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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ealize Suites

服務佈建自動化 vRealize Automation 7 
IT 資源最佳化 vRealize Operations 6.1
資源使用計費自動化 vRealize Business 6.2 



多租戶的設計與整合多重認證

Powered'by'VMware'Identity'Manager™

租戶 A 租戶 B

整合多重認證
多個網域對單一租戶
單一網域對多個租戶
多重要素驗證

OTB 協力廠商 SAML 權杖支援
OTB SmartCard/CAC 支援
登入稽核



以租戶角度區分 IT 服務商品

CONFIDENTIAL 5

私有雲

公有雲

桌面雲

網路服務區

相關IT服務



統一藍圖模型和設計介面來設計 IT 服務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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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拖放方式設計 IT 商品藍圖

設計元件
• 基礎架構

• 網路

• 安全性

• 應用軟體

• 一切即服務 (XaaS)

將元件拖放至設計藍圖

• 關係

• 依存關係

• 網路

•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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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應用
程式

資料庫

VM VM

VM VM VM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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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需求將應用程式的組態設定為使用專屬或共用
虛擬交換器和路由器

• 應用程式層級微分段安全性

• 可動態設定應用程式特定的負載平衡器 不需昂貴
的實體硬體

VM

• 網路的組態設定方式是為了滿足每個應用程式的
獨特效能需求

VM VM

VM VM

VM VM VM

vRealize Automation 與網路虛擬化暨安全管理 NSX 整合
可動態設定 NSX 邏輯服務，以滿足每個應用程式的獨特需求



自動部署(多)虛擬機器

Web/App

Database

以雲管理平台自動部署機制第一種型態：

 預先將網路建置完成

 預先建置各網路（安全區）之間的網

路安全設備

 雲管理平台將業務所需求之虛擬機器

部署出，並放置到指定的網段

 手動進行負載平衡設定

 安全管理者手動進行系統之各安全區

間之防火牆/安全防護設定



自動部署虛擬機器與安全防護機制

Web/AppDatabase

以雲管理平台自動部署機制第二種型態：

 預先將網路建置完成

 雲管理平台將業務所需求之虛擬機

器部署出，並放置到指定的網段

 虛擬機器自動加入安全群組，自動

進行安全防護機制

 負載平衡器自動建立並設定



機器、網路、安全防護均自動部署

Web/App

Database

以雲管理平台自動部署機制第三種型態：

 用戶單位要求部署系統時，自動建立

系統所需之不同邏輯網段

 自動建立路由及NAT設定

 雲管理平台將業務所需求之虛擬機器

部署出，並放置到指定的網段

 負載平衡器自動建立並設定

 虛擬機器自動加入安全群組，自動進

行安全防護機制



Day 2 自動化佈建與維運管理 –虛擬機生命週期管理

授權
虛擬機操作



Day 2 自動化佈建與維運管理 –應用程式生命週期管理

授權應用程式
相關操作



設計藍圖即程式碼

• 藍圖現在能以可讀的格式匯出

• 可以在 vRA 外部您所選擇的編輯器內定義整個藍圖

• 與 vRA 使用者介面互通

• 可以如同您的應用程式碼般匯出並儲存到來源控制資料儲存器內

• 可以全部匯入到不同 vRA 租戶或甚至不同的 vRA 執行個體

• 匯入/匯出透過 Cloud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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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擴充功能 LifeCycle Extensibility (Event Broker Service : 
EBS)

15

當虛擬機佈建完畢並且
啟動後自動先進行快照

1

2 3

1

2

3



vRealize Automation 7 加快的實現價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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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部署

自動化的安裝/組態設定精靈

簡化的高可用性

整合的部署架構

針對完全分散式的 HA 情況，安裝時間比 6.X 少了近 40%~40%

6 倍 使用 Express Install 的安裝比 6.X 中的同級安裝速度快了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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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式效能、容量與記錄管理解決方案

– 效能、容量與組態管理的彙整式管理

 全方位檢視所有 IT 資料並進行智慧型作業管理

– 從應用程式到儲存裝置 –推出更有效率的問題解決方案

 使用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料進行預測性分析

– 更優異的效能與強化的使用者經驗

1

2

3

vRealize Operations & Log Insight 

有限及封閉

的能見度

容量未充分

利用

疑難排解

效率低落

傳統工具與單點
解決方案的問題





私有雲虛擬環境監控管理
以VM角度分析虛擬機＆實體機＆資儲存區效能

輸入VM

虛擬機
KPI

實體機
KPI

儲存區
KPI



公有雲虛擬環境監控管理 (AWS)
以VM角度分析公有雲裡虛擬機相關效能

AWS虛擬機

TOP 25 CPU 使用

TOP 25 

記憶體使用

TOP 25 網路接收量



桌面雲監控管理
以桌面使用角度分析虛擬桌面工作區相關效能

選擇正在連線工作階段的
特定虛擬機器

圖像化清楚呈現與這台虛擬桌面所
有相關的管理連線角色分佈

清楚條列這台虛擬桌面連線相關資訊，如連線
負載、登入花費時間、PCoIP頻寬傳送大小



關鍵應用與資料庫環境監控管理 (Oracle)
以Oracle角度分析資料庫以及相關虛擬機相關效能

選擇
資料庫

資料庫
虛擬機效能

資料庫
相關效能數據

資料庫
相關警訊



1

依警示尋線迅速找問題癥結 Tablespace:BALL:full

Tablespace容量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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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環境監控管理 (虛擬 => 實體)
以網路管理角度分析虛擬與實體網路相關效能

虛擬機、邏輯交
換器、路由器
拓墣分析

邏輯交換器
效能分析

相關物件警示訊息

實體網路



分析非結構化資料＆日誌分析 – Log Insight

智慧型作業

• 記錄分析

• 預測性分析/透過機器學習能力加快問題解決速度

• 可記錄一切 –輕量級 Windows 與 Linux 代理程式

專為 vSphere 環境所建構

• 適用於 VMware 產品的強大巨量資料記錄檔管理

• 獲得對 NSX、vRealize Automation Center、
Horizon View 等 VMware 產品的洞察力

擴展延伸到相關儲存、網路設備以及

技術概觀

跨實體、虛擬及雲端環境的 VMware 環境巨量資料
記錄檔管理

作業系統

vSphere

系統統計資料

應用程式

安全性

其他 IT

所有類型的記錄檔

Log Insight 3.0

分析

探索

搜尋

視覺化

IT 運作

安全性

合規

40B 個事件 10 個事件類型

…全部透過機器學習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更快速—每個節點可擷取多出 2 倍的資料，每秒最多可以擷取 15,000 個事件。
數量更多— Log Insight 叢集可以容納的節點數量倍增 (從 6 個變成 12 個)。
效率更高—內含 12 個節點的叢集每天可處理驚人的 2.4 TB 資料量。

3.0



vRealize Operations & Log Insight 合作夥伴

以上僅列出部分名單

VMware 解決方案

Amazon Web Services

vCloud Air

儲存裝置

NSX

vCloud Networking and Security

EMC Smarts

合作夥伴解決方案

EMC Storage Analytics

HP OneView

VCE Vision

Dell Compellent Storage

HP StoreFront

Cisco UCS

NetFlow Logic



優點

• 資金支出最多減少 30%1

• 問題解決時間最多縮短 50%2

• 應用程式停機時間最多縮短 54%3

• IT 成本最多降低 53%3

• 投資報酬率最多達 2.4 倍3

vRealize Operations & Log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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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應用程式到儲存裝置的智慧型作業管理」

vRealize Log Insight

vRealize Operations Advanced

1 2013 年研究：《 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對總體經濟的影響》(The Total Economic Impact of 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2 Dimensional Research 報告，Log Insight，vmware.com
3 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客戶指標研究報告，作者：Management Insight，Wave Two 

✚



vRealize Suites

服務佈建自動化 vRealize Automation 7 
IT 資源最佳化 vRealize Operations 6.1
資源使用計費自動化 vRealize Business 6.2 



雲端資源使用計費自動化

30

雲端資訊中心營運總成本分
析

雲端資訊中心資源成本分析 各部門使用資源分析

雲端資源成本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