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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Spin Migrate 12.1 版本提供了一些新功能、增强功能并修复了一些 bug。

其中的很多改进都是直接按照我们客户提供的建议做出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抽时间提供宝贵
的意见。我们衷心希望您能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们确保我们的产品能满足您的一切需求。您可以在 
NetIQ 社区中的 PlateSpin Migrate 论坛上张贴反馈。这是我们的在线社区，其中还包括产品信息、博

客以及指向有用资源的链接。 

NetIQ 网站上提供了本产品 HTML 和 PDF 格式的文档，您无需登录即可访问该文档网页。如果您有

任何关于改进文档的建议，请单击 NetIQ 文档网站上发布的 HTML 版 PlateSpin Migrate 12.1 文档中

任一页底部的评论该主题。

本产品中包含一些技术支持团队可能会用来诊断或修正问题的实用程序，本文档中未加以说明。

有关随较早版本发布的文档，请访问 PlateSpin Migrate 12.1 文档网站并滚动至 “Previous Releases”
（之前的版本）。

 第 1 节 “ 新增功能？ ” （第 1 页）

 第 2 节 “ 安装 PlateSpin Migrate 12.1” （第 4 页）

 第 3 节 “ 升级到 PlateSpin Migrate 12.1” （第 4 页）

 第 4 节 “ 软件修复 ” （第 5 页）

 第 5 节 “ 已知问题 ” （第 8 页）

 第 6 节 “ 法律声明 ” （第 24 页）

1 新增功能？
以下几节概述了本版本提供的重要特性和功能：

1.1 支持将工作负载迁移到云

PlateSpin Migrate 12.1 的 Web 界面功能有所增强，可让您将以下 Windows 和 Linux 工作负载迁移到 
Microsoft Azure。

Windows：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Linux：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7.1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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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1 SP4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1 SP3

注释：

 不支持迁移 Windows 群集工作负载，因为 Microsoft Azure 不支持 Windows 群集。

 不支持迁移 UEFI 工作负载。

 PlateSpin Migrate 客户端不支持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Microsoft Azure，只能使用 PlateSpin Migrate 
Web 界面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Microsoft Azure。

 不支持对工作负载进行测试直接转换，只能对工作负载进行运行直接转换。

 PlateSpin Migrate 支持最多可配有 64 个数据磁盘的 Azure VM 大小。鉴于一个所选 Azure 区域

存在最大实例大小，Migrate 将会在 PlateSpin 复制环境中使用一个数据磁盘进行操作系统磁盘复

制。迁移之后，此磁盘会变成操作系统磁盘，您将可以添加一个数据磁盘。

每个数据磁盘的最大大小不能超过 1TB (1024 GB)。

 Migrate 会给出符合或超出源工作负载内核、内存、数据磁盘和 NIC 设置的 Azure VM 实例大小

建议。不过，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为目标工作负载选择更小或更大的实例大小，以所选 Azure 
区域中可用的最大实例大小为限。 

 由于 Azure 上可用磁盘大小的精度的缘故， Azure VM 上所创建磁盘的大小为源磁盘分区的大小

加上大约 1GB。 

 您需要拥有适用于迁移的目标工作负载的操作系统许可证。如果目标工作负载为 Azure 系统，您

必须向 Azure 提供许可证信息，否则 Microsoft 将会向您收取操作系统许可证费用。

 对于每个目标 Azure 订阅，您必须为 PlateSpin Migrate 复制环境 VM 启用编程部署。请参见启

用 Azure 订阅以部署复制环境 VM。

 目前，当 PlateSpin 服务器上的时间不同步时，直接转换将会失败，并显示 403 已禁止错误。

 确保 PlateSpin 服务器主机显示的为其所在时区的正确时间。如果 PlateSpin 服务器主机上的时

间不正确，直接转换过程将会失败，并显示 403 已禁止错误。

1.2 支持使用 Migrate 命令行界面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Microsoft Hyper-V 主
机上的目标 VM

PlateSpin Migrate 12.1 增强了 Migrate 命令行界面的功能，除了现有的可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VMware 
主机上的目标 VM 的支持之外，还可让您将工作负载迁移到目标 Microsoft Hyper-V 主机上的 VM。请

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用户指南》中的 “ 使用 PlateSpin Migrate 命令行界面 ” 一章。

1.3 支持在 Migrate 客户端与 Web 界面之间同步发现的工作负载和目标主机

PlateSpin Migrate 12.1 增强了 Migrate 客户端的功能，可自动将其发现的工作负载和目标主机同步到 
Web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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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支持在直接转换时确保源和目标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PlateSpin Migrate 12.1 引入了一个选项，可让您在整个直接转换过程中在源工作负载上永久停止 
Windows 服务，以确保源工作负载与目标计算机之间的应用程序数据一致性。即使直接转换过程完成

后，这些服务也不会恢复运行。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用户指南》中的 “ 配置要迁移的工作

负载 ” 一节。

1.5 工作负载支持

PlateSpin Migrate 12.1 包含针对以下工作负载和容器的支持： 

 Windows 工作负载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luster 

 Linux 工作负载

 CentOS 7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7.2、 7.1 （只支持基于 BIOS 的工作负载）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6.7 （只支持基于 BIOS 的工作负载）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1 SP4 （只支持基于 BIOS 的工作负载）

有关支持的工作负载和容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用户指南》中的 “ 支持的配

置 ” 一节。

1.6 用于在 Windows 计算机上安装基于块的传输驱动程序的实用程序

PlateSpin Migrate 12.1 引入了一个新的命令行实用程序 (MigrateAgent.cli.exe)，可用于安装、升级、查

询或卸装基于块的传输驱动程序。

尽管安装、卸装或升级驱动程序后总是需要重引导，但是，在执行该操作并因而重引导服务器时，该
实用程序可让您更好地进行控制。例如，您可以使用该实用程序在安排好的停机时间安装驱动程序，
而不用在第一次复制时进行安装。

有关该实用程序的信息，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用户指南》中的 “MigrateAgent 实用程序 ”
一章。

1.7 Hyper-V 增强功能

PlateSpin Migrate 12.1 提供了针对 Microsoft Hyper-V 主机上的目标 VM 的下列增强功能：

 第 1.7.1 节 “ 用于定义 Hyper-V 目标虚拟机世代类型的选项 ” （第 3 页）

 第 1.7.2 节 “ 用于为 Hyper-V 主机上的目标 VM 定义虚拟网络 ID 的选项 ” （第 4 页）

 第 1.7.3 节“用于更改在工作负载迁移到 Hyper-V 主机上某个目标 VM 的目标控制流程期间所用适

配器类型的选项 ” （第 4 页）

1.7.1 用于定义 Hyper-V 目标虚拟机世代类型的选项

PlateSpin Migrate 12.1 引入了针对 Hyper-V 主机上的 VM 的 “ 虚拟机世代类型 ” 配置选项，可用于为

新的虚拟机选择下列其中一种世代类型：

 第 1 代： 可用于部署采用 Hyper-V BIOS 体系结构的目标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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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代： 可用于部署采用 Hyper-V UEFI 体系结构的目标虚拟机。

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用户指南》中的 “ 虚拟机配置：Microsoft Hyper-V” 一节。

1.7.2 用于为 Hyper-V 主机上的目标 VM 定义虚拟网络 ID 的选项

PlateSpin Migrate 12.1 引入了新的 VLAN ID 选项，可用于指定要在 Hyper-V 主机上的目标 VM 上使

用的虚拟网络 ID。如果不指定此 ID，默认会使用源计算机的虚拟网络 ID。

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用户指南》中的 “ 虚拟网络接口的迁移后网络 （Windows 和 
Linux） ” 一节。

1.7.3 用于更改在工作负载迁移到 Hyper-V 主机上某个目标 VM 的目标控制流程期间所用

适配器类型的选项

PlateSpin Migrate 12.1 可让您编辑在工作负载迁移到 Hyper-V 主机上的目标 VM 的目标控制流程期间

使用的适配器类型。

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用户指南》中的 “ 更改在工作负载迁移到 Hyper-V 主机上某个目标 
VM 的目标控制流程期间使用的适配器类型 ” 一节。

1.8 VMware 增强功能

PlateSpin Migrate 12.1 提供了针对 VMware 主机上的目标 VM 的下列增强功能：

 增强了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VMware DRS 群集的支持。

 支持为目标 VM 指定 CPU 插槽数和每个插槽的 CPU 内核数。

1.9 安全性

此发行版中的 GLIBC 版本解决了漏洞 CVE 2015-7547 (https://web.nvd.nist.gov/view/vuln/
detail?vulnId=CVE-2015-7547) （在 glibc DNS 客户端， getaddrinfo() 函数中会发生基于堆栈的缓冲区

溢出）。

2 安装 PlateSpin Migrate 12.1
要安装 PlateSpin Migrate 12.1，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安装和升级指南》中的 “ 安装 
PlateSpin Migrate”。

3 升级到 PlateSpin Migrate 12.1
要将 PlateSpin 服务器升级到 Platespin Migrate 12.1，您必须已安装 PlateSpin Migrate 12.0 Hotfix 1。
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1 安装和升级指南》中的 “ 升级 PlateSpin Migrate”。

不支持其他直接升级方式。有关从 PlateSpin Migrate 12.0 升级到 PlateSpin Migrate 12.0 Hotfix 1 的
信息，请参见 《PlateSpin Migrate 12.0 Hotfix 1 发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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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修复
以下是本版本中已修复的 bug 列表：

 第 4.1 节 “ 如果 vCenter Server 中启用了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迁移作业和服务器同

步作业可能会失败 ” （第 5 页）

 第 4.2 节 “ 迁移后的 Linux 目标的分区创建为独立的磁盘 ” （第 5 页）

 第 4.3 节 ““ 安装 PlateSpin 服务器 ” 完成后，安装实用程序的启动器需要刷新 ” （第 5 页）

 第 4.4 节 “ 无法在 Linux 工作负载上执行迁移后脚本 ” （第 6 页）

 第 4.5 节 “Web 界面不断刷新导致无法添加任何工作负载或目标 ” （第 6 页）

 第 4.6 节 “ 位于 NAT 后的源导致作业卡在复制数据操作 ” （第 6 页）

 第 4.7 节 “ 通过 Web 界面发现对象可能失败并显示警告讯息 ” （第 6 页）

 第 4.8 节 “使用 Migrate 客户端与使用 Migrate Web 界面发现的源工作负载和目标主机存在同步问

题 ” （第 6 页）

 第 4.9 节 “ 对工作负载执行测试直接转换导致发生运行直接转换 ” （第 7 页）

 第 4.10 节 “ 在目标工作负载设置和目标工作负载测试设置中对 VM 内存的更改无法生效 ” （第 7 
页）

 第 4.11 节 “ 安排的完全复制未按时开始执行 ” （第 7 页）

 第 4.12 节 “ 在 Linux 配置页面上重新选择卷组后保存配置页面时，Web UI 发生异常 ”（第 7 页）

 第 4.13 节 “ 无法装入 NSS 卷 ” （第 7 页）

 第 4.14 节 “(VMware 4.1) 流量转发 VM 的网络性能较差 ” （第 7 页）

 第 4.15 节 “ 复制到储存在网络共享上的映像时失败，并显示访问被拒绝错误 ” （第 8 页）

4.1 如果 vCenter Server 中启用了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迁

移作业和服务器同步作业可能会失败

问题：如果在 vCenter Server 中或在群集级别启用了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DRS)，则迁

移作业和服务器同步作业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一些对象参照错误。

修复情况： 当您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VMware 群集时， VMware DRS 和 VMware HA 会设置为禁用。在

整个迁移过程中，切勿针对目标 VM 更改 VMware DRS 或 VMware HA 的状态。

4.2 迁移后的 Linux 目标的分区创建为独立的磁盘

问题：如果您迁移配有分区的 Linux 工作负载，在迁移后的 Linux 目标上会将每个分区创建为独立的

磁盘。

修复情况：如果您迁移配有分区的 Linux 工作负载，迁移后的 Linux 目标会包含与源工作负载上相同

的分区。

4.3 “ 安装 PlateSpin 服务器 ” 完成后，安装实用程序的启动器需要刷新

问题：成功安装 PlateSpin Migrate 软件后， PlateSpin Migrate 安装启动器不会刷新，并且安装 

PlateSpin 服务器按钮不会变暗 / 停用以确认检测到安装的软件。 (Bug 969435)

修复情况：成功安装之后，安装 PlateSpin 服务器按钮会自动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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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无法在 Linux 工作负载上执行迁移后脚本

问题：迁移后脚本无法在 Linux 工作负载上执行。 (Bug 895957)

修复情况：迁移后脚本现在可在 Linux 工作负载上成功执行。

4.5 Web 界面不断刷新导致无法添加任何工作负载或目标

问题：“ 工作负载 ” 页面和 “ 目标 ” 页面的 Web 界面刷新间隔太短，导致无法添加工作负载或目标。

(Bug 971850)

修复情况：“ 工作负载 ” 页面和 “ 目标 ” 页面的默认刷新间隔已从 15 秒更改为 30 秒。现在，该间隔可

以配置。如要自定义间隔，请在 \Program Files\PlateSpin Migrate Server\PlateSpin Forge\web\web.config 
文件中修改以下设置的值：

<add key="WorkloadTargetsUpdateIntervalSeconds" value="30" />

4.6 位于 NAT 后的源导致作业卡在复制数据操作

问题：在 NAT 环境中添加某个源工作负载时使用的是其 NAT 公用 IP 地址；但是，该工作负载的 NIC 
仅映射到专用 IP 地址，源操作系统并不知道其 NAT 公用 IP 地址。 (Bug 961985)

修复情况：如果源工作负载位于 NAT 环境中，您可以对目标工作负载进行如下配置：让其在 NAT IP 
固定的情况下，在连接到源计算机以进行复制时首先尝试使用源计算机的 NAT 公用 IP 地址。 

4.7 通过 Web 界面发现对象可能失败并显示警告讯息

问题：当您使用 Web 界面来发现工作负载和目标时，发现操作可能会失败并显示警告讯息。（Bug 
946132 和 970592）

修复情况：在控制器上设置了 15 秒 （15000 毫秒）的默认检测信号延迟。 

要启用持续时间更短或更长的检测信号延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Migrate 服务器计算机上，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转到 HKLM\SOFTWARE\PlateSpin\OperationsFramework\Controller。

3 添加名为 HeartbeatStartupDelayInMS、类型为 REG_SZ 的注册表项，并将其值设置为所需的值

（以毫秒为单位）。默认设置应该为 15000。

4 重启动服务器计算机。

4.8 使用 Migrate 客户端与使用 Migrate Web 界面发现的源工作负载和目标

主机存在同步问题

问题： 使用 PlateSpin Migrate 客户端发现的源工作负载和目标主机未显示在 PlateSpin Migrate Web 
界面中。

修复情况： 使用 Migrate 客户端在默认网络中发现的源工作负载和目标会自动同步并显示在 Web 界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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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对工作负载执行测试直接转换导致发生运行直接转换

问题：如果您选择在选中了执行增量复制选项的情况下对工作负载执行测试直接转换，则会导致发生
运行直接转换。 (Bug 940244)

修复情况： 在选择了执行增量复制选项的情况下，对工作负载执行测试直接转换不再导致发生运行直
接转换。

4.10 在目标工作负载设置和目标工作负载测试设置中对 VM 内存的更改无法

生效

问题：如果您使用 PlateSpin Migrate Web 界面来配置工作负载的迁移设置，并为 “ 目标工作负载设置

” 和 “ 目标工作负载测试设置 ” 部分中的 VM 内存指定值，所指定的值不会生效，但默认的源值仍然适

用。 (Bug 940013)

修复情况： 配置迁移设置时，您为 “ 目标工作负载设置 ” 和 “ 目标工作负载测试设置 ” 部分中的 VM 内

存指定的值现在可以生效。

4.11 安排的完全复制未按时开始执行

问题：在 PlateSpin Migrate 12.0 中，为完全复制设置的日程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起作用。 (Bug 
971849) 

修复情况：在 PlateSpin 12.1 中设置的日程表会起作用。不过，从版本 12.0 Hotfix 1 升级到版本 12.1 
之后，一些现有的日程表可能会处于失效状态。如果下一次复制显示空白日程表，则您必须为该工作
负载重新配置日程表。

4.12 在 Linux 配置页面上重新选择卷组后保存配置页面时，Web UI 发生异常

问题：在配置了卷组和逻辑卷的 Linux 工作负载上，如果您在取消选择某个 LVM 卷组的情况下保存配

置页面，然后再次编辑配置页面以重新选择该卷组，那么当您保存更改时， Web 界面会发生异常。

(Bug 970767)

修复情况：您现在可以编辑配置页面以重新选择卷组，而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4.13 无法装入 NSS 卷

问题：完成迁移后，启用了快照的 NSS 卷不会按预期自动装入。 (Bug 655828)

修复情况：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08773。

4.14 (VMware 4.1) 流量转发 VM 的网络性能较差

问题：在某些情形下，正在转发网络流量的工作负载复本 （例如，当工作负载用于充当 NAT、 VPN 
或防火墙的网桥时）可能会表现出网络性能明显下降的迹象。这与启用了 LRO （大量接收卸载）的 
VMXNET 2 和 VMXNET 3 适配器存在的问题有关。 (Bug 680259)

修复情况：对虚拟网络适配器禁用 LRO。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0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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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复制到储存在网络共享上的映像时失败，并显示访问被拒绝错误

问题：升级之后，使用网络共享储存数据的映像服务器上的控制器服务不会保留服务的登录身份身份
凭证。在控制器服务更新为正确的登录为身份凭证之前，映像操作会因访问遭拒消息而失败。 (Bug 
685509)

修复情况：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08772。

5 已知问题
 第 5.1 节 “ 一般问题 ” （第 8 页）

 第 5.2 节 “ 有关升级的已知问题 ” （第 18 页）

 第 5.3 节 “ 升级后在 Migrate Web 界面中重新发现 vCenter Server 会失败并发生异常 ” （第 18 
页）

 第 5.4 节 “ 有关迁移到 Azure 的已知问题 ” （第 18 页）

 第 5.5 节 “ 有关迁移到 VMware 的已知问题 ” （第 22 页）

5.1 一般问题

目前正在研究以下问题：

 第 5.1.1 节 “ 在德语浏览器中去除目标时不会显示确认对话框 ” （第 10 页）

 第 5.1.2 节 “ 区域设置为中文，帮助却以英语显示 ” （第 10 页）

 第 5.1.3 节 “如果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 “配置 ”页面上的主机名设置包含下划线，测试直接转换将会

失败 ” （第 10 页）

 第 5.1.4 节 “ 在启用加密的情况下无法完成基于文件的增量复制 ” （第 10 页）

 第 5.1.5 节 “Web 界面：使用 “保留源 ”选项执行 “去除工作负载 ”之后不显示验证讯息 ”（第 10 页）

 第 5.1.6 节 “ 当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语言与操作系统区域设置不匹配时，安装会失败 ”（第 10 页）

 第 5.1.7 节 “ 即使系统上已安装基于块的驱动程序，在配置工作负载迁移时，用于在准备复制期间

安装基于块的驱动程序的选项也会处于启用状态 ” （第 11 页）

 第 5.1.8 节 “ 取消选择 LVM 卷组但未取消选择相应的逻辑卷时，Azure 与 VMware 目标之间的行

为不一致 ” （第 11 页）

 第 5.1.9 节 “ 在迁移 Linux 工作负载时不支持映射卷 ” （第 11 页）

 第 5.1.10 节 “ 无法迁移其未分区原始磁盘上创建了卷的 Linux 工作负载 ” （第 11 页）

 第 5.1.11 节 “ 无法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Hitachi LPAR” （第 11 页）

 第 5.1.12 节 “ 在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Hitachi LPAR 时显示警告讯息 ” （第 11 页）

 第 5.1.13 节“无法在 Windows Server 2012 和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计算机上安装 PlateSpin 
Migrate” （第 12 页）

 第 5.1.14 节 “发现的 Hyper-V 容器在 PlateSpin Migrate Web 界面中显示为工作负载 ”（第 12 页）

 第 5.1.15 节 “ 无法将 Linux 工作负载迁移到不支持源工作负载固件的容器 ” （第 12 页）

 第 5.1.16 节 “ （Windows 源）迁移后不保留非默认的每卷 VSS 设置 ” （第 12 页）

 第 5.1.17 节 “(ESX 4.1) vCPU 选择错误时无警告或错误讯息 ” （第 12 页）

 第 5.1.18 节 “ 数据储存名称中含有特殊字符会导致迁移发生问题 ”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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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1.19 节 “ 保留引导分区会导致迁移发生问题 ” （第 12 页）

 第 5.1.20 节 “ （Linux 到 ESX 4）如果源操作系统启用了自动登录或自动装载 CD 功能，迁移将

无法完成 ” （第 13 页）

 第 5.1.21 节 “ 无法执行文件名中含有 Unicode 字符的迁移后脚本 ” （第 13 页）

 第 5.1.22 节 “ 系统不保留 VSS 快照 ” （第 13 页）

 第 5.1.23 节 “ 如果目标 VM 主机有大量数据储存，则通过 WAN 迁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第 13 
页）

 第 5.1.24 节 “ 在一次性服务器同步后，未映射的 Home 目录被禁用并卸载 ” （第 13 页）

 第 5.1.25 节 “ 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核心转换期间未安装 VMware Tools” （第 13 页）

 第 5.1.26 节 “ 在 Windows 2008 Hyper-V 主机托管的 SLES 11 目标 VM 上，无法初始化网卡 ”
（第 13 页）

 第 5.1.27 节 “ 如果引导文件位于第二个磁盘中，在完成从 VMware ESX 到 Citrix Xen 的迁移后，

目标 VM 不会引导 ” （第 14 页）

 第 5.1.28 节 “ 转换后未去除 XenServer 工具 ” （第 14 页）

 第 5.1.29 节 “ 迁移后，主分区转换为目标上的逻辑分区 ” （第 14 页）

 第 5.1.30 节 “Migrate 取消发现计算机后， ESX 主机上未取消发现计算机节点 ” （第 14 页）

 第 5.1.31 节 “ 尝试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检索数据失败 ” （第 14 页）

 第 5.1.32 节 “V2P 转换在 “ 正在配置操作系统 ” 步骤挂起 ” （第 15 页）

 第 5.1.33 节 “将 Windows 8.1 工作负载从 UEFI 转换为 BIOS 的过程在 “正在发送文件 ”步骤失败 ”
（第 15 页）

 第 5.1.34 节 “ 转换过程在从 UEFI 降级到 BIOS 固件时失败 ” （第 15 页）

 第 5.1.35 节 “Windows Server 2012 R2 UEFI 工作负载的基于文件的传输中断 ” （第 15 页）

 第 5.1.36 节 “ 捕获 Windows 32 位操作系统的映像失败 ” （第 15 页）

 第 5.1.37 节 “ 脱机转换后，源计算机保持为 “ 受控制 ” 状态 ” （第 15 页）

 第 5.1.38 节 “ 脱机转换后未恢复源计算机引导配置 ” （第 16 页）

 第 5.1.39 节 “ 在 CLI 工具中，不支持将在资源池下创建和移动 VM 作为一项设置 ” （第 16 页）

 第 5.1.40 节 “ 转换后未向分区分配驱动器号 ” （第 16 页）

 第 5.1.41 节 “将工作负载转换为 Windows Server 2012 R2 Hyper-V 时，添加磁盘和卷映射无法正

常工作 ” （第 16 页）

 第 5.1.42 节 “ 通过基于块的方式将 RHEL 6.2 x64 迁移到 Windows Server 2012 R2 Hyper-V 之
后，出现冗余磁盘 ” （第 17 页）

 第 5.1.43 节 “ 支持 VMware DRS 群集的要求 ” （第 17 页）

 第 5.1.44 节 “ 完全限定的映像文件路径超过 248 个字符时， PlateSpin 映像服务器安装会失败 ”
（第 17 页）

 第 5.1.45 节 “ 转换作业无法在 Windows 2000 Server 目标计算机上配置 NIC” （第 17 页）

 第 5.1.46 节 “ 在 Migrate 客户端中重新发现 ESX 服务器会导致 Web 界面中显示重复的服务器条

目并报告 “ 添加失败 ” 错误讯息 ” （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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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在德语浏览器中去除目标时不会显示确认对话框

问题：如果 Web 浏览器的 “ 语言 ” 选项设置为德语，则当您单击 “ 目标 ” 列表中某个目标旁边的去除

时，Web 界面不会显示确认对话框。VMware 目标和 Azure 目标上存在此问题。若使用语言设置为英

语或其他支持的国家 / 地区语言 （法语、日语、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的 Web 浏览器， Web 界面会

显示 “ 去除目标 ” 确认对话框。 (Bug 978490)

变通方法：如果您使用语言设为德语的浏览器，则在选择去除目标时须小心谨慎。或者，您可以修改 
Web 浏览器的 “ 语言 ” 设置，使用另一种支持的语言。

5.1.2 区域设置为中文，帮助却以英语显示

区域设置为中文，帮助却以英语显示。

5.1.3 如果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 “ 配置 ” 页面上的主机名设置包含下划线，测试直接转换

将会失败

问题：对于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如果 “ 配置 ” 页面上指定的主机名包含下划线，测试直接转换将会

失败，并显示以下讯息：

未能配置虚拟机

(Bug 975854)

变通方法：Linux 平台通常不支持在主机名中使用下划线。请修改主机名，只使用支持的字符 a 到 z、
0 到 9 以及连字符 (-)，然后重试。

5.1.4 在启用加密的情况下无法完成基于文件的增量复制

问题：在为配置为使用基于文件的数据传输方式的 Windows 工作负载启用加密后， Windows 接收器

可能会在增量复制传输结束时挂起。如果加密进程错误地将传输的最后一个字节读取数据设置为非零
值 （表示还要传输更多文件，并继续从流中读取），就会发生这样的挂起。 (Bug 944559)

变通方法：对于 Windows 工作负载，如果您要为复制数据传输启用加密，可以使用基于块的数据传

输。 

5.1.5 Web 界面：使用 “ 保留源 ” 选项执行 “ 去除工作负载 ” 之后不显示验证讯息

问题：使用去除工作负载和保留源选项去除工作负载之后，发现的工作负载处于 “ 未配置 ” 状态，并且

目标位置会被清除。验证历史记录只与最近的操作相关，即去除工作负载。之前的工作负载发现的验
证历史记录不再可用。 (Bug 971118)

变通方法：在您去除工作负载之前，通过截屏或将讯息复制到其他位置，记下发现验证中的信息。

5.1.6 当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语言与操作系统区域设置不匹配时，安装会失败

问题：如果您选择在操作系统语言设置与操作系统区域设置不匹配的计算机上安装 PlateSpin 
Migrate，安装会失败。 (Bug 939805)

变通方法：要成功安装 PlateSpin Migrate，请确保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语言设置与操作系统区域设置

相匹配。您可以在安装完成之后，根据需要更改计算机的区域设置。 

例如，如果操作系统语言设置为英语，您在安装英语或本地化版本的 PlateSpin Migrate 时，必须确保

操作系统区域设置也设为英语。安装完成后，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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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即使系统上已安装基于块的驱动程序，在配置工作负载迁移时，用于在准备复制期间
安装基于块的驱动程序的选项也会处于启用状态

问题：当您为已安装基于块的驱动程序的工作负载配置迁移时，系统默认会启用并选中 “ 传输方式 ”
设置中的准备复制期间安装选项。由于系统上已安装基于块的驱动程序，因此必须禁用此选项。不过，
此状况对功能不会产生影响。 (Bug 967018)

变通方法：忽略该选项。 

5.1.8 取消选择 LVM 卷组但未取消选择相应的逻辑卷时，Azure 与 VMware 目标之间的行

为不一致

问题：对于具有 LVM 的 Linux 工作负载，如果您取消选择卷组但不取消选择相应的逻辑卷，则下列目

标的行为会不一致：

 VMware: 会显示验证错误 / 讯息，并需要用户干预来修复不正确的配置。

目标中缺少指派给 <逻辑卷名 > 的 LVM 卷组 <卷组名称 >。

 Azure: 保存时会自动取消选择相应的逻辑卷。

(Bug 973926)

变通方法：如果您取消选择卷组，也应该取消选择其相应的逻辑卷。

5.1.9 在迁移 Linux 工作负载时不支持映射卷

问题：使用 PlateSpin Migrate 客户端迁移 Linux 工作负载时，不支持下列设置：(Bug 930355)

 将引导卷映射到 LVM

 将任何卷映射到现有卷组

 将任何卷映射到新卷组

 将卷组重新映射到磁盘

5.1.10 无法迁移其未分区原始磁盘上创建了卷的 Linux 工作负载

问题：PlateSpin Migrate 不支持迁移在未分区原始磁盘上创建了卷的 Linux 工作负载。 (Bug 937071)

5.1.11 无法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Hitachi LPAR

问题：当您将工作负载迁移到有操作系统正在运行的 Hitachi LPAR 时，迁移可能无法完成。这是因

为，在迁移的配置目标计算机步骤中，迁移作业会等待用户干预。 (Bug 902489)

变通方法：修改 Hitachi LPAR 的 UEFI 引导顺序，使其可从硬盘而非 ISO 映像引导。

5.1.12 在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Hitachi LPAR 时显示警告讯息

问题：当您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Hitachi LPAR 时，可能会显示类似下文的警告讯息：(Bug 917209)

设备 " 未指派的 Hitachi 共享 FC 设备 3017" 不受支持 .....

变通方法：忽略此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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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无法在 Windows Server 2012 和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计算机上安装 
PlateSpin Migrate

问题：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计算机上，如果您通过控制面板禁用了 
UAC，然后在计算机上安装 PlateSpin Migrate，先决条件检查实用程序会显示一条错误指出 UAC 仍
处于启用状态。这是因为，从控制面板中禁用 UAC 后，该更改未反映到相应的注册表项中。 (Bug 
929511)

变通方法：要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计算机上禁用 UA，请参见 
Microsoft TechNet Wiki 中的 “Windows Server 2012: Deactivating UAC” （Windows Server 2012：停

用 UAC）。

5.1.14 发现的 Hyper-V 容器在 PlateSpin Migrate Web 界面中显示为工作负载

问题：如果您使用 PlateSpin Migrate Web 界面发现 Hyper-V 容器，此 Hyper-V 容器在该界面中会列

为工作负载。切勿迁移该 Hyper-V 容器。 (Bug 929978)

变通方法：切勿迁移该 Hyper-V 容器。 

5.1.15 无法将 Linux 工作负载迁移到不支持源工作负载固件的容器

问题：由于不支持从 UEFI 到 BIOS 的转换 （反之亦然），所以在以下情况下进行的 Linux 工作负载

迁移会失败：(Bug 937070)

 将装有 UEFI 固件的 Linux 工作负载迁移到支持 BIOS 固件的容器。

 将装有 BIOS 固件的 Linux 工作负载迁移到支持 UEFI 固件的容器。

5.1.16 （Windows 源）迁移后不保留非默认的每卷 VSS 设置

问题：迁移 Windows 工作负载后，系统上未保留非默认的每卷 VSS 设置。 (Bug 493589)

变通方法：迁移后，您必须重新配置自定义的 VSS 设置。

5.1.17 (ESX 4.1) vCPU 选择错误时无警告或错误讯息

问题：如果请求的 vCPU 数目超过 ESX 4.1 主机上的物理 CPU 数目，将会忽略请求的数目，使用单

个 vCPU 创建目标 VM，而不显示警告。 (Bug 505426)

变通方法：确保您的 vCPU 选择不超过 ESX 4.1 主机服务器上的物理 CPU 数目。

5.1.18 数据储存名称中含有特殊字符会导致迁移发生问题

问题：在名称中含有 “+” 或其他特殊字符的 ESX 数据储存上尝试执行迁移操作时，该操作可能会失

败。 (Bug 506154)

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09373。

5.1.19 保留引导分区会导致迁移发生问题

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进行迁移时，系统会不正确地允许您在目标上保留引导分区，导致正确的工作负
载无法引导。 (Bug 595490)

变通方法：不要选择在目标上保留引导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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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 （Linux 到 ESX 4）如果源操作系统启用了自动登录或自动装载 CD 功能，迁移将无

法完成

问题：如果源操作系统启用了自动登录或自动装载 CD 功能，迁移会受到影响。如果在作业的配置步

骤登录目标，还会影响迁移。 (Bug 604320)

变通方法：在源上禁用自动登录和 CD 自动装载功能；在迁移完成之前不要登录目标工作负载。

5.1.21 无法执行文件名中含有 Unicode 字符的迁移后脚本

问题：如果在迁移后脚本的文件名中使用 Unicode 字符，则脚本会无法执行。 (Bug 619942)

变通方法：在命名迁移后操作时仅使用 ASCII 字符。

5.1.22 系统不保留 VSS 快照

问题：迁移时，源工作负载上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所拍摄的 VSS 快照不会复制到目标上。 (Bug 692680)

5.1.23 如果目标 VM 主机有大量数据储存，则通过 WAN 迁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您的 Migrate 服务器通过 WAN 连接到 VM 主机，且 VM 主机有大量数据

储存，则可能需花费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寻找引导目标所需的相应 ISO 映像。 (Bug 702152)

变通方法：为了充分利用可用带宽，请将迁移规划在非高峰流量时间进行。

5.1.24 在一次性服务器同步后，未映射的 Home 目录被禁用并卸载

问题：如果您在执行服务器同步后将 /home 分区取消映射到 none，目标服务器上应该装入并启用分区 
/home 目录，但它却被禁用并卸载。 (Bug 779194)

变通方法：在服务器同步后，将目标服务器的 /etc/fstab 文件中的相应行取消注释。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14638。

5.1.25 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核心转换期间未安装 VMware Tools

问题：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核心的转换期间未安装 VMware Tools。 (Bug 810460)

变通方法：完成转换后，手动安装 VMware Tools。

5.1.26 在 Windows 2008 Hyper-V 主机托管的 SLES 11 目标 VM 上，无法初始化网卡

问题：如果您使用半自动化方法将 SLES 11 工作负载 （克隆的 VM）迁移到 Windows Server 2008 
Hyper-V 主机上的目标 VM （伪造的物理机），该进程会在正在配置操作系统步骤挂起。 (Bug 822601)

变通方法：请参见知识库 701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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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 如果引导文件位于第二个磁盘中，在完成从 VMware ESX 到 Citrix Xen 的迁移后，

目标 VM 不会引导

问题：如果将某个 VM 从 VMware ESX 转换为 Citrix Xen，而其引导文件被分配到第二个磁盘中，该 
VM 将不会引导，需要人为干预。发生此现象的原因是，Citrix XEN VM 尝试使用磁盘 0 引导，而不是

使用分配到磁盘 2 的引导文件引导。 (Bug 824724)

变通方法：要解决此问题，请重新排列 XenCenter 中的虚拟磁盘位置，以使虚拟机从包含操作系统的

虚拟磁盘引导。 Citrix 网站上的知识文章 (http://support.citrix.com/servlet/KbServlet/download/32320-
102-691310/xcm-10-guide.pdf) 提供了有关如何更改包含操作系统的虚拟磁盘位置的信息。请参见知

识库文章 7012906。

5.1.28 转换后未去除 XenServer 工具

问题：将 Citrix XenServer 超级管理程序环境中的 Windows VM 转换为 VMware 容器或物理容器后，

系统不会去除该 VM 上的 XenServer 工具。 (Bug 825016)

变通方法：在转换后手动卸装 XenServer 工具。

5.1.29 迁移后，主分区转换为目标上的逻辑分区

问题：考虑以下场景：

场景：将包含三个以上主分区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计算机移动或复制到已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且

至少有三个主分区的物理机上。目标计算机中至少会保留一个主分区。 (Bug 825434)

影响：迁移后， Windows OS 计算机无法引导。

示例：将 Windows Server 2003 计算机转换为物理机时，出现以下错误：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the following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
<Windows root>\system32\ntoskrnl.exe.Please re-install a copy of the above file.

变通方法：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12913。

5.1.30 Migrate 取消发现计算机后， ESX 主机上未取消发现计算机节点

问题：当您取消发现某个工作负载后， Migrate 客户端中会相应地反映该变化，但 ESX 主机却显示该

节点未被取消发现 (Bug 826545)

变通方法：在 ESX 主机上取消发现该工作负载，然后刷新 ESX 主机。

5.1.31 尝试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检索数据失败

问题：尝试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检索数据失败，发生以下异常：执行此操作的权限被拒。 (Bug 
839329)

变通方法：按照《PlateSpin Migrate 12.1 用户指南》中 “ 使用工具定义 VMware 角色 ” 所述的步骤使

用工具定义 VMware 角色，便可纠正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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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V2P 转换在 “ 正在配置操作系统 ” 步骤挂起

问题：当固件中有多个引导选项，并且硬盘不是引导选项列表中的第一个引导设备时，目标计算机不
会从硬盘引导，转换即会挂起。 (Bug 859440)

变通方法：在物理机的引导选项中更改引导顺序，使硬盘驱动器变为第一个选项，然后重启动计算机。
另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14623。

5.1.33 将 Windows 8.1 工作负载从 UEFI 转换为 BIOS 的过程在 “ 正在发送文件 ” 步骤失

败

问题：Windows 8.1 (UEFI) 的默认 OEM 安装创建的恢复分区可用空间不足，导致无法为该分区创建

卷影副本 (VSS)。 (Bug 864325)

变通方法：去除或扩展恢复分区。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14696。

5.1.34 转换过程在从 UEFI 降级到 BIOS 固件时失败

问题：将 UEFI 工作负载 （Windows 6.2 及以上内核版本）转换为基于 BIOS 的计算机的过程在正在

准备操作系统步骤失败，原因是找不到活动分区来更新引导参数。 (Bug 864326)

变通方法：在源工作负载或映像中存在系统卷的情况下，更新磁盘作为 MBR 类型的分区。使用导入和

导出 UI 选项或 OFX 浏览器编辑 XML。有关完整的步骤列表，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14637

5.1.35 Windows Server 2012 R2 UEFI 工作负载的基于文件的传输中断

问题：在发送和接收文件阶段， Windows 6.2 及以上内核版本的 X2P 基于文件的传输失败。 (Bug 
865570)

变通方法：要强制在此 X2P 场景下成功进行文件传输，需要禁用固件中的 CPU 高级标志：VT-d、VT-

s、 Execute Disable Bit。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14698。

5.1.36 捕获 Windows 32 位操作系统的映像失败

问题：Migrate 预期源服务器中存在一个名为 C:\Windows\Boot\EFI 的文件夹，用于导出内容供将来使

用。在低于 Windows Server 2008 或 Windows Vista 的 Windows 32 位操作系统中不存在该文件夹，

因此，当 Migrate 将 BCD 信息导出到该文件夹时，该操作会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

错误讯息：失败：C:\Windows\Boot\EFI

(Bug 866467)

变通方法：创建 C:\Windows\Boot\EFI 文件夹，然后在 C:\Windows 下为 C:\Windows\System32 创建一个

目录连接。请参见知识库文章 7014710。

5.1.37 脱机转换后，源计算机保持为 “ 受控制 ” 状态

问题：如果您将脱机转换作业的结束状态设置配置为重启动，则当作业成功完成后，源计算机仍保持为
受控制状态。 (Bug 875562)

变通方法：转换完成后，手动重启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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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8 脱机转换后未恢复源计算机引导配置

问题：脱机转换后未恢复 Windows 源计算机的引导菜单。 (Bug 878043)

变通方法：转换后，源引导菜单会显示两个选项：Linux RAM 磁盘 (LRD) 和操作系统 (OS)。请在转

换后首次引导时手动选择 OS 选项。此操作会在以后的引导操作中清除 LRD 引导选项的引导菜单。

5.1.39 在 CLI 工具中，不支持将在资源池下创建和移动 VM 作为一项设置

问题：命令行界面 (CLI) 工具当前不支持将在资源池下移动或创建 VM 作为 conversion.ini 文件中的一

项设置。 (Bug 891690)

变通方法：转换后，手动将新计算机移动到所需的资源池。

5.1.40 转换后未向分区分配驱动器号

问题：转换为 Windows Server 2012 R2 Hyper-V 后，只有 “C” 驱动器可见。其他分区未装入到驱动

器号中。 (Bug 894623)

变通方法：转换后，转到磁盘管理，手动将驱动器号指派给分区。 

5.1.41 将工作负载转换为 Windows Server 2012 R2 Hyper-V 时，添加磁盘和卷映射无法

正常工作

问题：使用 LRD 引导 Windows Server 2012 R2 Hyper-V VM 时会返回硬盘设备列表中随机列出的设

备，例如 IDE 和 / 或 SCSI。 (Bug 896584)

变通方法：列表顶部应该是 IDE 磁盘，后面是 SCSI 磁盘。使用 Migrate 客户端可以自定义该列表。

以下场景给出了列表行为的示例：以下场景中的假设：目标 VM 为第 1 代。您需要创建三个或更多虚

拟磁盘驱动器：

场景 1 -- 从 IDE 到 SCSI 的行为

假设初始设置如下：

磁盘 2：IDE

磁盘 3：IDE

 如果磁盘 2 更改为 SCSI，磁盘 3 会更改为 SCSI。修改后的列表设置显示为：

磁盘 2：SCSI

磁盘 3：SCSI

 如果磁盘 3 更改为 SCSI，磁盘 2 不会更改。修改后的列表设置显示为：

磁盘 2：IDE

磁盘 3：SCSI

场景 2 -- 从 SCSI 到 IDE 的行为

假设初始设置如下：

磁盘 2：S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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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 3：SCSI

 如果磁盘 2 更改为 IDE，磁盘 3 不会更改。修改后的列表设置显示为：

磁盘 2：IDE

磁盘 3：SCSI

 如果磁盘 3 更改为 IDE，磁盘 2 会更改为 IDE。修改后的列表设置显示为：

磁盘 2：IDE

磁盘 3：IDE

5.1.42 通过基于块的方式将 RHEL 6.2 x64 迁移到 Windows Server 2012 R2 Hyper-V 之
后，出现冗余磁盘

问题：如果在执行 RHEL 6.2 x64 基于块的迁移时选择了安装集成服务选项，当成功迁移后运行 fdisk -l 
命令时会显示冗余磁盘。也就是说，一个磁盘会显示为两项，分别为 sda 和 sdb。 (Bug 896598)

变通方法：这是 Microsoft 的一个已知问题，目前正在解决中。 

5.1.43 支持 VMware DRS 群集的要求

问题：无论 VMware 群集是否启用了 DRS，也无论 DRS 为何级别 （手动、部分自动或完全自动），

PlateSpin Migrate 都支持这些群集。但是，只有通过 vCenter 发现而不是通过直接盘点单个 ESX 
Server 发现的 VMware 群集才能作为有效的迁移目标。 (Bug 896598)

请参见 《用户指南》中的 “ 计算机类型和身份凭证的发现准则 ”。

5.1.44 完全限定的映像文件路径超过 248 个字符时， PlateSpin 映像服务器安装会失败

问题：如果您选择将某个计算机指定为 PlateSpin 映像服务器，并指定长度超过 248 个字符的完全限

定的映像文件路径，则映像服务器安装会失败。 (Bug 967414)

变通方法：确保所指定的完全限定的映像文件路径长度不超过 248 个字符。

5.1.45 转换作业无法在 Windows 2000 Server 目标计算机上配置 NIC

问题：如果您选择迁移配有一个或多个 NIC 的 Windows 2000 Server 源，则转换作业无法在目标计算

机上配置 NIC。 (Bug 971414)

变通方法：转换作业完成之后，手动配置 NIC。

5.1.46 在 Migrate 客户端中重新发现 ESX 服务器会导致 Web 界面中显示重复的服务器条

目并报告 “ 添加失败 ” 错误讯息

问题：使用 Migrate 客户端直接发现或通过 vCenter Server 发现 ESX 服务器时，所发现的服务器会

在 Web 界面中列出。如果您通过 Migrate 客户端重新发现该 ESX 服务器，Web 界面中会显示该服务

器的重复条目并报告添加失败错误。 (Bug 975870)

变通方法：从 Web 界面中删除重复的服务器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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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关升级的已知问题

目前正在研究以下问题：

 第 5.2.1 节 “ 安排的完全复制未按时开始执行 ” （第 18 页）

5.2.1 安排的完全复制未按时开始执行

问题：在 PlateSpin Migrate 12.0 中，为完全复制设置的日程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起作用。 (Bug 
971849) 

变通方法：从版本 12.0 Hotfix 1 升级到版本 12.1 之后，一些现有的日程表可能会不起作用。如果下一

次复制显示空日程表，则您必须为该工作负载重新配置日程表。在 PlateSpin 12.1 中设置的日程表将

不会失灵。 

5.3 升级后在 Migrate Web 界面中重新发现 vCenter Server 会失败并发生

异常

问题：假设在升级到 Migrate 12.1 之前，您使用了 Migrate 客户端来发现多个网络中的 vCenter 
Server。如果现在升级到 Migrate 12.1，那么在 Migrate 客户端中发现的 vCenter Server 会与 Web 界
面同步。如果您现在选择使用 Web 界面添加同一个 vCenter 目标，操作会失败并发生无法添加目标异

常。 (Bug 977577)

5.4 有关迁移到 Azure 的已知问题

目前正在研究以下问题：

 第 5.4.1 节 “ 执行分区操作期间转换失败 ” （第 19 页）

 第 5.4.2 节 “ 目标 VM 上的网络连接可能未映射到正确的 Azure 虚拟网络或子网 ” （第 19 页）

 第 5.4.3 节 “成功进行直接转换之后，Azure 门户 Web UI 应显示目标 VM 的计算机名称和 DNS 名
称 ” （第 20 页）

 第 5.4.4 节 “Azure 目标 VM 创建好后会有一个额外的硬盘 ” （第 20 页）

 第 5.4.5 节 “鉴于存在最大 Azure 实例大小，需要执行 UI 检查以将要复制的数据磁盘限制为 63 个
数据磁盘 ” （第 20 页）

 第 5.4.6 节 “如果您选择相同的目标和数据储存，则 Azure 到 Azure 的迁移可能会删除源工作负载

” （第 20 页）

 第 5.4.7 节 “ 所发现的动态磁盘工作负载的磁盘号和磁盘索引号不按顺序 ” （第 20 页）

 第 5.4.8 节 “ 默认云实例大小对于配有动态磁盘的工作负载太大 ” （第 20 页）

 第 5.4.9 节 “在 “配置 ”页面上将磁盘排除在迁移范围之外时会不正确地改变虚拟磁盘排序 ”（第 21 
页）

 第 5.4.10 节 “ 将配有 3 个磁盘但没有 LVM 的 SLES 11 SP4 工作负载迁移到 Azure 失败 ”（第 21 
页）

 第 5.4.11 节 “Linux 磁盘或分区迁移到目标后会按不同于 Linux 源的顺序排序 ” （第 21 页）

 第 5.4.12 节 “ 在 Linux 目标 VM 上会在相同磁盘中相反顺序的分区上创建 LVM 卷组 ”（第 21 页）

 第 5.4.13 节 “在 Linux 目标 VM 上会在相同磁盘中相反顺序的分区上创建 Linux 分区 ”（第 21 页）

 第 5.4.14 节 “ 成功将工作负载直接转换之后， Azure 目标 VM 以安全模式起动 ”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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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4.15 节 “Azure 门户中目标 VM 的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虚拟机设置）页面不显示 VM 
的大小 ” （第 22 页）

 第 5.4.16 节 “ 直接转换、去除或中止工作负载之后不会自动清理复制环境 Blob” （第 22 页）

5.4.1 执行分区操作期间转换失败

问题：如果在进行磁盘分区期间， PlateSpin Migrate 在 npart 实用程序尚未返回所有分区信息时尝试

读取分区表，会发生一种很少见的情况。该情况会导致直接转换失败并显示以下讯息： 

找不到可映射 Windows 卷的设备

(Bug 959079)

变通方法：重新运行直接转换。

5.4.2 目标 VM 上的网络连接可能未映射到正确的 Azure 虚拟网络或子网

问题：如果您将配有多个使用 DHCP 的 NIC 的 Windows 工作负载迁移到 Azure，目标 VM 上的网络

连接可能不会映射到正确的 Azure 网络或子网。 

例如：假设源工作负载配有三个使用 DHCP 的 NIC 且网络连接按如下方式映射：

 以太网映射到子网 4

 以太网 2 映射到子网 3

 以太网 3 映射到子网 2

迁移之后，目标 VM 上的网络连接可能按如下方式映射：

 以太网映射到子网 3

 以太网 2 映射到子网 4

 以太网 3 映射到子网 2

(Bug 967316)

变通方法：您不能使用此状态下的目标工作负载。必须去除有故障的目标工作负载，然后重复迁移设
置和直接转换操作。再次尝试通常就可以成功将 DHCP NIC 正确映射到其正确的 Azure 虚拟网络或子

网指派。

要去除有故障的目标工作负载并重复迁移操作：

1 在 Web 界面中，选择已迁移的工作负载，单击去除工作负载，选择保留源和删除目标 VM 选项，

然后单击执行。

此操作会去除该目标工作负载并使源工作负载处于未配置状态。

2 使用与第一次尝试相同的设置配置要迁移到 Azure 的源工作负载。

3 单击运行直接转换。

4 校验 NIC 是否指派给其正确的 Azure 虚拟网络或子网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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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成功进行直接转换之后， Azure 门户 Web UI 应显示目标 VM 的计算机名称和 DNS 
名称

问题：在 Microsoft Azure 门户中，工作负载的 DNS name （DNS 名称）字段和 Properties （属性）

> COMPUTER NAME （计算机名称）字段为空。 (Bug 969489)

变通方法：使用远程桌面登录计算机，然后打开控制面板的 “ 系统 ” 页面，查看工作负载的计算机名

称和 DNS 名称。

5.4.4 Azure 目标 VM 创建好后会有一个额外的硬盘

问题：Azure 会自动将一个未分配驱动器号的磁盘添加到 VM。此磁盘的大小因您选择要用于部署的

云实例而异。 (Bug 967314)

变通方法：您可以从 VM 配置中去除多余的 Azure 磁盘。

5.4.5 鉴于存在最大 Azure 实例大小，需要执行 UI 检查以将要复制的数据磁盘限制为 63 
个数据磁盘

问题：PlateSpin Migrate 支持最多可配有 64 个数据磁盘的 Azure VM 大小。鉴于存在最大实例大小，

Migrate 将会在 PlateSpin 复制环境中使用一个数据磁盘进行操作系统磁盘复制。迁移之后，此磁盘会

变成操作系统磁盘，您将可以添加一个数据磁盘。如果您提交具有 64 个数据磁盘的源工作负载以进

行复制， UI 中不会显示警告，但复制会失败。 (Bug 972053)

变通方法：由于存在最大 Azure 实例大小，当您提交工作负载以进行复制时，请确保您的源工作负载

具有的数据磁盘为 63 个或更少。

5.4.6 如果您选择相同的目标和数据储存，则 Azure 到 Azure 的迁移可能会删除源工作负

载

问题：如果您错误地尝试将 Azure 源工作负载迁移到 Azure 中相同的目标和数据储存位置，迁移设置

会按预期失败并显示错误 BlobAlreadyExists。目标工作负载的失败后清理过程会删除源工作负载，因

为它们位于相同的位置。 (Bug 971998)

变通方法：不要将 Azure 源工作负载迁移到 Azure 中相同的目标和数据储存位置。

5.4.7 所发现的动态磁盘工作负载的磁盘号和磁盘索引号不按顺序

问题：对于配有 “ 简单 ”、 “ 跨区 ”、 “ 带区 ”、 “ 镜像 ” 和 “RAID5” 类型的动态磁盘的 Windows 源工作

负载，目标工作负载配置会在磁盘名称和磁盘索引中指派无序编号。无序编号是源工作负载上动态磁
盘类型导致的现象。目标工作负载的所有必要磁盘均存在。目标 Azure 工作负载和目标 VMware 工作

负载会出现此问题。 (Bug 973266) 

变通方法：没有变通方法。 

5.4.8 默认云实例大小对于配有动态磁盘的工作负载太大

问题：对于配有 “ 简单 ”、 “ 跨区 ”、 “ 带区 ”、 “ 镜像 ” 和 “RAID5” 类型的动态磁盘的 Windows 源工作

负载，目标工作负载的默认云实例大小可能大于所需大小。数据磁盘组件的默认设置以源工作负载上
的总磁盘数而非要在目标工作负载上创建的净磁盘数为依据。 (Bug 973265)

变通方法：您必须手动将云实例大小更改为所需的合适设置。包含较少数据磁盘的云实例大小可能适
合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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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在 “ 配置 ” 页面上将磁盘排除在迁移范围之外时会不正确地改变虚拟磁盘排序

问题：一个发现的工作负载会在 “ 配置 ” 页面上列出发现的所有磁盘。如果您将某个磁盘排除在迁移

范围之外并保存更改，虚拟磁盘列表及相应磁盘路径将重新排序，预期的磁盘可能不是要排除的那
个。目标 VMware 和 Azure VM 会发生此问题。 (Bug 969639)

变通方法：这是 UI 中配置的表面修改。底层配置会正确保存，用户不需要修改磁盘路径或磁盘排序。

5.4.10 将配有 3 个磁盘但没有 LVM 的 SLES 11 SP4 工作负载迁移到 Azure 失败

问题：将仅配有非 LVM 磁盘的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1 SP4 工作负载迁移到 Azure 
失败。进行不同的尝试时会发生不同的错误：

命令失败。请参考命令细节。目标计算机中的配置服务似乎未启动。

如果仅配有非 LVM 磁盘的工作负载运行的是其他 SLES 版本和其他 Linux 操作系统，则可成功迁移到 
Azure。 (Bug 972062)

变通方法：对于使用非 LVM 磁盘的 SLES 11 SP4 工作负载，没有变通方法。

5.4.11 Linux 磁盘或分区迁移到目标后会按不同于 Linux 源的顺序排序

问题：在目标工作负载上会以不同于源工作负载上的顺序创建 Linux 磁盘。所有磁盘和分区均存在，

只是磁盘顺序不同。 (Bug 974156)

变通方法：没有变通方法。目标 VM 完全能正常工作。

5.4.12 在 Linux 目标 VM 上会在相同磁盘中相反顺序的分区上创建 LVM 卷组

问题：对于同一磁盘上包含多个 LVM 卷组的 Linux 工作负载，目标工作负载上会以相反的顺序创建 
LVM 卷组。例如，如果源卷组顺序是 AB，目标卷组顺序则为 BA。 Azure 和 VMware 上的目标工作负载

会发生此问题。 (Bug 973227)

变通方法：磁盘上 LVM 卷组的顺序不影响功能，目标计算机会按预期工作。

5.4.13 在 Linux 目标 VM 上会在相同磁盘中相反顺序的分区上创建 Linux 分区

问题：对于同一磁盘上包含多个 Linux 分区的 Linux 工作负载，目标工作负载上会以相反的顺序创建

分区。例如，如果源分区顺序是 AB，目标分区顺序则为 BA。Azure 和 VMware 上的目标工作负载会发生

此问题。 (Bug 970822)

变通方法：磁盘上 Linux 分区的顺序不影响功能，目标计算机会按预期工作。

5.4.14 成功将工作负载直接转换之后， Azure 目标 VM 以安全模式起动

问题：如果您选择将 Windows Small Business Server 2011 工作负载迁移到 Azure，则直接转换可以

完成，但 Azure 中的目标 VM 会以安全模式起动。 (Bug 978131)

变通方法：要以正常模式引导目标 VM： 

1. 运行 msconfig。

2. 取消选中引导 > 安全引导选项。

3. 重引导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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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5 Azure 门户中目标 VM 的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 （虚拟机设置）页面不显示 
VM 的大小

问题：成功将工作负载直接转换为 Azure 之后， Azure 门户的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 （虚拟机设

置）页面不会显示属于 DSX_v2 系列的 Azure VM 的大小。虽然设置页面上不显示 VM 大小，但底层 
VM 配置会包含 VM 大小。 (Bug 977497)

变通方法：您可以在 Azure CLI 中查看 DSX_v2 系列 VM 的 VM 大小。 

5.4.16 直接转换、去除或中止工作负载之后不会自动清理复制环境 Blob

问题：迁移到 Microsoft Azure 时， Azure Blob 服务会在为工作负载复制环境指派的数据储存中创建

储存项目 （页 Blob 和块 Blob）。成功直接转换、中止或去除工作负载之后， PlateSpin Migrate 不再

需要这些项目，但却不会自动将其去除。 Microsoft Azure 会向您收取存储这些不需要的数据文件的费

用。 (Bug 977308)

变通方法：在工作负载迁移完成、中止或去除之后，您应手动在指派给迁移的数据储存的 vhds 储存

容器中去除相关储存项目。不要去除正在进行的迁移的任何相关 Blob 文件。

要去除旧的 Blob：

1. 登录 Azure 门户 Web UI 并手动删除 Blob。

2. 转到 Storage Accounts （储存帐户） > 数据储存名称 > Services （服务） > Blobs > vhds。

3. 删除源工作负载复制环境的页面 Blob 和块 Blob。

< 源主机名 >-RepEnv.<GUID>.status （块 Blob）

< 源主机名 >-RepEnvOS<GUID>.vhd （页面 Blob）

例如，名为 TST-2K12-SBS 的源工作负载的 Blob 文件名如下：

TST-2K12-SBS-RepEnv.0a81b6d1-08c3-40ee-a807-afbea21911ba.status

TST-2K12-SBS-RepEnvOS63034995-1563-4739-bb28-216e379d8a1c.vhd

5.5 有关迁移到 VMware 的已知问题

目前正在研究以下问题：

 第 5.5.1 节 “ 在动态磁盘工作负载的 “ 配置 ” 页面上有两个磁盘共享同一个磁盘路径 ”（第 23 页）

 第 5.5.2 节 “ 所发现的动态磁盘工作负载的磁盘号和磁盘索引号不按顺序 ” （第 23 页）

 第 5.5.3 节 “在 “配置 ”页面上将磁盘排除在迁移范围之外时会不正确地改变虚拟磁盘排序 ”（第 23 
页）

 第 5.5.4 节 “ 在 Linux 目标 VM 上会在相同磁盘中相反顺序的分区上创建 LVM 卷组 ” （第 23 页）

 第 5.5.5 节 “ 在 Linux 目标 VM 上会在相同磁盘中相反顺序的分区上创建 Linux 分区 ”（第 23 页）

 第 5.5.6 节 “ 在 vSphere Client 中，直接转换挂起并显示 VMware vCDROM 已锁定讯息；需要用

户干预 ” （第 23 页）

 第 5.5.7 节 “使用 Migrate 客户端来为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配置操作系统时可能需要用户干预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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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在动态磁盘工作负载的 “ 配置 ” 页面上有两个磁盘共享同一个磁盘路径

问题：对于配有 “ 简单 ”、 “ 跨区 ”、 “ 带区 ”、 “ 镜像 ” 和 “RAID5” 类型的动态磁盘的 Windows 源工作

负载，目标工作负载配置可能会为两个磁盘使用相同的磁盘路径设置。迁移会忽略重复的设置并为目
标工作负载上的两个磁盘配置不同的唯一路径。迁移可成功完成。 (Bug 973271)

变通方法：不需要对配置执行任何操作。

5.5.2 所发现的动态磁盘工作负载的磁盘号和磁盘索引号不按顺序

问题：对于配有 “ 简单 ”、 “ 跨区 ”、 “ 带区 ”、 “ 镜像 ” 和 “RAID5” 类型的动态磁盘的 Windows 源工作

负载，目标工作负载配置会在磁盘名称和磁盘索引中指派无序编号。无序编号是源工作负载上动态磁
盘类型导致的现象。目标工作负载的所有必要磁盘均存在。目标 Azure 工作负载和目标 VMware 工作

负载会出现此问题。 (Bug 973266) 

变通方法：没有变通方法。

5.5.3 在 “ 配置 ” 页面上将磁盘排除在迁移范围之外时会不正确地改变虚拟磁盘排序

问题：一个发现的工作负载会在 “ 配置 ” 页面上列出发现的所有磁盘。如果您将某个磁盘排除在迁移

范围之外并保存更改，虚拟磁盘列表及相应磁盘路径将重新排序，预期的磁盘可能不是要排除的那
个。目标 VMware 和 Azure VM 会发生此问题。 (Bug 969639)

变通方法：这是 UI 中配置的表面修改。底层配置会正确保存，用户不需要修改磁盘路径或磁盘排序。

5.5.4 在 Linux 目标 VM 上会在相同磁盘中相反顺序的分区上创建 LVM 卷组

问题：对于同一磁盘上包含多个 LVM 卷组的 Linux 工作负载，目标工作负载上会以相反的顺序创建 
LVM 卷组。例如，如果源卷组顺序是 AB，目标卷组顺序则为 BA。Azure 和 VMware 上的目标工作负

载会发生此问题。 (Bug 973227)

变通方法：磁盘上 LVM 卷组的顺序不影响功能，目标计算机会按预期工作。

5.5.5 在 Linux 目标 VM 上会在相同磁盘中相反顺序的分区上创建 Linux 分区

问题：对于同一磁盘上包含多个 Linux 分区的 Linux 工作负载，目标工作负载上会以相反的顺序创建

分区。例如，如果源分区顺序是 AB，目标分区顺序则为 BA。 Azure 和 VMware 上的目标工作负载会

发生此问题。 (Bug 970822)

变通方法：磁盘上 Linux 分区的顺序不影响功能，目标计算机会按预期工作。

5.5.6 在 vSphere Client 中，直接转换挂起并显示 VMware vCDROM 已锁定讯息；需要

用户干预

问题：对于 VMware 容器上的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数据复制完成且配置服务启动之后，Web 界面中

直接转换会挂起并显示以下讯息：

ReconfigVM_Task 提交到 VMware vCenter Server 失败：磁盘 ide0:0 的连接控制操作失败

在目标环境的 vSphere Client 中， “Virtual Machine Message” （虚拟机讯息）对话框和 “Virtual 
Machine Question” （虚拟机问题）对话框会提示您覆盖 CD-ROM 锁定。在 Web 界面中，直接转换

会一直挂起，直到您在目标环境的 vSphere Client 中手动覆盖 vCDROM 锁定为止。 

并非所有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或所有 VMware 容器版本上都会发生此问题。 (Bug 97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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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方法：登录目标环境的 vSphere Client。系统提示您覆盖 CD-ROM 锁定时，选择 Yes （是），然

后单击 OK （确定）。

5.5.7 使用 Migrate 客户端来为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配置操作系统时可能需要用户干预

问题：如果您使用 Migrate 客户端来为 VMware 容器上的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配置操作系统，Migrate 
客户端可能没有响应。

在目标环境的 vSphere Client 中， “Virtual Machine Message” （虚拟机讯息）对话框和 “Virtual 
Machine Question” （虚拟机问题）对话框会提示您覆盖 CD-ROM 锁定。 Migrate 客户端可能会一直

不响应，直到您在目标环境的 vSphere Client 中手动覆盖 vCDROM 锁定为止。 

并非所有目标 Linux 工作负载或所有 VMware 容器版本上都会发生此问题。 (Bug 975853)

变通方法：登录目标环境的 vSphere Client。系统提示您覆盖 CD-ROM 锁定时，选择 Yes （是），然

后单击 OK （确定）。

6 法律声明
有关法律声明、商标、免责声明、担保、出口和其他使用限制、美国政府权限、专利政策以及 FIPS 
合规性的信息，请参见 https://www.netiq.com/company/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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