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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VMware vSphere： 

优化和扩展 
 

课程概述 

本课程为期五天，讲授有关配置和维护高度可用且可扩展的虚拟基础架构的高级技能。本课程将知识讲授与云中动手实验相结

合，您将学习如何配置和优化 VMware vSphere® 7 功能特性，从而为构建真正可扩展的基础架构奠定基础。另外还将讨论这些

功能特性在何时何地能够发挥最大作用。  

学习本课程后，您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vSphere 及其高级功能特性和控制功能如何让您的企业从中受益。作为独家优惠，参加

本课程的人员将获得有关 vSphere 安全性的其他高级讲座录制资料。 

课程目标 

本课程结束后，您应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 为大型复杂企业配置和管理 vSphere 网络连接和存储 

• 使用 VMware vSphere® Client™ 管理证书 

• 使用 Identity Federation 将 VMware vCenter Server® 配置为使用外部身份源 

• 使用 VMware vSphere® Trust Authority™ 保障加密虚拟机所用基础架构的安全 

• 使用主机配置文件管理 VMware ESXi™ 主机合规性 

• 创建和管理用于部署虚拟机的内容库 

• 使用资源池管理虚拟机资源的使用情况 

• 监控并分析用于 ESXi 主机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连接资源的关键绩效指标 

• 优化 vSphere 环境（包括 vCenter Server）的性能 

目标受众 

经验丰富的系统管理员、系统工程师和系统集成人员  

先决条件 

您必须满足以下先决条件之一： 

• 了解“VMware vSphere：安装、配置和管理 [V7]”课程中介绍的概念 

• 具备同等的 ESXi 和 vCenter Server 知识及管理经验 

 

最好具备使用命令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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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Sphere：优化和扩展 

认证 

参加本课程即可满足获得以下认证的相关培训要求： 

• VMwar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 Data Center Virtualization (VCP-DCV) 

授课形式 

• 课堂教学 

• 实时在线 

• 现场教学 

 

对应的产品 

• VMware ESXi 7.0 

• VMware vCenter Server 7.0 

 

 

https://mylearn.vmware.com/mgrReg/plan.cfm?plan=38045&ui=www_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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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Sphere：优化和扩展 

课程单元 

1 课程简介 

• 课程简介和课程准备工作 

• 课程目标 

2 网络可扩展性 

• 配置和管理 vSphere 分布式交换机 

• 介绍 VMware vSphere® Network I/O Control 如何

提高性能 

• 介绍分布式交换机的功能特性，例如端口镜像和 

NetFlow 

3 存储可扩展性 

• 说明 VMware vSphere® VMFS 为什么是高性能、 

可扩展的文件系统 

• 介绍 VMware vSphere® Storage APIs - Array 

Integration、VMware vSphere® API for Storage 

Awareness™ 和 vSphere APIs for I/O filtering 

• 配置并分配虚拟机存储策略 

• 创建 VMware vSAN™ 存储策略 

• 了解 VMware vSphere® Virtual Volumes™ 体系架构

中的组件 

• 配置 VMware vSphere® Storage DRS™ 和 VMware 

vSphere® Storage I/O Control 

4 主机和管理可扩展性 

• 使用 vSphere Client 管理 vSphere 证书 

• 阐明身份联合，并了解其应用场景 

• 配置 Identity Federation，允许 vCenter Server  

使用外部身份提供程序 

• 介绍 vSphere Trust Authority 的优势和应用场景 

• 配置 vSphere Trust Authority 

• 使用主机配置文件管理 ESXi 配置合规性 

• 创建本地内容库，并订阅已发布内容库 

• 利用内容库部署虚拟机 

• 在集群内创建和管理资源池 

• 介绍可扩展份额的工作原理 

5 CPU 优化 

• 介绍 CPU 调度程序操作以及其他影响 CPU 性能的 

功能 

• 介绍 NUMA 和 vNUMA 支持 

• 使用 esxtop 监控关键 CPU 性能指标 

 

6 内存优化 

• 介绍在内存超额分配时用于内存回收的内存释放、内

存压缩、透明页共享和主机交换技术 

• 使用 esxtop 监控关键内存性能指标 

7 存储优化 

• 介绍影响存储性能的存储队列类型和其他因素 

• 讨论 vSphere 对于 NVMe 和 iSER 技术的支持 

• 使用 esxtop 监控关键存储性能指标 

8 网络优化 

• 介绍网络适配器的性能特点 

• 介绍 vSphere 网络连接的性能特点 

• 使用 esxtop 监控关键网络性能指标 

9 vCenter Server 性能优化 

• 阐述影响 vCenter Server 性能的因素 

• 使用 VMware vCenter® Server Appliance™ 工具监

控资源使用情况 

补充内容 

附录 A：vSphere Auto Deploy 

• 说明 VMware vSphere® ESXi™ Image Builder CLI 

的用途 

• 说明 VMware vSphere® Auto Deploy™ 的用途 

• 介绍自动部署的 ESXi 主机的引导方式 

• 配置 vSphere Auto Deploy 环境 

附录 B：vSphere 安全性  

• 配置 ESXi 主机访问和身份验证 

• 了解保护 vSphere 组件（如 vCenter Server、ESXi 

主机和虚拟机）的策略 

• 介绍 vSphere 对安全标准和协议的支持 

• 介绍虚拟机的安全功能特性 

• 介绍虚拟机加密体系架构的组件 

• 创建、管理和迁移加密虚拟机 

• 加密核心转储 

• 列出虚拟机加密事件和警报 

 

 

联系方式 

如果您对注册本课程有疑问或需要帮助，请单击此处。 

http://www.vmware.com/
http://www.vmware.com/cn/support/patents
http://mylearn.vmware.com/mgrReg/plan.cfm?plan=36796&ui=www_eduhttp://mylearn.vmware.com/mgrReg/plan.cfm?plan=36796&ui=www_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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