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楨義 Jeamy Chiang

Senior System Engineer - VMware Taiwan

chiangj@vmware.com

多雲佈署自動化的新選項
On Premises- vRealize Automation 

SaaS: Cloud Service Automation

mailto:Chiangj@vmware.com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運作不一致 技能組合與工具不同 管理工具與安全控制機制
截然不同

應用程式服務層級協定
不一致

機器格式不相容

複雜性會阻礙混合雲發揮全部價值

2

混合雲架構與挑戰



將整個混合雲應用程式自動化的複雜性

未符合應用程式服務層級協定

開發人員使用方式不一致

基礎架構工作負載不平衡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倘若您能……

未符合應用程式服務層級協定

開發人員使用方式不一致

基礎架構不平衡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讓開發人員享有豐富多樣的服務，
並能存取任何雲端服務

提高應用程式可用性、效能與安全性

讓基礎架構自行進行容量與效能最佳化



倘若您能……

未符合應用程式服務層級協定、應用程式停止運作、安全性風險

缺乏靈活性、開發人員生產力低

基礎架構不平衡、閒置容量、應用程式效能低落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讓開發人員享有豐富多樣的服務，並能存取任何雲端服務

提高應用程式可用性、效能與安全性

讓基礎架構自行進行容量與效能最佳化

雲端原生

讓開發人員享有豐富多樣的服務，並能存取任何雲端服務

讓基礎架構自行進行容量與效能最佳化

提高應用程式可用性、效能與安全性



雲端
管理員、
SRE

開發人員、
開發營運
管理員

開發人員

在一致的基礎架構上提供一致的作業

可程式化的佈建

自行驅動作業

應用程式作業

一致的作業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雲端原生



發佈更新：vRealize 解決方案

vRealize Suite (內部部署)

• vRealize Operations 7.0 與 vRealize Automation 7.5 新版產品

• 容易部署
• 簡化的工作流程有助於更快實現價值
• 維持已佈建應用程式的服務層級協定，以及封閉循環型整合

• vRealize Network Insight 3.9

• 完全支援 NSX-T、NSX-V 與 VMC

產品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雲端原生



vRealize Automation 7.5 簡介
新功能 | 發行版本焦點



vRA/vRO 全新介面 UI 

vRealize Operations 提供最佳化的
整合維運

NSX-T 內部部署支援

事件中介服務 (EBS) 

安裝、升級與修補功能

疑難排解功能

設定管理功能與 Ansible Tower 

整合

Kubernetes 叢集管理搭配 Pivotal 

Container Services (PKS)

支援 AWS

支援 VMware Cloud on AWS

支援 Azure 受控磁碟、Azure 

Government Cloud 與新地區

支援 GCP 

vRealize Automation 7.5 的新功能
重點功能說明

容易操作 專為開發人員所打造 跨雲



vRA 7.5 UI – 服務目錄與商品

• 每個目錄項目各有一張卡

• 可在請求時調整業務群組
(減少「待篩選項目」)

• 可依服務或業務群組進行
篩選、依名稱進行搜尋



vRA 7.5 UI 與消費者使用經驗更新



vRA 7.5 UI - 更新部署檢視

• 增強部署資源的搜尋功能

• 「請求」(Requests) 與
「項目」(Items) 索引標籤
現已合併

• 在請求事項完成時，依
部署摘要動態更新目錄卡

• 改善進行中與已完成的
請求細節



vRA 7.5 整合 vRealize Operations – 部署與監控一次到位



• 在初始配置時，即可利用 vROps 提供的
工作負載配置整合功能

• 讓 vROps 能將次要作業工作負載最佳化

• vROps 會建立最佳化計畫，將 vRA原則
納入考量後，由 vRA執行此計畫，以確保
內部中繼資料已更新

vROPs 7.0：針對效能與利用率持續進行最佳化

管理區域

管 理 區 域

叢 集 A

叢 集 B

持 續 最 佳 化

工 作 負 載 配 置

主要
作業

次要
作業

目標利用率

$ 目標預算

目標效能

依據

評估 規劃 最佳化



啟動自行驅動作業

• 依照建議立即執行

• 排定時程以自動執行持續最佳化

• 發生效能問題時自動執行

vROPS 7.0 依據業務或營運意圖自動達到所需效能
啟動自行驅動作業



• 支援結構 (佈建/次要作業)：

• 重要功能

• 隨選路由網路

• 隨選 NAT (1-n)

• 隨選負載平衡器

• 現有 NS 群組 (安全性群組)

• 應用程式隔離

• 次要作業：變更安全性、變更 NAT 規則

• 從單一藍圖部署運算、網路、安全性與負載
平衡

• NSX-T 完全整合到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堆疊

• 在相同 vRA 執行個體內支援 NSX-V 與
NSX-T

NSX-T 端點
內部部署功能

可拖放
NSX-T 物件

隨選網路外部/NAT/路由

隨選負載平衡器

現有 NS 群組



vRA 7.5 UI – Day1 與 Day2 操作歷史記錄

• 部署與次要作業事件的
詳細歷史記錄

• 軟體執行計畫的相關
詳細資料



協調作業平台選擇

• Pivotal Container Service (PKS)

• vSphere Integrated Containers (VIC)

• 傳統 Docker 主機

管理能力 – PKS 叢集生命週期管理與監控

身分識別管理與角色型存取控制：內建多租戶與
使用者管理

叢集管理：可延展容器主機叢集/資源集區

vRA 7.5 統一容器管理
多雲再享協調作業平台選擇

選擇性元件

必備元件

Harbor (容器登錄)

Admiral (容器管理)

開發立即可用的基礎架構

Kubernetes

監
控
與
日
誌
記
錄

vRealize Automation

C
I/C

D

內建協調作業 VIC

安
全
性

儲存運算 網路

各種雲端

VMware 
Cloud on 
AWS

實體基礎架構



叢集管理 UI – 建立/管理 PKS 叢集

端點建立/叢集驗證與探索

探索現有 PKS 叢集，指派給業務群組或納入管理

允許透過「存取」(Access) 按鈕存取獲指派的
Kubernetes 叢集 (下載 kubeconfig)

透過 vRA 7.5 執行 PKS 管理



vRealize Suite 通過 VMware Cloud on AWS 認證
使用安裝在內部部署環境或 VMware Cloud on AWS 內的 vRealize Suite，來管理
VMware Cloud on AWS 工作負載

全域基礎架構

VMware Cloud on AWS

vSANvSphere NSX

vCenter Server

vRealize Suite

雲端
管理員

儲存
虛擬化

運算
虛擬化

網路
虛擬化

實體基礎架構

vCenter Server

vRealize Suite

內部部署



vRA 7.5 公有雲端點更新
AWS / Azure / GCP 



新發佈：雲端服務

全新：雲端自動化服務

• 新的雲端自動化服務 Cloud Automation Service

• 讓開發人員享有豐富多樣的服務，並能存取任何雲端服務

• Wavefront for VMware

• 數百種現成的應用程式與新控制面板
• 支援無伺服器應用程式與其他 AWS 服務雲端服務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雲端原生



讓開發人員享有豐富多樣的服務，並能存取任何雲端服務

新的雲端自動化服務

VMware Cloud Assembly

提高開發人員生產力

VMware Service Broker

提供一致的治理

VMware Code Stream

簡化應用程式部署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雲端原生



新的雲端自動化服務



混合雲和多雲自動化
三項著重自動化的軟體即服務

目錄
使用權益、核准、原則

持續交付管道

開發人員、持續整合/持續交付 開發人員、業務線使用者

管
理
和
作
業

私有雲或資料中心 公有雲 分支機構/邊緣運算

平台即服務 容器即服務 架構即服務

應用程式架構

全球一致的基礎架構即程式碼

基礎架構即服務協調作
業範本

雲端 API

Cloud Assembly 
(宣告式基礎架構即程式碼)

多個雲端 (私有雲和公有雲) 上的原則式工作負載佈建與
生命週期

透過藍圖支援持續開發與佈建

Service Broker 
(多雲目錄與中介程式) 

跨多個雲端和協調作業系統的治理與服務中介

Code Stream 
(持續交付管道)

支援開發營運作業自動化

SERVICE BROKERCODE STREAM

CLOUD ASSEMBLY



可程式化的佈建

自行驅動作業

應用程式作業

操作展示說明

自行驅動作業

一致的作業

1 設定基礎架構並建立原則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雲端原生



操作展示說明

2 透過 Canary 管道自動執行部署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雲端原生

可程式化的佈建

自行驅動作業

應用程式作業

自行驅動作業

一致的作業

可程式化的佈建

1 設定基礎架構並建立原則



操作展示說明

3 監控應用程式的可用性與效能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雲端原生

2 透過 Canary 管道自動執行部署

1 設定基礎架構並建立原則

可程式化的佈建

自行驅動作業

應用程式作業

自行驅動作業

一致的作業

可程式化的佈建

應用程式作業



CAS 操作展示

OneDrive_1_10-22-2018/DC3732_drivingTransformation-REVIEW-v9.htm


VMware 混合雲願景

私有雲 公有雲 邊緣網段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混合雲控制平台

VMware Cloud 服務

核心軟體定義的
資料中心基礎架構

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
基礎架構管理

作業與自動化



雲端原生應用程式
上市時間 •  創新 •  延展 •  與眾不同之處

現有應用程式
成本管理 •  安全性 •  可靠性 •  控制

能見度 作業 自動化 安全性 治理 容器管理

雲端作業與自動化

混合雲 原生雲端

容器虛擬機

for VMware

VMware 

Kubernetes Engine

VMware Cloud on AWS
Project Dimension

KUBERNETESVM

CloudHealth •   VMware 雲端自動化一致的作業
自動化與作業 • 在各種雲端上

一致的基礎架構
虛擬機基礎架構 • 容器基礎架構

一致的開發人員經驗

VMware 混合雲願景
多雲發展過程的完整產品組合



從私有雲到公有雲再到邊緣網段的一致基礎架構、一致作業

for VMw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