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特性與功能 

為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完整、相容、降低成本的雲端方案

從基礎架構即服務、混合雲、VMware Horizon® DaaS 和災難復原即服務 – 服務供應商

擁有領先業界的完整 VMware 產品套件可提供給客戶使用。當您增加 VMware vCloud 

Air Network 的購買數量時，可降低服務供應商成本，同時確保可在相容的 VMware 商

業網路中順利部署災難復原即服務。

• 為執行 vCloud Director 的 vCloud Air Network 服務供應商提供原生 vSphere 叢集

內部部署的暖待命容量

• 內部部署租戶會從 my.vmware.com 部署標準 vSphere Replication™ Appliance

• 每個虛擬機的自助服務保護、容錯移轉、容錯移轉測試和容錯回復

• 復原點目標：租戶選擇，從 15 分鐘到 24 小時

• 復原時間目標：將虛擬機開機所花的時間

• 以光碟方式發送初步資料的選擇

• 最多 24 個之前的還原點

• 整合在 vCenter™ 中的租戶 UI

• 端對端加密

概觀

適用於 vCloud Director 的 VMware vCloud® 

可用性可讓 vCloud Air™ Network 服務供應

商提供簡單且符合成本效益的雲端式災難復原

服務，以便運用原生 vSphere 複寫功能，順

暢支援其客戶的 VMware vSphere® 環境。

這個解決方案是明確為了 VMware 服務供應

商所設計，以便透過極其簡易的內部部署安裝

程序來輕鬆操作、促成客戶採用與業務成長，

以及讓現有 VMware vCloud Director 多租

戶雲端環境進一步獲利。

主要優點

雲端式災難復原是雲端服務中最快速成長的市

場區隔之一，而這個解決方案是專為 vCloud 

Air Network 服務供應商所設計，好讓他

們能夠充分把握這個商機。適用於 vCloud 

Director 的 vCloud 可用性具有以下特點：

• 容易操作。適用於 vCloud Director 的 

VMware vCloud 可用性可讓服務供應商輕鬆

地執行災難復原即服務 (DRaaS) 方案，此方

案原本就與終端客戶的 vSphere 環境相容。

• 讓客戶能輕鬆採用及擴充。運用原生 vSphere 

Replication 可讓 vCloud Air Network 服

務供應商為其客戶提供順暢的災難復原即服

務 (DRaaS) 體驗。

• 專為 VMware 服務供應商所打造。這個解決

方案專為 vCloud Air Network 服務供應商

所設計，與 VMware 商業網路相容，而且將

可讓您的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環境進

一步獲利，同時運用 vCloud Air Network 

隨收隨付購買方式，能有效擴充軟體的使用，

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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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瞭解

若要取得其他資訊或購買 VMware 產品，

請 致 電 +886-2-8758-2804， 或 是 造 訪 

VMware vCloud Air Network 程式網頁：

http://www.vmware.com/tw/partners/

service-provider.html

支援

VMware 將訂閱服務支援提供給適用於 vCloud Director 的 vCloud 可用性的所有客戶

使用。支援包括取得專家對於協調上線活動及常態服務支援的協助。客戶如果需要其他服

務，VMware 也能直接或是透過廣大的認證專業人員網路，提供多項關於最佳做法與開始

使用部署的專業服務。

系統需求

服務供應商必須在其雲端環境中執行下列元件：

• VMware vCloud Director 8.10

• ESX 6.0 U2

• VMware vCenter Server Appliance (VCSA) 6.0 U2

• 如需適用於 vCloud Availability for vCloud Director 1.0 的 NSX 版本需求， 

請參閱 vCloud Director 8.10 和 NSX 之間的產品互通性對照表，網址為： 

http://www.vmware.com/resources/compatibility/sim/interop_matrix.php 。

企業客戶必須在其內部部署環境中執行下列元件：

• VMware vCenter Server® 6.0 ( 或更高版本，內部部署 )

• VMware vSphere Replication Appliance 6.0 ( 內部部署 )

• VMware ESXi ®Host 5.0、5.1.x、5.5.x 和 6.0

• 提供給執行適用於 vCloud Director 的 vCloud 可用性之 vCloud Air Network 

Service 供應商的災難復原虛擬資料中心 (DR-VDC)

• 客戶的內部部署環境與 vCloud Air Network Service 供應商之間的網際網路連線

請注意，以下的 vSphere 版本包含 VMware vSphere Replication，而不需額外的成本：

VMware vSphere Essentials Plus Kit 及更高版本的 VMware vSphere、VMware 

vSphere with Operations Management™ 的不同版本和 VMware vCloud Suite® 的

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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