
置

编辑、重新启动和停止 SNMP 代理。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连接 更改主机的连接状态（已连接或已断
开）。

用户界面元素 ‐ 右键单击主机

仅限 VC 主机 主机

固件 允许更新为 ESX Server 3i 主机上的主机
固件。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主机 主机（仅限 
ESX Server 
3i）

超线程 启用和禁用主机 CPU 调度程序中的超线
程。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 [处理器 
(Processors)]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维护 使主机进入和退出维护模式、关闭和重

新启动主机。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弹出菜单、 [清单 
(Inventory)] > [主机 (Host)] > [进入维护
模式 (Enter Maintenance Mode)]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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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配置 设置配置的服务控制台内存预留。 此设
置仅在 ESX Server 3 主机上适用。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 [内存 
(Memory)]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网络配置 配置网络、防火墙和 VMotion 网络。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 [网络 
(Networking)]、[网络适配器 (Network 
Adapter)]、 [DNS 和路由 (DNS and 
Routing)]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查询修补程序 允许查询可安装的修补程序并将修补程
序安装在主机上。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安全配置文件
和防火墙

配置 Internet 服务，例如 SSH、Telnet、
SNMP 和主机防火墙。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 [安全配置文
件 (Security Profile)]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系统管理 允许扩展以便操作主机上的文件系统。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系统资源设置 更新系统资源层次结构的配置。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系统资源分
配 (System Resource Allocation)]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表 A-8.   主机配置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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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清单

存储器分区配

置

管理 VMFS 数据存储和诊断分区。 扫描
新的存储设备。 管理 iSCSI。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 [存储器 
(Storage)]、 [存储适配器 (Storage 
Adapters)]、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数据存储弹出
菜单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虚拟机自动启

动配置

更改单个主机上虚拟机的自动启动和自

动停止顺序。

用户界面元素 ‐ 主机 [配置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 [虚拟机启动
或关闭 (Virtual Machine Startup or 
Shutdown)]

HC 和 VC 主机 主机

表 A-8.   主机配置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9.   主机清单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将主机添加到

群集

将主机添加到现有群集。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弹出菜单
仅限 VC 主机 群集

添加独立主机 添加独立主机。

用户界面元素 ‐ 工具栏按钮、清单弹出
菜单、 [清单 (Inventory)] > [数据中心 
(Datacenter)] > [添加主机 (Add Host)]、
[文件 (File)] > [新建 (New)] > [添加主机 
(Add Host)]、 [主机 (Hosts)] 选项卡弹
出菜单

仅限 VC 主机 数据中心、主

机文件夹

创建群集 创建新群集。

用户界面元素 ‐ 工具栏按钮、清单弹出
菜单、 [清单 (Inventory)] > [数据中心 
(Datacenter)] > [新建群集 (New 
Cluster)]、[文件 (File)] > [新建 (New)] > 
[群集 (Cluster)]

仅限 VC 群集 数据中心、主

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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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本地操作

修改群集 更改群集的属性。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弹出菜单、 [清单 
(Inventory)] > [群集 (Cluster)] > [编辑设
置 (Edit Settings)]、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仅限 VC 群集 群集

移动群集/独立
主机

在文件夹之间移动群集或独立主机。

特权必须存在于源位置和目标位置。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层次结构

仅限 VC 群集、源和目

标

群集、主机文

件夹

移动主机 将一组现有主机移入群集。

特权必须存在于源位置和目标位置。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层次结构拖放

仅限 VC 主机、源和目

标

群集、主机文

件夹

移除群集 删除群集或独立主机。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弹出菜单、 [编辑 
(Edit)] > [移除 (Remove)]、 [清单 
(Inventory)] > [群集 (Cluster)] > [移除 
(Remove)]

仅限 VC 群集和父对象 群集、主机

从群集移除主

机

移除群集中的主机或独立主机。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的群集拖放、弹出
菜单、 [清单 (Inventory)] > [主机 
(Host)] > [移除 (Remove)]

仅限 VC 群集和父对象 群集、主机文

件夹

重命名群集 重命名群集。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单击、清单层次结
构弹出菜单、 [清单 (nventory)] > [群集 
(Cluster)] > [重命名 (Rename)]

仅限 VC 群集 群集

表 A-9.   主机清单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10.   主机本地操作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将主机添加到 
VirtualCenter

在主机上安装和卸载各个代理，例如 
vpxa 和 aam。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仅限 H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创建虚拟机 在磁盘上从头开始创建新的虚拟机，而

不在主机上注册。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仅限 H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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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性能

删除虚拟机 删除磁盘上的虚拟机，而不管是否已注

册。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仅限 H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管理用户组 管理主机上的本地帐户。

用户界面元素 ‐ [用户和组 (Users & 
Groups)] 选项卡（只有在 VI Client 直
接登录到主机的情况下才显示）

仅限 H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表 A-10.   主机本地操作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11.   网络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删除网络 移除网络。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网络弹出菜单、 [编
辑 (Edit)] > [移除 (Remove)]、 [清单 
(Inventory)] > [网络 (Network)] > [移除 
(Remove)]

HC 和 VC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表 A-12.   警报管理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修改时间间隔 创建、移除和更新性能数据收集时间间

隔。

用户界面元素 ‐ [管理 (Administration)] >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配
置 (Virtual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Configuration)] > [统计信息 
(Statistics)]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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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资源

表 A-13.   权限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使用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修改权限 为实体定义一个或多个权限规则，或者
如果实体上的特定用户或组已经有规

则，则更新规则。

用户界面元素 ‐ [权限 (Permissions)] 选
项卡弹出菜单、 [清单 (Inventory)] > 
[权限 (Permissions)] 菜单

HC 和 VC 任何对象加
父对象

所有清单项

修改角色 更新角色的名称和特权。

用户界面元素 ‐ [角色 (Roles)] 选项卡弹
出菜单、工具栏按钮、[文件 (File)] 菜单

HC 和 VC 任何对象 根文件夹

重新指定角色
权限

将某角色的所有权限重新分配给其他角
色。

用户界面元素 ‐ [删除角色 (Delete 
Role)] 对话框单选按钮和关联的菜单

HC 和 VC 任何对象 根文件夹

表 A-14.   资源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应用建议 要求服务器使用建议的 VMotion 继续。
用户界面元素 ‐ 群集 DRS 建议选项卡

仅限 VC 群集 群集

将虚拟机分配
给资源池

将虚拟机分配给资源池。

用户界面元素 ‐ 新建虚拟机向导
HC 和 VC 资源池 资源池

创建池 创建新的资源池。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
菜单、[摘要 (Summary)] 选项卡、[资源 
(Resources)] 选项卡

HC 和 VC 资源池、群

集

资源池、群集

 迁移 将虚拟机的执行迁移至特定的资源池或

主机。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弹出菜单、虚拟机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迁移 (Migrate)]、拖放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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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池 更改资源池的分配。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 (Inventory)] > [资
源池 (Resource Pool)] > [移除 
(Remove)]、 [资源 (Resources)] 选项卡

HC 和 VC 资源池和父

对象

资源池

移动池 移动资源池。

特权必须存在于源位置和目标位置。

用户界面元素 ‐ 拖放

HC 和 VC 资源池、源

和目标

资源池

查询 VMotion 调查虚拟机与一组主机的一般 VMotion 
兼容性。

用户界面元素 ‐ 为启动的虚拟机显示迁
移向导以检查兼容性时需要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重定位 将虚拟机的执行冷迁移至特定的资源池

或主机。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弹出菜单、虚拟机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迁移 (Migrate)]、拖放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移除池 删除资源池。

用户界面元素 ‐ [编辑 (Edit)] > [移除 
(Remove)]、 [清单 (Inventory)] > [资源
池 (Resource Pool)] > [移除 (Remove)]、
清单弹出菜单、[资源 (Resources)] 选项
卡

HC 和 VC 资源池和父

对象

资源池

重命名池 重命名资源池。

用户界面元素 ‐ [编辑 (Edit)] > [重命名 
(Rename)]、 [清单 (Inventory)] > [资源
池 (Resource Pool)] > [重命名 
(Rename)]、单击、弹出菜单

HC 和 VC 资源池 资源池

表 A-14.   资源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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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调度任务

会话

表 A-15.   已调度任务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创建任务1 调度任务。 在调度时，需要一定的特权
来执行已调度的操作。

用户界面元素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工具栏按钮和弹出菜单

仅限 VC 所有清单对
象

所有清单对
象

修改任务 重新配置已调度任务的属性。

用户界面元素 ‐ [清单 (Inventory)] > [已
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 [编辑 
(Edit)]、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选项卡弹出菜单

仅限 VC 所有清单对

象

所有清单对

象

移除任务 移除队列中的已调度任务。

用户界面元素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弹出菜单、[清单 (Inventory)]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 [移除 
(Remove)]、 [编辑 (Edit)] > [移除 
(Remove)]

仅限 VC 所有清单对

象

所有清单对

象

运行任务 立即运行已调度任务。

用户界面元素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弹出菜单、[清单 (Inventory)] > 
[已调度任务 (Scheduled Tasks)] > [运行 
(Run)]

仅限 VC 所有清单对
象

所有清单对
象

1. 创建和运行任务（按需）需要调用关联操作的权限。 例如，警报需要文件夹的权限才能在该文件夹
的对象上创建警报。

表 A-16.   会话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全局消息 在消息中设置全局日志。

用户界面元素 ‐ [会话 (Sessions)] 选项
卡、 [管理 (Administration)] > [编辑今
日消息 (Edit Message of the Day)]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模拟用户 模拟另一个用户。 该功能由扩展使用。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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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虚拟机配置

验证会话 验证会话有效性。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查看和终止会
话

允许查看会话。 强制注销一个或多个已
登录的用户。

用户界面元素 ‐ [会话 (Sessions)] 选项卡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表 A-16.   会话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17.   任务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创建 允许扩展创建用户定义的任务。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更新 允许扩展更新用户定义的任务。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表 A-18.   虚拟机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添加现有磁盘 添加引用现有虚拟磁盘的虚拟磁盘。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添加新磁盘 添加创建新虚拟磁盘的虚拟磁盘。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添加或移除设

备

添加或移除任何非磁盘设备。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高级  更改 extraConfig 中的值。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 [选
项 (Options)] 选项卡 > [高级 
(Advanced)] ‐ [常规 (General)] 选项 >
[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按钮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更改 CPU 数目 更改虚拟 CPU 的数目。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更改资源 更改给定资源池中一组虚拟机节点的资
源配置。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磁盘扩展 扩展虚拟磁盘的容量。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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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租期 租赁 VMware Consolidated Backup 磁
盘。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主机 USB 设备 将基于主机的 USB 设备附加到虚拟机。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内存 更改分配给虚拟机的内存量。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 [内
存 (Memory)]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修改设备设置 更改现有设备的属性。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 
SCSI/IDE 节点选择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裸设备1 添加或移除裸磁盘映射或 SCSI 直通设
备。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 > 添加/移除
裸磁盘映射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移除磁盘 移除虚拟磁盘设备。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 硬
盘（而不是裸磁盘映射）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重命名 重命名虚拟机或修改虚拟机的相关注

释。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清
单、清单弹出菜单、 [文件 (File)] 菜单、
[清单 (Inventory)] 菜单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重置客户机信

息

清除 guestinfo 变量。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设置 更改虚拟机的常规设置。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选
项 (Options)] 选项卡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交换文件放置
位置

更改虚拟机的交换文件放置位置策略。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表 A-18.   虚拟机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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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交互

升级虚拟硬件 从上一版本的 VMware 升级虚拟机的虚
拟硬件版本。

用户界面元素 ‐ 弹出菜单、 [文件 (File)] 
菜单（只在 vmx 文件显示的配置数目
较低时才显示）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1. 设置此参数将覆盖用于修改裸设备（包括连接状况）的任何其他特权。

表 A-18.   虚拟机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19.   虚拟机交互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回答问题 解决有关虚拟机状况转换或运行时错误

的问题。

用户界面元素 ‐ [摘要 (Summary)] 选项
卡、清单菜单、弹出菜单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配置 CD 介质 更改 CD‐ROM 设备的备用。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 
DVD/CD‐ROM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配置软盘介质 更改软盘设备的备用。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控制台交互 与虚拟机的虚拟鼠标、键盘和屏幕交

互；获取屏幕截图信息。

用户界面元素 ‐ [控制台 (Console)] 选项
卡、工具栏按钮、 [清单 (Inventory)] >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 [打开控制
台 (Open Console)]、清单弹出菜单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对所有磁盘执

行碎片整理

对虚拟机上的所有磁盘执行碎片整理。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设备连接 更改虚拟机的可断开虚拟设备的连接状

况。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属性对话框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关闭 关闭启动的虚拟机，关闭客户机。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项、弹
出菜单、弹出控制台菜单、工具栏按
钮、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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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清单

启动 启动关闭的虚拟机，恢复挂起的虚拟

机。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项、弹
出菜单、弹出控制台菜单、工具栏按

钮、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重置 重置虚拟机并重新引导客户操作系统。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项、弹
出菜单、弹出控制台菜单、工具栏按
钮、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挂起 挂起启动的虚拟机，使客户机进入待机
模式。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项、弹
出菜单、弹出控制台菜单、工具栏按

钮、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安装 Tools 以 CD‐ROM 形式为客户操作系统装载
和卸载 VMware Tools CD 安装程序。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项、弹
出菜单、弹出控制台菜单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表 A-19.   虚拟机交互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20.   虚拟机清单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创建 创建新的虚拟机并为其执行分配资源。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
菜单、[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 [新建
虚拟机 (New Virtual Machine)] 链接

HC 和 VC 父文件夹 虚拟机文件夹

移动 在层次结构中重定位虚拟机。

特权必须存在于源位置和目标位置。

用户界面元素 ‐ 虚拟机和模板视图中的
清单层次结构拖放

仅限 VC 虚拟机、父

文件夹

虚拟机、虚拟

机文件夹

移除 删除虚拟机，从磁盘有选择地移除基础

文件。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
菜单、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HC 和 VC 虚拟机和父

文件夹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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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置备

表 A-21.   虚拟机置备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允许访问磁盘 打开虚拟机上的磁盘进行随机读写访
问。 常用于远程磁盘装载。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不适用 虚拟机 虚拟机

允许访问只读磁

盘

打开虚拟机上的磁盘进行随机读取访

问。 常用于远程磁盘装载。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不适用 虚拟机 虚拟机

允许下载虚拟机 读取与虚拟机关联的文件，包括 vmx、
磁盘、日志和 nvram。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虚拟机 根文件夹

允许上传虚拟机
文件

写入与虚拟机关联的文件，包括 vmx、
磁盘、日志和 nvram。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虚拟机 根文件夹

克隆 克隆现有的虚拟机并分配资源。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
菜单、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克隆模板 克隆模板。

用户界面元素 ‐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
菜单、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
项卡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从虚拟机创建模
板

从虚拟机创建新模板。

用户界面元素 ‐“克隆为模板...”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菜单、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项目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自定义 自定义虚拟机的客户操作系统，而不移

动虚拟机。

用户界面元素 ‐ 克隆虚拟机向导： 客户
机自定义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部署模板 从模板创建新虚拟机。

用户界面元素 ‐“部署为模板”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菜单项、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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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状况

标记为模板 将现有的已关闭虚拟机标记为模板。

用户界面元素 ‐“转换成模板...”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菜单项、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摘要 
(Summary)] 选项卡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标记为虚拟机 将现有模板标记为虚拟机。

用户界面元素 ‐“转换成虚拟机...”
[文件 (File)] 菜单、弹出菜单项、 [虚拟
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仅限 VC 虚拟机 虚拟机

修改自定义规范 创建、修改或删除自定义规范。

用户界面元素 ‐ 自定义规范管理器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读取自定义规范 查看系统上定义的自定义规范。

用户界面元素 ‐ [编辑 (Edit)] > [自定义规
范 (Customization Specifications)]

仅限 VC 根文件夹 根文件夹

表 A-21.   虚拟机置备特权 （续）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表 A-22.   虚拟机状况特权

特权名称 描述 影响 配对对象 生效对象

创建快照 按照虚拟机的当前状况创建新的快照。

用户界面元素 ‐ 弹出菜单、工具栏按钮、
[清单 (Inventory)] 菜单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移除快照 从快照历史记录移除快照。

用户界面元素 ‐ 弹出菜单、工具栏按钮、
[清单 (Inventory)] 菜单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重命名快照 使用新名称和/或新描述重命名此快照。
没有与此特权关联的用户 VI Client 界面
元素。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恢复快照 将虚拟机设置为在给定快照中所处的状

况。

用户界面元素 ‐ 弹出菜单、工具栏按钮、
[清单 (Inventory)] 菜单、 [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选项卡

HC 和 VC 虚拟机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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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计划自定义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则必须先在 VirtualCenter Server 计算机上
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Microsoft 将 Sysprep 工具集包括在 Windows 2000、Windows XP 和 Windows 2003 的
安装 CD‐ROM 光盘上。它还通过 Microsoft 网站分发 Sysprep。 要执行 Windows 自定
义，必须通过安装光盘或者 Microsoft 下载软件包安装 Sysprep 工具。 必须为要自定义
的每个操作系统安装正确版本的 Sysprep 工具。 此外，也要确保虚拟机上的本地管理员
帐户密码设置为空（“”）。 

在自定义期间， VirtualCenter 将搜索对应于您的客户操作系统的 Sysprep 软件包。 如
果 VirtualCenter 找不到任何 Sysprep 工具，则 Windows 虚拟机自定义不会继续进行。

VirtualCenter Server 3.5 中的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功能充分利用了 Windows sysprep 
功能。 因此，务必为要自定义的客户机安装 sysprep。 例如，假如未向 Windows 
Server 2003 提供 sysprep，则自定义不会尝试使用先前的版本，而只会禁用此客户机的
自定义操作。 

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B

注意   Sysprep 工具已嵌入到 Windows Vista 操作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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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Microsoft 网站下载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1 从 Microsoft 下载中心下载 Sysprep 软件包。 确保下载内容的版本对应于要定义的
客户操作系统版本。 

2 单击 [下一步 (Next)] 继续。

3 单击 [我同意接受条款和条件 (I agree to accep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4 单击 [下载 (Download)]。

5 将文件保存到本地磁盘。

6 使用 Winzip.exe 或其他能够读取 Microsoft CAB 文件的工具打开并展开 .cab 文
件。

7 将文件解压到提供的目录中。

在 VirtualCenter 安装过程中，会创建以下 Sysprep 支持目录：

C:\<ALLUSERSPROFILE>\Application Data\Vmware\VMware VirtualCenter\sysprep
...\1.1\
...\2k\
...\xp\
...\svr2003\
...\xp-64\
...\svr2003-64\

其中 <ALLUSERSPROFILE> 通常为 \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 
vpxd.cfg 也位于此目录。

选择与您的操作系统对应的子目录。 

8 单击 [确定 (OK)] 展开文件。

从 .cab 文件提取文件之后，您应看到：

...\<guest>\deptool.chm

...\<guest>\readme.txt

...\<guest>\setupcl.exe

...\<guest>\setupmgr.exe

...\<guest>\setupmgx.dll

...\<guest>\sysprep.exe

...\<guest>\unattend.doc

其中 <guest> 为 2k、 xp、 svr2003、 xp‐64 或 svr20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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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indows 操作系统 CD 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1 将 Windows 操作系统 CD 插入到 CD‐ROM 驱动器中（通常为 D: 驱动器）。

2 在 CD 目录 \Support\Tools 中找到 DEPLOY.CAB 文件。

3 使用 Winzip.exe 或其他能够读取 Microsoft CAB 文件的工具打开并展开 
DEPLOY.CAB 文件。

4 将文件解压到对应于您的 Sysprep 客户操作系统的目录中。

在 VirtualCenter 安装过程中，会创建以下 Sysprep 支持目录：

C:\<ALLUSERSPROFILE>\Application Data\Vmware\VMware VirtualCenter\sysprep
...\1.1\
...\2k\
...\xp\
...\svr2003\
...\xp-64\
...\svr2003-64\

其中 <ALLUSERSPROFILE> 通常为 \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 
vpxd.cfg 也位于此目录。

选择与您的操作系统对应的子目录。

5 单击 [确定 (OK)] 展开文件。

从 .cab 文件提取文件之后，您应看到：

...\<guest>\deptool.chm

...\<guest>\readme.txt

...\<guest>\setupcl.exe

...\<guest>\setupmgr.exe

...\<guest>\setupmgx.dll

...\<guest>\sysprep.exe

...\<guest>\unattend.doc

其中 <guest> 为 2k、 xp、 svr2003、 xp‐64 或 svr2003‐64。

6 重复此步骤，以便为您计划使用 VirtualCenter 自定义的每个 Windows 客户操作
系统（Windows 2000、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3）解压 Sysprep 文件。

现在，当您克隆现有虚拟机时，即可通过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操作系统自定义新的虚
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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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附录列出了可用于在性能图表中显示的衡量指标或计数器。 有些计数器的可用性取决
于 [统计信息收集级别 (Statistics Collection Level)] 设置（请参见“关于收集间隔和收
集级别”（第 258 页））。 对图表选项的更改将在当前数据收集周期完成并开始下一个
周期之后生效。

计数器具有汇总 和统计信息类型 特性。 衡量指标汇总指的是提供的测量值类型。 汇总
类型包括：

! [平均值 (Average)] ‐ 对指定持续时间内收集的数据取平均值。 图表中显示的测量值
表示数据收集周期的持续时间内的平均值。

! [合计 (Summation)] ‐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合计。 图表中显示的测量值表示收集周期
内收集的数据的合计。

! [最新 (Latest)] ‐ 收集的数据为给定值。 图表中显示的测量值表示当前设置。

! [最小值 (Minimum)] ‐ 对收集的数据取平均值。 图表中显示的测量值表示数据收集
周期的持续时间内的平均最小值。

! [最大值 (Maximum)] ‐ 对收集的数据取平均值。 图表中显示的测量值表示数据收集
周期的持续时间内的平均最大值。

衡量指标的统计信息类型指的是该测量值表示已更改的值（[增量 (Delta)]）、绝对值
（[绝对 (Absolute)]）还是比率（[比率 (Rate)]）。

性能图表衡量指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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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按资源和清单对象组织并包含以下信息：

! [计数器 (Counter)] ‐ 列出每个衡量指标的显示名称。

! [收集级别中的可用值 (Available in Collection Level)] ‐ 表示必须将统计信息收集
级别设置成的最小值，以便将衡量指标作为可选择的选项包括在 [自定义图表性能 
(Customize Chart Performance)] 对话框中。

! [VC/ESX] ‐ 表示当 VI Client 连接 VirtualCenter Server 或直接连接 ESX Server 主
机时该选项是否可用。

! [描述 (Description)] ‐ 提供衡量指标的简要描述。

表中列出的所有衡量指标的计算用于数据收集周期的持续时间。 收集周期持续时间在
[统计信息收集间隔 (Statistics Collection Interval)] 设置中指定（请参见“关于收集间
隔和收集级别”（第 258 页））。

本附录包括以下各主题：

! “CPU”（第 324 页）

! “磁盘”（第 327 页）

! “群集服务”（第 335 页）

! “网络”（第 335 页）

! “系统”（第 336 页）

CPU
本节中的表列出了用于衡量 CPU 性能的衡量指标。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测量值均
以毫秒为单位。 CPU 性能图表可用于以下清单对象：

! 虚拟机

! 主机

! 资源池

! 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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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

表 C-1.  虚拟机的 CPU 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CPU 使用情况 1(4) 是/是 计算 CPU 使用情况（百分比）。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CPU 使用情况 
(MHz)

1(4) 是/是 计算 CPU 使用情况 (MHz)。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已用的 CPU 3 是/是 计算使用的 CPU 时间量。
汇总： 合计
统计信息类型： 增量

保证的 CPU 3 是/是 计算保证的 CPU 时间量。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多余 CPU 3 是/是 计算未使用的 CPU 时间量。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CPU 就绪 3 是/是 计算因处于就绪状况而消耗的 CPU 时间量。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CPU 系统 3 是/是 计算系统进程消耗的 CPU 时间量。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CPU 闲置时间 3 是/是 计算因处于等待状况而消耗的 CPU 时间量。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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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资源池

表 C-2.  主机的 CPU 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已用的 CPU 1 是/是 计算使用的 CPU 时间量。
汇总： 合计
统计信息类型： 增量

闲置 1 是/是 计算 CPU 闲置时间。
汇总： 合计
统计信息类型： 增量

预留的 CPU 容
量

1 是/是 将资源池预留设置的值与子对象预留设置的总
计进行比较。 显示两个值中的较大值。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CPU 使用情况 
(MHz) 

1(4) 是/是 计算 CPU 使用情况平均值 (MHz)。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CPU 使用情况 1(4) 是/是 计算 CPU 使用情况（百分比）。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表 C-3.  资源池的 CPU 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CPU 使用情况 
(MHz)

1(4) 是/是 计算 CPU 使用情况 (MHz)。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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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

磁盘
本节中的表列出了用于衡量磁盘性能的衡量指标。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测量值均以
千字节为单位。 磁盘性能图表可用于主机和虚拟机；两者的图表选项是相同的。

主机和虚拟机

表 C-4.  群集的 CPU 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CPU 使用情况 
(MHz)

1(4) 是/否 计算 CPU 使用情况 (MHz)。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表 C-5.  主机和虚拟机的磁盘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磁盘使用情况 
(MHz)

1(4) 是/是 计算读取和写入所有磁盘实例的数据的合计
（千字节/秒）。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读 3 是/是 计算从磁盘读取的数据量（千字节/秒
/HBA）。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写  3 是/是 计算写入磁盘的数据量（千字节/秒/HBA）。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numberWrite 3 是/是 计算每个 HBA 的磁盘写操作总数。
汇总： 合计
统计信息类型： 增量

numberRead 3 是/是 计算每个 HBA 的磁盘读操作总数。
汇总： 合计
统计信息类型： 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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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
本节中的表列出了用于衡量内存性能的衡量指标。 内存性能图表可用于以下清单对象：

! 虚拟机

! 主机

! 资源池

! 群集

虚拟机

表 C-6.  虚拟机的内存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内存换入 2(4) 是/是 计算换入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换入 4 是/是 计算换入的最低内存量的平均值。

汇总： 最小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换入 4 是/是 计算换入的最高内存量的平均值。 
汇总： 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伸缩目标 2(4) 是/是 计算可用于内存控制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伸缩 2(4) 是/是 计算内存控制使用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换出 2(4) 是/是 计算换出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使用情况 1(4) 是/是 计算已使用的内存量，表示为占总配置内存或

总可用内存的百分比。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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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开销 2(4) 是/是 计算分配给虚拟机的附加主机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零内存 2(4) 是/是 计算零页内存的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使用中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使用中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共享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共享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分配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已分配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消耗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虚拟机消耗用于客户操作系统内存的主机

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交换目标 2(4) 是/是 计算可以交换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交换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交换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表 C-6.  虚拟机的内存性能衡量指标 （续）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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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表 C-7.  主机的内存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内存状况 2 是/是 计算内存状况。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由 VMKernel 
使用的内存

2 是/是 计算已由 vmkernel 使用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占用的内存
交换空间

2(4) 是/是 计算交换使用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使用中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使用中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消耗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虚拟机消耗用于客户操作系统内存的主机

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换出 2(4) 是/是 计算换出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未预留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未预留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堆 2(4) 是/是 计算为堆分配的内存量。

预留的内存量 2 是/是 计算虚拟机预留的内存量 (MB)。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零内存 2(4) 是/是 计算零页内存的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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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内存堆 2(4) 是/是 计算内存堆中的可用空间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使用情况 1(4) 是/是 计算已使用的内存量，表示为占总配置内存或

总可用内存的百分比。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共享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共享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换入 2(4) 是/是 计算换入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开销 2(4) 是/是 计算分配给虚拟机的附加主机内存量。

内存伸缩 2(4) 是/是 计算内存控制使用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分配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已分配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共享的公用内

存

2(4) 是/是 计算共享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表 C-7.  主机的内存性能衡量指标 （续）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基本系统管理

332 VMware, Inc.

资源池

表 C-8.  资源池的内存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内存使用情况 1(4) 是/否 计算已使用的内存量，表示为占总配置内存或

总可用内存的百分比。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分配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已分配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使用中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使用中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共享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共享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零内存 2(4) 是/是 计算零页内存的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交换的内存 2(4) 是/是 计算交换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交换目标 2(4) 是/否 计算可以交换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换入 2(4) 是/否 计算换入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换出 2(4) 是/否 计算换出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伸缩 2(4) 是/否 计算内存控制使用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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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

内存伸缩目标 2(4) 是/是 计算可用于内存控制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开销 2(4) 是/是 计算分配给虚拟机的附加主机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表 C-8.  资源池的内存性能衡量指标 （续）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表 C-9.  群集的内存性能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内存使用情况 1(4) 是/否 计算已使用的内存量，表示为占总配置内存或

总可用内存的百分比。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分配的内存 2(4) 是/否 计算已分配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使用中的内存 2(4) 是/否 计算使用中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共享的内存 2(4) 是/否 计算共享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零内存 2(4) 是/否 计算零页内存的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未预留的内存  2(4) 是/否 计算未预留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已占用的内存

交换空间

2(4) 是/否 计算交换使用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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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预留的内存

交换空间

2(4) 是/否 计算未为交换预留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共享的公用内

存 
2(4) 是/否 计算共享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堆 2(4) 是/否 计算为堆分配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可用的内存堆 2(4) 是/否 计算内存堆中的可用空间。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状况 2(4) 是/否 计算状况。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伸缩 2(4) 是/否 计算内存控制使用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伸缩目标 2(4) 是/否 计算可用于内存控制的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内存开销 2(4) 是/否 计算分配给虚拟机的附加主机内存量。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表 C-9.  群集的内存性能衡量指标 （续）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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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服务
本节中的表列出了用于衡量群集服务（例如 DRS 和 HA）性能的衡量指标。 群集服务
性能图表仅可用于群集。 

群集

网络
本节中的表列出了用于衡量网络性能的衡量指标。 网络性能图表可用于虚拟机和主机；
两者的图表选项是相同的。 

主机和虚拟机

表 C-10.   群集的群集服务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有效 CPU 资源 1(4) 是/否 计算可用 DRS 有效 CPU 资源的平均值 (MHz)。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有效内存资源 1(4) 是/否 计算可用 DRS 有效内存资源的平均值 (MB)。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当前故障切换

级别

1(4) 是/否 计算 HA 允许的当前故障切换次数。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表 C-11.   主机和虚拟机的网络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网络数据接收
速度

3 是/是 接收数据的速率 (KBps)。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已传输的网络

数据包

3 是/是 期间内已传输的数据包数。 
汇总： 合计
统计信息类型： 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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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本节中的表列出了用于衡量系统性能的衡量指标。 系统性能图表可用于虚拟机和主机。

网络数据传输

速度

3 是/是 传输数据的速度。 
汇总： 平均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网络使用情况
（平均值）

1(4) 是/是 网络性能统计信息总计 (KBps)。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已收到的网络
数据包

3 是/是 期间内已收到的数据包数。

汇总： 合计
统计信息类型： 增量

表 C-11.   主机和虚拟机的网络衡量指标 （续）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表 C-12.   虚拟机和主机的系统衡量指标

计数器
收集级别中的
可用值 VC/ESX 描述

检测信号 1

是/是

收集期间的检测信号数。

汇总： 合计
统计信息类型： 增量

正常运行时间 1 是/是 自启动以来的秒数。

汇总： 最新
统计信息类型： 绝对

CPU 资源使用
情况

3(4) 是/是 CPU 使用情况。
汇总： 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统计信息类型：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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