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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Mware Fusion

《使用 VMware Fusion》介绍了如何通过 VMware Fusion® 来创建、使用和管理虚拟机。它还介绍了如

何安装、配置、升级和卸载 Fusion。

目标读者

本信息适用于希望安装、升级或使用 Fusion 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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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入门指南 1
使用 Fusion，您可以在所有受支持的 Mac 上运行个人电脑 (PC) 应用程序和设备。

Fusion 专为 Mac 用户设计，它有助于充分利用虚拟机的安全性、灵活性和可移植性，让 Windows 及其

他操作系统与 macOS 一同运行。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关于 VMware Fusion

n 关于 VMware Fusion Pro

n Fusion 的系统要求

n 安装 Fusion

n 启动 Fusion

n 使用说明视频

n 利用 Fusion 在线资源

关于 VMware Fusion

快速了解 Fusion 的用途和工作原理。

Fusion 的用途

通过使用 Fusion，您可以在所有受支持的 Mac 上运行 Windows 应用程序和仅适用于 PC 的设备。在运

行 Mac 应用程序时，您还可以同时运行多个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这些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被隔离在安全

的虚拟机中。

Fusion 的工作原理

Fusion 将物理硬件资源映射到虚拟机的资源，因此，每个虚拟机具有自己的处理器、内存、磁盘、I/O 设
备，等等。虽然虚拟机在 Mac 上表示为一个文件包，但每个虚拟机完全相当于一个标准 x86/ARM 电脑。

在安装 Fusion 并创建虚拟机后，您可以在虚拟机中运行未修改的完整操作系统和关联的应用程序软件，就

像在物理 PC 上一样。您可以使用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Linux 和 macOS。通过使用 Fusion，您无

需支付额外的费用，无需进行物理安装和维护，就可以拥有另一个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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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Fusion 的电脑的操作系统称为主机。Fusion 仅支持 Mac OS X、Mac OS X Server、OS X 和 

macOS 主机。在 Fusion 中运行的虚拟化操作系统称为客户机。

关于 VMware Fusion Pro

Fusion Pro 提供了一些用于管理 Mac 上虚拟机的高级虚拟化功能。

Fusion Pro 提供了以下虚拟化功能：

n 克隆虚拟机

n 能够启动虚拟机以引导到固件

n 将虚拟机导出为 OVF 格式

n 设置虚拟机的键盘快捷键

n 创建高级自定义网络连接配置

n 连接到远程服务器

n 从“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获取信息，例如，虚拟机的处理器、内存、网络和磁盘信息

n 设置带宽、数据包丢失和虚拟网络适配器的延迟，以模拟各种网络环境

n 设置固件类型

n 启用 UEFI 安全引导

n 为 Windows 10 和更高版本的虚拟机启用 VBS（基于虚拟化的安全性）

n 使用 Rest API

Fusion 的系统要求

确认您满足安装和使用 Fusion 的 低系统要求。

Fusion 12.1.2 及更低版本

n 支持以下处理器。

n 2011 年或以后发售的所有 Mac 上的处理器，2012 年四核 Mac Pro 上使用的 Intel® Xeon® 
W3565 处理器除外

n 2010 年六核、八核与十二核 Mac Pro 上的处理器

n 具有以下 Metal 主机图形渲染引擎要求。

n 硬件要求

n MacBook，2015 年初或更新机型

n MacBook Air，2012 年中或更新机型

n MacBook Pro，2012 年中或更新机型

n Mac Mini，2012 年末或更新机型

使用 VMware Fusion

VMware, Inc. 11



n iMac，2012 年末或更新机型

n Mac Pro，2013 年末或更新机型

请参阅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5073 以了解有关 Mac 对 Metal 的支持信

息。

n 软件要求

n macOS 10.12.5 或更高版本

n macOS 10.15 Catalina 及更高版本的主机操作系统。

n 用于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安装介质（磁盘或磁盘映像）。应向 Microsoft 及其他零售商另行购买 

Windows 操作系统。

重要说明   Fusion 不会提供可在使用 Fusion 创建的虚拟机上安装的任何操作系统。您必须提供操作系

统安装介质。

n 4GB 内存，建议配置为 8GB。

n 750 MB 可用磁盘空间（用于 Fusion），5 GB 可用磁盘空间（用于每个虚拟机）。

注   您必须具有足够的内存来运行 macOS，还要留有内存来满足运行各个客户机操作系统，以及在 

Mac 和虚拟机中运行应用程序的需要。

Fusion 12.2.0 及更高版本

n 正式支持 macOS 11 Big Sur 或更高版本的任何基于 Intel 的 Mac。

n 少 8 GB 内存。如果运行多个虚拟机，建议 16 GB 或更多。

n 用于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安装介质（磁盘或磁盘映像）。应向 Microsoft 及其他零售商另行购买 

Windows 操作系统。

重要说明   Fusion 不会提供可在使用 Fusion 创建的虚拟机上安装的任何操作系统。您必须提供操作系

统安装介质。

n 750 MB 可用磁盘空间（用于 Fusion），5 GB 可用磁盘空间（用于每个虚拟机）。

注   您必须具有足够的内存来运行 macOS，还要留有内存来满足运行各个客户机操作系统，以及在 

Mac 和虚拟机中运行应用程序的需要。

Fusion 13.0.0 及更高版本

n 正式支持 macOS 12 Monterey 或更高版本的任何 Mac。

n 少 8 GB 内存。如果运行多个虚拟机，建议 16 GB 或更多。

使用 VMwar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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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用于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安装介质（磁盘或磁盘映像）。应向 Microsoft 及其他零售商另行购买 

Windows 操作系统。

重要说明   Fusion 不会提供可在使用 Fusion 创建的虚拟机上安装的任何操作系统。您必须提供操作系

统安装介质。

n Fusion 需要 1.5 GB 可用磁盘空间，每个虚拟机至少需要 5 GB 可用磁盘空间。

注   您必须具有足够的内存来运行 macOS，还要留有内存来满足运行各个客户机操作系统，以及在 

Mac 和虚拟机中运行应用程序的需要。

安装 Fusion

Fusion 13.0 安装程序软件包将转换为通用二进制文件。安装 Fusion 的方式与安装其他 macOS 应用程序

相同。

安装 Fusion 不会修改现有的虚拟机。

前提条件

n 请确认您具有 Mac 的管理员密码。

n 将 Fusion 安装程序文件下载到您的 Mac 上。您可以从 VMware 网站获取 Fusion 安装程序文件。

n 请确认您拥有相应的许可证密钥。例如，如果要使用 VMware Fusion Pro，则必须提供 Fusion Pro 
许可证密钥才能激活 Fusion Pro 功能。

步骤

1 连按 Fusion installer dmg 文件，将其打开。

磁盘映像的内容将显示在 Fusion“访达”窗口中。

2 在“访达”窗口中，连按点按以安装 Fusion 图标。

3 出现提示时，键入您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Fusion 将安装在 Mac 上的应用程序文件夹中。

启动 Fusion

开始使用 Fusion。

前提条件

请确认您具有 Mac 的管理员密码。

步骤

1 在“应用程序”文件夹中，连按 VMware Fusion。

将出现“虚拟机库”窗口。在此窗口中，您可以开始使用虚拟机。

使用 VMwar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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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 要在 Mac Dock 中存储 Fusion，请右键点按图标，然后选择选项 > 在 Dock 中保留。

使用说明视频

观看介绍如何使用 Fusion 的在线视频。

如果是初次使用 Fusion，请观看使用说明视频以熟悉 Fusion 功能。

步骤

u 在 Fusion 中，点按帮助 > 视频教程以访问与 Fusion 入门相关的各种帮助主题。

后续步骤

在 Fusion 支持中心网页上，您可以找到有关在 Mac 上运行 Windows 和 Linux 的支持和故障排除信息，

例如，Windows 激活问题、共享数据、使用虚拟磁盘以及更多其他主题。请参见 Fusion 支持中心，网址

为：https://www.vmware.com/support/fusion.html。

利用 Fusion 在线资源

访问 Fusion 支持中心可了解产品新闻、常见问题解答、更多资源和联机社区。

要了解可用的 Fusion 支持服务、注册产品或创建技术支持请求，请参见 Fusion 支持中心，网址为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fusion.html。

您还可以在以下自助资源中找到有关使用 Fusion 的信息：

n 加入 VMware Fusion 社区，网址为 https://communities.vmware.com/community/vmtn/
fusion。VMware Fusion 用户可以在 Fusion 社区论坛中交流有关 Fusion 的信息、问题和评论，从

而更好地使用 Fusion。

n VMware 知识库提供了故障排除信息、错误消息的解决方案以及大多数 VMware 产品的 佳实践信

息。要查找有关在 Fusion 中遇到的特定问题的信息，可以在以下网址的产品列表中选择 VMware 
Fusion，然后输入关键字以搜索您的问题：http://kb.vmware.com。

n 有关 Fusion 常见问题解答，请访问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fusion/faq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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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Fusion 2
Fusion 利用虚拟化技术为您提供一个强大工具，以便在 Mac 上运行 PC 应用程序和设备。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虚拟机和 Fusion 用途

n 使用 Fusion 界面进行导航和执行操作

虚拟机和 Fusion 用途

通过使用 Fusion，您可以在 Mac 中运行虚拟机，并从中访问各种 Windows 和其他操作系统以及应用程

序。

什么是虚拟机？

虚拟机是一个软件电脑，它与物理机一样，可以运行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虚拟机通常包含一个显示器、一个或多个硬盘、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内存、CD/DVD 驱动器、网络适配器

和 USB 控制器。这些组件都是虚拟的。换言之，虚拟机的这些组成要素是由软件创建的，并以文件形式存

储在 Mac 中。

虚拟机在所有受支持 Mac 上的窗口中运行。您可以在虚拟机中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就像物理机一样

运行。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或网络中的其他电脑无法区分虚拟机和物理机。对于在物理机中执行的任何操

作（安装软件、存储文件、添加其他驱动器等），也可以在虚拟机中执行。

具有基本物理硬件的 Fusion 完全支持虚拟机。例如，您可以使用与基本物理硬件组件完全不同的虚拟组件

配置一个虚拟机。位于同一物理主机中的多个虚拟机可以运行不同的操作系统（Windows、Linux、

macOS 等）。

Fusion 功能

通过使用 Fusion，您可以创建、打开和运行 VMware 虚拟机，并在 Mac 上使用 PC 特定的硬件。

通过使用 Fusion，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n 在 macOS 上运行 x86 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Linux 和 macOS 等），而无需重新引导。

n 在 macOS 上运行 ARM 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和 Linux 等），而无需重新引导。

n 在所有受支持的 Mac 上运行 Windows 和 Linux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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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运行大多数需要 DirectX 9、DirectX 10、DirectX 10.1 或 DirectX 11 的 

Windows 3D 应用程序。

n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导入使用 Parallels Desktop 创建的虚拟机或使用 OVF（开放虚拟化格

式）标准的虚拟机。

n 从虚拟机中访问 USB 设备，例如，摄像头和高速磁盘。

n 在基于 Intel 的 macOS 主机和运行其他 x86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之间拖动文件。

n Fusion 可以与通过不同的 VMware 产品创建的 VMware 虚拟机一起使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虚

拟机兼容性。

支持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Fusion 支持 100 多种客户机操作系统，包括多数版本的 Windows、Linux、Mac OS X、OS X 和 

macOS。

有关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信息，请访问 http://www.vmware.com/go/hcl。

也可以转到 VMware 网站，然后点按 Support（支持）选项卡。在 Support Resources（支持资源）

下，点按 Compatibility Guides（兼容性指南）链接。

虚拟硬件规格

每个虚拟机具有芯片组、BIOS、端口等的标准虚拟硬件配置。内存量和处理器数取决于 Mac。

处理器

n 在具有一个或多个逻辑处理器的主机系统上使用一个虚拟处理器

n 多为 32 个虚拟处理器，取决于 Mac 上的可用处理器、虚拟机硬件版本以及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

n 以下配置具有两个逻辑处理器：

n 具有两个或更多物理 CPU 的多处理器 Mac

n 具有多核 CPU 的单处理器 Mac

芯片组

n 基于 Intel 440BX 的主板

n NS338 SIO

n 82093AA IOAPIC

n Apple Silicon

BIOS

n 带有 VESA BIOS 的 PhoenxBIOS 4.0 Release 6

内存

n 多为 128 GB，取决于 Mac 上的可用内存、虚拟机硬件版本以及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

使用 VMwar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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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可用于所有虚拟机的内存总容量仅由 Mac 的内存容量决定

注   如果为虚拟机分配过多内存并同时运行所有虚拟机，Mac 将由于过多的磁盘交换而运行缓慢。

佳方法是，确保 Fusion 和所有运行的虚拟机使用的总内存量低于 Mac 总内存量的 70%。

显卡

n VGA

n SVGA

n 适用于 Windows XP 客户机操作系统的 128MB 3D 加速显卡（支持带有 Shader Model 3 和 

OpenGL 2.1 的 DirectX 9.0c）

n 适用于 Windows Vista 及更高版本的客户机操作系统的 256 MB 3D 加速显卡（支持带有 Aero 和 

OpenGL 2.1 的 DirectX 9.0EX）

n 适用于 Windows 7 和更高版本的客户机操作系统的 3D 加速显卡（支持带有 OpenGL 4.3 的 DirectX 
11）。DirectX 11 要求在主机上具有 macOS 10.15 或更高版本，以及硬件版本 18 和更高版本。

OpenGL 4.3 需要硬件版本 20 及更高版本。您可以在以下 Mac 机型上启用 DirectX 11

n MacPro 2013 年及更新机型

n 27 英寸 iMac 2014 年及更新机型

n 13 英寸 MacBook Pro 2015 年及更新机型

n 配备双显卡的 15 英寸 MacBook Pro 2015 年及更新机型

n MacBook Air 2015 年及更新机型

n MacBook 2015 年及更新机型

n iMac 2015（21 英寸）及更高版本

n iMac Pro 2017 年及更新机型

n MacMini 2018 年及更新机型

n 要在 Windows XP 或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中使用 

GL_EXT_texture_compression_s3tc 和 GL_S3_s3tc 开放图形库 (OpenGL) 扩展名，必须在客

户机操作系统中安装 Microsoft DirectX End-User Runtime。OpenGL 是用于定义 2D 和 3D 电脑图

形的应用程序接口。您可以从 Microsoft 下载中心网站下载 Microsoft DirectX End-User Runtime。

IDE 设备

n 多 4 个设备。这些设备可以是虚拟硬盘，也可以是 CD/DVD 驱动器

n IDE 虚拟磁盘的 大容量为 8 TB

n CD/DVD 驱动器可以是主机或客户端系统上的物理设备，也可以是 ISO 映像文件或 DMG 映像文件

SATA 设备

n 多 120 个 SATA 设备：4 个控制器，每个控制器 30 个设备

使用 VMware Fusion

VMware, Inc. 17



n 多为 8 TB 的 SATA 虚拟磁盘

SCSI 设备

n 多 60 个设备。这些设备可以是虚拟硬盘，也可以是 CD/DVD 驱动器

n 多为 8 TB 的 SCSI 虚拟磁盘

n LSI Logic LSI53C10xx Ultra320 SCSI I/O 控制器。对于 Windows XP 客户机系统，此控制器需要从 

LSI Logic 网站中获取一个附加驱动程序。在该网站上选择“Support & Downloads”，点按用于下

载驱动程序的链接，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控制器以查找要下载的驱动程序。

n 与 Mylex (BusLogic) BT-958 兼容的主机总线适配器。对于 Windows XP 和 Windows Server 2003 
客户机系统，这需要从 VMware 网站中获取一个附加驱动程序。请参见 http://www.vmware.com/
download/fusion/drivers_tools.html。

NVMe 设备

n 多 60 个 NVMe 设备：4 个控制器，每个控制器 15 个设备

n 默认情况下，以下客户机操作系统不支持 NVMe 虚拟硬盘。

n Windows 8.1 之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n macOS 10.13 之前的 Mac 操作系统

n 某些 Linux 操作系统

有些 Linux 操作系统支持 NVMe，而有些则不支持。详情请咨询操作系统供应商。

打印机

n 无需驱动程序便可打印。在客户机中自动拷贝主机的打印机，包括 PCL 和 PostScript 打印机

n 本地和网络连接的打印机

软驱

n 多有两个 1.44 MB 软盘设备

n 虚拟软盘设备仅使用软盘映像文件

串行 (COM) 端口

n 多四个串行 (COM) 端口

n 虚拟串行端口仅支持输出到文件

n 可以使用一个串行端口执行无需驱动程序的打印作业

并行 (LPT) 端口

n 多三个双向并行 (LPT) 端口

n 虚拟串行端口仅支持输出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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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端口

n 支持高速 USB 2.0 和 SuperSpeed USB 3.0 以及 SuperSpeed Plus USB 3.1

n 支持大多数设备（包括 USB 打印机、扫描仪、PDA、硬盘驱动器、内存卡读卡器和数码相机），并且

还支持很多流式设备，例如网络摄像头、扬声器和麦克风

键盘

n 104 键 Windows 95/98 增强型

鼠标及绘图板

n PS/2 鼠标

n USB 鼠标

n USB 绘图板

以太网卡

n 虚拟机 多支持 10 个虚拟以太网卡。

虚拟网络连接

n 默认情况下，为三个虚拟集线器配置了桥接模式、仅主机模式和 NAT 网络连接模式。

n 支持大多数基于以太网的协议，包括 TCP/IP v4、Microsoft 网络、Samba、Novell NetWare 和网络

文件系统。

n 内置 NAT 支持使用 TCP/IP v4、FTP、DNS、HTTP、WINS 和 Telnet 的客户端软件，包括通过 

NAT 支持采用 PPTP 的 VPN。

n 创建额外的虚拟网络以创建隔离的逻辑网络。此功能仅适用于 Fusion Pro。

n IPv6 NAT 支持仅适用于额外的虚拟网络，并且仅适用于 Fusion Pro。

声卡

n 使用 Mac 默认输入和输出设置进行声音输入和输出。

n 仿真 Creative Labs Sound Blaster ES1371 AudioPCI 声卡。不支持 MIDI 输入、游戏控制器和游戏

杆。

n HDAudio

固态驱动器

如果主机具有物理固态驱动器 (Solid State Drive, SSD)，主机将通知客户机操作系统它们在 SSD 上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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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客户机操作系统就可以优化行为。虚拟机识别 SSD 并使用该信息的方式取决于客户机操作系统和虚

拟磁盘的磁盘类型（SCSI、SATA、IDE 或 NVMe）。

n 在 Windows 8、Windows 10、Ubuntu 和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虚拟机中，所有驱动器类型可

以将其虚拟磁盘报告为 SSD 驱动器。

注  
n Windows 8.1 和更高版本本机支持 NVMe 虚拟硬盘。

n 要创建具有 Windows 7 或 Windows 2008 R2 客户机操作系统的新虚拟机并将 NVMe 作为虚拟

硬盘，请应用相应的 Windows 热修补程序。请参见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kb/
2990941。

n 有些 Linux 操作系统支持 NVMe，而有些则不支持。详情请咨询操作系统供应商。

n 在 Windows 7 虚拟机中，仅 IDE 和 SATA 虚拟磁盘可以报告为 SSD。只有在用作虚拟机的系统驱动

器时，SCSI 虚拟磁盘才会报告为 SSD；在用作虚拟机的数据驱动器时，将报告为机械驱动器。

n 在 Mac 虚拟机中，仅 SATA 和 NVMe 虚拟磁盘会报告为 SSD。IDE 和 SCSI 虚拟磁盘报告为机械驱

动器。

注   macOS 10.13 和更高版本支持 NVMe 虚拟硬盘。

请使用虚拟机操作系统验证虚拟机是否将 SSD 作为其虚拟磁盘。

使用 Fusion 界面进行导航和执行操作

通过使用 Fusion 界面元素，您可以访问虚拟机和管理 Fusion。

VMware Fusion 工具栏

您可以使用工具栏上的图标启动操作或更改设置。

您可以使用 Fusion 工具栏更改虚拟机状态（如开启、挂起、重新引导），访问虚拟机快照或查看和更改虚

拟机设置。

通过工具栏中的“虚拟机路径”项，您可以导航虚拟机路径，并轻松地在 Mac 主机上的文本文件或终端窗

口中查看完整路径。请参见使用 Fusion 工具栏访问虚拟机路径。

您可以在虚拟机窗口中以单独窗口模式查看工具栏，也可以在“虚拟机资源库”的显示菜单中根据自己的

选择显示或隐藏工具栏。请参见显示或隐藏 Fusion 工具栏。

您可以自定工具栏。请参阅自定 Fusion 工具栏

使用 Fusion 工具栏访问虚拟机路径

您可以使用虚拟机工具栏中的“虚拟机路径”项导航到虚拟机路径，并快速在 Mac 主机上的文本文件或终

端窗口中查看完整的路径。

“虚拟机路径”项由图标和虚拟机名称共同组成。路径指向虚拟机所在的位置，Fusion 会将虚拟机储存为

单个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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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n 在虚拟机的工具栏中添加“虚拟机路径”项（如果尚未添加）。请参见自定 Fusion 工具栏。

步骤

u 导航到虚拟机路径上的位置。

按住 Command 键并点按“虚拟机路径”项的名称部分，然后选择一个位置。

此时该位置会在 Mac 主机上的 Finder 中打开。

u 在 Mac 主机上创建一个包含虚拟机完整路径的文件。

在单独窗口模式下，点按“虚拟机路径”项的图标部分，然后将其拖到 Mac 主机。

打开之前创建的文件以查看虚拟机的完整路径。

u 将虚拟机的完整路径拷贝到 Mac 主机上的一个文本文件或终端窗口中。

在单独窗口模式下，点按“虚拟机路径”项的图标部分，然后将其拖到 Mac 主机上的文本文件或终端

窗口。

虚拟机的完整路径即会显示在该文本文件或终端窗口中。

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

新创建的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可能如下所示。

n your home directory/Virtual Machines，这是新安装的 Fusion 11 或更高版本的默认虚拟机文件

夹。

n your home directory/Documents/Virtual Machines，这是安装的低于 Fusion 11 的 Fusion 以及

通过从低于 Fusion 11 的 Fusion 版本升级而安装的 Fusion 11 及更高版本的默认虚拟机文件夹。

n 上次将虚拟机存储到的位置。

如果在使用 Fusion 创建虚拟机时指定了虚拟机位置，而不是接受默认位置，则下次使用 Fusion 创建

虚拟机时，您所指定的位置会成为默认位置。

有关如何确定位于虚拟机资源库中的虚拟机的文件位置，请参见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对虚拟机执行操

作。

有关如何更改虚拟机文件位置的信息，请参见更改虚拟机的文件位置。

更改虚拟机的文件位置

您可以更改虚拟机文件的储存位置。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无论虚拟机软件包储存在何处，您都可以将文件移到其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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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关闭要移动的虚拟机的电源。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要确定虚拟机的文件位置，请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虚拟机，松开 Control 
键，然后选择在 Finder 中显示。

您需要知道文件位置，才能再次访问虚拟机软件包。

3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虚拟机，然后选择删除。

此时会显示“移除虚拟机”对话框。

4 点按保留文件。

5 使用 Finder 重新导航到虚拟机软件包，然后将其移到其他文件夹。

6 在 Finder 窗口中连按虚拟机软件包。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

7 点按已移动。

此时虚拟机会启动并显示在虚拟机资源库中。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对虚拟机执行操作

虚拟机资源库窗口显示在 Fusion 中创建或开启的虚拟机。

步骤

1 要访问虚拟机资源库窗口，请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要使用现有虚拟机执行操作或创建虚拟机，请按相应说明进行操作。

选项 操作

启动虚拟机 点按虚拟机缩略图上的播放按钮。

挂起虚拟机 选择虚拟机缩略图，然后点按工具栏上的挂起按钮。

为虚拟机添加注释 选择虚拟机，然后点按虚拟机 > 获取信息。在“常规”设置的注释文本框中，为虚

拟机输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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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操作

获取有关虚拟机的特定信息（仅限 

Fusion Pro）
“虚拟机资源库”窗口提供了以下信息。

n 虚拟机处理器和内存信息。

要访问“处理器和内存”设置窗口，请点按信息图标。

n 在安装了 VMware Tools 的虚拟机连接到网络并打开电源后，将显示网络信

息。

要获取更详细的网络信息，请点按信息图标。

n 硬盘、快照和可回收信息。

仅列出 Windows 虚拟机的可回收信息。

点按刷新磁盘空间图标可更新硬盘、快照和可回收信息，并显示清理推荐设置提

示消息（如果适用）。

清理虚拟机（仅限 Fusion Pro） 关闭虚拟机电源以及可释放大量虚拟机空间时，虚拟机将显示清理推荐设置消息。

要启动清理，请点按该消息。此时将显示“常规设置”对话框，其中包含可以选择

的清理选项。

重命名虚拟机 a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虚拟机。

b 选择重命名。

c 键入新名称，然后按下 Enter。

确定虚拟机文件的位置 a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虚拟机。

b 松开 Control 键。

c 选择在 Finder 中显示。

更改虚拟机的设置 要打开该虚拟机的“设置”窗口，请选择虚拟机 > 设置。某些设置只有在关闭虚拟

机电源后才能进行更改。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添加虚拟机 您一次可向“虚拟机资源库”窗口添加一个或多个虚拟机

手动 将虚拟机软件包图标或虚拟机的 .vmx 文件拖到该窗口中。

自动 1 选择文件 > 扫描虚拟机。

2 点按 +。

3 选择一个文件夹。

4 点按打开。

5 点按扫描。

从“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移除虚拟机。 a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

b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虚拟机。

c 选择删除。

从“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移除虚拟机不同于从硬盘中删除该虚拟机。

创建新的虚拟机、导入虚拟机或迁移物理

机

使用文件菜单创建新的虚拟机，导入虚拟机或迁移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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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首页”窗格创建虚拟机或从其他来源获取虚拟机

您可以创建虚拟机或迁移物理 PC 机。

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打开

您可以在运行 Mac 操作系统的同时使用 Boot Camp 分区中的内容。为此，您可以使用 Fusion 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开启。

Boot Camp 是一个 Apple 软件，可以使基于 Intel 的 Mac 能够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在引导时，

Boot Camp 要求您选择 Mac 还是 Windows。Boot Camp 可以在硬盘上创建单独的 Mac 和 Windows 
分区以创建双引导动环境。将 Windows Boot Camp 分区作为 Fusion 虚拟机使用时，您可以执行以下任

务：

n 使用 Boot Camp 虚拟机和 Mac 而无需重新引导和在它们之间切换。

n 通过共享文件夹、拖动文件或剪切和粘贴文本，在 Boot Camp 虚拟机与 Mac 之间共享文件。

注   如未安装 VMware Tools，重新激活 Windows 的过程可能会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 Boot 
Camp 虚拟机中重新激活 Windows 并随后从本地引导 Boot Camp 分区，则会提示您重新激活 

Windows。如果在本地 Boot Camp 分区中重新激活 Windows，下次开启 Boot Camp 虚拟机时，还会

要求重新激活 Windows，以后也是如此。可以安装 VMware Tools 以解决该问题。

前提条件

必须先创建一个 Boot Camp 分区，才能执行上述操作。

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使用。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点按虚拟机列表中的 Boot Camp 缩略图，该缩略图标识 Fusion 检测到的分

区。

3 （可选） 键入 Mac 密码以访问 Boot Camp 分区。

Fusion 将创建一个使用 Boot Camp 分区的虚拟机并启动 Windows。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继续操作，并在出现提示时重新启动虚拟机。

从 Boot Camp 虚拟机中引导 Windows 后，Fusion 将开始安装 VMware Tools。在将 Boot Camp 
分区用作虚拟机时，VMware Tools 启用完整的虚拟机功能并优化该分区的性能。

5 在完成 VMware Tools 安装后，请重新引导电脑。

后续步骤

在安装 VMware Tools 后，首次开启 Boot Camp 虚拟机时，必须重新激活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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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usion 应用程序菜单

应用程序菜单包括可在 Mac 菜单栏中或使用键盘快捷键访问的应用程序菜单 ( )，以及对具有支持 Unity 

的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适用的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 )。通过应用程序菜单，您可以更快

地访问各种虚拟机设置、功能和应用程序。

下表提供了有关应用程序菜单的详细信息。

表 2-1. 关于应用程序菜单

应用程序菜单类型 图标 说明

应用程序菜单 n 可通过 Mac 菜单栏或使用键盘快捷键访问。

n 适用于所有虚拟机。

n 列出虚拟机资源库中的所有虚拟机。

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一个虚拟机来对其执行以下操作。

n 访问虚拟机的设置和快照。

n 更改虚拟机的视图模式和电源状态模式。

n 对于具有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您还可

以快速访问应用程序菜单中列出的应用程序。

n 可从 Fusion“常规偏好设置”对话框中配置。可以执行以下

配置。

n 在 Mac 菜单栏中显示或隐藏应用程序菜单。

n 为应用程序菜单设置键盘快捷键。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n 可从 Mac Dock 访问。

将 Windows 虚拟机切换到 Unity 模式时，Unity 应用程序

菜单图标会显示在 Mac Dock 中；将 Windows 虚拟机退出 

Unity 模式后，该图标即会消失。

Mac Dock 中包含每个处于 Unity 模式的 Windows 虚拟机

所对应的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图标，从而允许在 Mac Dock 
中同时显示多个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n 适用于具有支持 Unity 的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

机。

n 列出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选项。

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n 访问虚拟机的设置和快照。

n 更改虚拟机的视图模式和电源状态模式。

n 访问 Windows 客户机中安装的应用程序。

此外，还可以配置“应用程序菜单”设置。“应用程序菜单”设置同时适用于应用程序菜单 ( ) 和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 )，尤其是对于受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机。在“应用程序菜单”设置对话框中向应用程序

列表添加某个 Windows 应用程序时，Fusion 会将该应用程序固定到应用程序菜单中的列表顶部。

要设置应用程序菜单 ( ) 的常规偏好设置，请参见设置常规偏好设置。

要在应用程序菜单中添加、移除或重新排列 Windows 应用程序，请参见设置应用程序菜单。

n 设置应用程序菜单

您可以配置 Fusion 应用程序菜单，以便快速访问各种设置和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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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使用应用程序菜单查找 Windows 客户机应用程序

对于受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您可以从应用程序菜单中查找并打开任意虚拟机应用程

序。应用程序菜单包括可在 Mac 菜单栏中或使用键盘快捷键访问的应用程序菜单 ( )，以及可在虚拟

机处于 Unity 模式时从 Mac Dock 中访问的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 )。

设置应用程序菜单

您可以配置 Fusion 应用程序菜单，以便快速访问各种设置和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菜单包括可在 Mac 菜单栏中或使用键盘快捷键访问的应用程序菜单 ( )，以及可在虚拟机处于 

Unity 模式时从 Mac Dock 中访问的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 )。

对于受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菜单快速访问您在配置应用程序菜单时添加

的应用程序以及您 近打开的应用程序。

通过应用程序菜单还可以访问 Fusion 功能（如电源命令和视图）以及某些 Windows 功能（如 run 命

令）。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应用程序菜单。

4 （可选） 向应用程序菜单中添加项目。

a 要查看虚拟机中可用的应用程序和其他项目，请点按添加 (+) 按钮。

b 点按要在应用程序菜单中显示的项目、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或按住  并点按，然后点按添加。

5 （可选） 使用鼠标选中项目并上下移动，以对其进行重新排序。

6 （可选） 从应用程序菜单中移除项目。

a 从列表中选择要移除的项目。

b 点按移除 (-) 按钮。

使用应用程序菜单查找 Windows 客户机应用程序

对于受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您可以从应用程序菜单中查找并打开任意虚拟机应用程序。应

用程序菜单包括可在 Mac 菜单栏中或使用键盘快捷键访问的应用程序菜单 ( )，以及可在虚拟机处于 

Unity 模式时从 Mac Dock 中访问的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 )。

对于受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机，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菜单快速访问您在配置应用程序菜单时添加的应用程

序（请参见设置应用程序菜单）以及您 近打开的应用程序。

前提条件

n 要访问应用程序菜单 ( )，请配置应用程序菜单以使其可以访问。请参见设置常规偏好设置。

n 要访问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 )，请将虚拟机切换到 Unity 模式。

在单独窗口或全屏幕视图中打开虚拟机的情况下，切换到 Unity 视图。例如，选择视图 >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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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 Unity 模式时，将出现以下情况。

n 虚拟机界面消失。

n 当前在虚拟机中打开的应用程序直接显示在 Mac 桌面上。

n VMware Unity ( ) 显示在 Mac Dock 中。

步骤

1 打开应用程序菜单 ( ) 或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 )。

n 要打开应用程序菜单，请点按 Mac 菜单栏中的应用程序菜单 ( ) 状态项，或者使用键盘快捷键，

然后点按相应的虚拟机。

n 要打开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请点按 Mac Dock 中的 VMware Unity ( )。

2 在该列表中，找到要打开的应用程序。

3 （可选） 如果所需的应用程序名称没有显示在该列表中，您可以显示更多应用程序。

n 点按所有程序。

n 在搜索文本框中键入应用程序名称。

4 要打开应用程序，请点按相应图标。

在 Fusion 界面中使用不同的模式

您可以在单独窗口模式、全屏幕模式和 Unity 模式中查看 Fusion 界面。通过使用这些模式，您可以按不同

的方式使用应用程序和虚拟机。

使用单独窗口模式在 Mac 桌面上以单独窗口显示虚拟机

在单独窗口模式中，虚拟机显示在单独窗口中，您可以使用鼠标调整窗口大小和移动窗口。

在单独窗口模式中，您可以查看和使用 VMware Fusion 工具栏。

n 切换到单独窗口模式

要同时查看 Mac 桌面和虚拟机桌面，需要切换到单独窗口模式。

n 从单独窗口模式恢复为其他模式

要在一个或多个屏幕上全屏显示虚拟机桌面，或在 Mac 桌面上的窗口中查看客户机应用程序，请退

出单独窗口模式。

切换到单独窗口模式

要同时查看 Mac 桌面和虚拟机桌面，需要切换到单独窗口模式。

在单独窗口模式中，虚拟机显示在单独窗口中，您可以使用鼠标调整窗口大小和移动窗口。

步骤

u 切换到单独窗口模式。

n 在具有全屏幕标题栏的全屏幕模式中，选择显示 > 单独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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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没有全屏幕浮动工具栏的全屏幕模式中，使用键盘快捷键  +Control+F 切换到单独窗口模

式。

n 在 Unity 模式中，使用键盘快捷键  +Shift+U 切换到单独窗口模式。

从单独窗口模式恢复为其他模式

要在一个或多个屏幕上全屏显示虚拟机桌面，或在 Mac 桌面上的窗口中查看客户机应用程序，请退出单独

窗口模式。

步骤

u 要在一个或多个屏幕上全屏显示虚拟机桌面，请从 VMware Fusion 菜单栏中选择显示 > 全屏幕。

u 要在 Mac 桌面上直接显示客户机应用程序窗口（不显示虚拟机桌面），请选择显示 > Unity。

使用 Unity 模式直接在 Mac 桌面上显示客户机应用程序

要从没有 Fusion 界面的 Mac 桌面中使用虚拟机应用程序，请使用 Unity 模式。

在 Unity 模式中，将隐藏虚拟机的窗口，同时 VMware Unity 会显示在 Mac Dock 中。打开虚拟机应用程

序时，这些应用程序同样会显示在 Mac Dock 中。您可以像使用本机 Mac 应用程序一样使用虚拟机应用程

序。

n 关于 Unity 模式

很多 Windows 操作系统支持 Unity 模式；在该模式下，您可以在客户机应用程序中使用很多 Mac 
功能。

n 切换到 Unity 模式

您可以将打开的应用程序从另一种模式切换到 Unity 模式。

n 使用“等待进入 Unity 模式”窗口与客户机操作系统交互

不会在 Unity 模式中显示某些需要响应的操作系统活动。Fusion 显示等待进入 Unity 模式窗口，以

使您能够进行响应。

n 在 Unity 模式中查看 Windows 任务栏和系统托盘

您可以在 Unity 模式中显示 Windows 任务栏或系统托盘。

n 在 Unity 模式中连接 USB 设备

在 Unity 模式中运行虚拟机时，您必须手动连接 USB 设备。

n 从 Unity 模式切换到其他模式

要查看虚拟机的桌面，可以从 Unity 模式切换到单独窗口模式或全屏幕模式。

关于 Unity 模式

很多 Windows 操作系统支持 Unity 模式；在该模式下，您可以在客户机应用程序中使用很多 Mac 功能。

在运行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的虚拟机中完全支持 

Unity 模式。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32 位和 64 位）、2008、2012 和 2016 的虚拟机中试验性

支持 Unity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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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Mac 键盘快捷键  +C、  +X 和  +V 在 Mac 应用程序与 Unity 模式下的虚拟机应用程序之

间拷贝、剪切和粘贴文本。也可以在 Unity 模式下的虚拟机应用程序中使用 Mission Control 功能，并使

用  +Tab 在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要使用某个虚拟机应用程序，请在 Mac Dock 中点按该应用程序，这将启动 Fusion 并打开该应用程序。

虚拟机应用程序支持以下 Mac 功能。

n 在关闭虚拟机电源并退出 Fusion 后，将虚拟机应用程序保留在 Mac Dock 中。请参见在基于 Intel 的 

Mac 上的 Mac Dock 中保留 Windows 应用程序。

n 将虚拟机应用程序设置为在启动并登录到 Mac 系统时自动打开。请参见将虚拟机应用程序设置为在登

录到 Mac 时自动打开。

切换到 Unity 模式

您可以将打开的应用程序从另一种模式切换到 Unity 模式。

前提条件

只有在虚拟机中安装了 VMware Tools 时，Unity 模式才起作用。

步骤

1 在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 或 Windows 10 虚拟机中，打开要在 

Unity 模式下使用的应用程序。

2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切换到 Unity 模式：

n 在显示菜单中，选择 Unity。

n 使用键盘快捷键 +Shift+U。

n 在虚拟机窗口中点按工具栏中的切换到 Unity 模式图标。

将隐藏虚拟机窗口。打开的应用程序显示在 Mac 桌面上的窗口中并显示为 Mac Dock 中的图标。

后续步骤

要退出 Unity 模式，请点按 Mac Dock 中的 Fusion 图标，然后选择视图 > 单独窗口或视图 > 全屏幕。

使用“等待进入 Unity 模式”窗口与客户机操作系统交互

不会在 Unity 模式中显示某些需要响应的操作系统活动。Fusion 显示等待进入 Unity 模式窗口，以使您能

够进行响应。

步骤

u 在等待进入 Unity 模式窗口中，按照提示响应对话框。

在完成响应后，虚拟机将恢复为 Unity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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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退出 Unity 模式以响应虚拟机操作系统。

a 点按退出 Unity 模式。

b 执行客户机操作系统所需的任何活动。

c 要恢复为 Unity 模式，请选择显示 > Unity。

在 Unity 模式中查看 Windows 任务栏和系统托盘

您可以在 Unity 模式中显示 Windows 任务栏或系统托盘。

步骤

u 选择显示 > 在 Unity 模式中显示任务栏以显示任务栏。

可能需要移动 Mac Dock 才能看到任务栏。

“隐藏系统托盘”菜单项将灰显。

u 选择视图 > 在 Unity 模式中隐藏任务栏以隐藏任务栏。

u 选择显示 > 在 Unity 模式中显示系统托盘以显示系统托盘。

u 选择显示 > 在 Unity 模式中隐藏系统托盘以隐藏系统托盘。

结果

如果设置为显示，在切换为在非 Windows 应用程序中工作时，仍会显示这些元素。

在 Unity 模式中连接 USB 设备

在 Unity 模式中运行虚拟机时，您必须手动连接 USB 设备。

注   Fusion 不支持使用 USB 适配器将屏幕连接到虚拟机。

步骤

1 将 USB 设备插入到 Mac。

将显示选择对话框。

2 选择要将此设备连接到的系统。

您可以执行的操作取决于打开的虚拟机数。

选项 说明

如果开启了一个虚拟机 选择连接到 Mac 或连接到打开的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如果开启了两个或更多虚拟机 在弹出式菜单中，选择连接到您的 Mac 或连接到选定虚拟机的虚拟机名称。点按

好。

 

从 Unity 模式切换到其他模式

要查看虚拟机的桌面，可以从 Unity 模式切换到单独窗口模式或全屏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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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Fusion 必须是活动应用程序，以使 Fusion 菜单显示在屏幕顶部。

步骤

u 退出 Unity 模式。

选项 操作

在 Mac 桌面上以单个窗口显示虚拟机。 从 VMware Fusion 菜单栏中，选择显示 > 单独窗口。

在一个或多个屏幕上全屏显示虚拟机桌

面。

从 VMware Fusion 菜单栏中，选择显示 > 全屏幕。

 

结果

打开的应用程序将显示在 Fusion 虚拟机窗口中。

使用全屏幕模式以全屏显示虚拟机桌面

在全屏幕模式中，Fusion 将在一个或多个屏幕上全屏显示虚拟机桌面。

在该模式中，您看不到 Mac Dock。您可以显示或隐藏 VMware Fusion 菜单栏。在该模式中，您就像在

使用专用于运行客户机操作系统的电脑一样。可以将光标移到屏幕顶部以显示和访问工具栏。也可以通过

布局紧凑的全屏幕浮动工具栏访问 Fusion 的一部分功能。

n 将 Fusion 切换到全屏幕模式

您可以从其他模式切换到全屏幕模式。

n 在全屏幕模式中隐藏 VMware Fusion 菜单栏

在处于全屏幕模式时，将隐藏 VMware Fusion 菜单栏，直到将光标悬停在屏幕顶部。您可以将 

VMware Fusion 菜单栏设置为始终隐藏。

n 设置全屏幕浮动工具栏

在处于全屏幕模式时，您可以使用全屏幕浮动工具栏访问一些虚拟机控制功能（例如，更改状态）以

及一些虚拟机菜单选项。

n 从全屏幕模式恢复为其他模式

要同时查看 Mac 桌面和虚拟机桌面，或在 Mac 桌面的窗口中查看客户机应用程序，请切换到 Unity 
模式或单独窗口模式。

将 Fusion 切换到全屏幕模式

您可以从其他模式切换到全屏幕模式。

步骤

u 切换到全屏幕模式。

n 在虚拟机窗口顶部的工具栏中，点按进入全屏幕模式按钮。

n 从显示菜单中，选择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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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使用 +Control+F 键盘快捷键切换到全屏幕模式。

结果

Fusion 虚拟机窗口可以扩展到全屏幕（如果具有多个屏幕并将 Fusion 配置为使用所有屏幕，则会在所有

屏幕上全屏显示）。如果可能，将创建一个新空间以轻松使用 Mission Control 进行导航。

在全屏幕模式中隐藏 VMware Fusion 菜单栏

在处于全屏幕模式时，将隐藏 VMware Fusion 菜单栏，直到将光标悬停在屏幕顶部。您可以将 VMware 
Fusion 菜单栏设置为始终隐藏。

全屏幕菜单栏行为适用于运行的虚拟机。

步骤

u 设置在全屏幕模式下隐藏菜单栏选项。

n 选择显示 > 在全屏幕模式下隐藏菜单栏。

n 使用 +Shift+M 在全屏幕模式中隐藏或显示 VMware Fusion 菜单栏。

设置全屏幕浮动工具栏

在处于全屏幕模式时，您可以使用全屏幕浮动工具栏访问一些虚拟机控制功能（例如，更改状态）以及一

些虚拟机菜单选项。

在全屏幕模式中，虚拟机窗口将采用全屏；如果使用多个显示器，则会扩展到多个屏幕。在该模式中，您

看不到 Mac Dock。不过，您可以通过全屏幕浮动工具栏访问一些虚拟机菜单选项。全屏幕浮动工具栏包

含 Fusion 虚拟机挂起和运行按钮、一些虚拟机选项以及恢复为单独窗口模式按钮。

步骤

1 选择显示 > 全屏幕。

虚拟机视图模式将转换为全屏幕模式，同时默认在屏幕右侧显示全屏幕浮动工具栏。

2 从全屏幕浮动工具栏菜单中选择带有齿轮图标的按钮并设置全屏幕浮动工具栏行为。

选项 说明

始终显示 全屏幕浮动工具栏始终可见。

自动隐藏和显示 对于运行的虚拟机，只有在将鼠标指针移到屏幕边缘的全屏幕浮动工具栏位置时，

才能看到该工具栏。对于当前未运行的虚拟机，始终显示全屏幕浮动工具栏。

始终隐藏 从不显示全屏幕浮动工具栏。可以使用  +Control+F 键盘快捷键退出全屏幕模

式。

置于屏幕上的位置 设置全屏幕浮动工具栏的显示位置：顶部、左侧、底部或右侧边缘。您可以将全屏

幕浮动工具栏拖到一个屏幕中的任意位置，或者将其拖到其他屏幕中（如果当前有

多个屏幕）。

 

注   可以通过拖动将全屏幕浮动工具栏移到屏幕的其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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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屏幕模式恢复为其他模式

要同时查看 Mac 桌面和虚拟机桌面，或在 Mac 桌面的窗口中查看客户机应用程序，请切换到 Unity 模式

或单独窗口模式。

要将虚拟机显示在 Mac 桌面上的单个窗口中，请退出到单独窗口模式。要在 Mac 桌面上直接显示客户机

应用程序窗口而不显示虚拟机桌面，请退出到 Unity 模式。

步骤

u 要退出全屏幕模式以进入单独窗口模式，请在全屏幕标题栏中选择显示 > 单独窗口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Control+F。

u 要退出全屏幕模式以进入 Unity 模式，请在全屏幕标题栏中选择显示 > Unity 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Shift+U。

调整虚拟机显示区域大小以适合

您可以强制使虚拟机显示区域适合当前屏幕或窗口大小。

在虚拟机处于 Unity 模式或无法调整虚拟机显示区域大小时，该选项不可用。

步骤

u 选择视图 > 调整虚拟机大小以适合屏幕

将调整虚拟机显示区域大小以适合当前屏幕或窗口。

使用多个屏幕

Fusion 支持多个屏幕。Fusion 多检测 10 个屏幕，可以在连接或断开屏幕以及更改分辨率和方向时自动

进行调整。

在 Unity 模式中使用多个屏幕

默认情况下，Fusion 检测多个屏幕。无需更改设置，您就可以将 Unity 模式中的窗口拖到任何可用的屏

幕。

对于使用多个屏幕且处于 Unity 模式的虚拟机，请不要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使用屏幕设置。Fusion 不支持

在此处进行的任何更改。

在全屏幕模式下使用所有屏幕

您可以设置 Fusion 全屏幕模式以使用连接到 Mac 的所有屏幕。

步骤

1 如果启用了在全屏幕模式中使用单一屏幕，请选择显示 > 在全屏幕模式中使用所有屏幕。

Mac OS X 客户机不支持在全屏幕模式中使用所有屏幕。

2 如果当前处于其他模式，请选择显示 > 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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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屏幕模式移到多个屏幕中的一个

如果具有多个屏幕，您可以将其中的一个屏幕指定为以全屏幕模式显示 Fusion 虚拟机。

您可以在多个屏幕中的一个屏幕上以全屏幕模式运行某个虚拟机，而不是使用所有屏幕。可以在不同的监

视器上以全屏幕模式运行不同的虚拟机。

步骤

1 在菜单栏中，选择显示 > 单独窗口（如果当前处于其他模式）。

2 将 Fusion 虚拟机窗口拖到要使用全屏幕模式的屏幕中。

3 （可选） 在菜单栏中，选择显示 > 在全屏幕模式中使用单一屏幕（如果 Fusion 设置为以全屏幕模式

使用所有屏幕）。

4 在菜单栏中，选择显示 > 全屏幕。

Fusion 虚拟机将在指定的屏幕中以全屏幕模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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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usion 3
您可以配置 Fusion，以使其外观和工作方式符合您的要求。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设置 Fusion 偏好设置

n 自定 Fusion 屏幕

n 在基于 Intel 的 Mac 上的 Mac Dock 中保留 Windows 应用程序

n 将虚拟机应用程序设置为在登录到 Mac 时自动打开

n 虚拟机软件包的内容

n 使用虚拟机软件包

设置 Fusion 偏好设置

您可以设置偏好设置以控制 Fusion 的运行方式。

设置常规偏好设置

您可以设置鼠标如何工作、在退出 Fusion 时虚拟机的运行方式以及其他常规操作。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

2 点按常规。

3 在“关闭虚拟机时”部分中，选择关闭虚拟机时的 Fusion 运行方式。

选项 说明

挂起虚拟机 在关闭虚拟机窗口时，将暂停该虚拟机。

如果在选定此偏好设置的情况下关闭虚拟机窗口，则当您下次打开虚拟机时，虚拟

机会重新启动，同时应用程序处于运行状态，且文件处于打开状态。此行为类似于

挂起和恢复笔记本电脑的情况。

关闭虚拟机 在关闭虚拟机窗口时，被关闭该虚拟机。

在关闭之前，提示用户确认 在关闭虚拟机窗口之前，Fusion 打开一个对话框以要求用户确认。要在后台运行虚

拟机，您必须选择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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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游戏”部分，选择一种适合您的鼠标使用方式的设置。

选项 说明

在游戏中自动检测鼠标 Fusion 自动检测何时需要将鼠标锁定到虚拟机窗口，以便在玩游戏时正确进行操

作。如果未检测到游戏，鼠标将以常规模式工作。这是默认设置。

在游戏中从不优化鼠标 有时，自动检测功能会将非游戏应用程序检测为游戏。可以使用该选项停用自动检

测，以使鼠标以常规模式在这些应用程序中工作。

在游戏中始终优化鼠标 有时，自动检测功能无法识别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此选项在游戏程序中

正常操作鼠标。

 
5 在“应用程序菜单”部分中，选择用于访问应用程序菜单的选项。

a 选择一个用于指定应用程序菜单 ( ) 图标何时显示在 Mac 菜单栏中的选项。

b （可选） 要配置用于显示应用程序菜单的快捷键，请选择启用键盘快捷键，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

择一个快捷键。

当您按下该键盘快捷键时，应用程序菜单便会打开。

6 （可选） 在“更新”部分中，选中自动检查更新复选框，以使 Fusion 在启动时检查软件更新。

如果可以下载并安装新版本的 Fusion，则会显示一条消息以提醒您。如果未选中自动检查更新复选

框，您可以随时选择 VMware Fusion > 检查更新以手动检查更新。

选择键盘与鼠标配置文件

Fusion 为支持的每种语言提供了标准键盘与鼠标配置文件。

您可以为每个虚拟机分配各自的配置文件。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键盘与鼠标。

2 从键盘和鼠标配置文件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3 选择编辑配置文件。

4 （可选） 使用添加 (+) 按钮和删除 (-) 按钮添加和移除配置文件。

5 点按完成。

在“键盘和鼠标偏好设置”窗格中设置按键映射

您可以将 Mac 键盘上的某些组合键映射到虚拟机上的键。

支持以下映射：

n 按键到按键

n 修饰键组合到修饰键

n 修饰键组合 + 按键到按键

您不能重叠按键映射。您无法在一个按键映射中包含以前创建的另一按键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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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键盘与鼠标。

2 点按按键映射以转到“按键映射”窗格。

3 选中启用按键映射复选框。

4 （可选） 如果要合并与在输入菜单（如菜单栏中的旗标所示）中选择的语言的键盘布局相关的按键映

射，请选中启用特定于语言的按键映射复选框。

在将输入菜单更改为支持的键盘布局时，额外的按键映射将附加到按键映射列表中。Fusion 支持英国

英语、比利时语、丹麦语、法语、瑞士法语和德语。Mac OS X Server 虚拟机不支持此功能。

5 更改按键映射设置。

选项 说明

打开或关闭按键映射 点按“Mac 快捷键”左侧的复选框。

编辑按键映射 连按要更改的 Mac 快捷键或虚拟机快捷键，然后在“编辑按键映射”对话框中进行

更改。

添加按键映射 点按添加 (+) 按钮，然后在“编辑按键映射”对话框中定义新的按键映射。

删除按键映射 选择按键映射，然后点按删除 (-) 按钮。

恢复默认设置 点按恢复默认。

 

在“键盘与鼠标偏好设置”窗格中设置鼠标快捷键

在 Fusion 中，您可以使用快捷键通过单键鼠标执行双键或三键鼠标完成的操作。

默认设置为：Control + 主键相当于按鼠标辅键（点按鼠标右键）；  + 主键相当于按鼠标第三键。

您可以更改快捷键。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键盘与鼠标。

2 点按鼠标快捷键以转到“鼠标快捷键”窗格。

3 连按鼠标快捷键，并按住作为新快捷键的按键。

要恢复默认设置，请点按恢复默认。

在“键盘和鼠标偏好设置”窗格中激活或停用 Mac 主机快捷键

在 Fusion 中，Mac 操作系统或第三方应用程序注册的全局键盘快捷键将默认发送到 Mac 操作系统，而不

是发送到虚拟机。

全局 Mac 键盘快捷键包括 Command + Tab（切换应用程序）以及 F9、F10、F11（Exposé 命令）等。

您可以在 macOS 的“系统偏好设置”中设置这些快捷键和命令。

在使用 Fusion 时，可以使用“Mac 主机快捷键”窗格停用所有这些快捷键。只能在单独窗口模式和全屏

幕模式中实现停用。在 Unity 模式中，将始终启用所有 macOS 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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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键盘与鼠标。

2 要转到“Mac 主机快捷键”窗格，请点按 Mac 主机快捷键。

3 要启用或停用所有快捷键，请选中或取消选中启用 Mac OS 主机键盘快捷键复选框。

4 要自定虚拟机如何将 Mac Command 键 ( ) 映射到 Windows command 键，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相

应的选项。

选项 说明

任意一个 Command 键 将任一 Mac Command 键映射到 Windows command 键。

左侧的 Command 键 将左侧的 Mac Command 键映射到 Windows command 键。

右侧的 Command 键 将右侧的 Mac Command 键映射到 Windows command 键。

 

结果

无法在此处编辑 macOS 命令。您必须在 macOS 的“系统偏好设置”中对其进行更改。

在“键盘与鼠标偏好设置”窗格中激活 Fusion 快捷键

在单独窗口模式或全屏幕模式中，Fusion 具有很多用于执行 Fusion 命令的键盘快捷键。您可以在

“Fusion 偏好设置”中激活或停用这些快捷键。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键盘与鼠标。

2 点按 Fusion 快捷键以转到“Fusion 快捷键”窗格。

3 在列表中选择或取消选择一项目。

设置 Fusion 显示分辨率偏好设置

您可以设置如何在单独窗口模式和全屏模式下显示 Fusion 虚拟机的偏好设置。

默认情况下，这些偏好设置适用于所有虚拟机。您可以针对特定虚拟机更改这些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配置显示分辨率设置。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

2 选择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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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单独窗口分辨率设置。

该设置指定如何在单独窗口模式下显示所有虚拟机。

选项 说明

在窗口中将虚拟机拉伸显示 在调整虚拟机窗口大小时，将拉伸虚拟机显示区域以填充窗口，而不更改分辨率。

调整虚拟机和窗口大小 调整虚拟机显示区域大小以适合单独窗口。

 
4 选择全屏幕分辨率设置。

该设置指定如何在全屏模式下显示所有虚拟机。

选项 说明

在屏幕中将虚拟机居中显示 在虚拟机进入全屏查看模式时，将在屏幕上居中显示虚拟机，而不更改分辨率。

在屏幕中将虚拟机拉伸显示 在虚拟机进入全屏查看模式时，将拉伸虚拟机显示区域以填充屏幕空间，而不更改

分辨率。

将虚拟机调整为适合屏幕大小 调整虚拟机显示区域大小以适合全屏。

 

设置默认应用程序偏好设置

您可以设置使用 Mac 或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打开不同类别的 URL。

您可以打开以下类别的 URL：

n RSS 源 (feed)

n 文件传输（FTP、SFTP）

n 网页（HTTP、HTTPS）

n 邮件 (mailto)

n VMRC (VMware Remote Console)

n 新闻组 (news)

n 远程会话（Telnet、SSH）

如果在虚拟机中将某个 Web 浏览器设置为默认浏览器，则不会更改 Fusion 处理 URL 的默认设置。下次

启动或恢复虚拟机或更改 URL 引用时，Fusion 设置将覆盖在客户机中所作的更改。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默认应用程序。

4 点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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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或更改偏好设置。

选项 说明

在“默认应用程序”窗格中添加 URL 类
别

点按添加 (+) 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 URL 类别。

设置或更改用于打开某种类别的 URL 的
应用程序

从相应打开 [类别] 时使用复选框右侧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应用程序。您可以在 

Mac 和虚拟机中的所有可用应用程序之间进行选择。

移除 URL 类别 点按弹出式菜单右侧的删除 (-) 按钮以删除某个类别。

 

创建自定网络

通过使用 Fusion Pro，您可以更改主要的网络设置、添加和移除虚拟自定网络、创建自定虚拟网络配置，

以及要求虚拟机在允许网络适配器以混杂模式运行前提示用户进行确认。所做的更改影响连接到在主机系

统上运行的自定网络的所有虚拟机。

您可以创建自定网络以完成以下任务：

n 对于虚拟机与 Mac 共享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情形，添加其他 NAT 配置。

n 添加额外的专用虚拟网络以启用虚拟机与主机系统之间的通信。

对于每种类型的自定网络，您可以指定 Fusion 使用的子网以及是否将主机系统上的物理网络连接到自定网

络。

注   编辑自定网络时，如果虚拟机连接到相应的子网，请不要在“高级网络”设置页面中更改“MTU”、

“子网 IP”、“子网掩码”、“启用 IPv6”和“IPv6 前缀”值。在更改并应用这些设置之前，请断开虚

拟机连接，然后重新连接虚拟机。

添加 NAT 配置

通过使用 Fusion Pro，您可以针对虚拟机与 Mac 共享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情形添加额外的 NAT 配置。

默认情况下，Fusion 提供一个使用 NAT 的与我的 Mac 共享配置。您可以添加额外的 NAT 配置以执行一

些操作，例如，关闭 DHCP 服务或使用非默认子网 IP 或子网掩码。

前提条件

n 确认您具有 Fusion Pro 许可。

n 确认您知道管理员密码。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网络。

2 点按锁图标，输入管理员密码，然后点按好。

3 点按网络列表下面的加号 (+)。

4 （可选） 如果想要重命名虚拟网络，请连按名称，输入新名称，然后按 Return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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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允许网络上的虚拟机使用 NAT 连接到外部网络。

a 选择允许该网络上的虚拟机连接到外部网络 (使用 NAT)。

注   在 Big Sur 主机上，如果主机已配置 IPv6，则虚拟机将获取 IPv6 地址。如果将 Fusion 12.1.2 
或更低版本与配置了 IPv6 的 Mac OS Big Sur 主机结合使用，请跳过步骤 5.b。

b （可选） 选中启用 IPv6 复选框。

c （可选） 使用相应的选项配置 IPv6 前缀文本框。

选项 说明

手动 在文本框中输入 IPv6 前缀。

自动 将文本框留空以便自动生成 IPv6 前缀。

 
d （可选） 对于您想要添加的每个端口转发配置，点按“端口转发”部分下的加号 (+)。

e （可选） 对于所添加的每个端口转发配置，提供以下信息并点按好。

主机端口 Mac 主机上可用的端口号。确认端口与现有端口转发条目所使用的端口不存在冲突。

类型 要使用的相应协议。

虚拟机 IP 地址 您要将入站请求转发到的虚拟机的 IP 地址。

虚拟机端口 指定虚拟机上用于处理请求的端口号。该端口可能是标准端口（例如 HTTP 端口 80），也可能是非标准

端口（如果虚拟机中运行的软件配置为接受非标准端口上的请求）。

端口转发配置将显示在网络列表中。

6 （可选） 要将主机系统连接到该专用网络，请选择将 Mac 主机连接到该网络。

注   对于 MacOS Big Sur 主机上的 Fusion 12.1.2 及更低版本，将 Mac 主机连接到该网络复选框不可

用。

7 （可选） 如果您启用了 IPv6，并希望 Mac 主机使用 IPv6 与虚拟机进行通信，请将 IPv6 地址手动添

加到 NAT 虚拟网络接口。

注   在 Mac 系统上，NAT 虚拟网络接口不会自动接受 IPv6 地址分配。

a 在您的 Mac 上打开终端窗口。

b 输入如下命令。

sudo ifconfig VirtualNetworkInterfaceName inet6 IPv6Prefix::1 up

其中，VirtualNetworkInterfaceName 是虚拟网络接口名称的占位符，如 vmnet2；IPv6Prefix::1 
是 IPv6 前缀的占位符，其格式如下所示：xxxx:xxxx:xxxx:xxxx::1。

8 （可选） 要使用本地 DHCP 服务为网络中的虚拟机分配 IP 地址，请选择通过 DHCP 在该网络上提供

地址。

注   对于 MacOS Big Sur 主机上的 Fusion 12.1.2 及更低版本，DHCP 复选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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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选） 要更改子网 IP 或子网掩码，请在子网 IP 和子网掩码文本框中修改地址。

10 （可选） 要配置巨型帧，请从 MTU 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义，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介于 72 字节和 

9194 字节之间的值。

注   对于 MacOS Big Sur 主机上的 Fusion 12.1.2 及更低版本，巨型帧功能不可用。

11 点按应用。

结果

现在，与 Mac 上的虚拟机关联的虚拟网络适配器可以访问您配置的网络。

添加专用网络配置

使用 Fusion Pro，您可以添加其他仅主机专用虚拟网络 (vmnet) 自定义配置，以仅允许虚拟机与主机系统

之间的通信。

配置了这种仅主机模式的网络连接的多个虚拟机位于同一网络中。VMware DHCP 服务器可以提供网络地

址。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能希望在同一台电脑上设置多个专用网络：

n 将两个虚拟机连接到一个专用网络，将其他虚拟机连接到另一个专用网络，以便隔离每个网络上的流

量。

n 测试两个虚拟网络之间的路由。

n 在不使用任何物理网络适配器的情况下测试具有多个网络接口卡的虚拟机。

前提条件

n 确认您具有 Fusion Pro 许可。

n 确认您知道管理员密码。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网络。

2 点按锁图标，键入管理员密码，然后点按好。

3 点按网络列表下面的加号 (+)。

4 （可选） 如果想要重命名虚拟网络，请连按名称，输入新名称，然后按 Return 键。

5 确认未选中以下复选框：允许该网络上的虚拟机连接到外部网络 (使用 NAT)。

6 （可选） 要将主机系统上的物理网络连接到该专用网络，请选择将 Mac 主机连接到该网络。

注   对于 MacOS Big Sur 主机上的 Fusion 12.1.2 及更低版本，将 Mac 主机连接到该网络复选框不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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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 要使用本地 DHCP 服务为网络中的虚拟机分配 IP 地址，请选择通过 DHCP 在该网络上提供

地址。

注   对于 MacOS Big Sur 主机上的 Fusion 12.1.2 及更低版本，DHCP 复选框不可用。

8 （可选） 要更改子网 IP 或子网掩码，请在子网 IP 和子网掩码文本框中修改地址。

9 （可选） 要配置巨型帧，请从 MTU 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义，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介于 72 字节和 

9194 字节之间的值。

注   对于 MacOS Big Sur 主机上的 Fusion 12.1.2 及更低版本，巨型帧功能不可用。

10 点按应用。

结果

现在，与 Mac 上的虚拟机关联的虚拟网络适配器可以访问您配置的网络。

启用巨型帧

通过 Fusion Pro，您可以为内置网络启用巨型帧。

巨型帧允许您将较大的帧发送到物理网络上。对于内置网络，可以在与我的 Mac 共享和仅供我的 Mac 专
用选项卡中配置巨型帧。

前提条件

n 确认您具有 Fusion Pro 许可。

n 确认您知道管理员密码。

n 如果在 MacOS Big Sur 主机上使用 Fusion 12.1.2 或更低版本，则巨型帧功能不可用于内置 NAT 和专

用网络。仅当在主机上启用巨型帧时，才支持桥接网络。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网络。

2 点按锁图标，输入管理员密码，然后点按好。

3 选择与我的 Mac 共享。

4 从 MTU 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个介于 72 字节到 9194 字节之间的值，并点按

应用。

5 选择仅供我的 Mac 专用。

6 从 MTU 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个介于 72 字节到 9194 字节之间的值，并点按

应用。

结果

此时会为内置网络启用巨型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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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注   要在 Mac OS Big Sur 主机上启用巨型帧，网络适配器必须支持巨型帧功能。要启用此功能，请执行以

下步骤：

1 导航到系统偏好设置 > 网络 > 高级 > 硬件。

2 将配置更改为手动，然后在 MTU 下拉列表中选择特大 (9000)。

启用听写

通过使用听写功能，您可以使用声音代替键入。必须在 Fusion 中启用听写才能将其用于客户机操作系统。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键盘与鼠标。

2 从键盘与鼠标配置文件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要使用的配置文件。

3 点按 Mac 主机快捷键以转到“Mac 主机快捷键”窗格。

4 记下虚拟机如何将 Command 键映射到 Windows 键。

5 分配一个热键以在虚拟机中启动听写。

加入或退出客户体验提升计划

VMware 客户体验提升计划 (Customer Experience Improvement Program, CEIP) 将向 VMware 提供

信息。VMware 将使用此信息改进其产品和服务、修复问题，并向您提供有关如何 好地部署和使用 

VMware 产品的建议。

VMware Fusion 参与 VMware CEIP。有关通过 CEIP 收集的数据以及 VMware 如何使用该数据的信息

位于“信任与保证中心”中，网址为 http://www.vmware.com/trustvmware/ceip.html。

安装 Fusion 后，将在您首次启动该产品时显示 CEIP。届时您必须做出选择。之后，您可以随时更改所做

的选择。

步骤

1 启动 Fusion。

2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

3 点按反馈。

4 根据当前选定的参与偏好设置加入或退出 CEIP。

选项 说明

加入 选择加入 VMware 客户体验提升计划。

退出 取消选择加入 VMware 客户体验提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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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 Fusion 屏幕

您可以自定 Fusion 屏幕以符合您使用虚拟机的方式。

n 显示或隐藏 Fusion 工具栏

如果要在不使用时隐藏 Mac 上的工具栏，您可以在虚拟机窗口中隐藏 Fusion 工具栏。

n 自定 Fusion 工具栏

您可以在工具栏中添加或删除图标。

n 调整 Fusion 屏幕大小和分辨率

您可以使用鼠标调整虚拟机窗口大小。

显示或隐藏 Fusion 工具栏

如果要在不使用时隐藏 Mac 上的工具栏，您可以在虚拟机窗口中隐藏 Fusion 工具栏。

步骤

u 点按显示 > 显示/隐藏工具栏。

自定 Fusion 工具栏

您可以在工具栏中添加或删除图标。

前提条件

您必须使用单独窗口模式自定工具栏。

步骤

1 使用以下任一方法选择自定工具栏。

选项 说明

Fusion 菜单 在虚拟机资源库中选定相应的虚拟机后，选择显示 > 自定工具栏。

虚拟机 虚拟机打开后，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虚拟机的标题栏，然后选择自定工具栏。

 
将显示工具栏的所有可用工具列表。

2 点按完成。

调整 Fusion 屏幕大小和分辨率

您可以使用鼠标调整虚拟机窗口大小。

前提条件

只有在虚拟机中安装了 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时，通过调整窗口大小更改屏幕分辨率才会起作用。

步骤

u 将鼠标指针置于虚拟机窗口右下角的调整大小控件上，按住鼠标主键，然后拖动手柄以调整窗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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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将根据新的窗口大小自动调整屏幕分辨率。

在基于 Intel 的 Mac 上的 Mac Dock 中保留 Windows 应用程序

您可以在 Mac Dock 中放置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图标拼贴，从而像打开 Mac 应用程序一样打开此应用程

序。无需使用 VMware Fusion 菜单栏或客户机操作系统界面，即可访问虚拟机的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该应用程序打开的情况下，通过选择视图 > Unity，切换到 Unity 视图。

该应用程序随即会显示在 Mac Dock 中。

2 在 Mac Dock 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该应用程序，或者右键点按该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选项 > 在 

Dock 中保留。

将虚拟机应用程序设置为在登录到 Mac 时自动打开

为了方便起见，您可能希望每次启动 Mac 时打开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该应用程序打开的情况下，通过选择视图 > Unity，切换到 Unity 视图。

该应用程序随即会显示在 Mac Dock 中。

2 在 Mac Dock 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该应用程序，或者右键点按该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选项 > 登
录时打开。

虚拟机软件包的内容

描述虚拟机的文件捆绑在 macOS 的一个软件包中。

虚拟机文件具有不同的功能，请参见表 3-1. 虚拟机软件包中的文件。其中的一些文件（如 lock 文件）是在

虚拟机运行时创建的。

表 3-1. 虚拟机软件包中的文件

文件 说明

虚拟磁盘文件 *.vmdk 根据设置磁盘的方式以及是否具有快照，该文件可能是单个大型

文件，也可能是很多 2 GB 小文件。

配置文件 *.vmx 描述虚拟机的纯文本文件，例如，使用哪些文件、具有多少 

RAM 内存以及各种其他设置。

BIOS 文件 *.nvram 它包含虚拟机引导顺序等信息。

日志文件 vmware.log 这是一个纯文本文件，它包含虚拟机 近运行状况的信息。后续

生成的日志文件分别称为 vmware-0.log、vmware-1.log、

vmware-2.log。如果在运行 Fusion 时遇到问题，可能会要求

您提供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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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虚拟机软件包中的文件 （续）

文件 说明

锁定文件 *.lck 在虚拟机运行时，将为配置文件和磁盘文件创建这些文件。

内存文件 *.vmem 快照文件就是一个内存文件例子。

使用虚拟机软件包

在创建虚拟机时，Fusion 将虚拟机文件存储为单个软件包。通过使用该功能，您可以将整个虚拟机作为单

个实体进行移动。

软件包（有时称为捆绑包）具有 .vmwarevm 扩展名。在移动软件包时，将包括所有虚拟机文件。

在执行故障排除时，您可能需要访问虚拟机软件包中的文件。

注   编辑配置文件可能会导致出现问题。在进行任何更改之前，请备份该文件。

前提条件

在编辑虚拟机文件时，不能运行 Fusion。

步骤

1 在 Finder 中，选择虚拟机软件包。

a 在 Fusion 中，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b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虚拟机。

c 松开 Control 键。

d 选择在 Finder 中显示。

2 在 Finder 窗口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软件包，然后选择显示包内容。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n 拷贝日志文件 (vmware.log) 以进行故障排除分析。

n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配置文件 (*.vmx) 以对其进行修改。您可以在 Fusion 发行说明中找到有关修

改该文件的说明，或从相应的支持人员那里获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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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虚拟机 4
您可以创建虚拟机，导入在其他位置创建的虚拟机或迁移从物理 PC 转换的虚拟机。如果具有 Fusion 
Pro，您还可以克隆现有的虚拟机。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创建虚拟机

n 将虚拟机上传到远程服务器

n 从远程服务器中下载虚拟机

n 导入 Windows 虚拟机

n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将虚拟机导出为 OVF 格式

n 安装和使用 VMware Tools

n 使用 Fusion Pro 克隆虚拟机

创建虚拟机

如何创建虚拟机取决于其客户机操作系统。在使用 Fusion 6 或更高版本创建虚拟机时，将为虚拟机创建 

SATA 虚拟磁盘或 CD 驱动器。

n 创建 Microsoft Windows 虚拟机

您可以创建一个将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作为其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

n 在 Fusion 中创建 Linux 虚拟机

您可以创建一个将 Linux 发行版作为其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

n 在 Fusion 中创建 macOS 虚拟机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安装 Mac OS X、OS X 或 macOS。Fusion 将创建虚拟机，打开操作系统安装助

理，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VMware Tools 载入用于优化虚拟机性能的驱动程序。

n 在 Fusion 中创建共享虚拟机 

您可以在 Fusion 中创建一个共享虚拟机，以便本地 Mac 主机上的所有用户可以访问该虚拟机。

n 从 Mac 恢复分区中创建虚拟机

您可以使用 Mac 上的恢复分区创建运行 macOS 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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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远程服务器上创建虚拟机

您可以在远程服务器上创建虚拟机，但必须满足服务器的某些要求。

n 为任何支持的操作系统创建虚拟机

如果 Fusion 支持某种客户机操作系统，您可以使用不带“快捷安装”选项的客户机操作系统创建虚

拟机。

n 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打开

您可以在运行 Mac 操作系统的同时使用 Boot Camp 分区中的内容。为此，您可以使用 Fusion 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开启。

n 在虚拟机中激活 Windows 操作系统

在某些情况下，您必须在创建、导入或迁移虚拟机时激活 Windows 操作系统。

创建 Microsoft Windows 虚拟机

您可以创建一个将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作为其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

Fusion 将创建虚拟机，选择默认 Windows 安装选项，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其中包含用于优化虚拟

机性能的驱动程序。

您还可以让 Windows 快捷安装将您的个人文件夹指定为共享文件夹以供 Windows 访问。此功能为您提

供多个选项，例如在虚拟机和 Mac 之间共享文件。

可以使用 Windows 快捷安装功能安装以下 Windows 操作系统：

n Windows 10、Windows 8、Windows 7、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XP

n Windows Server 2016、Windows Server 2012、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2000 Server

注   您必须提供操作系统软件及其产品密钥。Fusion 不包含任何操作系统或许可。

如果不想在虚拟机中使用其中的任何 Windows 操作系统，或者要使用 Windows 但希望手动安装操作系

统，请使用为任何支持的操作系统创建虚拟机的步骤。

使用 Windows 快捷安装创建虚拟机

在创建 Microsoft Windows 虚拟机时，您可以使用 Fusion 的 Windows 快捷安装功能安装可用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并在虚拟机中安装 VMware Tools。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前提条件

n 如果要通过映像文件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请确认 ISO 映像文件位于主机系统可访问的目录中。

n 如果要通过物理光盘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请将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插入 Mac 中。

重要说明   Fusion 不会在创建的虚拟机中包含任何要安装的操作系统。您必须提供操作系统和所需的任何

产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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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文件 > 新建。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将显示选择安装方法面板。

2 点按继续。

3 选择光盘或 ISO 映像。

选项 说明

ISO 映像文件 a 点按使用其他光盘或光盘映像，浏览到操作系统的 .iso 文件，然后点按打开以

指定该文件。

b 在“创建新的虚拟机”窗口的列表中选择文件，然后点按继续。

物理光盘 从列表中选择插入到 Mac 的光盘，然后点按继续。

如果光盘未显示在列表中，请点按使用其他光盘或光盘映像并浏览到光盘所在的位

置。

 
4 在 Microsoft Windows 快捷安装面板中，选择使用快捷安装选项，提供相应的信息，然后点按继续。

n 显示名称或帐户名

对于 Windows XP 和更低版本，信息窗口的显示名称文本框中的输入内容将显示为注册 

Windows 软件时的名称。该名称不是 Windows 用户名。

n 密码（可选）

密码文本框中的输入内容仅作为 Windows 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n Windows 产品密钥

Fusion 不提供产品密钥。产品密钥包含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供应商提供的材料中。

5 在集成面板中，指定如何在新虚拟机中处理基本文件共享。

选项 说明

更加无缝 Fusion 与 Windows 共享 Mac 上的文稿和应用程序。Windows 支持在 Windows 
中打开 Mac 上的文件。Windows 虚拟机可以修改 Mac 上的文稿，因此，应安装并

定期更新 Windows 防病毒软件。

更加独立 Fusion 不与 Windows 共享 Mac 上的文稿和应用程序。要在 Mac 和 Windows 之
间拷贝文件，请使用拖放功能。

 
在创建虚拟机后，可以选择虚拟机 > 设置并使用“共享”面板更改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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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完成面板中，您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也可以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并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之前，自定这些设

置。

选项 操作

根据“完成”面板中列出的规格创建虚拟

机

a 点按完成。

b 指定要将虚拟机存储到的位置或接受默认位置，例如 your home directory/
Virtual Machines 文件夹。

c （可选） 要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虚拟机，请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

夹中，然后选中与此 Mac 上的其他用户共享此虚拟机复选框。如果取消选中该

复选框，则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夹中，但不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

虚拟机。请参见在 Fusion 中创建共享虚拟机 。

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或其他标准设置 a 点按自定设置。

b 存储新虚拟机。

c 在设置窗口中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处理器使用率、可移除设备和其他配置。

 

结果

Fusion 将启动新的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

使用 Windows 快捷安装和光盘映像文件创建虚拟机

在创建 Microsoft Windows 虚拟机时，您可以使用 Fusion 的 Windows 快捷安装功能安装可用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并在虚拟机中安装 VMware Tools。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前提条件

重要说明   Fusion 不会在创建的虚拟机中包含任何要安装的操作系统。您必须提供操作系统和所需的任何

产品密钥。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新建。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将显示选择安装方法面板。

2 点按继续。

3 点按使用其他光盘或光盘映像，浏览到操作系统的 .iso 文件，然后点按打开以指定该文件。

4 在“创建新的虚拟机”窗口的列表中选择文件，然后点按继续。

5 在 Microsoft Windows 快捷安装对话框中，选择使用快捷安装选项，提供相应的信息，然后点按继

续。

n 显示名称或帐户名

对于 Windows XP 和更低版本，信息窗口的显示名称字段中的输入内容将显示为注册 Windows 
软件时的名称。该名称不是 Windows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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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密码（可选）

密码字段中的输入内容仅作为 Windows 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n Windows 产品密钥

Fusion 不提供产品密钥。产品密钥包含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供应商提供的材料中。

6 在“集成”面板中，指示如何在新虚拟机中处理基本文件共享。

选项 说明

更加无缝 Fusion 与 Windows 共享 Mac 上的文稿和应用程序。Windows 支持在 Windows 
中打开 Mac 上的文件。Windows 虚拟机可以修改 Mac 上的文稿，因此，应安装并

定期更新 Windows 防病毒软件。

更加独立 Fusion 不与 Windows 共享 Mac 上的文稿和应用程序。要在 Mac 和 Windows 之
间拷贝文件，请使用拖放功能。

 
在创建虚拟机后，可以选择虚拟机 > 设置 > 共享以更改这些设置。

7 在完成面板中，您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也可以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并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之前，自定这些设

置。

选项 操作

根据“完成”面板中列出的规格创建虚拟

机

a 点按完成。

b 指定要将虚拟机存储到的位置或接受默认位置，例如 your home directory/
Virtual Machines 文件夹。

c （可选） 要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虚拟机，请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

夹中，然后选中与此 Mac 上的其他用户共享此虚拟机复选框。如果取消选中该

复选框，则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夹中，但不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

虚拟机。请参见在 Fusion 中创建共享虚拟机 。

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或其他标准设置 a 点按自定设置。

b 存储新虚拟机。

c 在设置窗口中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处理器使用率、可移除设备和其他配置。

 

结果

Fusion 将启动新的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

将 Windows 11 安装为客户机操作系统

在虚拟机上安装 Windows 11 与在物理计算机中安装 Windows 11 十分相似。创建以 Windows 11 作为客

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时， Fusion 会将虚拟可信平台模块 (vTPM) 添加到虚拟机。

要安装 Windows 11，物理机必须配备 TPM 芯片版本 2.0。vTPM 表示虚拟机上的物理 TPM 2.0。创建以 

Windows 11 作为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时，必须选择虚拟机的完全加密或快速加密。 Fusion 将 vTPM 
添加到加密虚拟机。

注   在完成 Windows 11 操作系统的安装后，我们建议您不要为了使用 Windows 11 时的无缝体验而从虚拟

机中移除加密或 vTPM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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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安装程序光盘或 ISO 映像文件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如果主机配置不允许虚拟机从安装程序光盘

引导，则可以从安装程序光盘创建 ISO 映像文件。

前提条件

n 确认操作系统受支持。请参阅 VMware 网站上的在线《VMware 兼容性指南》。

n 有关您安装的客户机操作系统的信息，请参阅 VMware 客户机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n 如果要使用安装程序 CD 安装操作系统，请确保已将虚拟机配置为使用物理 CD-ROM 或 DVD 驱动

器。此外，请确保已将驱动器配置为启动时连接。

n 如果想从 ISO 映像文件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请将虚拟机中的 CD/DVD 驱动器配置为指向该 ISO 映
像文件，并将该驱动器配置为启动时连接。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新建。

此时将显示名为选择安装方法的对话框。

2 选择安装方法，然后单击继续。

3 从选择操作系统对话框中，对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选择 Windows 11 x64，或者对 Apple Silicon 
Mac 选择 Windows 11 64 位 Arm，然后单击继续。

4 从选择固件类型对话框中，选择引导固件，然后单击继续。

5 从选择加密对话框中，选择加密类型，输入加密密码，然后单击继续。

您可以选择加密所有文件，或者仅加密支持 vTPM 设备所需的 小文件数。

注   您可以指定选择的密码，也可以选择自动生成密码选项来自动生成一个密码。您还可以选择记住加

密密码的选项。Mac 的钥匙串会存储密码。

6 创建新虚拟磁盘或使用现有虚拟磁盘，然后单击继续。

7 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CPU、内存或其他标准设置，请单击自定义设置，然后进行所需的更改。

8 输入虚拟机的名称和位置，然后单击保存。

9 单击完成。

结果

Fusion 启动新虚拟机，并且用户可以按照安装说明安装操作系统。

后续步骤

安装 VMware Tools。您应在激活操作系统许可证之前安装 VMware Tools。

使用 VMware Fusion

VMware, Inc. 53



在 Fusion 中创建 Linux 虚拟机

您可以创建一个将 Linux 发行版作为其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

Fusion 将创建虚拟机，选择默认 Linux 安装选项，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其中包含用于优化虚拟机性

能的驱动程序。您还可以让 Linux 快捷安装将您的个人文件夹指定为共享文件夹以供 Linux 访问，以便在

虚拟机和 Mac 之间共享文件。

可以使用 Linux 快捷安装功能安装以下操作系统：

n Ubuntu 7.10 和更高版本

n Ubuntu Server Edition 8.10 和更高版本

n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3 和更高版本

n SUSE Linux Enterprise Desktop/Server 10 和更高版本

n Open SUSE 11.3 和更高版本

如果不想在虚拟机中使用其中的任何 Linux 操作系统，或者要使用 Linux 但希望手动安装操作系统，请使

用为任何支持的操作系统创建虚拟机的步骤。

使用 Linux 快捷安装和安装 CD 创建虚拟机

在创建 Linux 虚拟机时，您可以使用 Fusion 的 Linux 快捷安装功能安装可用的 Linux 操作系统，并在虚

拟机中安装 VMware Tools。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前提条件

您必须获得操作系统安装映像。Fusion 不会在创建的虚拟机中包含任何要安装的操作系统。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新建。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将显示选择安装方法面板。

2 将操作系统安装 CD 插入到 Mac 中。

Fusion 将自动检测安装光盘，并提示用户确认是否要安装其中的操作系统。

3 如果要安装该操作系统，请确保已选中安装该操作系统，然后点按继续以进入“Linux 快捷安装”面

板。

4 在 Linux 快捷安装面板中，选择使用快捷安装选项，提供相应的信息，然后点按继续。

a 在显示名称、帐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内容。

b 选择在虚拟机中访问个人文件夹以让 Linux 快捷安装将您的个人文件夹配置为共享文件夹，从而在

虚拟机和 Mac 之间共享文件。

5 （可选） 如果将个人文件夹指定为可以访问，请为虚拟机选择只读权限或读与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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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完成面板中，您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也可以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并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之前，自定这些设

置。

选项 操作

根据“完成”面板中列出的规格创建虚拟

机

a 点按完成。

b 指定要将虚拟机存储到的位置或接受默认位置，例如 your home directory/
Virtual Machines 文件夹。

c （可选） 要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虚拟机，请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

夹中，然后选中与此 Mac 上的其他用户共享此虚拟机复选框。如果取消选中该

复选框，则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夹中，但不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

虚拟机。请参见在 Fusion 中创建共享虚拟机 。

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或其他标准设置 a 点按自定设置。

b 存储新虚拟机。

c 在设置窗口中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处理器使用率、可移除设备和其他配置。

 

结果

Fusion 将启动新的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

使用 Linux 快捷安装和映像文件创建虚拟机

在创建 Linux 虚拟机时，您可以使用 Fusion 的 Linux 快捷安装功能安装可用的 Linux 操作系统，并在虚

拟机中安装 VMware Tools。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前提条件

您必须获得操作系统安装映像。Fusion 不会在创建的虚拟机中包含任何要安装的操作系统。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新建。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将显示选择安装方法面板。

2 点按继续。

3 点按使用其他光盘或光盘映像，浏览到操作系统的 .iso 文件，然后点按打开以指定该文件。

4 在创建新的虚拟机面板中选择映像，然后点按继续。

5 在 Linux 快捷安装面板中，选择使用快捷安装选项，提供相应的信息，然后点按继续。

a 在显示名称、帐户名和密码字段中输入内容。

b 选择在虚拟机中访问个人文件夹以让 Linux 快捷安装将您的个人文件夹配置为共享文件夹，从而在

虚拟机和 Mac 之间共享文件。

6 如果将个人文件夹指定为可以访问，请为虚拟机选择只读权限或读与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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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完成面板中，您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也可以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并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之前，自定这些设

置。

选项 操作

根据“完成”面板中列出的规格创建虚拟

机

a 点按完成。

b 指定要将虚拟机存储到的位置或接受默认位置，例如 your home directory/
Virtual Machines 文件夹。

c （可选） 要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虚拟机，请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

夹中，然后选中与此 Mac 上的其他用户共享此虚拟机复选框。如果取消选中该

复选框，则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夹中，但不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

虚拟机。请参见在 Fusion 中创建共享虚拟机 。

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或其他标准设置 a 点按自定设置。

b 存储新虚拟机。

c 在设置窗口中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处理器使用率、可移除设备和其他配置。

 

结果

Fusion 将启动新的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然后安装 VMware Tools。

在 Fusion 中创建 macOS 虚拟机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安装 Mac OS X、OS X 或 macOS。Fusion 将创建虚拟机，打开操作系统安装助理，然

后安装 VMware Tools。VMware Tools 载入用于优化虚拟机性能的驱动程序。

在 Fusion 中创建的 Mac OS X、OS X 或 macOS 虚拟机可以在使用 Intel 处理器的任何 Apple 品牌硬件

上运行。Apple 许可协议规定了允许虚拟化 Mac OS X、OS X 或 macOS 的条件。Fusion 不会更改这些

条款或在非 Apple 硬件上启用 macOS。您无法在其他 VMware 产品（如 Workstation Pro）中使用 

Mac OS X、OS X 或 macOS 虚拟机。

对于客户机操作系统，Fusion 支持以下 Mac 服务器和客户端版本：

n Mac OS X Server 10.5、10.6

n Mac OS X 10.7

n OS X 10.8、10.9、10.10、10.11

n macOS 10.12、10.13、10.14、10.15

n macOS 11.x

n macOS 12.x

n macOS 13.0

Fusion 在 Mac 虚拟机中不支持以下功能：

n 多个屏幕

n 3D 加速图形

n Unity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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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操作系统，请使用为任何支持的操作系统创建虚拟机的步骤。请参见为任何支持的操作系统创建虚

拟机。

在 Fusion 中创建共享虚拟机

您可以在 Fusion 中创建一个共享虚拟机，以便本地 Mac 主机上的所有用户可以访问该虚拟机。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例如 your 

home directory/Virtual Machines 文件夹。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该文件夹具有有限的权限，仅允许虚拟机创建者使用该文件夹。要允许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访问该虚拟

机，请将其存储到 Mac 上的/用户/共享文件夹中。

通过使用共享虚拟机，用户可以在 Mac 主机上注销当前帐户，然后，Mac 主机上的另一个用户可以登录以

访问该虚拟机。

从 Mac 的“应用程序”文件夹运行 Windows 应用程序选项在共享虚拟机上不可用。

重要说明   Fusion 中的共享虚拟机的工作方式与 Workstation Pro 中的共享虚拟机不同。在 Workstation 
Pro 中，共享虚拟机是主机系统上的一个虚拟机，远程 Workstation Pro 用户可以像远程虚拟机一样访问

该虚拟机。在 Fusion 中，只能在本地 Mac 主机上访问共享虚拟机。

从 Mac 恢复分区中创建虚拟机

您可以使用 Mac 上的恢复分区创建运行 macOS 的虚拟机。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前提条件

n 必须在 Mac 上具有恢复分区才能创建这种虚拟机。

n 必须具有 Mac OS X 10.11 或更高版本。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新建。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将显示选择安装方法面板。

2 点按从恢复分区中安装 macOS。

3 选择一个恢复分区，然后点按继续。

如果具有多个恢复分区，将显示可供选择的分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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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有关虚拟机的信息。

a 在位置文本框中，指定要将虚拟机存储到的文件夹或接受默认位置，例如 your home directory/
Virtual Machines 文件夹。

b 要允许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虚拟机，请将虚拟机存储到 Shared 文件夹中，然后选中与

此 Mac 上的其他用户共享此虚拟机复选框。

c 点按存储。

5 在完成面板中，您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也可以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并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之前，自定这些设

置。

选项 操作

根据“完成”面板中列出的规格创建虚拟

机

n 点按完成。

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或其他标准设置 a 点按自定设置。

b 在设置窗口中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处理器使用率、可移除设备和其他配置。

 

在远程服务器上创建虚拟机

您可以在远程服务器上创建虚拟机，但必须满足服务器的某些要求。

前提条件

n 您具有要在其中创建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在虚拟机资源库中定义了该服务器。

n 该服务器上具有足够的空间以容纳虚拟机。

n 远程服务器运行的是 VMware Workstation Pro、VMware ESXi 或 VMware vCenter Server。

n 确认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您计划为虚拟机配置的固件类型。请参见配置固件类型。

重要说明   Fusion 不包含要在创建的虚拟机中安装的操作系统。您必须提供操作系统和所需的任何产品密

钥。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新建。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将显示选择安装方法面板。

2 点按在远程服务器上创建虚拟机。

3 点按继续。

4 从选择服务器窗口的列表中选择服务器，然后点按继续。

5 （可选） 如果服务器支持文件夹，请为虚拟机选择一个文件夹位置，然后点按继续。

6 从选择主机和数据存储窗口中选择主机和数据存储，然后点按继续。

7 从选择硬件版本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硬件版本，然后点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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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虚拟机的网络选项。

选项 说明

自定 要配置虚拟机的网络连接，请使用自定义下拉菜单选择网络选项。

不使用网络连接 要创建不使用网络连接的虚拟机，请选择不使用网络连接选项。

 
9 为虚拟机选择客户机操作系统，然后点按继续。

10 选择固件类型，然后点按继续。

11 使用以下方法配置虚拟磁盘：创建一个虚拟磁盘或使用现有的虚拟磁盘。如果创建一个虚拟磁盘，请使

用磁盘大小滑块指定虚拟磁盘大小并指定总线类型。点按继续。

将显示完成窗口。

12 （可选） 更改新的远程虚拟机的名称。

13 点按完成。

将在虚拟机资源库中的远程服务器下面显示新远程虚拟机。

为任何支持的操作系统创建虚拟机

如果 Fusion 支持某种客户机操作系统，您可以使用不带“快捷安装”选项的客户机操作系统创建虚拟机。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前提条件

n 如果要通过映像文件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请确认映像文件位于主机系统可访问的目录中。

映像文件是一个 ISO 文件，或对于 macOS 虚拟机，则是一个 .app 文件。适用于 macOS 操作系统

的 .app 文件可在 App Store 上获取。

n 如果要通过物理光盘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请将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插入 Mac 中。

重要说明   Fusion 不会在创建的虚拟机中包含任何要安装的操作系统。您必须提供操作系统和所需的任何

产品密钥。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新建。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将显示选择安装方法面板。

2 找到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映像文件，然后将其拖放到从光盘或映像安装。

将启动创建新的虚拟机助手。

3 点按继续。

n 如果要通过映像文件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请确认映像文件位于主机系统可访问的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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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如果要通过物理光盘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请将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插入 Mac 中。

重要说明   Fusion 不会在创建的虚拟机中包含任何要安装的操作系统。您必须提供操作系统和所需的

任何产品密钥。

如果要安装 Windows 或 Linux 操作系统，将显示快捷安装面板。

4 （可选） 取消选择使用快捷安装，然后点按继续以跳过该助理面板。

5 在完成面板中，您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也可以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并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之前，自定这些设

置。

选项 操作

根据“完成”面板中列出的规格创建虚拟

机

a 点按完成。

b 指定要将虚拟机存储到的位置或接受默认位置，例如 your home directory/
Virtual Machines 文件夹。

c （可选） 要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虚拟机，请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

夹中，然后选中与此 Mac 上的其他用户共享此虚拟机复选框。如果取消选中该

复选框，则将虚拟机存储到共享文件夹中，但不与 Mac 主机上的其他用户共享

虚拟机。请参见在 Fusion 中创建共享虚拟机 。

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或其他标准设置 a 点按自定设置。

b 存储新虚拟机。

c 在设置窗口中更改虚拟机的磁盘大小、处理器使用率、可移除设备和其他配置。

 

后续步骤

在虚拟机中安装完操作系统后，请安装 VMware Tools。

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打开

您可以在运行 Mac 操作系统的同时使用 Boot Camp 分区中的内容。为此，您可以使用 Fusion 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开启。

Boot Camp 是一个 Apple 软件，可以使基于 Intel 的 Mac 能够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在引导时，

Boot Camp 要求您选择 Mac 还是 Windows。Boot Camp 可以在硬盘上创建单独的 Mac 和 Windows 
分区以创建双引导动环境。将 Windows Boot Camp 分区作为 Fusion 虚拟机使用时，您可以执行以下任

务：

n 使用 Boot Camp 虚拟机和 Mac 而无需重新引导和在它们之间切换。

n 通过共享文件夹、拖动文件或剪切和粘贴文本，在 Boot Camp 虚拟机与 Mac 之间共享文件。

注   如未安装 VMware Tools，重新激活 Windows 的过程可能会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 Boot 
Camp 虚拟机中重新激活 Windows 并随后从本地引导 Boot Camp 分区，则会提示您重新激活 

Windows。如果在本地 Boot Camp 分区中重新激活 Windows，下次开启 Boot Camp 虚拟机时，还会

要求重新激活 Windows，以后也是如此。可以安装 VMware Tools 以解决该问题。

前提条件

必须先创建一个 Boot Camp 分区，才能执行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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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使用。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点按虚拟机列表中的 Boot Camp 缩略图，该缩略图标识 Fusion 检测到的分

区。

3 （可选） 键入 Mac 密码以访问 Boot Camp 分区。

Fusion 将创建一个使用 Boot Camp 分区的虚拟机并启动 Windows。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继续操作，并在出现提示时重新启动虚拟机。

从 Boot Camp 虚拟机中引导 Windows 后，Fusion 将开始安装 VMware Tools。在将 Boot Camp 
分区用作虚拟机时，VMware Tools 启用完整的虚拟机功能并优化该分区的性能。

5 在完成 VMware Tools 安装后，请重新引导电脑。

后续步骤

在安装 VMware Tools 后，首次开启 Boot Camp 虚拟机时，必须重新激活 Windows。

在虚拟机中激活 Windows 操作系统

在某些情况下，您必须在创建、导入或迁移虚拟机时激活 Windows 操作系统。

在电脑上安装 Windows 时，必须激活才能使用。您可以通过 Internet 激活 Windows，也可以通过电话

联系 Microsoft 技术支持以进行激活。在启动时，Windows 操作系统自动检查运行的硬件是否与 初安装

时的硬件相同。如果硬件发生变化，Windows 操作系统将要求重新激活。

如果在新虚拟机上将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为客户机操作系统，则需要激活该操作系统，就像在物理电

脑上安装一样。如果从其他来源导入虚拟机，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运行或将物理 PC 迁移到虚

拟机，Windows 操作系统将识别虚拟硬件是不同的。

在 Fusion 虚拟机中开始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后，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许可类型可能会影响它的激活

方式。

n 对于 OEM 许可，Windows 直接捆绑到制造商载入该系统时使用的硬件。大部分预装 Windows 版本

都具有 OEM 许可。通常不能将 OEM 许可转移给其他电脑或虚拟机。如果使用 Fusion 的“迁移您的 

PC”功能将这些类型的系统迁移到虚拟机，则可能需要从 Microsoft 购买另外一个许可（或产品密

钥）。如果需要另一个产品密钥，您可以致电 Microsoft 支持部门，从 Microsoft 代表处获取密钥以激

活当前位于虚拟机中的操作系统。

n 对于零售许可，从供应商处购买 Windows 时，您可以随时使用获得的许可更改平台。在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通过 Internet 重新激活 Windows，也可以通过电话联系 Microsoft 技术支持以进行激活。

n 对于企业版许可，您可以自由移动 Windows 操作系统。

前提条件

在激活 Windows 操作系统之前，在虚拟机中安装 VMware Tools。VMware Tools 可以跟踪激活密钥。

如果未安装 VMware Tools，您必须在每次启动虚拟机时重新激活 Windows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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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u 可以在线或通过电话激活 Windows 操作系统。

通过使用 Windows“开始”菜单上的“帮助和支持”项，您可以查找有关如何激活该操作系统版本的

具体信息。

后续步骤

如果您遇到激活方面的问题，请与 Microsoft 联系。

将虚拟机上传到远程服务器

在将虚拟机上传到远程服务器时，Fusion Pro 将虚拟机拷贝到所选的远程主机和数据存储中。原始虚拟机

仍保留在主机系统中。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您具有要在其中上传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在虚拟机资源库中定义了该服务器。

n 该服务器上具有足够的空间以容纳虚拟机。

n 远程服务器运行的是 VMware ESXi 或 VMware vCenter Server。

n 虚拟机未加密。无法上传加密的虚拟机。

n 未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必须关闭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输入主机服务器的名称，或者点按 近使用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以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从虚拟机资源库中选择一个虚拟机。

5 将虚拟机拖到服务器中。

6 在上传虚拟机对话框中，选择一个主机和数据存储文件夹或共享文件夹。

7 点按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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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程服务器中下载虚拟机

您的用户可以从远程服务器中下载虚拟机。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您具有要从中下载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在虚拟机资源库中定义了该服务器。

n Mac 主机上具有足够的空间以容纳虚拟机。

n 远程服务器运行的是 VMware ESXi 或 VMware vCenter Server。

n 未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必须关闭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输入主机服务器的名称，或者点按 近使用的服务器图标以从 近访问的服务器列表中选择一个服务

器。

3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从远程服务器中选择一个虚拟机。

5 将该虚拟机拖到虚拟机资源库中。

6 点按存储。

导入 Windows 虚拟机

您可以将使用 Parallels Desktop 创建的虚拟机以及使用开放虚拟化格式 (Open Virtualization Format, 
OVF) 的虚拟机导入到 Fusion 中。

Fusion 可以导入使用 Parallels 或 OVF 创建的虚拟机。

在导入 Parallels 虚拟机时，Fusion 会根据原始虚拟机创建一个 VMware 虚拟机。导入过程是非破坏性

的，因此，您可以继续将原来的源虚拟机与用于创建该源虚拟机的产品配合使用。

Fusion 也可以将 Boot Camp 分区的内容作为虚拟机导入，从而根据该分区创建个全新的 VMware 虚拟

机。这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并未捆绑到分区（如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打开中所述的虚拟机）。

您可以删除 Boot Camp 分区以回收磁盘空间，从而将驱动器恢复为单独的卷。

导入支持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客户机操作系统是在虚拟机中运行的系统。Fusion 支持导入具有特定操作系统的 Parallels 虚拟机。

Fusion 支持导入以下操作系统：

n Microsoft Windows 10

n Microsoft Window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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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icrosoft Windows 7

n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n 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

n 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在导入虚拟机之前，必须先关闭虚拟机。

如果 Windows 副本未通过批量许可密钥获得许可，在 Fusion 中启动该副本时，可能需要重新进行激活。

导入如何影响设置

您必须根据设置和虚拟硬件修改导入的虚拟机。

导入的 VMware 虚拟机包含对源虚拟机中磁盘状态的精确拷贝，但不包含某些依赖于硬件的驱动程序，有

时也不包含映射的驱动器号。将为导入的虚拟机创建 IDE 或 SCSI 虚拟磁盘。在导入进程完成后，您可以

手动将磁盘更改为 SATA 或 NVMe。

源虚拟机中的设置

源虚拟机中的以下设置保持不变：

n 操作系统配置（电脑名称、安全 ID、用户帐户、配置文件和偏好设置等）

n 应用程序和数据文件

n 每个磁盘分区的卷序列号

由于目标虚拟机和源虚拟机或系统映像具有相同的身份标识（名称、SID 等），因此，在同一网络中同时

运行二者时，将会发生冲突。要重新部署源虚拟机或系统映像，请确保不要在同一网络中同时运行源和目

标映像或虚拟机。

例如，如果使用 Fusion Importer 测试能否在不先停用原始非 VMware 计算机的情况下将 Parallels 虚拟

机作为 VMware 虚拟机运行，您必须先解决重复 ID 问题。

对虚拟硬件的更改

大多数导入的应用程序可以在 VMware 虚拟机中正常运行，因为它们的配置和数据文件位置与源虚拟机相

同。如果应用程序依赖于基本硬件的某些特性（如序列号或设备制造商），则这些应用程序可能无法正常

运行。

在导入虚拟机后进行故障排除时，请注意以下可能的硬件变化：

n 在导入后，CPU 型号和序列号（如果已激活）可能会有所不同。它们与托管 VMware 虚拟机的物理机

相对应。

n 以太网适配器可能会有所不同（AMD PCNet 或 VMXnet）并使用不同的 MAC 地址。必须单独重新

配置每个接口的 IP 地址。

n 显卡可能有所不同（VMware SVGA 卡）。

n 磁盘和分区数将保持不变，但每个磁盘设备可能具有不同的型号和制造商字符串。

n 主磁盘控制器可能与源虚拟机的控制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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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如果虚拟机中没有应用程序依赖的设备，它们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导入 Parallels 虚拟机

您可以导入现有的第三方虚拟机，并在 Fusion 中运行它们。

步骤

1 选择文件 > 导入。

2 浏览到要导入的现有虚拟机，然后点按打开。

3 在存储为文本框中，键入导入的虚拟机名称并指定存储位置。

默认目标位置是 Fusion 创建的“虚拟机”文件夹。

Fusion 将显示导入所需的磁盘空间以及当前磁盘上的可用空间。

4 点按导入。

导入完成后，该虚拟机会显示在虚拟机列表中，其状态为已关闭电源。

5 点按完成。

Fusion 将在开启虚拟机后安装 VMware Tools，并在 VMware Tools 安装完成后重新引导系统。

结果

您将具有单独 Fusion 版本的第三方虚拟机。

导入 Boot Camp 分区

您可以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导入，从而创建一个使用该分区的 VMware 虚拟机。

前提条件

打开 Boot Camp 分区的电源。请参见将 Boot Camp 分区作为虚拟机打开。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 Boot Camp 虚拟机，然后点按导入。

3 在存储为文本框中将导入的虚拟机的名称从默认的 Boot Camp 更改为唯一名称，并指定其存储位置。

默认目标位置是 Fusion 创建的“虚拟机”文件夹。

Fusion 将显示导入所需的磁盘空间以及当前磁盘上的可用空间。

4 点按导入。

导入完成后，该虚拟机会显示在虚拟机列表中，其状态为已关闭电源。

5 点按完成。

Fusion 将在开启虚拟机后安装 VMware Tools，并在 VMware Tools 安装完成后重新引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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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导入开放虚拟化格式虚拟机

您可以导入开放虚拟化格式 (OVF) 虚拟机并在 Fusion 中运行。您可以导入 .ovf 和 .ova 文件。

Fusion 将虚拟机从 OVF 格式转换为 VMware 运行时 (.vmx) 格式。

OVF 是一种虚拟机打包和分发格式，具有独立于平台、高效、可扩展且开放的特点。例如，您可以将从 

Workstation Pro 导出的 OVF 虚拟机导入到 Fusion 中。您只能导入 OVF 1.x 文件。

也可以使用单独的 OVF Tool 将 OVF 虚拟机转换为 VMware 运行时格式。有关使用 OVF Tool 的信息，

请参见《OVF Tool 用户指南》。

前提条件

将 OVF 虚拟机文件（.ovf 或 .ova 文件）下载或拷贝到 Mac 可访问的位置中。

步骤

1 选择文件 > 导入。

2 点按选择文件，浏览到 .ovf 或 .ova 文件，然后点按打开。

3 在存储为文本框中，键入导入的虚拟机名称并指定存储位置。

默认目标位置是 Fusion 创建的“虚拟机”文件夹。

4 点按存储。

Fusion 将执行 OVF 规格一致性和虚拟硬件兼容性检查。将在状态栏中显示导入进度。

结果

在导入完成后，该虚拟机将显示在虚拟机资源库中，并在单独的虚拟机窗口中显示。将关闭该虚拟机。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将虚拟机导出为 OVF 格式

您可以从 Fusion Pro 中将虚拟机导出为开放虚拟化格式 (OVF)。您可以导出 .ovf 和 .ova 文件。

Fusion Pro 将虚拟机从 VMware 运行时 (.vmx) 格式转换为 OVF 格式。

OVF 是一种虚拟机打包和分发格式，具有独立于平台、高效、可扩展且开放的特点。OVF 格式提供了完

整的虚拟机规范，包括所需虚拟磁盘和所需虚拟硬件配置的完整列表。虚拟硬件配置包括 CPU、内存、网

络和存储。管理员无需干预或只需进行极少干预，即可快速置备 OVF 格式的虚拟机。

也可以使用单独版本的 OVF Tool 将 VMware 运行时格式的虚拟机转换为 OVF 虚拟机。单独版本的 

OVF Tool 安装在 Fusion Pro 安装目录的内容/资源库/VMware OVF Tool 中。有关使用 OVF Tool 的

信息，请参见 VMware 网站上的《OVF Tool 用户指南》文稿。

前提条件

n 确认虚拟机未加密。无法将加密的虚拟机导出为 OVF 格式。

n 验证是否已关闭虚拟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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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虚拟机，然后选择文件 > 导出为 OVF。

2 输入 OVF 文件的名称并指定存储目录。

3 指定是将虚拟机导出为 OVF（具有单独文件的文件夹），还是导出为 OVA（单文件归档）。

4 点按导出以启动 OVF 导出过程。

导出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状态栏将指示导出过程的进度。

安装和使用 VMware Tools

VMware Tools 是一套可以提高虚拟机客户机操作系统性能并改善虚拟机管理的实用工具。

例如，下面是在安装 VMware Tools 后才能使用的一部分功能：

n 显著提高了图形性能，并在支持 Windows Aero 的操作系统上提供 Aero

n Unity 功能；允许在主机桌面上显示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就像任何其他应用程序窗口一样

n 在主机与客户机文件系统之间共享文件夹

n 在虚拟机和主机或客户端桌面之间拷贝和粘贴文本、图形和文件

n 提高了鼠标性能

n 将虚拟机中的时钟与主机或客户端桌面上的时钟进行同步

n 使用脚本帮助自动完成客户机操作系统操作

n 为虚拟机启用客户机自定。

虽然也可以在未安装 VMware Tools 的情况下运行客户机操作系统，但您无法获得很多重要功能和便利

性。

您可以使用 Windows 简易安装或 Linux 简易安装功能在安装完操作系统后立即安装 VMware Tools。

对于 Windows 快捷安装或 Linux 快捷安装，Fusion 在完成操作系统安装后立即安装 VMware Tools。在

使用其他方法在新虚拟机中安装完操作系统后（在出现提示时，重新引导虚拟机），请安装 VMware 
Tools。

并非在所有客户机上支持所有功能。

您可以使用 VMware Tools 控制面板设置各种选项，以优化在虚拟机中使用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安装或升级 VMware Tools

安装 VMware Tools 是创建新的虚拟机过程的一部分，而升级 VMware Tools 是使虚拟机符合 新标准过

程的一部分。

如何安装或升级 VMware Tools 取决于操作系统以及 VMware Tools 使用的资源。

VMware 经常升级 VMware Tools 以支持新设备并添加可提高虚拟机性能的功能。在升级 Fusion 时，还

应升级 VMware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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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虚拟机中，您可以将 VMware Tools 设置为在具有可用升级时通知您。如果启用了该通知选

项，在具有可用的 VMware Tools 升级时，Windows 任务栏中的 VMware Tools 图标将带有黄色警告图

标 ( )。

在 Windows 上手动安装 VMware Tools

可以在 Windows 虚拟机上手动安装 VMware Tools。支持 VMware Tools 的客户机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2000 及更低版本、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Vista 及更高版本。

前提条件

n 开启虚拟机。

n 确认客户机操作系统正在运行。

n 如果您在安装操作系统时将虚拟机的虚拟 CD/DVD 驱动器连接到了 ISO 映像文件，请更改设置，将虚

拟 CD/DVD 驱动器配置为自动检测物理驱动器。

自动检测设置能让虚拟机的第一个虚拟 CD/DVD 驱动器检测并连接到 VMware Tools 安装的 

VMware Tools ISO 文件。您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会将该 ISO 文件检测为一张物理 CD。使用虚拟机设

置编辑器将 CD/DVD 驱动器设置为自动检测物理驱动器。

n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旧版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请以管理员身份登录。任何用户都可以在 Windows 
95、Windows 98 或 Windows ME 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安装 VMware Tools。如果您的操作系统版本

高于上述版本，则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n 默认情况下不安装 AppDefense 组件。您必须进行自定安装并加入该组件。

步骤

1 在主机上，从 VMware Fusion 菜单栏中选择虚拟机 > 安装 VMware Tools。

如果安装了早期版本的 VMware Tools，则菜单项是更新 VMware Tools。

2 如果首次安装 VMware Tools，请在“安装 VMware Tools”信息页中点按好。

如果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为 CD-ROM 驱动器启用了自动运行，则会启动 VMware Tools 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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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未启用自动运行的情况下手动启动向导，请单击开始 > 运行，然后输入 D:\setup.exe，其中 

D: 是您的第一个虚拟 CD-ROM 驱动器。对于 64 位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请使用 

D:\setup64.exe。

注   如果将 ARM 上的 Windows 用于虚拟机，请执行以下步骤以安装或升级 VMware Tools：

a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Windows 终端。

b 导航到包含 ARM 上 Windows 的 VMware Tools 的 ISO 映像的目录。

c 键入 setup.ps1，然后按 Enter。

d 对于无提示安装，请运行以下命令：setup.ps1 -Silent

e 要在 VMware Tools 中安装特定驱动程序，请在运行安装命令时按以下格式指定驱动程序：

setup.ps1 -Drivers<driver1>，<driver2>，...

目前，对于 ARM 上的 Windows，VMware Tools 可采用以下驱动程序：

n VMXNet3

n SVGA

3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进行操作。

4 如果显示新硬件向导，请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并接受默认选项。

注   如果在安装 beta 版或 RC 版 VMware Tools 时出现未签名软件包或驱动程序的警告，请点按仍然

安装以完成安装。

5 之后按照提示重新引导虚拟机。

结果

后续步骤

如果虚拟机具有新的可用虚拟硬件版本，请升级虚拟硬件。

在 Linux 上手动安装 VMware Tools

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Linux 虚拟机上手动安装 VMware Tools。对于版本较高的 Linux 发行版，请使用集成

的 open-vm-tools 版本。

有关 Open VM Tools 支持的 Linux 发行版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Open VM Tools (README) 和
《VMware 兼容性指南》（网址为 https://www.vmware.com/resources/compatibility/
searc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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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本 10.3.10 中停止提供适用于 Linux 虚拟机的 VMware Tar 工具的功能，因此 Workstation Player 
中包含的 tar 工具 (linux.iso) 是 10.3.10，且不会进行更新。由于此更改，安装/更新/重新安装 VMware 
Tools 菜单不可用于以下 Linux 虚拟机：

n tar 工具尚未正式支持现代的 Linux 发行版。

n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8 及更高版本。

n CentOS 8 及更高版本。

n Oracle Linux 8 及更高版本。

n SUSE Linux Enterprise 15 及更高版本。

n Linux 内核版本为 4.0 或更高版本，并且安装的 Open VM Tools 版本为 10.0.0 或更高版本。

n Linux 内核版本为 3.10 或更高版本，并且安装的 Open VM Tools 版本为 10.3.0 或更高版本。

对于安装了 Open VM Tools 但不在上述范围内的 Linux 虚拟机，将启用安装/更新/重新安装 VMware 
Tools 菜单，以便您可以在 Open VM Tools 上安装捆绑的 tar 工具以获得共享文件夹 (HGFS) 功能支持。

对于 Open VM Tools 不支持的旧版 Linux 虚拟机，请执行以下步骤来安装 tar 工具。

前提条件

n 开启虚拟机。

n 确认客户机操作系统正在运行。

n 因为 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是使用 Perl 编写的，请确认已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安装 Perl。

步骤

1 在主机上，从 VMware Fusion 菜单栏中选择虚拟机 > 安装 VMware Tools。

如果安装了早期版本的 VMware Tools，则菜单项是更新 VMware Tools。

2 在虚拟机中，打开终端窗口。运行不带参数的 mount 命令，以确定 Linux 发行版是否已自动挂载 

VMware Tools 虚拟 CD-ROM 映像。

如果已挂载 CD-ROM 设备，则将采用类似于以下输出的形式列出 CD-ROM 设备及其挂载点：

/dev/cdrom on /mnt/cdrom type iso9660 (ro,nosuid,nodev)

使用 VMware Fusion

VMware, Inc. 70



如果未挂载 VMware Tools 虚拟 CD-ROM 映像，请挂载 CD-ROM 驱动器。

a 如果挂载点目录尚不存在，请创建该目录。

mkdir /mnt/cdrom

某些 Linux 发行版使用不同的挂载点名称。例如，一些发行版的挂载点是 /media/VMware 
Tools，而不是 /mnt/cdrom。修改该命令以反映您的发行版所使用的约定。

b 挂载 CD-ROM 驱动器。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某些 Linux 发行版使用不同的设备名称或采取不同的方式组织 /dev 目录。如果 CD-ROM 驱动器

不是 /dev/cdrom，或者如果 CD-ROM 的挂载点不是 /mnt/cdrom，请修改该命令以反映您的

发行版所使用的约定。

3 转到工作目录，例如 /tmp。

cd /tmp

4 在安装 VMware Tools 之前，删除任何先前的 vmware-tools-distrib 目录。

此目录的位置取决于在先前安装期间指定的位置。通常情况下，此目录位于 /tmp/vmware-tools-
distrib 中。

列出挂载点目录的内容，并记下 VMware Tools tar 安装程序的文件名。

ls mount-point

解压缩安装程序。

tar zxpf /mnt/cdrom/VMwareTools-x.x.x-yyyy.tar.gz

值 x.x.x 是产品版本号，yyyy 是产品版本的内部版本号。

5 如有必要，请卸载 CD-ROM 映像。

umount /dev/cdrom 

如果 Linux 发行版已自动挂载 CD-ROM，则不需要卸载该映像。

6 运行安装程序并以 root 用户身份配置 VMware Tools。

cd vmware-tools-distrib
sudo ./vmware-install.pl

如果适合您的配置，请按照提示接受默认值。

按照脚本结尾处的说明进行操作。

根据使用的功能，这些说明可能包括重新启动 X 将话、重新启动网络连接、重新登录以及启动 

VMware 用户进程。或者，也可以重新引导客户机操作系统以完成所有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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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安装程序文件结束运行后，将运行 vmware-config-tools.pl 配置文件。如果尝试在 

RPM 安装的基础上执行 tar 安装，或者在 tar 安装的基础上执行 RPM 安装，安装程序将检测到先前

的安装，并且必须转换安装程序数据库格式，然后才能继续。

注   对于较新的 Linux 发行版，系统会提示用户选择集成的 open-vm-tools。

后续步骤

如果虚拟机具有新的可用虚拟硬件版本，请升级虚拟硬件。

在 macOS 上手动安装 VMware Tools

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助理在 macOS 虚拟机上安装或升级 VMware Tools。

对于 macOS 虚拟机，VMware Tools 包含以下两个内核扩展模块，这些模块对于在 Fusion 上运行的某些

功能至关重要：

n com.vmware.kext.vmhgfs：用于 hgfs 或共享文件夹支持

n com.vmware.kext.VMwareGfx：用于 VMware 视频驱动程序

注   自 macOS Big Sur 起，Apple 已弃用对 KEXT 内核扩展模块的支持。安装 VMware 工具时，不会自

动加载 KEXT 模块。如果要使用与内核扩展模块关联的功能，请确保在系统提示您选择某个选项时手动允

许加载 VMware 内核扩展模块。

前提条件

n 开启虚拟机。

n 确认客户机操作系统正在运行。

步骤

1 在主机上，从 VMware Fusion 菜单栏中选择虚拟机 > 安装 VMware Tools。

如果安装了早期版本的 VMware Tools，则菜单项是更新 VMware Tools。

2 在连接 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 CD 弹出窗口上，点按安装。

3 在 VMware Tools 对话框上，点按安装 VMware Tools。

a 在欢迎使用 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页面上，点按继续。

b 选择标准安装将执行于“Macintosh HD”上，然后点按安装。

如果这是首次在 macOS Big Sur 或更高版本上安装，则会针对 VMware Tools 版本中的每个 .kext 显
示“已阻止系统扩展”弹出窗口。

4 如果不希望加载内核扩展模块，请点按确定。

注   如果不加载内核扩展模块，则与内核扩展模块关联的功能将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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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要加载内核扩展模块，请执行以下步骤。

a 点按打开安全首选项。

b 解锁安全性与隐私用户界面。

c 对于来自开发者“VMware, Inc.”的系统软件已被阻止载入选项，点按允许。

d 对于重新启动提示，点按以后。

e 重新锁定安全性与隐私用户界面。

f 关闭安全性与隐私窗口。

VMware Tools 安装成功完成。

6 点按重新启动以重新引导载入了 KEXT 模块的系统。

7 （可选）要验证是否加载了 VMware KEXT 模块，请登录并运行以下命令：

sudo kextstat --list-only | grep -i vmware

修复或更改 Windows 虚拟机中的模块

如果在使用增强型图形显示或鼠标操作或取决于 VMware Tools 的功能时遇到问题，您可能需要修复或修

改安装的模块。

有时，在 VMware Tools 升级期间，不会安装某些新模块。您可以修改安装的模块以手动安装新模块。

请使用客户机操作系统 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程序和功能项来修复或修改 VMware Tools。

卸载 VMware Tools

如果未完成 VMware Tools 升级过程，您可以卸载 VMware Tools，然后重新进行安装。

前提条件

n 开启虚拟机。

n 登录到客户机操作系统。

步骤

1 选择一种方法以卸载 VMware Tools。

操作系统 操作

Windows 7、8、8.1 或 Windows 10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选择程序 > 卸载程序。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选择程序和功能 > 卸载程序。

Windows XP 和更低版本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选择添加/删除程序。

Linux 以 root 身份登录，然后在终端窗口中输入 vmware-uninstall-tool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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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操作

Mac OS X、OS X 或 macOS 使用卸载 VMware Tools 应用程序（位于/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
VMware Tools）。

基于 ARM 的 Windows 打开 Windows 终端，导航到包含 VMware Tools 的 ISO 映像的目录，然后键入以

下内容：setup.ps1 -Uninstall
 

2 重新启动客户机操作系统。

后续步骤

重新安装 VMware Tools。

使用 Fusion Pro 克隆虚拟机

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通过使用 Fusion Pro，您可以通过单一安装和配置

过程创建虚拟机的很多副本。

如果需要将多个相同的虚拟机部署到一个组中，克隆是非常有用的。例如，MIS 部门可以克隆一个虚拟

机，以便为每个员工提供一套预配置的办公应用程序。也可以配置一个具有完整开发环境的虚拟机，然后

将其作为基准配置反复克隆以进行软件测试。

现有虚拟机称为父虚拟机。可以创建两种类型的克隆：带链接的克隆和完整克隆。带链接克隆的创建速度

比完整克隆快，但带链接的克隆依赖于父虚拟机。创建完整克隆所需的时间略长，但完整克隆完全不依赖

于父虚拟机。

对克隆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父虚拟机，对父虚拟机的更改也不会出现在克隆中。克隆和父虚拟机的 MAC 
地址不同。

使用带链接的克隆

带链接的克隆是与父虚拟机实时共享虚拟磁盘的虚拟机的副本。您只能使用 Fusion Pro 创建带链接的克

隆。

由于带链接的克隆是通过父虚拟机的快照创建的，因此，节省了很多磁盘空间，并且多个虚拟机可以使用

相同的软件安装。在拍摄快照时父虚拟机上的所有文件仍然可供带链接的克隆使用。

对父虚拟机的虚拟磁盘进行的更改不会影响带链接的克隆，对带链接的克隆磁盘所做的更改也不会影响父

虚拟机。带链接的克隆必须能够访问父虚拟机。否则，您无法使用带链接的克隆。

由于可以快速创建带链接的克隆，因此，您可以为每个任务创建唯一的虚拟机。也可以与其他用户共享一

个虚拟机，方法是：将虚拟机存储到其他用户可以快速创建带链接克隆的本地网络中。例如，支持团队可

以在虚拟机中再现错误，而工程人员可以快速创建该虚拟机的带链接克隆以纠正该错误。

您可以通过一个带链接的克隆生成另一个带链接的克隆，但性能会有所下降。建议您尽量通过原始父虚拟

机创建新的带链接克隆。如果通过带链接的克隆创建完整克隆，完整克隆将成为一个独立的虚拟机，它不

需要访问带链接的克隆或其父虚拟机。

重要说明   必须先删除带链接的克隆，才能删除带链接克隆的快照。必须同时删除依赖快照的克隆，才能安

全地删除该快照。另外，移动带链接的克隆或父虚拟机可能会中断它们之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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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带链接的克隆依赖于父虚拟机，您无法删除具有克隆的父虚拟机。您必须先删除所有带链接的克隆和

快照，然后才能删除父虚拟机。

使用完整克隆

完整克隆是虚拟机的完整独立副本。在克隆操作完成后，完整克隆与父虚拟机不共享任何内容。对完整克

隆执行的日常操作完全独立于父虚拟机。您只能使用 Fusion Pro 创建完整克隆。

由于完整克隆不与父虚拟机共享虚拟磁盘，因此，完整克隆的性能通常比带链接的克隆好。创建完整克隆

所需的时间比带链接的克隆长。如果涉及的文件较大，创建完整克隆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

由于完整克隆仅拷贝在执行克隆操作时的虚拟机状态，因此，无法访问父虚拟机的快照。

您可以删除完整克隆，而不会影响父虚拟机。

克隆虚拟机

只有在具有 Fusion Pro 时，您才能克隆虚拟机。您无需查找并手动拷贝父虚拟机文件。

注  
n 您可以从右键点按菜单、“虚拟机”菜单和快照管理器中访问克隆选项。

n 无法通过加密虚拟机创建带链接的克隆。

n 无法通过 Boot Camp 虚拟机创建带链接的克隆或完整克隆。

n 可以通过加密虚拟机创建完整克隆。

n 可以通过关闭的父虚拟机快照创建克隆虚拟机。

前提条件

n 熟悉克隆类型。请参见使用带链接的克隆和使用完整克隆。

n 如果要根据虚拟机的当前状态创建带链接的克隆或完整克隆，请关闭虚拟机。

步骤

1 （可选） 要通过虚拟机的当前状态创建克隆，请执行以下操作：

a 从虚拟机资源库中选择一个虚拟机。

b 点按虚拟机，然后根据要创建的克隆类型选择创建完整克隆或创建带链接的克隆。

在创建带链接的克隆时，Fusion 将为选定虚拟机拍摄一张快照。

2 （可选） 要通过虚拟机快照创建克隆，请执行以下操作：

a 从虚拟机资源库中选择一个虚拟机。

b 点按快照。

c 选择一张快照，然后点按鼠标右键。根据要创建的克隆类型选择创建完整克隆或创建带链接的克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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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键入克隆的名称，然后点按存储。

创建完整克隆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具体取决于要拷贝的虚拟磁盘的大小。

结果

克隆将显示在虚拟机资源库中。

在虚拟机资源库中，带链接的克隆虚拟机是使用克隆标记指示的。在虚拟机资源库屏幕中，父虚拟机名称

显示在虚拟机名称下面。在快照管理器中，具有带链接克隆虚拟机的快照是使用快照标记指示的。

后续步骤

如果父虚拟机使用静态 IP 地址，应在将克隆连接到网络之前更改其静态 IP 地址以避免 IP 地址冲突。

虽然克隆过程为克隆创建了新的 MAC 地址，但其他配置信息（如虚拟机名称和静态 IP 地址配置）仍与父

虚拟机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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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虚拟机 5
您可以按照与物理机相同的方式使用虚拟机。Mac 和虚拟机也可以进行交互。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扫描虚拟机以添加到虚拟机资源库

n 运行 Fusion 和虚拟机

n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的 Unity 模式中打开 Windows 应用程序

n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从应用程序菜单打开 Windows 应用程序

n 在虚拟机和 Mac 之间移动和共享文件

n 在 Mac 和 Windows 虚拟机之间共享应用程序

n 在基于 Intel 的 Mac 上的 Mac Dock 中保留 Windows 应用程序

n 在开启的虚拟机之间切换

n 在虚拟机中使用 Mac 输入设备

n 强制虚拟机抓取键盘和鼠标输入

扫描虚拟机以添加到虚拟机资源库

通过启动扫描，可以将多个虚拟机快速添加到虚拟机资源库。

您一次可手动向“虚拟机资源库”添加一个或多个虚拟机。有关可以在“虚拟机资源库”中执行的各种操

作的信息，请参见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对虚拟机执行操作。或者，您可以启动扫描以自动向资源库添加

虚拟机。通过扫描搜索虚拟机无需搜索或记住每个虚拟机的位置。

Fusion 将扫描预先选择的文件夹以及该文件夹中的所有子文件夹。在扫描环境中，具有 .vmx 扩展名的文

件会被视为虚拟机。

您可以预先选择 Fusion 在扫描期间搜索的文件夹。启动扫描时，Fusion 会将它在预先选择的文件夹中找

到的所有新虚拟机添加到虚拟机资源库。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扫描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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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需要添加和删除文件夹，直到“扫描虚拟机”对话框中的文件夹列表满足您的需要为止。

选项 说明

添加 a 点按 +。

b 根据需要搜索并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夹。

c 点按打开。

此时会将选定的文件夹路径添加到“扫描虚拟机”对话框中。

删除 a 点按“扫描虚拟机”对话框中的文件夹路径。

b 点按 -。

此时会从“扫描虚拟机”对话框中删除选定的文件夹路径。

 
3 点按扫描。

此时会显示一条消息，报告已找到并添加到虚拟机资源库的虚拟机数量。

4 要在虚拟机资源库中查看虚拟机列表，请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运行 Fusion 和虚拟机

您可以启动、关闭、挂起、暂停、恢复、重新启动和重启虚拟机。您可以将电源命令发送到客户机操作系

统或虚拟机。

打开现有的虚拟机

您可以从虚拟机资源库窗口或应用程序菜单中打开现有的虚拟机。

步骤

u 从虚拟机资源库中打开虚拟机。

a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b 从识别的虚拟机列表中选择一个虚拟机。

c 点按“运行”按钮。

u 从应用程序菜单中打开虚拟机

a 点按 Mac 菜单栏中的应用程序菜单状态项 ( )。

此时会显示应用程序菜单，其中显示了所有本地虚拟机或 近访问的虚拟机。

b 如果应用程序菜单中显示的是 近访问的虚拟机，那么要选择其他虚拟机，请点按蓝色标题栏中的

返回箭头，然后选择其他虚拟机。

c 点按“恢复”或“启动”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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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查找虚拟机

打开现有虚拟机的一个方法是找到并打开其软件包文件。

步骤

1 选择文件 > 打开。

2 在文件选择窗口中，找到并选择要打开的虚拟机的软件包或配置文件。

虚拟机软件包文件的扩展名是 .vmwarevm。虚拟机配置文件的扩展名是 .vmx。您可以选择文件 > 获

取信息以查看文件的扩展名。

3 点按打开按钮。

结果

Fusion 将打开虚拟机并将其开启。

从 Finder 中打开虚拟机

您可以从现有虚拟机的软件包文件中打开虚拟机。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步骤

1 在 Finder 中，浏览到虚拟机位置（例如默认的 your home directory/Virtual Machines 文件

夹），然后查找虚拟机的软件包或配置文件。

虚拟机软件包文件的扩展名是 .vmwarevm。虚拟机配置文件的扩展名是 .vmx。

2 （可选） 您可以选择文件 > 获取信息以查看文件的扩展名。

3 连按虚拟机软件包或配置文件以在 Fusion 中打开虚拟机。

如果未运行，则会自动启动 Fusion。

启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启动关闭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某些操作（如更改虚拟机配置）要求打开虚拟机，而不开启操作系统。在该操作完成后，您可以启动操作

系统。

步骤

u 根据虚拟机和客户机操作系统的状态，启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u 如果虚拟机未运行，请从 Finder 或虚拟机资源库中打开虚拟机。

在打开虚拟机时，Fusion 将启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u 如果已在 Fusion 中打开虚拟机，但关闭了操作系统，请选择虚拟机 >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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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开启虚拟机的情况下打开虚拟机

某些配置任务要求虚拟机必须处于关闭状态。在虚拟机资源库中，您可以在不开启虚拟机的情况下访问虚

拟机。

步骤

1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要配置的虚拟机。

2 （可选） 如果要配置的虚拟机显示为“已暂停”或“已开机”，请打开虚拟机，然后将其关闭。

n 使用工具栏中的关机按钮。

n 使用虚拟机菜单中的关机命令。

Fusion 将打开虚拟机，而不开启虚拟机或在窗口中打开虚拟机。

3 点按设置按钮。

结果

您可以更改需要关闭虚拟机才能更改的设置。

关闭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您可以关闭虚拟机中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您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关闭虚拟机的操作系统。但建议使用以下方法。

步骤

u 选择虚拟机 > 关机。

在 Fusion 中挂起和恢复虚拟机

使用挂起和恢复功能，您可以存储虚拟机的当前状态，稍后再从同一状态继续运行，即使您暂时退出 

Fusion，存储的状态也不受任何影响。

Fusion 在 Boot Camp 虚拟机中不支持挂起和恢复运行功能。挂起和恢复虚拟机，必须能够存储已知的状

态，且该状态不会发生更改。您可以从本地启动到 Boot Camp 分区中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若您这样

做，已知状态将丢失，数据也会丢失。

步骤

u 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n 选择虚拟机 > 挂起以挂起虚拟机。

也可以将 Fusion 偏好设置设为当关闭虚拟机窗口时挂起虚拟机。

n 选择虚拟机 > 恢复以恢复您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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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恢复命令

在 Fusion 恢复虚拟机状态时，您可以取消该命令。

在恢复暂停的虚拟机时，Fusion 将依次显示两个进度条。第二个进度条具有一个“取消”按钮。

步骤

u 在进度条到达 100% 之前，请点按“取消”按钮。

在 Fusion Pro 中启动虚拟机以引导到固件

在 Fusion Pro 中，您可以启动或重新启动虚拟机以引导到固件。

“启动到固件”选项对本地和远程虚拟机均适用。如果虚拟机已挂起，则“启动到固件”选项将不可用

Fusion Pro 8.1 和更高版本支持“启动到固件”选项。

步骤

u 点按虚拟机 > 启动到固件。

如果已关闭虚拟机，则虚拟机直接引导到固件。如果已启动虚拟机，则会提示您重新启动虚拟机。点按

重新启动。

暂停虚拟机

暂停虚拟机将停止虚拟机的当前状态。在恢复暂停的虚拟机时，虚拟机的状态将与暂停虚拟机时完全相

同。

注   在暂停虚拟机时，不会存储虚拟机的当前状态。如果在暂停虚拟机后退出 Fusion，Fusion 将根据 

Fusion 偏好设置挂起或关闭虚拟机。

步骤

u 点按虚拟机 > 暂停。

后续步骤

在准备好再次使用时，恢复虚拟机。

重新启动虚拟机

您无需重新启动 Mac，即可重新启动虚拟机。

步骤

u 重新启动虚拟机操作系统。

n 在虚拟机中，按照物理机中的操作方式重新启动操作系统。

重新启动方法取决于虚拟机中运行的操作系统。

n 在 Fusion 中，选择虚拟机 > 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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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虚拟机

您可以选择一个 Fusion 命令以重启虚拟机，这与在物理机没有响应时按下重启按钮的情形非常相似。

小心   重启虚拟机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步骤

u 按 Option 键，然后点按虚拟机 > 强制重新启动（硬式电源选项）以重启虚拟机中的操作系统。

使用 Finder 卸载虚拟机

您可以删除虚拟机的文件以卸载虚拟机。

要卸载虚拟机，一种方法是使用 Finder 删除虚拟机软件包。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

退出 Fusion。

步骤

1 在 Finder 中，浏览到虚拟机位置（例如默认的 your home directory/Virtual Machines 文件

夹），然后选择要卸载的虚拟机。

2 将虚拟机软件包文件移到废纸篓中。

后续步骤

打开 Fusion。如果在虚拟机资源库中看到卸载的虚拟机，请右键点按该虚拟机，然后选择删除。

使用虚拟机资源库卸载虚拟机

您可以删除虚拟机的文件以卸载虚拟机。

要卸载虚拟机，一种方法是使用虚拟机资源库删除虚拟机文件。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点按虚拟机缩略图以进行卸载。

3 选择编辑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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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移除虚拟机”对话框中，选择一种卸载虚拟机的方法。

根据要卸载的虚拟机类型，可能会提供不同的选项以删除虚拟机。

选项 操作

移到废纸篓 从“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移除虚拟机，并将它的所有文件移到废纸篓。

保留文件 从“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移除虚拟机，但保留“虚拟机”文件夹中的虚拟机文

件。

永久删除 从“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移除虚拟机，并永久删除虚拟机文件。将永久删除这些

文件，而不是移动到废纸篓。

 

在 Linux 虚拟机上配置 SSH 登录

Linux 虚拟机启用 SSH 服务后，您可以使用 VMware Fusion 配置到该虚拟机的快速 SSH 登录。通过进

行此配置，能够实现从 Mac 主机到虚拟机资源库中的 Linux 虚拟机的 SSH 登录。虚拟机可以在 Mac 主机

上运行，也可以在运行 VMware Workstation Pro、VMware ESXi 或 VMware vCenter Server 的远程

服务器上运行。

通过配置 SSH 登录，您现在和以后任何时候都能够方便、安全地对 Linux 虚拟机进行 SSH 访问。之后，

您可以使用终端窗口访问 Linux 虚拟机，在该虚拟机上可以查看文件、传输数据，以及运行 Linux 操作系

统上可用的命令。

您可以使用 SSH 命令登录到 Linux 虚拟机，而无需使用 Fusion 在该虚拟机上配置 SSH 登录。但是，您

每次使用 SSH 命令时，都必须提供该虚拟机的 IP 地址，以及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前提条件

n 在 Linux 虚拟机上启用 SSH（如果尚未启用）。请参阅特定 Linux 操作系统的相关说明。

n 将 Linux 虚拟机添加到虚拟机资源库中（如果尚未添加）。

您可以添加位于 Mac 主机上或受支持的远程服务器上的虚拟机。请参阅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对虚拟

机执行操作

n 启动 Linux 虚拟机（如果尚未启动）。请参阅启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 Linux 虚拟机的缩略图，然后点按下拉菜单中的连接到 SSH。

3 填写表单，然后点按连接。

选项 说明

用户名 输入虚拟机的用户名。

密码 输入虚拟机的密码。

端口 如果默认 SSH 服务端口号 22 不是适用于您所配置的 Linux 虚拟机的正确端口号，请输入正确的端口号。

默认端口号可能不正确。例如，以前您使用虚拟机中的终端窗口重新配置了 SSH 端口号。

记住密码 要使 Fusion 能够在您尝试 SSH 登录时提供虚拟机密码，请选择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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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此时会在 Mac 主机桌面上打开一个终端窗口，并通过 SSH 连接到虚拟机。在终端窗口打开并连接到 

Linux 虚拟机后，您便可以通过命令行访问 Linux 虚拟机。

后续步骤

以后，要从 Mac 主机打开到 Linux 虚拟机的 SSH 连接，请在 Fusion 虚拟机资源库中，选择该 Linux 虚
拟机对应的连接到 SSH 选项。

编辑或删除 Linux 虚拟机的 SSH 登录配置

在 Linux 虚拟机上配置 SSH 登录后，可以更改或删除此配置。

如果以下任何项目发生更改，您都必须编辑 SSH 登录配置。

n SSH 服务的端口号

n 您的 Linux 虚拟机用户名

n 您的 Linux 虚拟机密码

您还可以删除 SSH 登录配置。

前提条件

n 在启用了记住密码设置的 Linux 虚拟机上配置 SSH 登录。请参见在 Linux 虚拟机上配置 SSH 登录。

n 成功建立 SSH 连接至少一次。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 Linux 虚拟机的缩略图，然后点按下拉菜单中的配置 SSH。

3 编辑发生更新的选项并点按存储，或者移除配置。

选项 说明

用户名 如果更改了您的虚拟机用户名，请编辑此选项。

密码 如果更改了您的虚拟机密码，请编辑此选项。

端口 如果更改了 SSH 服务的端口号，请编辑此选项。

移除配置 要删除 SSH 登录配置，请点按此选项。

将 Ctrl-Alt-Delete 命令发送到虚拟机

您可以使用 Fusion 命令将 Ctrl-Alt-Delete 组合键发送到 Windows 虚拟机。

步骤

u 您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式发送组合键。

n 选择虚拟机 > 发送 Ctrl-Alt-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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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如果使用外部 PC 键盘，请按 Ctrl+Alt+Del 组合键。

n 在完整尺寸的 Mac 键盘上，请按 Fwd Del+Ctrl+Option。  Forward Delete 键在 Help 键的下

方。

n 在 Mac 笔记本电脑键盘上，请按 Fn+Ctrl+Option+Delete 组合键。

将特殊按键命令发送到 Windows 或 Linux 虚拟机

如果您的键盘上没有某些键盘上的全部按键，您可以向客户机操作系统发送特殊按键命令。

步骤

1 选择虚拟机 > 发送键。

2 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按键命令。请参见特殊按键命令。

结果

Fusion 将按键命令发送到虚拟机上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特殊按键命令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使用特殊按键命令。

虚拟机菜单的“发送键”项包含一些并非所有键盘都提供的按键命令。

表 5-1. 特殊按键命令

可以使用“发送键”菜单项发送到虚拟机的按键命令

Help (Insert)

Home

End

 (Forward Delete)

Caps Lock

Clear (Num Lock)

Scroll Lock

Print Scrn

Pause

Break

Menu

F8

F9

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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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特殊按键命令 （续）

可以使用“发送键”菜单项发送到虚拟机的按键命令

F11

F12

F13

F14

F15

F16

変換 (Henkan)

無変換 (Muhenkan)

ひらがな (Hiragana)

从默认选项中切换电源命令

使用键盘快捷键，您可以从默认选项中切换虚拟机下拉菜单和应用程序菜单中显示的一些 Fusion 电源命令

选项。

该快捷键适用于虚拟机下拉菜单和应用程序菜单中列出的关机/关闭电源和重新启动/重置电源选项对。按 

Option 键或 Alt 键不影响工具栏中的电源按钮。

例如，如果您的虚拟机默认显示软式选项关机和重新启动，那么按住 Option 键或 Alt 键可将这两个软式选

项分别更改为硬式选项关闭电源和重置。

按 Option 键或 Alt 键对其他电源选项不起作用。

注   您还可以通过配置 Fusion，持久显示电源选项对的硬式选项或软式选项。因此，您可以从关机更改为

关闭电源，从重新启动更改为重置。之后，如果您在虚拟机处于已打开电源状态时访问虚拟机下拉菜单或

应用程序菜单，Fusion 会列出关闭电源选项和重置选项，而不是关机选项和重新启动选项。请参见配置虚

拟机的电源选项。

步骤

1 选择虚拟机以显示虚拟机下拉菜单。

2 按住 Option 键（Mac 键盘）或 Alt 键（PC 键盘）并选择一个备用电源选项。

表 5-2. 电源命令

软式选项 硬式选项

关机 关闭电源，也称作“强制关机”

重新启动 重置，也称作“强制重新启动”

有关电源命令的描述信息，请参见 Fusion 电源命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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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电源命令选项

您可以将虚拟机配置为使用软式或硬式电源选项。

Fusion 电源命令的工作方式取决于虚拟机的配置方式。如果虚拟机是在 Fusion 中创建的，则电源命令默

认为软式选项。这些命令对客户机操作系统有效。默认情况下，在其他 VMware 产品中创建的虚拟机可能

采用硬式电源选项。这些命令对虚拟机的作用与电源和重启按钮对物理电脑电源的作用相同。

注   在创建虚拟机后，您可以将某些电源选项对的默认配置从硬式选项更改为软式选项，或者从软式选项更

改为硬式选项。例如，您可以将软式电源选项关机更改为对应的硬式电源选项关闭电源。

n 要使用键盘快捷键进行切换，请参见从默认选项中切换电源命令。

n 要通过配置 Fusion 实现持久性切换，请参见配置虚拟机的电源选项。

表 5-3. 虚拟机菜单中电源命令的软式选项和硬式选项

命令 结果

启动（软式选项） 启动 startup 脚本。您可以自定该脚本。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安装和配置 VMware Tools》文稿，网址为 http://
www.vmware.com/pdf/vmware-tools-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pdf。

打开电源（硬式选项） 启动虚拟机。

恢复（软式选项） 启动恢复脚本。您可以自定该脚本。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安

装和配置 VMware Tools》文稿，网址为 http://
www.vmware.com/pdf/vmware-tools-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pdf。

强制恢复（硬式选项） 从暂停状态中恢复虚拟机。

关机（软式选项） 启动 poweroff 脚本。向客户机操作系统发送关机信号。可以

识别该信号的操作系统将正常关机。并非所有客户机操作系统都

会对此按钮的关机信号做出响应。如果操作系统未响应，请从操

作系统中关闭客户机，方法与物理机相同。

关闭电源（硬式选项）

也称作强制关机

其作用与电源开关对物理电脑电源的作用相同。虚拟机将突然关

机，而不考虑正在进行的工作。该操作导致数据丢失。如果可

能，应先关闭虚拟机的操作系统，然后再关闭虚拟机。

暂停（软式选项） 启动暂停脚本。您可以自定该脚本。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安

装和配置 VMware Tools》文稿，网址为 http://
www.vmware.com/pdf/vmware-tools-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pdf。

强制暂停（硬式选项） 强制暂停命令可以暂停虚拟机。

重新启动（软式选项） 向客户机操作系统发送重新启动信号。可以识别该信号的操作系

统将正常关机，然后重新启动。某些客户机操作系统可能不会响

应该按钮发送的重新启动信号。如果操作系统未响应，请从操作

系统中重新启动客户机，方法与物理机相同。

重置（硬式选项）

也称作强制重新启动

其作用相当于重启开关。虚拟机将突然重启，而不考虑正在进行

的工作。如果可能，请重新启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在虚拟机操

作系统没有响应时，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使用重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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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的 Unity 模式中打开 Windows 应
用程序

在 Unity 模式中运行虚拟机时，您看不到客户机操作系统的桌面，但可以直接打开应用程序而不使用该桌

面。

在操作系统中使用应用程序时，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启动应用程序。您可以点按桌面上的图标以打开应用程

序，也可以使用开始菜单或类似的菜单打开应用程序。在 Unity 模式中运行虚拟机时，您无法使用这些方

法，因为仅在 Mac 桌面上显示活动应用程序窗口。

前提条件

在单独窗口或全屏幕视图中打开虚拟机的情况下，切换到 Unity 视图。例如，选择视图 > Unity。

切换到 Unity 模式时，将出现以下情况。

n 虚拟机界面消失。

n 当前在虚拟机中打开的应用程序直接显示在 Mac 桌面上。

n VMware Unity ( ) 显示在 Mac Dock 中。

步骤

u 从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中选择应用程序。

a 点按 Mac Dock 中的 VMware Unity ( )。

此时会打开一个窗口，其中包含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b 点按列表中的应用程序图标，或者点按所有程序以查找应用程序。

u 在 Mac Dock 中保留虚拟机应用程序。

a 在该应用程序打开的情况下，通过选择视图 > Unity，切换到 Unity 视图。

该应用程序随即会显示在 Mac Dock 中。

b 在 Mac Dock 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该应用程序，或者右键点按该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选项 > 
在 Dock 中保留。

该应用程序将保留在 Mac Dock 中，即使当前未运行 Fusion，也可以从 Dock 中打开该应用程

序。

u 显示 Windows 任务栏以使用开始菜单。

a 选择显示 > 在 Unity 模式中显示任务栏。

可能需要移动 Mac Dock 才能看到任务栏。

b 点按开始菜单，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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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从应用程序菜单打开 Windows 
应用程序

您可以从以下任一应用程序菜单中打开 Windows 应用程序：可在 Mac 菜单栏中或使用键盘快捷键访问的

应用程序菜单 ( )，以及可在虚拟机处于 Unity 模式时从 Mac Dock 中访问的 Unity 应用程序菜单 ( )。

对于受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机，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菜单快速访问应用程序。请参见使用应用程序菜单查

找 Windows 客户机应用程序。

步骤

u 打开您选择的应用程序菜单。

u 搜索应用程序。

在虚拟机和 Mac 之间移动和共享文件

通过使用 Fusion，您可以在虚拟机和 Mac 之间移动和共享文件。

在虚拟机与 Mac 之间移动和拷贝文件和文本

您可以在虚拟机与 Mac 之间拖动文件和文件夹以进行移动和拷贝。您可以通过拷贝和粘贴或剪切和粘贴来

移动文本。

也可以在 Windows 应用程序与 Mac 应用程序之间拖动图像。您可以将 Outlook 附件从 Windows 虚拟

机中拖动到 Mac。您可以将虚拟机中的文件直接拖到 Mac 应用程序中。您还可以在 macOS 虚拟机与您的 

Mac 之间拖放文本、文件或文件夹。

您可以在 Windows 或 Linux 虚拟机与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图像和带格式的文本。您可以在 macOS 虚拟

机与您的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文本。不支持在 macOS 虚拟机和您的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文件或文件

夹。

这些功能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在虚拟机和 Mac 之间拖动文件和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鼠标在二者之间拖动文件和文件夹。

步骤

u 在虚拟机或 Mac 中，可以将鼠标指针放在要移动的文件或文件夹的图标上，按住鼠标主键，然后将文

件或文件夹拖到新位置。

结果

Fusion 将文件或文件夹拷贝到新位置。

使用菜单在虚拟机与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

您可以在虚拟机与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

可以在 Windows 和 Linux 虚拟机与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图像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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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虚拟机或 Mac 中，选择文本。

2 从编辑菜单中，选择拷贝以拷贝文本，或选择剪切以移动文本。

3 将指针移动到新位置。

4 从编辑菜单中，选择粘贴以将文本拷贝或移动到新位置。

使用键盘快捷键在虚拟机与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

您可以在虚拟机与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

您可以在 Windows 或 Linux 虚拟机与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图像和带格式的文本。您可以在 macOS 虚拟

机与您的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文本。不支持在 macOS 虚拟机和您的 Mac 之间拷贝和粘贴文件或文件

夹。

前提条件

要使用这些快捷键，请确保选择了 Fusion 偏好设置启用按键映射。

步骤

1 在虚拟机或 Mac 中，选择文本。

2 使用 Mac 键盘快捷键 +C 拷贝文本，或者使用 +X 移动文本。

3 将指针移动到新位置。

4 使用 Mac 键盘快捷键 +V 将文本拷贝或移动到新位置。

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查看 Windows 客户机中的共享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查看 Mac 和 Windows 的共享文件夹。

步骤

1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2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查看共享文件夹：

n 点按 VMware 共享文件夹快捷方式。

n 在“地址”栏中，键入 \\vmware-host\Shared Folders\。

n 在“地址”栏中，键入 Z:。

如果启用了启用共享文件夹设置，Fusion 将创建一个网络驱动器以将 \\vmware-host\Shared 
Folders 目录映射到 Z 驱动器。

结果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窗口将显示共享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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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共享文件夹映射为驱动器以在 Windows 客户机中查看共享文件夹

您可以将 Mac 和 Windows 共享的文件夹映射为 Windows 驱动器以查看这些文件夹。

步骤

1 启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2 导航到我的电脑或计算机。

3 执行命令来映射网络驱动器。

选项 说明

Windows Vista、Windows 7、

Windows 8、Windows 10
点按映射网络驱动器

Windows Vista、Windows 7、

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以外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点按工具 > 映射网络驱动器

 
4 选择要映射的驱动器。

5 在文件夹字段中，键入 \\vmware-host\Shared Folders\。

6 点按完成。

结果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您的共享文件夹将显示在映射的驱动器上。

在 Linux 客户机中查看共享文件夹

您可以访问特定目录以查找共享文件夹

步骤

u 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打开 /mnt/hgfs 目录以查看 Linux 客户机中的共享文件夹。

在 macOS 客户机中查看共享文件夹

您可以查看在 macOS 客户机和 Mac 主机之间共享的文件夹。

步骤

1 打开 macOS 客户机。

2 点按客户机操作系统桌面上的 VMware 共享文件夹快捷方式。

客户机操作系统桌面将显示共享文件夹。

使用 VMware Fusion

VMware, Inc. 91



在 Mac 和 Windows 虚拟机之间共享应用程序

在虚拟机设置窗口的“应用程序”面板中，您可以设置 Fusion 以在 Mac 上打开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在

虚拟机中打开 Mac 上的应用程序，或者同时实现上述两种功能。

使用 Mac 上的应用程序打开虚拟机中的文件

在虚拟机中选择文件后，您可以使用 Mac 上的相应程序打开该文件。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在虚拟机设置窗口的“共享”面板中启用了共享文件夹。

n 在设置窗口的“默认应用程序”面板中启用了使用 Mac 应用程序打开 Windows 文件和 Web 链接。

n 您已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共享的文件夹。

n 要打开的文件位于某个共享文件夹中。

步骤

u 要每次打开一个文件，请右键点按文件，选择打开方式，然后选择默认主机应用程序。

Fusion 确定 Mac 上的相应应用程序，并使用该应用程序打开文件。

u 要始终使用 Mac 应用程序打开特定文件，请右键点按该文件，选择属性，点按打开方式中的更改，然

后在“打开方式”对话框中选择默认主机应用程序。

每次打开该文件时，将始终在该 Mac 应用程序中打开。

u 要始终使用 Mac 应用程序打开此类型的文件，请右键点按文件，选择打开方式，选择默认主机应用程

序 > 选择程序，然后选择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

Fusion 确定 Mac 上的相应应用程序，并始终使用该应用程序打开此类型的任何文件。

使用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打开 Mac 上的文件

您可以使用虚拟机中的相应应用程序打开 Mac 上的文件。

对于 Windows 虚拟机，您可以作为一次性事件使用虚拟机应用程序打开 Mac 文件，也可以设置为始终使

用该应用程序打开文件。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在虚拟机“设置”窗口的“共享”面板中启用了共享文件夹。

n 您已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共享的文件夹。

n 要打开的文件位于某个共享文件夹中。

n 您已在设置窗口的“默认应用程序”面板中启用共享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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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u 对于一次性事件，请右键点按文件，选择打开方式，然后从菜单中选择应用程序。

由于可能会在很多虚拟机中找到相同的应用程序，因此，菜单项显示虚拟机名称和应用程序名称。

将使用菜单中显示的应用程序打开文件。

u 要始终使用虚拟机应用程序打开文件，请右键点按文件，选择获取信息，然后从打开方式弹出式菜单中

选择一个应用程序。

u （可选） 点按更改全部以使用该应用程序打开这种类型的所有文件。

结果

每次打开该文件时，将在选定的应用程序中启动该文件。

在基于 Intel 的 Mac 上的 Mac Dock 中保留 Windows 应用程序

您可以在 Mac Dock 中放置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图标拼贴，从而像打开 Mac 应用程序一样打开此应用程

序。无需使用 VMware Fusion 菜单栏或客户机操作系统界面，即可访问虚拟机的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该应用程序打开的情况下，通过选择视图 > Unity，切换到 Unity 视图。

该应用程序随即会显示在 Mac Dock 中。

2 在 Mac Dock 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该应用程序，或者右键点按该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选项 > 在 

Dock 中保留。

在开启的虚拟机之间切换

您可以同时操作多个虚拟机，并在这些虚拟机之间轻松切换。

步骤

u 从 Fusion 的窗口菜单中选择要使用的虚拟机。

在虚拟机中使用 Mac 输入设备

要在虚拟机中使用 Mac 键盘、鼠标和触控板，您有时需要更改设置并使用与 PC 命令类似的组合键。

启用 Apple Mighty Mouse 鼠标的辅键

在虚拟机中，在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鼠标时，Apple Mighty Mouse 不会执行点按鼠标右键的操作。必

须启用它的辅键，才能在虚拟机中执行点按鼠标右键。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键盘与鼠标。

2 选中辅键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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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 要更改辅键的快捷键，请连按当前快捷键，选择新的快捷键，然后点按好。

在虚拟机中使用 Mac 键盘

由于 PC 键盘和 Mac 键盘不同，您必须在 Mac 键盘上按下某些组合键以启用某些 PC 命令。

对于没有等效键盘按键的键，Fusion 在虚拟机菜单中提供了发送键项。

对于没有等效键盘按键的键，Fusion 在虚拟机菜单中提供了发送键项。

表 5-4. PC 和 Mac 键盘等效

PC 键盘 Apple 外接键盘 MacBook 和 MacBook Pro 内置键盘

F1-F12 F1-F12 fn+F1 . . .fn+F12

Print Screen F14 （使用发送键）

Scroll Lock F15 （使用发送键）

Pause/Break F16 （使用发送键）

Backspace delete delete

delete 

(Forward Delete)

delete fn+delete

Insert（开关覆盖） help（早期型号） （使用发送键并选择帮助项）

Num Lock clear fn+num lock F6

命令

（Windows 徽标键 － 位于 Ctrl 和 Alt 
键之间）

Alt alt option alt option

强制虚拟机抓取键盘和鼠标输入

可以将虚拟机设置为抓取鼠标和键盘输入。在抓取输入后，鼠标指针将限于在虚拟机窗口内移动，并且所

有键盘和鼠标输入均定向到虚拟机。

通常，如果安装了 VMware Tools，在虚拟机中点按时，Fusion 将键盘和鼠标输入传送到虚拟机。在点选 

Mac 桌面时，键盘和鼠标输入将传送到 Mac 主机。您可以强制将所有输入传输到虚拟机。

步骤

u 强制抓取或释放键盘和鼠标输入。

选项 操作

强制虚拟机抓取键盘和鼠标输入 在键盘上，按下 Cmd+G。

强制虚拟机释放键盘和鼠标输入 在键盘上，按下 Ct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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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与基于 Intel 的 Mac 之
间共享文件 6
您可以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设置共享文件夹，以在 Mac 与 Windows 和其他虚拟机之间共享文件。

在虚拟机设置窗口的“共享”面板中，您可以从 Mac 上选择共享文件夹，以便与虚拟机共享该文件夹。该

功能要求安装 VMware Tools。

您可以将 Windows 虚拟机中的文件夹镜像到 Mac。镜像的文件夹将虚拟机中的关键文件夹与相应的 Mac 
文件夹相匹配：“桌面”、“文稿”、“下载”、“影片”、“音乐”和“图片”文件夹。

要使用共享文件夹，必须配置虚拟机设置以启用共享文件夹，并指定要共享 Mac 上的哪个目录。共享文件

夹可以位于 Mac 文件系统中，也可以位于 Mac 可访问的网络目录中。

客户机操作系统确定如何显示共享文件夹。您可以在某些 Windows 和 Linux 客户机操作系统中查看共享

文件夹。有关列表，请参见支持共享文件夹的客户机操作系统。在查看共享文件夹之前，您必须启用并配

置共享文件夹功能。

注   不要同时在多个应用程序中打开共享文件夹中的文件。例如，不要同时使用 Mac 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

序和虚拟机操作系统中的其他应用程序打开同一文件。如果其中的一个应用程序对该文件执行写入操作，

可能会损坏其中的数据。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支持共享文件夹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n 支持镜像文件夹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n 为虚拟机启用共享文件夹或镜像文件夹

n 添加或移除镜像文件夹

n 添加共享文件夹

n 移除共享文件夹

支持共享文件夹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您可以在运行特定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中使用共享文件夹。

Fusion 在某些 Windows、Mac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中支持共享文件夹。

n Windows 10

n Windows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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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Windows 8

n Windows 7

n Windows Server 2016

n Windows Server 2012

n Windows Server 2008

n Windows Server 2003

n Windows Vista

n Windows XP

n macOS 11.0

注   Apple Silicon 主机上的 Windows 11 ARM GOS 不支持共享文件夹。

n macOS 12.0

n macOS 13.0

n macOS 10.12、10.13、10.14 和 10.15

n Mac OS X 10.6、10.7、10.8、10.9、10.10 和 10.11

n 支持的 Linux 客户机操作系统（具有 2.4 或更高版本的内核）

支持镜像文件夹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您可以在运行各种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中使用镜像文件夹功能。

Fusion 支持在以下 Windows 操作系统中使用镜像文件夹。

n Windows 10

n Windows 8

n Windows 7

n Windows Vista

n Windows XP

Fusion 不支持在 Windows 2000 和更低版本、Windows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中使

用镜像文件夹。对于具有不支持的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虚拟机，这些选项在设置窗口的“共享”面板中将不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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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拟机启用共享文件夹或镜像文件夹

在指定要共享或镜像的文件夹之前，您必须配置虚拟机以共享文件夹。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共享。

4 选中启用共享文件夹复选框。

此操作将启用共享文件夹。此外，还会为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启用镜像文件夹。将在 

Windows 和 macOS 虚拟机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上创建一个 VMware 共享文件夹快捷方式。点按此快

捷方式可查看共享文件夹。

添加或移除镜像文件夹

通过使用 Fusion 镜像文件夹，您可以将 Mac 上的特殊文件夹（如“桌面”、“文稿”、“下载”、“影

片”、“音乐”和“图片”）映射到某些 Windows 虚拟机中的相应文件夹。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共享。

4 选中启用共享文件夹复选框。

5 在“镜像文件夹”部分中，选择要镜像的 Mac 文件夹，并取消选择不想镜像的任何文件夹。

添加共享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共享文件夹在虚拟机和 Mac 之间共享文件。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共享。

4 选中启用共享文件夹复选框。

将在 Windows 和 macOS 虚拟机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上创建一个 VMware 共享文件夹快捷方式。

5 点按显示框底部的添加 (+) 按钮。

6 在 Finder 表单中，找到要共享的文件夹的位置，选择该文件夹，然后点按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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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权限”字段中，设置虚拟机的 Mac 共享文件夹内容访问权限。

选项 说明

读与写 允许虚拟机更改 Mac 共享文件夹的内容。

只读 禁止虚拟机更改 Mac 共享文件夹的内容。

 
Mac 上的权限设置还会确定共享文件夹中的文件的访问权限。文件或文件夹的只读权限优先于共享文

件夹的权限设置。

8 （可选） 点按在客户机中打开按钮以在虚拟机中打开共享文件夹。

该选项仅适用于开启的 Windows 虚拟机。在客户机中打开选项是在 Fusion 8.1 中添加的。

移除共享文件夹

您可以从共享文件夹列表中移除某个文件夹以停止共享。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共享。

4 在“共享”面板顶部的显示框中，选择要移除的文件夹。

5 点按显示框底部的移除 (-)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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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虚拟机 7
您可以使用快照、AutoProtect、免费防病毒软件和备份应用程序保护虚拟机，以免出现数据丢失和其他问

题。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快照

n AutoProtect

n 将虚拟机拷贝到外部介质

n 在 Mac 上安装 Fusion 的情况下使用 Time Machine

快照

通过在 Fusion 中拍摄快照，您可以保存虚拟机的状态，以便恢复为该状态。

如果要在虚拟机中执行某个操作，但不确定该操作的后果，您可以拍摄一个快照。例如，在更改虚拟机的

系统软件（如操作系统升级或重大配置更改）之前，您可以拍摄一个快照。如果在更改后未达到预期的效

果，则可以恢复快照以将虚拟机恢复为更改之前的状态。

在访问 Internet 或登录到未知网络之前，也可以拍摄快照。如果虚拟机感染了软件病毒或遭到间谍软件的

攻击，则可以恢复快照以将虚拟机恢复为感染之前的状态。

快照可以捕获您在拍摄该快照时虚拟机的整个状态。

n 内存状态 - 虚拟机内存的内容

n 设置状态 - 虚拟机设置

n 磁盘状态 - 所有虚拟磁盘的状态

快照与备份不同。它不是虚拟机的副本。

查看虚拟机快照

快照窗口显示虚拟机的所有快照。

快照窗口显示手动快照和 AutoProtect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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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选择要查看快照的虚拟机。

n 从虚拟机资源库中选择虚拟机。

n 打开虚拟机。

2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打开所选虚拟机的快照窗口。

n 选择虚拟机 > 快照。

n 点按虚拟机工具栏中的快照按钮。

拍摄快照

可以从“快照”窗口中为虚拟机拍摄当前状态的快照。

您不需要开启虚拟机即可拍摄快照。

无法为 Boot Camp 虚拟机拍摄快照。要拍摄快照，必须能够存储已知状态，并且该状态不会发生变化。

无法在 Boot Camp 中做到这一点；在 Boot Camp 中，您可以从 Boot Camp 分区中以本地方式引导到 

Windows 系统。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将丢失已知状态，并且也会丢失数据。

步骤

1 在虚拟机的快照窗口中选择当前状态（如果未选中）。

2 点按拍摄。

3 在对话框中，命名新快照并提供说明。

4 点按拍摄。

Fusion 将拍摄虚拟机的当前状态快照。

5 关闭快照窗口。

将虚拟机恢复为快照中的状态

您可以将虚拟机恢复为早期状态。

步骤

1 选择虚拟机 > 快照。

2 选择要恢复的快照。

3 点按恢复。

4 点按存储以在将虚拟机恢复为所选快照状态之前存储当前状态的快照，或点按不存储快照。

结果

虚拟机将恢复为所选快照拍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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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快照

您可以手动删除不再需要的快照，或者删除快照以获得更多的可用磁盘空间。

快照创建的虚拟磁盘文件不包含虚拟机的虚拟磁盘的全部内容。在删除快照时，必须将快照捕获的更改合

并到原始父虚拟磁盘中。

您无法删除显示虚拟机的“当前状态”的快照。

前提条件

为虚拟硬盘合并分配足够的时间。如果快照捕获的状态与之前的状态明显不同（例如，服务包升级），则

合并过程可能需要几小时的时间。

步骤

1 选择虚拟机 > 快照。

2 选择要删除的快照。

选项 操作

选择多个相邻的快照。 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鼠标按钮

选择多个不相邻的快照。 按住 Command 键并点按鼠标按钮

 
3 点按删除。

4 点按删除以确认要删除快照。

结果

将删除快照，然后进行虚拟磁盘合并。

AutoProtect

通过使用 AutoProtect 功能，Fusion 可以定期拍摄虚拟机状态的快照。该功能为手动快照（可以随时拍

摄）提供了补充。

可以使用 AutoProtect 指示 Fusion 每 30 分钟、每小时或每天自动拍摄一次快照。

使用 AutoProtect 设置自动快照

通过使用 AutoProtect 功能，Fusion 可以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自动拍摄虚拟机状态的快照。该功能为手

动快照（可以随时拍摄）提供了补充。

在启用 AutoProtect 时，您可以设置同时保留的 大 AutoProtect 快照数。在达到该数量后，Fusion 删
除 早的 AutoProtect 快照，以便为 新的快照腾出空间。

该数量设置影响您能够拍摄和保留的手动快照数。每个虚拟机的快照数 多不能超过 100 个，根据虚拟磁

盘文件的具体类型和大小，该数量可能会更少。在 AutoProtect 快照数量达到此限制时，将无法拍摄手动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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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可以使用该设置估计 AutoProtect 快照所需的 小硬盘空间。该信息显示在面板底部。根据在快

照之间所做的更改数量，所需的 大硬盘空间可能远远大于估计的数值。

注   在虚拟机具有手动或 AutoProtect 快照时，您无法添加或修改其虚拟硬盘。

步骤

1 打开虚拟机，或在虚拟机资源库中选择该虚拟机。

2 选择虚拟机 > 快照。

3 点按 AutoProtect 设置。

4 选中启用 AutoProtect 复选框。

5 选择拍摄快照的频率。

6 选择要保留的 AutoProtect 快照数。

在达到该数量后，Fusion 删除 早的 AutoProtect 快照，以便为 新的快照腾出空间。

7 点按完成以应用 AutoProtect 设置。

8 关闭快照视图并返回到虚拟机。

禁止删除 AutoProtect 快照

在 AutoProtect 拍摄新的快照时，它会删除 早的快照以保持设置的 大允许快照数。您可以禁止删除 

AutoProtect 快照。

步骤

1 在快照窗口中，将光标悬停在要保留的 AutoProtect 快照上，然后点按信息按钮 (i)。

2 点按保留快照。

结果

Fusion 将 AutoProtect 快照与手动拍摄的快照视为相同。在拍摄下一个 AutoProtect 快照时，

AutoProtect 不会删除该快照。

将虚拟机拷贝到外部介质

由于虚拟机是一些文件，因此，您可以创建拷贝以备份虚拟机。

虽然虚拟机运行其他程序和处理文件，但它们本身仍然是文件。因此，您可以将其拷贝到外部介质以备份

虚拟机，也可以通过备份恢复虚拟机。

注   无法拷贝 Boot Camp 虚拟机，因为 Fusion 虚拟机使用的是 Boot Camp 分区，而不是虚拟硬盘。

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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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然后关闭 Fusion。

步骤

1 连接到将虚拟机拷贝到的介质。

2 浏览到虚拟机位置，例如默认的 your home directory/Virtual Machines 文件夹，然后选择要拷贝

的虚拟机。

3 右键点按并选择拷贝“虚拟机名称”。

4 在 Finder 中打开外部介质，右键点按并选择粘贴项。

结果

虚拟机文件包的内容将拷贝到外部介质。您可以反向执行该过程，以将拷贝的虚拟机恢复到 Mac 中。

在 Mac 上安装 Fusion 的情况下使用 Time Machine

如果使用 Time Machine，应从备份中排除虚拟机。

如果对虚拟机的虚拟硬盘文件进行任何更改，将导致备份整个文件。如果具有 40GB 虚拟机，并且将 

Time Machine 设置为每小时备份一次，备份将很快占用所有硬盘空间。

n 从 Time Machine 中排除虚拟机

为了防止虚拟机出现问题和节省备份介质上的空间，您不应使用 Time Machine 备份虚拟机。

n 通过 Time Machine 备份 Mac 时使用共享和镜像文件夹

要使用 Time Machine 备份虚拟机中的数据和文稿，请将这些文件存储在 Mac 上。

从 Time Machine 中排除虚拟机

为了防止虚拟机出现问题和节省备份介质上的空间，您不应使用 Time Machine 备份虚拟机。

如果不从 Time Machine 备份中排除虚拟机，则 Time Machine 可以在虚拟机运行时备份虚拟机。如果通

过这种备份恢复虚拟机，将导致使用不完整并且可能已损坏的备份覆盖当前虚拟机。有关备份虚拟机的建

议方法，请参见将虚拟机拷贝到外部介质。

步骤

1 打开 Mac 的“系统偏好设置”，然后点按 Time Machine。

2 点按选项。

3 点按不备份列表底部的添加 (+) 按钮。

4 浏览到 Mac 上的文稿文件夹，选择虚拟机文件夹，然后点按排除。

“虚拟机”文件夹将显示在不备份列表中，其中显示了所有虚拟机使用的总内存量。

5 点按完成，然后关闭 Time Machine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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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ime Machine 备份 Mac 时使用共享和镜像文件夹

要使用 Time Machine 备份虚拟机中的数据和文稿，请将这些文件存储在 Mac 上。

在虚拟机中使用共享文件夹和镜像文件夹时，文稿和数据将作为文件存储在主机上，而不是存储在客户机

中。这意味着，即使从 Time Machine 备份中排除了虚拟机，Time Machine 也会备份共享文件夹和镜像

文件夹中的文件，原因这些文件并没有位于虚拟机中。请参见为虚拟机启用共享文件夹或镜像文件夹。

前提条件

从 Time Machine 中排除虚拟机。

步骤

u 启用共享文件夹或镜像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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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虚拟机 8
您可以配置虚拟机使用 Mac 系统硬件和连接的设备的方式。您可以管理虚拟硬盘。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Fusion 常规系统设置

n 将虚拟机设置为随 Fusion 一起启动

n 设置虚拟处理器和内存

n 启用默认应用程序

n 配置键盘与鼠标配置文件

n 在远程虚拟机上启用 CD/DVD 驱动器

n 在远程虚拟机上启用软驱

n 查看服务器或远程虚拟机的状态

n 配置显示分辨率设置

n 为虚拟机启用热键

n 配置独立图形卡管理

n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

n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卸载 Vmware 虚拟打印机

n 为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的虚拟机设置默认打印机

n 添加设备

n 选择启动设备

n 加密虚拟机

n 虚拟机兼容性

n 为虚拟机配置客户机隔离选项

n 管理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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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常规系统设置

您可以在“常规系统设置”中查找有关虚拟机的基本信息。

虚拟机的“常规”系统设置包含虚拟机名称、客户机操作系统和注释。您可以直接在该面板中更改一些设

置。

表 8-1. 常规系统设置

设置 说明

名称 在创建虚拟机时指定的虚拟机名称。该名称显示在虚拟机资源库

中。您可以随时更改虚拟机的名称。

操作系统 在虚拟机中安装的客户机操作系统。通常使用该名称指示创建虚

拟机时选择的操作系统。如果卸载客户机操作系统并安装其他客

户机操作系统，则可以更改此处列出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注释 您可以随时添加有关该虚拟机、其用途或其他信息的注释。

Fusion 启动后自动运行 在启动 Fusion 时启动虚拟机。

“常规”系统设置中包含有关虚拟机硬盘和磁盘清理选项的信息。

您可以使用清理虚拟机或关闭虚拟机后清理磁盘选项释放 Mac 上的空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清理虚拟

机。

将虚拟机设置为随 Fusion 一起启动

您可以将任何虚拟机设置为随 Fusion 一起启动。

您可以将任意数量的虚拟机设置为随 Fusion 一起启动。您必须在每个要随 Fusion 一起启动的虚拟机中选

择该选项。

如果要启动多个虚拟机，将虚拟机设置为随 Fusion 一起启动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使用笔记本电脑运行一个

始终希望在每次启动 Fusion 时恢复的虚拟机，您可能希望随 Fusion 一起启动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选择常规。

4 选中 VMware Fusion 启动后自动运行复选框。

结果

每次启动 Fusion 时，将启动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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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虚拟处理器和内存

您可以为虚拟机配置处理器设置，包括处理器数、可用的虚拟内存量以及是否启用 Hypervisor、代码分析

应用程序和 IOMMU。

设置虚拟处理器数

您可以增加可用的处理器以提高虚拟机性能，因为这可以同时执行更多任务。在虚拟机中分配虚拟处理器

时，将减少可用于 Mac 的处理器资源。

对于主要运行 Office 和 Internet 办公应用程序的 Windows 虚拟机来说，使用多个虚拟处理器不会带来优

势，因此，使用单个虚拟处理器的默认设置较为理想。对于服务器工作负载和计算密集型应用程序，添加

额外的虚拟处理器可以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

应用程序 建议的处理器数

桌面应用程序 1 个处理器

服务器操作系统 2 个处理器

视频编码、建模和科学运算 4 个处理器

在某些情况下，添加额外的处理器可能会降低虚拟机和 Mac 的整体性能。如果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未高效

使用处理器，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您减少处理器数量。

将 Mac 上的所有处理器都分配给虚拟机将导致性能显著下降。即使没有运行的 Mac 应用程序，macOS 也
必须继续执行后台任务。如果将所有处理器都分配给虚拟机，将无法完成重要的 Mac 任务。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处理器和内存。

4 选择用于虚拟机的处理器内核数。

有关选定数量的处理器的信息将显示在处理器和内存窗口底部。

5 重新启动虚拟机。

设置虚拟内存容量

在具有更多可用内存时，可能会提高虚拟机中的某些应用程序的性能。为客户机操作系统设置更多内存可

以便于进行缓存，从而提高虚拟机的性能。您可以更改虚拟机的可用虚拟内存大小。

要使 Windows 和 Mac 应用程序的性能达到 佳平衡，请不要为 Windows 分配过多内存，否则，可能会

降低 Mac 的运行速度。对于 Windows XP 操作系统，512 MB 内存是运行 Internet 和 Office 办公应用程

序的理想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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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 和 Windows 10，1 GB 内存是运行 Internet 和 Office 
办公应用程序的理想大小。1 GB 内存适合 32 位和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7、Windows 8 和 Windows 
10。如果 Mac 具有至少 6GB 内存，则 Fusion 将 2GB 作为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7、Windows 8 或 

Windows 10 客户机的默认设置。这些设置是 Fusion 快捷安装创建的 Windows 虚拟机的默认内存设置。

注   制造商的建议通常未考虑到虚拟化性能。良好的性能取决于能否将 Mac 需求与虚拟机需求保持平衡。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处理器和内存。

4 使用滑块控件设置要为虚拟机分配的内存量。

内存滑块控件显示建议的虚拟机内存量。

设置高级处理器选项

在特定虚拟机中，您可以启用 Hypervisor 和/或使用性能计数器的应用程序。

对于 Fusion 虚拟机，您可以使用以下高级选项：

n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运行 Hypervisor，例如，Workstation Pro 和 Fusion。例如，您可以使用 Fusion 
创建虚拟机，在该虚拟机中安装 Workstation Pro，然后使用该版本的 Workstation Pro 创建虚拟

机。

n 您可以使用代码分析应用程序（如 VTune 或 OProfile）优化或调试在虚拟机中运行的软件。

n 您可以使用输入-输出内存管理单元 (Input-Output Memory Management Unit, IOMMU)，它支持将

虚拟地址映射至物理地址。

重要说明   如果启用以上任一设置，然后将虚拟机移到另一个主机系统，应确保新的主机使用相同种类的 

CPU。

要启用基于虚拟化的安全性 (virtualization-based security, VBS)（一种可增强 Microsoft Hyper-V 安全

性的功能），需要在此虚拟机中启用 Hypervisor 和在此虚拟机中启用 IOMMU 设置。请参见启用 

Microsoft 基于虚拟化的安全性。启用 VBS 时，这两个设置将自动选中且不可编辑。如果未启用 VBS，这

些设置将变为可编辑。

前提条件

n 确认虚拟机与 Fusion 8 或更高版本的虚拟机兼容。

n 确认虚拟机未使用较旧版本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例如，Windows XP 之前的 Windows 版本。

n 确认主机系统的 CPU 具有足够新的版本以支持虚拟化 Intel VT-x/EPT、性能计数器和 IOM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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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处理器和内存。

4 点按以展开高级选项，选中要使用的选项的复选框。

启用默认应用程序

您可以对 Fusion 进行设置，以便特定的应用程序可以打开 Mac 或虚拟机中的文件。

“默认应用程序”设置还会将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添加到 Mac 应用程序菜单和 Spotlight 中。

前提条件

n 确认已安装 VMware Tools。

n 如果您的虚拟机已挂起，请将其打开。

步骤

u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u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u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默认应用程序。

u 为 Mac 和虚拟机共享的应用程序选择默认设置。

您可以同时启用其中的多个选项。

选项 说明

使用 Windows 应用程序打开 Mac 文件

和 Web 链接

您可以使用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打开 Mac 上的文件。例如，您可以在虚拟机的 

Microsoft Office 应用程序中打开存储在 Mac 上的 Microsoft Word 文稿。

使用 Mac 应用程序打开 Windows 文件

和 Web 链接

您可以使用 Mac 应用程序打开虚拟机中的文件。

从 Mac 的“应用程序”文件夹运行 

Windows 应用程序

使用 Spotlight 查找在 Windows 上安装的应用程序，或者在 Mac 的“应用程序”

文件夹中进行查找。该选项要求安装 VMware Tools。必须运行虚拟机才能启用该

选项。该选项在共享虚拟机上不可用。

 
u （可选） 点按配置以分配用于管理邮件和网页等内容的应用程序。请参见设置默认应用程序偏好设

置。

u （可选） 点按恢复应用程序，以将 Mac“应用程序”文件夹中列出的应用程序恢复为 Windows 默认

不包含的应用程序。

如果从 Mac“应用程序”文件夹中删除默认不包含的任何 Windows 应用程序，则会恢复删除的应用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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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Mac 的应用程序文件夹中添加默认包含的任何应用程序，则会从 Mac“应用程序”文件夹中删

除这些应用程序。

u （可选） 点按清理应用程序以在 Mac“应用程序”文件夹中删除所有虚拟机未使用的任何 Windows 
应用程序。

App Nap 支持

Fusion 7.0 或更高版本支持 App Nap 功能，它将在后台运行的 UI 应用程序置于降低的系统资源状态。

对于 Fusion 7 或更高版本，您不必关闭 App Nap。

配置键盘与鼠标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详细说明了如何将 Mac 上的组合键和鼠标快捷键映射到虚拟机上的快捷键，包括 Windows 
8 快捷键的组合键。

通过使用键盘与鼠标配置文件，您还可以指定是否将键盘快捷键发送到 Mac 而不是虚拟机，以及指定启用

哪些 Fusion 特定的键盘快捷键。

虽然您可以在 Fusion 偏好设置中创建和编辑键盘与鼠标配置文件，但应使用虚拟机设置为特定虚拟机选择

要使用的配置文件。

您可以编辑 Fusion 提供的默认配置文件，也可以通过添加新配置文件或拷贝和编辑现有配置文件来创建额

外的配置文件。

n 配置文件将常见的 Macintosh 组合键（如 +C 和 +X）映射到相应的 Windows 和 Linux 组合键，

例如，Control+C 和 Control+X。

n Mac 配置文件包含较少的键盘映射。大部分按键将直接传递给 macOS 客户机。

n Windows 8 配置文件包含一组 Windows 8 专用的按键映射，例如，按 Windows-C 以打开超级按钮

栏。

Fusion 包含 Windows 8 特定的配置文件，因为许多特定于 Windows 8 的键盘快捷键都包含 

Windows 键，在 macOS 上该键通常映射到  键。遗憾的是，很多  组合键还用于 macOS 中的系

统热键。为避免发生冲突，Windows 8 配置文件允许您使用组合键 +shift 来映射至 Windows 8 中
的 Windows 键。不过，您可以配置不同的组合键。

在远程虚拟机上启用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启用一个 CD/DVD 驱动器，然后在远程服务器上托管的虚拟机上选择一个磁盘映像。您可以访问物

理 CD/DVD 驱动器中的软件，或将其安装到远程虚拟机上。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您具有托管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已开启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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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输入主机服务器的名称，或者从 近使用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选择虚拟机 > 设置。

5 点按 CD/DVD 驱动器。

6 选中启用 CD/DVD 驱动器复选框。

7 从选择远程光盘映像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远程光盘映像。

8 （可选） 展开高级选项，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总线类型。

9 （可选） 点按移除 CD/DVD 驱动器以恢复为虚拟机使用的 CD/DVD 驱动器。

在远程虚拟机上启用软驱

您可以启用一个软驱，然后在远程服务器上托管的虚拟机上选择一个磁盘映像。您可以访问物理软驱中的

软件，或将其安装到远程虚拟机上。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您具有托管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已开启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输入主机服务器的名称，或者从 近使用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选择虚拟机 > 设置。

5 点按软盘。

6 点按启用软驱复选框。

7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软盘映像。

查看服务器或远程虚拟机的状态

您可以查看服务器的电源状态、CPU 使用率和磁盘空间使用量或远程虚拟机的配置信息。

前提条件

确认您具有托管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该服务器不能是 vCenter Server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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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键入服务器的名称，或者从 近使用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键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选择一个服务器以查看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量和可用的存储信息。

5 选择一个虚拟机以查看快照、配置文件和硬件兼容性信息。

配置显示分辨率设置

您可以为虚拟机配置显示分辨率以启用 3D 加速图形、Retina 显示屏支持以及单独窗口和全屏设置。

启用加速 3D 图形

在某些虚拟机上，Fusion 支持加速 3D 图形。

在运行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的虚拟机上，Fusion 支持带有 OpenGL 4.3 的 DirectX 11。需要使用硬件

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

在运行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的虚拟机上，Fusion 支持带有 OpenGL 4.1 的 DirectX 11。需要使用硬件

版本 18。

在运行 Windows XP 或更高版本的虚拟机上，Fusion 支持带有 Shader Model 3 和 OpenGL 2.1 加速 3D 
图形的 DirectX 9.0c。

在运行 Windows Vista 或更高版本的虚拟机上，Fusion 支持带有 OpenGL 3.3 的 DirectX 10。需要使用

硬件版本 12。

在运行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的虚拟机上，Fusion 支持带有 OpenGL 3.3 的 DirectX 10.1。需要使用硬

件版本 16。

在运行 Linux 的虚拟机上，Fusion 支持 OpenGL 4.1 加速 3D 图形。需要使用硬件版本 18。需要使用支持 

3D 加速图形的 Linux 内核和 Mesa 3D 版本。

在运行 Linux 的虚拟机上，Fusion 支持 OpenGL 4.3 加速 3D 图形。需要使用硬件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

需要使用支持 3D 加速图形的 Linux 内核和 Mesa 3D 版本。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显示器。

4 选中加速 3D 图形复选框。

将显示您的硬件版本支持的 DirectX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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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电池寿命菜单项。

您可以选择“仅为 3D 应用程序使用高性能图形卡”选项以延长电池寿命。您可以选择“始终使用高性

能图形卡”菜单项，但这会导致缩短电池寿命。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共享显存”项。

启用外部 GPU

当外部 GPU 连接到主机时，Fusion 会对外部 GPU 提供支持。

前提条件

在更改外部 GPU 设置之前，请先关闭虚拟机或关闭其电源。当虚拟机打开电源或处于挂起状态时，无法启

用外部 GPU 功能。

步骤

1 在主机桌面上，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点按显示。

4 选中首选外部 GPU 复选框。

结果

现在，Fusion 将使用外部 GPU。

后续步骤

注   您也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为 Fusion UI 启用外部 GPU：

1 打开访达，然后导航到应用程序 > 右键点按 VMware Fusion.app > 获取信息。

2 启用首选外部 GPU 选项。

3 重新启动 VMware Fusion。

启用 Retina 显示屏支持

Retina 显示屏选项控制虚拟机在高像素密度显示屏中的显示效果。

前提条件

n 确认使用的是 Retina 显示屏或其他高像素密度显示屏。

n 确认您使用的是硬件版本 11 或更高版本。建议使用硬件版本 14。

n 确认安装了 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n 为了获得 佳的显示效果和性能，请在 Mac 主机上的“系统偏好设置”的“显示”窗格中选择 佳显

示效果 (OS X 10.9.5) 或默认显示效果（OS X 10.10 和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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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显示器。

4 选中使用 Retina 全分辨率显示复选框。

如果启用了使用 Retina 全分辨率显示选项，则将虚拟机分辨率设置为完全 Retina 显示屏分辨率。

如果停用使用 Retina 全分辨率显示选项，虚拟机分辨率将设置为 Retina 显示屏分辨率的一半。此设

置与非 Retina 显示屏大小匹配，但可能会出现像素化问题。

5 选择相应的缩放的高分辨率选项。

将外部非 Retina 显示屏连接到配有 Retina 显示屏的 Mac 时，此选项生效。此选项将调整外部非 

Retina 显示屏上的用户界面大小，使其与 Retina 显示屏上的用户界面大小匹配。

选项 说明

仅 Unity 仅在 Unity 模式下使用高分辨率缩放。

Unity 和全屏 在 Unity 模式和全屏模式下使用高分辨率缩放。

Unity 和单窗口 在 Unity 模式和单独窗口模式下使用高分辨率缩放。

所有查看模式 在所有查看模式下使用高分辨率缩放。

 
6 （可选） 选中在虚拟机中自动调整用户界面大小复选框。

仅适用于 Windows 虚拟机。

为虚拟机配置显示分辨率设置

您可以配置分辨率设置以确定如何显示虚拟机。

前提条件

n 确认使用的是 Retina 显示屏或其他高像素密度显示屏。

n 确认使用的是硬件版本是 11 或更高版本， 好是硬件版本 12。

n 确认安装了 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n 为了获得 佳的显示效果和性能，请在 Mac 主机上的“系统偏好设置”的“显示”窗格中选择 佳显

示效果。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显示器。

您可以使用“虚拟机分辨率”选项为单独窗口模式和全屏模式选择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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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单独窗口分辨率设置。

该设置指定如何在单独窗口模式下显示虚拟机。

选项 说明

使用 Fusion 显示偏好设置 使用全局 Fusion 显示偏好设置。请参见设置 Fusion 显示分辨率偏好设置。

在窗口中将虚拟机拉伸显示 在调整虚拟机窗口大小时，将拉伸虚拟机显示区域以填充窗口，而不更改分辨率。

调整虚拟机和窗口大小 调整虚拟机显示区域大小以适合单独窗口。

 
5 选择全屏幕分辨率设置。

该设置指定如何在全屏模式下显示虚拟机。

选项 说明

使用 Fusion 显示偏好设置 使用全局 Fusion 显示偏好设置。请参见设置 Fusion 显示分辨率偏好设置。

在屏幕中将虚拟机居中显示 在虚拟机进入全屏查看模式时，将在屏幕上居中显示虚拟机，而不更改分辨率。

在屏幕中将虚拟机拉伸显示 在虚拟机进入全屏查看模式时，将拉伸虚拟机显示区域以填充屏幕空间，而不更改

分辨率。

将虚拟机调整为适合屏幕大小 调整虚拟机显示区域大小以适合全屏。

 

为虚拟机启用热键

如果具有 Fusion Pro，您可以创建一个键盘快捷键以定义用于启动虚拟机的热键组合。

n 热键组合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修饰键，例如，Ctrl 或 Command 加上另一个修饰键。

n 热键组合必须是一个虚拟机所特有的。

n 热键不能是功能键或专门定义的键，如 Return、Escape、Insert、Delete、Home、End、Page 
Up、Page Down、F 键、Print Screen、Scroll Lock、Pause 或方向键。

n 无法为应用程序分配热键组合。

n 无法将 Tab 键作为热键。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

2 选中启用每台虚拟机的键盘快捷键复选框。

3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4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5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键盘与鼠标。

6 键入用于触发虚拟机的键盘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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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独立图形卡管理

通过进行独立图形卡管理，您可以管理电池使用情况以及在虚拟机中使用 3D 图形的应用程序的性能。

前提条件

n 确认 MacBook Pro 具有集成图形卡和独立图形卡。通过进行独立图形卡管理，操作系统可以在两个图

形卡之间进行切换。

n 确认启用了 3D 图形。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显示器。

4 确认选中了加速 3D 图形复选框。

5 从电池寿命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图形性能选项。

选项 说明

不使用高性能图形卡 (较长电池寿命) 大限度延长电池寿命。

仅为 3D 应用程序使用高性能图形卡 平衡电池寿命和 3D 图形性能。

始终使用高性能图形卡 (较短电池寿命) 大限度缩短电池寿命。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

从 Fusion 11 开始，与 Fusion 捆绑在一起的 VMware Tools 内部版本将不再提供 VMware 虚拟打印机功

能。您必须单独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应用程序，以使 Mac 主机上的打印机在虚拟机中可见。

根据安装的 VMware Tools 的来源和版本，使 MAC 主机上的物理打印机可供虚拟机使用所需的步骤可能

会有所不同。

n 如果客户机中的 VMware Tools 实例 初是通过低于 Fusion 11 的 Fusion 版本中捆绑的 VMware 
Tools ISO 文件安装的，则 VMware Tools 版本将低于 10.3.x。捆绑的低于 10.3 的 VMware Tools 
版本中已包含 VMware 虚拟打印机功能。您无需单独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应用程序。

n 如果客户机操作系统中的 VMware Tools 实例 初是通过 Fusion 11 或更高版本中捆绑的 VMware 
Tools ISO 文件安装的，则 VMware Tools 版本将为 10.3.x 或更高版本。捆绑的 VMware Tools 版本 

10.3.x 或更高版本中不包含 VMware 虚拟打印机功能。您必须单独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应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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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如果客户机中的 VMware Tools 实例 初是通过从 VMware 网站下载的 VMware Tools 操作系统特

定的软件包 (OSP) 安装的，而不是通过 Fusion 中捆绑的 ISO 文件安装的，则 VMware Tools 将不包

含 VMware 虚拟打印机功能。由于仅当在虚拟机中安装了 VMware Tools 10.3.x 或更高版本时，

Fusion 11 和更高版本才会在虚拟机下拉菜单中列出安装虚拟打印机菜单项，因此，您必须先安装 

VMware Tools 10.3.x 或更高版本，然后再选择安装虚拟打印机菜单项，并执行下面的步骤来单独安

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应用程序。

n Open VM Tools (open-vm-tools) 是 VMware Tools 的开源实施，可用于许多 Linux 客户机，如果

在 Linux 虚拟机中安装了 Open VM Tools，它将不包含 VMware 虚拟打印机功能。由于仅当在虚拟

机中安装了 VMware Tools 10.3.x 或更高版本时，Fusion 11 和更高版本才会在虚拟机下拉菜单中列出

安装虚拟打印机菜单项，因此，您必须先安装 VMware Tools 10.3.x 或更高版本，然后再选择安装虚

拟打印机菜单项，并执行下面的步骤来单独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应用程序。

以下客户机操作系统支持 VMware 虚拟打印机。

n Windows 7 和更高版本

n 基于 Debian 和基于 RPM 的 Linux 发行版

以下必备条件为您提供了相关信息来确定您所配置的客户机是否支持 VMware 虚拟打印机。如果客户机不

支持 VMware 虚拟打印机，您必须使用其他方法来连接打印机。例如，您可以连接 USB 打印机。请参见

配置 USB 控制器并连接 USB 设备。您还可以使用网络打印机从客户机中进行打印。请参见为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的虚拟机设置默认打印机以开始操作。

前提条件

要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请先执行一些必要的步骤。

n 启动要在其中添加 VMware 虚拟打印机应用程序的虚拟机。

n 启用共享 Mac 打印机功能。请参见为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的虚拟机设置默认打印机。

n 使用下面提供的适用方法，检查是否已安装 VMware Tools 10.3.x 或更高版本。

n Windows 客户机。在系统托盘中，选择“VMware Tools”，然后打开关于 VMware Tools。

n Linux 客户机。在终端窗口中，运行以下命令：vmware-toolbox-cmd -v。

n 如果 VMware Tools 版本低于 10.3 且是通过 Open VM Tools 文件或从 VMware 网站下载的 

VMware Tools OSP 安装的，请将 VMware Tools 更新到版本 10.3.x 或更高版本。您需要卸载现有

的 VMware Tools 或 Open VM Tools 实例，然后再安装 VMware Tools 10.3.x 或更高版本。请参见 

安装和使用 VMware Tools。

要卸载 VMware Tools，请参见 卸载 VMware Tools。要卸载 Open VM Tools，请运行适用的命

令。

n 从基于 Debian 的 Linux 发行版（如 Debian 和 Ubuntu）中卸载 Open VM Tools。

sudo apt-get purge open-vm-tools-desktop open-vm-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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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从基于 RPM 的 Linux 发行版（如 Red Hat、SUSE 和 Fedora）中卸载 Open VM Tools。

sudo rpm -e open-vm-tools-desktop open-vm-tools

n 如果安装虚拟打印机选项在虚拟机下拉菜单中未列出或不可选择，请采取适当的操作。

下表提供了安装虚拟打印机选项可能未在下拉菜单中列出的原因，以及要显示该选项可采取哪些操作的

相关信息。

安装虚拟打印机未列出 适当的操作

未安装 VMware Tools。 安装 VMware Tools 10.3.x 或更高版本。

VMware Tools 版本低于 10.3.0。 将 VMware Tools 升级到版本 10.3.x 或更高版本。

客户机不支持 VMware 虚拟打印机。 无。无法在不支持 VMware 虚拟打印机的客户机上安装该虚拟打印机。

下表提供了虚拟机的哪些状态会导致安装虚拟打印机选项在下拉菜单中显示为灰色且不可选择，以及要

使该选项可选择可以采取哪些操作的相关信息。

安装虚拟打印机不可选择 适当的操作

虚拟机未打开电源。 打开虚拟机电源或恢复虚拟机。

虚拟机没有 CD/DVD 设备。 添加 CD/DVD 设备。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虚拟机，然后选择虚拟机 > 安装虚拟打印机。

3 使用适用于客户机的方法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

n Windows 客户机

n 在虚拟机中，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访问 CD/DVD 驱动器，连按 Virtual-Printer-
version-build.exe 文件，然后完成 VMware 虚拟打印机安装向导。

n Linux 客户机

在 Linux 客户机中，选择安装虚拟打印机后，虚拟机会打开到 .deb 和 .rpm 安装程序软件包所在

的 CD/DVD 驱动器。

.deb 软件包适用于基于 Debian 的 Linux 发行版（如 Debian 和 Ubuntu），且直接位于 

CD/DVD 驱动器中。_amd64.deb 软件包适用于 64 位客户机。_i386.deb 软件包适用于 32 位

客户机。

.rpm 软件包适用于基于 RPM 的 Linux 发行版（如 Red Hat、SUSE 和 Fedora），这些软件包

分别位于 CD/DVD 驱动器上的不同文件夹中。每个文件夹特定于一种 Linux 发行版类型和位数的

组合。.x86_64.rpm 软件包适用于 64 位 Linux 客户机。.i386.rpm 软件包适用于 32 位 Linux 

客户机。

a 打开终端窗口，然后将目录更改为 CD/DVD 驱动器（对于 .deb 软件包），或继续转到特定

文件夹（对于 .rpm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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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行适用于客户机的命令。

适用于 64 位客户机的 DEB 软件包命令 sudo dpkg -i thinprint_version-revision_amd64.deb

适用于 32 位客户机的 DEB 软件包命令 sudo dpkg -i thinprint_version-revision_i386.deb

适用于 64 位客户机的 RPM 软件包命令 Rpm -ivh thinprint_version-revision.x86_64.rpm

适用于 32 位客户机的 RPM 软件包命令 Rpm -ivh thinprint_version-revision.i386.rpm

c 要验证 VMware 虚拟打印机是否已在 Linux 客户机上安装且正在运行，请运行相应的命令。

如果 Thinprint 服务列为活动状态，则表示 VMware 虚拟打印机已安装且正在运行。

适用于 32 位和 64 位客户机的 DEB 软件包命令 用于检查 VMware 虚拟打印机状态的命令。

service thinprint status
用于列出已安装的软件包的命令。

dpkg -l thinprint

适用于 32 位和 64 位客户机的 RPM 软件包命令 用于检查 VMware 虚拟打印机状态的命令。

service thinprint status
用于获取有关已安装软件包的信息的命令。

rpm -q --info thinprint

结果

Mac 主机打印机会显示在客户机的打印机列表中。

后续步骤

n 在客户机中，打印到您刚从主机添加的打印机，以确认 VMware 虚拟打印机配置可正常使用。

n 如果您以后升级 VMware Fusion，为确保客户机装有 新版本的 VMware 虚拟打印机，请卸载并重

新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请参见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卸载 Vmware 虚拟打印机。

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卸载 Vmware 虚拟打印机

升级 VMware Fusion 时，为确认客户机操作系统上安装的是 新版本的 VMware 虚拟打印机，您可以卸

载并重新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

步骤

u 根据客户机的操作系统使用相应的卸载方法。

n Windows 客户机

使用 Windows 卸载功能卸载 VMware 虚拟打印机应用程序。例如，对于 Windows 10，执行以

下步骤。

a 选择开始 > Windows 系统 > 控制面板。

b 点按卸载程序。

c 选择 VMware 虚拟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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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按卸载。

n 基于 Debian 的 Linux 客户机，例如 Debian 和 Ubuntu

在终端窗口中，运行以下任一命令。

n sudo apt-get purge thinprint

n sudo dpkg -P thinprint

n 基于 RPM 的 Linux 客户机，例如 Red Hat、SUSE 和 Fedora

在终端窗口中，运行以下命令。

n rpm -e thinprint

结果

此时客户机上不再装有 VMware 虚拟打印机。

后续步骤

重新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请参阅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

为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的虚拟机设置默认打印机

除非在“设置”的“打印机”面板中更改了虚拟机的默认打印机，否则，虚拟机将 Mac 上的默认打印机作

为其默认打印机。

有关配置打印机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安装 Vmware 虚拟打印机。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打印机。

4 选中共享 Mac 打印机复选框。

5 为该虚拟机选择默认打印机。

选项 说明

与 Mac 的默认打印机相匹配 将由在 Mac 上设置的默认打印机完成该虚拟机中的打印作业。

允许使用另一台默认打印机 将由在虚拟机操作系统偏好设置中设置的默认打印机完成该虚拟机中的打印作业。

例如，可以在 Windows 10 虚拟机中选择开始 > 控制面板 > 设备和打印机，以设置

默认打印机。

 

结果

打印作业随即会转到配置的默认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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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移除打印机端口按钮。在将虚拟打印机添加到虚拟机时，Fusion 会为该虚拟机

添加虚拟串行端口。Fusion 随后会使用该串行端口与虚拟打印机进行通信。选择移除打印机端口将从虚拟

机中同时移除虚拟打印机和虚拟串行端口。

添加设备

您可以添加可移除设备以与虚拟机一起使用。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添加以下设备：

n 网络适配器

n 硬盘

n 摄像头

n CD/DVD

n 声卡

n USB 和蓝牙

n 串行端口

n 并行端口

n 可信平台模块设备

配置网络连接

在虚拟机上配置和实施 Fusion 虚拟网络组件，以将其连接到网络环境中的其他虚拟机。

Fusion 仅支持基于以太网的网络连接，但提供了一些选项以连接到网络。

n 虚拟机可以使用 NAT 共享主机系统的 IP 地址。

n 您可以将虚拟机配置为桥接到主机系统上的特定网络接口。Fusion 在桥接模式网络连接中支持 IPv6。

n 您可以创建一个 VPN 以仅包含主机系统上的虚拟机。

在 Fusion 中，在编辑虚拟网络适配器的设置时，您可以在几种类型的网络连接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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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网络连接选项

选项 说明

与我的 Mac 共享 如果要使用 Mac 拨号网络连接方式连接到 Internet 或其他 TCP/IP 网络，并且无法为虚拟

机提供用于连接外部网络的 IP 地址，选择该选项通常是虚拟机访问该网络的 简单方法。

虚拟机在外部网络上没有自己的 IP 地址。虚拟机将从 VMware 虚拟 DHCP 服务器中获取

专用 IP 地址。

桥接模式网络连接项 在“桥接模式网络连接”列表中，将会看到用于桥接 Mac 上的某个网络接口的各种选项，

包括无线网络和以太网。使用其中的一个选项通常是虚拟机访问网络的 简单方法。

在使用桥接模式网络连接选项之一时，虚拟机将在与 Mac 相同的物理以太网上显示为另一

个电脑。虚拟机可以使用桥接的网络上的任何可用服务，包括文件服务器、打印机、网

关，等等。同样，配置为桥接模式的任何物理主机或其他虚拟机也可以使用该虚拟机的资

源。

仅供我的 Mac 专用 在使用这种类型的网络连接时，虚拟机将连接到虚拟专用网络上的 Mac 操作系统，通常在 

Mac 外部看不见该虚拟机。位于同一 Mac 上并配置了仅主机模式网络的多个虚拟机将位于

同一网络中。

n 连接和设置网络适配器

您可以为虚拟机连接虚拟网络适配器以及设置要使用的网络连接类型。

n 手动为虚拟机分配 MAC 地址

如果要始终为虚拟机的虚拟网络适配器分配相同的 MAC 地址，您可以手动分配 MAC 地址。

n 添加网络适配器

您 多可以为一个虚拟机添加 10 个虚拟网络适配器。

n 更改远程虚拟机上的网络适配器

您可以为远程服务器上托管的虚拟机启用和更改虚拟网络适配器。您的虚拟机将可以访问多个网络。

n 移除网络适配器

您可以从虚拟机中移除网络适配器。

n 使用 Fusion Pro 模拟网络环境

在 Fusion Pro 中，您可以使用高级虚拟网络适配器设置来限制带宽、指定可接受的数据包丢失百分

比，以及为虚拟机创建入站和出站数据传输的网络延迟。

连接和设置网络适配器

您可以为虚拟机连接虚拟网络适配器以及设置要使用的网络连接类型。

前提条件

Fusion 不支持通过桥接模式连接到 VPN。如果已在 Mac 系统偏好设置中将 VPN 设置为 高优先级，并

且希望在虚拟机中使用支持自动检测功能的桥接模式网络连接，则需要降低其优先级。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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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网络适配器。

4 选中连接网络适配器复选框。

Fusion 将保留选定的设置，并在启动虚拟机时重新应用这些设置。

5 选择网络连接类型。

选项 说明

与我的 Mac 共享 虚拟机在外部网络上没有自己的 IP 地址。虚拟机将从 VMware 虚拟 DHCP 服务器

中获取专用 IP 地址。

桥接模式网络连接项 将会看到用于桥接 Mac 上的某个网络接口的各种选项，包括无线网络和以太网。使

用其中的一个选项通常是虚拟机访问网络的 简单方法。

如果选择自动检测以外的任何网络类型，您可以点按系统偏好设置以查看主机系统

的物理网络设置详细信息。

仅供我的 Mac 专用 虚拟机将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仅连接到主机操作系统，在 Mac 外部看不到该虚拟机。

 

手动为虚拟机分配 MAC 地址

如果要始终为虚拟机的虚拟网络适配器分配相同的 MAC 地址，您可以手动分配 MAC 地址。

手动分配 MAC 地址以确保满足以下条件，而不是让 Fusion 进行分配：

n 始终为给定虚拟机的虚拟网络适配器分配相同的 MAC 地址，即使在移动该虚拟机后也是如此。

n 网络环境中的每个虚拟机具有唯一的 MAC 地址

在将物理机转换为虚拟机后，网络适配器的 MAC 地址将发生变化。对于将许可绑定到 MAC 地址的软件，

这可能会出现问题。可以手动分配正确的 MAC 地址以解决该问题。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网络适配器。

4 点按高级选项。

5 输入新的 MAC 地址。

n 键入已知的 MAC 地址。

n 点按生成以使 Fusion 创建唯一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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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网络适配器

您 多可以为一个虚拟机添加 10 个虚拟网络适配器。

前提条件

n 熟悉各种类型的网络配置。请参见配置网络连接。

n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点按网络适配器。

5 点按添加。

6 从列表中选择一种网络配置；如果具有 Fusion Pro，也可以点按列表下方的配置以创建新网络。

后续步骤

有关创建自定网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创建自定网络。有关配置新网络适配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连接和

设置网络适配器。

更改远程虚拟机上的网络适配器

您可以为远程服务器上托管的虚拟机启用和更改虚拟网络适配器。您的虚拟机将可以访问多个网络。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您具有托管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已开启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输入主机服务器的名称，或者从 近使用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选择虚拟机 > 设置。

5 点按网络适配器。

6 从网络连接下拉菜单中选择网络适配器。

使用 VMware Fusion

VMware, Inc. 124



移除网络适配器

您可以从虚拟机中移除网络适配器。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网络适配器。

4 在“高级选项”下面，点按移除网络适配器。

5 在确认对话框中，点按移除。

使用 Fusion Pro 模拟网络环境

在 Fusion Pro 中，您可以使用高级虚拟网络适配器设置来限制带宽、指定可接受的数据包丢失百分比，以

及为虚拟机创建入站和出站数据传输的网络延迟。

高级虚拟网络适配器设置允许您模拟与您自己的网络环境不同的网络环境。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网络适配器。

4 展开高级选项。

5 选择入站和出站带宽设置。

此设置允许您模拟网络带宽。

选项 说明

将入站或出站数据传输限制为特定网络连

接类型的传输速率

从带宽下拉菜单中选择网络连接类型。Kbps 文本框中的值会更改为所选网络连接类

型的数据传输速率，单位为 kbps。例如，如果选择租用线路 T1 (1.544 Mbps)，则 

Kbps 文本框中的值会变为 1544。

将入站或出站数据传输限制为特定的数据

传输速率

选择自定义并在 Kbps 文本框中键入数据传输速率，单位为 kbps。

 
6 在数据包丢失 (%) 文本框中输入入站和出站数据传输中可接受的数据包丢失百分比。

此设置允许您模拟网络数据包丢失。默认设置为 0.0%。数据包丢失范围为 0 到 100%。

7 输入数值以为入站和出站数据传输设置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此设置允许您模拟网络延迟。延迟范围为 0 到 200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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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虚拟硬盘

您可以添加、移除虚拟硬盘和调整大小。

如果要为虚拟机添加更多磁盘空间，您可以调整现有虚拟硬盘的大小或添加额外的硬盘。

注   虚拟机中的手动或 AutoProtect 快照可以防止您更改虚拟硬盘。您必须先删除所有这些快照，然后才

能进行更改。

更改虚拟硬盘的总线类型

小心   在以下情况下，选择虚拟硬盘的总线类型后，请勿对其进行更改。

n 在安装操作系统的系统引导磁盘上

某些操作系统不能更改引导设备的存储控制器。

n 使用快捷安装创建的虚拟机

如果您在快捷安装配置结束时选择自定义设置，然后将硬盘更改为非默认总线类型，操作系统可能会失

败。

创建虚拟硬盘

您可能需要更多的虚拟机磁盘空间。例如，如果打算安装一个大型应用程序或使用大量的文件。您可以增

加已与虚拟机关联的虚拟磁盘的大小，或添加新的虚拟磁盘。您可以创建虚拟硬盘以添加到虚拟机中。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点按新硬盘。

5 点按添加。

将显示一个新硬盘。选择新硬盘，将在文件名弹出式菜单中显示默认文件名。

6 （可选） 更改新虚拟硬盘的文件名。

a 在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文件名，然后选择存储为。

b 在存储为字段中键入硬盘的文件名，然后点按存储。

Fusion 将使用该名称创建虚拟磁盘文件，并将其存储在应用包目录中。

7 使用磁盘大小滑块设置硬盘的 大容量。

任何硬盘的 大容量为 8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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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选） 在“高级”选项中，将硬盘的总线类型设置为 IDE、SCSI、SATA 或 NVMe。

注   如果客户机操作系统不支持 NVMe，则 NVMe 选项将显示为不可用。

仅建议高级用户更改此设置。Fusion 将选择 适合虚拟机客户机操作系统的总线类型。

9 根据文件系统的限制条件，设置磁盘空间配置。

选项 说明

预先分配磁盘空间 可以提高虚拟机的性能。如果立即分配所有磁盘，则在以后无法使用 VMware 
Tools 压缩磁盘功能。立即分配所有磁盘空间是一项非常耗时的操作，而且无法取

消。此外，分配进程所需的物理磁盘空间与您为虚拟磁盘指定的物理磁盘空间相

同。

将磁盘拆分成多个文件 默认选项。某些文件系统（如 FAT 和 UFS）无法支持过大的文件。如果要在不支持

过大文件的文件系统所在的硬盘驱动器中使用虚拟机，请使用该选项。该选项将虚

拟磁盘拆分成多个文件。此外，如果要将虚拟机放在外部 FAT 驱动器上或将虚拟机

移到外部驱动器，请使用该选项。

 
10 点按应用。

将创建硬盘。可以在虚拟机的设置 > 可移除设备中查看新硬盘。

调整硬盘大小

您可以增加虚拟硬盘上的可用空间。您无法降低硬盘的大小。您无法在格式化后将空硬盘变小。

前提条件

虚拟机中的手动或 AutoProtect 快照可以防止您更改虚拟硬盘。您必须先删除所有这些快照，然后才能进

行更改。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点按要调整大小的硬盘。

4 使用磁盘大小滑块设置新的磁盘大小。

任何硬盘的 大容量为 8 TB。

5 （可选） 在“高级”选项中，将硬盘的总线类型设置为 IDE、SCSI、SATA 或 NVMe。

注   如果客户机操作系统不支持 NVMe，则 NVMe 选项将显示为不可用。

仅建议高级用户更改此设置。Fusion 将选择 适合虚拟机客户机操作系统的总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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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文件系统的限制条件，设置磁盘空间配置。

选项 说明

预先分配磁盘空间 可以提高虚拟机的性能。如果立即分配所有磁盘，则在以后无法使用 VMware 
Tools 压缩磁盘功能。立即分配所有磁盘空间是一项非常耗时的操作，而且无法取

消。此外，分配进程所需的物理磁盘空间与您为虚拟磁盘指定的物理磁盘空间相

同。

将磁盘拆分成多个文件 默认选项。某些文件系统（如 FAT 和 UFS）无法支持过大的文件。如果要在不支持

过大文件的文件系统所在的硬盘驱动器中使用虚拟机，请使用该选项。该选项将虚

拟磁盘拆分成多个文件。此外，如果要将虚拟机放在外部 FAT 驱动器上或将虚拟机

移到外部驱动器，请使用该选项。

 
7 应用更改并选择自动或手动调整 Windows 客户机分区大小。

选项 说明

点按应用。 对于 Windows 客户机，在调整硬盘大小时，将自动调整分区大小。

按下 Option 键的同时点按应用。 已调整硬盘大小，但未调整分区。要手动调整客户机分区大小，请参见使用磁盘管

理工具调整 Windows 分区大小。

 

结果

在重建虚拟磁盘时，Fusion 将显示一个进度对话框。

使用磁盘管理工具调整 Windows 分区大小

在扩展虚拟硬盘时，还必须扩展客户机操作系统的分区以利用额外的空间。

在调整虚拟硬盘大小时，Fusion 将调整客户机操作系统分区大小。如果在按下 Option 键的同时点按应用

以调整磁盘大小，则可以手动调整 Windows 分区大小。在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

中，您可以使用操作系统的磁盘管理工具调整分区大小。

前提条件

确认您的虚拟硬盘具有足够的空间以接受增加的分区大小。请参见调整硬盘大小。

步骤

1 在计算机上点按鼠标右键，然后选择管理。

2 连按存储。

3 连按磁盘管理。

4 在列表中，右键点按要扩展的分区，然后选择扩展卷。

5 按照提示调整分区大小并点按完成。

“磁盘管理”窗格中的分区项将显示新的大小。

6 关闭计算机管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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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虚拟机

您可以对特定的虚拟机执行手动或自动清理，以释放 mac 上的空间。清理操作将压缩虚拟机并对虚拟机进

行碎片整理。

从虚拟机中删除文件时，Fusion 不会向 Mac 返回空间。清理虚拟机会执行以下操作。

n 压缩虚拟机并将释放的空间返回到 Mac。

注   只有 Windows 虚拟机才能将释放的空间返回到 Mac。

n 对虚拟机进行碎片整理。

n 整合遗留在虚拟机上的所有未整合快照文件。如果手动删除快照失败，可能会在虚拟机上遗留未整合的

快照文件。

在以下情况下不支持磁盘清理。

n 虚拟硬盘使用 FAT32、FAT 或 exFAT 文件系统。

n 虚拟硬盘使用预先分配的磁盘格式。

前提条件

要执行手动清理，请将虚拟机关机或关闭电源。在虚拟机已打开电源或挂起时，您无法执行手动清理。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系统设置”下面，点按常规。

4 选择一个清理选项。

手动 点按清理虚拟机。

仅当 Windows 虚拟机有磁盘空间可回收，或任何虚拟机具有未整合的快照文件时，此选项才可用。

在清理虚拟机时，Fusion 会显示一个进度对话框。

自动 选择关闭虚拟机后清理磁盘。

Fusion 将在每次关闭虚拟机时清理虚拟机。

添加现有的虚拟硬盘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添加现有的虚拟硬盘。您可以将磁盘拷贝或移动到虚拟机中，或者在虚拟机之间共享。

小心   移动虚拟硬盘将中断使用该虚拟硬盘的其他虚拟机，因为这相当于从物理机中移除硬盘并将其安装到

其他电脑中。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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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按现有硬盘。

5 点按添加设备。

6 在“打开”对话框中，导航到现有硬盘文件 (.vmdk) 所在的位置。

7 选择添加虚拟硬盘文件的方法。

选项 说明

创建虚拟磁盘的单独副本 默认选项。将虚拟硬盘文件拷贝到该虚拟机的软件包中。拷贝虚拟硬盘可以确保该

虚拟机与可能使用虚拟硬盘的其他虚拟机之间不会发生冲突。

与创建此虚拟磁盘的虚拟机共享此虚拟磁

盘

虚拟硬盘文件保留在原来位置。如果原来的虚拟机也在使用该文件，可能会发生冲

突。

从当前使用该磁盘的虚拟机中移除该磁盘 将虚拟硬盘文件移到该虚拟机的软件包中。

 
8 点按打开。

9 点按应用。

结果

如果您选择拷贝虚拟磁盘，Fusion 将显示进度对话框。

在远程虚拟机中添加 VMDK

您可以添加一个虚拟硬盘，然后在远程服务器上托管的虚拟机中选择一个磁盘映像。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您具有托管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已关闭该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输入主机服务器的名称，或者从 近使用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选择虚拟机 > 设置。

5 点按添加设备。

6 点按硬盘。

7 从文件名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 .vmdk 文件。

8 使用磁盘大小滑块指定虚拟磁盘的大小。

9 （可选） 展开高级选项并选择一种总线类型，然后选择如何分配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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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硬盘

您可以从虚拟机中移除虚拟硬盘。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点按要从虚拟机中移除的硬盘。

4 在“高级选项”下面，点按移除硬盘。

5 在确认窗口中，选择相应的选项以移除该硬盘。

选项 说明

保留文件 虚拟硬盘与虚拟机断开，但硬盘文件仍保留在虚拟机的软件包中。

移到废纸篓 从虚拟机软件包中删除虚拟硬盘文件。

 

使用虚拟磁盘管理器

虚拟磁盘管理器 (vmware-vdiskmanager) 是一个 Fusion 实用工具，可用于通过命令行或脚本创建、管

理和修改虚拟磁盘文件。

在安装 Fusion 时，将包含虚拟磁盘管理器。通过使用虚拟磁盘管理器，您可以增大虚拟磁盘，以使其 大

容量超过创建时的容量。如果特定虚拟机需要更多磁盘空间，但您不希望添加虚拟磁盘或使用镜像软件将

虚拟磁盘上的数据传输到更大的虚拟磁盘，该功能是非常有用的。

您还可以使用虚拟磁盘管理器更改为虚拟硬盘分配磁盘空间的方式。您可以预先分配所有磁盘空间，或者

将磁盘配置为根据磁盘空间需求逐渐增长。如果分配了所有磁盘空间，但后来需要回收主机系统上的部分

硬盘空间，您可以将预先分配的虚拟磁盘转换为可增长的磁盘。新虚拟磁盘仍然足够大以容纳原始虚拟硬

盘中的所有数据。您还可以更改是将虚拟硬盘存储到单个文件还是拆分为 2 GB 大小的文件。

虚拟磁盘管理器文件 vmware-vdiskmanager 位于 Applications/VMware Fusion.app/
Contents/Library 目录中。

配置 CD/DVD 驱动器

可以将虚拟机的 CD/DVD 驱动器连接到 Mac 物理 CD/DVD 驱动器或 CD/DVD 光盘映像。

n 添加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添加虚拟 CD/DVD 驱动器。

n 移除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从虚拟机中移除物理或虚拟 CD/DVD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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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连接和设置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设置 CD/DVD 驱动器以始终对其进行检测，或者必须手动连接该驱动器。

n 不使用“设置”窗口连接和断开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使用状态栏上的按钮连接和断开设备。

n 创建 CD/DVD 映像

您可以使用 Apple 磁盘工具创建 CD/DVD 磁盘映像。

n 在远程虚拟机上启用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启用一个 CD/DVD 驱动器，然后在远程服务器上托管的虚拟机上选择一个磁盘映像。您可以

访问物理 CD/DVD 驱动器中的软件，或将其安装到远程虚拟机上。

添加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添加虚拟 CD/DVD 驱动器。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点按 CD/DVD 驱动器。

5 点按添加。

6 配置驱动器。

选项 说明

自动检测物理 CD/DVD 驱动器 虚拟机将检测 Mac CD/DVD 驱动器。

指定物理 CD/DVD 驱动器 将虚拟机的 CD/DVD 驱动器定向到物理驱动器。

使用光盘映像 将虚拟机的 CD/DVD 驱动器定向到 ISO 映像。点按弹出式菜单以浏览并选择 ISO 
映像文件。

 

移除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从虚拟机中移除物理或虚拟 CD/DVD 驱动器。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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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要移除的 CD/DVD 驱动器。

4 在“高级选项”下面，点按移除 CD/DVD 驱动器。

连接和设置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设置 CD/DVD 驱动器以始终对其进行检测，或者必须手动连接该驱动器。

可以在虚拟机电源打开时关闭“自动检测物理 CD/DVD 驱动器”功能；但必须关闭虚拟机电源才能启用该

功能。使用虚拟机菜单中的关机命令。

如果 CD/DVD 驱动器是一个 USB 设备，则 Fusion 将其作为 USB 设备进行处理，而不是 CD/DVD 驱动

器。请参见配置 USB 控制器并连接 USB 设备。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要连接的 CD/DVD 驱动器。

4 选中连接 CD/DVD 驱动器复选框。

不使用“设置”窗口连接和断开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使用状态栏上的按钮连接和断开设备。

步骤

u 点按状态栏上的 CD/DVD 设备按钮。

创建 CD/DVD 映像

您可以使用 Apple 磁盘工具创建 CD/DVD 磁盘映像。

步骤

1 在 Mac 中，访问 应用程序/实用工具/磁盘工具 以启动 Mac 磁盘工具。

2 插入需要创建映像的 CD/DVD 光盘。

3 在磁盘工具窗口中，选择 CD/DVD 光盘，然后点按新建映像。

4 在“映像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择 DVD/CD 主映像。

5 在“加密”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无。

6 将 CD/DVD 映像存储在所选的位置中。

后续步骤

要将映像连接到虚拟机，请参见连接和设置 CD/DVD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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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程虚拟机上启用 CD/DVD 驱动器

您可以启用一个 CD/DVD 驱动器，然后在远程服务器上托管的虚拟机上选择一个磁盘映像。您可以访问物

理 CD/DVD 驱动器中的软件，或将其安装到远程虚拟机上。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您具有托管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已开启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输入主机服务器的名称，或者从 近使用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选择虚拟机 > 设置。

5 点按 CD/DVD 驱动器。

6 选中启用 CD/DVD 驱动器复选框。

7 从选择远程光盘映像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远程光盘映像。

8 （可选） 展开高级选项，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总线类型。

9 （可选） 点按移除 CD/DVD 驱动器以恢复为虚拟机使用的 CD/DVD 驱动器。

配置软盘设备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添加虚拟软盘设备，并将虚拟软盘设备配置为连接到软盘映像文件。

也可以在 Fusion 中连接和断开软盘设备。一个虚拟机 多可以具有两个软盘设备。

添加软盘设备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添加软盘设备以访问软盘映像文件中的数据。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您必须拥有具有以下文件扩展名之一的软盘映像文件：

n .flp

n .img

n .dsk

n .f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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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点按软驱。

5 点按添加。

6 浏览到软盘映像文件，然后选择该文件。

7 点按打开。

后续步骤

按照连接和设置软盘设备 中所述，配置新的软盘设备。

连接和设置软盘设备

您可以配置虚拟机如何使用软盘设备以访问软盘映像文件中的数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在“其他设备”面板的资源列表中，选择软盘设备。

5 选中或取消选中已连接复选框以连接或断开软盘设备。

6 （可选） 选择只读以将软盘设备内容设置为只读。

7 选择使用软盘映像，然后点按选择以浏览到软盘映像文件，以便将软盘设备连接到软盘映像文件。

如果使用的虚拟机配置为使用物理软驱或任何类型的软盘设备，而不是软盘映像文件，则会选择使用自

定的不支持设置选项。Fusion 仅支持在虚拟软盘设备中使用软盘映像文件。

创建软盘映像

要将数据从软盘读取到虚拟机中，您必须创建一个虚拟机可识别的磁盘映像。

某些操作系统需要使用软盘进行安装。由于 Mac 不包含物理软盘驱动器并且 Fusion 仅支持软盘映像，因

此，您必须使用 USB 软盘驱动器创建软盘映像。

Apple 磁盘工具可以创建软盘映像以实现此目的。

步骤

1 将 USB 软驱连接到 Mac。

2 在 Mac 中，访问 应用程序/实用工具/磁盘工具 以启动 Mac 磁盘工具。

3 插入需要创建映像的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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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磁盘工具窗口中，选择软盘，然后点按新建映像。

5 在映像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择读/写。

6 在加密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无。

7 将软盘映像存储在所选的位置中。

8 在 Finder 中，右键点按创建的软盘映像并选择获取信息。

9 在名称和扩展名中，将文件扩展名从 .dmg 更改为 .flp，然后关闭获取信息窗口。

在出现提示时，请确认更改。

10 （可选） 对于需要创建的每个软盘，重复上述步骤。

后续步骤

要将映像连接到虚拟机，请参见连接和设置软盘设备 。

在远程虚拟机上启用软驱

您可以启用一个软驱，然后在远程服务器上托管的虚拟机上选择一个磁盘映像。您可以访问物理软驱中的

软件，或将其安装到远程虚拟机上。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您具有托管虚拟机的服务器的登录凭证。

n 已开启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文件 > 连接到服务器。

2 输入主机服务器的名称，或者从 近使用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然后点按连接。

4 选择虚拟机 > 设置。

5 点按软盘。

6 点按启用软驱复选框。

7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软盘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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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声卡

每个虚拟机只能有一个声卡。只有在移除现有的声卡后，才能添加声卡。

连接声卡

您可以允许虚拟机使用 Mac 的声音设备。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声卡。

4 选中连接声卡复选框。

5 选择输出设备和输入设备。

6 （可选） 如果在虚拟机中具有回声，请选中启用回声抵消复选框。

不使用“设置”窗口连接和断开声卡适配器

您可以使用状态栏上的按钮连接和断开设备。

步骤

u 点按状态栏上的声音设备按钮。

添加声卡适配器

如果以前移除了声卡适配器，您可以重新进行添加。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点按声卡，然后点按添加。

5 选择要添加的输出和输入设备。

移除声卡适配器

在添加新的声卡适配器之前，必须移除现有的声卡适配器。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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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声卡。

4 点按移除声卡。

5 在确认对话框中，点按移除。

在虚拟机中添加摄像头

您可以在虚拟机上启用一个或多个摄像头。

前提条件

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n 主机系统上具有一个或多个摄像头，它们是内置的摄像头或连接到 USB 设备上的摄像头。

n 虚拟机使用硬件版本 11 或更高版本。

n 虚拟机位于 Mac 本地，而不是在远程服务器上托管。

步骤

1 选择虚拟机 > 设置。

2 点按添加设备。

3 选择摄像头。

4 点按添加。

通常，将主机系统的默认摄像头添加到虚拟机中。您可以按名称选择一个摄像头。如果选择一个命名的

摄像头，则会将虚拟机的摄像头明确连接到该摄像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虚拟机移到另一个主机，

或者从主机系统中移除命名的摄像头，则可能不会连接该摄像头。

配置 USB 控制器并连接 USB 设备

您可以将虚拟 USB 控制器配置为启用 USB 3.0/3.1 和 2.0 支持。也可以将虚拟 USB 控制器配置为在 

USB 设备连接到 Mac 并且虚拟机处于活动状态时，将这些设备连接到虚拟机。所选的设置可用于多种 

VMware 产品，例如，Workstation Pro 和 VMware Horizon 7。

如果 Mac 支持连接 USB 3.0/3.1 设备，则客户机操作系统可以在 USB 3.0/3.1 模式下连接到 USB 
3.0/3.1 设备并在 USB 2.0 模式下连接到 USB 2.0 设备。不过，在连接 USB 3.0/3.1 设备时，使用虚拟 

USB 2.0 硬件的客户机会遇到问题。例如，Windows XP 就是没有虚拟 USB 3.0/3.1 硬件的客户机操作系

统。根据具体设备的不同，性能可能会下降或不完整，或者可能出现设备无法连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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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旧版本的 Mac 上的客户机可能具有虚拟 USB 3.0/3.1 虚拟硬件，但在 USB 2.0 模式下可连接 USB 2.0 
和 USB 3.0/3.1 设备。具有虚拟 USB 2.0 硬件的客户机也会使用 USB 2.0 模式连接 USB 2.0 和 USB 
3.0/3.1 设备。

注   Fusion 不支持使用 USB 适配器将屏幕连接到虚拟机。

添加 USB 控制器

您可以添加虚拟 USB 控制器，以允许将虚拟机与连接到 Mac 上的 USB 设备一起使用。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 USB 和蓝牙。

4 在“USB 高级选项”下面，使用下拉菜单选择在将 USB 设备插入 Mac 时 Fusion 应如何响应。

注   要支持 USB 3.0 SuperSpeed 和 USB 3.1 SuperSpeed Plus 设备，需要具有适当配置的 Mac 以
及支持 USB 3.0/3.1 设备的客户机操作系统。

移除 USB 控制器

您可以从虚拟机中移除 USB 控制器。

在移除 USB 控制器时，无法将 USB 设备连接到虚拟机。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 USB 和蓝牙。

4 在“高级 USB 选项”下面，点按移除 USB 控制器。

5 在确认对话框中，点按移除。

在插入 USB 设备时选择连接位置

在虚拟机运行时，您可以选择在插入 USB 设备时是将其连接到 Mac 还是虚拟机。

通过使用 Fusion，您可以选择在插入 USB 设备时将其连接到哪个系统。也可以在以后每次连接该设备

时，将该选项设置为默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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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必须打开 Fusion 并开启了一个虚拟机。

步骤

1 将 USB 设备插入到 Mac。

将显示选择对话框。如果未显示任何对话框，则说明已在“USB 设置”面板中为该设备设置了默认连

接。

2 （可选） 要将连接选项设置为该设备以后的默认连接，请选择记住我的选择，以后不再询问。

您可以随时在“USB 和蓝牙设置”面板中更改该默认设置。

3 选择要将此设备连接到的系统。

您可以执行的操作取决于打开的虚拟机数。

选项 说明

如果开启了一个虚拟机 选择连接到 Mac 或连接到打开的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如果开启了两个或更多虚拟机 在弹出式菜单中，选择连接到您的 Mac 或连接到选定虚拟机的虚拟机名称。点按

好。

 

设置 USB 设备的默认插入操作

您可以设置在连接 USB 设备时是将设备连接到 Mac 还是虚拟机。

该设置因具体虚拟机而异。如果为虚拟机设置了默认插入操作，但在连接设备时未开启虚拟机，设备将连

接到 Mac。

前提条件

必须打开 Fusion 并开启了一个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 USB 和蓝牙。

4 在列表中选择 USB 设备。

5 在“高级 USB 选项”下面，选择该设备的插入方式。

选项 说明

询问所要执行的操作 Fusion 询问是要将设备连接到 Mac 还是虚拟机。

连接到该虚拟机 仅虚拟机能够识别该设备。Mac 无法识别该设备。

连接到您的 Mac 仅 Mac 能够识别该设备。虚拟机无法识别该设备。

该选项是默认行为。VMware 建议将打印机连接到主机，而不是连接到客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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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和断开 USB 设备

您可以通过 Mac 将 USB 设备连接到虚拟机。

如果将 USB 设备连接到虚拟机，将导致 Mac 无法使用该 USB 设备。

如果 CD/DVD 驱动器是一个 USB 设备，则 Fusion 将其作为 USB 设备进行处理，而不是 CD/DVD 驱动

器。

前提条件

如果断开 USB 设备并立即重新连接，USB 设备将重新连接到之前连接的虚拟机。要更改连接，请将其重

新连接到 Mac 上的其他 USB 端口。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 USB 和蓝牙。

3 在“连接 USB 设备”部分中，选中或取消选中 USB 设备旁边的复选框以连接或断开该设备。

使用虚拟机工具栏连接和断开 USB 设备

您可以使用状态栏上的按钮连接和断开设备。

步骤

1 点按状态栏上的设备按钮。

2 点按连接设备名称。

连接 USB 智能卡读卡器

连接 USB 智能卡读卡器的过程与其他 USB 设备有所不同。

在将智能卡读卡器连接到电脑后，读卡器在 Fusion 界面中显示为两个单独的 USB 设备。您可以在虚拟模

式或 USB 直通模式下使用智能卡。这两种模式相互排斥。您必须选择其中的一种模式。

n 虚拟模式（推荐）：智能卡读卡器设备显示为“虚拟智能卡读卡器的型号名称 USB 智能卡读卡器”。

在将虚拟读卡器连接到虚拟机后，读卡器在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设备列表中显示为“虚拟 智能卡读卡器

的型号名称 USB 智能卡读卡器”。在虚拟模式中，可以在主机中的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智能卡读卡器，

以及在主机上的不同客户机中的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智能卡读卡器。

n USB 直通模式：智能卡读卡器设备显示为“智能卡读卡器的型号名称 USB 智能卡读卡器”。在将读卡

器连接到客户机后，读卡器在客户机操作系统的设备列表中显示为“智能卡读卡器的型号名称 USB 智
能卡读卡器”。在 USB 直通模式下，一个虚拟机可以直接控制物理智能卡读卡器。主机中的应用程序

和其他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无法使用 USB 直通智能卡读卡器。只有在计算环境中无法正常使用虚拟模

式的连接时，才应使用 USB 直通模式。

注   在切换到其他模式之前，应先断开当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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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u 对于虚拟模式，请选择虚拟机 > USB 和蓝牙 > 连接智能卡读卡器的型号名称 USB 智能卡读卡器。

在选择虚拟模式设备时，将不再显示直通模式的智能卡读卡器的型号名称智能卡读卡器设备，但在 

Linux 虚拟机中除外。

u 对于 USB 直通模式，请选择虚拟机 > USB 和蓝牙 > 连接智能卡读卡器的型号名称 USB 智能卡读卡

器。

u 要在任一模式中断开连接，请选择虚拟机 > USB 和蓝牙，选择要断开的设备，然后点按断开连接。

USB 连接对话框在建立连接之前消失

在极少数情况下，USB 设备在 Fusion 识别它之前断开连接。

问题

在插入 USB 设备时，将显示 Fusion EasyConnect 对话框并立即消失，您没有机会执行任何操作。随

后，在 Mac 或虚拟机中均看不见该 USB 设备。

原因

如果在连接时没有立即得到响应，某些 USB 设备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断开连接。有时，Fusion USB 
EasyConnect 无法在这些 USB 设备所需的时间内进行响应。

为了解决该问题，您必须对虚拟机进行配置，以使 Fusion 在连接未知设备时无需先询问连接类型。

解决方案

1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

2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3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4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 USB 和蓝牙。

5 在“USB 高级选项”下面，如果第一个选项设置为询问所要执行的操作，请将该设置更改为连接到此

虚拟机或连接到您的 Mac。

6 启动虚拟机。

在插入 USB 设备后，该设备将连接到虚拟机或 Mac（取决于具体设置），而不需要在 USB 
EasyConnect 对话框中选择连接方式。还会在 Fusion 界面中显示该设备，因此，您可以在设置 > 
USB 和蓝牙中看到该设备。

添加并行端口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添加并行端口。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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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点按并行端口。

5 点按添加。

6 浏览到存储虚拟并行端口输出文件的位置。

7 在存储为字段中，键入该文件的名称。

8 点按存储。

添加串行端口

您可以在虚拟机中添加串行端口。

前提条件

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在开启或挂起虚拟机后，您无法更改其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点按串行端口。

5 点按添加。

6 浏览到存储虚拟串行端口输出文件的位置。

7 在存储为字段中，键入该文件的名称。

8 点按存储。

与虚拟机共享蓝牙设备

您可以将蓝牙设备连接到虚拟机。

Fusion 支持以下类型的蓝牙设备：

n 手机

n GPS 接收器

n 串行端口规范 (SPP) 设备

n 其他大部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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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为以下类型的蓝牙设备提供有限的支持：

n 输入设备 (HID)：可以在使用 Linux/macOS 主机时连接到客户机，但不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OBEX 文件传输：仅传出（客户机到设备）传输。客户机不能作为 OBEX 服务器。

Fusion 不支持以下类型的蓝牙设备：

n 耳机

n 耳麦

n 免提音频设备

Fusion 具有以下蓝牙支持限制：

n 仅允许传出连接。虚拟机可以与远程蓝牙设备建立连接，但远程设备看不到虚拟机尝试通知的服务。

n 虚拟机无法更改主机蓝牙适配器的名称、级别或可发现性。主机完全控制确定其他蓝牙设备是否可以发

现主机以及使用何种名称的设置。

n 主机完全控制配对过程以及收集或显示 PIN 码。客户机可以扫描设备并启动与任何设备之间的连接。

如果需要进行配对，将在主机上显示配对对话框，而不是在客户机中显示。从客户机的角度看，设备配

对似乎不需要 PIN 码。

n 主机蓝牙无线电设备上的任何供应商特定的功能无法传送到客户机。例如，有些无线电设备提供了供应

商特定的命令以更改其 BDADDR。不会在客户机中显示这些命令。客户机看到的是常规 VMware 无
线电设备。

n 虚拟蓝牙控制器本身不是快照的一部分。在拍摄快照期间，需要先将其断开并重新连接。在拍摄快照

时，将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蓝牙设备连接。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可移除设备”下面，点按 USB 和蓝牙。

4 选中与虚拟机共享蓝牙设备复选框。

将在客户机中显示虚拟蓝牙无线电设备。您可以看到客户机操作系统发出的“检测到新硬件”通知。由

于驱动程序是自动安装的，因此，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5 使用客户机的蓝牙界面搜索附近可配对的设备。检测到的设备将显示在列表中。

6 选择要连接的设备，然后选择连接到该设备。

7 将设备与主机配对。

如果之前没有将此设备与主机配对，系统将提示您立即执行该操作。主机可能会要求您输入 PIN 码，

或在设备上显示要输入的 PIN 码。

在完成配对后，即可在客户机中使用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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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可信平台模块设备

您可以将使用可信平台模块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PM) 技术的虚拟加密处理器添加到加密的虚拟机

中。之后，可以从该虚拟机中移除加密处理器。

TPM 技术提供基于硬件的安全相关功能。TPM 加密处理器可执行加密操作。Fusion 支持 TPM 版本 

2.0。

创建虚拟可信平台模块设备

为了提高安全性，您可以将配备有可信平台模块 (TPM) 技术的虚拟加密处理器添加到加密的虚拟机中。

前提条件

n 创建具有 低硬件版本 14 并使用 UEFI 固件类型的虚拟机。

n 对该虚拟机加密。请参见加密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点按添加设备。

4 点按可信平台模块。

如果该选项不可用，则说明客户机不支持可信平台模块设备。

5 点按添加。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

6 关闭该对话框。

结果

虚拟机随即会使用虚拟 TPM 设备。

注   当存在 TPM 设备时，您无法对虚拟机解密。

移除虚拟可信平台模块设备

您可以从虚拟机中移除可信平台模块设备。

在将配备有可信平台模块 (TPM) 技术的虚拟加密处理器添加到加密的虚拟机后，可以移除 TPM 设备。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可移除设备”部分中，点按可信平台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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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按移除可信平台模块。

此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要移除设备。

5 点按移除。

结果

Fusion 随即会从虚拟机中移除 TPM 设备。

选择启动设备

您可以选择用于启动虚拟机的设备。

前提条件

确认虚拟机正在运行。如果虚拟机没有运行，更改将不会生效。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启动磁盘。

4 点按要使用的启动设备。

5 点按重新启动。

也可以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重新启动到固件，以便在固件设置模式中重新启动虚拟机。

结果

将重新启动客户机操作系统并从选定的设备中引导。

加密虚拟机

可以加密虚拟机以控制使用虚拟机和访问其内容。

Fusion 支持以下类型的加密：

快速虚拟机加密

快速加密是指对 小的虚拟机文件集进行加密，如下所示：

n 辅助数据文件，如快照/屏幕截图/NVRAM 文件。这些文件使用配置文件中的密钥进行加密。加密

的文件列表 - .nvram、.vmsn、.vmss、.vmem

n 部分加密的虚拟机配置文件。

完全虚拟机加密

完全加密是指对所有虚拟机文件进行加密，如下所示：

n 磁盘文件标头。这些文件使用配置文件中的密钥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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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磁盘文件数据。这些文件使用配置文件中的密钥进行加密。

n 辅助数据文件，如快照/屏幕截图/NVRAM 文件。这些文件使用配置文件中的密钥进行加密。

n 虚拟机配置文件使用身份验证密钥进行加密。

在加密虚拟机时，您需要设置一个用于打开虚拟机的密码。您可以随时移除加密或更改密码。

注   大型虚拟机（如超过 50 GB）可能会生成磁盘空间不足的警报。

加密虚拟机

您可以使用密码加密虚拟机以控制对虚拟机及其内容的访问。

前提条件

n 挂起或关闭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加密。

4 选择相应的加密选项并设置加密密码。

密码长度必须至少为 8 个字符。

重要说明   记下加密密码。如果忘记加密密码，则无法通过 Fusion 找回该密码。

5 （可选） 要在 Mac 上的钥匙串密码管理系统中存储加密密码，请选择记住密码。

6 点按好。

结果

将加密虚拟机。用户必须提供加密密码才能打开虚拟机。

更改加密虚拟机的密码

您可以随时更改加密虚拟机的密码。

前提条件

n 挂起或关闭虚拟机。

n 确认您具有加密虚拟机的密码。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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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按更改密码。

5 键入虚拟机的旧密码。

6 键入用于加密虚拟机的密码。

记住该密码。如果没有密码，则无法访问虚拟机。

7 再次键入该密码。

8 （可选） 选择记住密码以在 Mac 上的钥匙串密码管理系统中存储该密码。

9 点按好。

结果

将更改虚拟机的加密密码。

从虚拟机中移除加密

您可以随时从虚拟机中移除加密。

前提条件

n 挂起或关闭虚拟机。

n 确认您具有加密虚拟机的密码。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加密。

4 选择虚拟机未加密。

5 键入虚拟机的密码。

6 点按好。

结果

将从虚拟机中移除加密。您不再需要使用密码访问虚拟机及其内容。

将加密虚拟机的密码存储在密钥串中

您可以随时在 Mac 的钥匙串密码管理系统中存储加密虚拟机的密码。Mac 钥匙串将记住您的密码。

首次对虚拟机加密时，可以将加密密码存储在钥匙串密码管理系统中。请参见加密虚拟机。您也可以在每

次系统提示您输入加密密码时，将加密密码存储在钥匙串密码管理系统中。

前提条件

n 挂起或关闭虚拟机。

n 确认您具有加密虚拟机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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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选中记住密码复选框。

4 键入虚拟机的密码。

5 点按好。

结果

加密虚拟机的密码将存储在钥匙串中。

虚拟机兼容性

具有不同版本的 Fusion 的虚拟机和其他 VMware 产品的兼容性取决于其硬件版本。虚拟机的硬件版本是

由用于创建虚拟机的 Fusion 版本确定的。

如果要升级 Fusion 或在其他 VMware 产品中使用虚拟机，请考虑升级虚拟机的硬件版本。

在更改虚拟机硬件版本之前，必须关闭虚拟机。

更改虚拟机的硬件兼容性

新版本的虚拟机硬件可以使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获得 佳的性能和 可靠的行为。

将为具有硬件版本 10 或更高版本的虚拟机创建 SATA 硬盘或 CD 驱动器。从硬件版本 9 或更低版本升级

虚拟机不会将虚拟机中的任何设备更改为 SATA。如果要在虚拟机中使用 SATA 磁盘或驱动器，必须手动

更改磁盘和驱动器类型。

前提条件

n 评估虚拟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以确定要选择的硬件版本。有些应用程序可能要求虚拟机硬件版本为 新

可用版本之前的旧版本。

n 请考虑为虚拟机拍摄快照。如果在更新虚拟机硬件版本后出现不良后果，您可以通过之前拍摄的快照将

虚拟机恢复为升级硬件版本之前的状态。

n 在更改硬件版本之前，请先关闭虚拟机或断开其电源。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兼容性。

4 在“高级选项”下面，从使用硬件版本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硬件版本。

在选择硬件兼容性设置时，将显示与该设置兼容的 VMware 产品列表。例如，如果选择硬件版本 10，
则会显示该版本支持的 VMware 产品列表。还会提供选定硬件版本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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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无法选择某些硬件选项，例如，当前 Fusion 版本不支持的旧版硬件。

5 （可选）点按还原以恢复为虚拟机使用的硬件版本。在还原硬件版本时，您可以查看当前硬件版本的兼

容性和限制。

6 点按应用以更改虚拟机硬件版本。

7 点按关闭。

结果

将更改虚拟机的硬件版本。

后续步骤

开启虚拟机。

为虚拟机选择硬件版本

通过升级虚拟机的硬件版本，可以提高虚拟机的内存限制、使用的处理器数和可用磁盘空间以提高性能。

前提条件

确认安装了 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兼容性。

4 在“高级选项”下面，从使用硬件版本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硬件版本。

硬件版本 12 提供了更高的虚拟机性能，包括改进的加速 3D 图形渲染。

为虚拟机配置客户机隔离选项

通过使用隔离选项，您可以限制虚拟机和主机系统之间以及虚拟机和其他虚拟机之间的文件操作。

要为选定的虚拟机配置客户机隔离选项，请选择虚拟机 > 设置，然后选择隔离。

以下限制适用：

n 必须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安装 VMware Tools 才能使用客户机隔离功能。

n 无法为远程虚拟机配置这些选项。

n 如果虚拟机运行的客户机操作系统是 macOS，您可以在客户机操作系统和主机之间拷贝和粘贴文本，

但不支持拷贝文件。

注   默认情况下，将打开拖放以及拷贝和粘贴操作。您可能需要关闭这些操作，以防止虚拟机和主机系统之

间发生意外的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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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隔离选项

选项 说明

启用拖放 如果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将限制以下选项。

n 将文件从主机系统拖放到 Linux 或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中。

n 将文件从客户机操作系统拖放到主机系统中。

n 将文件从文件管理器拖到支持拖放的应用程序中，或从支持拖放提取单个文件

的应用程序中拖放文件，例如，zip 文件管理器。

要启用这些操作，请选中该复选框。

启用拷贝粘贴功能 如果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将限制以下操作。

n 将文本和文件从主机系统拷贝和粘贴到 Linux 或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

中。

n 从客户机操作系统拷贝和粘贴到主机系统中。

n 将文本和文件从一个虚拟机拷贝和粘贴到另一个虚拟机中。

要启用这些操作，请选中该复选框。

管理高级设置

您可以监视电源状态、启用 VNC 访问、启用 Microsoft 基于虚拟化的安全性，或者为虚拟机配置其他高级

功能。

配置客户机与主机操作系统之间的时间同步

您可以配置是否将客户机操作系统上的时钟与主机上的时钟进行同步。

如果启用该高级设置以进行时间同步，VMware Tools 服务（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运行）将每分钟检查一

次以确定客户机和主机操作系统上的时钟是否仍然匹配。如果不符，则将客户机操作系统上的时钟与主机

上的时钟进行同步。

有关 VMware Tools 时间同步功能的详细工作原理以及将其完全停用的操作说明，请参见《安装和配置 

VMware Tools》文稿，网址为 http://www.vmware.com/pdf/vmware-tools-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pdf。

前提条件

关闭其他周期性时间同步机制。默认情况下，大多数客户机将启用时钟同步功能。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选中同步时间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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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机中显示 Mac 电源状态

可以将虚拟机设置为显示 Mac 电源的状态。

如果启用了该功能，Mac 电源状态的相关信息将传送到虚拟机。虚拟机可以显示剩余的电池电量，并在电

池电量不足时挂起或休眠。Mac OS X、OS X 或 macOS 虚拟机不支持此功能。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选中将电源状态传递给虚拟机复选框。

对虚拟机进行故障排除

您可以确定收集虚拟机的哪些故障排除信息。

收集的故障排除信息级别可能会影响虚拟机的性能。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从故障排除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默认 Fusion 将确定虚拟机的 佳设置。

无 Fusion 不会从虚拟机中收集任何故障排除信息。该设置可以尽快运行虚拟机。

挂起/崩溃 Fusion 收集有关虚拟机挂起或崩溃的正确性信息。

性能 Fusion 收集性能信息，例如，在虚拟机中执行操作的时间过长时。

 

后续步骤

从 VMware Fusion 菜单栏中，选择帮助 > 收集支持信息以收集 Fusion 获取的有关选定虚拟机的故障排

除信息。Fusion 将在桌面上创建一个 .zip 文件以包含故障排除数据。

您可以在收集支持信息下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n 快速：这是收集日志数量 少的一个选项。

采用此选项时将不收集以下项：

n 完整物理磁盘信息

n 文件：/etc/crontab、/etc/daily、/etc/monthly、/etc/weekly

n 完整系统和内核日志

使用 VMware Fusion

VMware, Inc. 152



n /var/log/system.*gz、var/log/system.log.*.bz2

n /var/log/kernel.log.*.gz、/var/log/kernel.log.*.bz2

n xml 格式的 system_profiler

n 命令的输出文件：/tmp/system.log，log show --start $(date -v-1d +"%Y-%m-%d") --style 

syslog （之前为 4 天）

n 全部：此选项将收集全部日志。

采用此选项时将收集以下项：

n 现有默认项

n “快速收集”中未收集的所有项

更改硬盘缓冲

Fusion 根据使用的客户机操作系统自动设置硬盘缓冲，但您可以更改该设置。

硬盘缓冲可以提高虚拟机的性能。与不使用硬盘缓冲相比，使用硬盘缓冲会占用 Mac 主机上的更多内存。

Fusion 根据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启用或停用硬盘缓冲。

在所有 Windows Vista 和更高版本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中，Fusion 默认在 Mac 主机上使用未缓冲的 I/O。

这也适用于使用此版本的 Fusion 创建的所有 Windows 2000、2003、XP 和 XP 64 位客户机。所有其

他客户机操作系统默认在 Mac 主机上使用缓冲的 I/O。

如果不熟悉这些选项，请保留默认设置。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从硬盘缓冲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自动 Fusion 确定您的操作系统并启用或停用硬盘缓冲，具体取决于哪种类型的缓冲提供

佳的性能。

已启用 虚拟机的操作系统使用缓冲的 I/O。

已停用 虚拟机的操作系统使用未缓冲的 I/O。

 

设置打开 Boot Camp 虚拟机的密码要求

如果在 Boot Camp 分区中开启某个虚拟机，您可以设置是否在每次打开它时都要求提供密码。

前提条件

必须在 Mac 上具有 Boot Camp 分区，而且必须创建一个将在其中开启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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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设置对 Boot Camp 磁盘的管理权限以选择密码要求。

选项 说明

从不询问 在 Fusion 中打开 Boot Camp 虚拟机时，您不需要输入密码。

总是询问 每次打开 Boot Camp 虚拟机时，您都需要输入 Mac 上的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启用 VNC 客户端以远程访问虚拟机

您可以将虚拟机配置为允许任何虚拟网络电脑 (Virtual Network Computer, VNC) 客户端连接到 Mac 以
访问虚拟机。

通过使用 VNC 软件，您可以从 Internet 上的任何其他电脑或移动设备中查看某个电脑并与之进行交互。

VNC 软件是一个跨平台软件，可以远程控制不同类型的电脑。

表 8-4. VNC 选项 介绍了设置 VNC 时使用的方法。

表 8-4. VNC 选项

选项 说明

Mac 主机上的远程桌面、屏幕共享或第三方 VNC 服务器 n 可以控制整个 Mac 主机，包括 Fusion 和任何其他应用程

序。

n 可以使用主机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建立到服务器的连接。

Fusion 提供的 VNC 服务器 n 适用于每个虚拟机。

n 必须使用尚未在 Mac 主机上使用的唯一端口。

n 可以控制开启的虚拟机，甚至在运行客户机操作系统之前。

n 可以使用主机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建立到服务器的连接。

虚拟机的客户机操作系统中的 VNC 服务器 n VNC 服务器是使用与虚拟机中的任何其他应用程序相同的

方式安装的。

n 只能控制客户机操作系统，并且只能在启动客户机操作系统

后进行控制。

n 在使用桥接模式网络连接时，可以使用客户机的 IP 地址或

主机名建立到服务器的连接。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使用 Fusion 提供的 VNC 服务器以允许 VNC 客户端远程访问虚拟机。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选中通过 VNC 远程显示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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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 键入密码。

由于通过 VNC 发送的数据未加密，因此，切勿使用常规密码。

6 确定 Mac 上的端口。

默认端口为 5900。如果在 Mac 上启用了屏幕共享，则可能已使用端口 5900，您必须使用其他端

口，例如，5901。对于多个虚拟机，请为每个额外的虚拟机增加端口号。

结果

现在，VNC 客户端可以看到您的虚拟机。

配置虚拟机的电源选项

您可以将 Fusion 配置为在虚拟机下拉菜单和应用程序菜单中列出特定电源选项对的软式选项或硬式选项。

在您访问虚拟机下拉菜单或应用程序菜单时，Fusion 会列出每个电源选项对的软式选项或硬式选项，具体

取决于配置了哪种选项。您可以配置以下每个电源选项对的软式或硬式选项。

n 恢复/恢复 (硬式)

除非您自定恢复脚本，否则恢复和恢复 (硬式) 选项没有区别。

n 关机/关闭电源 (硬式)

n 挂起/挂起 (硬式)

除非您自定挂起脚本，否则挂起和挂起 (硬式) 选项没有区别。

n 重新启动/重置 (硬式)

有关电源命令的说明（包括与电源选项脚本相关的信息），请参见 Fusion 电源命令选项。

注   此外，通过键盘快捷键，您可以切换到当前未配置的电源选项对中的选项。例如，如果为电源选项对配

置了软式选项，您也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列出硬式选项。请参见从默认选项中切换电源命令。

当您在 Fusion 中创建虚拟机时，电源命令默认为软式选项。当您在其他 VMware 产品中创建虚拟机时，

虚拟机可能会默认使用硬式电源选项。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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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为每个电源选项对选择软式或硬式选项。

电源选项对 电源选项

恢复/恢复 (硬式)
恢复 电源选项对的软式选项。

恢复 (硬式) 电源选项对的硬式选项。也称作强制恢复选项。

关机/关闭电源 (硬式)
关机 电源选项对的软式选项。

关闭电源 (硬式) 电源选项对的硬式选项。也称作强制关机选项。

挂起/挂起 (硬式)
挂起 电源选项对的软式选项。

挂起 (硬式) 电源选项对的硬式选项。也称作强制挂起选项。

重新启动/重置 (硬式)
重新启动 电源选项对的软式选项。

重置 (硬式) 电源选项对的硬式选项。也称作强制重新启动选项。

结果

虚拟机下拉菜单和应用程序菜单中的电源选项会随着高级设置中配置的电源选项而相应地进行更改。例

如，如果您在高级设置中将关机更改为关闭电源 (硬式)，那么虚拟机下拉菜单中将列出关闭电源选项，而

不是关机选项。

启用详细 USB 调试

您可以将 Fusion 配置为针对连接到虚拟机的 USB 设备提供更多相关的日志信息。

启用详细 USB 调试后，Fusion 会记录有关已连接 USB 设备的更广泛信息。这样您就可以收集故障排除信

息。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选中启用详细 USB 调试复选框。

结果

Fusion 将开始记录有关已连接 USB 设备的更广泛信息。

后续步骤

收集故障排除信息。请参见对虚拟机进行故障排除。

为停止日志增加对虚拟机性能（如 CPU 和 I/O 性能）造成的影响，请在完成故障排除信息收集后，取消选

中启用详细 USB 调试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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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暗黑模式同步

您可以为虚拟机启用暗黑模式同步。

如果启用暗黑模式同步，则主机系统上的明亮模式/暗黑模式设置将自动同步到客户机操作系统

（Windows 10 虚拟机和 macOS 虚拟机）。

前提条件

n 此选项仅在 Windows 10 虚拟机和装有 macOS 10.11 或更高版本的 Mac 虚拟机上可用。

n 必须安装 VMware Tools 11.0.0 或更高版本的工具。

n 此选项仅适用于本地虚拟机，而不可用于远程虚拟机（ESXi Server 或 Workstation 主机上存储的虚

拟机）。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选中启用暗黑模式同步复选框。

结果

现在，如果将 Mac 配置为使用明亮模式，则客户机操作系统 UI 也将更改为明亮模式；如果将 Mac 配置为

使用暗黑模式，则客户机操作系统 UI 会随之自动切换到暗黑模式。

启用 Microsoft 基于虚拟化的安全性

您可以在受支持的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上启用 Microsoft 基于虚拟化的安全性 (VBS)。

VBS 可以增强 Microsoft Hyper-V 的安全性。启用 VBS 时，Fusion 将使用以下设置配置虚拟机。

选项 所需设置 Fusion 设置页面

固件类型 UEFI 高级设置

启用 UEFI 安全引导 已启用 高级设置

在此虚拟机中启用 Hypervisor 已启用 处理器和内存

在此虚拟机中启用 IOMMU 已启用 处理器和内存

前提条件

n 创建使用硬件版本 14 或更高版本及以下受支持客户机操作系统之一的虚拟机。

n Windows 10 Enterprise（64 位）

n Windows Server 2016

n 要使用 Windows 2016 作为客户机操作系统，请对客户机应用所有 Microsoft 更新。VBS 可能无法在

没有 新更新的 Windows 2016 客户机中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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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选择启用 VBS。

结果

后续步骤

若要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运行 VBS，您还必须在客户机中执行一些配置。请参见与基于虚拟化的安全性相

关的 Microsoft 文档。

配置固件类型

您可以选择虚拟机的固件类型。

根据客户机操作系统，可使用以下固件类型。

选项 说明

UEFI 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 (Unified 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 UEFI) 是操作系统与平台固件之间的接口。与基本输入/
输出系统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BIOS) 固件相比，UEFI 在架构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

传统 BIOS 标准 BIOS 固件。

如果选择 UEFI，则根据客户机操作系统，您可以选择启用 UEFI 安全引导。UEFI 安全引导通过阻止加载

未使用可接受数字签名签署的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加载程序来保证引导进程的安全。

步骤

1 选择窗口 > 虚拟机资源库。

2 在虚拟机资源库窗口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点按设置。

3 在设置窗口中的“其他”下面，点按高级。

4 从固件类型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如果固件类型不可选，请查看对话框底部的说明以及可能的指示。

注  
n 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后，更改固件类型可能导致虚拟机引导进程失败。

n 如果启用了基于虚拟化的安全性 (VBS)，则固件类型将被设置为 UEFI 且无法编辑。

结果

启动虚拟机时，虚拟机将通过选定的固件配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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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ctl 命令管理容器并在在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 Mac 上运行 
Kubernetes 集群

9
您可以使用 VMware Fusion 中的 vctl 命令行实用程序来管理容器。此外，vctl 还提供了 KIND 支持，

以便 KIND 可以使用 vctl 容器作为节点来运行本地 Kubernetes 集群。

vctl 是一款捆绑在 VMware Fusion 应用程序中的命令行实用程序。

相关的二进制文件/组件捆绑在 Fusion 应用程序中，可在 Applications/VMware Fusion.app/
Contents/Library/vkd/ 文件夹中找到这些内容。

以下部分简要说明了 vctl 命令行实用程序的三个主要二进制文件/组件。

bin/containerd

这是一个在后台运行的运行时守护进程。必须先启动 containerd 守护进程，然后才能运行任何与容器相关

的操作。要启动该守护进程，请使用 vctl system start 命令，要停止该守护进程，请使用 vctl 
system stop 命令。

bin/containerd-shim-crx-v2

启动新容器时，将启动一个新的 containerd-shim-crx-v2 进程，该进程将充当 CRX 虚拟机中的容器与 

containerd 守护进程之间的适配器。

bin/vctl

这是一个在前台运行的命令行实用程序，它可以将用户输入中继到 containerd 守护进程。

注   此 vctl CLI 在称作“CRX 虚拟机”的轻量级虚拟机内运行每个容器。默认情况下，CRX 虚拟机在容器

启动时创建并启动。容器停止时，将关闭并移除该虚拟机。CRX 虚拟机的名称与容器的名称相同。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使用 vctl 实用程序

n 启用 KIND 以使用 vctl 容器作为节点来运行 Kubernetes 集群

n 运行 vctl 命令

n 清理残留的环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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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vctl 实用程序的更改/增强功能

使用 vctl 实用程序

vctl 实用程序是随 VMware Fusion 提供的，可以直接在终端窗口中运行。

前提条件

在使用 vctl 在容器映像或容器上运行任何操作之前，必须先启动容器运行时。容器运行时不会在 

VMware Fusion 应用程序启动时自动启动，也不会在 VMware Fusion 应用程序退出时自动停止。您必须

手动运行 vctl system start 命令以启动该命令，运行 vctl system stop 命令以将其停止。

步骤

1 在 Mac 上，打开终端窗口。

2 运行 vctl system info 命令以检查容器运行时的状态。

如果命令输出显示容器运行时已停止，请运行 vctl system start 命令以启动容器运行时。

如果命令输出显示容器运行时正在运行，则可以开始使用 vctl 来管理容器和容器映像。

3 运行 vctl 命令以列出命令行选项。

启用 KIND 以使用 vctl 容器作为节点来运行 Kubernetes 集群

在 Fusion 12.0 中，增强了 vctl 实用程序以支持 KIND。通过此增强功能，KIND 可以使用 vctl 容器而不

是 Docker 容器作为节点来运行本地 Kubernetes 集群。

前提条件

默认情况下，vctl 会为托管 vctl 容器节点的每个 CRX 虚拟机分配 2 GB 内存。这可确保在运行单节点

集群时 Mac 计算机具有 2 GB 可用内存，运行双节点集群时具有 4 GB 可用内存。在集群中配置的节点越

多，所需的可用内存就越多。

步骤

1 在 Mac 上，打开终端窗口。

2 运行 vctl system start 命令以启动 vctl 容器运行时。

此命令将执行以下任务：

a 在 <user home folder>/.vctl 文件夹中创建一个 bin 文件夹。

b 下载 kubectl、kind 和 crx.vmdk 文件，并将它们保存到 bin 文件夹中。

c 创建一个指向 /Applications/VMware Fusion.app/Contents/Library/vkd/bin/vctl 
的 Docker 链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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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 vctl kind 命令。

此命令将执行以下四项任务：

a 在 <user home folder>/.vctl 文件夹中创建一个 bin 文件夹。

b 下载 kubectl、kind 和 crx.vmdk 文件，并将它们保存到 bin 文件夹中。

c 创建一个指向 /Applications/VMware Fusion.app/Contents/Library/vkd/bin/vctl 
的 Docker 链接文件。

d 通过将 <user home folder>/.vctl/bin 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创建一个基于 vctl 的 KIND 

上下文，然后将其设为第一个可搜索的路径。

因此，在“终端”窗口中，<user home folder>/.vctl/bin 文件夹中的 kubectl/kind/

docker CLI 工具将优先于其他现有版本的此类工具，这些版本可能安装在其他位置。

4 如果关闭“终端”窗口，则基于 vctl 的 KIND 上下文将会丢失。

在下次想要与 Kubernetes 集群进行交互时，请运行 vctl kind 命令。

注  
n vctl 不支持 kind build 命令。

n 默认情况下，vctl 为托管节点容器的 CRX 虚拟机分配 2 GB 内存和 2 个 CPU 内核，您可以使用 

vctl system config 命令的 --k8s-cpus 和 --k8s-mem 选项自定义配置。

n 每个 Fusion 版本仅支持一个特定版本的 kind CLI 和 kubectl CLI 工具。例如：

n Fusion 12.0.0 支持 kind v0.8.1 和 kubectl v1.18.6。

n Fusion 12.1.0 支持 kind v0.9.0 和 kubectl v1.19.1。

Fusion 12.1.0 中的 vctl 实用程序引入了对 kind CLI 和 kubectl CLI 工具的版本检查。运行 vctl 
system start 或 vctl kind 命令时，如果 <user home folder>/.vctl/bin 文件夹中已

存在 kind CLI 和 kubectl CLI 工具，且当前 Fusion 版本支持这些工具的版本，则 vctl 命令将不

会再次下载这些工具。如果当前 Fusion 版本不支持这些工具的版本，则 vctl 命令将下载这些工具

的受支持版本并移除不受支持的版本。

运行 vctl 命令

vctl 命令具有一些您必须遵循的语法和其他要求。

vctl 命令的语法

vctl 命令分为几个功能类别。

下表列出了 vctl 命令及其功能。用方括号括起来的选项是可选的。竖线表示关键字选项。

注   使用 --help 可查看所有可用的命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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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容器运行时资源的 vctl 命令

命令 说明

vctl system config [OPTIONS] 为容器引擎配置并初始化主机操作系统环境。

此命令将执行以下任务：

n 创建 <Home_Folder_of_Your_Account>/.vctl 文件夹（如果该文件夹不存在）。

n 使用命令选项指定的自定义配置更新 .vctl 文件夹中的 config.yaml 文件。

n 根据 config.yaml 文件中的配置来准备存储并挂载该存储。

n 检查 VMware Fusion 应用程序的可用性。

注   vctl system config 命令不会启动 containerd 守护进程。

vctl system info [OPTIONS] 显示容器运行时信息。

vctl system start [OPTIONS] 启动容器引擎。

此命令将执行以下任务：

n 创建 <Home_Folder_of_Your_Account>/.vctl 文件夹（如果该文件夹不存在）。

n 使用命令选项指定的自定义配置更新 .vctl 文件夹中的 config.yaml 文件。

n 根据 config.yaml 文件中的配置来准备存储并挂载该存储。

n 检查 VMware Fusion 应用程序的可用性

n 启动 containerd 守护进程。

vctl system stop [OPTIONS] 停止容器运行时。

用于管理映像资源的 vctl 命令

命令 说明

vctl build [OPTIONS] PATH 使用 Dockerfile 构建容器映像。

注   如果 Dockerfile 中的 RUN 指令运行与网络相关

的命令，请将 ENV 指令添加到 Dockerfile 中以设置

网络代理，例如：添加 ENV https_proxy 
<Proxy_Server>:Proxy_Port 以使网络操作成功。

vctl images [OPTIONS] [IMAGE...] 列出容器映像，并显示有关容器映像的基本信息。

vctl push [OPTIONS] IMAGE [REMOTE_URL] 将容器映像推送到注册表。

vctl rmi [OPTIONS] ([IMAGE...]|--all) 删除一个或多个容器映像。

vctl tag [OPTIONS] SOURCE_IMAGE TARGET_IMAGE [TARGET_IMAGE...] 标记容器映像。它会使用 TARGET_IMAGE 创建一个

映像别名。

vctl pull [OPTIONS] IMAGE 从映像仓库中提取容器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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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容器资源的 vctl 命令

命令 说明

vctl create [OPTIONS] IMAGE [COMMAND] [ARGUMENTS...] 从容器映像创建新容器。

注   使用 --volume 选项时，请确保遵循以下事项：

n 指定文件夹的路径。--volume 不支持文件路径。

n 使用绝对路径。不支持相对路径。

n 仅可挂载匿名卷，不支持挂载已命名的卷。

注   使用 --publish 选项时，请确保遵循以下事项：

n vctl 实用程序没有子网或将多个容器连接到子网的链接功能。

要实现多个容器之间的通信，请使用 --publish 选项启动容

器。这会将容器端口绑定到主机端口，以便可以从外部访问容

器提供的服务。

vctl describe [OPTIONS] CONTAINER 显示有关容器的详细信息。

vctl exec [OPTIONS] CONTAINER COMMAND [ARGUMENTS...] 在正在运行的容器内运行命令。

vctl ps [OPTIONS][CONTAINER...] 列出容器，并显示有关容器的基本信息。

vctl rm [OPTIONS] ([CONTAINER...]|--all) 删除一个或多个容器。

vctl run [OPTIONS] IMAGE [COMMAND] [ARGUMENTS...] 从容器映像运行新容器。

注   使用 --volume 选项时，请确保遵循以下事项：

n 指定文件夹的路径。--volume 不支持文件路径。

n 使用绝对路径。不支持相对路径。

n 仅可挂载匿名卷，不支持挂载已命名的卷。

注   使用 --publish 选项时，请确保遵循以下事项：

n vctl 实用程序没有子网或将多个容器连接到子网的链接功能。

要实现多个容器之间的通信，请使用 --publish 选项启动容

器。这会将容器端口绑定到主机端口，以便可以从外部访问容

器提供的服务。

vctl start [OPTIONS] CONTAINER 启动已创建或已停止的容器。

vctl stop [OPTIONS] CONTAINER 停止容器。

vctl inspect [OPTIONS] NAME 显示详细的容器信息。

用于管理 CRX 虚拟机资源的 vctl 命令

命令 说明

vctl execvm [OPTIONS] (vmx|-c=CONTAINER) COMMAND [ARGUMENTS...] 在托管容器的运行中虚拟机内运行命令。

用于管理卷的 vctl 命令

命令 说明

vctl volume prune [flags] 移除所有未使用的本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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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容器映像仓库身份验证的 vctl 命令

命令 说明

vctl login [OPTION] [SERVER] 登录到远程映像仓库。

vctl logout [SERVER] 从远程注销映像仓库。

注  
n 在 macOS 上，凭据保存在钥匙串中。在 Windows 上，凭据保存在凭据管理器中。

n 登录成功后，未来的提取、推送和构建请求将利用已保存的凭据。

n 注销请求会从钥匙串或凭据管理器中删除对应的凭据。

用于使系统环境做好准备以供基于 vctl 的 KIND 使用的 vctl 命令

命令 说明

vctl kind 为基于 vctl 的 KIND 准备系统环境。KIND 使用 vctl 容器作为节

点来运行 Kubernetes 集群。

vctl 命令示例

以下命令行示例在 VMware Fusion 上运行。

与映像相关的命令

n 构建新映像时，要成功从专用 Docker 映像仓库提取基础映像，请首先使用 vctl login 命令登录到

专用 Docker 映像仓库，或者使用 --credential 选项将存储凭据的 JSON 文件传递给 vctl 
build 命令以进行映像仓库身份验证。例如：

a 使用以下命令，以 base64 格式对 Docker 映像仓库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编码：

echo -n USER:PASSWORD | base64

b 使用您的 Docker 映像仓库 URL 和在步骤 1 中生成的 base64 编码字符串创建一个 

config.json 文件。

{
                           "auths": {
                                          "https://index.docker.io/v2/": {
                                                         "auth": "xxxxxxxxxxxxxxx"
                                         }
                            }
}

c 通过将 JSON 文件传递到 vctl build 命令，生成基础映像位于专用 Docker 映像仓库中的新映

像：

vctl build --file Dockerfile --tag docker.io/mynamespace/myrepo:1.0 --
credential config.j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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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容器相关的命令

n 列出正在运行的容器。

vctl ps

n 列出所有容器，包括正在运行的容器和已停止的容器。

vctl ps --all

n 使用与 docker.io/library/nginx:latest 相同的 nginx 映像在分离模式下运行容器。

vctl run --name myContainer -d nginx

n 使用 --publish 选项和 fluentd 映像运行容器，这里的 fluentd 等同于 docker.io/library/
fluentd:latest。

vctl run --name myContainer --publish 24224:24224/udp --publish 
24224:24224 fluentd

n 运行多个容器，并在容器之间启用发现功能和实现通信。

n vctl 实用程序没有子网或将多个容器连接到子网的链接功能。

要实现多个容器之间的通信，请使用 --publish 选项启动容器。这会将容器端口绑定到主机端

口，以便可以从外部访问容器提供的服务。

vctl run --name mydb -m 2048 -e MYSQL_ROOT_PASSWORD=password -p 3306:3306 
mysql

vctl run --name mymatomo -m 4096 -p 8080:80 -e 
MATOMO_DATABASE_HOST=<Host_IP>:3306 matomo

n 使用 --volume 选项和 bonita 映像运行容器，这里的 bonita 等同于 docker.io/library/
bonita:latest。

vctl run --name myContainer -p 8080:8080 --volume ~/Documents/
container:/opt/bonita bonita

与 CRX 虚拟机相关的命令

n 获取对 CRX 虚拟机的 shell 访问权限。

n 通过指定 CRX 虚拟机托管的容器。

vctl execvm --sh -c myContainer

n 通过指定 CRX 虚拟机的 vmx 路径。

注   要获取 vmx 路径，请运行 vctl describe myContainer 命令，并参考输出中的主机虚拟

机值。

vctl execvm --sh <Home_Folder_of_Your_Account>/.vctl/.r/vms/
myContainer/myContainer.v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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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 CRX 虚拟机中执行命令。

n 通过指定 CRX 虚拟机托管的容器。

vctl execvm -c myContainer /bin/ls

n 通过指定 CRX 虚拟机的 vmx 路径。

注   要获取 vmx 路径，请运行 vctl describe myContainer 命令，并参考输出中的主机虚拟

机值。

vctl execvm <Home_Folder_of_Your_Account>/.vctl/.r/vms/myContainer/
myContainer.vmx /bin/ls

清理残留的环境数据

默认情况下，vctl 实用程序会将其所有数据存储在您用户帐户个人文件夹下的 .vctl 文件夹中。

执行以下操作可清理环境数据：

步骤

1 运行 vctl system stop -f 命令以停止所有正在运行的容器并停止容器运行时。

2 运行 vctl system info 命令以检查容器运行时是否已停止。

3 移除 <Home_Folder_of_Your_Account>/.vctl 文件夹。

vctl 实用程序的更改/增强功能

Fusion 12.1.0

n 已将 kind CLI 工具从 v0.8.1 升级到 v0.9.0。

n 已将 kubectl CLI 从 v1.18.6 升级到 v1.19.1。

n 已将匿名卷数据的存储从主机更改为 crx.vmdk。

n 添加了对 kind export logs 命令的支持。

n 添加了 minikube 驱动程序 docker-machine-driver-vmware。

Fusion 12.0

n 启动 vctl 容器运行时以及使用 --publish 选项时不再需要使用管理员密码。

n 添加了支持 KIND 的增强功能，以便 KIND 可以使用 vctl 容器作为节点来运行本地 Kubernetes 集
群。

n 添加了 vctl login 和 vctl logout 命令。

n 添加了 vctl inspect 命令以显示详细的容器信息。

n 添加了指定已挂载卷的访问权限（只读、读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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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添加了 vctl volume prun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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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mrun 命令控制虚拟机 10
您可以在 VMware Fusion 中使用 vmrun 命令行实用工具控制虚拟机，以及在 VMware 虚拟机上自动完

成客户机操作。vmrun 实用工具与 VIX API 库相关联。

以下几节简要说明了 vmrun 实用工具的功能。

电源命令

电源命令控制虚拟机的运行方式。您可以使用电源命令启动（打开电源）、停止（关闭电源）、重置（重

新引导）、挂起、暂停和取消暂停虚拟机。

快照命令

快照捕获拍摄快照时的虚拟机状态，包括虚拟磁盘上的所有数据。以后，您可以使用快照将虚拟机还原为

以前的状态。快照适用于数据备份并作为开发和测试的占位符。您可以使用快照命令列出虚拟机的现有快

照，创建快照，删除快照，以及将虚拟机还原为拍摄快照时的状态。还原为快照并不会恢复运行虚拟机，

即使在拍摄快照时正在运行虚拟机也是如此。

网络适配器命令

通过使用网络适配器命令，您可以控制与虚拟机关联的虚拟网络适配器。您可以使用网络适配器命令列

出、添加、更新和移除网络适配器。

主机网络命令

通过使用主机网络命令，您可以列出主机虚拟网络以及列出、更新或移除端口转发配置。

客户机操作系统命令

通过使用客户机操作系统命令，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客户机操作系统进行交互。

n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运行可执行程序，或者运行您提供的解释的脚本。

n 检查文件或目录在客户机中是否存在，删除文件或目录，重命名文件，列出文件或创建新的目录。

n 将文件从主机拷贝到客户机，或者从客户机拷贝到主机。

n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创建临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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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从主机中添加共享文件夹，在客户机中将共享文件夹指定为可写，或者移除共享文件夹。

n 从客户机中捕获屏幕图像。

n 列出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运行的进程或结束进程。

n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的环境或虚拟机状态中读取或写入变量。

n 获取客户机操作系统的 IP 地址。

所有客户机相关命令的超时为 5 分钟，这是 VMware Tools 的等待时间。

常规命令

常规命令包括执行以下操作的命令：列出所有运行的虚拟机，升级虚拟机硬件版本，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

安装 VMware Tools，检查 VMware Tools 的当前状态以及删除虚拟机。此外，您还可以克隆虚拟机以创

建虚拟机的副本。

模板虚拟机命令

模板虚拟机命令的名称是 downloadPhotonVM。您可以使用该命令下载 VMware Project Photon 操作系

统虚拟机。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使用 vmrun 实用工具

n vmrun 命令的语法

n 在 vmrun 命令中使用鉴定标志

n 运行 vmrun 命令

使用 vmrun 实用工具

不需要进行任何配置以在 Mac OS X、OS X 或 macOS 主机上使用 vmrun 实用工具。

vmrun 实用工具是随 Fusion 提供的，可以直接在终端窗口中运行。

步骤

1 在 Mac 上，打开终端窗口。

2 运行 vmrun 命令以列出命令行选项。

vmrun 命令的语法

vmrun 命令语法可以包含鉴定标志、命令和参数。

以下语法适用于 vmrun 命令。

vmrun [AUTHENTICATION-FLAGS] COMMAND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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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mrun 命令中使用鉴定标志

您可以在 vmrun 命令中使用鉴定标志以提供访问系统所需的信息。

例如，您可以使用鉴定标志指定本地主机类型，因为 vmrun 命令适用于 VMware Workstation 和 

VMware Fusion 主机类型。您还可以使用鉴定标志提供访问加密的虚拟机或客户机操作系统所需的凭证。

鉴定标志必须位于命令和命令参数前面。

vmrun 命令支持以下鉴定标志。

-T hostType

-vp encryptedVirtualMachinePassword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产品类型

-T 标志是可选的。在 Fusion 中运行 vmrun 命令时，fusion 是默认标志。请按以下方式在 Fusion 中使

用 -T 标志。

vmrun -T fusion

加密的虚拟机

加密的虚拟机需要使用密码以执行大多数操作。

-vp encryptedVirtualMachinePassword

客户机操作

客户机操作需要通过客户机操作系统进行鉴定。

可以使用以下标志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指定用户的名称和密码。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运行 vmrun 命令

vmrun 命令具有一些您必须遵循的语法和其他要求。

VMX 文件的路径

VMware 将虚拟机存储为一个包，其中包含虚拟机设置文件文件名.vmx 和虚拟磁盘。

如果需要，您必须提供 .vmx 文件的路径。下面的示例是 Mac OS X、OS X 或 macOS 上 Windows 虚拟

机和 Linux 虚拟机的默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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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创建虚拟机时为其指定了文件位置，否则 Fusion 会将虚拟机软件包存储到默认位置，该默认位置可

能不尽相同。请参见虚拟机的默认文件位置。

vmrun 命令的示例包含 .vmx 文件的相对路径，而不是下面的绝对路径。

n your home directory/Virtual\ Machines.localized/Win10.vmwarevm/Win10.vmx

n your home directory/Virtual\ Machines.localized/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重要说明   对于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的 vmrun 命令，请安装 新的 VMware Tools 软件包，并将 

VMware Tools 保持 新状态（尤其是在更新操作系统后）。

停用对话框

要防止在通过对话框提供用户输入时 vmrun 实用工具失败，您可以停用对话框。

在需要通过对话框提供用户输入的虚拟机上使用 vmrun 实用工具时，该实用工具可能会超时并失败。

要停用对话框，请在虚拟机配置文件 .vmx 文件中插入以下行。

msg.autoAnswer = TRUE

vmrun 命令的语法

vmrun 命令分为几个功能类别。

下表按功能列出了适用于 Fusion 的 vmrun 命令和参数。将在每行中列出一个参数。用方括号括起来的参

数是可选的。竖线表示关键字选项。

vmrun 电源命令和参数

选项 参数 说明

start .vmx 文件的路径

[ gui | nogui ]
启动虚拟机。默认 gui 选项以交互方式启动虚拟机，这是显示 Fusion 界面所必需的。nogui 选项禁

止显示 Fusion 界面（包括启动对话框）以允许使用非交互脚本。

注   要启动加密的虚拟机，请使用 nogui 标志。vmrun 实用工具在加密的虚拟机中不支持 GUI 模

式。

stop .vmx 文件的路径

[ hard | soft ]
停止虚拟机。在运行关机脚本后，请使用 soft 选项关闭客户机电源。可以使用 hard 选项关闭客户机

电源而不运行脚本，就像按电源按钮一样。默认设置是使用 .vmx 文件（如果有）中指定的 

powerType 值。

reset .vmx 文件的路径

[ hard | soft ]
重置虚拟机。在重新引导客户机之前，请使用 soft 选项运行关机脚本。可以使用 hard 选项重新引导

客户机而不运行脚本，就像按电源按钮一样。默认设置是使用 .vmx 文件（如果有）中指定的 

powerType 值。

suspend .vmx 文件的路径

[ hard | soft ]
挂起而不关闭虚拟机，因此，以后可以恢复本地工作。在运行系统脚本后，soft 选项挂起客户机。在 

Windows 客户机上，这些脚本释放 IP 地址。在 Linux 客户机上，这些脚本挂起网络连接。hard 选

项挂起客户机而不运行脚本。默认设置是使用 .vmx 文件（如果有）中指定的 powerType 值。

要在 suspend 命令完成后恢复运行虚拟机，请使用 start 命令。在 Windows 上，将检索 IP 地

址。在 Linux 上，将重新启动网络连接。

pause .vmx 文件的路径 暂停虚拟机。

unpause .vmx 文件的路径 恢复运行暂时停止正常运行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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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run 快照命令和参数

选项 参数 说明

listSnapshots .vmx 文件的路径

[ showtree ]
列出虚拟机中的所有快照。showtree 选项以树形式显示快照，子项缩进到其父项

下面。

snapshot .vmx 文件的路径

快照名称

创建虚拟机的快照。由于 Fusion 支持多个快照，您必须提供快照名称。

由于正斜杠定义路径名，因此，不要在快照名称中使用斜杠字符。否则，以后指定

快照路径将变得非常困难。

deleteSnapshot .vmx 文件的路径

快照名称

[ andDeleteChildren ]

从虚拟机中移除快照。由于 Fusion 支持多个快照，您必须提供快照名称。必须关

闭虚拟机电源或将其挂起。如果快照具有子项，它们将变为删除的快照的父项的子

项，从链末端看后续快照与以前相同。

andDeleteChildren 选项以递归方式删除指定的快照及其子项。

有关名称冲突的解决方案，请参阅 revertToSnapshot。

revertToSnapshot .vmx 文件的路径

快照名称

或

.vmx 文件的路径

快照/"快照 2"/"快照 N"

将虚拟机设置为拍摄快照时的状态。不过，如果在拍摄快照时已打开虚拟机电源，

vmrun 将其还原为已挂起状态，但不会恢复运行虚拟机。

如果快照在虚拟机中具有唯一的名称，请指定虚拟机的配置文件路径和唯一的快照

名称以还原为该快照。

如果几个快照具有相同的名称，请包含快照的完整路径名以指定该快照。路径名是

一系列以正斜杠字符 (/) 分隔的快照名称。每个名称在树中指定新的快照。例如，

路径名 Snap1/Snap2 指定名为 Snap2 的快照，它是根据名为 Snap1 的快照的状

态拍摄的。

vmrun 网络适配器命令和参数

仅 Fusion Pro 支持网络适配器命令。

选项 参数 说明

listNetworkAdapters .vmx 文件的路径 列出虚拟机中的网络适配器。

addNetworkAdapter .vmx 文件的路径

网络适配器类型

[ Host nework ]

将网络适配器添加到虚拟机中。

注   网络适配器类型可以是 nat、hostOnly、bridged 或 custom。在网络适配器为 

nat、hostOnly 或 bridged 时，不需要使用 Host nework 参数。只有在网络适配器

类型为 custom 时，您才需要指定 Host nework 参数的值。例如，vmrun 
addNetworkAdapter .vmx 文件 custom vmnet3。

您必须使用虚拟机的“网络设置”面板或 Fusion 的“网络偏好设置”面板的“自

定”部分中列出的某个名称命名自定虚拟网络。

setNetworkAdapter .vmx 文件的路径

网络适配器索引

网络适配器类型

[ Host nework ]

更新虚拟机中的网络适配器。

注   网络适配器类型可以是 nat、hostOnly、bridged 或 custom。在网络适配器为 

nat、hostOnly 或 bridged 时，不需要使用 Host nework 参数。只有在网络适配器

类型为 custom 时，您才需要指定 Host nework 参数的值。例如，vmrun 
addNetworkAdapter .vmx 文件 custom vmnet3。

您必须使用虚拟机的“网络设置”面板或 Fusion 的“网络偏好设置”面板的“自

定”部分中列出的某个名称命名自定虚拟网络。

deleteNetworkAdapter .vmx 文件的路径

网络适配器索引

从虚拟机中移除网络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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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run 主机网络命令和参数

仅 Fusion Pro 支持主机网络命令。

选项 参数 说明

listHostNetworks 列出主机上的所有网络。

listPortForwardings 主机网络名称 列出主机网络上的所有可用的端口转发。

setPortForwarding 主机网络名称

协议

主机端口

客户机 IP

客户机端口

[Description]

在主机网络上设置端口转发。

注   要防止该命令返回错误，请在 sudo 实用工具中使用该选项。例如，sudo vmrun 
setPortForwarding。

deletePortForwarding 主机网络名称

协议

主机端口

删除主机网络上的端口转发。

注   要防止该命令返回错误，请在 sudo 实用工具中使用该选项。例如，sudo vmrun 
deletePortForwarding。

vmrun 客户机操作系统命令和参数

所有客户机相关命令的超时为 5 分钟，这是 VMware Tools 的等待时间。

选项 参数 说明

runProgram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 -noWait | 
-activeWindow | 
-interactive ]
程序名称

[ 程序参数 ]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运行指定的程序。在客户机中启动该程序

后，-noWait 选项立即返回一条提示，而不是等待该程序完成。该选项适

用于交互式程序。-activeWindow 选项确保显示 Windows GUI，而不是

将其 小化。它对 Linux 无效。-interactive 选项强制进行交互式客户

机登录。该选项适用于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的客户

机，以便在控制台窗口中显示该程序。您必须提供客户机可访问的程序的

完整路径名。根据程序的要求，还要为程序参数中指定的任何文件提供可

完全访问的路径名。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客户机登录名。

fileExists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检查指定的文件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是否存在。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客户机登录名。

directoryExists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客户机上的目录路径

检查指定的目录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是否存在。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客户机登录名。

setSharedFolderState .vmx 文件的路径

共享名称

主机上的文件夹的路径

writable | readonly

修改在主机和客户机虚拟机之间共享的指定文件夹的可写性状态。共享名称 

参数值是客户机文件系统中的装载点。主机上的文件夹的路径 参数值是在主

机上导出的目录。要将共享文件夹指定为可写或只读，请包含 writable 
或 readonly 参数。

addSharedFolder .vmx 文件的路径

共享名称

主机上的文件夹的路径

添加要在主机和客户机之间共享的文件夹。虚拟机必须正在运行，

addSharedFolder 选项才会生效。共享名称 参数值是客户机文件系统中的

装载点。主机上的文件夹的路径 参数值是在主机上导出的目录。在 

Windows 客户机上，在 runProgramInGuest、fileExistsInGuest 和 

directoryExistsInGuest 选项中显示共享文件夹之前可能会出现延迟。

removeSharedFolder .vmx 文件的路径

共享名称

移除客户机虚拟机对主机上的共享文件夹的访问权限。虚拟机必须正在运

行，removeSharedFolder 选项才会生效。共享名称 参数值是客户机文件

系统中的装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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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参数 说明

enableSharedFolders .vmx 文件的路径

[runtime]
允许 .vmx 文件指定的客户机虚拟机与其主机共享文件夹。在启用后，请

运行 addSharedFolder 选项以指定要共享的每个主机文件夹。可选的 

[runtime] 参数限制文件夹共享，直到关闭虚拟机电源为止。否则，该设

置在下次启动时仍然有效。

注   在关闭并重新启动客户机后，enableSharedFolders 选项将生效。不

会显示任何错误消息。

disableSharedFolders .vmx 文件的路径

[runtime]
禁止 .vmx 文件指定的客户机虚拟机与其主机共享文件夹。可选的 

[runtime] 参数限制将停止应用于文件夹共享，直到关闭虚拟机电源为

止。否则，该设置在下次启动时仍然有效。

注   在关闭并重新启动客户机后，disableSharedFolders 选项将生效。

不会显示任何错误消息。

listProcesses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列出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运行的所有进程。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

效的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

killProcess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进程 ID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停止指定的进程。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

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进程 ID 

可以是在 listProcessesInGuest 选项输出中的 pid= 后面列出的任意编

号。

runScript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 -noWait | 
-activeWindow | 
-interactive ]
解释程序路径

脚本文本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运行指定的命令脚本。有关选项说明，请参阅 

runProgramInGuest 条目。解释程序路径 选项运行脚本。提供脚本的完整

文本，而不是文件名。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客户机登录名。

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

deleteFile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客户机上的文件的路径

从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删除指定的文件。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

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

createDirectory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客户机上的目录路径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创建指定的目录。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

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

deleteDirectory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客户机上的目录路径

从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删除指定的目录。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

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

createTempfile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创建一个临时文件，然后返回创建的临时文件的路径

名。路径名因操作系统而异。您可以运行 deleteFileInGuest 选项以移除

该文件。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

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

listDirectory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客户机上的目录路径

列出客户机操作系统中的指定目录的内容。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

效的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

CopyFileFromHostTo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主机上的文件路径

客户机中的文件路径

将文件从主机拷贝到客户机操作系统。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

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在目标

文件名或客户机文件名前面指定源文件名或主机文件名。

CopyFileFromGuestToHost .vmx 文件的路径

客户机中的文件路径

主机上的文件路径

将文件从客户机操作系统拷贝到主机。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

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在目标

文件名或主机文件名前面指定源文件名或客户机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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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参数 说明

renameFileInGuest .vmx 文件的路径

原始文件名

新文件名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重命名或移动文件。需要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

的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在目

标文件名前面指定源文件名或原始文件名。

connectNamedDevice .vmx 文件的路径

设备名称

将命令中指定的设备连接到客户机操作系统。只有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后，

您才能运行该命令。您可以使用设备名称，例如，sound、serial0、

Ethernet0 和 sata0:1 等。

注   在使用 vmrun connectNamedDevice 命令将断开连接的 sound 设备连

接到运行的虚拟机后，关闭虚拟机电源可能会将 sound 设备与虚拟机断开

连接，即使虚拟机设置将 sound 设备列出为已连接。

disconnectNamedDevice .vmx 文件的路径

设备名称

将命令中指定的设备与客户机操作系统断开连接。只有在打开虚拟机电源

后，您才能运行该命令。您可以使用设备名称，例如，sound、serial0、

Ethernet0 和 sata0:1 等。

注   在使用 vmrun disconnectNamedDevice 命令将连接的 sound 设备与运

行的虚拟机断开连接后，关闭虚拟机电源可能会将 sound 设备重新连接到

虚拟机，即使虚拟机设置将 sound 设备列出为已断开连接。

captureScreen .vmx 文件的路径

主机上的输出路径

将虚拟机屏幕捕获到一个本地文件。主机上的指定输出文件采用 PNG 格
式。需要具有有效的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

录到客户机。

writeVariable .vmx 文件的路径

[ guestVar | 
runtimeConfig | 
guestEnv ]
变量名称

变量值

将变量写入到虚拟机状态或客户机中。您可以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设置非

永久性客户机变量 guestVar、运行时配置变量 runtimeConfig（存储

在 .vmx 文件中）或环境变量 guestEnv。客户机变量是一个仅运行时值，

它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以将运行时值传入和传出客户机。环境变量需要

使用 VMware Tools 和有效的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客户机。对于 Linux，设置客户机环境还需要使用 root 登

录名。

readVariable .vmx 文件的路径

[ guestVar | 
runtimeConfig | 
guestEnv ]
变量名称

从虚拟机状态或客户机中读取变量。您可以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获取客户

机变量、.vmx 文件中存储的运行时配置或环境变量。读取 guestEnv 变量

需要具有有效的客户机登录名。例如，您可以使用 -gu 和 -gp 选项登录到

客户机。有关变量类型的说明，请参阅 writeVariable 条目。

getGuestIPAddress .vmx 文件的路径

[ -wait ]

检索客户机的 IP 地址。

在使用 [ -wait ] 选项时，该命令一直等到具有可用的 IP 地址。例如，

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后，才会具有可用的 IP 地址。如果网络未准备就绪，该

命令立即返回到命令行提示符。

vmrun 常规命令和参数

选项 参数 说明

list 列出所有运行的虚拟机。

upgradevm .vmx 文件的路径 将虚拟机升级到当前虚拟硬件版本。如果虚拟硬件版本是支持的 新版本，则

该命令无效。

关闭虚拟机电源，例如，使用 vmrun stop 命令。等待较短的时间以完成该命

令，然后运行 vmrun upgradevm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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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参数 说明

installTools .vmx 文件的路径 准备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中安装 VMware Tools。在已启用自动运行的 

Windows 客户机中，VMware Tools 安装程序将自行启动。在未启用自动运

行的 Linux 客户机中，该命令将虚拟 CD-ROM 驱动器连接到适用于客户机的 

VMware Tools ISO 映像，但不会启动该安装程序。

您必须执行额外的手动步骤以完成安装，如产品文档中所述。

checkToolsState .vmx 文件的路径 检查客户机中的 VMware Tools 的状态。可能的状态为 unknown、installed 
和 running。

deleteVM .vmx 文件的路径 删除虚拟机。

clone .vmx 文件的路径

目标 .vmx 文件路径

full|linked
[-snapshot=Snapshot Name]
[-cloneName=Name]

仅 Fusion Pro 支持 clone 选项。

创建虚拟机的副本。

vmrun 模板虚拟机命令和参数

选项 参数 说明

downloadPhotonVM 下载的虚拟机的保存路径 下载 VMware Project Photon 操作系统虚拟机。

vmrun 命令示例

以下命令行示例在 VMware Fusion 上运行。Ubuntu16 是适用于 Linux 的虚拟机示例，Win10 是适用于 

Windows 的虚拟机示例。

重新引导命令

n 重新引导虚拟机。

vmrun reset Win10.vmwarevm/Win10.vmx soft

快照命令

n 创建虚拟机的快照。

vmrun snapshot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mySnapshot

n 列出虚拟机上的快照，从而显示在上一命令中创建的快照。

vmrun listSnapshots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n 还原为您创建的快照（这会挂起虚拟机），并重新启动以恢复运行。

vmrun revertToSnapshot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mySnapshot

vmrun start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n 指定快照名称以将其删除。

vmrun deleteSnapshot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my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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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适配器命令

n 列出虚拟机上的所有网络适配器。

vmrun listNetworkAdapters Win10.vmwarevm/Win10.vmx

n 将 NAT 网络适配器添加到虚拟机中。

vmrun addNetworkAdapter Win10.vmwarevm/Win10.vmx nat

主机网络命令

n 列出主机上的所有网络。

vmrun listHostNetworks 

n 使用提供的主机网络名称、协议、主机端口、客户机 IP 地址、客户机端口和说明示例，在主机网络上

添加端口转发。

sudo vmrun setPortForwarding vmnet2 tcp 8082 1.1.1.2 88 portforwarding-description

运行客户机应用程序

大多数 vmrun 客户机操作要求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上安装 VMware Tools。

n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以 小化方式启动该命令工具。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ProgramInGuest Win10.vmwarevm/Win10.vmx 
-interactive cmd.exe

n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将该命令工具作为桌面上的活动窗口启动。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ProgramInGuest Win10.vmwarevm/Win10.vmx 
-activeWindow -interactive cmd.exe

n 以 Perl 作为脚本解释程序，在 Windows 客户机上运行脚本。下面是两个单独示例。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ScriptInGuest Win10.vmwarevm/Win10.vmx 
-interactive "C:\perl\bin\perl.exe" "system('notepad.exe');"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ScriptInGuest Win10.vmwarevm/Win10.vmx 
-interactive "" "C:\perl\perl.exe C:\script.pl"

n 运行批处理脚本并随后保持运行。要在 Windows 上使用 cmd.exe，您必须将脚本解释程序指定为 

Null。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ScriptInGuest Win10.vmwarevm/Win10.vmx "" 
"cmd.exe /k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vcvarsall.bat\" x86"

n 在 Linux 客户机上运行 Bash shell 脚本文件或 Perl 脚本。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ScriptInGue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interactive "" "/bin/bash myscript"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ScriptInGue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interactive "/usr/bin/perl" "system('fire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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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 Linux 客户机上启动 X 时钟，这需要在控制台上显示 -display 选项。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ProgramInGue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usr/bin/xclock -display :0

n 运行相同的 X 时钟命令，但将控制权立即返回给控制台。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ProgramInGue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noWait /usr/bin/xclock -display :0

n 运行 Firefox。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ProgramInGue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usr/bin/firefox --display=:0

n 使用 guestEnv 参数设置客户机环境需要在 Linux 上具有 root 权限，因为该更改影响其他用户发出的

后续命令。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writeVariable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guestEnv SRC tmp.example.com:1666

n 列出 Linux 客户机中的进程并结束编号为 8192 的进程。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listProcessesInGue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killProcessInGuest U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8192

n 在 Linux 客户机上运行 Perl 脚本以从文件中移除 DOS 样式的回车。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ProgramInGue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usr/bin/perl -e "open(FILE, '>/tmp/unix.txt'); while (<>) { s/
\r\n/\n/ ; print FILE}" /tmp/dos.txt

n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运行 Perl 脚本以在文件中插入 DOS 样式的回车。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runProgramInGuest Win10.vmwarevm/Win10.vmx 
C:\cygwin\bin\perl.exe -e "open(FILE, ‘>C:\Users\user\dos.txt’); while (<>) 
{ s/\n/\r\n/ ; print FILE}" C:\Users\guestUser\unix.txt

客户机到主机文件操作

n 要将文件从主机拷贝到客户机，用户必须具有目标的写入权限。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copyFileFromHostToGue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img.db /tmp/img.db

n 要将文件从客户机拷贝到主机，用户必须具有源文件的读取权限。

vmrun -gu guestUser -gp guestPassword copyFileFromGuestToHost Ubuntu16.vmwarevm/
Ubuntu16.vmx /home/username/addr addr.txt

n 启用共享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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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run enableSharedFolders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n 将 Mac 主机上的文件夹与特定 Linux 客户机共享。

注   在共享文件夹之前，您必须使用 enabledSharedFolders 选项启用这些文件夹，或者在虚拟机的

共享设置面板中选择启用共享文件夹以执行该操作。在 Linux 客户机上，可以共享 /mnt/hgfs 目

录，但也可以将其他目录作为共享文件夹。

vmrun addSharedFolder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sharedFolderName ~/Share

n 将共享文件夹指定为只读或删除共享文件夹。

注   默认情况下，共享文件夹是可写的。

vmrun setSharedFolderState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sharedFolderName ~/Share 
readonly

vmrun removeSharedFolder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sharedFolderName

注   在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的客户机上，仅 Administrator 帐户可以使用 

copyFileFromHostToGuest 和 deleteFileInGuest 选项在 C:\ 和系统文件夹中写入和删除文件，或

者使用 createDirectoryInGuest 和 deleteDirectoryInGuest 选项修改系统目录。常规用户无法执

行这些操作，即使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也是如此。

客户机变量和环境

n 从主机中，在虚拟机上设置客户机变量。

vmrun writeVariable Win10.vmwarevm/Win10.vmx guestVar vmstartdate 21April2017 

n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上，读取刚设置的客户机变量。

> rpctool.exe "info-get guestinfo.vmstartdate"

$ vmware-rpctool "info-get guestinfo.vmstartdate"

n 从主机中，在 Linux 虚拟机上设置客户机环境变量，并将环境变量写入到临时文件以进行验证。

vmrun writeVariable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guestEnv LD_LIBRARY_PATH /usr/local/lib
Guest user: root
Guest password:

vmrun runScriptInGuest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bin/bash "/usr/bin/env > /tmp/
env.out"
Guest user: root
Guest password:

注   在 vmrun 命令中使用 runScriptInGuest 选项时，不会向主机发送任何输出。请在客户机上

的 /tmp/env.out 文件中查找命令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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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 Linux 客户机上，确定 IP 地址并在客户机变量中设置该地址。

$ ipaddr=`ifconfig eth0 | grep inet.addr`
$ vmware-rpctool "info-set guestinfo.theip $ipaddr"

n 从主机中，检索刚为客户机设置的 IP 地址。

vmrun readVariable Ubuntu10/Ubuntu10.vmx guestVar theip

常规命令

n 列出运行的虚拟机。

vmrun list
Total running VMs: 2
Absolute-path-to-virtual-machine.vmx

Absolute-path-to-virtual-machine.vmx

n 准备安装 VMware Tools。

vmrun installTools Ubuntu16.vmwarevm/Ubuntu16.vmx

模板虚拟机命令

n 下载 VMware Project Photon 操作系统虚拟机。

vmrun downloadPhotonV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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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Mware Fusion REST API 11
Fusion REST API 对于 Fusion 和 Fusion Pro 均可用，您可以使用该 REST API 以编程方式与核心 

VMware Hypervisor 和虚拟机进行交互。

Fusion REST API 概述

您可以通过 HTTP 和 HTTPS 发送标准 GET、PUT、POST 和 DELETE 请求来控制配置和部署选项。例如，

您可以使用 Fusion REST API 来执行电源操作。您可以执行与网络相关的操作，例如创建和更新虚拟网卡

配置，以及从虚拟机中检索 IP 地址。您还可以配置共享的文件夹。响应负载以 JSON 格式提供。

Fusion REST API 注意事项

使用 Fusion REST API 时，请牢记以下注意事项。

n Fusion REST API 服务依赖于 vmrest 进程。

n vmrest 服务以启动此服务的用户身份运行。例如，sudo vmrest 命令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使用 VMware Fusion REST API 服务

使用 VMware Fusion REST API 服务

您可以从本地计算机访问 Fusion REST API。

注   要联机查看 Fusion API，请在 VMware API Explorer 中搜索相应版本的 VMware Fusion API。

步骤

1 在您的 Mac 上安装 Fusion。

2 在首次启动 REST API 服务之前，请设置您的凭据。

a 在终端窗口中，运行 vmrest -C 命令。

b 出现提示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随后启动 REST API 时将无需设置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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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REST API 服务以进行 HTTP 和 HTTPS 访问。

您可以配置 REST API 服务以允许通过 HTTP 或 HTTPS 进行本地访问。

n 提供 HTTP 服务。

a 在终端窗口中，运行 vmrest 命令。

该命令返回 IP 地址和端口号，您可以通过该 IP 地址和端口号访问 HTTP 服务。默认 IP 地址

为 127.0.0.1:8697。

b 打开 Web 浏览器并转到 http://address-returned-by-vmrest-command。

c 点按 Fusion API Explorer 页面右上角的授权。

d 要进行身份验证，请输入您在步骤 2 中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n 提供 HTTPS 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当您使用 vmrest 命令启动 REST API 服务时，您必须结合使用 -c 和 -k 选项来

指定证书和私钥。

a 在终端窗口中，运行相应命令以生成证书和私钥。

下面的命令示例可生成基于 OpenSSL 的自签名证书和私钥。

openssl req -x509 -newkey rsa:4096 -keyout fusionapi-key.pem -out fusionapi-
cert.pem -days 365 -nodes

b 要启动 Fusion REST API 服务，请运行以下命令。将占位符替换为证书文件的完整路径以及

私钥文件的完整路径。

vmrest -c certificate-file -k private-key-file

该命令会返回一个地址，您可以通过该地址访问 HTTPS 服务。

c 打开 Web 浏览器并转到 https://address-returned-by-vmrest-command。

d 点按 Fusion API Explorer 页面右上角的授权。

e 要进行身份验证，请输入您在步骤 2 中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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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Fusion 12
您可以使用几种方法将 Fusion 升级到新版本。

可以使用以下步骤升级 Fusion。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使用自动更新升级 Fusion

n 通过下载升级 Fusion

n 在评估期结束后，将 Fusion 升级到完全许可版本

n 升级 VMware Tools 

n 卸载 Fusion

n 强制退出虚拟机进程

使用自动更新升级 Fusion

Fusion 具有一个内置软件更新程序，可以检查 Fusion 和 VMware Tools 更新以及下载和安装这些更新。

如果在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中选中了自动检查更新复选框，Fusion 将在每次启动时检查更新。如

果 Fusion 检测到新版本，它将显示软件更新窗口。软件更新窗口包含以下选项。

跳过此版本

如果不想升级到所述的版本，请选择该选项。Fusion 将在以后的任何自动更新检查中忽略该版本。如

果以后改变了主意，您可以选择 VMware Fusion > 检查更新以使 Fusion 再次显示软件更新窗口。

稍后提醒我

Fusion 关闭软件更新窗口。下次启动 Fusion 时，将显示软件更新窗口。

下载并安装

Fusion 将更新文件下载到 Mac 并安装这些更新。

前提条件

确认在 VMware Fusion > 偏好设置中选中了自动检查更新复选框。

虽然 Fusion 可能会在此过程中关闭运行的虚拟机，但 VMware 建议您在开始之前手动关闭或挂起虚拟

机。

VMware, Inc. 183



步骤

1 在软件更新窗口中，点按下载并安装。

Fusion 将更新文件下载到 Mac 中。

2 在出现“准备好安装更新”提示时，关闭任何运行的虚拟机，然后点按安装并重新启动。

Fusion 将更新文件下载到 Mac 中，在安装过程中显示进度条，并在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

通过下载升级 Fusion

如果使用早期版本的 Fusion，您可以从 VMware 网站中手动下载 Fusion 磁盘映像以升级到当前版本。

如果要升级 Fusion，VMware 建议您先移除在 Mac 上安装的 Fusion 版本。安装、升级和卸载 Fusion 的
过程不会修改现有的虚拟机。

前提条件

请确认已关闭所有虚拟机，并且未运行 Fusion。

步骤

1 将以前版本的 Fusion 拖到废纸篓中。

Fusion 位于 Mac 上的“应用程序”文件夹中。

2 从 VMware 网站中下载 Fusion，网址为 http://www.vmware.com/mac/。

a 点按下载链接，然后打开电子下载发行版的后续链接。

b 点按下载链接，并将应用程序存储在 Mac 中。

Fusion 磁盘映像将存储到默认下载目录中。文件名是 VMware-Fusion-x.x.x-
xxxxxx_universal.dmg，其中 x.x.x 是应用程序版本，xxxxxx 是下载版本的内部版本号。

3 连按 VMware-Fusion-x.x.x-xxxxxx_universal.dmg 文件以进行装载。

4 连按 VMware Fusion 图标以将 Fusion 拷贝到 Mac，然后启动该应用程序。

在评估期结束后，将 Fusion 升级到完全许可版本

在使用免费评估版后或现有许可过期后，您必须在 VMware 网站上购买许可才能继续使用 Fusion。

步骤

1 选择 VMware Fusion > 立即购买或者输入许可。

使用 VMware Fusion

VMware, Inc. 184

http://www.vmware.com/mac/


2 为 Fusion 安装授予许可。

选项 操作

您具有许可密钥 输入许可密钥。

您没有许可密钥 a 点按购买。

b 在 VMware 网站上的 VMware Fusion 页中，选择要购买的 Fusion 版本，然

后点按相应的按钮。

c 按照说明完成订购。

 

升级 VMware Tools

您可以手动升级 VMware Tools，也可以配置虚拟机以检查并安装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在开启虚拟机时，客户机操作系统将检查 VMware Tools 版本。如果有新版本，虚拟机的状态栏将显示一

条消息。

对于 vSphere 虚拟机，

此虚拟机可使用更高版本的 Tools (A newer version of Tools is available for this VM)

会在安装的 VMware Tools 版本过期时显示。

在 Windows 虚拟机中，您可以将 VMware Tools 设置为在具有可用升级时通知您。如果启用了该通知选

项，在具有可用的 VMware Tools 升级时，Windows 任务栏中的 VMware Tools 图标将带有黄色警告图

标。

要安装 VMware Tools 升级，您可以使用与 初安装 VMware Tools 时相同的步骤。升级 VMware Tools 
意味着安装新版本。

对于 Windows 和 Linux 客户机操作系统，您可以将虚拟机配置为自动升级 VMware Tools。虽然在开启

虚拟机时执行版本检查，但在关闭或重新启动虚拟机时，将在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上执行自动升

级。在升级过程中，状态栏将显示正在安装 VMware Tools... 消息。下面介绍了此过程。

注   在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上升级 VMware Tools 时，将自动安装 WDDM 图形驱动程序。WDDM 
图形驱动程序在客户机操作系统电源设置中提供睡眠模式以调整睡眠选项。例如，可以使用睡眠模式设置

更改计算机睡眠时间将客户机操作系统配置为在特定时间后自动进入睡眠模式，或者禁止客户机操作系统

在闲置一段时间后自动切换到睡眠模式。 

特定版本的 VMware 产品中的某些功能可能取决于是否安装或升级到该版本中包含的 VMware Tools 版
本。并非始终需要升级到 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较新版本的 VMware Tools 与一些主机版本兼容。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升级，请评估您的环境是否需要使用添加的功能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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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Fusion

卸载 Fusion 不会修改现有的虚拟机。

卸载 Fusion

您可以从“应用程序”文件夹中卸载 Fusion。

前提条件

关闭或挂起所有运行的虚拟机，然后退出 Fusion。

步骤

u 将 VMware Fusion 应用程序从 Mac 上的“应用程序”文件夹拖到废纸篓中。

强制退出虚拟机进程

如果您的电脑禁止升级或卸载 Fusion，则可能需要使用 Mac 活动监视器纠正该问题。

在极少数情况下，在某些虚拟机进程仍在运行时，虚拟机中的操作系统意外退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无

法升级或卸载 Fusion。在这种情况下，安装或卸载助理可能会显示一条消息，指出您无法安装或卸载 

Fusion。要解决该问题，您可以使用 Mac 活动监视器强制退出虚拟机进程。

步骤

1 在 Finder 中，选择应用程序 > 实用工具，然后连按活动监视器以打开活动监视器。

2 选择所有进程。

3 在进程名称列中，选择 VMware Fusion。

4 选择显示 > 退出进程。

5 在退出进程窗口中，选择强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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