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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暨安全虛擬化的使用情境分享 

饒康立 Colin Jao 
VMware 網路暨安全部門 技術顧問 



Going beyond server 
           virtualization 



Going beyond server 
           virtualization 



將您整個資料中心都進行虛擬化的時機已經到了！ 

效率 安全 

為了快速開發與佈署任何企
業應用而設計，並提供最安
全的防護 

軟體定義資料中心 

靈活 

 採用網路虛擬化是關鍵！ 



資料中心虛擬化 

需求功能於軟體提供、與硬體資源無關 
與操作虛擬機器相同的維運模式 
自動進行組態與管理 

什麼是軟體定義資料中心？ 

需求功能建立於硬體設備 
必須採用指定廠商與型號的硬體與專屬架構 
手動進行組態與管理 

軟體 

硬體 提供運算、網路、與儲存容量 
資源池架構，不指定廠商與型號、高CP值 
穩定且僅需要第一次的設定，無需時常變動 



專屬的運算 

專屬的儲存 

專屬的網路 

企業重要應用 

 

現行的企業資料中心 

安全 

負載平衡 

路由 

網路服務 



開放的運算 

開放的儲存 

開放的網路 

適應公有雲架構的分散式雲端
運算客製化應用 

 
(安全、應用負載平衡、路由、高可靠

度…) 

目前公有雲廠商的做法 

軟體自動部署 
達成靈活性與速度 

 
需求網路服務 
分散至應用提供 

架構簡化 
 

增加穩定度與可靠度 
 

較低廉的採購與維護成本 



開放的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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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有雲廠商的做法 

開放的運算 

開放的儲存 

開放的網路 

企業現有的重要業務應用 

企業資訊單位 

軟體定義 

資料中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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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運算 

開放的儲存 

開放的網路 

企業現有的重要業務應用 

企業資訊單位 

軟體定義 

資料中心層 

如同虛擬機器於現有資料
中心內的維運模式 

 
程式化或手動來 

建立 

快照 

儲存 

遷移 

刪除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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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虛擬化 是建立軟體
定義資料中心的 
最核心構件 

網路、運算、與儲存硬體資源池 

運算虛擬層 

不中斷的服務與佈署 



網路、運算、與儲存硬體資源池 

運算虛擬層 

網路虛擬層 

虛擬資料中心 

網路虛擬化 是建立軟體
定義資料中心的 
最核心構件 

不中斷的服務與佈署 



VMware 軟體定義資料中心架構：把系統所需求的功能與硬體設備脫
鉤，在軟體內建立並執行 

虛擬機器 
虛擬網路 
及安全 

虛擬儲存 

不限定採用硬體與佈署位置 

運算容量 網路容量 儲存容量 

軟體定義資料中心 

業務系統 

資料中心虛擬化 



網路與安全功能於vSphere 
Hypervisor內運作 

L2 Switching L3 Routing Firewalling Load Balancing 

VMware NSX將資料中心所需求的網路與安全功能直接於vSphere 
Kernel內提供 

軟體 

硬體 



進一步解釋：什麼是虛擬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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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解釋：什麼是虛擬網路？ 



藉由雲平台，用戶可手動或是以程式自動化方式佈署所需的網路環境 



邏輯層的網路與安全功能直接分散至各台vSphere Host內運作，實體
網路提供高速底層IP網路傳輸 



邏輯層可直接做到不同租戶或業務間的網路阻隔 

192.168.2.10 

192.168.2.10 

192.168.2.11 

192.168.2.11 



虛擬化後的邏輯網路當然也可與實體的資訊設備及網路進行接取 



即將也會與各網路大廠整合，於硬體提供邏輯與實體網路間的接取 



綜上所述，實體設備無須再與功能綁定，僅需提供穩定高速的底層傳輸 

主要防火牆 備援防火牆 

負載平衡器 

Converged 
Compute  

網路功能於最接近業務的地點運作 

VM 

Web Tier 

10.1.2.0/24 

VLAN 

Routing 

LB  

Firewall 
NAT 



NSX可以協助IT達成資料中心的完整自動化 

IT管理者 終端用戶 
(預先定義服務) 

雲用戶 
(預先定義服務或用戶自訂環境) 

終端用戶 
(自訂環境) 

Templates 

企業資料中心 / 私有雲 企業資料中心 / 私有雲 公有雲 公有雲 

NSX Manager vRealize Automation Openstack Cloud Management  
Platform 



並大幅加速業務的Time-to-Market 

CMP 
(vRealize or OpenStack) 

API 

Self Service 
Cloud 

Hybrid Cloud 

Public Cloud 

Workloads 

• IT 自動化效益：依據業務需求彈性建立網路

與安全架構，減少Infrastructure的佈署時間，

由數週到僅需數分鐘。 



利用網路虛擬化強化業務持續性，並達成 
應用程式與工作負載的快速移轉 

資料中心 2 資料中心 1 

即使在災難發生時，於最短時間內回復應用程式之可用性 

邏輯網路延伸 

減少 RTO 達 80% 

無需更動IP地址下，不斷線轉移工作負
載至另一個資料中心 



NSX In The Future 

Hyper-V

Multi-Hypervisor 
Support 

Third Platform Apps. 

Public Cloud 

Virtual Desktop 

Mobile Endpoints 



利用網路虛擬化技術建立軟體定義資料中心，取得業務系統的佈署速
度、靈活性、持續性與安全的效益 

Multi-tenant  
Infrastructure 
 
 

IT Automating IT 
 

Developer Cloud 
 

DMZ Anywhere 

Micro-segmentation 

Secure End User 

Metro Pooling 

Hybrid Cloud  
Networking 

Reduce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ing time from 

weeks to minutes 

Secure infrastructure  

at 1/3 the cost 

Reduce RTO by 80% 

Disaster Recovery 

安全性 速度與靈活性 業務持續性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