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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

Cisco®智能业务平台（IBA）指南主要面向承担以下职务的人员：

● 需要实施解决方案时的标准规范的系统工程师

● 需要撰写思科IBA实施 项目工作说明书的项目经理

● 需要销售新技术或撰写实施文档的销售合作伙伴

● 需要课堂讲授或在职培训材料的培训人员

一般来说，您也可以将思科IBA指南作为工程师之间技术交流、项目实施经验分享的统

一指导文件，或利用它更好地规划项目成本预算和项目工作范围。

版本系列

思科将定期对IBA指南进行更新和修订。在开发新的思科IBA指南系列时，我们将会对

其进行整体评测。为确保思科IBA指南中各个设计之间的兼容性，您应当使用同一系列

中的设计指南文档。

所有思科IBA指南的封面和每页的左下角均标有指南系列的名称。我们以某系列指南发

布时的年份和月份来对该系列命名，如下所示：

年 月 系列

例如，我们把于2011年8月发布的系列指南命名为“2011年8月系列”。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客户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合作伙伴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何阅读命令

许多思科IBA指南详细说明了思科网络设备的配置步骤，这些设备运行着Cisco IOS、

Cisco NX-OS或其他需要通过命令行界面（CLI）进行配置的操作系统。下面描述了系

统命令的指定规则，您需要按照这些规则来输入命令。

在CLI中输入的命令如下所示：

configure terminal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ntp server 10.10.48.17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以交互示例形式显示的命令（如脚本和包含提示的命令）如下所示：

Router# enable 

包含自动换行的长命令以下划线表示。应将其作为一个命令进行输入：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系统输出或设备配置文件中值得注意的部分以高亮方式显示，如下所示：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问题和评论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如果您希望在出现新评论时获得通知，我们可以发送RSS信息。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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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这里

What’s In This SBA Guide

About SBA
Cisco SBA helps you design and quickly deploy a full-service business 
network. A Cisco SBA deployment is prescriptive, out-of-the-box, scalable, 
and flexible. 

Cisco SBA incorporates LAN, WAN, wireless, security,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unifi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ested together as a 
complete system. This component-level approach simplifies system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allowing you to select solutions that solve your  
organization’s problems—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How to Get Started with Cisco SBA 
documen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About This Guide
This additional deployment guid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	 Business	Overview—The challenge that your organization faces. 
Business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
evance of the solu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	 Technology	Overview—How Cisco solves the challenge. Technical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lution 
works.

•	 Deployment	Details—Step-by-step instru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olution. Systems engine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get the solution up 
and running quickly and reliably.

This guide presumes that you have read the prerequisites guides, as shown 
on the Route to Success below. 

1

Route to Success
To ensure your success when implementing the designs in this guide, 
you should read any guides that this guide depends upon—shown to 
the left of this guide on the route above. Any guides that depend upon 
this guide are shown to the right of this guide.

For customer access to all SBA guides: http://www.cisco.com/go/sba 
For partner access: http://www.cisco.com/go/sbachannel

BN

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

本IBA指南的内容

采用Cisco UCS、

Nexus 1000V和VMware的

虚拟化解决方案部署指南

数据中心部署指南数据中心设计概述

成功部署路线图

为确保您能够按照本指南中的设计成功完成部署，您应当阅读本指南所依据的所有相关指

南——即上面路线图中本指南左侧的所有指南。所有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都在右侧。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关于IBA

思科IBA能帮助您设计和快速部署一个全服务企业网络。IBA系统是一种规范式设计，

即购即用，而且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思科IBA在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局域网、广域网、无线、安全、数据中心、应用

优化和统一通信技术，并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确保能够实现无缝协作。IBA采用的组

件式方法简化了在采用多种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的系统集成工作，使您可以随意选择能

够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不必担心技术复杂性方面的问题。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IBA使用入门》文档：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关于本指南

此附加部署指南包含以下章节：

● 业务概述—您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业务决策者可通过本章内容来了解介绍的解决

方案与其企业运营的相关性。

● 技术概述—思科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技术决策者可以利用此章节的内容了解解决方

案的工作原理。

● 部署详情—解决方案的具体实施步骤介绍。系统工程师可以在这些步骤的指导下快

速可靠地配置和启用解决方案。

本指南假定您已经阅读了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如成功部署路线图中所示。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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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简介2012年上半年

备注

《思科中小企业IBA智能业务平台—采用Cisco UCS、Nexus 1000V和VMware的数据

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部署指南》以思科®统一计算系统(UCS) B系列和C系列服务器平

台部署为基础，详见《思科中小企业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统一计算系统部署

指南》。本指南介绍了如何使用VMware虚拟化、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和Cisco Nexus 

1000V系列虚拟交换机来加速新服务的交付。

本指南包括以下模块：

· 第一个模块介绍了如何在包括Cisco B系列刀片服务器和Cisco C系列机架安装服务器

在内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上，部署VMware。该模块包括VMware ESXi的安装、以太网

和SAN存储连接的配置，以及如何设置环境，利用VMware工具来部署和管理虚拟化的

服务器等。

· 第二个模块介绍了如何安装和部署Cisco Nexus 1000V，为VMware服务器提供一个全

功能虚拟交换机。端口配置文件的构建和部署，以加快到VMware虚拟机的虚拟交换机

端口接口的配置。Nexus 1000V虚拟交换机和端口配置文件集成到VMware网络配置流

程中，使您无需再在多个控制台间切换，就能完成虚拟机和网络设置的部署。

相关内容

《思科中小企业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设计概述》概要介绍了数据中心架构。该

指南探讨了如何分层构建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架构—以太网、存储网络和计算资

源的基础；数据中心安全、应用永续性和虚拟交换服务；以及包括应用和用户服务的用

户服务层。

《思科中小企业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部署指南》重点介绍了部署数据中心基础

以太网和存储传输层所需的流程和程序。该数据中心基础旨在为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灵

活性和可扩展性提供支持，并提供详细信息，便于服务器间、以及思科和非思科服务器

网络间的功能集成。此基础设计包括的数据中心服务有：通过防火墙和入侵防御实现的

安全性、借助先进的服务器负载均衡技术实现的应用永续性等。本指南还介绍了数据中

心供电和制冷方面的考虑因素和选项。补充文档《数据中心配置文件指南》提供了本设

计所使用的实际平台配置的快照。

《思科中小企业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统一计算系统部署指南》提供了部署思科

统一计算系统所必需的流程和程序，部署使用了已经准备就绪可以部署操作系统或管理

软件的Cisco B系列刀片服务器系统和Cisco C系列机架安装服务器。

补充文档《NetApp存储部署指南》则清晰而详细地介绍了在数据中心部署NetApp存储

阵列的流程，以使该设计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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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2012年上半年

业务概述

中小企业面临着许多与大型企业相同的IT挑战，即满足客户对于新的IT功能和服务不断

增长的需求。由于其IT人员较少、预算较为紧张，它们常常更为重视节约成本和保护业

务关键系统及数据，并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IT资产的作用。中小企业需要部署经济

高效的解决方案，以便更充分地利用其现有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资源。

为提高系统可用性和确保业务连续性，企业需要高效地备份和恢复生产系统，同时最

大限度减少停机时间。虚拟化技术能简化IT，使企业更有效地使用存储、网络与计算资

源，达到控制成本和提高响应速度的目的。虚拟化的IT管理方法基于物理IT基础设施创

造了虚拟服务，使管理员能将这些资源迅速分配给优先级最高的应用和最需要这些资源

的业务。

借助虚拟化，硬件管理可与软件管理完全分开，而且用户可将硬件设备视为一个单独的

处理、存储和网络资源池，进而通过无线的方式将其重新分配给各种软件服务。在虚拟

基础设施中，在用户看来，资源好像为他们所专用，而管理员能够高效管理和优化资

源，以满足企业的需求。

VMware为企业组织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使他们更好地利用现有的IT资产和资源，同时

有效保护支持业务运营的系统、数据和应用。分析师预测，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将采用

虚拟化技术，其出色优势将使该技术成为企业组织所必备的主流技术。

以新模式创建的虚拟机（VM）的特点之一是，VM能轻松地从一个硬件平台迁移到另

一硬件平台，当与集中存储共用，VM能够提高可用性，减少企业组织的停机时间。但

是，服务器虚拟化也为数据中心架构带来了其特有的复杂性。因为网络环境的组件位于

物理服务器平台上运行的软件中，所以过去明确的服务器配置和网络配置间的界线现在

模糊了。 在基本VMware配置中，必须对VM逐个定义端口设置，对于新服务器初始化

来说，这可能会有重复操作，易于出错。

为了更好地管理物理服务器和相连网络上的虚拟机，需要采用一种集成上述所有系统

的设计，以便上述系统配合运行，且不对负责维护它们的IT人员带来额外负担。选择成

熟、经过测试的设计，将能够加快部署这些新解决方案的速度，并缩短部署新应用所

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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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

借助虚拟化，您能在单个物理服务器的一个或多个虚拟机(VM)中运行多个工作负载，

其中每个VM由一个操作系统和一个或多个应用组成。借助虚拟化技术，您还能在不中

断任何应用的情况下迅速将工作负载从一个物理服务器转移到另一个服务器上，从而能

够根据业务需求灵活地分配计算资源。 

由于VM只包含少量封装了应用、补丁、数据等内容的文件，因此非常便于移动，可

以在不同的物理服务器上运行，而不会发生更改。这种结构可实现服务与底层硬件的

分离。

鉴于虚拟化所具备的巨大优势，中小企业客户正在纷纷部署虚拟化技术。本文探讨了中

小企业客户将如何利用VMware虚拟化技术和思科统一计算系统（UCS）B系列和C系

列服务器从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网络中获得最大业务收益。

VMware ESXi是下一代的独立于操作系统的管理程序，能够简化虚拟化技术的部署。

VMware ESXi也称作vSphereTM hypervisor，借助此产品，企业能够将一个物理服

务器划分成多个VM，从而快速体验到虚拟化的诸多优势。由于配置步骤极少，用户

在几分钟内即可开始运行生产就绪型管理程序，而且此管理程序能运行资源密集度最

高的应用。

面向中小企业的VMware可扩展解决方案

VMware vSphere版本

vSphere面向中小企业和大型组织提供3种主要产品版本，以适应各种部署环境的要

求。每个版本根据即将实施虚拟化的物理服务器主机上的处理器数量发放许可证。

这三种版本都能随着您环境中许可证的增加而轻松扩展。

·     VMware vSphere Standard是一个入门级解决方案，可对应用进行基本整合，以降

低硬件成本，同时加速应用部署。 

·    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提供了一个战略性平台，不但能最大限度降低停机时

间，还能保护应用和数据，实现资源管理的自动化。 

·    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 Plus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包含所有必要的组件和特

性，可将数据中心升级为一个大幅简化的云计算环境，为企业带来灵活、可靠的下

一代IT服务。

如需了解各VMware vSphere版本的详细特性，请访问：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vsphere/buy/editions_ comparison.html。

我们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入门工具包，包括一系列重要工具，用于管理您的环境，并能扩

展，应用于更大规模的部署。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vsphere/small-business/over-view.html。

管理服务器

VMware vCenterTM Server是最简单、最高效的VMware vSphere管理方式，能从几个

VM扩展到数万VM。vCenter能从单一控制台，统一管理数据中心的所有主机和VM。

vCenter在多种产品中提供，适用于各种部署环境。每个版本都包含vCenter，这是一

个用于配置、部署和管理分布式虚拟IT环境的中央管理工具。

·    VMware vCenter Server标准版能够大规模管理VMware vSphere部署，迅速配置、

监控、协调和管理虚拟机。

·    VMware vCenter基础版是一款集中管理工具，最多支持三个物理服务器，适用于希

望能够配置、监控虚拟机的较小型环境。

·    VMware vSphere for Essentials提供了与vCenter基础版相同的功能，且与Essentials

和Essentials Plus入门工具相集成。

2012年上半年 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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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提高数据中心可用性

VMware包括范围广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旨在提供虚拟化和永续性。VMware高可用

性(HA) 解决方案支持VM的快速自动重启和故障切换，而且消除了物理基础设施解决方

案的高成本和复杂性。如果服务器发生故障，VMware HA能以智能方式在其他生产服

务器上自动重启受影响的VM。

VMware容错解决方案则提供了真正的基础设施和应用持续可用性，以进一步优化服务连

续性。即使硬件发生故障，关键应用也能持续运行，不会出现停机或数据丢失的现象。

VMware vMotion能在不中断服务或停机的情况下将运行中的VM从一个服务器实时迁移

到另一个服务器，从而减少服务器维护活动期间的计划内停机时间。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应用移动性的信息，请参考以下产品系列简介：http://www.

cisco.com/en/US/solutions/ns340/ns414/ns742/ns743/ns749/landing_site_

selection.html。

VMware还支持存储虚拟化和数据仓库之间的迁移。

如需更多关于最新加速套件的信息，请访问www.vmware.com或联系您本地的经销商。

借助Nexus 1000V实现虚拟交换

Cisco Nexus 1000V系列交换机是一款基于软件的交换机，专为管理程序环境而设计，

其使用的Cisco NX-OS操作系统与Cisco Nexus 5500系列交换平台使用的操作系统相

同，后者构成了面向中小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架构的主用以太网交换阵

列。这使得物理和虚拟交换环境可采用一致的运行和支持方法。Cisco Nexus 1000V支

持基于策略的VM连接，使用集中定义的端口配置文件，将其应用到多个虚拟服务器，

从而简化了新主机和虚拟机的部署。当虚拟机在不同硬件平台间移动，以进行工作负载

的均衡或部署新硬件时，端口配置也随之迁移，增强了整个解决方案的易用性。Cisco 

读者提示

技术提示

Nexus 1000V支持VMware的管理程序软件，是vSphere服务器虚拟化环境的一个集成

组件。

Cisco Nexus 1000V与VMware vSphere版本4.1或更高版本集成，需要

Enterprise Plus许可证。本设计指南采用Nexus 1000V版本4.2(1)SV1(4a)和

VMware ESXi版本4.1U1，进行了测试。

Cisco Nexus 1000V虚拟交换机向VMware ESX和ESXi主机以及相关VM提供了第二层

数据中心访问交换功能。该解决方案的两个主要组件是虚拟管理引擎模块(VSM)——它

为交换控制平面提供了中央智能和管理功能，以及虚拟以太网模块(VEM)，它位于每

个主机的管理程序中。VSM和多个VEM共同构成了一个分布式逻辑交换机，类似于一

个基于物理机箱、配备永续管理引擎和多个物理线卡的交换机。此方法与Cisco Nexus 

5500/2000系列，以及Cisco UCS阵列互连和I/O模块采用的常用分布式架构方法相似。

2012年上半年 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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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提供了Nexus 1000V架构的逻辑视图。

图1－Nexus 1000V控制和VM流量逻辑视图

 

Nexus 1000V VEM

Cisco Nexus 1000V虚拟以太网模块（VEM）作为VMware ESX或ESXi内核的一部分，

与基本的VMware虚拟交换机功能相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特性集。VEM利用思科和

VMware共同开发的VMware vNetwork分布式交换机(vDS) API，向虚拟机提供先进的网

络功能。这种集成水平确保Cisco Nexus 1000V能够全面感知所有服务器虚拟化事件，

如VMware VMotion和分布式资源调度(DRS)等。

VEM从虚拟管理引擎模块获得配置信息，并执行第二层交换和高级网络功能：

·   端口通道

·   服务质量(QoS)

·   安全——专用VLAN、访问控制列表、端口安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监听

·   监控——NetFlow、交换机端口分析器(SPAN)、封装远程SPAN (ERSPAN)

当失去与虚拟管理引擎模块的通信时，VEM通过不间断转发功能，继续根据获悉的最

新配置交换流量。简言之，Nexus1000V将数据中心交换及其运行模式用于管理程序

（hypervisor），提供了从核心层到虚拟机网卡的统一网络管理模式。

Cisco Nexus 1000V能够集中为支持多个主机和VM的VEM进行交换功能配置，使您能

在一个地点启用特性或配置文件，无需重新配置多个交换机。

Nexus 1000V VSM

Cisco Nexus 1000V系列虚拟管理引擎模块(VSM)将多个VEM作为单一逻辑模块化交换

机进行管理。与物理线卡模块不同，VSM能够在物理服务器软件中支持多个VEM的运

行。配置通过VSM完成，自动传播到各VEM。管理员现在不必逐个主机地在管理程序

中配置软交换机，而是可以通过单一界面，定义由虚拟管理引擎模块管理的所有VEM

都能立即使用的配置。VSM可作为一个VM，在ESX/ESXi主机，或专用Cisco Nexus 

1010硬件平台上运行。

通过使用Cisco NX-OS的功能，Cisco Nexus 1000V系列提供了以下优势：

·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端口配置文件，这一Cisco NX-OS的新特性，可以按类别进行

端口配置，使该解决方案能够扩展，支持大量端口。数据中心网络的所有部分，包括

局域网（LAN）和存储域网（SAN），都能使用相同的软件。

·   高可用性——同步、高度可用的VSM支持基于状态的快速故障切换，有助于确保虚拟

机网络永续可用。

·   可管理性——Cisco Nexus 1000V系列能够通过思科命令行界面、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XML API、思科数据中心网络管理器和Cisco Prime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

(Prime LMS)进行访问。

控制平面流量

至IBA核心层的数据流量

数据中心

以太网络

Cisco Nexus 1000v的VEM和vSphere VM

2012年上半年 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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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管理引擎模块还能与VMware vCenter Server紧密集成，以便虚拟化管理员能充分

利用Cisco Nexus 1000V中的网络配置。

Nexus 1000V端口配置文件

为增强创建和配置VM的简便性，Cisco Nexus 1000V提供了端口配置文件特性，来解

决配置一致性问题，从而降低运行开支和减少风险。端口配置文件特性允许您从Cisco 

Nexus 1000V VSM，为不同类型或级别的VM定义可重复使用的网络策略，然后通过

VMware的vCenter将这些配置应用到各VM虚拟NIC。

VMware在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中的应用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基础设计旨在为虚拟机计算环境提供

支持。基础以太网和存储设计支持通过移动VM来均衡负载、方便系统维护，并在发

生物理服务器故障时采取应对措施。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提高了VMware环境的灵活性

和集成性。

备注

2012年上半年 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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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架构

 

 

Cisco UCS C系列服务器

Nexus 2000系列阵列

(fabric)扩展模块

Nexus 5500UP 第2/3层交换机

和存储交换架构(fabric)

存储阵列

(array)
以太网

光纤通道

FCoE和以太网

UCS阵列FCoE和以太网

存储阵列

(array)

Cisco UCS刀片服务器系统

数据中心

2012年上半年 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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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计算系统服务器硬件

IBA智能业务平台统一计算系统参考架构中主要采用的计算平台是Cisco UCS B系列刀

片服务器和Cisco UCS C系列机架安装服务器。Cisco UCS Manager的图形界面易于

使用，与IBA智能业务平台的设计目标相一致。当与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网络基础

共同部署时，该环境能够灵活地支持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Cisco UCS C系列

机架安装服务器，以及通过千兆以太网、万兆以太网和存储域网相连的第三方服务器的

同步使用。

Cisco UCS刀片机箱系统组件

Cisco UCS刀片机箱系统拥有独特架构，可将计算、数据网络访问和存储网络访问集成

到单一管理平台接口下的一套通用组件中。这种架构方式能够模块化地扩展计算资源、

缩短配置新资源所需的时间，并通过将物理服务器虚拟化为可按需加载的配置文件，来

增强服务器虚拟化。该架构中包括的主要组件如下：

·   Cisco UCS 6100系列阵列互连——它们被设计为成对运行，为服务器和系统中的其它

组件提供网络连接与管理功能。此阵列互连最多支持20个UCS刀片服务器机箱，能

够模块化扩展。

·   Cisco UCS 2100系列阵列扩展模块——与能够连接数据中心基础Nexus 5500系列的

Cisco Nexus 2000 FEX类似，该模块能从逻辑上将阵列从UCS阵列互连扩展到每个

机箱，提供以太网、以太网光纤通道(FCoE)和管理功能。

·   Cisco UCS 5100系列刀片服务器机箱——该机箱能够容纳多达八个半宽或四个全宽刀

片服务器、与它们相关联的阵列扩展模块，以及四个用于实现系统永续性的电源。建

议采用每个刀片服务器机箱以双归属方式，分别连接到两个阵列互连的设计，以提高

可靠性。

·   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允许客户根据他们最重要的应用的具体需求，来

轻松定制计算资源。他们可以选择半宽或全宽机箱，配备各种高性能处理器和内

存架构。

·   Cisco UCS B系列网络适配器——允许交换阵列通过各种中间适配器卡，为服务器提

供多种接口。

·   融合网络适配器——思科融合网络适配器有多个型号，配以多个厂商的芯片集，能

够满足客户特定需求。这些适配器在单一线路上传输以太网和FCoE流量，为服务

器提供两个万兆以太网接口和两个光纤通道接口。

·   虚拟接口卡——思科虚拟接口卡(VIC)采用思科新技术，能向服务器动态呈现更多网

络接口，来自作为管理程序技术的补充。Cisco VIC能在虚拟NIC和光纤通道虚拟主

机总线适配器（vHBA）之间，支持多达128个虚拟接口。

思科UCS C系列机架安装服务器

Cisco UCS C系列服务器将统一计算的创新技术和优势扩展到了机架安装式服务器。

Cisco UCS C系列服务器能独立运行，也能作为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组件运行，可满足

较小地区或远程站点的需求，或用于逐步部署机架安装式服务器。和UCS B系列一样，

C系列服务器提供了范围广泛的处理器、内存、网络适配器和磁盘选项。

思科集成管理控制器(Cisco IMC)专为C系列服务器提供管理服务。Cisco IMC在服务器

中运行，允许您利用基于Web的GUI或基于SSH协议的CLI来远程访问、配置、管理和

监控服务器。几乎所有任务都能在任何一个界面上完成，在其中一个界面上的任务执行

结果将显示在另一个界面上。您可以使用Cisco IMC来控制功率、查看和配置服务器属

性及传感器、升级固件并监控服务器状态。

2012年上半年 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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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存储连接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采用UCS、Nexus 1000V和VMware的数据

中心虚拟化部署指南》是《数据中心部署指南》的扩展。该架构的基础是由两个Cisco 

Nexus 5500UP交换机构成的以太网交换阵列(fabic)，如下图所示。

 图3 –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架构交换阵列

 

数据中心核心层交换阵列为服务器和连接的其它设备提供第二层和第三层以太网交换服

务。两台Cisco Nexus 5000UP交换机使用虚拟端口通道(vPC)技术构成以太网交换机阵

列。此特性提供了环路预防服务，使这两个交换机能够面向连接的设备显示为一个逻

辑第二层交换实例。藉此，基础以太网能够灵活地将VLAN扩展到整个中小企业数据中

心，而无需创建生成树环路，避免出现生成树拦截链路，为流量传输提供更多带宽。

Cisco Nexus 2000系列阵列扩展模块(Fabric Extender)扩展了核心层交换机端口，为服

务器连接提供了可扩展的千兆以太网和万兆以太网端口扇出(fan-out)。

数据中心核心层Cisco Nexus 5500UP系列交换机则为VMware环境提供了存储联网能

力。借助通用端口（UP），该交换机能在任意端口上提供以太网、FCoE或光纤通道。

因此，企业组织就能在单一网络核心层上，灵活地运行一个或多个SAN协议，如互联网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协议（iSCSI）、光纤通道、FCoE或网络连接存储（NAS）等。

数据中心服务器

Nexus 5500UP 第
2/3层交换机和存

储交换架构(fabric)

FCoE连接的存储阵列 光纤通道连接的存储阵列 iSCSI或NAS存储阵列

以太网

光纤通道

以太网光纤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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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
上部署VMware

以下流程将引导您完成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和Cisco UCS C系列机架安装式服

务器上的VMware虚拟化部署。对于专属于B系列或C系列的部署流程，将会做特别说

明。

准备VMware部署环境

如果您将在一个Cisco UCS B系列服务器上部署VMware，用于安装VMware的目标服

务器必须有一个与此服务器相关联的、已经配置完毕的服务配置文件。服务配置文件包

含应用于该服务器的所有信息和设置。如需了解配置和安装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

器系统的详细说明，请参见《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统一计

算系统部署指南》。

针对通过服务器访问SAN来准备部署环境

1. 配置一个存储阵列(array)

2. 配置SAN分区

3. 在UCSM上配置服务配置文件

能够从SAN启动VMware服务器的能力，有助于实现无状态计算环境，在该环境中，能

够按需配置服务器，而不必在您所使用的服务器中的磁盘上，预加载操作系统。由于从

光纤通道SAN启动，操作系统软件映像存储在与光纤通道SAN相连的存储阵列上，该

服务器通过一个虚拟主机总线适配器（vHBA）与SAN通信。vHBA的BIOS包含使服务

器能够找到启动盘的指令。Cisco UCS B系列服务器中的Cisco UCS M81KR VIC能够从

SAN启动。

如果您的服务器将为B系列或C系列服务器上的虚拟机使用基于光纤通道SAN的共享存

储，还需要执行本流程的程序1和程序2。

针对UCS B系列从SAN启动来准备环境的流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存储阵列配置

2. SAN分区配置

3. Cisco UCS B系列服务配置文件配置

          程序1                 配置一个存储阵列

本安装流程总结了当您使用NetApp FAS3100存储阵列时的存储配置步骤，后者在思

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验证中被用到。如需了解有关创建LUN、Initiator组和映

射的具体步骤，请参见《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NetApp存

储部署指南》。如果您使用的是其他厂商的存储阵列，则要求类似，但具体步骤可能会

有所不同。

首先，存储阵列管理员必须配置所需存储容量的逻辑单元号（LUN），用于安装操作系

统，支持从SAN启动。SAN启动LUN应为LUN 0。SAN管理员还需要知道适配器的光纤

通道全球端口名称（WWPN），来执行必要的LUN掩码。在SAN LUN配置中，LUN掩

码是一个关键步骤。

LUN掩码步骤因存储阵列而异，通常使用阵列的设备管理器或CLI完成。

如果您正安装一个可启动SAN设备，则应在SAN上配置一个LUN，连接此SAN，并验证

确保从SAN vHBA到LUN仅存在一条路径。在此设计中，使用光纤通道连接，将NetApp

存储阵列连接到执行光纤通道交换的数据中心核心层Nexus 5500UP交换机。在NetApp 

System Manager中执行以下步骤，使得NetApp SAN为Cisco UCS-B系列SAN启动作

好准备。

步骤1：以用户名root和您在NetApp中配置的密码，登录NetApp System Manager。

流程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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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 name p11-ucs-b-hbafc0-a-NETAPP1 vsan 4
  member pwwn 20:00:00:25:b5:99:99:7f
  member pwwn 50:0a:09:82:89:ea:df:b1

zoneset name FCOE_4 vsan 4
  member p11-ucs-b-hbafc0-a-NETAPP1 

zoneset activate  name FCOE_4 vsan 4

dc5548# show zone active vsan 4
zone name p11-ucs-b-hbafc0-a-NETAPP1 vsan 4
* fcid 0xdf0006 [pwwn 20:00:00:25:b5:99:99:7f]
* fcid 0xdf0004 [pwwn 50:0a:09:82:89:ea:df:b1] [NetApp-1-e2a-
FCOE]

	

 

步骤2：在Storage（存储）下，点击LUNs。在选项卡LUN Management（LUN管理）

的右侧窗格中，点击Create（创建），按照LUN创建向导的指示，创建一个新LUN。

步骤3：创建一个FC/FCoE Initiator组。

步骤4：将UCS-B系列服务器中新增vHBA的WWPN作为Initiator ID，添加到上一步创建

的Initiator组中。

 

步骤5：在创建了LUN 0和Initiator组后，将LUN映射到FCP Initiator组。

       程序2                   配置SAN分区

SAN分区将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的vHBA映射到光纤通道SAN阵列上的目标启

动LUN。为了从SAN成功启动，vHBA必须对阵列LUN来说完全可视。在数据中心核心

层Cisco Nexus 5500UP交换机上进行以下配置，来创建分区和分区集。如需了解详细

的光纤通道SAN设置，请参见《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部署

指南》。光纤通道SAN编号示例也请参考《数据中心部署指南》。

表1－光纤通道SAN分区

数据中心核心层交换机 光纤通道VSAN编号 FCoE VSAN编号 SAB阵列

Nexus 5548UP-1 4 304 SAN-A

Nexus 5548UP-2 5 305 SAN-B

该流程为存储阵列管理员提供的初始服务器vHBA1 WWPN和目标启动LUN WWPN配置

分区。

步骤1：登录第一个Nexus 5500UP交换机的控制台，创建一个分区。

步骤2：将步骤1中创建的分区添加到一个现有分区集，如果当前没有分区集，则创建

一个新分区集。

步骤3：激活该分区集。

步骤4：操作完成后，查看上述分区是否已激活。

步骤5：针对与第二个Nexus 5500交换机相连的第二个vHBA，重复上述步骤1到步

骤4。

当对分区进行更改时，请始终执行zoneset activate命令。如若不然，分区将永

远不会激活，而是一直处于非活动状态。如果您需要创建一个新VSAN，请遵

循《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部署指南》中的步骤。

 

      程序3                    在UCSM上配置服务配置文件

如需了解创建服务配置文件的详细步骤，请参见《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

台—数据中心统一计算系统部署指南》。

读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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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设置包括思科UCS服务配置文件中定义的四个虚拟以太网网卡（vNIC）和两

个虚拟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vHBA）。它们作为VMNIC和VMHBA提交给vSphere 

ESXi操作系统。两个VMNIC将被配置，用于管理ESXi主机。其余VMNIC将传输到虚拟

机、vMotion和IP存储的相应流量。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中使用的Cisco UCS M81KR虚拟接口卡支持阵列(fabric)故障切

换。这两个刀片服务器的融合网络适配器分别从内部通过机箱中间板(midplane)，各与

一个Cisco UCS 2104XP阵列扩展模块相连。如果某条传输路径连接中断，将导致流量

通过Cisco UCS中的冗余路径重新映射。当在vNIC上进行阵列故障切换时，适配器的

MAC地址（隐式MAC地址）和虚拟机的MAC地址（学习到的MAC地址）将自动同步到

对等阵列互连。发生故障切换时，第二个阵列互连为隐式和学习到的MAC地址发送免

费地址解析协议（ARP）上行数据包，以便外部网络知道新路径穿过第二个阵列互连。

建议不要为运行vSwitch、分布式虚拟交换机或Nexus 1000V的ESX服务器启用阵列故

障切换。在此设计中，软交换机将看到故障路径，vNIC将停止工作，代表所连的VM发

出免费ARP数据包。这需要使用VMware的NIC捆绑或Nexus 1000V vPC主机模式，本

指南后面部分将对此详细介绍。

步骤1：在Cisco UCS Manager的导航窗格中，点击Servers（服务器）选项卡，选

择您计划分配给服务器的服务配置文件，然后在工作窗格，点击Network（网络）选

项卡。

步骤2：选择您之前在《数据中心统一计算系统部署指南》中创建的vNIC，然后点击屏

幕底部的Modify（修改）。

步骤3：取消选择Enable Failover（启用故障切换），然后点击OK。建议您不要为虚拟

交换机上行链路启用阵列故障切换。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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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如果您需要向配置文件添加更多vNIC，则在Network（网络）选项卡的底部，

点击加号标志（＋）。将vNIC ETH0和vNIC ETH2连接到阵列A。将vNIC ETH1和vNIC 

ETH3连接到阵列B。藉此，我们能将ETH0和ETH1相结合，传输管理流量。ETH2和

ETH3则将用于传输其余流量，如虚拟机和存储流量等。此时，我们已创建了共四个

vNIC，禁用了故障切换。

 

步骤5：选择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

步骤6：确保您已配置了正确的启动策略（SAN启动策略或本地磁盘启动策略）。如果

您正使用SAN启动策略，请确保SAN启动目标配置正确。

图4－启动策略屏幕

 

步骤7：在创建了服务配置文件、分配了启动策略后，将服务配置文件与机箱上的一个

开放服务器相关联。该服务器将自动使用新服务策略启动。

 

步骤8：在工作窗格中，点击FSM选项卡，来查看此服务配置文件在服务器上应用的进度。

 

服务配置文件与Cisco UCS B系列服务器的关联就此完成。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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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Sphere安装与设置

在Cisco UCS服务器上安装VMware ESXi

1. 启动虚拟KVM控制台

2. 安装vSphere Hypervisor (ESXi)

在安装VMware vSphere之前，请确保已准备好以下信息： 

· ESXi主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 ESXi主机的主机名

· ESXi主机的主域名

· 主用和备用域名系统(DNS) IP地址

· ESXi管理控制台密码

您能使用和相应工具一起刻录到CD的ISO，来安装VMware ESXi，也可将其作为思科集

成管理控制器 (Cisco IMC)上的远程媒体进行安装。本例介绍了如何使用KVM控制台虚

拟媒体，从在浏览器中运行UCS Manager的桌面的本地ISO，安装ESXi。

本部分中的某些流程和步骤为UCS B系列服务器专用，还有某些为C系列服务器专用。

如果流程和步骤不同，将予以说明。

   

         程序1                  启动虚拟KVM控制台

选项1：为UCS B系列启动虚拟KVM控制台

使用一个浏览器，通过您的UCS虚拟管理IP地址，连接到Cisco UCS Manager，然后

为目标服务器（包含目标驱动器的刀片服务器）打开一个KVM控制台窗口。

步骤1：点击Launch UCS Manager（启动UCS Manager），然后使用您的管理员用户

名和密码登录Cisco UCS Manager。

 

步骤2：在导航窗格，点击Equipment（设备）选项卡。

步骤3：在Equipment（设备）选项卡中，打开Equipment（设备）> Chassis（机箱）

> Chassis_ Number（机箱编号）> Servers（服务器），然后选择您希望通过KVM控

制台访问的服务器。

步骤4：在工作窗格中，点击General（常规）选项卡。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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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操作区，点击KVM Console（KVM控制台）。KVM控制台在独立窗口中

打开。

 

步骤6：在KVM控制台窗口，点击KVM Console（KVM控制台）选项卡，然后点击

KVM Virtual Media（KVM虚拟媒体）选项卡。 

 步骤7：点击Add Image（添加映像）。

步骤8：找到VMware-VMvisor ISO文件，然后选择该文件。

此ISO映像在Client View（客户视图）窗格中显示为一个设备。

步骤9：对于您在上一步添加的ISO映像，勾选Mapped（映射）复选框，然后等待映

射完成。在Details（详细信息）窗格中观察进度。不要按这里的exit（退出），在文件

下载期间，保持该窗口始终打开。

直到在下一程序“安装vSphere hypervisor”的步骤4中您被告知退出之前，

请保持KVM Virtual Media（KVM虚拟媒体）窗口处于打开状态，不要按exit

（退出）。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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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0：当映射完成，点击屏幕上方的Reset（重启）。这会重启服务器，使服务器

从虚拟CD/DVD重启，BIOS识别出刚刚添加的媒体。

 

 

当服务器重启时，服务器将从映射到ISO安装映像的虚拟CD/DVD启动。服务器采用在

UCS Manager服务配置文件中定义的启动顺序。

 

选项2：为C系列服务器启动虚拟KVM控制台

对UCS C系列服务器管理接口、Cisco C系列集成管理控制台（CIMC）编程的详细部

署，请参见《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统一计算系统部署指

南》。在此，假设您在开始这一程序前，已完成了C系列的准备工作。

步骤1：在一个浏览器中，输入CIMC IP地址，进入CIMC登录页面。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18

步骤2：使用您配置CIMC时设置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步骤3：在导航窗格的Server（服务器）选项卡中，点击Summary（总结），然后在工

作窗格中，点击Launch KVM Console（启动KVM控制台）。

步骤4：在KVM控制台中，点击VM选项卡，在Open（打开）对话框中，点击Add 

Image（添加映像），选择您的ISO文件，然后点击Open（打开）。

 

步骤5：对于您在上一步中选择的映像，勾选Mapped（映射）复选框。不要点击Exit

（退出）。而是应该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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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在下一程序“安装vSphere hypervisor”的步骤4中您被告知退出之前，

请保持KVM Virtual Media（KVM虚拟媒体）窗口处于打开状态，不要按exit

（退出）。

步骤6：在菜单条中点击KVM选项卡，选择Macros（宏命令），然后按Ctrl-Alt-Del，

这将重启服务器。

步骤7：当服务器重启时，按F6进入启动菜单，然后选择Cisco Virtual CD/DVD（思科

虚拟CD/DVD），如图所示。这将开始读取ISO文件，并开始ESXi安装。

 步骤8：当VMware VMvisor启动菜单出现时，您就开始安装ESXi。

 

           程序2              安装vSphere Hypervisor (ESXi)

 步骤1：等待直到下一屏幕出现，然后按Enter键。

 

步骤2：在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屏幕上，按F11。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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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如果您正在UCS B系列服务器上进行安装操作，请选择存储阵列上的安装目标

LUN或本地磁盘，然后按Enter键。

图5－B系列本地磁盘

 

 

图6－B系列存储阵列上的LUN

 

如果您正在UCS C系列服务器上进行安装操作，您可以在本地磁盘或U盘上安装ESXi。

选择适当驱动器，然后按Enter键。

系统将提醒您，目标驱动器上的当前数据将被覆盖。

图7－C 系列本地磁盘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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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C系列U盘

 

步骤4：审查Installation Confirmation（安装确认信息），然后按F11。

 

VMware ESXi安装开始，显示状态窗口。

 

步骤5：在显示Installation Complete（安装完成）屏幕后，取消选择您在B系列步骤9

或C系列步骤5中加载的ISO文件旁边的Mapped（映射）复选框，删除安装盘。

步骤6：按Enter键重启服务器。

 

步骤7：如果您使用的是带本地驱动器启动选项的UCS B系列服务器或UCS C系列服务

器，请进行下一流程“配置ESXi控制台”。如果您使用的是具备U盘启动的UCS C系列

服务器，继续完成下面的步骤7到步骤10。

步骤8：当服务器启动时，按F2。您将进入BIOS设置，您可以修改BIOS启动顺序，以

便将USB选项列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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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用箭头键选择Boot Options（启动选项）选项卡。确保USB Boot Priority

（USB启动优先级）已经打开。这将确保如果USB设备可用，则服务器将尝试从USB

设备启动。

 

步骤10：在Boot Options（启动选项）屏幕中，用箭头键选择Boot Option #1（启动选

项1），然后按Enter键。

步骤11：用箭头键选择安装在您的服务器上的USB设备，然后按F10。这将保存您的修

改，并重启服务器。

 

步骤12：服务器重启后，加载ESXi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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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ESXi控制台 

1. 配置登录密码

2. 配置管理网络

3. 配置DNS地址

4. 对配置进行测试

        程序1                  配置登录密码

在ESXi主机重启后，KVM控制台应如下图所示。请注意控制台正等待DHCP提供一个IP

地址。该程序为ESXi控制台分配静态IP地址。

步骤1：按F2。

 

步骤2：在Authentication Required（要求身份验证）屏幕上，按Enter键。在默认状态

下，Password（密码）字段为空。

步骤3：用箭头键选择Configure Password（配置密码），然后按Enter键。

 

步骤4：按照提示，输入一个新密码，然后按Enter键。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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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修改Troubleshooting Options（故障排除选项）字段，允许通过SSH或

直接从控制台配置远程故障排除。请参见文章VMware KB：1017910，了解更

多信息： 

http://kb.vmware.com/selfservice/microsites/search. do?language=en_US&c

md=displayKC&externalId=1017910

          程序2                 配置管理网络

在此程序中，您将配置对于服务器上VMware ESXi的管理访问。如果您决定共享一个以

太网端口（或将一个端口专门用于提供管理功能），请注意VM的流量要求。最好的做

法是单独将一个以太网端口用作管理端口。

步骤1：在System Customization（系统定制）屏幕上，选择Configure Management 

Network（配置管理网络）。

步骤2：在Configure Management Network（配置管理网络）屏幕上，选择Network 

Adapters（网络适配器），然后按Enter键。

 

步骤3：按空格键选择vmnic，然后按Enter键。选择将用于管理ESXi主机的适配器接

口。列出的适配器信息包括其VMware名称（vmnic0到vmnic3）及其MAC地址和链路

状态。在此设置中，Vmnic 0和vmnic 1被用于管理，如下图所示。

 

如果您使用的是Cisco UCS B系列服务器，此时您将使用一个中继（trunk）端口，并需

要指定管理VLAN。此例显示了如何在trunk上用VLAN来标记流量。如果您使用的是带

有多个NIC的Cisco UCS C系列服务器，且您正使用独立的物理NIC，利用此vminc上的

单一VLAN进行管理，那么您可以跳过步骤4和步骤5。

步骤4：C系列服务器可选步骤：在Configure Management Network（配置管理网络）

屏幕上，选择VLAN，然后按Enter键。

步骤5：输入管理VLAN编号163，然后按Enter键。

读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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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小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基础设计使用VLAN 163。

 

步骤6：在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Network（配置管理网络）屏幕上，选择IP 

Configuration（IP配置），然后按Enter键。

步骤7：在IP Configuration（IP配置）屏幕上，选择Set static IP address and network 

configuration（设置静态IP地址和网络配置）。

步骤8：用箭头键在各 IP地址字段间移动，输入以下ESXi管理接口设置值，然后按

Enter键。

· IP地址—10.10.63.109

· 子网掩码—255.255.255.128

· 默认网关—10.10.63.1

请小心谨慎地使用上下箭头键来浏览屏幕。如果您在输入所有必填信息前，按

下了Enter键，则将返回至Configuration Management（配置管理）屏幕，您

将不得不在此屏幕上重新填写所有必填信息。

 

         程序3                  配置DNS地址

域名服务(DNS)支持用于ESXi系统管理的IP地址到名称解析。这项服务对于VMware非

常重要。

步骤1：在Configure Management Network（配置管理网络）屏幕上，选择DNS 

Configuration（DNS配置）。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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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为以下设置输入相应值，然后按Enter键。

· 主用DNS服务器

· 备用（或替代）DNS服务器

· 此节点的完全限定主机名

 

ESXi管理参数的编程完成。

步骤3：按Esc键。现在配置已全部完成。

步骤4：按Y。接受修改，重启管理网络。 

         程序4                  对配置进行测试

现在您已完成配置，建议您进行测试，以确定能否正确通信。测试可以确保ESXi管理

接口能够到达其DNS服务器和默认网关，同时能够完全解析主机名。 

步骤1：在ESXi配置主屏幕上，选择Test Management Network（测试管理网络），然

后按Ent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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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如果测试成功，系统将把此次测试标记为OK。

 

步骤3：按Enter键，再按Esc键。最后的欢迎屏幕将显示。

 

安装vSphere客户端

1. 安装vSphere客户端

VMware vCenter Server能安装在虚拟机上，也能安装在物理计算机上。本指南中从安

装vSphere客户端开始的程序步骤，是以在虚拟机上部署VMware vCenter Server为基

础的。

在虚拟机上部署vCenter Server具有以下优势：

·  能够将运行vCenter Server的虚拟机从一个主机移动到另一个主机，实现无中断式

维护。

·  能够通过使用VMware HA，提供高可用性。如果发生主机故障，运行vCenter Server

的虚拟机能在集群中的其它位置重启。

·  能够拍摄快照，为运行vCenter Server的虚拟机提供数据保护。您能使用VMware 

Data Recovery等工具，快速备份和恢复虚拟机。

· 无须专为vCenter Server架设一台物理服务器。

如果您希望在物理计算机上安装vCenter Server，则可采取以下步骤：

1. 在一个独立服务器上，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

2. 根据您计划在环境中安装和管理的ESX /ESXi主机和虚拟机数目，安装数据库

（Oracle DB或Microsoft SQL Server）。如需指导，请咨询VMware。

3. 在安装数据库的计算机，或另一台物理计算机上，安装vCenter Server。

4. 在能够通过网络访问vCenter Server和ESX/ESXi主机的所有机器上，安装vSphere客

户端。

5. 使用vSphere客户端，访问vCenter Server，并开始管理您的主机和虚拟机。

在本指南中，使用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版本（与vCenter Server捆绑提

供）作为数据库服务器。对于较小规模的环境，该版本足以胜任，随着您的环境的扩

展，您之后可以升级到功能更加全面的SQL Server版本。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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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1                    安装vSphere客户端

在上一流程中已安装了ESXi，现在您可从最新安装的主机下载vSphere客户端。

步 骤 1 ：在您的 W e b 浏览器的地址字段，输入步骤 8 中创建的 I P 地址—

http://10.10.63.109/。这个地址是ESXi主机管理IP地址。vSphere客户端将自动出现，供您

下载。

vSphere客户端是自适应客户端，只显示ESXi主机所了解的操作方式。

vSphere客户端还可用于访问vCenter (将在下文描述)，支持vMotion和其它功

能等。请注意您要连接的目的地设备是什么。ESXi主机和vCenter在面向客户

端的功能方面有所不同。

步骤2：下载并安装vSphere客户端。

步骤3：启动vSphere客户端，输入您刚刚安装的ESXi服务器的地址，以及步骤4中配置

的用户名root和密码。

 

步骤4：出现新ESXi主机SSL证书不可信的安全警告信息，点击Accept（接受）。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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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登录之后，显示的屏幕如下图所示。由于您刚刚安装了主机，屏幕将显示一个许可证

通知。ESXi提供一个60天的评估许可证。您将需要从VMware购买正确的许可证，并在

vCenter中安装它们。

 

为虚拟机添加网络

1. 运行添加网络向导

ESXi主机将本地VM彼此连接在一起，然后通过在内核上下文中运行的软件虚拟交换机

(vSwitch)将其连接到外部企业网络。虚拟交换机是ESXi中的关键网络组件。

在vSphere hypervisor中部署的vSwitch，其运行方式与目前的以太网交换机相同。

vSwitch能够：

· 保存着MAC地址和端口转发表。 

· 当相关数值到达时，负责查找每个帧的目的地MAC地址。

· 将帧转发到一个或多个端口进行传输。

· 避免不必要的传输（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中枢）。 

虽然我们建议为管理控制台和VMkernel分配各自的专用虚拟机NIC (VMNIC)，但在许多

部署中，它们将共享相同的VMNIC。

可以将多个千兆以太网链路连接到ESXi主机。在本例中，两个板载NIC将被用于管理。 

将使用以下VLAN： 

· 管理控制台—VLAN 163

· VMkernel iSCSI—VLAN 162

· VMs—VLAN 148

· VMkernel vMotion—VLAN 161

常见的做法是针对VMkernel接口、管理接口和虚拟机分别使用不同的VLAN。

如需更多关于多个V L A N之间负载均衡和端口分组方面的信息，请参见

VMware文档。 

为配置对于vSphere hypervisor的访问，需要一个vSwitch。在安装vSphere hypervisor

的管理接口时，VSwitch 0在ESXi设置过程中被创建。需要创建一个新vSwitch，来传输

虚拟机、存储和vMotion流量。

 

vCenter或虚拟基础设施客户端将使用管理控制台来管理ESXi服务器。请务必

仔细查看对管理控制台配置所做的任意更改，以避免失去对ESX服务器的管理

访问权。

您需要为您添加到vSwitch中的每个VLAN执行以下程序。

流程

读者提示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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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1                运行Add Networking Wizard（添加网络向导）

步骤1：使用vSphere客户端，登录ESXi主机。

步骤2：忽略许可证警告。安装许可证将在单独的流程中进行介绍。

步骤3：点击Inventory（清单）图标。 

步骤4：从左侧栏中选择ESXi主机，然后点击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并选择

Networking（网络）。

步骤5：点击Add Networking（添加网络）。

步骤6：在Add Network Wizard（添加网络向导）中，选择Virtual Machine（虚拟

机），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7：选择希望在新vSwitch上使用的VMNIC物理接口。这些接口将是从服务器到数

据中心网络的上行链路，将传输生产流量。

 

如果您只能使用两个NIC卡，您可以向下滚动鼠标，将您的VM VLAN添加到现

有的vSwitch0中。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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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8：为VLAN命名并选择VLAN ID ，在下图中是148。

 

本例中的vSwitch被设置为端口汇聚(trunking)，能在未来扩展到多个独立

VLAN，无需重配置接口。

步骤9：看到提示信息后，查看设置然后点击Finish（完成）。网络窗口现在显示以下

配置。网络已经成功创建，而且可用于将来的VM。

 

 

为ESXi主机创建一个本地数据仓库。

1. 运行Add Storage Wizard（添加存储向导）

如果您已在U盘上安装了ESXi，且希望向您的服务器添加本地SAS/SATA/SCSI存储，

或者您已在本地磁盘上安装了ESXi，希望为本地连接存储添加更多磁盘驱动器，则须

执行以下程序，来完成本地存储的添加。

流程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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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磁盘服务器或纯SAN配置，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1. 跳过此流程。

2. 执行后面的流程“升级UCS服务器网络驱动器”。

3. 执行再后面的流程“为B系列和C系列服务器设置共享存储”。该流程说明了如何添

加使用iSCSI或FC/FCoE的存储。

4. 返回此流程，执行下面的程序，向ESXi主机添加永久存储。

          程序1              运行Add Storage Wizard（添加存储向导）

在您使用VMware vSphere客户端连接到ESXi主机之后，您可能会看到“The VMware 

ESX Server does not have persistent storage（VMware ESX服务器没有永久存储）”

的信息，如下图所示。当ESXi主机没有VMware虚拟机文件系统(VMFS)数据仓库时，就

会生成此信息。有几种添加存储的方式：ESXi支持iSCSI、光纤通道、FCoE和本地存

储。在本程序中，将添加本地存储。

 

步骤1：点击Click here（点击此处）来创建一个数据仓库。 

步骤2：在Add Storage wizard（添加存储向导）中，选择Disk/LUN（磁盘/LUN），然

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3：在Select Disk/LUN（选择磁盘/LUN）页面，选择本地磁盘，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此列表列出了ESXi主机可以使用的所有数据存储类型，包括安装在机器

中的本地硬盘和主机可用的任何远程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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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iSCSI或光纤通道时，它们的LUN出现在Select Disk/LUN（选择磁盘/

LUN）页面的列表中，如下图所示。

 

步骤4：查看磁盘容量和分区信息，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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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输入数据仓库名称，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为数据仓库使用说明性名称，来帮助您在添加更多数据仓库时，能够一一识别

它们。

步骤6：在Disk/LUN Formatting（磁盘/LUN格式化）页面，请注意默认存储块大小为

1MB。VMFS-3上支持的最大虚拟磁盘为256GB（存储块为1MB）。存储块大小应根据

必须存储的最大文件的大小，来仔细选择。在本设置中，点击Next（下一步），接受

默认值。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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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点击Finish（完成）。Add Storage（添加存储）向导操作完成。 

升级UCS服务器网络驱动程序

1. 下载和安装vNIC驱动程序

除非贵企业使用参考驱动程序代码，否则建议您在网络运行中使用最新驱动程序。

         程序1            下载和安装vNIC驱动程序

为支持FCoE连接，您必须在ESXi 4.1 U1操作系统上安装FCoE驱动程序。用于FCoE相

连网络适配器的VMware ESX/ESXi驱动程序CD能直接从VMware网站或思科网站

下载。

在此程序中，使用Cisco P81E vNIC，来升级用于Cisco UCS C系列服务器的以太网和

光纤通道驱动程序，而如果您需要使用M81KR vNIC来更新用于UCS B系列服务器的驱

动程序，也遵循相同步骤，只是要选择用于M81KR的驱动程序。

如果使用VMware ESXi版本4.1U1并从USB闪存启动，您在更新服务器上的软件

或驱动程序时，可能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暂存空间而出现问题。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和解决方案，请参考VMware KB文章1037190： 

http://kb.vmware.com/selfservice/microsites/search.do?language=en_US&c

md=displayKC&externalId=1037190

步骤1：使用Web浏览器，进入思科网站，从产品列表中选择Unified Computing and 

Servers（统一计算和服务器），然后选择对应于您所用C系列服务器类型的Cisco 

UCS C系列机架安装服务器软件。

流程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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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下载驱动程序包ISO映像文件，然后将其保存在本地磁盘上。在本例中，下载

了名为ucs-cxxx-drivers.1.4.2c.iso的ISO文件。

步骤3：使用一个ISO提取工具，来提取ISO映像的内容。网上有多种可下载的ISO映像

提取工具。

 图9－ISO文件的扩展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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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打开文件夹VMware > Storage > Cisco > P81E > ESX_ESXi_4.1U1，并下载标

记为fnic_driver_1.4…iso的FNIC驱动程序。如果您只找到一个readme文件，打开该文

件，找到指向驱动程序所在位置的链接，并点击该链接。Readme文件中的这个链接将

跳转到VMware网站上、可下载fnic_driver_1.4…iso文件的位置。

 

步骤5：打开文件夹VMware > Network > Cisco > P81E > ESX_ESXi_4.1U1，并下载标记

为enic_driver_2.1…. iso”文件的ENIC驱动程序。

如果您正在更新UCS B系列M81KR适配器的驱动程序，选择该文件夹并加载该

ISO映像。在针对对本文档进行测试时，P81E适配器的驱动程序与M81KR适配

器的驱动程序相同。

步骤6：在本地磁盘上保存了ENIC和FNIC驱动程序后，按照以下步骤，将这些驱动程

序上传到服务器的存储系统：

1. 从vSphere客户端选择主机。

2.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Storage（存储）。

3. 右击数据仓库，然后点击Browse Datastore（浏览数据仓库）。

4. 在Datastore Browser（数据仓库浏览器）窗口的Folders（文件夹）选项卡中，创建

一个名为Downloads的文件夹。

5. 双击Downloads（下载）文件夹，然后点击Upload Files to this datastore（将文件上

传到此数据仓库）图标。 

6. 选择ENIC和FNIC文件，然后确保这两个文件都已上传。

步骤7：在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中，从Software（软件）列表，选择Security 

Profile（安全配置文件），然后在Security Profile（安全配置文件）屏幕上，点击

Properties（属性）。

步骤8：如果Remote Tech Support（远程技术支持）的状态为Running（正在运行），

跳至下一步。

如果Remote Tech Support（远程技术支持）的状态为Stopped（已终止），选择

Remote Tech Support（远程技术支持）标签，点击Options（选项），并在Startup 

Policy（启动策略）下，选择Start and Stop manually（手动启动和终止）。您也可以

以同样方式启用Local Tech support（本地技术支持）模式。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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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vmfs/volumes/datastore1/Downloads
# esxupdate –-nosigcheck –-maintenancemode –-bundle /vmfs/
volumes/datastore1/Downloads/fnic_driver_1.4.0.201-offline_
bundle-491446.zip update

# cd /vmfs/volumes/datastore1/Downloads
# esxupdate –-nosigcheck –-maintenancemode –-bundle /vmfs/
volumes/datastore1/Downloads/enic_driver_2.1.2.20-offline_
bundle-51242.zip update

 

 

 

Remote Tech Support（远程技术支持）模式允许您通过SSH远程登录ESXi服务器。

Local Tech Support（本地技术支持）模式则允许您直接登录ESXi服务器控制台。

 

步骤9：打开一个SSH客户端，然后登录ESXi服务器。

步骤10：安装FNIC驱动程序。

步骤11：安装ENIC驱动程序。

步骤12：安装完成后，重启系统。

为B系列和C系列服务器设置共享存储

1. 添加iSCSI存储

2. 添加光纤通道存储

在此流程中，您为Cisco UCS B系列和C系列服务器设置对于共享存储的访问。

本流程包括两个程序：

· 第一个程序是介绍如何设置您的服务器，以访问iSCSI存储阵列。

· 第二个程序则介绍如何为光纤通道或FCoE连接存储阵列设置存储。可作为无磁盘服

务器运行的Cisco UCS B系列服务器将需要本程序，用于SAN启动和集中存储，来支

持任何在服务器上运行的VM。本地启动的C系列服务器也能使用本程序，为服务器

上运行的VM设置共享存储。

           程序1              添加iSCSI存储

（可选）

为成功实现部署iSCSI存储的目标，需要：

· 带有有效IP地址的VMkernel接口。 

· 该接口已为ESXi主机启用。

· 已配置iSCSI Initiator。

· 在数据中心核心层启用了iSCSI VLAN，并在与发起方和目标设备相连的交换端口上

支持VLAN。

· iSCSI目标已配置并可达。

VMkernel接口的一个IP地址位于ESXi主机上。此接口在面向ESXi主机的软件中实施

iSCSI协议。

这样就可以利用iSCSI存储创建数据仓库。iSCSI到存储的会话建立后，可添加一个新

的数据仓库。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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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的配置最佳实践是为VMkernel接口提供单独的VLAN。 

步骤1：使用vSphere客户端，建立到一个ESXi主机的连接。

步骤2：点击工作窗格中的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然后选择Networking from 

the Hardware（硬件联网）菜单列表。

步骤3：点击Add Networking（添加网络）。启动Add Network Wizard（添加网络向

导）。

步骤4：选择VMkernel作为Connection Type（连接类型）。

步骤5：如果您正在创建一个新vSwitch，选择分配给这一新vSwitch的网络适配器，然

后点击Next（下一步）。

如果已创建了vSwitch，则选择将传输iSCSI流量的vSwitch，然后点击Next（下一

步）。

图10－创建一个新虚拟交换机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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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使用现有虚拟交换机 步骤6：输入Network Label（网络标签）值，并为将用于传输iSCSI或NAS/NFS流量的

VMkernel端口输入VLAN ID 162，确保取消选择所有复选框，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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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输入IP地址10.10.62.26并为此ESXi主机的iSCSI接口输入正确的子网掩码，然后

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8：点击Next（下一步），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9：在Configuration（配置）> Storage Adapters（存储适配器）下，滚动鼠标，

直到看到iSCSI软件适配器，如下所示。

 

 

如果您对iSCSI适配器进行了硬件加速，配置将大致相同，但其位置是在硬件

接口下。

步骤10：选择Software Adapter（软件适配器），然后点击Properties（属性）。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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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在iSCSI Initiator Properties（iSCSI Initiator属性）对话框中，点击Configure

（配置）。

步骤12：勾选Enabled（启用）复选框，然后点击OK。

 

iSCSI名称将自动生成。如果您需要更改这个用于您的设置的名称，再次点击Configure

（配置）并编辑名称。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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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点击Dynamic Discovery（动态发现）选项卡，然后点击Add（添加）。 步骤14：输入您的iSCSI目标阵列地址，查看端口是否与阵列配置匹配，然后点击

OK。

 

步骤15：关闭属性窗口。您会看到再次扫描iSCSI软件适配器的提示。

步骤16：如果您的阵列针对ESXi主机正确地进行了屏蔽(mask)，请点击Yes（是）。扫

描完成后，您的新iSCSI LUN将可用，您可以采用之前流程“为ESXi主机创建一个本地

数据仓库”的程序1“运行Add Storage Wizard（添加存储向导）”中添加本地存储的

方法，将其添加为数据仓库。

如果存储阵列未能正确屏蔽，您将不会看到新的存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存储阵

列上的掩码设置。

        程序2                添加光纤通道存储

（可选）

本程序将介绍如何针对光纤通道或FCoE连接存储阵列，为Cisco UCS B系列和C系列

服务器设置对于共享存储的访问。可作为无磁盘服务器运行的B系列服务器将需要本程

序，用于SAN启动和集中存储，来支持在服务器上运行的VM。本地启动的C系列服务

器也能使用本程序，为服务器上运行的VM设置共享存储。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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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ESXi支持大多数光纤通道适配器。如需确认是否能支持您的适配器，请参

见位于以下URL的《VMware兼容性指南》：http://www.vmware.com/resources/

compatibility/search.php

在您添加光纤通道存储前，您必须完成程序1“配置一个存储阵列”和程序2“配置

SAN分区”，使网络和存储阵列为支持光纤通道存储作好准备。

此外，还必须在服务器上部署FCoE vHBA和存储连接，详见《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

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统一计算系统部署指南》。

步骤1：在vSphere客户端的Host and Clusters（主机和集群）树型结构中，选择ESXi

主机，然后点击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

 

步骤2：在Configuration（配置）> Storage Adapters（存储适配器）下，标注HBA的

全球节点名称和全球端口名称。您必须正确分区，并为您的特定阵列屏蔽端口及其相应

的全球名称。如需了解有关SAN或存储阵列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数据中心部署指

南》和《NetApp存储部署指南》。

 

步骤3：正确分区并屏蔽光纤通道HBA后，选择Rescan（再次扫描）。

扫描完成后，您的新光纤通道LUN将可用，您可以采用之前程序1“运行Add Storage 

Wizard（添加存储向导）”中添加本地存储的方法，将其添加为数据仓库。

创建虚拟机

1. 运行虚拟机向导

2. 编辑虚拟机设置

3. 安装访客操作系统

4. 安装VMware工具

安装ESXi、安装并连接vSphere客户端以及创建数据仓库之后，现在需要做的是创建虚

拟机。第一个虚拟机将支持vSphere vCenter。这需要安装64位操作系统。在本例中，

我们使用的是Windows Server 2008 64位系统。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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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1               运行虚拟机向导

步骤1：在vSphere客户端的Getting Started（开始）选项卡上，点击Create a new 

virtual machine（创建新的虚拟机）。

 

步骤2：在Configuration（配置）页面，选择Typical（典型），然后点击Next（下一

步）。

步骤3：为虚拟机命名，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4：选择先前创建的数据仓库，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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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为虚拟机选择访客操作系统，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请注意，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操作系统（64位、32位等），因为这会使操作系

统的数据分区井然有序，实现最高效率。如果您安装的操作系统与所选的系统

不同，则会导致性能问题。

步骤6：在Create a Disk（创建磁盘）页面，输入虚拟磁盘容量，然后点击Next（下一

步）。 请确保磁盘容量符合操作系统的要求，而且不超出可用数据仓库的容量。

在下图中，使用默认磁盘容量40Gb。本例使用了精简配置，以节约实际可用的数据仓

库空间。在精简配置中，VMware VMFS将在存储系统上启动较小的实际磁盘空间，然

后随着系统对存储需求的提高，再增加存储。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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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Ready to Complete（即将完成）页面，查看设置信息，然后点击Finish（完

成）。虚拟机创建完成。

 

          程序2               编辑虚拟机设置

在此程序中，您配置那些没有包括在“创建新虚拟机向导”中的虚拟机设置，如内存、

专用CPU数目以及网络连接等。

步骤1：在vSphere客户端的树型结构中，选择新创建的虚拟机，然后在General（常

规）选项卡上点击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编辑虚拟机设置）。

 

步骤2：在Vir tual Machine Properties（虚拟机属性）对话框中，从列表中选择

Network Adapter 1（网络适配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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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在Network label（网络标签）下拉列表中，选择您在“运行添加网络向导”程

序的步骤8中配置的网络。

 

 

         程序3               安装访客操作系统

现在虚拟机已经准备好安装访客操作系统。有数种方法可以连接到操作系统的安装介

质：

· 到ESXi主机的本地DVD

· 安装在您的本地vSphere客户端主机上的DVD 

· ESXi数据仓库上的ISO映像 

· 本地vSphere客户端上的ISO映像 

步骤1：在vSphere客户端的树型结构中选择您的虚拟机，然后在工具栏中点击Launch 

Virtual Machine Console（启动虚拟机控制台）。一个单独的控制台窗口将打开。

图12－Launch virtual machine console（启动虚拟机控制台）

 

当虚拟机在导航窗格中高亮显示时，工作窗格中出现一个Console（控制台）

选项卡。这是同一个控制台，只是窗口变小而已。

步骤2：按Play（播放）按钮（绿色三角）。在本例中，本地机器上的ISO映像正在运

行vSphere客户端。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先为虚拟机通电，然后才能连接磁盘或开始安

装。

步骤3：点击工具栏中的CD/DVD图标，选择Connect to ISO image on local disk（连接

到本地磁盘的ISO映像），然后指定适当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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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控制台窗口恢复对鼠标的控制，请按Ctrl-Alt，鼠标将被释放。 

步骤4：点击VM选项卡，然后选择VM > Guest（访客）> Send Key（发送密钥）> 

Ctrl-Alt-Del，重启虚拟机。当虚拟机重启时，它将使用所连接的ISO文件进行启动。

下图显示了Windows 2008的Install Windows（安装Windows）对话框。其他操作系统

的安装程序运行方式与之类似；系统随机选择了Windows Server 2008。

 

如果您不通过Ctrl-Alt-Del进行重置，然后重启VM，已映射的虚拟介质将自动

取消映射，您必须要重复映射流程。

           程序4             安装VMware工具

VMware工具能够大大提高虚拟机控制台的图形性能和鼠标性能，它还能从vSphere客

户端开关虚拟机。操作系统安装完毕后，您就可以安装VMware工具了。

步骤1：在vSphere客户端的树型结构中，右击虚拟机，然后选择Guest（访客）> 

Install/Upgrade VMware Tools（安装/升级VMware工具）。

 

ESXi现在将把VMware工具安装在主机操作系统上，方法是将该工具作为附加磁盘安

装到操作系统。然后操作系统（不管是Windows、Red Hat还是任何其他支持的操作系

统）将启动安装流程并提示用户安装该工具。

步骤2：按提示操作。

技术提示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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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Windows Server 2008中的工具安装提示。

 

在每次升级ESXi后，请确保更新VMware工具。

   

安装VMware vCenter

1. 安装VMware vCenter

2. 创建数据中心

3. 创建集群

4. 将ESXi服务器添加到数据中心

5. vCenter许可

6. ESXi主机许可

前面介绍了如何通过直接与ESXi主机相连的vSphere客户端，来管理单一服务器。如果

需要管理多个运行ESXi的服务器，以及获得vMotion、DRS或HA等其它特性，您必须设

置一个vCenter。这就要求将vSphere客户端连接到vCenter，以管理主机。

        程序1                安装VMware vCenter

步骤1：利用操作系统管理工具，添加负责控制vCenter进程的用户。在本例中，我们

通过管理员特权添加了Windows用户vCenter Owner。

要正常运行，vCenter Server 4.1要求安装64位操作系统。

步骤2：获取vCenter Server映像（通过磁盘、ISO、下载等手段）并将其拷贝到您的

服务器。 

流程

技术提示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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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在上一流程“创建虚拟机”中创建的新虚拟机上，解压vCenter映像。

步骤4：运行VMware vCenter Installer程序。以下屏幕将显示。

 

步骤5：点击vCenter Server。设置向导启动。按照向导中的指示进行操作。

步骤6：在Customer Information（客户信息）页面，输入您的用户名和所在企业组

织，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此安装将使用有效期为60天的评估模式许可证。如果

购买vCenter时获得了一个有效许可证，可此时输入，也可在安装后加以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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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Database Options（数据库选项）页面，为vCenter Server选择一个ODBC

数据源，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许多客户会为此购买自己的SQL数据库。本例使用Microsof t SQL Ser ver 2005 

Express，它包括在vCenter软件包中，仅适用于较小的VMware环境。如果部署规模较

大，则支持其它数据库。请访问VMware网站，了解有关数据库规模的具体信息。

步骤8：在vCenter Server Service（vCenter Server服务）页面，最好的设置方法是

取消勾选Use System Account（使用系统帐户）复选框，利用适用的服务特权专门为

vCenter建立一个单独的用户帐户。

 

点击Next（下一步），按照向导中的说明继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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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在本例中的vCenter Server Linked Mode Options（vCenter Server链接模式

选项）页面，选择Create a standalone VMware vCenter Server instance（创建独立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实例），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0：如果出于安全或策略方面的原因，vCenter服务需要在不同的端口上运行，请

在Configure Ports（配置端口）页面输入合适的端口，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如果服务能在默认端口上运行，则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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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选择Small（小规模），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本安装适用于主机数量不

到100个的环境。

 

步骤12：继续按照向导中的说明操作，直到完成所有步骤。

           程序2               创建数据中心

安装vCenter之后，您必须对其进行配置，以管理此前安装的ESXi主机。为此，您首先

必须创建一个数据中心，将ESXi主机添加到该数据中心。

步骤1：启动vSphere客户端，并输入新安装的vCenter Server的IP地址以及登录凭证。

步骤2：在出现的屏幕上，点击Create a datacenter（创建数据中心）。

 

步骤3：在树型结构中为新的数据中心输入一个名称。

 

         程序3                创建集群

（可选）

集群是一个由多个ESX/ESXi主机及相关虚拟机构成的集合，共享资源和管理接口。当

您向集群添加一个ESX/ESXi主机时，该主机的资源就变成此集群资源的一部分。您可

通过启用VMware HA和DRS等功能，进一步强化您的环境。VMware HA为在虚拟机中

运行的应用提供高可用性。当某一服务器发生故障，受影响的虚拟机会在其它有备用容

量的服务器上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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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可持续监控集群中所有主机和虚拟机的CPU及内存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在此基础

上提供虚拟机迁移建议或迁移虚拟机，从而平衡集群工作负载。

步骤1：右击Inventory（库存）树形结构中的Datacenter（数据中心），然后点击New 

Cluster（新集群）。

步骤2：为集群提供一个适当名称，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您可选择Setting up these advanced features（设置这些高级特性）特性名称

（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旁边的复选框，启动VMware HA或VMware DRS。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vmware.com/pdf/vmware_ha_wp.pdf

步骤3：将VMware EVC设置为默认值，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4：将Swapfile Policy for Virtual Machines（虚拟机Swapfile策略）设置为默认值，

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5：点击Finish（完成）。集群创建完成。创建了集群后，只需将ESXi主机拖拽到

集群中，即可将其添加到该集群。

流程

技术提示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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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4                 将ESXi服务器添加到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已创建完毕，现在我们来添加ESXi服务器。

 步骤1：点击Add a Host（添加主机）。

步骤2：在Add Host Wizard（添加主机向导）中，输入您在“在Cisco UCS服务器上

安装ESXi”流程中配置的名称或IP地址、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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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对于出现的安全警告信息，点击Yes（是）。因为这是vCenter第一次看到该主

机，所以才会出现此安全警告。

步骤4：确认这是正确的主机，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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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如果您有可分配给此主机的许可证，选择Assign a new license key to this host

（为此主机分配一个新许可证密钥），然后输入密钥。

如果您希望稍后在vCenter中再添加此密钥，则选择Evaluation Mode（评估模式）。点

击Next（下一步）。

步骤6：在Configure Lockdown Mode（配置锁定模式）页面，点击Next（下一步）。

在本例中我们未使用锁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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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Virtual Machine Location（虚拟机位置）页面，选择您之前创建的数据中

心，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虚拟机的位置是vCenter中机器所在的位置。

步骤8：检查配置信息，然后点击Finish（完成）。vCenter现已准备好将ESXi主机添加

到自己的库存中。

 

向导步骤已经完成。在vCenter树形结构中，您先前创建的数据中心下方出现了新主机。

  

要使主机按名称显示，请确保在将主机添加到DNS和vCenter中时使用名称，

而不是IP地址。如果需要在添加某一主机后对其进行更改，您需要先删除它，

然后再次添加。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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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5                vCenter许可

VMware允许vCenter使用默认的评估许可证运行60天。请确保使用vCenter许可证，而

非ESXi许可证。

步骤1：在vCenter顶部的菜单栏中，转至Administration（管理）->vCenter Server 

Settings（vCenter Server设置）

步骤2：在导航窗格，选择Licensing（许可），在工作窗格，选择Assign a new 

license key to this vCenter Server（为此vCenter Server分配一个新许可证密钥），然

后点击Enter Key（输入密钥）。

步骤3：输入许可证密钥（包括破折号），然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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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这个新许可证出现在步骤2中显示的许可主窗口中。本例中的许可证信息如下

图所示。

 

            程序6             ESXi主机许可

VMware允许ESXi主机使用评估许可证运行60天。要在60天之后继续运行主机，您必须

获取并提供一个新的许可证密钥。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见VMware技术文档。请确保使

用ESXi许可证，而非vCenter许可证。

步骤1：在主库存窗口中选择ESXi主机，点击右面的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从

Software（软件）列表中选择Licensed Features（许可的特性），然后点击屏幕右上

角的Edit（编辑），如下图所示。

步骤2：选择Assign a new license key to this host（为此主机分配一个新的许可证密

钥），然后点击Enter键。 

 

步骤3：输入许可证密钥（包括破折号），然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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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这个新许可证出现在步骤2中显示的许可主窗口中。本例中的许可证信息如下

图所示。

 

 

安装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1. 安装VUM

2. 安装vCenter Update Manager插件

3. 配置VUM

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VUM)是一款工具，旨在简化扫描补丁或更新，并

将其应用于VMware ESX/ESXi主机、虚拟机和虚拟设备的流程。VUM作为一个插件

在vSphere客户端上运行，能和vCenter Server安装在同一服务器上，也能和vCenter 

Server分别安装在不同服务器上。VUM从VMware网站下载补丁和更新；根据您设置

的策略，它能扫描并修补（更新）ESX/ESXi主机、虚拟机和模板。通过更新您的虚拟

机、虚拟设备和ESX/ESXi主机，您的环境可变得更加安全。在本指南后面的一个模

块中，VUM将在安装和更新Cisco Nexus 1000V分布式虚拟交换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在执行以下程序前，请先访问VMware网站，了解运行VUM的系统的硬件要求。安装

VUM前，您需要设置Oracle或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VUM使用数据库服务器

来存储补丁元数据。您需要确定是使用包括在VMware vCenter介质中的SQL Server 

Express Edition，还是使用SQL Server 2005、SQL Server 2008或Oracle 10g/11g数

据库。这取决于您计划将您的环境扩大到怎样的规模。如果环境中拥有超过5个主机和

50个虚拟机，请为VUM创建一个Oracle或SQL Server数据库。

请访问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性能和最佳实践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程序1                安装VUM

在此程序中，您将使用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实例来安装VUM。

步骤1：将vCenter Server映像复制到服务器，解压内容，并运行VMware vCenter 

Installer。

步骤2：在VMware Product Installers中，选择vCenter Update Manager。

步骤3：为此安装选择正确语言，然后点击OK。

 

步骤4：在Welcome to the InstallShield Wizard for 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欢迎使用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的InstallShield向导）页面，点击Next

（下一步）。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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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阅读并接受VMwar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VMware最终用户许可协

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6：输入您希望与此VUM关联的vCenter Server实例的IP地址、用户名、密码和

HTTP端口，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7：选择Install a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 instance (for small scale 

deployments)（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实例（用于小规模部署）），

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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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在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Port Settings（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端口设置）屏幕，保留默认设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9：在Destination Folder（目的地文件夹）屏幕上，点击Next（下一步）。您将有

权指定安装VUM和存储补丁的目录路径，但现在先使用默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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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点击Install（安装）。 步骤11：安装完成后，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12：在安装了VUM的计算机上，在命令提示框中运行services.msc，然后点击

OK。这可启动Services Console（服务控制台）。

步骤13：向下滚动至VMware Update Manager Service（VMware Update Manager

服务），确保该服务正在运行。如其未运行，右击Update Manager Service（Update 

Manager服务），然后点击Start（开始）。

            程序2             安装vCenter Update Manager插件

为管理VUM，需为vSphere客户端安装Update Manager客户端插件。

步骤1：启动vSphere客户端，并连接至您的vCenter Server实例。

步骤2：转至Plug-ins（插件）> Manage Plug-ins（管理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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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在Plug-in Manager（插件管理器）窗口，针对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扩展，点击Download and install（下载并安装）。

 

步骤4：在InstallShield Wizard for 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Client（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客户端的InstallShield向导）中，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5：点击Install（安装）。

步骤6：安装完成后，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7：在Plug-in Manager（插件管理器）窗口，Installed Plug-ins（已安装插件）下

面，确保Update Manager扩展已显示为Enabled（启用）。

 

步骤8：点击Close（关闭）。

           程序3              配置VUM

Update Manager包括很多默认基准（baseline），可用于扫描虚拟机、虚拟设备或主

机，以确定它们是否已应用了所有补丁，或它们是否需要升级到最新版本。

基准是由一个或多个更新，如服务包、补丁、扩展、更新或漏洞修复等构成的集合。基

准可分为三类：

· 补丁基准可用于定义需要应用到ESX/ESXi主机或访客操作系统的补丁列表。

· 升级基准可用于定义ESX/ ESXi主机、VMware工具或虚拟设备可升级到哪些版本。

· 扩展基准可定义必须应用到特定主机的第三方软件。

在此程序中，您需要检查ESX/ESXi主机是否兼容所有关键和可选的补丁。此外，您还

应该为未能全部兼容的主机应用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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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启动vSphere客户端，转至Home（主页），在Solutions and Applications（解

决方案和应用）下，点击Update Manager。

 

步骤2：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选择Patch download schedule（补丁下载

时间表），确保已勾选State（状态）复选框。您可通过点击Edit Patch Downloads（编

辑补丁下载），来修改您希望下载补丁定义的频率。

步骤3：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Patch Download Settings（补丁下载设置），检

查连接状态是否为Connected（已连接）。此步骤假设您的设置已连接到互联网，您

可以下载补丁。

 

步骤4：转至Home（主页）> Management（管理），然后点击Schedule Task（安排

任务）。这可显示安排下载补丁定义的时间。在下一步，您将手动完成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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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右击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Update Download（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更新下载），然后点击Run（运行）。这将从VMware网站

下载补丁定义。

 

步骤6：在Recent Tasks（最近任务）窗格中，可以看到已从VMware网站下载了补丁

定义。

步骤7：转至Home（主页）> Inventory（库存）> Hosts and Clusters（主机和集

群），选择您希望安装补丁的主机，转至Update Manager选项卡，然后点击Attach

（连接）。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69

步骤8：在Patch Baselines（补丁基准）下，选择Critical Host Patches（关键主机补

丁）和Non-Critical Host Patches（非关键主机补丁），然后点击Attach（连接）。注

意，您可创建自己的基准和基准组。如需了解如何创建定制基准组，请参考《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安装和管理指南》文档。

步骤9：右击您连接了默认补丁基准的主机，然后选择Scan for Updates（扫描更

新）。

 

步骤10：在Confirm Scan（确认扫描）窗口中，选择Patches and Extensions（补丁和

扩展），然后点击Scan（扫描）。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在Cisco UCS上部署VMware



70

步骤11：扫描完成后，系统将列出ESX/ESXi主机上缺失的补丁数目。

 

步骤12：为将补丁修复到主机上，您需要关闭虚拟机，或使用vMotion，按照程序

2“将VM迁移到另一个ESXi主机”中的说明，将虚拟机迁移到另一个主机上。将主机

置于维护模式，在主机上安装补丁。右击您希望修补补丁的主机，然后点击Remediate

（修补）。

 

步骤13：在Remediation Selection（修补选择）窗口，选择Critical Host Patches（关

键主机补丁）和Non-Critical Host Patches（非关键主机补丁），然后点击Next（下

一步）。

步骤14：在Patches and Extensions（补丁和扩展）屏幕，选择您希望应用的所有补

丁，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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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5：输入任务说明，选择Immediately（立即），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6：检查您的配置，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VUM将从VMware网站上下载补丁，修补主机。完成修补后，您的主机很可能重启。查

看Recent Tasks（最近任务）窗格，了解进度。

 

迁移虚拟机存储和虚拟机

1. 迁移虚拟机存储

2. 将VM迁移到另一个ESXi主机

此流程介绍了VMware能如何将虚拟机存储从一个地点迁移到另一地点，以及如何将

虚拟机从一个服务器迁移到另一服务器。VMware vMotion需要Enterprise或Enterprise 

Plus许可证。

          程序1              迁移虚拟机存储

您可以将存储从本地ESXi服务器数据仓库迁移到光纤通道或iSCSI数据仓库。如果您按

本指南前面的步骤安装了新VM，则它位于ESXi主机上的一个本地数据仓库中。为实现

最高灵活性，并使用vMotion移动VM，存储须位于SAN存储阵列。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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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VMware Storage vMotion前，请确保您在运行VM的ESX主机以及源和

目的地存储阵列间拥有足够的存储带宽。这很必要，因为VM将继续针对源存

储阵列进行读写，同时，将要迁移的虚拟磁盘会从源存储阵列中读取，写入目

的地存储阵列。如果存储带宽不够，Storage vMotion会失败。如果带宽勉强

够，那么Storage vMotion可能会成功，但性能不佳。

步骤1：在vSphere客户端的树形结构中，右击虚拟机，然后点击Migrate（迁移）。

步骤2：选择Change Datastore（更改数据仓库）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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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选择目的地数据仓库，然后点击左边窗格中的Disk Format（磁盘格式）。 步骤4：选择一种磁盘格式，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共有三种选择

·   与源格式相同（默认设置）

·    精简配置格式（Thin provisioned format）

·    厚格式（Thick format）

 

许多访客虚拟磁盘所分配到的存储要大于它们实际所需。通过使用Storage vMotion将

这些磁盘从一个数据仓库移动到另一数据仓库，存储管理员有机会选择虚拟磁盘格式

（从厚格式变为精简格式），由此利用未使用的存储空间。此外，存储管理员也可使用

Storage vMotion，从精简格式变为厚格式(eagerzeroedthick)。选择厚格式时，数据仓

库中VMDK文件的大小将与您创建虚拟机时所选虚拟磁盘的大小相同。在您的存储系统

中，分配给该虚拟机的整个存储空间立刻被占用。如果您不希望更改目的地数据仓库的

格式，选择“Same format as source（与源格式相同）”选项。如需了解更多有关精

简格式和厚格式的信息，请访问VMware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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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点击Finish（完成）。vSphere客户端窗口底部的Recent Tasks（最近任务）窗

格中将显示迁移状态。

 

        程序2                 将VM迁移到另一个ESXi主机

Migration with vMotion允许您将一个已开启的VM迁移到新的主机上，同时虚拟机的运

行不会有丝毫中断。

为了顺利使用vMotion，您首先必须正确配置主机：

· 每个主机必须拥有相应的vMotion许可证。

· 每个主机虚拟机的数据仓库必须位于共享存储，即iSCSI、NFS或光纤通道中。 

· ESXi主机的主机网络必须拥有配置了IP地址的VMkernel接口并勾选了vMotion，而且

与目的地主机位于同一个IP子网上。 

Migration with vMotion不能用于将虚拟机从一个数据中心迁移到另一数据中心，或跨第

三层边界移动虚拟机。

vMotion可能会耗尽整个接口的带宽。当在包含管理、ISCSI或虚拟机流量等

其它服务的端口上配置vMotion时，应谨慎行事。除了vMotion复选框外，

VMkernel配置与iSCSI完全相同。

 

步骤1：利用vCenter，查看iSCSI的VMkernel配置。必须勾选VMkernel的vMotion复选

框。如果您正在使用新的VMkernel，请为其分配一个新IP地址，并确保勾选vMotion复

选框。如果未勾选该复选框，就不可能使用vMotion迁移到此主机。

 

步骤2：在vSphere客户端的树形结构中，右击您希望迁移的虚拟机，然后点击Migrate

（迁移）。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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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选择Change Host（更改主机），然后系统将提示您输入目的地。 步骤4：选择正确的目的地主机，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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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选择ESXi主机CPU的预留优先级，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6：点击Finish（完成）。在对服务无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将虚拟机从一个ESXi主

机实时迁移到了另一个ESXi主机。

迁移完成后，该虚拟机将在您选择的新ESXi主机中显示。当vMotion运行时，您可在

Recent Tasks（最近任务）窗格中监控迁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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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  Cisco Nexus 
1000V

Cisco Nexus 1000V系列交换机是在虚拟主机软件中运行的一个虚拟分布式交换机。

使用Cisco Nexus 1000V的价值在于，它将您已熟悉的Nexus 5500系列交换机的Cisco 

NX-OS操作系统扩展到了管理程序，Nexus 5500系列交换机是构成面向中小企业的IBA

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核心层的主要组件。在VMware ESXi环境中使用Cisco Nexus 

1000V，通过面向VMware分布式交换机环境的统一CLI和特性集，简化了运行。

Cisco Nexus 1000V虚拟管理引擎模块（VSM）是针对分布式虚拟以太网模块（VEM）

的集中控制组件。在典型的模块化以太网交换机中，管理引擎模块负责管控所有控制平

面协议，支持线卡和端口的集中配置，提供数据包数目统计数据，并完成其它监管任

务。在Nexus 1000V分布式交换机中，VSM在VMware服务器上管理分布式虚拟交换机

或VEM。

您可将Cisco Nexus 1000V VSM作为虚拟机安装在一个VMware ESXi主机上，并在另

一ESXi主机上安装备用VSM，以提供永续性。为实现Nexus 1000V环境管理的最高永

续性和可扩展性，您可部署Cisco Nexus 1010虚拟服务设备。

本部署指南以Cisco Nexus 1000V的最佳实践为基础，具体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switches/ps9441/ps9902/

white_paper_c11-558242.html.

以下流程将完成Cisco Nexus 1000V在虚拟机上的安装。

在ESXi主机上将Nexus 1000V VSM作为VM部署

1. 安装主用VSM

2. 配置主用VSM

3. 安装和设置备用VSM

本流程旨在引导您在VMware虚拟机上安装主用和备用Nexus 1000V VSM，以提供永

续性。VSM的虚拟机版本要求手动安装备用VSM。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采用Cisco 

Nexus 1000V代码下载版块中提供的OVF模板。

主用—备用对中的两个Nexus 1000V VSM需要在不同的VMware ESX/ESXi主机上运

行。此要求有助于确保当其中一个VMware ESX/ESXi服务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仍能

提供高可用性。建议禁用主用和备用VSM的分布式资源调度（DRS），以防止VSM端

接到同一服务器。如果不禁用DRS，则必须使用VMware反关联性规则，确保两个虚拟

机永远不会位于相同主机上。如果因VMware High Availability（VMware高可用性），

两个VSM端接于同一主机，VMware DRS将提出五星级建议，提示您迁移一个VSM。

        程序1                 安装主用VSM

Nexus 1000V VSM是一个虚拟机，需要三个虚拟网卡（vNIC），分别为：控制、管理

和数据包。

· 控制接口负责处理心跳（heartbeat）等低级别控制数据包，以及需要在VSM和VEM

之间交换的配置数据。主用/备用VSM同步通过此接口完成。

· 管理接口用于维护VSM和VMware vCenter Server间的连接。此接口允许通过HTTP

和安全外壳(SSH)协议访问VSM。 

· 数据包接口用于传输需要在整个Cisco Nexus 1000V系列交换机中协调的网络数据

包。此接口传输两类控制数据包：思科发现协议和互联网群组管理协议(IGMP)。

流程

读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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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上必须已经配置控制和数据包VL AN，供VSM虚拟机使用。您可以使用同一个

VLAN来支持控制、数据包和管理接口，但如果分别使用不同的VLAN来支持它们，则

具有较高灵活性。

步骤1：使用域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通过VMware vSphere客户端，登录vCenter 

Server。

步骤2：打开Home（主页）> Inventory（库存）> Hosts and Clusters（主机和集

群），然后选择您计划安装VSM VM的主机。

步骤3：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Networking（网络）> Virtual Switch（虚拟交换

机），确保Control（控制）、Packet（数据包）和Management（管理）端口组都已

配置正确的VLAN，如下表所示。

VLAN 源网络 目的地网络（端口组）

160 控制 N1kv_Control 

163 管理 N1kv_Management 

159 数据包 N1kv_Packet

 

步骤4：下载Cisco Nexus 1000V软件映像，将它保存到您将启动vSphere客户端的机

器的本地驱动器上，然后在您的本地驱动器上提取软件映像内容。您可从OVA或OVF映

像安装软件。此处您将使用OVA安装文件，因为它允许您将初始配置应用到VSM，包

括VSM域ID、管理员用户密码、管理IP地址、子网掩码和IP网关。

步骤5：在vSphere客户端中，从File（文件）菜单，选择Deploy OVF Template（部署

OVF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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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选择Deploy from file（从文件部署）选项，转至您下载OVA文件的位置，然后

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7：您将看到产品信息、文件大小和VM磁盘大小。检查所选择的版本和产品是否

正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8：接受Cisco Nexus 1000V许可协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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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指定VSM名称，选择位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0：在Configuration（配置）列表中，选择Nexus 1000V installer（Nexus 1000V

安装程序），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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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选择您希望VSM使用的数据仓库，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2：选择Thick provisioned format（厚格式），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这将

分配存储虚拟机虚拟磁盘所需的全部存储。VSM的大小约3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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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Network Mapping（网络映射）屏幕上的Destination Network（目的地网

络）列表中，选择控制、管理和数据包端口组，将它们（分别）映射到Control（控

制）、Management（管理）和Packet（数据包）源网络，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4：为主用VSM定义以下属性，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 VSM域ID

· Nexus 1000V管理员用户密码

· 管理IP地址

· 管理IP子网掩码

· 管理IP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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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5：确认您的配置设置正确无误，然后点击Finish（完成）。VMware将开始部署

您的VSM。

 

 

步骤16：当出现“Deployment Completed Successfully（部署成功完成）”的信息，

点击Close（关闭）。

您可在安装VSM的机器下方的库存窗口中，找到VSM。注意：VSM为断电状态。

 

步骤17：右击VSM，将鼠标指向Power（电源），然后点击Power On（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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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8：右击VSM，选择Open Console（打开控制台），等待VSM完成启动流程，

显示登录提示。

 

          程序2                配置主用VSM

在本程序中，完成以下任务：

· 从浏览器启动Cisco Nexus 1000V采用Java语言编写的安装程序应用

· 在vCenter中安装Nexus 1000V扩展

· 检验从VSM到vCenter的连接

步骤1：启动Web浏览器，转至VSM的IP地址(http://vsm-ip-address/)，然后点击Cisco 

Nexus 1000V Installer Application（Cisco Nexus 1000V安装程序应用）下的Launch 

Installer Application（启动安装程序应用）链接。

 

步骤2：出现标准Java安全警告，点击Run（运行）。Cisco Nexus 1000v安装管理中

心向导将引导您完成Nexus 1000v的安装。

步骤3：输入您在上面的步骤14中导入OVA时输入的VSM密码，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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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输入vCenter IP address（vCenter IP地址）、vCenter User ID（vCenter用户

ID）和vCenter Password（vCenter密码），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5：选择您的VSM所在的主机，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如果您创建了一个集

群，选择主机和VSM所属的集群，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6：在Configure Networking（配置网络）页面中，进行以下操作，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

· 在Choose VSM Virtual Machine（选择VSM虚拟机）列表中，选择正确的VSM。

· 选择Advanced L2: Configure each port group individually（高级第二层：分别配置

每个端口组）。

· 在Control Port Group（控制端口组）中，选择Choose Existing（选择已有端口

组），然后在Port Group（端口组）列表中，选择正确的端口组。

· 针对Management Port Group（管理端口组）和Packet Port Group（数据包端口组）

区域，重复以上步骤。

步骤7：在Review Configuration（查看配置）页面，进行以下操作，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

· 配置VSM交换机名称、管理员密码、管理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

· 因为您将把VSM配置为高可用性模式，所以将System redundancy role（系统冗余性

角色）选择为primary（主用）。

· 域ID是Cisco Nexus 1000V交换机的一个参数，用于识别相互关联的VSM和VEM。如

果VSM收到一个由使用错误域ID的VEM发出的数据包，该数据包将被忽略。选择一

个独特的域ID值，它将用于区分位于相同第二层域中的多个Nexus 1000V。当安装备

用VSM时，还将用到您选择的这个域ID值。

· 定义本机VLAN值，即使您不在vSwitch本机VLAN选项中使用它。

· SSH默认为启用。建议您保持此默认设置，使用SSH管理Nexus 1000V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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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确认您的配置正确无误，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9：安装完成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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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在Configure Migration（配置迁移）页面，在Would you like to migrate this 

host and its network to the DVS?（您是否希望将此主机及其网络迁移到DVS？）下选

择No（否），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11：在Summary（总结）页面上，点击Close（关闭）。

 

安装程序将在VMware vCenter Server上注册VSM插件。VSM保持一条到vCenter 

Server的连接，来维护VMware vCenter Server中Cisco Nexus 1000V系列的定义，并

传播端口配置文件。

通过执行步骤12到步骤14，您能够确认已在vCenter中安装了Cisco Nexus 1000V

扩展。

步骤12：在vSphere客户端的Plug-ins（插件）菜单中，选择Manage Plug-ins（管理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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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Plug-in Manager（插件管理器）屏幕中，确认有一个名为Cis c o_

Nexus_1000V_XXXX的插件。不要尝试下载并安装插件，因为Cisco Nexus 1000V插

件目前还不具备此功能。

 

步骤14：转至Home（主页）> Inventory（库存）> Networking（网络），确认您的

Nexus 1000V交换机已创建完成。

 
          程序3              安装和设置备用VSM

步骤1：选择您计划安装备用VSM VM的主机。

切勿将备用VSM与主用VSM安装在同一主机上。在不同主机上安装这两个

VSM的优势是，即使一个VMware ESXi主机发生故障，也仍能确保高可用性。

步骤2：在vSphere客户端的File（文件）菜单中，选择Deploy OVF Template（部署

OVF模板），转至您下载Nexus 1000V安装文件的位置，选择OVA文件，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

步骤3：重复“安装主用VSM”程序的步骤5到步骤9，为备用VSM部署OVF。在Name 

and Location（名称和位置）屏幕上，为您的备用VSM输入一个专用名称，选择库存位

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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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在Deployment Configuration（部署配置）屏幕的Configuration（配置）列表中，

选择Nexus 1000V Secondary（Nexus 1000V备用配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注意：系统会提示您忽略Properties（属性）的（c-e）部分。

步骤5：完成上一步骤后出现的屏幕将提示您选择数据仓库、磁盘格式和网络映射。按

照您在从步骤11“选择数据仓库”开始的、对主用VSM进行配置的方式，来配置备用

VSM的数据仓库、磁盘格式和网络映射。

步骤6：在Properties（属性）屏幕上，输入您在本流程前面“安装主用VSM”程序

的步骤14中，为主用VSM使用的VSM域ID和Nexus 1000V管理员用户密码，然后点击

Next（下一步）。跳过本屏幕上的C到E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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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kv-VSM-1# show module 
Mod  Ports  Module-Type                Model              Status
---  -----  ----------------------     -----------------  -----
1    0      Virtual Supervisor Module  Nexus1000V   active *
2    0      Virtual Supervisor Module  Nexus1000V    ha-standby
Mod  Sw                Hw      
---  -----------  ----------------------------------------------
1    4.2(1)SV1(4a)     0.0                                              
2    4.2(1)SV1(4a)     0.0             

N1kv-VSM-1# show system redundancy status 
Redundancy role
---------------
      administrative:   primary
         operational:   primary

Redundancy mode
---------------
      administrative:   HA
         operational:   HA

This supervisor (sup-1)
-----------------------
    Redundancy state:   Active
    Supervisor state:   Active
      Internal state:   Active with HA standby                  

Other supervisor (sup-2)
------------------------
    Redundancy state:   Standby
    Supervisor state:   HA standby
      Internal state:   HA standby                  

步骤7：检查您的设置，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8：为备用VSM通电，打开控制台，然后等待备用VSM启动。通过使用SSH登录主

用VSM的管理IP地址，确认备用VSM已加入主用VSM所在的高可用性（HA）集群。请

注意VSM CLI中的集群设置如下。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 Cisco Nexus 1000V



91

 

 

 

 

配置虚拟主机，以使用Nexus 1000v

1. 配置端口配置文件

2. 使B系列服务器为安装VEM做好准备

3. 使用VMware Update Manager安装VEM

在本流程中，您将配置端口配置文件，并通过配置虚拟机使用Nexus 1000V交换机，来

部署虚拟以太网模块（VEM）。

您使用端口配置文件来配置接口，通过将端口配置文件与接口相关联，您能向多个接口

应用相似配置。在VMware vCenter Server中，端口配置文件以端口组表示。端口配置

文件在VSM上创建，并作为VMware端口组传播到VMware vCenter Server。传播后，

端口配置文件出现在VMware vSphere客户端中。这其中包括针对物理上行链路的上行

链路端口配置文件，以及针对虚拟机所用虚拟网络和VMkernel端口的端口配置文件。

VEM作为核心组件安装在每个VMware ESX主机上，它是一款轻量级软件组件，有效地

取代了VMware环境中的虚拟交换机。在Cisco Nexus 1000V中，流量在每个VEM上的

虚拟机间本地交换。每个VEM通过上游交换机，将本地虚拟机与网络其余部分互联。

安装一个新VEM时，为其分配数值最小的可用模块编号（在3到66之间）。VSM使用

VMware ESX服务器的唯一用户ID（UUID）来跟踪VEM。这样可确保即使VMware ESX

主机因为任何原因重启或断连，当该主机恢复在线时，VEM仍将使用其模块编号。即

便VSM没有运行，VEM也将加载系统端口配置文件并传输流量。如果VEM和VSM间出

现连接问题，VSM将继续以其最后已知良好状态，交换数据包。VEM和VSM间通信恢

复后，VEM将利用VSM的最后已知正确配置，进行重新编程。

           程序1              配置端口配置文件

您可通过为端口配置文件类型选择vethernet关键字，将端口配置文件应用到虚拟

接口；或通过为端口配置文件类型选择Ethernet关键字，将端口配置文件应用到物理

接口。

使用系统VLAN，在VSM与VEM建立通信前，配置物理或虚拟以太网端口，并对其进行

初始化。即使VEM没有与VSM通信，使用系统端口配置文件、属于所定义系统VLAN之

一的接口，也会自动启用并开始转发流量。即便VMware ESXi主机启动但无法与VSM

通信，也能启用重要主机功能。

步骤1：启动PuTTY或SSH客户端，然后使用您在安装VSM时设置的IP地址、默认用户

名（admin）和密码，登录VSM CLI。

步骤2：创建您的设置所需的VLAN。 

 

表2－用于Nexus 1000V的VLAN

VLAN 描述

148-155 虚拟机网络数据

159 Nexus 1000V数据包

160 Nexus 1000V控制

161 vMotion

162 iSCSI

163 管理流量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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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kv-VSM-1# conf t
Enter configuration commands, one per line.  End with CNTL/Z.
N1kv-VSM-1(config)# vlan 148
N1kv-VSM-1(config-vlan)# name Servers_1
N1kv-VSM-1(config-vlan)# vlan 149-155
N1kv-VSM-1(config-vlan)# vlan 159
N1kv-VSM-1(config-vlan)# name 1kv-Packet
N1kv-VSM-1(config-vlan)# vlan 160
N1kv-VSM-1(config-vlan)# name 1kv-Control
N1kv-VSM-1(config-vlan)# vlan 161
N1kv-VSM-1(config-vlan)# name vMotion
N1kv-VSM-1(config-vlan)# vlan 162
N1kv-VSM-1(config-vlan)# name iSCSI
N1kv-VSM-1(config-vlan)# vlan 163
N1kv-VSM-1(config-vlan)# name DC-Management

port-profile type ethernet System-Uplink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48-155,159-163
  channel-group auto mode on mac-pinning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59-163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Servers_Vl148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48
  no shutdown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vMotion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61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61
  state enabled

与连接存储的VMware VMkernel iSCSI VLAN和采用vMotion流量的VLAN一样，控制、

数据包和管理VLAN被定义为系统VLAN。包含系统VLAN的端口配置文件定义为系统端

口配置文件。在本指南的部署中，Cisco C系列服务器物理连接到两个不同的交换机，

这两个交换机采用阵列扩展模块（FEX）直通模式。在此设置中，上游交换机未配置端

口信道。因此本部署采用了MAC-pinning，它使Cisco Nexus 1000V能够跨越多个交换

机，并提供类似端口信道的设置，而无需在上游交换机中配置端口信道。对于思科IBA

智能业务平台设计中的Cisco B系列服务器来说，交换接口设置为最终主机模式，所以

B系列服务器也将使用MAC-pinning。

步骤3：创建一个名为System-Uplink的上行链路端口配置文件。 

channel-group auto mode on mac-pinning命令将虚拟机的vNIC与特定上行链路端口静

态绑定。如果发生故障切换，Cisco Nexus 1000V交换机将发送一个无偿地址解析协议

（ARP）数据包，提醒上游交换机，在先前链路上获知的VEM的MAC地址现在将在另

一条链路上获知，由此在不到一秒内完成故障切换。

建议您按照系统VLAN，来分配控制/数据包、IP存储、服务控制台、VMkernel

和管理网络VLAN ID。

 

步骤4：为VMkernel端口和VM配置端口配置文件。

为与VLAN 148中所有服务器相关联的虚拟机网络，配置端口配置文件。

为vMotion VMkernel端口，配置端口配置文件。system vlan命令确保，在VMware 

ESXi服务器的启动过程中，VLAN 161始终可用。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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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iSCSI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62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62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DC-Vl163-MGMNT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63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63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N1kv_Control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60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60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N1kv_Packet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59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59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N1kv_Management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63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63
  state enabled

 

为存储（iSCSI）VMkernel端口，配置端口配置文件。 

可选

为VMware VMkernel管理接口创建端口配置文件。只有当您打算在本程序前面部分用

于虚拟机流量的Nexus 1000V交换机上，运行管理控制台时，才需要此端口配置文件。

在默认状态下，管理控制台作为VMware ESXi初始安装的一部分，由VMware vSwitch

进行管理。它是VMware vSphere客户端的管理界面，VMware vCenter Server使用它

配置和管理服务器。

当您安装Cisco Nexus 1000V系列VSM，在安装结束时，VSM将使用VMware vSwitch

提供的端口组。因为控制、数据包和管理接口都是Cisco Nexus 1000V系列的重要组

件，当Cisco Nexus 1000V Series VSM使用其自己的VEM时，网络管理员在这些接口

上可受益于Cisco Nexus 1000V系列的安全、可视性和故障排除功能。为确定VSM的连

接对象，需要以下控制、数据包和管理网络的端口配置文件。如果您计划在同一主机上

运行VSM和VEM，请参考《Cisco Nexus 1000V入门指南》，版本4.2(1) SV1(4a)。

您能够以类似方式，为其它虚拟机流量和VMkernel端口配置端口配置文件。

        程序2                 使B系列服务器为安装VEM做好准备

（可选）

使用Cisco UCS B系列服务器时，必须使该服务器为安装Nexus 1000V VEM做好准备。

步骤1：启动Cisco UCS Manager。

步骤2：转至导航窗格中的LAN选项卡，然后选择VLAN。

步骤3：定义表2中需传输到vNIC和Nexus 1000V交换机的其它VLAN（VLANs 159、

160和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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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Nexus 1000V交换机使用的控制、数据包和管理VLAN都已定义，并分配给每个服

务器服务配置文件的vNIC，如下图所示。

步骤4：对于您映射到Nexus 1000V交换机的每个vNIC，点击Modify（修改），然后确

保取消勾选Enable Failover（启用故障切换）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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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kv-VSM-1# show svs domain 
SVS domain config: 
  Domain id:    1   
  Control vlan: 160
  Packet vlan:  159
  L2/L3 Control mode: L2 
  L3 control interface:  NA
  Status: Config push to VC successful.

        程序3                 使用VMware Update Manager安装VEM

安装VEM有数种方法：

· 使用SSH，直接连接到VMware ESXi主机

· 使用vSphere远程CLI

· 使用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VUM)

当使用VMware VUM时，您不必手动安装Cisco Nexus 1000V VEM。VUM可通过VSM

上托管的Web服务器，从VSM获取VEM软件。当向Nexus 1000V交换机添加主机时，

VUM将自动安装VEM软件。

VMware vCenter Server向VEM发送不透明数据，其中包含交换机域ID、交换机名称、

控制和数据包VLAN ID以及系统端口配置文件，VEM使用这些数据与VSM建立通信并下

载相应的配置数据。 

每个VEM都有一个控制和数据包接口。最终用户不能管理和配置这些接口。VEM使用

VMware vCenter Server提供的不透明数据，来为控制接口和数据包接口配置正确的VLAN。

随后VEM向控制和数据包接口应用正确的上行链路端口配置文件，与VSM建立连接。

步骤1：在VSM上，确保您已正确配置域ID以及控制和数据包VLAN。使用show svs 

domain命令，显示用于VEM运行的关键通信参数。

步骤2：在vSphere客户端中，转至Plug-ins（插件）> Manage Plug-ins（管理插

件），选择Manage Plug-ins（管理插件），然后在Plug-in Manager（插件管理器）屏

幕上，确保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Extension插件已安装并启用。

 

本步骤旨在确认VUM能连接到VMware网站上的思科补丁。如果在当前Nexus 1000V版

本之后，又推出了一个VMware ESX版本，则将从VMware Cisco网站下载vSphere安装

捆绑套件（VIB），否则将从VSM库中拉取VIB。

步骤3：转至Home（主页），在Solutions and Applications（解决方案和应用）下，

选择Update Manager。

 

步骤4：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选择Patch Download Settings（补丁下

载设置），确保为Custom Patch Type（定制补丁类型）选择了Enabled（启用），且

Connectivity Status（连接状态）为Connected（已连接）。

 

此时您已做好安装VEM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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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转至Home（主页）> Inventory（库存）> Networking（网络），选择您创建

的Cisco Nexus 1000V交换机，在工作窗格的Getting Started（开始）选项卡中，点击

Add a Host（添加主机）。

 

 

步骤6：在Add Host to vNetwork Distributed Switch（向vNetwork分布式交换机添加主

机）屏幕上，选择您希望安装VEM的主机。您可同时添加两个万兆以太网适配器（上

行链路），但在本程序中，每次从VMware vSwitch向Nexus 1000V vNetwork分布式交

换机迁移一个物理适配器，这样可降低运行中断的风险。勾选一个物理适配器的选项

框，在vDS和主机间提供连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您创建的上行链路端口组，然后点击

Next（下一步）。

步骤7：在Network connectivity（网络连接）屏幕上，进行以下操作，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

· 对于vmk1，在Destination port group（目的地端口组）列表中，选择vMotion。

· 对于vmk2，在Destination port group（目的地端口组）列表中，选择iSCSI。

· 对于vmk0，将Destination port group（目的地端口组）设置为not migrate（不

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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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步骤分配虚拟适配器至适当的端口组，以支持它们正在传输的流量。Vmk1和vmk2

将从VMware vSwitch迁移到Nexus 1000V vDS。通过将vmk0设置为Do not migrate

（不迁移），用于管理VMware ESXi主机的VMware VMkernel接口将保留在VMware 

vSwitch中。

步骤8：如果您已向主机分配了虚拟机，选择Migrate virtual machine networking（迁

移虚拟机网络），并在每个虚拟机的Destination port group（目的地端口组）列表中，

选择相应的目的地端口组，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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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在Ready to complete（准备完成）屏幕中，确认新vNetwork分布式交换机的

设置正确无误，然后点击Finish（完成）。来自其他主机的现有接口也在显示之列，因

为它代表了跨多个主机分布的交换机。

步骤10：在vSphere客户端，在Recent Tasks（最近任务）窗口中监控主机的修复，

当主机完成Upd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更新网络配置）任务，转至Inventory（库

存） > Hosts and Clusters（主机和集群），高亮显示主机名称，转至Configuration

（配置）选项卡，选择Networking（网络），然后点击vNetwork Distributed Switch

（vNetwork分布式交换机）。查看配置结果。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 Cisco Nexus 1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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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1：在vNetwork Distributed Switch（vNetwork分布式交换机）屏幕上，点击

Manage Physical Adapters（管理物理适配器），在UpLink01下，点击Click to Add 

NIC link（点击添加NIC链路）。这会向vNetwork分布式交换机添加第二个万兆以太网

物理适配器。

步骤12：在Add Physical Adapter（添加物理适配器）屏幕的左窗格中，选择vmnic1，

点击OK，对于询问您是否希望将物理适配器从标准vSwitch迁移到新vNetwork分布式

交换机的问题，点击Yes（是），然后点击OK。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 Cisco Nexus 1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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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暂的初始化阶段后，第二个上行链路端口在vNet work Distr ibute d Switch

（vNetwork分布式交换机）部分中显示为绿色。这表示有两个有效的上行链路。 备注

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 Cisco Nexus 1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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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应用程序是企业的命脉，能够提供丰富的商务功能；VMware虚拟化则是基础设施的命

脉，能为企业和IT机构带来巨大的利益与优势。如果将VMware作为支持应用的平台，

基础设施和应用团队的工作效率将大大提高，在硬件和软件的生命周期（从开发到生产

和维护）中遇到的管理难题也将大为减少。

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采用VMware基础设施来构建响应迅捷的动态基础设施，以便为应

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VMware虚拟化可实现高效的数据中心资源汇聚，并最大限度提

高系统资源的利用率。借助VMware虚拟化技术，客户可以实现速度更快、更经济有效

的升级，同时降低业务风险。通过加速和简化应用开发与测试流程，客户能更快地将应

用投入业务运营，同时保持高质量的数据传输。为VMware基础设施上的应用部署业务

连续性解决方案不但能提高可用性，还可最大限度降低对重复硬件的需求。在生产环境

中实现快速配置和高效的变更管理可以提高IT灵活性，使您能够及时响应突发的和不断

变化的业务需求

通过安装Cisco Nexus 1000V，您能优化VMware网络环境的可管理性。本指南中提

供的配置程序将允许您为网络进行基本功能的Nexus 1000V设置。虚拟交换机配

置和端口配置文件可通过一致的端口配置，大幅简化新虚拟机的部署。如需了解

有关Cisco Nexus 1000V配置的更多细节，请参阅www.cisco.com上的Cisco Nexus 

1000V配置指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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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产品列表

以下产品和软件版本已经过验证，可用于思科智能业务平台： 

表3－产品表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虚拟交换机 物理介质中的Nexus 1000V VSM N1K-VSMK9-404S12= 4.2(1)SV1(4a)

Nexus 1000V CPU许可证数目－1 N1K-VLCPU-01 = 4.2(1)SV1(4a)

VMware ESXi 4.1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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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4.2(1)SV1(4a)
no feature telnet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5 $1$XQEsXYcY$b7lVlxtkisjvijKZna4WI/  
role network-admin
banner motd #Nexus 1000v Switch#

ssh key rsa 2048 
ip domain-lookup
ip domain-lookup
hostname N1kv-1
vem 3
  host vmware id 7b5d65f1-f2f6-11e0-bd1d-ccef48b49826
vem 4
  host vmware id 5ec790b2-527f-11e1-0610-00000000107f
snmp-server user admin network-admin auth 
md5 0xd86407e6438a2a6179f6581e7d378d4b priv 
0xd86407e6438a2a6179f6581e7d378d4b localizedkey

vrf context management
  ip route 0.0.0.0/0 10.10.63.1
vlan 1
vlan 148
  name Servers_1
vlan 149-155
vlan 159
  name 1kv-Packet
vlan 160
  name 1kv-Control

vlan 161
  name vMotion
vlan 162
  name iSCSI
vlan 163
  name DC-Management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ethernet source-mac
port-profile default max-ports 32
port-profile type ethernet Unused_Or_Quarantine_Uplink
  vmware port-group
  shutdown
  description Port-group created for Nexus1000V internal usage. 
Do not use.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Unused_Or_Quarantine_Veth
  vmware port-group
  shutdown
  description Port-group created for Nexus1000V internal usage. 
Do not use.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ethernet System-Uplink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48-149,153-155,159-163
  channel-group auto mode on mac-pinning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59-163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Servers_v1148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48
  no shutdown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vMotion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附录B: 配置文件

以下是所部署的Nexus 1000v虚拟管理引擎模块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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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61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61
  state enabled
port-profile type vethernet iSCSI
  vmware port-group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62
  no shutdown
  system vlan 162
  state enabled

vdc N1kv-1 id 1
  limit-resource vlan minimum 16 maximum 2049
  limit-resource monitor-session minimum 0 maximum 2
  limit-resource vrf minimum 16 maximum 8192
  limit-resource port-channel minimum 0 maximum 768
  limit-resource u4route-mem minimum 32 maximum 32
  limit-resource u6route-mem minimum 16 maximum 16
  limit-resource m4route-mem minimum 58 maximum 58
  limit-resource m6route-mem minimum 8 maximum 8

interface port-channel1
  inherit port-profile System-Uplink
  vem 3

interface port-channel2
  inherit port-profile System-Uplink
  vem 4

interface mgmt0
  ip address 10.10.63.117/25

interface Vethernet1
  inherit port-profile iSCSI
  description VMware VMkernel, vmk1
  vmware dvport 100 dvswitch uuid “8f 00 31 50 4e c1 9f 55-91 7d 

18 e6 22 0f 45 75”
  vmware vm mac 0050.567B.3401

interface Vethernet2
  inherit port-profile vMotion
  description VMware VMkernel, vmk2
  vmware dvport 64 dvswitch uuid “8f 00 31 50 4e c1 9f 55-91 7d 
18 e6 22 0f 45 75”
  vmware vm mac 0050.567C.A035

interface Vethernet3
  inherit port-profile iSCSI
  description VMware VMkernel, vmk1
  vmware dvport 101 dvswitch uuid “8f 00 31 50 4e c1 9f 55-91 7d 
18 e6 22 0f 45 75”
  vmware vm mac 0050.567E.5168

interface Vethernet4
  inherit port-profile vMotion
  description VMware VMkernel, vmk2
  vmware dvport 65 dvswitch uuid “8f 00 31 50 4e c1 9f 55-91 7d 
18 e6 22 0f 45 75”
  vmware vm mac 0050.5677.B57F

interface Ethernet3/1
  inherit port-profile System-Uplink

interface Ethernet3/2
  inherit port-profile System-Uplink

interface Ethernet4/3
  inherit port-profile System-Uplink

interface Ethernet4/4
  inherit port-profile System-Uplink

interface contro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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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console
boot kickstart bootflash:/nexus-1000v-kickstart-mz.4.2.1.SV1.4a.
bin sup-1
boot system bootflash:/nexus-1000v-mz.4.2.1.SV1.4a.bin sup-1
boot kickstart bootflash:/nexus-1000v-kickstart-mz.4.2.1.SV1.4a.
bin sup-2
boot system bootflash:/nexus-1000v-mz.4.2.1.SV1.4a.bin sup-2
svs-domain
  domain id 1
  control vlan 160
  packet vlan 159
  svs mode L2  
svs connection vcenter
  protocol vmware-vim
  remote ip address 10.10.63.120 port 80
  vmware dvs uuid “8f 00 31 50 4e c1 9f 55-91 7d 18 e6 22 0f 45 
75” datacenter-name Mid2500
  max-ports 8192
  connect
vsn type vsg global
  tcp state-checks
vnm-policy-agent
  registration-ip 0.0.0.0
  shared-secret **********
  log-level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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