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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VMware 基礎架構安裝
（VMware Infrastructure
Installation）

本書的目標是讓新手或是經驗豐富的 VMware ESXi 使用者都認為實用。由於錦囊妙計
的特性是適用於中等至進階的使用者，我們將會假設您已經擁有進階的知識，並且瞭解
產品的運作方式。在我們獻上錦囊妙計的訣竅之前，我們先定義了幾個本書會用到的術
語，並且確保您安裝了所有必須安裝的套件。

虛擬化（Virtualization）提供能在同一個硬體上安裝多個作業系統的方式。透過使用虛
擬化技術，我們可以整合硬體以快速建置一個具生產力、品質保證及可測試的環境。這
是一個巨大的突破，因為它可充分利用設備作業、允許開發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測試、
在同一套設備上使用多種需要不同作業系統的軟體組態與套件，而無須額外購買、安裝
或是維護多台電腦。這個技術不僅讓會計部門與管理者皆大歡喜，且給了技術愛好者一
個機會可以同時做任何想要做的事。
舉 一個典型的 IT 情境範例：您擁有許多伺服器在機架或是機櫃上，它們大多數時間只
有發揮約 10% 至 15% 的能力在運行，但是您無可避免這種情形，因為您要維護的各種
功能是在彼此獨立系統中運作。這提供了些許的安全性，這是因為如果一台伺服器被攻
擊，並不一定意謂著其他伺服器也會遭受波及，因此一個軟體問題不會造成您的其他 IT
基礎架構停機，而需要進一步去處理它。
虛擬化技術可以幫助您更有效率的使用這些實體資源，不會影響或曲解服務原意。其取
代直接安裝作業系統到硬體上，而是安裝至 虛擬層（ Virtualization Layer ）：一個精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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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設計用來排程對於客端作業系統（Guest OS）的網路、磁碟、記憶體與 CPU
存取，而客端作業系統也以同樣的方式排程它們自己的應用程式。大多數的虛擬化平台
限定於某些特定的硬體，並且需要在作業系統上安裝一組特定的虛擬化套件。這為您安
裝的作業系統提供了一個非常穩定和一致性的呈現方式，也能使它們的搬移更為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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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安裝及配置虛擬層，您可以在虛擬層之上將實體硬體分區，並且將其分配給不同的作
業系統。這些通常會與正常情形下的運作相同，它們並不會知道其他虛擬化安裝也存在
同一個硬體上。每一個處理行為就如同被安裝在預先定義好的一組設備上，虛擬層控制
著虛擬化安裝所能看到的，並且管控與其他外部設備的互動。基本上，虛擬化安裝的外
觀、感覺、行為和管理方式與一個標準的安裝完全相同，但是它可以更容易的從外部進
行操作和配置。
其中最酷的部分是虛擬化技術，如同 VMware 所提供的精密系統，可以讓您集中共享多
個實體機器的 資源，並且按照您的需求劃分。如果您有 10 台實體伺服器，每台伺服器
擁有 4 個處理器、4GB 的記憶體與一顆 80GB 的硬碟，您可以將這些資源進行劃分，以
提供一台作為內部電子郵件的小型低功率伺服器、一台擁有強大處理器與記憶體，適用
於大量計算的伺服器、組態多個負載平衡伺服器於 Web 伺服器，或配置一個獨立的伺
服器給您的資料庫等，每一個組態配置的記憶體、磁碟空間、處理能力等等都是針對其
需求設計。接著如果發現一台虛擬伺服器比那些真正需要較多資源的伺服器擁有更多資
源，您可以輕鬆變更組態，這是很迅速且不需要將伺服器離線就能完成！您也可以將一
台實體機器進行離線維護，但是這並不會失去任何功能及虛擬伺服器的存取。您可以根
據共享資源池的需求去調整資源，甚至可以是自動化的進行。這些內容我們將會在本書
中討論。
許多公司已經提供了強大且穩定的虛擬化平台，但是我們發現 VMware 的產品具備出乎
意料的穩定、靈活、容易安裝及維護，並且有著完善的支援。我們喜歡 VMware，如果
您正在讀這本書，您可能也是如此，但是您有機會可以更深入的利用其潛力來做得比現
在更好，或者您已經被要求開始建置或維護而擔心該從何開始，無論什麼理由，只要您
使用 VMware，我們希望您會發現這本書是相當實用的。

1.1

VMware Infrastructure 5 是什麼？

VMware 的公司總部在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California），它擁有超過 11,000 位以
上的員工與大約 30 萬的客戶群，其中包括《財富》100 強的所有公司。在 2007 年，有
著超越 13.3 億美元的營收，2010 年上升到 14 億美元。從 1998 年開始，VMware 就是
一家成長快速的公司，目前擁有超越 30 萬客戶群，與 25,000 個不論規模的企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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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一個以上的網路介面可以使用，網路配接卡（Network Adapters）選項允
許 您 選 擇 使 用 哪 張 網 路 配 接 卡 指 定 給 服 務 控 制 台 的 IP 位 址， 介 面 將 會 被 標 記 為
vmnic0 、 vmnic1 等。

您也可以選擇配置服務控制台的 IP 位址為特定的 VLAN，此為選用的設定。
清單上的下一個選項是 IP 組態，在此您可以選擇配置 DHCP 或是靜態 IP 位址，如果
是選擇後者，隨後需要輸入基本資訊，如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與閘道（圖 1-5）。

圖 1-5

IP 組態畫面

重新啟動管理網路（Restart Management Network）
改變為一個靜態的 IP 位址或是更新在網路上的 DHCP 租約，可能需要重新啟動
管理網路。

測試管理網路（Test Management Network）
測試管理網路將帶出一個選單，允許您執行 ping 測試以解析 DNS 資訊。
18

配置鍵盤（Configure Keyboard）
ESXi 支援不同的鍵盤配置，英語是預設的，但是您可以選擇法語、德語、俄語、
日語。

檢視支援資訊（View Support Information）
這個選單內並無任何組態的選項，但是它提供了您的 ESXi 伺服器授權金鑰、序
號、SSL footprint、VMware 支援網站的 URL。

檢視系統日誌（View System Logs）
在此有三個選項可以檢視日誌項目，您可以檢視系統資訊、組態與管理代理程式
（ Hostd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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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啟動管理代理程式（Restart Management Agents）
有時可能需要在 ESXi 主機上重新啟動管理代理程式，而無須重新啟動伺服器本
身，如果管理代理程式重新啟動，所有的遠端連結的客戶端（如 vCenter 客戶端
與 vCenter 伺服器）將被中斷。
重要的是要記得在您的 vCenter 伺服器上，主機在重新啟動管理網路時會呈現斷
線狀態，然而您的虛擬機器並不會受到影響。

重置自訂的設定（Reset Customized Settings）
重置自訂的設定將重置所有 ESXi 伺服器上的變數為出廠預設值。
4. DNS 伺服器與主機名稱也需要進行配置，請選擇 DNS 組態選單如圖 1-6 所示。

主要 DNS 伺服器（Primary DNS Server）
這將是您網路內部的主要 DNS 伺服器。

次要 DNS 伺服器（Alternative DNS Server）
這將是您網路內部的次要 DNS 伺服器。

主機名稱（Hostname）
這將是您 ESXi 伺服器的主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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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DNS 組態

5. 您現在將可以透過 vCenter 客戶端直接的管理這台 ESXi 伺服器，或是將這台主機加
入至一個現有的 vCenter 伺服器來進行管理。

另見
訣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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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vCenter 伺服器資料庫選擇

假設安裝程序是在工作環境中，選擇“使用現有的資料庫伺服器（Use an existing
database server）＂選項並填入資料庫必要的資訊，牢記以下事項：
• 在您使用微軟 SQL 伺服器或是 Oracle 之前，您必須建立 ODBC 的連結，這可以
透過 Windows 的控制台完成。
• 資料來源名稱（DSN）必須為系統 DSN。
• 如果您使用的是本機 SQL 伺服器與 Windows NT 驗證，請確保使用者名稱與密
碼欄位留白，否則請輸入遠端 SQL 伺服器使用者名稱及密碼以進行連結，如圖
1-10 所示。
當您的輸入資訊成功後，請按下一步（Next）繼續安裝（圖 1-10）。
6. 接著選擇 vCenter 伺服器的安裝目標資料夾（圖 1-11），點擊下一步（Next）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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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VMware ESXi 伺服器上不同儲存類型提供的儲存功能
Boot VM

類型

SCSI
Yes
（本機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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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otion

RDM

VMCluster

Datastore

儲存 API/
資料防護

HA 與 DRS

No

No

No

VMFS

Yes

No

光纖通道

Yes

Yes

Yes

Yes

VMFS

Yes

Yes

iSCSI

Yes

Yes

Yes

No

VMFS

Yes

Yes

NAS/NFS

Yes

Yes

No

No

NFS

Yes

Ye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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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虛擬機器資料儲存位置

問題
您需要最佳實務指引以將您的虛擬機器置放在特定的儲存類型。

解決方案
在本訣竅中，我們針對在部分儲存類型上置放虛擬機器的目標，整理了一些業界標準與
最佳實務。

討論
在我們開始之前，值得一提的是，當您將虛擬機器置放在儲存空間時有著許多的影響因
素。隨著業界新技術的發展，出現了一種標準稱為 儲存分層（ Storage Tiering ），它能讓
SAN 或儲存陣列自動化在兩種不同的磁碟之間搬移資料。舉例來說，您可能在 SAN 上
混合了 15,000RPM 與 7200RPM 的磁碟，分層的主要目標是要讓每種在磁碟上的各種類
型資料，都可以利用適合的速度提供使用。SAN 上的軟體會自動的搬移不同的磁碟類型
之間的工作負載，一般是以區塊層級運作，重要的是要注意每個 SAN 供應商的技術會
稍有差異。
在此我們以虛擬機器的角度，檢視在不同層中涵蓋的部分。

高 / 快速層級儲存（Fast/High-tiered storage）
該層包括 SSD 或 15,000RPM 磁碟，這層將會是您所購買磁碟中最昂貴的部分，一
般來說會被使用在建置資料庫、快速的交易處理應用程式、交易服務，或是使用者
需要很短回應時間的其他資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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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性能層級儲存（Mid/Performance-tiered storage）
中等層級包括 10,000RPM 磁碟，該層將會是一個包括 Web 伺服器、小型資料庫與
交易服務等的混合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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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較慢層級儲存（Low/Slower-tiered storage）
該層包括 7,200RPM 磁碟，也代表著您環境中「剩餘」的部份，可能包括使用率較
低的網頁伺服器、公用伺服器、終端服務伺服器，像是 FTP 服務、VM 範本儲存。
正如您所見，虛擬機器的放置並沒有一個最好的解答，最好是基於您對於您環境中工
作量的瞭解來進行處理，因為虛擬化技術讓您可以輕鬆地將虛擬機器放置在不同的資
料儲存設備中，您可以不斷挑選，直到找到一個合適的儲存位置。VMware 提供有像是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這類額外工具，它可以幫助您確認一些特定的指標以滿足您
的虛擬化環境。

2.3

儲存執行階段之命名方式

問題
您想瞭解 ESXi 在運作中如何命名其儲存設備。

解決方案
本訣竅破解了命名方式，因此您能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

討論
圖 2-1 顯 示 了 一 個 典 型 的 磁 碟 區 清 單 與 它 們 的 設 備 名 稱。 在 此 圖 中， 我 們 列 出 了 多
個 iSCSI 磁碟區，依序欄位分別是識別欄位、設備名稱、容量、可用空間與檔案系統
類型。

圖 2-1

資料儲存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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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SXi 內的儲存設備名稱格式包含三個至四個數字，並用冒號分隔，舉例來說，在圖
2-1 中，第一個磁碟區中的設備名稱是 vmhba38:C0:T0:L0。這些數字代表以下含義：
HBA： 配接器： 頻道 1： 目標：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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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磁碟區的資料儲存 HBA 有一個設備 ID 為 38，第二個數字「0」是儲存頻道編
號，第三個數字表示 LUN 的目標為 0，以及 LUN 編號為 0。
第三個目標編號的數值會隨著添加到 HBA 的磁碟區而增加。應該要注意的是，如果跨
多個 ESXi 伺服器共享相同的目標，這個數值可能會有差異。
第一個與第三個數值可能會因為下列原因而改變（如果它們被改變了，它們仍然會參考
至同一個最初連結的實體設備）：
• 如果光纖通道或 iSCSI 網路發生中斷，則屬於 HBA 的第一個數值可能改變。在這種
情況下，ESXi 將分配另一個不同的編號以存取儲存設備。如果介面卡被移動到伺服
器的另一個 PCI 插槽，第一個數值也可能會改變。
• 如果 ESXi 伺服器可視範圍內的光纖通道或是 iSCSI 目標的映射有了任何修改，則第
三個數值可能會改變。

2.4

為 iSCSI 軟體啟動器建立網路

問題
您想建立一個獨立的 iSCSI 網路，以將伺服器與儲存設備傳輸的流量劃分出來。

解決方案
使用 vCenter 建立一個網路與 VMkernel 連接埠在 iSCSI 設備上以進行通訊，因為我們
使用軟體 iSCSI，我們將建立一個 vSwitch 分配給 vmnic1 。

討論
在 ESXi 能與 iSCSI 設備通訊前，VMkernel 網路連接埠必須被建立在 vCenter 伺服器的
網路元件中。
VMkernel 連接埠可以配置在現有的網路上，不過我們強烈建議您最好把 iSCSI 流量導
向自己的網路與連接埠群組，以和其他的流量隔離開來。如此才能確保您的虛擬機器擁
有最佳效能，請依照以下步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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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 vCenter 伺服器並從庫存清單（Inventory List）中選擇伺服器。
2. 從右側窗格中選擇組態（Configuration）頁面，在左側尋找網路（Networking）並
於右上角點擊新增網路（Add Networking）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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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連 結 類 型（Connection Types） 下， 選 擇 VMkernel 並 且 點 擊 下 一 步（Next），
VMkernel 選項可以讓您設置 VMotion、iSCSI 或 NAS 於您的 ESXi 環境。
4. 在網路存取（Network Access）下，選擇一個未使用的網路配接器（參見圖 2-2，為
VMkernel 連接埠選擇 vmnic1 ）來設置您的 VMkernel 於一個分離網路（推薦），或
是選擇一個現有的虛擬交換器和乙太網路配接器與其他流量共享 iSCSI 流量。您的
選擇將會顯示在畫面下方的預覽部分（圖 2-2），請點擊下一步（Next）。

圖 2-2

新增一個 iSCSI VMkernel，選擇 vmnic1

5. 您將需要在連結類型（Connection Types）畫面上的 VMkernel 連接埠輸入一些資訊
（圖 2-3）。

圖 2-3

設定 iSCSI VMkernel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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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配置連接埠群組屬性：

網路標籤（Network label）
此為連接埠群組在虛擬環境中的識別標籤，重要的是這個連接埠群組的所有實體
ESXi Servers 中的名稱必須是相同的，以確保 VMotion 和其他 ESXi 環境能正常
運作。
VLAN ID（選用）
您的連接埠群組通訊將會使用的網路 VLAN。如果您使用 VLAN 於網路基礎架
構，那麼就必須指定。

使用此連接埠群組於 VMotion（Use this port group for VMotion）
當您為 iSCSI 或 NAS 流量配置 VMkernel 時，這個選項不能選擇，因為此連接
埠群組將不包括 VMotion 流量。

使用此連接埠群組於容錯登錄（Use this port group for Fault Tolerance logins）
當您為 iSCSI 或 NAS 流量配置 VMkernel 時，這個選項不能選擇，因為此連接
埠群組將不包括 VMotion 流量。

使用此連接埠群組於管理流量（Use this port group for management traffic）
當您為 iSCSI 或 NAS 流量配置 VMkernel 時，這個選項不能選擇，因為此連接
埠群組將不包括 VMotion 流量。
配置 IP 設定，一般來說您會使用一個靜態的 IP 位址，而不是使用自動取得 IP 的設
定，不過這仍然取決於您的網路組態。
IP 位址（IP address）
設置 VMkernel 的 IP 位址是必要的。

子網遮罩（Subnet mask）
設置網路的子網遮罩是必要的。
VMkernel 的預設閘道（VMkernel default gateway）
如果您的 IP 位址不是在其他的連接埠群組，則必須輸入您的預設閘道。
要配置其他的選項，像是 DNS 或是一些進階路由，請點擊編輯（Edit）按鈕。
6. 點擊下一步（Next）檢視摘要，然後點擊結束（Finish）建立連接埠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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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您已經滿意這些配置了，請點擊確定（OK）以連結到 iSCSI 陣列，目標的 IP 位
址與 DNS 名稱會在探索頁面中的目標入口區域顯示。
4. 在建立到 iSCSI 陣列的初始連結後，您需要指定您要連結與掛載到 Windows 機器的
磁碟區，點擊目標（Targets）頁面以檢視可供您使用的目標清單，如圖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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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在 Windows 內可用的 iSCSI 目標

5. 選擇您將要連結的磁碟區，並且點擊登錄（Log On），會彈出一個有目標名稱的視
窗與兩個選項（圖 2-16），這些選項有：

在系統啟動時自動恢復此連結
（Automatically restore this connection when the system boots）
選擇此選項，系統會在 Windows 每次重新啟動時重新連結到這個磁碟區，除非
您有一個不這麼做的理由，您應該總是要勾選此欄位，如果這個選項沒有被選
擇，每次重新啟動後，您就必須手動連結至磁碟區。

啟動多重路徑（Enable multipath）
如果您想要使用多重路徑達到更好的效能與可靠性，您應該選擇此選項，它需要
多張專用的多重路徑乙太網路卡以處理 iSCSI 任務。
如果您擁有必要的硬體，需要更高的可用性，並且在先前安裝啟動器時配置妥多
重路徑組態，那麼這選項將會相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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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已經滿意這些配置了，請點擊確定（OK），在目標頁面下的目標狀態將切換到已
連結（Connected），表示該磁碟區已經連結。

圖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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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 目標選項

6. 現在的 Windows 機器已經可以看見磁碟區，您需要在 Windows 中建立、配置與格
式化這些磁碟區，Windows 將會把新的 iSCSI 磁碟區視為您增加到伺服器的一個實
體硬碟一般。
右鍵點擊「我的電腦」，選擇管理，選擇磁碟管理選項，因為磁碟區是全新沒有資料
的，Windows 將會彈出一個新視窗要求初始化。
7. 按照此要求的步驟及選擇，無論是從基本磁碟（推薦），或是動態磁碟（不建議在
Windows iSCSI 使用）。當磁碟已經被初始化，您將需要在磁碟管理視窗內的新磁碟
區上點擊右鍵，以建立一個分割區並格式化新的磁碟區。

2.8

為 ESXi iSCSI 軟體啟動器開啟防火牆連接埠

問題
您的防火牆阻擋了您的 ESXi 伺服器與 iSCSI 之間的儲存連結。

解決方案
使用 vCenter 來打開必要的防火牆連接埠。

討論
為了讓 iSCSI 軟體啟動器可以與其目標溝通，連接埠 3260 需要開啟，以讓 ESXi 伺服器
防火牆的離埠（Outbound）流量可以通行。在 ESXi 5.0 中，這連接埠將會自動在您啟用
軟體 iSCSI 時為您開啟。然而，故障排除或是某一些服務需要停用後重新啟動，請按照
遵循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