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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運用專業的建置經驗來進行問題收集及分析。本研究採用個案分析法，共 200

筆案例，來探討虛擬環境下之虛擬化類與儲存類兩種類別案例問題，來進行案例研究。 

經由研究發現：(1)虛擬化類問題，前三名依序為，異常問題、安裝及調整、升級問

題。(2)儲存類問題，前三名依序為:安裝及調整、異常問題、軟體問題。(3)虛擬環境

問題所花費處理人天，前三名依序為 1週內、1天內、2週內。 

本研究建議，客戶未來導入虛擬環境時，如何提高虛擬環境資源分配及所面臨之問

題，可建議參考虛擬環境 200筆問題案例，並可以善用維運指南，以利增加工作效率。 
 

關鍵詞：虛擬化、儲存、問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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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professional building experience to collect and analyze problems. This 

case study uses a case study analysis method with a total of 200 cases to discuss case studies 

of virtual and storage categories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Through research, we found that: (1) Virtualization issues, the order of the top three, 

abnormal issues, installation and adjustment, and upgrade issues. (2) Storage problems. The 

top three are in order: installation and adjustment, abnormal problems, and software issues. (3)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problem is spent processing days, and the top three are within 1 week, 

1 day, and 2 weeks in sequenc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hen customers introduce virtual environments in the future, 

how to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of virtual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m, it is recommended to refer to the 200 cases of virtual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to 

make good use of maintenance guidelines so as to increase work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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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環境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之研究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論文透過真實案例，實際將虛擬環境專案導入案例，進行分析，並整理出各項問題種類，期

望藉由實際案例，提供給建置虛擬環境維運人員及虛擬環境技術管理者，當問題發生時，可以做

為案例參考。 

 本研究採用三個年度 200 筆案例遭遇問題及解決方法案例，來做為研究基礎。並將所遇到虛擬

環境問題條列式歸屬於哪一種技術問題及問題類型，透過分析來區分，未來當有狀況發生時能清

楚判斷，問題歸屬那一種，以利提升處理問題的效率，往後想接觸虛擬環境的相關人員比較容易

處理。 

提供給建置虛擬環境維運人員及虛擬環境技術管理者，所遇到相關問題時，能根據維運指引，

進而達到虛擬環境建置的運用及增加處理時間效率，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 研究目的 

本論文研究目的為： 

1. 依據虛擬環境問題案例，收集及分類，將處理問題及解決方式依照年度、問題、處理時間來

進行資料建立及交叉分析。 

2. 經由這分析方式，可以分析出那些問題常常發生，並將虛擬環境問題類別區分，當問題發生

時，馬上找出相關問題的處理方式。 

3. 運用研究方針，將虛擬環境解決方法的經驗分享，來幫助維運人員參考使用，以利問題的處

理時間縮短，並整理給後續建置人員教育訓練手冊及維運指南使用。 

 

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虛擬化環境問題之探討，限制範圍主要有二種： 

1. 主要分成 2種客戶種別，因客戶數量少，故分類方式無法依照行政院主計處來進行分類標準，

並自行定義代碼來區分。 

2. 虛擬環境架構上伺服器(Cisco、HP、Dell)廠牌，VMware虛擬軟體、NetApp 儲存設備所組合

而成的虛擬平台環境，導入虛擬環境是有產品及廠牌限制。 

 

四、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五個章節，各章節描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敘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論文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針對與本研究相關領域之文獻，資產管理、問題管理、流程改善進行探討。 

第三章 研究設計：說明研究對象與範圍、研究流程、研究方法。 

第四章 個案研究與分析：描述個案研究之資料篩選、資料基本分析、以及提出研究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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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提出研究結論、管理建議與後續研究建議。 

 

貳、 文獻探討 

一、 名詞說明 

虛擬化種類 

(1) 伺服器虛擬化 

 大多數伺服器的運作都低於容量的 15%，導致伺服器蔓延 (現象) 和複雜性。伺服器虛擬化能

解決這些效率彰的問題，因其讓多個作業系統可以在單一實體伺服器上以虛擬機的形式執行，而

且每個虛擬機都可存取底層伺服器的運算資源。下一步是將伺服器叢集彙總成單一的整合資源，

如此能夠提高整體效率並減少成本。伺服器虛擬化也會實現更快速的工作負載部署、更高的應用

程式效能和可用性。 

(2) 桌面平台虛擬化 

 將桌面平台作為代管的服務進行部署，當面對瞬息萬變的需求和商機可快速做出回應。透過快

速並輕鬆地在各種 Device 平板上提供虛擬化桌面平台和應用程式給分公司、外包或海外站點的

員工和行動工作者，您可以降低成本並提升服務。 

 

(3) 網路虛擬化 

 網路虛擬化是在軟體內完整複製實體網路。應用程式在虛擬網路上的運作方式與在實體網路上

完全一樣。網路虛擬化為已連線的工作負載提供了邏輯網路裝置和服務—邏輯連接埠、交換器、

路由器、防火牆、負載平衡器、VPN 等。虛擬網路提供與實體網路相同的功能和保證，而且多了

虛擬化的運作優點和硬體獨立性。 

 

(4) 軟體定義的儲存 

 巨大的資料量和即時應用程式已將儲存需求推向新層級。儲存虛擬化會將伺服器內的磁碟和快

閃記憶體磁碟機抽象化，整合成高效能的儲存集區，並將其以軟體形式交付。軟體定義的儲存 

(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SDS) 是一種新的儲存方法，能夠實現本質上更有效率的運作模式。 

 

儲存架構類型 

企業在建構內部儲存網路時，通常有以下選擇(DAS直接連接儲存)、(NAS 網路附接儲存)與(SAN

儲存區域網路)相互搭配以作為完整的解決方案，以下分別就 DAS、NAS與 SAN進行的介紹。 

 

(1) Direct Attached Storage（DAS,直接連接儲存） 

DAS是企業最早採用的 On Line型儲存設備，主要組成成分包括儲存裝置與作為介面的主機介

面卡(Host Bus Adapter, HBA)。由於 DAS是將儲存裝置直接與伺服器相連，因此這 

樣的設計能夠提供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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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DAS 儲存架構圖 

(2)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網路附接儲存） 

NAS是將儲存系統是透過區域網路方式來跟多台伺服器直接連線使用，而由於此一伺服器是專

門設計用來進行資料存取的動作，因此企業內的其他伺服器便不須同時兼負資料存取的動作，而

有更大空間去進行其他的工作。 

 
圖 2-2 NAS儲存架構圖 

NAS 尤其能夠為需要擷取與共享大量文件資料系統的企業環境，提供一個具有高度效率、性能價

格比優異的儲存解決方案，經常被應用在 UNIX中的 NFS（Network File System）或 Windows NT

的 CIFS（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中的文件共享工作。  

 

(3) Storage Area Network（SAN,儲存區域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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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由其名即不難得知其概念即是將許多儲存裝置從區域網路獨立出來成為另一個網路，其最

大的特色即在於得以實現伺服器與儲存設備多對多的高速連接。 

 

 現階段技術比較成熟的 SAN，乃是透過光 

纖通道（Fiber Channel）與伺服主機做連結，目前的傳輸速率一般為 100MBSec，但最快可達

200MBSec。企業要建構 SAN，則必須要在伺服主機內部安裝光纖介面卡，在主機外則必須裝設光

纖纜線、光纖介面的集線器（Hub）、交換器（Switch）與路由器（Router）…等裝置，如此各

伺服器才能透過光纖通道與 SAN進行連結。 

 
圖 2-3 SAN儲存架構圖 

SAN的主要構成成分包括有儲存裝置、SAN集線器或交換器、路由器….等，架構與組成具有

相當大的彈性。 

 

通訊協定(Protocol) 

(1) 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CIFS,網路檔案分享系統) 
主要功能是使網路上的機器能夠共享電腦檔案、印表機、串列埠和通訊等資源。它也提供經認

證的行程間通訊機能。它主要用在裝有 Microsoft Windows的機器上，在這樣的機器上被稱為

Microsoft Windows Network。 

(2) Network File System(NFS,網路檔案系統) 
功能只要連接上網路，就能允許用戶端主機可以像存取本地儲存一樣通過網路存取伺服器端檔

案。 

 

(3) Internet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iSCSI, 小型電腦系統介面) 
又稱為 IP-SAN，iSCSI 主要是透過 TCP/IP （傳輸控制協定）和（網際網路協定）的技術，

將儲存設備端透過 iSCSI target (iSCSI 標的) 功能，做成可以提供磁碟的伺服器端，再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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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 initiator (iSCSI 初始化用戶) 功能，做成能夠掛載使用 iSCSI target 的用戶端，如

此便能透過 iSCSI 協定來進行磁碟的應用了  

 

(4) Fiber Channel(FC,光纖通道) 
高速網路連線技術（通常的運行速率有 2Gbps、4Gbps、8Gbps和 16Gbps），主要用於連接儲

存設備使用，是企業級存儲 SAN中的一種常見連接類型。 

 

(5) Fiber Channel over Ethernet(FCOE, 乙太網路光纖通道) 

企業只需要使用乙太網絡構建數據中心的網路，而不是原來使用光纖網路和乙太網路進行結

合。同時減低線路的總數，主機端接口卡（HBA，網卡）等的總數。而這兩者會被集成為同一個

接口設備-融合網卡 Converged Network Adapter（CNA）用來同時處理 FC 協議和 TCP/IP協議之

傳輸，保證在同一個主機接口上對儲存網路和 IP網路進行隔離。 

 

二、 相關文獻 
表 2-1 虛擬環境相關參考文獻列表 

作者／題目及內容摘要 

王薇雅(2014)-應用虛擬化技術建置企業雲端 

系統之研究 

 本研究提出一個系統導入轉換流程，並透過虛擬化技術的使用，協助企業建置雲端平台。本研究提出的

導入轉換流程，將系統佈署由傳統的分散式架構轉換為虛擬化作業平台；藉由虛擬化技術的使用，可有效

利用系統資源，並達到快速與彈性化佈署系統的成效。 

  透過範例探討，本研究驗證所提供系統導入轉換流程，除了可以達到上述要求外，還可以降低能源耗損、

簡化集中管理、減少管理時間，和降低長期成本等效益。 

莊玉麟 (2015)-導入 VMWare 虛擬主機、VDI 虛 

擬桌面系統之效益—以成功嶺替代役訓練營區 

為例 

 虛擬化技術可說是雲端運算的技術，政府機關及學校單位近幾年也積極導入虛擬化技術來佈署資訊軟硬

體操作環境，許多共構機房、伺服器虛擬化、應用程式虛擬化及桌面虛擬化等技術，其中伺服器虛擬化及

桌面虛擬化技術可使 IT 管理部門有效集中控管電腦、整合硬體設備提高資源使用率，達到節能減碳、減

少電費支出、降低管理維護成本及減少資安威脅等優勢。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導入 VMware 虛擬化技術及桌面虛擬化的效益，透過個案研究方式，從研究個案

的現況分析、建置報告、維護成本等相關數據，歸納出導入伺服器虛擬化及桌面虛擬化技術後效益分析之

研究。 

鄭建信(2014)-企業導入虛擬化系統之研究 

在社群網路發展快速的時代，各種海量資料不斷的迅速增長，企業在永續經營的模式下，資訊系統設備，

也不斷擴充與增加。汰換老舊與效益不彰的伺服器，也持續的進行中。然而在更換機器的過程中，舊系統

與新硬體相容性問題與停機時間的長短，都會造成企業營運中的無形損失，也是資訊部門必需克服的難

題。透過虛擬化技術將實體伺服器虛擬化，可有效的縮短停機的時間與硬體相容性的問題。最近幾年雲端

虛擬化系統發展快速，而虛擬化技術也更加日趨成熟與穩定。 

 本研究將透過個案企業的伺服器導入虛擬化系統的過程，提供企業一個導入步驟的流程，協助企業將伺

服器轉換至虛擬化系統。在導入系統的前後過程中，將所遇到的問題，研究相關解決的處理方法，提供未

來企業導入時的經驗參考。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bWrBx/search?q=auc=%22%E7%8E%8B%E8%96%87%E9%9B%85%22.&searchmode=basic
javascript:;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3_cw_/search?q=auc=%22%E9%84%AD%E5%BB%BA%E4%BF%A1%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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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祺蓁(2017)-大學資訊中心導入虛擬化應用技術之成本效益研究 

虛擬化的技術及環境已深入至每個人的生活當中，已經成為一個必要存在的項目了，在現今多元化的

學習生態中，電腦是學校無法或缺的一項重要設備，如何來應用電腦，並將其效用發揮至最大化，讓電腦

設備有著最大的效益，隨著虛擬化的演進，運用分成虛擬主機、虛擬桌面、虛擬網路、虛擬硬碟，不但精

簡了實體設備項目，也因虛擬化的應用，讓系統在使用上，更加的彈性，但除了這些好處外，也因虛擬化

而需產生許多其他的授權 

費用以及必須要有更專精虛擬化技術的人員來負責進行建置及維護的工作，而虛擬化的產生，是否能

減化費用的支出，減少系統人員執行重覆的工作內容。 

許建川(2010)-架構導向企業私有雲模型之研究 

 虛擬雲端平台對於資源運用可動態彈性調整，從虛擬雲端的部署模式來區分，可分為公有雲、私有雲及

混合雲，其中在私有雲中，企業能夠在完善的資訊安全環境下，依據自身的商業知識範疇，執行相關的作

業流程與商業行為，所以越來越多企業開始朝向部署私有雲。 

 本研究使用結構行為合一模型，強調結構與行為必須合一的系統架構觀點，為企業的動態資源分配提供

整合性的觀點讓準備導入雲端運算服務的企業做為管理架構規劃的參考模型，對於已導入雲端運算服務之

企業依據系統架構觀點，作為調整企業管理架構之參考，以提升工作效率及資訊正確性。 

鄧乃榮(2010)-企業資訊伺服器虛擬化之實作-以高科大資管系為例 

 企業面臨全球化的競爭，為了提昇營運快速反應能力，隨著資訊機房硬體設備不斷增加所產生的問題，

相關的系統廠商也發展了解決問題的伺服器虛擬化技術，讓企業思考是否能透過伺服器虛擬化來大幅減緩

資訊機房維運的問題。早期虛擬化技術純熟度與應用層面仍受企業質疑，然而近年來，虛擬化技術不斷演

進，各廠商也發展了許多針對解決企業困擾的進階應用技術，如無停機轉移技術、快速佈署技術等。 

本研究為了實證虛擬化技術應用的可行性，以資管系資訊機房部分伺服器虛擬化為例，透過研究步驟採

用 VMware vSphere導入虛擬化技術的可行性及常見資訊服務各項問題的解決能力，藉以了解虛擬化技術

導入是否可以解決資訊機房所面臨的急迫問題。 

 
        表 2-2 過去研究者探討虛擬化之研究 

 

經由上述論文發現： 
各虛擬環境研究類型不同，都針對單一個案環境來做分析，所面臨的狀況有所限制。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E5dHW/record?r1=1&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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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實務數據與實際案例 200筆個案的案例分析，經由導入虛擬環境問題及解決方式來
進行說明，將客戶類別、問題類型、處理人天、透過交叉分析，往後虛擬環境資源之應用，並將
研究結果做為維運指引之參考。 

 

參、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對象與範圍 

1.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 10 個客戶，分別整理 200 筆問題案例：包含專案執行及客戶報修。 

2. 資料收集內容為彙整虛擬環境問題資料，資料期間從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3. 客戶分類方式，方便資料識別區分，分學術研究及非學術研究二種。 
 

表 3-1 客戶類別 

 
 

二、 研究流程 

如本研究流程圖 3-1所示，本研究流程在研究主題確認後，即進行虛擬環境問題相關領域的文

獻探討，開始蒐集研究個案資料，確認改善目的，並進行資料的整理分析，最後提出個案結果分

析作為研究建議，並透過說明實務指引能達到的效益。 

 
                              圖 3-1 研究流程圖 

三、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方法為個案研究法，作為研究方法，收集客戶虛擬化類與儲存類兩種類型技術問題，依

照虛擬環境遭遇問題及解決方法，進行深度的分析，因問題處理種類廣泛，旨在探究虛擬環境問

題各項分類，並將資料彙整，以利如何提高問題處理效率及維運手冊指引建立。 

 

肆、 資料分析 

一、 個案說明 

1. 分析數據：針對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0 筆問題案例，針對虛擬環境遭遇問題及解決方法。 

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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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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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種類、問題、處理人天皆為虛擬環境 

運作的關鍵，使用樞紐分析，將資料交叉分析，並以此作為分析依據，深入探討研究。 

3. 問題分類層級，依照所任職的公司單位來進行問題區分，分為以下層級說明： 

                                  
圖 4-1問題分類層級 

 

二、 虛擬環境客戶分析 

本節從客戶分類中，可以看每年度問題處理次數，分析占比、成長率(YOY) 、年複合成長率

(CAGR)。 
表 4-1 虛擬環境客戶次數分析 

 
說明: 

 依照客戶問題次數，依序排名：N2（17.5%）、N3（16%）、N1（13%）。 

本研究三年期間，處理問題逐年增加， CAGR 31.1% ，主要增加建置虛擬主機及儲存設備專

案、電腦教室虛擬桌面專案、儲存空間虛擬化專案三專案，導致處理問題次數上升。(表 4-1) 
  
       表 4-2 虛擬環境客戶處理人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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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表中三年度總計，客戶問題處理人天依序：N2(24.5%)、N3(20.4%)、A4(14.2%)。 

 N2在 2015年度，因新購虛擬主機及儲存設備安裝，故人天使用較高，占 39.8%。N3在 2016

年度，因新購虛擬系統主機建置，需二位同仁協助設定，所花費的人天數較多，占 34.2%。A4

在 2014年度，主要新建 VMware 虛擬化儲存空間當存儲使用及 2016年因機房環控異常導致虛擬

環境無法正常開啓，並進行重新修復，分別花費時間占 2014年度 21%及 2016年度 17.1%，三年

合計 14.2%。（表 4-2）
表 4-3 虛擬環境客戶問題類型分析 

 依表 4-3說明：客戶三年度處理問題類型排名依序為：異常問題(31%)、安裝及調整(28%)、軟

體問題(14%)。 

分析:異常問題排名依序：A5、A4、N1 

- 客戶無法正常使用虛擬桌面自動佈署及虛擬環境管理服務異常。 

- 環控問題影響，導致虛擬環境無法正常開機及儲存資料同步抄寫異常。 

- Cisco UCS虛擬主機異常當機。 

安裝及調整排名依序：N2、N3、A4 

- 虛擬化環境及儲存設備安裝專案建置。 

- 客戶網路環境變更，調整儲存抄寫位置。 

軟體問題排名依序：N2、A1、N4及 A2 

- 因 VMware環境版本升級，整合到儲存介面的管理工具，需要重新安裝設定。 

-儲存管理介面，無法正常登入使用。 

 
  圖 4-2 虛擬環境虛擬化類及儲存類占比分析 

依圖 4-2 說明 200筆問題當中，問題大多為虛擬化類問題，虛擬化類 64%及儲存類 36%二者差

29%，往後在規劃人力的部份，可以依照問題類型比重來分配，以提供問題處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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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虛擬環境-客戶端虛擬化類問題類型分析

 

如表 4-4說明:虛擬化類客戶問題處理，排行依序為:N3（21.7%）、N1(19.4%)、A5(16.3%)。 

N3 客戶主要在安裝 Cisco UCS 虛擬主機及系 統調整設定，占比 37.1%，次要為 Cisco 虛擬主 

機升級版本問題，占比 44%。 

N1 客戶發生在 Cisco UCS 及 VMware虛擬環境處理異常問題，占比 20%。 

A5 客戶在電腦教室使用大量桌面佈署，管理者指派桌面佈署時，較多異常問題，處理占比 40%。 

                         表 4-5虛擬環境-客戶端儲存類問題類型分析 

 

如表 4-5說明:儲存類問題：A1(23.9%)、N2 (23.9%)、N5及 N4(12.7%)。 
儲存類主要問題： 
A1 整合 NetApp Storage軟體應用變更問題，占 38%及 NetApp Storage主機板故障更換問題，占
83%。 
N2 客戶安裝 NetApp Storage 本地及異地設定，占 60%。 
N5 客戶將線上舊儲存移轉擴充問題，占 50%。 

表 4-6 虛擬環境客戶服務等級分析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11 

 

說明：簽定服務等級原因，客戶屬於非學術單位營運需要，一旦問題發生斷線時，需要立即復原，

建議編列預算簽定 7X24服務為主；若客戶屬於學術單位，當線上系統斷線，不需要立即馬上復

原，以簽定 5X8服務為主。

三、 虛擬環境問題分析 

針對虛擬化類及儲存類問題類型，那種問題處理較多及處理人天較高。 
表 4-7虛擬環境-虛擬化類問題類型次數分析 

 

說明：虛擬化類問題次數，排名依序如下：異常問題(34.9%)、安裝及調整問題(27.1%)、級 

問題(12.4%)。 

分析：異常問題，於 2016 年，年度成長率提升 42%，主要為機房環控問題增加，使虛擬環境

無法正常運作，導致儲存空間無法存取使用。 

安裝及調整問題，於 2016 年，成長率-21%，該年度建置虛擬環境數量減少。 

升級問題，CAGR216%，客戶資安弱掃問題增加，針對虛擬環境需進行版本升級。 
 

表 4-8虛擬環境-儲存類問題類型次數分析 

 

  依表 4-8說明，儲存類問題次數依序:安裝及調整問題(28.2%)、異常問題(23.9%)、軟體問 

題(22.5%)。 

  異常問題，於 2016年度，為環控異常問題，導致處理次數攀升，成長 200%，因環控異常 

問題，不定期發生。 

  軟體問題因虛擬化環境升級原因，導致儲存管理軟體需重新調整設定，使得 2015與 2016 年 

度持續上升。 

升級問題，於 2015年，儲存設備 SATA硬碟櫃，發生同時壞三顆告警異常，導致儲存資料

遺失，並將硬碟櫃進行 Firmware更新至系統穩定版本，以避免問題發生，故隔年 2016年升

級需求減少。 
表 4-9虛擬環境-虛擬化類問題類型人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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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虛擬化類處理人天，排名依序： 安裝及調整問題(48.1%) 、異常問題(22.9%)、升級

問題(9.5%)。 

分析：根據分析，安裝及調整問題，於 2014年與 2015年，花費在建置虛擬環境的時間多，

而 2016年購買數量減少，相對處理時間降低。 

升級問題，人天 CAGR312%，因虛擬化環境架構，整合產品運用，使得升級程序花費時間拉長。 

2015年度，因安裝及擴充環境擴充量上升，故作業花費時間成長量攀升 23%。 

表 4-10虛擬環境-儲存類問題類型人天分析 

 

依表 4-10說明：儲存處理人天排名依序為：安裝及調整問題(47%)、異常問題(20.2%) 、移 

轉及擴充問題(12.5%)。 

 異常問題:將儲存設備，設定網路分流，發生網路迴圈異常問題，需配合網路廠商測試，導致

2016 年處理時間攀升，處理人天 CAGR187%。 

 移轉及擴充問題，於 2015 年及 2016年汰換舊有儲存設備，故處理人天 CAGR300%。 

 

四、 虛擬環境處理人天分析 
                表 4-11 虛擬環境難易度分析

 

本依表 4-11，難易度依照虛擬化類及儲存類來區分，處理單一種類屬易，當衍生出二種問題，

如包含虛擬化類及儲存二類屬中，而包含二種以上問題屬難。研究原為工程師職責，屬易的

問題負責較多，占 54.5%，後期升任為資深工程師，負責中及難虛擬環境處理，占 36%及 10%

表 4-12 虛擬環境-虛擬化類及儲存類人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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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針對處理人天，虛擬環境所產生虛擬化類問題次數，占比 64.5%，因此分析顯示，在

虛擬化類處理時間，比儲存類還要多
 

表 4-13虛擬環境人天及問題類型分析 

說明:虛擬環境問題解決人天，落在 1週內，占 50.5%，其次 1天內，占 35%，最後為 2 週內， 

占 8%。 

分析指出，2週內及 3週內處理人天，以專案安裝執行階段居多，因需要花費的時間較長。 

依表 4-14、表 4-15，總共 200筆案例問題及解決方式，例舉 10筆為例，後續提供給未來導 

入虛擬環境維運指引之使用
表 4-14虛擬環境遭遇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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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虛擬環境解決方法分析 

 

五、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三年期間，總處理問題數量之 CAGR 為 31.1% ，顯示問題數量持續成長，據資策會

MIC 的調查顯示，主機虛擬化將成為台灣雲端資料中心的應用主力（資策會產業顧問周維

忠），分析發現本研究對象隨著虛擬化技術成熟，於日常運用時遭遇問題數量成長主要原因

為：建置虛擬主機及儲存設備專案、電腦教室虛擬桌面專案、儲存空間虛擬化專案三類專案，

因此三類專案導致處理問題次數上升。(表 4-1) 

分析本研究期間客戶三年度處理問題類型，發現可將問題區隔為虛擬化類問題、儲存類問

題以及對於問題處理之人天分析。 

問題後研究發現如下： 

以虛擬化類問題，研究發現如下： 

虛擬類問題經本研究發現，常出現的問題依序為異常問題（34.9%）、安裝及調整問題

（27.1%）、升級問題（12.4%）。(表 4-4) 

問題 3種 

1. 異常問題常見問題為： 

異常問題類問題數量客戶排名依序為：A5、A4、N1 

(1) 客戶無法正常使用虛擬桌面自動佈署及虛擬環境管理服務異常。 

(2) 環控問題影響，導致虛擬環境無法正常開機及虛擬化儲存空間存取異常。 

(3) Cisco UCS虛擬主機異常當機及虛擬主機 Profile 套用異常。 

主要異常問題 2016年成長 42%，原因為機房環控問題增加，使虛擬環境無法正常運作，

導致虛擬儲存空間無法使用。  

2. 安裝及調整問題為： 

安裝及調整類問題數量客戶排名依序為：N2、N3、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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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化環境安裝專案建置，因安裝及調整類於 2016年成長-21%，該年度建置虛擬環境，

數量減少。 

3. 升級問題數量客戶排名依序為： 

N3、A2、N5 

(1) 因 VMware環境版本升級，整合到儲存介面的管理工具，需要重新安裝設定。 

(2) Cisco UCS虛擬主機及 VMware虛擬環境，資安弱掃問題，故將版本升級穩定版本。 

(3) 新購虛擬環境主機版本較高，故將舊有環境進行升級。 

升級問題顯示 CAGR216%，客戶定期資安弱掃問題增加及舊有，針對虛擬環境需進行版本升 

級。 

(表 4-1、表 4-3、表 4-4、表 4-7) 

 

以儲存類問題，研究發現如下： 

儲存類問題經本研究發現，常出現的問題依序：安裝及調問題占比 28.2% 、異常問題 23.9% 、

軟體問題 22.5%。(表 4-5) 

問題 3種: 

 

1. 安裝及調問題常見為: 

安裝及調問題數量客戶排名依序為：N2、A1、N5 

(1) 安裝 NetApp Storage 本地及異地設定 

(2) 客戶網路環境變更，調整儲存抄寫位置。 

2. 異常問題常見問題為： 

異常問題數量客戶排名依序為：A4、N3、N5 

(1) 儲存資料同步抄寫異常。 

(2) 儲存設備 HA切換異常發生。 

(3) 儲存設備 Controller 異常錯誤，導致掛載失敗。 

因異常問題於 2016年度上昇 200%，主要原因來自於客戶為環控問題，導致問題次數攀升。 

3. 軟體問題常見問題為： 

(1) 整合 NetApp Storage 軟體應用變更問題。 

(2) 儲存管理介面，無法正常登入使用。 

另外研究發現升級問題，於 2015年儲存類 SATA硬碟發生同時壞三顆告警異常，致儲存資

料遺失，並將硬碟進行 Firmware 更新升級，2016年度系統版本為較穩定版本，故升級需求

減少。 

軟體問題因虛擬環境升級，儲存類應用軟體工具，需額外調整設定，使得 2015及 2016年

度，儲存類問題上升。(表 4-3、表 4-5、表 4-8) 

 

以虛擬問題處理之人天分析，研究發現如下： 

問題處理之人天經本研究發現，分析出二類需要花費較高人天成本，首先虛擬化處理之人

天花費較高排名為：安裝及調整問題占比 48.1% 、異常問題占比 22.9% 、 升級問題 9.5%；

再來儲存類處理之人天花費較高排名為：安裝及調整問題占比 47%、異常問題占比 20.2%、

移轉及擴充問題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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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化問題處理人天 

1. 安裝及調整問題處理人天，2014年及 2015年，這二個年度客戶新增安裝虛擬環境數量及

新建 VMware虛擬化儲存空間當存儲使用，而所花費的人天分別提升，2016年度，新購虛

擬系統主機建置占因需二位同仁協助設定，所花費的人天數較多。 

2. 異常問題處理人天 

及 2016年因機房環控異常導致虛擬環境無法正常開啓，並進行重新修復， 

3. 升級問題處理人天，於 2015年及 2016年，考量在虛擬化整合運用，升級程序花費時間

拉長。(表 4-9) 

 

儲存問題處理人天 

1. 安裝及調整問題處理人天 

配合客戶安裝本地端及異地端儲存安裝設定及為提升儲存設備效能及空間，故需花費較 

多處理人力。 

2. 異常問題處理人天 

NetApp儲存網路在介接異常問題，配合網路廠商測試，將儲存設備，設定網路分流，發 

生網路迴圈異常問題，需配合網路廠商測試，導致 2016年處理時間攀升，處理人天 

CAGR187%。 

3. 移轉及擴充處理人天  

2015年及 2016年汰換舊有儲存設備，需花費人力成本相對提升。(表 4-10)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論文研究 200筆虛擬環境案例問題，來進行收集、分析後，有下列主要結論。 

 

虛擬環境虛擬化類 

1. 虛擬化類問題:異常問題類型為最高(34.9%)，較多以虛擬化類產品整合運用及機房異常

導致問題次數；其次是安裝及調整類型（27.1%），因虛擬化運用整合產品增加;第三是

升級問題類型(12.4%)，將虛擬環境資安掃描修補，並進行升級作業。（表 4-7） 

虛擬環境儲存類 

1. 儲存類問題:安裝及調整為最高(28%)，以新購儲存設備替換舊有儲存設備以提高儲存效

率、本地及異端資料抄寫調整，導致處理次數提升;其次為異常問題(24%)，發生 HA切換

異常及抄寫問題；第三為軟體問題（22.5%），主要以整合虛擬平台管理使用問題。(表

4-8) 

虛擬問題處理人天： 

1. 相關問題處理人天:前三名依序為 1週內（49.5%）、1天內（35%）、2週內(8%);問題多

為一週內處理完成。 

2. 虛擬化類 64.5%及儲存類 35.5%，多為虛擬化類問題居多，二者相差 29%，分析顯示，往

後在分配人力的部份，可以依照問題類別來分配。(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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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簽定服務等級原因，客戶屬於非學術單位營運需要，一旦問題發生斷線時，需要立即復

原，建議編列預算簽定 7X24服務為主；若客戶屬於學術單位，當線上系統斷線，不需要

立即馬上復原，以簽定 5X8服務為主。（表 4-6） 

4. 根據所處理的虛擬化類及儲存類問題，針對問題類別及問題類型，維運指南之使用。(表 

4-14,表 4-15) 

二、 建議 

(一) 管理建議 

本研究分析之建議 

1 未來導入虛擬環境時，如何提高虛擬環境資源分配的使用及所面臨之問題，可建議維運

人員善用本研究虛擬環境 200筆案例之維運指引，以利提升資源利用及降低問題發生時

間。 

2 為達到人力資源有效運用，可建議客戶簽定合適的服務等級，可針對問題的急迫性之系

統，來簽定 7X24或 5X8 之服務合約。 

3 未來規劃人力的部份，可以參照虛擬化類與儲存類問題次數比例(2：1)，來進行分配，

運用專業能力來進行派工，以利增加工作效率。（圖 4-2） 

 

(二) 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以作者所遇到各類客戶虛擬環境進行問題收集研究，後續研究者可整合更多技

術人員的各類客戶虛擬環境問題，納入研究範圍，彙整出更完整的問題類型，以提出豐富的

建議。此外，後續研究亦可增加成本與費用之分析，以提升整體建議的客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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