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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 - 三種服務模式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將商用軟體Host在資料中心，以網路存取的方式提供服務；
依訂閱(Subscription)或計次付費(Pay-per-use)的型式收費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方式一：提供開發應用程式的市集，依流量、資源使用量向

使用者收費
方式二：程式設計師可以向服務提供廠商在網路上「租用一

台電腦」，只要能連上網路，該台「租的電腦」具
備所有程式設計師所需的軟硬體環境。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企業用戶可以依照所需要的電腦與網路設備等資源(CPU、
OS、Storage)，隨時向服務提供廠商訂購服務，並可即時更
改需求設定，並依CPU／Hr、GB或Gbps使用量計費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9年7月



兩大研究方向：你該選「雲」還是「端」?

雲

端集中，大廠
Centerized，
Enterprise

多元，中小廠
Diversify，

SMB

研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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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應用程式

雲端應用程式

網頁應用程式
• HTML5

• ”A vocabulary and associated APIs for HTML and 
XHTML”

• HTML5 ~= HTML + JavaScript (+CSS)

• Web Application

• 2004年Mozilla、Opera在W3C提出HTML WG

• 2004年Apple、Mozilla與Opera 成立WHAT WG(Web
Hypertex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

• Google的加入成為會員

• 2006年HTML5回歸W3C

• 一些網路應用程式越來越依賴Java Script引擎



雲端應用程式

雲端應用程式

行動平台應用程式－Android

• ARM架構的中央處理器

• 2008年，Patrick Brady於Google I/O演講「Anatomy & 

Physiology of an Android」，並提出的Android HAL架構

• HAL(Hardware Abstraction Libraries)的目的是為了把
Android framework與Linux kernel隔開

• Dalvik虛擬機器－Java

• 2.3（Gingerbread 薑餅）－手機

• 3.0.1/3.1/3.2（Honeycomb 蜂巢）– 平板專用

• 4.0（Ice Cream Sandwich 冰淇淋三明治）－ 二合一

• 2011年11月24日





雲端應用程式

雲端應用程式

行動平台應用程式－ iOS

• ARM架構的中央處理器

• Darwin為基礎－蘋果電腦於2000年所釋出的一個開放原
始碼作業系統

• iOS的系統架構分為四個層次

• 可輕觸層（the Cocoa Touch layer）

• 媒體層（the Media layer）

• 核心服務層（the Core Services layer）

• 核心操作系統層（the Core OS layer）

• 系統操作佔用大概240MB的記憶體空間



Google：作業系統+瀏覽器+網路應用

• Google除了既有的各種應用服務之外，於2008年相繼推出了網路瀏覽器（Chrome）以
及行動作業系統（Android），搶攻行動雲端應用大餅的意味濃厚

• 目前Google已提供其各式應用服務的行動版本，使用者透過行動設備（Mobile Device）
與瀏覽器便可透過網路進行存取，不需安裝額外軟體（地圖應用除外）

資料來源：Google，資策會MIC整理，2009年5月



Chrome OS

來源：http://www.chromium.org/chromium-os



網頁應用程式

破除傳統網頁應用程式無法離線運作

Google的理想－ 網頁應用程式的誕生

解決離線運作的問題，HTML增加兩個特色
• 離線網頁程式

• 用戶端的資料庫(Web Storage)

解決網頁應用程式與Server互動
• WebSocket

• server sent event

解決網頁應用程式視覺效果
• WebGL

• Canvas

DEMO



實際應用- 雲端工具



個人雲端應用的工具

取代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中常用軟體，例如：

線上電子郵件
• GMail、Yahoo Mail…

線上影音
• Youtube、Hichannel、土豆網…

線上轉檔(格式轉換)

• 音樂、影片、影像、文件、電子書、壓縮檔…

• http://www.online-conv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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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轉檔(格式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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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雲端應用的工具(cont.)

線上掃毒(幾乎每個防毒軟體
公司都提供)

檔案與網站線上掃毒

• http://www.virustotal.com/

• http://www.microsoft.com/secu

rity/scanner/zh-tw/default.aspx

(僅限IE）

網路安全線上掃描

• http://security.symantec.com/s

scv6/default.asp?langid=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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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雲端應用的工具(cont.)

線上文書處理-免費office
微軟線上文書軟體Office Web Apps on SkyDrive

• http://office.live.com/?docsf=1

Google Docs
• https://docs.google.com/

線上流程圖
• http://www.diagram.ly/

線上文件分享
Scribd 採用Flash Paper技術

• http://www.scribd.com/

投影片分享
• http://www.slideshar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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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應用- Google線上應用程式



Google線上服務

Google的版圖
搜尋引擎

翻譯

地圖與Google 地球

閱讀器

新聞

書籤

圖書

Gmail電子郵件

iGoogle個人化首頁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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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搜尋引擎

Google搜尋

一般搜尋

檔案搜尋

圖片搜尋

新聞搜尋



Gmail功能介紹

操作介面介紹
會話群組

附件檢視

通訊錄



Gmail郵件的管理

搜尋功能

標籤功能

套用及新增標籤

移動郵件

標籤管理

為標籤上色

篩選功能

設定\篩選器



Gmail優點

7.6G大容量及優良的管理介面(增加當中)

垃圾信過濾機制與方便的篩選器

過濾可疑信件

支援匯入多種網頁式電子郵件（含通訊錄）及
pop3信箱

最多能收五組外部pop3信箱，下載至Gmail

使用其它Email信箱地址寄送郵件

提供pop3/imp服務，利用outlook備份郵件



Google線上文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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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Docs－簡報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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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閱讀器

什麼是RSS？
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是一種用來分發
和匯集網頁內容 (例如新聞標題) 的 XML 格式。透
過 RSS 的使用，供應網頁內容的人可以很容易地
產生並傳播新聞鏈結、標題和摘要等資料。 。

功能
新增RSS訂閱

搜尋RSS來源

新增外部的RSS

管理訂閱項目

匯入/匯出訂閱項目



Google閱讀器



Google新聞

http://news.google.com.tw/

個人化設定

選擇新聞語言

選擇新聞區段

調整新聞區段

新增新聞標準區段

搜尋關鍵字新聞並加入新聞區段

http://news.google.com.tw/nwshp?hl=zh-TW&tab=nn


Google新聞



Google地圖

尋找地標

標準搜尋格式
• 地址搜尋法

• 景點搜尋法

• GPS座標搜尋法

進階搜尋格式

更多顯示選項
• 衛星模式

• 地形模式

• 更多圖層



Google地圖



Google地圖使用

路徑規劃
使用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

使用步行



管理地標

新增地標

分享地標



3D街景

我們將「街景服務」當作是地圖的放大極限。如
果您將地圖放到最大，就會自動啟動「街景服務」
功能，讓您瞬間猶如置身街頭

探索您夢寐以求的旅遊景點，如英國大笨鐘、雪
梨歌劇院、時代廣場、巴黎鐵塔、羅馬競技場等
等 。

台灣目前全台都提供服務，

只有一些山區還不行

http://maps.google.com.tw/maps?f=q&source=s_q&&geocode=&q=london&sll=37.0625,-95.677068&sspn=42.716829,87.011719&ie=UTF8&ll=51.500836,-0.121708&spn=0.065826,0.169945&z=13&layer=c&cbll=51.500809,-0.121453&panoid=UOKxpiBRud0UiLeOvQY3BQ&cbp=12,236.28524551968158,,0,-7.818181818181821
http://maps.google.com.tw/maps?f=q&source=s_q&&geocode=&q=sydney, australia&sll=-33.85429,151.207623&sspn=0,359.980323&ie=UTF8&layer=c&cbll=-33.854373,151.209746&panoid=mWTOERO7ndfqy7o6fYkmKQ&cbp=12,118.85,,0,3.63&ll=-33.853952,151.209769&spn=0,359.978113&z=16
http://maps.google.com.tw/maps?f=q&source=s_q&&geocode=&q=sydney, australia&sll=-33.85429,151.207623&sspn=0,359.980323&ie=UTF8&layer=c&cbll=-33.854373,151.209746&panoid=mWTOERO7ndfqy7o6fYkmKQ&cbp=12,118.85,,0,3.63&ll=-33.853952,151.209769&spn=0,359.978113&z=16
http://maps.google.com.tw/maps?f=q&&q=&layer=c&cbll=40.758494,-73.985126&cbp=12,53.31229810160811,,0,-19.896715140577697&ie=UTF8&om=1&panoid=DK9Dj8cynpLwgcof7otkBA&ll=40.758494,-73.985126&spn=0,359.735641&z=13
http://maps.google.com.tw/maps?f=q&source=s_q&&geocode=&q=Eiffel Tower, Paris, France&sll=41.889467,12.492442&sspn=0,359.989057&ie=UTF8&z=16&layer=c&cbll=48.85885,2.293267&panoid=znOTy1LQvBtc-wRiiR4pTA&cbp=12,131.38821509116957,,0,-37.52941176470587
http://maps.google.com.tw/maps?f=q&source=embed&&geocode=&sll=-33.858362,151.214876&sspn=0,359.956913&ie=UTF8&ll=41.897741,12.496605&spn=0.026899,0.043087&z=14&layer=c&cbll=41.891103,12.491972&panoid=fXgNpOjPu-gsY3QGLNQZGg&cbp=12,156.06,,0,-21.26


3D街景



實際應用- Evernote雲端筆記本



Evernote 雲端記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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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記事本-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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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記事本-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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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記事本-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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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記事本-每個月免費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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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記事本-程式分區

41



雲端記事本-新增筆記

42



雲端記事本-筆記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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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平台

http://www.evernote.com/about/intl/zh-tw/download/



實際應用- Dropbox雲端磁碟



雲端工具－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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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工具－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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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工具－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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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工具－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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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工具－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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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工具－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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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工具－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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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應用- Cloud-R



Cloud-R

Cloud-R

R 軟體與雲端技術為基礎的統計應用網站

php語言撰寫

NetWorkSpace提供了完整的平行運算基礎

• NetWorkSpace以更有效的方法處理變數的共用問
題

讓平行運算的效能更加發揮，且使用者可以依
據其程式所需要的運算量大小，自行選擇使用
的電腦節點及平行運算的方式，以大幅減少運
算時間



Cloud-R

Cloud-R具備功能
支援R軟體所提供的所有指令

使用者可即時做運算，並可將圖表趨勢及結果分析立
即呈現在網頁上，以便研究團隊可以在同時間、不同
地點做線上討論

註冊過後的使用者更便利的功能
自動恢復使用者上次登入時的環境

允許上傳自訂的資料集

圖表可藉由PDF檔案格式呈現並下載

允許使用者執行多個工作，減少等待的時間

使用者可下載使用過的程式與結果。

http://epigenomics.ncu.edu.tw/Cloud-
R/index_tw.php

http://epigenomics.ncu.edu.tw/Cloud-R/index_tw.php
http://epigenomics.ncu.edu.tw/Cloud-R/index_tw.php
http://epigenomics.ncu.edu.tw/Cloud-R/index_tw.php


實際應用- 雲端簡單龍(Ezilla)



57

國網中心雲端簡單龍(Ezilla)簡介

雲端簡單龍(Ezilla)緣由背景與目的

提供開放雲端的架構，完整Web化解決方案

更直覺、友善的介面，讓使用者輕鬆簡易使用雲端虛擬/實體環境計算資

源。

推廣整合國網中心高速計算資源並與外界學研單位合作

動機

打造Carry on Cloud的概念：不需要重新再花費時間、精力為使用者重

新製作其所需要的系統

自動根據使用者的需求，客製化產生可用來虛擬化節點的映像檔

降低使用者在使用雲端資源的門檻
• 每位使用者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操作空間

• 可控制執行緒

• 快速輕易地存取雲端的應用程式

垂直整合基礎設施打造 – 儲存、網路、計算一條龍！



Ezilla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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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網中心Ezilla之功能與特點

友善的使用者介面與直覺的操作方式
每位使用者都擁有專屬於自己的 Cloud WebOS 操作介面，並且可以自訂
其桌面、我的最愛等等

透過網頁進行監控與操作
使用者使用網頁瀏覽器便可以操作 Cloud Widgets，不須另外安裝設定軟體，
輕易存取雲端的各種服務

視覺化的雲端服務 (Cloud Visualizer)
使用者可以透過視覺化的工具來監控目前的各種狀態，經由圖形化介面使用
虛擬機器

隨選的軟體與計算能力
使用者可隨選軟體至其虛擬節點的映像檔之中並透過虛擬化技術來運
用實體的計算資源





General Parallel File 
System

2 X 10GE

HSM Tape 
library

雲端儲存應用環境

General Parallel File 
System

2 X 10GE

HS
M

Tape 
library

General Parallel File 
System

2 X 10GE

HSM Tape 
library

NCHC 

firewall

Load balance 

server

Master

Load balance 

server

Slave

 新竹、台南各存一份資料，避免單點失效
問題

 具自動負載平衡機制
 可跨網域(新竹、台中及台南)同時使用讀

取廣域檔案系統
 具備自動搬遷功能之儲存設施，可將資料

強制遷移至磁帶儲存設施

Ezilla如何提供”大量”儲存服務



Ezilla如何提供”大量”儲存服務 (cont.)

可搭配國網中心雲端儲存平台
6TB 免費儲存空間

32 Nodes，原始空間達1024TB

作業系統Disk on modul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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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TSM HSM延伸模組

開放FTP、SCP、RSYNC、NFS與

WebDAV界面供用戶讀寫資料

主要用途為資料歸檔，適用慢速讀取資料

Internet

2 X 10GE

2 X 10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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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指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