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Mware校園授權⽅方案介紹及實
際應⽤用案例例分享



資料料中⼼心四⼤大基本組成： IT設備,  電⼒力力,  冷冷卻,  DCIM

雲端運算成熟,造成
IT設備對整體資料料
中⼼心之佔⽐比逐漸下滑滑。

雲端運算成熟,使
得資料料中⼼心基礎
架構重要性逐步
提升。

虛擬化及雲端運算對資料料中⼼心帶來來的影響



資料料中⼼心提供的兩兩⼤大服務類型：

電腦教學應⽤用

電腦應⽤用教學常⾒見見問題：
• 特殊軟體教學（如3D繪圖）:
現有電腦配備不不⾜足需添購較⾼高等級PC

• 擴充更更多間電腦教室：
ü 現有電腦教室間數數無法滿⾜足排課需求。
ü 學校購置之授權軟體數數量量少，僅能
安裝於少數數教室，無法彈性排課。

• 傳統PC耗電量量⾼高

資訊服務應⽤用

資訊服務應⽤用的資源消耗之常⾒見見因素：
• 單⼀一應⽤用服務佔⽤用⼀一台主機：
常因不不同專案需求，購置專屬該專案
的資訊設備

• ⽼老老舊伺服器仍在運⾏行行：
因無法在新型設備上安裝既有軟體：
(如：公⽂文簽核)，⽽而無法汰換舊設備



雲端電腦教學教室



File  ServerView  Pool

校園環境

OS/APP
Profile

Redirect   area
Share   folder

View
Connection
Server

Outlook

mount

Print

Print  
Server

Exchange

VDI

Win  7
Win  7 Win  7 Win  7 Win  7 Win  7

vShield
ManagervCenter/Composer

Win2008R2

View
Manager

Win2008R2
vSphere 6 ESX

protect  user  data

Dedicate  VDI

學⽣生

電腦教學教室⽰示意圖



⽅方便便管理理的終
端顯⽰示裝置

集中管理理的學
⽣生上課環境

適當的解決⽅方案
管理理裝置與上課

環境

Approach ⼯工具 軟體資源與
內容管理理

管理理政策與
機制

電腦教學教室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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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軟體進⼀一步整合⾄至虛擬桌⾯面打造雲端教室



同樣的Windows  桌⾯面可在任何設備上使⽤用

Mac  Desktop

平板

Smartphone



導⼊入雲端教室，學⽣生可以...
上課時：
① 學⽣生登⼊入網站，僅能看到跟⾃自⼰己修的課有關的課程軟體

② 並選擇該堂課的軟體環境
③ 開始上課

下課前：將課程檔案儲存於
個⼈人專屬雲端空間



雲端電腦教學教室效益

§ 獨⽴立立設備與環境以桌⾯面虛擬化⽅方案建⽴立立標
準化電腦教室，搭配Zero-‐‑‒Client⽅方案提
供⽤用戶終端顯⽰示

§ 教師可集中依據課程進⾏行行作業環境更更新或
轉換

§ 標準環境，快速進⾏行行硬體設備維護與更更換

易易於管理理的電腦教室
§ 桌⾯面虛擬化⽅方案⽀支援以專屬或共享的⽅方式
讓⽤用戶虛擬機器使⽤用GPU資源。已⽀支援各
種主流流CAD  /  CAM與多媒體應⽤用軟體，
提供教師各種多媒體與3D應⽤用軟體的教
學平台

多媒體應⽤用教學



某⼤大學虛擬應⽤用軟體雲端服務-‐‑‒3D  VACS架構圖



⺟母檔配置1 (⼀一
般)
• Win7  64bit
• 3G  RAM
• 1  vCPU
• 100G  HDD

資料料存儲空間
共20TB

每個使⽤用者配置
1GB空間存放
漫遊設定檔

提供200個桌⾯面
虛擬化

提供5台伺服器
虛擬化平台

⺟母檔配置3
(3D繪圖)
• Win7  64bit
• 4G  RAM
• 2  vCPU
• 100G  HDD

⺟母檔配置2
(成績上傳)
• Win7  
64bit

• 3G  RAM
• 1  vCPU
• 100G  
HDD

第⼆二期
新增4台主機
搭配vSAN,
提供160個桌⾯面
虛擬化

某⼤大學桌⾯面軟體雲建置架構



導⼊入雲端教室，⽼老老師可以...
上課時：
① 選擇任何⼀一間電腦教室，無需因受限設備等級⽽而產⽣生教學效能問題

② 透過客製報表取得學⽣生的學
習歷歷程資訊

③ 彈性備課
新增課程所需軟體不不
受實體設備限制

CAD

3D
動画



導⼊入雲端教室，計中管理理⼈人員可以...
① 了了解軟體使⽤用頻率率率，評估授權軟體購買需求及效益（客製報表）

② 課程所需相關軟體⼀一次安裝，無須浪浪費時間更更新版本或補丁

③ 搭配管理理⼯工具及網路路、儲存虛擬化，降降低所需
資訊設備，達到節能減碳⽬目標

主映像檔

複製複製複製複製複製複製



在桌⾯面集區如何找到問題

第⼀一步、針對alvin.cheng
去查詢正在使⽤用的Win7  

VDI  ⼯工作階段

第⼆二步、圖像化清礎呈現
與這台虛擬桌⾯面所有相關
的管理理連線⾓角⾊色分佈

第三步、清礎條列列這台VDI虛擬桌
⾯面連線相關資訊，如連線負載、登
⼊入花費時間、PCoIP頻寬傳送⼤大⼩小



在桌⾯面集區發現特定虛擬桌⾯面負載過⾼高

第⼀一步、選擇這位使
⽤用者所屬於在的
Horizon-‐‑‒Win7桌⾯面

集區

第⼆二步、組態區塊呈現最⼤大
範圍且為橘⾊色狀狀態，表⽰示
Horizon-‐‑‒Win7桌⾯面集區內
有特定虛擬機器的⼯工作負載

呈現過⾼高狀狀態

第三步、滑滑⿏鼠移過去，隨即顯⽰示出Horizon-‐‑‒
Win7桌⾯面集區中的Horizon-‐‑‒Win7-‐‑‒3虛擬機

器出現嚴重⼯工作負載問題



資訊應⽤用場景



資訊服務應⽤用效益

§ 虛擬化技術已經成熟,  關鍵校務資訊系統
上虛擬化能善⽤用機房資源

§ 在硬體發⽣生⾮非計劃損壞時即時保護
§ 透過虛擬平台管理理⼯工具能有效掌握機房運
算與儲存資源,  並即時回應運作與效能問
題

現有資訊系統虛擬化
§ 資料料中⼼心內網路路的功能，以內建於
Hypervisor或虛擬機器的⽅方式，跑在
x86平台上

§ 虛擬層直接提供安全功能。簡⽽而⾔言之，每
個虛擬機器前，都有⼀一台防⽕火牆 (安全設
備)

在軟體層實現網路路和安全服務

vSphere  ESXi
VMware  NSX



X

⾃自動化資源確保

平衡⼯工作負載
有效使⽤用規劃硬體資源
能及時進⾏行行最佳化

業務連續性

當硬體或作業系統故障能
⽴立立即重新啓動
保護所有應⽤用

隨需擴充的容量量

Scale  without  disruption
Reconfigure  on  the  fly
Save  time

永續運作並提供能源運⽤用效率率率最佳化的資料料中⼼心



過度度採購硬體造成不不必
要的資⾦金金⽀支出

過度度佈建虛擬機與資源

基礎架構⽋欠缺透明度度

簡化及⾃自動化的資料料中⼼心營運

規模適中的虛擬機

過度度佈建的虛擬機 規模較⼩小的虛擬機

閒置的虛擬機

提出解決⽅方案的平均時間漫⻑⾧長



最佳化的效能與容量量提升效能並避免中斷服務 統⼀一管理理基礎架構和
應⽤用程式

⾃自動化的⼯工作流流程與
原則實⾏行行

簡化及⾃自動化的資料料中⼼心營運

規模適中的虛擬機

過度度佈建的虛擬機 規模較⼩小的虛擬機

閒置的虛擬機

運作狀狀況良良好

運作狀狀況異異常

運作狀狀況不不良良

有效率率率的作業可降降低 IT  管理理的營運成本

提出解決⽅方案的平均時間更更快



儲存設備

維運管理理⾃自動化

ESXi ESXi ESXi

資料料中⼼心
A&B

Web  層

AP  層

DB  層服務

校務⾏行行政系統

儲存監控儀表板

主機監控儀表板

虛擬環境監控儀表板E2E  線上交易易整體服務監控

DB  層服務

Web  &  AP  層服
務



整體虛擬化環境可以透過集中管理理達到整合綜效
實體 – 虛擬環境連動 取得硬體層⾯面相關效能指標

透過多維度度⾊色彩熱圖呈現問題 並且不不需要同時使⽤用特定的⼯工具

A公司⼯工具 B公司⼯工具



LUNS

Admin  收到⽰示警顯⽰示
Oracle  App  效能偏低

Oracle  VM   有效能
上的問題

Storage  LUN  健康
狀狀況呈現紅⾊色

VNX  |  Target  HBA  Resets

⽬目標 HBA  重設極⾼高,  影響
了了應⽤用程式的效能

檢查LUN  細節

(EMC   VNX:  LUN44)

IO  OUTSTANDING  

DISK   IO                                    

(870/102
4)

相當⾼高的 I/O  
outstanding

檢查 EMC  VNX  分析細節

SP-‐‑‒A  呈現問題

1 2

34

交易易的延遲時間超
過正常值

使⽤用情境 :從應⽤用程式,  虛擬機,  以及儲存整體環境進⾏行行故障排除



CONFIDENTIAL  – Shared  under  
NDA  ONLY

25

主動協助容量量預估與警⽰示分析

依照過去使⽤用分析
記憶體預計12天後⽤用完

依照過去使⽤用分析
其他資源使⽤用剩餘時間

資訊中⼼心應⽴立立即採購記憶體
提供採購依據與精準投資(CAPEX)



協助預估採購硬體配備及數數量量

依照過去使⽤用分析
記憶體預計12天後⽤用完

添購記憶體後容量量擴展

添購記憶體後容量量使⽤用曲線

添購記憶體專案預估分析



協助預估新系統上線的影響

新容量量預估趨勢

分析新專案上線的影響
半年年內不不需採購新硬體



IT基礎設施的網路路安全現狀狀和挑戰

互聯聯網

防⽕火牆/  IPS

系統B
系統A

② 實體網路路的限制
(對操作帶來來較⼤大的負擔)
• 由網路路交換機進⾏行行ACL設置提⾼高
管理理複雜度度

• 需要對每個安全區域進⾏行行配置管
理理

• 發⽣生問題時追踪能⼒力力有限

“East-‐‑‒West   Traffic”
⼤大約70％的流流量量

系統C

① 防⽕火牆之邊界安全極限
• 防禦⼊入侵型安全機制
• 不不可能防範所有的威脅
• 只能防禦進出互聯聯網的流流量量

網路路交換機

③ 增加擴散的⾵風險
• 難以防⽌止在安全區內擴散
• 資料料中⼼心內近七成網路路流流量量是
彼此互連的交通

“North-‐‑‒South  Traffic”
⼤大約30％的流流量量

①

③

安全區

惡惡意攻撃者

②



VMware  NSX
以虛擬機為單位的網路路安全機制

⾃自動化隔離離檢疫的網路路
當檢測到惡惡意軟件/病毒

從網路路即時隔離離，以防⽌止問題擴散

以虛擬機為單位
的安全⽅方案
將安全區域最⼩小化

「零零信任」 「防⽌止擴散」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僅允許最低限溝通許可
例例如桌⾯面之間彼此溝通是不不必要的



Internet

中央集中控管虛擬機的安全政策並能跟隨虛擬機移動

安全政策
安全政策



AP Zone

DMZ Zone

DB Zone

校務系統 ⼈人事系統

安全需求情境⼀一：阻擋不不同系統間之網路路連線

172.16.10.0/24

172.16.20.0/24

172.16.30.0/24

Edu-‐‑‒Web-‐‑‒01
.111

Edu-‐‑‒Web-‐‑‒02
.112

HR-‐‑‒Web-‐‑‒01
.11

HR-‐‑‒Web-‐‑‒02
.12

Edu-‐‑‒AP-‐‑‒01
.111

HR-‐‑‒AP-‐‑‒01
.11

Edu-‐‑‒DB-‐‑‒01
.111

HR-‐‑‒DB-‐‑‒01
.11

校務系統與⼈人事系統間沒有網路路連線需求，
透過NSX防⽕火牆阻⽌止連線



AP Zone

DMZ Zone

DB Zone

校務系統 ⼈人事系統

安全需求情境⼆二：阻擋DMZ網段內的相互連線

172.16.10.0/24

172.16.20.0/24

172.16.30.0/24

Edu-‐‑‒Web-‐‑‒01
.111

Edu-‐‑‒Web-‐‑‒02
.112

HR-‐‑‒Web-‐‑‒01
.11

HR-‐‑‒Web-‐‑‒02
.12

Edu-‐‑‒AP-‐‑‒01
.111

HR-‐‑‒AP-‐‑‒01
.11

Edu-‐‑‒DB-‐‑‒01
.111

HR-‐‑‒DB-‐‑‒01
.11

同樣位於DMZ Zone內的多台Web Server沒有相互
連線需求，阻擋同網段內的相互連線



VMware  解決⽅方案著墨於滿⾜足⼤大專院校現在與未來來
的資訊規劃需求
提升整體電⼦子化校園

的品質
對現有投資提供保障快速佈建與維護雲端環境

學校可以充分利利⽤用現有的基
礎設施，在滿⾜足當前需求的
同時，並將它們轉化為滿⾜足
未來來環境的平台環境

在時間緊迫與有限的⼈人員/
預算的狀狀況下，VMware的
⽅方案協助學校在很短的時間
部署雲端框架與營運的能⼒力力

VMware的技術使學校實
現校園資訊化並因應新世
代多樣性設備的資源存取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