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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上云的市场前景
根据《中国私有云发展调查报告（2018）》显示：

调查已经应用云计算的2142家企业中，企业整体业务上云率较低，其中63.5%的企业业务

上云率不到30%，私有云和业务上云的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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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业务迁移是云计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传统IT架构迁移至云计算架构，必然要经过业务迁移，企业上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对于缺少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普通企业来说，仅凭一己之力，难免会遇到挫折或走弯路，
这时如果能够选择一个正确的服务合作伙伴，那么企业上云这件事就会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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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业务迁移的挑战

业务迁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归根结底，是缺少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工具和专业的迁移管理流程

业务场景复杂 迁移时间长

组织协调困难 操作复杂

云业务迁移
是一项系统
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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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的迁移工具，适应各种
环境的迁移

• 提升迁移效率
• 缩短业务中断时间
• 自动化迁移

• 由专业且经验丰富的业务迁移
团队和人员来执行迁移，是迁
移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

• 各领域的专家团队支持-服务
器、存储、虚拟化、应用、管
理

• 完善的迁移规范和迁移流程是业务
迁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 规范化的迁移流程，是迁移成功的
核心保证

• 高效、有序的迁移过程
• 迁移后可回溯、必要时可回退

云业务迁移成功的三大要素

工具

团队

流程

流程是基础、团队是保障、工具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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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迁移场景-私有云业务入云
物理服务器 虚拟化平台 公有云

H3CloudOS

迁移入云
P2V/V2V/C2V

迁移工具关键功能：

• 在线迁移

• 兼容性广，适应各类环境

• 高速高效迁移

重新部署入云

主要由应用厂商主导，在云

上重新部署应用后，再进行

新旧数据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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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迁移服务市场流程

需求与环境调研

迁移服务下单

迁移服务交付

调研客户业务迁移的总体需
求、迁移前环境情况

协助和指导办事处工程师进
行需求与环境调研，对调研
不充分的进行补充调研

根据调研得到的结果，进行
服务下单 指导与审核下单的服务项

办事处工程师为主体，进行
迁移服务交付

指导办事处交付，提供迁移
工具，协助迁移实施，提供
技术支持

办事处 云计算解决方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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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服务流程

迁移调研 方案设计 环境准备 迁移测试 正式迁移 业务验证

基础设施

网络环境

应用系统

数据库

迁移需求

技术方案

风险预案

预估工期

工具部署

窗口协调

工具测试

方案调整

任务执行

业务割接

业务验证

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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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云业务迁移服务配置
服务类别 服务编码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说明

迁移规划服
务

8814A0AB 业务系统迁移评
估规划服务(20
台服务器)

收集与分析客户业务迁移需求，梳理
业务系统现状并分析关联关系，分析
迁移风险和应对措施，评估迁移的可
行性和所需时间，制定迁移策略和计
划，输出迁移方案（20台服务器）

可选。主要针对业务系统复杂、迁移数量
较多的迁移项目。由H3C解决方案部迁移
专家提供迁移方案规划服务，帮助客户梳
理业务系统、制定迁移策略和计划、制定
迁移方案

虚拟化迁移 8814A08N 虚拟化迁移服务
(2虚拟机)

虚拟机的迁移交付，服务内容包括：
收集待迁移的原物理机或原虚拟机的
相关信息，评估和分析虚拟化迁移的
可行性，制定虚拟化迁移的方案和计
划；执行具体的迁移工作，包括迁移
前环境准备、迁移执行和迁移后测试；
向客户演示并讲解虚拟化迁移方法和
步骤，并进行问题答疑

P2V或者V2V项目必选。主要针对客户需
要将现有环境迁移至CAS虚拟机的场景。
根据调研后得到的待迁移服务器数量进行
下单，8814A08N为基础服务，包含2个
虚拟机的迁移服务，剩余的虚拟机需要根
据数量下单8814A08P服务8814A08P 虚拟化迁移服务

扩展包(1虚拟机)

数据库迁移 8814A0AC
8814A0AD
8814A0AE
8814A0AF

业务系统数据迁
移实施服务

数据库迁移：主要交付内容包括迁移
前环境准备检查，设计具体的迁移实
施方案和计划，执行数据迁移工作，
迁移后验证和总结汇报

可选。主要针对虚拟化迁移之外的迁移，
典型的为数据库迁移。经过H3C迁移专家
评估后，不适合采用P2V或者V2V的场景，
需要采用数据库迁移方式的，需要下单此
服务。根据待迁移数据库大小来下单对应
的服务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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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举例
项目调研结果：

• 客户共有20台物理服务器、40台虚拟机需要迁移至CAS平台，共涉及12套业务系统，且业务系统之间关系较复杂，

客户无能力制定合理的迁移计划；

• 经过迁移专家评估，其中有1套数据库为Oracle RAC，无法通过P2V迁移，需要通过数据库迁移方式来迁移，共涉

及2台服务器，数据量为300GB；

配置：
服务编码 服务名称 配置数量 说明

8814A0AB 业务系统迁移评估规划服务(20台服务器) 3 由于业务环境复杂，为客户提供迁移规划服务。共60台
服务器，需要配置3个

8814A08N 虚拟化迁移服务(2虚拟机) 1 除2台Oracle RAC服务无法虚拟化迁移，剩余58台服务
器需要采用P2V和V2V迁移。需配置1个基础包，剩余56
台配置扩展包8814A08P 虚拟化迁移服务扩展包(1虚拟机) 56

8814A0AC 业务系统数据迁移实施服务 1
根据调研得到的数据量，配置相应的数据库迁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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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迁移工具-MoveSure

CAS

VM VM VM

VM VM VM

迁移管理平台

Windows
客户端

虚拟机
客户端

Linux
客户端

LAN/VPN/专线

目标虚拟机

迁移任务管理

数据实时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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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迁移vs离线迁移

数据同步停止业务运行 新虚拟机启动 业务继续运行

time

实时数据同步 停止业务运行 新虚拟机启动 业务继续运行

time

业务中断时间大幅缩短

数据同步过程无需停止业务，迁
移停机时间可缩短至分钟级

离线迁移

在线迁移

大量时间消耗在数据同步上，对于数据量大的业务，
其中断时间更久

数据同步期间无需中断业务，且停机
时间点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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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迁移工具优点

• 块级精简复制

• 整机环境数据一次到云

• 成功率99%

• 并行多业务同时迁移• 在线迁移过程不影响原

机业务运行和性能

• 业务中断时间最短化

• 迁移过程可视化，迁移

结果可验证

• 简化内部和外部协商过程

• 减少迁移人员投入

• 缩短整体迁移过程

风险可控 节省成本

快速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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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方案价值

用户价值
以快速和安全方案，推进上云进度。使用户尽

快享受云平台带来的收益

减轻政策压力，减少风险

服务商价值
以快速和安全方案，推进上云进度。降低成本。

提高市场占有率，减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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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工具部署与实施流程

CAS

VM VM VM

VM VM VM

迁移管理平台

2. 迁移客户
端安装

LAN/VPN/专线

3.目标虚拟机
创建

5. 全量&增量
数据同步

1. 迁移管理端安
装部署、授权激
活

4. 迁移任务
创建

6. 业务割接

7. 业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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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工具服务端安装

VM

迁移管理平台

VM
迁移管理平台

服务端部署模式

独立安装模式：
源端和目标端直接传输数据

中继模式：
源端和目标端无法直接通信，需要通过服务端做中继

源端服务器 目标虚拟机
目标虚拟机源端服务器

服务端硬件配置要求

部署方式 CPU 内存 系统盘 网络 操作系统

独立安装 Intel 2核以上
主频2.0 Ghz以上 4GB 40GB 千兆或以上以太网

推荐CentOS 7.4.1708
中继模式 Intel Xeon 4核以上

主频2.5 Ghz以上 8GB 40GB 优选万兆、
8/16Gb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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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工具服务端安装
安装操作系统
基础环境选择Server with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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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工具服务端安装

将安装包上传至服务器中后，执行rpm -ivh --nodeps H3C-
movesure_server-6.0.4.003-53.x86_64.rpm，安装迁移工具RPM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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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初始化
通过Chrome 或者Firefox 浏览器，键入http:// X.X.X.X:9980，进入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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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激活

下载主机信息文件：Hardinfo.dat

如果服务器可连接外网，则将Hardinfo.dat文件和项目信息表格发送给华三接口人



24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2424

授权激活-离线授权
如果迁移服务端无法连接外网，则需要通过离线授权进行激活
• 修改/usr/local/movesure/6.0/server/config.ini文件：

• 重启服务后，生成GenUUID.src文件
• 将Hardinfo.dat、GenUUID.src以及项目信息表格发送给华三接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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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激活-授权导入
• 将申请后得到的GenUUID.key导入到/usr/local/movesure/6.0/server目录；
• 在web界面上导入lcs.dat文件

注意:
离线授权激活后，服务器不能重启，否则离线授权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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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端客户端下载安装
• 打开迁移工具web登录界面；
• 根据客户端操作系统类型选择对应版本下载安装；

注意:
Windows客户端安装后，需要重启服务器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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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端虚拟机创建
• 在CAS中创建目标虚拟机；
• 挂载PE启动盘，并启动虚拟机：
• 填写服务端IP地址和本机显示名

注意:
• 目标端虚拟机硬件配置根据规划来创建；
• 磁盘空间必须不小于源服务器大小；
• 根据操作系统类型选择对应的PE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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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端虚拟机创建
• 配置目标端IP地址

注意:
• 确保此IP地址不冲突且与服务端和源客户端可以互通；
• 此IP地址为临时地址，不一定是最终迁移完的虚拟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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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任务创建
• 对源端服务器申请授权

• 选择源端后，点击“任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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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任务创建
• 选择目标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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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任务创建
• 选择源设备的迁移分区，确认目标主机磁盘，选择需要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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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任务创建
• 点击右侧“操作”，下拉点击“启动”，任务自动进入全量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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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割接
• 到达割接时间窗，停止源服务器业务运行；
• 选择“立即增量迁移”，将源服务器中所有增量数据进行手动增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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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割接
• 点击右侧下拉选择“结束”；

• 查看目的设备，此时显示迁移结束待重启，点击右上角“x”，提示重启
后确认重启

• 关闭源服务器，重启目标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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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融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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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运行状态
• 虚拟机是否正常启动运行
• CPU、内存占用情况

网络状态

• 网卡是否正常启动
• 网络是否连通

业务运行状态
• 应用是否正常运行
• 应用数据是否完整

迁移后业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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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 迁移前务必做好调研工作：

• 源服务器操作系统是否在迁移软件兼容性列表中；

• 源服务器挂载U盾等特殊硬件设备，需要评估测试硬件与CAS兼容性；

• 源服务器挂载共享存储，且运行数据库集群，需要采用数据库迁移方式；

• Windows服务器安装客户端需要重启，与客户协调好重启时间；

• 与客户协调确认好各服务器的割接窗口；

• 测试迁移服务端与源端服务器、目标端虚拟机网络连通性，是否有端口限制；

• 迁移完成后务必协助完成业务验证工作，应用状态验证由应用厂商确认；

MoveSure兼容性
列表

迁移调研表


平台兼容性支持列表

当前支持的客户端系统

Linux 系列：

Redat 4(32 bit && 64bit)，Redhat 5(32 bit && 64bit)，Redhat 6(32 bit && 64bit)；Redhat 7(64 bit),CentOS 7(64 bit)；Suse 10(32 bit && 64bit) ,Suse 11(32 bit && 64bit),SuSe 12(64 bit)；Kylin 2.6.32(64 bit),kylin 3.6.10(64 bit)；Ubuntu 12(64 bit)；Ubuntu 14(64 bit)

Linux支持的设备参数：

MBR、GPT；

普通分区、整盘分区；
DM设备，支持DM Mirror、Multipath；
所有线性结构的LVM，支持嵌套结构、支持LVM Mirror；

Windows 系列：

Windows server2003(32 bit&&64 bit)

Windows server2008(32 bit&&64 bit)

Windows server2016(64 bit)

Windows支持的设备参数：

MBR、GPT；
简单卷、跨区卷；阴影卷；

需兼容性调研开发的操作系统

windows系列（桌面版）：

Windows 2000以前的系统、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10Linux系列：

Linux Mint、OpenSUSE、Fedora、PC-BSD、Debian、Gentoo、FreeBSD、OpenBSD、Solaris、OpenSolaris

需要兼容性调查的磁盘结构和其他情况

软raid磁盘阵列

跨区卷动态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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