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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找出效能瓶頸，VMware 可透過 vCenter Operations

摘要

Management Suite 這個產品提供簡單且容易判讀的圖表，
並且由複雜的效能數據中自動挑選出最重要的關鍵數據，

雲端環境資源得以全面共享，讓資料中心資源使用率

讓管理者不用再面對龐大效能數據而不知所措。

達到最大化，這也表示雲端服務有可能互相爭食雲端資源，
為了幫助管理者能更簡單的管理雲端環境，能夠在最短

2. 雲端/虛擬環境管理面臨的挑戰

的時間內找出效能瓶頸，VMware 可透過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這個產品提供簡單且容易

目前有導入雲端/虛擬化的企業感受到它所帶來前所

判讀的圖表，並且由複雜的效能數據中自動挑選出最重要

未有的靈活、穩定及方便性後，便會開始大量將實體環境

的關鍵數據，讓管理者不用再面對龐大效能數據而不知所

移轉至虛擬環境，甚至一有新服務需求，首選考量便是虛

措。

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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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面對大量成長的虛擬主機，各位管理者您是否開始感
到內心有點忐忑不安的感覺，因為雲端/虛擬環境是個資源

Cloud resources can be fully shared. It maximizes the

池的概念，一切的資源都是共享的，一旦遇到效能瓶頸或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data centers, which means it is likely

其他問題，到底應該從何查起？查到的問題是否真的就是

that cloud resources are seized at the same time by cloud

主要問題？

services. In order to help managers manage cloud

為甚麼會這樣？那是因為多數管理者仍採用傳統方

environment more easily and be able to find performance

式查詢虛擬主機內部資源使用情形，不含細部分析一台虛

bottlenecks in the shortest time, VMware provides simple and

擬機至少就得觀察 CPU、RAM、Disk、Network 等 4 張圖表，

easy-read diagrams by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以下圖一所示 5 台虛擬機至少就得觀察 20 份以上圖表，重

It can automatically select the most important key data from

點是觀察完後，管理者依舊感到茫然，因為仍然不知問題

the complicated data. The huge amount of data no longer

何在。

confused managers.

這是因為雲端/虛擬化環境為了讓資源使用率達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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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故採用共享資源的方式運作，所以若仍然採用傳統

cloud

的方式進行監控、除錯，勢必成效不彰，VMware 為了解決
企業維運問題，特別開發了這套智慧型的維運平台，讓企

1. 前言

業得以輕鬆管理資料中心。
本 文 將 介 紹 如 何 透 過 vCenter Operations

雲端環境資源得以全面共享，讓資料中心資源使用率
達到最大化，這也表示雲端服務有可能互相爭食雲端資源，
為了幫助管理者能更簡單的管理雲端環境，能夠在最短的

Management Suite 建立一個聰明又自動的維運平台，讓企
業能輕鬆駕馭雲端。

理者可以一目了然，目前整個環境的健康狀態，管理者可
針對紅燈部份點擊，下探更詳細的訊息資訊，如圖四所示
便是 ESXi 實體主機的健康狀態，夠簡單直覺吧。

圖一 傳統效能監控方式

3.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主要
特色說明

圖二 直覺式 Dashboard

 即時處理維運問題
可即時監控雲端/虛擬環境目前運作狀態，並提供最
基本的即時告警外，還能提供關鍵性的 KPI 指標，協助管
理者快速找到真正的問題。
 評估可能面臨的風險
透過長期統計雲端/虛擬化環境使用狀態數據並透過
趨勢分析圖方式呈現及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協助企

圖三 直覺式 Dashboard

業盡早防範。
 資源使用率監控
可透過長期監控虛擬機資源使用情形，協助管理者洞
察如閒置或分配過多資源的虛擬機，並提供資源回收數值
的最佳建議，可有效提高總體資源使用率。
 法規遵循/組態變更管理
可依據法規遵循或企業原則制訂組態變更監控項目，
並能透過圖形化介面監控變更後帶來的影響，以便管理者
追蹤可能潛在的問題。若發生問題也可透過簡單的方式快

圖四 實體主機健康狀態
另外有這麼多的訊息告警，到底哪些才是真正的問題，

速還原至修改前的狀態，讓系統快速回復正常營運。

一直以來都是管理者的痛，透過智慧的關鍵性 KPI 指標探

 成本預估

索（圖五）
，管理者從此不再需要閱讀龐大的數據圖表，便

可依據公司資產配置原則，制定資源使用之單位成本，

能輕鬆找到關鍵問題。

透過分析報表檢視各項服務或各單位對資料中心資源的使
用情形，可做為未來預算編列或單位資產配置的參考依
據。
以下將針對主要特色說明，做更詳盡的介紹，讓讀者
們能更深入了解該套件將為企業的雲端環境維運帶來莫大
的幫助。

3.1 即時處理維運問題

圖五 智慧的關鍵性 KPI 指標探索
另一個功能則是筆者的最愛，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行

透過最直覺的紅綠燈呈現方式（綠=最健康、紅=最不

為模式，一旦表現跟平常有所出入，大家馬上都看得出來。

健康）鳥瞻整體雲端/虛擬化資料中心（圖二、三），讓管

每套應用服務就跟人的獨特行為模式一樣也不例外，它們

都有自己平常的行為模式，就以圖六為例，整體曲線圖為
平常正常的行為模式，但紅色區塊顯然與平常使用行為曲
線有所出入，系統便會自動提醒管理者需要關注該系統。
還不只如此，一般管理者較容易注視的會是 Loading
過重，較易忽略的卻是 Loading 突然過輕（但是系統仍在
提供正常服務哦）
。舉個例，某人雖然他還是在工作且作息
正常，但是就是覺得他缺乏活力，此時有可能他的身體或
心理其實是有問題的，日子久了就會出事啦。所以 Loading
過輕不是沒問題，此時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圖八 容量風險預估列表及詳細資訊

Suite 也會提醒管理者，該注意一下嘍。怎麼樣？夠聰明
吧！！

3.3 資源使用率監控
管理者在規劃採購設備時往往會依照 Peak Time 使用
的資源來預估，另外為了保險起見還會再乘上一定的倍數，
圖六 評估現有行為是否正常

例如：RAM 平常可能只用到 4G 但 Peak Time 會到 8G，不過
有可能買新設備效能提升或未來業務成長後 RAM 會使用更

3.2 評估可能面臨的風險

多，乾脆買 32G 好了。上例是個非常常見的評估方式，CPU、
Disk 也都差不多，這也就是為甚麼 IDC 或 forrester 等

以往管理者想要評估整個資料中心所有主機、儲存的
資源是否足夠，只能從歷史資料、效能、容量等資訊透過

Research 公司皆表示資料中心資源平均使用率會低於 10%
以下的原因之一。

人力的方式大略評估是否足夠，為確保採購後可能產生的

這些沒有使用的資源並無法分享給其他服務使用，從

容量不足風險，此時就會將自己評估的需求再乘上 1.3~2

此就浪費掉了。導入雲端/虛擬化環境雖然可以共享資源，

倍以上，當做實際採購需求。傳統評估方式將造成投資成

但是若仍然使用傳統的模式分配資源並且不加以監控，這

本提高、需求評估無法確實、評估過程沒有效率等問題。

些資源便無法有效回收到資源池再利用。

現在透過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就

現在透過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就

簡單、確實多了。它時時都在監控資源使用情形，並且依

能協助管理者時時監控資源使用情形，並且將 Peak Time

照整體資源使用行為，加上長時間的統計分析，便能非常

使用的資源情形一併加入運算評估後，提供虛擬機可回收

精確的呈現資源或效能不足的風險，並且還能透過

資源的最佳建議，讓浪費的資源得以有效管理、回收再利

Dashboard（圖七），隨時顯示在管理介面上，讓管理者清

用（圖九、十）
。

楚明瞭整體資源使用狀況及資源、效能等預估在多久之後
將會不足（圖八）
。從此管理者再也不會面臨評估需求的困
擾以及資源不足卻來不及採購的壓力。

圖九 資源回收評估

圖七 容量風險預估儀錶板

消費者，並在公司內部建立私有雲，再依照企業需求或服
務特性來決定服務應該放在私有雲或公有雲以發揮最大的
經濟效益。故筆者將針對廣大私有雲用戶進行介紹本工具
應當如何運用。
IT 管理者多數得面臨資源不足必須增購及 IT 預算永
遠不夠用的雙重壓力，Boss 一問到為甚麼需要花這麼多錢，
往往只能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圖十 資源回收評估

現在就不一樣了，管理者可以依據公司資產攤提的比
例換算出每項資源的使用單位成本，經統計後，管理者看

3.4 法規遵循/組態變更管理

見過去總體資源的使用情形及消耗成本統計，另外也能進
行未來的成本預估（圖十三）。

雲端/虛擬化環境是個資源共享的架構，無論做任何

除此之外，管理者還可透過列表模式看出最花錢的虛

的設定或變更錯誤都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造成效能變差、

擬機 Top 10 或 Top N（可自行定義）
，有了依據，管理者

導致服務中斷或因違反法規遵循及公司原則而產生資安漏

再也不必啞巴吃黃蓮了，這真是個貼心的好工具呢（圖十

洞。

四）
。
但是管理者卻沒有有效的方法來預防或事後追蹤，現

在管理者就不用再擔心了，管理者可透過 Time Line 的方
式直覺的觀察哪個時間點曾經做過哪些變更（圖十一）
，更
能直接判斷是哪個變更造成效能變差或服務中斷，最後僅
需要做個簡單的 RollBack 動作，就能立即回復變更前的正
常狀態（圖十二）
。

圖十三 資源成本預估

圖十一 組態變更 Time Line

圖十四 最耗成本的虛擬機排序列表

4. 結語
IT 預算除了設備、電力、機房空間、租賃..等成本
外，另一項高比例成本便是維運成本，與其讓 IT 管理者將
圖十二 組態 RollBack 管理

80%的精力花在不斷循環的一般性維護上，不如讓 IT 管理
者有一套聰明又貼心的維運工具，這樣不僅能讓營運風險

3.5 成本預估

降到最低，更能讓 IT 人員將 80%的精力改花在如何優化雲
端/虛擬化環境，讓資料中心運轉更靈活彈性，並且得以思

公有雲提供商可透過此計價工具輕鬆完成客戶計價，
但有多少企業會建立公有雲，我想多數企業都是公有雲的

考如何讓 IT 規劃發展方向與企業策略結合，進而提升企業
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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