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開放式的軟體定義式儲存與應用派送基
礎架構，打造兼具彈性、高成本效益的大
學教育雲 
 

華碩雲端  
全球業務中心 黃世民總監 



關於華碩雲端 

• 華碩電腦子公司，實收資本額新台幣三億元。 
• 服務全球超過4,000萬終端使用者與商用客戶。 
• 分布於239個國家，11種不同語系。 

 全球設置多點資料中心  (臺北/上海/洛杉磯/盧森堡) 

 維運數十個Petabyte使用者資料量 

 2011年取得ISO 27001驗證 

 全球少見之提供公有雲、私有雲及混和雲模式服

務提供商  

全球發展概況 

洛杉磯 

盧森堡 

上海 

台北 

公有雲模式 

混和雲模式 

私有雲模式 

天津 
重慶 

多元雲端服務提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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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雲端提供的產品與服務 

1. 白皮書 

2. 華碩雲端平台 4. 顧問與系統整合服務 

3. 華碩智慧應用 5. 華碩智慧終端 

6. 華碩開放社群網路 

(ACON) 

學習管理系統 

智慧筆記應用 

儲存雲應用 

影音應用 

監控應用 雲端列印 

微電影 

健康管理 

行動病歷 



獲得國內眾多大型指標客戶採用 

2011 

2012 

2013 

2014 



現今CIO們的困擾 

資訊安全? 

應用行動化? 

應用軟體管理？ 

資料儲存管理? 

答案是~ 都是Trouble！ 

但有兩件事很緊急！ 



大麻煩一號：資料爆炸 

非結構化資料正爆炸性成長中，您準備好對策了嗎？ 

Source: IDC 



1000位同仁 

更有效率的安裝？ 
 
讓行動裝置也能使用Windows APP？ 
 
保障資料安全？ 
 
維運管理？ 

How to … 

電腦、平板、手機… 

3000~4000台裝置 

大麻煩二號：行動化後的應用的派送、維護與權限控管 



As is vs To be 



儲存大量非結構化資料， 
NAS Appliance是個好選擇嗎？ 

傳統NAS Appliance 

NAS Filers 

High “Cost at Scale” 

(透過實體設備投資擴充) 

儲存雲技術 

Object Storage 

Reasonable TCO 

(透過軟體定義擴充) 



高規格伺服器 

SAS/SSD 

虛擬化管理軟體 

NTD 5~6萬/人 

高頻寬效能(43K起) 

記憶體 1GB起/人 

映像檔8G起跳 

(每台虛擬機) 

映像檔專屬伺服器 

微軟VDA授權 

(約USD100/裝置/年) 

虛擬化軟體授權by人 

更經濟實惠的選擇，兼顧彈性管理 & 資料安全呢？ 

使用者在乎的是方便取得應用，而不是取得桌面服務！ 

虛擬桌面服務 VDI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華碩企業儲存雲】解決方案 

x 

高成本效益、易管理、高資安、具開放性的軟體定義式基礎架構 

【華碩虛擬應用雲】解決方案 



華碩企業儲存雲解決方案 

兼具彈性、安全、高成本效益與開放性的軟體定義式基礎架構! 



彈性利用儲存資源、大幅提升整體成本效益 

• 整合Object Storage、非結構化數據與分散式資料運算
技術，真正享受雲端帶來的成本優勢 

 

在Big Data時代，傳統Storage的成本會越來越高 
採用Cloud Storage 技術可以大幅降低企業儲存成本 

by Nicos Vekiarides on 
June 13, 2014 

http://www.twinstrata.com/author/nicos-vekiarides/
http://www.twinstrata.com/author/nicos-vekiarides/
http://www.twinstrata.com/author/nicos-vekiarides/


ASUS虛擬應用雲 

華碩虛擬應用雲的核心平台 

兼具彈性、安全、高成本效益與開放性的軟體定義式基礎架構! 



ASUS 
虛擬應用雲 

NTD 2萬/人 

X86伺服器 

SATA 

虛擬應用雲軟體授權by人 

遠端桌面授權 

(約NTD2,000/人) 

低頻寬效能(2K起) 

記憶體 400MB起/人 

高規格伺服器 

SAS/SSD 

虛擬化管理軟體 

高頻寬效能(43K起) 

記憶體 1GB起/人 

映像檔8G起跳 

(每台虛擬機) 

映像檔專屬伺服器 

微軟VDA授權 

(約US100/裝置/年) 

虛擬化軟體授權by人 

VDI NTD 5~6萬/人 



彈性利用資源、大幅提升整體成本效益 



彈性利用資源、大幅提升整體成本效益 

• 支援多租戶(Multi-tenancy)與精簡配置(Thin 
provisioning)技術、提高儲存資源利用率、輕鬆規劃服
務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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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Srv Pool 

Company A 

Company B 

Company C 

Workflow 

Directory 
ASUS Cloud Global Infrastructure 

Workflow 

Directory 

Workflow 

Directory 

以多租戶架構提供專屬
的儲存設備與高度企業
系統整合環境 



彈性利用資源、大幅提升整體成本效益 

• 支援分等儲存(Tiered storage)技術，可依不同應用需求
配置儲存資源 

• 支援資料重複刪除(Data de-duplication)技術，節省儲
存空間與提升寫入效能 

 

 

De-Dupe 

減量之前 減量之後 



彈性利用資源、大幅提升整體成本效益 

• 支援橫向與漸進式的擴充儲存資源提供自助式管理介面，
並可透過管理功能API與企業Workflow整合，簡化作業
程序 

初期最適建置規模 

+ 
視企業實際用量，
需要時不停機彈性
擴充 

Scale up or Scale out!? 



依權限自動派送應用服務，簡化管理設定 

一站控管，連接企業LDAP/AD，應用程式精準派送 

ASUS 
虛擬應用雲 



動態調配伺服器資源，維持系統服務品質 
結合監控系統，輕鬆調整Terminal Server Farm資源，以滿足APP使用品質 

伺服器D 伺服器c 

伺服器A 伺服器B 

HR APP Group 

Office APP 

Group 

Web APP 

Group 
簽核系統 員購網 

伺服器F 

薪資管理Sys. 

伺服器E 

專案管理系統 

伺服器E 

群組聯集、應用聯集 

CRM 

ERP 

特定群組，專屬伺服器 



提供自助式管理介面，並可透過管理功能API與企業
Workflow整合，簡化作業程序 

企業員工 

企業
Workflow 

Workflow一旦核可，同仁新的應用程式權限立即自動開通，無須IT單位手動介入。 

前台使用介面 後台管理介面：IT只須事先將軟體安裝在伺服器即可 



內建多重資訊安全機制、提升企業資料服務
可用性與降低威脅 



內建多重資訊安全機制、提升企業資料服務可用性與降低威脅 

• 支援AES 即時加解密技術，同時滿足透明性與資料安全 

• 支援即時掃毒技術，並可整合多家防毒引擎 

• 所有API 與網頁介面皆支援SSL加密 

 

SSL資料傳輸加密 

AES256儲存加密 

支援Streaming AES，資料從 

實體儲存媒體存取時會即時加 

密與解密，配合金鑰加鹽(Salt) 

處理，防止資料被盜取。 

企業等級病毒掃描 

可整合防毒軟體，即時線上掃讀毒。 



支援存取紀錄 

Who / When / What  
 
Upload 上傳/ 
Download 下載/ 
Share 分享/ 
DelShare取消分享/ 
Rename 重新命名(更名前/更名後)/ 
Delete 刪除_進垃圾桶(file/folder)/ 
Clear 從垃圾桶刪除(file/folder)/ 
Create 建立(folder create) 

 
 
 
 
 
 

Action log報表示意 



內建多重資訊安全機制、提升企業資料服務可用性與降低威脅 

• 可整合OmniStore DR模組，輕鬆實現以帳戶為單位的異地備援
、災難復原與資料漫遊 

Canada 

USA 

Brazil 

Australia 

Singapore 

India 

Philippines 

Japan 
Kokea 

China 

Thailand 

United 
Kingdom EU 

Nordic 
countries 

於台灣總公司建立企業專屬私有雲 
資料漫遊可選擇於海外據點建立海
外機房，或採混和雲方式將資料漫
遊存放至華碩雲端海外資料中心。 

資料上傳至台灣雲端機房後，會將資料抄寫漫遊至海外機房/資料中心。
當人員出差至海外並登入服務，系統即會以本地/就近的資料中心做為
此帳號的主要伺服器，將使用者上傳的檔案置放於本地機房，提供給
使用者穩定良好的服務。並且也會將資料漫遊至其他資料中心。 

可彈性設計，針對群組或特定人員需求開
啟資料漫遊功能，節省整體建置成本。 



支援多種檔案傳輸協定、輕鬆整合企業常用
服務與行動化、物聯網等創新應用 



支援多種檔案傳輸協定、輕鬆整合企業常用服務與
行動化、物聯網等創新應用 

• 支援CIFS、FTP(S)、SFTP 等傳輸協定、無縫銜接企業常
用應用 

• 支援RESTful API、WebDAV 等傳輸協定，輕鬆串聯企
業行動應用 

 

CIFS 

SFTP FTP(S) 

WebDAV 

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 

網芳常用之協定 

SSH File Transfer Protocol 

以ssh連線傳輸， 

將指令和資料編碼 

Secure File Transfer Protocol 

一般傳統FTP 



支援多種檔案傳輸協定、輕鬆整合企業常用服務與行動化、
物聯網等創新應用 

• 可整合WebStorage應用 
 

跨裝置檔案同步 
– 自動同步所有裝置的資料。 

– 可從任何裝置取得最新的
檔案。 

 

資料雲端備份 
– 領先業界的雲端備援技術，

完整保護企業的珍貴資料。 

– 提供多版本備份，輕鬆取
回舊版本資料。 

 

全文檢索 
– 透過全文搜尋，瞬間找到

想要的檔案 

 
 

   群組檔案分享 
– 支援群組間文件目錄共享 

– 透過完整的管理介面，讓
設定分享、權限能輕易上
手 

– 可結合內部Work flow系
統進行審核流程 

 



 「舊應用run於新系統」將傳統套裝應用程式行動化，節省重製APP的時間與成本， 

同時延續企業User使用體驗。 

採用HTML5 技術、支援Windows 與網頁應用程式，
省去重新開發成本 



線上編輯 

報表生成 

簡報製作 

Any device, anywhere~ 跨越OS，延續使用體驗！ 



結論 



兩大解決方案無縫整合─應用與資料同時集中管理 

華碩虛擬 
應用雲 

 Benefits 
 
大數據有效管理！ 
整併異質儲存設備，化為統
一的資源池，彈性提供服
務；並且將儲存和運算資源
分開，更有效處理資料。 
 
資料&應用無縫接軌！ 
透過網路使用的資料時，用
戶無須再手動將data移至固
定路徑，直接從應用介面呼
叫資料，提升服務體驗。 

 
  安全等級再提升！ 
檔案從傳輸(SSL)→儲存
(AES)→被使用(應用)的過程
中全程加密。 



可運用ASUS Cloud Open Network服務，加速應用創新 

 

縮短應用開發的路程，降低失敗風險，以及開發過程中的資源浪費！ 

 Open API 

 

 開發工具/SDK 

 

 社群支援服務 

 

 透過市集力量對外服務 

 

 於虛擬應用雲平台上提供應用市集服務 

 

ASUS 
虛擬應用雲 



立即行動！ 
擁抱軟體定義儲存與應用管理新技術！! 



www.asuscloud.com 


