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綱	 

  現實的難題	 

  什麼是雲端簡單龍Ezilla?	 

  Ezilla如何建構虛擬電腦教室	 

  Ezilla如何提供儲存服務	 

  Ezilla如何提供網路服務	 

  Ezilla展示	 

  附錄：如何一鍵安裝Ez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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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難題	 

  實際環境限制	 –	 學習電腦知識/軟體只能在”電腦教室”	 

  授權就是個很大的問題	 

  想要在研討會進行教學，很難準備一模一樣的環境，更不用提
Virtual	 Lab的概念實作，所以聽眾們就只能聽聽就好	 

  電腦教室或是區網、縣網管理耗能且費力	 

  電力消耗就是個很大的問題	 

  軟體/網頁安裝與維護，老師就要耗掉很多時間與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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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網中心雲端簡單龍--Ezilla 
  開發動機	 

  實踐Carry	 on	 Cloud的理念	 
  客製化虛擬環境，創造專屬的虛擬電腦教室	 
  降低使用者使用雲端資源的門檻	 

  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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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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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自由軟體(Open	 Source)，推廣雲端化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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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網中心雲端簡單龍--Ezilla	 

  功能	 
  快速打造個人私有雲端環境	 

  提供簡單介面，讓使用者可以快速且直覺地創造自己的虛擬工
作環境	 

  可打造多樣化的電腦教室	 

  核心技術	 	 
  DRBL	 (Diskless	 Remote	 Boot	 in	 Linux),	 	 

  Cloud	 Middleware	 –	 如OpenNebula,	 KVM,	 Libvirt…	 	 

  Web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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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虛擬電腦教室	  

多樣化虛擬電腦教室	  

多樣化虛擬電腦教室	  

多樣化虛擬電腦教室	  

多樣化虛擬電腦教室	  

多樣化虛擬電腦教室	  

多樣化虛擬電腦教室	  

多樣化虛擬電腦教室	  

實體電腦教室	 

如何打造虛擬電
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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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虛擬技
術	 -	 Xen	 

其他的虛擬技
術	 -	 KVM	 

雲端簡單龍	 

安裝	 
需要下指令、
繁瑣的設定	 

需要下指令、
繁瑣的設定	 

自動安裝	 

是否要收費	 
專業版	 –	 須

購買	 
免費	 免費	 

快速佈署	 需經一番設定	 需經一番設定	 
要多少”點一
下”就好了！	 

使用者介面	 指令	 指令	 Web-UI 

快速抽換印象檔	 X 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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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Ezilla的美好！！	 



Ezilla如何建構虛擬電腦教室—實例(一)	 

  使用實境輔仁大學	 –透過Ezilla來提供佈署之後，學生下
課回到家依然可以進行統計分析軟體的練習與做作業。	 

  機房電腦要維護軟體版本，真麻煩？！	 

  統計套裝軟體	 –	 下課後我怎麼帶回家練習&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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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illa如何建構虛擬電腦教室—實例(一)	 

  使用實境輔仁大學	 –透過Ezilla來提供佈署之後，學生下
課回到家依然可以進行分析軟體的練習與做作業	 

  利用5台實體機器，即可提供40~50台線上虛擬機器	 

  要花多少時間建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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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illa如何建構虛擬電腦教室—實例(二)	 

  使用實境2011/11/24晚上	 –	 新北市板橋	 致理技術學院，
讓學生可以自己創建機器，進行網路IPv6教學。	 

  電腦教室就只有40台電腦	 

  每個學生都要練習到Windows	 7與OpenSUSE	 IPv6的設定	 …這
不就要80台電腦以上？！	 Orz..	 



Ezilla如何提供儲存服務	 
  使用者的儲存空間配置??	 -	 提供High-Speed	 Virtual	 Disk本地端

儲存空間	 

  使用Ezilla產生虛擬機器後，High-Speed	 Virtual	 Disk即存
在於系統以供存取	 

  不僅減少資料傳遞與網路延遲的時間，更能提昇工作執
行與資料存取效率	 

=>PS:會隨著VM被刪除，資料也會隨著刪除	 

  使用者需要”大量”儲存空間?!	 -	 提供Large	 Remote	 Storage
遠端儲存空間	 

  此空間具有完整的資料安全性與穩定性	 
  支援	 –	 WebDAV，Dropbox等Client	 

=>PS:Remote	 Storage	 的資料，不隨著虛擬機器刪除而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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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High	  
Speed	  Net

work	  

High	  Speed	  Virtual	  Disk	  

Large	  Remote	  Virtual	  Disk	  

Mount	  Disk	  

Virtual	  
Cluster	  

Ez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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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illa如何提供網路服務	 

  導入虛擬網路交換器	 –	 Open	 vSwitch	 

  Open vSwitch是一個多層虛擬交換器，目的是針對能夠支援標
準管理界面的VM環境來建立一個品質優質的交換器	 

  Open vSwitch目前支援多種虛擬化技術	  
  已將此機制導入Ezilla，產生虛擬機器後，提供虛擬機器橋接實體

網路，打造整個VM環境的網路連通	 

  提供使用者”安全”網路環境!!	 
  Ezilla配置不同群組VM間的安全管控	 

  讓非同一組VM群無法互相連通	 

  確保虛擬環境下不同使用者間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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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illa	  –	  國網雲端簡單龍	  

Cloud	  Resource	  Broker	   Virtual	  Network	  Manager	  

Cloud	  Data	  Services	  

Replica 
Cloud	  Data	  Services	  

Cloud	  CompuBng	  Services	  

Cloud	  CompuBng	  Services	  

Virtual Network 

Japan 

United States 

虛擬電腦教室需求 

虛擬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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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illa實際展示	 

Private Virtual Pool 

Virtualization 

Private Virtual Pool 

Virtualization 

NCHC Private Cloud NARL Private Cloud 

Public Virtual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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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Start	 from	 Here!	 

 ezilla-nchc.sf.net	 

 ezilla.info	 

 percomp.nchc.org.tw	 

 drbl.nch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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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如何一鍵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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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illa 一鍵安裝架構 

DRBL	 SSI	 (Single	 System	 Image)	 
模式+	 雲端虛擬化技術	 

無人值守	 
(Unattended	 Install)	 

Ezilla中介軟體自動安裝	 

Ezilla	 Server	 

Ezilla	 Client	 

Virtual Machines Cloud	 Web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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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illa系統需求 (V1發行) 
  專案下載：ezilla-nchc.sf.net	 

  需有(至少)兩台主機	 

  支援虛擬化	 

  使用單一一張網路卡	 
 支援PXE開機	 

  用於安裝Ezilla	 Server的主機硬碟需可以被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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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debian原版光碟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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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到	 Help	 畫面後,輸入	 auto	 url=ezilla-nchc.s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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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網路無DHCP服務，請手動設定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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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動設定IP、Network	 Mask、Gateway以及Nam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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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設定正確，安裝流程就會直到完成(不需其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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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重開機後，會繼續進行Ezilla後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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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完成Ezilla	 Server的安裝流程(啥?	 這麼簡單)	 

  接著安裝Ezilla	 Client	 (虛擬機器容器)	 …	 PXE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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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BL	 開機完成，即會加入虛擬資源的資源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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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完成後，請用瀏覽器瀏覽該台Server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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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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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式	 

  先在”虛擬機器執行狀態”，點選想要操作的虛擬機器	 

  再到”管理功能選項”，點選想要使用的功能	 

  虛擬機器詳細資料區	 

  虛擬機器的截圖、OS種類以及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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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功能 

新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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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	 V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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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	 V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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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	 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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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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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Desktop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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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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