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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主机迁移服务SMS各特性版本的功能发布和对应的文档动态，新特性将在
各个区域（Region）陆续发布，欢迎体验。

2021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版SMS控制台
上线

● 创建迁移参数模板：快速
完成网络类型、网络限
流、是否持续同步、区域
_项目等参数设置。

● 创建虚拟机配置模板：快
速完成虚拟私有云、子
网、安全组等参数。

商用 创建迁移参数模
板

创建虚拟机配置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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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设置迁移目的端
支持配置“是否
支持持续同步”
功能

● 否：若不选择持续同步，
迁移完成后会自动启动目
的端，若要同步新增数
据，请单击操作列的“开
始”，将增量数据同步至
目的端服务器。

● 是：若选择持续同步，服
务器会进入持续同步阶
段，该阶段服务器会定时
同步增量数据。如果要完
成整个迁移，请执行“启
动目的端”或者“克隆目
的端”操作。

商用 设置迁移目的端

 

2020 年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版SMS控制台
上线

● 持续同步：全量复制完成
后自动进入持续同步，无
需手动“同步”。

● 克隆服务器：启动目的端
前，您可克隆出一台新的
弹性服务器进行业务测
试，测试无误后再启动目
的端。

● 项目管理：支持以迁移项
目方式管理您的迁移服务
器。

商用 主机迁移服务使
用流程

2 主机迁移服务新
增锁定服务器功
能

开始服务器复制后自动锁定
目的端，禁止用户操作目的
端导致迁移失败，提高迁移
成功利用率。

商用 为什么迁移过程
中目的端ECS会
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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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迁移到华为
云包租期ECS

您可以将源端服务器迁移到
“包年/包月”和“按需计
费”这两种计费模式的弹性
云服务器，可根据需求选择
对应计费模式的弹性云服务
器。

商用 如何选择目的端
服务器

 

2019 年 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传迁移日志功
能上线，帮助您
更快更方便的反
馈问题

当您创建的迁移任务执行失
败，需要主机迁移服务技术
支持协助您解决时，为了方
便技术人员定位问题，您可
以通过上传迁移日志功能把
日志发给主机迁移服务。

商用 上传迁移日志

 

2018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视频帮助专区新
上线，带您快速
熟悉主机迁移服
务

主机迁移服务视频帮助专区
提供产品介绍、操作指导等
视频，帮助用户充分了解及
快速使用主机迁移服务。目
前已上线创建并启动
Windows和Linux迁移任务的
操作视频。

商用 -

 

2018 年 1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专线或VPN
的迁移网络类
型，您可以使用
任意网络类型进
行迁移

源端数据会通过内部网络传
输到目的端服务器，需要用
户提前建立专线或者VPN通
道。

商用 设置迁移目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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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2 提供迁移完成后
激活Windows系
统的目的端服务
器的方法

使用主机迁移服务把一台
Windows系统的源端服务器
迁移到华为云弹性云服务器
上后，需要利用华为云的
License服务器重新激活目的
端服务器License。

商用 迁移完成后，如
何激活Windows
系统的目的端服
务器？

 

2018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主机迁移服务新
上线，助您快速
完成上云迁移

特性介绍:
主机迁移服务（Server
Migration Service）是一种
P2V/V2V迁移服务，可以帮
您把X86物理服务器，或者
私有云、公有云平台上的虚
拟机迁移到华为云弹性云服
务器上，从而帮助您轻松地
把服务器上的应用和数据迁
移到华为云。

适用场景：

● OS迁移

● 应用迁移

● 数据库迁移

商用 主机迁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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