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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是什么？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是一款业界领先的灾难恢复 
(DR) 管理解决方案。Site Recovery Manager 可为针对所有虚

拟化应用的集中式恢复计划进行自动编排和无中断测试。

Site Recovery Manager 可与 vSphere Replication 本机集成并且

支持所有主要 VMware 存储合作伙伴提供的各种基于阵列的复

制产品。

以 vSphere 为基础并辅以 Site Recovery Manager 的部署通过

管理和测试自动化，可消除传统流程的复杂性，同时确保实现

快速且高度可预测的恢复时间目标 (RTO) 以保持业务连续性，

从而大大降低了灾难恢复成本。

工作原理

VMware vCenter Server™。在生产站点和恢复站点均部署 Site 
Recovery Manager 实例，并直接与本地的 vCenter Server 实例

集成。

复制。Site Recovery Manager 需要底层复制技术，以便将虚拟

机 (VM) 数据复制到恢复站点。

• vSphere Replication。VMware 基于虚拟化管理程序的复制

技术可以利用可自定义的恢复点目标 (RPO) 和多时间点恢

复功能，实现以虚拟机为中心独立于存储的复制。vSphere 
Replication 随附于大多数的 vSphere 版本之中，且无需额外

费用。了解更多。

• 基于阵列的复制。Site Recovery Manager 通过存储复制适配

器 (SRA) 与第三方基于存储阵列的复制产品集成。有关支持

的 SRA，请参见兼容性指南。

主要优势

传统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由于过于昂贵、复杂且不可靠，往往

无法满足业务需求。组织使用 Site Recovery Manager 可确保

实现高度可预测的 RTO，且成本和复杂性也低得多。

较低的灾难恢复成本。Site Recovery Manager 通过使用可以无

中断进行测试的简单、自动化的恢复计划替代复杂的人工操作

手册可将运营开销降低 50%。对于使用 15 分钟或更高级别 RPO 
的组织，vSphere Replication 可利用基于存储的技术将每 TB 数
据的保护成本降低多达 10,000 美元。这种联合解决方案每年可

为每台受保护的虚拟机节省超过 1,100 美元。这些计算已经过一

家第三方全球性研究公司的验证。阅读完整的研究报告。

与 Virtual SAN 集成，从而可通过在任何标准 x86 平台上运行

的软件定义的超聚合存储降低灾难恢复占用空间。Virtual SAN 
可将恢复存储的总体拥有成本降低 50%。了解更多信息。

VMware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5.8
自动实施灾难恢复编排

概览

VMware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是一款业界

领先的灾难恢复管理解决方案。Site Recovery Manager 
可针对所有虚拟化应用的集中恢复计划进行自动编排和无

中断测试。它可与 VMware vSphere® Replication™ 本
机集成并且支持所有主要 VMware 存储合作伙伴提供的各

种基于阵列的复制产品。

主要优势

• 将灾难恢复成本降低多达 50%

• 提供独立于应用的保护，从而无需再使用特定于应用的针

对性解决方案

• 与 VMware Virtual SAN™ 集成，从而可通过软件定义

的超聚合存储降低灾难恢复占用空间

• 通过与 vSphere Replication 集成，可实现以虚拟机为

中心且独立于存储的复制

• 通过支持基于阵列的复制，提供无数据丢失的同步复制选

择和选项

• 可使用直接通过 vSphere Web Client 进行集中管理的

恢复计划取代人工操作手册

• 通过 VMware vCloud® Automation Center™ 进行基

于策略的自助式调配，从而实现自动保护

• 可对恢复计划进行频繁的无中断测试，从而确保实现高度

可预测的恢复目标

• 可一键完成自动站点故障切换和故障恢复编排，从而可靠

地降低 RTO

• 可利用计划内迁移工作流实现灾难规避和数据中心移动性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自动将虚拟机故障切换并迁移至辅助站点。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依靠 vSphere Replication 或者基于存储的复制产品将虚拟机复制到恢复站点。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vsphere/features/replication.html
http://www.vmware.com/resources/compatibility/search.php?deviceCategory=sra
http://vmware.com/go/forrestersrm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virtual-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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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自助式调配

• 适用于 Site Recovery Manager 的 VMware vCenter Orchestrator™ 
插件

• 通过 vCloud Automation Center 中的蓝本，实现由租户推动

的预定义灾难恢复策略调配

无中断测试

• 在隔离的测试网络中进行自动的虚拟机恢复

• 完成测试后清理测试环境

• 通过 vCenter Server，对测试结果进行详细报告

自动实施灾难恢复故障切换

• 单击按钮即可开始执行恢复计划

• 停止复制并提升复制的虚拟机，实现最快的恢复

• 在恢复过程中执行和暂停用户定义的脚本

计划内迁移和灾难规避

• 在原始站点正常关闭受保护的虚拟机

• 在迁移前同步复制受保护的虚拟机以避免数据丢失

• 以具有应用一致性的状态重新启动虚拟机

自动故障恢复

• 通过反向复制到原始站点来重新保护虚拟机

• 使用原有的恢复计划，自动执行站点故障恢复

如何购买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提供了两种版本，用于帮助您

根据业务需求保护自身环境。

SRM STANDARD SRM ENTERPRISE

针对小型环境而设计。

每个站点可保护最多 75 个虚拟机。

适用于大型环境。

受保护的虚拟机数量不受许可限制。

许可

Site Recovery Manager 的两个版本都“根据受保护的虚拟机数

量”授予许可。

Site Recovery Manager Enterprise 还 可 作 为 VMware vCloud 
Suite® Enterprise 的一部分“按 CPU 数量”授予许可。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要获取更多信息或购买 VMware 产品，请拨打 010-59934310 
或 59934306、访问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 或在

线搜索授权代理商。有关产品规格和系统要求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 vSphere 文档。

硬件和应用独立性。通过整合 vSphere、Virtual SAN 和 vSphere 
Replication，可在计算层和存储层提供完全独立于硬件的灾难恢

复基础架构。Site Recovery Manager 可实现任何 vSphere 虚拟机

的灾难恢复自动化。

复制选择。公司可使用 vSphere Replication 消除存储局限性，

并通过以虚拟机为中心的方法或基于阵列的技术简化数据管

理，以便充分利用当前的存储投资或通过同步复制确保无数据

丢失。

简化的设置。恢复计划的制定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而无需

如人工操作手册要求的那样，花费数周时间。通过 vCloud 
Automation Center 中的蓝本，利用预定义的策略可对新虚拟

机进行持续的由租户推动的灾难恢复调配。

高枕无忧。通过自动化功能可以根据所需频率测试恢复计划， 
且无需中断生产系统。相关测试结果（包括实现的 RTO）的详

细报告明确表明已达成灾难恢复目标，并提供了证明遵循法规

要求的方法。

自动执行。每个灾难恢复工作流均已实现自动化，从而最大限

度地缩短 RTO 并消除手动流程中的错误。自动化还支持不同

的使用情形。通过故障切换工作流，可实现侧重于尽量缩短恢

复时间的灾难恢复。计划内迁移工作流可在保持应用一致性的

状态下，实现主动式灾难规避和数据中心移动性，而不会造成

数据丢失。故障恢复工作流可轻松实现双向迁移。

“云灾难恢复”服务。那些因财务资源有限而无法投资构建辅助

站点的企业可以使用服务提供商的云环境作为恢复基础架构。

VMware 构建了一个服务提供商体系，通过该体系可提供受 
Site Recovery Manager 支持的基于云的灾难恢复服务。查找提

供商。

对于寻求完全由 VMware 提供和支持的灾难恢复的组织，我公

司会提供 VMware vCloud® Air™ Disaster Recovery。了解更多。

主要特性和功能

以虚拟机为中心的基于策略的存储和复制

• 以灵活的拓扑进行复制（例如，从外部 SAN/NAS 到 Virtual 
SAN），而无需匹配源虚拟机和目标虚拟机的存储

• 在虚拟机级别调配和管理复制，再也无需复制 LUN

• 在配置复制的同时，定义将对目标 Virtual SAN 数据存储应用

的存储策略

集中式恢复计划

• 直接通过 vSphere Web Client 的聚合式用户界面创建和管理

恢复计划

• 预定义虚拟机的引导顺序以实现自动恢复

• 在子网或单独的地址级别重新配置 IP 地址

• 同时保护和恢复数千个虚拟机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vcloud-suite/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
http://vcloudproviders.vmware.com/vcloud_ecosystem
http://vcloudproviders.vmware.com/vcloud_ecosystem
http://vcloud.vmware.com/service-offering/business-continu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