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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vRealize Automation？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是一款混合雲自動化平台，可降低複雜度並減少手動或半
手動工作，以提高生產力和靈活性。vRealize Automation 可運用治理和安全功能將 IT 流
程自動化，並加快基礎架構和應用程式的佈建與交付速度，進而帶動 IT 服務交付轉型。在 
vRealize Automation 的協助下，內部 IT 作業、開發營運工程師、開發人員和各個業務線，
就能透過如同公有雲一般的使用者經驗，更快取得所需的環境和資源，同時讓 IT 保有安全性
和控制能力。

圖 1：vRealize Automation 8。

vRealize Automation 元件
VMware Cloud Assembly™ – 協調混合雲和多雲環境中的基礎架構與應用程式交付作業。

VMware Service Broker™ – 將來自多個資源和平台 (包括 VMware Cloud Assembly、
vRealize Orchestrator™ 和原生公有雲) 的內容彙總至通用產品目錄中。提供自助式模式以
及彈性的原則式防禦機制，以協助治理。

VMware Code Stream™ – 運用發行管道管理將應用程式交付流程自動化，包括作用中管道
及其狀態的能見度和分析，以利疑難排解。具備現成的整合功能，可讓開發營運團隊運用現
有的工具和流程。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混合雲自動化平台

規格說明

概觀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可運用
治理和安全功能將 IT 流程自動化，並加快
基礎架構和應用程式的佈建與交付速度，
進而帶動 IT 服務交付轉型。

主要優點
• 簡單且易於設定、配置和管理 – 在整個
生命週期內輕鬆快速地設定和管理安全的
混合雲環境

• 安全且符合標準 – 可在多雲環境內進行
一致的協調作業，且備有自助式和治理
功能

• 適合開發營運 – 高度自動化的開發營運
平台，隨附基礎架構即程式碼 (IaC)，能
與多項開發營運和開發人員工具進行豐富
整合

• 加快產品上市時間 – 透過彈性和管道能
見度來加快軟體交付速度

• 高可用性和可靠性 – 可在執行應用程式
的完整生命週期內享有一致的自動化，並
根據環境中的變更做出調整

• 適用於任何雲端上的任何應用程式 – 可
在混合雲或多雲環境中執行任何虛擬機或
容器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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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使用情境
• 混合雲管理 – 管理內部部署和 VMware 

Cloud™ on AWS 中採用 VMware 
vSphere® 架構的雲端環境。

• 多雲延伸 – 將雲端環境延伸至原生公
有雲，例如 Amazon Web Services、
Microsoft Azure 和 Google Cloud 
Platform。 

• 透過開發營運完成應用程式交付 – 透過
跨多雲環境的發行管道，將整個應用程
式開發生命週期自動化。

• Kubernetes 叢集管理 – 管理 
Kubernetes 工作負載，並部署虛擬機和
容器型應用程式。 

深入瞭解 VREALIZE AUTOMATION

請造訪 vmware.com/tw/products/
vrealize-automation

免費試用 Hands-On Lab 

若要取得更多資訊或購買 VMWARE 產品 

請致電 +886-2-3725-7001、造訪 
vmware.com/tw/products/vrealize-
automation，或線上搜尋授權經銷商。
如需詳細的產品規格和系統需求，請參閱 
vRealize Automation 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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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性與功能
輕鬆快速地設定和管理混合雲
vRealize 簡易安裝程式 – 可設定 vRealize Suite Lifecycle Manager™、VMware Identity 
Manager 和 vRealize Automation。

深入整合堆疊 – 原生整合 VMware 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 (SDDC) 堆疊和 vRealize 
Operations™。 

自動化生命週期管理 – 透過 vRealize Suite Lifecycle Manager 提供端對端生命週期管理功
能，包括安裝和設定、升級與修補，所有作業都會根據最佳實踐方式和 VMware Validated 
Design 進行。

安全且符合標準的混合雲和多雲平台
自助式佈建 – 通用產品目錄彙總來自多個雲端和平台 (包括原生公有雲服務) 的所有服務、藍
圖、範本和映像，終端使用者可據此提出 IT 服務請求。 

精密的治理功能 – 管理員可將原則套用至專案和組織，為所有內部使用者提供所需的存取權
限層級。 

VMware Identity Manager 整合 – 透過與 VMware Identity Manager 和 Active Directory 
的整合，來提供身分識別管理。

在多雲環境中進行一致的協調作業 
藍圖設計 – 提供藍圖設計工具，使用者可使用視覺畫布，透過拖放介面運用基礎架構和應用
程式元件來組裝部署，從而建立 IT 服務模型。此外，藍圖也可定義為程式碼 (YAML)。

雲端端點抽象化 – 可根據預先定義的原則，將不受雲端限制的藍圖部署至任何端點。 

多雲支援 – 可將藍圖部署至任何公有雲端點。此外，使用者也能在藍圖中內嵌原生公有雲服
務構項。

透過適合開發營運的平台，加快應用程式交付速度
發行管道管理 – 可透過 VMware Code Stream 與多項開發工具整合，並將發行管道管理作
業自動化。

能見度和分析 – 可視覺化呈現所有作用中管道及其目前狀態，並提供端對端檢視畫面。

可延展平台 – 可透過 VMware Solution Exchange 與多項設定管理工具和其他協力廠商工具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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