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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与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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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兼容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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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机操作顺序 



控制台登入 – Chrome / Firefox / IE (9.0以上)联机 

默认管理IP位址: 192.168.0.100, 账号/密码: admin/admin 

(节点0/1同时启动电源后，约5分钟可登入控制台) 



更改系统语系 

右上角按钮  支持英文/简中/德文/日文 



在线用户指南 

选单中每一个页面右上角，皆提供详细的操作说明 



节点0/1 退出维护模式 

分别点选节点0/1  退出维护 



节点0/1 退出维护模式 

确认节点0/1状态变更为”正在运行” 



启动虚拟机 

点选虚拟机  开始 



启动虚拟机 

活动状态呈现”正在运行”后，即可使用虚机 



容错系统关机 – 关闭虚拟机 

点选虚机  关闭 



容错系统关机 – 关闭虚拟机 

确认虚机状态为”已停止” 



容错系统关机 – 节点0/1进入维护模式 

分别点选节点0/1  维护模式 



容错系统关机 – 节点0/1关闭 

确认节点0/1状态变更为”维护中” 分别点选关闭 



容错系统关机 – 节点0/1关闭 

此图示出现后，约等候1~2分钟至硬盘灯号熄灭即完成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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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系统状态 



查看系统状态: 仪表板 

仪表板页面，呈现系统状态相关的信息 



查看系统状态: 仪表板 

管理平台IP地址与授权信息 (软件为买断、技术支持一年) 



查看系统状态: 中等警报 

呈现黄灯的中等警报意指系统可持续运作，但需要去排解问题 



查看系统状态: 严重警报 

红灯的严重警报须立即处理，可能是服务中断或失去冗余保护 



看资源状态: 控制台 

图形化呈现CPU、内存与存储的资源分配状况 



看资源状态: 监控节点0/1 

除了CPU与内存之外，也能了解磁盘与网络的读写状态 



看资源状态: 时间跨度的监控 

跨越小时、周、月与年等时间跨度的信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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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详细设置 



所有者信息 

仅为参考数据，选填即可 



产品授权 

页面显示授权状态，若需要更新请上传License Key 



产品授权 

(1) 控制台IP, (2)&(3)为节点0/1 IP, 可设定不同网段 

(1) 

(2) 

(3) 



仲裁服务器 

用于节点0/1布建在不同场域时，详请点选右上角说明图示 



日期与时间 

更改时间后，节点0/1会自动重启，其中节点1需要手动开机 



系统资源 

在线VM数量上限为3，维持 vCPU x 2 / 2GB RAM即可 



活动目录 

若要将容错系统加入AD网域，请填写网域相关信息 



迁移策略 

虚机平均分布在节点0/1运行，默认值是启用 



安全连接 

联机至控制台的联机是否加密，默认值是禁用 



主机不活动注销 

若在控制台停止任何动作，并超出设定时间后自动注销账户 



快照配置 

使用快照备份虚拟机的状态，默认值是启用 



VM设备配置 

是否允许虚拟机读取实体机上CD与U盘信息，默认值是启用 



IPtables 安全性 

新增/移除/修改各项服务的通讯端口转址设置 



电子警报 

启用中等/严重警报时，透过电子邮件通知 



SNMP配置 

启用中等/严重警报时，透过SNMP协定通知 (支持v1/v2) 



支持配置 

允许原厂技术人员远程联机至控制台的权限，默认值是关闭 



代理配置 

设定代理服务器(Proxy)信息，默认值是关闭  



研华科技 
Solution Ready Package  

如何创建虚拟机 



虚拟光驱: 上传操作系统的ISO檔 

虚拟CD  创建VCD 



(1) ISO存储扇区, (2) 自定义ISO名称, (3) 本机ISO位置 

(1) 

(2) 

(3) 

虚拟光驱: 上传操作系统的ISO檔 



点选完成后即开始上传，主要取决于网络速度 

虚拟光驱: 上传操作系统的ISO檔 



上传完成并保存，若将来不会再使用此ISO可删除 

虚拟光驱: 上传操作系统的ISO檔 



虚拟机  创建 

创建虚拟机 



(1) 虚拟机名称, (2) 冗余等级, (3) ISO档选择 

(1) 

(2) 

(3) 

创建虚拟机 – 保护级别与操作系统ISO 



vCPU: FT保护使用2个/HA为1个, 内存: FT/HA皆20% 

创建虚拟机 – vCPU与内存 



容器: 总存储空间, 卷:操作系统, 此设定为40GB快照/60GB操作系统 

创建虚拟机 – 存储空间 



储存组: 选择扇区, 添加新卷: 新增其他存储扇区  

创建虚拟机 – 存储空间 



此范例在另一个930.5GB存储空间上，新建一个200GB空间 

创建虚拟机 – 存储空间 



可指定单/多个实体网口，以及手动设立MAC地址 

创建虚拟机 – 网络设定 



点选”完成”即开始布建 

创建虚拟机 – 确认设置无误 



约略等候30秒至1分钟 

创建虚拟机 – 准备相关组件 



点选”控制台”按钮，自动开启一个新分页 

创建虚拟机 – 网页安装操作系统 



安装方式和实体机相同，此页面显示建立了2个存储空间 

创建虚拟机 – 网页安装操作系统 



网页操作的体验与性能较差，但适用于”未设定有效IP时” 

创建虚拟机 – 安装完成 



透过固定/浮动取得IP地址，并开启远程桌面功能后 

创建虚拟机 – RDP远程桌面联机 



Windows内建RDP联机操作 (Linux可使用SSH或VNC) 

创建虚拟机 – RDP远程桌面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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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 



物理机 – 信息摘要 

分别点选节点0/1，可了解其硬件、资源等信息 



物理机 – 存储管理 

安装新硬盘后，请至存储  选择硬盘  移至存储组 



物理机 – 存储管理 

加入存储组之后即可使用 (节点0/1都要设定) 



虚拟机 

点选虚拟机，摘要页面会出现配置信息 



虚拟机 – 负载均衡 

默认值是平均分配，可手动设置固定运行在节点0或1 



虚拟机 – 启动 

伴随物理机启动，以及多虚机时依照顺序启动 



虚拟机 – 卷和网络 

仅呈现磁盘大小/存储群组、网络口等信息，无更动配置的选项 



虚拟机 – CD和USB设备 

虚机可直接读取ISO文件或实体机连接USB2.0的设备 



虚拟机 – 快照 

快照是用来备份虚机的当前状态，必要时拿快照再开一个虚机 



虚拟机 – 快照 

点选按钮后即创建快照成功 



虚拟机 – 支持 

特殊情况使用: 只启动节点0或1其中一台时，细节请点选按钮说明 



虚拟机 – 修改参数 

关闭虚机，待活动状态变更为”已停止” 



虚拟机 – 修改参数 

点选”配置”，修改文字描述以及保护层级FT or HA 



虚拟机 – 修改参数 

重新配置虚机vCPU与内存规格 



虚拟机 – 修改参数 

新增或移除虚机的磁盘，容器大小需要在”卷”页面才可扩充 



虚拟机 – 修改参数 

新增或移除虚机的网络口，可手动变更MAC地址 



虚拟机 – 修改参数 

确认参数无误后，即参数修改完成 



快照 – 安装 

若快照备份至其他设备，可透过网络存取快照 



快照 – 导出 

若快照备份至其他设备，可透过网络存取快照 



快照 – 创建VM 

若快照备份至其他设备，可透过网络存取快照 



快照 – 删除 

若只删除虚机而保留快照，存储空间不会被释出 



卷 – 分析状态 

若快照备份至其他设备，可透过网络存取快照 



卷 – 分析状态 

正常情况除了虚机与Shared.fs之外，节点0/1都拥有相同的扇区 



卷 – 扇区同步 

若节点0/1故障或重新启动，会自动同步虚机内容的差异 



卷 – 扇区同步 

若节点0/1故障或重新启动，会自动同步虚机内容的差异 



卷 – 扩展虚拟机的容器大小 

虚机  容器  扩展 



存储组 

硬盘对应存储组的信息，删除存储组必须先将硬盘移至其他群组 



网络 

网络拓朴、速度与服务类型等信息对照图 



网络 – 变更配置 

可调整同步网络/对外服务的网口；心跳线/管理网络不可更改 



虚拟光驱 

上传操作系统ISO: 创建虚机；其他工具ISO: 安装应用程序至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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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与日志 



点选警报事件，下方页会出现详细信息说明 

警报历史记录 



此页面呈现系统的活动记录，包含开关机、登入、修改设定..等等 

审核日志 



发生无法现场处理的状况时，生成诊断文件给技术人员厘清问题 

支持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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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故障演练 



Iometer: 持续读写工具 

模拟现场工作状态 

Ping虚机 IP地址 



Iometer持续抄写数据未停止 

任意移除节点0/1其中一台的电源 

掉一个Ping值 



系统警报通知 

约30秒到一分钟，系统会发出严重警报信息 



系统恢复 

重新接上电源并开机，控制台侦测节点1正在激活中 



系统恢复 

节点1启动完成后，会自动同步数据 



系统恢复 

同步完成后，即恢复容错保护状态，惊叹号警告也消失 



Go Together,  

          We Go Far and Grow B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