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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僅供參考之用。Microsoft 對於本文的資訊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

Microsoft 提供這項資料只是單純的資訊提供與行銷目的。客戶應參閱相關合約充分了解其在 Microsoft 大量授權方案下的權利和義務。
Microsoft 軟體只是授權，而非賣斷。因使用 Microsoft 軟體和服務而獲得的價值和權益會因客戶而異。客戶對於此資料與合約中的差異有
疑問時，請逕向轉銷商或 Microsoft 帳戶管理員洽詢。Microsoft 不針對取自轉銷商的授權訂定最終價格或付款條件。最終價格和付款條
件應由客戶與其轉銷商之間的協議決定。「軟體保證」權益的資格視優惠和地區而異，而且可能隨時變更。本指南提供之資訊與您的大
量授權合約條款與條件和特定軟體保證權益所規定的條款與條件發生衝突時，以後者為準。如需資格條款與目前權益方案規則，請參閱 
Microsoft 產品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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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今日虛擬化廣泛運用在各種不同的電腦運算情境，從軟體開發和測試一直到災難復原和負載平衡。到目前為止，
推動虛擬化的主要驅力之一是伺服器整合。由於伺服器核心密度不斷增加，一般工作負載可能只使用可用運算
功能的極小一部分，而虛擬化可提供簡單的方式，只從伺服器硬體切割出並使用所需的處理能力。現今的主要
趨勢之一是資料庫虛擬化，如此可讓資料庫在虛擬環境中執行，而達到硬體利用更有效率、管理更簡單且可用
性更高等效益。

為了獲得資料庫虛擬化的效益，Microsoft 客戶會將 SQL Server 工作負載虛擬化，而且將不斷加強虛擬化。發行 
SQL Server 2012 之後，Microsoft 推出多種授權選項，以便讓客戶利用虛擬化，而且付款方式比業界一般所提供
級距分法更細更合理。

本報告內容將涵蓋 SQL Server 2012 所提供的虛擬化授權選項，並仔細討論相關的主要原則。在討論過程中，
我們也會檢視真實發生的情況，藉此說明如何實際運用這些原則。

快速概觀：虛擬化中的 SQL Server 2012  授權
SQL Server 2012 提供客戶獨一無二的彈性來為虛擬環境取得授權：有取得最高程度 /無限量虛擬化的授權選項，
也有透過個別虛擬機器 (VM) 授權選項，只切割出所需的運算能力。在本文件中，我們會詳細討論這些選項及
相關的授權規則。首先，我們要從這兩種路徑的扼要概觀開始。

個別虛擬機器的授權
Microsoft 提供獨一無二的選項，可分別為各部 VM 取得授權。這與業界其他資料庫廠商不同，他們通常會要
求客戶為整部伺服器取得授權，即使工作負載只利用可用運算能力的一小部分，也必須取得完整授權。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的選項經過特別設計，可切割出並僅支付所需的運算能力，讓公司組織以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
使用硬體資源。您可以採用「每一核心」或「伺服器 +CAL」授權模式，為個別 VM 中的 SQL Server 取得授權。

• 每一核心授權模式：為配置給 VM 的每個虛擬核心 (或稱虛擬處理器 /虛擬 CPU/虛擬執行緒 ) 購買核心授權， 

 但每部 VM 需至少有 4 份核心授權。

• 伺服器 +CAL 授權模式：SQL Server 2012 商業智慧版和標準版客戶可為執行 SQL Server 軟體的每部 VM 取 

 得一份伺服器授權。使用此模式時，每個存取 SQL Server 2012 的使用者或裝置也都需要取得授權。

請注意，個別 VM 可透過伺服器+CAL 模型取得 SQL Server 2012 企業版的授權。請看第 8 頁了解更多詳細資訊。

最高程度虛擬化的授權
由於虛擬化環境不斷成長且更加動態化，客戶可選擇取得最高程度虛擬化的授權，以大幅簡化軟體授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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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不限數量的 VM：SQL Server 2012 企業版客戶若已為伺服器上所有實體核心取得授權，並具備軟體 

 保證 (SA) 權益，就可以在該伺服器上部署任何數量的 VM。

• SQL Server 2012 企業版客戶若已為伺服器上所有實體核心取得授權，但並未具備軟體保證 (SA) 權益，則 

 可以部署的 VM 數量與指派給該伺服器的核心授權數相等。

 如需有關這些授權選項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SQL Server 2012 授權指南＞，網址為：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30678 (英文 )

接著，我們要更仔細探討這些授權規則，並從頭到尾完成一些使用個案，藉此說明如何將這些規則套用於真實
狀況。

情境 1：伺服器整合
個別 VM 授權
伺服器整合一直是今日 IT 環境中推動虛擬化的主要驅力之一。將工作負載虛擬化並整合於較少數的實體伺服器
上，可改善硬體使用率，並降低伺服器代管及管理成本。

舉例來說，試想有家製造公司在裝載於專用伺服器上的 SQL Server 2012 資料庫執行報告工作負載。同樣地，
該公司的 CRM 和 HR 應用程式也建立在 SQL Server 資料庫之上，每項應用程式都在各自專用的伺服器上執行。
購買新的高容量硬體之後，該公司決定將這三項工作負載虛擬化，然後移到單一伺服器上。

此表摘要列出 SQL Server 2012 各版本所提供的虛擬化授權選項。
* 如需有關透過伺服器 +CAL 授權模式取得企業版授權的其他資訊，請參閱第 8 頁。

一家製造公司將報告、HR 和 CRM 系統虛擬化，並整合至單一高容量伺服器中。

SQL Server 2012 

*

    

 

 

HR CRM

個別 VM

最高程度虛擬化

授權選項
企業版

(每一核心)
企業版

(伺服器+CAL)
商業

智慧版
標準版

(每一核心)
標準版

(伺服器+CAL)

版本

伺服器整合：虛擬化資料庫工作負載

報告

HR CRM
所需的核心授權數目： 

    購買 7 份「雙套件」SKU 的核心授權
    (核心是以雙核心套件販售)

 

4 VM #1 (至少 4 核心)  

4 VM #2 

6 VM #3 

= 14 所需的核心授權 

以每一核心授權模式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

報告

SQL Server 2012 

*

    

 

 

HR CRM

個別 VM

最高程度虛擬化

授權選項
企業版

(每一核心)
企業版

(伺服器+CAL)
商業

智慧版
標準版

(每一核心)
標準版

(伺服器+CAL)

版本

伺服器整合：虛擬化資料庫工作負載

報告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3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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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該公司選擇為各部 VM 個別取得授權。這種作法提供彈性，可以只為各項 SQL Server 工作負載所
需的運算能力取得授權。現在我們來深入檢視這個範例，要如何使用所提供的授權模式，個別為 VM 取得授權。

以每一核心授權模式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
為了要透過每一核心授權模式取得每部 VM 的授權，此客戶必須為配置給此 VM 的每個虛擬核心購買核心授權。
跟實體環境中的每一核心授權相同，每一部 VM 必須至少有 4 份核心授權 (請注意，就授權而言，虛擬核心相
當於虛擬執行緒，也可稱為虛擬處理器或虛擬 CPU)。

為了說明，我們要繼續以製造公司為例，他們將三項工作負載虛擬化並整合在單一伺服器上。在此範例中，這
些工作負載是靜態而且會留在伺服器上。

使用每一核心授權模式為個別虛擬機器取得授權。

該公司必須根據每部 VM 中的虛擬核心數目，判斷所需的虛擬授權。如您在上面的圖形中所見：

• 含兩個虛擬核心的第一部 VM 需要 4 份核心授權，才能滿足至少 4 份核心的條件。

• 第二部 VM 需要 4 份核心授權，每個虛擬核心 1 份授權。

• 第三部 VM 需要 6 份核心授權。

因此，該公司總共購買了 14 份核心授權，這是以雙核心套件銷售的。

請注意，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時，並不適用一般授權非虛擬部署時所用的核心因素。

超執行緒

客戶若使用 Intel 的超執行緒技術，將單一實體核心分成兩個不同的功能執行緒，在使用每一核心模式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時，必須記住會有其他因素。

1.  啟動超執行緒時，支援虛擬核心的每一個執行緒都需要一份核心授權。在下面的範例中，超執行緒已啟用， 
 以供實體處理器支援 VM。由於超執行緒會為每個實體核心建立兩個硬體執行緒，在此情況下總共需要 8 份 
 核心授權。核心授權允許由單一硬體執行緒支援單一虛擬核心。

2. 相反地，若單一硬體執行緒支援多個虛擬核心，仍然需要為每個虛擬核心取得一份核心授權。

HR CRM
所需的核心授權數目： 

    購買 7 份「雙套件」SKU 的核心授權
    (核心是以雙核心套件販售)

 

4 VM #1 (至少 4 核心)  

4 VM #2 

6 VM #3 

= 14 所需的核心授權 

以每一核心授權模式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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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提醒大家，客戶可藉由企業版和軟體保證為伺服器的所有實體核心取得授權，以取得無限制虛擬化的使
用權。這個選項可能會更具成本效益，並提供更大的部署彈性 (本文件稍後將會更深入探討此主題 )。

 注意：客戶若有 SQL Server 2012 之前的舊版，請參閱本文件的附錄，取得授權選項和規則的相關資訊。

以伺服器 +CAL 授權模式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

許多客戶使用「伺服器加用戶端存取使用權 ( 伺服器 +CAL)」授權模式，根據存取軟體的使用者或裝置來授權 
SQL Server。如上文所介紹，這些客戶可以為執行 SQL Server 軟體的每部 VM，購買一份伺服器授權，以便為
虛擬化取得授權。授權 VM 時，客戶可以指派多份伺服器授權給單一實體伺服器 (該伺服器上的每部 VM 各有 
1 份授權 )。

在此圖中，具備超執行緒的四核心處理器支援各有 4 個虛擬核心的兩部 VM。

在此範例中，VM 是使用伺服器 +CAL 授權模式個別取得授權

4 個核心由超執行緒分
割成 8 個硬體執行緒。

需要的授權：

8 份核心授權 

HR CRM

LicenseLicense LicenseLicenseLicense
License

所需的伺服器授權數目：

1 份   BI 版伺服器授權 (VM #1) 

2 份   標準版伺服器授權 (VMs #2 & 3) 

= 3 份   (所需伺服器授權)  
 
 
  
 
 
 
 
  

  需要用戶端
存取使用權 

為具備超執行緒的個別 VM 取得授權

以伺服器+CAL 授權模式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

報告

4 個核心由超執行緒分
割成 8 個硬體執行緒。

需要的授權：

8 份核心授權 

HR CRM

LicenseLicense LicenseLicenseLicense
License

所需的伺服器授權數目：

1 份   BI 版伺服器授權 (VM #1) 

2 份   標準版伺服器授權 (VMs #2 & 3) 

= 3 份   (所需伺服器授權)  
 
 
  
 
 
 
 
  

  需要用戶端
存取使用權 

為具備超執行緒的個別 VM 取得授權

以伺服器+CAL 授權模式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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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以製造公司為例，假定這次實體環境中的 SQL Server 執行個體已透過伺服器 +CAL 授權模式取得授
權。這種情況的虛擬環境需要 3 份伺服器授權：每部虛擬機器需要 1 份授權 (在本範例中，有 1 份商業智慧版
伺服器授權，以及 2 份標準版伺服器授權 )。不管配置給 VM 的虛擬處理器有多少，都是這樣。此外，每個存
取 SQL Server 2012 軟體的使用者或裝置都需要取得一份 SQL Server 2012 CAL 使用權。注意：SQL Server CAL 
允許存取多部 VM。

SQL Server 2012 企業版伺服器 +CAL 客戶
雖然發行 SQL Server 2012 之後，已不再為企業版提供伺服器 +CAL 授權模式，但許多客戶可透過軟體保證，升
級其現有產品，或者是透過 Enterprise Agreement (EA) 大量授權繼續購買企業版伺服器授權。以伺服器 +CAL 授
權模式部署 SQL Server 2012 企業版的客戶可就每份企業版伺服器授權，取得最多 4 部 VM 授權。這些客戶可
以指派多份企業版伺服器授權給單一伺服器，以部署額外的 VM。有一點很重要必須注意，每份企業版伺服器
授權僅限於總共 20 個運算能力硬體執行緒，可用於所授權的 VM (4 部以下 )。多份授權可用來新增更多 VM，
但無法增加由單一 OSE 所使用運算能力的量。

請參見下表，了解 SQL Server 2012 各版本每份伺服器授權可具有的 VM 數量。

公司若想要彈性，個別 VM 的授權是絕佳的選擇，可從硬體中切割出所需的運算能力並取得其授權。但由於虛
擬環境越來越趨向動態，並運用更多伺服器，這也會形成一組複雜的授權需求，這種情形必須監控以確保遵循
規範。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如何在更動態化的虛擬環境中取得 SQL Server 授權，授權需求在此環境中變動頻繁，
以滿足日新月異的業務需求。

情境 2：動態虛擬環境
許多公司具備動態的虛擬運算環境，也就是說，虛擬環境散佈於多部虛擬伺服器，而 VM 則偶爾會在這些伺服
器之間移動，以便重新配置資源。在某些情況下，VM 是由 hypervisor 以動態方式移動。這些動態情境會讓軟
體授權變得更加複雜，依客戶選擇為虛擬工作負載取得授權的方式而定。為協助簡化這些情況的授權並提供更
大彈性，Microsoft 提供伺服器陣列中的授權行動性，允許授權隨著 VM 在伺服器之間移動。

授權行動性
授權行動性是為具備軟體保證涵蓋範圍的任何 SQL Server 版本所提供的一項權益。若客戶在取得個別虛擬機器 
(VM) 的授權之後，必須將這些授權重新指派給不同的伺服器，以便涵容移動的工作負載，則授權行動性可提供
絕佳好處。

此表列出 SQL Server 2012 各版本每份伺服器授權可具有的 VM 數量。

*以單一企業版伺服器授權的每一部 VM 都必須指派給相同的實體伺服器。

SQL Server 2012  版本 每份伺服器授權的 VM 數量

標準版

商業智慧版

企業版

1

1

4*



8

 

 

 

 

 

8

為協助您了解如何實際應用授權行動性，我們要再度以製造公司為例。隨著公司不斷成長，實體伺服器也不斷
增加，並開始跨其他 VM 大幅增加工作負載。為了讓伺服器達到最大使用率，公司會定期「移動」VM，將其
移至資料中心的不同實體伺服器中。

有了授權行動性，這家公司就能隨時視需要，將授權重新指派給伺服器陣列中的不同伺服器。所以只要這些 
VM 中任何一部移到不同的伺服器，授權就跟著移動。這不但能節省相當大的成本，而且簡化授權作業。沒有
授權行動性，該公司只能每隔 90 天將授權移到不同的伺服器一次，則在此範例中，該公司必須在一部伺服器
上維持足夠的授權，才能涵容尖峰 VM 數量而隨時移到伺服器中。

授權行動性有助節省成本的另一種情境是，公司在資料中心和公有雲中代管虛擬化工作負載。隨著這些「混合
式」IT 基礎架構成長而變得更動態化，客戶可以將工作負載移至雲端中的 VM 角色，同時授權也順暢無阻地隨
之移動。授權行動性可提供彈性，以滿足這項需求。

授權行動性可供具備有效軟體保證 (SA) 的所有版本和版別 SQL Server 使用，而且可提供透過每一核心和伺服
器 +CAL 授權模式取得授權。

使用授權行動性時要注意，另外有一些事項必須考慮：

1. 如前所述，客戶若具備 SQL Server 企業版伺服器 +CAL 授權，則每部伺服器可取得最多 4 部 VM 的授權。
若客戶想要在動態環境中使用這種授權模式，則務必要注意，隨單一企業版伺服器授權取得的 VM 授權必須
同時一起移到相同的伺服器，才能享有授權行動性的權益。這種情況不是永遠都能辦到，若無法同時移動，
客戶就必須指派 1 份企業版伺服器授權給所部署的每部 VM。

2. 伺服器陣列最多可能包含兩個資料中心，這些資料中心位於差距四小時的時區內，且 /或具有歐盟 (EU) 和 /
或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 的資格。

 如需授權行動性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SQL Server 2012 授權指南＞，網址為：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30678 (英文 )

現今許多虛擬環境都變得越來越動態化，尤其在軟體用來以動態方式，自動視情況「隨時機動」配置資源時更
是如此。下節內容中，我們將討論在這些情況下為 SQL Server 取得授權，同時也檢視其他多種方式，進一步簡
化授權管理。

在此圖形中，VM #3 是從一部伺服器「移」到伺服器陣列中的另一部伺服器。

HR CRM

動態虛擬環境

報告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3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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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 VM 以動態方式跨企業 DBC 裝置中的伺服器「移動」。

情境 3：大量動態虛擬環境

最高程度虛擬化的授權
有些公司具有大量 VM 且高度動態化的複雜虛擬環境，Microsoft 就提供最高程度虛擬化的授權選項。在此選項
下，當伺服器上所有核心都已取得授權並在軟體保證涵蓋範圍內，客戶可在該伺服器上部署任何數量的 VM。

最高程度虛擬化授權的主要權益是簡單而且可能會節省成本。最高程度虛擬化可確保照顧到客戶各方面需求，
而不必多花心思去追蹤個別 VM 或指派給各部 VM 的運算能力。尤其是若私有雲中有大量 VM 在不同的實體伺
服器之間以動態方式移動特別有用，不論是啟用自行佈建，或是啟動超執行緒的情況都適用。

現在我們透過範例：使用 HP 企業資料倉儲 (DBC) 裝置 (英文 ) 的情境來討論如何運用最高程度虛擬化。企業 
DBC 裝置可讓數以百計的資料庫，透過整合式硬體和軟體解決方案，整合至單一虛擬環境中。

在此情境中，公司已根據企業 DBC 裝置的組態進行部署，實體伺服器已在其中結合成虛擬資源集區，以支援大
量的 VM。就授權而言，讓情況更加複雜的是：VM 以動態方式在裝置中的刀鋒伺服器間移動，以便維持最顛
峰的效能。

透過為裝置中的所有實體核心取得授權，並藉由軟體保證涵蓋這些授權，公司即可部署不限數量的 VM。這樣
就能大幅簡化授權，因為公司可確保所有 VM 都會有適當的授權，即使以動態方式跨裝置中不同的伺服器移動
都不成問題。客戶也可以隨時視需要建立不限數量的新 VM，而不必再另外購買授權。

取得最高程度虛擬化授權有一項很重要的因素是，判斷適用的使用權。在伺服器上部署 VM 時，伺服器上的所
有 VM 都適用最新授權版本的使用權。例如，若客戶是使用 SQL Server 2008 R2 處理器授權 ( 並具有軟體保
證 )，取得最高程度虛擬化授權並將任何 VM 升級為 SQL Server 2012，則現在該伺服器上執行的所有 VM 都適
用 SQL Server 2012 使用權。

在這種情境中，也許仍然可以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但可能會很難管理。因此，在高度動態化環境中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時，必須先小心考慮一些事項。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大量動態虛擬環境

http://www.microsoft.com/sqlserver/en/us/solutions-technologies/Appliances/HP-dc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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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Server 2012 企業版伺服器 +CAL 客戶

 如前所述，像這樣的動態環境中，客戶必須指派企業版伺服器授權給每一部 VM，以便確保隨時都有適當
的授權。雖然客戶可透過單一企業版伺服器授權，為最多 4 部 VM 取得授權，但是由於 VM 在這種環境中
以動態方式移動，因此無法確保 4 部 VM 全都跨伺服器一起移動。此時，授權行動性無法發揮效用，因此
極力建議您，指派 1 份企業版伺服器授權給單一 VM。

• 動態改變 VM 所使用的運算能力

 在某些情況下，配置給每部 VM 的運算能力會動態地起伏不定，以滿足工作負載的需求，並達到最高的伺
服器使用率。此時，若客戶以核心授權為個別 VM 取得授權，則可能無法依虛擬核心追蹤使用量。

摘要
Microsoft 提供各種不同的授權選項，協助客戶在虛擬環境中部署 SQL Server。由於能夠分別為各部 VM 授權，
客戶可以從小規模開始，然後視需要逐漸擴大虛擬部署，只從伺服器硬體切割出所需的運算能力。取得授權行
動性後，客戶具備彈性，可隨著虛擬工作負載移動授權，以支援動態環境的需求。客戶可透過最高程度虛擬化
的授權，以動態方式隨著虛擬環境擴充，讓授權作業更加簡單。這種選項讓客戶充滿信心，可涵蓋應付需要大
量 VM 和高度動態環境的所有情況。

其他資訊：

 下載＜虛擬環境中的 Microsoft 伺服器產品授權＞大量授權簡介，網址為：  
 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about-licensing/briefs/virtual-licensing.aspx (英文 )

 下載＜ SQL Server 2012 授權指南＞及其他 SQL Server 授權資源，網址為：  
 http://www.microsoft.com/sqlserver/en/us/get-sql-server/licensing.aspx (英文 )

 瀏覽＜透過軟體保證取得授權行動性＞網站，網址為：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licensing/software-assurance/license-mobility.aspx

附錄

軟體發行前的 SQL Server 虛擬化權利
以下摘要概要說明最新及舊版 SQL Server、各種版本和授權模式的軟體虛擬化權利。請仔細檢閱 Microsoft 大
量授權合約及其產品使用權中所述的權利及義務，並確定您充分了解其內容；本摘要並不能替代此內容。檢閱
舊版的虛擬化權利時，務必要牢記兩件事：

1. 使用版本降級或跨版別部署權利時，原授權版本與版別的產品使用權仍然適用。例如，若客戶購買 SQL 
Server 2012 授權，則適用 SQL Server 2012 使用權，即使客戶是部署 SQL Server 2008 R2 (或更早版本 ) 都
適用此權利。

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about-licensing/briefs/virtual-licensing.aspx
http://www.microsoft.com/sqlserver/en/us/get-sql-server/licensing.aspx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licensing/software-assurance/license-mobili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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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客戶 ( 透過 SA 取得資格 ) 已從舊版升級，則適用目前版本的產品使用權。例如，若客戶從 SQL Server 
2008 升級至 SQL Server 2012，則適用 SQL Server 2012 使用權。

3. 發行 SQL Server 2012 之後，授權行動性改屬 SA 權益，所以任何授權若涵蓋在 SA 之下，不管所部署的軟體
是何版本或版別，都具備授權行動性權利。

注意：SQL Server 2005 或之前的軟體都可以在這些使用條件下部署。

注意：SQL Server 2008 或之前的軟體都可以在這些使用條件下部署。

注意：SQL Server 2008 R2 或之前的軟體都可以在這些使用條件下部署。

標準版
伺服器 +CAL

企業版
伺服器 +CAL

標準版
每一處理器

企業版
每一處理器

每部 VM 取得 1 份伺
服器授權。

每份伺服器授權取得  
4 部 VM。

請看下面個別 VM 所需
的處理器授權。

請看下面個別 VM 所需
的處理器授權。

否

否

否

否

SQL Server 授權個別  授權行動性
    2005 VM 是否允許

SQL Server 授權個別  授權行動性
    2008 VM 是否允許

標準版
伺服器 +CAL

企業版
伺服器 +CAL

標準版
每一處理器

企業版
每一處理器

每部 VM 取得 1 份伺
服器授權。

每份伺服器授權取得  
4 部 VM。

請看下面個別 VM 所需
的處理器授權。

請看下面個別 VM 所需
的處理器授權。

否

是

否

是

SQL Server 授權個別  授權行動性
  2008 R2 VM 是否允許

標準版
伺服器 +CAL

企業版
伺服器 +CAL

標準版
每一處理器

企業版
每一處理器

Datacenter版
每一處理器

每部 VM 取得 1 份伺
服器授權。

每份伺服器授權取得  
4 部 VM。

請看下面個別 VM 所需
的處理器授權。

請看下面個別 VM 所需
的處理器授權。

請看下面個別 VM 所需
的處理器授權。

不適用 - 每部 VM 都需要額外的伺服器授權。

不適用 - 額外的伺服器授權可讓每份授權新增 4 部 
VM。(注意：先前所提供允許 SA 客戶執行不限數
量 VM 的暫時性使用權在 2012 年 4 月 1 日到期 )。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不適用 - 所有實體處理器都取得授權時，最多只允
許執行 4 部 VM(注意：先前所提供允許 SA 客戶執
行不限數量 VM 的暫時性使用權在 2012 年 4 月 1 
日到期 )。

所有實體處理器都取得授權時，允許在該伺服器上
執行不限數量的 VM。需要最少有 2 份處理器授權。

否

是

否

是

是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每份伺服器授權允許在伺服器上執行
不限數量的 VM。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所有實體處理器都取得授權時，允許在該伺服器上
執行不限數量的 VM。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所有實體處理器都取得授權時，允許在該伺服器上
執行不限數量的 VM。

最高程度虛擬化的授權

最高程度虛擬化的授權

最高程度虛擬化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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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個別 VM 授權時的其他注意事項：

在伺服器 +CAL 授權模式下，無論 SQL Server 或其任一元件是在實體或虛擬 OSE 中執行，存取 SQL Server 功
能或資料的任一使用者或裝置都必須先取得 SQL Server CAL。

個別 VM 授權是依每一處理器授權模式取得時，所有支援 VM 的虛擬處理器 (v-core) 都必須取得授權。不需要
額外的 CAL。就授權而言，虛擬處理器是對應於核心 (關閉超執行緒時 ) 或硬體執行緒 (啟動超執行緒時 )。計
算每部 VM 所需的處理器數目時，將 VM 中的虛擬處理器數目除以每個實體處理器的實體核心 (或執行緒 ) 數
目。如果計算結果有小數，請進位至下一個整數。

個別 VM 授權是依每一核心授權模式取得時，所有支援 VM 的虛擬處理器都必須取得授權，且至少需要 4 份核
心授權。不需要額外的 CAL。就授權而言，虛擬核心是對應於核心 (關閉超執行緒時 ) 或硬體執行緒 (啟動超執
行緒時 )。

注意：SQL Server 2012 或之前的軟體都可以在這些使用條件下部署。

SQL Server 授權個別  授權行動性
     2012 VM 是否允許

標準版
伺服器 +CAL

商業智慧版
伺服器 +CAL

企業版
伺服器 +CAL

標準版每一 
核心

企業版每一 
核心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不適用 - 額外的伺服器授權可讓每份授權 
新增 4 部 VM。

不適用 - 額外的 VM 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所有實體核心授權都具備 SA 時，允許在該伺服器
上執行不限數量的 VM。最少需要 4 份核心授權。
所有實體核心在未具備 SA 下取得授權時，每份 
核心授權允許執行 1 部 VM。最少需要 4 份核心 
授權。額外授權可讓每份授權新增 1 部 VM。

僅限具備 SA 時

僅限具備 SA 時

僅限具備 SA 時

僅限具備 SA 時

僅限具備 SA 時

最高程度虛擬化的授權

每部 VM 取得 1 份
伺服器授權。

每部 VM 取得 1 份
伺服器授權。

每份伺服器授權取得  
4 部 VM。

支援 VM 的每個虛擬
核心 1 份核心授權。
需要最少有 4 份核
心授權。

支援 VM 的每個虛擬
核心 1 份核心授權。
需要最少有 4 份核心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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