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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场景介绍 
VMware 虚拟机纳管是 H3Cloud OS 虚拟化管理服务提供的一个功能。通过使用该功能，用户可以

方便、快捷的将 VMware 中已有的虚拟机批量纳入到 H3Cloud OS 进行后续管理，并且不影响虚拟

机中的用户业务。 

1.1  支持的VMware vSphere虚拟化平台版本及类型 

VMware 虚拟机纳管功能目前支持的 VMware vSphere 虚拟化平台版本包括： 

• VMware vSphere 5.0 

• VMware vSphere 5.1 

• VMware vSphere 5.5 

• VMware vSphere 6.0 

VMware 虚拟机纳管功能目前支持的 VMware vSphere 虚拟化平台类型包括： 

• VMware vSphere 企业增强版 

• VMware vSphere 企业版 

• VMware vSphere 标准版 

1.2  支持的组网模式 

VMware 虚拟机纳管功能目前支持的组网模式包括： 

• VLAN 组网 

1.3  注意事项 

• 目前支持纳管虚拟机的系统盘与主 IP，暂不支持第二块硬盘和第二块网卡的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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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期准备 

2.1  信息收集 

收集要纳管的 VMware 虚拟机的相关信息，并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对 H3Cloud OS 进行必要的前期配

置。 

2.1.1  统计虚拟机信息 

(1) 打开 vCenter 客户端。 

(2) 明确要纳管 Vmware 的哪些集群和哪些虚拟机。 

(3) 统计每个 VMware 虚拟机的配置，包括： 

 CPU 核数 

 内存大小 

 磁盘数量和大小 

 如果有多块磁盘，需要明确了解哪块是系统盘 

(4) 统计每个 VMware 虚拟机的网络信息，包括： 

 虚拟机 IP 地址 

 虚拟机网络对应的 VLAN ID 

2.1.2  分析虚拟机信息 

(1) 根据统计出的 VMware 虚拟机配置，整理需要在 H3Cloud OS 中增加的 x86 主机规格。 

(2) 根据统计出的 VMware 虚拟机网络信息，整理需要在 H3Cloud OS 中增加的网络。 

2.1.3  虚拟机分析过程中的主机规格整理方法 

1. 整理原则 

虚拟机实际配置规格（CPU+内存+硬盘的组合）可能各种各样，一致性较差，在纳入 H3Cloud OS
的时候，需要进行归纳整理为有限的几种资源规格，以方便计费和后续管理维护。 

建议结合调查的虚拟机实际配置规格，以及客户从规划角度确定的允许的规格，最终确定需要在

H3Cloud OS 上配置的资源规格。 

在纳管过程中，H3Cloud OS 会根据虚拟机的实际规格，去匹配 H3Cloud OS 中大于等于实际规格

的最接近的一条资源规格。为了避免匹配到的资源规格与实际规格差距过大，这里进行了容忍度控

制。 

• CPU 核数容忍度是 0，即必须完全匹配。 

• 内存大小的容忍度为 1G 以内（含 1G），即比实际内存大[0~1G]的资源规格都是匹配的。 

• 系统盘容量的容忍度为 10G 以内（含 10G），即比实际磁盘大[0~10G]的资源规格都是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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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格匹配举例 

现有虚拟机：VM1（4 CPU + 4G 内存 + 80G 硬盘）；VM2（4 CPU+ 3G 内存 +86G 硬盘）；VM3
（4 CPU + 4G 内存 + 95G 硬盘）；VM4（8 CPU + 4G 内存 +80G 硬盘）。 

增加主机规格：规格 1（4 CPU + 4G 内存 +90G 硬盘）；规格 2（8 CPU + 4G 内存 +90G 硬盘）。 

纳管时：规格 1 可以匹配虚拟机 VM1、VM2；规格 2 可以匹配虚拟机 VM4；VM3 没有匹配的规格，

纳管失败。 

 

在实际使用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虚拟机在容忍度允许的范围内可同时匹配多条规格的情况，H3Cloud 
OS 会根据综合差异度选择一个适合的规格进行匹配。 

 

2.2  H3Cloud OS环境准备 

2.2.1  计算节点部署 

(1) 登录 H3Cloud OS 部署监控界面，单击“计算节点”页签，进入计算节点管理页面。 

(2) 点击增加计算节点图标，弹出增加计算节点界面。 

图2-1 部署监控界面 

 

 

 

• 集群环境使用“集群主节点 IP：9090”进入监控部署登录界面。 

• 单机环境使用“IP：9090”进入监控部署登录界面。 

 

(3) 选择增加 VMware vSphere 类型计算节点，配置计算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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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增加计算节点 

 

 

(4) 单击<确认>按钮，等待计算节点增加完成。 

2.2.2  增加 H3Cloud OS 可用域 

(1) 登录 H3Cloud OS，单击[运维管理/可用域管理]菜单项，进入可用域管理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增加要纳管虚拟机所在集群的可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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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增加可用域 

 
 

(3) 进入私有云修改界面，在私有云上启用该可用域。 

图2-4 启用可用域 

 

2.2.3  增加虚拟机所在网段 

(1) 登录 H3Cloud OS，单击左侧导航树中[私有云]菜单项，进入私有云管理界面。 

(2) 单击修改私有云链接，进入私有云修改界面。 

(3) 单击<增加>按钮，增加要纳管虚拟机所在的 IP 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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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增加网段 

 

 

2.2.4  配置网络 

1. 配置系统参数 

(1) 单击左导航树中的[运维管理/系统参数]菜单项，进入系统参数配置页面。 

(2) 单击“高级特性配置”页签，进入高级特性配置界面。 

(3) 启用网络分隔 ID 特性。 

2. 配置网络规划 

(1) 单击左导航树中的[运维管理/网络规划]菜单项，进入网络规划配置页面。 

(2) 选择网络自动化类型为“H3Cloud OS”。 

(3) 设置租户网络隔离模式为“VLAN”。 

3. 新建网络 

根据统计出的 VMware 虚拟机网络信息，在 H3Cloud OS 中创建相应的网络。 

(1) 单击左导航树中的[网络与安全/网络]菜单项，进入网络管理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网络窗口。 

(3) 配置所需的网络信息参数。 

 

创建网络的 IP 范围与 VLAN ID 要与其对应的 VMware 虚拟机保持一致。 

 

2.2.5  创建资源规格 

根据 2.1.3 中整理的规格，在 H3Cloud OS 中创建相应的 x86 主机资源规格。 

1. 创建主机单项规格 

(1) 单击左导航树中的[运维管理/资源规格]菜单项，进入资源规格页面。 

(2) 在基本信息区段选择服务类型为“x86 主机”。 

(3) 在规格配置区段单击“单项规格”页签。 

(4) 单击规格列表上部的<增加>按钮，弹出增加单项规格窗口。 

(5) 配置所需要的单项规格信息（CPU、内存、系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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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主机组合规格 

(1) 单击左导航树中的[运维管理/资源规格]菜单项，进入资源规格页面。 

(2) 在基本信息区段选择服务类型为“x86 主机”。 

(3) 在规格配置区段单击“组合规格”页签。 

(4) 单击组合规格列表上部的<增加>按钮，弹出增加组合规格窗口。 

(5) 配置所需的所有组合规格信息。 

 

• 组合规格是由单项规格组合而成的，组合规格创建时所需的单项规格必须已经创建。 

• x86 主机创建时使用组合规格，已存在的组合规格才能被 x86 主机使用，同样在纳管虚拟机时，

要纳管虚拟机的资源规格也必须先在组合规格中存在才能纳管。 

 

2.2.6  检查 Liscense 容量与组织资源配额 

1. 检查 Liscense 容量 

根据统计出的 VMware 虚拟机数量，检查 Liscense 信息，确保 Liscense 数量充足。如若 Liscense
数不足，请联系 Liscense Server 管理员扩容。 

2. 检查组织机构资源配额 

登录要纳管虚拟机的用户，检查要纳管虚拟机的组织机构的资源配额，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来纳管虚

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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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纳管 VMware 虚拟机 

3.1  纳管VMware虚拟机 

(1) 单击左导航树中[运维管理/虚拟化管理]菜单项，进入虚拟化管理界面。 

(2) 单击[计算视图]页签，打开对接了将要纳管的虚拟机所在 vCenter 的 VMware 类型可用域，选

择要纳管的虚拟机所在的集群或主机。 

(3) 选择将要纳管的虚拟机，进入纳管虚拟机管理界面。 

图3-1 选择虚拟机 

 
 

 

• 点击第一行标题栏名称前复选框，只可以选中本页显示的虚拟机，而非集群下的所有虚拟机。 

• 已纳管的虚拟机不能被再次纳管。 

• 信息完整（IP、操作系统、CPU、内存等）的虚拟机才可以被纳管。 

 

(4) 单击<纳管>按钮，弹出纳管虚拟机配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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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纳管虚拟机配置 

 
 

 

• 要纳管的虚拟机列表里所显示系统盘默认为磁盘 1，如在统计 VMware 信息时，出现虚拟机包含

多块磁盘且系统盘非默认的情况，请如上图 3-2 所示点击系统盘后”更改”链接进行系统盘更改。 

• 有时由于系统显示原因，“更改”链接会显示为“…”，适当向左拖动系统盘显示栏即可显示出“更

改”链接。 

 

(5) 单击用户头像图标链接，弹出指定用户窗口，选择虚拟机纳管后所属的用户。 

图3-3 选择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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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纳管时需要指定纳管后所属的用户，缺省的用户为 admin，如果要指定为其他用户，则需要

将虚拟机所对应的可用户及网络分配给用户所在的组织，否则会造成纳管失败。 

 

(6) 单击<执行>按钮，执行虚拟机纳管操作，等待纳管完成，纳管完成后效果如图。 

图3-4 纳管虚拟机完成 

 

 

 

执行状态分为已执行、未执行与执行失败三种。已执行状态表示纳管成功，未执行与执行失败状态

说明详见常见问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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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问题解答 
1. 执行纳管操作时，出现“未执行”列表中的虚拟机如何处理？ 

问题分析：这通常是因为在纳管过程中虚拟机没有在 H3Cloud OS 中匹配到合适的网络和主机资源

规格造成的。 

解决办法：分析未执行虚拟机未匹配到的原因项，在 H3Cloud OS 中为其创建合适的网络或规格，

再次执行纳管。 

 

在统计 vCenter 信息或 H3Cloud OS 环境准备时有遗漏，会造成执行纳管时出现“未执行”的情况，

如若在 vCenter 资源统计与 H3Cloud OS 环境准备时没有出现遗漏或错误，后面的“未执行”情况

不会出现。 

 

2. 执行纳管操作时，出现“执行失败”列表中的虚拟机如何处理？ 

问题分析：这是由于纳管过程中出现了未知的异常情况，造成纳管失败。 

解决办法：请联系 H3Cloud OS 研发人员定位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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